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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第 671次主管會報紀錄 

時間：98年 3月 25日（星期三）下午 2:00 

地點：雲平大樓 4樓第 2 會議室 

出席：黃煌煇  馮達旋(請假)  湯銘哲  徐畢卿  陳景文  曾永華(劉全璞、陳淑慧代)   

蘇慧貞  邱正仁  楊瑞珍(陳榮杰代)  王偉勇  顏鴻森  李偉賢  陳昌明(賴俊雄代)  

傅永貴  吳文騰  李清庭  徐明福  張有恆  林其和  張素瓊(黃浩仁代)  陳志鴻   

謝文真（程碧梧代）  謝錫堃  張丁財  李丁進  蕭世裕  蕭瓊瑞  詹錢登(請假) 

主席：賴明詔                                 記錄：林碧珠 

壹、報告事項： 

一、報告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如附件一，p.5~p.6）。 

二、主席報告： 

(一)今日報紙報導《Cheers》雜誌公布 2009 年「台灣 1000 大企業人才策略與最愛大學

生調查」結果，台大名列第一，成大第二。本校過去曾蟬聯十屆冠軍，自 2007年起，

已連續三年退居第二。尚值得安慰的是，兩校互有所長，成績也都遠遠超過其他學

校；但未來應在台大超越本校的主要項目：「融會貫通能力」、「國際觀與外語能力」

方面更加努力做好，才有機會再贏回冠軍的頭銜。加強學生外語能力，是本校迫切

需要努力的項目。目前本校舉辦國際交流活動已日益頻繁，也都辦得很不錯；最近

研發處邀請 1997 年諾貝爾物理獎得主 Prof. Claude Cohen-Tannoudji 來訪，並與教務

處、物理系舉辦座談、演講活動，學生全程參與情況良好，是相當可喜的現象。請

文學院多加幫忙規劃完善的外語學習配套措施，推動各院系營造外語學習環境，以

加強學生外語的學習與能力的提升。請文學院說明提升學生英語能力的相關規劃。 

※文學院賴副院長說明： 

文學院外文系承教務處委託，規劃執行「國立成功大學提升全校英語能力計畫（簡

稱成鷹計畫）」已一段時間，目前正規劃推動英語學習地圖，包括三項學習管道：一

是透過體制內專業英文課程的規劃，加強學生專業英文能力；二是規劃英語角、英

視界、英文診所等各種方式，加強學生自學能力；三是與各學院配合，在各學院建

構更好的學習環境，目前醫學院、管理學院都做得不錯，正陸續與其他學院溝通進

行中。讓學生一進入成大，即可依據學習地圖透過體制內的、自學的以及學院內的

管道不斷學習，並在大學四年內大幅提升英語能力。也正與 TOEIC 建立合約，希望

藉由多益測驗檢驗學生從入學到畢業英語能力提升的程度。 

(二)上次主管會報曾提到，國科會已注意到本校產學合作的技轉金額上繳科發基金的數

額比其他大學少的問題。校內老師以學校資源進行研究產生的研發成果，若未透過

學校辦理而私下與廠商協議技轉，將觸犯智慧財產權歸屬等相當嚴重的法律問題。

請研發處及研究總中心要正視此類問題，要將技轉機制建立起來，一定要讓老師們

知道以政府及學校資源進行研究產生的研發成果技轉案，必須透過學校辦理才合

法，否則會產生很麻煩、很嚴重的侵權法律問題。 

三、專案簡報：本校首頁管理委員會成果展示--成大新首頁 

四、各單位報告（書面資料併同議程資料分送，並聯結於秘書室網頁下當次會議紀錄） 

貳、提案討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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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案 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由：修訂「國立成功大學建教合作計畫實施要點」第七、九點相關條文，提請  討論。 

說明： 

一、依據 98.02.18「本校以建教管理費分配各行政單位協辦建教計畫案工作酬勞原則

會議」結論辦理。 

二、檢送「國立成功大學建教合作計畫實施要點」（修訂前）乙份，請參考。 

擬辦：主管會報通過後，將提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及行政會議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請提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及行政會議討論。 

