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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九十一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紀錄 

時間：九十一年十月九日九時○分 

地點：國際會議廳第一演講室 

出席：歐善惠 宋瑞珍 蘇炎坤 柯慧貞 王振英 黃肇瑞 楊明宗 張克勤 任世雍 余樹楨 王駿發 吳萬益        

薛天棟 葉純甫 賴溪松 陳祈男 陳省盱 彭富生 李丁進 徐德修  葉茂榮 蔡崇濱  張高評 張志強 王 琪 

呂興昌 傅永貴 麥愛堂 楊惠郎  李偉賢（羅裕龍代）  謝錫 （詹寶珠代）  朱治平  陳志勇（黃耀輝代）            

林再興 黃啟祥 陳景文 高家俊 江哲銘（吳玉成代）  楊瑞珍  蘇芳慶  黃正弘  張益三  賴新喜  趙怡欽     

蔡俊鴻  許渭州 蕭飛賓  邱仲銘 陳響亮 林清河 陳春益  康信鴻 吳清在  潘浙楠 潘偉豐 賴明德 林以行  

許桂森  張定宗（吳俊忠代）  蔡瑞真（周辰熹代）  林銘德 吳俊忠 駱麗華 徐阿田 陳美津  陳淑姿 陳怡良

蘇慧貞（張火炎代） 廖美玉 邱源貴  鄭永常  王文霞  許功明  劉瑞琪  陳若淳  許瑞麟  潘戊衍  田 聰      

閔振發  林榮良（孫亦文代）  許拱北 曾清涼  孫鎮球  張素瓊  鄭梅芬 何清政 朱銘祥  鄭芳田  楊明興      

陳立祥 李祖聖  謝孫源  連震杰  周澤川  楊毓民  蔡少偉 陳進成  李振誥  施勵行  丁志明  曹紀元  吳致平

涂盛文  游保杉  張嘉祥  黃悅民  黃吉川  陳天送  趙儒民  楊澤民  馬敏元  苗君易  胡潛濱  葉宣顯  鄭幸雄 

廖揚清  王永和  葉榮懋  陳梁軒  呂錦山  廖俊雄  譚伯群  葉誌崇  邱正仁  呂金河  吳鐵肩  郭麗珍  丁仁方

李坤崇（董旭英代）  謝文真  利德江  吳天賞 黃溫雅  陳清惠  成戎珠  吳明宜  何漣漪  吳華林  李益謙          

邱浩遠（賴吾為代） 陳幸鴻  高雅慧（周辰熹代） 劉明煇（劉佳觀代）  薛尊仁  林錫璋  黎煥耀  蔡維音      

于富雲  張讚合  范光中  王苓華  涂國誠  王素貞  許霖雄  李懿秀  王善興  洪國郎  陳子衍  李聰盛  李錦河  

葉俊林  張家豪  游榮哲  曾宛翎  吳岸樺           

主席：高校長強                      記錄：龔  梓  燦 

壹、頒獎： 

一、頒發王柳欽先生感謝狀。 

二、頒發陳雅珍秘書、黃信復專員、陳孟莉專員、蔡秀雲組長及陳登安技士等五位九十年績優職員獎牌。 

三、頒發全校清潔抽查比賽獲獎單位獎牌。九十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名交管系、第二名生科所；九十一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一名企管系、第二名都計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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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報告事項： 

一、 報告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並予以確認（附件一）。 

二、 主席報告： 

今天是本（九十一）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幾件重要校務報告如下： 

（一）附設於本校多年的空中商專已於今年八月一日正式移轉由台中技術學院接辦。附設空中商專正式移轉出去後，本校

將更能專心朝研究型大學方向發展。 

（二）本校自去年十一月起陸續進行包括系所、學院、行政單位之校務自我評鑑，並於今年八月十三日舉辦全校性之校務

外部評鑑，聘請行政院胡政務委員勝正、故宮博物院杜院長正勝、行政院劉前副院長兆玄、中研院曾副院長志朗、

清大劉前校長炯朗、台大陳校長維昭等六位負有學術聲望與社會地位之學者來校擔任外部評鑑委員。六位委員當天

均出席，也都很關心成大的發展，研發處已彙整委員們的意見，將來會把各學院彙整到校的整個發展計畫送至校務

發展委員會做最後的確認。 

（三）八月下旬曾拜訪台南縣蘇煥智縣長洽談本校如何協助推動南科園區研發事宜，蘇縣長表示將規劃在南科園區靠近高

鐵震動帶，不適宜設高科技廠房的範圍內設置研發園區，並以補助租金方式鼓勵相關大學提出合作計畫。本校正積

極規劃適合進駐南科園區的研發單位，並與台南縣政府洽談相關細節中。 

（四）有關研究型大學整合計畫案，教育部已評選出七所國立大學為重點資助大學，包括北部的台大，占總經費 30%；中

北部的清大、交大、中央、陽明，占 40%；南部以本校為主，並與中山跨校合作，占 15%，其中本校約占 10%。教

育部黃榮村部長、中研院李遠哲院長及國科會陳建仁副主委曾與此七所大學校長開會並說明相關政策及經費使用原

則。九十一及九十二年度總共二十億元經費中，本校約可獲得二億元的補助，將以奈米科技、生物醫學、海洋環境

三個領域與中山大學進行跨校合作；原已規劃在內之太空科技、光電科技、台灣文化、東南亞競爭力等四個研究中

心將先以校內經費發展，九十三年度再提計畫加入爭取國家經費補助。除上述七校所占 85%外，另 15%將做為全國

性跨校研究中心之發展經費，仍以台大為主導核心，本校亦將積極爭取參與合作。目前南部只占總經費 15%，與北

部、中北部獲得補助的比例差距蠻大，我們已反映並期望國家在南北均衡上多加考量，希望下一次評估經費時能予

以適當調整。此外，教育部繼去年編列七億二仟萬元補助九所重點大學推動「國立大學研究所基礎教育重點改進計

畫」，今年再增加台灣師大及中興大學共十一校獲得補助，總經費四億五仟萬元，其中本校獲得五仟八佰萬元（約

13%）的補助。二項計畫經費將合併規劃使用，正由教務處統籌彙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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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九月廿五日上午台灣文學系舉行創系茶會，邀得陳水扁總統親臨揭牌，教育部亦破例請呂木琳次長代表參加。相信

本校未來不只以理工見長，在人文領域方面亦將扮演重要的角色，真正成為人文與科技並重且均衡發展的綜合性研

究型大學。 

（六）本校參與丁肇中院士主持之「國際太空反物質探索計畫」，九月三十日特地趁丁院士返台期間安排在台北舉行正式簽

約儀式並召開記者會，新聞上報版面及宣傳效果良好，未來各單位若有必要召開記者會，可儘量考慮在台北舉行。 

三、 選舉：（請陳怡良、廖揚清、駱麗華三位代表監票） 

（一）校務發展委員會委員：廖美玉、黃定鼎、王永和、蔡文達、張冠諒、譚伯群、吳華林、彭堅汶八位（任期二年）；陳

進成一位（任期一年）。 

（二）經費稽核委員會委員：田聰、李建二、楊明興、周澤川、蔡少偉、陳進成、廖揚清、陳梁軒、譚伯群、吳華林、 

張文昌十一位（任期一年）。 

（三）宿舍配借及管理委員會：廖美玉、劉開鈴、田聰、李建二、周澤川、陳進成、譚伯群、呂金河、任卓穎、何漣漪、

蔡維音、范光中、許霖雄十三位（任期一年）。 

上述各委員會當選委員及其他委員請人事室辦理發聘。 

四、各一級單位及各委員會報告：（書面、會計室報告附件二、研發處報告附件三） 

參、討論事項： 

第一案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由：修訂「國立成功大學學生事務會議設置辦法」條文，提請  討論。 

說明： 

一、 本修訂條文已於九十一年五月三十一日經學生事務會議充分討論並修訂通過。 

二、 擬修訂條文與原條文對照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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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學生事務會議設置辦法修訂建議表                                            九十一年五月三十一日 

擬修訂條文內容 原條文內容 說明 

第一條：依本校組織規程第二十條規定設置學生事務
會議﹝以下簡稱本會﹞，以負責規劃、統
整，及推動本校有關學生事務之工作。 

第二條：本會審議學生事務工作之重大決策與法規及
其執行。 

 
 
 
 
 
 
 
 
 
 

第三條：本會由學生事務長、教務長、總務長、各學
院院長、圖書館館長、夜間教務組組長、
各學系主任、各研究所所長、軍訓室主任、
體育室主任、各學院導師代表各一人及大
學部學生代表三人、研究生代表二人組
成。學生事務長為主席討論有關學生事務
重要事項。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五分之
一以上委員提議得召開臨時會議。 

第一條：依本校組織規程第二十條規定設置學生事務
會議﹝以下簡稱本會﹞，以負責規劃、統
整，及推動本校有關學生事務之工作。 

第二條：本會審議下列事項： 

一、學生宿舍管理與輔導之計劃與執行。 

二、校內餐廳管理與輔導之計劃與執行。 

三、校園安全之維護與實施。 

四、校園交通安全之策劃與實施。 

五、衛生教育之推廣與輔導。 

六、學生心理輔導計劃之擬訂與執行。 

七、校園偶、突發事件之處理與輔導。 

八、其它有關學生事務之事項。 

 

 

第三條：本會由學生事務長、教務長、總務長、各學
院院長、圖書館館長、夜間教務組組長、各
學系主任、各研究所所長、軍訓室主任、體
育室主任、各學院導師代表各一人及大學部
學生代表三人、研究生代表二人組成。學生
事務長為主席，討論有關學生事務重要事
項。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必要時經五分之
一以上委員提議得召開臨時會議。 

 

 

 

 

 

修改本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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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導師代表由各學院院長推薦，學生代表由學

生自治團體推薦，任期均為一年。 

 

 

第五條：學務處各組室主任，及與會議有關之業務承

辦人員均須列席學生事務會議，並提出報

告。 

 

 

 

 

 

第六條：本會之工作情形或建議事項得提行政會議報

告之。 

 

第七條：本會之決議事項，需簽請校長核准後施行。 

 

 

第八條：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第四條：導師代表由各學院院長推薦，學生代表由學

生會推薦，研究生代表由研究生聯誼會推

薦，任期均為一年。 

 

第五條：學務處各組室主任，均須率領與會議有關之

業務承辦人員列席學生事務會議，並提出報

告。 

 

第六條：會議召開之時間以期末考試前三週內召開，

檢討一學期中之各項諮議案件，並作為下一

學期改進之參考。 

 

第七條：本會之工作情形或建議事項得提行政會議報

告之。 

 

 

第八條：本會之決議事項，需簽請校長核準後施行。 

 

第九條：本規程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修改學生代表推薦

方式，以符合目前

的實際情形與未來

可能之變動。 

 

修改文字。 

 

 

本條刪除，以下各

條文條號變更。 

 

 

 

 

 

 

訂正文字。 

 

修改文字：將「規

程」修訂為「辦

法」。 

辦法：提請校務會議討論通過後實施。 

決議：修正通過。 

 

 

第二案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由：擬請修訂本校學生獎懲辦法第九條與第十條（附件四），提請  討論。 
91-1校務會議(91.10.09)紀錄-5-



 
6

 

 

說明： 
一、依據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五月三十一日學生事務會議決議與七月三十日學生獎懲委員會議決議辦理。 
二、本校學生獎懲辦法第十條第四款：違法犯紀，經法院明令判刑確定，嚴重影響校譽者，予以退學，正足以彰顯本

校崇法尚紀、維護社會正義的決心。 

三、惟現今社會日隆，情勢變遷頻繁，法界人士逐漸加強「微罪不舉」之觀念，故各項犯罪之緩刑宣告，遂逐漸視其
情節予以落實。本校為配合此一趨勢，擬予增列學生獎懲辦法第九條第十三款。 

四、鑒於本校考試舞弊之風時有所聞，為導正此一不良風氣，培養學生建立正確的價值觀念，並明確處理請人代考者
之重大舞弊行為，經學生獎懲委員會議建議增訂學生獎懲辦法第十條第七款。 

辦法：提請校務會議通過後，呈請校長核定實施。 

決議：修正通過。 

   

 第三案 提案單位：校長交議案 
案由：本校九十一、九十二學年度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委員，業經由校長遴選，依規定須提經校務會議同意後聘任之。

名單如說明三，提請  公決。 

說明： 

一、依據本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二條規定辦理。 

二、該委員會由校長任召集人，另由校長遴選十一位至十四位委員提經校務會議同意後聘任之，任期兩年並得連任。
委員中不兼行政職務之教師代表不得少於三分之一，必要時得聘請校外專業人士參與。 

三、校長遴選之委員名單如下： 

歐副校長善惠、蘇教務長炎坤、王總務長振英、黃研發長肇瑞、李主任丁進、葉主任茂榮、廖教授美玉、張教授
炎輝、陳教授志鴻、葉教授誌崇、呂教授金河、閔教授振發、彭教授堅汶、張教授冠諒。 

擬辦：上述委員名單經校務會議同意後，請人事室發聘。 

決議： 

一、 經投票行使同意權結果，遴選委員均過出席代表半數同意，通過。 

二、 請人事室發聘。 

    

 

第四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本校九十三學年度擬增設系所班組案博士班部份，提請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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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依九十一年九月二十五日本校九十一學年度第一次校務發展委員會議決議辦理。 

二、教育部於九十一年八月廿八日來函規定增設特殊管制項目系所班組案需於十月廿一日前報部申請，博士班申請案

包含於特殊管制項目內，經教務處以最速件函請各院系所有意提出申請者儘速擬定計畫書，提校務發展委員會議

討論。 

三、本次提出申請案共計八案： 

文學院：藝術研究所 

理學院：光電科學與工程研究所 

工學院：電腦與通信工程研究所、微機電系統工程研究所 

管理學院：財務金融研究所 

醫學院：藥學生物科技研究所 

社會科學院：政治經濟學研究所、教育研究所 

校務發展委員會議決議： 

１． 採二階段票決：第一階段表決是否同意增設；第二階段票決排定優先次序。 

第一階段表決結果各增設申請案除藝術研究所、教育研究所外皆獲同意提出申請（得票皆過 2/3以上）。 

２．第二階段票決報部申請案之優先順序如下： 

（１）微機電系統工程研究所 

（２）光電科學與工程研究所 

（３）電腦與通信工程研究所 

（４）財務金融研究所 

（５）藥學生物科技研究所 

（６）政治經濟學研究所 

擬辦：討論通過依限報部。 

決議：照案通過。 

  

 

第五案 提案單位：研究總中心 

案由：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研究發展成果管理辦法」，提請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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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本辦法原經八十九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議通過，並於九十年四月十一日呈教育部核備，依教育部通知需依科學技術

基本法辦理，經研究總中心研參其他國立大學辦法，提五三八次主管會報修正通過，依規定提送校務會議討論。 

決議：修正通過（附件五）。 

 

第六案  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由：本校擬與美國三一大學(Trinity University)簽訂交流協議案（附件六），提請 討論。 

說明：該校係由長老會於一八六九年所創立，目前有學生約二千七百七十人（大學生二千六百二十人；研究生二百五十人），

教職員  二百零五人，累計校友二萬五百人。主要學科有三大領域：行為與管理研究（包括企業管理、經濟、教育、

醫療管理、體育、  政治科學、心理學、社會學與人類學、都市研究、美國跨文化研究、認知科學等）、人文與藝術

（包括藝術、古典研究、傳播、  英文、歷史、現代語言與文學、音樂、哲學、宗教、戲劇、國際研究、比較文學、

傳播管理、語言學、中古研究、婦女研究  等）及科學、數學與工程（包括生物、化學、電腦科學、工程科學、地

球科學、數學、物理、環境研究等）。 

決議：通過。附帶決議：協議書請備中文版本。 

  

第七案 提案單位：研究總中心、人事室 

案由：擬訂「國立成功大學進用專案計畫研究人員實施要點（草案）」（附件七），提請 討論。 

說明： 

一、為制定本校編制外專案研究人員相關聘任辦法，擬定「國立成功大學進用專案計畫研究人員實施要點（草案）」。

本要點於九十一年四月十七日主管會報通過後，依規定提送五月廿二日第六次校務發展委員會審查。 

二、依九十學年度第六次校務發展委員會決議：「請就會中委員意見確認是否需作修正後提校務會議討論」。 

三、又依九十一年六月廿六日本校第五三四次主管會報決議：「修正草案照案通過，提送校務會議討論」。 

決議：修正通過。 

 

   

 

第八案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修訂本校教師聘約，修訂條文對照表（附件八），提請  討論。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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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教師聘約修訂已提本校九十一年六月二十八日九十學年度第七次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討論通過在案。 

二、教師聘約修訂重點如下： 

（一）本校同仁研究發展成果之權利及義務，改依本校研究發展成果管理辦法辦理。 

（二）增訂教師聘任、借調、研究、講學、進修及休假研究等事項，依本校有關規定辦理。 

（三）教師著作抄襲懲處規定。 

（四）專任教師不得有未透過學校行政作業而逕與各機關訂約之規定。 

（五）教師聘約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定時亦同。 

擬辦：校務會議討論通過後實施。 

決議：修正通過。 

 

第九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人事室 

案由：修訂「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本校各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及「本校各學系（所）教師評審委

員會設置辦法」，請  討論。 

說明： 

一、本次本校及各學院、各學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修訂案已提本校九十一年九月二十三日九十一學年度

第一次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討論通過在案。 

二、修訂重點如下： 

（一）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 

１．增訂推選候補委員、委員應親自出席及委員迴避原則等規定。 

２．增訂教評會審議不續聘、資遣原因之認定事項，另刪除講座審議事項。 

３．修訂本會審議事項提審程序。 

   

 

（二）本校各學院、各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 

１． 增訂委員迴避原則。 

２． 增訂教評會審議不續聘、資遣原因之認定事項，另刪除講座審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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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增訂非屬學系教評會設置之規定。 

擬辦：校務會議討論通過後實施。 

決議：請校教評會參考校務會議代表意見再予研議。 

 

第十案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擬修訂「本校教授、副教授休假研究辦法」第二、三條及增訂第四條條文，提請  討論。 

說明： 

一、依據九十一年六月十二日九十學年度第三次校務會議延會決議辦理，另會請教師會及校務會議代表田聰教授表示意

見，一併提請審議。 

二、本案業提九十一年九月二十三日本校九十一學年度第一次教師評審委員會決議：「照案通過，提校務會議討論；提校

務會議提案中，另將教師會及校務會議代表田聰教授之意見併陳討論。」 

三、檢附本校八十九、九十學年度教授休假研究人數統計表及副教授可申請休假研究人數參考表，請參閱。 

 決議：修正通過。文字部分下次會議再予確認（檢附國立成功大學教授、副教授休假研究辦法，附件九）。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下午一時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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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九十一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議紀錄 

時間：九十一年十二月廿五日九時○分 

地點：成功校區格致廳 

出席：歐善惠 宋瑞珍 蘇炎坤（方銘川代） 柯慧貞 王振英 黃肇瑞 楊明宗 張克勤 任世雍 余樹楨 王駿發   

薛天棟 賴溪松 陳祈男 陳省盱 彭富生 李丁進 徐德修 葉茂榮（李金滿代） 蔡崇濱 張高評 張志強   

王 琪  呂興昌 高燦榮 林琦焜 傅永貴 何瑞文 黃奇瑜（鍾廣吉代） 麥愛堂 楊惠郎 李偉賢   謝錫堃 

朱治平 陳志勇 林再興 黃啟祥 陳景文（王永明代） 高家俊 江哲銘 楊瑞珍 蘇芳慶 黃正弘   張益三 

趙怡欽 賴新喜（吳豐光代） 蔡俊鴻（李文智代） 許渭州 蕭飛賓 邱仲銘 陳響亮 林清河 陳春益 吳清在 

康信鴻 潘浙楠 潘偉豐 賴明德 林以行 許桂森 林炳文 張定宗（吳俊忠代） 蔡瑞真 林銘德 吳俊忠     

駱麗華 施陳美津 徐阿田（成戎珠代） 蘇慧貞（王應然代）陳淑姿（郭余民代） 郭麗珍 丁仁方 謝文真    

吳天賞 陳怡良 廖美玉 劉開鈴 邱源貴 鄭永常 劉瑞琪 陳若淳 許瑞麟 潘戊衍 田 聰 林榮良 許拱北  

李建二（田 聰代） 曾清涼（孫鎮球代） 孫鎮球 張素瓊 郭長生（曾淑芬代） 何清政 李森墉 朱銘祥     

鄭芳田 楊明興 謝孫源 連震杰 周澤川 楊毓民 蔡少偉 陳進成 李振誥 施勵行 丁志明 陳東陽   

李德河 涂盛文 游保杉 張嘉祥 黃悅民 黃吉川 陳天送 趙儒民 楊澤民 孔憲法 馬敏元 苗君易     

葉宣顯（朱 信代） 鄭幸雄 廖揚清 王永和 葉榮懋 陳梁軒 呂錦山 廖俊雄 譚伯群 葉誌崇 邱正仁    

呂金河 吳鐵肩 成戎珠 黃溫雅（吳俊忠代） 吳明宜 何漣漪 吳華林（賴明德代） 李益謙 張文昌 黎煥耀

邱浩遠（賴吾為代） 簡伯武（賴明德代）林錫璋（陳炯瑜代） 劉校生 蔡維音 于富雲 張讚合 范光中     

王苓華 涂國誠 王素貞 許霖雄 李懿秀 王善興 洪國郎 陳子衍 李聰盛（趙怡欽代） 李錦河 

主席：高校長強                      記錄：龔  梓  燦 

壹、報告事項：  

一、頒贈清潔檢查第一名外文系，第二名統計系獎牌。 

二、報告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修正第十案「本校教授、副教授休假研究辦法」（附件一）後均予確認（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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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席報告： 

（一）九十一學年度第二次清潔檢查由外文系及統計系分獲第一、二名，頒贈獎牌，以資鼓勵。清潔檢查每學期持續辦理，
整體來說，各系所環境整潔，確實比以往進步，惟仍有改善空間，請各系所主任繼續督導。 

（二）本校接受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委託在南科園區建造創新育成大樓，並已爭取到營運權，感謝總務處及技轉中心相關同
仁的努力。 

（三）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委託本校在歸仁校區興建防火及性能實驗群兩棟大樓，其中防火實驗群已開幕啟用，性能實驗群
也即將竣工；另環境資源研究管理中心資源回收廠及實驗大樓新建工程在安南校區也已發包動土，上述乃近年較大
之工程，歡迎同仁撥冗參觀。 

（四）最近本校與台南藝術學院、政治大學及中山大學一直在商談包括學生交流、課程選讀，甚至跨校比賽等學術合作事
宜，如能順利推動，資源整合對各校均有莫大助益。 

（五）自接任校長以來，除與歐美先進國家大學合作外，與東南亞國家大學亦有相當接觸。此次管理學院舉辦「二○○二
年東南亞國家高等教育與產業競爭力論壇」邀請東南亞國協十國當地最好的大學校長來校參加論壇並進行學術交
流，相當成功，也得到很好的迴響。本校提供一百位獎學金名額給這些學校優秀的大學畢業生來校就讀研究所，請
各系所在未來英語授課及獎學金安排上能多加考量。目前在工管系就讀之一位柬埔寨學生，表現相當好。 

（六）大學路與長榮路口之地下停車場，為本校向交通部爭取經費與台南市政府合建，將來有三分之二的停車位供本校使
用，三分之一由台南市政府安排使用。未來本校將與台南市政府會同向中央再爭取經費以改善校園週邊道路環境。 

（七）懸宕已久之校友會館，最近與太子建設公司商談結果，將採用 BOT方式興建，地點仍決定在舊郵局（現為停車場）
位置，一俟完成必要之程序後就可動土興建。 

四、各一級單位及各委員會報告：（書面資料已隨開會通知奉送，教務處講座及特聘教授設置辦法有關審查期限均修正為每
年十月辦理；另研發處組織規程修訂條文對照表請再整體考量修正。） 

貳、討論事項 

第一案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由：擬修訂「國立成功大學校務發展委員會設置辦法」（如修訂條文對照表，附件三），提請  討論。 
說明：本校申請增設「電機資訊學院」及「規劃與設計學院」，業奉教育部核復同意設立；「生物科技學院」亦規劃籌設

中。因應未來當然委員人數之增加，故擬修訂推選委員人數之規定。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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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 

案由：請修正「國立成功大學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設置辦法」第四條及第五條，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本校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設置辦法依教育部於九十一年四月十二日台(九一)訓(一)字第九一○四五三三二號函之說
明二（三）及九十一年八月二十日教育部台（九一）高（二）字第九一一二三二一二號函辦理。 

二、擬修訂條文，如附件四。 

辦法：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 

 
第三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人事室 

案由：修訂「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本校各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及「本校各學系（所）教師評審委
員會設置辦法」，修訂條文對照表（如附件五、六、七），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本校及各學院、各學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修訂案前提九十一年十月九日本校九十一學年度第一次校務
會議討論，並決議：「請校教評會參考校務會議代表意見再予研議」。 

二、右開校務會議代表意見，提本校九十一年十月二十二日九十一學年度第二次教師評審委員會經委員參酌其他大學情
形及考量本校教評會會務運作之實際需要，充分討論後，通過維持「推選委員應親自出席不得委託他人代表出席，
當然委員請假或公差時得由奉准之職務代理人代表出席」之決議。 

三、各學院、各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
後並報請教育部備查後實施。 

決議：修正通過（當然委員與推選委員經舉手表決結果以六六票多數通過均不得委託他人代表出席）。 

 

第四案  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由：修訂本校「組織規程」卅三條，提請  討論。 

說明：配合本校「教師評量要點」，修訂本校組織規程，以提供法源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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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組織規程修訂條文對照表                                     九十一年十二月廿五日 

新修訂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三十三條   

本大學教師之聘任分為初聘、續聘及長期聘任三種。 

教師之初聘依教師聘任辦法辦理，其辦法由校教師

評審委員會擬訂，經校務會議通過後施行，惟其審

查程序，應包括初審及複審。 

初審由各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辦理，審查通過

後向院推薦；複審由各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辦理，審

查通過後向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推薦。  

各系 (所) 之教師聘任初審辦法由系 (所) 制定，

經院長提經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核備後施行。 

各學院之複審辦法由各學院制定，提報校教師評審

委員會核備後施行。 

為提昇本校教學、研究與服務品質，另訂本校教師

評量要點。 

第三十三條   

本大學教師之聘任分為初聘、續聘及長期聘任三種。 

教師之初聘依教師聘任辦法辦理，其辦法由校教師

評審委員會擬訂，經校務會議通過後施行，惟其審

查程序，應包括初審及複審。 

初審由各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辦理，審查通過

後向院推薦；複審由各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辦理，審

查通過後向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推薦。  

各系 (所) 之教師聘任初審辦法由系 (所) 制定，

經院長提經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核備後施行。 

各學院之複審辦法由各學院制定，提報校教師評審

委員會核備後施行。 

 

 

 
增列條文 
 
 
 
 
 
 
 
 
 
 
 

擬辦：本條文修正通過後，教師評量要點由教務處研訂之，並提校務會議討論後施行。 

決議：照案通過。 

 

第五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擬訂「國立成功大學教師評量要點（草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為提昇本校教學、研究與服務品質，維持本校教育水準，發揚師道及專業精神，擬訂定「國立成功大學教師評量要

點（草案）」。提請  討論。 
二、八十九年草擬「國立成功大學教師評量辦法草案」，經法規研商小組會議討論修訂、提校務企劃座談會討論修訂、

函請各單位提修正建議、彙整各單位意見後召開座談會廣徵各教師意見再參酌修正，再提教師評審委員會修正通過
後，提八十九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討論，因議案多無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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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九十一年八月廿八日第一三七次校務企劃座談會討論決議：「本校校務外部評鑑時，評鑑委員曾建議應制定教師評

鑑制度，適當調配學術資源，請教務處收集他校辦法，適當檢討本校教師評鑑辦法。」爰再提校務企劃座談會討
論，徵詢教師會、法律所所長意見，參酌修正後提第五四四次主管會報討論，決議提校務會議討論，並請研發處
修訂本校組織。 

四、經九十一年十二月十一日校務發展委員會討論修正為「國立成功大學教師評量要點（草案）」。 
擬辦：通過後擬自九十二學年度起實施。 
決議： 
一、修正通過（附件八），重大修正請教務處於下次校務會議提出報告。 
二、附帶決議： 
（一）「國立成功大學教師評量要點」應明列於本校教師聘約中。 
（二）本案各學院應分別訂定辦法，於本（九十二）年六月底前送教務處核准，並自九十三學年度開始實施。 

 

第六案 提案單位：校長交議案 

案由：本校基於校務發展需要，擬向臺糖公司承租或價購緊鄰歸仁校區十公頃以內之臺糖土地，劃設研究發展用地，提
請 討論。 

說明： 

一、民國七十六年七月，本校為發展航太科技，奉行政院核准向臺糖公司價購二○．九公頃土地，成立歸仁校區設置
航太實驗場，並於民國八十一年九月完成高速風洞、燃燒、光電、水洞、低速風洞、雙推進、結構材料、飛行控
制等實驗室，使本校成為培育航空太空人才及研究之重鎮。 

二、民國八十七年九月本校與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合作在歸仁校區推動性能、防火實驗群等建築實驗設施工程之計畫，
目前已陸續完成計畫之執行，對提昇我國建築環境品質及本校相關領域研究有甚大之助益。 

三、歸仁校區臨近高鐵沙崙站，可預見的將來交通勢必非常便捷，配合特定區之開發，將可成為本校未來發展的一個
重要校區。但該校區依目前之規劃已臨近飽和階段，故有必要配合發展需要，於臨近地區及早尋覓合適之校地。 

四、案中若擬租用之歸仁校區北側臺糖土地，至少擬租用四．二公頃，第一期租用二十年，預計年租金百餘萬。實際
租用之面積將於十公頃內，視雙方研商之結論而定。 

五、該地擬做為本校未來發展科技園區、研究實驗場、研究發展中心，醫院老年照護及適宜規劃於此地區之院系使用。 

六、經校務會議通過後，擬籌組小組研擬計畫書報部，並與臺糖公司洽商相關事宜。 

決議：修正通過。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下午十二時二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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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九十一學年度第三次校務會議紀錄 

時間：九十二年二月廿六日九時○分 

地點：成功校區格致廳 

出席：歐善惠（黃肇瑞代） 宋瑞珍 蘇炎坤 柯慧貞（蔡長鈞代） 王振英（田至琴代） 黃肇瑞 楊明宗 張克勤     

任世雍 余樹楨 王駿發（王永和代） 吳萬益 謝文真 楊友任（張有恆代） 賴溪松 陳祈男 陳省盱 彭富生 

李丁進 徐德修（蔡水木代） 蔡崇濱 張高評 張志強 王健文 呂興昌 林琦焜 傅永貴 黃奇瑜 麥愛堂    

楊惠郎 李偉賢 謝錫堃（詹寶珠代） 朱治平 林再興 黃啟祥 陳景文 高家俊 江哲銘 楊瑞珍 蘇芳慶   

黃正弘 張益三 趙怡欽 蔡俊鴻 許渭州（蔡宗祐代） 蕭飛賓 邱仲銘（蔡展榮代） 陳響亮 王泰裕 陳春益

吳清在 康信鴻 潘浙楠 潘偉豐（許桂森代） 林以行 許桂森 張定宗（楊孔嘉代） 蔡瑞真 林銘德 吳俊忠 

駱麗華 徐阿田（陳文玲代） 施陳美津 蘇慧貞 陳淑姿 郭麗珍 丁仁方 陸偉明 吳天賞 陳怡良 廖美玉 

劉開鈴 鄭永常 王文霞 許功明 劉瑞琪 陳若淳 許瑞麟 潘戊衍 田 聰 許拱北 曾清涼 孫鎮球 鄭梅芬 

郭長生（陳世輝代） 李森墉 朱銘祥 鄭芳田 楊明興 李祖聖 連震杰 周澤川 蔡少偉 楊毓民（張鑑祥代） 

陳進成 曹紀元 吳致平 陳東陽 涂盛文 游保杉 許茂雄 張嘉祥（曾俊達代） 黃悅民 黃吉川 陳天送  

趙儒民 孔憲法 馬敏元 苗君易 葉宣顯 鄭幸雄 廖揚清 王永和 葉榮懋（王泰裕代） 陳梁軒 呂錦山 廖

俊雄 譚伯群 葉誌崇（張福星代） 邱正仁 呂金河 吳鐵肩 黃溫雅 陳清惠 成戎珠 吳明宜 何漣漪 吳華

林 李伯璋（賴吾為代） 李益謙（何漣漪代） 邱浩遠（賴吾為代） 張文昌（許桂森代） 陳志鴻 簡伯武     

劉校生 于富雲 張讚合 范光中 吳瑞麟 許霖雄 李懿秀 洪國郎 李聰盛 李錦河 

主席：高校長強                      記錄：龔  梓  燦 

壹、報告事項：  

一、頒贈王春山、謝勝己名譽教授證書。 

二、報告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並予以確認（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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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席報告： 

（一）本校已決定進駐南科，以便與業界保持良好聯繫，同時，蘇煥智縣長也允諾提供本校承租三公頃土地之租金；有關
本校進駐南科乙節，國科會魏哲和主委相當支持，爭取建築經費支援部分正與國科會密切接洽中。二月廿七日中央
研究院部分研究所所長在本校研發處安排下來校參訪，三月七日本校亦安排拜會李遠哲院長，以推動本校與中央研
究院在南科的合作。 

（二）本校國際化方面：教育部一直希望台灣重點大學能作到世界一流、亞洲第一。實際上，美國評量學校表現，其中重
要指標之一，即是學校國際化的程度。目前台灣在經濟及教育方面，已發展到相當程度，但在國際學生人數上，相
對於其他國家如美、法、德、日甚至大陸實在少很多。本校現僅有國際學生廿九名，未來應再加強招收。過去一年
來，本人曾參訪東南亞國家之著名大學，即希望與他們建立合作關係，學校方面也提供獎學金，歡迎他們優秀的大
學畢業生來校就讀研究所。另本校接受教育部委託於九十二年十月在台北舉辦東南亞大學校長會議，會後將邀請與
會校長蒞校參訪。 

（三）校友會館部分，經與太子建設討論之後，將以 BOT方式興建，所有費用由太子建設籌措，營運也由太子建設營運。
教育部范次長相當支持本案，希望一年內能儘快確定後發包執行。 

（四）本校光復校區大榕樹，不僅已是成大的象徵，也是全國最漂亮的樹種之一，應該普遍讓國人知曉。本校特於四月二
十日為其舉辦百歲慶生會，屆時將邀請  貴賓蒞臨，也希望各位代表及主管參與盛會，共襄盛舉。 

四、各一級單位及各委員會報告：（書面資料已隨開會通知奉送） 

貳、討論事項 

第一案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由：有關本校九十三學年度請增員額、經費系所班組申請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依教育部九十二年一月十四日台高（一）字第○九二○○○七一四四號函辦理。 

二、教育部於九十二年一月十四日來函規定九十三學年度請增員額、經費系所班組申請案需於三月四日前報部申請，

經教務處惠請各院轉知有關系所有意提出申請者儘速擬定計畫書，提校務發展委員會議討論。 

三、依前函指示：本次請增員額、經費系所班組申請僅限「台灣研究相關系所」、「法醫人力、科際整合法律及優秀領

域體育人才相關系所案」，經彙整各單位所提申請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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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文學院：台灣史研究所【碩士班】  

２．社會科學院：科技法律研究所【碩士班】 

３．體育室：運動科學研究所【碩士班】 

四、經校務發展委員會討論決議：同意科技法律研究所提出申請（得票超過２／３以上）。 

擬辦：討論通過依限報部。 

決議：通過科技法律研究所報部申請。 

 

第二案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 

案由：擬請修訂本校學生獎懲辦法第六條第五款與第八條第八款條文（如附件二對照表），提請  討論。 

說明： 

一、依據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九十一學年度第一學期學生事務會議決議辦理。 

二、本校學生獎懲辦法第六條第五款：參加全國性正規比賽，榮獲第一名，爭取校譽者。如屬團體性團隊得獎時，

隊中貢獻最大者記大功，其他人員則依第五條第二款辦理。然因團體得獎，為校爭光，誠屬不易，擬請一體適

用給予相同之獎勵。 

三、又本校學生獎懲辦法第八條第八款：未經核准，擅自在校內(外)舉辦活動，影響校園安全與安寧者，予以記小過。

顯示本校輔導社團活動與維護活動秩序之重視。然為配合學校生態環境之多元變化，對於舉辦活動者應給予合

宜之規範，避免影響活動周圍之品質，以補原有條文涵義之不足，擬請配合修訂之。 

辦法：校務會議決議後，呈請校長核定實施。 

決議： 

一、通過第六條第五款。 

二、第十六條修正為「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三、其餘條文請學生事務處通盤檢討後，提下次校務會議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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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案                                                    提案單位： 總務處 

案由：擬修訂本校海外回國任教教師臨時眷舍借住管理辦法第四、十條條文內容，提請 討論。 

說明： 

一、依 92.1.17九十一學年度宿舍配借及管理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決議辦理。                      

      二、為加強本校學人宿舍區所成立之「學人宿舍區自治委員會」的運作及效能，以提昇該區之住宿與服務品質，凡配

借該區宿舍者，均須依規繳交管理費，故擬修訂本法第四條：「凡經核准並經通知進住，需先至總務處（出納組）

繳交水電、瓦斯、設備、清潔維護等費用保証金新台幣壹萬伍仟元整」下加列：「『及宿舍管理費自動轉帳扣款同

意書後』：：：：：否則即以放棄論」，以利執行。 

      三、另為求宿舍配借使用之公平性及相關資源之有效運用，擬於本法第十條：「逾期而未遷離者，按月扣繳違約金新台

幣貳萬元整。」下加列『唯因特殊需要經校長核准延長借住一年者，每月則酌收延期使用費壹萬元整，並按月由

出納組從借住人之月薪內扣除。』 

決議：修正通過（附件三）。 

 

第四案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由：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二條，修正條文對照表如說明二，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本案業經九十二年元月二日九十一學年度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第一次會議討論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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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修正條文對照表如左： 

修   正   條   文 原     條     文 說      明 

第二條 本委員會由校長任召集人，

另由校長遴選十一至十四位

委員提經校務會議同意後聘

任之，任期兩年並得連任。

新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選

舉產生新任委員前由上屆委

員繼續執行任務。委員中不

兼行政職務之教師代表不得

少於三分之一，必要時得聘

請校外專業人士參與。 

第二條 本委員會由校長任召集人，

另由校長遴選十一至十四位

委員提經校務會議同意後聘

任之，任期兩年並得連任，

委員中不兼行政職務之教師

代表不得少於三分之一，必

要時得聘請校外專業人士參

與。 

考量新任委員尚未產生前由

上屆委員繼續執行任務，本會

運作得以更順暢，爰依經費稽

核委員會之建議修正。 

決議：修正通過。 

 

第五案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擬修訂「本校教授、副教授休假研究辦法」第六、十二條條文，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本案業提九十二年一月廿三日本校九十一學年度第五次教師評審委員會教師評審委員會決議修正通過在案。 

二、修訂條文對照表如附件四。 

決議：照案通過。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上午十一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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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九十一學年度第四次校務會議紀錄 

時間：九十二年五月十四日九時○分 

地點：成功校區格致廳 

出席：歐善惠 宋瑞珍 蘇炎坤 柯慧貞 王振英 黃肇瑞 楊明宗 張克勤 任世雍 余樹楨 王駿發 吳萬益 謝文真 

楊友任 賴溪松 陳祈男 陳省盱 彭富生 李丁進 徐德修 蔡崇濱 張高評 張志強 王健文 高燦榮 呂興昌 

林琦焜 傅永貴 何瑞文 黃奇瑜 麥愛堂 楊惠郎 李偉賢 謝錫堃 朱治平 陳志勇 林再興 黃啟祥 陳景文 

高家俊 江哲銘 楊瑞珍 蘇芳慶 黃正弘 張益三 賴新喜 趙怡欽 蔡俊鴻 許渭州 蕭飛賓 邱仲銘 陳響亮 

王泰裕 陳春益 吳清在 康信鴻 潘浙楠 潘偉豐 賴明德 林以行 許桂森 林炳文 張定宗 蔡瑞真 林銘德 

吳俊忠 駱麗華 徐阿田 施陳美津 蘇慧貞 陳淑姿 靳應臺 陳怡良 廖美玉 劉開鈴 邱源貴 鄭永常   

王文霞 許功明 劉瑞琪 應鳳凰 陳若淳 許瑞麟 潘戊衍 田 聰 林榮良 許拱北 曾清涼 孫鎮球 張素瓊 

郭長生 鄭梅芬 何清政 李森墉 朱銘祥 鄭芳田 楊明興 王水進 陳立祥 李祖聖 謝孫源 連震杰 周澤川 

楊毓民 蔡少偉 陳進成 李振誥 施勵行 丁志明 曹紀元 吳致平 李德河 涂盛文 游保杉 許茂雄 張嘉祥 

黃悅民 黃吉川 陳天送 趙儒民 楊澤民 姜渝生 孔憲法 馬敏元 苗君易 黃啟鐘 葉宣顯 鄭幸雄 廖揚清 

王永和（陳建富代） 葉榮懋 陳梁軒 呂錦山 廖俊雄 譚伯群 許溪南（姜傳益代） 葉誌崇（張福星代）     

邱正仁 呂金河 吳鐵肩 陳清惠 成戎珠 吳明宜 王新台 任卓穎 何漣漪 吳華林 李伯璋 李益謙 林啟禎 

邱浩遠（賴吾為代） 張文昌 陳志鴻 高雅慧 趙文元 薛尊仁 簡伯武 林錫璋 黎煥耀 劉校生 李懿秀   

王善興 洪國郎 陳子衍 李聰盛 李錦河 莊明憲 林紀甫 莊廷偉 曾宛翎 蔡維音 于富雲 張讚合 范光中 

王苓華 涂國誠 吳瑞麟 王素貞 許霖雄 郭麗珍 丁仁方 陸偉明 利德江 吳天賞 

主席：許茂雄教授                     記錄：龔  梓  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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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會議事項：依據本校校長遴選辦法第十條規定，辦理行使校長連任同意權事宜。 

二、報到、領取選票憑單： 

應出席人員二○一人，九時十五分已出席一三四人，達到法定開會人數。 

三、選舉主席： 

楊主任秘書報告本次行使校長連任同意權程序後，暫時主持推舉本次會議主席。廖美玉教授廿二票、歐善惠教授二十票，

許茂雄教授以九十四票最高票當選主席。 

四、主席報告： 

高校長所提出一份校務報告，於會前送請各位校務代表參閱在案，是否邀請校長到會場做口頭報告及補充說明，經表決

結果僅有十二票同意，不足出席人數二分之一，決議：不需再請校長做口頭報告。 

五、選舉監票小組委員三人： 

林銘德教授一○五票、張志強教授九十票、許渭州教授六十九票、蔡少偉教授五十四票、呂金河教授四十七票。林銘德、

張志強、許渭州三位教授當選監票小組委員。監票小組委員查驗空票箱並親自封箱。 

六、投票及計票： 

（一）九時四十七分開始，校務代表依憑單領取光卡至圈選處圈選進行投票。投票時間為三十分鐘。 

（二）主席及監票小組委員隨機抽取一套計票電腦程式，並以各種不同方式測試讀卡機及電腦程式，結果均正確無誤。 

（三）十時十七分投票截止。總計出席一八四人，實際投票一八三人，因依規定須出席人數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始為通過，故

出席而未投票者以空白光卡加入票箱補足之，然後開始讀卡計票。 

（四）計票結果，電腦程式顯示同意票超過二分之一。為求慎重再次計票，仍得到相同結果。 

（五）所有光卡置入信封袋密封後，由主席及監票小組委員在密封處簽名，交研究發展處保存。 

七、決議：同意高校長強連任。請研究發展處依規定陳報教育部。 

八、散會：十時三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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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九十一學年度第五次校務會議紀錄 

時間：九十二年六月十一日九時○分 

地點：成功校區格致廳 

出席：宋瑞珍 蘇炎坤 柯慧貞 王振英 黃肇瑞 楊明宗 張克勤 任世雍 余樹楨 王駿發 吳萬益 謝文真 楊友任 

賴溪松 陳祈男 陳省盱 彭富生 李丁進 徐德修 張高評 張志強 王健文 林琦焜 傅永貴（盧炎田代）    

黃奇瑜 麥愛堂何瑞文（孫亦文代） 楊惠郎 李偉賢 謝錫堃（吳寶珠代） 許渭州（陳志方代） 陳志勇      

林再興 黃啟祥 陳景文 高家俊 楊瑞珍 蘇芳慶 黃正弘 張益三 朱治平 蔡俊鴻 趙怡欽 蕭飛賓 邱仲銘 

陳響亮 王泰裕 陳春益 吳清在 康信鴻 潘浙楠 潘偉豐 許桂森 林炳文（林錫璋代） 蔡瑞真 吳俊忠    

駱麗華 徐阿田（成戎珠代） 施陳美津 蘇慧貞（王應然代） 陳淑姿 靳應臺 郭麗珍 陸偉明 蔡崇濱     

利德江 吳天賞 陳怡良 廖美玉 劉開鈴 鄭永常 王文霞 許功明 劉瑞琪 陳若淳 許瑞麟 潘戌衍 許拱北 

張素瓊 孫鎮球（楊懷仁代） 郭長生 鄭梅芬 朱銘祥 鄭芳田 楊明興 陳立祥 李祖聖 連震杰 周澤川   

蔡少偉 楊毓民（李玉郎代） 陳進成 李振誥（徐國錦代） 丁志明 曹紀元 吳致平 李德河 涂盛文 許茂雄 

張嘉祥 黃悅民 黃吉川 陳天送 趙儒民 楊澤民 馬敏元 黃啟鐘 葉宣顯 鄭幸雄 廖揚清 葉榮懋 陳梁軒 

呂錦山 廖俊雄 譚伯群 葉誌崇 邱正仁 呂金河 吳鐵肩 陳清惠 成戎珠 吳明宜 林啟禎 邱浩遠 高雅慧 

簡伯武 張文昌（許桂森代） 林錫璋 劉校生 李懿秀 洪國郎 李聰盛 李錦河 蔡維音 于富雲 張讚合     

范光中 王苓華 涂國誠 王素貞  

主席：高校長 強                    記錄：龔  梓  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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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報告事項： 

一、頒發本校九十一學年度全校中英文網頁設計競賽第一名（圖書館）、第二名（工程科學系）、第三名（資訊工程學系、

亞太研究中心）各獎牌一面及獎金暨佳作（交通管理科學系、計網中心）獎牌一面。 

二、報告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並予以確認，惟第三案之決議案執行情形下次校務會議再作補充報告（附件一）。 

三、主席報告： 

（一）學校已確定進駐南科並且也與台南縣政府簽訂合約比照中正大學未來十五年承租三公頃土地，租金由縣政府負擔。

進駐之後，學校會有七個中心在南科營運。至於空間問題刻向台南縣政府爭取，希望能獲縣政府協助蓋一棟研究大

樓。前提是學校須與中央研究院有合作關係，前陣子，研發處也安排至中央研究院參訪，與李遠哲院長討論未來在

南科進行生農方面的合作，李院長相當支持，且對本校過去的表現非常肯定；另一方面宋副校長與國科會動物中心

也正在進行洽談合作事宜。研究大樓未蓋之過渡時期，該七個中心暫時在南科育成中心進行籌畫事宜。 

（二）衛生署一直希望本校營運署立嘉義醫院，學校首要考量財務負擔是否合乎成本效益，醫學院在審慎評估中。最近另

有構想是衛生署希望將署立嘉義醫院交給本校，但轉給教育部管轄，而成為本校另一個附設醫院，學校正評估財務

相關資料中。另嘉義市也在思考署立嘉義醫院所管轄大概有五公頃之土地，是否也可以交予成大作為第二校區或者

稱為嘉義校區，這方面研發處也在評估中。 

（三）興建校友會館事，過去因募款一直不很順利，最後決定採 BOT方式興建。太子建設公司最早提出興建校友會館及學

生宿舍之土地用途，經公告之後並無其他廠商有其他構想，所以目前在大學路牌樓舊郵局位址確定蓋校友會館及學

生宿舍，案經教育部核備。第二階段正在進行各家廠商提出優惠辦法，學校再做最後篩選。 

（四）本校歸仁校區鄰接台糖一塊約五公頃土地，上次校務會議已經討論以購買或租用方式較為有利。近經總務處審慎評

估，會計室也提供意見，擬決定購買，目前總務處跟台糖公司接洽希望能以公告地價採購。 

（五）本校擬成立創投公司乙節，因法令限制不能主動成立。華陽投資公司為本校校友創辦，現該公司已成立創投，半年

之後，本校即可加入。目前學校的想法是由校務基金投資二千萬元，研究發展基金會投資二千萬元，其相關細節尚

在規劃中。 

（六）學校一直積極在推動研究。前陣子，研發處邀請了中央研究院九個研究所所長到校參訪，所長們對學校印象相當好。

另外，丁肇中院士反物質計畫，也進行得相當順利，本校由航太系林清一教授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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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四月二十日本校光復校區老榕樹百歲慶生活動，主要由楊主任秘書明宗及葉茂榮教授主導，遙控直昇機節目由工學

院蕭副院長飛賓提供，整體活動效果相當成功，也為成大老榕樹及航太系作了一次成功的宣傳。 

（八）本年春假時，與蘇炎坤教務長、管院吳萬益院長及社科院謝文真院長至馬來西亞，其中與韓江學院及新紀元學院討

論雙聯學制事宜並簽署合作協定，另本校一直在推動與東南亞十國重要大學合作，藉來到馬來西亞機會，在吉隆坡

邀請了東南亞十國重要大學的研究團隊討論未來合作相關事宜。九十二年十月本校將邀請東南亞十個國家重要大學

校長約有二十位在台北召開校長論壇，會議結束將邀請與會校長們到校參訪。 

（九）「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疫情爆發以後，本校隨即成立應變小組，校長任召集人，副召集人由主秘及學務

長擔任。學務處這次 SARS 防疫措施做得相當好，規劃得滴水不漏，也非常感謝各系所主管及相關同仁的配合。防

疫過程中雖帶給各位不少困擾，但基於保護全校師生免受感染，各位的付出確是值得的。 

四、各一級單位及各委員會報告：（書面資料已隨開會通知奉送） 

貳、討論事項： 

第一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本校九十三學年度申請增設、調整系所班組及招生名額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依教育部九十二年四月七日台高（一）字第０九二００四九七三四號函及「大學增設、調整系所班組及招生名額

採總量發展方式審查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二、在可發展總量規模範圍內，每校每年增加學生總數除自然增班學生數外，日間學制以三百人為限，日、夜間學制

合計不得超過四百五十人。擴增學生數如增加研究所學生數，碩士班（含碩士在職專班）學生數應加權二倍、博

士班學生數應加權三倍計列。 

三、教育部核定學校可發展總量標準如下： 

１．應有生師比：全校生師比應在三十五以下且日間部生師比應在二十五以下，且碩士班（含碩士在職專班）學生

應加權二倍計列，博士班學生應加權三倍計列。增設碩、博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除應符合生師比之規定外，

全校專任講師數不得超過專任師資總數之三分之一。 

２．應有校舍建築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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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型 
文法商、管理及教
育類 

理學、醫學（不含醫、
牙醫系）護理及體育類 

工學、藝術及農
學類 

醫學系、牙學系 

每位學生所需校舍樓地
板面積（單位：平方公尺） 

大學部 十 十三 十七 二十三 

研究所 十三 十七 二十一 二十九 

依教育部規定計算方式，本校目前（九十一學年度）規模屬在可發展總量範圍內： 

１．現有生師比：全校生師比為 20.68 ；日間部生師比為 18.13 。師資結構亦符合規定。 

２．應須有校舍建築面積：239,893平方公尺，現有校舍建築面積：692,726.51平方公尺。                   

四、經九十二年五月廿八日校務發展委員會議討論通過之各單位所提非特殊項目（不需經費員額）申請案如下： 

【增設碩士班】 

１． 增設體育健康與休閒研究所 碩士班 （10名）  

２．增設資料探勘與風險管理研究所  碩士班  （12名）  

３．增設醫務管理研究所  碩士班（20名）  

【停辦進修學士班】 

４．停辦中國文學系進修學士班（60名） 

５．停辦外國語文學系進修學士班（60名） 

６．停辦化學系進修學士班（60名） 

【更改系所名稱】 

  ７．生物學系更名為【生命科學系】（93學年度入學新生適用） 

８．生物化學研究所更名為【生物化學暨分子生物學研究所】（93學年度起全面適用） 

９．醫事技術學系更名為【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93學年度起全面適用） 
五、本校已提報之九十三學年度特殊項目申請案計有：微機電系統工程研究所（5名）光電科學與工程研究所（5名）

電腦與通信工程研究所（20名）財務金融研究所（5名）藥學生物科技研究所（5名）政治經濟學研究所（5名）等
六博士班及科技法律研究所（20名）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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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辦：討論通過後依限報部。 
決議： 
一、通過依九十二年五月廿八日校務發展委員會建議報部。 
二、「資料探勘與風險管理研究所（碩士班）」名稱請校發會再予確認，「藝術與設計人才」相關系所之申請案授權校發

會討論通過後先依限報部，再提下次校務會議報告。該次校發會歡迎校務會議代表列席參加。 
 

第二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擬修正九十一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議附帶決議，並修正「國立成功大學教師評量要點」第二、九、十條條文，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本案經九十二年三月十九日本校九十一學年度第五次校務發展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二、「國立成功大學教師評量要點」經九十一年十二月廿五日本校九十一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附帶決議：
「……，並自九十三學年度開始實施。」經九十一學年度第五次校務發展委員會討論，可能其意為至九十三年七月
卅一日止，任教授、副教授滿五年，任助理教授及講師滿三年之應接受評量教師，在九十三學年度開始實施時即接
受第一次評量。提請討論確認並修正該次校務會議紀錄之附帶決議，使文意更明確。 

三、修正條文對照如下表： 

修      正      後      條      文 原          條          文 修    訂    說    明 

第二條  ………。 

教授及副教授每滿五年接受一次評量，助理

教授及講師每滿三年接受一次評量。 

        ………。 

第二條  ………。 

教授及副教授每五年接受一次評量，

助理教授及講師每三年接受一次評

量。 

        ………。 

＊增加「滿」字使文義更明確。 

第九條  應接受評量年數之計算，不包括留職停薪期

間，但借調期間折半計算。通過升等教師，

依其升等後職稱，自該學年度起算其應接受

評量年數。對應接受評量年數之計算有疑義

時由人事室解釋。 

第九條  應接受評量年數之計算，自本要點開

始實施之年度起算，不包括留職停薪

期間，但借調期間折半計算。通過升

等教師，依其升等後職稱，自該學年

度起算其應接受評量年數。對應接受

評量年數之計算有疑義時由人事室

解釋。 

＊配合九十三學年度開始實施之

意涵，刪除「自本要點開始實施

之年度起算，」等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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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條  教師評審委員若為受評當事人，應迴避與自

身評量有關之討論及議決。各次會議之召開

均須達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議；

經出席委員過二分之一同意始得決議。 

第十條  教師評審委員若為受評當事人，應迴

避與自身評量有關之討論及議決。各

次會議之召開均須達三分之二（含）

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議；經出席委

員二分之一（含）以上同意始得決議。 

＊刪除「（含）」。「以上」、「以下」

均含本數，毋需加（含）字。 

＊加「過」字，表示需有超過二分

之一以上同意始得決議。 

擬辦：擬修正九十一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議附帶決議為：「（二）本案各學院應分別訂定辦法，於本（九十二）年六月底

前送校教評會核備，並自九十三學年度開始實施。即至九十三年七月卅一日止，任教授、副教授滿五年，任助理

教授及講師滿三年之應接受評量教師，在九十三學年度接受第一次評量。」 

決議： 

一、第二條、第九條、第十條修正條文照案通過。 

二、通過本要點年數起算日期為九十一年十二月廿五日，惟至九十三年七月卅一日止已滿規定年數之教師，得自行提出

自九十三學年度起接受第一次評量（「國立成功大學教師評量要點」如附件二）。 

 

第三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管理學院 

案由：擬修訂「國立成功大學教師升等辦法」第六條，如修訂條文對照表，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本案經九十二年四月十四日九十一學年度第六次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二、辦法第六條：「……須有二人（含）以上評「佳」或「優」者方得送教師評審委員會辦理審查升等，……」之門檻

限制，易被認為升等通過之標準，致生爭議，擬予取消，俾利升等審查。 

三、校外專家之審查意見如有兩極化之評價，致教師評審委員會難以評定時，為利升等審查，擬增訂送第四位校外專家

審查之規定。 

 

 

91-5校務會議(92.06.11)紀錄-6-



 
7

 

 

 

四、訂條文對照表如左： 

修   訂   後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修  訂  說  明 
六、擬升等教師所提著作送請校外專家三人審查，

其審查結果作為教師評審委員會辦理審查升
等時評定研究成績之參考。「教師著作審查意
見表」格式另訂之。 

六、著作送請校外專家審查之人數為三人，其
審查結果作為評定研究成績之參考，須有
二人（含）以上評「佳」或「優」者方得
送教師評審委員會辦理審查升等，「教師
著作審查意見表」格式另訂之。 

＊文字修飾。 
＊取消送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之門檻
限制。不論外審結果如何，均送教
師評審委員會辦理審查。 

＊增訂送第四位校外專家審查之規
定。 

辦法：通過後實施。 
決議：修正通過。請各院系所之升等辦法配合修正。 

 

第四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人事室 
案由：擬修訂「國立成功大學校內單位間教師合聘辦法」如修訂條文對照表，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本案經九十二年四月十四日九十一學年度第六次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二、辦法中對一位教師可由幾個單位合聘；單位已無教師員額可用，能否與其他單位合聘教師，並無明確規定，擬予明
確規範。 

    三、合聘教師之聘任事宜、聘期、續聘由主聘單位或從聘單位辦理一併予以明確規範。 

    四、從聘單位之變更，由原從聘單位予以不續聘，新從聘單位依第七條合聘本校原有教師之規定辦理即可，無須另作規
定。因此，第九條有關從聘單位變更之規定擬予刪除。 

    五、修訂條文對照表如左： 

修  訂  後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修  訂  說  明 

 一 、同原條文。  一 、為確定本校內合聘教師之權利與義務，特

訂定國立成功大學校內單位間教師合聘

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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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教師合聘係指基於教學、研究等需要由校

內兩個單位合聘一位教師。合聘以兩單位

合聘為限。合聘教師對合聘單位之任一

方，在教學及研究工作上，均應有實質之

參與及貢獻。 

 二 、合聘教師對合聘單位之任一方，在教學及

研究工作上，均應有實質之參與及貢獻。 

明確規範限由兩個單位合聘，不能有

兩個以上單位合聘一位教師之情形，

俾落實「合聘教師對合聘單位之任一

方，在教學及研究工作上，均應有實

質之參與及貢獻。」 

 三 、合聘教師實佔之教師員額，可由合聘單位

約定，佔全額、三分之二、二分之一、三

分之一、或不佔員額。 

 三 、合聘教師實佔之教師員額，可由合聘單位

約定，以三分之二、二分之一、或三分之

一等為限。 

增加合聘教師實佔教師員額方式，使

已無員額單位亦能合聘教師。 

 四 、名額佔全額或三分之二者為主聘單位；若

為二分之一者，合聘教師應於辦理合聘時

即擇一單位為其主聘者，餘則為從聘者。 

      聘任後，主聘單位之變更，經合聘單位雙

方教評會同意後，由新主聘單位依行政程

序陳請校長同意。 

 四 、名額佔三分之二者為主聘單位；若為二分

之一者，合聘教師應於辦理合聘時即擇一

單位為其主聘者，餘則為從聘者。 

＊配合第三條修正。 

＊將原第九條主聘單位變更之規定合

併於此。 

 五 、同原條文。  五 、對涉及全校性之事務，包含升等、進修、

休假或擔任校級會議代表等與員額有關

之活動，合聘教師之員額全數計算於主聘

單位且享有相關權益；而在從聘單位僅能

對該單位內部之事務享有參與權。 

 

 六 、同原條文。  六 、合聘教師在主、從聘單位內之權利義務由

主、從聘單位協商訂定之。 

 

 七 、合聘本校原有教師，應經主、從聘單位教

評會通過後，由從聘單位依行政程序會簽

主聘單位、人事室、教務處後陳請校長同

意。 

      新聘之合聘教師，由主聘單位依本校教師

聘任辦法規定辦理，經主、從聘單位之教

評會通過，再經主聘單位之院級教評會通

過後送校教評會審議。 

 七 、合聘教師之聘任相關事宜均由主聘單位依

規定辦理之。 

      如合聘本校原有教師，應經主、從聘單位

教評會通過後，以行政程序會簽人事、教

務處及從聘單位後陳請校長同意。如為新

聘之合聘教師，除經合聘單位之教評會通

過，應經主聘單位之院級教評會通過後送

校教評會審議。 

從新規範合聘教師由主聘單位或從聘

單位辦理聘任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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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同原條文。  八 、合聘教師之聘書應載明主、從聘單位及聘

期等。 

 

 九 、合聘教師原則上一年一聘，並得視實際教

學及研究需要，經合聘單位雙方同意後，

循本校教師續聘程序辦理續聘。 

 九 、主聘單位之變更，應先獲各合聘單位之同

意，並依行政程序簽准。從聘單位之變

更，則由主聘單位會簽新、舊從聘單位後

陳請校長同意。 

＊新增條文，規範聘期、續聘事宜。 

＊原條文主聘單位之變更規定併於第

四條。從聘單位之變更規定予以刪

除。 

 十 、同原條文。  十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本校教師聘任辦法之

規定辦理。 

 

十一、同原條文。 十一、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

同。 

 

辦法：通過後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 

 
第五案 提案單位：研發處、人事室 
案由：本校「組織規程」修訂案如附件三，提請  討論。 

說明：本案經校務會議修訂通過後，將提報教育部核定。 

決議： 

一、修正通過。 

二、各學院院長為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之當然委員是否恰當，請教務處提校教評會討論。 

第六案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修訂本校教師聘約第一條，請  討論。 
說明：本次修正係依本校九十一年十二年二十五日九十一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議決議：「『本校教師評量要點』應明列於本

校教師聘約中」辦理，修訂條文對照表如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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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訂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一、依本校教師聘任辦法及有關法令規定，教師初

聘為一年、續聘第一次為一年、以後每次續聘

為二年(屆齡退休奉准延長服務之教師，其聘

期依其延長期限而定)。但外籍教師聘僱期滿

如有繼續聘僱之需要者，應依﹁專科以上學校

及學術研究機構聘僱外國教師與研究人員許

可及管理辦法﹂第九條規定，辦理申請展延。

教師續聘時，當於本聘約期滿前一個月另送聘

書。八十五年八月一日起，新聘教授及副教授

於初續聘滿四年之半年前，應經三級教評會審

議是否續聘，若不通過則自第五年起不予續

聘；新聘助理教授於到職六年內未能升等者，

自第七年起不予續聘，但情況特殊經教評會同

意者，自第七年起得續聘二年，如二年內仍未

能升等者，則不予續聘；新聘講師原則比照新

聘助理教授情形辦理。 

本校教師均應依本校教師評量要點規定接受

評量。 

一、依本校教師聘任辦法及有關法令規定，教師初

聘為一年、續聘第一次為一年、以後每次續聘

為二年(屆齡退休奉准延長服務之教師，其聘

期依其延長期限而定)。但外籍教師聘僱期滿

如有繼續聘僱之需要者，應依﹁專科以上學校

及學術研究機構聘僱外國教師與研究人員許

可及管理辦法﹂第九條規定，辦理申請展延。

八十五年八月一日起，新聘教授及副教授於初

續聘滿四年之半年前，應經三級教評會審議是

否續聘，若不通過則自第五年起不予續聘；新

聘助理教授於到職六年內未能升等者，自第七

年起不予續聘，但情況特殊經教評會同意者，

自第七年起得續聘二年，如二年內仍未能升等

者，則不予續聘；新聘講師原則比照新聘助理

教授情形辦理。 

教師續聘時，當於本聘約期滿前一個月另送聘

書。 

依本校九十一年十二年二十五

日九十一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

議決議：「本校教師評量要點」

應明列於本校教師聘約中。爰依

上開決議將「本校教師均應依本

校教師評量要點規定接受評

量。」增訂於本條文第二項。並

將原列第二項之「教師續聘時，

當於本聘約期滿前一個月另送

聘書。」等文字改列於本條文：

「依本校……辦理申請展延。」

等文字之後，俾上下語意之連

貫。 

辦法：提校務會議討論通過後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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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案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由：擬請修訂本校學生獎懲辦法第一條與第十六條，提請  討論。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四月二十四日台訓（二）字第０９２００４７１８６Ａ號函辦理。 
二、目前本校學生獎懲辦法並未載明任何法源，而係本於學校與教師之專業訂定之。 

三、擬配合修訂本校學生獎懲辦法第一條與第十六條，以符合教育部與大學法之規定，詳如修訂對照表。 

九十二年五月 謹製 

國 立 成 功 大 學 學 生 獎 懲 辦 法 修 訂 條 文 對 照 表 

擬 修 訂 條 文 內 容 原 條 文 內 容 說  明 

 

第 一 條  本校為樹立優良校風，確收教育功效，依據大學法

第二十五條之一第一項，訂定本辦法。 

 

第 一 條  本校為樹立優良校風，確收教育

功效，訂定本辦法。 

 

依九十二年二月六日

修正之大學法規定，註

明其法源。 

 

第十六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並報教育部備查後實施，

修正時亦同。 

 

第十六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修正時亦同。 

 

依九十二年二月六日

修正之大學法規定，並

報教育部備查。 

辦法：提請校務會議通過，並報教育部備查後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 

參、臨時動議：無 

肆、散會：上午十一時四十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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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九十二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紀錄 

時間：九十二年十月廿九日九時○分 

地點：國際會議廳第一演講室 

出席：歐善惠 宋瑞珍 蘇炎坤 柯慧貞（陳省盱代） 王振英 黃肇瑞 楊明宗 張克勤 任世雍 余樹楨（張素瓊代） 

王駿發（蔡長泰代） 李清庭 徐明福 吳萬益 陳振宇 陳志鴻 賴溪松（黃悅民代） 陳祈男 陳省盱 彭富生 

李丁進 徐德修（蔡水木代） 葉茂榮（李金滿代） 張文昌 洪敏雄 江建俊 張志強 王健文 劉梅琴 呂興昌

林琦焜 傅永貴 孫亦文 黃奇瑜 張素瓊 楊惠郎（鄭梅芬代） 李偉賢 謝錫堃 陳志勇（鄧熙聖代） 李振誥

陳引幹 吳致平 高家俊 江哲銘（張 珩代） 黃吉川 趙儒民 張益三（黃崑山代） 賴新喜（劉說芳代）     

蔡俊鴻 趙怡欽（苗君易代） 蕭飛賓（李永春代） 邱仲銘 陳響亮（呂秋玉代） 王泰裕 林正章 吳清在     

康信鴻 潘浙楠 陳洵瑛 賴明德 許桂森 王新台 陸汝斌（游一龍代） 蔡瑞真 林銘德（賴明德代） 徐阿田

吳俊忠（黃暉升代） 駱麗華（徐畢卿代） 施陳美津 蘇慧貞 簡基憲 靳應臺（劉佳觀代） 徐畢卿 郭麗珍    

陸偉明 謝文真 蔡崇濱（李劍如代） 吳天賞（易雲賓代） 廖美玉 劉開鈴 邱源貴 王 琪 王文霞 應鳳凰   

陳若淳 許瑞麟 潘戌衍 田 聰 周維揚 陳淑慧（孫亦文代） 曾清涼 王建平 鄭梅芬 李森墉 周澤川    

楊毓民 吳逸謨 陳進成（蔡少偉代） 顏富士 蔡文達 丁志明 方一匡 邱耀正 涂盛文 蔡長泰 林鐘烲          

潘文峰 鄭國順 涂季平 胡潛濱 苗君易 王鴻博 朱 信 王蜀嘉 蔡聖鴻 李祖聖 鄭芳田（楊大和代）     

簡仁宗 謝璧妃 楊中平 陳彥仲 葉光毅 林銘泉 吳豐光 陳梁軒 李再長 廖俊雄 陳文字（呂錦山代）      

譚伯群 劉宗其 李宏志 吳鐵肩 劉仁沛 李碧雪 邱浩遠（陳琮琳代） 陳琮琳 劉明煇（劉佳觀代） 林錫璋 

黃朝慶 張文粲（賴明德代） 黃美智 黃暉升 黃英修 張智仁 蔡朋枝 莊輝濤 王富美 許育典（姜世明代） 

湯 堯 李劍如 涂國誠 王素貞（張迺華代） 許霖雄 鍾光民 李懿秀 楊福來 蔡銀峰 李仁雅 梁錦乾    

許志全 王薏雯 李政隆 陳奕誠 楊登堯 林立權  

主席：高校長 強                    記錄：龔  梓  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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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報告事項： 

一、頒獎： 

（一）頒發陶筱然組長、陳瑞珍組員、李采珍組員、王善興組員及羅靜純編審等五位九十一年績優職員獎牌。 

（二）頒贈九十二學年度第一次全校清潔抽查比賽第一名外國語文學系、第二名統計學系獎牌以資鼓勵。 

二、報告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修正後確認（附件一）。 

三、主席報告： 

（一）暑假期間，台南高工鐘長生校長曾來校商談該校擬與本校附設高工整併事宜。有關附設高工未來之發展，過去曾與

台南海事水產職校等校接觸，並曾在校務企劃座談會詳細討論，由於台南高工與本校附設高工性質相同，亦頗有歷

史淵源，兩校擬整併為成大附屬高工（高中）之構想已初具共識，未來兩校將各自取得校內共識，分別了解教育部

中部辦公室、高教司之意見，並提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再具體執行。 

（二）校友會館與學生宿舍 BOT案，第一階段公告後並無其他機構提出構想，目前已順利進行至第二階段，太子建設公司

相當積極配合本校需求用心規劃，已於九月十七日提出規劃案來校簡報，預計將投入約七億元經費，整體規劃相當

不錯。接下來將由本校組成之審核委員會審查通過後，公開徵求有否其他民間投資人遞件，全案正順利進行中。預

計明（九十三）年初動工。 

（三）本校與國家衛生研究院在臨床醫學方面之合作，經衛生署疾病管制局蘇益仁局長居中聯繫，獲得統一企業集團慨捐

二億元予國衛院在本校內興建臨床研究大樓，三方已於九月十五日簽訂合作契約，將共同合作推展國內感染症之基

礎研究與臨床試驗。 

（四）評估是否接辦署立嘉義醫院及籌設嘉義校區方面，已於校務企劃座談會多次討論，署立嘉醫在與本校合作期間，業

績已有起色，惟因礙於醫師待遇無法突破，致推動上遭遇諸多困難。最近衛生署大幅調整署立醫院人事，並將署立

嘉醫定位為南區聯盟總院，由原署立台南醫院林水龍院長接掌署嘉。本校擬爭取署嘉改隸乙事，宋副校長尚繼續努

力中。籌設嘉義校區方面，嘉義市政府一直希望能促成，本校也相當仔細評估，並請各學院研提進駐計畫，正由研

發處彙整進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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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校進駐台南科學工業園區設置研究發展中心方面，擬承租之三公頃土地已與南科談妥，近期將安排前往簡報研發

大樓籌建計畫。土地租金將由台南縣政府全額支付十五年；研發大樓興建經費已於昨日召開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討

論通過由校務基金投入二億元。本校將進駐七個研發中心，所需空間約四千多坪，已與各中心談過，建築物部分學

校會提供，未來的維護應由各中心自行負擔；此外並將與中研院生物科技實驗中心以及與國家實驗動物中心合作。

中研院生物科技實驗中心將由台南縣政府資助約二億元在本校租地內（或附近）興建研究大樓；位於中研院內原隸

屬國科會之國家實驗動物中心，已改隸屬於國家實驗研究院，李羅權院長較傾向將動物中心總部遷出設在南部的台

南科學園區，目前台大竹北校區爭取得很積極，李院長表示若本校與南科能提出在土地與經費條件上具說服力之計

畫，爭取成功的機會還是蠻大，將再進一步聯繫推動。 

（六）有關財政部國有財產局擬限期處理國有眷舍土地案，因對學校整體發展影響頗大，經各校聯合向行政院游院長陳情，

行政院已授權教育部審查各校所提之眷舍房地使用或興建計畫。本校在總務處的規劃下，已提列九項計畫報部，並

於九月廿五日至教育部簡報。其中較重要的計畫包括東寧路十五巷宿舍騰空後將規劃興建學生宿舍與戶外運動空

間，大學路十八巷部分則函請台南市政府變更住宅區為學校用地，東寧路八十三巷、九十三巷宿舍漸次騰空後整修

為國際學者、研究生、外籍學生、交換學生等宿舍使用。 

（七）十月十八、十九兩日本校承教育部委託，由研發處、管理學院主辦，在台北舉辦東南亞大學校長會議，有卅三位國

外大學校長（或副校長），七十六位國內校長（或副校長）與會，會中一○九位校長（或副校長）共同簽署合作聲明。

本次會議辦得相當成功，教育部也表示肯定，對於推展本校國際名聲與學術地位有莫大助益。至於媒體報導本校要

在馬來西亞設立分校乙節，並未確定，依現行辦法，境外設分校教育部尚未開放。目前本校與馬來西亞韓江及新紀

元兩個學院已經簽署雙聯學制，另辦理學分班事宜，尚在進行當中。 

（八）經過審慎評估之後，於上週成立「成大創投公司」，計籌募基金二億元，由本校化工系畢業校友也是九十二年傑出校

友張瑞欽先生擔任董事長。案經報內政部，俟核准成立之後，學校方面即可參與投資，規劃由校務基金及成大基金

會各投資貳仟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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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選舉：（經各院推派王文霞、林琦焜、王鴻博、蔡聖鴻、李佳玟五位代表監票） 

（一）校務發展委員會委員：王三慶、劉開鈴、閔振發、顏富士、鄭國順、何東波、孫永年、陳順宇、陳勁計九位（任期
二年）。 

（二）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委員：張高評、廖美玉計二位（任期二年）。 

（三）經費稽核委員會委員：王琪、黃定鼎、陳進成、鄭國順、王永和、許茂雄、陳梁軒、李再長、譚伯群、吳華林、 

湯堯計十一位（任期一年）。 

（四）宿舍配借及管理委員會委員：劉開鈴、王琪、田聰、黃定鼎、陳進成、方一匡、劉濱達、王永和、許茂雄、葉光毅、
李再長、譚伯群、李碧雪、吳華林、許育典、湯堯、許霖雄計十七位（任期一年）。 

上述各委員會當選委員及其他委員請人事室辦理發聘。 

五、各一級單位及各委員會報告：（書面資料開會時已分送請參閱） 

研發處所提本校「組織規程」修訂條文，除第四十六條尚須討論外，因其餘條文均依據教育部九十二年八月廿六日台
高二字第○九二○一二八四三號函辦理，故列為報告案，請各位代表參閱。 

貳、討論事項： 

第一案 提案單位：校長交議案 

案由：本校九十二至九十三學年度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委員，除教授代表十人由各學院及校務會議推選、教師會代表由
本校教師會推薦外，其他委員由校長遴選（名單如說明三），並提經校務會議同意後聘請之。 

說明： 

一、依據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二點第一、二項規定辦理。 

二、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由下列人員：（一）教授代表十人、（二）法律學者一人、（三）教育學者一人、（四）學
校行政人員一人、（五）本校教師會代表一人、（六）校友代表一人，共計十五人組成，任期二年。 

三、由校長遴選之委員名單如下： 

（一）法律學者：本校法律顧問王成彬律師。 

（二）教育學者：教育所陸偉明所長。 

（三）學校行政人員：黃肇瑞研發長。 

（四）校友代表：中華醫事學院林壽宏校長。 

擬辦：上述委員名單經校務會議同意後聘請之。 

決議：經票選結果均過半數，通過。請人事室發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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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擬設置國立成功大學「師資培育中心」，提請  討論。 

說明： 

一、依新頒之「師資培育法」及「大學設立師資培育中心辦法」九十二年八月一日起施行，教育所不得再兼辦教育學
程。 

二、為發揮本校特色以培育中等學校師資，擬設置成功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其設置要點草案如附件二。 

三、為使組織健全，擴大發揮功能，擬比照其他國立大學將本中心定位為教務處下轄之二級單位，主任比照系所主管，
並依業務職掌下設四個工作群，現存之教務處實習輔導室併入師資培育中心為實習輔導工作群，原設置要點---「國
立成功大學教育學程實習輔導室設置要點」，於「國立成功大學師資培育中心設置要點」通過後廢除。 

決議：照案通過。 

 

第三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擬修訂「國立成功大學講座設置辦法」（如附件三），提請  討論。 
說明： 
一、依據本校九十二年七月十六日第一四五次校務企劃座談會與九十二年年八月六日第五五八次主管會報會議決議辦

理。 
二、本校講座設置辦法第五點講座獎助標準規定：「本校教授擔任講座者，除部定教授薪給外，另核撥獎助金六十萬元

作為教學研究經費…」，經本處於九十二年九月一日邀集研發長、各學院院長與講座教授討論，擬參考台大、中
正、中山大學等校標準，將本校講座獎助標準提高至每年五十萬元，獎助三年。 

三、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附件四）。 
決議：修正通過。請研發處每年檢討研究成長及改善之情況。 

 

第四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擬修訂「國立成功大學名譽博士學位審查委員會設置辦法」（如附件五），提請  討論。 

說明： 

一、配合本校組織調整，修訂審查小組成員相關條文。 

二、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附件六）。 

決議：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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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案 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由：本校擬與美國加州州立理工大學 (California Polytechnic State University) 簽訂合作交流協議案（如附件七），提請討論。 

說明： 

一、加州州立理工大學全校學生超過一萬八千名，學校辦學績效卓著，尤其是其微微衛星教學與實作近年來之發展，深獲世界肯定。 

二、為促進兩校間之各項教學與研究計畫，擬簽訂合作交流協議，協議書草案詳如附件。 

決議：修正通過，文字授權研發處修正。 

 

第六案 提案單位：工學院 

案由：檢陳『國立成功大學工學院實習工廠設置辦法』（如附件八），提請  審議。 

說明：依據教育部 91.8.21台（九一）人字第九一一 0六九八七號函及本校組織規程第十一條規定辦理。 

擬辦：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並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惟收費辦法請循行政程序向學校報備。 

 

第七案 提案單位：電機資訊學院 

案由：檢陳「國立成功大學電機資訊學院電機實習工廠設置辦法」（如附件九），提請  審議。 

說明：茲經由電機資訊學院主管會議（九十二年十月十五日召開）同意通過設置電機實習工廠，因而提呈報請校務會議審

議。 

擬辦：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陳報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決議： 

一、修正通過，惟收費辦法請循行政程序向學校報備。 

二、組織規程第十一條，請研發處配合修正。 

 

92-1校務會議(92.10.29)紀錄-6-



   7
 

 

 

參、臨時動議： 

第一案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由：擬修正本校「組織規程」第四十六條，如說明對照表，提請  討論。 

說明： 

新     修     訂     條     文 原       條       文 說           明 

第四十六條 

本大學學生得向學生事務處申請成立

學生社團，促進其人格自由開展與成

熟，其相關辦法另訂之。本大學學生社

團得設立一聯合組織，負責推動、協調

及促進各學生社團之活動，其組織辦法

另訂之。學生社團應聘請輔導老師。協

助社團之經營及輔導，社團得聘請專家

為校外教練。 

第四十六條 

本大學學生得向學生務務處申請成立

學生社團，促進其人格自由開展與成

熟，其相關辦法另訂之。本大學學生社

團得設立一聯合組織，負責推動、協調

及促進各學生社團之活動，其組織辦法

另訂之。學生社團應聘請輔導老師。協

助社團之經營及輔導，技藝性之社團得

聘請校外專家為顧問。 

 

一、本校社團分類為綜合性、學藝

性、康樂性、服務性、體能性、

聯誼性，難以辨別技藝性社團。 

二、社團一班稱資深幹部為顧問，與

校外專家名稱相同，不易區別。 

決議：本案緩議，請學務處再思考後重新提案討論。 

 

第二案  提案單位：會計系吳清在主任 

案由：擬建議本校「經費稽核委員會」及「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二委員會應保障會計系及財金所之專長教師名額，提

請  討論。 

決議：同意列入考慮，並修改相關辦法。 

肆、散會：上午十一時五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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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九十二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議紀錄 

時間：九十三年元月十四日九時○分 

地點：國際會議廳第一演講室 

出席：歐善惠 宋瑞珍 蘇炎坤 柯慧貞 王振英（陳長庚代） 黃肇瑞（張錦裕代） 楊明宗 張克勤 任世雍 余樹楨 

王駿發（蕭飛賓代） 李清庭 徐明福 吳萬益 陳振宇 陳志鴻（蔡森田代） 賴溪松 陳祈男 陳省盱 彭富生 

李丁進 徐德修 葉茂榮 張文昌（楊惠郎代） 洪敏雄 江建俊 張志強 王健文 劉梅琴 林琦焜 傅永貴    

孫亦文（王小萍代） 張素瓊 楊惠郎 李偉賢（羅裕龍代） 謝錫堃 李振誥（申永輝代） 陳引幹 吳致平     

高家俊 江哲銘（許春華代） 黃吉川 張憲彰 趙儒民 張益三（黃崑山代） 賴新喜 朱治平（謝孫源代）     

蔡俊鴻（黃良銘代） 趙怡欽 蕭飛賓 邱仲銘 陳響亮（呂秋玉代） 王泰裕 林正章（廖俊雄代） 吳清在        

潘浙楠 陳洵瑛 賴明德 劉校生 許桂森 王新台 陸汝斌（柯慧貞代） 張定宗（周楠華代） 蔡瑞真 吳俊忠

林銘德（陳洵瑛代） 駱麗華 徐阿田 施陳美津 蘇慧貞（張火炎代） 簡基憲 靳應臺 徐畢卿 郭麗珍         

陸偉明 謝文真 蔡崇濱 吳天賞 張高評 廖美玉 劉開鈴 王 琪 王文霞 陳若淳 許瑞麟 潘戌衍 閔振發 

鄭 靜 周維揚 陳淑慧 曾清涼 孫鎮球 鄭梅芬 朱銘祥 張錦裕 周澤川 楊毓民 吳逸謨（許梅娟代）     

陳進成 顏富士 蔡文達 丁志明（許聯崇代） 邱耀正 涂盛文 蔡長泰 林鐘烲 鄭國順 涂季平 吳鴻文     

苗君易 黃啟鐘 梁勝明 王鴻博 朱 信 王蜀嘉（邱仲銘代） 蔡聖鴻 劉濱達（邱瀝毅代） 楊家輝（孔名先代） 

簡仁宗 鄭芳田（楊大和代） 謝璧妃 楊中平 許茂雄 陳彥仲 葉光毅 林銘泉 吳豐光 陳梁軒 李賢得    

李再長 廖俊雄 陳文字 譚伯群 劉宗其 王萬成 李宏志 劉仁沛（溫敏杰代） 任卓穎（陳洵瑛代） 李碧雪 

陳琮琳  邱浩遠（陳琮琳代） 吳華林（賴明德代） 陳清惠 黃暉升 黃英修 馬慧英 莊輝濤 王富美 許育典    

李劍如 涂國誠 王素貞 許霖雄 蔡銀峰 楊福來 鍾光民 李仁雅 翁義喜 

主席：高校長 強                    記錄：龔  梓  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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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報告事項： 

一、報告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並予以確認（附件一）。 

二、主席報告： 

（一）元月五日中研院李遠哲院長南下與台南縣政府簽訂中研院進駐南科設置生物科技實驗中心協議書，將由台南縣政府

資助經費在南科興建生科中心研究大樓。本校已於去年四月八日與台南縣政府及南科管理局共同簽訂本校進駐南科

設置研發中心協議書，中研院生科中心研究大樓將在本校由縣府出資之三公頃租地內興建，未來本校也會與中研院

簽訂合作協議，將密切合作共同在南科推動南部生物科技之發展。 

（二）去年十二月十六日曾邀請高雄縣楊秋興縣長與南科戴謙局長來校商談有關路竹科學園區未來的發展事宜，尤其是交

通部已決定南部電信技術中心設在路科，在電信的研究部分，楊縣長非常希望本校多加支持與參與，將再進一步深

談。臨近路科的大學以本校最具研發實力，距離也最近；路科將是本校未來的發展方向之一。 

（三）關於本校附設高工與台南高工未來合併的想法，南工最近曾在校內討論，其合作意願相當高；本校方面也認為若兩

校能合併，對雙方都是正面利多的發展。目前正朝此方向進行，將與附工老師溝通，希望能顧及學生的發展，支持

兩校合併為成大附屬高級工業職業學校。 

（四）有關政府在去年下半年推動之公有不動產加強處理方案，眷舍房地方面，經過幾次親自到行政院、國有財產局列席

說明，最近行政院已同意大學校院經管之國有眷舍房地由教育部督導各校規劃使用，本校針對勝利校區後半部及東

寧路九十三巷眷舍土地之規劃已獲認可。倒是其中之東寧路十五巷眷舍土地，早在政府推動公有不動產加強處理方

案前，已先向台南市政府申請變更為文大用地中；而台南市政府卻擬將該區部分土地規劃為停車場用地，東寧路沿

街區並規劃為商業用地。本校知悉後，曾多次與台南市政府溝通，說明本校師生從來均認定該土地為本校所有，該

項做法不但對解決區域停車問題效果有限，且勢必引起本校師生很大的反彈，請市府務必慎重考慮本校的立場與師

生的想法。結果台南市政府仍然於十二月廿九日公告該規劃案；若成大無異議，市府將依該規劃案推動。學校方面

已請總務處提出具體且有學理依據之計畫，並向市府嚴正表明本校立場；期望本校師生在適當場合亦向台南市政府

強烈表明本校立場。 

三、各一級單位及各委員會報告：（書面資料開會時已分發各代表，請 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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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討論事項： 

第一案 提案單位：校長交議案 

案由：擬改聘會計系簡金成、交管系魏健宏、政治系宋鎮照三位教授為九十二學年度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委員如說明，

提請 公決。 

說明： 

一、依據本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二條規定辦理。 

二、該委員會由校長擔任召集人，另由校長遴選十一位至十四位委員提經校務會議同意後聘任之，任期兩年並得連任。

委員中不兼行政職務之教師代表不得少於三分之一，必要時得聘請校外專業人士參與。 

三、九十一及九十二學年度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委員，經校長遴選於九十一年十月九日九十一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

同意聘任委員名單如下： 

歐副校長善惠、蘇教務長炎坤、王總務長振英、黃研發長肇瑞、李主任丁進、葉主任茂榮、廖教授美玉、張教授

炎輝、陳教授志鴻、葉教授誌崇、呂教授金河、閔教授振發、彭教授堅汶、張教授冠諒。 

四、由於葉誌崇、彭堅汶二位委員已退休，呂金河委員亦將於九十三年二月一日退休，為補足委員會委員人數，爰擬

改聘案由三位教授為九十二學年度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委員，任期一年。 

擬辦：通過後，請人事室發聘。 

決議：票選結果均過半數，通過。請人事室發聘。（會中推派電資學院李清庭院長監票） 

 

第二案 提案單位：校長交議案 

案由：本校擬分別與泰國朱拉隆宮大學（Chulalongkorn University）、亞洲理工學院（Asian Institute Technology）

兩校簽訂學術合作及交換學生協議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朱拉隆宮大學校長 Dr. Tatchai Sumitra與亞洲理工學院校長 Dr. Jean-Louis Armand於去（九十二）年十月應

邀參加本校所舉辦之「東南亞大學校長會議」，對本校學術研究成果印象深刻，並表達進一步進行學術合作與交

流之意願。本校歐善惠副校長於去年十二月八日訪問兩校，洽談校際學術合作與學生交流之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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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朱拉隆宮大學創校於一九一七年，為泰國最古老最好之大學。亞洲理工學院只有研究所，無大學部，所有課程都

以英文授課，為泰國最國際性之大學。 
三、為推動本校國際化，促進校際間之各項教學與研究及學生交流計畫，擬分別與該兩校簽訂學術合作及交換學生協

議，協議書草案詳如附件二（本校與朱拉隆宮大學學術合作及交換學生協議）及附件三（本校與亞洲理工學院學
術合作及交換學生協議）。協議書上學校及校長署名順序依持有者排列，即本校持有之協議書上本校排名在先，
反之亦然。 

決議：通過。細節部分，請研發處再與兩校確認。 
 
第三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本校九十四學年度擬增設系所班組案博士班部份，提請  討論。 
說明： 
一、依九十三年元月七日本校九十二學年度第二次校務發展委員會議決議辦理。 
二、教育部於九十二年十二月十六日來函規定增設特殊管制項目系所班組案需於九十三年元月十五日前報部申請，

博士班申請案包含於特殊管制項目內，經教務處以最速件函請各院系所有意提出申請者儘速擬定計畫書，提校
務發展委員會議討論。 

三、本次提出申請案共計五案： 
工學院：微機電系統工程研究所 

電資學院：電腦與通信工程研究所 

管理學院：資訊管理研究所、財務金融研究所 

社會科學院：教育研究所 

經校務發展委員會議票決決議，報部申請案之優先順序如下： 

（１
）

電腦與通信工程研究所 

（２
）

教育研究所 

（３
）

微機電系統工程研究所 

（４
）

資訊管理研究所 

（５
）

財務金融研究所 
擬辦：討論通過依限報部。 
決議：通過依校務發展委員會討論結果報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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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本校擬與空軍軍官學校簽訂學術合作協議書案（草案如附件四），提請  討論。 

決議：通過。細節部分請教務處與空軍軍官學校再確認。 

 

第五案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由：擬請修訂本校學生獎懲辦法，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教育部以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六月二十六日台訓（二）字第０九二００九二七０五號函：本校未來修正學生獎懲辦法

時，請依其建議辦理四項修正事宜。 

二、依九十二年九月二十二日本處月主管會議暨十二月十九日學生事務會議決議辦理。 

三、本修訂案，承蒙本校法律學系郭主任惠予指導，字義遣詞之潤飾，更臻調順。 

四、敬擬修訂條文對照表乙種。 

擬辦：提請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並報教育部備查。 

決議：修正通過（本校學生獎懲要點如附件五）。 

 

第六案 提案單位：人事室、教務處 

案由：修訂「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修訂條文對照表（如附件六），提請  討論。 

說明：本次修訂案已提九十二年十一月廿四日九十二學年度第四次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討論通過在案。 

擬辦：校務會議討論通過，報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決議： 

一、第二條條文仍須俟校務企劃座談會全盤考慮，充分交換意見作出決議後再提校務會議討論。 

二、其餘條文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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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案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擬修正「本校教師出國講學及國內外研究進修申請作業要點」第十一條，修訂條文對照表，提請  討論。 

說明：本案業九十二年十一月廿四日九十二學年度第四次教師評審委員會決議通過在案。 

決議：照案通過（本校教師出國講學及國內外研究進修申請作業要點如附件七）。 

第八案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擬修訂本校組織規程第三十條，提請  討論。 

說明：修訂條文如下： 

修 訂 條 文 原 條 文 說 明 

第三十條 

本大學校長須具備教授資格，副校長、教務長、

學生事務長、學院院長、附設醫院院長、學系主

任、研究所所長、科主任、體育室主任、通識教

育中心主任、推廣教育中心主任由校長聘請教授

兼任。 

總務長、主任秘書、圖書館館長由校長聘請副教

授（含）以上教師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 

研發長由校長聘請副教授（含）以上教師兼任。 

研究總中心主任、計算機與網路中心主任、校友

聯絡中心主任、生物科技中心主任、藝術中心主

任、微奈米科技研究中心主任、語言中心主任、

亞太研究中心主任、教育學程實習輔導室主任、

新聞中心主任、儀器設備中 

第三十條 

本大學校長須具備教授資格，副校長、教

務長、學生事務長、學院院長、附設醫院

院長、學系主任、研究所所長、科主任、

體育室主任、通識教育中心主任、推廣教

育中心主任由校長聘請教授兼任。 

總務長、主任秘書由校長聘請副教授（含）

以上教師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 

圖書館館長由校長依公務人員任用法任用

或由具有專業知能之副教授以上人員兼任。 

研發長由校長聘請副教授（含）以上教師

兼任。 

研究總中心主任、計算機與網路中心主

任、校友聯絡中心主任、生物科技中 

一、依銓敘部九十二年十

月二十二日部法三字

第０九二二二九二二

二九號書函函送「教

育部所屬各級公立學

校訂定或修正組織編

制案應行注意事項彙

整表」規定：「大學校

院訂定或修正組織規

程：：如生效日期係

在九十二年二月六日

大學法公布施行後

者，其圖書館館長宜

配合大學法規定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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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心主任、航空太空科研究中心主任、實習工廠主
任、視聽媒體製作中心主任、動物中心主任由校長
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或職級相當人員兼任，或由職
員擔任之。 

：： 

心主任、藝術中心主任、微奈米科技研究中
心主任、語言中心主任、亞太研究中心主任、
教育學程實習輔導室主任、新聞中心主任、
儀器設備中心主任、航空太空科技研究中心
主任、實習工廠主任、視聽媒體製作中心主
任、動物中心主任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
師或職級相當人員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 

：：： 

修正。」 
二、依九十二年二月六日
新修訂大學法第十二條第
二項：「秘書室置主任秘書
一人，圖書館置館長一
人，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
上人員兼任或由職員擔任
之」。 

決議：照案通過。 

第九案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本校生物系教授陳虹樺擬自九十三年二月一日起至九十四年一月卅一日止，借調中央研究院植物所擔任專任研究員，
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本借調案業經生物系及理學院教評會討論通過，並經本校九十三年一月二日九十二學年度第五次教評會決議，需提
校務會議討論。 

二、陳虹樺教授前經奉准自九十二年八月一日起至九十三年一月卅一日留職留薪於中央研究院研究半年，依「本校教師
出國講學及國內外研究進修申請作業要點」第十一點規定：「：：研究期滿後應即返校服務，其期間為留職留薪時間
之二倍：：：，否則應按未履行義務之期間比例，追還該期間所支領之公費及本校支領之薪津。：：未完成服務義
務前不得再申請出國講學、國內外研究、進修。」準此，陳教授研究期滿應即返校服務一年，本案陳教授研究期滿
後未返校服務，隨即申請借調，經前開校教評會決議：經投票表決，十七票同意，四票不同意，通過借調案；但其
於借調期滿後應即返校盡原應服務之義務，否則依上開規定應按未履行義務之期間比例，追還該留職留薪期間所支
領之公費及本校支領之薪津，本決議並需提校務會議討論通過後辦理。 

決議：照案通過。 

參、臨時動議：無 

肆、散會：上午十一時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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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九十二學年度第三次校務會議紀錄 

時間：九十三年三月十七日（星期三）上午九時 

地點：國際會議廳第一演講室 

主席：高校長 強                    記錄：侯雲卿 

 

壹、頒獎： 

一、分類通識課程優良教師獎 

二、建築物實施出入口發燒篩檢站管控評鑑獎 

三、全校清潔比賽獎 

貳、報告事項： 

一、報告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 

  二、主席報告： 

一、報告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並予以確認（附件一）。 

二、主席報告： 
 (一)上週 CHEERS雜誌報導本校蟬聯第十次全國企業之最愛。共分七個方向評比，校在三個指標得全國第一，有四個指標台

大第一。其中一個指標本校得第五:國際化。因此本校須加強國際化與英文部份。為了加強英語能力部分，已囑咐教務
處提供 100名外籍學生給東南亞的國家，並持續與大陸、歐洲 

(二)今年寒假本人至東南亞談合作問題，進行師生交換。六月份本人將再與泰國簽約。 
(三)校友會館評審會通過由太子建設公司所提出的計畫案，包含校友會館及學生宿舍。校友會館建築費須 1.7億，學生宿舍

建築須 7 億。校友會館之建築經費擬由校友中心募款，如此可降低宿舍之租金。募款小組由歐副校長、校友中心葉主
任及熱心的校友共同組成。 

(四)本校附工與台南高工合併為成大附屬高工一事仍在進行中，本校曾與教育部中部辦公室及高教司洽談。將組成規劃小組
來討論相關事宜，由主任秘書召集開會。 

(五)國家財政日益困難，今年經常門經費教育部統刪 10%，之後又來函刪 3%，本人與大家同感壓力。此外，未來教職員薪水
政府負擔 75%，25%由學校自籌，因此必須注意開源與節流。若有一些大計劃必要時將動用校務基金支應. 