附帶決議：專案人員的危險津貼目前係以專簽辦理，是否納入建教合作計畫實施要點或

專案人員相關辦法內規範，請人事室檢討研議。 

 

第二案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由：擬訂「國立成功大學公文線上簽核研修小組設置要點」（草案），提請  討論。 

說明：依據 98年 3月 4日「討論使用公文線上簽核系統流程及功能會議」決議提會。 

擬辦：討論通過後實施。 

決議：修正通過（如附件二，p.7~p.8） 

 

第三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人事室 

案由：擬訂本校「促進就業計畫進用教學人員實施要點（草案）」及「促進就業計畫進用

專案助理實施要點（草案）」及其附表契約書，提請  討論。 

說明： 

一、依教育部「培育優質人力促進就業計畫」方案 9-「大專校院遴聘業界專業教師方

案實施要點」及方案 8-「大專校院教學、職涯輔導及專案管理人力增能方案」辦

理。 

二、本案討論通過後施行。 

決議： 

一、修正通過「促進就業計畫進用教學人員實施要點」及其附表契約書（如附件三，

p.9~p.10） 

二、修正通過「促進就業計畫進用專案助理實施要點」及其附表契約書（如附件四，

p.11~p.13） 

 

第四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擬訂定「本校 98學年度行事曆一覽表」，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本校 98 學年度行事曆一覽表」已函送各相關單位(秘書室、總務處、學務處、

註冊組、學服組、人事室、軍訓室、體育室）會辦訂定，編列完成。 

二、本行事曆一覽表之訂定係根據以下原則辦理： 

(一)每學期仍維持授課十八週足。 

(二) 98學年度之各國定、民俗例假日之編列，均依規定循例及行政院頒布之「中華

民國 98年紀念日及節日假期處理一覽表」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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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附 97學年度行事曆以供參酌。 

三、若援往例 3月 31日至 4月 2日可訂為校際活動週。目前台灣聯合大學系統(清華、

交大、中央、陽明) 98學年仍有訂校際活動週。98學年度是否維持，擬提甲案及

乙案以供討論： 

甲案：維持 3 月 31 日至 4 月 2 日為校際活動週，學期共 18 週又 3 日，學期考試

為 99年 6月 24日至 6月 30日。 

乙案：取消「校際活動週」，學期共 18 週，學期考試更改為 99 年 6 月 21 日至 6

月 27日。 

擬辦：通過後函報教育部備查並公告於網頁上、列印於上課時間表內，以為全校師生週

知。 

決議： 

一、新鮮人成長研習會訂於 9月 12-13日舉行，9月 14日新舊生開始上課。 

二、維持 3月 31日至 4月 2日為校際活動週。 

三、98學年度行事曆一覽表修正通過（如附件五，p.14）。 

 

第五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修訂本校運動場地借用管理辦法，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本校體育室管理之運動場地，有許多場地以往並無管理辦法規範，因此訂定「國

立成功大學運動場地借用管理辦法」以利統一規範（依體育室 97學年度第 4次室

務會議討論決議提出）。 

二、本辦法內容業已經法制組建議修訂，並已呈請校長同意，擬提主管會報討論通過

後實施。 

決議：修正通過（如附件六，p.15~p.16） 

 

第六案 提案單位：財務處 

案由：研擬「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投資要點」(草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根據「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第十條與「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管理

及監督辦法」第二十三條之規定，訂定「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投資要點」。 

二、為能有效管理與監督本校校務基金投資績效，特訂定本要點。 

擬辦：討論通過後，將提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及校務會議討論。 

決議：修正通過，請提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及校務會議討論。 

 

第七案 提案單位：財務處 

案由：研擬「國立成功大學財務處投資諮議委員會設置要點」(草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依「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第十條、「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及監

督辦法」第二十三條與「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投資要點」(草案)第四條規定，

設立「國立成功大學財務處投資諮議委員會設置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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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為提供本校財務處管理校務基金之諮詢相關投資建議，特訂定本要點。 