92-3校務會議(93.03.17)紀錄-1-



 

2
 

三、各一級單位及各委員會報告 

參、討論事項： 

第一案 提案單位：校長交議案 

案由：擬改聘張總務長志強為九十二學年度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委員如說明，提請 公決。 

說明： 

一、依據本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二條規定辦理。 

二、該委員會由校長擔任召集人，另由校長遴選十一位至十四位委員提經校務會議同意後聘任之，任期兩年並得連任。
委員中不兼行政職務之教師代表不得少於三分之一，必要時得聘請校外專業人士參與。 

三、九十一及九十二學年度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委員，已經校長遴選及校務會議同意聘任委員名單如下： 

歐副校長善惠、蘇教務長炎坤、王總務長振英、黃研發長肇瑞、李主任丁進、葉主任茂榮、廖教授美玉、張教授炎

輝、陳教授志鴻、簡教授金成、魏教授健宏、閔教授振發、宋教授鎮照、張教授冠諒。 

四、由於王總務長振英已於九十三年二月一日退休，為補足委員會委員人數，爰擬改聘張總務長志強為九十二學年度校

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委員，任期一年。 

擬辦：通過後，請人事室發聘。 

決議：經投票超過半數通過由張總務長志強為九十二學度校務基金管理會委員會委員。 

 

 

第二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擬訂「國立成功大學延聘國外傑出學者作業要點（草案）」（附件一），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本校九十二年七月十六日第一四五次校務企劃座談會決議：「請教務處蒐集國內相關補助管道資料及瞭解香港、新加

坡、日本等地知名大學延聘外籍教師之相關條件後，由教務長召集研發長、各學院院長交換意見，有需要協調解決

之問題，再提出討論」。 

二、經參考國科會及中研院辦法，擬訂本要點草案，並召開二次座談會討論，徵詢會計、人事及總務等意見，參酌修正

後提第五六九次主管會報討論，決議提校務會議討論。 

擬辦：通過後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 

 

第三案 提案單位：研發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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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 本校擬分別與大陸武漢大學、東南大學、南京大學、同濟大學、復旦大學等五校及東南亞印尼 Gadjah Mada University、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柬埔寨 Royal University of Law and Economics 與泰國

Mahidol University等四校簽訂學術合作協議書（備忘錄）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為因應本校國際化所需，校際簽約為建立與推動國際學術合作與交流之基礎。為落實合作與交流關係，簽約後，

雙方得據此基礎以推動各項交換學生、交換教授、共同研究等計畫。本校亦據此提供來訪學者必要之協助及來訪

學生免費借住本校學生宿舍等安排。  

二、擬簽約學校之簡介如下： 

(一) 武漢大學為一深具學科研實力之綜合性大學。該校創立於一八九三年，現有教師三千四百人，其中中國科學
院院士七人，中國工程院院士五人；學生四萬七千人，其中博士研究生三千五百人，碩士研究生一萬二千人；
現有三個國家重點實驗室，二個國家工程技術研究中心，一個國家工程研究中心及六個教育部重點實驗室與
工程研究中心。 

(二) 東南大學之前身為設於一九Ｏ二年之三江師範學堂（後來之國立中央大學），現為一擁有工、理、醫、文、
管理等多學科之綜合大學，學生三萬多人。該校現有中國科學院及中國工程院院士七人、「長江學者獎勵計
畫」特聘教授十四人、十個國家重點學科。 

(三) 南京大學：該校之前身與東南大學同為三江師範學堂及國立中央大學，現為一人文、社會、自然、技術、生
命、現代工程和管理等多學科的綜合大學，現有學生三萬一千多名。該校擁有國家重點實驗室七個，中國科
學院院士二十三人，中國工程院院士二人，「國家重點基礎研究發展規劃」首席科學家二人，「長江學者獎勵
計劃」特聘教授、講座教授二十五人。據統計，一九九二年至二○○一年，該校被 SCI收錄的論文數連續七
年位居中國大陸高校首位，被引用論文數也連續八年位居中國大陸高校第一。 

(四) 同濟大學創校於一九○七年，現有教職員工八千人，其中中國科學院院士六人，中國工程院院士六人，「長
江學者獎勵計劃」特聘教授十六人；學生四萬四千人。該校擁有五個國家級重點實驗室及工程研究中心。本
校與該校間之關係向來友好密切，兩校並於九十一年底共同舉辦了「二○○二海峽兩岸科技教育創新研討
會」，由該校吳啟迪校長親自率大陸代表團來訪。 

(五) 復旦大學創校於一九○五年，現有教師近二千人，其中中國科學院院士與中國工程院院士共二十二人；學生
四萬二千多人，其中研究生九千四百人，外國留學生二千三百多人，為大陸最早開放招收外籍學生之高校。
該校擁有五個國家重點實驗室，七個教育部重點實驗室。 

(六) 印尼 Gadjah Mada University校長 Dr. Sofian Effendi、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副校長 Dr. Er Meng Hwa、柬埔寨
Royal University of Law and Economics 校長 Dr. Yuok Ngoy 與泰國 Mahidol University 副校長 Dr. Srisin 

Khusmith於去（九十二）年十月應邀參加本校所舉辦之「東南亞大學校長會議」，對本校學術研究成果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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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擬與該四校簽訂學術合作協議書以推動本校國際化，並促進本校與東南亞大學間之各項教學與研究及
學生交流計畫。 

三、與大陸五所大學之協議書（備忘錄）草案如附件二 P
9，約文為繁體中文與簡體中文二種版本；與東南亞四所大學之

協議書草案如附件三 P
19。             

決議： 

一、合約署名部份本校校名不加「國立」，餘修正通過。 

二、請研發處追踨合作案簽約後所進行之合作項目。實質的合作，請各系協助推動。 

三、請請研發處將簽訂學術合作協議之資訊公告於網路，並通知老師。 

 

 

第四案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由：請修訂本校組織規程第四十六條條文，如說明，提請討論。 

說明： 

一、本校社團分類為綜合性、學藝性、康樂性、服務性、體能性、聯誼性，難以辨別技藝性社團。 

二、學生社團經營與輔導由校內輔導老師協助指導，校外專家指導專業技藝。 

三、社團一般稱資深幹部為顧問，與校外專家名稱相同，不易區別。 

四、擬修訂條文對照表，如附下： 

擬   修   訂   條   文 原       條      文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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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六條 學生事務處申請成立學生

社團，促進其人格自由開

展與成熟，其相關辦法另

訂之。本大學學生社團得

設立一聯合組織，負責推

動、協調及促進各學生社

團之活動，其組織辦法另

訂之。學生社團應聘請輔

導老師，協助社團之經營

及輔導；另得聘請校外專

家指導技藝。 

第四十六條  學生事務處申請成立學生

社團，促進其人格自由開

展與成熟，其相關辦法另

訂之。本大學學生社團得

設立一聯合組織，負責推

動、協調及促進各學生社

團之活動，其組織辦法另

訂之。學生社團應聘請輔

導老師。協助社團之經營

及輔導，技藝性之社團得

聘請校外專家為顧問。 

一、本校社團分類為綜合性、學藝

性、康樂性、服務性、體能性、

聯誼性，難以辨別技藝性社團。 

二、社團一般稱資深幹部為顧問，

與校外專家名稱相同，不易區

別。 

擬辦：通過後，惠請研究發展處協助配合修訂條文。 

決議：照案通過。 

肆、建議事項： 

一、近來有很多垃圾郵件造成很大困擾，請計網中心設法防堵。 

二、請行政單位在發送電子公文時，主旨不要空白，須作簡略說明。若通知之內容很簡要，可直接將內容示於郵件內，取

代用連結或附件之方式，以增加閱讀之方便性及減少中毒之可能。 

三、本校停車費是否可調降，請總務處研議。 

四、建議本校建置温水游泳池，已編列入本校下年度概算中。 

五、建議採橫式公文問題，政府雖有推行之意，但直至目前唯止上級來文仍採直式公文，本校是否適宜率先採行，有待觀

察。 

六、建議畢業照能同一系集中在同一天作業，以免老師疲於應付。因拍畢業照屬學生之自治活動，將請學務處提醒學生依

建議安排。 

七、建議校長能對升等之老師由校長出面發函獎勵，因不具實質意義不大，暫不予考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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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臨時動議： 

陸、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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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九十二學年度第四次校務會議紀錄 
時間：九十三年六月十六日（星期三）上午九時 
地點：國際會議廳第一演講室 
出席：出席名單如附件一。 
主席：高校長  強                                                                  記錄：侯雲卿 
壹、頒獎： 
一、表揚本校九十三年度產學合作成果特優教師：黃煌煇、鄭芳田。 
二、頒發系所整潔檢查優良獎牌：第一名工學院(電機研究所、電通所、微電子所)；第二名管理學院會計系暨財務金融

所。 
貳、報告事項： 

一、報告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如附件二。 
二、本校組織規程修訂報告，附件三 。 
三、主席報告： 

(一)很榮幸新任教育部杜正勝部長親自參加本校今年之畢業典禮。杜部長告知教育部五年五百億的計畫分為三個主

軸:北部台大、南部成大、中北部是清華與交大。杜部長對成大期望很高，希望能與台大競爭，成為亞洲第一的

學校，並希望將來成大、台大均能進入全世界前一百名的大學。請大家共同努力。 
(二)有關學費調漲問題，教育部規範在若干條件下可以調漲，黃前部長也希望能調整對學校的補助，如此各校就可

不必調漲學費。本校會計室核計教育部短少給學校之正常補助款，約 8000 多萬。未來幾天，若教育部不能增

加補助，本校只得調漲學費，比率約為 5%。如此調幅學費一年收入只增加 4000 多萬，缺口仍然很大。各系所

主管抱怨業務經費逐年減少，乃由於教育部之補助越來越少之故，即使調整學費仍無法補足補助短少的不足。 
(三)台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已決定將東寧路 15 巷眷舍區及 93 巷之學人宿舍區、眷舍區由住宅區改為大學用地，將

來成大對這兩區土地之使用有充分之自主權，不會再受制於中央政策的干擾。 
  四、各一級單位及各委員會報告：（書面報告已於開會前分送，請 參閱）。 
參、討論事項： 

第一案 提案單位：校長交議案 
案由：機械工程學系推薦翁政義教授為本校榮譽教授候選人，提請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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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依本校榮譽教授設置辦法第三條規定辦理。 
二、翁政義教授資料與機械系推薦書如議程附件二。 
三、翁教授已於本（九十三）年五月二十日退休，目前非本校專任教授，依規定適用榮譽教授設置辦法。 

擬辦：通過後，請人事室發聘。 
決議：經舉手投票，過半數通過翁政義教授為本校榮譽教授。 

第二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本校九十四學年度申請增設、調整系所班組及招生名額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依教育部九十三年五月十二日台高（一）字第０九三００六一九八九號函及「大學增設、調整系所班組及招

生名額採總量發展方式審查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二、教育部核定學校可發展總量標準如下： 
（一）、應有生師比：全校生師比應在三十二以下且日間部生師比應在二十五以下，申請增設研究所之學院生師

比應在十五以下。 
（二）、申請設立碩士班之學系，全系專任師資至少應有八位，且具助理教授以上資格者應在三分之二（六位）

以上，其中應至少有三位具副教授以上資格者且其學術專長須與該系領域相符。 
（三）、申請設立碩士班者，申請時須已設有相關學系三年以上（須於九十學年度（含）前設立之學系）。 
（四）、跨系所設立之研究所應屬獨立設所案，其專任師資應至少有六名助理教授以上且專長相符之師資（含已

聘及擬聘，擬聘者未列出姓名及相關資料者不計），並應依規定格式提送教師相關著作資料。 
（五）、應有校舍建築面積： 

類      型 
文法商、管理及教
育類 

理學、醫學（不含
醫、牙醫系）護理
及體育類 

工學、藝術及農學
類 

醫學系、牙學系 

每位學生所需校舍樓
地板面積（單位：平方
公尺） 

大學部 十 十三 十七 二十三 

研究所 十三 十七 二十一  

三、依教育部規定計算方式，本校目前（九十二學年度）規模屬在可發展總量範圍內： 
（一）、現有生師比：全校生師比為 21.66 ；日間部生師比為 19.00 ；各學院生師比詳議程附件四。師資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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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規定。 
（二）、應須有校舍建築面積：239,893 平方公尺，現有校舍建築面積：692,726.51 平方公尺。                   

四、經九十三年六月二日校務發展委員會議討論通過之各單位所提非特殊項目（調整案）申請案優先順序如下： 
【增設碩士班】 
（一）、民航研究所 碩士班 （10名，航太系一系多所，由單位自行調整不需學校支援員額）  
（二）、風險科學研究所  碩士班  （12名，統計系一系多所，由單位自行調整不需學校支援經費員額）  
（三）、臨床醫學研究所  碩士班（15名，由單位自行調整不需學校支援員額）  

五、本校已提報之九十四學年度特殊項目申請案計有：電腦與通信工程研究所、教育研究所、微機電系統工程研
究所、資訊管理研究所、財務金融研究所等五博士班。 

六、檢附本校現有系所一覽表、增設研究所各學院生師比（詳議程附件五）供請參考。 
擬辦：討論通過後依限報部。  
決議：照案通過，增設民航研究所、風險科學研究所、臨床醫學研究所。 
 

第三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人事室 
案由：擬修訂本校三級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中有關人員組成之相關條文（如修訂條文對照表），提請  討論。 
說明： 

一、依據九十三年元月十四日九十二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議決議：「第二條條文仍須俟校務企劃座談會全盤考慮，
充分交換意見作出決議後再提校務會議討論」，及九十三年二月四日第一五三次校務企劃座談會討論決議事項
二辦理。 

二、本案經九十三年五月十七日本校九十二學年度第三次教師評審委員會常務小組會議討論通過。 
三、本案經九十三年六月二日本校九十二學年度第五次校務發展委員會會議討論，建議增訂「三級教評會之委員

如有重複擔任兩級以上之教評會委員，對同一審議案，只得於其中一級教評會中投票」之規範，併請  討論。 
四、修訂條文對照表如左： 

國立成功大學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修訂條文對照 

修  訂  後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修  訂  說  明 

第二條 本會設置委員若干人，由下列人員
組成之： 
        一、當然委員：教務長（兼召集人），

各學院院長。 

第二條 本會設置委員，由下列人員組成之： 
一、當然委員：教務長（兼召集人），各學院

院長。 
    二、推選委員： 

＊文義修正，增加
「若干人」等字。 

 
＊依校務企劃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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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推選委員：已同時擔任系、院
級教評會委員者，不得再擔任
之。 
………。 

（一）各學院由院務會議自該院非系、所主
管之專任教授推選二人（無特殊原因不
得出自同一科、系、所），任期二年，
每年改選一人，連選得連任。若學院教
師未足六十人者，推選專任教授代表一
人，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 

（二）非屬學院之單位共同推選非系、所
主管專任教授代表一人，任期一年，連
選得連任。 

（三）本校教師會推選專任教授代表一
人，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 
三、候補委員：各學院、非屬學院、教
師會應推選出與推選委員同額之候補
委員，推選方式、資格與推選委員相
同，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 
本會推選委員在任期中出缺或奉准借
調、休假研究、留職留（停）薪進修研
究等，由原推選單位之候補委員依序遞
補，其任期以補足所遺任期為限。 
本會開會時委員應親自出席不得委託
他人代表出席，並請委員勿經常無故缺
席，俾利會務運作。 

會決議事項「一人
不 得 同 時 擔 任
系、院、校三級教
評會委員」之原則
修正。 

國立成功大學各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修訂條文對照 

修  訂  後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修  訂  說  明 

二、院教評會設置委員若干人，由左列人員
組成之：  
（一）當然委員：院長（兼召集人）。 

各系、所主管得為當然委員，由
各學院自行訂定。 

二、院教評會設置委員七至十五人，由左列
人員組成之：  
（一） 當然委員：院長（兼召集人）。 
（二） 推選委員：由院務會議自該院非

兼系所主管之專任教授推選六至

＊依校務企劃座談會決
議事項「系、所主管
是否為當然委員，由
各學院自行訂定」之
原則修正。 

92-4校務會議(93.06.16)紀錄-4-



（二）推選委員：推選委員人數不得少
於當然委員，由院務會議自該院
非兼系所主管之專任教授推選
之，各單位至少須有一名委員，
必要時得自校內他院或校外選聘
專長相近之教授擔任之。 
推選委員人數、院內外成員比
例，由各學院自行訂定。 

           已同時擔任系、校級教評會委員
者，不得再擔任之。 

………。 

十四人為委員。 
委員任期二年，每年改選二分之一，連
選得連任。 
委員推選辦法由各學院自行訂定。 

 
＊依校務企劃座談會決
議事項「院級教評會
之組成考慮適度放寬
至校內他院或校外委
員」之原則修正。 

 
＊依校務企劃座談會決

議事項「一人不得同
時擔任系、院、校三
級教評會委員」之原
則修正。 

國立成功大學各學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修訂條文對照 

修  訂  後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修  訂  說  明 

二、系、所教評會設委員六至十五人，由下
列人員組成之： 
（一）當然委員：系主任（所長）（兼召

集人）。 
（二）推選委員：由系、所會議自該系、

所專任教授推選五至十四人為委
員。已同時擔任院、校級教評會
委員者，不得再擔任之。 

………。 
 

二、 系、所教評會設委員六至十五人，由
下列人員組成之： 
（一）當然委員：系主任（所長）（兼

召集人）。 
（二）推選委員：由系、所會議自該系、

所專任教授推選五至十四人為委
員。 

如該系、所教師人數未達六位專任教
授，得由系、所務會議自校內外選聘專
長相近之教授或該系、所副教授擔任委
員，惟教授之人數不得少於三分之二。 
委員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 
委員推選辦法由各系、所自訂。 

＊依校務企劃座談會決
議事項「一人不得同
時擔任系、院、校三
級教評會委員」之原
則修正。 

擬辦：各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通過後實施，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通
過後報教育部核備後實施，並據以提案修訂組織規程第三十二條有關三級教評會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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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 
一、經舉手表決通過同一人最多擔任二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 
二、經舉手表決通過院長為校教評會之當然委員。 
三、同時擔任二級教評會之委員對同一審議案只能審議其中一級。 
四、修訂後通過，文字修改後再提下次校務會議報告確認，如附件四、附件五、附件六。 

 
第四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人事室 
案由：擬修訂「國立成功大學教師著作抄襲處理要點」部分條文（如修訂條文對照表），提請  討論。 
說明： 

一、依據九十三年一月二十日教育部「大專校院教師著作抄襲處理原則」第九點、第十二點修正規定及大專校
院教師著作抄襲校內處理作業流程，修訂本校要點相關條文。 

 二、本案經九十三年五月十七日本校九十二學年度第三次教師評審委員會常務小組會議討論通過。 
三、本案經九十三年六月二日本校九十二學年度第五次校務發展委員會會議討論通過。 
四、修訂條文對照表如左： 

修  訂  後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修  訂  說  明 

五 、檢舉人應將檢舉函郵寄或循行政管道
送交教務處，封面註明「抄襲檢舉
函」。 

     教務長於接獲檢舉函後，應於十日內
會同被檢舉教師所屬學院之院長及本
校法律專業教師一位，……經三人全
體同意成案後，即進入抄襲調查程序。 

五 、檢舉人應將檢舉函郵寄或循行政管道
送交教務處，封面註明「抄襲檢舉
函」。 

     教務長於接獲檢舉函後，應於三十日
內會同被檢舉教師所屬學院之院長及
本校法律專業教師一位……經三人全
體同意成案後，即進入抄襲調查程序。 

＊依據「大專校院教
師著作抄襲校內處
理作業流程」二週
內完成之規定修定
之。 

 

 

 

＊同現行條文不修訂。 六 、教務長對於進入抄襲調查程序之檢舉
案件，應於五日內移請被檢舉人所屬
學院院教評會召集人處理。 

     院教評會召集人接獲抄襲檢舉案件
後，應於十日內會同被檢舉人所屬系
（所）教評會召集人組成五至七人之

＊第五條修訂為十日
內…，加上本條之
五日內移請…，可
符合「大專校院教
師著作抄襲校內處
理作業流程」二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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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小組。……。 內完成之規定。 
七 、調查小組之處理程序如下： 
      （一）調查小組之決定應自調查小組

成立之日起二個月內完成調
查，其案情複雜或有窒礙難行之
因素者，其審定期間得延長二個
月，遇寒暑假期間，其時程得順
延之，並應通知檢舉人及被檢舉
人。調查小組成立後，應通知被
檢舉教師針對檢舉內容於二週
內提出書面答辯；於處理完峻
前，被檢舉人得於程序中再提書
面補充答辯或口頭答辯。 

      ………。 

七 、調查小組之處理程序如下： 
      （一）調查小組之決定應自調查小組

成立之日起三個月內為之，必要
時，得再延長二個月，但以一次
為限。調查小組成立後，應通知
被檢舉教師針對檢舉內容於三
十日內提出書面答辯；於處理完
峻前，被檢舉人得於程序中再提
書面補充答辯或口頭答辯。 

      ………。 
 

＊依據「大專校院教
師著作抄襲處理原
則」第十二點修正
規定、「大專校院教
師著作抄襲校內處
理作業流程」規定
修定之。 

 

 

擬辦：通過後實施。 
決議： 

一、修正第六點為：教務長對於進入抄襲調查程序之檢舉案件，應於四日內移請被檢舉人所屬學院院教評會召集
人處理。 

二、餘照案通過，修訂全文如附件七。 
 
第五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人事室 
案由：擬修訂「國立成功大學聘請兼任專家擔任教學辦法」第二、八、九、十條（如修訂條文對照表），並擬訂外審

意見表，提請  討論。 
說明：  

一、配合教育部「大學聘任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辦法」部分條文修正，修訂本校辦法相關條文。 
二、本案經九十三年五月十七日本校九十二學年度第三次教師評審委員會常務小組會議討論通過。 
三、本案經九十三年六月二日本校九十二學年度第五次校務發展委員會會議討論，提出有關第八條中：「…四分

之三（含）以上通過…」門檻是否過高之意見，併請  討論。 
四、修訂條文對照表如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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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訂  後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修  訂  說  明 

照原條文。 一、為應本校各系所教學需要，並參照教育部「大學
聘任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辦法」訂定本校聘請
兼任專家擔任教學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二、本辦法所稱兼任專家，係指具有
特殊專業實務、造詣或成就，足
以勝任教學工作者。 

二、本辦法所稱兼任專家，係指在工業、商業、農業、
家事、海事水產、醫事護理、藝術、語言、體育
等九大專業領域中，具有特殊專業造詣或成就，
足以勝任教學工作者。 

＊配合教育部修正條
文第二條及「…九
大專業領域…」條
文停止適用修訂
之。 

照原條文。 三、比照教授標準支領鐘點費之兼任專家應具下列資
格之一： 

  （一）現任政府機關或公營事業之簡任級或相當
簡任級之主管或首長，並曾從事與應聘科
目性質相關之工作六年以上。  

  （二）曾從事與應聘科目性質相關之專業性工作
十五年以上，具有特殊造詣或成就者。 

 

照原條文。 四、比照副教授標準支領鐘點費之兼任專家應具下列
資格： 

  曾從事與應聘科目性質相關之專業性工作十二年
以上，具有特殊造詣或成就者。 

 

照原條文。 五、比照助理教授標準支領鐘點費之兼任專家應具下
列資格： 

  曾從事與應聘科目性質相關之專業性工作九年以
上，具有特殊造詣或成就者。 

 

照原條文。 六、比照講師標準支領鐘點費之兼任專家應具下列資
格： 

  曾從事與應聘科目性質相關之專業性工作六年以
上，具有特殊造詣或成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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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原條文。 七、兼任專家之聘任、聘期有關事項，比照兼任教師，
並經系（所）、院、校三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八、兼任專家專業實務具體事蹟、特
殊造詣或成就之認定，先由系級
教師評審委員會將相關資料，送
請校外學者或專家二人審查
後，提三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
議。審查意見表另訂之。 

    兼任專家獲有國際級大獎之殊
榮，同時獲校外學者或專家二人
審查之肯定，並經三級教師評審
委員會出席委員四分之三（含）
以上通過者，得依其原符合比照
支領鐘點費等級，聘為比照支領
較高一等級鐘點費之兼任專家。 

八、兼任專家特殊造詣或成就之認定由本校教師評審
委員會審議。 

＊配合教育部修正條
文第九條「…國際
級大獎之界定及年
限之酌減…」「…
應先送校外學者或
專家二人以上審
查。」修訂之。 

＊參照本校教師升等
辦法第二條第一款
中：「…具有本校教
師聘任辦法中較高
職級教師之條件
者，其服務年資得
不受本項規定之限
制。如在專業研究
上有特殊傑出表
現，在不違反教育
部相關規定情形
下，以個案經三級
教師評審委員會出
席委員四分之三
（含）以上通過
者，得受理其升等
之申請。」修訂之。 

＊基於對專業領域之
了解，外審作業擬
由系級教評會辦理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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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兼任專家每週授課時數比照兼任
教師之規定，並按同級兼任教師
標準支給授課鐘點費。聘任滿三
年後，其所從事相關之專業性工
作年資符合較高職級之資格且
表現優異者，得專案提經系
（所）、院、校三級教評會審議，
通過後聘任為較高職級之兼任
專家，並自校教評會審定之日生
效。 

九、兼任專家不辦理送審，其每週授課時數比照兼任
教師之規定，並按同級兼任教師標準支給授課鐘
點費。聘任滿三年後，其所從事相關之專業性工
作年資符合較高職級之資格且表現優異者，得專
案提經系（所）、院、校三級教評會審議，通過後
聘任為較高職級之兼任專家，並自校教評會審定
之日生效。 

＊配合第八條送校外
學者專家審查之規
定，刪除「不辦理
送審，其」等文字，
使其文義一致。 

十、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並報請教
育部備查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十、本辦法經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陳請校長核
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配合教育部修正條
文第九條「…其規
定由各校擬定，報
請主管教育行政機
關核定後實施」修
訂之。 

           
擬辦：通過後報請教育部備查。 
決議：照案通過，修訂全文如附件八。 
 
第六案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由：修訂本校組織規程第七條第二項條文，將本校「畢業生就業輔導組」變更名稱為「生涯發展與就業輔導組」；

「學生輔導組」變更名稱為「心理諮商中心」或「心理健康中心」，提請 討論。 
說明： 

一、將「學生輔導組」更名為「心理諮商中心」或「心理健康中心」，較能符合定位明確、強調專業及擴大服務
之目標： 
（一）、定位明確： 

１．由於學生事務處所有單位皆在從事學生輔導工作，未來亦有將學生事務處改為學生輔導處之建議。 
２．諮商輔導之專業領域已將輔導與諮商做區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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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目前「學生輔導組」與「生活輔導組」在業務的區分上，容易造成師生及學生家長的混淆。 
４．「學輔組」的簡稱又與教務處「學術服務組」，簡稱「學服組」極其相似，以致時常造成困擾，是故，

配合其實際專業工作內涵，宜改為「心理諮商中心」或「心理健康中心」。 
（二）、強調專業：本校即將於九十三學年度起，增聘七位專任專業心理輔導老師，同時需取得心理師執照，因

此，在專業輔導方面，更容易取得師生信賴。 
（三）、擴大服務：為擴大諮商輔導範圍為本校教職員工生，擬將「學生輔導組」更名為「心理諮商中心」或「心

理健康中心」，以協助處理本校教職員工生心理與行為層面的問題。 
（四）、檢附「國立成功大學諮商輔導資源規劃表」。 
（五）、檢附九十二學年度國立大學輔導單位名稱一覽表，如議程附表二。 
二、畢業生就業輔導目前業務服務項目已朝向強化生涯規劃與就業輔導方面的功能，為使組織名稱符合業務服務

項目，並加強學生在生涯規劃及就業方面之知能。擬更名為「生涯發展與就業輔導組」，以符合組織未來發
展目標： 

（一）、目標明確：本組目前業務服務項目已朝向強化生涯規劃與就業輔導方面的功能，為使組織名稱符合業務
服務項目，並加強學生在生涯規劃及就業方面之知能。擬更名為「生涯發展與就業輔導組」。 

（二）、擴大服務項目：預計增加業務項目為求職諮商及舉辦生涯工作坊。 
擬辦：校務會議討論通過後，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決議：因程序問題擱置，待下次再議。 
 

第七案 提案單位：學務處、教務處師資培育中心 
案由：擬修訂「國立成功大學導師制實施辦法」部分條文，提請  討論。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函示，於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十月十六日起廢止「中等以上學校導師制實施辦法」，並規定由各校 「校
務會議」訂定相關「辦法」。 

二、八十八年四月二十一日第一三八次行政會議，依據教育部「中等以上學校導師制實施辦法」，訂定通過 本校
導師制實施細則；並於九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第一四八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將細則修訂為辦法。 

三、本校共有三十八系，目前已有二十五系依據本校導師制實施辦法，訂定各系導師制實施細則。 
四、本校共有三十八系，目前已有二十五系依據本校導師制實施辦法，訂定各系導師制實施細則。 
五、又本校師資培育中心依據教育部九十二年度大學校院，教育學程評鑑總評表待改進事項第四點，建議實施學

程導師制，加強學生的學習及生涯發展輔導，並建議學校給予經費支援導師制之成立。為針對教育學程學生
未來教師之生涯規劃、教師甄試及相關法規等宣導輔導活動，擬請於本校導師制實施辦法第八條，編列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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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程學生「學生輔導活動費」，每名每學期一百元，以辦理各項輔導活動。目前教育學程有兩個年級，每年
級三班，學生人數共計三百名，一年所需「學生輔導活動」經費約陸萬元整。 

擬辦：已於五月十四日提學務會議討論，擬再提校務會議決議通過後，陳請  校長核定後實施。 
決議：因程序問題擱置，待下次再議。 
 

第八案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由：擬訂定「國立成功大學教師輔導學生辦法」草案，提請  討論。 
說明：依據教育部九十二年五月三十日函示，已依法廢止「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請各校依「教師法」第十七

條之規定，訂定學校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並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擬辦：已於五月十四日提學務會議討論，擬再提校務會議決議通過後，陳請  校長核定後實施。      
決議：因程序問題擱置，待下次再議。 
 

第九案 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由： 本校擬與法國 n+i 工程師學院網、大陸海南大學及韓國濟州大學簽約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法國 n+i 工程師學院網（n+i Engineering Institutes，簡稱 n+i）係由法國教育部與外交部支持、法國教育協作
署管理之工程師培訓機構網路，旨在提供到法國留學的學生申請獎學金之管道及適應當地文化、語言、及學
習方法之協助，同時亦提供法國學生到國外進修與實習之機會。與其簽約合作將有助於本校學生前往法國留
學，亦有助於本校招收法國之留學生或交換學生，對本校推動國際化應有相當之助益。 

二、海南大學成立於一九八三年，以本科教育爲主，設有理工、資訊、農學、海洋學院、經濟管理、法學、文學、
藝術、旅遊、公共管理、高等職業教育、成人教育等十二個學院，共有學生共一萬六千多人，教職工九百多
名，並設立了二十五個科研機構，建有七個省級重點學科、三個省級重點實驗室和十個校級重點學科。 

三、濟州國立大學（Cheju National University）位於南韓濟州島上，交通便利，建立於一九五二年，現有學生一
萬一千九百名（其中大學部一萬一千名、研究生九百名），教職員八百人。目前設有九個學院，其中，濟州
文化(native Tamna culture)、海洋科學、觀光及亞熱帶農業為其發展重點及特色領域。韓國政府規劃發展濟州
島為一國際自由城市，除貿易與旅遊外，亦將建立尖端科學技術園區，以大學研發環境為主，輔以自然環境，
進行生物科技研究工作。依其地理位置及發展潛力，與該校之合作，將有助於本校招收東北亞之外籍學生並
增加本校與東北亞其他大學合作交流之機會。 

決議：照案通過，與三校之協議書如附件九、附件十、附件十一。 
第十案 提案單位：人事室、總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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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職工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要點」，提請  討論。 
說明：條文修正對照表如議程附件二十。             
決議： 

一、修改第三點第(五)款為：法律學者或專家一人，由學校聘請。 
二、餘照案通過，修訂後全文如附件十二。 

 
第十一案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修訂「國立成功大學進用專案計畫教學人員實施要點」，提請  討論。 
說明：  

一、依教育部九十三年三月二十九日新修正「國立大學校院進用專案計畫教學人員研究人員暨工作人員實施原則」
辦理，並經九十三年五月十七日本校九十二學年度第三次校教評會常務小組會議討論通過。 

二、修訂條文對照表，修訂重點如下： 
（一）、刪除專案計畫期限以五年為限之規定，並修正專案計畫教學人員之聘期及辦理續聘之條件。 
（二）、取消專案計畫教師任用時年齡之限制。 

擬辦：通過後實施。             

決議： 
一、修訂第七點為：專案計畫教師聘期，依專案計畫契約書規定辦理，並應比照專任教師辦理教學評鑑以作為續

聘與否之依據。 
二、餘照案通過，修訂後全文如附件十三。 
 

第十二案 提案單位：研究總中心 
案由：擬修訂「國立成功大學進用專案計劃研究人員實施要點」第六點，提請 討論。 
說明：為配合教育部修訂「國立大學校院進用專案計畫教學人員研究人員暨工作人員實施原則」，擬修訂本校進用專

案計劃研究人員實施要點，修訂條文對照表如下： 
    國立成功大學進用專案計劃研究人員實施要點修訂前後對照表 
        修訂條文       原條文 
 六 專案計劃研究人員聘期，依奉核專案計劃之規

定辦理。 
專案計劃研究人員聘期，依奉核專案計劃之規定辦理。
專案計劃期限以一至二年為原則，最長以五年為限。 

決議：照案通過，修訂後全文如附件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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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上午十一點五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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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國立成功大學九十二學年度第四次校務會議出席名單 

時間：九十三年六月十六日（星期三）上午九時 
歐善惠 宋瑞珍 蘇炎坤(方銘川代) 柯慧貞 張志強 黃肇瑞 楊明宗 張克勤 任世雍 余樹楨 王駿發 李 清庭 徐明福 
(江哲銘代) 吳 萬益 宋瑞珍 陳振宇 陳志鴻(林其和代) 賴溪松(黃悅民代) 陳祈男(程碧梧代) 陳省盱 彭富生(陶筱然代) 
李丁進 徐德修 葉茂榮 張文昌 洪敏雄 江建俊 王健文 劉梅琴 呂興昌傅永貴(白桂芳代) 張素瓊 楊惠郎(鄭梅芬代) 
李偉賢 謝錫堃(梁從主代) 許渭州 楊家輝 李振誥 陳引幹 吳致平 高家俊(林百川代) 江哲銘 黃吉川 趙儒民 張益三 
朱治平 蔡俊鴻(黃良銘代) 趙怡欽 邱仲銘 陳響亮 王泰裕 林正章 吳清在 康信鴻 潘浙楠 陳洵瑛 賴明德 劉校生  
許桂森 王新台 林炳文(賴吾為代) 蔡瑞真 吳俊忠(謝淑珠代) 駱麗華 徐阿田 施陳美津 蘇慧貞 簡基德(劉校生代)  
靳應臺 徐畢卿 郭麗珍 陸偉明 謝文真(范光中代) 蔡崇濱 吳天賞 張高評 廖美玉 劉開鈴 王琪 蘇梅芳(王文霞代)  
高燦榮 陳碧燕 田聰 閔振發 鄭靜(陳家駒代) 周維揚 王建平 鄭梅芬 朱銘祥 張錦裕 李森墉 李驊登 周澤川 楊毓民

陳進成 丁志明 涂盛文 蔡長泰 林鍾烲 潘文峰 苗君易 黃啟鐘 朱信(黃良銘代) 王蜀嘉(邱仲銘代) 蔡聖鴻 劉濱達 
(邱瀝毅代) 楊家輝 鄭芳田 簡仁宗(謝壁妃代) 謝壁妃 蘇銓清 許茂雄 陳彥仲 葉光毅 吳豐光 陳梁軒 李賢得 李再長 
廖俊雄(呂錦山代) 譚伯群(吳學良代) 劉宗其 王萬成 李宏志 吳鐵肩(李婉甄代) 任卓穎(陳洵瑛代) 邱浩遠 林錫璋  
張文粲(林銘德代) 李益謙 黃朝慶 黃美智 黃暉升 馬慧英 張智仁 莊輝濤 王富美 許育典 湯堯(趙梅如代) 李劍如  
涂國誠 許霖雄 蔡銀峰 洪國郎 李懿秀 楊福來 鍾光民 黃盛祥 王蕙雯(巫光軒代) 楊登堯(黃柏森代) 許茹斐 黃煌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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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國立成功大學九十二學年度第三次校務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表                九十三年六月十六日 

決      議      案      摘      要 承  辦  單  位  執  行  情  形 

第一案 
案由：擬改聘張總務長志強為九十二學年度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委員如說

明，提請 公決。  
決議：經投票超過半數通過由張總務長志強為九十二學度校務基金管理會委

員會委員。請人事室發聘。 
 

第二案 
案由：擬訂「國立成功大學延聘國外傑出學者作業要點（草案）」，提請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第三案 
案由：本校擬分別與大陸武漢大學、東南大學、南京大學、同濟大學、復旦大學等五校

及東南亞印尼 Gadjah Mada University、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柬埔寨 Royal University of Law and Economics

與泰國 Mahidol University等四校簽訂學術合作協議書（備忘錄）案，提請討論。 

決議：一、合約署名部份本校校名不加「國立」，餘修正通過。 

二、請研發處追踨合作案簽約後所進行之合作項目。實質的合作，請

各系協助推動。 
三、請研發處將簽訂學術合作協議之資訊公告於網路，並通知老師。 

 
第四案  
案由：請修訂本校組織規程第四十六條條文，如說明，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請研究發展處協助配合修訂條文。 

 
秘書室：照案辦理。  
 
 
 
 
教務處：遵照辦理。 
 
 
 
研發處： 

一、與大陸五所大學之簽約已於本
（93）年三月卅一日至四月八日
校長率團訪問大陸時簽署。 

二、印尼、新加坡、柬埔寨三地之大
學已以郵寄方式分別於二月廿七
日、三月五日及四月廿六日完成
簽約。 

三、Mahidol University之簽約將
於六月十七日校長訪問泰國時簽
署。 

 
學務處：依決議本處已將修訂條文送請研發

處協助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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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組織規程條文修正對照表                                     九十三年六月 

修訂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六條 

本大學設下列學院、學系、學科、研究所：

一、文學院： 

(三)歷史學系：學士班(含進修學士班)、

碩士班(含在職專班)、博士班。 

 

二、理學院： 

(一)數學系：學士班(含進修學士班)、應

用數學碩士班、應用數學博士班。 

(五)生命科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博士

班。 

(七)光電科學與工程研究所：碩士班、博

士班。 

 

三、工學院（含工程管理在職專班）： 

(十)測量及空間資訊學系：學士班、碩士

班、博士班。 

 

 

 

四、電機資訊學院 

（一）電機工程學系：學士班(含進修學士

第六條 

本大學設下列學院、學系、學科、研究所：

一、文學院： 

(三)歷史學系：學士班(含進修學士班)、碩

士班(含在職專班)、博士班。  
 

二、理學院： 

(一)數學系：學士班(含進修學士班)、應用

數學碩士班、應用數學博士班。     

(五)生物學系：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 

(七)光電科學與工程研究所：碩士班。 

 

三、工學院（含工程管理在職專班）： 

(十)測量與空間資訊學系：學士班、碩士

班、博士班。 

 

 

 

四、電機資訊學院 

（一）電機工程學系：學士班(含進修學士

班)、碩士班（含在職專班）、博士班  
 

 

 

 

依教育部九十二年九月廿九日

台高（一）字第 0920145437號

函核定系所調整案。 

 

依教育部九十二年九月廿九日

台高（一）字第 0920145437號

函核定系所調整案。 

 

 

「測量與空間資訊學系」經教育

部九十三年二月二日台高（一）

0930012649號函核定「測量及空

間資訊學系」 

 
 
 
依教育部九十二年九月廿九日

台高（一）字第 0920145437號

函核定系所調整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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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碩士班（含在職專班）、博士

班。 

  
六、管理學院（含高階管理(EMBA)在職專

班、國際管理(IMBA)在職專班）： 

(二)統計學系：學士班(含進修學士班)、

碩士班、博士班。 
 

七、醫學院： 

(三)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學士班、碩

士班。 

(六)生物化學暨分子生物研究所：碩士班。 

………… 

……….. 

(十九) 健康照護科學研究所：博士班。 

（二十）藥學生物科技研究所：博士班。 

 

 

八、社會科學院： 

（四）科技法律研究所：碩士班。 

 

（五）政治經濟學研究所：碩士班（含在

職專班）、博士班。 
（六）教育研究所：碩士班。  

六、管理學院（含高階管理(EMBA)在職專

班、國際管理(IMBA)在職專班）： 

(二)統計學系：學士班(含進修學士班)、碩

士班、博士班。 
 

 

七、醫學院： 

(三)醫事技術學系：學士班、碩士班。 

 

(六)生物化學研究所：碩士班。 

………… 

………… 

 (十九) 健康照護科學研究所：博士班。 

 

 

 

八、社會科學院：  

（四）政治經濟學研究所：碩士班（含在職

專班）。 
（五）教育研究所：碩士班。  

           

 

 

 

 
依教育部九十二年九月廿九日

台高（一）字第 0920145437號

函核定系所調整案。 

 
 
 
依教育部九十二年九月廿九日

台高（一）字第 0920145437號

函核定系所調整案。 

 
 
 
 
 
 
依教育部九十二年九月廿九日

台高（一）字第 0920145437號

函核定系所調整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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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本大學設置下列單位暨人員： 

 

一、教務處：置教務長一人，掌理教務事

項，並置秘書一人。下設註冊、教學資訊、

出版、學術服務、夜間教務五組，各組置

組長一人。另設體育室（層級相當系所）

及教育學程實習輔導室。體育室，置主任

一人，下設二組，各組置組長一人，並置

教師及運動教練若干人，負責體育教學與

體育活動事項。教育學程實習輔導室，置

主任一人，專業輔導教師及組員各若干

人，負責規劃推展教育學程實習輔導有關

之各項業務。 

  

 

五、秘書室：置主任秘書一人，秘書若干

人。襄助校長及副校長辦理秘書及相關

事務。必要時得分組辦事。並設新聞中

心， 置主任一人。 

 

 

 

 

 
第七條  本大學設置下列單位暨人員： 

 

一、教務處：置教務長一人，掌理教務事項，

並置祕書一人。下設註冊、教學資訊、出版、

學術服務、夜間教務五組，各組置組長一

人。另設體育室（層級相當系所）及教育學

程實習輔導室。體育室置主任一人，下設二

組，各組置組長一人，並置教師及運動教練

若干人，負責體育教學與體育活動事項；教

育學程實習輔導室，置主任一人，專業輔導

教師及組員各若干人，負責規劃推展教育學

程實習輔導有關之各項業務。 

 

 

五、祕書室：置主任祕書一人，祕書若干人。

襄助校長及副校長辦理祕書及相關事

務。必要時得分組辦事。並設新聞中心， 

置主任一人。 

 

 

 

 

 

七、會計室：置會計主任一人，分組依法律

規定辦理歲計、會計及統計事項，並置

 
 
 
一、依教育部九十三年四月一日

台高（二）字第 0930039471
號函辦理。 

二、「祕書」修正為「秘書」。 

三、刪除教育學程實習輔導室。 
 
 
 
一、依教育部九十三年四月一日

台高（二）字第 0930039471
號函辦理。 

二、「祕書」修正為「秘書」，本

單位「暫不分組」，如擬分組

辦事將循法定程序，報請教

育部同意。 

 
 
 
依教育部九十三年四月一日台

高（二）字第 0930039471 號函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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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會計室：置會計主任一人，分組依法

律規定辦理歲計、會計並兼辦統計事

項，並置專門委員、組長、專員、組

員、辦事員及書記若干人。 

第九條 

本組織規程所指職員包括專門委員、編

纂、秘書、技正、編審、專員、輔導員、

社會工作員、幹事、組員、技士、技佐、

助理員、佐理員、辦事員、管理員、事務

員及書記等人員。 

本校置醫師、護理師、護士、營養師、藥

師、獸醫師、臨床心理師、諮商心理師等

人員。醫師得由師級醫事人員兼任。醫師，

必要時得遴用公私立醫療機構醫師兼任。 
 

 
 
 
 
 
第十條 
本規程所列各職稱之官等職等或級別及員

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專門委員、組長、專員、組員、辦事員

及書記若干人。 

 

第九條 

本組織規程所指職員包括專門委員、編纂、

秘書、技正、編審、專員、輔導員、社會工

作員、幹事、組員、技士、技佐、辦事員、

管理員、事務員及書記等人員。 

本校置醫師、護理師、護士、營養師、藥師、

臨床心理師、諮商心理師等人員。 
醫師得由師級醫事人員兼任。 
 

 

 

 

 

 

 

第十條 
本規程所列各職稱之官等職等或級別及員

額，另以編制表定之。  
各職稱之官等職等，依職務列等表之規定。 
本大學教職員員額編制表另定，並報教育部

核定後實施，職員員額編制表應函送考試院

 

 

 

 

 

一、依九十三年二月二十七日新

修訂大學法施行細則第十

條，各單位所置職員新增列

「助理員、佐理員、獸醫師」

等職稱。 

二、依教育部九十三年四月一日

台高（二）字第 0930039471
號函辦理。 

 

 

 
 
 
依教育部九十三年四月一日台

高（二）字第 0930039471 號函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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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職稱之官等職等，依職務列等表之規定。 
本大學教職員員額編制表另定，並報教育

部核定後實施，職員員額編制表應函送考

試院核備。 
 

 

第十一條 

教務處、研發處、研究總中心及各學院因

教學、研究、推廣之需，設下列附屬單位： 

一、教務處：通識教育中心、推廣教育中

心、師資培育中心（以上三

單位層級相當系所） 

二、研究發展處：儀器設備中心 

三、研究總中心：航空太空科技研究中心 

四、文學院：語言中心 

五、工學院：實習工廠 

六、電機資訊學院：實習工廠 

 

七、醫學院：附設醫院、視聽媒體製作中

心、動物中心 

八、社會科學院：亞太研究中心 

 

第二十五條 

本大學校長之產生、連任及去職，依下列

核備。 
 

 

第十一條 

教務處、研發處、研究總中心及各學院因教

學、研究、推廣之需，設下列附屬單位： 

一、教務處：通識教育中心、推廣教育中心

（以上二單位層級相當系所） 

 

二、研究發展處：儀器設備中心 

三、研究總中心：航空太空科技研究中心 

四、文學院：語言中心 

五、工學院：實習工廠 

六、醫學院：附設醫院、視聽媒體製作中心、

動物中心 

七、社會科學院：亞太研究中心 

 

 

 

第二十五條 

本大學校長之產生、連任及去職，依下列方

式辦理： 

一、新任：……. 

二、連任：…….  

 
 
 

 

 

「師資培育中心」設置辦法業經

教育部於九十三年元月十四日

台中（二）字第 0920195712號

函核定，但其位階尚待教育部釐

定。教務處建議本中心暫置於本

條文內。 

 

 

 

九十三年元月十三日教育部台

高（二）字第 0920191018號函

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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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辦理： 

一、新任：……. 

二、連任：…….  

 

 

 

三、去職：校長因重大失職事由，經校務會

議代表四分之一以上之連署提

出解聘案，經校務會議代表四分

之三以上出席，及出席代表三分

之二以上議決通過，報請教育部

解聘。 

本大學校長因故出缺或每任屆滿前八個月

決定不連任時，應於一個月內組成校長遴

選委員會，辦理校長遴選工作。 

本大學校長遴選辦法另訂，並報請教育部

核定後實施。 

校長因故出缺，尚未完成新任校長遴選

時，由副校長代行校長職權，需報經教育

部核派。 

 

 

第二十七條 

本大學各學院院長之產生，由各該學院組

 

 

 

三、去職：校長因故去職，依前項﹁新任﹂

之方式辦理。 

本大學校長因故出缺或每任屆滿

前八個月決定不連任時，應於一

個月內組成校長遴選委員會，辦

理校長遴選工作。 

 

 

 

本大學校長遴選辦法另訂，並報請教育部核

定後實施。 

校長因故出缺，尚未完成新任校長遴選時，

由其職務代理人代行校長職權，需報經教育

部核派。 

                                                                      

 

第二十七條 

本大學各學院院長之產生，由各該學院組成

遴選委員會，遴選二至三人院長候選人報請

校長擇聘之。 

各學院遴選委員會之組織、作業及有關院長

 
 

 

 

一、依教育部九十三年四月一日

台高（二）字第 0930039471
號函辦理。 

二、增加「去職」方式規定。 

三、「職務代理人」修正為「副

校長」。 

 

 

 

 

 

 

 

 

 

 

 

依教育部九十三年四月一日台

高（二）字第 0930039471 號函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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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遴選委員會，遴選二至三人院長候選人

報請校長擇聘之。 

各學院遴選委員會之組織、作業及有關院

長之連任方式，由各學院院務會議依本校

學院院長遴選作業準則所制定之院長遴選

辦法中規定之，該辦法經報請校長核備後

施行。 

新設立之學院院長，在未成立足夠系所前

由校長聘請教授兼代之。 

第三十條 

………… 

研究總中心主任、計算機與網路中心主

任、校友聯絡中心主任、生物科技中心主

任、藝術中心主任、微奈米科技研究中心

主任、語言中心主任、亞太研究中心主任、

師資培育中心主任、新聞中心主任、儀器

設備中心主任、航空太空科技研究中心主

任、實習工廠主任、視聽媒體製作中心主

任、動物中心主任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

教師或職級相當人員兼任，或由職員擔任

之。 

本大學各處、館、室、中心分組辦事，除

人事室、會計室外，所置之組長及圖書館

分館主任，由校長聘請助理教授(含)以上

之續任方式，由各學院院務會議依本校學院

院長遴選作業準則所制定之院長遴選辦法

中規定之，該辦法經報請校長核備後施行。 

新設立之學院院長，在未成立足夠系所前，

由校長聘請教授兼代之。 

第三十條 

………… 

研究總中心主任、計算機與網路中心主任、

校友聯絡中心主任、生物科技中心主任、藝

術中心主任、微奈米科技研究中心主任、語

言中心主任、亞太研究中心主任、教育學程

實習輔導室主任、新聞中心主任、儀器設備

中心主任、航空太空科技研究中心主任、實

習工廠主任、視聽媒體製作中心主任、動物

中心主任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或職

級相當人員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 

本大學各處、館、室、中心分組辦事，所置

之組長及圖書館分館主任，由校長聘請助理

教授(含)以上教師或職級相當人員兼任，或

由職員擔任之。 

本大學校長任期三年為一任，得連任二次。            

副校長及由教師或研究人員兼任之主管任

期三年為一任，得連任一次。 

前項兼任人員除體育室主任及第二十七、二

 

 

 

 

 

 

 

 

 

 

 
 
 
 
 
依教育部九十三年四月一日台

高（二）字第 0930039471 號函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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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或職級相當人員兼任，或由職員擔任

之。 

本大學校長任期三年為一任，得連任二次。            

副校長及由教師或研究人員兼任之主管任

期三年為一任，得連任一次。 

前項兼任人員除體育室主任及第二十七、

二十八條之院、系、所主管及科主任外，

均應配合校長之更替辭去兼職，但如經新

任校長續予聘兼者，得續任至任期屆滿為

止。 

 

第四十二條  

本大學職員之分級、任免、敘薪、考核、

升遷、獎懲、申訴等，依有關法令規定辦

理外，其餘有關細則悉依大學法及其施行

細則之規定另訂之。 

本規程所稱職員包含行政人員及技術人

員。 

 

第四十六條 

本大學學生得向學生事務處申請成立學生

社團，促進其人格自由開展與成熟，其相

關辦法另訂之。本大學學生社團得設立一

聯合組織，負責推動、協調及促進各學生

十八條之院、系、所主管及科主任外，均應

配合校長之更替辭去兼職，但如經新任校長

續予聘兼者，得續任至任期屆滿為止。 

 

第四十二條  

本大學職員之分級、任免、敘薪、考核、升

遷、獎懲、申訴等，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外，

其餘有關細則悉依大學法及其施行細則之

規定另訂之。 

本規程所稱職員包含行政人員及技術人員。 

 

第四十六條 

本大學學生得向學生事務處申請成立學生

社團，促進其人格自由開展與成熟，其相關

辦法另訂之。本大學學生社團得設立一聯合

組織，負責推動、協調及促進各學生社團之

活動，其組織辦法另訂之。學生社團應聘請

輔導老師。協助社團之經營及輔導，技藝性

之社團得聘請校外專家為顧問。 

第五十一條 
本規程經校務會議通過，報請教育部核定後

施行，修訂時亦同。 

 

 

 

 

 
 
依教育部九十三年四月一日台

高（二）字第 0930039471 號函

辦理。 

 
 

 

 

 

 

九十二學年度第三次校務會議

通過。 

 
依教育部九十三年四月一日台

高（二）字第 0930039471 號函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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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之活動，其組織辦法另訂之。學生社

團應聘請輔導老師。協助社團之經營及輔

導；另得聘請校外專家指導技藝。 

第五十一條 
本規程經校務會議通過，報請教育部核定

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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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國立成功大學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 77.11.16 七十七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0.03.27 七十九學年度第三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1.10.07 八十一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4.11.15 八十四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5.0212 教育部台(85)審字第 84066581 號函備查 
88.03.17 八十七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8.06.15 教育部台(88)審字第 88065052 號函備查 
89.10.25 八十九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0.04.02 教育部台(90)審字第 90043613 號函核備 
91.12.25 九十一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2.11.24 九十二學年度第四次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93.06.16 九十二學年度第四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依據大學法第二十條與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組織規程第三十二條及相關法令規定，設置國立成功大

學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二條 本會設置委員若干人，由下列人員組成之： 

        一、當然委員：教務長（兼召集人），各學院院長。 

        二、推選委員：已同時擔任系、院級教評會委員者，不得再擔任之。 

（一）各學院由院務會議自該院非系、所主管之專任教授推選二人（無特殊原因不得出自同一科、系、所），

任期二年，每年改選一人，連選得連任。若學院教師未足六十人者，推選專任教授代表一人，任期一年，

連選得連任。 

（二）非屬學院之單位共同推選非系、所主管專任教授代表一人，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 

（三）本校教師會推選專任教授代表一人，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 

三、候補委員：各學院、非屬學院、教師會應推選出與推選委員同額之候補委員，推選方式、資格與推選委員

相同，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 

本會推選委員在任期中出缺或奉准借調、休假研究、留職留（停）薪進修研究等，由原推選單位之候補委員依

序遞補，其任期以補足所遺任期為限。 

本會開會時委員應親自出席不得委託他人代表出席，並請委員勿經常無故缺席，俾利會務運作。  

第三條 本會每學期開會一次為原則，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第四條 本會審議事項： 

        一、專任教師之聘任、聘期、升等、解聘、停聘、不續聘、資遣原因之認定等事項。 

        二、兼任教師之聘任、聘期、解聘、停聘等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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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研究人員之聘任、聘期、升等、解聘、停聘、不續聘、資遣等事項。 

        四、名譽教授之聘任事項。 

        五、其他有關教師評審之重要事項，及有關規定需由本會審議之事項。 

第五條 本會審議事項，除有關法令另有規定外，應經系（所）、院教師評審委員會（研究人員比照之）審議通過，向本

會提出審議。 

本校教師之聘任、聘期、解聘、停聘、不續聘，應依本校教師聘任辦法辦理。教師聘任辦法另訂之。 

教師解聘、停聘、不續聘案如事證明確，而院教評會所作之決議與法令規定顯然不合時，本會得逕依規定審議

變更之。 

本校教師之升等，應依本校教師升等辦法辦理。教師升等辦法另訂之。 

本校名譽教授之聘任，應依本校名譽教授設置辦法辦理。名譽教授設置辦法另訂之。 

研究人員之聘任、聘期、升等、解聘、停聘、不續聘，應依本校研究人員聘任及升等辦法辦理。 

系（所）、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另訂之。 

第六條 本會開會時非有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之出席不得開議。非有出席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之同意不得決議

（有應行迴避之情事者，不計入出席委員人數）。 

第七條 本會委員在審議案件時，如本人或其配偶、前配偶、四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之姻親為當事人或有利害關係

時應自行迴避。未自行迴避者，得經本會決議請該委員迴避。 

本會委員就審議案件如認為有前項以外之特殊事由應迴避時，得向本會申請迴避。 

有具體事實足認本會委員就審議案件有偏頗之虞者，當事人得向本會申請該委員迴避，並應舉其原因事實。 

前二項申請，由本會決議之。 

本會委員如有重複擔任兩級以上之教評會委員，對同一審議案，依迴避原則處理，並只得於前一級教評會中投票，

因故未出席前一級教評會者，方得於後一級教評會投票。但該審議案如須該委員說明時，本會得請該委員說明之。  

第八條 經本會審議通過之案件，送請校長核定辦理，另應將本會工作情形或建議事項提行政會議報告。 

第九條 本會開會時主任秘書及人事室主任列席，並得視事實需要邀請其他有關人員列席報告或說明。 

第十條 本設置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並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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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國立成功大學各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 80.03.27 七十九學年度第三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4.11.15 八十四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1.12.25 九十一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3.06.16 九十二學年度第四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依據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組織規程第三十二條及相關法令規定，訂定國立成功大學各學院教師評審

委員會（以下簡稱院教評會）設置辦法。 

第二條  院教評會設置委員若干人，由左列人員組成之：  
（一）當然委員：院長（兼召集人）。 

          各系、所主管得為當然委員，由各學院自行訂定。 

（二）推選委員：推選委員人數不得少於當然委員，由院務會議自該院非兼系所主管之專任教授推選之，各單

位至少須有一名委員，必要時得自校內他院或校外選聘專長相近之教授擔任之。 
推選委員人數、院內外成員比例，由各學院自行訂定。 

               已同時擔任系、校級教評會委員者，不得再擔任之。 
委員任期二年，每年改選二分之一，連選得連任。 

委員推選辦法由各學院自行訂定。  
第三條  院教評會每學期開會一次為原則，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第四條  院教評會審議左列事項： 

（一）專任教師之聘任、聘期、升等、解聘、停聘、不續聘、資遣等事項。 

（二）兼任教師之聘任、聘期、解聘、停聘等事項。 

（三）教師升等初審未通過者之申復。申復辦法另訂之。 

（四）名譽教授之聘任事項。 

（五）其他有關教師評審之重要事項，及有關規定需由院教評會審議之事項。 

第五條  教師之聘任、聘期、解聘、停聘、不續聘，悉依本校聘任辦法，先由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辦理初審，通過後

送院教評會辦理複審，通過後再提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各院聘任複審辦法另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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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解聘、停聘或不續聘案如事證明確，而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所作之決議與法令規定顯然不合時，院教評

會得逕依規定審議變更之。 
教師之升等悉依本校教師升等辦法，先由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辦理初審，通過後送院教評會辦理複審，通過

後再向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推薦。各院教師升等複審辦法另訂之。 
第六條  院教評會開會時非有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之出席不得開議。非經出席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之同意不得

決議（有應行迴避之情事者，不計入出席委員人數）。並得視事實需要由召集人邀請其他有關人員列席報告或說

明。 

第七條  第本會委員在審議案件時，如本人或其配偶、前配偶、四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之姻親為當事人或有利害關

係時應自行迴避。未自行迴避者，得經本會決議請該委員迴避。 

本會委員就審議案件如認為有前項以外之特殊事由應迴避時，得向本會申請迴避。 

有具體事實足認本會委員就審議案件有偏頗之虞者，當事人得向本會申請該委員迴避，並應舉其原因事實。 

前二項申請，由本會決議之。 

本會委員如有重複擔任兩級以上之教評會委員，對同一審議案，依迴避原則處理，並只得於前一級教評會中投票，

因故未出席前一級教評會者，方得於後一級教評會投票。但該審議案如須該委員說明時，本會得請該委員說明之。  

第八條  各院應依據本辦法訂定院教評會設置辦法，經院務會議通過後，提報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核備後實施。 
第九條  非屬學院之系、所、室、中心、館等之院級教師評審委員會，應比照本辦法設置，由教務長（兼召集人）召集

開會。 
計算機與網路中心之院級教師評審委員會歸屬工學院。 

第十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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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國立成功大學各學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 80.03.27 七十九學年度第三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4.11.15 八十四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1.12.25 九十一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3.06.16 九十二學年度第四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依據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組織規程第三十二條及相關法令規定，訂定國立成功大學各系（所）教師

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系（所）教評會）設置辦法。 

第二條  系、所教評會設委員六至十五人，由下列人員組成之： 
（一）當然委員：系主任（所長）（兼召集人）。 
（二）推選委員：由系、所會議自該系、所專任教授推選五至十四人為委員。已同時擔任院、校級教評會委員

者，不得再擔任之。 
如該系、所教師人數未達六位專任教授，得由系、所務會議自校內外選聘專長相近之教授或該系、所副教授擔

任委員，惟教授之人數不得少於三分之二。 
委員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 
委員推選辦法由各系、所自訂。 

第三條  系、所教評會以每學期開會一次為原則，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第四條  系、所教評會審議下列事項： 

（一）專任教師之聘任、聘期、升等、解聘、停聘、不續聘、資遣等事項。 

（二）兼任教師之聘任、聘期、解聘、停聘等事項。 

（三）名譽教授之聘任事項。 

（四）其他有關教師評審之重要事項，及有關規定需由系、所教評會審議之事項。 

第五條  教師之聘任、聘期、解聘、停聘、不續聘，由各系、所教評會依該系、所教師聘任初審辦法審議通過後，提院

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各系、所教師聘任初審辦法另訂之。 

教師之升等，由各系、所教評會依該系、所教師升等初審辦法審查通過後，向院教師評審委員會推薦。各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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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教師升等初審辦法另訂之。 

其他教師評審重要事宜，由各系、所教評會依該系、所發展需要及相關規定審查，通過後依相關規定辦理。 

第六條  系、所教評會開會時非有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之出席不得開議，非經出席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之同意

不得決議（有應行迴避之情事者，不計入出席委員人數）。並得視事實需要由召集人邀請其他有關人員列席報告

或說明。 

系、所教評會由副教授擔任委員（含當然委員、召集人），對教授級之聘任、升等審議案，應迴避不得參與表

決，其他一般審議事項則不受限制。 

第七條  本會委員在審議案件時，如本人或其配偶、前配偶、四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之姻親為當事人或有利害關係

時應自行迴避。未自行迴避者，得經本會決議請該委員迴避。 

本會委員就審議案件如認為有前項以外之特殊事由應迴避時，得向本會申請迴避。 

有具體事實足認本會委員就審議案件有偏頗之虞者，當事人得向本會申請該委員迴避，並應舉其原因事實。 

前二項申請，由本會決議之。 

本會委員如有重複擔任兩級以上之教評會委員，對同一審議案，依迴避原則處理，並只得於前一級教評會中投票，

因故未出席前一級教評會者，方得於後一級教評會投票。但該審議案如須該委員說明時，本會得請該委員說明之。  
第八條  各系、所應依據本要點訂定系、所教評會設置辦法，經系、所務會議通過報請院長核轉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核備

後實施。 

第九條  室、中心、非屬學系等教師評審委員會之設置比照本辦法辦理。 

第十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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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國立成功大學教師著作抄襲處理要點 
90.11.14 九十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延會修訂通過 

93.06.16 九十二學年度第四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一 、為維護學術尊嚴，公正處理著作抄襲案件，特依據教育部「大專校院教師著作抄襲處理原則」訂定本處理要點。 
 二 、對涉嫌著作抄襲檢舉案之處理，應本公正、客觀、明快、嚴謹之原則。 
      涉嫌著作抄襲之處理，應尊重該專業領域之判斷。 
      涉嫌著作抄襲案，未經證實成立前，應以秘密方式為之，避免檢舉人、被檢舉人曝光。 
 三 、本校教務處為檢舉著作抄襲案件受理單位，並由教務長組成三人小組認定是否屬於合法之檢舉案件；認定屬於合

法之檢舉案件者，始移送調查小組調查處理；處理結果送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校教評會）確認；認定抄
襲成立者，由相關系（所）、院、校三級教評會審議懲處事宜。 

 四 、抄襲成立之案件，應依抄襲類型、情節輕重及著作性質，由各級教評會依下列各款規定決議懲處： 
      (一)、著作抄襲情節重大者，解聘、停聘或不續聘，如涉及教師資格者，並辦理註銷教師資格。 
      (二)、著作抄襲情節輕微者，一定期間不得晉級或申請升等，或為其他適法之處分。 
 五 、檢舉人應將檢舉函郵寄或循行政管道送交教務處，封面註明「抄襲檢舉函」。 
      教務長於接獲檢舉函後，應於十日內會同被檢舉教師所屬學院之院長及本校法律專業教師一位，共同查證檢舉人

及檢舉內容之適法條件。對具名並具體指陳抄襲對象、抄襲內容及附對照之抄襲數據、文句、段落、章節等表列
之證據資料之著作抄襲檢舉案件，不論為教師升等主要著作、學術刊物發表之專文、設計作品與藝術創作、向政
府單位或私人單位提出之研究報告或個人出版之學術著作或教科書，經確認檢舉人身分，並查證確為其所檢舉，
經三人全體同意成案後，即進入抄襲調查程序。 

      未具真實姓名之檢舉或無具體對象或充分舉證者，應敘明理由退回檢舉函，不予處理。 
 六 、教務長對於進入抄襲調查程序之檢舉案件，應於四日內移請被檢舉人所屬學院院教評會召集人處理。 
      院教評會召集人接獲抄襲檢舉案件後，應於十日內會同被檢舉人所屬系（所）教評會召集人組成五至七人之調查

小組。調查小組除院、系（所）教評會召集人為當然成員，並以院教評會召集人為調查小組召集人外，餘依個案
專業領域由院教評會召集人遴聘之；必要時亦得聘請校外公正專家、學者擔任。 

      調查小組之成員如為檢舉案之關係人，應自行迴避。院教評會召集人須迴避時，由校長另聘調查小組召集人。 
 七 、調查小組之處理程序如下： 
      （一）調查小組之決定應自調查小組成立之日起二個月內完成調查，其案情複雜或有窒礙難行之因素者，其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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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得延長二個月，遇寒暑假期間，其時程得順延之，並應通知檢舉人及被檢舉人。調查小組成立後，應通
知被檢舉教師針對檢舉內容於二週內提出書面答辯；於處理完峻前，被檢舉人得於程序中再提書面補充答辯
或口頭答辯。 

      （二）將檢舉內容與答辯書送請校外該專業領域資深公正學者至少二人審查，檢舉案若屬升等案，應加送原審查
人再審理以為相互核對。審查人審理後應提出審查報告書，俾供處理之依據，審查人身分並應予保密。 

      （三）調查小組送請校外相關專業領域公正學者審查前，應主動瞭解所擬送之審查人與被檢舉人、檢舉人之關係，
對於有師生、三親等內血親或姻親、學術合作關係者，應予迴避。 

      （四）經校外相關專業領域學者審查完竣，調查小組應就審查人所提審查報告書進行審議，如仍有判斷困難之情
事，得列舉待澄清之事項再請專業學者審查，俾作進一步判斷之依據。 

      （五）調查小組決議時，須經調查小組委員四分之三出席，出席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同意始得決議抄襲成立。
調查小組委員贊成抄襲成立之決議者，應匿名附加理由，未附理由者，以有利於被檢舉人論。 

      （六）調查小組調查完結，應作成有無抄襲及抄襲程度之具體結論，提出結果報告書送校教評會確認。 
 八 、對調查小組調查結果報告書，校教評會確認抄襲案件不成立者，應以書面通知檢舉人及被檢舉人後結案；確認抄

襲案件成立者，其情節重大懲處達解聘、停聘、不續聘等需三級教評會處理者，送三級教評會審議懲處；其情節輕
者，得由校教評會逕行決議懲處。 

      各級教評會審議或懲處抄襲檢舉案時，須經出席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同意始得決議。教評會作出懲處被檢舉
人之決議者，應註明懲處理由及進一步之救濟途徑、期限與受理機關。 

 九 、校教評會對抄襲案件之懲處，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如涉及解聘、停聘或不續聘，應依教師法施行細則第十九條規
定，報經教育部核准，並在決議作成之日起十日內以書面通知檢舉人與被檢舉人，有關審議處理之結果、懲處情形
與理由，並載明申訴之期限和受理單位。 

 十 、教師資格送審通過後經檢舉著作抄襲屬實者，校教評會處理完竣後，應將處理程序、結果及處置之建議函報教育
部。 

十一、本校對於抄襲案經證實並作出懲處後，應公告並副知教育部。抄襲案一經成立，不因抄襲人提出申訴或行政爭訟
而暫緩執行。 

十二、檢舉案經審結後判定抄襲未成立者，除有新證據者外，不再受理檢舉。 
      檢舉人不服檢舉案之處理結論，除經提司法訴訟，經判決侵害著作權成立確定，否則本校不再另作處理。 
      檢舉人如為本校教師，因濫行檢舉，致影響校園之和諧者，校教評會得衡量其情節輕重予以議處。 
十三、本處理要點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規規定辦理。 
十四、本處理要點經校教評會及校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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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八 

國立成功大學聘請兼任專家擔任教學辦法          93.06.16 九十二學年度第四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為應本校各系所教學需要，並參照教育部「大學聘任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辦法」訂定本校聘請兼任專家擔任教學

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二、本辦法所稱兼任專家，係指具有特殊專業實務、造詣或成就，足以勝任教學工作者。 

三、比照教授標準支領鐘點費之兼任專家應具下列資格之一： 

    (一)現任政府機關或公營事業之簡任級或相當簡任級之主管或首長，並曾從事與應聘科目性質相關之工作六年以上。 

     (二)曾從事與應聘科目性質相關之專業性工作十五年以上，具有特殊造詣或成就者。 

四、比照副教授標準支領鐘點費之兼任專家應具下列資格：  

    曾從事與應聘科目性質相關之專業性工作十二年以上，具有特殊造詣或成就者。 

五、比照助理教授標準支領鐘點費之兼任專家應具下列資格：  

曾從事與應聘科目性質相關之專業性工作九年以上，具有特殊造詣或成就者。 

六、比照講師標準支領鐘點費之兼任專家應具下列資格：  

    曾從事與應聘科目性質相關之專業性工作六年以上，具有特殊造詣或成就者。 

七、兼任專家之聘任、聘期有關事項，比照兼任教師，並經系(所)、院、校三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八、兼任專家專業實務具體事蹟、特殊造詣或成就之認定，先由系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將相關資料，送請校外學者或專家

二人審查後，提三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審查意見表另訂之。 

    兼任專家獲有國際級大獎之殊榮，同時獲校外學者或專家二人審查之肯定，並經三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出席委員四分

之三（含）以上通過者，得依其原符合比照支領鐘點費等級，聘為比照支領較高一等級鐘點費之兼任專家。 

九、兼任專家每週授課時數比照兼任教師之規定，並按同級兼任教師標準支給授課鐘點費。聘任滿三年後，其所從事相

關之專業性工作年資符合較高職級之資格且表現優異者，得專案提經系（所）、院、校三級教評會審議，通過後聘

任為較高職級之兼任專家，並自校教評會審定之日生效。  

十、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並報請教育部備查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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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Taiwan, R. O. C. 

and 
“n+i” Engineering Institutes, France 

 
A Cooperation for International Engineering Training 

 
 
This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MOU) is signed between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NCKU) and “n+i” 
Engineering Institutes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n+i”). 
 
Preamble 
 
NCKU and “n+i” Engineering Institutes 
 

a. Recognize their mutual interest in the training of engineers with international ambitions; 
b. Recognize the importance of the role of institutes of higher education in promoting international collaboration and increased contribution to 

social development; 
c. Intend to consider a dual degree at postgraduate level to well-selected students who are willing to complete their engineering training in Taiwan 

and France. An agreement for such a dual degree will be signed separately. 
d. Intend to inform the ministries (or official bodies like CTI Commission des Titres d’Ingénieurs in France) of education from Taiwan and France 

about their projects  to get a legal statement. 
 
Hereby NCKU and “n+i” agree to establish a collaboration according to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set out in the articles following hereun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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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ords the two institutions and collaborating institutions in the agreement refer to the NCKU and “n+i” Network and exclusively with its partners 
(see Annex 1) ; 
“n+i” will act as co-ordinator on behalf of these higher education partners. 
 
Article 1: Field of Cooperation 
 

1.1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institutions may be established within any field related to science and technology. 
 
1.2 Cooperation will proceed in two steps, signed separately depending on the progress of cooperation: 
 

Step 1: Promotion and Exchange of Students 
The two institutions agree to promote, to their students, the possibilities of studies and training in their partner’s Institutions (NCKU 
for French students and “n+i” Institutes for Taiwanese students). 

 
Step 2: Agreement for a dual-degree programme 

Following Step 1, the two institutions agree to study the possibility of awarding a dual degree for such selected students. This 
dual-degree programme should be accredited by official bodies from both countries (Ministries of Education, CTI for France, etc.). The 
process of such a dual degree will be signed in a separate agreement.  

 
1.3 Cooperation in terms of research, long distance learning programs, short exchanges, invitation to scholars, etc… could be discussed and 

will lead to separate agreements. 
 
Article 2. Management of the Agreement and Administration 
 

2.1 Negotiation, implementation and co-ordination of this agreement falls under the responsibility of: 
 

Professor Chiang Kao 
Pres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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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Tainan, Taiwan 701, R. O. C. 

 
and  

 
Professor Jean-Pierre Trotignon 
Executive Director  
“n+i” Engineering Institutes  
EduFrance  
173 Bld Saint-Germain 75006 (Paris) France 

 
2.2 The contact persons mentioned above can nominate a member of the academic staff within their institutions to co-ordinate the activities. 

 
2.3 This agreement shall have a duration of four years, renewable for further four years unless either party gives notice of termination not later 

than six months prior to the expiry of the existing agreement. 
 

2.4 This agreement will take effect upon ratification by the president of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and the director of the “n+i” 
Engineering Institutes. 

 
 
For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For “n+i” Engineering Institutes 
 
 
-------------------------------------------   ------------------------------------------- 
Professor Chiang Kao    Professor Jean-Pierre Trotignon 
President      Executive Director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n+i” Engineering Institu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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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Date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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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and 

Réseau “n+i”   
 
 

STEP 1 
 
 

Promotion and Exchange of Students 
 

 
A Cooperation for International Engineering Training 

 
 
Preamble 
 
A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MOU) is signed between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NCKU) and “n+i” 
Engineering Institutes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n+i”). 
 
Hereby NCKU and “n+i” agree to establish a collaboration according to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set out in the articles following hereunder : 

 
The words the two institutions and collaborating institutions in the agreement refer to the NCKU and “n+i” Network and exclusively with its partners 
(see Annex 1);  “n+i” will act as co-ordinator on behalf of these higher education partn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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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1: Field of Cooperation 
 

1.1 The two institutions agree to promote, to their students, the possibilities of studies and training in their partners (NCKU for French students 
and “n+i” for Taiwanese students). 

 
1.2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institutions may be established within any field related to science and technology. 

 
1.3 Cooperation will proceed for the first step, Step 1: Promotion and Exchange of Students. 
 

Article 2. Exchange of Faculty and Students 
 

2.1 The exchange will concern students at first, but joint supervision of Master’s projects could induce exchanges of academic staff (professors, 
researchers). 

 
2.2 Each institution will select, among their students, candidates for studies abroad (Selection by NCKU of candidates, who wish to go to 

France after obtaining the Bachelor degree, for a simple Master’s Degree Programme and by French Engineering Institutes of candidates for 
studies or training in NCKU). 

 
2.3 Students will apply through the “n+i” website. Each partner of this agreement (NCKU and “n+i” Institutes) will have an access to the 

application forms of students stored on the “n+i” data basis by using a confidential login and password given by “n+i”. 
 

2.4 In order to respect the French law regarding the rights of people who have personal information stored in a data basis, each partner, by 
signing this agreement, certifies that they never use this data basis for any other purpose different to the recruitment of students for 
engineering studies. 

 
2.5 Parties will check application “paper” forms of candidates before sending them to the collaborating institution(s) within a reasonable time in 

advance of the start of the academic programme and will validate the electronic form on the website. 
 

92-4校務會議(93.06.16)紀錄-40-



2.6 NCKU and “n+i” will inform their students that during Step 1, and before any agreement for the Step 2, that they will only study for a 
Master degree from the French Engineering Institutes. 

 
2.7 Students of either institution, who wish to undertake the “n+i” programme will be assisted by the host institution for administrative 

registration and generally speaking for daily life (accommodation, transportation, office, library and laboratory facilities…). 
 

2.8 The student exchange shall bear on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academic teaching as well as on professional internships. 
 
Article 3. Funding and Finance 
 

3.1 Both institutions agree to seek financial support for cooperative activities from appropriate funding institutions. But they cannot be 
responsible if they fail to find any funding. 

 
3.2 The collaborating institutions will offer logistic support for initiating the collaboration. 

 
Article 4. Management of the Agreement and Administration 
 

4.1 Negotiation, implementation and co-ordination of this agreement falls under the responsibility of: 
 

Professor Chiang Kao 
President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and  

 
Professor Jean-Pierre Trotignon 
Executive Director  
“n+i” Engineering Institutes EduF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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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The contact persons mentioned above can nominate a member of the academic staff within their institutions to co-ordinate the activities. 

 
4.3 This agreement shall have a duration of four years, renewable for further four years unless either party gives notice of termination not later 

than six months prior to the expiry of the existing agreement. 
 

4.4 This agreement will take effect upon ratification by the president of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and the director of the “n+i” 
Engineering Institutes. 

 
 
 
For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For “n+i” Engineering Institutes 
 
 
-------------------------------------------   ------------------------------------------- 
Professor Chiang Kao    Professor Jean-Pierre Trotignon 
President      Executive Director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n+i” Engineering Institutes 
 
-------------------------------------------   ------------------------------------------- 
Date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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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1  

(French Engineering Institutes of the “n+i” Network) 
 
 
CUST : Institut des Sciences de l'Ingénieur de Clermont-Ferrand 
EFREI : Ecole Française d'Electronique et d'Informatique  
EISTI Ecole Internationale des Sciences du Traitement de l’Information 
EMN : Ecole des Mines de Nancy  
ENSAIT : Ecole nationale supérieure des Arts et Industries Textiles   
ENSAM : Ecole Nationale Supérieure d'Arts et Métiers (Paris, Angers, Bordeaux, Aix en Provence, Cluny, Chalon en Champagne, Metz, Lille) 
ENSCCF : Ecole Nationale Supérieure de Chimie de Clermont-Ferrand   
ENSCI : Ecole Nationale Supérieure de Céramique Industrielle   
ENSCM : Ecole Nationale Supérieure de Chimie de Mulhouse   
ENSCPB : Ecole Nationale Supérieure de Chimie et de Physique de Bordeaux   
ENSEA : Ecole Nationale Supérieure de l'Electronique et de ses Applications   
ENSEEIHT : Ecole Supérieure d'Electrotechnique, d'Electronique, d'Informatique et d'Hydraulique de Toulouse   
ENSGTI-UPPA : Ecole Nationale Supérieure d'Ingénieurs en Génie des Technologies Industrielles   
ENSIACET : Ecole Nationale Supérieure d'Ingénieurs des Arts Chimiques et Technologiques de Toulouse   
ENSIC : Ecole Nationale Supérieure des Industries Chimiques de Nancy   
ENSIL : Ecole Nationale Supérieure d'Ingénieurs de Limoges   
ENSMM : Ecole Nationale Supérieure d'Ingénieurs de Mécanique et des Microtechniques   
ENSSAT : Ecole Nationale Supérieure des Sciences Appliquées et de Technologie   
ENST-Bretagne : Ecole Nationale Supérieure des Télécommunications de Bretagne   
EPF : Ecole Polytechnique Féminine   
ESA : Ecole Supérieure d' Agriculture d'Ang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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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AP : Ecole Supérieure d' Agriculture de Purpan   
ESCPE : Ecole Supérieure de Chimie, Physique et d'Electronique de Lyon   
ESIEA : Ecole Supérieure d'Informatique – Electronique - Automatique   
ESIEE : Ecole Supérieure d'Ingénieurs en Electronique et Electrotechnique   
ESIP : Ecole Supérieure d'Ingénieurs de Poitiers   
ESITC-Cachan : Ecole Supérieure d'Ingénieurs des Travaux de la Construction de Cachan   
ESITC-Caen : Ecole Supérieure d'Ingénieurs des Travaux de la Construction de Caen   
ESITC-Metz : Ecole Supérieure d'Ingénieurs des Travaux de la Construction de Metz   
ESM2 : Ecole Supérieure de Mécanique de Marseille   
ESME-SUDRIA : Ecole Spéciale de Mécanique et d'Electricité   
ESMISAB : Ecole Supérieure de Microbiologie et Sécurité Alimentaire de Brest   
ESTACA : Ecole Supérieure des Techniques Aéronautiques et de Construction Automobile   
ESTBB : Ecole supérieure de Technologie des Biomolécules de Bordeaux   
ESTP : Ecole Spéciale des Travaux Publics, du Bâtiment et de l'Industrie   
FIUPSO : Formation d'ingénieurs de l'Université Paris Sud Orsay   
HEI : Hautes Etudes Industrielles 
IFMA Institut Français de Mécanique Avancée de Clermont Ferrand 
INSA-Rennes : Institut National des Sciences Appliquées de Rennes   
INSA-Toulouse : Institut National des Sciences Appliquées de Toulouse   
INSA-Strasbourg : Institut National des Sciences Appliquées de Strasbourg 
IOTA SUPOPTIQUE : Institut d'optique théorique et appliquée d’Orsay 
ISA : Institut Supérieur d'Agriculture de Lille   
ISAB : Institut Supérieur d'Agriculture de Beauvais   
ISARA : Institut Supérieur d'Agriculture et d'Agro-Alimentaire Rhône-Alpes  
ISIMA : Institut Supérieur d'Informatique de Modélisation et de leurs Applications   
ISMCM-CESTI/ Supmeca : Institut Supérieur des Matériaux et de la Construction Mécanique-Centre d'Etudes Supérieures des Techniques Industrielles   
ISTASE Institut Supérieur des Techniques Avancées de Saint Etien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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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TIL : Institut des Sciences et Techniques de l'Ingénieur de Lyon   
SUPELEC : Ecole Supérieure d'Electricité   
UTBM : Université de Technologie Belfort-Montbéliard   
UTT : Université de Technologie de Tro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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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 

 

國立成功大學 
學術合作與交流協議書（草案） 

海 南 大 學  
 
  

為促進雙方在教學與科學領域的學術交流與合作，國立成功大學與海南大學同意簽定學術交流與合作協議書，內容

如下： 

  

一、學術交流與合作範圍 

（一） 雙方師生互訪。 

（二） 共同舉行學術及教學研討會。 

（三） 在雙方共同感興趣的學科領域進行科研合作，並指導參與合作的研究生。 

（四） 交換學術資料、教材和出版品。 

（五） 其他雙方同意的計畫。 

  

二、學術交流與合作實施原則 

（一） 互訪所需費用根據具體情況共同商定。 

（二） 受訪學校為來訪者提供進修或合作研究所需設施和其他便利條件，並尊重來訪者的對其安排的意見；來訪者

應尊重受訪學校為其所作之安排。 

（三） 師生互訪及其他合作計劃，每年由雙方共同協商確定。 

（四） 科研合作項目、共同舉辦學術會議、教學研討會及其他雙方同意之計畫的相關事宜由雙方共同協商確定。 

  

三、雙方同意於必要時以備忘錄方式為相關細節制定附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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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協議書經過雙方代表簽署並依據各自程序通過後生效，有效期五年。期滿後經雙方協商同意得以延長，或可由任

何一方在期滿前六個月以書面方式通知對方終止協議。 

  

  

國立成功大學校長     海南大學校長 

 

 

 

高  強         譚世貴 

 

二○○四年  月  日簽訂於 

92-4校務會議(93.06.16)紀錄-47-



海 南 大 学  
学术合作与交流协议书  

成 功 大 学  
 
  

为促进双方在教学与科学领域的学术交流与合作，海南大学与成功大学同意签定学术交流与合作协议书，内容如下： 

  

一、学术交流与合作范围 

（一） 双方师生互访。 

（二） 共同举行学术及教学研讨会。 

（三） 在双方共同感兴趣的学科领域进行科研合作，并指导参与合作的研究生。 

（四） 交换学术资料、教材和出版品。 

（五） 其它双方同意的计画。 
  

二、学术交流与合作实施原则 

（一） 互访所需费用根据具体情况共同商定。 

（二） 受访学校为来访者提供进修或合作研究所需设施和其它便利条件，并尊重来访者的对其安排的意见；来访者

应尊重受访学校为其所作之安排。 

（三） 师生互访及其它合作计划，每年由双方共同协商确定。 

（四） 科研合作项目、共同举办学术会议、教学研讨会及其它双方同意之计画的相关事宜由双方共同协商确定。 
  

三、双方同意于必要时以备忘录方式为相关细节制定附则。 
 

四、本协议书经过双方代表签署并依据各自程序通过后生效，有效期五年。期满后经双方协商同意得以延长，或可由任

何一方在期满前六个月以书面方式通知对方终止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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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大学校长       成功大学校长       

 

 

谭世贵         高  强         

二○○四年  月  日签订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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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一 
 

Agreement  
on Academic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and  
Cheju National University, Republic of Korea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and Cheju National University  (hereinafter called "the universities") agree to the following for academic 
cooperation in promotion of the advancement of learning through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in teaching and research.  
 
The universities agree to encourage the following activities based on the spirit of reciprocal equality.  
 
1. Joint research in the fields of mutual interest to the universities.  
 
2. Exchange of faculty, research personnel, and students between the universities for research and study.  
 
3. Exchange of faculty and staff members for participation in conferences, seminars, and workshops. 
  
4. Exchange of materials in education, research, publications, and academic information. 
 
The universities agree that specific details of cooperation necessary to implement this agreement must be negotiated with each other.  
 
The universities acknowledge that unless otherwise agreed upon, all expenses concerning salaries, travels, living, and related costs will b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visitor’s home university or of the visi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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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agreement shall become effective as of the date of signature by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versities. The amendment or the termination of this 
agreement shall not be effective without deliberation between the universities.  
 
The universities agree to review this agreement every three years in order to evaluate the progress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he exchange.  
 
Each of the universities will keep an original copy of the agreement written in English.  
 
 
on behalf of                             on behalf of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Cheju National University        
 
                                                                                                                          
Chiang Kao, Ph. D.                        Boo Man Keun, Ph. D  
President                                 President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Cheju National University  
 
Date: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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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orandum of Student Exchange  
between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and  

 Cheju National University, Republic of Korea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and Cheju National University  (hereinafter called "the universities"), agree on the following particulars to promote 
student exchange programs, according to the agreement on academic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1. Selection of Exchange Students  
 
The home university selects and sends no more than two students a year, who have the ability to study in the language of host country and 
to understand the culture of the host country.  
 
2. Notification of Exchange Students  
 
The universities send the data of selected students to the host university.  
 
3. Notification of Admission  
 
The universities notify whether exchange students are accepted or not.  
 
4. Status of Exchange Students  
 
Exchange students are expected to be treated as students of the host university, and they are called to b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researchers). 
 
5. Duty of Exchang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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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hange students must abide by the regulations of the host university and the law of the host country.  Exchange students are responsible for their 
own costs of international transportation, accommodation, food, and medical insurance.  
 
6. Right of Exchange Students 
  
Exchange students have the right to use facilities of the host university including the library.  
 
7. Duty of the Host University  
 
The tuition should be waived or the scholarship as the amount of tuition should be given to exchange students.  Exchange students will receive every 
assistance from the host university in locating suitable dormitory accommodation.   
 
8. Evaluation  
 
Exchange students, who participate in the exchange program of the universities, are evaluated and academic transcripts are issued. A percentile score is 
given in the transcript. Based on the academic transcript, students may receive recognition for credit received during the program at their home 
institution.  
 
9. Period of Program  
 
The period of the exchange program is one year.  
 
10. The Time Period of the Memorandum  
 
This Memorandum shall become effective as of the date of signature by the presidents, and shall hold good as long as the agreement of the universities 
is reta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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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ch of the universities will keep an original copy of the Memorandum written in English.  
  