擬辦：討論通過後，將提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討論。 

決議：修正通過為「國立成功大學財務處投資諮詢委員會設置要點」，請提校務基金管理

委員會討論。 

 

第八案 提案單位：財務處 

案由：研擬「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專業經理人獎懲要點」(草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本案根據「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專業經理人實施要點」第六條及第七條，

研擬專案經理人之獎懲任免事宜。 

二、為順利推動本校財務處理財運作，聘請專業經理人所需之相關細節規定，特擬定

本要點。 

擬辦：討論通過後，將提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討論。 

決議：修正通過為「國立成功大學財務處專業經理人獎懲要點」，請提校務基金管理委員

會討論。 

 

參、臨時動議（無）。 

肆、散會（下午 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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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98.3.11 第 670次主管會報決議事項執行情形報告表 

案次 決議事項摘要 承辦單位執行情形 列管情形 

一 案由：本校校區命名活動，總結各方建議，提

請確認後，送行政會議及校務會議討論

後實施。 

決議：原則通過，請提行政會議及校務會議討

論。 

藝術中心：將提 5月 27日召

開之行政會議討

論。 

俟提行政

會議及校

務會議討

論後解除

列管 

二 案由：社科學院提案修正本校教師聘任辦法增

訂第 5條之 1、2條文案，提請  討論。 

決議： 

一、第五條之一，已於 97 年 12 月 31 日 97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會議討論通過，納入

本校教師聘任辦法第 5條予以規範。 

二、第五條之二，考慮本校教師聘任辦法第 5

條已有「…但情況特殊，經教評會同意

者，自第七年起得續聘二年，…」之規

定，該建議暫予擱置。 

社科院：遵照辦理。該決議將

於院務會議報告。 

人事室：遵照辦理。 

結案 

三 案由：研擬「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投資要點」

(草案)，提請  討論。 

決議： 

一、第四點投資諮議委員會，其委員人數、

應具條件等等，應另訂定委員會設置要

點予以規範。 

二、應增訂投資停損點之相關條文。 

三、本要點應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及校務

會議討論通過。 

四、請財務處依上述原則及參酌會中相關意

見，連同投資諮議委員會設置要點及第

四案所提「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專業

經理人獎懲要點」，妥為擬訂後，再提

出討論。 

財務處： 

一、本要點修正後提主管會

報討論。 

二、另研擬投資諮議委員會

設置要點提主管會報

討論。 

財務處已

另案提出

討論 

四 案由：研擬「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專業經理

人獎懲要點」(草案)，提請  討論。 

決議：先與人事室研商並妥為擬訂後，再提出

討論。 

財務處：與人事室研商後提主

管會報討論。 

財務處已

另案提出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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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案由：研議將出納組由總務處改編至財務處，

並配合修訂「國立成功大學組織規程」

第七條、第八條，及「國立成功大學財

務處設置辦法」第二條、第七條，提請  

討論。 

決議：原則同意，修正後請提校務發展委員會

及校務會議討論。 

財務處：已修正，將提校務發

展委員會及校務會

議討論。 

已列入 4

月 8 日校

務發展委

員會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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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國立成功大學公文線上簽核研修小組設置要點 

98年 3月 25日第 671 次主管會報通過 

一、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升行政效率，實施公文線上簽核系統

（以下簡稱本系統），特設公文線上簽核研修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以

建置本系統功能需求及改善標準作業程序。 

二、本小組成員由秘書室、總務處、計算機與網路中心、人事室派代表組成。

由主任秘書及計算機與網路中心主任分別擔任召集人及副召集人，並得視

需要邀請委託廠商或提送需求單位代表參與小組會議，研商本系統功能需

求及改善相關事宜。 

三、本小組行政工作由秘書室統籌。 

四、各單位對本系統有報修或增加功能等需求時，應填寫「國立成功大學行政 e

化系統需求增修確認單」，送秘書室轉計網中心初審後，陳請主任秘書決

行；必要時得提本小組會議討論。 

五、本要點經主管會報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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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行政 e化系統需求增修確認單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

請

人 

單 位  
聯絡 

資料 

電 話  

Fax  

姓 名  
Email  

【問題說明】 

 

秘書室收件人：           收件日期：   年   月   日   編號： 

計 網 中 心 初 審 研修小組決議 

【初審意見】 

 

 

 

 

 

 分析人員：             

主管簽章： 

分析日期： 

 建議解決方案：□1.直接依需求修改    

□2.送回秘書室召開研修小組會議 

 

 

 

 

 

 

 

 

 

 

 

處 理 情 形 

 

 

 

 

 

 

處理人員：                    

預估解決日期： 

決行 

【主任秘書決行】 

回覆 
□1.紙本回覆   □2.傳真回覆  □3.email 回覆 

回覆人員：                            回覆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 本表得以紙本擲送秘書室、或 Fax：06)2368660、或 Email：em50020@email.ncku.edu.tw 

※ 洽詢電話：秘書室：江芬芬 50033、陳雅珍 50026、計網中心王由莉 61014 

mailto:em50020@email.nc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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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國立成功大學促進就業計畫進用教學人員實施要點 
98年 3月 25日第 671次主報會報通過 

一、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依教育部培育優質人力促進就業計畫，特訂定國立成功大
學促進就業計畫進用教學人員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教學人員，係指於教育部培育優質人力促進就業計畫之經費項下，以約聘方
式進用之短期編制外人員。 

三、教學人員區分為博士教師、業界專業教師及駐校藝術家等三類，其資格及工作內容如下： 
（一）博士教師：聘任具博士學位者，支援雙師教學工作，以降低教師授課時數，提升教

學品質。 
（二）業界專業教師：聘任具大學以上學位，並有二年以上相關業界實務經驗之專門技術

失業者，支援實務課程雙師教學，以提升教學職能，完備整體實務人才培育機制。 
（三）駐校藝術家（含文學家）：聘任具視覺藝術、美術、音樂、表演、文學等專長者，從

事學校文化藝術講演或活動之規劃工作，以提昇藝術與人文氣息。 

四、教學人員應具備下列基本條件： 
（一）品行端正，無不良紀錄者。 
（二）所習學科與擬任職務性質相近者。 
教學人員以九十五學年度至九十七學年度期間畢業者為優先延聘對象；不得延攬九十七
學年度第二學期（含）以後，辦理休（退）學之學生或在學學生。 

五、教學人員之遴聘，由用人單位辦理公開甄選，並於全國就業ｅ網或相關就業網站刊登甄
選公告七日以上（不含例假日）。 
進用教學人員時，須檢附下列證件資料，提經系（所）務會議或中心會議審議通過後，
循行政程序簽會教務處、人事室、會計室，並陳請校長核定後聘任之：  