 
 
 
 
 
                                                                                                                      
Chiang Kao, Ph. D.                             Boo Man Keun, Ph. D                
President                                          President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Cheju National University          
 
 
 
Date: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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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二 

 

國立成功大學職工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要點             

八十五年六月二十六日八十四學年度第六次校務會議通過 

八十八年十月二十日八十八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九十三年六月十六日九十二學年度第四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本校為保障職工權益，疏解職工糾紛，促進校園和諧團結，特依公務人員保障法第七十七條及本校組織規程第二十

四條第一項第十八款之規定，訂定本校職工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校職員、駐警及工友對本校所為之管理措施或有關工作條件之處置認為不當，致影響其權益者，得於知悉管理措

施或處置達到之次日起三十日內向本校職工申訴評議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提出申訴。 

三、本會設委員十三人，由左列人員組成： 

（一）不同一級單位之行政及技術職員代表各三人，並分別由行政及技術職員互選，選務工作由人事室辦理。 

（二）駐警及工友代表各一人，分別由駐警及工友互選，選務工作由總務處辦理。 

（三）教師代表三人，由各學院推薦專任教授一人，非屬學院之系、所、館、室、中心由教務處推薦專任副教授以

上教師一人，請校長遴聘。 

（四）校友代表一人，由校友聯絡中心推薦二人，請校長遴聘。 

（五）法律學者或專家一人，由學校聘請。 

四、本會委員為無給職，陳請校長聘任，各委員任期二年，得連任之。委員因故出缺時，繼任委員之任期至原任之任期

滿之日為止。 

五、本會主席，由委員互選之，並主持會議，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主席因故不能主持會議時，由其指定委員一人代

理主席。 

六、本會開會應有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除評議書之決議，應有出席委員（應行迴避者不計入）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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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餘事項之決議，以出席委員過半數行之。 

七、本會開會時得請有關人員列席。 

八、申訴人於案件開始評議前，得聲請與案情有利害關係之委員迴避，聲請案由本會議決。委員對申訴案件有利害關係

者，應自行迴避。 

九、本會行政工作：職員及駐警申訴案由人事室辦理；工友申訴案由總務處辦理。 

十、本會之經費由本校行政管理預算經費勻支。 

十一、申訴應以書面為之，載明下列事項，由申訴人或其代理人簽名或蓋章： 

（一）申訴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性別、住居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服務機關、職稱、官職等。有代理人

者，其姓名、出生年月日、性別、職業、住居所或事務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二）請求事項。 

（三）事實及理由。 

（四）證據。 

（五）管理措施或有關工作條件之處置達到之年月日。 

（六）提起之年月日。 

申訴不合前項規定者，而其情形可補正者，應通知申訴人於二十日內補正。逾期未補正者，本會得逕為評議。 

十二、本會應自收到申訴書及其完整資料後，以書面檢附申訴書影本及相關書件，請原措施之單位提出說明。 

原措施單位對本會查詢之申訴案件，應於七日內，將事實、理由及處理意見，並附有關資料，回復本會。但原

措施之單位認為申訴有理由者，得自行撤銷或變更其原措施並函知本會。 

原措施單位逾前項期限未提出說明者，本會得逕為評議。 

十三、本會就書面資料評議，會議不公開舉行，必要時得通知申訴人，對造及關係人列席說明，且於處理特殊申訴案件

時，應組成小組，秘密調查。 

申訴無理由者，本會應為駁回之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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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本會收件後，除有應不受理或中止評議情形，逕行通知申訴人及對造外，應於收受申訴書之次日起三十日內作成

評議書，必要時得延長二十日，並通知申訴人。評議書完成行政程序後送達申訴人及對造。在作成評議書前，本

會得建議停止對申訴人原措施之執行(申訴人向本會提起申訴，同一案件以一次為限 )。 

前項期間於依第十一條第二項規定補正者，自補正之次日起算；未補正者，自補正期限屆滿之次日起算。 
職員若不服上項評議，得於評議書送達之次日起三十日內，向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提出再申訴。 

駐警或工友，若不服上項評議，得依其他有關法令規定提起救濟。 
十五、申訴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受理： 

（一）無具體之事實內容者。 

（二）未具真實姓名、服務機關或住所者。 

（三）申訴書不合法定程式不能補正或經酌定相當期間通知補正逾期不補正者。 

（四）提起申訴逾法定期間。 

（五）申訴人不適格者。 

（六）本校所為之管理措施或有關工作條件之處置已不存在者。 

（七）對已決定或已撤回之申訴事件重行提起申訴者。 

（八）對不屬申訴救濟範圍內之事項，提起申訴者。 

前項第六款情形，如申訴人因該管理措施或有關工作條件之處置之撤銷而有可回復之法律上利益時，不得為不受

理之決定。 

第一項第八款情形，如屬應提起再申訴、復審事項，公務人員誤提申訴者，本會應移轉再申訴或復審受理機關依

再申訴或復審程序處理，並通知該公務人員，不得逕為不受理決定。 

十六、申訴人於本會未作成評議決定書前，得撤回申訴案。申訴人撤回申訴後，不得就同一原因事實重行提起申訴。 

十七、申訴程序中，申訴人、對造或其他關係人，就申訴事件或其他牽連之事項，提出民事訴訟、刑事訴訟或行政訴訟

者，應即通知本會。 

本會依前項通知或依職權知有前項情形時，應以書面通知申訴人停止申訴案件之評議；俟停止原因消滅後經其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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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請求繼續評議。 

申訴案件全部或一部之決定，以其他訴訟之法律關係是否成立為據者，本會得在其他訴訟終結前，以書面通知申

訴人，停止申訴案件之評議，俟停止原因消滅後繼續評議。 

十八、本會應對申訴案件提出討論並經評議，決議後擬定評議書由主席署名。本會之評議及表決，委員個別意見，應對

外嚴守秘密；涉及隱私之申訴案，申訴人之基本資料應予保密。 

十九、評議書應記載事件之經過，兩造之陳述，評議之理由，如有建議補救措施，並應提出具體建議。 

評議書應陳校長核備，並以本校名義函送申訴人及原措施單位。 

二十、本會之評議，如原措施單位認有與法規牴觸，或事實上窒礙難行者，應列舉具體理由依行政程序陳報校長，校長

如認為理由充分，得交付本會再議，但同一案件之再議以一次為限，否則，評議書經完成行政程序後，學校應即

採行。 

二十一、本要點未規定事項，依照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二十二、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92-4校務會議(93.06.16)紀錄-58-



附件十三 

 

國立成功大學進用專案計畫教學人員實施要點 
 

九十一年六月十二日本校九十學年度第三次校務會議延會通過 

九十三年六月十六日本校九十二學年度第四次校務會議通過 

 
一、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因應教學需要，依教育部「國立大學校院進用專案計畫教學人員研究人員暨工作

人員實施原則」訂定「國立成功大學進用專案計畫教學人員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教學人員，係指在本校年度校務基金自籌經費範圍內，以專案計畫進用之編制外人員。 
三、前項教學人員以約聘方式進用，其等級分為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講師（以下簡稱專案計畫教師）。 
四、各有關單位因左列教學需要須擬訂「專案計畫書」，提經系、所務會議通過並經學院同意後，簽請研究發展處、教務

處、人事室、會計室會核並陳奉校長核准後辦理專案計畫教師聘任事宜。 

(一)各教學單位有缺額，擬以專案計畫聘請教師教授基礎、體育……等課程時。 

(二)各系（所）有缺額，擬先試聘教師時。 

(三)各單位有經費，擬以專案計畫聘請教師時。 

五、專案計畫教師之聘任資格及審查程序依本校編制內專任教師聘任規定辦理，但已屆應即退休年齡者不得任用為專任

教育人員之規定不在此限。 
六、專案計畫教師聘任之申請須檢附左列證件資料，提系、院、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一）簽奉核准專案計畫書。 
（二）擬聘專案計畫教師簽辦表。 
（三）履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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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畢業證書或學位證書。 
（五）著作目錄。 
（六）其他足資證明資格之文件。 
另聘任單位得依實際需要請應聘人提供左列證件資料： 
（一）服務證明書。 
（二）推薦函。 
七、專案計畫教師聘期，依專案計畫契約書規定辦理，並應比照專任教師辦理教學評鑑以作為續聘與否之參據。 
八、專案計畫教師得比照本校編制內專任教師資格審查規定辦理審查教師資格並請頒教師證書；其符合升等條件者，

並得比照本校教師升等辦法辦理升等審查。 
九、專案計畫教師須參加勞工保險及全民健保，並比照「本校臨時聘僱人員離職儲金實施要點」之規定參加離職儲

金。 
十、專案計畫教師轉任編制內專任教師時，應依新聘教師聘任程序重新審查。其曾任與現職職務等級相當之專案計

畫教師年資，且服務成績優良者得予採計提敘薪級；其資格經送教育部審查通過頒授教師證書後之服務年資，

得比照編制內專任教師年資計算辦理升等。 
十一、專案計畫教師之聘期、授課時數、報酬標準、差假、福利、保險、離職儲金及其他權利義務等事項以契約（契約

書格式如附件）明定。 
十二、本要點未規定事項，依教育部「國立大學校院進用專案計畫教學人員研究人員暨工作人員實施原則」及相關法令

規定辦理。 
十三、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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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四 

國立成功大學進用專案計畫研究人員實施要點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十月九日九十一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六月十六日九十二學年度第四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因應研究需要並有效運用員額，依教育部「國立大學校院進用專案計畫教學人

員研究人員暨工作人員實施原則」訂定「國立成功大學進用專案計畫研究人員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研究人員，係指在本校年度校務基金自籌經費範圍內，以專案計畫進用之編制外人員。 

三、前項研究人員以約聘方式進用，其等級分為研究員、副研究員、助理研究員（以下簡稱專案計畫研究人員）。 
四、各有關單位因研究需要且有經費時得擬訂「專案計畫書」，提經系務、所務或研究中心會議通過並簽請各所屬一級

單位同意後、簽請研究發展處、人事室會核並陳奉校長核准後辦理專案計畫研究人員聘任事宜。 

五、專案計畫研究人員之聘任資格比照「國立成功大學研究人員聘任及升等辦法」規定辦理，審查程序依系（所）教

評會或中心初審委員會初審、院教評會或總中心複審委員會複審，校教評會決審之三級制辦理，並需檢附左列證件

資料。 

(一) 簽奉核准專案計畫書。 
(二) 擬聘專案計畫研究人員簽辦表。 
(三) 履歷表。 
(四) 畢業證書或學位證書。 
(五) 著作目錄。 
(六) 其他足資證明資格之文件。 
另聘任單位依實際需要請應聘提供左列證件資料： 
(一) 服務證明書。 
(二) 推薦函。 

六、專案計畫研究人員聘期，依奉核專案計畫之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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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專案計畫研究人員符合升等條件者，得比照「國立成功大學研究人員聘任及升等辦法」規定辦理升等審查，審查

程序同第五點所敘。 

八、專案計畫研究人員應參加勞工保險暨全民健保，並得比照「國立成功大學臨時聘僱人員離職儲金實施要點」之規

定參加離職儲金。 

九、專案計畫研究人員轉任編制內專任研究人員時，應依「國立成功大學研究人員聘任及升等辦法」規定重新審查。

其曾任與現職職務等級相當之專案計畫研究人員年資，且服務成績優良者得採計提敘薪級，並得比照編制內專任研

究人員年資計算辦理升等。 

十、專案計畫研究人員之聘期、報酬標準、差假、福利及其他權利義務等事項以契約（契約書格式如附件）明定。 

十一、本要點未規定事項，依教育部「國立大學校院進用專案計畫教學人員研究人員暨工作人員實施原則」及相關法令
規定辦理。 

十二、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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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九十三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紀錄 

時間：九十三年十月廿日(星期一)九時 

地點：國際會議廳第一演講室 

出席：如附件一p.9 

主席：高校長 強                                 記錄：侯雲卿 

壹、頒獎： 

一、頒發楊順宇技佐、李妙花秘書、李玫慧組員、蘇鈴茱組員及周正偉技

士等五位九十二年績優職員獎牌。 

二、頒贈九十三學年度第一次全校清潔抽查比賽得獎單位獎牌第一名企管

系、第二名水利系。 

主秘報告:依照 93 年 6 月 9 日日主管會報通過的「國立成功大學校園

環境美化綠化暨清潔競賽法」，各學院應於十一月初以前舉

行二次初賽，並推薦一個優良單位及抽若干單位參與全校競

賽。獎勵方式為提供業務費給得獎單位，第一名五萬元、第

二名三萬元、第三名二萬元。請各學院開始辦理初賽，也請

總務處安排全校之競賽。 

貳、選舉：（經各院推派周維揚、王偉勇、黃金沺、張名先等四位代表監票） 

一、校務發展委員會委員： 

王琪、朱銘祥、高家俊、李祖聖、張有恆、湯銘哲、吳華林、許育典
計 8位（任期二年）。 

二、經費稽核委員會委員： 

廖美玉、蕭瓊瑞、麥愛堂、羅錦興、朱銘祥、周澤川、陳進成、黃斌、
林清河、賴明亮、謝文真計 11位（任期一年）。 

三、宿舍配借及管理委員會委員： 

廖美玉、王琪、田聰、麥愛堂、羅錦興、王醴、朱銘祥、陳進成、
何東坡、陳彥仲、林清河、呂錦山、吳華林、任卓穎、李伯岳、
謝文真、李劍如計 17位（任期一年）。 

上述各委員會當選委員及其他委員請人事室辦理發聘。 

參、報告事項： 

一、報告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修正後確認（附件二-附件五p.10）。 

二、會計室報告：校務基金九十四年度預算編製案。（附件六p.19） 
三、教務處報告：本校學則（修正如附件七p.21）及進修學士班學則（修

正如附件八p.24）。 
(一)條文中有關「並由學校通知其家長或監護人」修訂為「並由學校通知

本人或法定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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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十一條「但經專案簽准者除外」移至此段最後。 
(三)本學則已報部通過，但因涉及學生權益，本次用報告方式，下次改於

校務會議提案討論通過後，再報部核定。 

四、主席報告： 

(一)近期中有很多單位進行學校之評比調查，本校總量而言僅次於台大，

若細比科系性質，則比較吃虧。要維持良好的成績需要大家努力。因

此要求教務處等一級行政單位及八個學院好好規劃，設法提昇為世界

一流大學。 
(二)國際化對學校發展有激勵及互補之作用，與國外大學之合作簽約持續

努力進行，合作網絡建置完成，各單位即可進行細部之連繫。除此，

教育部委託本校建置「東南亞大學校長論壇」之常設組織，十月將邀

請近十位東南亞大學校長討論組織之建立。另預定於十一月邀請大陸

十幾位一流大學校長到本校，共同討論如何由亞洲第一邁向世界一流

的大學。大家可彼此參考其它學校之作法，並提昇本校之知名度。 

(三)學校除學術研究，與業界之合作也很重要。最近訪問日本，該國很注

意學校與業界合作，不只在意技轉，也在意專利申請，即使專利申請

後並未通過，也認為產學合作有良好的表現。本校專利之申請在全國

已屬不錯，未來要繼續努力。尤其本校在南科有三公頃之土地，將興

建研究大樓，使創新育成中心及技轉作很好的發揮。 

(四)依據一些統計資料，本校可使用之教學空間在全國已屬相當不錯，甚
至可能大於台大，但有些狀況仍不敷實際需求。本校之空間規劃原則
以院為單位，目前以社會科學院、文學院空間最為不足，未來將優先
滿足其需求。若一學院整體而言，空間合於規範，但部份系所不足，
則請院長作協調，盼同學院之系所能互相支援。更希望空間不足之單
位能對外募款，學校可相對配合補助。此外，並責成總務處規劃各建
築物之修繕及校園環境之改善。 

五、各一級單位及各委員會報告：（書面資料開會時已分送請參閱） 

肆、討論事項： 

第一案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由：修訂本校組織規程第七條第二項條文，將本校「畢業生就業輔導組」

變更名稱為「生涯發展與就業輔導組」；「學生輔導組」變更名稱為

「心理諮商中心」或「心理健康中心」，提請 討論。 

說明： 

一、將「學生輔導組」更名為「心理諮商中心」或「心理健康中心」，

較能符合定位明確、強調專業及擴大服務之目標： 

（一）定位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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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由於學生事務處所有單位皆在從事學生輔導工作，未來亦有

將學生事務處改為學生輔導處之建議。 

２．諮商輔導之專業領域已將輔導與諮商做區隔。 

３．目前「學生輔導組」與「生活輔導組」在業務的區分上，容

易造成師生及學生家長的混淆。 

４．「學輔組」的簡稱又與教務處「學術服務組」，簡稱「學服組」

極其相似，以致時常造成困擾，是故，配合其實際專業工作

內涵，宜改為「心理諮商中心」或「心理健康中心」。 

（二）強調專業：本校即將於九十三學年度起，增聘七位專任專業心

理輔導老師，同時需取得心理師執照，因此，在專

業輔導方面，更容易取得師生信賴。 

（三）擴大服務：為擴大諮商輔導範圍為本校教職員工生，擬將「學

生輔導組」更名為「心理諮商中心」或「心理健康

中心」，以協助處理本校教職員工生心理與行為層

面的問題。 

（四）檢附「國立成功大學諮商輔導資源規劃表」。 

（五）檢附九十二學年度國立大學輔導單位名稱一覽表。 

二、畢業生就業輔導目前業務服務項目已朝向強化生涯規劃與就業輔

導方面的功能，為使組織名稱符合業務服務項目，並加強學生在

生涯規劃及就業方面之知能。擬更名為「生涯發展與就業輔導

組」，以符合組織未來發展目標： 

（一）目標明確：本組目前業務服務項目已朝向強化生涯規劃與就業

輔導方面的功能，為使組織名稱符合業務服務項

目，並加強學生在生涯規劃及就業方面之知能。擬

更名為「生涯發展與就業輔導組」。 

（二）擴大服務項目：預計增加業務項目為求職諮商及舉辦生涯工作

坊。 

擬辦：校務會議討論通過後，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備註：經學務處研議後，此案撤除說明一部分，僅就說明二提請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附件九p.26），並配合修訂組織規程，報請教育部核定

後實施。 

 

第二案 提案單位：學務處、教務處師資培育中心 

案由：擬修訂「國立成功大學導師制實施辦法」部分條文，提請  討論。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函示，於中華民國九十二年十月十六日起廢止「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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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學校導師制實施辦法」，並規定由各校 「校務會議」訂定相

關「辦法」。 

二、八十八年四月二十一日第一三八次行政會議，依據教育部「中等

以上學校導師制實施辦法」，訂定通過 本校導師制實施細則；並

於九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第一四八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將細

則修訂為辦法。 

三、本校共有三十八系，目前已有二十五系依據本校導師制實施辦法，

訂定各系導師制實施細則。 

四、擬依教育部規定，提校務會議追認通過本辦法，並修訂部分條文。 

五、又本校師資培育中心依據教育部九十二年度大學校院，教育學程

評鑑總評表待改進事項第四點，建議實施學程導師制，加強學生

的學習及生涯發展輔導，並建議學校給予經費支援導師制之成

立。為針對教育學程學生未來教師之生涯規劃、教師甄試及相關

法規等宣導輔導活動，擬請於本校導師制實施辦法第八條，編列

教育學程學生「學生輔導活動費」，每名每學期一百元，以辦理各

項輔導活動。目前教育學程有兩個年級，每年級三班，學生人數

共計三百名，一年所需「學生輔導活動」經費約陸萬元整。 

擬辦：已於五月十四日提學務會議討論，擬再提校務會議決議通過後，陳

請  校長核定後實施。 

決議：退回學務會議再議，請校務會議代表將意見提供該會參考。 

 

第三案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由：擬訂定「國立成功大學教師輔導學生辦法」草案，提請  討論。 

說明：依據教育部九十二年五月三十日函示，已依法廢止「教師輔導與管

教學生辦法」，請各校依「教師法」第十七條之規定，訂定學校教

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並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擬辦：已於五月十四日提學務會議討論，擬再提校務會議決議通過後，陳

請  校長核定後實施。      

決議：退回學務會議再議，請校務會議代表將意見提供該會參考。 

 

第四案                                       提案單位：校長交議案 

案由：本校九十三、九十四學年度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委員，業經由校

長遴選，依規定須提經校務會議同意後聘任之。名單如說明三，

提請  公決。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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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據本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二條規定辦理。 

二、本委員會由校長任召集人，另由校長遴選十一至十四位委員提經

校務會議同意後聘任之，任期兩年並得連任。新學年度第一次校

務會議選舉產生新任委員前由上屆委員繼續執行任務。委員中不

兼行政職務之教師代表不得少於三分之一，必要時得聘請校外專

業人士參與。 

三、校長遴選之委員名單如下： 

行政主管：歐副校長善惠、蘇教務長炎坤、張總務長志強、 

黃研發長肇瑞、李主任丁進 

教授代表：閔教授振發、張教授冠諒、簡教授金城、 

魏教授健宏、吳教授華林、何教授東坡、 

于副教授富雲、劉副教授開鈴、王教授駿發 

擬辦：上述委員名單經校務會議同意後，請人事室發聘。 

決議： 

一、經投票行使同意權結果，遴選委員均過出席代表半數同意，通過。       

二、請人事室發聘。 

 

第五案                                       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由： 本校擬與印尼大學（University of Indonesia）、奧地利林茲大

學（Johannes Kepler University Linz）及莫斯科航空學院（Moscow 

Aviation Institute）簽約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印尼大學校長Dr. Usman Chatib Warsa於去（九十二）年十月應

邀參加本校所舉辦之「東南亞大學校長會議」，對本校學術研究成

果印象深刻。擬與該校簽訂備忘錄以推動本校國際化，並促進本

校與東南亞大學間之各項教學與研究及學生交流計畫。。 

二、林茲大學為奧地利現有的二十一所國立大學之一，為一科學研究

型大學。其創校歷史可追溯至一五六六年之”Adelichen 

Landt-Schuelen” (schools for the landed gentry)，目前設

有三大學院（ Faculty of Social Sciences, Economics and 

Business; Faculty of Law; Faculty of Engineering and Natural 

Sciences），計有六十六個學系，一萬七千多名學生（畢業後取得

碩士學位者）。協議書上學校及校長署名順序依持有者排列，卽本

校持有之協議書上本校排名在先，反之亦然。 

三、莫斯科航空學院為俄羅斯排行第一之航太專業大學，成立於一九

三Ｏ年。目前設有十一個學院，除了航太專業相關領域學院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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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包含經濟與管理學院、人文學院及外語學院，共有教師二千名，

職員工及研究人員四千名、學生一萬四千名。校友遍佈俄羅斯航

太產業研究機構，表現傑出。該校並培養了十九名校友為太空人。 

決議：照案通過，印尼大學備忘錄如附件十p.27；林茲大學協議書如附

件十一p.30；莫斯科航空學院交流協議書如附件十二p.32。 

 

第六案                                       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由：本校「組織規程」修訂條文對照表。 

說明：依教育部九十三年四月一日台高（二）字第 0930039471 號函辦理。 

擬辦：本案經校務會議修正通過後，將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決議： 

一、社會科學院已於院務會議廢止亞太研究中心，請於下次會議提案

廢止亞太研究中心之設置辦法。 

二、本次僅就上級機關來文要求修訂部份先行討論並通過(附件十三

p.36），下次校務會議再就組織規程研修專案小組之結論，作整體

之修訂。       

 

第七案                                       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由：修訂「國立成功大學研究發展處設置辦法」，提請  討論。 

說明：依教育部九十三年四月一日台高（二）字第 0930039471號函及本

校組織規程辦理。 

擬辦：本案經校務會議修正通過後，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如附件十四p.39。 

 

第八案                                       提案單位：研究總中心 

案由：配合本校組織章程之修正，擬修訂總中心設置辦法條文，提  請討

論。 

說明：條文修訂之前後對照表及修正後條文如附。 

決議：修正通過如附件十五p.40。 

 

第九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研究總中心、人事室 

案由：擬修訂「國立成功大學教師校外兼課、兼職處理要點」如後附條文

修正對照表，請  討論。 

說明： 

 一、本案業經本校九十三年九月十五日第五八四次主管會報討論通過。 

二、依據教育部九十三年五月五日台人（一）字第○九三○○五六四六

四號令訂定「公立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兼職處理原則」及九十三年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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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三十日台人（一）字第○九三○○九九七四二號令修正上開兼職

處理原則，修訂本校教師校外兼課、兼職處理要點。 

三、旨揭要點中有關教師兼職學術回饋金收取方式及分配比例，係依據

本校研究總中心九十三年八月二十六日召開之「本校教師兼職回饋

金條文修訂討論會議」決議訂定。 

四、本案提經校務會議通過後施行，惟前依原「本校教師校外兼課、兼

職處理要點」核准至營利事業機構兼職者，至遲應於本（九十三）

年十二月底前，重新依新修訂「本校教師校外兼課、兼職處理要點」

申請核准，以符合兼職規定。 

決議：因時間不及討論，下次再議，並請各位代表提出建議供提案單位

參考。 

 

第十案                                       提案單位：醫學院 

案由：有關本院附設醫院（以下簡稱該院）組織規程修正案，請  討論。 

說明： 

一、本案業經九十三年九月二日該院第一九○次院務會議暨九十三年

九月本院院務會議討論通過。 

二、為因應業務需要暨符合「各機關職稱及官等職等員額配置準則」

規定，擬修正該院組織規程，修正內容如左： 

   （一）第四條：為因應業務需要及時勢所趨，擬將該院內科部職業醫

學科擴大成立「職業及環境醫學部」。 

   （二）第五條： 

1.該院組織規程第五條及第六條設有醫療及行政品質管理中心，

分別掌理醫療及行政品質管理事宜。惟現行運作方式為醫療品

質管理中心統籌負責醫療及行政品質管理事宜，為使名實相

符，故將其合併為「品質管理中心」。 

     2.該院教學中心目前所辦理之跨部、室之全院評鑑、教育訓練及

社區教學等業務，皆影響深遠，爰將其納入其組織規程中，俾

利業務運作。 

     3.為因應業務需要及用人調度考量，該院各部及中心得置部副主

任及中心副主任一至二人，並得予兼任或專任。 

   （三）第六條： 

1.公共關係室更名為公共事務室。 

2.因行政品質管理中心已併入品質管理中心，故予以刪除，其「中

心主任」之職稱亦配合刪改。 

（四）第八條： 

1.依「各機關職稱及官等職等員額配置準則」規定，該院應置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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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任第一職等至委任第三職等之職稱，惟該院組織規程目前尚

無此類職稱，爰增列「書記」職稱，以符法制。 

2.因「各機構學校適用醫事人員人事條例職務一覽表」增列「臨

床心理師」及「呼吸治療師」職稱，故配合修正。 

（五）第十二條： 該院醫務會議成員中之醫療暨行政品質管理中心因

已合併為品質管理中心，故配合修正。 

   （六）第十三條之一：增設該院因業務需要得分設院區或設分院之條

文，以延伸醫療觸角，服務更多病患。 

（七）第十六條：明訂修正條文之生效日。 

擬辦：將決議後之組織規程修正案函送教育部核定、考試院核備。 

決議：照案通過，如附件十六p.41） 

 

第十一案                                 提案單位：人事室、教務處 

案由：擬修訂本校教師升等辦法第二條第四款相關規定，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本修訂案經提 93.06.29九十二學年度第八次教師評審委員會討

論通過在案。 

二、修訂條文對照表如下： 

本校教師升等辦法 

擬   修   條   文 原   條   文 說  明 

二、 

4.中華民國八十六年三月

廿一日前已取得講師、

助教證書之現職人員，

如繼續任職而未中斷，

得逕依原升等辦法送

審。 

二、 

  4.中華民國八十六年三月

廿一日前已取得講師

證書及八十年三月廿

七日前已取得助教證

書之現職人員，如繼續

任職而未中斷，得逕依

原升等辦法送審。 

 

決議：照案通過，如附件十七p.45。 

伍、建議事項： 

各項委員選舉名單建議除現有已標示候選人所屬之學院外，增加所屬之系

所，以便選舉人辨識其專業，有助於投票。 

陸、臨時動議：無 

柒、散會：下午十二時二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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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出席：蘇炎坤（方銘川代） 柯慧貞 張志強  黃肇瑞  楊明宗 張克勤    

張高評  余樹楨 吳文騰（朱銘祥代） 李清庭 徐明福 吳萬益    
陳振宇 賴溪松 陳志鴻（林其和代） 陳祈男 陳省盱 張丁財      
李丁進（楊明宗代） 徐德修（蔡水木代） 溫紹炳（吳榮富代）    

張文昌（許桂森代） 江建俊 林光隆（吳季珍代）  陳璧清  
王健文 劉梅琴 柯文峰 傅永貴 孫亦文 張素瓊 李偉賢 
楊惠郎（陳宗嶽代） 李振誥 陳引幹 吳致平 游保杉 黃吉川  
張憲彰 趙儒民 蔡俊鴻（黃良銘代） 胡潛濱（張克勤代） 
邱仲銘 陳國祥 江哲銘（姚昭智代） 張益三（陳彥仲代）  
陳裕民 許渭州 王泰裕謝錫堃（詹寶珠代） 楊家輝（張名先代）  
王明隆 吳鐵兼 許桂森賴明德（張文粲代） 林正章（李淑秋代）  
劉宗其（林佳蓉代） 陳洵瑛（任卓穎代） 王新台 吳俊忠 
陸汝斌（柯慧貞代） 蔡瑞真 黃美智 徐阿田 施陳美津 蘇慧貞 

簡基憲 靳應臺 徐畢卿 張明熙 郭麗珍 陸偉明 王富美  
黃永賢 詹錢登（呂如虹代） 陳昌明 廖美玉 王偉勇 劉開鈴  
邱源貴 王 琪 蕭瓊瑞 劉瑞琪 田 聰 閔振發 許瑞榮  
曾清涼 麥愛堂 陳宗嶽 周維揚（藍永強代） 陳培殷 簡仁宗  
盧文祥 高宏宇 王 醴 陳志方 陳中和 陳 敬 朱銘祥  
張錦裕 李森墉 李驊登 林大惠 李榮顯 黃金沺 楊毓民  
陳進成 施勵行 陳家榮 呂傳盛 陳立輝 黃清哲 黃明哲  
李國賓 鄭國順 黃明志 廖揚清 林素貞 高銘木（黃良銘代）  
趙怡欽（張克勤代） 黃 斌 陳彥仲 陸定邦 張育銘 林清河  
李賢得 呂錦山 康信鴻 吳清在 簡金城 潘浙楠 林錫璋 
陳占平（溫敏杰代） 薛尊仁 楊俊佑 林啟禎 吳華林（張文粲代） 

吳梨華 駱麗華 邱元佑（楊耀榮代） 卓瓊鈺 顏經洲 游一龍  
任卓潁 李伯岳 謝文真 侯英玲 趙梅如 王苓華 李劍如  
許霖雄 李金駿 李聰盛（鍾光民代） 蔡銀峰 張榮輝 楊福來 
蔡雅珍（蔡銀峰代） 何京津 謝孟瑾 王三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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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國立成功大學九十二學年度第四次校務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表                        
九十三年十月二十日 

決      議      案      摘      要 承  辦  單  位  執  行  情  形 

第一案 
案由：機械工程學系推薦翁政義教授為本

校榮譽教授候選人，提請  討論。 
決議：經舉手投票，過半數通過翁政義教

授為本校榮譽教授。 
 

第二案 
案由：本校九十四學年度申請增設、調整

系所班組及招生名額案，提請  討
論。 

決議：照案通過，增設民航研究所、風險
科學研究所、臨床醫學研究所。 

 
第三案 

案由：擬修訂本校三級教師評審委員會設
置辦法中有關人員組成之相關條文
（如修訂條文對照表），提請  討
論。  

決議： 
一、經舉手表決通過同一人最多擔任二

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 
二、經舉手表決通過院長為校教評會之

當然委員。 
三、同時擔任二級教評會之委員對同一

審議案只能審議其中一級。 
四、修訂後通過，文字修改後再提下次

校務會議報告確認。 
 

第四案  
案由：擬修訂「國立成功大學教師著作抄

襲處理要點」部分條文（如修訂條
文對照表），提請  討論。 

決議： 
一、修正第六點為：教務長對於進入抄

襲調查程序之檢舉案件，應於四日
內移請被檢舉人所屬學院院教評會
召集人處理。 

二、餘照案通過。 

 
秘書室：教務處學術服務組已繕製

榮譽教授證書，擬於十月
二十日校務會議頒發。  

 
 
 
教務處：經奉教育部 93.10.4台高

(一)字第 0930130622 號
函同意民航研究所臨床
醫學研究所二碩士班設
立。 

 
 
教務處：遵照辦理。相關條文經

93 年 10 月 20 日校務會
議討論修改如附件三-五
p.13。     

人事室：照案辦理。 
 
 
 
 
 
 
 
 
 
 
 
 
教務處：遵照辦理。 
人事室：照案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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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案 

案由：擬修訂「國立成功大學聘請兼任
專家擔任教學辦法」第二、八、九、
十條（如修訂條文對照表），並擬
訂外審意見表，提請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第六案   
案由：修訂本校組織規程第七條第二項條

文，將本校「畢業生就業輔導組」
變更名稱為「生涯發展與就業輔導
組」；「學生輔導組」變更名稱為「心
理諮商中心」或「心理健康中心」，
提請 討論。 

決議：因程序問題擱置，待下次再議。 
  

第七案 
案由：擬修訂「國立成功大學導師制實施

辦法」部分條文，提請  討論。 
決議：因程序問題擱置，待下次再議。 
 

第八案 
案由：擬訂定「國立成功大學教師輔導學

生辦法」草案，提請  討論。 
決議：因程序問題擱置，待下次再議。 
 

第九案 
案由：本校擬與法國 n+i工程師學院網、

大陸海南大學及韓國濟州大學簽
約案，提請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第十案 
案由：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職工申訴評

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要點」，提請  
討論。 

決議： 
一、修改第三點第(五)款為：法律學者

或專家一人，由學校聘請。 
二、餘照案通過。 

 
教務處：已於 93.6.28 成大教字第

0930003484號函報部核備。 
人事室：照案辦理。 
 
 
 
 
 
 
 
 
 
 
 
 
 
 
 
 
 
 
 
 
 
 
 
研發處：均已完成簽約。 
 
 
 
 
 
人事室：本案業以本室 93.7.16成大

人字(二)字第 391號函轉各
單位知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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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案 

案由：修訂「國立成功大學進用專案計

畫教學人員實施要點」，提請  

討論。 
決議： 

一、修訂第七點為：專案計畫教師聘

期，依專案計畫契約書規定辦

理，並應比照專任教師辦理教學

評鑑以作為續聘與否之依據。 

二、餘照案通過。 

 

第十二案 

案由：擬修訂「國立成功大學進用專案

計劃研究人員實施要點」第六

點，提請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人事室：本案修訂條文業以本室

93.10.1 成大人室(一)字第 586
號函轉各系所知照。 

 
 
 
 
 
 
 
 
研究總中心：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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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國立成功大學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 
77.11.16 七十七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1.10.07 八十一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5.0212 教育部台(85)審字第 84066581 號函備查 
88.06.15 教育部台(88)審字第 88065052 號函備查 
90.04.02 教育部台(90)審字第 90043613 號函核備 
92.11.24 九十二學年度第四次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80.03.27 七十九學年度第三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4.11.15 八十四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8.03.17 八十七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9.10.25 八十九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1.12.25 九十一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3.06.16 九十二學年度第四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依據大學法第二十條與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組織規程第三十二條及相

關法令規定，設置國立成功大學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二條 本會設置委員若干人，由下列人員組成之： 

        一、當然委員：教務長（兼召集人），各學院院長。 

        二、推選委員：已同時擔任系、院級教評會委員者，不得再擔任之。 

（一）各學院由院務會議自該院非系、所主管之專任教授推選二人（無特殊原

因不得出自同一科、系、所），任期二年，每年改選一人，連選得連任。

若學院教師未足六十人者，推選專任教授代表一人，任期一年，連選得

連任。 

（二）非屬學院之單位共同推選非系、所主管專任教授代表一人，任期一年，

連選得連任。 

（三）本校教師會推選專任教授代表一人，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 

三、候補委員：各學院、非屬學院、教師會應推選出與推選委員同額之候補委員，

推選方式、資格與推選委員相同，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 

本會推選委員在任期中出缺或奉准借調、休假研究、留職留（停）薪進修研究等，

由原推選單位之候補委員依序遞補，其任期以補足所遺任期為限。 

本會開會時委員應親自出席不得委託他人代表出席，並請委員勿經常無故缺席，

俾利會務運作。  

第三條 本會每學期開會一次為原則，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第四條 本會審議事項： 

        一、專任教師之聘任、聘期、升等、解聘、停聘、不續聘、資遣原因之認定等事

項。 

        二、兼任教師之聘任、聘期、解聘、停聘等事項。 

        三、研究人員之聘任、聘期、升等、解聘、停聘、不續聘、資遣等事項。 

        四、名譽教授之聘任事項。 

        五、其他有關教師評審之重要事項，及有關規定需由本會審議之事項。 

第五條 本會審議事項，除有關法令另有規定外，應經系（所）、院教師評審委員會（研究

人員比照之）審議通過，向本會提出審議。 

本校教師之聘任、聘期、解聘、停聘、不續聘，應依本校教師聘任辦法辦理。教

師聘任辦法另訂之。 

教師解聘、停聘、不續聘案如事證明確，而院教評會所作之決議與法令規定顯然

不合時，本會得逕依規定審議變更之。 

本校教師之升等，應依本校教師升等辦法辦理。教師升等辦法另訂之。 

本校名譽教授之聘任，應依本校名譽教授設置辦法辦理。名譽教授設置辦法另訂

之。 

研究人員之聘任、聘期、升等、解聘、停聘、不續聘，應依本校研究人員聘任及

升等辦法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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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另訂之。 

第六條 本會開會時非有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之出席不得開議。非有出席委員三分之

二（含）以上之同意不得決議（有應行迴避之情事者，不計入出席委員人數）。 

第七條 本會委員在審議案件時，如本人或其配偶、前配偶、四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

之姻親為當事人或有利害關係時應自行迴避。未自行迴避者，得經本會決議請該

委員迴避。 

本會委員就審議案件如認為有前項以外之特殊事由應迴避時，得向本會申請迴避。 

有具體事實足認本會委員就審議案件有偏頗之虞者，當事人得向本會申請該委員

迴避，並應舉其原因事實。 

前二項申請，由本會決議之。 

本會委員如有擔任兩級以上之教評會委員，對同一審議案，依迴避原則處理，並

只得於前一級教評會中投票，因故未出席前一級教評會者，方得於後一級教評會

投票。但該審議案如須該委員說明時，本會得請該委員說明之。  

第八條 經本會審議通過之案件，送請校長核定辦理，另應將本會工作情形或建議事項提

行政會議報告。 

第九條 本會開會時主任秘書及人事室主任列席，並得視事實需要邀請其他有關人員列席

報告或說明。 

第十條 本設置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並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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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國立成功大學各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 
80.03.27 七十九學年度第三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4.11.15 八十四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1.12.25 九十一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3.06.16 九十二學年度第四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依據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組織規程第三十二條及相關法令規定，訂定

國立成功大學各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院教評會）設置辦法。 

第二條  院教評會設置委員若干人，由左列人員組成之：  
（一）當然委員：院長（兼召集人）。 

          各系、所主管得為當然委員，由各學院自行訂定。 

（二）推選委員：推選委員人數不得少於當然委員，由院務會議自該院非兼系所

主管之專任教授推選之，必要時得自校內他院或校外選聘專長相近之教授

擔任之。 
推選委員人數、院內外成員比例，由各學院自行訂定。 

              已同時擔任系、校級教評會委員者，不得再擔任之。 
各單位至少須有一名委員，委員任期二年，每年改選二分之一，連選得連任。 
委員推選辦法由各學院自行訂定。  

第三條  院教評會每學期開會一次為原則，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第四條  院教評會審議左列事項： 

（一）專任教師之聘任、聘期、升等、解聘、停聘、不續聘、資遣等事項。 

（二）兼任教師之聘任、聘期、解聘、停聘等事項。 

（三）教師升等初審未通過者之申復。申復辦法另訂之。 

（四）名譽教授之聘任事項。 

（五）其他有關教師評審之重要事項，及有關規定需由院教評會審議之事項。 

第五條  教師之聘任、聘期、解聘、停聘、不續聘，悉依本校聘任辦法，先由系、所教師

評審委員會辦理初審，通過後送院教評會辦理複審，通過後再提本校教師評審委

員會審議。各院聘任複審辦法另訂之。 
教師解聘、停聘或不續聘案如事證明確，而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所作之決議與

法令規定顯然不合時，院教評會得逕依規定審議變更之。 
教師之升等悉依本校教師升等辦法，先由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辦理初審，通過

後送院教評會辦理複審，通過後再向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推薦。各院教師升等複

審辦法另訂之。 
第六條  院教評會開會時非有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之出席不得開議。非經出席委員三

分之二（含）以上之同意不得決議（有應行迴避之情事者，不計入出席委員人數）。

並得視事實需要由召集人邀請其他有關人員列席報告或說明。 

第七條  第本會委員在審議案件時，如本人或其配偶、前配偶、四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

內之姻親為當事人或有利害關係時應自行迴避。未自行迴避者，得經本會決議請

該委員迴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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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委員就審議案件如認為有前項以外之特殊事由應迴避時，得向本會申請迴避。 

有具體事實足認本會委員就審議案件有偏頗之虞者，當事人得向本會申請該委員

迴避，並應舉其原因事實。 

前二項申請，由本會決議之。 

本會委員如有擔任兩級以上之教評會委員，對同一審議案，依迴避原則處理，並

只得於前一級教評會中投票，因故未出席前一級教評會者，方得於後一級教評會

投票。但該審議案如須該委員說明時，本會得請該委員說明之。  

第八條  各院應依據本辦法訂定院教評會設置辦法，經院務會議通過後，提報校教師評審

委員會核備後實施。 

第九條  非屬學院之系、所、室、中心、館等之院級教師評審委員會，應比照本辦法設置，

由教務長（兼召集人）召集開會。 

計算機與網路中心之院級教師評審委員會歸屬工學院。 

第十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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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國立成功大學各學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 

80.03.27 七十九學年度第三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4.11.15 八十四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1.12.25 九十一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3.06.16 九十二學年度第四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依據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組織規程第三十二條及相關法令規定，訂定

國立成功大學各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系（所）教評會）設置辦法。 

第二條  系、所教評會設委員六至十五人，由下列人員組成之： 
（一）當然委員：系主任（所長）（兼召集人）。 
（二）推選委員：由系、所會議自該系、所專任教授推選五至十四人為委員。已

同時擔任院、校級教評會委員者，不得再擔任之。 
如該系、所教師人數未達六位專任教授，得由系、所務會議自校內外選聘專長相

近之教授或該系、所副教授擔任委員，惟教授之人數不得少於三分之二。 
委員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 
委員推選辦法由各系、所自訂。 

第三條  系、所教評會以每學期開會一次為原則，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第四條  系、所教評會審議下列事項： 

（一）專任教師之聘任、聘期、升等、解聘、停聘、不續聘、資遣等事項。 

（二）兼任教師之聘任、聘期、解聘、停聘等事項。 

（三）名譽教授之聘任事項。 

（四）其他有關教師評審之重要事項，及有關規定需由系、所教評會審議之事項。 

第五條  教師之聘任、聘期、解聘、停聘、不續聘，由各系、所教評會依該系、所教師聘

任初審辦法審議通過後，提院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各系、所教師聘任初審辦法

另訂之。 

教師之升等，由各系、所教評會依該系、所教師升等初審辦法審查通過後，向院

教師評審委員會推薦。各系、所教師升等初審辦法另訂之。 

其他教師評審重要事宜，由各系、所教評會依該系、所發展需要及相關規定審查，

通過後依相關規定辦理。 

第六條  系、所教評會開會時非有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之出席不得開議，非經出席委

員三分之二（含）以上之同意不得決議（有應行迴避之情事者，不計入出席委員

人數）。並得視事實需要由召集人邀請其他有關人員列席報告或說明。 

系、所教評會由副教授擔任委員（含當然委員、召集人），對教授級之聘任、升等

審議案，應迴避不得參與表決，其他一般審議事項則不受限制。 

第七條  本會委員在審議案件時，如本人或其配偶、前配偶、四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

之姻親為當事人或有利害關係時應自行迴避。未自行迴避者，得經本會決議請該

委員迴避。 

本會委員就審議案件如認為有前項以外之特殊事由應迴避時，得向本會申請迴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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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具體事實足認本會委員就審議案件有偏頗之虞者，當事人得向本會申請該委員

迴避，並應舉其原因事實。 

前二項申請，由本會決議之。 

本會委員如有擔任兩級以上之教評會委員，對同一審議案，依迴避原則處理，並

只得於前一級教評會中投票，因故未出席前一級教評會者，方得於後一級教評會

投票。但該審議案如須該委員說明時，本會得請該委員說明之。  

第八條  各系、所應依據本要點訂定系、所教評會設置辦法，經系、所務會議通過報請院

長核轉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核備後實施。 

第九條  室、中心、非屬學系等教師評審委員會之設置比照本辦法辦理。 

第十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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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會計室報告 

 
本校（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九十四年度預算案編製情形如下： 
１．業務收入 49 億 724 萬元 

（1）教學收入  23億 4,010萬元 

A．學雜費收入 9億 4,760萬元 

B．建教合作收入   13億 5,000萬元 

C．推廣教育收入 4,250萬元 

（2）租金及權利金收入 84萬元 

權利金收入 84萬元 

（3）其他業務收入 25億 6,630萬元 

A．學校教學研究補助收入 20億 6,020萬元 

B．其他補助收入 4億 6,800萬元 

C．雜項業務收入（招生考試報名費收入） 3,810萬元 

２．業務外收入 1 億 9,231 萬元 

（1）財務收入 4,500萬元 

（2）其他業務外收入 1億 4,731萬元 

３．基金（國庫撥款增置固定資產及無形資產）       3 億 8,890 萬 4 千元 

以上收入 合          計 
 

54 億 8,845萬 4千元 

１．業務成本與費用 49 億 9,376萬 8千元 

（1）教學成本 36億 9,599萬 6 千元 

A．教學研究及訓輔成本 23億 739 萬 6千元 

B．建教合作成本 13億 4,990萬元 

C．推廣教育成本 3,870萬元 

（2）其他業務成本—學生公費及獎勵金 2億 1,076萬 1 千元 

（3）管理及總務費用 5億 8,291萬 1 千元 

（4）研究發展及訓練費用 4億 6,800萬元 

  （5）其他業務費用（招生考試試務費用） 3,610萬元 

２．業務外費用 8,932 萬元 

（1）財務費用 20萬元 

（2）其他業務外費用 8,912萬元 

３．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 6 億 2,944 萬 5 千元 

（1）土地 1億 5,189萬元 

A．價購歸仁校區北側台糖土地 1億 4,454萬 1 千元 

B．徵收力行校區北區東興段土地 143萬 4 千元 

C．徵收力行校區北區東興段土地 591萬 5 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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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土地改良物 900萬元 

校園人行道及下水道整修工程 900萬元 

（3）房屋及建築 1億 533 萬元 

A．整建館舍、景觀、停車場、高低壓設備、建築物公

共安全、無障礙及公共設施等工程 

3,200萬元 

B．空調風管保溫、空調箱、冷送風機等換新工程 733萬元 

C．室內游泳池工程 1,000萬元 

D．光一舍學生宿舍整修工程 5,600萬元 

（4）機械設備 2億 1,407萬 8 千元 

A．購置教學用儀器設備 2億 140 萬元 

B．購置全校污染防治設備及全校行政電腦化設備 200萬元 

C．碩士在職專班、推廣教育、雜項業務及其他業務外

所需各項設備 

897萬 8 千元 

D．教育部補助各項研究計畫學校配合款 170萬元 

（5）交通及運輸設備 621萬 2 千元 

A．購置教學用視訊設備 600萬元 

B．碩士在職專班、推廣教育及其他業務外所需各項設備 21萬 2千元 

（6）什項設備 1億 4,293萬 5 千元 

A．購置教學用圖書及什項設備 1億 2,954萬 3 千元 

B．全校性共同使用之教室視聽設備及遠距教學設備 100萬元 

C．一般行政設備、購置課桌椅設備及專項設備 450萬元 

D．碩士在職專班、推廣教育及其他業務外所需各項設備 766萬 4 千元 

E．教育部補助各項研究計畫學校配合款                                          22萬 8千元 

４．無形資產 2,830 萬 5 千元 

（1）購置教學研究資訊軟體 2,296萬 1千元 

（2）碩士在職專班、推廣教育、雜項業務及其他業務外所

需資訊軟體 

529萬 4 千元 

（3）教育部補助研究計畫學校配合款 5萬元 

以上支出 合          計 57 億 4,083萬 8千元 

 

93-1校務會議(93.10.20)紀錄-20-



附件七教務處報告

國立成功大學學則部份條文修訂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七條 

本校學生入學所繳證明文件，如有假

借、冒用、偽造、變造及入學考試舞

弊等情事，一經查明，即開除學籍，

不發給與修業有關之任何證明文件，

並由學校通知本人或法定代理人。如

在畢業後始發覺者，除依法追繳其畢

業證書外，並公告取消其畢業資格。 

第七條 

本校學生入學所繳證明文件，如有假

借、冒用、偽造、變造及入學考試舞

弊等情事，一經查明，即開除學籍，

不發給與修業有關之任何證明文件，

並專案報部備查；如在畢業後。始發

覺者除依法追繳其畢業證書外，公告

並報部取消其畢業資格。 

 

學生學籍作業由

各校自行製冊保

存，免報教育部  

 

第十一條 

學生請假無論因病因事均不得逾全學

期上課時間三分之一(參閱六、七

章)。學生於某一科目缺席時數(無論

因病、事)逾該科目全學期上課時數

三分之一，由教務處查明予以扣考該

科目之處分(參閱六、七章)。經專案

簽准者除外 

第十一條 

學生請假無論因病因事均不得逾全學

期上課時間三分之一(參閱六、七

章)。學生於某一科目缺席時數(無論

因病、事)逾該科目全學期上課時數

三分之一，由教務處查明予以扣考該

科目之處分(參閱六、七章) 

 

 

因應學生短期因

公出國請假需要

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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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條 學士班學生選讀輔系或雙

主修規定如下： 

一、本校學生得自第二學年開始至第

四學年上學期止，依其志趣，選

定設有輔系之其他學系為輔系或

修讀其他學系為雙主修。 

二、刪除 

三、本校各學系學生修讀輔系或雙主

修辦法另訂之，報教育部核備後

實施。 

 

第十五條 學士班學生選讀輔系或雙

主修規定如下： 

一、本校學生得自第二學年開始至第

四學年上學期止，依其志趣，選

定設有輔系之其他學系為輔系或

修讀其他學系為雙主修。 

二、選修輔系學生經核定，至少應修

習該輔系專業(門)科目至少二十

學分。修讀雙主修學生，除應修

滿主系應修畢業科目學分外並應

實際修滿另一主修學系所訂科目

四十學分以上(包括全部專業

(門)必修科目學分)。 

另一主修學系學分應在主系規定最低

畢業學分以外修讀之。 

三、本校各學系學生修讀輔系或雙主

修辦法另訂之。 

 

 

一、增列報部條

文。 

二、刪除第二款

條文。 

三、輔系或雙主

修辦法另訂

之。 

 

 

第十八條 

一、--------------。 

二、--------------。 

三、應予退學學生除本條文第一款第

(二)目外其入學資格經本校備查

者，得向本校申請發給修業證明

書，但對於開除學籍之學生由學

校通知本人或法定代理人，並不

得發給有關學業之證明書，亦不

得報考本校入學或轉學考試。 

 

第十八條 

一、--------------。 

二、--------------。 

三、應予退學學生除本條文第一款第

(二)目外其入學資格經教育部備

查者，得向本校申請發給修業證

明書，但對於開除學籍之學生除

應專案報請教育部備查，並不得

發給有關學業之證明書，亦不得

報考本校入學或轉學考試。 

 

 

 

 

學生學籍作業由

各校自行製冊保

存，免報教育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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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廿三條 

本校採學年學分制，學生修業期限，

除醫學系修業七年(包括實習一年)

外，其他各學系學士班均為四年。惟

其成績優異，在規定修業期限屆滿前

一學期或一學年修滿該學系學士班全

部科目與學分者，得專案呈請校長核

准提前畢業。其在規定修業期限內，

未修滿該學系應修學分者，得延長修

業期限一學期至二學年，如修讀雙主

修者，得再延長一學期或一學年。 

第廿三條 

本校採學年學分制，學生修業期限，

除學士後醫學系修業五年及醫學系修

業七年(均包括實習一年)外，其他各

學系學士班均為四年。惟其成績優

異，在規定修業期限屆滿前一學期或

一學年修滿該學系學士班全部科目與

學分者，得專案呈請校長核准提前畢

業。其在規定修業期限內，未修滿該

學系應修學分者，得延長修業期限一

學期至二年，如修讀雙主修者，得再

延長一學期或一學年。 

 

 

一、目前已無學

士後醫學

系，刪除該

文字。  

二、年度改為學

年度。 

第卅四條  

本學則經校務會議通過報請教育部備

查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第卅四條  

本學則經教務會議通過報請教育部備

查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依教育部來函規

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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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教務處報告 

國立成功大學進修學士班學則第六、十二、十九、廿四、卅二條修訂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六條 

進修學士班學生入學所繳證明文

件，如有假借、冒用、偽造、變造及

入學考試舞弊等情事，一經查明，即

開除學籍，不發給與修業有關之任何

證明文件，並由學校通知本人或法定

代理人。如在畢業後始發覺者除依法

追繳其畢業證書外，並公告取消其畢

業資格。  

第六條 

進修學士班學生入學所繳證明文

件，如有假借、冒用、偽造、變造及

入學考試舞弊等情事，一經查明，即

開除學籍，不發給與修業有關之任何

證明文件。並專案報部備查；如在畢

業後。始發覺者除依法追繳其畢業證

書外，公告並報部取消其畢業資格。 

  

  

學生學籍作業由

各校自行製冊保

存，免報教育部 

第十二條 

學生請假無論因病因事均不得逾全

學期上課時間三分之一（參閱六、七

章）。學生於某一科目缺席時數（無

論因病、事）逾該科目全學期上課時

數三分之一時，由夜間教務組查明予

以扣考該科目之處分（參閱六、七

章）。經專案簽准者除外。 

  

第十二條 

學生請假無論因病因事均不得逾全

學期上課時間三分之一（參閱六、七

章）。學生於某一科目缺席時數（無

論因病、事）逾該科目全學期上課時

數三分之一時，由夜間教務組查明予

以扣考該科目之處分（參閱六、七

章）。 

  

因應學生短期因

出國請假需要作

文字修正 

第十六條 

學士班學生選讀輔系或雙主修規定

如下： 

一、進修學士班學生得自第二學年開

始至第五學年上學期止，依其志

趣，選定設有輔系之其他學系為

輔系或修讀其他學系為雙主修。 

二、刪除 

三、進修學士班各學系學生修讀輔系

或雙主修辦法另訂之，並報教育

部核備。 

  

  

第十六條 

學士班學生選讀輔系或雙主修規定

如下： 

一、進修學士班學生得自第二學年開

始至第五學年上學期止，依其志

趣，選定設有輔系之其他學系為

輔系或修讀其他學系為雙主修。 

二、選修輔系學生經核定，至少應修

習該輔系專業（門）科目至少二

十學分。修讀雙主修學生，除應

修滿主系應修畢業科目學分外

並應實際修滿另一主修學系所

訂科目四十學分以上（包括全部

  

一、增列報部條

文。 

二、刪除第二款

條文 

三、輔系或雙主

修辦法另訂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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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門）必修科目學分）。另

一主修學系學分應在主系規定

最低畢業學分以外修讀之。 

三、各學系進修學士班學生修讀輔系

或雙主修辦法另訂之，並報教育

部核備。  

第十九條 

一、……………… 

二、……………… 

三、應予退學學生除本條文第一款第

（二）目外其入學資格經本校備

查者，得向本校申請發給修業證

明書，但對於開除學籍之學生由

學校通知本人或法定代理人並

不得發給有關學業之證明書，亦

不得報考本校入學或轉學考試。 

第十九條 

一、……………… 

二、……………… 

三、應予退學學生除本條文第一款第

︵二︶目外其入學資格經教育

部備查者，得向本校申請發給修

業證明書，但對於開除學籍之學

生並不得發給有關學業之證明

書，亦不得報考本校入學或轉學

考試。 

  

 

 

學生學籍作業由

各校自行製冊保

存，免報教育

部。 

第廿四條 

進修學士班修業期限以五年為原

則。惟其成績優異，在規定修業期限

屆滿前一學期或一學年修滿該學系

學士班全部科目與學分者，得專案呈

請校長核准提前畢業；如不符合提前

畢業者，仍應辦理註冊。其應修之學

分數由各學系參照大學法施行細則

之規定另定之。其在規定修業期限內

未修滿該學系應修學分者，得延長其

修業期限一學期至二學年，如修讀雙

主修者，得再延長一學期至一學年。 

第廿四條 

進修學士班修業期限以五年為原

則。惟其成績優異，在規定修業期限

屆滿前一學期或一學年修滿該學系

學士班全部科目與學分者，得專案呈

請校長核准提前畢業；如不符合提前

畢業者，仍應辦理註冊。其應修之學

分數由各學系參照大學法施行細則

之規定另定之。其在規定修業期限內

未修滿該學系應修學分者，得延長其

修業期限一學期至二年，如修讀雙主

修者，得再延長一學期至一學年。 

  

年度改為學年度 

第三十二條 

本學則經校務會議通過報請教育部

備查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第三十二條 

本學則經教務會議通過報請教育部

備查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依教育部來函規

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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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 案一 
 

 

擬 修 訂 條 文 原 條 文 說明 

第四十六條  

二 

學

生

事

務

處 

置學生事務長一

人，掌理學生事務

事項，並置祕書一

人。下設生活輔

導、課外活動指

導、學生輔導、衛

生保健、僑生及外

籍學生輔導、生涯

發展與就業輔導

六組，各組置組長

一人。衛生保 健

組另置醫事人員

若干人。另設軍訓

室，置主任一人，

教官及護理教師

若干人，負責軍訓

與護理課 程之規

劃與教學， 並支

援校園暨學生安

全之維護、學生災

難救助之處理及

生活相關事宜。  
 

第四十六條   

二 

學

生

事

務

處 

置學生事務長一

人，掌理學生事務事

項，並置祕書一人。

下設生活輔導、課外

活動指導、學生輔

導、衛生保健、僑生

及外籍學生輔導、畢

業生就業輔導六

組，各組置組長一

人。衛生保 健組另

置醫事人員若干

人。另設軍訓室，置

主任一人，教官及護

理教師若干人，負責

軍訓與護理課 程之

規劃與教學， 並支

援校園暨學生安全

之維護、學生災難救

助之處理及生活相

關事宜。   
 

將畢業生就業輔導

組更名為「生涯發展

與就業輔導組」，以

符合組織未來發展

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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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 案五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ON 
ACADEMIC AND RESEARCH COOPERATION 

BETWEEN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AND 

UNIVERSITY OF INDONESIA, REPUBLIC OF INDONESIA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NCKU, and University of Indonesia, Republic of Indonesia, hereafter referred 
to as UI. 
 
Considering their common interest in promoting the mutual cooperation in the area of education 
and research, both parties, therefore, wish to expand the basis for friendship and co-operative 
educational exchange and have set forth the following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HAVE AGREED AS FOLLOWS: 
 

ARTICLE I 
PURPOSE 

 
The purpose of this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is to develop academic and educational 
co-operation on the basis of equality and reciprocity and to promote relations and mutual 
understanding between both universities. 

 
ARTICLE II 

SCOPE OF ACTIVITIES 
 

Both universities undertake to promote and develop academic co-operation in the 
following ways: 
1. Arranging and assisting the exchange of faculty members through such avenues 

as sabbatical leaves. 
2. Developing and participating in joint research endeavors proposed by either 

university. Such joint research programs and activities would be developed and 
promoted via short-term visits for faculty members, and in some insta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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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duate and undergraduate students, thereby enhancing the faculty and student 
capabilities of both universities. 

3. Developing and promoting the exchanges and visits of students, thereby not 
only strengthening their academic capacity, but also their cultural understanding. 

4. Seeking means of promoting cooperative research activities between the 
faculties in areas that are of mutual interest. 

5. Organizing and co-sponsoring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of global recognition. 
6. Holding short courses, seminars, symposia, or workshops on areas of interest to 

both universities and/or countries. 
7. Exchanging teaching and research materials between the two universities. 
 

ARTICLE III 
AGREEMENT OF IMPLEMENTATION 

 
A detailed description of the scope of activities shall be defined in an Agreement of 
Implementation, which constitutes an integral part of this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An Agreement of Implementation will include such items as: 

1. Elaboration of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each institution for the agreed upon 
activity. 

2. Schedules for the specific activity. 
3. Budgets and sources of financing for each activity. 
4. Any other items deemed necessary for the efficient management of the activity. 

 
ARTICLE IV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PUBLICATION 
 
1. NCKU and UI will share all data and research findings, patent rights, copyrights, 

and other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to any discoveries, inventions and products 
resulting from this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2. Both parties must give written approval for the utiliz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the 
data and research findings. 

3. Detailed management of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Publication shall 
be defined in the Agreement of Implementation of each activity. 

 
ARTICLE V 

SETTELEMENT OF DIF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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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ffering viewpoints and interpretations of this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shall be 
settled amicably by mutual consultation or negotiation. 
 

ARTICLE VI 
AMENDMENTS, DURATION AND TERMINATION 

 
1. Amendments to this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can only be written by mutual consent 

of the two parties. 
2. This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shall be in effect from the date of its signing and be 

valid for the duration of five years from that date, and will be automatically renewed on an 
annual basis thereafter, unless termination or replaced with a new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3. Either party may terminate this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by written notice at least 6 
(six) months in advance.  In case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ceases to be in effect 
of account of termination thereof, the provisions of the Plan of Operation shall be continued 
to apply to the extent necessary to secure the implementation of existing activities as agreed 
upon in the Agreement of Implementation. 

 
This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is written in English in 2 (two) copies, both 
are authentic. As witness to their consent to this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the appropriate authorities hereunto provide their signatures. 
 
For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For University of Indonesia,   
 
 
 
  
Chiang Kao              Usman Chatib Warsa     
 
President             Rector 
 
Date:              Date: 
 
Place:               P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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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一 案五 
Agreement of Academic Cooperation 

 
between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and 

 
Johannes Kepler University Linz 

 
Both,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Taiwan, R. O. C. and Johannes Kepler 

University Linz, Austria, believe that quality education, knowledge expansion, and 
research application should extend beyond regional boundaries.  The two 
universities also recognize that by providing each other with their excellent 
academic climates and research experiences, they both can advance in intellectual, 
cultural, economic, and technical capabilities.  In order to achieve this common 
goal, the two universities agree to encourage academic cooperation as stipulated 
below: 
 

1. Arranging and assisting the exchange of faculty members through such 
avenues as sabbatical leaves. 

 
2. Developing and participating in joint research endeavors proposed by either 

university.  Such joint research programs and activities would be developed 
and promoted via short-term visits for faculty members, and in some 
instances, graduate and undergraduate students, thereby enhancing the 
faculty and student capabilities of both universities. 

 
3. Developing and promoting the exchanges and visits of students, thereby not 

only strengthening their academic capacity, but also their cultural 
understanding. 

 
4. Seeking means of promoting cooperative research activities between the 

faculties in areas that are of mutual interest. 
 
5. Organizing and co-sponsoring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of global 

recogn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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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Holding short courses, seminars, symposia, or workshops on areas of interest 
to both universities and/or countries. 

 
7. Exchanging teaching and research materials between the two universities. 

Details of the collaboration will be specified through separate negotiations. 
 

Both universities agree that all expenses, including research materials, travel, per 
diem honoraria and all other costs shall be negotiated in advance, according to 
existing rules and regulations of both universities. 
 
Both institutions will nominate within 6 weeks after conclusion of this agreement 
an academic person, who will be responsible for organizing all necessary 
partnership activities. 
 

The cooperation is agreed upon the recognition that the faculties and students 
of either university will benefit by means of taking part in the interaction and 
activities arranged according to this Agreement. 

 
This Agreement is to be effective for five years after approval by appropriate 

authorities of both universities.  Either university may terminate this agreement 
with a written notice to the other university, at least six months in advance of the 
desired date of termination. Pending exchanges must not be effected. 

 
This Agreement has been drafted in two copies, both in English.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rof. Dr. Chiang Kao      Prof. Dr. Rudolf Ardelt 

President                              Rector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Johannes Kepler University Linz  

Taiwan, R.O.C.       AUSTRIA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rof. Dr. Jow-Lay Huang    Prof. Dr. DDr. h.c. Friedrich Schneider 

Dean fo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Vice-Rector for Foreign Affairs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Johannes Kepler University Linz  

Taiwan, R.O.C.       AUSTRIA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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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二 案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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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三 案六 
組織規程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訂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七條  本大學設置下列單位暨人

員： 

 

一、教務處：置教務長一人，掌理教

務事項，並置秘書一人。下設註

冊、教學資訊、出版、學術服務、

夜間教務五組，各組置組長一

人。另設體育室（層級相當系

所），置主任一人，下設二組，

各組置組長一人，並置教師及運

動教練若干人，負責體育教學與

體育活動事項。 

 

 

第八條  本大學因教學、研究、推廣

之需，設下列單位暨人員： 

 

二、研究總中心：置主任一人，掌理

本大學各研究中心業務之規

劃、推動與整合，並得置秘書一

人。下設行政、企劃、業務三組，

各組置組長一人，研究人員若干

人。 

 

 

 

第十一條  教務處、研究發展處、研

究總中心及各學院因教

學、研究、推廣之需，設

下列附屬單位： 

一、教務處：通識教育中心、推廣教

育中心、師資培育中心

（以上三單位層級相當

系所）  

 

二、研究發展處：設儀器設備中心，

置主任一人，負責學校共用貴重

儀器設備之管理、運作、支援研

究、技術諮詢、訓練與維修事

項。 

 

三、研究總中心：設航空太空科技研

第七條  本大學設置下列單位暨人

員： 

 

一、教務處：置教務長一人，掌理教

務事項，並置秘書一人。下設註

冊、教學資訊、出版、學術服務、

夜間教務五組，各組置組長一

人。另設體育室（層級相當系

所），置主任一人，下設二組，

各組置組長一人，並置教師及運

動教練若干人，負責體育教學與

體育活動事項。 

 

 

第八條  本大學因教學、研究、推廣

之需，設下列單位暨人員： 

 

二、研究總中心：置主任一人，掌理

本大學各研究中心業務之規

劃、推動與整合；下設行政、企

劃、業務三組，各組置組長一

人，研究人員若干人。 

 

 

 

 

第十一條  教務處、研發處、研究總

中心及各學院因教學、研

究、推廣之需，設下列附

屬單位： 

一、教務處：通識教育中心、推廣教

育中心、師資培育中心

（以上三單位層級相

當系所）  

 

二、研究發展處：儀器設備中心  

 

 

 

 

 

三、研究總中心：航空太空科技研究

依教育部九十三

年四月一日台高

（二）字第

0930039471 號函

辦理。 
 
 

 
 
 
 
 
 
 
 
 
 
 
 
 
 
 
 
 
 
 
 
 
 
 
 
 
 
一、依教育部九十

三年四月一日

台高（二）字

第0930039471

號函辦理。 

二、研究發展處及

研究總中心之

設置辦法需配

合修正，並報

請教育部核

定。 

三、本條項下之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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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究中心，置主任一人，負責綜理

與規劃航太科技研發與產學合

作事項。 

四、文學院：設語言中心，置主任一

人，負責中心政策釐訂事項。 

五、工學院：設機械、化工實習工廠 

    ，各工廠置主任一人，負責提供

實作訓練及技術諮詢事項。 

六、電機資訊學院：設電機實習工

廠，置主任一人，負責提供實作

訓練及技術諮詢事項。 

七、醫學院：設視聽媒體製作中心，

置主任一人，負責督導中心各項

業務事項。動物中心，置主任一

人，負責中心之管理及營運事

項。另設附設醫院。 

 

本條文所列單位得視業務需要置職

員及稀少性科技人員等若干人。 

 

 

 

本條文所列醫學院之附設醫院組織

規程或設置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

後，報請教育部核定。 

 

 

 

 

第三十條 

本大學校長須具備教授資格，副校

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學院院長、

附設醫院院長、學系主任、研究所所

長、科主任、體育室主任、通識教育

中心主任、推廣教育中心主任、師資

培育中心主任由校長聘請教授兼任。 

總務長、主任秘書、圖書館館長由校

長聘請副教授（含）以上教師兼任或

由職員擔任之。 

研發長由校長聘請副教授（含）以上

教師兼任。 

研究總中心主任、計算機與網路中心

主任、校友聯絡中心主任、生物科技

中心主任、藝術中心主任、微奈米科

技研究中心主任、語言中心主任、亞

太研究中心主任、師資培育中心主

中心 

 

 

四、文學院：語言中心 

 

五、工學院：實習工廠 

 

 

六、電機資訊學院：實習工廠 

 

 

七、醫學院：附設醫院、視聽媒體製

作中心、動物中心 

 

 

 

 

 

 

 

 

 

本條文所列附屬單位之組織規程或

設置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報請

教育部核定。 

 

 

 

 

第三十條 

本大學校長須具備教授資格，副校

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學院院長、

附設醫院院長、學系主任、研究所所

長、科主任、體育室主任、通識教育

中心主任、推廣教育中心主任由校長

聘請教授兼任。 

總務長、主任秘書、圖書館館長由校

長聘請副教授（含）以上教師兼任或

由職員擔任之。 

研發長由校長聘請副教授（含）以上

教師兼任。 
研究總中心主任、計算機與網路中心

主任、校友聯絡中心主任、生物科技

中心主任、藝術中心主任、微奈米科

技研究中心主任、語言中心主任、亞

太研究中心主任、師資培育中心主

屬單位除附設

醫院組織規程

仍需報部核定

外，其餘單位

之設置辦法均

毋需報部。 

 

 

 

 

 

 

 

 

 

 

 

 
 
 
 
 
 
 
 
 
 
 
 
 
依據師資培育中

心設置要點第四

條，中心主任需具

教授資格，故改列

為第卅條第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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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條文 原條文 說明 

任、新聞中心主任、儀器設備中心主

任、航空太空科技研究中心主任、實

習工廠主任、視聽媒體製作中心主

任、動物中心主任由校長聘請副教授

（含）以上教師或職級相當人員兼

任，或由職員擔任之。 
………………………………… 
 

 

第四十九條 

中華民國八十六年三月二十一日前

已取得講師證書及八十年三月廿七

日前已取得、助教證書之現職人員，

如繼續任教而未中斷，得逕依原升等

辦法送審。 

任、新聞中心主任、儀器設備中心主

任、航空太空科技研究中心主任、實

習工廠主任、視聽媒體製作中心主

任、動物中心主任由校長聘請副教授

（含）以上教師或職級相當人員兼

任，或由職員擔任之。 
………………………………… 
 

 

第四十九條 

中華民國八十六年三月二十一日前

已取得講師證書及八十年三月廿七

日前已取得助教證書之現職人員，如

繼續任教而未中斷，得逕依原升等辦

法送審。 

 
 

 
 

 

 

 

 

 

 

 

依教育部九十三

年四月一日台高

（二）字第

0930039471號函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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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四 案七 
 

研究發展處設置辦法 

八十三學年度第七次校務會議討論通過 
84.12.5 教育部台(84)高 060063 號函 

除研發長一職稱外，其餘條文同意備查 
九十三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為規劃、推動及整合本校學術研究與發展，加強建教合作功能，及拓展學術

合作，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八條規定設置研究發展處，以下簡稱本處。                         

 

第二條   本處置研發長一人，綜理本校學術研究發展事項。研發長由校長聘請副教授

(含)以上教師兼任，任期依本校組織規程第三十條規定辦理。 

 

第三條   本處置秘書一人。下設三組，各組置組長一人，研究人員及職員若干人，由

本校總員額內調充。 

一、企劃組：彙整及規劃校務發展計畫及跨院系所整合性研究發展事項。 

二、建教合作組：規劃及掌理本校建教合作業務。 

三、學術合作組：規劃及掌理國內外學術交流合作事項。 

 

第四條   本處各組組長由研發長商請校長聘請助理教授（含）以上教師或職級相當人

員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任期依本校組織規程第三十條規定辦理。 

 

第五條   本處另設儀器設備中心，以整合及規劃共用儀器設備之使用、維修及製作，

並接受委託檢測、培訓及相關技術服務與研究等。其設置辦法經研究發展會

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第六條   儀器設備中心置主任一人，由研發長商請校長聘請副教授（含）以上教師或

職級相當人員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任期依本校組織規程第三十條規定辦

理。 

 

第七條   本處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研究發展會議。 

 

第八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並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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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五 案八 
國立成功大學研究總中心設置辦法         

   93.10.20 九十三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本校為因應教學研究發展需要，促進校內資源之有效整合，推廣校內

研發成果，並加強本校於產業界之合作關係，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八

條，設置「國立成功大學研究總中心」(以下簡稱總中心)。 

第二條  總中心之主要任務如下﹕ 

      一、規劃及整合各研究中心。 

      二、推動所屬各研究中心之研究業務及行政企業經營。 

      三、強化本校各研究中心與教學之配合。 

      四、整合不同領域之中心進行跨學門之合作研究。 

      五、推動本校各院系所與國內外相關機構之合作。 

      六、統合本校資源，從事社會服務。 

      七、其他與產、官、學、研相關業務之推展。 

第三條  總中心置主任一人，綜理總中心業務。主任由校長聘請本校專任副教

授以上教師或職級相當人員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 

第四條  總中心得置秘書一人。另設行政、企劃及業務三組。各組置組長一人，

組長由總中心主任簽請校長聘請助理教授以上教師或職級相當人員

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各組得置研究人員、職員各若干人。由本校

總員額內調充。 

第五條  總中心設評議委員會，其設置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第六條  總中心設航空太空科技研究中心，以從事航太科技研發與推動產學合

作方案，中心置主任一人，由校長聘請本校專任副教授以上教師或職

級相當人員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總中心另得依需要設置各類研究

中心。所屬中心之設置辦法經評議委員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第七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並報教育部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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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六 案十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組織規程 

教育部 76.08.28台(76)高字第三九七七○號核定 

教育部 78.05.06台(78)高字第二○五三五號函核定修正 
教育部 81.05.09台(81)高字第二四四○七號函核定修正 
教育部 82.11.30台(82)高字第○六六九二七號函核定修正 

教育部 87.03.21台(87)高(三)字第八七○二七二一一號函核
定暨考試院 87.06.26八七考銓法三字第一六三○八二
二號函核備 

教育部 87.12.03台(87)高(二)字第八七一三八一七四號函核
定修正第四條條文暨考試院 88.03.15八八考台銓法三
字第一七四二九三六號函核備 

教育部 88.08.24台(88)高(二)字第八八一○二七○八號函核
定修正第四條暨考試院 88.10.08八八考台銓法三字第
一八一六二九八號函核備 

教育部 91.07.30台(91)高(二)字第九一○九六三四七號函核定修
正第四、五、六、七、八、八之一、十一、十二條條文 

考試院 92..06..08 考授銓法三字第○九二二二五二六九五號函

修正核備 

 

第  一  條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以下簡稱本院）依照國立

成功大學組織規程第十一條第一項第六款規定組織之。  

第  二  條 本院之任務如左：  

   一、提供臨床教學與實習。  

   二、促進醫學之研究發展。  

   三、提供完善之診療服務。  

   四、協助地區醫療單位之發展。  

   五、辦理各類醫療人員繼續教育。  

第  三  條 本院置院長一人，須具有教授及醫師資格者，秉承校長及

醫學院院長之命綜理院務。另置副院長三至四人，襄理院

務，均由院長向醫學院院長推薦具有資格者，報請校長聘

兼或任用之。院長遴選辦法另訂之。  

第  四  條 本院因醫療、教學及研究之需要設下列各部及中心，部及

中心下得設科、室：  

一、內科部：一般內科、胸腔內科、胃腸肝膽科、心臟血管科、

內分泌新陳代謝科、感染病科、血液腫瘤科、過敏免疫風

濕科、腎臟科、老年科、透析室、呼吸治療室、心肺室、

內視鏡室。   

二、外科部：一般外科、胸腔外科、心臟血管外科、小兒外科、

整形外科、神經外科、直腸外科、移植外科、外科實驗室。 

三、泌尿部：小兒泌尿科、男性生殖科、泌尿腫瘤科、神經泌

尿科、一般泌尿科、體外震波碎石暨攝護腺高溫治療室。  

四、耳鼻喉部：耳科、鼻科、喉科、頭頸腫瘤科、小兒耳鼻喉

科、聽力語言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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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皮膚部：皮膚外科、皮膚病理科、皮膚感染免疫科、皮膚

光療科、皮膚黴菌室。  

六、精神部：一般精神科、兒童青少年精神科、老人精神科、

心身醫學科、精神生理功能檢查室。  

七、神經部：癲癇科、臨床神經生理科、腦血管疾患科、行為

神經科、動作障礙科、腦波室、肌電圖室。  

八、麻醉部：臨床麻醉科、基礎麻醉科、疼痛科、重症醫學科、恢復

室。 

九、家庭醫學部：家庭醫業科、社區醫學科、預防保健科、行

為科學科。  

十、骨科部：一般骨科、運動醫學骨科、脊椎骨科、小兒骨科、

骨科實驗室。  

  十一、眼科部：眼角膜科、視網膜科、眼腫瘤整型科、青光眼科。 

  十二、復健部：一般復健科、骨關節疾病復健科、神經復健科。  

十三、婦產部：婦女腫瘤科、母體胎兒醫學科、生殖內分泌科、

優生保健科、一般婦產科、試管嬰兒室。  

十四、小兒部：一般小兒科、新生兒科、小兒神經科、小兒感染

科、小兒免疫科、小兒遺傳科、小兒內分泌科、小兒血液

腫瘤科、小兒心臟科、小兒腸胃科、小兒腎臟科、小兒胸

腔科、小兒生理檢查室。  

十五、牙醫部：口腔診斷及一般牙科、齒顎矯正牙科、兒童牙科、

補綴及咬合牙科、牙周病科、牙髓病科、口腔顎面外科、

牙體復形科、齒模技工室。  

十六、病理部：解剖病理科、臨床病理科、外科病理科、分子病

理科。  

  十七、急診部：急診內科、急診外科、災難醫學科、毒物科。  

  十八、門診部。  

十九、放線診斷部：一般放射線科、神經放射線科、泌尿系放射

線科、小兒放射線科、消化系放射線科、超音波室。  

  二十、核子醫學部：影像診斷科、放射性免疫分析科。  

二十一、放射線腫瘤部：臨床放射治療科、醫學物理科、放射生物

科。  

  二十二、臨床醫學研究部。  

  二十三、加護醫療部。  

二十四、腫瘤中心：腫瘤流行病學科、腫瘤外科、腫瘤內科、腫瘤

研究室、腫瘤放射科、安寧照護科。  

  二十五、遺傳中心：遺傳診斷室、遺傳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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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職業及環境醫學部  

各部置部主任、中心置中心主任一人，秉承院長之命綜理各部及

中心業務，由院長商同醫學院院長提請校長遴聘醫學院副教授以

上教師兼任。  

各科置科主任一人，秉承院長及主管部部主任及中心主任之命綜

理各科業務，經各部部主任及中心主任推薦由院長商同醫學院院

長提請校長遴聘醫學院副教授或臨床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各部

及中心所轄之室由相關科科主任兼管。  

本院為加強社區醫療教學及協助醫療資源缺乏地區民眾方便就

醫，得於院外另設立醫療服務場所，並由院長商同醫學院院長指

派資深醫師負責。  

第  五  條 本院因業務之需要設下列各中心及部：  

一、品質管理中心。  

二、教學中心。  

三、護理部。  

四、藥劑部。  

五、營養部。  

六、社工部。  

各部置部主任、中心置中心主任一人，秉承院長之命綜理各部及中心

業務，由院長商同醫學院院長提請校長聘兼或任用之。各部及中心因

業務需要得置部副主任及中心副主任一至二人，由院長商同醫學院院

長提請校長聘兼或任用之。 

第  六  條 本院設下列各室，辦理相關業務：  

一、秘書室。  

二、企劃室。  

三、公共事務室。  

四、醫療事務室。  

五、資材供應室。  

六、總務室。  

七、工務室。  

八、資訊室。  

九、教材室。  

十、勞工安全衛生室。  

十一、醫學工程室。  

各室置室主任一人，秉承院長之命綜理各室業務，由院長商同醫

學院院長提請校長聘兼或任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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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七  條 本院業務繁瑣之部、中心、科、室必要時得分組辦理，各

組得各置組長一人，由院長商同醫學院院長提請校長聘兼

或任用之。  

第  八  條 本院置秘書、技正、專員、社會工作員、技士、組員、技

佐、管理員、書記若干人。  

本院置醫師、牙醫師、護理督導長、護理長、護理師、藥

師、醫事檢驗師、醫事放射師、營養師、物理治療師、職

能治療師、臨床心理師、呼吸治療師、藥劑生、醫事檢驗

生、物理治療生、護士若干人；其中護理督導長、護理長，

必要時得依醫事人員人事條例規定，由相當級別之相關醫

事人員兼任。  

本院得置研究員、副研究員、助理研究員、研究助理、稀

少性科技人員，由院長報請醫學院院長、校長聘兼或派用

之。  

第八條之一 本院員額編制表另訂，並報請教育部核定後，應函送考

試院核備。  

第  九  條 本院設人事室，置主任一人，分組依法律規定辦理人事管

理業務，並置組長、專員及組員若干人。  

第  十  條 本院設會計室，置會計主任一人，分組依法律規定辦理歲

計、會計及統計事務，並置組長、專員及組員若干人。  

第十一條 本院院務會議由院長、副院長、中心主任、部室主任、住

院醫師代表所組成，由院長召集，並請醫學院院長列席。  
第十二條  本院醫務會議由院長、副院長及各臨床科部及中心、品質管理中

心、護理部、藥劑部、醫療事務室、秘書室、企劃室、人事室主

任所組成，由院長召集之，開會時並請醫學院院長列席，因業務

需要，並得請相關單位主管列席參加。 

第十三條 本院得依實際需要設立各種委員會，推動各項專業事務，

提高醫療品質，其細則另定之。  

第十三條之一   本院因業務需要得分設院區或設分院；分院之組織規

程另訂之。  

第十四條 本院員工服務規則另定之。  

第十五條 本院分層負責辦事明細表另定之。  

第十六條 本規程經校務會議通過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本規程修正條文自民國九十四年一月一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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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七 案十一 
     

國立成功大學教師升

等辦法 

77.11.16 七十七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

議修正通過 80.03.27 七十九學年度第

三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1.10.07 八十

一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4.11.15 八十四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

議修正通過 86.06.11 八十五學年度第

五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7.01.14 八十六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

議修正通過 

87.10.21 八十七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

議修正通過 88.03.17 八十七學年度第

二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8.06.09 八十

七學年度第四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0.06.06 八十九學年度第三次校務會

議修正通過 

91.03.20 九 十 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

議修正通過 

92.06.11 九十一學年度第五次校務會

議修訂通過 

93.10.20 九十三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

議修訂通過 

 

 

一、本校為鼓勵教師認真教學與從事學術研究，特參照本校組織規程第三十五

條暨相關法令訂定教師升等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凡本校教師升等之

申請、推薦與審查，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悉依本辦法辦理。 

二、本校教師申請升等，應具備左列各款條件： 

１申請升助理教授者須有任講師滿三年（含）以上，申請升副教授者須有

任助理教授滿三年（含）以上，申請升教授者須有任副教授滿三年（含）

以上之服務年資；具有本校教師聘任辦法中較高職級教師之條件者，其

服務年資得不受本項規定之限制。如在專業研究上有特殊傑出表現，在

不違反教育部相關規定情形下，以個案經三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出席委員

四分之三（含）以上通過者，得受理其升等之申請。 
２品德操守均佳且擔任現職期間，其教學、研究與服務等成績優良。 

３申請升助理教授者應有相當於博士論文水準之著作並有獨立研究之能

力；申請升副教授者應在學術領域內有專門著作並有具體之貢獻者；申

請升教授者應在學術領域內具有獨創性之著作並有重要具體之貢獻者。 

４中華民國八十六年三月廿一日前已取得講師、助教證書之現職人員，如

繼續任職而未中斷，得逕依原升等辦法送審。 

三、擬升等教師所提著作應符合左列規定： 

１在國內外知名學術性刊物發表或已為接受且出具證明將定期發表，或經

出版公開發行之學術性著作。自選一篇於申請升等前三年內出版者為代

表作，其具有連貫性者得合併為一代表作。 

自選至多五篇（代表作除外）於擔任現職或五年內出版者列為參考作。 

２已發表或出版之學術性著作列表附送。 

３代表作如係二人以上合著者，申請升等教師應附送其對該著作之貢獻說

明書。 

四、服務年資之計算，應以教育部所頒現職證書內記載之起資年月推算至該年

之七月底；無現職證書者不得申請升等，凡在國內外進修時段未在本校授

課之年資不予採計。對服務年資有疑義時由人事室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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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師升等之審查程序，初審由各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辦理，複審由各

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辦理。複審通過後始得向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推薦。 

六、擬升等教師所提著作送請校外專家三人審查，其審查結果作為教師評審委

員會辦理審查升等時評定研究成績之參考。「教師著作審查意見表」格式

另訂之。 

七、初審辦法由各系（所）制定，經院長提經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核備後施行；

複審辦法由各院制定，並提報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核備後施行，修正時亦

同。初審與複審均應就申請人之品德操守及自取得現職職位後之教學、研

究、服務等之實際情形審慎考評，其所佔比率以教學（40％）、研究（40

％）、服務（20％）為原則。 

八、各系（所）每年可推薦升等之各級教師人數之上限為該系（所）各級專任

教師人數（升等以前）之五分之一（小數遞進為整數）或已達升等年資之

各級專任教師人數之三分之一（小數遞進為整數）為原則，助理教授、講

師（八十五年八月一日以後新聘者）不在此限，對各級專任教師人數有疑

義時由人事室解釋。 

九、教師升等經各院複審通過後，由系（所）主任及院長詳簽「教師升等系(所)

教評會考評表」連同「升等著作審查意見表」與升等著作以及初複審有關

資料等向教務處提出。教務處彙整後提校教師評審委員會，經討論通過

後，補發新職級聘書及薪資（年資起算日期依教育部核定日期辦理），並

依規定檢件由人事室報請教育部備查及核發教師證書。 

十、教師升等各程序預定時間如左： 

１院不辦理外審預訂時間表： 

各院應依作業

所需時間自行

訂定各系所向

院提出之時

限。 

八月底以前 
十一月十五

日以前 

十一月底以

前 

十二月十五

日以前 

各系所應依據

各院之規定自

行訂定初審時

間 

 各院向教務

處提出 

 著作外審資

料 

校完成著作

外審 

１⋅各院完成

複審 

２⋅向教務處

提出 

校教師評審

委員會審議 

２院辦理外審預訂時間表： 

七月底以前（若有必

要各單位可自行規

定) 

九月底以前 十二月十五日以前 

申請人向系所提出 
院完成複審並向教務處

提出 
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十一、非屬學院之系（所）、室、中心、館之教師升等，其初審與複審比照系

（所）院辦理；電子計算機中心之教師升等，其初審比照系（所）辦理，

複審由工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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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申請人對初審結果有疑義時，得向院教師評審委員會提出書面申復；申

請人對複審結果有疑義時，得向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提出書面申復，其辦

法另定之。 

十三、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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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九十三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議紀錄 

時間：九十三年十二月八日（星期三）上午九時 

地點：成功校區格致廳 

出席：如附件一p.55。 

主席：高校長 強                                 記錄：侯雲卿 

壹、報告事項： 

一、 報告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附件二P56） 

二、主席報告： 

(一)上次校務會議召開時，雖逢立法院審查本校預算，仍以主持校務會

議及頒發翁政義榮譽教授證書為要，委由宋副校長赴院備詢。後以

教育委員會主席藍美津委員堅持要求校長務必親自出席，因此臨時

離席匆匆赴院備詢，幸立法院委員對本校預算無特別意見。 

(二)最近學校積極與外界接觸，去年本校辦理「東南亞大學校長論壇」

相當成功，並議決建議成立永久常設單位。教育部也認為可行，並

委託本校負責規劃「東南亞大學校長論壇」常設組織之設立，籌備

委員會議已於 11 月 8 日召開，並邀請到八個東南亞各國代表學校

校長參加，會中決議論壇名稱定為「東南亞及台灣大學校長論壇

（ Presidents’ Forum of  the Southeast Asia and Taiwan 

Universities）」，常設機構設於成大，成大校長為永久主席，會員為

東南亞最好學校的校長，目前有東南亞十國加上臺灣共有十一個代

表成立 steering committee。預定明年底將召開大會，論壇從此正式

運作。 

(三)上月 22、23 日舉辦「兩岸大學校長論壇」研議研究型大學如何由

亞洲一流邁向世界一流。共有 10位來自大陸 20個最好學校的校長

與會。大家希望能每年舉辦這樣的論壇，原則決定台灣、大陸、香

港三地輪流辦理。由上述兩次會議顯示東南亞及大陸對本校有相當

的期許。 

(四)教育部「五年五佰億」的計畫，主要目的在改善國內大學的體質，

希望未來十年內台灣能有學校擠進全世界前一百名。一個大學要被

世界來認同，其基本指標至少應包括國際學生人數、研究成果發表

於國際知名期刊、國際獎項等。各國對研究成果應用於產業界相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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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因此專利、技轉、育成也是重要指標，本校在這三方面都相

當重視，應繼續努力。教育部將國際化列為發展重要政策，目前各

單位都努力在規劃並編寫計畫書，希望本校在「五年五百億」計畫

的申請能獲得教育部的肯定。 

  三、各一級單位及各委員會報告：（書面資料開會時已分送請參閱） 

貳、討論事項： 

第一案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擬修訂「國立成功大學教師校外兼課、兼職處理要點」

如後附條文修正對照表，請   討論。 

說明： 

一、本案業經本校九十三年九月十五日第五八四次主管會報討論通

過。 

二、依據教育部九十三年五月五日台人（一）字第○九三○

○五六四六四號令訂定「公立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兼職處

理原則」及九十三年七月三十日台人（一）字第○九三

○○九九七四二號令修正上開兼職處理原則，修訂本校

教師校外兼課、兼職處理要點。  

三、旨揭要點中有關教師兼職學術回饋金收取方式及分配比

例，係依據本校研究總中心九十三年八月二十六日召開

之「本校教師兼職回饋金條文修訂討論會議」決議訂定。 

四、本案提經校務會議通過後施行，惟前依原「本校教師校外兼課、

兼職處理要點」核准至營利事業機構兼職者，至遲應於本（九

十三）年十二月底前，重新依新修訂「本校教師校外兼課、兼

職處理要點」申請核准，以符合兼職規定。 

決議：修訂通過，如附件三p.59。 

 

第二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本校九十五學年度擬增設系所班組案博士班部份，提請  討論。 

說明： 

一、 依九十三年十一月廿四日本校九十三學年度第二次校務發展

委員會議決議辦理。 

二、 教育部九十三年十月一日來函規定增設特殊管制項目系所班

組案需於九十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前報部申請，博士班申請案包

含於特殊管制項目內，經教務處以最速件函請各院系所有意提

出申請者儘速擬定計畫書，提校務發展委員會議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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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本次提出博士班申請案共計三案： 

理學院：生物多樣性研究所 

社會科學院：教育研究所、法律學系 

經校務發展委員會議票決決議，報部申請案之優先順序如下： 

（一） 法律學系 

（二） 教育研究所 

（三） 生物多樣性研究所 

擬辦：討論通過依限報部。 

決議：照案通過。 

 

第三案 提案單位：醫學院 

案由：擬請同意本校護理學系與台南護理專科學校就『合併升格護理學

院』案進行規劃，提請  討論。 

說明： 

一、依據 93.11.10第一六四校務企劃座談會校長指示辦理。 

二、檢附本校護理學系與台南護專合併升格護理學院案相關會議紀要

及合併升格護理學院計畫書。 

三、本案經提 11/24校務發展委員會會議討論通過。 

擬辦：本案提校務會議討論後，若獲同意，將由醫學院與台南護專籌組

小組進行規劃。 

決議：同意由醫學院護理系與台南護專進行規劃。規劃過程中視需要邀

請相關系所共同協商。 

 

第四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擬修正本校通識中心設置辦法及通識教育委員會設置辦法，提請 

討論。 

說明： 

一、依教育部評鑑意見及 93.08.05 由楊主秘召集「研商本校組織規程

不合大學法規定之因應方案會議」決議辦理。 

二、本案經提 93.10.06校務發展委員會討論決議：通識教育中心定位

有待釐清，撤回再議。遵照上開決議本處重新審慎考量討論後，

該中心確有提升位階之需，理由如附件(略)。 

三、檢附本校通識教育中心設置辦法草案；通識教育委員會設置辦法

草案及修定對照表如附件(略)。 

擬辦：討論通過後報請教育部核定實施，並請研發處配合修正本校組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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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程中相關條文。 

決議：修正通過，如附件四、五 p.62，請研發處配合修訂本校組織規程。 

 

第五案 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由：本校擬分別與大陸廈門大學及日本東北大學（Tohoku University）

簽約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廈門大學創立於一九二一年，目前是大陸地區惟一地處經濟特區

之教育部直屬綜合性大學，設有研究生院和十八個學院，包含四

十三個系，並擁有十三個國家級重點學科、十二個博士後流動

站、五個國家基礎科學人才培養基地、一個國家重點實驗室、一

個國家專業實驗室、三個教育部重點實驗室及五個國家文科重點

研究基地。現有教職工四千六百多人，其中教學科研人員一千七

百多人、中國科學院院士八人、中國工程院院士一人、雙聘院士

八人、國務院學科評議組成員七人，博士生導師三百三十八人。

為推動兩岸學術合作與交流，擬與該校簽訂學術合作與交流協議

書，草案詳如附件(略），協議書將分別簽訂繁體字版本（本校校

名為國立成功大學）和簡體字版本（本校校名為成功大學）各一

份，繁體字版本由本校持之，簡體字版本則由該校持之。。 

二、東北大學創立於一九O七年，為日本最大、歷史最悠久之國立大

學之一，現有五大校區及兩所醫院，計有十個學院、十五個研究

所、五個研究中心、二千六百名教師、一萬七千多名學生（其中

研究生約七千名）。該校於上海交通大學二OO四年世界五百所大

學排名中名列第六十九（亞洲第五）。為推動本校國際化，促進

校際間之各項教學與研究及學生交流計畫，擬與該校簽訂學術合

作協議及交換學生備忘錄，草案詳如附件(略)。協議書上學校及

校長署名順序依持有者排列，卽本校持有之協議書上本校排名在

先，反之亦然。 

決議：修訂通過，如附件六、七，p.64。 

 

第六案 提案單位：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人事室 

案由：「本校教師升等辦法」第四條有關教師服務年資計算之疑義，詳

如說明，請  討論。 

說明： 

一、「本校教師升等辦法」第四條規定，教師服務年資之計算「凡在

國內外進修時段未在本校授課之年資不予採計」，該規定係自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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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年十一月本校訂定教師升等辦法即存在之條文，實施迄今。

實務上，「進修」實為進修、研究之統稱，故歷來人事室在計算

教師升等年資時，凡在國內外進修、研究未在本校授課之年資均

予扣除。 

二、現有升等教師對於該條文提出疑義，認為條文內容僅設定在「進

修」，即應就「進修」一項扣除年資；但依據教育部「專科以上

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摘錄如附件(略)，對於教師升等年資

之採計，進修與研究係合為一体規範，為釐清條文內容產生之爭

議，謹建議依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六條

規定修正「本校教師升等辦法」第四條條文如左： 

修 正 後 條 文 原 條 文 說 明 

四、服務年資之計算，..

專任教師經核准全

時進修、研究者，

於升等時，其全時

進修、研究年資最

多採計一年。... 

四、服務年資之計

算，...凡在國

內外進修時段

未在本校授課

之年資不予採

計。... 