（一）擬聘教學人員簽辦表。 
（二）履歷表。 
（三）畢業證書或學位證書。 

（四）其他足資證明資格之文件。 
六、教學人員之聘期，以不超過一年為限，且以聘任一次為原則。 
七、教學人員自實際到職之日起薪，其敘薪標準如下：  

（一）博士教師：每月薪給 46,750元。 
（二）業界專業教師：具博士學位者，每月薪給 44,672元；具碩士學位者，每月薪給 30,035

元；具學士學位者，每月薪給 26,305元。 
（三）駐校藝術家（含文學家）：依個別專案另訂支給標準或參照前開業界專業教師待遇標

準支給。 
八、教學人員不得在校內外兼課或兼職。 
九、教學人員應依勞工保險條例、全民健康保險法，加入勞保、全民健保；並參照勞工退休

金條例相關規定，提撥勞工退休金。 
十、教學人員之聘期、報酬標準、差假、福利、保險、退休及其他權利義務等事項，以契約

（契約書格式如附表）定之。 
教學人員之人事管理業務由人事室綜理。 

十一、教學人員於契約期間，如因工作不力，或有其他不當行為，或違反契約應履行義務時，
得終止契約並予解聘；除扣償溢領之酬金外，如有損害並追償違約之損害賠償。 

十二、用人單位應按月（每月 25日前）填報執行成效表相關資料送教務處彙辦。 
十三、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依教育部培育優質人力促進就業計畫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四、本要點實施期限，依教育部培育優質人力促進就業計畫辦理。 
十五、本要點經主管會報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http://www.ncku.edu.tw/~pers/chinese/06.regulations/reg02-06.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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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表 
國立成功大學促進就業計畫進用教學人員契約書 

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甲方）為執行教育部培育優質人力促進就業計畫方案，聘任     （以
下簡稱乙方）為博士教師、業界專業教師、駐校藝術家，經雙方同意訂 

立契約，共同遵守約定條款如下： 
一、聘任期間：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以不超過一

年為限） 
二、工作內容： 
三、報酬：每月薪給新台幣             元整。 
四、服務時間：比照甲方編制內專任教師規定辦理。 
五、授課時數：         （由用人單位視業務需要自行約定） 
六、到職及離職：乙方接到甲方聘任通知後，應依規定辦妥到職手續後始予聘任；聘期屆滿，

乙方即需離職，不得異議。乙方如因特別事故須於契約期滿前先行離職時，應於一個月
前提出申請，經甲方同意後始得離職。乙方離職時，應依規定辦妥離職手續後始得離職。 

七、差假：比照甲方編制內專任教師之規定辦理。因業務需要，有出差之必要者，需經專案
簽准，其出差旅費比照薦任級職員標準，由甲方經費支應。 

八、出國：比照甲方「專任教師申請出國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九、乙方不得在校內外兼課或兼職。 
十、保險：乙方若符合「勞工保險條例」及「全民健康保險法」之被保險人資格者，應於到

職時，由甲方辦理加保手續；聘約期滿或中途離職，應辦理退保。 
十一、退休：甲方參照「勞工退休金條例」為乙方提繳勞工退休金相關退休事宜。上述乙方

自願提繳勞工退休金之費用，由甲方於發放薪資中代為扣繳。 
十二、福利： 
     （一）請領甲方識別證與校內汽機車通行證。 

（二）依甲方之規定使用各項公共設施及參加校內文康活動。 
（三）其他經專案簽准之福利事項。 

十三、年終工作獎金：依計畫經費編列情形，參照「軍公教人員年終工作獎金（慰問金）發
給注意事項」規定辦理。 

十四、乙方在契約期間不適用「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教師法」、「大學聘用專業技術人員擔
任教學辦法」及公教人員婚、喪、生育、子女教育補助等相關規定。 

十五、乙方於契約期間，如因工作不力，或有其他不當行為，或違反本契約應履行義務時，
甲方得終止本契約並予解聘；除扣償溢領之酬金外，如有損害並追償違約之損害賠償。 

十六、甲方於教育部培育優質人力促進就業計畫執行期限內如因故計畫終止，本契約亦應同
時終止。除有可歸責於甲方之事由外，乙方不得因契約終止，對甲方請求資遣費。 

十七、本契約如有未盡事宜，依「國立成功大學促進就業計畫進用教學人員實施要點」及其
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八、甲乙雙方因本契約發生訴訟時，同意以甲方所在地之管轄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十九、本契約書一式三份，甲方（人事室）、甲方用人單位及乙方各執一份。 
 
※附註： 

1、乙方之前如曾因他案與甲方簽訂聘任契約書，其聘期與本契約書聘期重疊時，前契約書在本契約書生
效時同時終止。 

2、本契約書制式內容係經甲方主管會報通過生效，不得擅自更動，如被更動，該更動條款視為無效。 

立契約人     

甲  方：國立成功大學                     乙      方： 

代表人：賴 明 詔                        身分證字號： 

地  址：701台南市大學路一號              戶 籍 地 址： 

甲方用人單位主管簽章：                    聯 絡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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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國立成功大學促進就業計畫進用專案助理實施要點 
98年 3月 25日第 671次主報會報通過 

一、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依教育部培育優質人力促進就業計畫，特訂定國立成功大

學促進就業計畫進用專案助理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專案助理，係指於教育部培育優質人力促進就業計畫之經費項下，以約聘方

式進用之短期編制外人員。 

三、專案助理區分為教學（行政）助理、職涯輔導員及專案管理人等三類，其資格及工作內

容如下： 

（一）教學（行政）助理：聘任具碩士學位者，協助建置完善之教學支援系統，及行政協

助工作。 

（二）職涯輔導員：聘任具碩士學位者，協助推動服務學習課程，提供弱勢家庭諮詢與資

訊，及協助輔導工作。 

（三）專案管理人：聘任具碩士學位者，協助進行各類學生學習成效之調查、從事資料調

查、建置校內資料庫、推動產學合作、育成等工作。 

四、專案助理應具備下列基本條件： 

（一）品行端正，無不良紀錄者。 

（二）所習學科與擬任職務性質相近者。 

專案助理以九十五學年度至九十七學年度期間畢業之碩士為優先延聘對象；不得延攬九

十七學年度第二學期（含）以後，辦理休（退）學之博士生或在學學生。 

五、專案助理之遴聘，由用人單位辦理公開甄選，並於全國就業ｅ網或相關就業網站刊登甄

選公告七日以上（不含例假日）。 

進用專案助理時，須檢附下列證件資料，循行政程序簽會教務處、人事室、會計室，並

陳請校長核定後聘任之：  

（一）擬聘專案助理簽辦表。 

（二）履歷表。 

（三）畢業證書或學位證書。 

（四）其他足資證明資格之文件。 

六、專案助理之聘期，以不超過一年為限，且以聘任一次為原則。 

七、專案助理自實際到職之日起薪，每月薪給 29,750元。 

八、專案助理不得在校內外兼課或兼職。 

九、專案助理應依勞工保險條例、全民健康保險法，加入勞保、全民健保；並依照勞工退休

金條例相關規定，提撥勞工退休金。 

十、專案助理之聘期、報酬標準、差假、福利、保險、退休及其他權利義務等事項，以契約

（契約書格式如附表）定之。 

專案助理之人事管理業務由人事室綜理。 

十一、專案助理於契約期間，如因工作不力，或有其他不當行為，或違反契約應履行義務時，

得終止契約並予解聘；除扣償溢領之酬金外，如有損害並追償違約之損害賠償。 

十二、用人單位應按月（每月 25日前）填報執行成效表相關資料送教務處彙辦。 

十三、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依教育部培育優質人力促進就業計畫、本校臨時人員工作規則

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四、本要點實施期限，依教育部培育優質人力促進就業計畫辦理。 

十五、本要點經主管會報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http://www.ncku.edu.tw/~pers/chinese/06.regulations/reg02-06.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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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表 
國立成功大學促進就業計畫進用專案助理契約書 

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甲方）為執行教育部培育優質人力促進就業計畫方案，聘任 

（以下簡稱乙方）為教學（行政）助理、職涯輔導員、專案管理人，經

雙方同意訂立契約，共同遵守約定條款如下： 

一、聘（僱）期間：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以不超過一年為限）契約期滿，終止勞僱關係。 