依教育部「專科以

上學校教師資格審

定辦法」第六條規

定修正（與本校現

行實施方式比較，

可多採計一年升等

年資） 

三、本修正案經提九十三年十月十九日九十三學年第二次校教評會議

討論通過。 

決議：照案通過，如附件八，p.68 。 

 

第七案                                       提案單位：社會科學院 

案由：擬廢除本校「亞太研究中心設置辦法」，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本校亞太研究中心自八十九學年成立，原隸屬社會科學院，中心

無預算編列經費支應。 

二、亞太研究中心長期以來未能發揮功能、有效運作。經本院本（93）

學年第二次院務會議審慎討論後認為，有志於亞太研究的老師可

以自行設置相關研究室或向研究總中心申請設立相關之研究中

心，故決議廢除亞太研究中心的設置。 

三、本校「亞太研究中心設置辦法」及本院第二次院務會議（93.09.27）

會議紀錄如附件(略)，請參閱。 

擬辦：校務會議通過後，請研發處修訂本校組織規程相關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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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照案通過，請研發處修訂本校組織規程相關條文。 

 

第八案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由：訂定「國立成功大學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設置要點（草案）」，請

討論。 

說明： 

一、依教育部九十三年七月二十二日台訓(三)字第 0930087101B號函

送奉 總統九十三年六月廿三日華總一義字第 09300117611號令

公布之「性別平等教育法」辦理之。 

二、教育部來函併說明各大專院校、國立小學針對「性別平等教育法」

應予辦理事項略以： 

(一)、設「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五)（六）、裁撤原成立之「兩性平等教育委員會」、「性騷擾及性

侵犯處理委員會」或小組。 

三、依據說明二之規定，本校已由楊主任秘書明宗於 93年 11月 5 日

召集教務處、學務處、總務處、人事室、張素瓊教授、蔡維音教

授（法律專家）等人開會討論，並決議由學輔組許霖雄老師與蔡

維音教授協助草擬「國立成功大學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設置要點

（草案）」。 

擬辦：校務會議通過後，請研發處修訂本校組織規程相關條文。       

決議：原則修訂通過，如附件九p.71；第四點分工部份，由主任秘書協

調之。 

 

第九案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由：擬廢除「國立成功大學兩性平等教育委員會設置要點」，請討論。 

說明：如前案之說明。 

擬辦：校務會議通過後，請研發處修訂本校組織規程相關條文。   

決議：照案通過，請研發處修訂本校組織規程相關條文。 

 

第十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本校擬與美國凱斯西儲大學（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

簽訂雙學位合作計畫書，提請  討論。 

說明： 

一、為加強國際交流學習，本校擬與美國 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進行跨國雙學位合作計畫，亦即二校學生可於修完

大一、二課程申請赴另校繼續攻讀學位，於符合雙方畢業資格

者，分別取得二校之學位。 

93-2校務會議(93.12.08)紀錄-6-



 54 

二、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目前於美國五十所頂尖高等

學府排名第三十四名，醫學院排名第十七名，其中護理系與藥學

系則名列前五名，學術地位評價相當高。該校係於西元 1967年

由凱斯理工學院與西儲大學合併組成，目前有科學、藝術、工程、

牙醫、研究、法、商、醫與社會等九學院，學生人數計九千多人，

其中研究生多達五千多人。自西元 1998至 1999年的研究經費高

達二億零六十萬美金，可見其對研究重視的程度。 

三、檢附雙學位合作計畫書草案。 

擬辦：討論通過後辦理簽約事宜。 

決議：照案通過，如附件十p.72 。 

參、臨時動議：無。 

肆、散會：下午十二時二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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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出席名單 

出席：宋瑞珍 蘇炎坤 柯慧貞 張志強（賴光邦代）  黃肇瑞  楊明宗   

張克勤  張高評  余樹楨 吳文騰 李清庭 徐明福 吳萬益      

陳振宇 賴溪松（林煇煌代） 陳志鴻 陳祈男（程碧梧代）      

陳省盱 張丁財  李丁進 徐德修 溫紹炳（李建成代） 江建俊

張文昌（許桂森代）林光隆（劉全璞代）陳昌明 廖美玉 王偉勇     

陳璧清 邱源貴 劉開鈴 王健文 劉梅琴 柯文峰 傅永貴  

閔振發 孫亦文 江威德 張素瓊（吳文鑾代） 麥愛堂 楊惠郎 

陳宗嶽  張錦裕 林大惠  李榮顯 黃金沺  陳進成 李振誥  陳引幹 

曹紀元（郭瑞昭代） 陳立輝 吳致平 游保杉（許泰文代）  

許泰文 黃吉川（陳顯楨代） 黃明哲 李國賓 張憲彰 邱仲銘   

趙儒民（王舜民代）蔡俊鴻 林素貞 高銘木（黃良銘代）  胡潛濱  

謝鍚堃 王 醴  林光隆（劉全璞代） 許渭州 蔡宗祐 陳中和

楊家輝（許渭州代）  陳 敬 朱治平 陳培殷 簡仁宗 盧文祥 

高宏宇 陳裕民 張益三 陳彥仲 陳國祥（謝孟達代） 王泰裕 

林清河 李賢得 林正章 呂錦山 劉宗其 王明隆 吳清在 吳鐵肩 

陳洵瑛 賴明德 任卓穎（陳洵瑛代）劉校生（楊倍昌代）楊倍昌 

許桂森 吳俊宗 蔡瑞真 黎煥耀 黃美智 駱麗華 徐阿田 

卓瓊鈺 施陳美津 吳明宜 徐畢卿  張明熙 姚維仁 劉明毅 

林錫璋 薛尊仁 賴明亮（賴明德代） 葉宗烈 楊俊佑 林啟禎 

張智仁 顏經洲 邱元佑（鄭兆能代） 陳振宇 李伯岳（蔣麗君代）

宋鎮照 王富美（陳奕奇代） 謝文真 郭麗珍 侯英泠 趙梅如

陸偉明（趙梅如代） 黃永賢 王苓華 李劍如 利德江 許霖雄 

李聰盛 李金駿 蔡銀峰 張榮輝 楊福來 劉家明  

列席：黃定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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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國立成功大學九十三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表 

                           九十三年十二月八日 

決    議    案    摘    要 承 辦 單 位 執 行 情 形 

第一案 
案由：修訂本校組織規程第七條第二項

條文，將本校「畢業生就業輔導
組」變更名稱為「生涯發展與就
業輔導組」；「學生輔導組」變更
名稱為「心理諮商中心」或「心
理健康中心」，提請 討論。 
經學務處研議。此案撤除學輔組
更名案，僅就畢輔組更名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並配合修訂組織規程，
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第二案 
案由：擬修訂「國立成功大學導師制實

施辦法」部分條文，提請  討論。 
決議：退回學務會議再議，請校務會議

代表將意見提供該會參考。 
 
 
 
 
 
 
 

第三案 
案由：擬訂定「國立成功大學教師輔導

學生辦法」草案，提請  討論。 
決議：退回學務會議再議，請校務會議

代表將意見提供該會參考。 
 
 
 

 
學務處:依決議辦理。 
 
 
 
 
 
 
 
 
 
 
 
學務處、教務處師資培育中心 
一、已修正原草案；於近期內

將發函全校各學院院、所
長、系主任、各班組導師
提供修正意見。 

二、意見彙整後提本學期
93.12.17學務會議充分討
論。 

三、再提校務會議決議後，陳
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學務處： 
一、近期將發行之第 13期「家

長通訊」請全校各家長提
供意見。 

二、意見彙整後提本學期
93.12.17 學務會議充分討
論。 

三、再提校務會議決議後陳請
校長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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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案  

案由：本校九十三、九十四學年度校務

基金管理委員會委員，業經由校

長遴選，依規定須提經校務會議

同意後聘任之。名單如說明三，

提請  公決。 

決議： 

一、經投票行使同意權結果，遴選委

員均過出席代表半數同意，通過。       

二、請人事室發聘。 

 

第五案 
案由：本校擬與印尼大學（University of 

Indonesia）、奧地利林茲大學
（ Johannes Kepler University 
Linz）及莫斯科航空學院（Moscow 
Aviation Institute）簽約案，
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第六案   
案由：本校「組織規程」修訂條文對照

表。 

決議： 

一、社會科學院已於院務會議廢止亞

太研究中心，請於下次會議提案

廢止亞太研究中心之設置辦法。 

二、本次僅就上級機關來文要求修訂

部份先行討論並通過，下次校務

會議再就組織規程研修專案小

組之結論，作整體之修訂。 

  

第七案 

案由：修訂「國立成功大學研究發展處

設置辦法」，提請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人事室：已於本 93.11.19製妥

聘書送請秘書室發

聘。 

 

 

 

 

 

 

 

 

研發處：印尼大學與林茲大學

正以郵寄方式簽訂

中。莫斯科航空學院

之簽約已完成。 

 

 

 

 

 

研發處： 

一、亞太研究中心設置辦法廢

除，已提 12月 8日校務會

議，本處待討論結果修訂

組織規程。 

二、本處將依「專案小組結論」

彙整後提校務會議討論。 
 
 
 

 

研發處：擬辦理報部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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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案 

案由：配合本校組織章程之修正，擬修訂

總中心設置辦法條文，提請 討論。 

決議：修正通過。 

 

第九案 

案由：擬修訂「國立成功大學教師校外

兼課、兼職處理要點」如後附條

文修正對照表，請  討論。 

決議：因時間不及討論，下次再議，並

請各位代表提出建議供提案單位

參考。 

 

第十案 

案由：有關本院附設醫院（以下簡稱該院）

組織規程修正案，請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第十一案 

案由：擬修訂本校教師升等辦法第二條第

四款相關規定，提請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研究總中心：照案辦理。 

 

 

 

 

教務處：遵照辦理。 

研究總中心：無意見。 

人事室：擬提本 93年 12月 8

日校務會議討論。 

 

 

 

 

醫學院：通知附設醫院。 

 

 

 

 

人事室：照決議辦理。 

教務處：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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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國立成功大學教師校外兼課、兼職處理要點 
65年 06月 07日第 50次行政會議通過 

91年 11月 13日第 146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3年12月08日93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使教師專心教學及研究，並配合國

家科技發展，落實產學合作，依據教育人員任用條例及有關法令規定，

訂定本要點。 

二、本校教師在校內、外授課（含日間部、進修學士班、碩士專班、學分

班、非學分班及校外兼課等）超授鐘點者，須依本校『教師授課鐘點

原則及超授鐘點費、論文指導費計支要點』規定，全學年合計以不超

過十六鐘點為限。但在校外日、夜間兼課時數每學期合計仍不得超過

四個鐘點。兼課教師，應於每年八月三十一日或一月三十一日前，簽

報系、所主管及院長慎重審核並陳奉校長同意後始可兼課。 

三、為免影響教師在本校教學及研究工作，有下列各項之一者，不得在校

外兼課： 

(一)初聘兩年內者。 

(二)兼行政職務者。 

(三)前學年在校內未達基本授課時數者。 

如因情況特殊經簽奉校長核准者不在此限。 

四、教師在服務學校以外之機關（構）兼職，除兼任行政職務之教師應依

公務員服務法之規定辦理外，依本要點之規定。 

五、教師兼職機關（構）之範圍如下： 

（一）政府機關（構）、公立學校及已立案之私立學校。 

（二）行政法人。 

（三）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或團體： 

1、公營、私營或公私合營之事業。 

2、合於民法總則公益社團及財團之組織。 

3、依其他法規向主管機關登記或立案成立之事業或團體。 

（四）與學校建立產學合作關係或政府、學校持有其股份之營利事業

機構或團體。惟兼任行政職務之教師，僅得代表學校官股兼任

私人公司之董事、監察人職務，並以「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

設置條例」第七條之一所規定之投資與校務或研究相關之公司

與企業為限。 

六、教師至第五點所定兼職機關（構）兼任之職務，以與教學或研究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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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域相關者為限，且不得兼任下列職務： 

（一）非代表官股之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董事長、董事、監察人、負

責人、經理人等職務。非兼任行政職務教師擔任與學校建立產

學合作關係或學校持有其股份之已上市（櫃）公司或經股東會

決議規劃申請上市（櫃）之未上市（櫃）公開發行公司之外部、

獨立董事、監察人，不在此限。 

（二）律師、會計師、建築師、技師等專業法律規範之職務。 

（三）私立學校之董事長及編制內行政職務。 

已有前項情形者，於應聘前應結束其業務，如有未照規定辦理者，得

改聘為兼任教師。 

七、教師兼職不得影響本職工作，且須符合校內基本授課時數及工作要求，

並事先以書面報經學校核准。 

教師兼任職務以執行經常性業務為主者，其兼職時數每週合計不得超

過八小時。 

    另教師申請至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兼職者須經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

議通過，並經所屬學院評估同意後，陳報校長核准方得前往兼職。 

    教師兼職有「公立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兼職處理原則」第九點第一項各

款情形之一者，應不予核准或於兼職期間廢止其核准。 

    教師之兼職應每年定期進行評估檢討，作為是否同意教師繼續兼職之

依據。 

八、教師依第五點第四款至與學校建立產學合作關係之營利事業機構或團

體兼職，期間超過半年者，學校應與教師兼職機構訂定合作契約，約

定收取學術回饋金納入校務基金運用。學術回饋金每月不得低於兼職

教師於學校支領月薪之十二分之一。學術回饋金校內分配比例為：校

方 59﹪、兼職教師所屬院 6﹪、系所 35﹪。 

    學術回饋金由兼職教師所屬系、所依個案與兼職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

協商後，循行政程序經校長核定後，由系、所辦理學校與營利事業機

構或團體簽約事宜。 

    學術回饋金以現金為原則，若以股票作為學術回饋金，股票屬上市上

櫃公司者，其股票價格依市價認列；惟非屬上市上櫃公司者，其股票

價格則以該公司票面金額認列，惟淨值低於票面金額時以淨值認列。 

九、兼職工作中如涉及本校研究發展成果之使用授權或技術移轉者，須依

「國立成功大學研究發展成果管理辦法」及相關規定辦理。 

惟本校分配所得之權益收入每月不得低於兼職者於本校支領月薪之十

二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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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兼任行政職務之教師兼職費之支給依軍公教人員兼職費及講座鐘點費

支給規定，基於法令規定有數個兼職者，以支領二個兼職費為限，支

領一個兼職費每月不超過新台幣八千元，支領二個兼職費每月支領總

額不得超過新台幣一萬五千元。 

未兼任行政職務之教師兼職費，免受「軍公教人員兼職費及講座鐘點

費支給規定」支給個數及支給上限規定之限制，但月支數額最高不得

超過教授最高年功俸及學術研究費二項合計數。 

以上兼職費除採電連存帳方式支付另函知學校者外，一律經由學校轉

發。 

十一、以上各項辦理情形，供作學年度辦理續聘、年功（資）加俸（薪）

及升等之參考。 

十二、本要點未規定事項，悉依其他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三、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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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國立成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設置辦法 
八十五年五月一日八十四學年度第五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九十三年十二月八日九十三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八條，特設置「國立成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 以下簡稱本中心 ︶ 。 

第二條 本中心為本校通識教育之教學、規劃、及研究單位，並接受學校 

 通識教育委員會之指導。 

第三條 本中心置中心主任一人及教師若干人。主任綜理本校通識教育有 

 關事務，任期三年，得連任一次，並由校長就專任教授聘兼之。 

第四條 本中心下設行政、教學、企劃三組，分別執行相關業務，並得置 

 秘書一人、各組組長一人(由教師兼任之)及組員若干名。 

 一、行政組： 負責本中心各項行政業務。 

 二、教學組： 負責通識課程之規劃、開設、及審查等與教學相

關之工作。 

  本組為因應通識課程發展之趨勢，分數個工作領

域：(一) 全校共同核心課程領域；(二)文史哲藝

術領域；(三) 社會科學領域；(四)自然科學領域；

(五)生命科學領域。每領域各置一召集人及委員

若干人，負責該領域通識課程之協調及研發工

作，並得視需要設置學程或新領域。各領域召集

人及委員皆為本校教師兼任。 

 三、企劃組： 負責推展通識教育相關活動、講座、專刊、及推

廣等業務。 

第五條 本中心得聘請兼任教師教授特殊課程。 

第六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並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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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國立成功大學通識教育委員會設置辦法 
         八十四年十二月十三日八十四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九十三年十二月八日九十三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二十四條，特設置通識教育委員會 

 (以下簡稱本委員會)。 

第二條 本委員會為一研議通識教育政策及課程規劃之決策單位。 

 有關通識課程之研擬，由通識教育中心負責，並向本委員 

 會提出審議。 

第三條 本委員會由通識教育中心主任擔任召集人，教務長及各學 

 院院長為當然委員，另由校長聘請教授若干人為委員，任 

 期一年，得連任之。 

第四條 本委員會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會議。其職掌如下：  

 一、通識教育發展方向與政策之決定。 

 二、通識教育重大計畫之審議。 

 三、通識教育課程規劃之複審。 

 四、其他相關事項。 

第五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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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國立成功大學 
學術合作與交流協議書（草案） 

廈  門  大  學  
 

 

為增進海峽兩岸民間的相互了解與友誼，推動兩岸高等學

校科學研究和學術交流的共同發展，促進大學之間的友好合作，

經雙方商討，達成如下協議： 

一、 鼓勵雙方相關單位之間進行學術交流與合作。 

二、 對共同感興趣的研究項目進行合作，有關合作的細則，由

雙方另行商定。 

三、 相互邀請研究和教學人員及學生進行學術訪問、交流和討

論。 

四、 相互交流科學論文、文獻索引、教材和研究出版品。 

五、 聯合舉辦兩岸相關專業學術研討會。 

六、 相互協助發展與對方產業界及其他部門的聯繫與合作。 

上述活動實施的細節將由雙方依據特定項目、財政安排及資
金的可獲性而定。每年年底前，雙方協商確定下學年度的交流計

劃與合作事宜。 

本協議經雙方校長簽名後生效。效期五年，期滿後經雙方協
商同意，得以延長；如雙方同意或任一方在六個月前書面通知，

本協議即終止。 

 

國立成功大學校長      廈門大學校長 

 

 

 

高  強         朱崇實 

 

 

二ＯＯ五年一月  日簽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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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Agreement for Educational and Research Cooperation  

between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Taiwan, R. O. C. 

and 
Tohoku University, JAPAN  

In a mutual desire to promote further intercultural, educational and technological exchange,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and Tohoku University agree to the following framework of 

academic cooperation: 

(1) Promotion of joint research activities; 

(2) Invitation of short-term visits to faculty members for lectures, conferences, colloquia, 
and symposia or other academic activities; 

(3)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and pertinent publication in fields of interest to both 
universities; 

(4) Exchange of faculty members and students for study and research; and 

(5) Other forms of cooperation as agreed upon each specific case. 

The exchange of students should be implemented according to the attached memorandum. 

Fields of study are to be designated for each case, based on mutual interests.  The conditions 

for employing achieved results as well as specific arrangements for visits and exchanges 

should be endorsed by both institutions for each individual case.  

Both institutions understand that all financial arrangements will depend upon the availability 

of funds for each specific case.  Funds may be jointly and/or separately sought by both 

institutions. 

This agreement will become effective from the date of the signatures of the representatives of 

both institutions and will be valid for an initial period of five years.  The agreement will be 

subjected to review after the initial period and may be extended or renewed by mutual 

accordance.  At any time,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may be amended by mutual agreement 

in a written notice. 

The agreement may be terminated by either institution with a six-month notice.  No 

applications shall be considered after such notice; however, the institutions will continue to 

fulfill their existing obligations with respect to all accepted exchange students until the 

completion of their planned studies. 

The agreement should be ratified in two original documents, both written in English language 

and being equally authentic. 

-------------------------------------------  -------------------------------------------- 

Chiang Kao             Takashi Yoshimoto                                 

President                        President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Tohoku University 

 

 

-----------------------------------------       ------------------------------------------ 

Date: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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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on Student Exchange  
between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and  

Tohoku University 

 

 

The exchange of students, as promoted by the agreement for Educational and Research 

Cooperation between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and Tohoku University, will be 

implemented as follows: 

 

1. The home institution will select students to be considered for participation in the exchange 

program, and the host institution will make the final decisions on admission for each 

student based on the academic requirements for the proposed course work. 

 

2. Each institution will have no more than five students from the other institution enrolled at 

any time.  The actual number of students to be exchanged during a year will be 

determined each year by mutual agreement. 

 

3. The period of enrollment of students at the host institution should not exceed 12 months.  

Extension of the period may, in exceptional cases, be permitted by mutual agreement. 

 

4. The students will continue as candidates for degrees at their home university and will not 

be candidates for degrees at the host institution. 

 

5. The host institution will not be liable for travel, living, healthcare, insurance or other 

expenses incurred by the students.  This does not preclude application for scholarships or 

financial aid from independent institutions.  

 

6. The field of study for each student will depend on the host institution’s being able to 

provide appropriate courses of study and appoint qualified supervisors as required. 

 

7. In order to assure that the student has the minimum requirements to carry out his/her 

studies successfully, the host institution will determine the language skills required for 

admission in each case.  

 

8. Students must be enrolled in their home institution as regular students and will be exempt 

from application, matriculation and tuition fees at the host institution. 

 

9. The host institution agrees to provide, prior to the exchange, course plan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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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umentation of course work for the students, as well as appropriate documentation 

about their performance upon completion.  The home institution will determine, prior to 

the exchange, the appropriate number of credits to be transferred in each case.  

 

10. The host institution will be responsible for assisting students to find adequate 

accommodation on or near the host campus. The host institution will be exempted from 

this responsibility if the student refuses the recommended accommodation. 

 

11. Exchange students are subject to all rules and regulations of the host institution. 

 

12. Each institution will appoint a liaison office and/or person to facilita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ogram. The appointed office or person will act as a contact for enquiries about the 

program and will also be responsible for promoting, advertising and overseeing the 

smooth operation of the program. 

 

 

 

 

 

-------------------------------------------  -------------------------------------------- 

Chiang Kao             Takashi Yoshimoto                                 

President                         President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Tohoku University 

 

    

-------------------------------------------  -------------------------------------------- 

Date: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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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國立成功大學教師升等辦法 

77.11.16七十七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0.03.27七十九學年度第三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1.10.07八十一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4.11.15八十四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6.06.11八十五學年度第五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7.01.14八十六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7.10.21八十七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8.03.17八十七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8.06.09八十七學年度第四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0.06.06八十九學年度第三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1.03.20九十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2.06.11九十一學年度第五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93.10.20 九十三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3.12.08 九十三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本校為鼓勵教師認真教學與從事學術研究，特參照本校組織規程第三

十五條暨相關法令訂定教師升等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凡本校教師

升等之申請、推薦與審查，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悉依本辦法辦理。 

二、本校教師申請升等，應具備左列各款條件： 

１申請升助理教授者須有任講師滿三年（含）以上，申請升副教授者須

有任助理教授滿三年（含）以上，申請升教授者須有任副教授滿三年

（含）以上之服務年資；具有本校教師聘任辦法中較高職級教師之條

件者，其服務年資得不受本項規定之限制。如在專業研究上有特殊傑

出表現，在不違反教育部相關規定情形下，以個案經三級教師評審委

員會出席委員四分之三（含）以上通過者，得受理其升等之申請。 

２品德操守均佳且擔任現職期間，其教學、研究與服務等成績優良。 

３申請升助理教授者應有相當於博士論文水準之著作並有獨立研究之

能力；申請升副教授者應在學術領域內有專門著作並有具體之貢獻

者；申請升教授者應在學術領域內具有獨創性之著作並有重要具體之

貢獻者。 

４中華民國八十六年三月廿一日前已取得講師、助教證書之現職人員，

如繼續任職而未中斷，得逕依原升等辦法送審。 

三、擬升等教師所提著作應符合左列規定： 

１在國內外知名學術性刊物發表或已為接受且出具證明將定期發表，或

經出版公開發行之學術性著作。自選一篇於申請升等前三年內出版者

為代表作，其具有連貫性者得合併為一代表作。 

自選至多五篇（代表作除外）於擔任現職或五年內出版者列為參考作。 

２已發表或出版之學術性著作列表附送。 

３代表作如係二人以上合著者，申請升等教師應附送其對該著作之貢獻

說明書。 

四、服務年資之計算，應以教育部所頒現職證書內記載之起資年月推算至

該年之七月底；無現職證書者不得申請升等，專任教師經核准全時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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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研究者，於升等時，其全時進修、研究年資最多採計一年。對服

務年資有疑義時由人事室解釋。 

五、教師升等之審查程序，初審由各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辦理，複審

由各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辦理。複審通過後始得向校教師評審委員會

推薦。 

六、擬升等教師所提著作送請校外專家三人審查，其審查結果作為教師評

審委員會辦理審查升等時評定研究成績之參考。「教師著作審查意見

表」格式另訂之。 

七、初審辦法由各系（所）制定，經院長提經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核備後施

行；複審辦法由各院制定，並提報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核備後施行，

修正時亦同。初審與複審均應就申請人之品德操守及自取得現職職位

後之教學、研究、服務等之實際情形審慎考評，其所佔比率以教學（40

％）、研究（40％）、服務（20％）為原則。 

八、各系（所）每年可推薦升等之各級教師人數之上限為該系（所）各級

專任教師人數（升等以前）之五分之一（小數遞進為整數）或已達升

等年資之各級專任教師人數之三分之一（小數遞進為整數）為原則，

助理教授、講師（八十五年八月一日以後新聘者）不在此限，對各級

專任教師人數有疑義時由人事室解釋。 

九、教師升等經各院複審通過後，由系（所）主任及院長詳簽「教師升等

系(所)教評會考評表」連同「升等著作審查意見表」與升等著作以及

初複審有關資料等向教務處提出。教務處彙整後提校教師評審委員

會，經討論通過後，補發新職級聘書及薪資（年資起算日期依教育部

核定日期辦理），並依規定檢件由人事室報請教育部備查及核發教師證

書。 
十、教師升等各程序預定時間如左： 

１院不辦理外審預訂時間表： 

各院應依作業所

需時間自行訂定

各系所向院提出

之時限。 

八月底以前 
十一月十五

日以前 
十一月底以前 

十二月十五日

以前 

各系所應依據各

院之規定自行訂

定初審時間 

各院向教務處提

出著作外審資料 

校完成著作

外審 

１各院完成複審 

２向教務處提出 

校教師評審委

員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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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院辦理外審預訂時間表： 

七月底以前（若有必要各

單位可自行規定) 
九月底以前 十二月十五日以前 

申請人向系所提出 院完成複審並向教務處提出 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十一、非屬學院之系（所）、室、中心、館之教師升等，其初審與複審比照

系（所）院辦理；電子計算機中心之教師升等，其初審比照系（所）

辦理，複審由工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辦理。 

十二、申請人對初審結果有疑義時，得向院教師評審委員會提出書面申復；

申請人對複審結果有疑義時，得向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提出書面申

復，其辦法另定之。 

十三、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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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 

國立成功大學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設置要點 

93.12.8  93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通過 

一、本校為推動性別平等教育，營造無性別歧視教育環境及建立安全和諧

校園，特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第六條訂定本要點。 

二、本校設置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委員十九名，由

校長、主任秘書、學務長、人事主任、教師代表九名，職工代表兩名、

學生代表三名及學生家長一名組成之。委員任期一年，得以連任，每

學期至少開會一次。 

三、本委員會教師代表宜自婦女性別教育、社會、法律、心理、醫療等相

關領域專長教師中，由校長優先遴聘之，學生代表由學生會產生，職

員代表由人事室推薦，技工代表由總務處推薦產生，報請校長聘任之。

委員之聘任宜考慮性別均衡之原則，女性委員名額不得少於二分之一。 

四、為策畫與推動本校性別平等教育相關業務，應： 

(一)由本委員會統整學校各單位相關資源，擬訂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計

畫與校園性侵害及性騷擾之防治規定，建立機制，落實並檢視其

實施成果。 

(二)由教務處研發並推廣性別平等教育之課程、教學及評量。 

(三)由學務處規劃或辦理學生及家長性別平等教育相關活動及推動社

區有關性別平等之家庭教育與社會教育。 

(四)由人事室規劃或辦理教職員工性別平等教育相關活動。 

(五)由總務處規劃及建立性別平等之安全校園空間。 

(六)由本委員會調查及處理與性別平等教育法有關之案件。 

(七)由秘書室協調辦理其他關於學校或社區之性別平等教育事務。 

五、本會各項計畫之推動單位，應指定人員兼辦該單位有關性別平等之業

務，並建立完整資料檔案。 

六、若有性別歧視及性侵犯事件發生，適用成功大學性別歧視及性侵犯防

治實施辦法處理之。 

七、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性別平等教育法規定辦理。 

八、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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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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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 93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紀錄 

時間：94年 3月 23日（星期三）上午 9時 

地點：成功校區格致廳 

出席：如附件一p.55。 

主席：高校長 強                                 記錄：侯雲卿 

壹、報告事項： 

一、報告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附件二P5） 

二、主席報告： 

(一)教育部五年五百億邁向世界一流大學之計劃，本校各教學單位及行

政單位均積極研提計畫書。現有八個學院及籌設中之生物科學與生

物科技學院共九個學院之計畫書已送至相關之校外專家(多半為院

士級之學者專家)進行審查。行政部門包括教務、學務、總務、研發、

研究總中心、人事、會計、計網中心、圖書館亦進行成為一流大學

之相關規劃，併同學院計畫書送給校長或同等級之學者專家審查，

希望五月底能彚整所有審查意見，大家再好好集思廣益。並於暑假

辦理之新缷任主管交接研討會中為邁向世界一流大學之規劃進行討

論。 

(二)校友會館及宿舍約新台幣 8億元之 BOT案已排定廠商之議價優先順

序，第一名為太子建設公司。近期內總務處將辦理一個公聽會，聽

取教職員工生對 BOT案的相關建議，彙整後納入議約之內容。 

(三)近期內企業界陸續捐贈本校興建大樓，一為奇美捐贈 2億 7仟萬在

電機系館旁建光電大樓，另為統一公司捐贈國家衛生研究院在本校

建臨床研究大樓，將建於附設醫院之對面，對本校之臨床研究有很

大的助益。 

(四)學校將舊數學館整建成本校展覽中心，未來一年有多項展覽活動。

第一次之展覽活動為「天工四響」於今天開幕，請大家踴躍參加。

這個大樓規劃成展覽館，也可能進一步成為博物館。 

(五)最近由學務處辦理學生論壇，由學生領袖與大師進行對談，相當成

功。邀請一流之學者專家與學生對談，台上台下對話相當熱絡。成

大論壇屬學術論壇，希望也能與學生論壇一樣讓演講者與聽講者多

些互動，讓氣氛變得更活潑、熱絡。 

三、校務基金 95年度概算編製報告(會計室報告，略) 

    陳進成委員建議：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委員應有教師會之代表。 

    校長裁示：可列入考慮。 

四、各一級單位及各委員會報告：（書面資料開會時已分送請參閱） 

貳、討論事項：因會議進行中在場人數不足，導致程序問題而延會。 

肆、散會：上午 11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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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國立成功大學 93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出席名單 

時間：94年 3月 23日上午 9時 

地點：國際會議廳第一演講室 

出席：歐善惠 宋瑞珍(湯銘哲代) 蘇炎坤 柯慧貞(卲揮洲代) 張志強 黃肇瑞 

楊明宗 張克勤  張高評 余樹楨 吳文騰 徐明福(陳彥仲代) 李清庭 

陳振宇 陳志鴻 賴溪松 閔振發(程碧梧代) 陳省盱 張丁財 李丁進 

徐德修 王永和（李金滿代） 張文昌(許桂森代)  洪敏雄(劉全璞代)   

廖美玉  王偉勇 陳璧清 劉開鈴 王健文 王 琪 劉梅琴 柯文峰 

傅永貴（楊緒濃代） 田 聰  許瑞榮 周維揚  孫亦文   江威德 

張素瓊 楊惠郎 陳宗嶽 李偉賢 朱銘祥 張錦裕 林大惠 李榮顯 

周澤川 楊毓民 陳進成 李振誥(陳昭旭代) 施勵行 陳引幹 曹紀元 

陳立輝 方一匡 黃吉川 黃明哲 李國賓 張憲彰 鄭國順 趙儒民 

黃正弘 邱仲銘 蔡俊鴻（林逹昌代） 胡潛濱    趙怡欽(王覺寬代)   

黃啟鐘 王覺寬 謝錫堃 王 醴 許謂州   楊家輝 陳中和 陳 敬  

陳培殷 簡仁宗 盧文祥 高宏宇黃 斌  江哲銘(許春華代) 陳彥仲 

張益三  陳國祥 陸定邦 張育銘 林正章王泰裕(謝中奇代)  呂錦山 

陳文字 劉宗其 王明隆 吳清在  吳鐵肩 陳占平 陳洵瑛    

任卓穎（陳洵瑛代） 賴明德(賴明亮代) 許桂森 王新台  吳俊宗 

吳梨華 蔡瑞真 黎煥耀 黃美智 謝淑珠 徐阿田 卓瓊鈺 施陳美津 

吳明宜 蘇慧貞 劉明毅 徐畢卿 簡基憲 賴明亮 楊宜青 邱元佑 

顏經洲 葉才明 宋鎮照 丁仁方 李伯岳 王富美 謝文真 郭麗珍 

王苓華 李劍如 許霖雄 李聰盛（鍾光民代）李金駿  盧宜忠 張榮輝  

列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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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國立成功大學九十三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表                           
九十四年三月廿三日 

決      議      案      摘      要 承  辦  單  位  執  行  情  形 

第一案 
案由：擬修訂「國立成功大學教師校

外兼課、兼職處理要點」如後
附條文修正對照表，請   討
論。 

決議：修訂通過。 
 

第二案 
案由：本校九十五學年度擬增設系所班組

案博士班部份，提請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第三案 
案由：擬請同意本校護理學系與台南護理

專科學校就『合併升格護理學院』
案進行規劃，提請  討論。 

決議：同意由醫學院護理系與台南護專進
行規劃。規劃過程中視需要邀請相
關系所共同協商。 

 
第四案  
案由：擬修正本校通識中心設置辦法及通

識教育委員會設置辦法，提請 討
論。 

決議：修正通過，請研發處配合修訂本校
組織規程。 

 
第五案 
案由：本校擬分別與大陸廈門大學及日本

東北大學（Tohoku University）簽
約案，提請討論。 

決議：修訂通過。 

 
人事室：修訂條文，已於 94年 1月

17日函轉各單位知照。 
 
 
 
 
 
教務處：已於 93.12.15成大教字第

0930007312號函陳報教育
部。 

 
 
醫學院：現階段續與台南護專進行細

步規劃，仍有多項困難點需
再持續討論、研擬解決方式。 

 
 
 
 
 
教務處：經奉教育部 94.3.10台高

(二)字第 0940030732號函
核定。 

 
 
 
 
研發處： 
1.廈門大學朱崇實校長於 94年 1月

21日來校訪問並完成簽約。 
2.東北大學簽約案，正在洽談簽署方
式及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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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案   

案由：「本校教師升等辦法」第四條有關教

師服務年資計算之疑義，詳如說明，

請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第七案 

案由：擬廢除本校「亞太研究中心設置辦

法」，提請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請研發處修訂本校組織規

程相關條文。 

第八案 

案由：訂定「國立成功大學性別平等教育委

員會設置要點（草案）」，請討論。 

決議：原則修訂通過，第四點分工部份，由

主任秘書協調之。 

 

第九案 

案由：擬廢除「國立成功大學兩性平等教育

委員會設置要點」，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請研發處修訂本校組織

規程相關條文。 

第十案 

案由：本校擬與美國凱斯西儲大學（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簽

訂雙學位合作計畫書，提請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人事室： 已轉知各、院、系所知照。 

 

 

 

 

 

社會科學院：照案辦理。 

 

 

 

 

學務處：經主任秘書開會協調後，各

項分工明列於要點中第四

條。 

 

 

 

學務處：照案辦理。 

 

 

 

 

教務處:已於 93.12.23完成二校簽約

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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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 93 學年度第 3 次校務會議延會紀錄 

時間：94 年 3 月 30 日（星期三）下午 1 時 30 
地點：成功校區格致廳 
出席：如附件一p.83。 

主席：高校長 強                                 記錄：侯雲卿 

壹、報告事項： 
主席報告：上次會議因會議進行中在場人數不足，導致程序問題而延會。因

校務會議是本校處理重要決策及法案的最高決策單位。請各位委

員盡量撥冗參加，以增加會議效率，進而利於校務推動。 
貳、討論事項： 

第一案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由：因應教育部「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修正發布後，

本校各單位配合新訂或修訂校內之相關辦法，提請 討論。 

說明：下列法規已陸續提經 94年 2月 22日、94年 3月 7日及 94年 3月

15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會議審議。 

項次 承辦單位 辦法名稱 

1 秘書室 新訂「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 

2 秘書室 修訂「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設置要點」 

3 人事室 
修訂「國立成功大學進用專案計畫教學人員實施要
點」 

4 人事室 
新訂「國立成功大學進用專案計畫工作人員實施要
點」 

5 
研究總中
心 

修訂「國立成功大學進用專案計畫研究人員實施要
點」 

6 總務處 新訂「國立成功大學自償性支出及建設控管辦法」 

7 研發處 將「國立成功大學補助師生出國參加國際學術及競
賽活動辦法」修訂為「國立成功大學因公派員出國
案件處理要點」 

8 研發處 修訂「國立成功大學建教合作計畫實施要點」，並將
「國立成功大學建教合作計畫結餘款運用及管理要
點」及「國立成功大學行政人員協辦建教合作計畫
業務人員支領酬勞費管理要點」之內容併入，同時
廢止該兩要點。 

9 總務處 新訂「國立成功大學新興工程支應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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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 
一、新訂「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修訂通過，如

附件二p.84。 

二、新訂「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設置要點」修訂通過，

如附件三p.90。委員應有教師會代表一人，由各學院推薦教師會

成員若干人，供校長遴選之。 

三、修訂「國立成功大學進用專案計畫教學人員實施要點」，照案通

過，如附件四p.91；契約書修訂通過，如附件五p.92。 

四、新訂「國立成功大學進用專案計畫工作人員實施要點」照案通過，

如附件六p.93。 

五、修訂「國立成功大學進用專案計畫研究人員實施要點」照案通過，

如附件七p.94；契約書修訂通過，如附件八p.95。 

六、新訂「國立成功大學自償性支出及建設控管辦法」照案通過，如

附件九p.96，本辦法為全國首創，未來視實際執行情形，必要時

再行修訂。 

七、將「國立成功大學補助師生出國參加國際學術及競賽活動辦法」

修訂為「國立成功大學因公派員出國案件處理要點」修訂通過，

如附件十，p.97。 

八、修訂「國立成功大學建教合作計畫實施要點」，並將「國立成功

大學建教合作計畫結餘款運用及管理要點」及「國立成功大學行

政人員協辦建教合作計畫業務人員支領酬勞費管理要點」之內容

併入，同時廢止該兩要點，修訂通過，如附件十一p.98。 

九、新訂「國立成功大學新興工程支應辦法」修訂通過，如附件十二

p.100。 

 
第二案 提案單位：經費稽核委員會 
案由：擬修訂『國立成功大學經費稽核委員會設置要點』、『國立成功大學

經費稽核委員會委員推選要點』、『國立成功大學經費稽核委員會內

部稽核實施要點』及『國立成功大學經費稽核委員會內部稽核之施

行細則表』（草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為配合『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修訂，本校經費

稽核相關要點將進行修訂。 
二、經費稽核委員會於九十四年二月四日召開臨時會修訂相關要點，修

正對照表如附件。 
三、本相關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並報教育部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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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依教育部 94 年 3 月 22 日台高(三)字第 0940024829 號函，無須報部。 
一、「國立成功大學經費稽核委員會設置要點」修訂通過，如附件十

三p.101。 
二、「國立成功大學經費稽核委員會委員推選要點」，修訂通過，如附

件十四p.102。 
三、「國立成功大學經費稽核委員會內部稽核實施要點」，修訂通過，

如附件十五p.103。 
四、「國立成功大學經費稽核委員會內部稽核之施行細則表」，照案通

過，如附件十六p.104。 
 
第三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人事室 
案由：擬修訂「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二條條文、「本校各學

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及「本校各學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

辦法」，修訂條文對照表如附件，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本次修訂案已提本校 94 年 2 月 23 日 93 學年度第 5 次校教師評審

委員會討論通過在案。 

二、依據 93年 6月 23日公布施行之性別平等教育法第十六條規定：「學

校之考績委員會、申訴評議委員會、教師評審委員會及中央與直轄

市、縣 (市) 主管機關之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之組成，任一性別委

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但學校之考績委員會及教師評審委

員會因該校任一性別教師人數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者，不在此

限。學校或主管機關相關組織未符合前項規定者，應自本法施行之

日起一年內完成改組。」 

三、93年 12月 3日教育部台訓（三）字第 0930150829號令：「性別平

等教育法第十六條第一項所定學校之教師評審委員會係指校級之

教師評審委員會。」 

四、另依教育部 92 年 5 月 29 日台審字第 0920080492 號函復本校有關

本會設置辦法之建議意見，配合修訂本校各學院及各學系教師評審

委員會設置辦法相關文字。 

擬辦：「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經校務會議討論通過，報教育部核

定後實施；「本校各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及「本校各學系

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經校務會議討論通過後實施。 

決議： 

一、「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修訂通過，如附件十七p.106。 

二、「本校各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修訂通過，如附件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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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08。 

三、「本校各學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修訂通過，如附件十九

p.110。 

 
第四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人事室 
案由：擬修訂「國立成功大學聘請兼任專家擔任教學辦法」為「國立成功

大學聘請兼任專家擔任教學要點」，並修訂部分條文，提請  討論。 

說明： 

一、「國立成功大學聘請兼任專家擔任教學辦法」經報教育部核定，函復

依下列審核意見文字修正後，准予核定： 

（一）本案係依「大學聘任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辦法」第九條規定

辦理，因此辦法名稱及各條項所稱「兼任專家」請統一修正為

「專業技術人員」。 

（二）第三條第一款任用資格請依「大學聘任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

辦法」第四條所訂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任用資格修正。 

（三）第十條「備查」文字請修正為「核定」。 

二、因涉辦法名稱及本校已聘任「兼任專家」職稱之更改，經提校教評

會討論，決議如下： 

（一）為使本校「兼任專家」職稱得以繼續使用，決議刪除本校聘請

兼任專家擔任教學辦法第一條中「並參照教育部『大學聘任專

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辦法』」之文字，並提請校務會議討論。 

（二）提校務會議通過後，再向教育部申復，以維持本校原有之「兼

任專家」職稱。 

三、經 94年 3 月 9日本校 93學年度第 4次校務發展委員會決議，將「國

立成功大學聘請兼任專家擔任教學辦法」修改為「國立成功大學聘

請兼任專家擔任教學要點」並刪除「報請教育部核備」等文字。 

四、修訂條文對照表如下： 

修  訂  後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修 訂 說 明 

一  為應本校各系所教學需
要，訂定本校聘請兼任
專家擔任教學要點(以
下簡稱本要點)。 

 

 

 

 

第一條  為應本校各系所教
學需要，並參照教
育部「大學聘任專
業技術人員擔任教
學辦法」訂定本校
聘請兼任專家擔任
教學辦法(以下簡
稱本辦法)。 

＊刪除「並參照
教育部『大學
聘任專業技
術人員擔任
教學辦法』」
等文字。 

 

＊「辦法」改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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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要點所稱兼任專家，
係指具有特殊專業實
務、造詣或成就，足以
勝任教學工作者。 

 

 

十  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
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兼任專
家，係指具有特殊
專業實務、造詣或
成就，足以勝任教
學工作者。 

 

第十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
通過並報請教育部
備查後實施，修正
時亦同。 

「要點」。 

 

＊刪除「報請教
育部核定」等
文字。 

＊各條次改以
一、 
二、……表
示。 

決議：照案通過，如附件二十p.112。 

 
第五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修訂「國立成功大學推廣教育中心設置辦法」，提請 討論。 
說明：修訂對照表如下： 

修   訂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二條  本中心隸屬教務處，負
責學校各項推廣教育
之教學、規劃、學籍及
計畫審核，並依「本校
推廣教育委員會」之指
導辦理中心業務。  

 第二條  本中心為一隸屬教務處
之教學、規劃及研究單
位（層級相當系所），並
依「本校推廣教育委員
會」之指導辦理中心業
務。 

 

決議：辦法改為要點，修訂通過，如附件二十一p.113。 

參、臨時動議：無 

肆、散會：下午四時三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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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國立成功大學九十三學年度第三次校務會議延會出席名單 

時間：94 年 3 月 30 日下午 1 時 30 分 

地點：國際會議廳第一演講室 

出席：蘇炎坤 柯慧貞(陳省盱代) 張志強  黃肇瑞(張錦裕代) 楊明宗      
張克勤  張高評  余樹楨 吳文騰 李清庭 徐明福 吳萬益(王明隆代) 
陳振宇 陳志鴻 賴溪松 閔振發 陳省盱 張丁財  李丁進 徐德修  

王永和（李金滿代） 吳文騰（劉全璞代） 江建俊 廖美玉 王偉勇 

陳璧清 劉開鈴 王健文 王 琪 蕭瓊瑞 劉梅琴 柯文峰      
傅永貴（楊緒濃代） 田 聰 周維揚 孫亦文 吳培琳 曾清涼   
張素瓊（李亞夫代） 麥愛堂 楊惠郎 陳宗嶽 李偉賢（羅裕龍代） 

朱銘祥 張錦裕 李森庸 李驊登（李榮顯代）林大惠（黃金沺代）      
李榮顯 黃金沺 周澤川 陳志勇  楊毓民  陳進成 曹紀元（郭瑞昭代） 

吳致平 方一匡 游保杉 黃吉川 李國賓 張憲彰 鄭國順 趙儒民 

黃明志 蔡俊鴻（李文智代） 林素貞 胡潛濱（鄭泗滄代） 王覺寬   

黃啟鐘（王覺寬代） 謝錫堃 王 醴 許謂州（張守進代） 蔡宗祐 

朱治平 陳培殷 簡仁宗 盧文祥 高宏宇 陳裕民 江哲銘（許春華代）

陳彥仲（徐明福代） 何東波 陸定邦 王泰裕 林清河 李賢得       
林正章（許瓊文代）呂錦山 陳文字（陳正忠代）劉宗其 王明隆       
吳清在 簡金成 吳鐵肩（馬瀰嘉代） 陳占平 陳洵瑛           
任卓穎（陳洵瑛代） 賴明德 吳華林（賴明德代） 劉校生 吳俊忠 

吳梨華 蔡瑞真 黎煥耀 黃美智（陳清惠代） 謝淑珠 葉才明   

徐阿田 卓瓊鈺 施陳美津（李易清代） 吳明宜（李易清代）      

蘇慧貞（曾蕓梃代） 靳應臺（李澤民代） 劉明毅 徐畢卿（陳清惠代）

張明熙 薛尊仁 葉宗烈 顏經洲 宋鎮照 李伯岳  王富美   
謝文真（劉亞明代） 侯英泠 陸偉明（李慧珍代） 趙梅如 王苓華

（李劍如代） 李劍如 李聰盛（陳榮杰代） 李金駿 張榮輝  
列席：謝孟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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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 

94年 3月 30 日 93 學年度第三次校務會議延會通過 
第一條 為因應高等教育發展趨勢，提升教育品質，增進教育績效，特設置「國立成功大

學校務基金」(以下簡稱本基金)。 

第二條 為有效運用、管理及監督本基金，以協助校務之推動，特依「國立大學校院校務

基金設置條例」及教育部訂頒之「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之相

關規定，訂定「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三條 本基金之收入來源如下： 
一 政府編列預算撥付：由教育部依預算程序編列撥付學校之經費。 
二 學雜費收入：每學期依教育部規定之收費標準，向註冊學生收取之學費及雜

費收入。 

三 推廣教育收入：依推廣教育實施辦法之規定辦理推廣教育及研習、訓練等班

次所收取之收入。 

四 建教合作收入：為外界提供訓練、研究及設計等服務所獲得之收入。 
五 場地設備管理收入：提供場所及設施等所收取之收入。 
六 捐贈收入：無償收受動產、不動產及其他一切有財產價值之權利或債務之減

少。 
七 孳息收入：基金存放公民營金融機構所孳生之利息收入。 
八 其他收入：不屬於上述各款之自籌收入。 

第四條 為落實本基金之有效管理及彈性運用，設置「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以下簡稱管理委員會) 管理之。 

管理委員會置委員七人至十五人，由校長任召集人，其中不兼行政職務之教師代

表不得少於三分之一，必要時得聘請校外專業人士參與。委員任期二年，由校長

遴選提經校務會議同意後聘任之。 

管理委員會之設置要點另訂之。 

第五條 管理委員會之任務如下： 
一 學校教學、研究及推廣所需財源之規劃。 
二 學校建築及工程興建所需財源之規劃。 
三 校務基金年度概算擬編之審議。 
四 校務基金開源措施之審議。 
五 校務基金經濟有效節流措施之審議。 
六 校務基金經費收支及運用之績效考核。 
七 第三條第三款至第八款收支管理規定之審議。 
八 其他關於校務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事項之審議。 

第六條 管理委員會得視任務之需要，分組辦事；所需工作人員，由學校現有人員派兼為

原則。但為使校務基金之收支、保管及運用發揮最大經濟效益，得進用專業人員

若干人，其權利、義務、待遇及福利，依學校法令規定，由學校於契約中明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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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委員會每學期至少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 

管理委員會召開會議時，得請相關人員列席。 

第七條 本基金有關年度預算編製及執行、決算編造，除第三條第三款至第八款之有關收

入，應依本辦法之相關規定另訂收支管理要點運作之，並受教育部監督外，應依

預算法、會計法、決算法、審計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八條 前條第二項之收支管理規定，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 編制內教師本薪(年功薪)、加給以外之給與及編制外人員之薪資及其他給與。 
二 講座經費支應原則。 
三 教師教學及學術研究獎勵支應原則。 
四 出國旅費支應原則。 
五 公務車輛之增購、汰換及全時租賃。 
六 新興工程支應原則。 
七 因應自償性支出之舉借及其償還財源之控管機制。 
八 其他應規範經費之原則。 

第九條 第三條第二款至第八款之自籌收入，在總額一定比率之上限範圍內，得對符合下

列條件之編制內教師，給予本薪(年功薪)、加給以外之給與： 
一 講座教授。 
二 特聘教授。 
三 非編制之行政或學術兼職。 
四 特殊任務編組之委員會委員。 
五 接受學校委託辦理專題研究者。 
六 持有技術股票作價之報酬。 
七 其他經管理委員會同意之給與。 

前項各款中，講座教授及特聘教授應另訂設置要點，經管理委員會及校務會議通

過後，報奉教育部核備後實施。其餘各款之給與須經管理委員會同意。 

第一項各款之給與佔總額收入之比率上限訂為 50%，但教育部報奉行政院核定調

整時，依其規定。 

第十條  第三條第二款至第八款之自籌收入，在前條第三項規範之比率上限範圍內，得聘

僱下列編制外人員，以提昇學術水準及協助校務之運作。 
一 國外傑出學者。 
二 專案計畫教學人員。 
三 專案計畫研究人員。 
四 專案計畫工作人員。 
五 專案經理人員。 
六 兼任專家及顧問。 
七 博士後研究人員。  
八 工讀生。 
九 其他經循行政程序簽准僱用之短期臨時人員。 

前項第一款至第七款中所置之人員應另訂支給標準，經管理委員會通過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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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條 三條第三款之推廣教育收入，應衡量使用學校資源情形，由學校先從收入總額

中適當提列行政管理費。 

專案申請之學分班及非學分班，屬自辦班別者，應按計畫經費總金額中提列 27%
管理費；屬政府機關及公民營機構委託之班別，依委託單位之規定提列，惟未

及 27%時，應另編場地及水電等相關費用補足；外業班別得按計畫經費總金額

提列 15%管理費。 

如開班辦理在職訓練、技術人力養成訓練、專門技術訓練、代辦實習等人員交

流訓練案，在校內舉辦之內業至少應編列 27%管理費；在校外舉辦之外業至少

應編列 11.5%管理費。 

管理費經校長核准者，標準得降低之。 

第十二條 前條推廣教育所提列之 27%行政管理費，授權支用之比率為學校 20/27，學院或
研究總中心 1/27，系所或研究中心 6/27。 

推廣教育班之節餘款，結案後繼續使用之授權支用比率為學校 20%，主辦單位

80%。 

教務處應訂定推廣教育收入收支管理要點，提報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報教

育部備查。 

第十三條 第三條第四款之建教合作收入，應衡量使用學校資源情形，適當提列行政管理
費。 

政府機關及公民營機構委託之專題研究計畫，應按計畫經費總金額編列至少

17%管理費；但政府機關另訂有管理費標準者，不在此限。服務性試驗、調查

及人員交流訓練案之管理費編列比率，由研究發展處另訂辦法規範，經管理委

員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特殊案件之管理費經校長核准者，標準得降低之。 

第十四條 各建教合作計畫案管理費先提列 10﹪作為圖書館書刊經費後，依適當比例授權
支用： 

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於扣除就地審計費後，支用比率為學校 60%，學院及研究

總中心 3%，系所及研究中心 37%。 

公民營機構委託之專題研究計畫案、以計畫書簽約之服務性試驗及調查案、以

建教合作案方式舉辦之學術研討會，此三類之支用比率為學校 59%(10/17)，學

院及研究總中心 6%(1/17)，系所及研究中心 35%(6/17)。 

屬內業之服務性試驗及調查案之支用比率為學校 90%(18/20)，學院及研究總中

心 10% (2/20)；屬外業之服務性試驗及調查案之支用比率為學校 91%(5/5.5)，

學院及研究總中心 9%(0.5/5.5)。 

屬內業之人員交流訓練案之支用比率為學校 74%(20/27)，學院 4%(1/27)，系

所及研究中心 22%(6/27)；屬外業之人員交流訓練案之支用比率為學校

44%(5/11.5)，學院 4%(0.5/11.5)，系所及研究中心 52%(6/11.5)。 

第十五條 各建教合作計畫案執行結案後之節餘款，凡已提足 17%以上之管理費者由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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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依規定運用；未提足 17%者，則於依規定方式補足差額後之節餘款運用
之。 

補提之管理費依前條第三項之方式分配予學校、學院及總中心、系所及研究中

心。 

研究發展處應訂定建教合作收入收支管理要點，提報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後，

報教育部備查。 

第十六條 第三條第五款之場地設備管理收入，其由學校控管者應由學校統籌運用；由學
院或研究總中心、系所或研究中心等單位控管者，於該項收入總額提成 20%為
學校管理費，80%分配至管理單位運用。 

場地設備管理收入須負擔稅負時，應於該項收入總額先行扣除後，再依前項比

率分配。 

總務處應訂定場地設備管理收入收支管理要點，提報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後，

報教育部備查。 

第十七條 第三條第三款至第八款之自籌收入，得對下列事項予以鼓勵，表現優異之行政
及學術單位，或教職員工個人，得給與適度之經費或獎金，以獎勵教學、研究
或服務之傑出表現： 
一 國內外學術活動。 
二 學術研究。 
三 教學特優。 
四 產學合作或技術移轉成果特優。 
五 績優教職員工。 
六 行政革新績效卓著。 
七 其他經管理委員會同意之獎勵。 

前項第一款至第六款中之各事項應訂定鼓勵或獎勵要點，經管理委員會及校內

相關會議通過後實施。 

第十八條 為推廣國際化，鼓勵教職員出國觀摩及參與學術活動，得以第三條第三款至第
八款之收入為財源支應因公派員出國案件，並由學校自行依所訂要點審核。 

校長依前項為財源所支應之因公出國案件，仍應依「教育部所屬學校及實施作

業基金機關因公派員出國案件處理要點」第十點規定辦理。 

研究發展處應訂定因公派員出國案件處理要點，提報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後，

報教育部備查。 

第十九條 為合理使用公務車輛，得彈性運用第三條第三款至第八款之收入為財源，增購、
汰換及全時租賃公務車輛。 

總務處應訂定公務車輛之使用、租賃要點，提報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報教

育部備查。 

第二十條 為有效安排新興工程規劃，及促進民間投資，節省政府之預算撥付，可彈性運
用第三條第三款至第八款之收入為財源，支應學校之新興工程。 

總務處應訂定新興工程之支應辦法，提報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報教育部備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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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條 為有效進行財務規劃，並因應自償性之宿舍、停車場、醫院等類型建設工程
或管理營運之支出，除可彈性運用第三條第三款至第八款之收入及歷年基金
盈餘為財源外，經管理委員會之審議通過後，得向金融機構舉借。 

總務處應就舉債控管、確保債務清償及債務無法清償之因應措施等，訂定自

償性支出之控管機制辦法，提報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報教育部備查。 

第二十二條 學校收受之捐贈，應全數撥充校務基金，未指定用途之捐贈收入，由學校統
籌運用；收受指定用途之捐贈，其用途應與學校校務有關。 

非由學校全權管控之指定捐贈收入，除經校長核准者外，一律提撥 5%之行政

管理費。 

學校收受之捐贈，不得與贈與人有不當利益之聯結。 

學校對熱心捐贈者，得予適當之獎勵。 

第二十三條 為充裕校務基金之財源，得將校務基金投資於下列項目： 
一 存放公民營金融機構。 
二 購買公債、國庫券或其他短期票券。 
三 投資於與校務或研究相關之公司與企業。 
四 其他具有收益性及安全性，並有助於增進效益之投資。 

第二十四條 前條第三款及第四款投資資金之來源如下： 
一 以研究成果或技術作價無償取得之股權。 
二 捐贈收入及歷年基金之盈餘。  
三 其他之法令未限制之經費來源。 

第二十五條 為使校務基金之收入及運用發揮最大經濟效益，管理委員會下設任務編組之
財務管理小組，負責第二十三條之相關投資事宜。 

財務管理小組置委員七至九人，總務長、主任秘書、研發長及會計主任為當

然委員，另由校長遴聘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委員及教授代表數人組成之，由

總務長擔任召集人，出納組組長為執行秘書。 

財務管理小組至少每月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召開會議時得邀請

會計室各組組長及相關業務人員列席。 

第二十六條 財務管理小組需擬訂每年度之財務調度及投資計畫，經管理委員會通過後執
行之；並於管理委員會會議中報告執行情形。 

第二十七條 管理委員會對超過新臺幣伍仟萬元以上之第二十三條投資案，認為必要時得
聘請專業之機構及人員協助評估。 

第二十八條 學校在預算執行期間，因市況變動及業務之實際需要，需動用基金盈餘，增
加管理及總務費用之支出，或辦理非計畫型及計畫型之資本支出，則須提經
管理委員會之同意，專案報教育部核定或核轉行政核定後辦理，並補辦預算。 

第二十九條 為監督校務基金之收支、保管及運用，於校務會議下設置「國立成功大學經
費稽核委員會」監督之。 

經費稽核委員會置委員七人至十五人，由校務會議成員推選產生。但管理委

員會之成員、總務及會計相關人員，不得擔任經費稽核委員會之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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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稽核委員會所需工作人員，由學校現有人員派兼之。 

經費稽核委員會設置要點另訂之。 

第三十條 經費稽核委員會之任務如下： 
一 學校教學、研究及推廣計畫財務運用之事後稽核。 

二 校區建築與工程興建計畫、發包及執行等經費運用之事後稽核。 

三 各項經費收支及現金出納處理情形之事後稽核。 

四 校務基金年度決算之稽核。 

五 學校資產增置、擴充及改良等事項之事後稽核。 

六 校務基金經濟有效利用及開源節流措施之事後稽核。 

七 其他經費之事後稽核事項。 

前項稽核事項，以任期內發生與經費運用有關事項為限。但該事項涉及以前任
期者，不在此限。 

第三十一條 經費稽核委員會每學期至少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召開臨時會。 

經費稽核委員會召開會議時，得視稽核事項之需要，邀請管理委員會或校內
相關單位派員列席。 

經費稽核委員會得經委員會之決議，請管理委員會或校內相關單位提供必要
之資料以供查閱。 

經費稽核委員會應於校務會議中提出有關校務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之稽核
報報告。 

第三十二條 第三條第三款至第八款所定各種收入之收支情形，應由相關主管人員、經費
執行人員、使用及保管資產人員，負其執行預算、保管及使用資產之相關責
任，並由會計人員負責帳務處理及彙編財務報表。 

第三十三條 第三條第三款至第八款所定各種收入之收支、保管及運用，應設置專帳處理，
經費收支應有合法憑證，並依規定年限保存；建教合作收支，應依建教合作
機構之規定或契約辦理。 

前項所列各項收入之收支預計表、收支決算表，連同相關書表及全校收支財
務報表，應送教育部備查，並依相關規定上網公告，及接受教育部派員或委
請會計師查核。 

第三十四條 各行政及學術之第一、二級單位，就第三條第三款至第八款該單位歷年之自
行控管財源，得自訂相關管理辦法或專案申請，經管理委員會通過後，執行
本辦法第八條各款之規定事宜。 

第三十五條 各行政單位及院、系所中心等分配運用經費，未用罄之經費得延至次一年度
繼續使用。 

第三十六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報奉教育部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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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設置要點 
94年 3月 30 日 93 學年度第三次校務會議延會通過 

一、本校為有效管理及運用校務基金，依教育部「國立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二
條之規定設置「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並訂定本要
點。 

二、本委員會由校長任召集人，另由校長遴選六至十四位委員提經校務會議同意後聘任之，
任期兩年並得連任。新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產生新任委員前由上屆委員繼續執行任
務。委員中不兼行政職務之教師代表不得少於三分之一，必要時得聘請校外專業人士參
與。 

教師會得向校長推薦委員人選。 

三、本委員會之任務如下： 
(一) 學校教學、研究及推廣所需財源之規劃。 
(二) 學校建築及工程興建所需財源之規劃。 
(三) 校務基金年度概算擬編之審議。 
(四) 校務基金開源措施之審議。 
(五) 校務基金經濟有效節流措施之審議。 
(六) 校務基金經費收支及運用之績效考核。 
(七) 「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三條第三款至第八款收支管理規定

之審議。 
(八) 其他關於校務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事項之審議。 

四、本委員會之行政工作由秘書室支援，委員會之重要決議由秘書室提校務會議備查。 

五、管理委員會得視任務之需要，分組辦事；所需工作人員，由學校現有人員派兼為原則。
但為使校務基金之收支、保管及運用發揮最大經濟效益，得進用專業人員若干人，其
權利、義務、待遇及福利，依學校法令規定，由學校於契約中明定之。 
本委員會每學期至少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 
本委員會召開會議時，得請相關人員列席。 

六、為使校務基金之收入及運用發揮最大經濟效益，本委員會下設任務編組之財務管理小
組，負責「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二十三條之相關投資事宜。 
財務管理小組置委員七至九人，總務長、主任秘書、研發長及會計主任為當然委員，

另由校長遴聘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委員及教授代表數人組成之，由總務長擔任召集
人，出納組組長為執行秘書。 
財務管理小組至少每月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召開會議時得邀請會計室各
組組長及相關業務人員列席。 

七、財務管理小組需擬訂每年度之財務調度及投資計畫，經本委員會通過後執行之；並於
本委員會會議中報告執行情形。 

八、第六點第一項之投資案超過新臺幣伍仟萬元以上者，本委員會認為必要時得聘請專業
之機構及人員協助評估。 

九、本設置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報教育部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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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國立成功大學進用專案計畫教學人員實施要點 

九十一年六月十二日本校九十學年度第三次校務會議延會通過 

九十三年六月十六日本校九十二學年度第四次校務會議通過 

九十四年三月三十日本校九十三學年度第三次校務會議延會通過 

一、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因應教學需要，依教育部「國立大學校院進用專案
計畫教學人員研究人員暨工作人員實施原則」訂定「國立成功大學進用專案計畫教學
人員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教學人員，係指在本校年度校務基金自籌經費範圍內，以專案計畫進用之
編制外人員。 

三、前項教學人員以約聘方式進用，其等級分為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講師（以下簡
稱專案計畫教師）。 

四、各有關單位因左列教學需要須擬訂「專案計畫書」，提經系、所務會議通過並經學院同
意後，簽請研究發展處、教務處、人事室、會計室會核並陳奉校長核准後辦理專案計
畫教師聘任事宜。 
（一） 各教學單位有缺額，擬以專案計畫聘請教師教授基礎、體育……等課程時。 
（二） 各系（所）有缺額，擬先試聘教師時。 
（三） 各單位有經費，擬以專案計畫聘請教師時。 

五、專案計畫教師之聘任資格及審查程序依本校編制內專任教師聘任規定辦理，但已屆應
即退休年齡者不得任用為專任教育人員之規定不在此限。 

六、專案計畫教師聘任之申請須檢附左列證件資料，提系、院、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一）簽奉核准專案計畫書。 
（二）擬聘專案計畫教師簽辦表。 
（三）履歷表。 
（四）畢業證書或學位證書。 
（五）著作目錄。 
（六）其他足資證明資格之文件。 
另聘任單位得依實際需要請應聘人提供左列證件資料： 

（一）服務證明書。 
（二）推薦函。 

七、專案計畫教師之聘期以一年一聘為原則，但計畫期限在一年以內者，應按實際所需時
間聘任。如因計畫持續需要得續聘，至計畫執行期限結束時止，並應比照專任教師辦
理教學評鑑以作為續聘與否之參據。 

八、專案計畫教師得比照本校編制內專任教師資格審查規定辦理審查教師資格並請頒教師
證書；其符合升等條件者，並得比照本校教師升等辦法辦理升等審查。 

九、專案計畫教師須參加勞工保險及全民健保，並比照「本校臨時聘僱人員離職儲金實施
要點」之規定參加離職儲金。 

十、專案計畫教師轉任編制內專任教師時，應依新聘教師聘任程序重新審查。其曾任與現
職職務等級相當之專案計畫教師年資，且服務成績優良者得予採計提敘薪級；其資格
經送教育部審查通過頒授教師證書後之服務年資，得比照編制內專任教師年資計算辦
理升等。 

十一、專案計畫教師之聘期、授課時數、報酬標準、差假、福利、保險、離職儲金及其他
權利義務等事項以契約（契約書格式如附件）明定。 

十二、本要點未規定事項，依教育部「國立大學校院進用專案計畫教學人員研究人員暨工
作人員實施原則」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三、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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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國立成功大學進用專案計畫教師契約書 
94年 3月 30 日九十三學年度第三次校務會議延會通過 

                                  

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甲方）為應專案計畫教學需要，聘任                     先生
（以下簡稱乙方）為編制外專案計畫（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講師），經雙方訂立條款
如下： 
一、聘任期間：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二、工作內容：（依專案計畫書規定填寫。） 
三、報酬：（依專案計畫書規定填寫，惟擔任基礎、體育……等課程教學之專案計畫教師薪

資依授課鐘點費計算為原則。） 
四、服務時間：每日上班時間，比照甲方編制內專任教師規定辦理。 
五、授課時數：（依專案計畫書規定填寫，惟擔任基礎、體育……等課程教學之專案計畫教

師每週基本授課時數以十二小時（含）以上為原則。） 
六、差假：比照甲方編制內專任教師之規定辦理。 
七、出國：比照甲方「專任教師申請出國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八、乙方非經本校書面同意不得在校外兼職或兼課。 
九、保險：乙方若符合「勞工保險條例」及「全民健康保險法」之被保險人資格者，應於

到職時，由甲方辦理加保手續；聘約期滿或中途離職，應辦理退保。來自國外未具參
加勞工保險或全民健康保險投保資格者，可請甲方協助委託中央信託局人壽保險處辦
理「國際技術合作人員綜合保險」。保險費由乙方負擔百分之三十五，本校專案計畫補
助百分之六十五。如乙方不擬參加此項保險，應以親筆簽名之書函向甲方聲明。 

十、離職儲金：乙方於聘（僱）期間，經甲方同意得依「國立成功大學聘僱人員離職儲金
給與要點」規定參加離職儲金，其給與方式依該要點規定辦理。  

十一、其他福利事項比照甲方聘僱人員辦理。 
十二、到職及離職：乙方接到甲方聘任通知後，應依規定辦理到職手續。聘期屆滿，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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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乙方在約聘期間不適用「國立成功大學教師借調處理要點」、「國立成功大學教師
出國講學及國內外研究進修申請作業要點」、「國立成功大學教授、副教授休假研
究辦法」、「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條例」及公教人員婚、喪、生育、子女教育補
助等規定。 

十四、乙方於聘約有效期間，如因教學不力或有其他不當行為或違反本契約應履行義務時，
經甲方指正而未改善，即構成違約，甲方得終止本契約並予解聘。 

十五、本契約如有未盡事宜，依教育部「國立大學校院進用專案計畫教學人員研究人員暨
工作人員實施原則」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六、本契約書一式三份，甲方、乙方、本專案計畫申請單位各執一份。 
 

立契約人    甲     方：國立成功大學 
地     址：701台南市大學路一號 
代  表 人：高    強 
 
 
乙     方： 
地     址： 
身分證字號：  
（無中華民國身分證  
者請填護照號碼）  
聯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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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國立成功大學進用專案計畫工作人員實施要點 

94年 3月 30 日本校九十三學年度第三次校務會議延會通過 

一、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因應校務發展需要，特依教育部「國立大學校院進
用專案計畫教學人員研究人員暨工作人員實施原則」訂定「國立成功大學進用專案計
畫工作人員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工作人員，係指為辦理行政或執行專案計畫工作，在本校年度校務基金自
籌經費 50﹪範圍內，以本校「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三條第二款至第八款收入
進用之編制外人員。 

三、各單位或計畫主持人因業務需要擬進用前項工作人員時，應循各計畫主管單位規定之
行政程序簽奉核准後辦理進用事宜。 

四、工作人員以約聘（僱）方式進用，其遴聘資格由各用人單位或專案計畫需要訂定，並
以公開方式甄審為原則。 

五、工作人員之聘（僱）以一年一聘為原則，但計畫期限在一年以內者，應按實際所需時
間聘（僱）。如因計畫持續需要得續聘，至計畫執行期限結束時止。 

    新進工作人員得先予試用，試用期間以三個月為原則，試用期滿表現良好者再予簽約
聘（僱），其聘期追溯自試用日起生效。 

六、工作人員於聘（僱）期間，須接受單位主管或計畫主持人督導及工作指派，並遵守本
校及合作機構有關規定之義務，如有違反，得隨時予以解聘（僱）。 

七、工作人員之報酬，除因計畫關係需另訂支給標準經專案簽准或依委託計畫單位約定另
訂標準支給外，其餘人員均依本校聘僱人員待遇支給標準表（如附件一）支給，但各
該用人經費如有困難時，得酌減之。 
新進工作人員依其學歷自最低薪級起薪，服務滿一年成績優良者得晉一級，是否晉級
由各用人單位或計畫主持人自行考核決定。 
新進工作人員如有符合本校「聘僱人員採計曾任年資提敘薪級原則」規定之服務年資
時，得於本職最高薪範圍內提敘薪級，但每滿一年最多提敘一級。 

八、工作人員之上班時間與本校編制內職員相同，其差假比照「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聘僱
人員給假辦法」辦理。 

九、工作人員於聘（僱）期間，不得在校內外兼職或兼課，如因業務需要須依校內相關規
定經專案簽准。 

十、工作人員於聘期屆滿前，因故須提前離職時，應於一個月前提出申請，經單位主管或
計畫主持人同意並辦妥離職手續後始得離職。 

十一、工作人員須參加勞工保險及全民健保；另得經用人單位或計畫主持人同意後依「本
校聘僱人員離職儲金給與要點」規定參加離職儲金。其勞、健保雇主應負擔之保險
費及公提儲金由各該用人經費來源提撥。 

十二、工作人員於聘（僱）期間，得依本校有關規定享有下列權益： 
（一） 請領本校識別證與校內汽機車通行證。 
（二） 請領本校醫學院附設醫院優待就醫證。 
（三） 參加校內文康活動。 
（四） 圖書館、計算機與網路中心及體育場所等公共設施，得依各單位規定使用之。 
（五） 其他經專案簽准之福利事項。 

十三、工作人員於聘（僱）期間應簽訂契約（契約書格式如附件二），契約中明定其聘期、
報酬標準、上班時間、差假、保險、離職儲金、到離職等權利義務事項。 

十四、本要點未規定事項，依教育部「國立大學校院進用專案計畫教學人員研究人員暨工
作人員實施原則」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五、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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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國立成功大學進用專案計畫研究人員實施要點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十月九日九十一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六月十六日九十二學年度第四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九十四年三月卅日九十三學年度第三次校務會議延會通過 

一、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因應研究需要並有效運用員額，依教育部「國立大

學校院進用專案計畫教學人員研究人員暨工作人員實施原則」訂定「國立成功大學進

用專案計畫研究人員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研究人員，係指在本校年度校務基金自籌經費範圍內，以專案計畫進用之

編制外人員。 

三、前項研究人員以約聘方式進用，其等級分為研究員、副研究員、助理研究員（以下簡

稱專案計畫研究人員）。 

四、各有關單位因研究需要且有經費時得擬訂「專案計畫書」，提經系務、所務或研究中心

會議通過並簽請各所屬一級單位同意後、簽請研究發展處、人事室會核並陳奉校長核

准後辦理專案計畫研究人員聘任事宜。 

五、專案計畫研究人員之聘任資格比照「國立成功大學研究人員聘任及升等辦法」規定辦

理，審查程序依系（所）教評會或中心初審委員會初審、院教評會或總中心複審委員

會複審，校教評會決審之三級制辦理，並需檢附左列證件資料。 

(一)簽奉核准專案計畫書。 

(二) 擬聘專案計畫研究人員簽辦表。 

(三) 履歷表。 

(四) 畢業證書或學位證書。 

(五) 著作目錄。 

(六) 其他足資證明資格之文件。 

另聘任單位依實際需要請應聘提供左列證件資料： 

(一) 服務證明書。 

(二) 推薦函。 

六、專案計畫研究人員聘期，以一年一聘為原則，但計畫期限在一年以內者，應按實際所

需時間聘（僱）。如因計畫持續需要得續聘，至計畫執行期限結束時止。 

七、專案計畫研究人員符合升等條件者，得比照「國立成功大學研究人員聘任及升等辦法」

規定辦理升等審查，審查程序同第五點所敘。 

八、專案計畫研究人員應參加勞工保險暨全民健保，並得比照「國立成功大學聘僱人員離

職儲金實施要點」之規定參加離職儲金。 

九、專案計畫研究人員轉任編制內專任研究人員時，應依「國立成功大學研究人員聘任及

升等辦法」規定重新審查。其曾任與現職職務等級相當之專案計畫研究人員年資，且

服務成績優良者得採計提敘薪級，並得比照編制內專任研究人員年資計算辦理升等。 

十、專案計畫研究人員之聘期、報酬標準、差假、福利及其他權利義務等事項以契約（契

約書格式如附件）明定。 

十一、本要點未規定事項，依教育部「國立大學校院進用專案計畫教學人員研究人員暨工

作人員實施原則」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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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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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國立成功大學專案計畫研究人員契約書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十月九日九十一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九十四年三月卅日九十三學年度第三次校務會議延會修正通過 

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甲方）為應專案計畫研究需要，聘任                     先生
（以下簡稱乙方）為編制外專案計畫（研究員、副研究員、助理研究員），經雙方訂立條款
如下： 
一、聘任期間：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二、工作內容：（依專案計畫書規定填寫） 
三、報酬：（依專案計畫書規定填寫） 
四、差假：比照甲方編制內專任研究人員之規定辦理。 
五、乙方非經甲方書面同意不得在校外兼職或兼課。 
六、保險：乙方若符合「勞工保險條例」及「全民健康保險法」之被保險人資格者，應於

到職時，由甲方辦理加保手續；聘約期滿或中途離職，應辦理退保。來自國外未具參
加勞工保險或全民健康保險投保資格者，可請甲方協助委託中央信託局人壽保險處辦
理「國際技術合作人員綜合保險」。保險費由乙方負擔百分之三十五，甲方專案計畫補
助百分之六十五。如乙方不擬參加此項保險，應以親筆簽名之書函向甲方聲明。 

七、離職儲金：乙方於聘（僱）期間，經甲方同意得依「國立成功大學聘僱人員離職儲金
給與要點」規定參加離職儲金，其給與方式依該要點規定辦理。  

八、研發成果歸屬：乙方在約聘期間，其工作內容所產生研發成果之智慧財產權歸本校所
有，並依「國立成功大學研究發展成果管理辦法」辦理相關事宜。 

九、其他福利事項比照甲方聘僱人員辦理。 
十、到職及離職：乙方接到甲方聘任通知後，應依規定辦理到職手續。聘期屆滿，乙方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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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乙方在約聘期間不適用「國立成功大學教師借調處理要點」、「國立成功大學教師
出國講學及國內外研究進修申請作業要點」、「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條例」及公
教人員婚、喪、生育、子女教育補助等規定。 

十二、乙方於聘約有效期間，如因研究不力或有其他不當行為或違反本契約應履行義務時，
經甲方指正而未改善，即構成違約，甲方得終止本契約並予解聘。 

十三、本契約如有未盡事宜，依教育部「國立大學校院進用專案計畫教學人員研究人員暨
工作人員實施原則」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四、本契約書一式三份，甲方、乙方、本專案計畫申請單位各執一份。 
 
 

立契約人    甲     方：國立成功大學 
地     址：701台南市大學路一號 
代  表 人：高    強 

 
 

乙     方： 
地     址： 
身分證字號：  

（無中華民國身分證者請填護照號碼） 
聯 絡 電 話 ：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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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 

國立成功大學自償性支出及建設控管辦法 

94年 3月 30 日 93 學年度第三次校務會議延會通過 

第一條  為健全本校進行自償性支出及建設之財務管理，依本校校務基金管理

及監督辦法第二十一條之規定，訂定「國立成功大學自償性支出及建

設控管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自償性支出及建設，係指計畫於營運期間向使用者收取相

當費用，以供全部或部分償付其原投資成本之支出或建設。 

第三條  本校生活服務性設施之提供或其他可供營運項目，以自償性支出或建

設方式辦理為原則。 

第四條  本校自償性支出或建設計畫，應優先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

鼓勵民間參與投資；如因性質特殊或民間無意願投資之自償性支出或

建設，始得評估自辦。 

第五條  本校自辦自償性支出或建設，應強化財務規劃及成本效益評估，其可

行性得聘請校內專業教師若干人組成小組協助審查並經校務基金管

理委員會審議通過後據以執行。 

前項自償性支出或建設之財務規劃及成本效益評估，得委託專業機構

辦理。 

第六條  本校自辦自償性支出或建設之自籌項目經費來源不足時，經由校務基

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向金融機構舉債之金額上限不得高於校務基

金歷年賸餘之 20％。 

前項向金融機構舉債時，應就利率水準、償還年期等評比甄選適當行

庫辦理。 

第七條  辦理自償性支出或建設，應於計畫完工營運後，每半年檢討營運情形

及債務負擔狀況，如有無法達成原訂自償率之虞時，管理單位應即檢

討提出改進措施。 

第八條  自償性支出或建設之營收，應個別列帳控管。 

第九條  舉借債務之清償，除由營運收入按月攤還外，得就自籌項目經費提撥

一定比例金額，充當舉借還款準備金。 

        前項提撥比例由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之。 

第十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報教育部核備後施行，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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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 

國立成功大學因公派員出國案件處理要點 
                 94.03.30 九十三學年度第三次校務會議延會修訂通過 

一、本校為推廣國際化，鼓勵教職生出國觀摩參與學術活動，特依據「國立成功大學校務

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十八條，特訂定「國立成功大學因公派員出國案件處理要點」

（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補助項目分為三類： 

(一)教師及編制內研究人員出國參加國際會議。 

(二)研究生出國參加國際會議並發表論文及學生參加國際學術競賽。 

(三)教職員生因校務發展需要出國考察、訓練、進修、開會及研究等。 

三、教師及編制內研究人員出國參加國際會議補助： 

(一)凡本校專任教師及研究人員出席國際重要會議發表論文，且為大會主席、分組主席、

議程委員或受邀發表特邀專題講演、接受表揚等重要關鍵地位，足以提升國際形象

者，且向國科會或其它單位申請經費補助，但未獲補助、未獲全額補助或已獲補助

他案而不得再申請者，才可向學校提出申請。 

(二)本要點為部分補助。補助範圍含機票、註冊費。補助款由校方相關預算額度內補助

至多一半，其所屬系、院支付至少一半配合款。校方每人每案最高補助貳萬元，每

人每一會計年度經由本辦法補助以一次為限。 

(三)申請者必須於會議舉行前二週備妥申請表及相關文件向研發處提出申請，報請校長

核定。申請者並須於回國後一個月內檢據核銷並繳交出國開會心得報告一份，學校

得擇優刊載於《成大新聞》或《成大校刊》。 

四、研究生出國參加國際會議並發表論文及學生參加國際學術競賽活動補助: 

(一)凡本校博士班研究生出國參加國際重要會議並發表論文，須先向國科會、李國鼎科

技發展基金會、傑出人才發展基金會、本校教務處或其它單位申請經費補助，但未

獲補助或未獲全額補助者，才可向本校提出申請。 

(二)凡本校學生(包含大學部、碩士班及博士班學生)以本校名義代表參加國際性學術競

賽活動，且未獲校外其它單位補助者，得依本要點申請補助。 

(三)本要點為部分補助。補助範圍含機票、註冊費。補助款由校方相關預算額度內補助

至多一半，其所屬系、院支付至少一半配合款。校方每人每案最高補助貳萬元，學

生每人在每一學期間獲本要點補助以一次為限。 

(四)申請者必須於會議舉行前二週備妥申請表及附件，經由系、院推薦提報研發處，逾

期不予受理。由研發處邀請學術小組審查後簽報校長核定，同一會議或競賽最多補

助三人為原則。 

五、教職員生因校務發展需要出國考察、訓練、進修、出國及研究補助： 

(一)因業務需要，有助提升行政品質或執行學校交辦目標，並事先專案簽報校長核准者。 

(二)補助經費均依行政院「國外出差旅費」規定辦理，並於返國一月內提出相關報告。 

六、本要點所需經費在校務基金自籌經費下支應。 

七、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並報教育部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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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一 

國立成功大學建教合作計畫實施要點 
第一一二次行政會議通過 
第一二一、一二二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教育部台（八三）高 014672 號備查 
第一二六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教育部台（八四）高 059238 號備查 
第一三三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教育部台（八六）高（四）字第 86097220 號函備查 
第一三五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三七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三八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88.4.21 
第一三九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88.10.6  教育部台 (八八) 高 (四) 字第 88138034 號函備查 
第一四二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0.04.25 
第一四三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0.09.26 
第一四四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0.12.19 
教育部台 (九一) 高 (四) 字第 91013368 號函備查 91.02.06 
93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94.03.07 

 
一、 為配合國家文化、經建及科技之發展，加強本校建教合作業務之推動與管理，並依據

「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特訂定本要點。 
二、 建教合作計畫有關事項，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悉依本要點之規定處理；不依計畫方式

進行之合作個案，準用本要點規定。 
三、 建教合作計畫，依其性質分為「專題研究」、「服務性試驗與調查」及「人員交流訓練」

三種。 
四、凡接受委託建教合作計畫之主持人應依所需人力、圖書資料、儀器設備及維護、計算

機使用費、消耗器材、貴重儀器使用費、差旅費、管理費及其他雜項等各項費用編列
預算提出計畫書，其為各研究中心之計畫者，需會相關系所同意，經研究總中心，陳
請校長核定後辦理簽約；其為各系、所主持人之計畫，經各系所主管及院長同意，簽
會研究發展處，陳請校長核定後辦理簽約。 

五、接受委託辦理各項建教合作計畫案，均應納入校務基金管理。 
六、各建教合作計畫案，應編列適當行政管理費。 
（一）管理費之編列比率如左： 

１．專題研究案： 
（1）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依國科會規定辦理。 
（2）政府機關及公民營機構委託之專題研究計畫：應按計畫經費總金額編列至少 17%

管理費。 

申請之計畫管理費提列未達前述標準者，於計畫開始執行時，各期執行金額應預留
17 % 之管理費。但政府機關另訂有管理費標準者，不在此限。除前項規定外，經
校長核准者得降低此標準。 

經校長核准降低管理費標準之計畫案執行結束時，如有節餘款，應先行補足按計畫
總經費應行編列之管理費，所餘款項始得依「國立成功大學建教合作計畫行政管理
費及節餘款支用細則」之規定辦理。 

２．服務性試驗及調查案： 
（1）內業：如試驗、檢定、化驗分析、規劃設計等零星委託案，至少編列 20%管理費。 
（2）外業：如測量、鑽探、勘察、監造等零星委託案，至少編列 5.5%管理費。 
（3）若以計畫書簽約之委託案，則不分內、外業加列 6﹪管理費。 
３．人員交流訓練案： 

如開班辦理在職訓練、技術人力養成訓練、專門技術訓練、代辦實習等在校內舉辦
者屬內業，在校外舉辦者屬外業，管理費之編列依據「國立成功大學推廣教育收支
管理要點」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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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建教合作案方式舉辦之學術研討會公家機構補助款可不提列管理費，惟自行收費
及民營機構補助款部份酌予提成 5%。 

（三）各項專題計畫執行結案後之節餘款除委方另有規定需繳回外，其轉至下年度繼續使
用者，以及各項行政管理費之授權支用，依「國立成功大學建教合作計畫行政管理
費及節餘款支用細則」辦理。 

七、管理費之運用，其運用範圍如下： 
（一）儀器設備之購置及維護等。 
（二）對學校學術研究及教學發展有關事項之支援。 
（三）編制內教師本薪(年功薪)、加給以外之給與及編制外人員薪資之支應。 

（四）講座經費之支應。 

（五）教師教學及學術研究獎勵之支應。 

（六）出國旅費之支應。 

（七）公務車輛之增購、汰換及全時租賃。 

（八）新興工程之支應。 

（九）因應自償性支出之舉借及其償還財源之控管。 
（十）其他對於激勵員工生士氣及推動建教合作有關事項之支援。 
八、節餘款之運用，其運用範圍如下：各建教計畫案之節餘應實際運用於研究發展有關項

目。使用原則為： 
（一）用以聘請助理、購買儀器設備、雜項費用及其他與研究發展有關之費用等。 
（二）節餘款不得支用於教師之兼任酬勞費。 
（三）節餘款得支用於出國參加國際學術會議並且發表論文或擔任小組主持人。 
九、酬勞費支給標準： 

各系所及研究中心進行建教合作案，其人員酬勞費以不超過各案總經費之百分之六十
為原則。參與建教合作或委辦事項之有關人員每月酬勞按約定經費之多寡、計畫之繁
簡、工作之輕重、期間之長短在該計畫相關款項按下列標準支給： 

（一）計畫主持人、協同研究人員及行政支援人員每月支領酬勞總額不得超過本人之薪給
（包括薪俸、學術研究費或專業加給、主管加給）。 

（二）行政支援人員（含編制內職員及本校聘僱人員管理委員會管理之聘僱人員）同一期
間內以支領一個計畫之酬勞費為限。 

（三）研究生協助研究計畫，每人在同一時間內，除原領獎、助學金外，以領有一項研究
酬勞費為限；未領有獎、助學金者，以領有二項研究酬勞費為限。 

（四）訓練鐘點費之支給標準依據「國立成功大學推廣教育收支管理要點」辦理。 
（五）管理費提成款每年用於員工薪資及工作酬勞以不超過提成款總額之四分之一為原

則，員工薪資含聘僱人員、臨時工之薪資。若員工薪資已超出四分之一，則該單位
人員不得再支領兼任酬勞。 

十、每位教師承接或協助建教合作計畫之件數，以不影響正常教學為原則。 
十一、經費支付及報銷，應依會計程序及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二、計畫資產及成果之處理： 

(一)計畫內所購置之圖書儀器設備，除合約另有規定者外，應屬本校所有，納入校產管
理。 

(二)計畫執行成果，如涉及專利等權益之取得、出租或讓與，有約定者，依約定；無約
定者，依據「國立成功大學研究發展成果管理辦法」辦理。 

十三、主持及參與合作計畫之所有工作人員，必須履行合約上所規定之一切承諾。 
十四、本要點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會議通過，並報教育部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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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二 

國立成功大學新興工程支應辦法 

94年 3月 30 日 93 學年度第三次校務會議延會通過 

第一條  本辦法依國立成功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廿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新興工程總工程建造經費達 1千萬元（含）以上之新建、增建、改建、修

建工程及相關設施，如房屋建築、運動場地、整地、管線、道路、展示、室內裝

修、環保、機電、校園整體規劃及景觀等工程計劃構想書，均須提校務基金管理

委員會審議。 

前項所稱總工程建造經費，指公共工程及房屋建築計劃，依行政院所定「公共建

設工程經費編列估算手冊」編列之工程建造費及規劃、設計監造階段作業費用。 

第三條  工程計劃構想書提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並獲同意辦理之新興工程計劃，應

依下列程序辦理： 

主辦單位及早展開綜合規劃，提出約百分之三十規劃設計之必要圖說，總工程建

造經費之概算、基本資料表，於第一年度之預算籌編先期會審會議開始三個月前，

先行提送校園規劃及運用委員會辦理工程專業審議。 

由主辦單位辦理綜理分期規劃者，得就計劃中個別完整之分標工程計劃依前款規

定，送校園規劃及運用委員會辦理工程專業審議。 

主辦單位依第（一）款所提送之必要圖說，總工程經費之概算及基本資料表，應

包括書面資料，並參酌「公共工程施工綱要規範實施要點」與「公共工程招標文

件增列提供標案資料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第四條  為健全新興工程之推動，主辦單位應先行編列預算或籌措經費，用以辦理與新興

工程計劃有關之先期規劃構想及綜合規劃與設計等作業，並依「公共工程規劃設

計服務廠商評選作業注意事項」辦理規劃設計廠商之評選作業及規劃設計事實。 

第五條  總工程建造費未達１千萬元之公共工程及房屋建築計劃，由主辦單位依一般行政

程序辦理，並提具概要圖說及經費預算，送校園規劃及運用委員會審議。 

第六條  涉及捐贈者興建後再贈與本校之工程案件，受贈單位僅需將捐贈者、捐贈金額、

捐贈者使用樓地板面積比例及期限、建築物樓地板面積、規劃用途、預定興建時

程等基本資料提報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備查及校園規劃及運用委員會審議。 

第七條  捐贈收入、場地設備管理收入、推廣教育收入、建教合作收入及投資取得收益等

經費來源辦理新興工程，依本辦法辦理。 

其他經費來源辦理新興工程者，依行政院訂頒之「政府公共工程計畫與經費審議

作業要點」辦理。 

第八條  本辦法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及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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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三 

國立成功大學經費稽核委員會設置要點   
89 年 6 月 21 日第 4 次校務會議通過 

91 年 2 月 5 日教育部台（91）高（2）字第 91017610 號核定 
91 年 6 月 5 日第 3 次校務會議修訂 

91 年 9 月 20 日教育部台（91）高（3）字第 91144235 號核定 
94 年 3 月 30 日第 3 次校務會議延會修訂 

 

一、 為有效監督校務基金之收支、保管及運用，依教育部「國立大學校務基金管

理及監督辦法」第十九條之規定設置「國立成功大學經費稽核委員會」（以下

簡稱本委員會）並訂定本要點。 

二、 本委員會置委員十一人由校務會議成員推選產生，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

其委員推選辦法另訂之，但本委員會之委員不得與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之成

員重疊。掌理本校總務及會計相關人員不得擔任本委員會之委員。本委員會

設召集人一人，由委員互選產生。 

三、 本委員會依法監督有關校務基金之收支、保管及運用。其任務如下： 

（一）關於學校教學、研究與推廣計畫財務運用之事後稽核。 

（二）關於校區建築與工程興建計畫、發包與執行等經費運用之事後稽核。 

（三）關於各項經費收支（包括捐贈收入）、現金出納處理情形之事後稽核。 

（四）關於校務基金年度決算之稽核。 

（五）關於學校資產增置、擴充、改良等事項之事後稽核。 

（六）關於校務基金經濟有效之利用與開源節流措施之事後稽核。 

（七）其他經費之事後稽核事項。 
前項稽核事項，以任期內發生與經費運用有關事項為限。但該事項涉及前任

期者，不在此限。 

四、 本委員會每學期至少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或經委員二分之一(含)以上連署得

召開臨時會,召集人未便出席時，得指定委員代為主持或由出席委員互選產生

主席。召開會議時，得邀請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或校內相關單位派員列席。

本委員會得經會議決議，請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或校內相關單位提供必要之

資料以供查閱。 

五、 本委員會之行政工作由研發處支援，並提供必要之資料。 

六、 本委員會應於校務會議中提出有關校務基金收支、保管與運用之稽核報告。 

七、 本設置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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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四 

 

國立成功大學經費稽核委員會委員推選要點  
89 年 6 月 21 日第 4 次校務會議通過 

89 年 10 月 25 日第 1 次校務會議修訂 

91 年 2 月 5 日教育部台（91）高（2）字第 91017610 號核定 

94 年 3 月 30 日第 3 次校務會議延會修訂 
一、本校為產生經費稽核委員會之委員，依國立成功大學經費稽核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二條

之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委員由校務會議教授代表中選出，委員不得為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委員。 
三、推選時每人至多圈選十一人，共推選出十一位委員，唯其中保障一人為會計相關專長

之代表並且各學院均至少有一名保障名額，其餘依得票數高低當選為委員。委員互選

召集人，委員產生後由主任祕書主持召集人之推選會議。 
四、委員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新任委員尚未產生前由前屆委員繼續執行任務。 
五、委員在任期中如獲聘為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委員時，應即喪失其為經費稽核委員會委

員之身分。 
六、委員會之成員因故出缺時，按當屆選舉得票數之多寡依次遞補，遞補之委員任期至原

委員之任期止。 
七、委員之選務工作由祕書室負責執行。 
八、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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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五 

國立成功大學經費稽核委員會內部稽核實施要點 
91 年 6 月 5 日第三次校務會議通過 

台（91）高（3）字第 91101882 號核定 
94 年 3 月 30 日第 3 次校務會議延會修訂 

 

一、為落實國立成功大學經費稽核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之功能及配合教育部函台(九
0)高(三)字第九 0 一二八四 0 一號函之規定，特制定內部稽核實施要點，作為稽核之依

據。 
二、內部稽核制度之目的在於監督本校校務基金之收支、保管及運用。 
三、本委員會得另設稽核小組協助稽核，由本委員會聘請校內經費稽核相關專長教師及委

員代表組成，稽核小組人選由本委員會開會決定。本委員會得邀請相關人員列席。 
四、本委員會依法監督有關校務基金之收支、保管及運用。其任務如下： 

（一）關於學校教學、研究與推廣計畫財務運用之事後稽核。 
（二）關於校區建築與工程興建計畫、發包與執行等經費運用之事後稽核。 
（三）關於各項經費收支（包括捐贈收入）、現金出納處理情形之事後稽核。 
（四）關於校務基金年度決算之稽核。 
（五）關於學校資產增置、擴充、改良等事項之事後稽核。 
（六）關於校務基金經濟有效之利用與開源節流措施之事後稽核。 
（七）其他經費之事後稽核事項。 
前項稽核事項，以任期內發生與經費運用有關事項為限。但該事項涉及前任期者，不

在此限。 
五、本委員會之稽核項目以事後稽核為原則，若有必要須經出席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通

過，並經校長同意，可對特定事項進行會核、監督、查核等，並得以實際評估內部控

制是否有效，確保內部控制制度得以持續實施。 
六、稽核方式可由本委員會直接稽核或由委員代表會同稽核小組實施，其程序分別如下： 

(一)由本委員會直接稽核時，就受稽核單位所提供之書面資料、內部控制情形及口頭

補充說明實施稽核。 
(二)由委員代表會同稽核小組時，由該小組依其專業知識實施稽核後，應向本委員會

提出書面工作報告及說明稽核的情形。 
稽核後，由本委員會就稽核的情形或稽核小組所提出之書面工作報告討論，作成決

議。供相關單位辦理並追蹤執行情形。 
七、受稽核單位及稽核內容由本委員會於每次開會時決定。 
八、受稽核單位應提供稽核人員或稽核小組所需資料供查閱，並應指派相關人員說明。 
九、本委員會會議決議事項，各相關單位應配合提供其執行情形，以供本委員會評估；如

未提供者，將優先列為受稽核單位，以了解其執行上的困難。 
十、本委員會及稽核小組成員遇有與本身職務有關之受稽核事項,應予全部迴避職權之行

使。 
十一、本校內部稽核實施要點之施行細則，另行表列。 
十二、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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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六 

 國立成功大學經費稽核委員會內部稽核之施行細則表修訂條文 

94 年 3 月 30 日 93 學年度第 3 次校務會議延會修正通過 
稽核事項    報告重點    報告單位    稽核依據    

1. 年度經常門收

支科目（第六或

第七級）預算、

與決算表    

請提供經常門收支科目(第六或

第七級)預算與決算對照表及計

畫書，並針對決算金額與預算金

額相差達 20%以上之項目提出

分析，以說明其內容與發生原

因）    

會計室    

1. 本委員會設置要點第

三條第一款「關於學

校教學、研究與推廣

計畫財務運用之事後

稽核」  
2. 本委員會設置要點第

三條第四款「關於校

務基金年度決算之稽

核」    
  

  

2. 建教合作與推

廣教育經費收

支、學校提成分

配、管理費等運

用    

請列表說明建教合作與推廣教

育經費收支、計畫書及管理費提

成和運用    

研發處 
教務處 
會計室 

3. 校務發展重點

計畫之經費支

出    

請提供校務發展重點計畫逐項

之經費預算與實際支出情形    研發處 

4. 各項招生事務

支給情形收支

運用與提撥  
  

請列表說明當年度各項招生事

務經費編列及支給情形（請附本

校招生編列標準供參考） 
教務處 

5. 審計部對本校

查帳報告之處

理情形    

請提供審計部對本校查帳報告

內容，並針對查核缺失提出處理

改進之說明    
會計室 

6. 校區建築與工

程興建計畫之

執行情形    

A. 請依照本委員會制訂之表格

提供校區建築與工程興建之

逐案執行進度及經費支出報

告。  
B. 針對發包經費節省成效、變

更設計經費調整、工程進度

落後原因及工程遲延違約罰

款執行情形、是否有逾付款

提出說明。  
C. 各項建築及工程案件執行中

變更設計導致經費調整之稽

核。    

總務處 

本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三條

第二款「關於校區建築與

工程興建計畫、發包與執

行等經費運用之事後稽

核。」    

7. 學校資產增   
置、擴充、改良

及營繕購置等

事項之事後稽

核    

A. 學校屬於資本門之房屋設備

財產於完成採購事項財務處

理或會計事項完畢後之稽

核。  

B. 學校屬於資本門之房屋設備

財產於完成擴充事項財務處

理或會計事項完畢後之稽

總務處 

本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三條

第五款「關於學校資產增

置、擴充、改良等事項之

事後稽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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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核事項    報告重點    報告單位    稽核依據    
核。  

C. 學校屬於資本門之房屋設備

財產於完成改良事項財務處

理或會計事項完畢後之稽

核。    

8. 校務基金財務

管理及重大開

源節流措施之

專案報告  

A. 請提供稽核年度重大開源節

流措施之方案內容及其執行

成效報告  

B. 請提供校務基金存放情形及

財務調度執行績效報告。  

  · 請計算當年度有效利率及

一個月期利率(定存)    

校 務 基 金

管 理 委 員

會 

本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三條

第六款「關於校務基金經

濟有效之利用與開源節流

措施之事後稽核」 

9. 本校附屬機構

經費收支報

告     

A. 提供稽核年度與前一年收支

比較表，並列表說明協助促

進本校發展之具體成果。  

B. 教育部補助款使用情形。    

成大附工 

本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三條

第七款「其他經費之事後

稽核事項」    

10. 其它經費稽核

委員會決議稽

核事項    
  

本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三條

第七款「其他經費之事後

稽核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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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七 

國立成功大學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 
77 年 11 月 16 日 77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0 年 3 月 27 日 79 學年度第 3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1 年 10 月 7 日 81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4 年 11 月 15 日 84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5 年 2 月 12 日教育部台(85)審字第 84066581 號函備查 
88 年 3 月 17 日 87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8 年 6 月 15 日教育部台(88)審字第 88065052 號函備查 
89 年 10 月 25 日 89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0 年 4 月 2 日教育部台(90)審字第 90043613 號函核備 
91 年 12 月 25 日 91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3 年 6 月 16 日 92 學年度第 4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4 年 3 月 30 日 93 學年度第 3 次校務會議延會修正通過 

 
第一條 依據大學法第二十條與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組織規程第三十二條及相

關法令規定，設置國立成功大學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二條 本會設置委員若干人，由下列人員組成之： 

        一、當然委員：教務長（兼召集人），各學院院長。 

        二、推選委員：已同時擔任系、院級教評會委員者，不得再擔任之。 

（一）各學院由院務會議自該院非系、所主管之專任教授推選二人（無特殊原

因不得出自同一科、系、所），任期二年，每年改選一人，連選得連任。

若學院教師未足六十人者，推選專任教授代表一人，任期一年，連選得

連任。 

（二）非屬學院之單位共同推選非系、所主管專任教授代表一人，任期一年，

連選得連任。 

（三）本校教師會推選專任教授代表一人，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 

三、候補委員：各學院、非屬學院、教師會應推選出與推選委員同額之候補委員，

推選方式、資格與推選委員相同，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 

各學院、非屬學院之當然委員與推選委員中，任一性別委員宜占該學院委員總數

（當然委員與推選委員合計）三分之一以上。 

本會推選委員在任期中出缺或奉准借調、休假研究、留職留（停）薪進修研究等，

由原推選單位之候補委員依序遞補，其任期以補足所遺任期為限。 

本會開會時委員應親自出席不得委託他人代表出席，並請委員勿經常無故缺席，

俾利會務運作。  

第三條 本會每學期開會一次為原則，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第四條 本會審議事項： 

        一、專任教師之聘任、聘期、升等、解聘、停聘、不續聘、資遣原因之認定等事

項。 

        二、兼任教師之聘任、聘期、解聘、停聘等事項。 

        三、研究人員之聘任、聘期、升等、解聘、停聘、不續聘、資遣等事項。 

        四、名譽教授之聘任事項。 

        五、其他有關教師評審之重要事項，及有關規定需由本會審議之事項。 

第五條 本會審議事項，除有關法令另有規定外，應經系（所）、院教師評審委員會（研究

人員比照之）審議通過，向本會提出審議。 

本校教師之聘任、聘期、解聘、停聘、不續聘，應依本校教師聘任辦法辦理。教

師聘任辦法另訂之。 

教師解聘、停聘、不續聘案如事證明確，而院教評會所作之決議與法令規定顯然

不合時，本會得逕依規定審議變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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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教師之升等，應依本校教師升等辦法辦理。教師升等辦法另訂之。 

本校名譽教授之聘任，應依本校名譽教授設置辦法辦理。名譽教授設置辦法另訂

之。 

研究人員之聘任、聘期、升等、解聘、停聘、不續聘，應依本校研究人員聘任及

升等辦法辦理。 

系（所）、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另訂之。 

第六條 本會開會時非有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之出席不得開議。非有出席委員三分之

二（含）以上之同意不得決議（有應行迴避之情事者，不計入出席委員人數）。 

第七條 本會委員在審議案件時，如本人或其配偶、前配偶、四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

之姻親為當事人或有利害關係時應自行迴避。未自行迴避者，得經本會決議請該

委員迴避。 

本會委員就審議案件如認為有前項以外之特殊事由應迴避時，得向本會申請迴避。 

有具體事實足認本會委員就審議案件有偏頗之虞者，當事人得向本會申請該委員

迴避，並應舉其原因事實。 

前二項申請，由本會決議之。 

本會委員如有擔任兩級以上之教評會委員，對同一審議案，依迴避原則處理，並

只得於前一級教評會中投票，因故未出席前一級教評會者，方得於後一級教評會

投票。但該審議案如須該委員說明時，本會得請該委員說明之。  

第八條 經本會審議通過之案件，送請校長核定辦理，另應將本會工作情形或建議事項提

行政會議報告。 

第九條 本會開會時主任秘書及人事室主任列席，並得視事實需要邀請其他有關人員列席

報告或說明。 

第十條 本設置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並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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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八 

國立成功大學各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 
80 年 3 月 27 日 79 學年度第 3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4 年 11 月 15 日 84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1 年 12 月 25 日 91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3 年 6 月 16 日 92 學年度第 4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4 年 3 月 30 日 93 學年度第 3 次校務會議延會修正通過 

第一條  依據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組織規程第三十二條及相關法令規定，訂定

國立成功大學各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院教評會）設置辦法。 

第二條  院教評會設置委員若干人，由左列人員組成之：  
（一）當然委員：院長（兼召集人）。 

          各系（所）主管得為當然委員，由各學院自行訂定。 

（二）推選委員：推選委員人數不得少於當然委員，由院務會議自該院非兼系所

主管之專任教授推選之，必要時得自校內他院或校外選聘專長

相近之教授擔任之。 

推選委員人數、院內外成員比例，由各學院自行訂定。 

已同時擔任系、校級教評會委員者，不得再擔任之。 

各單位至少須有一名委員，委員任期二年，每年改選二分之一，連選得連任。 

委員推選辦法由各學院自行訂定。  
第三條  院教評會每學期開會一次為原則，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第四條  院教評會審議左列事項： 

（一）專任教師之聘任、聘期、升等、解聘、停聘、不續聘、資遣原因之認定等

事項。 

（二）兼任教師之聘任、聘期、解聘、停聘等事項。 

（三）教師升等初審未通過者之申復。申復辦法另訂之。 

（四）名譽教授之聘任事項。 

（五）其他有關教師評審之重要事項，及有關規定需由院教評會審議之事項。 

第五條  教師之聘任、聘期、解聘、停聘、不續聘，悉依本校聘任辦法，先由系（所）教

師評審委員會辦理初審，通過後送院教評會辦理複審，通過後再提本校教師評審

委員會審議。各院聘任複審辦法另訂之。 

教師解聘、停聘或不續聘案如事證明確，而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所作之決議

與法令規定顯然不合時，院教評會得逕依規定審議變更之。 

教師之升等悉依本校教師升等辦法，先由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辦理初審，通

過後送院教評會辦理複審，通過後再向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推薦。各院教師升等

複審辦法另訂之。 
第六條  院教評會開會時非有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之出席不得開議。非經出席委員三

分之二（含）以上之同意不得決議（有應行迴避之情事者，不計入出席委員人數）。

並得視事實需要由召集人邀請其他有關人員列席報告或說明。 

第七條  本會委員在審議案件時，如本人或其配偶、前配偶、四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

之姻親為當事人或有利害關係時應自行迴避。未自行迴避者，得經本會決議請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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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迴避。 

本會委員就審議案件如認為有前項以外之特殊事由應迴避時，得向本會申請迴避。 

有具體事實足認本會委員就審議案件有偏頗之虞者，當事人得向本會申請該委員

迴避，並應舉其原因事實。 

前二項申請，由本會決議之。 

本會委員如有擔任兩級以上之教評會委員，對同一審議案，依迴避原則處理，並

只得於前一級教評會中投票，因故未出席前一級教評會者，方得於後一級教評會

投票。但該審議案如須該委員說明時，本會得請該委員說明之。  

第八條  各院應依據本辦法訂定院教評會設置辦法，經院務會議通過後，提報校教師評審

委員會核備後實施。 

第九條  非屬學院之系（所）、室、中心、館等之院級教師評審委員會，應比照本辦法設置，

由教務長（兼召集人）召集開會。 

計算機與網路中心之院級教師評審委員會歸屬工學院。 

第十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93-3校務會議(94.03.30)紀錄-34-



附件十九 

國立成功大學各學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 
80 年 3 月 27 日 79 學年度第 3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4 年 11 月 15 日 84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1 年 12 月 25 日 91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3 年 6 月 16 日 92 學年度第 4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4 年 3 月 30 日 93 學年度第 3 次校務會議延會修正通過 

 
 

第一條  依據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組織規程第三十二條及相關法令規定，訂定

國立成功大學各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系（所）教評會）設置辦法。 

第二條  系（所）教評會設委員六至十五人，由下列人員組成之： 
(一)當然委員：系主任（所長）（兼召集人）。 
(二)推選委員：由系（所）會議自該系（所）專任教授推選五至十四人為委員。

已同時擔任院、校級教評會委員者，不得再擔任之。 

如該系（所）教師人數未達六位專任教授，得由系（所）務會議自校內外選聘專

長相近之教授或該系（所）副教授擔任委員，惟教授之人數不得少於三分之二。 

委員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 

委員推選辦法由各系（所）自訂。 

第三條  系（所）教評會以每學期開會一次為原則，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第四條  系（所）教評會審議下列事項： 

(一)專任教師之聘任、聘期、升等、解聘、停聘、不續聘、資遣原因之認定等事

項。 

(二)兼任教師之聘任、聘期、解聘、停聘等事項。 

(三)名譽教授之聘任事項。 

(四)其他有關教師評審之重要事項，及有關規定需由系（所）教評會審議之事項。 

第五條  教師之聘任、聘期、解聘、停聘、不續聘，由各系（所）教評會依該系（所）教

師聘任初審辦法審議通過後，提院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各系（所）教師聘任初

審辦法另訂之。 

教師之升等，由各系（所）教評會依該系（所）教師升等初審辦法審查通過後，

向院教師評審委員會推薦。各系（所）教師升等初審辦法另訂之。 

其他教師評審重要事宜，由各系（所）教評會依該系（所）發展需要及相關規定

審查，通過後依相關規定辦理。 

第六條  系（所）教評會開會時非有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之出席不得開議，非經出席

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之同意不得決議（有應行迴避之情事者，不計入出席委

員人數）。並得視事實需要由召集人邀請其他有關人員列席報告或說明。 

系（所）教評會由副教授擔任委員（含當然委員、召集人），對教授級之聘任、

升等審議案，應迴避不得參與表決，其他一般審議事項則不受限制。 

第七條  本會委員在審議案件時，如本人或其配偶、前配偶、四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

之姻親為當事人或有利害關係時應自行迴避。未自行迴避者，得經本會決議請該

委員迴避。 

本會委員就審議案件如認為有前項以外之特殊事由應迴避時，得向本會申請迴避。 

有具體事實足認本會委員就審議案件有偏頗之虞者，當事人得向本會申請該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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迴避，並應舉其原因事實。 

前二項申請，由本會決議之。 

本會委員如有擔任兩級以上之教評會委員，對同一審議案，依迴避原則處理，並

只得於前一級教評會中投票，因故未出席前一級教評會者，方得於後一級教評會

投票。但該審議案如須該委員說明時，本會得請該委員說明之。  

第八條  各系（所）應依據本辦法訂定系（所）教評會設置辦法，經系（所）務會議通過

報請院長核轉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核備後實施。 

第九條  室、中心、非屬學系等教師評審委員會之設置比照本辦法辦理。 

第十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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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十 

國立成功大學聘請兼任專家擔任教學要點 
89 年 1 月 19 日 88 學年度第 4 次校教評會通過 
93 年 6 月 16 日 92 學年度第 4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4 年 3 月 23 日 93 學年度第 3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為應本校各系所教學需要，訂定本校聘請兼任專家擔任教學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兼任專家，係指具有特殊專業實務、造詣或成就，足以勝任教學工作者。 

三、比照教授標準支領鐘點費之兼任專家應具下列資格之一： 

    (一)現任政府機關或公營事業之簡任級或相當簡任級之主管或首長，並曾從事與應聘

科目性質相關之工作六年以上。 

    (二)曾從事與應聘科目性質相關之專業性工作十五年以上，具有特殊造詣或成就者。 

四、比照副教授標準支領鐘點費之兼任專家應具下列資格：  

    曾從事與應聘科目性質相關之專業性工作十二年以上，具有特殊造詣或成就者。 

五、比照助理教授標準支領鐘點費之兼任專家應具下列資格：  

曾從事與應聘科目性質相關之專業性工作九年以上，具有特殊造詣或成就者。 

六、比照講師標準支領鐘點費之兼任專家應具下列資格：  

曾從事與應聘科目性質相關之專業性工作六年以上，具有特殊造詣或成就者。 

七、兼任專家之聘任、聘期有關事項，比照兼任教師，並經系(所)、院、校三級教師評審

委員會審議。 

八、兼任專家專業實務具體事蹟、特殊造詣或成就之認定，先由系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將相

關資料，送請校外學者或專家二人審查後，提三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審查意見表

另訂之。 

    兼任專家獲有國際級大獎之殊榮，同時獲校外學者或專家二人審查之肯定，並經三級

教師評審委員會出席委員四分之三（含）以上通過者，得依其原符合比照支領鐘點費

等級，聘為比照支領較高一等級鐘點費之兼任專家。 

九、兼任專家每週授課時數比照兼任教師之規定，並按同級兼任教師標準支給授課鐘點

費。聘任滿三年後，其所從事相關之專業性工作年資符合較高職級之資格且表現優

異者，得專案提經系（所）、院、校三級教評會審議，通過後聘任為較高職級之兼任

專家，並自校教評會審定之日生效。 

十、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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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十一 

國立成功大學推廣教育中心設置要點 
89.06.14 八十八學年度第三次校務會議通過 
89.08.30 教育部台（89）高（二）字第八九一０八三四一號函核定 
94.03.30 九十三學年度第三次校務會議延會通過 

 

一、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十條，為因應社會上終身學習的需求，及配合學校整體發展的方

針，特設置成功大學推廣教育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以規劃本校推廣教育工作。 

二、本中心隸屬教務處，負責學校各項推廣教育之教學、規劃、學籍及計畫審核，並依本

校推廣教育委員會之指導辦理中心業務。 

三、本中心置中心主任一人，中心主任由教務長就專任教授簽請校長聘兼之，並置職員若

干人，其員額由本校總員額內調配之。中心主任除綜理推廣教育有關事務外，並兼任

本校推廣教育委員會執行秘書。 

四、本中心得視業務需要設置任務工作小組，由中心主任向教務長、校長推薦本校教師兼

任工作小組召集人。 

五、本中心得聘請不佔缺兼任教師教授推廣教育課程。 

六、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並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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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九十三學年度第四次校務會議紀錄 

時間：94年 4月 27日（星期三）上午九時 

地點：國際會議廳第一演講室 

出席：如附件一p.119。 

主席：高校長 強                                 記錄：侯雲卿 

壹、頒獎 

一、中研院院士：張文昌教授、李羅權教授 

二、教育部國家講座：張文昌教授 

三、教育部學術獎：周澤川教授 

四、本校講座：吳文騰教授 

五、本校名譽教授：陳朝光教授、陳祈男教授 

六、國科會傑出研究獎：黃肇瑞教授、張守進教授、陸偉明教授、 

黃正弘教授、郭育良教授、苗君易教授、 

游保杉教授、陳建旭教授、王永和教授、 

黃世杰教授 

七、木鐸獎：湯堯教授 

貳、報告事項： 

一、主席報告： 

(一) 校友會館及學生宿舍之 BOT 案已於 4 月 24 日與太子建設完成議

約，續報請教育部核定。日前總務處辦理了公聽會，彙整各方的建

言，作為議約之參考。本案與台大之 BOT 案均由太子建設承攬，

在各項條件上可以互相對照。該公司預計於 96 年暑假前興建完

工，該建築有餐廳、銀行、郵局，將可增進本校師生之生活機能。 

(二)位於安南校區之環境資源管理研究中心是由教育部委託興建之重

要計畫，可以處理全國各級學校之實驗廢棄物，已完成驗收。目前

代處理之工作由榮電團隊處理。除了廢棄物處理，最重要的是可進

行很多相關之研究。尤以熔融爐是台南市唯一具規模且非實驗性而

可實際運作者。 

(三)國科會的國家理論科學中心南部中心大樓於日前啟用，該中心由李

建二教授所領導，設於成功校區成功招待所 2至 5樓，歡迎大家參

觀，並多加利用。 

(四)教育部委託台灣評鑑學會進行之大學評鑑，上週至本校評鑑，分專

業與校務兩部份，各單位均盡心盡力準備，應可呈現學校整體良好

的表現，評鑑結果可能影響教育部之補助。相對的，邁向世界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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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之計畫書經送至國內院士級之學者專家審查，請他們提供建

議。審查結果已陸續回來，經彚整後，將委員之意見送至各學院、

以進行適當之修正。未來學校中長程之發展，尤以教學研究方面，

將依此為藍圖，希望學校在未來十年內，能躋身全世界前一百名之

大學。 

  二、各一級單位及各委員會報告：（書面資料開會時已分送，請參閱） 

參、討論事項： 

第一案 提案單位：醫學院 

案由：有關附設醫院分院組織規程草案及組織系統表，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本案業經附設醫院 94年 3月 3日第 196次院務會議、本院 94

年 3月份院務會議暨 94年 4月 13日校務發展委員會討論通過。 

二、檢附「教育部所屬醫療機構醫事人員兼任首長副首長與醫事單

位主管副主管任期及遴用資格規定」。 

決議：修訂通過，如附件二p.120。 

 

第二案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由：擬修訂『國立成功大學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要點』，

提請 討論。 

說明： 

一、依據 93年 6月 23日公布施行之性別平等教育法第十六條規定：

「學校之考績委員會、申訴評議委員會、教師評審委員會及中

央與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之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之組

成，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但學校之考績

委員會及教師評審委員會因該校任一性別教師人數少於委員

總數三分之一者，不在此限。學校或主管機關相關組織未符合

前項規定者，應自本法施行之日起一年內完成改組。」 

二、修訂對照表如附件。 

擬辦：本辦法經校務會議討論通過，報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如附件三p.123。 

 

第三案                                 提案單位：人事室、總務處 

案由：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職工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要點」

如說明，提請  討論。 

說明：本案條文修正對照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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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三、本會設委員十三人，任一性別
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
上，由下列人員組成： 
（一）不同一級單位之行政及技

術職員代表各三人，並分
別由行政及技術職員互
選，選務工作由人事室辦
理。 

（二）駐警及工友代表各一人，
分別由駐警及工友互

選，選務工作由總務處辦
理。 

（三）教師代表三人，由各學院
推薦專任教授一人，非屬
學院之系、所、館、室、
中心由教務處推薦專任
副教授以上教師一人，請
校長遴聘。 

（四）校友代表一人，由校友聯
絡中心推薦二人，請校長
遴聘。 

（五）法律學者或專家一人，由

學校聘請。 

三、本會設委員十三人，由左列人
員組成： 

（一）不同一級單位之行政及技
術職員代表各三人，並分
別由行政及技術職員互
選，選務工作由人事室辦
理。 

（二）駐警及工友代表各一人，
分別由駐警及工友互選，
選務工作由總務處辦理。 

（三）教師代表三人，由各學院
推薦專任教授一人，非屬
學院之系、所、館、室、
中心由教務處推薦專任副
教授以上教師一人，請校
長遴聘。 

（四）校友代表一人，由校友聯
絡中心推薦二人，請校長
遴聘。 

（五）法律學者或專家一人，由
學校聘請。 

 

配合性別平等教
育法規定規定，
規範任一性別委
員之組成比例。 

決議：照案通過，如附件四p.126。 

第四案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由：請修正「國立成功大學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設置辦法」第四條，

提請  討論。 
說明： 
一、依據性別平等教育法第十六條規定，配合辦理修正。 
二、擬修訂條文，如附件。 

擬辦：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如附件五p.129。 
 

第五案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由：修訂本校組織規程第三十條，增列有關軍訓室主任任用之條文內

容，如說明，提請  討論。               
說明： 
一、依教育部 93.12.14台軍字 0930159515A號函辦理。 
二、依上述函文會辦人事室、研發處所提意見：「建請修訂本校組織

規程第三十條」，經裁示核可事項辦理。 
三、大學法施行細則第九條條文中略以：大學依其組織規程設軍訓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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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置主任一人，……………..由校長自職級相當人員或教育部
推薦之軍訓教官二人至三人中擇聘擔任之。 

四、擬修訂條文對照表如附表。 
擬辦：本案經校務會議通過後，請研發處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附表： 

第 

三

十 

條 

修正後條文內容 原條文內容 

…研究總中心主任、計算機與網路中心
主任、校友聯絡中心主任、生物科技中
心主任、藝術中心主任、微奈米科技研
究中心主任、語言中心主任、亞太研究

中心主任、教育學程實習輔導室主任、
新聞中心主任、儀器設備中心主任、航
空太空科技研究中心主任、實習工廠主
任、視聽媒體製作中心主任、動物中心
主任由校長聘請副教授（含）以上教師

或職級相當人員兼任，或由職員擔任
之。 
軍訓室主任由校長自職級相當人員或
教育部推薦之之軍訓教官二至三人中
擇聘之。軍訓室主任因故出缺，由學務
長或自本校職級相當人員中簽請校長
核准後代理，期限至新任主任到職日

止。 
本大學各處、館、室、中心分組辦事，
所置之組長及圖書館分館主任,由校長
聘請助理教授(含)以上教師或職級相
當 人 員 兼 任 , 或 由 職 員 擔 任
之。………… 

…研究總中心主任、計算機與網路中
心主任、校友聯絡中心主任、生物科
技中心主任、藝術中心主任、微奈米
科技研究中心主任、語言中心主任、

亞太研究中心主任、教育學程實習輔
導室主任、新聞中心主任、儀器設備
中心主任、航空太空科技研究中心主
任、實習工廠主任、視聽媒體製作中
心主任、動物中心主任由校長聘請副

教授（含）以上教師或職級相當人員
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 
本大學各處、館、室、中心分組辦事，
所置之組長及圖書館分館主任,由校
長聘請助理教授(含)以上教師或職
級相當人員兼任 ,或由職員擔任
之。………… 

 

決議： 

一、修訂為：軍訓室主任由校長自職級相當人員或教育部推薦之軍訓

教官二人至三人中擇聘擔任之。軍訓室主任因故出缺，由學務長

代理或由學務長自本校職級相當人員中簽請校長核准後代理，期

限至新任主任到職日止。 

二、請研發處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第六案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由：擬修訂「國立成功大學導師制實施辦法」，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本校導師制實施辦法部分修訂條文，曾於 93年 6月 16日提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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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因程序問題被擱置未予討論；另於 93

年 10月 20日再提 93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會議決議退回學

務會議再議，並請校務會議代表將意見提供該會參考。 

二、為使本校「導師制實施辦法」能更加完善，並擴大全校師生參與

的層面，學生輔導組於 93年 12月 2日發函全校各學院院長、所

長、系主任、各班、組導師及學生會等，提供寶貴書面意見及

E-mail至學輔組。  

三、相關意見彙整後已於 93年 12月 17日再提學務會議充分討論，

並依照與會代表之意見修正部份條文，並請教育所陸偉民所長與

法律所郭麗珍所長協助修正。 
四、94年 4月 13日提校務發展會議審議，經出席委員提議再修正部

分條文。 

五、擬將建議修正條文及學務會議修正條文兩案併陳，以提供校務會

議委員參考。 

六、本案於校務會議通過後，即同時修改本校專任專業心理輔導老師

實施要點中，專任輔導老師名稱為心理師。 

擬辦：擬於校務會議決議通過後，陳請  校長核定後實施。 

決議：修訂通過，如附件六p.131。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上午 11時 1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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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出席名單 

出席：歐善惠 宋瑞珍(李益謙代) 蘇炎坤(方銘川代) 柯慧貞 張志強    

黃肇瑞   楊明宗   張克勤   張高評  余樹楨 吳文騰 李清庭      

徐明福 陳振宇 陳志鴻 賴溪松 閔振發(程碧梧代) 陳省盱   

張丁財  李丁進(楊明宗代)   徐德修 王永和 張文昌  廖美玉  

王偉勇 陳璧清 劉開鈴 王健文 王 琪 劉梅琴 游勝冠   

柯文峰 傅永貴（楊緒濃代）田 聰（陳寬任代） 許瑞榮      

孫亦文（王小萍代）張素瓊 麥愛堂 王建平 楊惠郎（陳宗嶽代） 

陳宗嶽 李偉賢 朱銘祥 張錦裕 李驊登 林大惠 黃金沺    

李榮顯（朱銘祥代） 周澤川 楊毓民 陳進成 李振誥 施勵行   

陳引幹 曹紀元 吳致平 陳東陽 游保杉（林西川代） 許泰文   

張憲彰 趙儒民 黃正弘 蔡俊鴻（高銘木代） 高銘木 胡潛濱    

趙怡欽 黃啟鐘 王覺寬（黃啟鐘代） 謝錫堃（張簡樂仁代）    

王 醴 許謂州（劉文超代）蔡宗祐 楊家輝（張名先代） 陳中和 

陳 敬 陳培殷 簡仁宗 盧文祥 高宏宇 陳裕民 王清正    

江哲銘（許春華代） 黃 斌 林憲德 陳彥仲 何東波 陳國祥  

陸定邦 張育銘 王泰裕（謝中奇代）李賢得 林正章（許瓊文代） 

呂錦山 劉宗其 王明隆 吳清在 吳鐵肩（李婉甄代） 陳占平  

陳洵瑛 任卓穎（陳洵瑛代） 賴明德 劉校生 許桂森 王新台    

陸汝斌（游一龍代） 游一龍 黃朝慶 吳俊忠 黎煥耀 黃美智  

駱麗華 謝淑珠 葉才明 徐阿田(成戎珠代) 卓瓊鈺 施陳美津 

吳明宜 蘇慧貞 劉明毅 靳應臺 徐畢卿（施陳美津代）張明熙 

簡基憲 姚維仁（吳佩珊代） 賴明亮（賴明德代）楊俊佑(張志偉代) 

葉宗烈  楊宜青 邱元佑（周信旭代）顏經洲  王富美 謝文真    

郭麗珍 陸偉明 趙梅如  黃永賢 李劍如 許霖雄 鍾光民   

盧宜忠 張家輝 楊福來 

列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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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國 立 成 功 大 學 醫 學 院 附 設 醫 院 斗 六 分 院 組 織 系 統 表 

醫 院 院 長 
 

藥事委員會                                                                                                                       醫療品質審議委員會 

醫療費用評定委員會                                                                                                               醫療合作委員會 

臨床醫學教育委員會                                 副院長置一至二人，分擔醫療管理、教學、醫務及行政等事宜                        病理組織委員會 

資材供應委員會                                                                                                                   門診委員會 

人事甄審委員會                                                                                                                   病歷委員會 

異常防災委員會                                                                                                                   資源管理委員會 

手術室管理委員會                                                                                                                 臨床研究委員會 

感染控制委員會                                    醫務會議                                         院務會議                      輸血委員會 

人體試驗委員會                                                                                                                   輻射防護管理委員會 

急診醫療委員會                                                                                                                   空間規劃委員會 

癌症醫療品質委員會                                                                                                               勞工安全衛生委員會 

加護病房管理委員會                                                                                                               考績委員會 

麻醉藥品管理委員會                                                                                                               靜脈暨腸道營養醫療委員會 

病人安全委員會                                                                                                                   醫學倫理委員會 

 

 

 

內科部                  外科部           五官科部       精神暨長期照護部    門急診部    醫學影像暨檢驗部    中醫部    護理部    藥劑部   管理中心 

一般內科              一般外科             耳鼻喉科                                       病理檢驗科  

心臟血管科            心臟血管外科         眼科                                           放射線診斷科 

胃腸肝膽科            胸腔外科             口腔科                                         核子醫學科 

腎臟科                神經外科  

胸腔內科              整形外科                                                                    

感染病科              麻醉科                                                                      

血液腫瘤科            骨科                                                                       行政組（醫事行政、文書、公共事務、圖書、教學、企劃、社工） 

內分泌新陳代謝科      復健科                                                                     醫療事務組（資訊、病歷管理、掛號收費、保險業務申報） 

過敏免疫風濕科        婦產科                                                                     總務組（事務、出納、工務、勞工安全衛生、資材、駐警、營養） 

兒科                  泌尿科                                                                     會計組（歲計、會計、統計） 

皮膚科                                                                                           人力資源組（人事管理、人力資源運用） 

神經科                                                                                        

家庭醫學科                                                                                      

老人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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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分院組織規程 

                                     94.04.27 93 學年度第四次校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為擴展醫療教學領域暨提供地區民眾完善之醫療服務，特依國立成功大學組織

規程第 11條及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以下簡稱醫院）組織規程第 13

條之 1規定訂定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分院組織規程（以下簡稱

本規程）。 

第二條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之分院，全名定為「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

院○○分院」。 

第三條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之分院（以下簡稱分院）置院長一人，綜理院務，

由醫院院長商同醫學院院長提請校長遴聘具有副教授以上教師及醫師資格者

兼任。另置副院長一至二人，襄理院務，由分院院長向醫院院長推薦任用或聘

請相當級別之醫事人員兼任或商同醫院院長、醫學院院長提請校長遴聘副教授

（含臨床副教授）以上之教師兼任。 

第四條  分院因醫療業務需要分設下列各部，部之下得設科： 

一、內科部：一般內科、心臟血管科、胃腸肝膽科、腎臟科、胸腔內科、感

染病科、血液腫瘤科、內分泌新陳代謝科、過敏免疫風濕科、兒科、皮

膚科、神經科、家庭醫學科、老人科。 

二、外科部：一般外科、心臟血管外科、胸腔外科、神經外科、整形外科、

麻醉科、骨科、復健科、婦產科、泌尿科。 

三、五官科部：耳鼻喉科、眼科、口腔科。 

四、精神暨長期照護部。 

五、門急診部。 

六、醫學影像暨檢驗部：病理檢驗科、放射線診斷科、核子醫學科。 

七、中醫部。 

八、護理部。 

九、藥劑部。 

各部置部主任一人，綜理各部業務，由分院院長向醫院院長推薦聘請相當級

別之醫事人員兼任或商同醫院院長、醫學院院長提請校長遴聘醫學院助理教

授（含臨床助理教授）以上之教師兼任。 

各科置科主任一人，綜理各科業務，經各部部主任推薦，由分院院長向醫院

院長推薦聘請相當級別之醫事人員兼任或商同醫院院長、醫學院院長提請校

長遴聘醫學院講師（含臨床講師）以上之教師兼任。 

第五條  分院設管理中心，辦理醫事行政業務，必要時得分組辦理。 

置中心主任一人，由分院院長向醫院院長推薦任用或聘請相當級別之醫事人

員兼任或商同醫院院長、醫學院院長提請校長遴聘醫學院助理教授（含臨床

國 立 成 功 大 學 醫 學 院 附 設 醫 院 斗 六 分 院 組 織 系 統 表 

 

醫 院 院 長 

 

藥事委員會                                                                                              

醫療品質審議委員會 

醫療費用評定委員會                                                                                      

醫療合作委員會 

臨床醫學教育委員會                 副院長置一至二人，分擔醫療管理、教學、醫

務及行政等事宜               病理組織委員會 

資材供應委員會                                                                                          

門診委員會 

人事甄審委員會                                                                                          

病歷委員會 

異常防災委員會                                                                                          

資源管理委員會 

手術室管理委員會                                                                                        

臨床研究委員會 

感染控制委員會                    醫務會議                                          

院務會議            輸血委員會 

人體試驗委員會                                                                                          

輻射防護管理委員會 

急診醫療委員會                                                                                          

空間規劃委員會 

癌症醫療品質委員會                                                                                      

勞工安全衛生委員會 

加護病房管理委員會                                                                                      

考績委員會 

麻醉藥品管理委員會                                                                                      

靜脈暨腸道營養醫療委員會 

病人安全委員會                                                                                          

醫學倫理委員會 

 

 

 

內科部                  外科部                 五官科部        精神暨長期照護部    門急診部        醫學影像暨檢驗部      

中醫部    護理部    藥劑部    管理中心 

一般內科                一般外科                耳鼻喉科                                             病理檢驗科                                         

行政組（醫事行政、文書、公共事務、圖書、教學、企劃、社工） 

心臟血管科              心臟血管外科            眼科                                                 放射線診斷科                                       

醫療事務組（資訊、病歷管理、掛號收費、保險業務申報） 

胃腸肝膽科              胸腔外科                口腔科                                               核子醫學科                                         

總務組（事務、出納、工務、勞工安全衛生、資材、駐警、營養） 

腎臟科                  神經外科                                                                                                                        

會計組（歲計、會計、統計） 

胸腔內科                整形外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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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理教授）以上之教師兼任。 

各組得置組長一人，經中心主任推薦，由分院院長向醫院院長推薦任用或聘

請相當級別之醫事人員兼任或商同醫院院長、醫學院院長提請校長遴聘醫學

院講師（含臨床講師）以上之教師兼任。 

第六條  分院置下列職務，分掌各類業務： 

一、診療及醫事業務需要置： 

（一）醫師、牙醫師、中醫師、護理督導長、護理長、護理師、藥師、醫

事檢驗師、醫事放射師、營養師、物理治療師、職能治療師、臨床

心理師、諮商心理師、呼吸治療師、藥劑生、醫事放射士、醫事檢

驗生、物理治療生、職能治療生、護士；其中護理督導長、護理長，

依醫事人員人事條例規定，由相當級別之護理師兼任。 

（二）語言治療師。 

二、技術及行政業務需要置： 

秘書、技正、專員、社會工作員、技士、組員、技佐、管理員、書記。 

第七條  分院人事、會計業務由醫院兼辦。 

第八條  分院員額編制表，報請教育部核定後，應函送考試院核備。 

第九條  分院得視業務需要，設各種委員會推動各項專業事務，其設置要點另訂之。 

第十條 為提高分院行政效率，實施內部授權，由分院訂定分層負責明細表，報請醫院

核定之。 

第十一條本規程經校務會議通過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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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國立成功大學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要點 

86.03.05八十五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6.04.16八十五學年度第四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6.10.22八十六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奉教育部 86.11.6台（86）申字第 86129000號函核定 

94.04.27九十三學年度第四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目的：本校為確保學校對教師措施之合法性與合理性，促進校園和諧，依據教育部

「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準則」及本校組織規程第廿四條之規定，

設置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二、組織： 

（一）本會由下列人員(1)教授代表十人(2)法律學者一人(3)教育學者一人(4)學校行政

人員一人(5)本校教師會代表一人(6)社會公正人士一人共計十五人組成。其中未

兼行政職務之教師不得少於總額三分之二，且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

一以上。 

因申訴案件之性質，本會得邀請有關之專家列席，以備諮詢。 

（二）本會委員為無給職。教授代表由各院院務會議先就該院未兼行政職之專任教授中

推薦二位（男女性各一人為原則），由校務會議推選之（性別條件優先滿足、各

學院保障名額各一人）；教師會代表一人由本校教師會推薦之；其他委員由校長

遴選（任一性別委員各一至二人）並經校務會議同意後聘請之。各委員之任期二

年（至新學年之代表產生為止），連選得連任之。 

前項委員因故出缺時，繼任委員之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止。 

（三）本會每學年度第一次會議由校長或其指定之人員召集之，以後則由選出之主席召

集之。主席由委員互選之，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 

前項主席因故不能主持會議時，由其指定委員一人代理主席。 

（四）本會開會應有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除評議書之決議，應有出席委員三分之二

以上同意外，其餘事項之決議，以出席並參加表決之委員過半數行之。評議之決

定以無記名表決方式為之，其評議經過應對外嚴守秘密。 

前項會議經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書面請求，召集人應於二十日內召集之。 

（五）申訴人於案件開始評議前，得申請委員迴避，並應列舉其原因事實。此項申請由

本會決議之。委員對申訴案件有利害關係者，應自行迴避。 

（六）本會之經費由本校編列專款支應，工作人員由本校調配之。 

三、申訴要件： 

本校專任教師對本校有關其個人之措施，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益者，得提

出申訴。 

前項申訴，依法得提起訴願或訴訟者，亦得於各該法定期間內提起之。 

四、申訴及處理程序： 

（一）本校教師不服本校有關其個人權益之措施者，得向本會申訴，不服本會之評議者，

得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評會提起再申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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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師申訴應於知悉措施之次日起三十日內以書面為之。 

（三）申訴書應記載申訴人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明文件號碼、服務單位及職稱、

住址、電話、申訴之事實及理由，希望獲得之補救，提起申訴之年月日，載明本

申訴事件有無提起訴願、訴訟，原措施係以書面作成者，並應檢附原措施文書；

其有相關之文件及證據者，並應提出。 

申訴說明及應具備之書件應以中文書寫；其書件係引述外文者，應譯成中文，並

應附原外文資料。 

（四）提起申訴不合前項規定者，本會得酌定相當期限，通知申訴人補正。逾期未補正

者，本會得逕為評議。 

（五）本會應自收到申訴書之次日起十日內，以書面檢附申訴書影本及相關書件，請求

為原措施之單位提出說明。 

該單位應自前項書面請求之次日起二十日內，擬具說明書連同關係文件送本會，

但為原措施之單位認為申訴為有理由者，得自行撤銷或變更原措施，並函知本會。 

（六）提起申訴之教師就申訴案件或相牽連之事件，同時或先後另行提起訴願、行政訴

訟、民事或刑事訴訟者，應即以書面通知本會。 

本會依前項通知或依職權知有前項情形時，應以書面通知申訴人停止申訴案件之

評議；俟停止原因消滅後經其書面請求繼續評議。 

申訴案件全部或一部之決定，以其他訴願或訴訟之法律關係是否成立為據者，本

會得在其他訴願或訴訟終結前，以書面通知申訴人，停止申訴案件之評議，俟停

止原因消滅後繼續評議。 

（七）本會就書面資料評議，會議不公開舉行，得通知申訴人、對造及關係人到會說明。 

（八）本會之決定，除依第四點之（六）規定停止評議者外，自收受申訴之次日起，應

於三個月內為之。必要時，得予延長，並通知申訴人。延長以一次為限，最長不

得逾二個月。 

（九）申訴案件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附理由為不受理之決定： 

1.提出申訴逾第四點之（二）規定之期間者。 

2.申訴人不適格者。 

3.非屬本會管轄之事項者。 

4.申訴已無實益者。 

5.對已決定或已撤回之申訴案件就同一原因事實重行提起申訴者。 

（十）本會於申訴案件評議前，應擬具處理意見連同卷證提請評議。必要時得推派委員

三人審查，委員於詳閱卷證、研析事實及應行適用之法規後，向本會提出審查意

見。申訴無理由者，應為駁回之決定。有理由者應為有理由之決定，其有補救措

施並應於決定主文中載明。 

（十一）本會評議案件，應指定人員製作評議紀錄附卷，委員於評議中所持與評議決定

不同之意見，經其請求者，應列入紀錄。 

（十二）評議應記載申訴人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明文件號碼、服務單位及職稱、

住址、電話、主文、事實及理由；其係不受理決定者得不記載事實。評議書由

主席署名、評議決定之年月日。並應附記如不服決定者，得於評議書送達之次

日起三十日內，向中央申評會提起再申訴。 

（十三）評議書由學校作成正本以申訴文書郵務送達證書送達申訴人、教育部、地區教

師組織及相關機關，但該地區教師組織未依法設立者，不在此限。 

五、評議決定有左列各款之一者即為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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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訴人、為原措施之學校於評議書送達之次日起三十日內未提起再申訴者。 

（二）再申訴評議書送達於申訴人者。 

六、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依有關法規之規定。 

七、評議之效力及執行： 

本校對評議書建議之補救措施，應予採行。如確有牴觸法律或本校校務會議通過之

相關辦法、或與本校其他正式會議決議事項牴觸經召開相關會議重新研討仍決議不

予修訂者，應列舉具體理由，函復本會並向中央申評會提起再申訴。 

八、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並陳報教育部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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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國立成功大學職工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要點 

85.6.26 84學年度第 6次校務會議通過 

88.10.20 88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3.6.16 92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4.4.27 93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本校為保障職工權益，疏解職工糾紛，促進校園和諧團結，特依公務人員保障法第

七十七條及本校組織規程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第十八款之規定，訂定本校職工申訴評

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校職員、駐警及工友對本校所為之管理措施或有關工作條件之處置認為不當，致

影響其權益者，得於知悉管理措施或處置達到之次日起三十日內向本校職工申訴評

議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提出申訴。 

三、本會設委員十三人，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由下列人員組成： 

(一)不同一級單位之行政及技術職員代表各三人，並分別由行政及技術職員互

選，選務工作由人事室辦理。 

(二)駐警及工友代表各一人，分別由駐警及工友互選，選務工作由總務處辦理。 

(三)教師代表三人，由各學院推薦專任教授一人，非屬學院之系、所、館、室、

中心由教務處推薦專任副教授以上教師一人，請校長遴聘。 

(四)校友代表一人，由校友聯絡中心推薦二人，請校長遴聘。 

(五)法律學者或專家一人，由學校聘請。 

四、本會委員為無給職，陳請校長聘任，各委員任期二年，得連任之。委員因故出缺時，

繼任委員之任期至原任之任期屆滿之日為止。 

五、本會主席，由委員互選之，並主持會議，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主席因故不能主

持會議時，由其指定委員一人代理主席。 

六、本會開會應有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除評議書之決議，應有出席委員（應行迴避

者不計入）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外，其餘事項之決議，以出席委員過半數行之。 

七、本會開會時得請有關人員列席。 

八、申訴人於案件開始評議前，得聲請與案情有利害關係之委員迴避，聲請案由本會議

決。委員對申訴案件有利害關係者，應自行迴避。 

九、本會行政工作：職員及駐警申訴案由人事室辦理；工友申訴案由總務處辦理。 

十、本會之經費由本校行政管理預算經費勻支。 

十一、申訴應以書面為之，載明下列事項，由申訴人或其代理人簽名或蓋章： 

(一)申訴人之姓名、出生年月日、性別、住居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服務機

關、職稱、官職等。有代理人者，其姓名、出生年月日、性別、職業、住

居所或事務所、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二)請求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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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事實及理由。 

(四)證據。 

(五)管理措施或有關工作條件之處置達到之年月日。 

(六)提起之年月日。 

申訴不合前項規定者，而其情形可補正者，應通知申訴人於二十日內補正。逾期

未補正者，本會得逕為評議。 

十二、本會應自收到申訴書及其完整資料後，以書面檢附申訴書影本及相關書件，請原

措施之單位提出說明。 

原措施單位對本會查詢之申訴案件，應於七日內，將事實、理由及處理意見，並

附有關資料，回復本會。但原措施之單位認為申訴有理由者，得自行撤銷或變更

其原措施並函知本會。 

原措施單位逾前項期限未提出說明者，本會得逕為評議。 

十三、本會就書面資料評議，會議不公開舉行，必要時得通知申訴人，對造及關係人列

席說明，且於處理特殊申訴案件時，應組成小組，秘密調查。 

申訴無理由者，本會應為駁回之決定。 

十四、本會收件後，除有應不受理或中止評議情形，逕行通知申訴人及對造外，應於收

受申訴書之次日起三十日內作成評議書，必要時得延長二十日，並通知申訴人。

評議書完成行政程序後送達申訴人及對造。在作成評議書前，本會得建議停止對

申訴人原措施之執行(申訴人向本會提起申訴，同一案件以一次為限 )。 

前項期間於依第十一條第二項規定補正者，自補正之次日起算；未補正者，自補

正期限屆滿之次日起算。 

職員若不服上項評議，得於評議書送達之次日起三十日內，向公務人員保障暨培

訓委員會提出再申訴。 

駐警或工友，若不服上項評議，得依其他有關法令規定提起救濟。 

十五、申訴案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受理： 

(一)無具體之事實內容者。 

(二)未具真實姓名、服務機關或住所者。 

(三)申訴書不合法定程式不能補正或經酌定相當期間通知補正逾期不補正者。 

(四)提起申訴逾法定期間。 

(五)申訴人不適格者。 

(六)本校所為之管理措施或有關工作條件之處置已不存在者。 

(七)對已決定或已撤回之申訴事件重行提起申訴者。 

(八)對不屬申訴救濟範圍內之事項，提起申訴者。 

前項第六款情形，如申訴人因該管理措施或有關工作條件之處置之撤銷而有可

回復之法律上利益時，不得為不受理之決定。 

第一項第八款情形，如屬應提起再申訴、復審事項，公務人員誤提申訴者，本

會應移轉再申訴或復審受理機關依再申訴或復審程序處理，並通知該公務人

員，不得逕為不受理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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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申訴人於本會未作成評議決定書前，得撤回申訴案。申訴人撤回申訴後，不得就

同一原因事實重行提起申訴。 

十七、申訴程序中，申訴人、對造或其他關係人，就申訴事件或其他牽連之事項，提出

民事訴訟、刑事訴訟或行政訴訟者，應即通知本會。 

本會依前項通知或依職權知有前項情形時，應以書面通知申訴人停止申訴案件之

評議；俟停止原因消滅後經其書面請求繼續評議。 

申訴案件全部或一部之決定，以其他訴訟之法律關係是否成立為據者，本會得在

其他訴訟終結前，以書面通知申訴人，停止申訴案件之評議，俟停止原因消滅後

繼續評議。 

十八、本會應對申訴案件提出討論並經評議，決議後擬定評議書由主席署名。本會之評

議及表決，委員個別意見，應對外嚴守秘密；涉及隱私之申訴案，申訴人之基本

資料應予保密。 

十九、評議書應記載事件之經過，兩造之陳述，評議之理由，如有建議補救措施，並應

提出具體建議。 

評議書應陳校長核備，並以本校名義函送申訴人及原措施單位。 

二十、本會之評議，如原措施單位認有與法規牴觸，或事實上窒礙難行者，應列舉具體

理由依行政程序陳報校長，校長如認為理由充分，得交付本會再議，但同一案件

之再議以一次為限，否則，評議書經完成行政程序後，學校應即採行。 

二十一、本要點未規定事項，依照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二十二、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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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國立成功大學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設置辦法 

86.04.16 85學年度第四次校務會議通過 

90.11.14 90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延會修訂通過 

91.03.20 90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91.12.25 91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92.02.25 教育部核定通過 

94.04.27 93學年度第四次校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大學法第十七條第二項暨本校組織規程第二十四條定之。 

第二條 本校為公平、公正處理學生在校學習、生活上之有關事項，並確保學生權益，
特設置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三條 學生對於學校有關受教權益所為之處分認為有違法或不當，致損及其個人權

益，經行政程序處理仍不服者，得向本會提出申訴。 

第四條 組織：   
一、本會置委員二十七人至三十人，由各學院學生代表各一人、研究生學生代

表一人，各學院推薦教師各二人，非屬學院教師推薦一人，及學校教師會
代表一人，擔任之(其中未兼行政職務之教師代表不得少於總額二分之一；
已擔任學生獎懲委員會委員者不得擔任之；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
分之一以上)。另由學校聘請醫師、法學、社會學、心理學之專業人士擔任
諮詢顧問。  

二、學生代表於每學年開學一個月內，由學生會推選產生大學部代表；由各學
院院長輪流推薦產生研究生代表，均報學生事務處核備。(學生會如未能依

時組成，即請課外活動指導組輔導系學會聯合會幹部代表之)。  
三﹑學生事務長擔任臨時召集人，俟主席選出後由主席主持會議，生活輔導組、

課外活動指導組組長列席，行政業務由生活輔導組承辦之。  
四﹑本會開會應有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事項之決議﹑評議書之決議，以出

席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同意後行之。  
五﹑本會之經費由學生事務處支應。  
六﹑本會委員或諮詢顧問均呈報校長聘任之，任期一年。 

第五條 申訴及處理程序： 

一、學生申訴應於知悉措施之次日起十日內以書面向本會提出申訴，逾期學校
不予受理；申請人因不可抗力致逾期限者，得向本會聲明理由請求許可。 

二、申訴書應記載申訴人姓名、學號、系級、住址、申訴之事實及理由，希望

獲得之補救，並檢附有關之文件及證據交由生輔組處理。  
三、於本會下設程序審議小組，對於學生之申訴得就受理與否，先期審核，對

於不符申請要件之申請案得以過濾速結；小組人員由臨時召集人召集六位
委員共同組成，以超過二分之一同意議決之。  

四、本會就書面資料評議，會議不公開舉行，得通知申訴人、原處分單位之代
表及關係人到會說明。如其逾越申訴範圍，應以書面駁回，並建議處理方
式，且於處理特殊案件時，應組成小組，秘密調查。 

五、本會收件後，除有應不受理或中止評議情形，逕行通知申訴人及原處分單
位外，應於二十日內完成評議，必要時得予延長，並通知申訴人，延長以
一次為限，最長不得逾期二個月，但涉及退學、開除學籍或類此處分之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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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不得延長。。申訴人如有不服，得於評議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三十日內

向教育部提起訴願(學生向學校提起申訴同一案件以一次為原則)。  
六、申訴人於本會未作成評議決定書前，得撤回申訴書。  
七、申訴程序中，申訴人、原處分單位或其他關係人，就申訴事件或其他牽連

之事項，提出訴願、行政訴訟、民事訴訟或刑事訴訟者，應即通知本會，
本會應即中止評議，俟訴訟終結後續議；惟退學與開除學籍之申訴不在此
限。 

八、退學或開除學籍之申訴，學校於評議決定未確定前，學生得向學校提出繼
續在校肄業之書面請求。學校接到上項請求後，應徵詢本會之意見，並衡
酌該生生活，學習狀況於一週內書面答覆，並載明學籍相關之權利與義務。  

九、學生申訴經學校同意在校肄業者，學校不得授給畢業證書外，其他修課成
績考核、獎懲得比照在校生處理。  

十﹑本會應對申訴案件提出討論並經評議，決議後擬定評議書由主席署名。本
會之評議及表決，委員個別意見，應對外嚴守祕密;涉及學生隱私之申訴
案 ，申訴人之基本資料應予保密。  

十一、評議決定書應包括主文、事實、理由等內容，如有建議補救措施，並應
提出具體建議；對於不受理之申訴案件亦應作成評議書，惟其內容只列主
文和理由。  

十二、申訴程序中，評議委員、申訴人、原處分單位或其他關係人，應就申訴
之案件採取迴避原則，以免影響本會評議之公正性。  

十三、評議書應呈校長核備，並由本會送達申訴人及原處分單位。 

第六條 評議效力：  
一、本會之評議，如原處分單位認與法規牴觸，應列舉理由依行政程序呈報校

長，校長得交付本會再議。否則，評議書經完成行政程序後，學校應即採

行。 
二、退學之申訴，經評議確定維持原處分者，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修業證明書所載修業截止日期以原處分日期為準。  
(二)申訴期間所修習科目學分，得發給學分證明書。  

三、退學或開除學籍之申訴，經評議確定維持原處分者，其兵役、退費標準依

下列規定辦理：  
(一)役男『離校學生緩徵原因消滅名冊』於申訴結果確定後三十日內冊報。 
(二)退費標準依現行『大學校院學生退﹑休學退費標準表』之規定辦理。 

四、訴願及行政訴訟獲救濟之輔導：   
(一)依訴願決定或行政訴訟判決另為處分並同意學生復學者，其因特殊事故

無法及時復學時，本校應輔導其復學；對已入營無法復學之役男，學校

應保留其學籍，俟其退伍後，輔導優先復學；復學前之離校期間並得補
辦休學。  

(二)依訴願決定或行政訴訟判決另為處分並同意學生復學者，應依本校規定
辦理復學程序。  

第七條 有關學生性騷擾等申訴案件，由本校「性別歧視及性侵犯防治委員會」處理。 

第八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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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國立成功大學導師制實施辦法 

八十八年四月二十一日第一三八次行政會議通過 

八十九年三月二十二日第一四Ｏ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九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第一四八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九十四年四月二十七日 93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第 一 條  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落實導師輔導工作，提昇教育品質，培養

德智兼備之人才，達成大學教育目的，特依教師法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九款之

規定，訂定國立成功大學導師制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 二 條  導師由各系推選，各系專任講師以上之教師，均有擔任導師之義務；導師之

工作情形與成果做為獎勵、升等、教師評鑑之參考。另由具國家執照之心理

師協助導師之輔導工作。 

第 三 條  導師之輔導以下列與學生學業與生活輔導相關之事項為主： 

一、了解導生性向、興趣、人格特質、生活與家庭狀況，協助導引其身心發

展。必要時可連絡心理師實施性向、興趣或人格測驗。 

二、協助導生課業學習、選課及生涯規劃等事宜。若導生學期成績不及格達

三分之一以上或受記過處分時，結合學務處各組、家長或有關人員施予

適切輔導。 

三、於每學期結束前兩週，依據各導生平日生活言行表現，評定其操行成績，

送交學務處生活輔導組。 

四、依學生事務活動實施預定表，舉行導師談話（班會）活動；另應運用課

餘舉行師生座談、聯誼或其他團體活動，以增進師生情感。 

五、若導師發現導生出現適應欠佳、偏差行為、或其他特殊事件時，請告知

其家長、監護人或緊急聯絡人，並轉介給心理師實施心理諮商與治療。 

第 四 條  本校導師應盡量參加學生事務處或他校辦理之導師輔導知能研習活動，以增

進專業知能。 

第 五 條  因實施輔導所獲得導生個人或家庭資料，相關人員依法有保密的義務。 

第 六 條  若導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當事人、發現者或事發單位，請迅速通報校安中

心（分機 55555），協助進行危機處理與後續處置。 

一、其言行、情緒或精神異常，有可能發生自我傷害或傷害他人之行為時，

應依據「本校校園精神疾病及自我傷害個案處置之作業流程」處理。 

二、其遭受意外、交通事故或其他需緊急就醫之情形，應依據「本校學生急

診通報系統」處理。 

三、其行為有嚴重危害校園安全及安寧，而屬於校園緊急安全事件時，應依

據「本校校園事件通報系統暨處理流程」處理。 

第 七 條  導師制度之編組方式由各系經系務會議決議後實施，並將編組方式送學務處

核備；但每位導師輔導大學部導生以不超過 20 名為原則，且得視需要設置

班導師代表。其編組參考方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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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族導師制：以系所原有之跨年級、系所家族為基礎，由系所請一位

導師帶領一個或數個家族，家族成員涵蓋每個年級及研究所。 

二、組群導師制：系所先將每個班級編成數小組，再分配組成涵蓋每個年

級及研究所小組的組群，每名導師帶領一個組群。 

三、隔年家族導師制：以系所原有之跨年級、系所家族為基礎，由系所請

兩位導師共同帶領數個家族，但導師所帶領的成員為不同之隔年年級

及研究所者。 

四、隔年組群導師制：系所先將每個班級編成數小組，再分配組成涵蓋隔

年年級及研究所小組的組群，每位導師帶領一個組群，若兩位導師結

合可帶領兩隔年組群。 

五、小組導師制：以全班為單位，由各系將每個班級分成幾小組，每小組

分配一位導師。 

六、自選導師制：除一年級新生外，由學生自行選擇導師，但每位導師輔

導大學部學生以不超過 20名為原則。 

七、雙導師制：每位學生規畫兩位導師輔導，一位為「生活導師」，一位

為「課業導師」，兼顧人格與學業均衡發展。 

第 八 條  導師經費依據第 138次行政會議，每學期每導生以新台幣 1400元計算；並於

第 148次行政會議通過，從導師經費中每學期每導生勻支 240元，以提供遴

聘心理師之經費；其餘經費分為導師人事費與學生輔導活動費，比例以七比

三為原則，各系可自行調整，但學生輔導活動費之比例不得少於百分之二

十。學生輔導活動費撥入各系專用於學生輔導。各系應於每學年初將導師人

事費與學生輔導活動費之比例、金額及導師與導生名冊函送學務處。 

第 九 條  各系應依據本辦法及實際需要，訂定各系導師制實施細則；內容包含導師編

組方式及經費使用情形，並經系務會議決議後實施。 

各系應將導師制實施細則送學務處核備。 

第 十 條  各系每學期應召開導師會議至少一次，討論工作實施情形，檢討與改進導師

制實施情形。 

系(所)主任、導師及負責該系所之心理師應出席每學期由學生事務處召開之

全校導師輔導工作研討會，集思廣益落實或改善導師制。 

第十一條  研究生以指導教授為導師，不另支導師費，未確定指導教授前以系主任或所

長為導師。獨立研究所碩士班（不含在職專班）每名研究生每學期編列三百

元之「學生輔導活動費」。修習教育學程之學生每學期每名編列一百元之學

生輔導活動費，以辦理各項輔導活動。 

第十二條  進修學士班得視實際需要與經費情形設置導師，其導師制實施辦法另定之。 

第十三條  學生事務處負責導師工作之服務、諮詢、轉介、與績效評鑑，依據評鑑結果

發予各系獎勵經費，獎勵經費供學生輔導之用，並依據評鑑結果提供有關單

位作為教師獎勵、升等與考核之參考。其獎勵要點另訂之。 

第十四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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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 93學年度第 5次校務會議紀錄 

時間：94年 6月 22日（星期三）上午九時 

地點：國際會議廳第一演講室 

出席：如附件一p.139。 

主席：高校長 強                                 記錄：侯雲卿 

壹、頒獎： 

92學年度分類通識課程優良教師：歷史系蕭瓊瑞副教授、軍訓室郭文良教官。 

貳、報告事項： 

一、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 

  (一)94年 3月 30日 93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延會(附件二p.140) 

1.校務基金管監辦法下所規範相關辦法，雖已提校務會議通過並報

部，但未來應修訂相關條文，於條文中明訂需提校務會議通過。 

     2.新興工程有關捐贈部份，應增訂更完整之規範，以增加對學校之保

護。 

     3.教育部審議回來後，會請校務代表確認，是否與會中決議有所出入。

若為秘書室作業疏忽將予以改正，若與代表之認知不同，將至會議

中再行確認。 

  (二)94年 4月 27日 93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附件三p.142) 

二、主席報告： 

(一)國軍斗六醫院於今年 7月 1日正式移交本校，其實國軍已於 4月 1日

撤走,至 7月 1日前，醫療不能中斷，因此本校附設醫院實際已進駐

服務。派駐管理者是由吳明和醫師擔任院長，行為醫學研究所陸汝斌

教授擔任執行長，正式改名為成大醫院斗六分院。今年 7月底新卸任

暨續任主管研習會在劍湖山世界舉行，將討論發展世界一流大學之計

畫，並參觀斗六分院。除為進駐之同仁加油打氣外，也讓大家了解該

地有 4.7公頃，是本校在雲林斗六之新據點，未來各院系推廣教育相

關之活動可以在那裡辦理。 

(二)四年前教務處決定老師在五年之內必須進行評量，明年底將是教師評

量之最後期限，有些單位已開始進行評量，由於老師具備一些固定條

件下可免予評量。故最近教務處提出之報告有 246位老師經過院系教

評會之討論已通過評量或不須評量。值得欣慰的是有些副教授目前已

通過了評量。因此再次提醒各位老師，明年底前一定要完成評量。 

(三)五年五百億發展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教育部 5月 16日來

函要求各校於 6月底前提計畫構想書，該計畫將通過 2所學校發展為

國際一流大學，10 所大學頂尖研究中心。本校當然希望能爭取成為

國際一流大學之一，以提昇學校之氣勢，由各種客觀指標本校應是台

灣第二。然很多跡象顯示，教育部及審議委員會，似有意推動清華大

學與交通大學合併，將成為另一競爭者。最近，學校部份熱心老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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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會也都很關心，透過各種管道在努力。近日本人四處奔走，拜會

相關人士，希望同仁也能利用可能的途徑及相關的人物來幫學校的

忙，希望不要造成不公平競爭。讓政府知道全體同仁的心聲，莫讓政

府以為我們不在乎，以致做出本校所不願見到的決策。 

  三、各一級單位及各委員會報告：（書面資料開會時已分送，請參閱） 

參、報告案： 

一、學務處 
本校學生申訴委員會設置辦法於 94 年 4 月 27 日 93 學年度第 4 次

校務會議通過後報部核定；教育部於 94年 5月 20日以台訓（二）字第

0940066532號函請本校將第 4條第 1項修正為「本會委員 27至 30人，

『均為無給職』，．．．」及第 7 條修正為「．．．由本校『性別平等

教育委員會』處理」後同意核定，修正後條文如附件四p.144。 

二、研發處 
 本校與美國喬治亞大學(University of Georgia, Althens)簽訂學術合

作協議書及交換學生協議書案(附件五p.146)，已於本(94)年 3月 25日

奉核同意。經統計系陳占平教授居中聯繫，該校亦已同意本簽約案，並

將由副校長 Dr. Dunning代表校長於 6月 20日來台簽約。惟本案未及提

請校務會議討論，提請准於教務發展委員會討論後，再於校務會議提請

報。 

肆、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委員選擧：(請王富美、許霖雄、楊福來三位代表監票) 

文學院：外文系劉開鈴教授 

理學院：生命系麥愛堂教授、化學系陳淑慧教授 

工學院：材料系蔡文達教授、環工系林素貞教授 

電資學院：電機系詹寶珠教授 

設計學院：建築系孫全文教授 

管理學院：交管系張有恆教授 

醫學院：神經學科賴明亮教授 

社科院：教育所于富雲教授 

伍、討論事項： 

第一案 提案單位：校長交議案 

案由：本校 94 至 95 學年度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委員，除教授代表十人由

校務會議推選、教師會代表由本校教師會推薦外，其他委員由校長

遴選（名單如說明二），並提經校務會議同意後聘請之。 

說明： 

一、依據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要點第二點（一）、（二）

規定辦理： 

（一）本會由下列人員(1)教授代表十人(2)法律學者一人(3)教育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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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4)學校行政人員一人(5)本校教師會代表一人(6)社會公正

人士一人共計十五人組成。其中未兼行政職務之教師不得少於總

額三分之二，且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 

（二）本會委員為無給職。教授代表由各院院務會議先就該院未兼行政

職之專任教授中推薦二位（男女性各一人為原則），由校務會議

推選之（性別條件優先滿足、各學院保障名額各一人）；教師會

代表一人由本校教師會推薦之；其他委員由校長遴選（任一性別

委員各一至二人）並經校務會議同意後聘請之。各委員之任期二

年（至新學年之代表產生為止），連選得連任之。 

二、由校長遴選之委員名單如下： 

（一）法律學者：法律系郭麗珍主任 

（二）教育學者：教育所陸偉明所長 

（三）學校行政人員：研發長黃肇瑞教授 

（四）社會公正人士：王成彬律師 

擬辦：因應「性別平等教育法」自 93.6.23 公布實施，各校相關委員會

之組成應於一年內調整之規定，上項新任委員將於校務會議同

意，並由秘書室連同其他委員統一簽聘後開始任期，至下屆新任

委員產生為止。 

決議：照案通過，由秘書室連同教師會推薦之教師會代表王琪教授及票

選委員 10名統一簽聘。 

 

第二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本校 95學年度申請增設、調整系所班組及招生名額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依教育部 94 年 5 月 17 日台高通字第 0940066552 號函如附件(略)

及「大學增設、調整系所班組及招生名額採總量發展方式審查作業

要點」規定辦理。 

二、教育部核定學校可發展總量標準如下： 

（一）應有生師比：全校生師比應在 32 以下且日間部生師比應在 25

以下，申請增設研究所之學院生師比應在 15以下。 

（二）師資結構：申請設立碩士班之學系，全系專任師資至少應有 8

位，且具助理教授以上資格者應在三分之二（6 位）以上，其中

應至少有 3位具副教授以上資格者且其學術專長須與該系領域相

符。 

（三）設立年限：申請設立碩士班者，申請時須已設有相關學系 3年以

上（於 91學年度已設立之學系）；申請碩士在職專班者，申請時

須已設有相關碩士班 2年以上（於 92學年度已設立研究所碩士

班）。 

（四）跨系所設立之研究所（含碩士在職專班）應歸屬獨立設所案，應

依規定格式提送教師相關著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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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應有校舍建築面積： 

  類    型 
文法商、管

理及教育類 

理學、醫學（不

含醫、牙醫系）

護理及體育類 

工學、藝術

及農學類 

醫學系、

牙學系 

每位學生所需

校舍樓地板面

積（單位：平

方公尺） 

大學部    10   13   17   23 

研究所   13   17   21   29 

三、依教育部規定計算方式，本校目前（93學年度）規模屬在可發展總量

範圍內： 

（一）現有生師比：全校生師比為 25.29；日間部生師比為 22.41 ；各

學院生師比詳附件(略)，師資結構符合規定。 

（二）應須有校舍建築面積：239,893 平方公尺，現有校舍建築面積：

692,726.51平方公尺。                   

四、經 94年六月 8日校務發展委員會議討論通過之各單位所提非特殊項目

（調整案）申請案優先順序（以得票數排列）如下：  

【增設碩士班】 

1. 社科學院  經濟學系（15名） 

2. 電資學院  醫學資訊研究所（15名） 

3. 非屬學院  體育健康與休閒研究所（10名） 

4. 社科學院  認知科學研究所（15名） 

5. 管理學院   國際經營管理研究所碩士班（50名專收外籍生） 

【增設博士班】 

管理學院   國際經營管理研究所博士班（6名專收外籍生） 

【增設碩士在職專班】 

       管理學院     財務金融研究所（15名） 

【停招進修學士班】 

1. 水利及海洋工程學系 

2. 企業管理學系 

3. 會計學系 

【停招碩士在職專班】 

化學系 

【系所更名】 

微機電系統工程研究所更名為奈米科技暨微系統工程研究所 

五、本校已提報之95學年度特殊項目申請案計有：法律學系、教育研究所、

生物多樣性研究所等3博士班。 

六、依教育部「大學校院增設、調整系所班組及招生名額總量提報作業說

明」略以：「外籍生、僑生…新生名額，採外加方式辦理」。 

七、檢附本校現有系所一覽表、增設研究所各學院生師比，如附件(略)、

 
93-5校務會議(94.06.22)紀錄-4-



 137 

94-97 學年度各學院增設、調整系所計畫一覽表，如附件(略)供請參

考。 

擬辦：討論通過後依限報部。 

決議：照案通過，報部核定後，請研發處配合修正本校組織規程相關條文。 

 

第三案 提案單位: 生物科技中心、教務處 

案由：為成立生物科學與科技學院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依據 93.12.15第 165次校務企劃座談會決議辦理。 

二、生命科學與生物技術產業已被多數先進國家視為二十一世紀重點發

展之科學與產業，是跨領域科技結合的高科技產業，也是政府大力

提倡支持的重點產業。基於成功大學在理、工、醫藥、農等相關領

域上都有相當充沛的人才，透過成立生命與生物科技相關的學院，

以整合教學、研究的人力與資源，方能因應未來生物技術產業的發

展所需的人才與人力。 

三、生物科學與科技學院將以現有的「生命科學系所」、「生物科技研究

所」、「生物多樣性研究所」、及生科中心已建立具有特色之生物訊息

傳遞及水產生物疾病與醫藥的跨領域研究團隊為主體，橫向結合醫

學、理、工、電資、及管理等相關學門，並與鄰近之南部科學園區

加強產學合作，以建構成具有國際競爭力與特色性之跨領域研究型

學院。 

四、本案經提 94年 6月 8日 93學年度第 6次校務發展委員會以 24票贊

成、2票反對，表決通過。 

擬辦：討論通過報部核定後成立，請研發處配合修正本校組織規程相關條文。 

決議：照案通過，報部核定後成立，請研發處配合修正本校組織規程相關

條文。 

 

第四案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由：為提升學校整體教學與研究資源的運用效能，整合人才資源，改進

經營管理策略，建立健全之組織運作制度，使學校發展為國際一流

之大學，擬向教育部申請「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

畫」，特依申請條件擬具「國立成功大學法人化推動計畫書」，並承

諾優先法人化，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我國大學因限於經費、師資及設備，較不易達到一定的規模與效率，

使得教學研究之能量及水準不易提升；又因公立學校一如公務體

系，缺乏競爭與創新壓力，僵化的制度使得內部組織、人才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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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運作、行政決策等都無法靈活調整因應。今教育部正推動「發

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為獲得充足的財務支援，本

校實有必要積極爭取；並透過改制為法人化之方式運作，進行體制

之改革，使學校有最大幅度之學術自由與自主決策之空間，而邁入

世界一流大學之林。 

二、法人化之實施，可藉組織的調整，達到經營模式、人事與財務運作

之鬆綁，實質達到大學自治及績效課責的目標，進而建立學校經營

管理、組織運作之積極效能，強化學校之競爭力，而發展為國際一

流大學。 

三、其他實施法人化之優點詳計畫書。 

擬辦：討論通過後，連同申請「發展國際一流大學」計畫書報部核定。 

決議：依教育部 94年 5月 16日台高字第 0940066557號函示「發展國際一

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之規定，本校為申請「發展國際一流

大學計畫」，原則承諾研擬推動法人化，惟目前相關法令尚未完成立

法程序，本校將持續推動法人化相關議題之研議。俟相關立法程序

完成後，俾依相關法律、法定程序及教育部所定大學法人化基本原

則，研擬本校法人設置條例草案，多方徵求意見，充分討論，形成

共識，並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報部。若教育部上開函所定「發展國際

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法人化要求條件如有變更，或申請

案未能獲得審議通過，則本承諾書自動失效。 

 

第五案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由：擬修訂「國立成功大學校務發展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二條，提請  討

論。 

說明：依 94.4.13九十三學年度第五次校務發展委員會臨時動議決議辦理，

修訂對照表如附件(略)。 

擬辦：討論通過後，自下（94）學年度實施。 

決議：退回校務發展委員會再議。 

陸、臨時動議：無 

柒、散會：下午 12時 40分(第六案至十二案因時間不及討論，於下學期續予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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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國立成功大學 93學年度第 5次校務會議出(列)席名單 

時間：94年 6月 22日上午 9時 

地點：國際會議廳第一演講室 

出席：歐善惠 宋瑞珍 蘇炎坤 柯慧貞 張志強  黃肇瑞  楊明宗  張克勤  

張高評  余樹楨 吳文騰 李清庭 徐明福（陳彥仲代）   吳萬益  

陳振宇 賴溪松 閔振發 陳省盱 張丁財   李丁進 徐德修   

王永和（蕭慧如代）張文昌 曾永華 利德江 江建俊 陳昌明  廖美玉 

王偉勇 陳璧清 邱源貴 劉開鈴（邱源貴代） 王健文 王 琪   

蕭瓊瑞 柯文峰 陳若淳  傅永貴（蔡錦俊代）田  聰 周維揚       

孫亦文（王小萍代） 何瑞文 吳培琳（黃福永代） 江威德 曾清涼 

張素瓊 麥愛堂 王建平  楊惠郎  陳宗嶽 朱銘祥  張錦裕     

李驊登（李榮顯代） 林大惠 李榮顯 黃金沺 楊毓民（劉瑞祥代） 

陳進成 李振誥 曹紀元 吳致平 陳東陽（李宇欣代） 游保杉   

黃吉川 許泰文（羅偉誠代） 黃明哲 李國賓 張憲彰 趙儒民   

黃明志 黃正弘 邱仲銘 蔡俊鴻（李文智代）高銘木  胡潛濱   

趙怡欽（胡潛濱代） 黃啟鐘 蕭樂群 王覺寬（黃啟鐘代） 謝錫堃 

王 醴（張簡樂仁代）許謂州  陳志方 蔡宗祐 楊家輝 陳中和 

陳 敬 朱治平 陳培殷 簡仁宗 盧文祥 高宏宇 陳裕民（鄭進財代）

王清正 陳彥仲 陳國祥（馬敏元代） 陸定邦 王泰裕（陳梁軒代） 

李賢得 林正章 呂錦山 陳文字（廖俊雄代） 劉宗其 王明隆  

吳清在 吳鐵肩 陳占平（趙昌泰代） 陳洵瑛（吳豐森代） 賴明德 

劉校生 吳華林（賴明德代） 許桂森 王新台 陸汝斌（柯慧貞代） 

黃朝慶（王新台代）吳俊忠 吳梨華 蔡瑞真 黎煥耀（賴明德代）   

黃美智 駱麗華 謝淑珠 葉才明 徐阿田 卓瓊鈺 施陳美津  

吳明宜 蘇慧貞（林佳瑩代）  劉明毅 徐畢卿 張明熙 薛尊仁    

陳志鴻 林錫璋 沈延盛 賴明亮 楊俊佑（張志偉代）張智仁     

顏經洲 宋鎮照 丁仁方 王富美 謝文真（田維華代） 郭麗珍   

陸偉明 趙梅如（董旭英代） 黃永賢 王苓華 李劍如（洪甄憶代）

詹錢登 許霖雄 李聰盛（熊志強代）李金駿 盧宜忠 張榮輝 楊福來 

列席：王三慶 李建二 黃定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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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國立成功大學九十三學年度第三次校務會議延會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表 

決議案摘要 承辦單位執行情形 

第一案 
案由：因應教育部「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

管理及監督辦法」修正發布後，本校
各單位配合新訂或修訂校內之相關
辦法，提請 討論。 

決議：  
一、新訂「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管理

及監督辦法」，修訂通過， 
二、新訂「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管理

委員會設置要點」修訂通過。委員應
有教師會代表一人，由各學院推薦教
師會成員若干人，供校長遴選之。 

三、修訂「國立成功大學進用專案計畫
教學人員實施要點」，照案通過。契
約書修訂通過。 

四、新訂「國立成功大學進用專案計畫
工作人員實施要點」照案通過。 

五、修訂「國立成功大學進用專案計畫
研究人員實施要點」照案通過。契
約書修訂通過。 

六、新訂「國立成功大學自償性支出及
建設控管辦法」照案通過。本辦法
為全國首創，未來視實際執行情
形，必要時再行修訂。 

七、將「國立成功大學補助師生出國參
加國際學術及競賽活動辦法」修訂
為「國立成功大學因公派員出國案
件處理要點」修訂通過。 

八、修訂「國立成功大學建教合作計畫
實施要點」，並將「國立成功大學建
教合作計畫結餘款運用及管理要
點」及「國立成功大學行政人員協
辦建教合作計畫業務人員支領酬勞
費管理要點」之內容併入，同時廢
止該兩要點，修訂通過。 

九、新訂「國立成功大學新興工程支應
辦法」修訂通過。 

第二案 
案由：擬修訂『國立成功大學經費稽核委員

會設置要點』、『國立成功大學經費稽
核委員會委員推選要點』、『國立成功

秘書室：照案辦理。其中一、二、
六、七、八、九於 94
年 3 月 31 日以成大秘
字第 0940001693 號函
陳教育部核定中。 

 
 
 
 
 
 
 
 
 
 
 
 
 
 
 
 
 
 
 
 
 
 
 
 
 
 
 
 
 
 
 
 
 
經費稽核委員會： 
已修正，並上網公告。 
 

 
93-5校務會議(94.06.22)紀錄-8-



 141 

大學經費稽核委員會內部稽核實施
要點』及『國立成功大學經費稽核委
員會內部稽核之施行細則表』（草
案），提請 討論。 

決議：依教育部 94 年 3 月 22 日台高(三)
字第 0940024829號函，無須報部。 

一、「國立成功大學經費稽核委員會設置
要點」修訂通過。 

二、「國立成功大學經費稽核委員會委員
推選要點」，修訂通過。 

三、「國立成功大學經費稽核委員會內部
稽核實施要點」，修訂通過。 

四、「國立成功大學經費稽核委員會內部
稽核之施行細則表」，照案通過。 

  
第三案 
案由：擬修訂「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

法」第二條條文、「本校各學院教師
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及「本校各學
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修訂
條文對照表如附件，提請  討論。 

決議： 
一、「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

修訂通過。 
二、「本校各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

法」，修訂通過。 
三、「本校各學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

法」，修訂通過。 
 

第四案  
案由：擬修訂「國立成功大學聘請兼任專家

擔任教學辦法」為「國立成功大學聘
請兼任專家擔任教學要點」，並修訂
部分條文，提請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第五案 
案由：修訂「國立成功大學推廣教育中心設

置辦法」，提請 討論。 
決議：辦法改為要點，修訂通過， 

 
 
 
 
 
 
 
 
 
 
 
 
 
 
 
 
教務處：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
置辦法第 2條第 2項條文修正案
經教育部 94.06.02 台學審字第
0940062112號函：建請依性別平
等教育法第 16條規定修正為「…
任一性別委員應占該學院委員總
數…三分之一以上…」，擬依上開
函示修訂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
置辦法第 2條有關條文內容。 
人事室：遵照辦理，並已更新本
室「人事法規」網頁資料。  
 
 
 
教務處：遵照決議辦理。 
人事室：遵照辦理。 
 
 
 
 
 
教務處:遵照決議辦理；並報部核
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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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國立成功大學九十三學年度第四次校務會議延會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表 

決議案摘要 承辦單位執行情形 
第一案 

案由：有關附設醫院分院組織規程
草案及組織系統表，提請  討
論。  

決議：修訂通過。 
 

第二案 
案由：擬修訂『國立成功大學教師申訴評

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要點』，提請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第三案 
案由：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職工申訴評

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要點」如說明，
提請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第四案  
案由：請修正「國立成功大學學生申訴評

議委員會設置辦法」第四條，提請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第五案 
案由：修訂本校組織規程第三十條，增列

有關軍訓室主任任用之條文內容，如
說明，提請  討論。 

決議： 
一、修訂為：軍訓室主任由校長自職

級相當人員或教育部推薦之軍
訓教官二人至三人中擇聘擔任
之。軍訓室主任因故出缺，由學
務長代理或由學務長自本校職
級相當人員中簽請校長核准後
代理，期限至新任主任到職日
止。 

 
醫學院：斗六分院組織章程業奉

教育部 94 年 6 月 3 日
台 高 ( 二 ) 字 第
0940073820號函核定。 

 
 
秘書室：已奉教育部 94年 5月 5

日 台 申 字 第
0940060528號函核定。 

 
 
 
人事室：已上網公告於本室網頁

及 E-mail 轉知各單
位。  

總務處：照案辦理。 
 
 
學務處：本校學生申訴委員會設
置辦法於 94年 4月 27日 93學年
度第 4次校務會議通過後，於 94
年 5 月 13 日以成大學字第
0940002498 號函報教育部核
定；本處依據教育部於 94 年 5
月 20 日 以 台訓 ( 二 ) 字 第
0940066532 號回函之修正意見
修正相關條文，提本校 93學年度
第 5次校務會議報告。 
 
學務處：本案已由研發處依決議

情形修訂組織規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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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請研發處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
施。 

 
第六案   
案由：擬修訂「國立成功大學導師制實施

辦法」，提請  討論。 
決議：修訂通過。 

 
 
 
 
學務處：本校導師制實施辦法修
訂通過後，已於 5月 30日發函各
系，請各系經系務會議討論，訂
定各系導師制實施細則送學務處
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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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國立成功大學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設置辦法 

86.04.16 85學年度第四次校務會議通過 

90.11.14 90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延會修訂通過 

91.03.20 90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91.12.25 91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92.02.25 教育部核定通過 

94.04.27 93學年度第四次校務會議通過 

94.06.22 93學年度第五次校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大學法第十七條第二項暨本校組織規程第二十四條定之。 

第二條 本校為公平、公正處理學生在校學習、生活上之有關事項，並確保學生權益，特設

置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三條 學生對於學校有關受教權益所為之處分認為有違法或不當，致損及其個人權益，經

行政程序處理仍不服者，得向本會提出申訴。 

第四條 組織：   

一、本會置委員二十七人至三十人，均為無給職，由各學院學生代表各一人、研究

生學生代表一人，各學院推薦教師各二人，非屬學院教師推薦一人，及學校教

師會代表一人，擔任之(其中未兼行政職務之教師代表不得少於總額二分之

一；已擔任學生獎懲委員會委員者不得擔任之；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

分之一以上)。另由學校聘請醫師、法學、社會學、心理學之專業人士擔任諮

詢顧問。  

二、學生代表於每學年開學一個月內，由學生會推選產生大學部代表；由各學院院

長輪流推薦產生研究生代表，均報學生事務處核備。(學生會如未能依時組成，

即請課外活動指導組輔導系學會聯合會幹部代表之)。  

三﹑學生事務長擔任臨時召集人，俟主席選出後由主席主持會議，生活輔導組、課

外活動指導組組長列席，行政業務由生活輔導組承辦之。  

四﹑本會開會應有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事項之決議﹑評議書之決議，以出席委

員三分之二(含)以上同意後行之。  

五﹑本會之經費由學生事務處支應。  

六﹑本會委員或諮詢顧問均呈報校長聘任之，任期一年。 

第五條 申訴及處理程序： 

一、學生申訴應於知悉措施之次日起十日內以書面向本會提出申訴，逾期學校不予

受理；申請人因不可抗力致逾期限者，得向本會聲明理由請求許可。 

二、申訴書應記載申訴人姓名、學號、系級、住址、申訴之事實及理由，希望獲得

之補救，並檢附有關之文件及證據交由生輔組處理。  

三、於本會下設程序審議小組，對於學生之申訴得就受理與否，先期審核，對於不

符申請要件之申請案得以過濾速結；小組人員由臨時召集人召集六位委員共同

組成，以超過二分之一同意議決之。  

四、本會就書面資料評議，會議不公開舉行，得通知申訴人、原處分單位之代表及

關係人到會說明。如其逾越申訴範圍，應以書面駁回，並建議處理方式，且於

處理特殊案件時，應組成小組，秘密調查。 

五、本會收件後，除有應不受理或中止評議情形，逕行通知申訴人及原處分單位外，

 
93-5校務會議(94.06.22)紀錄-12-



 145 

應於二十日內完成評議，必要時得予延長，並通知申訴人，延長以一次為限，

最長不得逾期二個月，但涉及退學、開除學籍或類此處分之申訴不得延長。。

申訴人如有不服，得於評議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三十日內向教育部提起訴願

(學生向學校提起申訴同一案件以一次為原則)。  

六、申訴人於本會未作成評議決定書前，得撤回申訴書。  

七、申訴程序中，申訴人、原處分單位或其他關係人，就申訴事件或其他牽連之事

項，提出訴願、行政訴訟、民事訴訟或刑事訴訟者，應即通知本會，本會應即

中止評議，俟訴訟終結後續議；惟退學與開除學籍之申訴不在此限。 

八、退學或開除學籍之申訴，學校於評議決定未確定前，學生得向學校提出繼續在

校肄業之書面請求。學校接到上項請求後，應徵詢本會之意見，並衡酌該生生

活，學習狀況於一週內書面答覆，並載明學籍相關之權利與義務。  

九、學生申訴經學校同意在校肄業者，學校不得授給畢業證書外，其他修課成績考

核、獎懲得比照在校生處理。  

十﹑本會應對申訴案件提出討論並經評議，決議後擬定評議書由主席署名。本會之

評議及表決，委員個別意見，應對外嚴守祕密;涉及學生隱私之申訴案 ，申訴

人之基本資料應予保密。  

十一、評議決定書應包括主文、事實、理由等內容，如有建議補救措施，並應提出具

體建議；對於不受理之申訴案件亦應作成評議書，惟其內容只列主文和理由。  

十二、申訴程序中，評議委員、申訴人、原處分單位或其他關係人，應就申訴之案件

採取迴避原則，以免影響本會評議之公正性。  

十三、評議書應呈校長核備，並由本會送達申訴人及原處分單位。 

第六條 評議效力：  

一、本會之評議，如原處分單位認與法規牴觸，應列舉理由依行政程序呈報校長，

校長得交付本會再議。否則，評議書經完成行政程序後，學校應即採行。 

二、退學之申訴，經評議確定維持原處分者，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修業證明書所載修業截止日期以原處分日期為準。  

(二)申訴期間所修習科目學分，得發給學分證明書。  

三、退學或開除學籍之申訴，經評議確定維持原處分者，其兵役、退費標準依下 

    列規定辦理：  

（一）役男『離校學生緩徵原因消滅名冊』於申訴結果確定後三十日內冊報。 

（二）退費標準依現行『大學校院學生退﹑休學退費標準表』之規定辦理。 

四、訴願及行政訴訟獲救濟之輔導：   

（一）依訴願決定或行政訴訟判決另為處分並同意學生復學者，其因特殊事

故無法及時復學時，本校應輔導其復學；對已入營無法復學之役男，

學校應保留其學籍，俟其退伍後，輔導優先復學；復學前之離校期間

並得補辦休學。  

（二）依訴願決定或行政訴訟判決另為處分並同意學生復學者，應依本校規

定辦理復學程序。  

第七條 有關學生性騷擾等申訴案件，由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處理。 

第八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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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INTERNATIONAL COOPERATIVE AGREEMENT 

BETWEEN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TAINAN, TAIWAN, R.O.C. 

AND 

THE BOARD OF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SYSTEM OF 

GEORGIA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ATHENS, GEORGIA, U.S.A. 

 

This Agreement is made and entered into on the date of the final signature hereto, 

by and between the Board of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System of Georgia, by and 

on behalf of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and the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will 

perform all obligations of the Board of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System of 

Georgia under this Agreement.  

 

Whereas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and the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desire 

to engage in cooperative educational and research activities, for the mutual benefit 

of both institutions, the parties have agreed upon the following: 

I. The parties will jointly develop cooperative educational and research 

programs for faculty and students of the two institutions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is agreement. The cooperative activities to be covered by this agreement 

may include faculty and student exchanges, study abroad, collaborative 

research programs, seminars and workshops, and service programs. 

II. Each activity to be performed under this agreement will be undertaken 

pursuant to an addendum that will contain the specific terms and conditions 

governing the activity. These terms and conditions will be mutually agreed 

upon by the two institutions on a case by case basis.  

III. Each institution will be responsible for seeking funds to support its 

involvement in the cooperative activities contemplated under this agreement, 

and all such activities will be dependent upon the budgetary appropriations of 

the parties.  

IV. All activities developed hereunder will be in accordance with all applicable 

rules and regulations of the home and host institutions, and all applic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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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deral, state and local laws, rules and regulations.  

V.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appoints the Director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nd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appoints the Director of Academic 

Coordination to coordinate the development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is 

agreement.  

VI. This agreement will be in effect for a period of five (5) years from the date of 

execution and may be renewed for additional five (5) year periods by the 

parties. Either party giving ninety days written notice to the other party may 

terminate the agreement provided that such termination will not affect the 

completion of any activity underway at the time or any previously advertised 

activity in which commitments to University students have been made.  

VII. All modifications to this agreement must be in writing and signed by both 

parties.  

 

Board of Regents of the Univ. System of Georgia On behalf of   

By and on behalf of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Michael F. Adams        Chiang Kao 

President             President 

 

 

                                                                    

Date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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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STUDENT EXCHANGE AGREEMENT 

ADDENDUM TO INTERNATIONAL COOPERATIVE AGREEMENT 

 

 

This Agreement is made and entered into on the date of the final signature hereto, 

by and between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through the Board of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System of Georgia, and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NCKU), and 

is contemporaneous with th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ve Agreement between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and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UGA) will perform all obligations of the Board of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System of Georgia under this Agreement.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and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hereby agree to an 

exchange of students for the purposes of furthering the inter-cultural education of 

our students.  The faculty coordinator of this exchange at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is Dr. Dezso Benedek and the faculty coordinator at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is Dr. Pi-hsueh Shirley Li. 

 

I.  Selection of Participants 

   A. All students shall be bona fide students of the home institution and be 

engaged in a degree-oriented course of study.  Prospective students will 

be selected for the exchange by the faculty coordinator at the participant’s 

home institution.  The host institution will reserve the right to make the 

final decision regarding the admission of each student nominated for the 

exchange. Selection for or participation in the exchange does not confer 

the right to pursue a degree at the host institution.  

   B. At least six months before the anticipated date of enrollment, the number 

of students exchanged that particular year will be decided mutually by the 

UGA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and NCKU Office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 The Universities agree that the exchange program shall operate on a 

reciprocal basis. Parity in numbers of exchange students is required over 

the term of the agreement. However, each party should be prepared to 

consider a disparity in any given semester or year during the term of 

agreement. Any imbalances should be resolved by the end of the 

following academic year.  

 

II.  Admission 

   A. Exchange participants hosted by each institution will be admitted as 

visiting, non degree-seeking students, will have the undergraduate 

admission fee waived, and must submit all documents requested by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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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st university. 

   B. Students must possess the language ability necessary to fulfill their 

academic plan.  Students hosted by UGA must present a minimum score 

of 550 (paper-based test) or 213 (computer-based test) on the TOEFL 

(Tests of English as a Foreign Language) to qualify for participation on 

the exchange. 

   C. The host university should receive participants’ applications and all 

supporting documents six months prior to their expected date of 

enrollment.  

 

III.  Free Payment and Accommodation 

   A. Students will pay the normal tuition fees at their home university for the 

period of the exchange. The host institution will waive tuition fees for 

participating students. If students of unlike academic status are 

exchanged (for example, undergraduate for graduate) and there is a cost 

differential, the student whose tuition is greater is responsible for paying 

the difference. 

   B. Students coming to UGA will pay the $50 international student fee 

required of all international students. This fee will be paid at the 

beginning of each semester.  

   C. The host university will assist the exchange students in finding housing in 

residence halls or alternative accommodation as may be necessary. 

Students are responsible for the cost of their accommodation.  

   D. Exchange participants are responsible for arranging and paying for their 

own in-country and international travel, medical insurance, passport and 

visa application fees, textbooks and personal items. 

 

IV.  Other Related Articles 

   A. Exchange participants hosted by each institution will be required to 

comply with the insurance policies and procedures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B. Exchange participants shall be entitled to participate in any course 

offered by the host institution in accordance with university policies and 

procedures. 

   C. Selected students shall abide by all applicable rules and regulations of the 

home and host universities and by all applicable laws, rules, and 

regulations of the home and host countries. In case of violation, either 

university has the right to terminate the student’s participation in the 

exchange and the host university has the right to expel the student in 

ques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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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Validity of Agreement  

   A.   All modifications to this agreement must be in writing and signed by both 

parties. 

  B.   This addendum becomes effective when signed by representatives of the 

two universities and shall remain effective until the termination dat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ve Agreement between the two parties. During 

the final year of the agreement, renewal for an additional five-year period 

will be considered. If the exchange is out-of-balance at the time any 

notice of renewal is given, a mutually agreed upon means of “balancing” 

the exchange must be achieved before the agreement can be renewed. 

  C.   Either party giving ninety (90) days written notice to the other party may 

terminate this addendum provided that such termination will not affect 

the completion of any activity underway at the time. If future activity has 

been advertised and either party has made commitments to students 

concerning such activity, such termination will not affect that activity. If 

the exchange is out-of-balance at the time the notice of termination is 

given, a mutually agreed upon means of “balancing” the agreement must 

be achieved before the agreement can be terminated.  