二、工作內容： 

三、工作場所：乙方接受甲方之監督指揮，由甲方視業務需要指定之，必要時並得派往甲方

所在地以外之其他地點，擔任本契約所定之工作。 

四、工作報酬：每月薪給新台幣 29,750元。自報到日起支，離職日停支。 

五、工作時間： 

（一）乙方每日正常工作時間不得超過八小時，每二週工作總時數不超過八十四小時。為

比照甲方編制內職員實施週休二日制，於符合勞動基準法情況下，乙方同意將休假

日(應放假之紀念日、勞動節日)調移。上班時間依實際需求就下列方案擇一實施： 

       □週一至週五上午自 8時至 12時，下午自 13時至 17時。上下班簽到退時間，得前

後各彈性 30分鐘。 

       □其他：                          （輪班人員及特殊上班時間者，請務必填列。

例如：週一至週五上午自 9時至 13時，下午自 14時至 18時） 

（二）甲方得視業務需要，經甲乙雙方協議後採輪班制或調整每日上下班時間及休息時間。 

六、到職及離職：乙方接到甲方聘任通知後，應依規定辦妥到職手續後始予聘任；聘期屆滿，

乙方即需離職，不得異議。乙方如因特別事故須於契約期滿前先行離職時，應於一個月

前提出申請，經甲方同意後始得離職。乙方離職時，應依規定辦妥離職手續後始得離職。 

七、差假：乙方之請假依「勞動基準法」、「勞工請假規則」、「性別工作平等法」等規定辦理。

因業務需要，有出差之必要者，需經專案簽准後，其出差旅費比照薦任級職員標準，由

甲方經費支應。 

八、乙方不得在校內外兼課或兼職。 

九、職業災害補償：甲方應依「勞動基準法」、「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勞工保險條例」及

相關規定辦理職業災害之補償。 

十、保險：甲方應於乙方聘（僱）期間，依「勞工保險條例」、「全民健康保險法」相關規定

爲其加入勞保及全民健康保險。契約期滿或中途離職，應辦理退保。 

上述乙方負擔之費用，由甲方於發放薪資中代為扣繳。 

十一、退休：甲方依「勞動基準法」及「勞工退休金條例」相關規定，為乙方提繳勞工退休

金。上述乙方自願提繳勞工退休金之費用，由甲方於發放薪資中代為扣繳。 

十二、福利： 

（一）享有勞工安全衛生法令相關規定之保障。 

（二）請領甲方識別證與校內汽機車通行證。 

（三）依甲方之規定使用各項公共設施及參加校內文康活動。 

（四）其他經專案簽准之福利事項。 

十三、年終工作獎金：依計畫經費編列情形，參照「軍公教人員年終工作獎金（慰問金）發
給注意事項」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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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契約終止： 

（一）甲方得依所訂之本校臨時人員工作規則第五條、第六條規定終止契約。 

（二）乙方欲終止契約時，若無不須預告甲方之情形，應依甲方所訂之臨時人員工作規

則第九條規定提出書面申請，並辦妥離職手續；如未於規定期間提出，致甲方受

有損害者，甲方得依相關法律請求乙方損害賠償。 

（三）乙方於契約期間，如因工作不力，或有其他不當行為，或違反本契約應履行義務

時，甲方得終止本契約並予解聘；除扣償溢領之酬金外，如有損害並追償違約之

損害賠償。 

（四）甲方於教育部培育優質人力促進就業計畫執行期限內如因故計畫終止，本契約亦

應同時終止，除有可歸責甲方之事由外，乙方不得因契約終止或屆滿，對甲方請

求資遣費。 

十五、業務移交：甲方調整乙方所擔任之工作或本契約終止時，乙方應將其經管之事務及物

品辦理移交。如未辦妥移交，致甲方受有損害者，甲方得依相關法律請求乙方損害賠

償。 

十六、本契約如有未盡事宜，依「國立成功大學促進就業計畫進用專案助理實施要點」、「國

立成功大學臨時人員工作規則」等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七、甲乙雙方因本契約發生訴訟時，同意以甲方所在地之管轄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十八、本契約書一式三份，甲方（人事室）、甲方用人單位及乙方各執一份。 

 

 

※附註：1、乙方之前曾因他案與甲方簽訂聘（僱）契約書，其聘期與本契約書聘期重疊時，

前契約書在本契約書生效時同時終止。 

        2、本契約書制式內容係經甲方主管會報通過生效，不得擅自更動，如被更動，該更

動條款視為無效。 

 

 

立契約人 

甲  方：國立成功大學                   乙       方： （簽名） 

代表人：校長  賴  明  詔               身分證字號：                                 

                                       

地  址：台南市大學路一號               戶 籍 地 址：                                 

                                                                                     

甲方用人單位主管簽章：                 聯 絡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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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本校 98學年度行事曆一覽表 

m671-2.x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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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國立成功大學運動場地借用管理辦法 

98.3.25 第 671次主管會報通過 

第一條  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有效管理本校所屬各校區運動場地，並提倡正當

運動與休閒，特訂定「國立成功大學運動場地借用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運動場地，包括本校所屬各校區體育室負責管理之網球場、籃球場、排

球場、田徑場、健康休閒中心、游泳池、棒(壘)球場及橄欖球場等運動場地。 

第三條  中正堂（體育館）之借用依「中正堂（體育館）借用管理辦法」辦理。 

第四條  本校運動場地以體育課教學、校代表隊訓練及學校核可之活動優先使用。 

第五條  校內各單位借用運動場地，申請流程如下： 

一  各單位先至體育室領取活動企劃書。 

二  企劃書填妥後送單位主管或指導老師簽章。 

三  備妥詳實企劃書到體育室填表登記，並繳交燈光費及保證金（收費標準另訂之），保

證金於活動完畢場地清潔復原後，即行退還。 

四  活動如須經主管單位審查者，經核准後始可借用。 

第六條  校內各單位借用優先順序，以登記先後為原則，但學校如有舉辦重要大型系校際、

國際活動，則雖借用手續已辦妥亦應協調讓出。 

第七條  校內各單位借用運動場地，須提前三週申借。但經簽請本校核准之大型跨校性比賽

不在此限。 

第八條  校內各單位借用相關費用處理規定如下： 

一  因停電、跳電、天候不良、下雨等因素無法舉行活動時，可另外安排時段及場地予

借用單位，如欲退還燈光費時，則須扣除 20％之行政手續費。 

二  保證金憑據退費(請勿遺失單據)，若場地未依規定清理復原者，逕由保證金中扣除

相關費用後，餘款退還借用單位。 

第九條  校外單位申請借用運動場地，須備申請函及詳實企劃書，至少於三週前向體育室提

出申請，經審查通過後簽請校長核准，並繳納場地維護、水電燈光、保證金等費用

（收費標準另訂之）方得使用。保證金於活動完畢場地清潔復原後，即行退還。 

第十條  借用單位若有下列情況之一者，管理單位得予停止或制止使用，並沒收保證金：  

一  有損本校校譽者。 

二  有違社會善良風俗或影響公益者。 

三  與申請借用活動之名稱或項目不符者。 

四  未經本校同意逕行轉讓其他單位使用者。 

五  其他違反本辦法規定者。 

第十一條  借用單位在使用本校運動場地期間，不得有商業交易行為。若有分割攤位收取費

用之行為須於來函申請特別敘明，本校得加收場地維護費 10％之費用。 

第十二條  借用單位應負責借用運動場地設備、器材之完整與清潔維護，如有損壞應予賠償，

本校得逕由保證金扣繳。保證金不敷扣繳時，得另行追償。 

第十三條  借用單位如遇不可抗力事由，無法使用借用運動場地時，須於一週前通知管理單

位，退還所繳費用（含保證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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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條  本校如因特殊事由須使用運動場地時，得於一週前通知借用之單位，借用單位不

得異議。本校只退回預繳費用，不做任何補償。 

第十五條  借用單位於使用本校運動場地期間，應對所有參加人員（含工作人員、觀眾）投

保公共責任意外險，本校不負任何賠償責任。 

第十六條  借用單位如使用配電等附加設施，應於企劃書中明示，以便會簽總務處，實施安

全檢查。 

第十七條  借用游泳池者，須備有合格水上救生員並全程留駐現場。 

第十八條  借用單位車輛進出本校時，應遵守本校機動車輛進出校區管制辦法之規定。 

第十九條  校外單位借用運動場地所繳之經費，依本校建教合作收費辦法規定辦理。 

第二十條  本辦法經主管會報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