 

 

Board of Regents of the Univ. System of Georgia       On behalf of                            

By and on behalf of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Michael F. Adams                             Chiang Kao 

President                                    President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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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 94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紀錄 

時間：94年 10月 5日（星期三）上午 9時 

地點：國際會議廳第一演講室 

出席：如附件 1p.8 

主席：高校長 強                                     記錄：侯雲卿 

壹、頒獎： 

頒發林坤宏組員、王嘉麟秘書、徐慧玲組員、杜明河技正、鍾淼書技士等

五位 93年績優職員獎牌。 

貳、選舉：（經推派林清河、陳文字、黃龍福等 3位代表監票） 

一、校務發展委員會委員： 

廖美玉、翁嘉聲、黃定鼎、李建二、何東波、賴明亮、賴明德、丁仁方、

李劍如（任期二年）、李治綱(任期一年)計 10位。 

二、經費稽核委員會委員：  

王琪、田聰、麥愛堂、陳進成、梁從主、黃斌、張有恆、吳清在、

湯銘哲、謝文真、林麗娟計 11位（任期一年）。 

三、宿舍配借及管理委員會委員： 

劉開鈴、王琪、田聰、曾清凉、麥愛堂、黃定鼎、陳進成、蘇芳慶、

陳敬、吳宗憲、江哲銘、何東波、張有恆、潘浙楠、任卓穎、湯銘哲、

謝文真、湯堯、林麗娟計 19位（任期一年）。 

上述各委員會當選委員及其他委員請人事室辦理發聘。 

參、報告事項： 

一、報告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確認（附件 2p.9）。 

二、主席報告： 

(一)五年五百億之計畫原訂於 10月 2日複審，後因颱風延後。各種臆測

消息很多，若審核結果對本校有利，除感謝審議委員之肯定，當努力

去逹成當初設定之目標；萬一不是前 2名，更應努力逹成各項目標，

以證明本校確有能力。李遠哲院長於初審審議會議結束之說明會中申

明未來審議結果公布不會區分一流大學或頂尖研究中心，一律稱呼頂

尖大學及公布補助之金額。無論被肯定與否，大家都應繼續努力。 

(二)過去一年教育部進行之校務評鑑，包括校務行政及專業部份。本校校

務行政部份表現不錯，在 6個項目中有 5個項目得到佳等，與交大並

列全國最好之單位。可惜在專業項目中只有兩個項目列佳等，未來仍

要繼續努力。 

(三)本校承辦教育部委託大學入學考試聯合分發作業，今年採取網路選填

作業。有賴蘇教務長及聯分會同仁周詳規劃，事前對高中作了許多宣

導，所有作業順利逹成，報章媒體均給予報導，對本校有正面之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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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要邁向一流大學，除研究、教學要改善之外，校園之整體規劃也很重

要。以往曾斷斷續續作一些規劃，因為沒讓全體同仁充分了解，所以

難以貫徹執行。此次申請邁向一流大學之計畫，一併將整體校園規劃

納入。請規劃設計學院徐明福院長組織工作團隊，將邀請很多老師參

與，規劃過程中會召開多場說明會，以獲得全校的共識，希望規劃出

來的建議案能持續執行。 

(五)本校之組織奉教育部核准新增生物科學與科技學院，是本校第 9個學

院，由生科中心主任張文昌院士擔任創院院長，同時生命科學系將從

理學院轉至生科學院。 

(六)國軍斗六醫院由本校接手營運，組織之正式名稱為「成功大學附設醫

院斗六分院」。在斗六之校區佔地 4公頃多，若各單位有意在中部發

展，可將需求提到學校討論。 

(七)教育部委託本校辦理實驗室廢棄液之回收，在安南校區興建回收廠，

造價近 4億，目前已正式運作，可處理全國大中小學之實驗室廢棄液

回收。  

(八)未來將陸續辦理英語化環境比賽、網頁比賽及環境整潔比賽。 

1.去年本校參加行政院優質英語環境競賽得到優等，今年本校仍有報

名參賽，希能得到特優等之成績，可惜教育部以去年得優等以上

者兩年內不得參賽。然英語化環境不論參賽與否，都應建置完成。

最近學校辦理校內英語化環境之比賽，除選出優良系所外，對尚

未完成指標雙語化之系所將持續追踨 

2.網頁比賽辦法己公布至各系所，請注意資料之更新及英語化之加

強。 

3.環境整潔比賽含建築物內及周遭環境之整潔，還包括腳踏車是否排

放整齊。僅依賴總務處及學務處無法面面俱到，請各系所主管加

強督導學生，從基本上著手。 

三、研發處報告：。（附件 3p.11） 

四、各一級單位及各委員會報告：（書面資料開會時已分送請參閱） 

 

肆、討論事項： 

第一案                                   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由：本校擬分別與瓜地馬拉聖卡洛斯大學（University of San Carlos, 

Guatemala）、美國奧本大學（Auburn University）、大陸地區山東大

學、荷蘭萊登大學(Leiden University)、韓國國立首爾大學(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及延世大學(Yonsei University)簽約案，提請討

論。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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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聖卡洛斯大學之創校歷史溯自 1676年，為瓜地馬拉 5所大學中唯一

的國立大學，亦為拉丁美洲歷史最悠久的大學之一，現有學生 50000

多名。由於本校目前尚未與拉丁美洲國家之大學建立學術合作關

係，爰擬與該校簽約以拓展此區域之合作契機。兩校學術合作協議

書將分別以中文、英文及西班牙文簽訂，草案詳如議程附件 1P16。 

二、奧本大學創立於 1856年，現有學生 22000名，在上海交通大學 2004

年世界 500大學中名列 404。與該校簽訂學術交流協議，應有助於

推展本校之國際化。本案原提請 93學年度第五次校務會議討論，惟

因該次會議未及討論，而該校副校長於今(94)年 7月 7日代表校長

來訪時已簽署（如附件 2P25），特予說明並提請追認。 

三、山東大學之前身為 1901年創建的山東大學堂，是大陸地區第二所國

立大學。2000年 7月山東大學、山東醫科大學（建立於 1911年）、

山東工業大學（建立於 1949年）合併組建為新的山東大學。該校校

地面積 5400多畝，設有 30個學院及教學部，3所附屬醫院和 12所

教學與實習醫院，並設有研究生院。現有 3154名專任教師，50000

多名學生。該校被 SCI收錄的學術論文計有 2269篇，每年被 SCI

收錄的論文數為大陸地區高校之前 10名。兩校學術合作與交流協議

書草案如附件 3P28。 

四、荷蘭萊登大學前校長 Dr. A. W. Kist於去(93)年 11月應教育部之邀至

本校訪問，對本校印象深刻，隨後並提出建立合作關係之議。該校

建立於 1575年，現有學生 17000多名，教職員 4000名，在上海交

大 2005世界 500大學排名中名列 72，為ㄧ歷史悠久且學術成就卓

越之學校。爰擬簽約以推動學術合作與交流及交換學生計畫，協議

書草案詳如附件 4P30。 

五、韓國國立首爾大學之前身為 1924年成立的京城帝國大學，為日本的

第 6所帝國大學，1946年 10月合併了首爾附近 10所學校，成立了

首爾大學，現有 17個學院，32,000名學生（其中大學部 23,000 人，

研究生 9,000人），在上海交大 2005年世界 500大學中名列 146。擬

與該校簽訂學術交流及交換學生協議書（詳如議程附件 5P35），以

推展本校之國際化。 

六、延世大學之建校追溯至 1885年，以醫學起家。現有 19個學院，18

個研究生院，學生總數近 50000人（其中大學部有 35000多人），是

韓國最負盛名的私立大學，在上海交大 2005年世界 500大學中名列

247。兩校學術交流與交換學生協議書草案如議程附件 6P39。 

擬辦：討論通過後擇期簽約（奧本大學簽約案已完成）。 

決議：照案通過, 如附件 4-9 p.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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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擬精簡重整本處組織架構如規劃書(議程附件 7P45)，請  討論。  

說明： 

一、本處目前組織架構分為 5 組（註冊、教資、學服、出版及夜教組）、

3中心（通識、推廣及師培中心）及 1室（體育室），其中通識教育

中心已奉教育部核定升一級單位，正待組織規程報部核定。基於現

有人力及業務性質規劃以服務為導向的工作團隊，以提供全校師生

更高水準之服務，充分達成服務品質提升之目標，並期能更積極發

揮前瞻性的學術服務功能擬進行部份組織調整，調整內容如下： 

1.裁撤出版組 

2.推廣教育中心及夜間教務組合併另成立進修推廣教育中心（或進

修推廣教育組） 

3.成立招生組 

二、調整後本處組織架構將精簡為 4組（註冊、教資、學服及招生組）、

2中心（進推及師培中心）及 1室（體育室）。 

擬辦：校務會議通過後，請研發處修改本校組織規程相關內容，報部核定

後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如附件 3p.11。 

 

第三案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由：擬修訂本校學生獎懲要點第八條、第九條與第十五條，提請  討論。 

說明： 

一、依 94年 5月 27日學生事務會議決議辦理。 

二、學校係教育之場所，校規目的在於維持校園之秩序，以規範學生良

好之德行，故因應學生問題處理之所需，需修訂本要點不足之處，

以期達到教育之目的與輔導之功能。 

三、原要點及擬修訂條文對照表，如議程附件 8P50。 

擬辦：提請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並報教育部備查。 

決議：修正通過，如附件 10 p.50。 

 

第四案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由：擬修訂本校學生獎懲委員會設置辦法名稱、條文標示、第三條與第

八條，提請  討論。 

說明： 

一、依 94年 5月 27日學生事務會議決議辦理。 

二、本校為提昇學生獎懲委員會設置功能，借重教師之專業知識，擬修

訂本辦法部份條文，以期增進本校議事運作之順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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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原辦法及擬修訂條文對照表，如議程附件 9P54。 

擬辦：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並報教育部備查。 

決議：修正通過，如附件 11 p.55。 

 

第五案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由：擬修訂 「國立成功大學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設置要點」，提請  討

論。 

說明： 

一、依據「國立成功大學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94年 5月 10日會議紀

錄辦理（議程附件 10P56）。 

二、修訂對照表如議程附件 11P57 

擬辦：校務會議通過後，請研發處修訂相關條文。       

決議：修正通過，如附件 12 p.57。 

 

第六案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由：擬廢除「國立成功大學性別歧視及性侵犯防制實施辦法」並訂定「國

立成功大學校園性侵害及性騷擾防治辦法」（草案）（議程附件

12P59）提請  討論。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 94年 4月 6日台訓（三）字第 0940041937號函辦理（議

程附件 13P66）。  

二、依 94年 5月 10日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討論事項第三項決議訂

定本辦法（草案）。 

三、因 93學年度第 5次校務會議時間所限，未及討論，改於本次校務會

議提出。 

擬辦：校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並請研發處修訂本校組織規程相關條文。   

決議：授權學務處作文字修正，並於下次會議報告。 

 

第七案                      提案單位: 成大教師會；校務會議代表已參與連署

者有：廖美玉、陳進成、王琪、麥愛堂、

田聰、丁仁方、廖揚清、陳培豐、陳敬 

案由：擬修訂「成功大學組織規程」第三章第二十五條有關校長續任辦法

部分條文，提請討論。 

說明： 

一、本校組織規程第三章第二十五條第二款原條文為：「續任--於任期屆

滿前八個月召開校務會議，就校長是否續任行使同意權。校務會議

召開時，由教授 (或副教授)代表中，推選一人主持會議，並推選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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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組成小組，負責行使同意權之事務。若校長獲出席代表多數同意

續任，則呈報教育部作為決定是否續任之參考；若未獲多數同意，

則依校長遴選辦法規定重新遴選。」第三十條原條文為：「……本大

學校長任期三年為一任，得連任二次。」 

二、由於政府補助經費日趨緊縮，學校經營壓力日增，校長之責任相形

重大。其表現若無法令多數人滿意，則應遴選更佳人選共啟新頁。

目前已有其他國立大學其校長之續任，門檻一屆比一屆高。故本校

亦應考慮調整校長續任之門檻。 

三、本校教師會 93.10.22第八屆會員大會提案討論決議，參考各國立大

學校長續任資料，整合教師意見，於校務會議中提案修改本校校長

續任辦法。經教師會針對校長續任辦法對全校教師進行問卷調查（議

程附件 14P67），結果顯示有效問卷中支持第一案者佔 72﹪；支持

第二案者佔 19﹪；支持維持不變者佔 9﹪。 

擬辦： 

一、提議將原條文修改為：「續任--於任期屆滿前十個月召開校務會議，

就校長是否續任推選同意權委員會。校務會議召開時，由教授(或副

教授)代表中，推選一人主持會議，由校務代表中未兼行政主管者選

出九人組成同意權委員會，負責行使同意權之事務。第一次連任，

若校長獲全校講師以上之專任教師投票過半數同意續任，第二次連

任，若校長獲全校講師以上之專任教師投票達三分之二以上同意續

任，則呈報教育部作為決定是否續任之參考；若未達續任條件，則

依校長遴選辦法規定重新遴選。」 

二、本提案如獲通過，「國立成功大學校長遴選辦法」等相關條文應配合

修訂。 

決議：依 89年 6月 21日 88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紀錄翁鴻山代理校長

之指示：請研發處召開座談會或公聽會研議。故請研發處組成小組

進行研議，將校長遴選辦法之參與權除老師外，是否考慮再納入職

員及學生部份，俟完成研議後再提出討論。 

 

第八案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擬將本（總務）處現設之保管組更名為資產管理組，以因應未來校

務發展需要，提請討論。 

說明： 

一、在國際化、全球化的環境下，如何面對來自全球的競爭壓力，是目

前國立大學首要面對的經營課題，又為因應高等教育制度的鬆綁及

政府挹注經費的縮減，籌措財源以供學校建設發展，亦為國立大學

財務運作機制的因應策略。因此，土地、資產的有效及靈活運用，

94-1校務會議(94.10.05)紀錄-6-



 7 

實為未來校務發展的重要環節之一。 

二、本校「校友會館與學生宿舍興建案」已採行民間機構投資興建並營

運之方式，其他生活服務性設施，亦將陸續朝委託民間參與的方向

規劃，但校內尚無業務管理之確切負責單位。 

三、本處保管組現下主要職掌包括財物保管、土地取得、房屋建物保管、

消耗品領用、學位服借用、宿舍配借、公教輔購貸款等，更名後將

賦予本組日後有關採行民間參與及其他可供營運項目管理之職責，

期能創造更大附加價值與利益。 

擬辦：校務會議討論通過後，修訂本校組織規程第七條一項三款。 

決議：照案通過，如附件 3p.11。 

 

第九案                                   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由：擬訂定國立成功大學國際學術處設置辦法（草案），提請  討論。 

說明：依據 94年 8月 3日第 602次主管會報決議，擬規劃成立國際學術

處，以提昇本校國際化、促進學術交流活動，及辦理外籍生相關業

務，設置辦法草案詳如議程附件 15P69。 

擬辦：討論通過後，陳報教育部核定。 

決議：修正通過，如附件 13p.60，並請將本辦法譯成英文公告之。 

伍、臨時動議： 

陸、散會：下午 12時 35分(第十案至十五案因時間不及討論，於下次會議續

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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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國立成功大學 94 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出(列)席名單 

時間：94年 10月 5日上午 9時 

地點：國際會議廳第一演講室 

出席：歐善惠 宋瑞珍 蘇炎坤 柯慧貞 利德江  黃肇瑞  楊明宗  

張克勤(丁志明代)  張高評 余樹楨 張文昌(張素瓊代) 吳文騰 

李清庭 徐明福 吳萬益  陳振宇（郭麗珍代） 陳志鴻 謝錫堃 

閔振發 陳省盱 張丁財   李丁進 徐德修 王永和 王三慶    

王偉勇 林朝成 陳璧清 盧慧娟 劉開鈴 王文霞 王 琪   

王健文 劉梅琴 游勝冠 應鳳凰 柯文峰 許瑞麟 田   聰   

傅永貴（楊緒濃代） 許瑞榮 鄭 靜（許瑞榮代） 周維揚 孫亦文 

陳淑慧 江威德 曾清凉 簡錦樹 張素瓊 麥愛堂 黃定鼎       

楊惠郎（張清俊代） 陳宗嶽（鄭梅芬代） 張錦裕（陳元方代）    

李驊登 劉瑞祥 陳特良 陳進成 林睿哲 周澤川 李振誥   

林再興 陳引幹 呂傳盛 郭瑞昭 李宇欣 胡宣德 游保杉    

李德河（吳建宏代） 蔡長泰（許泰文代） 黃吉川 侯廷偉 何明字 

蘇芳慶 趙儒民（王舜民代） 黃正能 楊澤民 曾義星 楊  名   

王鴻博（張祖恩代） 張祖恩 胡潛濱 許渭州 王 醴 戴政祺   

劉文超  莊文魁  陳  敬  李  強  吳宗憲  蔣榮先  王清正     

陳裕民（鄭進財代） 傅朝卿 黃 斌 陳彥仲 林享博 陳國祥  

王泰裕 林清河 陳梁軒 林正章（李淑秋代） 張有恆 陳文字  

劉宗其 康信鴻 王明隆（陳俊男代） 邱正仁 吳鐵肩 潘浙楠  

陳洵瑛 任卓穎（陳洵瑛代） 湯銘哲 吳昭良 賴明德 劉校生   

何漣漪 林以行 許桂森 簡伯武 王新台 陸汝斌（柯慧貞代）  

吳俊宗（鄭景浩代） 蔡瑞真 黎煥耀 黃美智 謝淑珠 黃英修  

陳美津 蘇佳廷 張哲豪 蔡佩倫 徐畢卿 張明熙 簡基憲（許桂森代） 

賴明亮 張智仁 林秀娟 王富美 宋鎮照  謝文真 郭麗珍   

蔡維音 陸偉明 黃永賢 林麗娟 李劍如 陳明輝 鍾光民 李金駿 

嚴伯良 許瑞芳 徐揮雄 黃龍福 陳志新 楊傑年 韓孟達 張哲銘 

吳昌振 洪宗志 李宇恩  洪嘉緯 李洋宇 洪嘉壕  

列席： 

 

94-1校務會議(94.10.05)紀錄-8-



 9 

附件 2 

  

國立成功大學九十三學年度第五次校務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表 

94年 10月 5日 

決 議 案 摘 要 承 辦 單 位 執 行 情 形 

第一案 

案由：本校 94 至 95 學年度教師申訴

評議委員會委員，除教授代表

十人由校務會議推選、教師會

代表由本校教師會推薦外，其

他委員由校長遴選（名單如說

明二），並提經校務會議同意

後聘請之。   

決議：照案通過，由秘書室連同教師會推薦

之教師會代表王琪教授及票選委員

10名統一簽聘。 

 

第二案 

案由：本校 95學年度申請增設、調整系所

班組及招生名額案，提請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報部核定後，請研發處配

合修正本校組織規程相關條文。 

 

第三案 

案由：為成立生物科學與科技學院案，提

請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報部核定後成立，請研發

處配合修正本校組織規程相關條文。 

 

 

第四案  

案由：為提升學校整體教學與研究資源的

運用效能，整合人才資源，改進經營

管理策略，建立健全之組織運作制

度，使學校發展為國際一流之大學，

擬向教育部申請「發展國際一流大學

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特依申請條

件擬具「國立成功大學法人化推動計

 

秘書室： 

一、已於 94.6.22依票選結果

簽聘。 

二、票選委員中，電資學院詹

寶珠教授自 94.8.1 兼任

電機工廠主任，已由候選

名單內同學院之梁從主

教授遞補。 

 

 

 

 

教務處：經奉教育部 94.9.23台

高(一)字第 0940129121

號函核定。 

研發處：遵照辦理。 

 

 

教務處：經奉教育部 94.7.12台

高(一)字第 0940095457

號函核定自 94 學年度

增設。 

研發處：本組織規程修正案將於

94.10.5校務會議報告。 

 

秘書室：計畫書完成修訂後，交

由研發處併同申請「發

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

尖研究中心計畫」，構

想書於 94年 6月 30日

送交教育部審議，並於

8月 31日將「邁向頂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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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書」，並承諾優先法人化，提請  討

論。 

決議：依教育部 94 年 5 月 16 日台高字第

0940066557 號函示「發展國際一流

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之規

定，本校為申請「發展國際一流大

學計畫」，原則承諾研擬推動法人

化，惟目前相關法令尚未完成立法

程序，本校將持續推動法人化相關

議題之研議。俟相關立法程序完成

後，俾依相關法律、法定程序及教

育部所定大學法人化基本原則，研

擬本校法人設置條例草案，多方徵

求意見，充分討論，形成共識，並

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報部。若教育部

上開函所定「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

頂尖研究中心計畫」法人化要求條

件如有變更，或申請案未能獲得審

議通過，則本承諾書自動失效。 

 

第五案 

案由：擬修訂「國立成功大學校務發展委

員會設置辦法」第二條，提請  討論。 

決議：退回校務發展委員會再議。 

大學」複審計畫書報

部。 

 

 

 

 

 

 

 

 

 

 

 

 

 

 

 

 

 

 

 

秘書室：經再提 94.9.28，94學

年度第一次校務發展

委員會討論，決議:維

持原辦法，唯未來請各

院院務會議盡量推薦

校發會現任委員為校

務會議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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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研發處校務會議報告案 
 

組織規程條文修正對照表                           94年 10月 
修訂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六條 

二、理學院     

 

(一)數學系：學士班、應用數學碩 

士班、應用數學博士班。 

(二)物理學系：學士班、碩士班、

博士班。  

(三)化學系：學士班(含進修學士

班)、碩士班（含在職專班）、

博士班。 

(四)地球科學系：學士班、碩士班

(含在職專班)、博士班。 

(五)光電科學與工程研究所：碩士

班、博士班。 

 

 

 

 

 

 

三、生物科學與科技學院 

(一)生命科學系：學士班、碩士

班、博士班。 

(二)生物科技研究所：碩士班、博

士班。  

(三)生物多樣性研究所：碩士班。 

 

 

 

四、工學院（含工程管理碩士在職

專班）：  

…………. 

（十四）民航研究所：碩士班。 

 

 

 

第六條 

二、理學院     

 

(一)數學系：學士班、應用數學碩 

士班、應用數學博士班。 

(二)物理學系：學士班、碩士班、

博士班。  

(三)化學系：學士班(含進修學士

班)、碩士班（含在職專班）、

博士班。 

(四)地球科學系：學士班、碩士班

(含在職專班)、博士班。 

(五)生命科學系：學士班、碩士

班、博士班。 

（六）生物科技研究所：碩士班、

博士班。  

（七）光電科學與工程研究所：碩

士班、博士班。 

（八）生物多樣性研究所：碩士

班。 

 

 

 

 

 

 

 

 

 

三、工學院（含工程管理碩士在職

專班）：  

……….. 

  

 

 

 

 

 

 

 

 

 

 

 

 

 

 

 

 

 

 

 

 

 

 

 

一、94.06.22  93學

年度第5次校務

會議修正通過增

設「生物科學與

科技學院」。 

二、94.07.12教育台

高（一）

094095457號函

同意核定。 

 

 

  

93.10.04台高（一）

字第 0930130622號

核定民航研究所碩

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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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電機資訊學院 

…….. 

(五) 電腦與通信工程研究所：碩

士班、博士班。 

 

 

六、規劃與設計學院 

 

七、管理學院 

(一)會計學系：學士班(含進修學

士班)、碩士班、博士班。 

(二)統計學系：學士班、碩士班、

博士班。 

(三)工業與資訊管理學系：學士班

(含進修學士班)、碩士班（含

在職專班）、博士班。 

(四)交通管理科學系：學士班、碩

士班、博士班。 

(五)企業管理學系：學士班(含進

修學士班)、碩士班（含在職

專班）、博士班。 

(六)國際企業研究所：碩士班、博

士班。 

（七）資訊管理研究所：碩士班、

博士班。 

 

 

（八）財務金融研究所：碩士班、

博士班。。 

（九）電信管理研究所：碩士班。 

 

 

八、醫學院 

(十二)臨床醫學研究所：碩士班、

博士班。 

 

 

九、社會科學院： 

 

第七條 

本大學設置下列單位暨人員： 

四、電機資訊學院 

…….. 

(五) 電腦與通信工程研究所：碩

士班。 

 

 

五、規劃與設計學院 

 

六、管理學院 

(一)會計學系：學士班(含進修學

士班)、碩士班、博士班。 

(二)統計學系：學士班、碩士班、

博士班。 

(三)工業與資訊管理學系：學士班

(含進修學士班)、碩士班（含

在職專班）、博士班。 

(四)交通管理科學系：學士班、碩

士班、博士班。 

(五)企業管理學系：學士班(含進

修學士班)、碩士班（含在職

專班）、博士班。 

(六)國際企業研究所：碩士班、博

士班。 

（七）資訊管理研究所：碩士班。. 

 

 

 

（八）財務金融研究所：碩士班。 

（九）電信管理研究所：碩士班。 

 

 

 

七、醫學院 

(十二)臨床醫學研究所：博士班。 

 

 

 

八、社會科學院： 

 

第七條 

本大學設置下列單位暨人員： 

 

 

93.8.20台高（一）

字第0930107388A號

核定電腦與通信工

程研究所博士班。 

 

 

 

 

 

 

 

90.02.09台(90)高

（一）90016582號函

核定停招「工管系進

修學士班」。 

 

 

 

 

 

 

93.8.20台高（一）

字第0930107388A號

核定資訊管理研究

所博士班。 

 

93.8.20台高（一）

字第0930107388A號

核定財務金融研究

所博士班。 

 

93.10.04台高（一）

字第 0930130622號

核定臨床醫學研究

所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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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務處：置教務長一人，掌理 

  教務事項，並置秘書一人。下 

設註冊、教學資訊、出版、學 

術服務、夜間教務、招生四

組，各組置組長一人。另設體

育室，置主任一人，並置教師

及運動教練若干人，負責體育

教學與體育活動事項。   

 

三、總務處：置總務長一人，掌理

總務事項，並置秘書一人。下

設文書、事務、採購、出納、

保管、資產管理、營繕六組，

各組置組長一人。另設駐衛警

察隊，依各機關學校團體駐衛

警察設置管理辦法規範之。 

 

第十一條 

教務處、研究發展處、研究總中心

及各學院因教學、研究、推廣之

需，設下列附屬單位： 

 一、教務處：設進修推廣教育中

心，置主任一人，負責學校

各項進修、推廣教育之教

學、規劃、學籍及計劃審核。

師資培育中心，置主任一

人，負責中等學校師培之招

生與課程規劃、實習、就業

及地方教育之輔導業務。 

 

第十八條 

本大學設行政會議，由校長、副校 

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 

、研發長、研究總中心主任、主任 

秘書、各學院院長、圖書館館長、 

計算機與網路中心主任、各學系主 

任、各研究所所長、人事室主任、 

會計主任、軍訓室主任、體育室主 

任、通識教育中心主任、推廣教育 

中心主任、校友聯絡中心主任、生 

物科技中心主任、藝術中心主任、 

一、教務處：置教務長一人，掌理 

  教務事項，並置秘書一人。下 

設註冊、教學資訊、出版、 

學術服務、夜間教務五組，各 

組置組長一人。另設體育室， 

置主任一人，並置教師及運動 

教練若干人，負責體育教學與 

體育活動事項。   

 

三、總務處：置總務長一人，掌理

總務事項，並置秘書一人。下

設文書、事務、採購、出納、

保管、營繕六組，各組置組長

一人。另設駐衛警察隊，依各

機關學校團體駐衛警察設置

管理辦法規範之。 

 

第十一條 

教務處、研究發展處、研究總中心

及各學院因教學、研究、推廣之

需，設下列附屬單位： 

 一、教務處：設推廣教育中心，

置主任一人，負責學校各項

推廣教育之教學、規劃、學 

     籍及計劃審核。師資培育中 

心，置主任一人，負責中等 

學校師培之招生與課程規 

劃、實習、就業及地方教育 

之輔導業務。 

 

第十八條 

本大學設行政會議，由校長、副校 

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 

、研發長、研究總中心主任、主任 

秘書、各學院院長、圖書館館長、 

計算機與網路中心主任、各學系主 

任、各研究所所長、人事室主任、 

會計主任、軍訓室主任、體育室主 

任、通識教育中心主任、推廣教育 

中心主任、校友聯絡中心主任、生 

物科技中心主任、藝術中心主任、 

一、94.10.05  94

學年度第1次校

務會議修正通

過。 

二、教務處組識調整

案：裁撤出版

組；增設招生

組。 

 

一、94.10.05  94

學年度第1次校

務會議修正通

過。 

二、「保管組」更名

為「資產管理

組」 

   。 

 

一、教務處組識調整

案：原夜間教務

組及推廣教育

中心合併為進

修推廣教育中

心。 

二、94.10.05  94

學年度第1次校

務會議修正通

過。 

 

 

 

 

 

 

 

 

 

 

刪除「推廣教育中心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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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奈米科技研究中心主任、附設醫 

院長、附設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校務 

主任組成。校長為主席，討論有關 

重要行政事項。每學期至少召開一 

次。  

 

第十九條 

本大學設教務會議，由教務長、學

生事務長、研發長、研究總中心主

任、各學院院長、圖書館館長、計

算機與網路中心主任、各學系主

任、各研究所所長、軍訓室主任、

體育室主任、通識教育中心主任、

推廣教育中心主任、及大學部學生

代表三人、研究生代表二人組成。

教務長為主席，討論有關教務重要

事項。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 

 

第二十條 

本大學設學生事務會議，由學生事

務長、教務長、總務長、各學院院

長、圖書館館長、夜間教學組組

長、各學系主任、各研究所所長、

軍訓室主任、體育室主任、各學院

導師代表各一人及大學部學生代

表三人、研究生代表二人組成。學

生事務長為主席，討論有關學生事

務重要事項。每學期至少召開一

次。 

 

第二十一條 

本大學設總務會議，由總務長、研

發長、主任秘書、研究總中心主

任、各學院院長、圖書館館長、計

算機與網路中心主任、各學系主

任、各研究所所長、會計主任、軍

訓室主任、體育室主任、通識教育

中心主任、推廣教育中心主任、行

政人員代表、技術人員代表、工友

代表各一人及大學部學生代表三

人、研究生代表二人組成。總務長

微奈米科技研究中心主任、附設醫 

院長、附設高級工業職業學校校務 

主任組成。校長為主席，討論有關 

重要行政事項。每學期至少召開一 

次。  

 

第十九條 

本大學設教務會議，由教務長、學

生事務長、研發長、研究總中心主

任、各學院院長、圖書館館長、計

算機與網路中心主任、各學系主

任、各研究所所長、軍訓室主任、

體育室主任、通識教育中心主任、

推廣教育中心主任、及大學部學生

代表三人、研究生代表二人組成。

教務長為主席，討論有關教務重要

事項。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 

 

第二十條 

本大學設學生事務會議，由學生事

務長、教務長、總務長、各學院院

長、圖書館館長、夜間教學組組

長、各學系主任、各研究所所長、

軍訓室主任、體育室主任、各學院

導師代表各一人及大學部學生代

表三人、研究生代表二人組成。學

生事務長為主席，討論有關學生事

務重要事項。每學期至少召開一

次。 

 

第二十一條 

本大學設總務會議，由總務長、研

發長、主任秘書、研究總中心主

任、各學院院長、圖書館館長、計

算機與網路中心主任、各學系主

任、各研究所所長、會計主任、軍

訓室主任、體育室主任、通識教育

中心主任、推廣教育中心主任、行

政人員代表、技術人員代表、工友

代表各一人及大學部學生代表三

人、研究生代表二人組成。總務長

 

 

 

 

 

 

 

 

 

 

 

 

 

刪除「推廣教育中心

主任」 

 

 

 

 

 

 

刪除「夜間教學組組

長」 

 

 

 

 

 

 

 

 

 

 

 

 

 

 

刪除「推廣教育中心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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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席，討論有關總務重要事項。

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                                 

            總務會議之行政人員、技術人員及

工友代表，由各該團體分別經選舉

產生，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 

 

第二十二條 

本大學設研究發展會議，由研發

長、教務長、總務長、研究總中心

主任、各學院院長、圖書館館長、

計算機與網路中心主任、推廣教育

中心主任、各學系主任、各研究所

所長、各學院教授 (含副教授) 代

表各二人及研究生代表二人組

成。研發長為主席，討論有關學術

研究及發展重要事項。每學期至少

召開一次。  

 

第二十四條 

本大學設下列與教學、研究及 

服有關之委員會： 

 

五、推廣教育委員會：研議推廣教

育之發展及規劃事項。 

    教務長（召集人）、研發長、

各學院院長、推廣教育中心主

任、附設醫院院長為當然委

員，另由校長聘請教授若干人

為委員，任期一年，得連任

之。          

 

六、出版委員會：研議有關出版刊

物之編審、叢書規劃及著書獎

勵等事項。 

由校長就教授或副教授聘請

召集人及委員若干人組成，任

期二年，得連任之，教務處學

術服務組組長為執行秘書。 

 

十七、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評議

本校教師對本校有關其個

為主席，討論有關總務重要事項。

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                                 

            總務會議之行政人員、技術人員及

工友代表，由各該團體分別經選舉

產生，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 

 

第二十二條 

本大學設研究發展會議，由研發

長、教務長、總務長、研究總中心

主任、各學院院長、圖書館館長、

計算機與網路中心主任、推廣教育

中心主任、各學系主任、各研究所

所長、各學院教授 (含副教授) 代

表各二人及研究生代表二人組

成。研發長為主席，討論有關學術

研究及發展重要事項。每學期至少

召開一次。  

 

第二十四條 

本大學設下列與教學、研究及 

服有關之委員會： 

 

五、推廣教育委員會：研議推廣教

育之發展及規劃事項。 

    教務長（召集人）、研發長、

各學院院長、推廣教育中心主

任、附設醫院院長為當然委

員，另由校長聘請教授若干人

為委員，任期一年，得連任

之。          

 

六、出版委員會：研議有關出版刊

物之編審、叢書規劃及著書獎

勵等事項。 

由校長就教授或副教授聘請

召集人及委員若干人組成，任

期二年，得連任之，教務處出

版組組長為執行秘書。 

 

十七、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評議

本校教師對本校有關其個

 

 

 

 

 

 

 

 

 

 

刪除「推廣教育中心

主任」 

 

 

 

 

 

 

 

 

 

 

 

 

 

刪除「推廣教育中心

主任」 

 

 

 

 

因「出版組」裁撤，

由「學術服務組 

」出任執行秘書。 

 

 

 

 

 

 

 

94-1校務會議(94.10.05)紀錄-15-



 16 

人措施，認為違法或不當                                    

致損害其權益所提出之申

訴案件。 

教授代表十人、學校行政人

員一人、教育學者一人、法

律專業人員一人、本校教師

會代表一人、社會公正人士

一人共十五人組成，其中未

兼行政職務之教師不得少

於總額三分之二，且任一性

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

之一以上。互選一人為主

席。委員任期二年，得連任

之。本委員會設置要點另

訂，並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

施。 

十八、職工申訴評議委員會：評議 

    本校職員及工友對本校有

關其個人措施，認為違法或

不當致損害其權益所提出

之申訴案件。 

行政人員及技術人員代表

各三人、駐警代表一人、工

友代表一人、教師代表三 

人、法律專業人員一人、校

友代表一人，共十三人組

成，且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

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互選

一人為召集人。委 

員任期二年，得連任之。 

 

二十、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受理

學生對於學校有關受教權

益所為之處分認為有違法

或不當，致損及其個人之權

益，經行政程序處理仍不服

者之申訴與評議。 

學生事務長為臨時召集

人。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置

委員廿七至三十人，均為無

給職；各學院推薦教師各二

人措施，認為違法或不當                                    

致損害其權益所提出之申

訴案件。 

教師代表十人、學校行政人

員一人、教育學者一人、法

律專業人員一人、本校教師

會代表一人、校友代表一人

共十五人組成，其中未兼行

政職務之教師不得少於總

額三分之二。互選一人為主

席。委員任期二年，得連任

之。本委員會設置要點另

訂，並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

施。 

  

 

十八、職工申訴評議委員會：評議 

    本校職員及工友對本校有

關其個人措施，認為違法或

不當致損害其權益所提出

之申訴案件。 

行政人員及技術人員代表

各三人、駐警代表一人、工

友代表一人、教師代表三 

人、法律專業人員一人、校

友代表一人，共十三人組

成，互選一人為召集人。委 

員任期二年，得連任之。 

 

 

 

二十、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受理

學生對於學校有關受教權

益所為之處分認為有違法

或不當，致損及其個人之權

益，經行政程序處理仍不服

者之申訴與評議。 

學生事務長為臨時召集

人。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置

委員廿七至三十人；各學院 

推薦教師各二人、非屬學院

 

 

 

 

 

 

94.04.27  93學年

度第4次校務會議修

正通過。 

 

 

 

 

 

 

 

 

 

 

 

 

 

 

 

 

 

94.04.27  93學年

度第4次校務會議修

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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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非屬學院教師推薦一人

（請教務處推薦）、學校教

師會代表一人。（其中未兼

任行政職務之教師代表不

得少於總額二分之一；已擔

任學生獎懲委員會委員者

不得擔任之；且任一性別委

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

以上）。大學部各學院學生

代表各一人，由學生會推

薦；研究生代表一人，由各

學院院長輪流推薦。（以上

委員請校長聘任）互選一人

為主席。委員任期一年，得

連任之。另由學校聘請醫

師、法學、社會學、心理學

之專業人士擔任諮詢顧

問。本委員會之設置辦法報

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第三十條 

本大學校長須具備教授資格，副校 

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學院院 

長、附設醫院院長、學系主任、研

究所所長、科主任、體育室主任、

通識教育中心主任、推廣教育中 

心主任、師資培育中心主任由校長

聘請教授兼任。 

總務長、主任秘書、圖書館館長由

校長聘請副教授（含）以上教師兼

任或由職員擔任之。 

研發長由校長聘請副教授（含）以

上教師兼任。  

研究總中心主任、計算機與網路中

心主任、校友聯絡中心主任、生物

科技中心主任、藝術中心主任、微

奈米科技研究中心主任、語言中心

主任、新聞中心主任、儀器設備中

心主任、航空太空科技研究中心主

任、實習工廠主任、視聽媒體製作

中心主任、動物中心主任、進修推

教師推薦一人（請教務處推

薦）、學校教師會代表一人。

（其中未兼任行政職務之教

師代表不得少於總額二分之

一；已擔任學生獎懲委員會

委員者不得擔任之）。大學

部各學院學生代表各一人，

由學生會推薦；研究生代表

一人，由各學院院長輪流推

薦。（以上委員請校長聘任）

互選一人為主席。委員任期

一年，得連任之。另由學校

聘請醫師、法學、社會學、

心理學之專業人士擔任諮詢

顧問。本委員會之設置辦法

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第三十條 

本大學校長須具備教授資格，副校 

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學院院 

長、附設醫院院長、學系主任、研

究所所長、科主任、體育室主任、

通識教育中心主任、推廣教育中 

心主任、師資培育中心主任由校長

聘請教授兼任。 

總務長、主任秘書、圖書館館長由

校長聘請副教授（含）以上教師兼

任或由職員擔任之。 

研發長由校長聘請副教授（含）以

上教師兼任。  

研究總中心主任、計算機與網路中

心主任、校友聯絡中心主任、生物

科技中心主任、藝術中心主任、微

奈米科技研究中心主任、語言中心

主任、新聞中心主任、儀器設備中

心主任、航空太空科技研究中心主

任、實習工廠主任、視聽媒體製作

中心主任、動物中心主任由校長聘

 

 

 

 

 

 

94.04.27  93學年

度第4次校務會議修

正通過。 

 

 

 

 

 

 

 

 

 

 

 

 

一、刪除「推廣教育

中心主任」 

二、增設「進修推廣

教育中心主任」

任用資格。 

三、「軍訓室主任」

資格依教育部

93.12.14台軍

字 0930159515A

號函辦理；

94.04.27  93

學年度第4次校

務會議修正通

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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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教育中心主任由校長聘請副教

授(含)以上教師或職級相當人員

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 

軍訓室主任由校長自職級相當人

員或教育部推薦之之軍訓教官二

至三人中擇聘之。軍訓室主任因故

出缺，由學務長或自本校職級相當

人員中簽請校長核准後代理，期限

至新任主任到職日止。 

．．． 

請副教授(含)以上教師或職級相

當人員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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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中華民國國立成功大學  
                 學術合作協議書  
瓜地馬拉聖卡洛斯大學  
 

    國立成功大學與聖卡洛斯大學均深信教育、知識及研究應用並無地域與國

家之界限，雙方可經由合作與交流而互益互長，並提昇雙方師生之智識、文化、

經濟、技術等能力。為促進此一合作關係，雙方同意致力達成下列目標： 

    一、安排雙方教師交流與互訪。 

    二、鼓勵及促進雙方教師之共同合作研究計劃。    

    三、安排學生交換與互訪，以強化學生之專業教育與文化基礎。 

    四、共同舉辦符合水準之國際性學術會議。 

    五、舉辦兩校及兩國所關切之重要課題相關的短期課程、研討會或座 

        談會。 

    六、安排兩校及兩國教育與研究資料之交換。 

 

    雙方因體認此合作與交流可增加學生之教育，並促進教師之專業發展，而

本平等互惠之精神達成上述之協議。 

 

    本協議書經雙方適當代表簽署後生效，效期五年。本協議書可在雙方同意

下修改。任何一方可於六個月前以書面通知對方終止合約。合約之終止不影響

進行中之教師與學生交流計畫。 

 

    本協議書分別以中文、英文、西班牙文簽訂。各版本乙式二份，由雙方分

別持有之。 

 

 

國立成功大學校長          聖卡洛斯大學校長 

高    強          蒙德羅索 

                     

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 

 

公元二ＯＯ五年 X月 X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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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VENIO DE COOPERACIÓ N UNIVERSITARIA 

ENTRE LA UNIVERSIDAD DE SAN CARLOS DE GUATEMALA -USAC- 

Y LA UNIVERSIDAD NACIONAL CHENG KUNG  R.O.C 

 

 

La Universidad de San Carlos de Guatemala, en lo sucesivo denominada USAC, 

representada por su Rector: Dr. Luis Alfonso Leal Monterroso,  en nombre y 

representación de la citada institución con lugar para recibir notificaciones en Ciudad 

Universitaria, Edificio de Rectoría Zona 12, Guatemala; y la Universidad Nacional Cheng 

Kung, Taiwán, en adelante denominada R.O.C , representada por su Presidente Chiang 

Kao,   en nombre y representación de dicha institución, con lugar para recibir 

notificaciones en No.1, Ta-Hsueh Road, Tainan 701, Taiwán. 

 

Ambas partes:                       

                                                      

EXPONEN 

  

Que ambas Universidades tienen objetivos e intereses comunes en los campos 

académico, científico y cultural. Que   la Universidad Nacional Cheng Kung, Taiwán, 

R. O. C. y la Universidad de San Carlos de Guatemala, creen en la educación de 

calidad, la extensión del conocimiento,  y la  investigación científica por lo 

que  su uso debería extenderse más allá de  las  fronteras regionales , también 

reconocen que  apoyándose en su calidad 

académica,   sus   excelentes  recursos humanos   y  las   experiencias de 

investigación  de    ambas    pueden avanzar en  lo  intelectual y 

mejorar  su  capacidad cultural, económica, y técnica.  

  

Que las Universidades son instituciones llamadas por razón de sus objetivos y 

finalidades a establecer los canales de comunicación que permitan el intercambio de 

conocimientos en lo científico y cultural. 

  

Que por todo lo anterior las dos universidades consideran conveniente acrecentar su 

vinculación académica y científica, estableciendo para ello los instrumentos adecuados, 

y al efecto acuerdan suscribir este convenio de cooperacion Universitaria  en base a las 

siguientes: 

 

  

CLAUSULAS 

 

PRIMERA: FINALIDAD DEL CONVENIO DE COOPERACION:  

La Universidad Nacional Cheng Kung, Taiwan, y la Universidad de San Carlos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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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atemala, se comprometen a fomentar el intercambio de experiencias y personal en 

los campos de la docencia, la investigación y la cultura en General, dentro de aquellas 

áreas en las cuales ambas tengan interés manifiesto, especialmente todo lo relacionado 

con la solución de problemas tecnológicos, ambientales y culturales. 

  

SEGUNDA: OBJETIVO GENERAL: Por medio del presente convenio las partes 

acuerdan fomentar el intercambio de personal en los campos de la docencia, 

investigación y extensión, con el fin de intercambiar conocimientos y experiencias, así 

como transferir tecnología. Esto se realizará  principalmente a través de la organización 

de encuentros, cursos, pasantías, foros, actividades y mesas de intercambio académico 

y otros. 

 

TERCERA: OBJETIVOS ESPECIFICOS: Ambas Instituciones fomentarán los estudios, 

programas y proyectos que permitan establecer las líneas y mecanismo de Cooperación, 

entre ambas Instituciones, implementar estudios y proyectos de investigación conjuntas, 

en áreas de interés común. Brindarse información reciproca sobre planes de estudio, 

administración y planificación docente, asistencia de graduados a actividades de 

postgrado, asistencia de estudiantes, catedráticos e investigadores en programas 

complementarios. Organización conjunta de actividades de grado y postgrado y de 

extensión universitaria sobre temas de interés  común.  

  

CUARTA: MODALIDADES DE COOPERACION: 

Con el objeto de satisfacer los objetivos definidos en la cláusula anterior, ambas partes 

se comprometen en la medida de sus posibilidades financieras y técnicas y de 

conformidad con las normas de cada institución, en su caso, a: 

  

 a .  Facilitar el intercambio de profesores universitarios así como brindar apoyo  en 

investigaciones realizadas durante su año sabático que se realicen en áreas de interés 

para ambas instituciones.     

 b.   Favorecer la participación de investigadores en el  desarrollo y   esfuerzos de 

investigación conjuntos. 

c.   Apoyar visitas reciprocas  de   corta duración  para  estudiantes, profesores, 

investigadores,  de ambas Universidades,  promoviendo el desarrollo de  su capacidad 

académica, así como de  su entendimiento cultural.  

d.  Brindar asesoramiento mutuo en el desarrollo de actividades y proyectos en áreas 

de interés común.   

e. Apoyar la participación,  organización y co-patrocinio   de  conferencias 

internacionales de reconocimiento global.   

 f.  Apoyar la realización o participación de personal técnico  en   cursos cortos, 

seminarios, simposios, o talleres sobre las áreas de interés a ambas universidades.   

g.  Promover el intercambio de material  de investigación y docencia entre las d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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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dades. 

h. Apoyar la formación y actualización de recursos humanos a nivel técnico, profesional, 

en especialidades, maestrías, doctorados y postdoctorados. 

i.  Cualquier otra que sea de interés mutuo. 

  

  

QUINTA: ESTABLECIMIENTO DE LA COOPERACION: 

El mecanismo administrativo  que se utilizará para ejecutar cualquier forma de 

cooperacion descrita en la cláusula dos del presente convenio, serán las cartas 

de entendimiento entre facultades, las cuales se elaboraran de común acuerdo entre las 

mismas, indicando en las mismas, el objeto de la cooperacion, el plan 

de trabajo, los participantes, y la financiación, dichas cartas de entendimiento se 

incorporaran como adendas al presente convenio. 

  

 

SEXTA: FUNCIONES Y RESPONSABILIDADES DE LAS PARTES 

El presente acuerdo de cooperación, contiene las siguientes funciones de las 

instituciones involucradas. 

  La Contribución de la Universidad de San Carlos de Guatemala comprende lo siguiente: 

 

 Coordinar con La Universidad  Nacional Cheng Kung  todas aquellas 

actividades académicas, culturales, científicas y tecnológicas, para la 

superación del recurso humano involucrado en las mismas. 

  Apoyar los Programas, planes y proyectos que involucren profesores, 

estudiantes y trabajadores de la Institución, entre ambas Universidades.  

  Apoyar en la medida de sus posibilidades económicas y técnicas  a  

profesores y estudiantes interesados en realizar actividades académicas, 

culturales, científicas y tecnológicas, en La Universidad  Nacional Cheng 

Kung.  

  Fortalecer los proyectos académicos, culturales, científicos y tecnológicos de 

la Universidad de San Carlos de Guatemala, mediante el intercambio con La 

Universidad  Nacional Cheng Kung.  

  Otros que se consideren necesarios y de común acuerdo.    

  

              La contribución de La Universidad  Nacional Cheng Kung comprende lo 

siguiente: 

 

   Coordinar con la Universidad de San Carlos de Guatemala, todas aquellas 

actividades conjuntas con la finalidad de contribuir a los fines establecidos por 

ambas partes, en los aspectos académicos, culturales, científicos y 

tecnológic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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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plementar los proyectos que sean necesarios para beneficio de profesores, 

estudiantes y trabajadores de la Institución. 

   Apoyar  a profesores, estudiantes y trabajadores que deseen realizar 

actividades académicas, culturales, científicas y tecnológicas en las 

Universidades de San Carlos de Guatemala. 

   Fortalecer los proyectos académicos, culturales, científicos y tecnológicos, 

mediante el intercambio  académico con la Universidad de San Carlos de 

Guatemala. 

 

 SEPTIMA: COMISION DE ENLACE: 

Con el objeto de llevar adelante este Convenio, ambas Universidades establecerán una 

comisión de enlace, la cual  estará integrada  por representantes de ambas 

Instituciones y tendrá como responsabilidad definir los  mecanismos de trabajo, 

proyectos y los detalles de la implementación, respetando las leyes, estatutos, 

reglamentos, normativos y disposiciones internas de cada institución.  

 

OCTAVA: CONSULTAS ENTRE LAS PARTES 

Las consultas entre las partes se podrán llevar a cabo donde y cuando sea necesario 

bajo acuerdo conjunto y con el fin de promover y facilitar la cooperación contemplada en 

este Convenio de Cooperación. 

En el marco de las políticas relacionado con reglamentos de difusión o información, las 

partes podrán intercambiar documentación en asuntos de interés común. 

 

NOVENA: ENMIENDAS 

Las cláusulas establecidas en el presente documento podrán ser modificas o 

enmendadas en cualquier momento, bajo consenso escrito entre las partes. 

 

DECIMA: VIGENCIA 

Este Convenio de Cooperación tendrá una vigencia prorrogable automáticamente a 

partir de la fecha de su firma, el cual podrá ser ampliado con el simple cruce de notas, 

para darlo por concluido, bastara con que una de las partes notifique oficialmente su 

deseo de rescindirlo con una antelación mínima de tres meses  

  

DECIMA PRIMERA: SENTIDO DEL CONVENIO 

El presente convenio no debe interpretarse en el sentido de haber creado una relación 

legal o financiera entre las partes, ya que el mismo constituye una declaración de 

intenciones cuyo fin es promover autenticas relaciones de beneficio mutuo en materia de 

colaboración académica 

 

 

En fe de lo cual, las partes firmamos este documento, a los        días del mes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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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 2005 . 

 

 

 

 

 

 

 

----------------------------------------        ---------------------------------------- 

Chiang Kao               M.V. Luis Alfonso Leal Monterroso 

Presidente                Rector 

Universidad Nac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dad de San  Carlos de                                

Taiwán, R. O. C.                  Guatemala 

Taiwán.                    Guatema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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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reement of Academic Cooperation 

between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and 

The University of San Carlos 

 

The San Carlos University of Guatemala, from now on named USAC represented by his Rector: 

Dr. Luis Alfonso Leal Monterroso, in name and representation of the mentioned institution with 

place to receive notifications in University City, Building of Parsonage Zone 12, Guatemala; and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Cheng Kung, Taiwan, in forward named R.O.C represented by his 

President Chiang Kao, in name and representation of the above mentioned institution, with place 

to receive notifications in Not 1, Ta-Hsueh Road, Tainan 701, Taiwan. 

 

Both parts:   

 

EXHIBIT 

 

That both Universities have aims and common interests in the fields academic, scientific and 

culturally. That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Cheng Kung, Taiwan, R. O. C. and San Carlos' 

University of Guatemala, believes in the education of quality, the extension of the knowledge, 

and the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 over what it use should spread beyond the regional borders, also 

they recognize that resting on their academic quality, their excellent human resources and the 

experiences of investigation of both can advance in the intellectual thing and improve their 

cultural, economic, and technical capacity. 

 

That the Universities are institutions called because of their aims and purposes to establish the 

channels of communication that allow the interchange of knowledge in the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thing. 

 

That for everything previous both universities consider to be suitable to increase their academic 

and scientific links, establishing for it the suitable instruments, and to the effect they agree to sign 

this agreement of University cooperation on the basis of the following ones: 

 

CLAUSES 

 

FIRST: PURPOSE OF THE AGREEMENT OF COOPERATION: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Cheng Kung, Taiwan, and San Carlos' University of Guatemala, promise 

to foment the interchange of experiences and personally in the fields of the teaching, the 

investigation and the culture in general, inside those areas in which both have manifest inte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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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ally everything related to the solution of technological, environmental and cultural 

problems. 

 

SECOND: GENERAL AIM: By means of the present agreement the parts agree to foment the 

interchange of personnel in the fields of the teaching, investigation and extension, in order to 

interchange knowledge and Experiences, as well as to transfer technology. This will be realized 

principally across the organization of meetings, courses, internships, forums, activities and tables 

of academic interchange and others. 

 

THIRD: SPECIFIC AIMS: Both Institutions will foment the studies, programs and projects that 

allow to establish the lines and mechanism of Cooperation, between both Institutions, to 

implement united studies and projects of investigation, in areas of common interest. Information 

to be offered reciprocates on plans of study, administration and educational planning, graduate’s 

assistance to activities of post degree, assistance of students, professors and investigators in 

complementary programs. Organization combines of activities of degree and post degree and of 

university extension on topics of common interest. 

 

FOURTH: MODALITIES OF COOPERATION: 

In order to satisfy the aims defined in the previous clause, both parts compromise themselves in 

the measurement of their financial and technical possibilities and of conformity with the 

procedure of every institution, in their case, to: 

 

a. To facilitate the interchange of university teachers as well as support offers in investigations 

realized for their sabbatical  year that are realized in areas of interest for both institutions.     

 b. To favor the investigator’s participation in the development and joint efforts of investigation. 

c. Support reciprocal visits of short duration for students, teachers, investigators, of both 

Universities,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ir academic capacity, as well as of their cultural 

understanding. 

d. To offer mutual advice in the development of activities and projects in areas of common 

interest.   

e. To support the participation, organization and co-sponsorship of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of 

global recognition.   

 f. To support the accomplishment or participation of technical personnel in short courses, 

seminars, symposiums, or workshops on the areas of interest to both universities.   

g. To promote the interchange of material of investigation and teaching between both universities. 

h. To support the formation and update of human resources technical, professional level, in 

specialities, masters, doctorates and post doctorates. 

i. Any other one that is of mutual interest. 

 

 

FIFTH: ESTABLISHMENT OF THE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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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dministrative mechanism that will be in use for executing any form of cooperation 

described in the clause two of the present agreement, they will be the letters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powers, which were elaborated in common agreement between the 

same ones, indicating in the same ones, the object of the cooperation, the plan of work, the 

participants, and the funding, the above mentioned letters of understanding were joining like 

addendum to the present agreement. 

 

SIXTH: FUNCTIONS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PARTS 

The present agreement of cooperation, contains the following functions of the involved 

institutions. 

 

The Contribution of  San Carlos' University of Guatemala understands the following things: 

 

 Coordinate with  The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all those academic, cultura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tivities, for the overcoming of the human resource involved 

in the same ones. 

 To support the Programs, plans and projects that there involve teachers, students and 

workers of the Institution, between both Universities. 

 To support in the measurement of their economic and technical possibilities teachers and 

students interested in realizing academic, cultura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tivities, 

in The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To strengthen the academic, cultura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rojects of San Carlos' 

University of Guatemala, by means of the interchange with The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Others that are considered to be necessary and in common agreement.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understands the following things: 

 

 To coordinate with San Carlos' University of Guatemala, all those joint activities with the 

purpose of contributing to the purposes established by both parts, in the academic, cultura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spects. 

 To implement the projects that belong necessary for benefit of teachers, students and 

workers of the Institution 

 To support teachers, students and workers who want to realize academic, cultura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tivities in San Carlos' Universities of Guatemala 

 To strengthen the academic, cultura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rojects, by means of 

the academic interchange with San Carlos' University of Guatemala. 

 

SEVENTH: COMMISSION OF LINK: 

In order to take forward this Agreement, both Universities will establish a commission of link, 

which will be integrated by representatives of both Institutions and will have as respons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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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ine the mechanisms of work, projects and the details of the implementation, respecting the 

laws, bylaws, regulations, normative and internal dispositions of each institution. 

 

EIGHTH: CONSULTATION BETWEEN THE PARTS 

The consultations between the parts will be able to remove to end where and when it is a 

necessary low joint agreement it and in order to promote and to facilitate the cooperation 

contemplated in this Agreement of Cooperation In the frame of the political ones related to 

bylaws of diffusion or information, the parts will be able to interchange documentation in matters 

of common interest. 

 

NINTH: AMENDMENT 

The clauses established in the present document will be able to be modify or amended in any 

moment, under consensus written between the parts. 

 

TENTH: VALIDITY 

This Agreement of Cooperation will have an extendable force automatically from the date of the 

signature which will be able to be extended by the simple crossing of notes, to give it concluded, 

was enough that one of the parts notifies officially their desire to dissolve it with a minimal 

precedence of three months. 

 

ELEVENTH: SENSE OF THE AGREEMENT 

The present agreement must not be interpreted in the sense of having created a legal or financial 

relation between the parts, since the same one constitutes a declaration of intentions which 

purpose is certifications promote relations of mutual benefit as for academic collaboration. 

 

In faith of which, the parts we sign this document, to the         days of the month          

of 2005. 

 

 

 

 

 

 

 

 

-----------------------------------------   -------------------------------------------- 

Chiang Kao           M.V. Luis Alfonso Leal Monterroso 

President           Rector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Universidad de San Carlos de  

Taiwan, R. O. C. Taiwan        Guatemala 

               Guatema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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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 

INTERNATIONAL 

ACADEMIC INTERCHANGE AGREEMENT 

 

between 

 

AUBURN UNIVERSITY 

 

and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AUBURN UNIVERSITY, Auburn, Alabama, USA, and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Tainan, Taiwan, wishing to develop cooperative relations on the basis of 

established contacts and mutual understandings, especially to develop academic and cultural 

interchange through mutual assistance in the areas of education and research, agree as follows: 

 

 

PART I 

Area of Cooperation 

 

 The area of cooperation includes, subject to mutual consent and appropriate conditions, 

any program offered at either university and proposed by either as desirable, feasible, and 

contributory to the fostering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ooper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universities. 

 

 

PART II 

Methods 

 

 All understandings and assistance shall be subject to availability of funds and the specific 

approval of the President of AUBURN UNIVERSITY and of the President of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through such activities or programs as: 

 

 1. Exchange of faculty members and technical staff 

 2. Exchange of students 

 3. Conduct joint research activities 

 4. Participation in seminars and academic meetings 

 5. Special short-term academic programs 

94-1校務會議(94.10.05)紀錄-29-



 30 

6. Cultural exchange activities  

7. Joint participation in international training courses  

 8. Provide for graduate and undergraduate coursework at the two universities 

 9. Provide opportunities for staff development for both universities by participation 

in sabbatical leave and other personnel development programs 

10. Engage in consultancies 

11. Other activities as deemed mutually appropriate. 

 

 The terms of such mutual assistance and necessary budget for each program and activity 

shall be mutually discussed and agreed upon in writing by both parties prior to the initiation of 

the particular activity or program.  Furthermore it is understood that each institution will enter 

into specific program by program written agreements as required for compliance with the 

respective immigration regulations of the parties involved.  Each university will designate a 

Liaison/Contact Officer to develop specific activities or programs for approval of the respective 

presidents. 

 

 

PART III 

Effective Date and Length of Agreement 

 

 This agreement will remain in force for a period of five years subject to the availability of 

funds, and any amendment and/or modification of this agreement requires a written approval of 

the President of AUBURN UNIVERSITY and that of the President of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and shall be appended hereto.  After the initial five-year period, this 

agreement may be renewed by mutual written consent. 

 

 Either party reserves the right to terminate this agreement upon six (6) months written 

notice to the other.  Any individual activities to be continued will be specifically identified and 

provided for at the time of termination. 

 

 Each party shall be responsible for assuring full compliance by its participants with 

applicable laws and regulations, including insurance, of the respective nations. 

 

 Nothing contained herein or in the activities conducted hereunder shall constitute either 

party the agent, servant or employee of the other party, and each party shall be fully and solely 

responsible for its own actions and obligations. 

 

 This agreement shall take effect on the date of final signature indicated below and IN 

WITNESS WHEREOF; the parties hereto have offered their signat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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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AUBURN UNIVERSITY  For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Dr.Edward R. Richardson 

Interim President  

 Dr. Chiang Kao 

President  

Date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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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ACADEMIC INTERCHANGE AGREEMENT 

 

Between Auburn University, Auburn, Alabama, USA 

And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Taiwan 

 

AGREEMENT LIASON/CONTACT FORM (PAGE 3 OF 3) 

 

The LIAISON/CONTACT OFFICER for each of the parties shall be responsible for the general 

operation of this AGREEMENT.  These LIAISON/CONTACT OFFICERS also shall be the 

contact people for all communications regarding the performance of this AGREEMENT.  Any 

all notices required to be served upon either party shall be served by registered or certified mail 

and a return receipt requested.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FOR ALL ADMINISTRATIVE and ACADEMIC 

CORRESPONDENC 

Auburn University 

FOR ALL ADMINISTRATIVE and 

ACADEMIC CORRESPONDENCE 
Name Jow-Lay Huang, Dean Name Ralph H. Zee 
Department Office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Department College of Engineering 

Institution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Institution Auburn University 

Address No. 1, University Road  Address 108 Ramsay Hall 
City, State,  Tainan, Taiwan  City, State,  Auburn, Alabama 
Country, 
Postal code 

ROC, 70101 Country, 
Postal code 

USA, 36849 

Phone 06-276-6463 Phone 334-844-2301 
Emergency ctc  Emergency 

ctc 
 

Fax 06-276-6464 Fax 334-844-4487 
Email JLH888@mail.ncku.edu.tw Email rzee@eng.auburn.edu 
Web home 
page 

www.ncku.edu.tw/english Web home 
page 

www.eng.auburn.edu 

 
AND/OR for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AND/OR for Auburn University 

Name P. Shirley Li, Director of 
Academic Coordination 

Name Jim Ellis, Director 

Department Office of Research and 
Developemnt 

Department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Institution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Institution Auburn University 

Address No. 1, University Road Address 201 Hargis Hall 
City, State,  Tainan, Taiwan City, State,  Auburn, Alabama,  
Country,  
Postal code 

ROC, 70101 Country,  
Postal code 

USA, 36849-5159 

Phone 06-275-7575 ext.50961 Phone 334-844-5009 
Emergency 
ctc 

06-275-7575 Emergency 
ctc 

334-844-4158 (AU Public 
Safety) 

Fax 06-237-3551 Fax 334-844-4983 
Email em50960@email.ncku.edu.tw Email intledu@auburn.edu 
Web home 
page 

www.ncku.edu.tw/english Web home 
page 

www.auburn.edu/aub-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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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國立成功大學 
學術合作與交流協議書 

山  東  大  學  
 

為增進海峽兩岸民間的相互了解與友誼，推動兩岸高等學校科

學研究和學術交流的共同發展，促進大學之間的友好合作，經雙方

商討，達成如下協議： 

 

一、 鼓勵雙方相關單位之間進行學術交流與合作。 

二、 對共同感興趣的研究項目進行合作，有關合作的細則，由雙

方另行商定。 

三、 相互邀請研究和教學人員及學生進行學術訪問、交流和討

論。 

四、 相互交流科學論文、文獻索引、教材和研究出版品。 

五、 聯合舉辦兩岸相關專業學術研討會。 

六、 相互協助發展與對方產業界及其他部門的聯繫與合作。 

上述活動實施的細節將由雙方依據特定項目、財政安排及資金

的可獲性而定。每年年底前，雙方協商確定下學年度的交流計劃與

合作事宜。 

 

本協議經雙方校長簽名後生效。效期五年，期滿後經雙方協商

同意，得以延長；如雙方同意或任一方在六個月前書面通知，本協

議即終止。 

 

國立成功大學校長      山東大學校長 

 

高  強         展  濤 

      二ＯＯ五年  月    簽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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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大学 

学术合作与交流协议书 

成功大学 

 

 

为增进海峡两岸民间的相互了解与友谊，推动两岸高等学校科学研究和学

术交流的共同发展，促进大学之间的友好合作，经双方商讨，达成如下协议： 

 

一、 鼓励双方相关单位之间进行学术交流与合作。 

二、 对共同感兴趣的研究项目进行合作，有关合作的细则，由双方另行商定。 

三、 相互邀请研究和教学人员及学生进行学术访问、交流和讨论。 

四、 相互交流科学论文、文献索引、教材和研究出版品。 

五、 联合举办两岸相关专业学术研讨会。 

六、 相互协助发展与对方产业界及其他部门的联系与合作。 

上述活动实施的细节将由双方依据特定项目、财政安排及资金的可获性而

定。每年年底前，双方协商确定下学年度的交流计划与合作事宜。 

本协议经双方校长签名后生效，效期五年，期满后经双方协商同意，得以

延长；如双方同意或任一方在六个月前书面通知，本协议即终止。 

 

 

山东大学校长       成功大学校长       

 

展  涛        高  强      

  

       二ＯＯ五年七月 签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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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AGREEMENT OF ACADEMIC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 

BETWEEN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REPUBLIC OF CHINA 

AND 

LEIDEN UNIVERSITY, THE NETHERLANDS 
 

 

PREAMBLE  

 

Whereas both universities recognize the mutual benefits to be gained through a co-operative 

program promoting scholarly activities and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and both universities 

believe that accelerated globalisation is leading to profound changes in higher education and 

recognise the need to prepare students for the global work place,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duly represented by President Chiang Kao, and Leiden University, duly represented 

by President A.W. Kist, have therefore decided to enter into this Agreement of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 

 

1.0 OBJECTIVES 

 

1.1 The purpose of the present agreement is to establish the conditions for the exchange of 

students and staff. 

 

1.2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exchange activities will be carried out in accordance with Art.3 

and Art. 4 which stipulate the specific terms and conditions for the respective programs.  

 

1.3 While the co-operation will initially focus on the exchange of students and staff, this 

agreement may in a later stage be expanded to include other activities of mutual interest.  

 

2.0 CO-ORDINATION 

 

2.1 Each university will designate an officer responsible for the management of this 

agreement.  

 

2.2 For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the co-ordinator is the Director of Academic 

Coordination, Office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2.3 For Leiden University, the co-ordinator is Drs. L.F.C. Engel, Director, International 

Office. 

 

3.0 EXCHANGE OF STUDENTS  

 

3.1  Postgraduate Degree Study 

 

  Selection and acceptance of students 

 

3.1.1 Leiden University agrees to accept yearly up to ten (10) qualified students 

from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for full-time postgraduate study 

leading to an academic deg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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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ange of programs for which students may be accepted under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shall be determined by Leiden University. The university 

website gives a listing of all programs available; however, information on 

late changes may be obtained directly from the coordinator. 

 

3.1.2 Students who are in their senior year in their undergraduate study or in the 

beginning phase of their graduate study at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will be considered for postgraduate programs at Leiden University leading 

to the Master’s degree.  

 

Students who are in their final year of a Master’s program or in the 

beginning phase of a Ph.D. program at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will be considered either for the Research Master or the Master of 

Philosophy (MPhil) programs at Leiden University, the successful 

completion of which can lead to being selected as a Ph.D. research student.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agrees to select qualified candidates from 

its student bod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entrance requirements of Leiden 

University.  

 

3.1.3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will establish a complete application 

dossier for each of the students and send them to the coordinator of Leiden 

University for consideration for admission. The final decision on admission 

lies with the Academic Coordinator of the Department(s) offering the 

degree programme. 

 

3.1.4 Leiden University will confirm admittance by issuing a Notice of 

Admission. 

 

3.1.5 Leiden University will assist in the application of an entry visa for the 

Netherlands and of a resident permit upon arrival in Leiden. 

 

3.1.6 Leiden University will assist in finding accommodation upon timely 

request. 

 

3.1.7 Leiden University will provide proper and adequate orientation and 

counselling services for students thus admitted. 

 

Financial Arrangements for post-graduate students 

 

3.1.8 Leiden University agrees to grant half-tuition scholarships to students 

nominated by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These scholarships apply 

to all programs at Leiden University with the exception of the School of 

Management and the Faculty of Law. 

 

3.2 Short-term Study for Undergraduates 

 

3.2.1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and Leiden University agree to engage in 

the exchange of short-term non-degree seeking undergraduate students.   

 

The language of instruction for undergraduate programs at Leiden 

University is Dutch; however, a large number of departments offer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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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English, to which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re admitted under the terms of 

the Study Abroad Program. This is intended for advanced undergraduate 

students who may want to spend a semester or a year at Leiden in order to 

gain study and living experiences in an environment other than their own.  

 

Correspondingly, students of Sinology at Leiden University may wish to 

study for a semester or a year at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for the 

purpose of improving their Chinese language skill, learning about Chinese 

society, doing library and/or field research, etc. 

 

3.2.2 Special programs such as a summer course on a specific subject may be 

proposed by either university. 

 

Financial arrangements for undergraduates 
 

3.2.3 Leiden University will reserve five (5) places in the Study Abroad Program 

for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and will reduce the tuition fees by 

50%.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shall be responsible for selecting 

and nominating these students. 

 

3.2.4 Leiden University may propose one (1) student of Sinology to study at the 

Chinese Language Center of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Tuition will 

be waived by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The student will be 

responsible for the following: 

 

 room and board expenses 

 international transportation 

 medical insurance and/or medical expenses 

 textbooks, clothing and personal expenses 

 passport and visa costs 

 all other debts incurred. 

 

 

3.2.5 If a special program is proposed, the appropriate authorities of both 

universities will then deal with the specific details such as the subject and 

duration of study, academic preparation, credit transfer, costs, etc. 

 

3.3 Application Procedures 

 

3.3.1 The application dossiers of all students (graduate and undergraduate) will 

be sent to the coordinating officers of each university by April 1 of each 

year for consideration for admission.  

 

4.0 EXCHANGE OF ACADEMIC STAFF 

 

4.1 Leiden University and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agree to facilitate the 

exchange of academic staff in any area of knowledge taught at either university. The 

exchange may be for the purpose of: 

 

 participation in seminars, workshops, and con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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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ing individual research; 

 giving lectures. 

 

4.2 Staff exchanges, including financial arrangements, will be negotiated on an individual 

basis and well in advance of the projected visit. 

  

4.3 A staff visit shall be proposed by the academic staff of each university and 

co-ordinated by the respective foreign offices of the two universities. 

 

5.0 GENERAL 

 

5.1 Exchange participants shall be bound by the rules and regulations of the host 

university and the laws of the host country during the exchange. 

 

5.2 Staff and students from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shall subscribe without fail 

prior to or upon arrival in Leiden to the health and liability insurance plans offered 

through Lippmann Insurances. This can be done through their website 

http://www.ace-ips-nl.com/. 

 

5.3 No participant will travel before the explicit approval of the partner university is 

obtained. 

 

6.0 DURATION OF THE AGREEMENT 

 

6.1 The present agreement shall take effect from the day that it is signed by both parties 

and shall be valid for an initial period of two (2) years and is subject to renewal by 

mutual consent. 

 

6.2 Amendments can be made by mutual consent. 

 

6.3 This agreement may be terminated by either party at any time provided that the 

terminating party gives written notice of its intention at least six months prior to the 

termination.  

 

 

 

FOR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FOR LEIDEN UNIVERSITY    

 

 

 

 

    

Prof. Dr. Chiang Kao   Prof.dr. D.D. Breimer   

President  Rector Magnificus 

 

 

    

Date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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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ON 

ACADEMIC AND RESEARCH COOPERATION 

BETWEEN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TAIWAN 

AND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REPUBLIC OF KOREA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of Taiwan,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NCKU and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SNU. 

 

Considering their common interest in promoting the mutual cooperation in the area of education and 

research, both parties, therefore, wish to expand the basis for friendship and co-operative educational 

exchange and have set forth the following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MOU).  

 

ARTICLE I 

PURPOSE 

 

The purpose of this MOU is to develop academic and educational co-operation on the basis of equality and 

reciprocity and to promote relations and mutual understanding between both universities. 

 

ARTICLE II 

SCOPE OF ACTIVITIES 

 

Both universities undertake to promote and develop academic co-operation in the following ways: 

1. Exchange of academic and administrative staff and students. 

2. Co-operation in research and the presentation of its results. 

3. Exchange of academic materials, publications and other scientific information. 

4. Other educational and academic exchanges to which both universities agree. 

 

ARTICLE III 

FINANCIAL ARRANGEMENT 

 

1. Both universities agree that all specific arrangements and plans for activities are to be negotiated and 

are dependent on the availability of funds. 

2. Both Universities agree to seek financial support from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for the 

cooperative activities to be undertaken as stated under the terms of this MOU. 

 

ARTICLE 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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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REEMENT OF IMPLEMENTATION 

 

A detailed description of the scope of activities shall be defined in an Agreement of Implementation, which 

constitutes an integral part of this MOU.  

 

An Agreement of Implementation will include such items as: 

1. Elaboration of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each institution for the agreed upon activity. 

2. Schedules for the specific activity. 

3. Budgets and sources of financing for each activity. 

4. Any other items deemed necessary for the efficient management of the activity. 

 

 

 

 

 

 

ARTICLE V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PUBLICATION 

 

1. NCKU and the SNU will share all data and research findings, patent rights, copyrights, and other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to any discoveries, inventions and products resulting from this MOU. 

2. Both parties must give written approval for the utiliz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the data and research 

findings. 

3. Detailed management of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Publication shall be defined in the 

Agreement of Implementation of each activity. 

 

ARTICLE VI 

SETTELEMENT OF DIFFERENCES 

 

The differing viewpoints and interpretations of this MOU shall be settled amicably by mutual consultation or 

negotiation. 

 

ARTICLE VII 

AMENDMENTS, DURATION AND TERMINATION 

 

1) Amendments to this MOU can only be written by mutual consent of the two parties. 

2) This MOU shall be in effect from the date of its signing and be valid for the duration of five years from 

that date, and will be automatically renewed on an annual basis thereafter, unless termination or 

replaced with a new M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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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This MOU may be terminated by either party by written notice at least 6 (six) months in advance. In 

case the MOU ceases to be in effect of account of termination thereof, the provisions of the Plan of 

Operation shall be continued to apply to the extent necessary to secure the implementation of existing 

activities as agreed upon in the Agreement of Implementation. 

 

This MOU is written in English in 2 (two) copies, both are authentic. As witness to their consent to this MOU, 

the appropriate authorities hereunto provide their signatures. 

 

 

For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For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Dr. Chiang Kao                         Dr. Un-Chan Chung 

President                        President 

 

 

Dat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 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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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al Student Exchange Agreement 

Between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And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and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wishing to strengthen 
their academic relations and productive cooperation between faculties of both 
universities, agree as follows: 
 

Article 1: Purpose of the Agreement 
 

 The purpose of this agreement is to initiate a student exchange agreement between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and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Article 2: Scope of the Cooperation  

 

 The parties agree to participate in a student exchange agreement, whereby NCKU agrees to 

accept a minimum of (3) and a maximum of (5) students from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per year.  

The duration of the exchange study period is (1) semester.  In reciprocation, NCKU agrees to 

send a commensurate number of its students to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The exchange of 

students will begin no later than September 2006.  This exchange program will be valid for (5) 

years.  This agreement may be continued and renewed by mutual consent. 

 

Article 3:  Financial and ACADEMIC 

 

3.1 Both NCKU and SNU will exempt tuition for students participating in this program. 

 

3.2 Both NCKU and SNU will recognize academic credits earned at their respective 

universities by students participating in this program. 

 

Article 4:  Administration 

 

4.1 Each University will designate a Liaison Officer to develop and coordinate specific 

activities for the student exchange program. 

 

4.2 Each University will give priority for on-campus housing to students participating in 

this student exchange program. 

 

Article 5:  TERMS AND Validity of this Agre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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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s agreement shall be effective from the date of signature for an initial period of five years. 

Thereafter, it shall be automatically extended for an additional five years at each expiration date 

unless either party provides written notice to terminate the agreement a minimum of six months 

prior to the expiration date.  Such notice of termination will not interfere with cooperative 

programs currently underway.  Such programs will be allowed to continue until their conclusion. 

 

In Witness Whereof, the parties hereto have offered their signature: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r. Un-Chan Chung               Dr. Chiang Kao 

               Dr. Chiang Kao 

President                           President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Dat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r. Kyongsoo Lho                Dr. Jow-Lay Huang 

Dean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Dean fo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Dat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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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Agreement of Academic Cooperation 

between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and 

Yonsei University 

 

 

Both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and Yonsei University believe that quality education, 

knowledge expansion, and research application should extend beyond regional boundaries.  The 

two universities also recognize that by providing each other with their excellent academic 

climates and research experiences, they both can advance in intellectual, cultural, economic, and 

technical capabilities.  In order to achieve this common goal, the two universities agree to 

cooperate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1. Arranging and assisting the exchange of faculty members through such avenues as 

sabbatical leaves. 

 

2. Developing and participating in joint research endeavors proposed by either university.  

Such joint research programs and activities would be developed and promoted via 

short-term visits for faculty members, and in some instances, graduate and undergraduate 

students, thereby enhancing the faculty and student capabilities of both universities. 

 

3. Developing and promoting the exchanges and visits of students, thereby not only 

strengthening their academic capacity, but also their cultural understanding. 

 

4. Seeking means of promoting cooperative research activities between the faculties in areas 

that are of mutual interest. 

 

5. Organizing and co-sponsoring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of global recognition. 

 

6. Holding short courses, seminars, symposia, or workshops on areas of interest to both 

universities and/or countries. 

 

7. Exchanging teaching and research materials between the two universities. 

 

The cooperation is agreed upon the recognition that the faculties and students of either 

university will benefit by means of taking part in the interaction and activities arranged according 

to this Agre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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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Agreement shall be in force for a period of five years from the date of its enactment and 

shall be renewable by mutual consent at the end of that period for a second five-year period.  

This agreement may be terminated prior to that time on condition that notice of intent to 

terminate is provided by the initiating university at least twelve months prior to termination.  

This agreement may be amended or modified at any time by the mutual consent of the two 

universities.  The termination of this agreement shall allow for any participating students who 

have commenced at either university at the date of the termination to complete their approved 

course of study. 

 

 

 

 

 

 

 

 

 

 

 

----------------------------------------   ---------------------------------------- 

Chiang Kao        Chang-Young Jung 

President                 President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Yonsei University 

 

 

 

 

 

 

----------------------------------------   ---------------------------------------- 

Date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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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 Exchange Agreement 

between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and 

Yonsei University 

 

In recognition of the mutual benefits derived from scholarly interaction,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and Yonsei University agree to establish exchange arrangements. 

 

1.  DEFINITIONS  

 

For the purpose of this agreement, “home” institution shall mean the institution at which the 

student intends to graduate, and “host” institution, which has agreed to accept the student from 

the home institution. 

 

Semester or academic year shall normally refer to the period relevant to the host institution. 

 

2.  PURPOSE OF THE AGREEMENT 

 

The general purpose of this Agreement is to establish specific educational relations and 

co-operations between the two participating institutions in order to promote academic linkages 

and to enrich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culture of the two countries concerned. 

 

The purpose of each student exchange is to enable students to enroll in subjects at the host 

institution for credit, which will be applied towards their degrees at their home institution. 

 

3.  STUDENT EXCHANGES 

 

(1) NUMBER 

 

Each institution is prepared to send students and receive the equivalent number in exchange 

annually. Normally the exchange will involve a maximum of four students per academic year 

from each institution, or two students per semester from each institution. 

 

(2) PARITY 

 

While parity in the number of exchanges is the goal, the institutions recognize that it may not 

be possible to achieve parity over a period of three academic years. 

 

(3) QUALIFICATIONS 

 

Each exchange student should demonstrate his/her academic proficiency by a certified 

tran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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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COSTS 

 

(a) Tuition 

 

Student will pay their regular tuition and fees to the home institution. No further tuition 

costs will be charged by the host institution. 

 

(b) Board and Room Charges 

 

Each student will receive every assistance from the host institution in locating suitable 

dormitory accommodation. The cost of accommodation, including food, is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exchange student.  

  

(c) Transportation 

 

Each student is responsible for his/her own international transportation costs (unless special 

arrangements are made by the home institution.) Each institution will make every effort to 

meet arriving students at the airport nearest the campus and transport them to the institution.  

The transportation fee from the airport to campus will be due at each exchange 

student's own expense. 

   

(d) Medical Insurance 

 

Each exchange student is responsible for making arrangements for a suitable insurance plan, 

which must include sufficient medical coverage. The cost of the insurance will be paid by 

the exchange student, unless special arrangements are made by the home institution. 

 

4.  GENERAL PROVISIONS 

 

(1) ACADEMIC CONTENT 

  

Exchange will conform to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home institution. Exchange students will 

be subject to the rules and procedures as specified in the host institution’s handbook for the 

academic year in which they enroll. 

 

(a) Students are to be undergraduates and preference will be given to students who have 

completed at least one year of study at the home institution. 

(b) Exchange students will participate in the normal academic courses offered by the host 

institution. 

 

(c) In the selecting courses, students may choose from the range of courses offered at each 

institution. The responsible officers will inform each other about any courses which 

may have limited enrolment and will make every effort to assist students in enrolling in 

such cour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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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CHANGE STUDENTS’ RECORDS 

 

Prior to the final selection of students for participation in the exchange, each institution will 

provide the other with information about the performance, language ability, and academic 

background and record, together with letters of recommendation. It is understood that both 

institutions will strive to select only individuals of the highest academic ability and personal 

integrity for participation in the program. Each institution reserves the right of prior approval 

of the individuals nominated by the other. 

 

(3) ACADEMIC RESOURCES 

 

Each student will be provided with the same academic resources and supporting services as are 

normally provided to other students at the host institution at the same academic level. An 

academic advisor will be designated to assist students enrolled in the exchange program. 

 

(4) ACADEMIC CREDIT 

 

Details pertaining to academic credit will be negotiated separately and will not be part of this 

Agreement. Negotiations on academic credit transfer will be undertaken by an exchange of 

letters between appropriate officers at each institution.   

 

(5) EXCHANGE STUDENTS FAMILIES 

 

It is not anticipated that spouses or dependants will accompany any of the students. Where 

such an arrangement is proposed, it is subject to the approval of the host institution on the 

understanding that all additional expenses incurred by accompanying spouses or dependan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individual exchange student. 

 

5.  ADMINISTRATION 

 

(1) ANNUAL PROGRAM CALENDAR 

   

 Exchanges may take place either for an academic year or for a semester.   

 

A student who leaves the program early, for any reason, is not entitled to a refund of either 

tuition or accommodation fees.  

  

(2) PROGRAM REVIEW 

   

Both institutions will be responsible for a regular review of the program on or before April 1 of 

each year. This review may make appropriate and mutually agreed modifications as required 

and identify new opportunities for a co-operation in scholarship and research. 

 

6.  TER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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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Agreement shall be in force for a period of five years from the date of its enactment and 

shall be renewable by mutual consent at the end of that period for a second five-year period. This 

agreement may be terminated prior to that time on condition that notice of intent to terminate is 

provided by the initiating institution at least twelve months prior to termination.  This agreement 

may be amended or modified at any time by the mutual consent of the cooperating institutions. 

The termination of this agreement shall allow for any participating students who have 

commenced at either institution at the date of the termination to complete their approved course 

of study. 

 

The Agreement has been accepted by the President of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and the 

President of Yonsei University and supersedes any existing Agreement.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hiang Kao          Chang-Young Jung 

President              President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Yonsei Universit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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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 

 國 立 成 功 大 學 學 生 獎 懲 要 點 
             93年1月14日92學年度第2次校務會議通過 

93年2月12日教育部台訓(二)字第0930018037號書函 

                                      94年10月5日94學年度第1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一  、本校為樹立優良校風，確收教育功效，依據大學法第二十五條之一第一項，訂定本
要點。 

 
二  、凡本校學生按其所表現之優劣事實，須予獎勵或懲罰者，依本要點辦理之。 
 
三  、獎懲區分： 

（一）獎勵：嘉獎、記小功、記大功、其他獎勵(獎章、獎牌、獎狀、獎金)。 
（二）懲罰：申誡、記小過、記大過、定期察看、退學。 

 
四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予以嘉獎。 

（一）服務公勤，熱心努力，有具體優良成績者。 
  （二）參加校內各種正規比賽，努力認真，堪為表率及成績特優者。 
  （三）維護校產，愛惜公物，堪為表率有具體事實者。 
  （四）有其他相當於上列各款情事，殊堪嘉許者。 
 
五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予以記小功。 

（一）服行公勤，成績特優，堪為表率者。 
  （二）參加校外各種正規比賽，成績特優(前三名)，為校爭光者。 
  （三）代表學校參加各種競賽與活動，表現優異，堪為嘉許者。 
  （四）熱心助人，扶助同學，有事實證明者。 
  （五）熱心公益，增進團體福利，具有確切事實者。 
  （六）急公好義，見義勇為，符合公益具有事實者。 
  （七）有其他相當於上列各款情事者。 
 
六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予以記大功或其他獎勵(獎章、獎牌、獎狀、獎金)等。 
  （一）擔任公勤或社團工作，成績特優，且對樹立校風有特殊貢獻者。 
  （二）在校期間，創造發明，或發表甚具價值之學術論文，有特殊貢獻者。 
  （三）冒險犯難，捨己救人，堪為他人矜式，有益國家社會者。 

（四）具有傑出表現，有益於國家社會，具確切事實者。 
（五）參加全國性正規比賽，榮獲第一名，爭取校譽者。 
（六）有其他相當於上列各款情事者。 

 
七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予以申誡。 

（一）擔任公勤幹部或其他工作，無故規避服務者。 
  （二）言行不檢，舉止無禮，有違團體榮譽，情節輕微者。 
  （三）無故不參加校內外重大慶典，全校性(含各院)集會及學生幹部講習者。 
  （四）代表系、所、學校參加各種比賽，無故缺席者。 
  （五）未經許可，濫用公物，或逾期未還公物，情節尚輕者。 
  （六）有其他相當於上列各款情事者。 
 
八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予以記小過。 

（一）故意對教職員工有不禮貌行為。 
  （二）惡意攻訐，挑撥離間，惹是生非，破壞團體秩序者。 
  （三）參加系、所、學校之各種活動，行為惡劣，有違團體榮譽者。 
  （四）報告失實，欺瞞師長者。 
  （五）毀損公物，情節較輕者。 
  （六）違反校園車輛行車安全，不聽勸告者。 
  （七）不遵守宿舍管理規則者。 
  （八）在校內外舉辦活動，影響校園安全或安寧，經勸導無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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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違反考試規則，情節較輕者。 
  （十）在校外實習或服務，表現不佳，有損校譽者。 

（十一）違反網路使用規範或公約，情節嚴重者。 
（十二）擅自侵害著作人的法定權益者。 
（十三）對他人（教職員工、同學及其他社會成員）有性騷擾之行為，情節輕微者。 
（十四）有施暴、竊盜、侵佔、毀損、滋事或其他侵害他人權益之行為，情節較輕或

其情可憫者。 
（十五）有其他相當於上列各款情事者。 

 
九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予以記大過或定期察看。 

（一）未經許可，撕揭或塗汙校內公告，或其他公用表冊文件者。 
（二）惡意批評或侮辱教職員工。 
（三）蓄意破壞公物，情節重大者。 
（四）蓄意擾亂學校行政，妨害教職員或同學執行公務者。 
（五）有施暴、竊盜、侵佔、毀損、滋事或其他不良行為，情節重大者。 
（六）違反宿舍管理規則，情節較嚴重者。 
（七）違反校規，經屢次勸導仍不改正者。 
（八）在校內外舉辦活動，影響校譽或校園安全，情節重大者。 
（九）違反考試規則，情節較重而具有悔意者。 
（十）建立色情暴力網站或其他利用網路從事不法行為，情節嚴重，影響校譽者。 
（十一）擅自侵害著作人的法定權益，情節重大，影響校譽者。 
（十二）擅自侵入他人資訊系統或設備，情節重大者。 
（十三）觸犯法令，經法院判刑確定，受緩刑之宣告而未經撤銷者。 
（十四）對他人（教職員工、同學及其他社會成員）有性騷擾之行為，情節重大者。 
（十五）有其他相當於上列各款情事者。 

 
十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予以退學。 

（一）侮辱教職員工，情節重大者。 
（二）定期察看期間，再受處分者。 
（三）所受處分，累計滿三大過者。 
（四）觸犯法令，經法院判刑確定，未受緩刑之宣告，嚴重影響校譽者。 
（五）施暴力於他人、竊盜、侵佔、縱火等不良行為，嚴重影響校譽或校園秩序與安

寧者。 
（六）請人代考者。 
（七）違反考試規則，情節重大且不具悔意者。 

 
十一、學生獎懲之處理程序，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學生獎懲案件，均應提經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依程序辦理。 
（二）嘉獎、記小功、申誡、記小過之獎懲，得會同導師、系所主管處理後，由學生

事務長核定後公告。 
（三）記大功或記大過以上之重大獎懲，應提獎懲委員會議審議通過，並經校長核定

後公告。 
（四）獎懲委員會議審議有關學生重大獎懲時，除應通知有關系所主管、班級導師、

及有關人員列席外，並應通知當事學生列席說明。 
（五）經退學之處分，應移請教務處依有關規定辦理。 
（六）學生受記大功，或記大過以上之獎勵或處罰，應通知其家長或監護人。 

 
十二、學生之獎懲，在校期間內，功過可以互抵，但不能取消紀錄；退學，概不得因以前

曾受獎勵，要求折抵減免；定期察看亦同。 
學生對於學校之獎懲處分，認有違法或不當並損及其個人權益者，得依學校申訴辦
法之規定，向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申訴。 

 
十三、定期察看以一年為原則，其期間操行成績基本分數大學生為六十分，研究生為七十

分。 
定期察看視為記大過二次、小過二次之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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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學生復學後，其原有獎懲仍屬有效。 
 
十五、違規之情狀特殊者，獎懲委員會或相關單位得減輕其處罰。 

依本要點合予記小過以下之處分者，得視其情節輕重與輔導之成效，以校園服務代
替懲處，其實施分則由學生事務會議訂定之。 

 
十六、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並報教育部備查，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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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學生獎懲要點修訂條文對照表 

擬 修 訂 條 文 內 容 原 條 文 內 容 說    明 

 

八、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予以記小

過。 

（一）故意對教職員工有不禮貌行為。 

（二）惡意攻訐，挑撥離間，惹是生非 

，破壞團體秩序者。 

（三）參加系、所、學校之各種活動，

行為惡劣，有違團體榮譽者。 

（四）報告失實，欺瞞師長者。 

（五）毀損公物，情節較輕者。 

（六）違反校園車輛行車安全，不聽勸

告者。 

（七）不遵守宿舍管理規則者。 

（八）在校內外舉辦活動，影響校園安

全或安寧，經勸導無效者。 

（九）違反考試規則，情節較輕者。 

（十）在校外實習或服務，表現不佳，

有損校譽者。 

（十一）違反網路使用規範或公約，情

節嚴重者。 

（十二）擅自侵害著作人的法定權益者。 

（十三）對他人（教職員工、同學及其

他社會成員）有性騷擾之行為，

情節輕微者。 

（十四）有施暴、竊盜、侵佔、毀損、

滋事或其他侵害他人權益之行

為，情節較輕或其情可憫者。 

（十五）有其他相當於上列各款情事者。 
 

 

八、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予以記小

過。 

（一）故意對教職員工有不禮貌行為。 

（二）惡意攻訐，挑撥離間，惹事生非 

，破壞團體秩序者。 

（三）參加系、所、學校之各種活動，

行為惡劣，有違團體榮譽者。 

（四）報告失實，欺瞞師長者。 

（五）毀損公物，情節較輕者。 

（六）違反校園車輛行車安全，不聽勸

告者。 

（七）不遵守宿舍管理規則者。 

（八）在校內外舉辦活動，影響校園安

全或安寧，經勸導無效者。 

（九）違反考試規則，情節較輕者。 

（十）在校外實習或服務，表現不佳，

有損校譽者。 

（十一）違反網路使用規範或公約，情

節嚴重者。 

（十二）擅自侵害著作人的法定權益者。 

（十三）對他人（教職員工、同學及其

他社會成員）有性騷擾之行為，

情節輕微者。 

 

 

 

（十四）有其他相當於上列各款情事者。 

 

 

 

 

 

 

 

 

 

 

 

 

 

 

 

 

 

 

 

 

 

 

 

 

擬增列第十四款條

文，視其情節尙輕

或情節可憫者，給

予適當之懲戒。 

94-1校務會議(94.10.05)紀錄-53-



 54 

 

九、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予以記大

過或定期察看。 

（一）未經許可，撕揭或塗汙校內公告 

，或其他公用表冊文件者。 

（二）惡意批評或侮辱教職員工。 

（三）蓄意破壞公物，情節重大者。 

（四）蓄意擾亂學校行政，妨害教職員

或同學執行公務者。 

（五）有施暴、竊盜、侵佔、毀損、滋

事或其他不良行為，情節重大者。 

（六）違反宿舍管理規則，情節較嚴重

者。 

（七）違反校規，經屢次勸導仍不改正

者。 

（八）在校內外舉辦活動，影響校譽或

校園安全，情節重大者。 

（九）違反考試規則，情節較重而具有

悔意者。 

（十）建立色情暴力網站或其他利用網

路從事不法行為，情節嚴重，影

響校譽者。 

（十一）擅自侵害著作人的法定權益，

情節重大，影響校譽者。 

（十二）擅自侵入他人資訊系統或設備 

，情節重大者。 

（十三）觸犯法令，經法院判刑確定，

受緩刑之宣告而未經撤銷者。 

（十四）對他人（教職員工、同學及其

他社會成員）有性騷擾之行為，

情節重大者。 

（十五）有其他相當於上列各款情事者。 

 

 

九、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予以記大

過或定期察看。 

（一）未經許可，撕揭或塗汙校內公告 

，或其他公用表冊文件者。 

（二）惡意批評或侮辱教職員工。 

（三）蓄意破壞公物，情節重大者。 

（四）蓄意擾亂學校行政，妨害教職員

或同學執行公務者。 

（五）與他人鬥毆、偷竊等行為，有損

校譽者。 

（六）違反宿舍管理規則，情節較嚴重

者。 

（七）違反校規，經屢次勸導仍不改正

者。 

（八）在校內外舉辦活動，影響校譽或

校園安全，情節重大者。 

（九）違反考試規則，情節較重而具有

悔意者。 

（十）建立色情暴力網站或其他利用網

路從事不法行為，情節嚴重，影

響校譽者。 

（十一）擅自侵害著作人的法定權益，

情節重大，影響校譽者。 

（十二）擅自侵入他人資訊系統或設備 

，情節重大者。 

（十三）觸犯法令，經法院判刑確定，

受緩刑之宣告而未經撤銷者。 

（十四）對他人（教職員工、同學及其

他社會成員）有性騷擾之行為，

情節重大者。 

（十五）有其他相當於上列各款情事者。 

 

 

 

 

 

 

 

 

 

擬修訂第五款條文 

，以其情節重大者 

，給予適當之懲戒 

。 

 

十五、違規之情狀特殊者，獎懲委員會

或相關單位得減輕其處罰。 

依本要點合予記小過以下之處分

者，得視其情節輕重與輔導之成

效，以校園服務代替懲處，其實

施分則由學生事務會議訂定之。 
 

 

十五、違規之情狀特殊者，獎懲委員會

得減輕其處罰。 

依本要點合予記小過以下之處分

者，得視其情節輕重與輔導之成

效，以校園服務代替懲處，其實

施分則由學生事務會議訂定之。 
 

 

擬修訂本條第一項

內容，給予本校各

院系所或其他單位

於處理糾紛時，適

當地酌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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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國立成功大學學生獎懲委員會設置要點 
                                94年 10月 5日 94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一、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二十四條訂定之。 

 

二、為求公平、公正討論及決議有關學生獎懲重大事項，以確保學生合法權益，

特設置學生獎懲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三、本會由左列人員組成之： 

（一）當然委員：校長（會議主席）、學生事務長、教務長。 

（二）教師委員：由各學院推薦助理教授以上二名。  

（三）專業委員：由法律系推薦助理教授以上教師一名、學生輔導組推薦心理

師或助理教授以上心理輔導教師一名。 

（四）學生委員：由學生會推選大學部代表三人、由各學院院長輪流推薦研究

生代表一人，共四人。 （學生會如未能依時組成，即請課

外活動指導組輔導系學會聯合會幹部代表之。） 

 

四、本會委員於每學年開學後一個月內由校長完成聘任，任期一年，得連任之。 

 

五、本會僅審理學生在校大功、大過以上之獎懲案件。  

 

六、本會為不定期依需要隨時召集之，但須超過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始得

開會，決議時需經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通過始得決議。 

 

七、本會開會時，得請有關人員及當事人員列席說明。 

 

八、依據本會決議由承辦單位於十日內簽請獎懲，經校長核准，學生事務處公

告，當事人如有異議得依『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設置辦法』之申訴辦法辦

理之。 

 

九、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並報教育部備查，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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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學生獎懲委員會設置辦法修訂條文對照表 

擬 修 訂 條 文 內 容 原 條 文 內 容 說    明 

國立成功大學學生獎懲委員會設置

要點                        

國立成功大學學生獎懲委員會設置

辦法 

依教育部函文，法

條名稱勿使用中央

法規之名稱。                  

一、 ～ 八、 第一條 ～ 第八條 
配合修訂本要點各

條文號示。 

三、  本會由下列人員組成之： 

（一）當然委員：校長（會議主席）、

學生事務長、教務長、 

 

（二）教師委員：由各學院推薦助

理教授以上二名。 

 

（三）專業委員：由法律系推薦助

理教授以上教師一名、學生

輔導組推薦心理師或助理教

授以上心理輔導教師一名。 

 

（四）學生委員：由學生會推選大

學部學生代表三人、由各學

院院長輪流推薦研究生代表

一人，共四人。（學生會如未

能依時組成，即請課外活動

指導組輔導系學會聯合會幹

部代表之。） 

 

第三條  本會由下列人員組成之： 

（一）當然委員：校長（會議主席）、

學生事務長、教務長。 

 

（二）教師委員：由各學院推薦助

理教授（含）以上三名。 

 

 

 

 

 

 

（三）學生委員：由學生會推選大

學部學生代表三人、由各學

院院長輪流推薦研究生代表

一人，共四人。（學生會如未

能依時組成，即請課外活動

指導組輔導系學會聯合會幹

部代表之。） 

 

（四）本會委員於每學年開學後一

個月內由校長完成聘任，任

期一年，得連任之。 

 

 

 

 

 

擬配合會議形態需

要，並增列具法律與

輔導專長委員，以借

重其專業屬性，此條

文修訂已經學生事

務會議修訂通過。 
 

 

擬配合條文號示。 

 

 

 

 

 

 

 

 

 

本款擬另列條文。 

四、  本會委員於每學年開學後一

個月內由校長完成聘任，任

期一年，得連任之。 

 本條文擬配合第三

條第四款調整。 

以下各條文號示依

序遞增。 

九、  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

施，並報教育部備查，修正

時亦同。 

第八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

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修正時亦同。 

 

本要點可以不須送

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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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 

 國立成功大學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設置要點 

93年 12月 8日 93學年第 2次校務會議通過 

94年 10月 5日 94學年第 1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一、本校為推動性別平等教育，營造無性別歧視教育環境及建立安全和諧校園， 

    特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第六條訂定本要點。 

二、本校另置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委員 19名，由校長、主任秘書、

學務長、人事主任、教師代表 9名，職工代表 2名、學生代表 3名及學生家長 1名組

成之。委員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每學期至少開會一次。 

三、本委員會教師代表宜自婦女性別教育、社會、法律、心理、醫療等相關領域 

    專長教師中，由校長優先遴聘之，學生代表由學生會產生，職員代表由人事 

    室推薦，技工代表由總務處推薦，學生家長代表由學務處推薦產生，報請校  

    長聘任之。委員之聘任宜考慮性別均衡之原則，女性委員名額不得少於二分 

    之一。 

四、為策畫與推動本校性別平等教育相關業務，應： 

(一)由本委員會統整學校各單位相關資源，擬訂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計畫與校園性侵害

及性騷擾之防治規定，建立機制，落實並檢視其實施成果。 

(二)由教務處研發並推廣性別平等教育之課程、教學及評量。 

    (三)由學務處規劃或辦理學生及家長性別平等教育相關活動及推動社區有 

        關性別平等之家庭教育與社會教育。 

(四)由人事室規劃或辦理教職員工性別平等教育相關活動。 

(五)由總務處規劃及建立性別平等之安全校園空間。 

(六)由本委員會調查及處理與性別平等教育法有關之案件。 

(七)由秘書室協調辦理其他關於學校或社區之性別平等教育事務。 

五、本會各項計畫之推動單位，應指定人員兼辦該單位有關性別平等之業務。並 

建立完整資料檔案。 

六、若有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發生，適用「國立成功大學校園性侵害及性騷擾防治辦

法」處理之。 

七、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性別平等教育法」規定辦理。 

八、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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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成功大學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設置要點 

93年 12月 8日  93學年第 2次校務會議通過 

94年 10月 5日  94學年第 1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修 正 後 條 文 原   條   文 說     明 

一、原條文 

 

 

 

 

二、本校另置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以下簡稱本委員會)，委員 19

名，由校長、主任秘書、學務長、

人事主任、教師代表 9名，職工

代表 2名、學生代表 3名及學生

家長 1名組成之。委員任期一

年，連選得連任。每學期至少開

會一次。 

 

三、本委員會教師代表宜自婦女性別

教育、社會、法律、心理、醫療

等相關領域專長教師中，由校長

優先遴聘之，學生代表由學生會

產生，職員代表由人事室推薦，

技工代表由總務處推薦學生家

長代表由學務處推薦產生，報請

校長聘任之。委員之聘任宜考慮

性別均衡之原則，女性委員名額

不得少於二分之一。 

 

四、原條文 

 

 

 

 

 

 

 

 

 

一、本校為推動性別平等教育，營造

無性別歧視教育環境及建立安

全和諧校園，特依性別平等教育

法第 6條訂定本要點。 

  

二、本校另置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以下簡稱本委員會)，委員 19

名，由校長、主任秘書、學務長、

人事主任、教師代表 9名，職工

代表 2名、學生代表 3名及學生

家長 1名組成之。委員任期一

年，得以連任，每學期至少開會

一次。 

     

三、本委員會教師代表宜自婦女性別

教育、社會、法律、心理、醫療

等相關領域專長教師中，由校長

優先遴聘之，學生代表由學生會

產生，職員代表由人事室推薦，

技工代表由總務處推薦產生，報

請校長聘任之。委員之聘任宜考

慮性別均衡之原則，女性委員名

額不得少於二分之一。 

 

 

四、為策畫與推動本校性別平等教育

相關業務，應： 

(一)由本委員會統整學校各單

位相關資源，擬訂性別平等

教育實施計畫與校園性侵

害及性騷擾之防治規定，建

立機制，落實並檢視其實施

成果。 

(二)由教務處研發 

    並推廣性別平 

 

 

 

 

 

文字修飾。 

 

 

 

 

 

 

 

 

根據校務代

表意見

補上學

生家長

代表產

生的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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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原條文 

 

 

 

 

六、若有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發

生，適用「國立成功大學校園性

侵害及性騷擾防治辦法」處理

之。 

 

七、原條文 

 

 

八、原條文 

 

    等教育之課、教 

    學及評量。 

(三)由學務處規劃或辦理學生

及家長性別平等教育相關

活動及推動社區有關性別

平等之家庭教育與社會教

育。 

(四)由人事室規劃 

    或辦理教職員 

    工性別平等教 

    育相關活動。 

(五)由總務處規劃 

    及建立性別平 

    等之安全校園 

    空間。 

(六)由本委員會調 

    查及處理與性 

    別平等教育法 

    有關之案件。 

(七)由秘書室協調 

    辦理其他關於 

    學校或社區之 

    性別平等教育 

    事務。 

 

五、本會各項計畫之推動單位，應指

定人員兼辦該單位有關性別平

等之業務。並建立完整資料檔

案。 

   

六、若有性別歧視及性侵害事件發

生、適用成功大學「性別歧視及

性侵害防治實施辦法」處理之。 

 

 

七、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性別

平等教育法規定辦理。 

 

八、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修正時亦同。 

 

 

 

 

 

 

 

 

 

 

 

 

 

 

 

 

 

 

 

 

 

 

 

 

 

 

 

 

根據 94年 3

月 30日

教育部

頒布的

「校園

性侵害

或性騷

擾防治

準則」

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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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3 

國立成功大學國際學術處設置辦法 

94年 10月 5日 94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為因應高等教育國際化，提昇本校與國際間之學術交流，推動國際合作及國際教

育事務，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八條之規定，設置「國立成功大學國際學術處」(以

下簡稱本處)。 

 

第二條 本處任務如下： 

一、推動及辦理本校與國外學校及學術機構簽約之相關事宜及學術交流活動。 

二、推動及承辦學生之國際性參訪及短期交流活動。 

三、協調教務處辦理外籍學生招生宣導、註冊、選課等事務及跨國雙學位學生進修事

務。 

四、辦理本校與簽約學校之交換學生進修計畫。 

五、辦理外籍生新生講習、交流活動、保險等事務，並協助辦理簽證之事宜。 

六、編輯成大英文簡訊。 

七、協助辦理各項國際學術合作、國際會議及國際學生事務等事宜 。 

 

第三條 本處依業務性質分為二組： 

一、國際合作組：負責推動國際學術合作交流並推展國際學者及學生交流事宜。 

二、國際學生事務組：負責外籍生之事務性工作及外籍生生活輔導相關事宜。 

 

第四條 本處置處長一人，由校長聘請校內副教授以上專任教師兼任，任期三年，得連任

一次。 

 

第五條 本處置秘書一人。下設二組，各組置組長一名，由本處處長簽請校長聘請助理教

授以上教師或職級相當人員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各組依業務需要，得置職員

若干人，其員額由本校總員額內調充。 

 

第六條 本處設國際學術委員會，由本處處長簽請校長聘請校內外教授或專家學者 12至 15

人組成委員會，研討國際學術之發展方向等相關事宜。相關組成辦法另定之。 

 

第七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並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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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 94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紀錄 

時間：94年 12月 28日（星期三）上午九時 

地點：國際會議廳第一演講室 

出席：如附件 1p.72 

主席：高校長 強                                     記錄：侯雲卿 

壹、頒獎： 

一、教育部第 49屆學術獎：顏鴻森教授 

二、本校 94學年度名譽教授：李建二教授 

三、本校 94學年度講座：林仁輝教授、曾永華教授 

四、本校 94年度產學合作成果特優教師：賴溪松教授、曾清凉教授 

五、本校 94學年度優質英語生活環境競賽：機械系、圖書館、外文系、學務處、

醫學系、秘書室 

貳、報告事項： 

一、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附件 2p.73；學務處確認報告附件 3-4p.75) 

二、主席報告： 

(一)立法院通過教育部五年五百億計畫經費後，本校將積極朝世界一流大學

邁進。學校之政策為「重點發展與全面提昇」。重點發展為 7個中心要

做到世界水準，這是質的部份。全面提昇是各院系的量要增加，最具體

的辦法是儘速將編制老師名額聘滿。本校之教師編制有 1400位左右，

目前學校約有 1100位老師，各系很多名額用於聘任兼任老師。協助各

院系的方式為學校對兼任老師不算缺，各院系可以用兼任老師的缺趕快

聘任，儘量將 1400位聘滿，增加的 300位老師的研究能量可以超過百

分之二十五。台大現有教師 1700多位，若本校能聘到 1400位老師，則

與台大幾可抗衡。 

(二)教育部要求本校附工須回歸母法，子體不能獨立行使行政權，應由母體

支援，其科主任、教務、總務、學務都要由大學部來支援。因此，請機

械系、電機系、建築系 3位系主任來協助處理附工之相關行政。招生方

面由於人口減少，高中生越來越少，附工將朝向逐步減班及減招。減班

之方式為將現有 9科名稱相近的科別規劃于以合併；每班學生由原來的

50名視情形加以減招。目前附工之入學學測成績約為 60分，已遠低於

一般高中，但本校仍很重視其教育。 

(三)大學法修訂立法院已三讀通過，很多權利下放至學校，如校長產生之方

式、設置副主管、學院可辦理學程的學位，教師不再只受教師法的規

範 、學校可訂相關辦法來提昇研發能力，最重要的是解聘、不續聘學

校有相當的權限，還有教師之三級三審也可視而有不同之審查方式。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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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要修改的辦法很多，請教務處、研發處及相關單位將需要修改的辦

法彙整後分工，進行修改。 

(四)英語環境建置方面，校園單位指標及網頁製作尚有少數單位未逹成，學

校將繼續追蹤，務必儘速改善。 

三、各一級單位及各委員會報告：（書面資料開會時已分送請參閱） 

參、報告案：研發處報告（附件 5p.95） 

肆、討論事項： 

第一案                                      提案單位：校長交議 

案由：擬聘利總務長德江為 94學年度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委員如說明，提

請 公決。 

說明： 

一、依據本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二條規定辦理。 

二、該委員會由校長擔任召集人，另由校長遴選十一位至十四位委員提經

校務會議同意後聘任之，任期兩年並得連任。委員中不兼行政職務之

教師代表不得少於三分之一，必要時得聘請校外專業人士參與。 

三、93及 94學年度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委員，已經校長遴選及校務會議

同意聘任委員名單如下： 

歐副校長善惠、蘇教務長炎坤、張總務長志強、黃研發長肇瑞、 

李主任丁進、閔館長振發、吳教授華林、何教授東波、于教授富雲、 

劉教授開鈴、簡教授金成、魏教授健宏、張教授冠諒。 

四、由於張總務長志強已於 94年 8月 1日退休，為補足委員會委員人數，

爰擬改聘利總務長德江為 94學年度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委員，任期 1

年。 

擬辦：通過後，請人事室發聘。 

決議：經投票超過半數通過由利總務長德江為 94學度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委員。 

 

第二案                                     提案單位：校長交議案    

案由：擬推薦本校化工系翁鴻山教授、工資管系陳梁軒教授擔任成大創業投

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電機系陳建富教授擔任該公司監事，提請同意。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 94年 9月 14日台高(三)字第 0940114452B號函規定(議

程附件 1 P 25)辦理。 

二、本校已於 94年 11月 16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出資新台幣 2,000

萬元投資由本校校友為主體之成大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議程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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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27)，以協助本校研發成果之技術移轉。 

三、依該公司章程規定，俟本校出資後可取得 2席董事及 1席監事。 

擬辦：通過後俟本校完成出資程序，知會成大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決議：經投票超過半數通過本校化工系翁鴻山教授、工資管系陳梁軒教授擔

任成大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電機系陳建富教授擔任該公司監

事，，聘期自 94年 12月 18日起。(備註：人事室張主任確認擔任官

股之董監事才須提校務會議同意。)  

第三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本校 96學年度擬增設系所班組案博士班部份，提請  討論。 

說明： 

一、依 94年 12月 14日本校 94學年度第 2次校務發展委員會議決議辦理。 

二、教育部 94 年 10 月 26 日來函規定增設特殊管制項目系所班組案需於

94年 12月 31日前報部申請，博士班申請案包含於特殊管制項目內，

經教務處以最速件函請各院系所有意提出申請者儘速擬定計畫書，提

校務發展委員會議討論。 

三、本次提出博士班申請案共計 2案，經校務發展委員會議票決決議通過： 

工學院：奈米科技暨微系統工程研究所 

管理學院：國際經營管理研究所（僅招外籍生） 

擬辦：討論通過依限報部。 

決議：照案通過。   

 

第四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擬修訂「本校特聘教授設置要點」，提請  討論。 

說明： 

一、依據本校 94年 5月 24日特聘教授設置要點修訂草案座談會建議事項

辦理。 

二、為配合特聘教授每 3 年審查制，本要點第三-（一）、三-（二）款特

聘教授資格擬由原訂 5年修訂為 3年。 

三、本校「教學特優教師獎勵與遴選辦法」業經 94.5.25第 151次行政會

議修訂通過，自明年度起將區分為「教學傑出」與「教學優良」兩類

獎項。為避免重複獎勵，特聘教授設置要點第三-（二）款條文擬於

94 學年度特聘教授遴選後刪除。本要點第三-（三）、三-（四）款擬

於 94 學年度特聘教授遴選後修訂為三-（二）、三-（三）款；第六-

（一）、六-（二）款條文亦隨之修訂。 

四、因本校講座設置辦法制定於特聘教授設置要點之先，部分講座教授並

未擔任特聘教授，且成大講座任期為三年，任滿不得續任，為鼓勵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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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教授任滿後繼續致力於學術研究，提昇本校學術水準，本要點第七

點擬增訂” 本校講座於申領講座教授獎助金三年期滿後得申請特聘

教授獎助金”等文字。 

五、本校特聘教授設置要點現行辦法、修訂草案及修訂條文對照表如議程

附件 3P30。 

擬辦：擬通過後實施並據以辦理 94學年度特聘教授公告及遴選作業。 

決議： 

一、修訂通過，如附件 6p.97。 

二、通過後實施。惟資格之時間認定依 95年 1月 11日 94學年第 3次會

議釐清如下： 

（一）依原要點第七點第（一）款規定：「符合特聘教授資格(一-二)款

之教授，經確認後聘任。」故申請首任特聘教授(含原 5年內具

特聘教授資格而未提出申請者)符合要點第三點（一-二）款之教

授，經確認後聘任之。 

（二）依原要點規定，凡已獲聘特聘教授者，第二次申請獎助時，因已

具特聘教授資格，並無聘任疑慮，故無第七點第（一）款之問題，

應依原要點第四點規定送審查委員會審查，並依第三點各款規定

可提送 5年內研究成果及相關資料至審查委員會，並依審查委員

會之決議處理。 

 

第五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擬修訂本校名譽教授贈予辦法部分條文，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本次主要修訂名譽教授贈予辦法推薦時程。  

二、檢附辦法修訂對照表、修訂草案、現行辦法與推薦表格（議

程附件 4P33）。 

擬辦：經校務會議討論通過後施行。  

決議： 

一、修訂通過，如附件 7p.100。 

二、辦法名稱授權教務處與法律系研究。   

三、學校相對應之聘書採用中、英文對照。  

    

第六案                                    提案單位：經費稽核委員會 

案由：擬修訂『國立成功大學經費稽核委員會內部稽核實施要點』，提請  討

論。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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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審計部查核本校 93 年度財務收支及決算，核有查明處理及注意事項

有關經費稽核委員會部分，針對本校尚無對內部控制情形之報告，及

缺乏對內部控制有效程度之評估，本校經費稽核委員會內部稽核實施

要點擬進行修訂。 

二、經費稽核委員會於 94年 6月 30日下午召開臨時會修訂，修訂草案如

議程附件 5P37。 

擬辦:修訂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決議:照案通過，如附件 8p.102。 

 

第七案                                   提案單位：經費稽核委員會 

案由：建議針對本校校友會館 BOT案成立一專案委員會，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本委員會基於對學校利益的保護原則下，對本校校友會館 BOT一案之

合約書內容有否不合理之處，以及針對招標計畫書、投標計畫書至最

後簽訂之契約書，進一步瞭解其中協商過程及是否有缺失和需改進之

處。  

二、依經費稽核委員會於 94年 6月 30日下午 3時 10分會議決議及 94年

7月 15日校長批示辦理（議程附件 6P38）。 

三、本委員會請示教育部經費稽核委員會相關條文解釋之回函（議程附件

7P40）。 

擬辦：本案通過後，建議於當天會議推選出專案委員會成員，由副校長（工

程方面）、總務長、交管系何志宏教授、都計系黃崑山副教授及學生

會長擔任當然委員，另請法律系推派 1名教師、教師會推選 1名、校

務會議教師代表推選 2名等共 9名，以共同組成『校友會館 BOT案專

案調查委員會』，並由副校長擔任召集人。 

決議： 

一、經投票同意成立專案委員會。 

二、委員會委員中之校務會議教師代表 2名，改為 1名由會計系推派，另

1名請有意參加者於 12月 30日中午前告知秘書室超過 1位，抽籤，

若無人有意願，請建築系推派 1名教師。 (推派結果：交管系推派張

有恆、法律系推派許忠信、會計系推派黎明淵、建築系推派陳長庚、

教師會推派楊澤泉) 

第八案                                        提案單位：圖書館 

案由：擬修訂「國立成功大學圖書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一條、第三條，提請 

討論。 

說明：配合本校組織規程修訂。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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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照案通過，如附件 9p.105。 

二、爾後僅因配合母法修訂或條次變更者，由校務發展委員會審議確定，

再提校務會議報告即可。 

第九案                                  提案單位：人事室、研究總中心 

案由：修訂本校「進用專案計畫教學人員實施要點」第 5點、「進用專案計

畫研究人員實施要點」第 4點、「進用專案計畫工作人員實施要點」

第 3點、第 11點及第 12點及依上開 3種實施要點所簽訂之契約書相

關條文，修訂條文對照表及修訂後條文如議程附件 9 P42，提請  討

論。 

說明：本次修訂重點如下： 

一、依「本校五項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規定檢核表」教育部複核意見：「請

學校明定負責控管單位及相關控管方式（含控管程序）或措施」修正。 

二、依教育部及行政院勞委會規定，專案計畫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工作

人員均應參加離職儲金（原可選擇是否參加），爰配合修正本校「進

用專案計畫工作人員實施要點」第 11 點及依上開 3 種實施要點所簽

訂之契約書相關條文。 

三、避免簽約人聘期未滿即自行離職且溢領薪資未繳回，爰增訂「及扣償

未工作期間之酬金外，如甲方另有損害並追償違約之損害賠償」等文

字，以資周延。 

擬辦：通過後施行。 

決議：修訂通過，如附件 10-15p.106。 

第十案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由：擬修訂「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本辦法經教育部 94年 10月 24日台高(三)字第 0940142288號函示修

訂如議程附件 10P55，並參酌校務會議代表之建議修訂。 

二、本辦法經 94年 11月 16日 94學年度第 1次教師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會議修訂。 

擬辦：本辦法經校務會議討論通過後，報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決議： 

一、修訂通過，如附件 16p.120。 

二、若保管組經本校組織規程報部通過易名為「資產管理組」，得提校務

發展委員會審議確定，再提校務會議報告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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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案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由：擬修訂「國立成功大學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要點」，提請 

討論。 

說明： 

一、配合教育部 94年 8月 25日台申字 0940117384號函送修正發布之「教

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準則」如議程附件 11 P66，修訂本校之

要點如議程附件 12P71。 

二、本要點業經 94年 11月 2日 94學年度第 1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會

議修訂。 

擬辦：本辦法經校務會議討論通過後，報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決議： 

一、修訂通過，如附件 17p.130。 

二、第二點第五項第二款「委員評議程序中，除經本會決議外，不得與當

事人、代表利益之人或利害關係人為程序外之接觸。」有關「評議程

序中」請申訴評議委員會界定。 

 

第十二案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修訂「國立成功大學自強宿舍配借及管理辦法」，提請 討論。 

說明： 

一、依 94年 9月 29日本校宿舍配借及管理委員會 93學年度第 2次會議

決議辦理。 

二、「國立成功大學航太所(系)宿舍配借及管理辦法」於 82年經行政會議

通過施行，唯當時訂定之時空背景，現已不存在，為使本校宿舍配借

能更公平，及制度之一致性，提請修訂。 

三、擬修訂條文如附「對照表」。(議程附件 13 P78) 

擬辦：通過後立即實施。 

決議： 

一、修訂通過，如附件 18p.138。 

二、航太系教師在辦法修訂前已任職且承諾准予進住者，仍適用原辦法。 

 

第十三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  人事室 

案由：擬修訂本校教師聘任辦法第五條第二項及第十二條，如修訂條文對照

表，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本校教師聘任辦法第五條第二項規定：「新聘助理教授於到職六年內未能

升等者，自第七年起不予續聘。但情況特殊，經教評會同意者，自第七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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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續聘二年，如二年內仍未能升等者，則不予續聘。新聘講師原則比照辦理。」 

二、教育所陸偉明所長建議：「考量新進人員多正逢建立家庭、哺育幼兒

之人生階段，學校可提供積極性之差別待遇，讓請育嬰假的教師可不

受六年之限制」。經一併考量因育嬰、侍親而留職停薪或延長病假之

情形，擬修訂條文如對照表。 

三、教育部前令頒「專科以上學校以國外學歷送審教師資格作業須知」第

参點、第肆點修正條文，並自 94 年 8 月 1 日生效，本次修正重點為

國外學歷認定原則中修業期限原訂「進修碩士學位者，至少需實際停

留在該校修滿 2個學期（Semester）或 3個學季（Quarter），博士學

位須修滿 4個學期或 6個學季，碩、博士學位同時修習須修滿 6個學

期或 9個學季。」修正為「進修碩士學位者，累計在當地學校修業時

間須滿 8 個月；進修博士學位者，須滿 16 個月；連續修讀碩、博士

學位者，須滿 24 個月。但其論文、個人著作或作品經學校初審及本

部複審通過者，不在此限。」 

四、依教育部 94年 9月 5日台學審字第 094011877號函示：以國內、國

外碩士或博士文憑送審教師資格者，學校均應落實實質審查之精神，

並將審查方式及評審標準明訂於校內相關聘任及升等辦法中，以維教

師資格審查制度之嚴謹。故本校針對新聘教師以學位送審助理教授及

講師資格者之著作外審方式，提案本校 94年 9月 28日 94學年度第 1

次校教評會討論，決議如下：由系比照升等辦法辦理專門著作（包含

學位論文）外審後，經三級教評會完成聘任程序。 

五、依「專科以上學校以國外學歷送審教師資格作業須知」規定，新聘教

師以學位送審助理教授及講師資格者，如其修讀碩士或博士之修業時

間不符合規定（即碩士修業期間未滿 8 個月、博士修業期間未滿 16

個月…），「但其論文、個人著作或作品經學校初審及本部複審通過

者，不受此限」，亦即新聘教師雖其學位修業期間不符合規定，但其

論文、個人著作或作品經外審通過者（本校為自審學校，不需送教育

部複審），亦得送審教師資格。（現行所有新聘教師以學位送審助理教

授資格者，其博士修業期間均符合「專科以上學校以國外學歷送審教

師資格作業須知」之規定。） 

六、修訂條文對照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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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訂  後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修  訂  說  明 

第五條 …… 

新聘助理教授於到職

六年內未能升等者，自

第七年起不予續聘。但

情況特殊，經教評會同

意者，自第七年起得續

聘二年，如二年內仍未

能升等者，則不予續

聘。期限內如有半年以

上因育嬰、侍親而留職

停薪或延長病假者，配

合兩年一聘之聘期順

延之。新聘講師原則比

照辦理。 

第五條 …… 

新聘助理教授於到職

六年內未能升等者，

自第七年起不予續

聘。但情況特殊，經

教評會同意者，自第

七年起得續聘二年，

如二年內仍未能升等

者，則不予續聘。新

聘講師原則比照辦

理。 

 

※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三十七條

規定：「專科以上學校教師之聘

期，初聘為一年，續聘第一次

為一年，以後續聘，每次均為

二年。」，因此在續聘聘期為二

年依法不能更動情形下，增訂

「期限內如有半年以上因育

嬰、侍親而留職停薪或延長病

假者，配合兩年一聘之聘期順

延之。」之規定。 

第十二條  以學位辦理聘任

助理教授或講師

者，經系（所）

依「專科以上學

校以國外學歷送

審教師資格作業

須知」之規定審

核，如其修讀碩

士或博士之修業

時間符合規定，

由系教評會比照

升等辦法辦理專

門著作（包含學

位論文）外審作

業，外審結果彙

提院、校級教評

會完成聘任程

序。 

經系（所）審核，

其修讀碩士或博

士之修業時間不

符合規定者，得專

案提三級教評會

討論，獲同意辦理

著作外審者，由教

務處比照升等辦

法，將其論文、個

第十二條  以學位辦理聘任之

教師，依規定檢件

由人事室報請教育

部備查及核發教師

證書，年資以教育

部核定年月起算。 

※依教育部規定，規範以學位

辦理聘任教師之程序。 

 

註：本辦法第十條：「教師聘任

以每學期辦理一次為原則，並

以每學期開始(二月一日或八

月一日)為起聘日期。各院應於

十二月十五日或六月十五日前

完成推薦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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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著作或作品送

外審，外審結果彙

提院、校級教評會

完成聘任程序。 

外審作業應於本

辦法第十條規定

之時限前完成。相

關前置作業，聘任

單位應視作業所

需時間提前辦理。 

聘任程序完成，依

規定檢件由人事

室報請教育部備

查及核發教師證

書，年資以教育部

核定年月起算。 

七、本案經 94年 10月 31日本校 94學年度第 2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修正

通過。 

決議：第十二條修訂通過如附件 19p.142；第五條請校教評會重新討論。 

 

第十四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人事室 

案由：擬修訂本校教師升等辦法第十條，如說明三，請  討論。 

說明： 

一、本校教師升等辦法第十條升等時程之項規定，教師升等每年於上學期

辦理一次。又，本校教師聘任辦法第五條第二項規定：「新聘助理教授

於到職六年內未能升等者，自第七年起不予續聘。但情況特殊，經教評會同

意者，自第七年起得續聘二年，如二年內仍未能升等者，則不予續聘。新聘

講師原則比照辦理。」 

二、助理教授任满三年方可申請升等副教授，依前開規定，新聘助理教授

於到職滿五年後第六年開始之上學期，為其通過升等之最後一次機

會，因此，新聘助理教授於到職六年內，可能僅有三次升等之機會。

且六年之內升等之規定即形同壓縮為五年，為此，歷史系建議修訂升

等時程，提供較多升等機會。爰擬於升等辦法第十條增訂新聘助理教

授適用之升等時程，如說明三，請  討論。 

三、增訂時程條文如下： 

第十條  ……… 

3. 85年 8月 1日以後新聘助理教授、講師於到職滿五年後者，

可另適用本預訂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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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院應依

作業所需

時間自行

訂定各系

所向院提

出之時限 

各系所應

依據各院

之規定自

行訂定初

審時間 

二月底以前 
五月十五日 

以      前 
五月底以前 

六月十五日 

以      前 

各院向教務處

提出著作外審

資料 

校完成著作外

審 

1.各院完成複

審 

2.向教務處提

出 

校教師評審 

委員會審議 

四、本案經 94年 10月 31日本校 94學年度第 2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修正

通過。 

決議： 

一、修訂通過，如附件 20p.145。  

二、本辦法適用於新聘助理教授、講師滿五年半及七年半者尚未通過升等

者申請。 

 

第十五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人事室 

案由：擬修訂「國立成功大學教授、副教授休假研究辦法」如後附

條文修正對照表 (議程附件 14 P80)，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本案業經 94年 9月 28日 94學年第 1次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通過並

依審議決議辦理。 

二、本次修正係依 93 學年度第 7 次及第 8 次教師評審委員會會

議決議辦理，釐清分段休假研究之申請時間點及教授合併副

教授服務年資計算規定；並增訂藝術類教授、副教授休假資

格審查辦法、因故停聘教師服務年資之計算；另刪除員額計

算得逐年累計之規定。 

擬辦：本案經審議通過後即轉知本校教師依修正後規定辦理。 

決議：修訂通過，如附件 21p.147。 

伍、臨時動議：無 

陸、散會：下午 12時 4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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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國立成功大學 94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出(列)席名單 

時間：94年 12月 28日上午 9時 

地點：國際會議廳第一演講室 

出席：宋瑞珍 蘇炎坤 柯慧貞(陳省盱代) 利德江  黃肇瑞  楊明宗     張克勤 張高評 

余樹楨 張文昌 吳文騰 李清庭 徐明福  吳萬益 陳振宇 陳志鴻（蔡森田代） 

謝錫堃（陳日昇代） 陳省盱  閔振發（程碧梧代） 張丁財  李丁進（楊明宗代） 

徐德修 王永和 曾永華 王三慶（郭長生代） 王偉勇 林朝成 陳璧清 盧慧娟   

王文霞  王  琪  張高評  劉梅琴  應鳳凰  柯文峰  傅永貴  田  聰              

許瑞榮（蘇漢宗代） 周維揚 孫亦文（何瑞文代） 何瑞文 曾清凉 張素瓊      

麥愛堂 黃定鼎 楊惠郎（陳宗嶽代） 陳宗嶽 張錦裕 顏鴻森 朱銘祥 劉瑞祥 

陳進成 周澤川 李振誥   林再興 陳引幹 郭瑞昭 吳致平 李宇欣 李德河

（吳建宏代）  游保杉 蔡長泰 黃吉川 侯廷偉 何明字 張憲彰 趙儒民   

黃正能 楊澤民 曾義星 楊 名（曾義星代）王鴻博（廖紋藺代） 張祖恩 胡潛濱 

黃啟鐘 許渭州 王 醴（朱聖緣代） 梁從主  戴政祺 林瑞禮 劉文超 陳 敬 

李 強 傅朝卿 陳彥仲 林享博 陳國祥 陸定邦 王泰裕 林清河 陳梁軒   

林正章 劉宗其 康信鴻 王明隆 邱正仁 吳鐵肩（李婉甄代） 潘浙楠 湯銘哲  

陳洵瑛（湯銘哲代） 任卓穎（湯銘哲代） 吳昭良 賴明德 劉校生 何漣漪      

林以行 許桂森 李益謙 王新台 吳俊宗 蔡瑞真  黎煥耀 黃美智（柯乃熒代） 

謝淑珠 黃英修 施陳美津 張哲豪 徐永玟 蔡佩倫 蘇慧貞（劉明毅代）      

王東堯 徐畢卿 張明熙  賴明亮 林其和（宋瑞珍代）王富美 宋鎮照 謝文真 

郭麗珍  蔡維音 陸偉明 湯 堯 黃永賢（洪甄憶代）林麗娟 李劍如 陳明輝 

鍾光民 許瑞芳 陳志新 楊傑年 張哲銘 吳昌振 洪宗志 李宇恩 李洋宇  

列席：李建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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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國立成功大學 94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表 

94年 12月 28日 

 決 議 案 摘 要 承 辦 單 位 執 行 情 形 

第一案 

案由：本校擬分別與瓜地馬拉聖卡洛斯大

學（ University of San Carlos, 

Guatemala）、美國奧本大學

（ Auburn University）、大陸地

區山東大學、荷蘭萊登大學

(Leiden University)、韓國國立

首爾大學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及延世大學 (Yonsei 

University)簽約案，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 

案由：擬精簡重整本處組織架構如規劃書(附件

7P45)請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第三案 

案由：擬修訂本校學生獎懲要點第八條、第九條與

第十五條，提請  討論。 

決議：修正通過。 

 

第四案  

案由：擬修訂本校學生獎懲委員會設置辦法名稱、

條文標示、第三條與第八條，提請  討論。 

決議：修正通過。 

 

 

 

 

 

 

 

 

 

研發處： 

一、瓜地馬拉聖卡洛斯大學，大陸地

區山東大學及荷蘭萊登大學已以

郵寄方式進行簽約中。 

二、美國奧本大學已於今(94) 7月 7

日完成簽約。 

三、韓國國立首爾大學及延世大學已

於今(94)年 10月 18日校長去訪

時完成簽約。 

 

 

 

教務處：遵照決議辦理。 

研發處：已修訂組織規程相關條文。 

 

 

 

學務處： 

一、照案辦理。 

二、本案業已函請教育部備查。 

 

 

學務處： 

一、照案辦理。 

二、奉 教育部中華民國 94 年 11 月

24 日台訓(二)字第 0940161554

號書函回覆：請本於權責核處，

免報部核定。因此，擬建議將本

設置要點之第九點條文配合修正

為：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研發處：將修訂組織規程第 24條第 1

項第 19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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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案 

案由：擬修訂 「國立成功大學性別平等教育委員

會設置要點」，提請  討論。 

決議：修正通過。 

 

第六案 

案由：擬廢除「國立成功大學性別歧視及性侵犯防

制實施辦法」並訂定「國立成功大學校園性

侵害及性騷擾防治辦法」（草案）提請  討

論。 

決議：授權學務處作文字修正，並於下次會議報告。 

 

 

第七案 
案由：擬修訂「成功大學組織規程」第三章第二十

五條有關校長續任辦法部分條文，提請討

論。 

決議：依 89年 6月 21日 88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

議紀錄翁鴻山代理校長之指示：請研發處召

開座談會或公聽會研議。故請研發處組成小

組進行研議，將校長遴選辦法之參與權除老

師外，是否考慮再納入職員及學生部份，俟

完成研議後再提出討論。 

 

 

 

 

第八案 

案由：擬將本（總務）處現設之保管組更名為資產

管理組，以應未來校務發展需要，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第九案 

案由：擬訂定國立成功大學國際學術處設置辦法

（草案），提請  討論。 

決議：修正通過，並請將本辦法譯成英文公告之。 

 

 

學務處：已依照校務代表意見修訂，

擬於本次校務會議提請確

認。P13 

 

 

學務處：已依照校務代表意見作文字

修正並擬於本次校務會議，

提請 確認。P14 

研發處：已將相關組織規程提

94.12.28校務會議報告。 

 

 

 

研發處:大學法修正案已經立法院三

讀通過(94.12.13)，有關校

長續聘部分條文已修訂為：

第九條第五項「教育部及各

該所屬地方政府應於校長聘

期屆滿十個月前進行評鑑，

作為大學決定是否續聘之參

考。」 

另為因應大學法之修正，「國

立成功大學組織規程」及「國

立成功大學校長遴選辦法」

正由研發處組成小組進行研

議修訂中。 

總務處：已洽請研發處修訂本校組織

規程報部。 

研發處：已修訂組織規程條文。 

 

 

 

研發處：遵照決議辦理，並已於 11月

17 日 以 成 大 研 發 字 第

0940006510號函報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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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國立成功大學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設置要點 

93年 12月 8日 93學年第 2次校務會議通過 

94年 10月 5日 94學年第 1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一、本校為推動性別平等教育，營造無性別歧視教育環境及建立安全和諧校園， 

    特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第六條訂定本要點。 

二、本校另置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委員 19名，由校長、主任秘書、學

務長、人事主任、教師代表 9名，職工代表 2名、學生代表 3名及學生家長 1名組成之。

由校長擔任主任委員；委員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每學期至少開會一次。 

三、本委員會教師代表宜自婦女性別教育、社會、法律、心理、醫療等相關領域 

    專長教師中，由校長優先遴聘之，學生代表由學生會產生，職員代表由人事 

    室推薦，技工代表由總務處推薦，學生家長代表由學務處推薦產生，報請校  

    長聘任之。委員之聘任宜考慮性別均衡之原則，女性委員名額不得少於二分 

    之一。 

四、為策畫與推動本校性別平等教育相關業務，應： 

(一)由本委員會統整學校各單位相關資源，擬訂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計畫與校園性侵害及

性騷擾之防治規定，建立機制，落實並檢視其實施成果。 

(二)由教務處研發並推廣性別平等教育之課程、教學及評量。 

    (三)由學務處規劃或辦理學生及家長性別平等教育相關活動及推動社區有 

        關性別平等之家庭教育與社會教育。 

(四)由人事室規劃或辦理教職員工性別平等教育相關活動。 

(五)由總務處規劃及建立性別平等之安全校園空間。 

(六)由本委員會調查及處理與性別平等教育法有關之案件。 

(七)由秘書室協調辦理其他關於學校或社區之性別平等教育事務。 

五、本會各項計畫之推動單位，應指定人員兼辦該單位有關性別平等之業務；並 

建立完整資料檔案。 

六、若有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發生，適用「國立成功大學校園性侵害及性騷擾防治辦法」

處理之。 

七、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性別平等教育法」規定辦理。 

八、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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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國立成功大學校園性侵害及性騷擾防治辦法（根據 941005校務代表意見修定） 

修正後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 一 條 為預防及處理性侵害及

性騷擾事件，特依教育

部於中華民國 94年 3月

30 日頒布之「校園性侵

害或性騷擾防治準則」

（以下簡稱本準則），訂

定「國立成功大學校園

性侵害及性騷擾防治辦

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 一 條  為預防及處理性侵害及

性騷擾事件，特依教育

部於中華民國 94 年 3

月 30 日頒布之「校園

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

準則」，訂定「國立成

功大學校園性侵害及

性騷擾防治辦法」(以

下簡稱本辦法)。 

 

依據「校園性侵害或 

性騷擾防治準則」第 

一條訂定。 

第 二 條  (未修訂) 

 

第 二 條  本辦法之目的在於推動

本校教職員工生建立正

確的性別平等觀念，並

就性侵害及性騷擾之相

關問題，採取預防及處

理措施，以建立一個免

於恐懼威脅的教育環

境。 

 

依據「校園性侵害或 

性騷擾防治準則」第 

二條訂定之。 

第 三 條 根據「性別平等教育法」

（以下稱本法）第二

條，本辦法所指之性侵

害及性騷擾之定義如

下： 

一、性侵害：指性侵害犯

罪防治法所稱性侵

害犯罪之行為。 

二、性騷擾：指符合下列

情形之一，且未達性

侵害之程度者： 

(1) 以明示或暗示之

方式，從事不受歡

迎且具有性意味

或性別歧視之言

詞或行為，致影響

他 人 之 人 格 尊

嚴、學習或工作之

機會或表現者。 

(2)以性或性別有關

之行為，作為自己

或他人獲得、喪失

或減損其學習或

第 三 條 根據「性別平等教育法」

第二條，本辦法所指之

性侵害及性騷擾之定義

如下： 

一、性侵害：性侵害犯罪

防治法所稱性侵害

犯罪之行為。 

二、性騷擾：符合下列情

形之一，且未達性侵

害之程度者： 

(1)以明示或暗示之

方式，從事不受歡

迎且具有性意味

或性別歧視之言

詞或行為，致影響

他 人 之 人 格 尊

嚴、學習或工作之

機會或表示者。 

(2)以性或性別有關

之行為，作為自己

或他人獲得、喪失

或減損其學習或

工作有關權益之

依據「性別平等教育 

法」第二條訂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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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有關權益之

條件者。  

 

條件者。  

 

第 四 條  (未修訂) 第 四 條  於處理校園性侵害或性

騷擾事件時，本校應主

動提供下列性侵害或性

騷擾防治及救濟等資訊

予相關人員： 

一、校園性騷擾或性侵害

事件之界定、類型及相

關法規。 

二、被害人之權益保障及

學校所提供之必要協

助。 

三、申請調查、申復及救

濟之機制。 

四、相關之主管機關及權

責單位。 

五、提供資源協助之團體

及網絡。 

六、其他本校性別平等教

育委員會認為必要之

事項。 

 

依據「校園性侵害或 

性騷擾防治準則」第 

三條訂定之。 

第 五 條 (未修訂) 第 五 條  為預防、宣導與處理有

關性侵害或性騷擾之申

訴案件，特設置性侵害

或性騷擾防治小組（以

下簡稱本小組）。 

依據「校園性侵害或 

性騷擾防治準則」第 

十五條訂定之。 

第 六 條  本小組設置以三人或五

人為原則，其成員之組

成，依本法第三十條第

三項之規定。相關處理

人員有涉入個案情事

者，應迴避之。校園性

侵害或性騷擾事件當事

人之輔導人員，應迴避

該事件之調查工作；參

與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

事件之調查及處理人

員，亦應迴避對該當事

人之輔導工作。 

  學校或主管機關針

對擔任調查小組之成

員，應予公差假登記，

並依法令或學校規定

第 六 條  本小組設置以三人或五

人為原則，由本校性別

平等教育委員會之委員

組成。相關處理人員有

涉入個案情事者，應迴

避之。校園性侵害或性

騷擾事件當事人之輔導

人員，應迴避該事件之

調查工作；參與校園性

侵害或性騷擾事件之調

查及處理人員，亦應迴

避對該當事人之輔導工

作。 

  學校或主管機關針對

擔任調查小組之成員，

應予公差假登記，並依

法令或學校規定支給交

依據「性別平等教育 

法」第三十條第三項 

訂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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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給交通費或相關費

用。 

通費或相關費用。 

第 七 條   為防止及處理性侵害

及性騷擾之發生，本

小組應進行下列工

作： 

一、於學生事務處學生輔

導組設置專用信箱

和申訴專線，接受申

訴。 

二、對相關案件進行調

查、調解及仲裁。 

三、針對相關個案提供危

機處理，並視需要轉

介當事人至專責機

構或本校輔導中心

進行心理輔導或治

療。 

四、對性侵犯和性騷擾的

預防、處置作定期的

評估及檢討，並定期

舉行性別議題之研

討。 

五、利用多元管道，公告

周知本辦法所規範

之事項，納入教職員

工 聘 約 及 學 生 手

冊，並編印「學校性

騷擾及性侵犯處理

與防治手冊」及相關

資料廣為宣導。 

 

第 七 條 為防止及處理性侵害及

性騷擾之發生，本小組

應進行下列工作： 

一、設置專用信箱和申訴

專線，接受申訴。 

二、對相關案件進行調

查、調解及仲裁。 

三、針對相關個案提供危

機處理，並視需要轉

介當事人至專責機

構或本校輔導中心

進行心理輔導或治

療。 

四、對性侵犯和性騷擾的

預防、處置作定期的

評估及檢討，並定期

舉行性別議題之研

討。 

五、利用多元管道，公告

周知本辦法所規範

之事項，納入教職員

工 聘 約 及 學 生 手

冊，並編印「學校性

騷擾及性侵犯處理

與防治手冊」及相關

資料廣為宣導。 

 

依據「校園性侵害或 

性騷擾防治準則」第 

十三條訂定之。 

第 八 條  (未修訂) 第 八 條  為防治校園性侵害或性

騷擾，總務處應定期檢

視校園整體安全，依空

間配置、管理與保全、

標示系統、求救系統與

安全路線、照明與空間

穿透性及其他空間安全

要素，定期檢討校園空

間及設施之使用情形，

並記錄校園內曾經發生

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之

空間、製作校園空間檢

視報告及依據實際需要

繪製校園危險地圖，以

依據「校園性侵害或 

性騷擾防治準則」第 

四條訂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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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校園空間改善。 

第 九 條  (未修訂) 

 

第 九 條  總務處應定期舉行校園

空間安全檢視說明會，

邀集專業空間設計者、

師生職員及其他校園使

用者參與，公告前條檢

視成果、檢視報告及相

關紀錄，並檢視校園危

險空間改善進度。 

 

依據「校園性侵害或 

性騷擾防治準則」第 

五條訂定之。 

第 十 條  (未修訂) 

 

第 十 條  學校教職員工生於進行

校內外教學與人際互

動時，應尊重性別多元

與個別差異。 

 

依據「校園性侵害或 

性騷擾防治準則」第 

六條訂定之。 

第十一條  (未修訂) 

 

第十一條  教師於執行教學、指導

、訓練、評鑑、管理、

輔導或提供學生工作機

會時，在與性或性別有

關之人際互動上，不得

發展有違專業倫理之關

係。  

教師發現其與學生間

之關係有違反前項專業

倫理之虞時，應主動迴

避教學、指導、訓練、

評鑑、管理、輔導或提

供學生工作機會。 

 

依據「校園性侵害或 

性騷擾防治準則」第 

七條訂定之。 

第十二條  (未修訂) 

 

第十二條 學生應尊重他人與自己

之性或身體之自主，不

得有下列行為： 

一、不受歡迎之追求行

為。 

二、以強制或暴力手段處

理與性或性別有關

之衝突。 

三、其他有違善良風俗之

行為。 

 

依據「校園性侵害或 

性騷擾防治準則」第 

八條訂定之。 

第十三條  (未修訂) 第十三條  本辦法所指之校園性侵

害或性騷擾事件，包括

不同學校間所發生者，

其名詞定義如下： 

一、教師：指專任教師、

兼任教師、代理教

依據「校園性侵害或 

性騷擾防治準則」第 

九條訂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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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代課教師、護理

教師、教官及其他執

行教學、研究或教育

實習之人員。 

二、職工：指前款教師以

外，於學校執行行政

事務或庶務之人員。 

三、學生：指在學或接

受進修推廣教育者。 

第十四條  (未修訂) 

 

第十四條  申訴程序如下： 

一、校園性騷擾或性侵害

事件之被害人或其

法定代理人（以下簡

稱申請人）、   檢舉

人得以正式具名之

書面資料或口頭方

式，經由性別平等教

育委員會之專用信

箱、申訴專線或向行

為人於行為發生時

所屬之單位主管提

出申訴。但學校之首

長為加害人時，應向

學校所屬主管機關

申請調查。接獲申請

或檢舉之學校或主

管 機 關 無 管 轄 權

者，應將該案件於七

日內移送其他有管

轄權者。 

二、對於已公開之相關案

件雖未經當事人提

出申訴，為維護校譽

與本校教職員工生

之權益，本小組應主

動處理。處理程序同

申訴案件方式。 

三、本小組受理申訴後，

應於七日內進行處

理並調查之，並於六

十日內提出調查報

告，但重大案件者得

於三個月內提出。 

四、處理期間，當事人可

以要求輔佐人陪同

接受調查。輔佐人得

依據「校園性侵害或 

性騷擾防治準則」第 

十二、十三、十七條

訂定之。 

94-2校務會議(94.12.28)紀錄-20-



 81 

由 當 事 人 自 行 指

定，本小組亦得邀請

相關人員參與調查

工作。 

五、調查結束後，本小組

應就調查過程及決

議，向校長、相關當

事人及其主管提出

報告，並要求處置。 

第十五條  (未修訂)  

 

第十五條 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

件之申請人或檢舉人得

以書面申請調查；其以言

詞為之者，學校應作成紀

錄，經向申請人或檢舉人

朗讀或使閱覽，確認其內

容無誤後，由其簽名或蓋

章。 

         前項書面或言詞作成之

紀錄，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申請人或檢舉人姓

名、身分證明文件字

號、服務或就學之單

位及職稱、住居所、

聯絡電話及申請調

查日期。 

二、申請人委任代理人代

為申請調查者，應檢

附委任書，並載明其

姓名、身分證明文件

字號、住居所、聯絡

電話。 

三、申請調查之事實內容

及其相關證據。 

 

依據「校園性侵害或 

性騷擾防治準則」第 

十二條訂定之。 

第十六條  學校接獲校園性侵害或

性騷擾事件時，以學生

事務處學生輔導組為收

件單位，除有本法第二

十九條第二項所定事由

外，應於三個工作日內

將該事件交由所設之性

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

處理。 

學生事務處於收件後，

應指派專人處理相關行

政事宜，學校相關單位

 一、依據「校園性侵

害或性騷擾防

治準則」第十

三條訂定之。 

二、增加條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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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應配合協助。 

 

第十七條 (條次變更) 

 

第十六條  本小組應於接獲申請調

查或檢舉後二十日內，

以書面通知申請人或檢

舉人是否受理。不受理

之書面通知應敘明理

由，並告知申請人或檢

舉人申復之期限及受理

單位。 

    申請人或檢舉人於

前項之期限內未收到通

知或接獲不受理通知之

次日起二十日內，得以

書面具明理由，向學校

提出申復；其以言詞為

之者，學校應作成紀

錄，經向申請人或檢舉

人朗讀或使閱覽，確認

其內容無誤後，由其簽

名或蓋章。前項不受理

之申復以一次為限。 

             本 小 組 接 獲 申 復

後，應於二十日內以書

面通知申復人申復結

果。申復有理由者，本

小組將著手調查處理。 

 

一、依據「校園性侵

害或性騷擾防

治準則」第十四

條訂定之。 

二、條次變更。 

第十八條  (條次變更)  

 

第十七條  學校知悉校園性侵害或

性騷擾事件時，應向所

屬主管或上級機關通

報。 

  本小組處理校園性侵

害或性騷擾事件時，應

依相關法律規定通報，

除有調查必要、基於公

共安全之考量或法規另

有特別規定者外，對於

當事人及檢舉人之姓名

或其他足以辨識其身分

之資料，應予以保密。 

一、依據「校園性侵

害或性騷擾防

治準則」第十一

條訂定之。 

二、條次變更。 

第十九條  (條次變更) 

 

第十八條  學校教職員工生確涉入

性騷擾或性侵犯事件

應依相關法令予以懲

處。對在心智喪失、精

神耗弱等狀況下之受

一、委員會自訂。 

二、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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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人實施性行為者，不

得以受害人無拒絕為

由規避性侵犯責任。 

第二十條  (條次變更) 

 

第十九條  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

件之當事人、檢舉人及

證人之姓名 及其他足

以辨識身分之資料，學

校除有調查之必要或基

於公共安全之考量者

外，應予保密。負有保

密義務者，包括學校內

負責處理校園性侵害或

性騷擾事件之所有人

員。負保密義務者洩密

時，應依刑法或其他相

關法規處罰。 

    學校就記載有當事

人、檢舉人、證人姓名

之原始文書應予封存，

不得供閱覽或提供予偵

查、審判機關以外之

人。但法律另有規定者

不在此限。除原始文書

外，調查處理校園性侵

害或性騷擾事件人員對

外所另行製作之文書，

應將當事人、檢舉人、

證人之真實姓名及其他

足以辨識身分之資料刪

除，並以代號為之。 

 

一、依據「校園性侵

害或性騷擾防

治準則」第十八

條訂定之。 

二、條次變更。 

第二十一條  本辦法所指具性侵害

或性騷擾事件調查專

業素養之專家學者，

應符合下列資格之

一： 

一、 持有中央或直轄

市、縣（市）主管

機關校園性侵害

或性騷擾調查知

能培訓結業證

書，且經中央或直

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所設性別

平等教育委員會

核可並納入調查

第二十條  本辦法所指具性侵害或

性騷擾事件調查專業素

養之專家學者，應符合

下列資格之一： 

一、 持有中央或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

關校園性侵害或性

騷擾調查知能培訓

結業證書，且經中央

或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所設性別

平等教育委員會核

可並納入調查專業

人才庫者。 

二、 曾調查處理校園性

一、依據「校園性侵

害或性騷擾防治

準則」第十六、

十七條訂定之。 

二、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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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人才庫者。 

二、 曾調查處理校園

性侵害或性騷擾

事 件 有 具 體 績

效，且經中央或直

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所設性別

平等教育委員會

核可並納入調查

專業人才庫者。 

  本小組調查處理

校園性侵害或性騷

擾事件時，依下列方

式辦理：  

一、當事人為未成年

者，接受調查時

得由法定代理

人陪同。 

二、行為人與被害

人、檢舉人或證

人有權力不對

等之情形者，應

避免其對質。必

要時，得於不違

反保密義務之

範圍內另作成

書面資料，交由

行為人閱覽或

告以要旨。 

三、申請人撤回申請

調查時，學校或

主管機關得繼續

調查處理。 

 

侵害或性騷擾事件

有具體績效，且經中

央或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所設性別

平等教育委員會核

可並納入調查專業

人才庫者。 

中央或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應定期培訓校

園性侵害或性騷擾調查

專業人員，並建立人才

庫，提供各級學校或主管

機關為延聘之參考。（刪

除） 

  本小組調查處理校園

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

時，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當事人為未成年者，

接受調查時得由法

定代理人陪同。 

二、行為人與被害人、檢

舉人或證人有權力

不對等之情形者，應

避免其對質。必要

時，得於不違反保密

義務之範圍內另作

成書面資料，交由行

為人閱覽或告以要

旨。 

三、申請人撤回申請調查

時，學校或主管機關

得繼續調查處理。 

 

第二十二條  (條次變更)  

 

第二十一條 本小組之調查處理不受

該事件司法程序是否

進行及處理結果之影

響。前項之調查程序，

不因行為人喪失原身

分而中止。申訴者如因

個人權益考量要求暫

緩調查，本小組得視情

況決定之。 

 

一、依據「校園性侵

害或性騷擾防治

準則」第二十二

條訂定之。 

二、條次變更。 

第二十三條  (條次變更)  

 

第二十二條 為保障校園性侵害或

性騷擾事件當事人之

一、依據「校園性侵

害或性騷擾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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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教權或工作權，於

必要時進行下列處

置： 

一、彈性處理當事人

之出缺勤紀錄或

成績考核，並積極

協助其課業或職

務。     

二、尊重被害人之意

願，減低當事人雙

方互動之機會。 

三、採取必要處置，

以避免報復情事。 

四、減低行為人再度

加害之可能。 

五、其他必要之處置。 

 

準則」第十九條

訂定之。 

二、條次變更。 

第二十四條 (條次變更) 

 

第二十三條 本小組應視當事人之

身心狀況，主動轉介至

各相關機構，必要時對

當事人提供下列協助： 

一、心理諮商輔導。 

二、法律諮詢管道。 

三、課業協助。 

四、經濟協助。 

五、其他本小組認為

必要之協助。 

 

一、依據「校園性侵

害或性騷擾防

治準則」第二

十、二十一條訂

定之。 

二、條次變更。 

第二十五條  (條次變更)。 

 

第二十四條  對於與校園性侵害或

性騷擾事件有關之事

實認定，應依據本小

組之調查報告。 

本小組調查報告建議

之懲處涉及改變加害

人身分時，應給予其

書面陳述意見之機

會。 

 

一、依據「校園性侵

害或性騷擾防治

準則」第二十三

條訂定之。 

二、條次變更。 

第二十六條 (條次變更) 第二十五條  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

事件經本小組調查屬

實後，將依相關法律

或法規規定處理。若

其他機關依相關法律

或法規有處理權限

時，學校應將該事件

移送其他權責機關處

一、依據「校園性侵

害或性騷擾防治

準則」第二十四

條訂定之。 

二、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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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學校除依相關法

律或法規處理外，並

得依性別平等教育法

第二十五條命加害人

為下列一款或數款之

處置： 

一、經被害人或其法定

代理之同意，向被害

人道歉。 

二、接受八小時性別平

等教育相關課程。 

三、接受心理輔導。 

四、其他符合教育目的

之措施。 

  學校執行時並應採取必

要之措施，以確保加害人

之配合遵守。 

  本小組若證實申訴不實

或有誣告之事實者，應依

法對申請人為適當之處

理。學生交由學生事務處

依規定處理，職工分別交

由人事室或總務處，教師

交由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處

理。 

 

第二十七條  (條次變更) 第二十六條 學校將處理結果以書

面通知申請人及行為

人時，應告知申復之

期限及受理單位。 

  申請人及行為人對

學校處理之結果不服

者，得於收到書面通

知次日起二十日內，

以書面具明理由向學

校申復；其以言詞為

之者，受理之學校應

作成紀錄，經向申請

人或行為人朗讀或使

閱覽，確認其內容無

誤後，由其簽名或蓋

章。 

  除學校發現調查程

序有重大瑕疵或有足

以影響原調查認定之

新事實、新證據時，

一、依據「校園性侵

害或性騷擾防治

準則」第二十五

條訂定之。 

二、條次變更。 

94-2校務會議(94.12.28)紀錄-26-



 87 

得要求性別平等教育

委員會重新調查，否

則不得要求重新調

查。 

 

第二十八條 (條次變更) 

 

第二十七條 學校接獲申復後，應

於二十日內以書面通

知申復人申復結果。 

 

一、依據「校園性侵

害或性騷擾防治

準則」第二十五

條訂定之。 

二、條次變更。 

第二十九條  (條次變更) 

 

第二十八條  本小組建立之檔案資

料，應分為原始檔案

與報告檔案並指定

專責單位保管。 

             前項原始檔案應予

保密，其內容包括下

列資料： 

一、事件發生之時

間、樣態。 

二、事件相關當事人

（包括檢舉人、

被害人、加害

人）。 

三、事件處理人員、

流程及紀錄。 

四、事件處理所製作

之文書、取得之

證據及其他相關

資料。 

五、加害人之姓名、

職稱或學籍資

料、家庭背景等。 

第一項報告檔案，應包

括下列資料： 

一、事件發生之時間、

樣態以及以代號

呈現之各該當事

人。 

二、事件處理過程及結

論。 

 

一、依據「校園性侵

害或性騷擾防治

準則」第二十六

條訂定之。 

二、條次變更。 

第三十條 (條次變更) 

 

第二十九條 本小組為顧及當事人

雙方的權益，對於申訴

案件必要時得指派專

案小組進行調解。調解

程序如下： 

一、依據「校園性侵

害或性騷擾防治

準則」第二十八

條訂定之。 

二、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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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調解之前應先有詳

盡的個別會談，以

了解雙方立場，並

提出初步評估。 

二、召開調解會議，除

申訴者和被控者

應出席外，雙方均

可由輔佐人陪同。 

三、事件經調解成功

者，應做成調解

書，並應經雙方當

事人簽字。 

 

第三十一條 (條次變更) 

 

第三十條  本小組之業務由學生事

務處學生輔導組協助處

理，對外發言由秘書室

統籌辦理。 

 

一、委員會自訂。 

二、條次變更。 

第三十二條 (條次變更) 

 

第三十一條  本辦法所需經費於本

校相關支出項目下支

應。 

 

一、委員會自訂。 

二、條次變更。 

第三十三條 本辦法若有未盡事

宜，依相關規定辦理。 

 一、委員會自訂。 

二、條次增加。 

第三十四條 (條次變更) 

 

第三十二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

過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一、委員會自訂 

二、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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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校園性侵害及性騷擾防治辦法 

94年 10月 05日 94學年第 1次校務會議通過 

第一章  總  則 

 

第 一 條  為預防及處理性侵害及性騷擾事件，特依教育部於中華民國 94年 3月 30日頒布

之「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準則」（以下簡稱本準則），訂定「國立成功大學校

園性侵害及性騷擾防治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辦法之目的在於推動本校教職員工生建立正確的性別平等觀念，並就性侵害及

性騷擾之相關問題，採取預防及處理措施，以建立一個免於恐懼威脅的教育環境。 

第 三 條 根據「性別平等教育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二條，本辦法所指之性侵害及性騷擾

之定義如下： 

一、性侵害：指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所稱性侵害犯罪之行為。 

二、性騷擾：指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未達性侵害之程度者： 

(1) 以明示或暗示之方式，從事不受歡迎且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

言詞或行為，致影響他人之人格尊嚴、學習或工作之機會或表現

者。 

(2) 以性或性別有關之行為，作為自己或他人獲得、喪失或減損其學

習或工作有關權益之條件者。 

第 四 條  於處理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時，本校應主動提供下列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及

救濟等資訊予相關人員： 

一、校園性騷擾或性侵害事件之界定、類型及相關法規。 

二、被害人之權益保障及學校所提供之必要協助。 

三、申請調查、申復及救濟之機制。 

四、相關之主管機關及權責單位。 

五、提供資源協助之團體及網絡。 

六、其他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認為必要之事項。 

 

第二章  組織及職權 

 

第 五 條  為預防、宣導與處理有關性侵害或性騷擾之申訴案件，特設置性侵害或性騷擾防

治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  

第 六 條  本小組設置以三人或五人為原則，其成員之組成，依本法第三十條第三項之規定。

相關處理人員有涉入個案情事者，應迴避之。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當事人之

輔導人員，應迴避該事件之調查工作；參與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之調查及處

理人員，亦應迴避對該當事人之輔導工作。 

    學校或主管機關針對擔任調查小組之成員，應予公差假登記，並依法令或學校

規定支給交通費或相關費用。  

第 七 條  為防止及處理性侵害及性騷擾之發生，本小組應進行下列工作： 

一、於學生事務處學生輔導組設置專用信箱和申訴專線，接受申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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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相關案件進行調查、調解及仲裁。 

三、針對相關個案提供危機處理，並視需要轉介當事人至專責機構或本校輔導中

心進行心理輔導或治療。 

四、對性侵犯和性騷擾的預防、處置作定期的評估及檢討，並定期舉行性別議題

之研討。 

五、利用多元管道，公告周知本辦法所規範之事項，納入教職員工聘約及學生手

冊，並編印「學校性騷擾及性侵犯處理與防治手冊」及相關資料廣為宣導。 

 

第三章  校園安全規劃 

 

第 八 條  為防治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總務處應定期檢視校園整體安全，依空間配置、管

理與保全、標示系統、求救系統與安全路線、照明與空間穿透性及其他空間安全

要素，定期檢討校園空間及設施之使用情形，並記錄校園內曾經發生性侵害或性

騷擾事件之空間、製作校園空間檢視報告及依據實際需要繪製校園危險地圖，以

利校園空間改善。   

第 九 條  總務處應定期舉行校園空間安全檢視說明會，邀集專業空間設計者、師生職員及

其他校園使用者參與，公告前條檢視成果、檢視報告及相關紀錄，並檢視校園危

險空間改善進度。 

 

第四章  校內外教學與人際互動注意事項 

 

第 十 條  學校教職員工生於進行校內外教學與人際互動時，應尊重性別多元與個別差異。 

第十一條  教師於執行教學、指導、訓練、評鑑、管理、輔導或提供學生工作機會時，在與

性或性別有關之人際互動上，不得發展有違專業倫理之關係。  

教師發現其與學生間之關係有違反前項專業倫理之虞時，應主動迴避教學、指   

導、訓練、評鑑、管理、輔導或提供學生工作機會。 

第十二條  學生應尊重他人與自己之性或身體之自主，不得有下列行為： 

一、不受歡迎之追求行為。 

二、以強制或暴力手段處理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衝突。 

三、其他有違善良風俗之行為。 

 

第五章  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之處理機制、程序及救濟方法 

 

第十三條  本辦法所指之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包括不同學校間所發生者，其名詞定義

如下： 

一、教師：指專任教師、兼任教師、代理教師、代課教師、護理教師、教官及其

他執行教學、研究或教育實習之人員。 

二、職工：指前款教師以外，於學校執行行政事務或庶務之人員。 

三、學生：指在學或接受進修推廣教育者。 

第十四條  申訴程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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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校園性騷擾或性侵害事件之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以下簡稱申請人）、   

檢舉人得以正式具名之書面資料或口頭方式，經由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之專

用信箱、申訴專線或向行為人於行為發生時所屬之單位主管提出申訴。但學

校之首長為加害人時，應向學校所屬主管機關申請調查。接獲申請或檢舉之

學校或主管機關無管轄權者，應將該案件於七日內移送其他有管轄權者。 

二、對於已公開之相關案件雖未經當事人提出申訴，為維護校譽與本校教職員工

生之權益，本小組應主動處理。處理程序同申訴案件方式。 

三、本小組受理申訴後，應於七日內進行處理並調查之，並於六十日內提出調查

報告，但重大案件者得於三個月內提出。 

四、處理期間，當事人可以要求輔佐人陪同接受調查。輔佐人得由當事人自行指

定，本小組亦得邀請相關人員參與調查工作。 

五、調查結束後，本小組應就調查過程及決議，向校長、相關當事人及其主管提

出報告，並要求處置。  

第十五條  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之申請人或檢舉人得以書面申請調查；其以言詞為之

者，學校應作成紀錄，經向申請人或檢舉人朗讀或使閱覽，確認其內容無誤後，

由其簽名或蓋章。 

前項書面或言詞作成之紀錄，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申請人或檢舉人姓名、身分證明文件字號、服務或就學之單位及職稱、住居    

所、聯絡電話及申請調查日期。 

二、申請人委任代理人代為申請調查者，應檢附委任書，並載明其姓名、身分證    

明文件字號、住居所、聯絡電話。 

三、 申請調查之事實內容及其相關證據。 

第十六條   學校接獲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時，以學生事務處學生輔導組為收件單位，除

有本法第二十九條第二項所定事由外，應於三個工作日內將該事件交由所設之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處理。 

  學生事務處於收件後，應指派專人處理相關行政事宜，學校相關單位並應配

合協助。 

第十七條  本小組應於接獲申請調查或檢舉後二十日內，以書面通知申請人或檢舉人是否受

理。不受理之書面通知應敘明理由，並告知申請人或檢舉人申復之期限及受理單

位。 

   申請人或檢舉人於前項之期限內未收到通知或接獲不受理通知之次日起二十日

內，得以書面具明理由，向學校提出申復；其以言詞為之者，學校應作成紀錄，

經向申請人或檢舉人朗讀或使閱覽，確認其內容無誤後，由其簽名或蓋章。前項

不受理之申復以一次為限。 

             本小組接獲申復後，應於二十日內以書面通知申復人申復結果。申復有理由

者，本小組將著手調查處理。 

第十八條  學校知悉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時，應向所屬主管或上級機關通報。 

   本小組處理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時，應依相關法律規定通報，除有調查必

要、基於公共安全之考量或法規另有特別規定者外，對於當事人及檢舉人之姓名

或其他足以辨識其身分之資料，應予以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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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條  學校教職員工生確涉入性騷擾或性侵犯事件應依相關法令予以懲處。對在心智喪  

      失、精神耗弱等狀況下之受害人實施性行為者，不得以受害人無拒絕為由規避性

侵犯責任。 

第二十條  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之當事人、檢舉人及證人之姓名 及其他足以辨識身分之

資料，學校除有調查之必要或基於公共安全之考量者外，應予保密。負有保密義

務者，包括學校內負責處理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之所有人員。負保密義務者

洩密時，應依刑法或其他相關法規處罰。 

   學校就記載有當事人、檢舉人、證人姓名之原始文書應予封存，不得供閱覽或

提供予偵查、審判機關以外之人。但法律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除原始文書外，

調查處理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人員對外所另行製作之文書，應將當事人、檢

舉人、證人之真實姓名及其他足以辨識身分之資料刪除，並以代號為之。 

第二十一條  本辦法所指具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調查專業素養之專家學者，應符合下列資格

之一： 

一、 持有中央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調查知能培訓

結業證書，且經中央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所設性別平等教育委員

會核可並納入調查專業人才庫者。 

二、 曾調查處理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有具體績效，且經中央或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所設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核可並納入調查專業人才庫者。 

 本組調查處理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時，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當事人為未成年者，接受調查時得由法定代理人陪同。 

二、行為人與被害人、檢舉人或證人有權力不對等之情形者，應避免其對質。 

    必要時，得於不違反保密義務之範圍內另作成書面資料，交由行為人閱覽 

    或告以要旨。 

三、申請人撤回申請調查時，學校或主管機關得繼續調查處理。 

第二十二條  本小組之調查處理不受該事件司法程序是否進行及處理結果之影響。前項之調

查程序，不因行為人喪失原身分而中止。申訴者如因個人權益考量要求暫緩調

查，本小組得視情況決定之。 

第二十三條  為保障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當事人之受教權或工作權，於必要時進行下列

處置： 

           一、彈性處理當事人之出缺勤紀錄或成績考核，並積極協助其課業或職務。    

二、尊重被害人之意願，減低當事人雙方互動之機會。 

三、採取必要處置，以避免報復情事。 

四、減低行為人再度加害之可能。 

五、其他必要之處置。 

第二十四條  本小組應視當事人之身心狀況，主動轉介至各相關機構，必要時對當事人提供

下列協助： 

一、心理諮商輔導。 

二、法律諮詢管道。 

三、課業協助。 

四、經濟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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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本小組認為必要之協助。 

第二十五條  對於與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有關之事實認定，應依據本小組之調查報告。 

本小組調查報告建議之懲處涉及改變加害人身分時，應給予其書面陳述意見之

機會。 

第二十六條  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經本小組調查屬實後，將依相關法律或法規規定處

理。若其他機關依相關法律或法規有處理權限時，學校應將該事件移送其他權

責機關處理；學校除依相關法律或法規處理外，並得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第二十

五條命加害人為下列一款或數款之處置： 

一、經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之同意，向被害人道歉。 

二、接受八小時性別平等教育相關課程。 

三、接受心理輔導。 

四、其他符合教育目的之措施。 

    學校執行時並應採取必要之措施，以確保加害人之配合遵守。 

    本小組若證實申訴不實或有誣告之事實者，應依法對申請人為適當之處理。   

  學生交由學生事務處依規定處理，職工分別交由人事室或總務處，教師交由校 

  教師評審委員會處理。 

第二十七條  學校將處理結果以書面通知申請人及行為人時，應告知申復之期限及受理單位。 

申請人及行為人對學校處理之結果不服者，得於收到書面通知次日起二十日

內，以書面具明理由向學校申復；其以言詞為之者，受理之學校應作成紀錄，

經向申請人或行為人朗讀或使閱覽，確認其內容無誤後，由其簽名或蓋章。 

  除學校發現調查程序有重大瑕疵或有足以影響原調查認定之新事實、新證據

時，得要求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重新調查，否則不得要求重新調查。 

第二十八條 學校接獲申復後，應於二十日內以書面通知申復人申復結果。 

第二十九條  本小組建立之檔案資料，應分為原始檔案與報告檔案並指定專責單位保管。 

            前項原始檔案應予保密，其內容包括下列資料： 

一、事件發生之時間、樣態。 

二、事件相關當事人（包括檢舉人、被害人、加害人）。 

三、事件處理人員、流程及紀錄。 

四、事件處理所製作之文書、取得之證據及其他相關資料。 

五、加害人之姓名、職稱或學籍資料、家庭背景等。 

第一項報告檔案，應包括下列資料： 

一、事件發生之時間、樣態以及以代號呈現之各該當事人。 

二、事件處理過程及結論。 

第三十條   本小組為顧及當事人雙方的權益，對於申訴案件必要時得指派專案小組進行調

解。調解程序如下： 

一、調解之前應先有詳盡的個別會談，以了解雙方立場，並提出初步評估。 

二、召開調解會議，除申訴者和被控者應出席外，雙方均可由輔佐人陪同。 

三、事件經調解成功者，應做成調解書，並應經雙方當事人簽字。 

 

第六章  附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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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條 本小組之業務由學生事務處學生輔導組協助處理，對外發言由秘書室統籌辦理。 

第三十二條 本辦法所需經費於本校相關支出項目下支應。 

第三十三條 本辦法若有未盡事宜，依相關規定辦理。。 

第三十四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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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組織規程條文修正對照表                              94.12.28 

                修訂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十四條  

本大學設校務會議，為校務最高決策

會議，議決校務重大事項。 

校務會議由校長、副校長、教務長、

學生事務長、總務長、研發長、研究

總中心主任、主任秘書、各學院院

長、圖書館館長、計算機與網路中心

主任、各學系主任、各研究所所長、

會計主任、人事室主任、軍訓室主

任、體育室主任、通識教育中心主

任、推廣教育中心主任、校友聯絡中

心主任、生物科技中心主任、藝術中

心主任、微奈米科技研究中心主任、

附設醫院院長、附設高級工業職業進

修學校校務主任及教師代表、研究人

員代表一人、助教代表一人、職員代

表四人、工友代表一人、學生會會

長、大學部各學院學生代表各一人、

研究生代表二人組成。 

………… 

 

第二十四條 

本大學設下列與教學、研究及 

服有關之委員會： 

 

十九、學生獎懲委員會：討論及決議

有關學生獎懲重大事項。   

校長（會議主席）、學生事務

長及教務長為當然委員，並由

校長聘請教師若干人、專業委

員兩名、大學部學生代表三人

及研究生代表一人（由各學院

院長輪流推薦）組成，任期一

年，得連任之。 

 

廿二、性別歧視及性侵害防治委員

會：預防、宣導與處理有關性

別歧視和性侵害之申訴案件。

教師代表十一人、職工代表兩

人學生代表四人共十七人組

第十四條  

本大學設校務會議，為校務最高決策

會議，議決校務重大事項。 

校務會議由校長、副校長、教務長、

學生事務長、總務長、研發長、研究

總中心主任、主任秘書、各學院院

長、圖書館館長、計算機與網路中心

主任、各學系主任、各研究所所長、

會計主任、人事室主任、軍訓室主

任、體育室主任、通識教育中心主

任、推廣教育中心主任、校友聯絡中

心主任、生物科技中心主任、藝術中

心主任、微奈米科技研究中心主任、

附設醫院院長、附設高級工業職業進

修學校校務主任及教師代表、研究人

員代表一人、助教代表一人、職員代

表四人、工友代表一人、學生會會

長、大學部各學院學生代表各一人、

研究生代表二人組成。 

………… 

 

第二十四條 

本大學設下列與教學、研究及 

服有關之委員會： 

 

十九、學生獎懲委員會：討論及決議

有關學生獎懲重大事項。   

校長（會議主席）學生事務長

及教務長為當然委員，並由校

長聘請教師若干人及大學部

學生代表三人、研究生代表一

人（由各學院院長輪流推薦）

組成，任期一年，得連任之。 

 

 

廿二、性別歧視及性侵害防治委員

會：預防、宣導與處理有關性

別歧視和性侵害之申訴案件。

教師代表十一人、職工代表兩

人學生代表四人共十七人組

 

 

 

 

 

94學年度第 1次校

務會議修訂通過。

刪除「推廣教育中

心主任」 

 

 

 

 

 

 

 

 

 

 

 

 

 

94學年度第 1次校

務會議修訂通過。 

 

 

 

 

刪除「性別歧視及

性侵害防治委員

會」 

 

94-2校務會議(94.12.28)紀錄-35-



 96 

成，互選一人為召集人。女性

委員不得少於二分之一，委員

任期兩年，得連任之。議案如

不涉及學生者，開會時學生代

表不必出席會議。相關處理人

員有涉入個案情事者，應迴避

之。本委員會之設置辦法報請

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以下款次依序遞減） 

成，互選一人為召集人。女性

委員不得少於二分之一，委員

任期兩年，得連任之。議案如

不涉及學生者，開會時學生代

表不必出席會議。相關處理人

員有涉入個案情事者，應迴避

之。本委員會之設置辦法報請

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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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國立成功大學特聘教授設置要點部份條文修訂對照表    

修訂後條文 原條文 說明 

三、特聘教授資格： 

特聘教授由教授年資五年(含)以

上之教授擔任，並應具有下列基
本條件之一： 

（一）曾於三年（含）內獲國科
會傑出研究獎或特約研究

人員者。 

（二）曾獲國科會年度專題研究
計畫研究主持費共達五次

（含）以上者（原獲國科

會甲等獎者比照辦理）。 

（三）曾獲國內、外著名學術獎
或在學術、教學、科技與
民生上有傑出貢獻者。 

前述條件均自取得教授資格後

起算。 

三、特聘教授資格： 

特聘教授由教授年資五年(含)以

上之教授擔任，並應具有左列基

本條件之一： 

（一）曾於五年（含）內獲國科

會傑出研究獎或特約研究

人員者。 

（二）曾於五年（含）內獲本校

教學特優教師並獲國科會

年度專題研究計畫研究主

持費共達二次（含）以上

者，或在教學上有傑出貢

獻者。 

（三）曾獲國科會年度專題研究

計畫研究主持費共達五

次（含）以上者（原獲國

科會甲等獎者比照辦

理）。 

（四）曾獲國內、外著名學術獎

或在學術、科技與民生上

有傑出貢獻者。 

前述條件均自取得教授資格後

起算。 

1. 為因應橫式公文

格式，原訂”左

列”修訂為”下

列”。 

2.特聘教授資格： 

  為配合特聘教授

每 3年審查制，第

（一）款條文擬由

原訂 5 年修訂為 3

年。 

3. 本校「教學特優

教師獎勵與遴選

辦法」於 94.5.25

本校第 151 次行

政 會 議 修 訂 通

過，並依據 94 年

5 月 24 日特聘教

授設置要點修訂

草 案 座 談 會 建

議，第（二）款條

文刪除。 

4.第（三）、（四）款

修訂為第（二）、

（三）款。 

5.第（三）款增列”

教學”二字。 

 

 

 

六、聘任、推薦審查程序： 

(一)符合特聘教授資格第(一)款
之教授，經確認後聘任。 

(二)符合特聘教授資格(二-三)
款之教授，得經由系、院於

每年十月底前提出申請，送

特聘教授評審委員會審查，

通過之名額視經費而定。推

薦時應檢附被推薦人選之學

經歷、著作目錄、重要論著、

具體學術成就證明和其他相

關之證明文件。 

七、聘任、推薦審查程序： 

(一)符合特聘教授資格(一-二)

款之教授，經確認後聘任。 

(二)符合特聘教授資格(三-四)

款之教授，得經由系、院於

每年十月底前提出申請，送

特聘教授評審委員會審

查，通過之名額視經費而

定。推薦時應檢附被推薦人

選之學經歷、著作目錄、重

要論著、具體學術成就證明

和其他相關之證明文件。 

1. 原第七點修訂為

第六點。 

2. 第（一）款條文修

訂為”符合特聘

教授資格第(一)

款之教授，經確認

後聘任。” 

3. 第（二）款條文修

訂為”符合特聘

教授資格(二-三)

款之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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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特聘教授如獲聘為本校講座教

時，特聘教授獎助金自動終止。

本校講座於申領講座教授獎助
金三年期滿後得申請特聘教授
獎助金。 

 

六、特聘教授任期：  

特聘教授如獲聘為本校講座教

授時，特聘教授獎助金自動終

止。 

 

1. 原第六點修訂為

第七點。 

2. 取消”特聘教授

任期”之標題。 

3. 增訂” 本校講座

於申領講座教授獎

助金三年期滿後得

申請特聘教授獎助

金”等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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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特聘教授設置要點  
 

91年 6月 12日 90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延會通過 

                       91年 12月 25日 91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4年 12月 28日 94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宗旨： 

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勵本校教授致力於提昇學術水準，爭取更高榮譽，

特訂定「國立成功大學特聘教授設置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經費來源： 

本校特聘教授之設置，除由校務基金自籌款預算編列外，財團法人、民間企業或熱心公

益之團體、個人，得以基金或定期捐贈方式贊助。 

 

三、特聘教授資格： 

特聘教授由教授年資五年(含)以上之教授擔任，並應具有下列基本條件之一： 

（一）曾於三年（含）內獲國科會傑出研究獎或特約研究人員者。 

（二）曾獲國科會年度專題研究計畫研究主持費共達五次（含）以上者（原獲國科會甲等

獎者比照辦理）。 

（三）曾獲國內、外著名學術獎或在學術、教學、科技與民生上有傑出貢獻者。 

 前述條件均自取得教授資格後起算。 

 

四、特聘教授獎助金： 

擔任特聘教授之教授在其受聘專職期間，得連續支領每月壹萬元獎助金三年，以協助其

教學研究工作。每三年需再送審一次，審查仍依第三條各款辦理，未獲通過者仍具有特

聘教授榮銜，不再支領獎助金。 

 

五、特聘教授義務：  

依本要點聘任之特聘教授，應致力於提昇本校之學術水準及教學品質，並爭取更高榮譽。 

 

六、聘任、推薦審查程序： 

（一）符合特聘教授資格第(一)款之教授，經確認後聘任。 

（二）符合特聘教授資格(二-三)款之教授，得經由系、院於每年十月底前提出申請，送

特聘教授評審委員會審查，通過之名額視經費而定。推薦時應檢附被推薦人選之學

經歷、著作目錄、重要論著、具體學術成就證明和其他相關之證明文件。 

 

七、特聘教授如獲聘為本校講座教授時，特聘教授獎助金自動終止。本校講座於申領講座教

授獎助金三年期滿後得申請特聘教授獎助金。 

 

八、特聘教授評審委員會之委員由校長聘請專家學者若干人組成，另由教務長擔任召集人。 

 

九、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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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國立成功大學名譽教授榮銜授予辦法部份條文修訂對照表 

修訂後條文 原條文 說明 

國立成功大學名譽教授榮銜授予辦
法 

國立成功大學名譽教授贈予辦法 辦法名稱更正
為榮銜授予辦
法 

第一條    國立成功大學為崇敬在
教學、研究或行政工作上有卓越貢獻
之專任教授，於其退休時授予名譽教
授榮銜，特訂定本辦法。 

第一條    國立成功大學為崇敬在
教學、研究或行政工作上有卓越貢獻
之專任教授，於其退休時贈予名譽教
授榮銜，特訂定本辦法。 

將贈予改為授
予 

 第二條    名譽教授應具備之條件：  
在本校連續擔任專任教授二十年（自
教授證書生效日起算）以上，於教
學、研究成績卓著，或兼任行政職
務，對於校務之規劃、建設與發展有
重大貢獻者；或在本校擔任專任教授
七年以上，於學術上有特殊成就，享
有國際聲譽者。 

本條文不變 

第三條    名譽教授之推薦程序如
下：  
各系、所、科填具推薦表（如附件）
由該系、所、科務會議通過後，再經
該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議通過後始
得推薦。並須於被推薦教授退休生效
前將資料與院、系會議記錄送至教務
處學術服務組，提本校校教師評審委
員會審議，通過後簽請校長核定授予
之。若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日期
已逾被推薦教授退休生效日期，則以
追認方式辦理之。 

第三條    名譽教授之推薦於被推
薦教授退休生效前三個月辦理之。其
推薦程序如左：  
各系、所、科填具推薦表（如附件）
由該系、所、科務會議通過後，經各
該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議通過後推
薦。 
 

1. 將名譽教授
之推薦程序
合併成 1 條
文說明。 

2. 註明本校受
理推薦單位
為教務處學
術服務組，
並更改推薦
時程規定。 

 第四條    名譽教授經推薦送本校
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後簽請校
長核定贈予之。 

本條文合併至
第三條 

第四條    本辦法中有關會議通過
者均需經出席該會議人員投票獲三
分之二（含）以上同意。 

第五條    本辦法中有關會議通過
者均需經出席該會議人員投票獲三
分之二（含）以上同意。 

條文號次變更 

第五條    名譽教授得比照現職人
員使用學校設施，其原屬系所得提供
辦公處所，其繼續進行研究者，學校
或該系所得提供經費補助及相關配
合措施。 

第六條    名譽教授得比照現職人
員使用學校設施，其原屬系所得提供
辦公處所，其繼續進行研究者，學校
或該系所得提供經費補助及相關配
合措施。 

條文號次變更 

第六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
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第七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
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條文號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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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名譽教授榮銜授予辦法 

80.1.16 79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通過 

87.6.10 86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94.12.28 94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    國立成功大學為崇敬在教學、研究或行政工作上有卓越貢獻之專任教授，於其退

休時授予名譽教授榮銜，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名譽教授應具備之條件：  

在本校連續擔任專任教授二十年（自教授證書生效日起算）以上，於教學、研究

成績卓著，或兼任行政職務，對於校務之規劃、建設與發展有重大貢獻者；或在

本校擔任專任教授七年以上，於學術上有特殊成就，享有國際聲譽者。 

第三條    名譽教授之推薦程序如下：  

各系、所、科填具推薦表（如附件）由該系、所、科務會議通過後，再經該學院

教師評審委員會議通過後始得推薦。並須於被推薦教授退休生效前將資料與院、

系會議記錄送至教務處學術服務組，提本校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後簽請

校長核定授予之。若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日期已逾被推薦教授退休生效日

期，則以追認方式辦理之。  

第四條    本辦法中有關會議通過者均需經出席該會議人員投票獲三分之二（含）以上同意。 

第五條    名譽教授得比照現職人員使用學校設施，其原屬系所得提供辦公處所，其繼續進

行研究者，學校或該系所得提供經費補助及相關配合措施。 

第六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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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國立成功大學經費稽核委員會內部稽核實施要點修訂條文對照表 

新修訂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一、 為落實國立成功大學經費稽核委員
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之功能及配
合教育部函台(九 0)高(三)字第九 0
一二八四 0一號函之規定，特制定內
部稽核實施要點，作為稽核之依據。 

一、 為落實國立成功大學經費稽核委員   
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之功能及配 
合教育部函台(九 0)高(三)字第九 0

一 
二八四 0一號函之規定，特制定內部 
稽核實施要點，作為稽核之依據。 

未修訂 

二、 內部稽核制度之目的在於監督本校
校務基金之收支、保管及運用。 

二、 內部稽核制度之目的在於監督本校 
校務基金之收支、保管及運用。 

未修訂 

三、 本委員會得另設稽核小組協助稽
核，由本委員會聘請校內經費稽核相
關專長教師及委員 代表組成，稽核
小組人選由本委員會開會決定。本委
員會得邀請相關人員列席。 

三、本委員會得另設稽核小組協助稽核，
由本委員會聘請校內經費稽核相關
專長教師及委員 代表組成，稽核小
組人選由本委員會開會決定。本委員
會得邀請相關人員列席。 

未修訂 

四、 本委員會依法監督有關校務基金之
收支、保管及運用。其任務如下： 
（一） 關於學校教學、研究與推廣計

畫財務運用之事後稽核。 
（二） 關於校區建築與工程興建計

畫、發包與執行等經費運用之
事後稽核。 

（三） 關於各項經費收支（包括捐贈
收入）、現金出納處理情形之
事後稽核。 

（四） 關於校務基金年度決算之稽
核。 

（五） 關於學校資產增置、擴充、改
良等事項之事後稽核。 

（六） 關於校務基金經濟有效之利
用與開源節流措施之事後稽
核。 

（七） 其他經費之事後稽核事項。 
前項稽核事項，以任期內發生

與經費運用有關事項為限。但該事
項涉及前任期者，不在此限。 

 

四、本委員會依法監督有關校務基金之收 
支、保管及運用。其任務如下： 
（一）關於學校教學、研究與推廣計

畫財務運用之事後稽核。 
（二）關於校區建築與工程興建計

畫、發包與執行等經費運用之
事後稽核。 

（三）關於各項經費收支（包括捐贈
收入）、現金出納處理情形之
事後稽核。 

（四）關於校務基金年度決算之稽
核。 

（五）關於學校資產增置、擴充、改
良等事項之事後稽核。 

（六）關於校務基金經濟有效之利
用與開源節流措施之事後稽
核。 

（七）其他經費之事後稽核事項。 
前項稽核事項，以任期內發生

與經費運用有關事項為限。但該事
項涉及前任期者，不在此限。 

 

未修訂 

五、 本委員會之稽核項目以事後稽核為
原則，若有必要須經出席委員三分之
二(含)以上通過,並經校長同意，可
對特定事項進行會核、監督、查核
等，並得以實際評估內部控制是否有
效，確保內部控制制度得以持續實
施。 

五、本委員會之稽核項目以事後稽核為 
原則，若有必要須經出席委員三分之
二(含)以上通過,並經校長同意，可
對特定事項進行會核、監督、查核
等，並得以實際評估內部控制是否有
效，確保內部控制制度得以持續實
施。 

未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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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稽核方式可由本委員會直接稽核或
由委員代表會同稽核小組實施，其程
序分別如下： 
（一）由本委員會直接稽核時，就受

稽核單位所提供之書面資
料、內部控制情形及口頭補充
說明實施稽核。 

（二）由委員代表會同稽核小組
時，由該小組依其專業知識實
施稽核後，應向本委員會提出
書面工作報告及說明稽核的
情形。 
稽核後，由本委員會就稽核的
情形或稽核小組所提出之書
面工作報告討論，作成決議。
供相關單位辦理並追蹤執行
情形。 

六、稽核方式可由本委員會直接稽核或 
由委員代表會同稽核小組實施，其程
序分別如下： 
（一）由本委員會直接稽核時，就受

稽核單位所提供之書面資
料、內部控制情形及口頭補充
說明實施稽核。 

（二）由委員代表會同稽核小組
時，由該小組依其專業知識實
施稽核後，應向本委員會提出
書面工作報告及說明稽核的
情形。 
稽核後，由本委員會就稽核的
情形或稽核小組所提出之書
面工作報告討論，作成決議。
供相關單位辦理並追蹤執行
情形。 

未修訂 

七、 受稽核單位及稽核內容由本委員會
於每次開會時決定。 

 

七、 受稽核單位及稽核內容由本委員會   
於每次開會時決定。 

 

 

八、 受稽核單位應提供稽核人員或稽核
小組所需資料供查閱，並應指派相關
人員說明。本委員會並應對受稽核單
位提出之報告做一內部控制績效評
估。 

八、受稽核單位應提供稽核人員或稽核小 
組所需資料供查閱，並應指派相關人
員說明。 

根據審計部
93年度查
核結果，針
對本校尚無
對內部控制
情形之報
告，及缺乏
對內部控制
有效程度之
評估，故進
行條文之修
改如底線部
分。 

九、 受稽核單位及稽核內容由本委員會
於每次開會時決定。 

九、受稽核單位及稽核內容由本委員會於 
每次開會時決定。 

 

十、 本委員會及稽核小組成員遇有與本
身職務有關之受稽核事項,應予全部
迴避職權之行使。 

十、本委員會及稽核小組成員遇有與本身 
職務有關之受稽核事項,應予全部迴 
避職權之行使。 

 

十一、 本校內部稽核實施要點之施行  
細則，另行表列。 

十一、本校內部稽核實施要點之施行  
細則，另行表列。 

 

十二、 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十二、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 
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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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經費稽核委員會內部稽核實施要點 

91年 6月 5日第 3次校務會議通過 

台（91）高（3）字第 91101882號核定 

94年 3月 30日第 3次校務會議延會修訂 

94年 12月 28日 94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訂 

一、 為落實國立成功大學經費稽核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之功能及配合教育部函台(九

0)高(三)字第九 0一二八四 0一號函之規定，特制定內部稽核實施要點，作為稽核之依

據。 

二、 內部稽核制度之目的在於監督本校校務基金之收支、保管及運用。 

三、 本委員會得另設稽核小組協助稽核，由本委員會聘請校內經費稽核相關專長教師及委員 

代表組成，稽核小組人選由本委員會開會決定。本委員會得邀請相關人員列席。 

四、 本委員會依法監督有關校務基金之收支、保管及運用。其任務如下： 

（一）關於學校教學、研究與推廣計畫財務運用之事後稽核。 

（二）關於校區建築與工程興建計畫、發包與執行等經費運用之事後稽核。 

（三）關於各項經費收支（包括捐贈收入）、現金出納處理情形之事後稽核。 

（四）關於校務基金年度決算之稽核。 

（五）關於學校資產增置、擴充、改良等事項之事後稽核。 

（六）關於校務基金經濟有效之利用與開源節流措施之事後稽核。 

（七）其他經費之事後稽核事項。 

前項稽核事項，以任期內發生與經費運用有關事項為限。但該事項涉及前任期者，

不在此限。 

五、 本委員會之稽核項目以事後稽核為原則，若有必要須經出席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通過,

並經校長同意，可對特定事項進行會核、監督、查核等，並得以實際評估內部控制是否

有效，確保內部控制制度得以持續實施。 

六、 稽核方式可由本委員會直接稽核或由委員代表會同稽核小組實施，其程序分別如下： 

（一）由本委員會直接稽核時，就受稽核單位所提供之書面資料、內部控制情形及口頭

補充說明實施稽核。 

（二）由委員代表會同稽核小組時，由該小組依其專業知識實施稽核後，應向本委員會

提出書面工作報告及說明稽核的情形。 

稽核後，由本委員會就稽核的情形或稽核小組所提出之書面工作報告討論，作成

決議。供相關單位辦理並追蹤執行情形。 

七、 受稽核單位及稽核內容由本委員會於每次開會時決定。 

八、 受稽核單位應提供稽核人員或稽核小組所需資料供查閱，並應指派相關人員說明。本委

員會並應對受稽核單位提出之報告做一內部控制績效評估。 

九、 本委員會會議決議事項，各相關單位應配合提供其執行情形，以供本委員會評估；如未

提供者，將優先列為受稽核單位，以了解其執行上的困難。 

十、 本委員會及稽核小組成員遇有與本身職務有關之受稽核事項,應予全部迴避職權之行使。 

十一、 本校內部稽核實施要點之施行細則，另行表列。 

十二、 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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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國立成功大學圖書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一條、第三條條文修訂草案 

修訂條文 原條文 修訂說明 

94.10.05九十四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討論 88.10.20八十八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二十四條第七項

訂定國立成功大學圖書委員會(以下

簡稱本會)設置辦法。 

第一條、 

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二十三條第六項

訂定本校圖書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設置辦法。 

依據本校組織規

程之條、項修正 

第二條、 

 

第二條、 

本會設委員十三至十五人，以圖書館

館長為當然委員兼召集人，其餘委員

由校長分配名額請各學院推薦校內

專任教師聘任之，任期二年，每年改

聘二分之一，得連聘之。 

 

第三條、 

本會審議下列事項： 

第三條、 

本會審議左列事項： 

一、經費之分配與運用。 

二、管理章則。 

三、中、長期發展計劃。 

四、其他有關改進運作事項。 

文字修正 

第四條、 

 

第四條、 

本會每學期開會一次為原則，遇有重

要事項，得召開臨時會議，開會時得

通知有關單位代表列席說明。 

未修正 

 

第五條、 

 

第五條、 

經本會審議通過之案件，送請校長核

定後辦理，另應將本會工作情形或建

議事項提行政會議報告。 

未修正 

第六條、 

 

 

第六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

時亦同。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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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圖書委員會設置辦法 

79年 5月 2日第 113次行政會議通過 

85年 4月 17日 84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8年 10月 20日 88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4年 12月 28日 94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二十四條第七項訂定國立成功大學圖書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設

置辦法。 

第二條 

本會設委員十三至十五人，以圖書館館長為當然委員兼召集人，其餘委員由校長分配名

額請各學院推薦校內專任教師聘任之，任期二年，每年改聘二分之一，得連聘之。 

第三條 

本會審議下列事項： 

一、經費之分配與運用。 

二、管理章則。 

三、中、長期發展計劃。 

四、其他有關改進運作事項。 

第四條 

本會每學期開會一次為原則，遇有重要事項，得召開臨時會議，開會時得通知有關單位

代表列席說明。 

第五條 

經本會審議通過之案件，送請校長核定後辦理，另應將本會工作情形或建議事項提行政

會議報告。 

第六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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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 

國立成功大學進用專案計畫教學人員實施要點第 5點修訂條文對照表 

修 訂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五、專案計畫教師之聘任資格及審查

程序依本校編制內專任教師聘

任規定辦理，但已屆應即退休年

齡者不得任用為專任教育人員

之規定不在此限。專案計畫教師

聘任後之人事管理由人事室綜

理。 

五、專案計畫教師之聘任資格及審查

程序依本校編制內專任教師聘

任規定辦理，但已屆應即退休年

齡者不得任用為專任教育人員

之規定不在此限。 

依「本校五項自籌

收入收支管理規

定檢核表」教育部

複核意見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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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進用專案計畫教學人員實施要點 
91年 6月 12日 90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延會通過 
93年 6月 16日 92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94年 3月 30日 93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延會修訂通過 
94年 12月 28日 94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一、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因應教學需要，依教育部「國立大學校院進用專案計

畫教學人員研究人員暨工作人員實施原則」訂定「國立成功大學進用專案計畫教學人員

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教學人員，係指在本校年度校務基金自籌經費範圍內，以專案計畫進用之編

制外人員。 

三、前項教學人員以約聘方式進用，其等級分為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講師（以下簡稱

專案計畫教師）。 

四、各有關單位因左列教學需要須擬訂「專案計畫書」，提經系、所務會議通過並經學院同意

後，簽請研究發展處、教務處、人事室、會計室會核並陳奉校長核准後辦理專案計畫教

師聘任事宜。 

（一）各教學單位有缺額，擬以專案計畫聘請教師教授基礎、體育……等課程時。 

（二）各系（所）有缺額，擬先試聘教師時。 

（三）各單位有經費，擬以專案計畫聘請教師時。 

五、專案計畫教師之聘任資格及審查程序依本校編制內專任教師聘任規定辦理，但已屆應即

退休年齡者不得任用為專任教育人員之規定不在此限。專案計畫教師聘任後之人事管理

由人事室綜理。 

六、專案計畫教師聘任之申請須檢附左列證件資料，提系、院、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一）簽奉核准專案計畫書。 

（二）擬聘專案計畫教師簽辦表。 

（三）履歷表。 

（四）畢業證書或學位證書。 

（五）著作目錄。 

（六）其他足資證明資格之文件。 

另聘任單位得依實際需要請應聘人提供左列證件資料： 

（一）服務證明書。 

（二）推薦函。 

七、專案計畫教師之聘期以一年一聘為原則，但計畫期限在一年以內者，應按實際所需時間

聘任。如因計畫持續需要得續聘，至計畫執行期限結束時止，並應比照專任教師辦理教

學評鑑以作為續聘與否之參據。 

八、專案計畫教師得比照本校編制內專任教師資格審查規定辦理審查教師資格並請頒教師證

書；其符合升等條件者，並得比照本校教師升等辦法辦理升等審查。 

九、專案計畫教師須參加勞工保險及全民健保，並比照「本校臨時聘僱人員離職儲金實施要

點」之規定參加離職儲金。 

十、專案計畫教師轉任編制內專任教師時，應依新聘教師聘任程序重新審查。其曾任與現職

職務等級相當之專案計畫教師年資，且服務成績優良者得予採計提敘薪級；其資格經送

教育部審查通過頒授教師證書後之服務年資，得比照編制內專任教師年資計算辦理升等。 

十一、專案計畫教師之聘期、授課時數、報酬標準、差假、福利、保險、離職儲金及其他權

利義務等事項以契約（契約書格式如附件）明定。 

十二、本要點未規定事項，依教育部「國立大學校院進用專案計畫教學人員研究人員暨工作

人員實施原則」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三、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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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國立成功大學專案計畫教師契約書第 10點及第 14點修訂對照表 

修 訂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十、離職儲金：乙方於聘（僱）

期間，比照「國立成功大學

聘僱人員離職儲金給與要

點」規定參加離職儲金，其

給與方式依該要點規定辦

理。 

十、離職儲金：乙方於聘（僱）

期間，經甲方同意得依「國

立成功大學聘僱人員離職儲

金給與要點」規定參加離職

儲金，其給與方式依該要點

規定辦理。 

依教育部及行政院勞委會

規定：「自 95年 1 月 1日

起，公務機關非依公務人

員法制進用之臨時人員，

由用人機關參照勞工退休

金條例規定為其提繳退休

金，另比照『各機關學校

聘僱人員離職儲金給與辦

法』提撥離職儲金者，其

退休金給與水準並未低於

勞工退休金條例水準，繼

續維持原制度無損渠等人

員權益，故宜繼續比照適

用離職儲金辦法，避免制

度過於複雜，或無法銜接

之情形」，爰配合修正。 

十四、乙方於聘約有效期間，如

因教學不力或有其他不當行

為或違反本契約應履行義務

時，經甲方指正而未改善，

即構成違約，甲方得終止本

契約並予解聘，及扣償未工

作期間之酬金外，如甲方另

有損害並追償違約之損害賠

償。 

十四、乙方於聘約有效期間，如

因教學不力或有其他不當行

為或違反本契約應履行義務

時，經甲方指正而未改善，

即構成違約，甲方得終止本

契約並予解聘。 

為避免簽約人聘期未滿即

自行離職且溢領薪資未繳

回，爰增訂「及扣償未工

作期間之酬金外，如甲方

另有損害並追償違約之損

害賠償」等文字，以資周

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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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進用專案計畫教師契約書 
                                  

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甲方）為應專案計畫教學需要，聘任                     先生（以
下簡稱乙方）為編制外專案計畫（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講師），經雙方訂立條款如下： 
一、聘任期間：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二、工作內容：（依專案計畫書規定填寫。） 
三、報酬：（依專案計畫書規定填寫，惟擔任基礎、體育……等課程教學之專案計畫教師薪資

依授課鐘點費計算為原則。） 
四、服務時間：每日上班時間，比照甲方編制內專任教師規定辦理。 
五、授課時數：（依專案計畫書規定填寫，惟擔任基礎、體育……等課程教學之專案計畫教師

每週基本授課時數以十二小時（含）以上為原則。） 
六、差假：比照甲方編制內專任教師之規定辦理。 
七、出國：比照甲方「專任教師申請出國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八、乙方非經本校書面同意不得在校外兼職或兼課。 
九、保險：乙方若符合「勞工保險條例」及「全民健康保險法」之被保險人資格者，應於到

職時，由甲方辦理加保手續；聘約期滿或中途離職，應辦理退保。來自國外未具參加勞
工保險或全民健康保險投保資格者，可請甲方協助委託中央信託局人壽保險處辦理「國
際技術合作人員綜合保險」。保險費由乙方負擔百分之三十五，本校專案計畫補助百分之
六十五。如乙方不擬參加此項保險，應以親筆簽名之書函向甲方聲明。 

十、離職儲金：乙方於聘（僱）期間，比照「國立成功大學聘僱人員離職儲金給與要點」規
定參加離職儲金，其給與方式依該要點規定辦理。  

十一、其他福利事項比照甲方聘僱人員辦理。 
十二、到職及離職：乙方接到甲方聘任通知後，應依規定辦理到職手續。聘期屆滿，乙方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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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乙方在約聘期間不適用「國立成功大學教師借調處理要點」、「國立成功大學教師出
國講學及國內外研究進修申請作業要點」、「國立成功大學教授、副教授休假研究辦
法」、「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條例」及公教人員婚、喪、生育、子女教育補助等規
定。 

十四、乙方於聘約有效期間，如因教學不力或有其他不當行為或違反本契約應履行義務時，

經甲方指正而未改善，即構成違約，甲方得終止本契約並予解聘，及扣償未工作期間
之酬金外，如甲方另有損害並追償違約之損害賠償。 

十五、本契約如有未盡事宜，依教育部「國立大學校院進用專案計畫教學人員研究人員暨工
作人員實施原則」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六、本契約書一式三份，甲方、乙方、本專案計畫申請單位各執一份。 
 

立契約人    甲     方：國立成功大學 
地     址：701台南市大學路一號 
代  表 人：高    強 
 
 
乙     方： 
地     址： 
身分證字號：  
（無中華民國身分證  
者請填護照號碼）  
聯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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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 

國立成功大學進用專案計畫研究人員實施要點第 4點修訂條文對照表 

修 訂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四、各有關單位因研究需要且有經費

時得擬訂「專案計畫書」，提經

系務、所務或研究中心會議通過

並簽請各所屬一級單位同意

後、簽請研究發展處、人事室會

核並陳奉校長核准後辦理專案

計畫研究人員聘任事宜。專案計

畫研究人員聘任後之人事管理

由人事室綜理。 

四、各有關單位因研究需要且有經費

時得擬訂「專案計畫書」，提經

系務、所務或研究中心會議通過

並簽請各所屬一級單位同意

後、簽請研究發展處、人事室會

核並陳奉校長核准後辦理專案

計畫研究人員聘任事宜。 

依「本校五項自籌

收入收支管理規

定檢核表」教育部

複核意見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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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進用專案計畫研究人員實施要點 
91年 10月 9日 91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通過 

93年 6月 16日 92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4年 3月 30日 93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延會通過 

94年 12月 28日 94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一、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因應研究需要並有效運用員額，依教育部「國立大學

校院進用專案計畫教學人員研究人員暨工作人員實施原則」訂定「國立成功大學進用專

案計畫研究人員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研究人員，係指在本校年度校務基金自籌經費範圍內，以專案計畫進用之編

制外人員。 

三、前項研究人員以約聘方式進用，其等級分為研究員、副研究員、助理研究員（以下簡稱

專案計畫研究人員）。 

四、各有關單位因研究需要且有經費時得擬訂「專案計畫書」，提經系務、所務或研究中心會

議通過並簽請各所屬一級單位同意後、簽請研究發展處、人事室會核並陳奉校長核准後

辦理專案計畫研究人員聘任事宜。專案計畫研究人員聘任後之人事管理由人事室綜理。 

五、專案計畫研究人員之聘任資格比照「國立成功大學研究人員聘任及升等辦法」規定辦理，

審查程序依系（所）教評會或中心初審委員會初審、院教評會或總中心複審委員會複審，

校教評會決審之三級制辦理，並需檢附左列證件資料。 

(一) 簽奉核准專案計畫書。 

(二) 擬聘專案計畫研究人員簽辦表。 

(三) 履歷表。 

(四) 畢業證書或學位證書。 

(五) 著作目錄。 

(六) 其他足資證明資格之文件。 

另聘任單位依實際需要請應聘提供左列證件資料： 

(一) 服務證明書。 

(二) 推薦函。 

六、專案計畫研究人員聘期，以一年一聘為原則，但計畫期限在一年以內者，應按實際所需

時間聘（僱）。如因計畫持續需要得續聘，至計畫執行期限結束時止。 

七、專案計畫研究人員符合升等條件者，得比照「國立成功大學研究人員聘任及升等辦法」

規定辦理升等審查，審查程序同第五點所敘。 

八、專案計畫研究人員應參加勞工保險暨全民健保，並得比照「國立成功大學聘僱人員離職

儲金實施要點」之規定參加離職儲金。 

九、專案計畫研究人員轉任編制內專任研究人員時，應依「國立成功大學研究人員聘任及升

等辦法」規定重新審查。其曾任與現職職務等級相當之專案計畫研究人員年資，且服務

成績優良者得採計提敘薪級，並得比照編制內專任研究人員年資計算辦理升等。 

十、專案計畫研究人員之聘期、報酬標準、差假、福利及其他權利義務等事項以契約（契約

書格式如附件）明定。 

十一、本要點未規定事項，依教育部「國立大學校院進用專案計畫教學人員研究人員暨工作

人員實施原則」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二、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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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3 

國立成功大學專案計畫研究人員契約書第 7點及第 12點修訂對照表 

修 訂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七、離職儲金：乙方於聘（僱）

期間，比照「國立成功大

學聘僱人員離職儲金給

與要點」規定參加離職儲

金，其給與方式依該要點

規定辦理。 

七、離職儲金：乙方於聘（僱）

期間，經甲方同意得依「國

立成功大學聘僱人員離職

儲金給與要點」規定參加離

職儲金，其給與方式依該要

點規定辦理。 

依教育部及行政院勞委會

規定：「自 95年 1 月 1日

起，公務機關非依公務人

員法制進用之臨時人員，

由用人機關參照勞工退休

金條例規定為其提繳退休

金，另比照『各機關學校

聘僱人員離職儲金給與辦

法』提撥離職儲金者，其

退休金給與水準並未低於

勞工退休金條例水準，繼

續維持原制度無損渠等人

員權益，故宜繼續比照適

用離職儲金辦法，避免制

度過於複雜，或無法銜接

之情形」，爰配合修正。 

十二、乙方於聘約有效期間，如

因研究不力或有其他不

當行為或違反本契約應

履行義務時，經甲方指正

而未改善，即構成違約，

甲方得終止本契約並予

解聘，及扣償未工作期間

之酬金外，如甲方另有損

害並追償違約之損害賠

償。 

十二、乙方於聘約有效期間，如

因研究不力或有其他不當

行為或違反本契約應履行

義務時，經甲方指正而未改

善，即構成違約，甲方得終

止本契約並予解聘。 

為避免簽約人聘期未滿即

自行離職且溢領薪資未繳

回，爰增訂「及扣償未工

作期間之酬金外，如甲方

另有損害並追償違約之損

害賠償」等文字，以資周

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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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專案計畫研究人員契約書 

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甲方）為應專案計畫研究需要，聘任                     先生（以

下簡稱乙方）為編制外專案計畫（研究員、副研究員、助理研究員），經雙方訂立條款如下： 

一、聘任期間：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二、工作內容：（依專案計畫書規定填寫） 

三、報酬：（依專案計畫書規定填寫） 

四、差假：比照甲方編制內專任研究人員之規定辦理。 

五、乙方非經甲方書面同意不得在校外兼職或兼課。 

六、保險：乙方若符合「勞工保險條例」及「全民健康保險法」之被保險人資格者，應於到職時，由甲方辦理

加保手續；聘約期滿或中途離職，應辦理退保。來自國外未具參加勞工保險或全民健康保險投保資格者，

可請甲方協助委託中央信託局人壽保險處辦理「國際技術合作人員綜合保險」。保險費由乙方負擔百分之三

十五，甲方專案計畫補助百分之六十五。如乙方不擬參加此項保險，應以親筆簽名之書函向甲方聲明。 

七、離職儲金：乙方於聘（僱）期間，比照「國立成功大學聘僱人員離職儲金給與要點」規

定參加離職儲金，其給與方式依該要點規定辦理。  

八、研發成果歸屬：乙方在約聘期間，其工作內容所產生研發成果之智慧財產權歸本校所有， 

並依「國立成功大學研究發展成果管理辦法」辦理相關事宜。 

九、其他福利事項比照甲方聘僱人員辦理。 

十、到職及離職：乙方接到甲方聘任通知後，應依規定辦理到職手續。聘期屆滿，乙方即需

離職，不得異議。乙方如因特別事故須於聘約期滿前先行離職時，應於一個月前提出申

請，經甲方同意後始得離職。乙方離職時，應依規定辦妥離職手續後始得離職。 

十一、乙方在約聘期間不適用「國立成功大學教師借調處理要點」、「國立成功大學教師出

國講學及國內外研究進修申請作業要點」、「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條例」及公教人

員婚、喪、生育、子女教育補助等規定。 

十二、乙方於聘約有效期間，如因研究不力或有其他不當行為或違反本契約應履行義務時，

經甲方指正而未改善，即構成違約，甲方得終止本契約並予解聘，及扣償未工作期間

之酬金外，如甲方另有損害並追償違約之損害賠償。 

十三、本契約如有未盡事宜，依教育部「國立大學校院進用專案計畫教學人員研究人員暨工

作人員實施原則」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四、本契約書一式三份，甲方、乙方、本專案計畫申請單位各執一份。 

 
立契約人    甲     方：國立成功大學 

地     址：701台南市大學路一號 
代  表 人：高    強 

 
乙     方： 
地     址： 
身分證字號：  

（無中華民國身分證 
者請填護照號碼） 

聯 絡 電 話 ：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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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4 

國立成功大學進用專案計畫工作人員實施要點第 3 點、第 11 點及第 12 點修訂

條文對照表 

修 訂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三、各單位或計畫主持人因業務

需要擬進用前項工作人員

時，應循各計畫主管單位規

定之行政程序簽奉核准後

辦理進用事宜，進用後之人

事管理由人事室綜理。 

三、各單位或計畫主持人因業務

需要擬進用前項工作人員

時，應循各計畫主管單位規

定之行政程序簽奉核准後

辦理進用事宜。 

依「本校五項自籌收入收

支管理規定檢核表」教育

部複核意見修正 

十一、工作人員須參加勞工保險

及全民健保，並依「本校

聘僱人員離職儲金給與

要點」規定參加離職儲

金。其勞、健保雇主應負

擔之保險費及公提儲金

由各該用人經費來源提

撥。 

 

十一、工作人員須參加勞工保險

及全民健保；另得經用人單

位或計畫主持人同意後依

「本校聘僱人員離職儲金

給與要點」規定參加離職儲

金。其勞、健保雇主應負擔

之保險費及公提儲金由各

該用人經費來源提撥。 

依教育部及行政院勞委會

規定：「自 95年 1 月 1日

起，公務機關非依公務人

員法制進用之臨時人員，

由用人機關參照勞工退休

金條例規定為其提繳退休

金，另比照『各機關學校

聘僱人員離職儲金給與辦

法』提撥離職儲金者，其

退休金給與水準並未低於

勞工退休金條例水準，繼

續維持原制度無損渠等人

員權益，故宜繼續比照適

用離職儲金辦法，避免制

度過於複雜，或無法銜接

之情形」，爰配合修正。 
十二、工作人員於聘（僱）期間，

得依本校有關規定享

有下列權益： 

（一）請領本校識別證與校

內汽機車通行證。 

（二）參加校內文康活動。 

（三）圖書館、計算機與網路

中心及體育場所等公

共設施，得依各單位規

定使用之。 

（四）其他經專案簽准之福

利事項。 

 

十二、工作人員於聘（僱）期間，

得依本校有關規定享

有下列權益： 

（一）請領本校識別證與校

內汽機車通行證。 

（二）請領本校醫學院附設

醫院優待就醫證。 

（三）參加校內文康活動。 

（四）圖書館、計算機與網路

中心及體育場所等公共

設施，得依各單位規定

使用之。 

（五）其他經專案簽准之福

利事項。 

 

配合本校醫學院附設醫院

就醫優待措施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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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進用專案計畫工作人員實施要點 

94年 3月 30日 93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延會通過 
94年 12月 28日 94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一、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因應校務發展需要，特依教育部「國立大學校院進用

專案計畫教學人員研究人員暨工作人員實施原則」訂定「國立成功大學進用專案計畫工

作人員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工作人員，係指為辦理行政或執行專案計畫工作，在本校年度校務基金自籌

經費 50﹪範圍內，以本校「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三條第二款至第八款收入進用

之編制外人員。 

三、各單位或計畫主持人因業務需要擬進用前項工作人員時，應循各計畫主管單位規定之行

政程序簽奉核准後辦理進用事宜，進用後之人事管理由人事室綜理。 

四、工作人員以約聘（僱）方式進用，其遴聘資格由各用人單位或專案計畫需要訂定，並以

公開方式甄審為原則。 

五、工作人員之聘（僱）以一年一聘為原則，但計畫期限在一年以內者，應按實際所需時間

聘（僱）。如因計畫持續需要得續聘，至計畫執行期限結束時止。 

    新進工作人員得先予試用，試用期間以三個月為原則，試用期滿表現良好者再予簽約聘

（僱），其聘期追溯自試用日起生效。 

六、工作人員於聘（僱）期間，須接受單位主管或計畫主持人督導及工作指派，並遵守本校

及合作機構有關規定之義務，如有違反，得隨時予以解聘（僱）。 

七、工作人員之報酬，除因計畫關係需另訂支給標準經專案簽准或依委託計畫單位約定另訂

標準支給外，其餘人員均依本校聘僱人員待遇支給標準表（如附件一）支給，但各該用

人經費如有困難時，得酌減之。 

新進工作人員依其學歷自最低薪級起薪，服務滿一年成績優良者得晉一級，是否晉級由

各用人單位或計畫主持人自行考核決定。 

新進工作人員如有符合本校「聘僱人員採計曾任年資提敘薪級原則」規定之服務年資

時，得於本職最高薪範圍內提敘薪級，但每滿一年最多提敘一級。 

八、工作人員之上班時間與本校編制內職員相同，其差假比照「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聘僱人

員給假辦法」辦理。 

九、工作人員於聘（僱）期間，不得在校內外兼職或兼課，如因業務需要須依校內相關規定

經專案簽准。 

十、工作人員於聘期屆滿前，因故須提前離職時，應於一個月前提出申請，經單位主管或計

畫主持人同意並辦妥離職手續後始得離職。 

十一、工作人員須參加勞工保險及全民健保，並依「本校聘僱人員離職儲金給與要點」規定

參加離職儲金。其勞、健保雇主應負擔之保險費及公提儲金由各該用人經費來源提撥。 

十二、工作人員於聘（僱）期間，得依本校有關規定享有下列權益： 

（一）請領本校識別證與校內汽機車通行證。 

（二）參加校內文康活動。 

（三）圖書館、計算機與網路中心及體育場所等公共設施，得依各單位規定使用之。 

（四）其他經專案簽准之福利事項。 

十三、工作人員於聘（僱）期間應簽訂契約（契約書格式如附件二），契約中明定其聘期、報

酬標準、上班時間、差假、保險、離職儲金、到離職等權利義務事項。 

十四、本要點未規定事項，依教育部「國立大學校院進用專案計畫教學人員研究人員暨工作

人員實施原則」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五、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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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5 

國立成功大學專案計畫工作人員契約書第 5點及第 10點修訂對照表 

修    訂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五、工作人員於聘（僱）期間，

願接受甲方工作上之指派，

並遵守甲方及合作機構有關

規定，如有違反，甲方得隨

時予以解聘（僱），及扣償未

工作期間之酬金外，如甲方

另有損害並追償違約之損害

賠償。 

五、工作人員於聘（僱）期間，

願接受甲方工作上之指

派，並遵守甲方及合作機

構有關規定，如有違反，

甲 方 得 隨 時 予 以 解 聘

（僱）。 

為避免簽約人聘期未滿即自行

離職且溢領薪資未繳回，爰增

訂「及扣償未工作期間之酬金

外，如甲方另有損害並追償違

約之損害賠償」等文字，以資

周延。 

十、離職儲金：乙方於聘（僱）

期間應依「國立成功大學聘

僱人員離職儲金給與要點」

規定參加離職儲金，其給與

方式依該要點規定辦理。 

十、離職儲金：乙方於聘（僱）

期間，經甲方同意得依「國

立成功大學聘僱人員離職

儲金給與要點」規定參加

離職儲金，其給與方式依

該要點規定辦理。 

依教育部及行政院勞委會規

定：「自 95年 1月 1日起，公

務機關非依公務人員法制進用

之臨時人員，由用人機關參照

勞工退休金條例規定為其提繳

退休金，另比照『各機關學校

聘僱人員離職儲金給與辦法』

提撥離職儲金者，其退休金給

與水準並未低於勞工退休金條

例水準，繼續維持原制度無損

渠等人員權益，故宜繼續比照

適用離職儲金辦法，避免制度

過於複雜，或無法銜接之情

形」，爰配合修正。 

附註： 

1、本契約經費來源如係建教

合作計畫，需俟計畫完成

簽約並核有本職缺後，本

契約書始生效。 

 

2、乙方如因他案曾與本校簽

署「專案計畫工作人員契

約書」，其聘期與本契約

書聘期重疊時，其契約書

在本契約書生效時同時

終止。 

 

3、本契約書制式內容係經本

校校務會議通過生效，不

得擅自更動，如被更動，

視為無效。 

增訂 為因應用人單位於計畫未完成

簽約前，即需進用人員執行計

畫，爰增訂附註 1，以避免日

後計畫未完成簽約或未核給職

缺名額衍生爭議。 

 

計畫單位因計畫需要而調整、

更換工作人員時，為避免其所

簽契約之聘期與前次契約聘期

有重疊部分，致發生競合問

題，爰增訂附註 2，以明確規

範契約之效力。 

 

專案計畫工作人員人數眾多，

異動頻繁，爰將合約定型化，

俾便加快審核作業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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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專案計畫工作人員契約書 

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甲方）為應業務需要，聘（僱）          君（以下簡稱乙方）為

專案計畫工作人員，經雙方訂立條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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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工作內容：                                                      

三、每月報酬：新台幣            元。 

四、經費來源：  

五、工作人員於聘（僱）期間，願接受甲方工作上之指派，並遵守甲方及合作機構有關規定，

如有違反，甲方得隨時予以解聘（僱），及扣償未工作期間之酬金外，如甲方另有損害並

追償違約之損害賠償。 

六、工作時間：每日上班時間，比照甲方編制內職員規定辦理。 

七、差假：比照「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聘僱人員給假辦法」辦理。 

八、乙方非經本校書面同意不得在校內外兼職或兼課。 

九、保險：乙方於聘（僱）期間，應於到職時，至甲方總務處事務組辦理參加勞保及全民健

保，其保費之支付及權利義務，依勞、健保相關規定辦理；聘約期滿或中途離職，應辦

理退保。 

十、離職儲金：乙方於聘（僱）期間應依「國立成功大學聘僱人員離職儲金給與要點」規定

參加離職儲金，其給與方式依該要點規定辦理。  

十一、到職及離職：乙方接到甲方聘（僱）通知後，應依規定辦理到職手續。聘期屆滿，乙

方即需離職，不得異議。乙方如因特別事故須於聘約期滿前先行離職時，應於一個月

前提出申請，經甲方同意後始得離職。離職人員依規定辦妥離職手續後發給離職證明。 

十二、乙方於聘（僱）期間不適用「勞動基準法」、「聘用人員聘用條例」、「行政院暨所屬機

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及公務人員各項法令規定。 

十三、本契約如有未盡事宜，依「國立成功大學進用專案計畫工作人員實施要點」及相關法

令規定辦理。 

十四、本契約書一式三份，甲方（人事室）、甲方用人單位及乙方各執一份。 

 

※附註：1、本契約經費來源如係建教合作計畫，需俟計畫完成簽約並核有本職缺後，本契約

書始生效。 

2、乙方如因他案曾與本校簽署「專案計畫工作人員契約書」，其聘期與本契約書聘期

重疊時，其契約書在本契約書生效時同時終止。 

3、本契約書制式內容係經本校校務會議通過生效，不得擅自更動，如被更動，視為無

效。 

立契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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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人：校長  高   強                  身分證字號：  

 

地  址：台南市大學路一號               戶 籍 地 址： 

                

甲方用人單位主管簽章： 

（或計畫主持人）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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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6 

「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部份條文修正草案 

修訂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十二條 前條推廣教育所提列之
27%行政管理費，授權支
用之比率為學校 20/27，
學院或研究總中心
1/27，系所或研究中心
6/27。 

推廣教育班之經費若有節

餘，在補足應繳之計畫總

金額 27%管理費後，其節餘

款由推廣教育開班單位繼

續使用。 

教務處應訂定推廣教育收

入收支管理要點，經管理

委員會審議通過，送行政

會議核備後，報教育部備

查。 

第十三條 第三條第四款之建教合
作收入，應衡量使用學校
資源情形，適當提列行政
管理費。 

政府機關及公民營機構委

託之專題研究計畫，應按

計畫經費總金額編列至少

17%管理費；但政府機關另

訂有管理費標準者，不在

此限。服務性試驗、調查

及人員交流訓練案之管理

費編列比率，由研究發展

處另訂辦法規範，經管理

委員會審議通過，送行政

會議核備後實施，修正時

亦同。 

特殊案件之管理費經校長

核准者，標準得降低之。 

第十五條 各建教合作計畫案執行
結案後之節餘款，凡已提
足 17%以上之管理費者由
計畫主持人依規定運
用；未提足 17%者，則於
依規定方式補足差額後

第十二條 前條推廣教育所提列之
27%行政管理費，授權支
用之比率為學校 20/27，
學院或研究總中心
1/27，系所或研究中心
6/27。 

推廣教育班之節餘款，結

案後繼續使用之授權支用

比率為學校 20%，主辦單位

80%。 

教務處應訂定推廣教育收

入收支管理要點，提報管

理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報

教育部備查。 

第十三條 第三條第四款之建教合
作收入，應衡量使用學校
資源情形，適當提列行政
管理費。 

政府機關及公民營機構委

託之專題研究計畫，應按

計畫經費總金額編列至少

17%管理費；但政府機關另

訂有管理費標準者，不在

此限。服務性試驗、調查

及人員交流訓練案之管理

費編列比率，由研究發展

處另訂辦法規範，經管理

委員會通過後實施，修正

時亦同。 

特殊案件之管理費經校長

核准者，標準得降低之。 

第十五條 各建教合作計畫案執行
結案後之節餘款，凡已提
足 17%以上之管理費者由
計畫主持人依規定運
用；未提足 17%者，則於
依規定方式補足差額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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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節餘款運用之。 

補提之管理費依前條第三

項之方式分配予學校、學院

及總中心、系所及研究中

心。 

研究發展處應訂定建教合

作收入收支管理要點，經管

理委員會審議通過，送行政

會議核備後，報教育部備

查。 

第十六條 第三條第五款之場地設
備管理收入，其由學校控
管者應由學校統籌運
用；由學院或研究總中
心、系所或研究中心等單
位控管者，於該項收入總
額提成 20%為學校管理
費，80%分配至管理單位
運用。 

場地設備管理收入須負擔

稅負時，應於該項收入總

額先行扣除後，再依前項

比率分配。 

總務處應訂定場地設備管

理收入收支管理要點，經

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送

行政會議核備後，報教育

部備查。 

第十九條 為合理使用公務車輛，得
彈性運用第三條第三款
至第八款之收入為財
源，增購、汰換及全時租
賃公務車輛。 

總務處應訂定公務車輛之

使用、租賃要點，經管理

委員會審議通過，送行政

會議核備後，報教育部備

查。 

第二十條 為有效安排新興工程規
劃，及促進民間投資，節
省政府之預算撥付，可彈
性運用第三條第三款至
第八款之收入為財源，支

之節餘款運用之。 

補提之管理費依前條第三

項之方式分配予學校、學院

及總中心、系所及研究中

心。 

研究發展處應訂定建教合

作收入收支管理要點，提報

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報

教育部備查。 

第十六條 第三條第五款之場地設
備管理收入，其由學校控
管者應由學校統籌運
用；由學院或研究總中
心、系所或研究中心等單
位控管者，於該項收入總
額提成 20%為學校管理
費，80%分配至管理單位
運用。 

場地設備管理收入須負擔

稅負時，應於該項收入總

額先行扣除後，再依前項

比率分配。 

總務處應訂定場地設備管

理收入收支管理要點，提

報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

後，報教育部備查。 

第十九條 為合理使用公務車輛，得
彈性運用第三條第三款
至第八款之收入為財
源，增購、汰換及全時租
賃公務車輛。 

總務處應訂定公務車輛之

使用、租賃要點，提報管

理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報

教育部備查。 

第二十條 為有效安排新興工程規
劃，及促進民間投資，節
省政府之預算撥付，可彈
性運用第三條第三款至
第八款之收入為財源，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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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學校之新興工程。 

總務處應訂定新興工程之

支應辦法，經管理委員會

審議通過，送校務會議核

備後，報教育部備查。 

第二十一條 為有效進行財務規
劃，並因應自償性之宿
舍、停車場、醫院等類
型建設工程或管理營
運之支出，除可彈性運
用第三條第三款至第
八款之收入及歷年基
金盈餘為財源外，經管
理委員會之審議通過
後，得向金融機構舉
借。 

總務處應就舉債控管、確

保債務清償及債務無法

清償之因應措施等，訂定

自償性支出之控管機制

辦法，經管理委員會審議

通過，送校務會議核備

後，報教育部備查。 

第二十二條 學校收受之捐贈，應全
數撥充校務基金，未指
定用途之捐贈收入，由
學校統籌運用；收受指
定用途之捐贈，其用途
應與學校校務有關。 

收受之捐贈收入為現金

時，應確實交付學校收

受；為現金以外者，應確

實點交，屬不動產者，應

由保管組辦妥所有權移

轉登記。 

非由學校全權管控之指

定捐贈收入，除經校長核

准者外，一律提撥 5%之

行政管理費。 

學校收受之捐贈，不得與

贈與人有不當利益之聯

結。 

學校對熱心捐贈者，得比

應學校之新興工程。 

總務處應訂定新興工程之

支應辦法，提報管理委員

會審議通過後，報教育部

備查。 

第二十一條 為有效進行財務規
劃，並因應自償性之宿
舍、停車場、醫院等類
型建設工程或管理營
運之支出，除可彈性運
用第三條第三款至第
八款之收入及歷年基
金盈餘為財源外，經管
理委員會之審議通過
後，得向金融機構舉
借。 

總務處應就舉債控管、確

保債務清償及債務無法

清償之因應措施等，訂定

自償性支出之控管機制

辦法，提報管理委員會審

議通過後，報教育部備

查。 

第二十二條 學校收受之捐贈，應全
數撥充校務基金，未指
定用途之捐贈收入，由
學校統籌運用；收受指
定用途之捐贈，其用途
應與學校校務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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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教育部訂頒之「捐資教

育事業獎勵辦法」予以適

當之獎勵。 

第二十三條 為充裕校務基金之財
源，得將校務基金投資
於下列項目： 

一 存放公民營金融機

構。 

二 購買公債、國庫券或

其他短期票券。 

三 投資於與校務或研

究相關之公司與企

業。 

四 其他具有收益性及

安全性，並有助於增

進效益之投資。 

投資取得之收益，應全數
撥充校務基金統籌運用。 

第二十六條 財務管理小組需擬訂
每年度之財務調度及
第二十三條各款之投
資計畫，經管理委員會
通過後執行之；並於管
理委員會及校務會議
中報告執行情形。 

適當之獎勵。 

 
 

第二十三條 為充裕校務基金之財
源，得將校務基金投資
於下列項目： 

一 存放公民營金融機

構。 

二 購買公債、國庫券或

其他短期票券。 

三 投資於與校務或研

究相關之公司與企

業。 

四 其他具有收益性及

安全性，並有助於增

進效益之投資。 
 

 

第二十六條 財務管理小組需擬訂
每年度之財務調度及
投資計畫，經管理委員
會通過後執行之；並於
管理委員會會議中報
告執行情形。 

第 10、11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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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 

94年 3月 30日 93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延會通過 

奉教育部 94年 10月 24日台高(三)字第 0940142288號核備 

94年 12月 28日 94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 為因應高等教育發展趨勢，提升教育品質，增進教育績效，特設置「國立成功大學

校務基金」(以下簡稱本基金)。 

第二條 為有效運用、管理及監督本基金，以協助校務之推動，特依「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

金設置條例」及教育部訂頒之「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之相關規

定，訂定「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三條 本基金之收入來源如下： 

一 政府編列預算撥付：由教育部依預算程序編列撥付學校之經費。 

二 學雜費收入：每學期依教育部規定之收費標準，向註冊學生收取之學費及雜費收

入。 

三 推廣教育收入：依推廣教育實施辦法之規定辦理推廣教育及研習、訓練等班次所

收取之收入。 

四 建教合作收入：為外界提供訓練、研究及設計等服務所獲得之收入。 

五 場地設備管理收入：提供場所及設施等所收取之收入。 

六 捐贈收入：無償收受動產、不動產及其他一切有財產價值之權利或債務之減少。 

七 孳息收入：基金存放公民營金融機構所孳生之利息收入。 

八 其他收入：不屬於上述各款之自籌收入。 

第四條 為落實本基金之有效管理及彈性運用，設置「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以下簡稱管理委員會) 管理之。 

管理委員會置委員七人至十五人，由校長任召集人，其中不兼行政職務之教師代表不

得少於三分之一，必要時得聘請校外專業人士參與。委員任期二年，由校長遴選提經

校務會議同意後聘任之。 

管理委員會之設置要點另訂之。 

第五條 管理委員會之任務如下： 

一 學校教學、研究及推廣所需財源之規劃。 

二 學校建築及工程興建所需財源之規劃。 

三 校務基金年度概算擬編之審議。 

四 校務基金開源措施之審議。 

五 校務基金經濟有效節流措施之審議。 

六 校務基金經費收支及運用之績效考核。 

七 第三條第三款至第八款收支管理規定之審議。 

八 其他關於校務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事項之審議。 

第六條 管理委員會得視任務之需要，分組辦事；所需工作人員，由學校現有人員派兼為原

則。但為使校務基金之收支、保管及運用發揮最大經濟效益，得進用專業人員若干

人，其權利、義務、待遇及福利，依學校法令規定，由學校於契約中明定之。 

管理委員會每學期至少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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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委員會召開會議時，得請相關人員列席。 

第七條 本基金有關年度預算編製及執行、決算編造，除第三條第三款至第八款之有關收入，

應依本辦法之相關規定另訂收支管理要點運作之，並受教育部監督外，應依預算法、

會計法、決算法、審計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八條 前條第二項之收支管理規定，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 編制內教師本薪(年功薪)、加給以外之給與及編制外人員之薪資及其他給與。 

二 講座經費支應原則。 

三 教師教學及學術研究獎勵支應原則。 

四 出國旅費支應原則。 

五 公務車輛之增購、汰換及全時租賃。 

六 新興工程支應原則。 

七 因應自償性支出之舉借及其償還財源之控管機制。 

八 其他應規範經費之原則。 

第九條 第三條第二款至第八款之自籌收入，在總額一定比率之上限範圍內，得對符合下列

條件之編制內教師，給予本薪(年功薪)、加給以外之給與： 

一 講座教授。 

二 特聘教授。 

三 非編制之行政或學術兼職。 

四 特殊任務編組之委員會委員。 

五 接受學校委託辦理專題研究者。 

六 持有技術股票作價之報酬。 

七 其他經管理委員會同意之給與。 

前項各款中，講座教授及特聘教授應另訂設置要點，經管理委員會及校務會議通過

後，報奉教育部核備後實施。其餘各款之給與須經管理委員會同意。 

第一項各款之給與佔總額收入之比率上限訂為 50%，但教育部報奉行政院核定調整

時，依其規定。 

第十條  第三條第二款至第八款之自籌收入，在前條第三項規範之比率上限範圍內，得聘僱

下列編制外人員，以提昇學術水準及協助校務之運作。 

一 國外傑出學者。 

二 專案計畫教學人員。 

三 專案計畫研究人員。 

四 專案計畫工作人員。 

五 專案經理人員。 

六 兼任專家及顧問。 

七 博士後研究人員。  

八 工讀生。 

九 其他經循行政程序簽准僱用之短期臨時人員。 

前項第一款至第七款中所置之人員應另訂支給標準，經管理委員會通過後實施。 

第十一條 三條第三款之推廣教育收入，應衡量使用學校資源情形，由學校先從收入總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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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當提列行政管理費。 

專案申請之學分班及非學分班，屬自辦班別者，應按計畫經費總金額中提列 27%管

理費；屬政府機關及公民營機構委託之班別，依委託單位之規定提列，惟未及 27%

時，應另編場地及水電等相關費用補足；外業班別得按計畫經費總金額提列 15%管

理費。 

如開班辦理在職訓練、技術人力養成訓練、專門技術訓練、代辦實習等人員交流訓

練案，在校內舉辦之內業至少應編列 27%管理費；在校外舉辦之外業至少應編列

11.5%管理費。 

管理費經校長核准者，標準得降低之。 

第十二條 前條推廣教育所提列之 27%行政管理費，授權支用之比率為學校 20/27，學院或研
究總中心 1/27，系所或研究中心 6/27。 

推廣教育班之經費若有節餘，在補足應繳之計畫總金額 27%管理費後，其節餘款由

推廣教育開班單位繼續使用。 

教務處應訂定推廣教育收入收支管理要點，經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送行政會議核

備後，報教育部備查。 

第十三條 第三條第四款之建教合作收入，應衡量使用學校資源情形，適當提列行政管理費。 

政府機關及公民營機構委託之專題研究計畫，應按計畫經費總金額編列至少 17%管

理費；但政府機關另訂有管理費標準者，不在此限。服務性試驗、調查及人員交流

訓練案之管理費編列比率，由研究發展處另訂辦法規範，經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

送行政會議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特殊案件之管理費經校長核准者，標準得降低之。 

第十四條 各建教合作計畫案管理費先提列 10﹪作為圖書館書刊經費後，依適當比例授權支
用： 

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於扣除就地審計費後，支用比率為學校 60%，學院及研究總中

心 3%，系所及研究中心 37%。 

公民營機構委託之專題研究計畫案、以計畫書簽約之服務性試驗及調查案、以建教

合作案方式舉辦之學術研討會，此三類之支用比率為學校 59%(10/17)，學院及研究

總中心 6%(1/17)，系所及研究中心 35%(6/17)。 

屬內業之服務性試驗及調查案之支用比率為學校 90%(18/20)，學院及研究總中心

10% (2/20)；屬外業之服務性試驗及調查案之支用比率為學校 91%(5/5.5)，學院及

研究總中心 9%(0.5/5.5)。 

屬內業之人員交流訓練案之支用比率為學校 74%(20/27)，學院 4%(1/27)，系所及

研究中心 22%(6/27)；屬外業之人員交流訓練案之支用比率為學校 44%(5/11.5)，

學院 4%(0.5/11.5)，系所及研究中心 52%(6/11.5)。 

第十五條 各建教合作計畫案執行結案後之節餘款，凡已提足 17%以上之管理費者由計畫主
持人依規定運用；未提足 17%者，則於依規定方式補足差額後之節餘款運用之。 

補提之管理費依前條第三項之方式分配予學校、學院及總中心、系所及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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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展處應訂定建教合作收入收支管理要點，經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送行政會

議核備後，報教育部備查。 

第十六條 第三條第五款之場地設備管理收入，其由學校控管者應由學校統籌運用；由學院
或研究總中心、系所或研究中心等單位控管者，於該項收入總額提成 20%為學校
管理費，80%分配至管理單位運用。 

場地設備管理收入須負擔稅負時，應於該項收入總額先行扣除後，再依前項比率分

配。 

總務處應訂定場地設備管理收入收支管理要點，經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送行政會

議核備後，報教育部備查。 

第十七條 第三條第三款至第八款之自籌收入，得對下列事項予以鼓勵，表現優異之行政及
學術單位，或教職員工個人，得給與適度之經費或獎金，以獎勵教學、研究或服
務之傑出表現： 

一 國內外學術活動。 

二 學術研究。 

三 教學特優。 

四 產學合作或技術移轉成果特優。 

五 績優教職員工。 

六 行政革新績效卓著。 

七 其他經管理委員會同意之獎勵。 

前項第一款至第六款中之各事項應訂定鼓勵或獎勵要點，經管理委員會及校內相關

會議通過後實施。 

第十八條 為推廣國際化，鼓勵教職員出國觀摩及參與學術活動，得以第三條第三款至第八
款之收入為財源支應因公派員出國案件，並由學校自行依所訂要點審核。 

校長依前項為財源所支應之因公出國案件，仍應依「教育部所屬學校及實施作業基

金機關因公派員出國案件處理要點」第十點規定辦理。 

研究發展處應訂定因公派員出國案件處理要點，提報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報教

育部備查。 

第十九條 為合理使用公務車輛，得彈性運用第三條第三款至第八款之收入為財源，增購、
汰換及全時租賃公務車輛。 

總務處應訂定公務車輛之使用、租賃要點，經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送行政會議核

備後，報教育部備查。 

第二十條 為有效安排新興工程規劃，及促進民間投資，節省政府之預算撥付，可彈性運用
第三條第三款至第八款之收入為財源，支應學校之新興工程。 

總務處應訂定新興工程之支應辦法，經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送校務會議核備後，

報教育部備查。 

第二十一條 為有效進行財務規劃，並因應自償性之宿舍、停車場、醫院等類型建設工程或
管理營運之支出，除可彈性運用第三條第三款至第八款之收入及歷年基金盈餘
為財源外，經管理委員會之審議通過後，得向金融機構舉借。 

總務處應就舉債控管、確保債務清償及債務無法清償之因應措施等，訂定自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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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之控管機制辦法，經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送校務會議核備後，報教育部備

查。 

第二十二條 學校收受之捐贈，應全數撥充校務基金，未指定用途之捐贈收入，由學校統籌
運用；收受指定用途之捐贈，其用途應與學校校務有關。 

收受之捐贈收入為現金時，應確實交付學校收受；為現金以外者，應確實點交，

屬不動產者，應由保管組辦妥所有權移轉登記。 

非由學校全權管控之指定捐贈收入，除經校長核准者外，一律提撥 5%之行政管理

費。 

學校收受之捐贈，不得與贈與人有不當利益之聯結。 

學校對熱心捐贈者，得比照教育部訂頒之「捐資教育事業獎勵辦法」予以適當之

獎勵。 

第二十三條 為充裕校務基金之財源，得將校務基金投資於下列項目： 

一 存放公民營金融機構。 

二 購買公債、國庫券或其他短期票券。 

三 投資於與校務或研究相關之公司與企業。 

四 其他具有收益性及安全性，並有助於增進效益之投資。 

投資取得之收益，應全數撥充校務基金統籌運用。 

第二十四條 前條第三款及第四款投資資金之來源如下： 

一 以研究成果或技術作價無償取得之股權。 

二 捐贈收入及歷年基金之盈餘。  

三 其他之法令未限制之經費來源。 

第二十五條 為使校務基金之收入及運用發揮最大經濟效益，管理委員會下設任務編組之財
務管理小組，負責第二十三條之相關投資事宜。 

財務管理小組置委員七至九人，總務長、主任秘書、研發長及會計主任為當然委

員，另由校長遴聘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委員及教授代表數人組成之，由總務長擔

任召集人，出納組組長為執行秘書。 

財務管理小組至少每月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召開會議時得邀請會計

室各組組長及相關業務人員列席。 

第二十六條 財務管理小組需擬訂每年度之財務調度及第二十三條各款之投資計畫，經管理
委員會通過後執行之；並於管理委員會及校務會議中報告執行情形。 

第二十七條 管理委員會對超過新臺幣伍仟萬元以上之第二十三條投資案，認為必要時得聘
請專業之機構及人員協助評估。 

第二十八條 學校在預算執行期間，因市況變動及業務之實際需要，需動用基金盈餘，增加
管理及總務費用之支出，或辦理非計畫型及計畫型之資本支出，則須提經管理
委員會之同意，專案報教育部核定或核轉行政核定後辦理，並補辦預算。 

第二十九條 為監督校務基金之收支、保管及運用，於校務會議下設置「國立成功大學經費
稽核委員會」監督之。 

經費稽核委員會置委員七人至十五人，由校務會議成員推選產生。但管理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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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成員、總務及會計相關人員，不得擔任經費稽核委員會之委員。 

經費稽核委員會所需工作人員，由學校現有人員派兼之。 

經費稽核委員會設置要點另訂之。 

第三十條 經費稽核委員會之任務如下： 

一 學校教學、研究及推廣計畫財務運用之事後稽核。 

二 校區建築與工程興建計畫、發包及執行等經費運用之事後稽核。 

三 各項經費收支及現金出納處理情形之事後稽核。 

四 校務基金年度決算之稽核。 

五 學校資產增置、擴充及改良等事項之事後稽核。 

六 校務基金經濟有效利用及開源節流措施之事後稽核。 

七 其他經費之事後稽核事項。 

前項稽核事項，以任期內發生與經費運用有關事項為限。但該事項涉及以前任期
者，不在此限。 

第三十一條 經費稽核委員會每學期至少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召開臨時會。 

經費稽核委員會召開會議時，得視稽核事項之需要，邀請管理委員會或校內相關
單位派員列席。 

經費稽核委員會得經委員會之決議，請管理委員會或校內相關單位提供必要之資
料以供查閱。 

經費稽核委員會應於校務會議中提出有關校務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之稽核報報
告。 

第三十二條 第三條第三款至第八款所定各種收入之收支情形，應由相關主管人員、經費執
行人員、使用及保管資產人員，負其執行預算、保管及使用資產之相關責任，
並由會計人員負責帳務處理及彙編財務報表。 

第三十三條 第三條第三款至第八款所定各種收入之收支、保管及運用，應設置專帳處理，
經費收支應有合法憑證，並依規定年限保存；建教合作收支，應依建教合作機
構之規定或契約辦理。 

前項所列各項收入之收支預計表、收支決算表，連同相關書表及全校收支財務報
表，應送教育部備查，並依相關規定上網公告，及接受教育部派員或委請會計師
查核。 

第三十四條 各行政及學術之第一、二級單位，就第三條第三款至第八款該單位歷年之自行
控管財源，得自訂相關管理辦法或專案申請，經管理委員會通過後，執行本辦
法第八條各款之規定事宜。 

第三十五條 各行政單位及院、系所中心等分配運用經費，未用罄之經費得延至次一年度繼
續使用。 

第三十六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報奉教育部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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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7 

「國立成功大學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要點」修訂對照表 

修訂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四）本會開會應有委員二分之一以

二、組織： 

(一)本會由下列人員(1)教授代表十

人(2)法律學者一人(3)教育學

者一人(4)學校行政人員一人

(5)本校教師會代表一人(6)社

會公正人士一人共計十五人組

成。其中未兼行政職務之教師

不得少於總額三分之二，且任

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

之一以上。 

因申訴案件之性質，本會得邀

請有關之專家列席，以備諮

詢。 

(二)本會委員為無給職。教授代表由

各院院務會議先就該院未兼行

政職之專任教授中推薦二位

（男女性各一人為原則），由校

務會議推選之（性別條件優先

滿足、各學院保障名額各一

人）；教師會代表一人由本校教

師會推薦之；其他委員由校長

遴選（任一性別委員各一至二

人）並經校務會議同意後聘請

之。各委員之任期二年（至新

學年之代表產生為止），連選得

連任之。 

前項委員因故出缺時，繼任

委員之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

日止。 

（三）本會每學年度第一次會議由校

長或其指定之人員召集之，以

後則由選出之主席召集之。主

席由委員互選之，任期一年，

連選得連任。 

前項主席因故不能主持會

議時，由其指定委員一人代

理主席。 

（四）本會開會應有委員二分之一以

上出席；除評議書之決議，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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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2校務會議(94.12.28)紀錄-70-



 131 

修訂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上親自出席；除評議之決議，

應經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

同意外，其餘事項之決議，以

出席委員過半數行之。評議之

決定以無記名投票表決方式

為之，其評議經過及個別委員

意見應對外嚴守秘密。表決結

果應載明於當次會議紀錄；表

決票應當場封緘，經會議主席

及委員推選之監票委員簽

名，由本會妥當保存。 

廻避之委員不計入出席委

員人數。 

前項會議經委員二分之一

以上之書面請求，召集人應

於二十日內召集之。 

（五）申訴人於案件開始評議前，得

列舉其原因事實申請委員迴

避，此項申請由本會決議之。

委員對申訴案件有利害關係

者，應自行迴避。 

委員評議程序中，除經本會決

議外，不得與當事人、代表利

益之人或利害關人為程序外

之接觸。 

 

有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

意外，其餘事項之決議，以出

席並參加表決之委員過半數

行之。評議之決定以無記名表

決方式為之，其評議經過應對

外嚴守秘密。 

前項會議經委員二分之一以

上之書面請求，召集人應於

二十日內召集之。 

 

 

 

 

 

 

 

（五）申訴人於案件開始評議前，得

申請委員迴避，並應列舉其原

因事實。此項申請由本會決議

之。委員對申訴案件有利害關

係者，應自行迴避。 

 

 

 

 

（六）本會之經費由本校編列專款支

應，工作人員由本校調配之。 

 

 

 

 

 

母法第26條 

 

 

 

 

 

母法第26條 

 

 

 

 

母法第18條 

 

 

 

 

 

 

 

 

 

 

 

 

 

（二）教師申訴應於收受或知悉措施

之次日起三十日內以書面為

之。 

（三）申訴書應記載申訴人姓名、出

生年月日、身分證明文件號

碼、服務單位及職稱、住居

所、電話、收受或知悉措施之

年月日、申訴之事實及理由，

希望獲得之具體補救、提起申

四、申訴及處理程序： 

（一）本校教師不服本校有關其個人

權益之措施者，得向本會申

訴，不服本會之評議者，得向

中央主管機關申評會提起再

申訴。 

（二）教師申訴應於知悉措施之次日

起三十日內以書面為之。 

 

（三）申訴書應記載申訴人姓名、出

生年月日、身分證明文件號

碼、服務單位及職稱、住址、

電話、申訴之事實及理由，希

望獲得之補救，提起申訴之年

月日，載明本申訴事件有無提

 

 

 

 

 

 

母法第11條 

 

 

母法第1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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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訴之年月日、受理申訴之申評

會，載明本申訴事件有無提起

訴願、訴訟，原措施係以書面

作成者，另應檢附原措施文

書，並敍明其送逹之時間及方

式；其有相關之文件及證據

者，並應提出。 

申訴說明及應具備之書件

應以中文書寫；其書件係引

述外文者，應譯成中文，並

應附原外文資料。 

（四）提起申訴不合前項規定者，本

會得酌定相當期限，通知申訴

人補正。屆期未補正者，本會

得逕為評議。 

（五）本會應自收到申訴書之次日起

十日內，以書面檢附申訴書影

本及相關書件，通知為原措施

之單位提出說明。 

該單位應自前項書面通知

之次日起二十日內，擬具說

明書連同關係文件送本

會，並應將說明書抄送申訴

人。但為原措施之單位認為

申訴為有理由者，得自行撤

銷或變更原措施，並函知本

會。 

屆前項期間未提出說明

者，本會得逕為評議。 

第一項期間，於前條規定補

正者，自補正之次日起算，

未為補正者，自補正期限屆

滿之次日起算。 

（六）提起申訴之教師就申訴案件或

相牽連之事件，同時或先後另

行提起訴願、行政訴訟、民事

或刑事訴訟者，應即以書面通

知本會。 

本會依前項通知或依職權

知有前項情形時，應停止申

訴案件之評議並以書面通

知申訴人；於停止原因消滅

起訴願、訴訟，原措施係以書

面作成者，並應檢附原措施文

書；其有相關之文件及證據

者，並應提出。 

 

 

 

申訴說明及應具備之書件應

以中文書寫；其書件係引述

外文者，應譯成中文，並應

附原外文資料。 

（四）提起申訴不合前項規定者，本

會得酌定相當期限，通知申訴

人補正。逾期未補正者，本會

得逕為評議。 

（五）本會應自收到申訴書之次日起

十日內，以書面檢附申訴書影

本及相關書件，請求為原措施

之單位提出說明。 

該單位應自前項書面請求

之次日起二十日內，擬具說

明書連同關係文件送本

會，但為原措施之單位認為

申訴為有理由者，得自行撤

銷或變更原措施，並函知本

會。 

 

 

 

 

 

 

 

（六）提起申訴之教師就申訴案件或

相牽連之事件，同時或先後另

行提起訴願、行政訴訟、民事

或刑事訴訟者，應即以書面通

知本會。 

本會依前項通知或依職權

知有前項情形時，應以書面

通知申訴人停止申訴案件

之評議；俟停止原因消滅後

 

 

 

 

 

 

 

 

 

 

 

母法第13條 

 

 

 

母法第14條 

 

 

 

 

 

 

 

 

 

 

 

 

 

 

 

 

 

 

 

 

 

 

 

母法第16條 

 

 

94-2校務會議(94.12.28)紀錄-72-



 133 

修訂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後經申訴人書面請求應繼

續評議。 

申訴案件全部或一部之評

議決定，以訴願或訴訟之法

律關係是否成立為據者，本

會於訴願或訴訟評議終結

前，應停止申訴案件之評議

並以書面通知申訴人，於停

止原因消滅後應繼續評議。 

 

（七）本會就書面資料評議，以不公

開為原則，評議時，得經本會

議決議邀請申訴人、關係人、

學者專家、或有關機關指派之

人員到場說明。 

（八）本會之評議決定，除依第四點

之（六）規定停止評議者外，

自收受申訴之次日起，應於三

個月內為之。必要時，得予延

長，並通知申訴人。延長以一

次為限，最長不得逾二個月。 

（九）申訴案件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

者，應附理由為不受理之評議

決定： 

1.提出申訴逾第四點之

（二）規定之期間者。 

2.申訴人不適格者。 

3.非屬本會管轄之事項者。 

4.原措施已不存在或依申

訴已無補救實益。 

5.對已決定或已撤回之申

訴案件就同一原因事實

重行提起申訴者。 

（十）本會評議前，認為必要時得推

派委員三至五人審查，委員於

詳閱卷證、研析事實及應行適

用之法規後，向本會提出審查

意見。 

申訴無理由者，應為駁回之評

議決定。有理由者應為有理由

之評議決定，其有補救措施並

應於評議書主文中載明。 

經其書面請求繼續評議。 

 

申訴案件全部或一部之決

定，以其他訴願或訴訟之法

律關係是否成立為據者，本

會得在其他訴願或訴訟終

結前，以書面通知申訴人，

停止申訴案件之評議，俟停

止原因消滅後繼續評議。 

 

（七）本會就書面資料評議，會議不

公開舉行，得通知申訴人、對

造及關係人到會說明。 

 

 

（八）本會之決定，除依第四點之

（六）規定停止評議者外，自

收受申訴之次日起，應於三個

月內為之。必要時，得予延

長，並通知申訴人。延長以一

次為限，最長不得逾二個月。 

（九）申訴案件有左列各款情形之一

者，應附理由為不受理之決

定： 

1.提出申訴逾第四點之

（二）規定之期間者。 

2.申訴人不適格者。 

3.非屬本會管轄之事項者。 

4.申訴已無實益者。 

5.對已決定或已撤回之申

訴案件就同一原因事實

重行提起申訴者。 

 

（十）本會於申訴案件評議前，應擬

具處理意見連同卷證提請評

議。必要時得推派委員三人審

查，委員於詳閱卷證、研析事

實及應行適用之法規後，向本

會提出審查意見。申訴無理由

者，應為駁回之決定。有理由

者應為有理由之決定，其有補

救措施並應於決定主文中載

明。 

     

 

 

 

 

 

 

 

 

 

 

母法第17條 

 

 

 

 

母法第19條 

 

 

 

 

母法第20條 

 

 

 

 

 

 

 

 

 

 

 

母法第2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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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十一）本會評議案件，應指定人員製

作評議紀錄附卷，委員於評議

中所持與評議決定不同之意

見，經其請求者，應列入委員

會議紀錄。 

 

（十二）評議書應記載申訴人姓名、出

生年月日、身分證明文件號

碼、服務單位及職稱、住居

所、主文、事實及理由；其係

不受理決定者得不記載事

實。評議書由主席署名、評議

決定之年月日。並應附記如不

服決定者，得於評議書送達之

次日起三十日內，向中央申評

會提起再申訴。 

（十三）評議書由學校名義作成評議書

正本，並以學校名義以足供存

證查核之方式送達評議書正

本於申訴人、教育部、地區教

師組織及相關機關，但該地區

教師組織未依法設立者，不在

此限。 

  

（十一）本會評議案件，應指定人員製

作評議紀錄附卷，委員於評議

中所持與評議決定不同之意

見，經其請求者，應列入紀

錄。 

 

（十二）評議應記載申訴人姓名、出生

年月日、身分證明文件號碼、

服務單位及職稱、住址、電

話、主文、事實及理由；其係

不受理決定者得不記載事

實。評議書由主席署名、評議

決定之年月日。並應附記如不

服決定者，得於評議書送達之

次日起三十日內，向中央申評

會提起再申訴。 

（十三）評議書由學校作成正本以申訴

文書郵務送達證書送達申訴

人、教育部、地區教師組織及

相關機關，但該地區教師組織

未依法設立者，不在此限。 

  

 

 

 

母法第27條 

 

 

 

 

母法第28條 

 

 

 

 

 

 

 

 

 

母法第29條 

五、評議決定有下列各款之一者即為確

定： 

（一）申訴人、為原措施之學校於評

議書送達之次日起三十日內

未提起再申訴者。 

（二）再申訴評議書送達於申訴人。 

 

五、評議決定有左列各款之一者即為確

定： 

（一）申訴人、為原措施之學校於評

議書送達之次日起三十日內

未提起再申訴者。 

（二）再申訴評議書送達於申訴人

者。 

 

母法第3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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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要點 

86.03.05八十五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6.04.16八十五學年度第四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6.10.22八十六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奉教育部 86.11.6台（86）申字第 86129000號函核定 

94.04.27九十三學年度第四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奉教育部 94.5.5台申字第 0940060528號書函核定 

94.12.28九十四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目的：本校為確保學校對教師措施之合法性與合理性，促進校園和諧，依據教育部「教

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準則」及本校組織規程第廿四條之規定，設置本校

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二、組織： 

（一）本會由下列人員(1)教授代表十人(2)法律學者一人(3)教育學者一人(4)學校行政人

員一人(5)本校教師會代表一人(6)社會公正人士一人共計十五人組成。其中未兼行

政職務之教師不得少於總額三分之二，且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

上。 

因申訴案件之性質，本會得邀請有關之專家列席，以備諮詢。 

（二）本會委員為無給職。教授代表由各院院務會議先就該院未兼行政職之專任教授中推

薦二位（男女性各一人為原則），由校務會議推選之（性別條件優先滿足、各學院

保障名額各一人）；教師會代表一人由本校教師會推薦之；其他委員由校長遴選（任

一性別委員各一至二人）並經校務會議同意後聘請之。各委員之任期二年（至新學

年之代表產生為止），連選得連任之。 

前項委員因故出缺時，繼任委員之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止。 

（三）本會每學年度第一次會議由校長或其指定之人員召集之，以後則由選出之主席召集

之。主席由委員互選之，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 

前項主席因故不能主持會議時，由其指定委員一人代理主席。 

（四）本會開會應有委員二分之一以上親自出席；除評議之決議，應經出席委員三分之二

以上同意外，其餘事項之決議，以出席委員過半數行之。評議之決定以無記名投票

表決方式為之，其評議經過及個別委員意見應對外嚴守秘密。表決結果應載明於當

次會議紀錄；表決票應當場封緘，經會議主席及委員推選之監票委員簽名，由本會

妥當保存。 

廻避之委員不計入出席委員人數。 

前項會議經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書面請求，召集人應於二十日內召集之。 

（五）申訴人於案件開始評議前，得列舉其原因事實申請委員迴避，此項申請由本會決議

之。委員對申訴案件有利害關係者，應自行迴避。 

委員評議程序中，除經本會決議外，不得與當事人、代表利益之人或利害關人為程

序外之接觸。 

（六）本會之經費由本校編列專款支應，工作人員由本校調配之。 

三、申訴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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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專任教師對本校有關其個人之措施，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益者，得提出申

訴。 

前項申訴，依法得提起訴願或訴訟者，亦得於各該法定期間內提起之。 

四、申訴及處理程序： 

（一）本校教師不服本校有關其個人權益之措施者，得向本會申訴，不服本會之評議者，

得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評會提起再申訴。 

（二）教師申訴應於收受或知悉措施之次日起三十日內以書面為之。 

（三）申訴書應記載申訴人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明文件號碼、服務單位及職稱、住

居所、電話、收受或知悉措施之年月日、申訴之事實及理由，希望獲得之具體補救、

提起申訴之年月日、受理申訴之申評會，載明本申訴事件有無提起訴願、訴訟，原

措施係以書面作成者，另應檢附原措施文書，並敍明其送逹之時間及方式；其有相

關之文件及證據者，並應提出。 

申訴說明及應具備之書件應以中文書寫；其書件係引述外文者，應譯成中文，並應

附原外文資料。 

（四）提起申訴不合前項規定者，本會得酌定相當期限，通知申訴人補正。屆期未補正者，

本會得逕為評議。 

（五）本會應自收到申訴書之次日起十日內，以書面檢附申訴書影本及相關書件，通知為

原措施之單位提出說明。 

該單位應自前項書面通知之次日起二十日內，擬具說明書連同關係文件送本會，並

應將說明書抄送申訴人。但為原措施之單位認為申訴為有理由者，得自行撤銷或變

更原措施，並函知本會。 

屆前項期間未提出說明者，本會得逕為評議。 

第一項期間，於前條規定補正者，自補正之次日起算，未為補正者，自補正期限屆

滿之次日起算。 

（六）提起申訴之教師就申訴案件或相牽連之事件，同時或先後另行提起訴願、行政訴訟、

民事或刑事訴訟者，應即以書面通知本會。 

本會依前項通知或依職權知有前項情形時，應停止申訴案件之評議並以書面通知申

訴人；於停止原因消滅後經申訴人書面請求應繼續評議。 

申訴案件全部或一部之評議決定，以訴願或訴訟之法律關係是否成立為據者，本會

於訴願或訴訟評議終結前，應停止申訴案件之評議並以書面通知申訴人，於停止原

因消滅後應繼續評議。 

（七）本會就書面資料評議，以不公開為原則，評議時，得經本會議決議邀請申訴人、關

係人、學者專家、或有關機關指派之人員到場說明。 

（八）本會之評議決定，除依第四點之（六）規定停止評議者外，自收受申訴之次日起，

應於三個月內為之。必要時，得予延長，並通知申訴人。延長以一次為限，最長不

得逾二個月。 

（九）申訴案件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附理由為不受理之評議決定： 

1.提出申訴逾第四點之（二）規定之期間者。 

2.申訴人不適格者。 

3.非屬本會管轄之事項者。 

4.原措施已不存在或依申訴已無補救實益。 

5.對已決定或已撤回之申訴案件就同一原因事實重行提起申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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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本會評議前，認為必要時得推派委員三至五人審查，委員於詳閱卷證、研析事實及

應行適用之法規後，向本會提出審查意見。 

申訴無理由者，應為駁回之評議決定。有理由者應為有理由之評議決定，其有補救

措施並應於評議書主文中載明。 

（十一）本會評議案件，應指定人員製作評議紀錄附卷，委員於評議中所持與評議決定不

同之意見，經其請求者，應列入委員會議紀錄。 

（十二）評議書應記載申訴人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明文件號碼、服務單位及職稱、

住居所、主文、事實及理由；其係不受理決定者得不記載事實。評議書由主席署

名、評議決定之年月日。並應附記如不服決定者，得於評議書送達之次日起三十

日內，向中央申評會提起再申訴。 

（十三）評議書由學校名義作成評議書正本，並以學校名義以足供存證查核之方式送達評

議書正本於申訴人、教育部、地區教師組織及相關機關，但該地區教師組織未依

法設立者，不在此限。 

五、評議決定有左列各款之一者即為確定： 

（一）申訴人、為原措施之學校於評議書送達之次日起三十日內未提起再申訴者。 

（二）再申訴評議書送達於申訴人者。 

六、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依有關法規之規定。 

七、評議之效力及執行： 

本校對評議書建議之補救措施，應予採行。如確有牴觸法律或本校校務會議通過之相關

辦法、或與本校其他正式會議決議事項牴觸經召開相關會議重新研討仍決議不予修訂

者，應列舉具體理由，函復本會並向中央申評會提起再申訴。 

八、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並陳報教育部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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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8 

國立成功大學自強宿舍配借及管理辦法條文修訂對照表 

修       訂       條        文 原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依據「國立成功大學宿舍配

借及管理辦法」第十條之規

定訂定「國立成功大學自強

宿舍配借及管理辦法」（以

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之自強宿舍（以

下簡稱本宿舍）為長榮路三

段八十八號三十戶宿舍。 

 

第三條 為便於本宿舍之自治管理，

由全體借住戶成員組成管理

委員會，以輪月主席為委員

會召集人；輪月主席由全體

借住戶成員互推之 

，每兩月輪一次。 

 

第四條 根據「國立成功大學宿舍配

借及管理辦法」之規定，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申請借

住上述宿舍： 

(一)配偶及扶養親屬均未隨

同居住。 

(二)本人、配偶或未成年子女

在距離本校二十公里範

圍內有自有房屋者。 

(三)本人或配偶在距本校四

十公里範圍內申購軍公

教輔建住宅或向住福會

貸款自購住宅者。 

(四)配偶軍公教人員而在距

離本校二十公里範圍內

借用政府機關宿舍者。 

 

第五條 本宿舍現住戶遷出，該戶即

納入本校作為學人宿舍使

一、本辦法係根據「國立成功大學宿

舍配借及管理辦法」訂定。 

 

 

 

 

二、本辦法所稱之宿舍為長榮路三段

八十八號三十戶宿舍。 

 

 

三、本宿舍配借及管理委員會以借戶

之本所教師為成員，以輪月主席

為委員會召集人；輪月主席每兩

月輪一次。 

 

 

 

四、根據「國立成功大學宿舍配借及

管理辦法」之規定，本所（系）

教師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申

請借住上述宿舍： 

(一)配偶及扶養親屬均未隨同居

住。 

(二)本人、配偶或未成年子女在 

距離本校二十公里範圍內有

自有房屋者。 

(三)本人或配偶在距本校四十公

里範圍內申購軍公教輔建住

宅或向住福會貸款自購住宅

者。 

(四)配偶軍公教人員而在距離本

校二十公里範圍內借用政府

機關宿舍者。 

 

五、本宿舍優先提供本所副教授以上

教師借住，如有空屋，應提供本

法源依據並

改名 

 

 

 

 

宿舍範圍 

 

 

 

管理委員會

組成 

 

 

 

 

 

借住人資格

限制 

 

 

 

 

 

 

 

 

 

 

 

 

 

 

 

使本校宿舍

配借能更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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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並依「國立成功大學海

外回國任教教師臨 

時眷舍借住管理辦法」規定

管理。 

 

 

 

 

 

刪除 

 

 

 

刪除 

 

 

第六條 配借宿舍應填具申請書向總

務處保管組申請，經系所主

管簽註意見後，陳校長核定

後方可進住，並提本校宿舍

配借及管理委員會追認。 

 

 

 

第七條 本宿舍借用人如因調職、離

職或退休時，應在三個月內

遷出。借用人如亡故，其眷

屬亦應在六個月內遷出。 

 

第八條 凡經核准並經通知進住者需

先填寫宿舍管理費自動轉帳

扣款同意書，且應於接獲通

知後一週內先簽訂借用契

約，並於簽約後一週內遷

入，如因故不能依限遷入者 

，需提出說明，但最長不得

超過三個月，逾期以棄權論。 

 

第九條 本宿舍限本人、配偶及其直

系親屬住用。所配住之宿舍

校其他院系（所）做為學人宿舍

使用。 

 

 

 

 

 

 

 

六、學校學人宿舍優先供其他院系（ 

所）教師配借申請，如有空屋應

提供本所教師申請配借。 

 

七、分配優先次序採計點制，其計點

標準如附表。 

 

八、借用宿舍經委員會審查後，填具

申請書，經系所主管簽註意見分

配後，送總務處保管組登記。再

請校長核定後方可進住，並提宿

舍配借及管理委員會追認。 

 

 

 

九、本所（系）宿舍借用人如因調職、

離職或退休時，應在三個月內遷

出。借用人如亡故，其眷屬亦應

在六個月內遷出。 

 

 

 

 

 

 

 

 

 

 

 

 

平，及制度之

一致性。回歸

依「國立成功

大學海外回

國任教教師

臨時眷舍借

住管理辦法」

規定，辦理借

住。 

 

 

 

 

 

 

 

依「國立成功

大學海外回

國任教教師

臨時眷舍借

住管理辦法」

規定，辦理借

住。 

 

配合宿舍屬

性修訂 

。 

 

 

明訂管理費

自動轉帳及

遷入期限。 

 

 

 

 
 
 

與母法「國立

成功大學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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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任其空置、私自調換、

出租、轉讓或任令他人進

住，違反規定者將提報校方

處理。 

 

第十條 本辦法若有未盡事宜者，則

依「國立成功大學宿舍配借

及管理辦法」之規定辦理。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

施行，修正時亦同。 

 

 

 

 

 

十、本辦法若有未盡事宜者，則依「國

立成功大學宿舍配借及管理辦

法」之規定辦理。 

 

十一、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施行 

，修正時亦同。 

舍配借及管

理辦法」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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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自強宿舍配借及管理辦法 

                               94年 12 月 28 日 94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依據「國立成功大學宿舍配借及管理辦法」第十條之規定訂定「國立成功大學自強宿

舍配借及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之自強宿舍（以下簡稱本宿舍）為長榮路三段八十八號三十戶宿舍。 

第三條 為便於本宿舍之自治管理，由全體借住戶成員組成管理委員會，以輪月主席為委員會

召集人；輪月主席由全體借住戶成員互推之，每兩月輪一次。 

第四條 根據「國立成功大學宿舍配借及管理辦法」之規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申請借住

上述宿舍： 

(一)配偶及扶養親屬均未隨同居住。 

(二)本人、配偶或未成年子女在距離本校二十公里範圍內有自有房屋者。 

(三)本人或配偶在距本校四十公里範圍內申購軍公教輔建住宅或住福會貸款自購住

宅者。 

(四)配偶軍公教人員而在距離本校二十公里範圍內借用政府機關宿舍者。 

第五條 本宿舍現住戶遷出，該戶即納入本校作為學人宿舍使用。並依「國立成功大學海外

回國任教教師臨時眷舍借住管理辦法」規定管理。 

第六條 配借宿舍應填具申請書向總務處保管組申請，經系所主管簽註意見後，陳校長核定後

方可進住，並提本校宿舍配借及管理委員會追認。 

第七條 本宿舍借用人如因調職、離職或退休時，應在三個月內遷出。借用人如亡故，其眷屬

亦應在六個月內遷出。 

第八條 凡經核准並經通知進住者需先填寫宿舍管理費自動轉帳扣款同意書，且應於接獲通知

後一週內先簽訂借用契約，並於簽約後一週內遷入，如因故不能依限遷入者，需提出

說明，但最長不得超過三個月，逾期以棄權論。 

第九條 本宿舍限本人、配偶及其直系親屬住用。所配住之宿舍不得任其空置、私自調換、出

租、轉讓或任令他人進住，違反規定者將提報校方處理。 

第十條 本辦法若有未盡事宜者，則依「國立成功大學宿舍配借及管理辦法」之規定辦理。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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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9 

國立成功大學教師聘任辦法 
80.03.27 七十九學年度第三次校務會議通過 

81.10.07 八十一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4.11.15 八十四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8.03.17 八十七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0.03.14 八十九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4.12.28 九十四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 一 條    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三十二條及有關法令規定，訂定本校教師聘任辦法(以下簡稱本辦
法)。 

第 二 條    本校教師之聘任，應具備下列基本條件： 

             (一) 品德操守均佳及有足資證明之優良表現，對於擬聘系所之任務及發展有所益者。 

             (二) 講師應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1. 曾任教並獲有部頒講師證書，而成績優良者。 

                  2. 在國內外大學或研究院所研究，得有碩士學位或同等學歷證書，而成績優良，並
有專門著作者。 

             (三) 助理教授應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1. 曾任教並獲有部頒助理教授證書，而成績優良者。 

                  2. 具有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3. 具有碩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曾從事與所習學科有關之研究工作、專門職業
或職務四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4. 曾任講師三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四) 副教授應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1. 曾任教並獲有部頒副教授證書，而成績優良者。 

                  2. 具有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曾從事與所習學科有關之研究工作、專門職業
或職務四年以上，並有專門著作者。 

                  3. 曾任助理教授三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五) 教授應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1. 曾任教並獲有部頒教授證書，而成績優良者。 

                  2. 具有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曾從事與所習學科有關之研究工作、專門職業
或職務八年以上，有創作或發明，在學術上有重要貢獻或重要專門著作者。 

                  3. 曾任副教授三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重要專門著作者。 

             (六) 醫學院臨床醫學藥學等教師聘任資格依據教育部相關法規辦理。 

             (七) 各學系因特殊需要得延聘專業技術人員為專業教師，擔任大學部教學工作，其聘任
資格依據教育部相關法規辦理。 

第 三 條    本辦法前條所稱國內外大學或研究所，以公立及已立案之私立大學及研究所或經教育部認
可之國外大學及研究所為限。 

第 四 條    本校教師之聘任分為初聘、續聘及長期聘任三種。本校教師之聘任除短期以契約明定其權
利義務與聘期外，初聘為一年、續聘第一次為一年，第三年以後續聘之每次均為二年。教
師長期聘任實施要點另訂之。 

第 五 條    新聘教授及副教授於初續聘滿四年之半年前，應經系（所）、院、校教評會審議是否續聘，
若不通過則自第五年起不予續聘。新聘教授於學術上有重大成就或貢獻者，得直接長期聘
任。 

             新聘助理教授於到職六年內未能升等者，自第七年起不予續聘。但情況特殊，經教評會同
意者，自第七年起得續聘二年，如二年內仍未能升等者，則不予續聘。新聘講師原則比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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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 

             新聘外籍教師須於近期內具使用中文之能力。 

第 六 條    本校教師之聘任採聘期制，聘期屆滿得予續聘，聘期屆滿不再續聘謂之不續聘，聘期中由
本校主動解約者謂之解聘。暫時停止聘約關係者謂之停聘。教師不服解聘、停聘或不續聘
處理者，得向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申訴之。 

第 七 條    教師聘任後除短期以契約明定其權利義務與聘期、本辦法第五條規定、或有下列各款之一
者外，不得解聘、停聘或不續聘： 

             (一)受有徒刑一年以上判決確定，未獲宣告緩刑者。 

             (二)曾服公務，因貪污瀆職經判刑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者。 

             (三)依法停止任用，或受休職處分尚未期滿，或因案停止職務，其原因尚未消滅者。 

             (四)褫奪公權尚未復權者。 

             (五)受禁治產之宣告，尚未撤銷者。 

             (六)行為不檢有損師道，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者。 

             (七)經合格醫師證明有精神病者。 

             (八)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或違反聘約情節重大者。 

             有前項第六款、第八款情形者，應經本校三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及出
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決議。 

             有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七款情形者，不得聘任為教師。其已聘任者，除有第七款情形者依規
定辦理退休或資遣外，應報請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後，予以解聘、停聘或不續聘。 

第 八 條    教師聘任之申請，須檢附下列資料或證件： 

             (一)擬聘教師簽辦表。 

             (二)履歷表。 

             (三)畢業證書或學位證書。 

             (四)著作。 

             (五)服務證書。 

             (六)推薦函三份。 

             (七)其他足資證明資格之文件。 

第 九 條    新聘教師之聘任，應本公平、公正、公開之原則，於傳播媒體或學術刊物刊載徵聘資訊。
教師聘任之審查程序，初審由各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辦理，審查通過後向院推薦，複審
由各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辦理，審查通過後向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推薦。初審辦法由各系(所)
制定，報請院長轉校教評會核備後施行，複審辦法由各院制定，並提報本校教師評審委員
會核備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第 十 條    教師聘任以每學期辦理一次為原則，並以每學期開始(二月一日或八月一日)為起聘日期。
各院應於十二月十五日或六月十五日前完成推薦程序。 

第十一條    教師聘任經各院複審通過後，將有關資料向人事室提出。人事室彙整後提校教師評審委員
會，經討論通過後簽請校長核發聘任職級之聘書。 

第十二條    以學位辦理聘任助理教授或講師者，經系（所）依「專科以上學校以國外學歷送審教師資
格作業須知」之規定審核，如其修讀碩士或博士之修業時間符合規定，由系教評會比照升
等辦法辦理專門著作（包含學位論文）外審作業，外審結果彙提院、校級教評會完成聘任
程序。 

經系（所）審核，其修讀碩士或博士之修業時間不符合規定者，得專案提三級教評會討論，
獲同意辦理著作外審者，由教務處比照升等辦法，將其論文、個人著作或作品送外審，外
審結果彙提院、校級教評會完成聘任程序。 

外審作業應於本辦法第十條規定之時限前完成。相關前置作業，聘任單位應視作業所需時
間提前辦理。 

聘任程序完成，依規定檢件由人事室報請教育部備查及核發教師證書，年資以教育部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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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月起算。 

第十三條    非以學位辦理聘任且尚未獲有擬聘任職級之教師證書者，各院應於十月十五日（二月一日
起聘）或四月十五日（八月一日起聘）前將有關資料送教務處，比照升等辦法辦理著作外
審，外審結果彙提校教師評審委員會，經通過簽請校長核定後依規定檢件報請教育部核備
及核發教師證書，年資以教育部核定年月起計。 

第十四條    非屬學院之系(所)、體育室、通識教育中心與圖書館之教師聘任，其初審與複審比照系
(所)、院辦理；計算機與網路中心之教師聘任，初審比照系(所)辦理，複審由工學院教師
評審委員會辦理。 

第十五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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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 

國立成功大學教師升等辦法 

77.11.16七十七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0.03.27七十九學年度第三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1.10.07八十一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4.11.15八十四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6.06.11八十五學年度第五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7.01.14八十六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7.10.21八十七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8.03.17八十七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8.06.09八十七學年度第四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0.06.06八十九學年度第三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1.03.20九 十 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2.06.11九十一學年度第五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3.10.20九十三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3.12.08九十三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4.12.28九十四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 一 條    本校為鼓勵教師認真教學與從事學術研究，特參照本校組織規程第三十五條暨
相關法令訂定教師升等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凡本校教師升等之申請、推薦
與審查，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悉依本辦法辦理。 

第 二 條    本校教師申請升等，應具備下列各款條件： 
1. 申請升助理教授者須有任講師滿三年（含）以上，申請升副教授者須有任助
理教授滿三年（含）以上，申請升教授者須有任副教授滿三年（含）以上之
服務年資；具有本校教師聘任辦法中較高職級教師之條件者，其服務年資得
不受本項規定之限制。如在專業研究上有特殊傑出表現，在不違反教育部相
關規定情形下，以個案經三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出席委員四分之三（含）以上
通過者，得受理其升等之申請。 

2. 品德操守均佳且擔任現職期間，其教學、研究與服務等成績優良。 
3. 申請升助理教授者應有相當於博士論文水準之著作並有獨立研究之能力；申
請升副教授者應在學術領域內有專門著作並有具體之貢獻者；申請升教授者
應在學術領域內具有獨創性之著作並有重要具體之貢獻者。 

4. 中華民國八十六年三月廿一日前已取得講師、助教證書之現職人員，如繼續
任職而未中斷，得逕依原升等辦法送審。 

第 三 條    擬升等教師所提著作應符合下列規定： 
1. 在國內外知名學術性刊物發表或已為接受且出具證明將定期發表，或經出版
公開發行之學術性著作。自選一篇於申請升等前三年內出版者為代表作，其
具有連貫性者得合併為一代表作。 
自選至多五篇（代表作除外）於擔任現職或五年內出版者列為參考作。 

2. 已發表或出版之學術性著作列表附送。 
3. 代表作如係二人以上合著者，申請升等教師應附送其對該著作之貢獻說明
書。 

第 四 條    服務年資之計算，應以教育部所頒現職證書內記載之起資年月推算至該年之七
月底；無現職證書者不得申請升等，專任教師經核准全時進修、研究者，於升

等時，其全時進修、研究年資最多採計一年。對服務年資有疑義時由人事室解
釋。 

第 五 條    教師升等之審查程序，初審由各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辦理，複審由各學院
教師評審委員會辦理。複審通過後始得向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推薦。 

第 六 條    擬升等教師所提著作送請校外專家三人審查，其審查結果作為教師評審委員會
辦理審查升等時評定研究成績之參考。「教師著作審查意見表」格式另訂之。 

第 七 條    初審辦法由各系（所）制定，經院長提經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核備後施行；複審
辦法由各院制定，並提報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核備後施行，修正時亦同。初審
與複審均應就申請人之品德操守及自取得現職職位後之教學、研究、服務等之
實際情形審慎考評，其所佔比率以教學（40％）、研究（40％）、服務（20％）
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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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八 條    各系（所）每年可推薦升等之各級教師人數之上限為該系（所）各級專任教師

人數（升等以前）之五分之一（小數遞進為整數）或已達升等年資之各級專任
教師人數之三分之一（小數遞進為整數）為原則，助理教授、講師（八十五年
八月一日以後新聘者）不在此限，對各級專任教師人數有疑義時由人事室解釋。 

第 九 條    教師升等經各院複審通過後，由系（所）主任及院長詳簽「教師升等系(所)教
評會考評表」連同「升等著作審查意見表」與升等著作以及初複審有關資料等
向教務處提出。教務處彙整後提校教師評審委員會，經討論通過後，補發新職
級聘書及薪資（年資起算日期依教育部核定日期辦理），並依規定檢件由人事室
報請教育部備查及核發教師證書。 

第 十 條    教師升等各程序預定時間如下： 

1.院不辦理外審預訂時間表： 

各院應依作業

所需時間自行

訂定各系所向

院提出之時限 

各系所應依據

各院之規定自

行訂定初審時

間 

八月底以前 
十一月十五日 

以        前 
十一月底以前 

十二月十五日 

以        前 

各院向教務處

提出著作外審

資料 

校完成著作外

審 

1.各院完成複

審 

2.向教務處提

出 

校教師評審 

委員會審議 

2.院辦理外審預訂時間表： 

七月底以前(若有必

要各單位可自行規

定) 

九月底以前 十二月十五日以前 

申請人向系所提出 
院完成複審並向教務處提

出 
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3. 八十五年八月一日以後新聘助理教授、講師於到職滿五年尚未通過升等者，

可於第六年另適用下列預訂時間表；依本校聘任辦法第五條第二項規定續聘

滿七年尚未通過升等者，可於第八年另適用本預訂時間表： 

各院應依作業

所需時間自行

訂定各系所向

院提出之時限 

各系所應依據

各院之規定自

行訂定初審時

間 

二月底以前 
五月十五日 

以      前 
五月底以前 

六月十五日 

以      前 

各院向教務處

提出著作外審

資料 

校完成著作外

審 

1.各院完成複

審 

2.向教務處提

出 

校教師評審 

委員會審議 

第十一條    非屬學院之系（所）、室、中心、館之教師升等，其初審與複審比照系（所）院
辦理；計算機與網路中心之教師升等，其初審比照系（所）辦理，複審由工學
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辦理。 

第十二條    申請人對初審結果有疑義時，得向院教師評審委員會提出書面申復；申請人對
複審結果有疑義時，得向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提出書面申復，其辦法另定之。 

第十三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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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1 

國立成功大學教授、副教授休假研究辦法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第三條 在本校連續任專任教

授或副教授七學期

以上，得申請休假研

究一學期。在本校連

續任專任教授或副

教授七年以上，得申

請 休 假 研 究 一 學

年，或分段休假研究

兩個學期。分段休假

研究應同時申請，並

於核准之日起二學

年內完成，但因情況

特殊經簽奉校長核

准者不在此限。教授

服務年資不足前述

規定且於升等為教

授後初次申請休假

研究者得合併副教

授服務年資計算，惟

其再次申請休假研

究之服務年資應自

返校後之新學期開

始重行起算。前述教

授、副教授服務年資

如合併計算休假研

究時，則須以副教授

應具備之休假研究

資格條件申請並審

查。教授或副教授申

請休假研究除須具

有 前 述 服 務 年 資

外，並須符合第四條

所規定之資格條件

方得提出申請。 

第三條 在本校連續任專任教

授或副教授七學期

以上，得申請休假研

究一學期。在本校連

續任專任教授或副

教授七年以上，得申

請休假研究 一學

年，或分段休假研究

兩個學期。分段休假

研究應於核准之日

起二學年內完成，但

因情況特殊經簽奉

校長核准者不在此

限。教授服務年資不

足前述規定且於升

等為教授後初次申

請休假研究者得合

併副教授服務年資

計算。前述教授、副

教授服務年資如合

併計算休假 研究

時，則須以副教授應

具備之休假研究資

格條件申請 並審

查。教授或副教授申

請休假研究除須具

有前述服 務 年資

外，並須符合第四條

所規定之資格條件

方得提出申請。 

一、係依 93學年度第 8次教

師評審委員審議第 8 案

決議辦理。 

二、本條係依現行條文修正。 

三、為釐清分段休假研究之申

請時點之規定，避免老師

誤解致影響其研究計

劃，爰將第三條第一項中

「分段休假研究應於核

准之日起二學年內完成」

文字修正為「分段休假研

究應同時申請，並於核准

之日起二學年內完成」，

以資周延。 

四、為釐清教授僅於副教授升

等教授後初次申請休假

研究者，若教授服務年資

不足七學期或七年，方得

合併副教授服務年資計

算休假研究年資之規

定，爰增文字「惟其再次

申請休假研究之服務年

資應自返校後之新學期

開始重行起算。」以資明

確。 

 

 

第四條 本校教授申請休假研

究須具備最近三年

內有著作（或作品）

出版或於國內外著

名之學術性刊物公

開發表論文，成績優

良者之資格條件。 

第四條 本校教授申請休假研

究須具備最近三年

內有著作出版或於

國內外著名之學術

性刊物公開發表論

文，成績優良者之資

格條件。 

一、本條係依現行條文修正。 

二、為審查藝術類教師休假研

究之資格，依專科以上學

校藝術類科教師以作品

及成就證明送審教師資

格作業要點之規定，增訂

第 4條第 2項第 4款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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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副教授申請休

假研究須具有左列

資格條件之一： 

（一）最近三年內曾

獲得行政院國家科學

委員會研究計畫且擔

任計畫主持人者。 

（二）最近三年內有

著作出版或於國內外

著名之學術性刊物公

開發表論文五篇以

上，成績優良者。 

（三）最近三年內有

三件以上創作或發明

取得本國或其他國家

專利者。 

（四）最近三年內有

舉辦兩次以上個展，

且展出之作品不重複

者，送繳之資料須包

括：所舉辦個展之畫

冊（或錄影帶、光

碟）、公私立美術及展

覽機構之展演、典藏

證明。 

    本校副教授申請休

假研究須具有左列

資格條件之一： 

（一）最近三年內曾

獲得行政院國家科

學委員會研究計畫

且擔任計畫主持人

者。 

（二）最近三年內有

著作出版或於國內

外著名之學術性刊

物公開發表論文五

篇以上，成績優良

者。 

（三）最近三年內有

三件以上創作或發

明取得本國或其他

國家專利者。 

如上。 

第六條 曾以留職方式在國

內外進修、研究（含

休假研究）、講學一

個學期（含）以上未

在校授課者，其申請

休假研究之服務年

數應自返校後之新

學期開始重新計

算。前述進修、研究

（含休假研究）、講

學如在本校連續任

專任教授或副教授

滿三年半以上申請

者，於申請休假研究

時，其在國內外進

修、研究（含休假研

究）、講學未在校授

課每一學期應予扣

減服務年資三年半

以抵充休假研究時

第六條 曾以留職方式在國

內外進修、研究（含

休假研究）、講學一

個學期（含）以上未

在校授課者，其申請

休假研究之服務年

數應自返校後之新

學期開始重新計

算。前述進修、研究

（含休假研究）、講

學如在本校連續任

專任教授或副教授

滿三年半以上申請

者，於申請休假研究

時，其在國內外進

修、研究（含休假研

究）、講學未在校授

課每一學期應予扣

減服務年資三年半

以抵充休假研究時

一、依本校 94 年 5 月 25 日

93 學年度第 7 次教師評

審委員審議決議辦理。 

二、本條係依現行條文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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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剩餘之服務年資

可自返校後之新學

期累計計算申請休

假研究服務年數，惟

須履行進修、研究、

講學期滿返校服務

義務年限屆滿後始

可申請休假研究，如

因情況特殊，經系、

所、院、校教評會通

過，並陳奉校長核准

者不在此限。 

分段休假研究結束

再申請休假研究之

服務年資，以第一段

核准休假研究起始

日一年後之新學期

起算。 

曾因故暫停聘任後

復聘或因育嬰、侍親

等原因留職停薪

者，其服務年資之計

算，應扣除其未到校

授課期間後，再行併

計前後年資。 

間，剩餘之服務年資

可自返校後之新學

期累計計算申請休

假研究服務年數，惟

須履行進修、研究、

講學期滿返校服務

義務年限屆滿後始

可申請休假研究，如

因情況特殊，經系、

所、院、校教評會通

過，並陳奉校長核准

者不在此限。 

分段休假研究結束

再申請休假研究之

服務年資，以第一段

核准休假研究起始

日一年後之新學期

起算。 

 

 

 

 

 

 

 

 

 

 

 

 

 

 

 

 

 

 

依據本校「教授、副教授休假

研究辦法」第一條規定略以：

在本校連續任專任教授或副

教授七學期以上，得申請休假

研究一學期。在本校連續任專

任教授或副教授七年以上，得

申請休假研究一學年，或分段

休假研究兩個學期。第五條：

申請休假研究前經核准借調

其他機關（構）服務累計未逾

四年並依規定鐘點返校授課

且未支鐘點費者，折半計算服

務年數。揆諸上開規定精神，

其所稱七學期（年），應以實

際到校依規定鐘點授課之年

資為限，是以既然因病、因案

暫停聘任或因育嬰、侍親等原

因留職停薪，並未到校授課，

自應扣除其未到校授課期間

後，再行併計前後年資滿七學

期（年），始得申請休假研究。 

第七條 休假研究人數，每

所、系每學年不得超

過該所、系教授員額

百分之十五、副教授

員額百分之五之合

計人數，不足一人者

第七條 休假研究人數，每

所、系每年不得超過

該所、系教授員額百

分之十五、副教授員

額百分之五之合計

人數，不足一人者得

一、依 94年 9月 28日 94學

年第 1 次教師評審委員

審議決議辦理，及 94年

12月 28 日 94學年第二

次校務會議決議修改。 

二、本條係依現行條文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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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一人計，當學年

未申請使用之教

授、副教授休假研究

員額不予保留。所系

（科）合一者，應合

併計算。另在不影響

教學情形下，教授、

副教授休假研究員

額及上、下學期休假

研究員額可略作彈

性調整分配。休假教

師原擔任課程，由該

所、系相關教師分

任，不得因此增加員

額。 

以一人計，超過一人

時之餘額得逐年累

計。所系（科）合一

者，應合併計算。另

在不影響教學情形

下，教授、副教授休

假研究員額及上、下

學期休假研究員額

可略作彈性調整分

配。休假教師原擔任

課程，由該所、系相

關教師分任，不得因

此增加員額。 

三、修正教授副教授休假研究

員額計算文字「每年」為

「每學年」。 

四、為簡化及俾利系所彈性調

整教授副教授休假研究

員額計算，爰刪除原條文

「超過一人時之餘額得

逐年累計」規定，依審議

決議：「超過一人時，其

小數點後數字是否遞進

增加一人，由所系依需要

決定」精神，直接以「不

足一人者得以一人計」闡

明，並增敘「當學年未申

請使用之教授、副教授休

假研究員額不予保留」以

符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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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教授、副教授休假研究辦法  

86.06.11(85)學年度第五次校務會議通過 

89.06.21(88)學年度第四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1.06.12(90)學年度第三次校務會議延會修正通過 

91.10.09(91)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通過 

91.12.25(91)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議確認 

92.02.26(91)學年度第三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94.12.28（94）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第 一 條 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昇教師學術研究品質，並與其他學校、學術

研究機關（構）及研發單位進行學術交流，特訂定國立成功大學教授、副教授休

假研究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辦法所稱教授、副教授（以下簡稱本校教師），指經教育部審查合格者。 

第 三 條 在本校連續任專任教授或副教授七學期以上，得申請休假研究一學期。在本校連

續任專任教授或副教授七年以上，得申請休假研究一學年，或分段休假研究兩個

學期。分段休假研究應同時申請，並於核准之日起二學年內完成，但因情況特殊

經簽奉校長核准者不在此限。教授服務年資不足前述規定且於升等為教授後初次

申請休假研究者得合併副教授服務年資計算，惟其再次申請休假研究之服務年資

應自返校後之新學期開始重行起算。前述教授、副教授服務年資如合併計算休假

研究時，則須以副教授應具備之休假研究資格條件申請並審查。 

教授或副教授申請休假研究除須具有前述服務年資外，並須符合第四條所規定之

資格條件方得提出申請。 

第 四 條 本校教授申請休假研究須具備最近三年內有著作（或作品）出版或於國內外著名

之學術性刊物公開發表論文，成績優良者之資格條件。 

     本校副教授申請休假研究須具有左列資格條件之一： 

（一）最近三年內曾獲得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研究計畫且擔任計畫主持人者。 
（二）最近三年內有著作出版或於國內外著名之學術性刊物公開發表論文五篇以

上，成績優良者。 

（三）最近三年內有三件以上創作或發明取得本國或其他國家專利者。 
（四）最近三年內有舉辦兩次以上個展，且展出之作品不重複者，送繳之資料須包

括：所舉辦個展之畫冊（或錄影帶、光碟）、公私立美術及展覽機構之展演、

典藏證明。 

第 五 條 申請休假研究前經核准借調其他機關（構）服務累計未逾四年並依規定鐘點返校

授課且未支鐘點費者，折半計算服務年數。 

第 六 條 曾以留職方式在國內外進修、研究（含休假研究）、講學一個學期（含）以上未

在校授課者，其申請休假研究之服務年數應自返校後之新學期開始重新計算。前

述進修、研究（含休假研究）、講學如在本校連續任專任教授或副教授滿三年半

以上申請者，於申請休假研究時，其在國內外進修、研究（含休假研究）、講學

未在校授課每一學期應予扣減服務年資三年半以抵充休假研究時間，剩餘之服務

年資可自返校後之新學期累計計算申請休假研究服務年數，惟須履行進修、研究、

講學期滿返校服務義務年限屆滿後始可申請休假研究，如因情況特殊，經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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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教評會通過，並陳奉校長核准者不在此限。分段休假研究結束再申請休假

研究之服務年資，以第一段核准休假研究起始日一年後之新學期起算。曾因故暫

停聘任後復聘或因育嬰、侍親等原因留職停薪者，其服務年資之計算，應扣除其

未到校授課期間後，再行併計前後年資。 

第 七 條 休假研究人數，每所、系每學年不得超過該所、系教授員額百分之十五、副教授

員額百分之五之合計人數，不足一人者得以一人計，當學年未申請使用之教授、

副教授休假研究員額不予保留。所系（科）合一者，應合併計算。另在不影響教

學情形下，教授、副教授休假研究員額及上、下學期休假研究員額可略作彈性調

整分配。休假教師原擔任課程，由該所、系相關教師分任，不得因此增加員額。 

第 八 條 本校教師申請休假研究，應於每學期開始前三個月，提出研究計畫，經三級教師

評審委員會審查通過後，從事核准之學術研究工作，不得擔任與休假研究計畫無

關之專任工作，若在本校授課，不得再支領鐘點費，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核申

請教師之資格外，並根據其對本校之貢獻及系所正常教學工作持續推動之需求擇

優核准。 

第 九 條 教師休假研究期間以支領一份專任薪給為限，得由本校或其他學校、學術研究機

關（構）及研發單位發給。若其他學校、學術研究機關（構）及研發單位發給之

薪給未達教師現支薪給標準時，由本校補足差額。 

第 十 條 教師休假研究期滿返校服務，須於返校三個月內就從事之學術研究成果提出書面

報告，未提者不得再申請休假研究。所提報告與原計畫不符者，需敘明充份理由，

否則亦不得再申請休假研究。 

第十一條 屆滿退休年齡延長服務之教授，不得申請休假研究。 

第十二條 凡經休假研究一學年之教師，應返校服務滿兩年；休假研究一學期之教師，應返

校服務滿一年後，方得在國內、外進修、研究（含休假研究）、講學。 

第十三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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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 94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紀錄 

時間：95年 1月 11日（星期三）上午 9時 

地點：國際會議廳第一演講室 

出席：如附件 1(p.154)。 

主席：高校長 強                                     記錄：侯雲卿 

壹、報告事項： 

一、主席報告： 

五年五百億經費立法院已於 94年 12月 28日解凍，學校會謹慎作最有

效的運用。經費將分人事費、儀器設備費及院系發展所需經費等區塊。

7個研究中心為質努力，全校一起作總量的努力，以期逹到「重點發展、

全面提昇」。經費至少維持 2年 17億，各院系都有應用的經費，未來大

家的壓力都很大。將先邀請各院長及中心主任討論經費的分配。並將成

立頂尖大學計畫辦公室來主導此案之推動，另將組成包括國內外知名人

士之諮議委員會來為學校未來的發展作建議。 

二、釐清 94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第 4案「本校特聘教授設置要點」實施

內容。 

（一）依原要點第七點第（一）款規定：「符合特聘教授資格(一-二)款

之教授，經確認後聘任。」故申請首任特聘教授(含原 5年內具特

聘教授資格而未提出申請者)符合要點第三點（一-二）款之教授，

經確認後聘任之。 

（二）依原要點規定，凡已獲聘特聘教授者，第二次申請獎助時，因已

具特聘教授資格，並無聘任疑慮，故無第七點第（一）款之問題，

應依原要點第四點規定送審查委員會審查，並依第三點各款規定

可提送 5年內研究成果及相關資料至審查委員會，並依審查委員

會之決議處理。 

貳、討論事項： 

第一案                                      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由：研擬本校「校長遴選辦法」修訂條文，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本校「校長遴選辦法」自八十八學年度第三次校務會議（89.06.14）

修訂迄今，應隨著時空改變及大學定位與運作制度的改變作適時修

正。 

二、94學年度第 1次校務發展委員會（94.09.28）及 94學年度第 1次

校務會議（94.10.05）中決議「由研發處召開師生座談會及意見調

查，以研修更完善的校長遴選辦法」，期待延攬優異人才來領導學

校，提升本校國際競爭力，邁向一流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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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配合（94.12.28）總統公布大學法，提出本校「校長遴選辦法」相

關修正條文。 

四、檢附相關資料如后，請酌參。 

1.修訂「校長遴選辦法」時間表（議程附件 1）（p1） 

2.國立成功大學校長遴選辦法修訂條文對照表（草案）（議程附件 2）

（p2~8） 

3.本校組織規程與校長遴選辦法相關之部份修訂條文對照表（議程

附件 3）(p9~12） 

4.校務會議代表結構統計（議程附件 4）（p13） 

5.本校九十四學年度講師以上人數（議程附件 4）（p14） 

6.各學院推荐候選人人數及遴選委員人數統計表（議程附件 6）（p15） 

7.修訂本校「校長遴選辦法」座談會紀錄及其他意見（議程附件 7）

（p16~17） 

8.94.12.28總統公布大學法（議程附件 8）（p18） 

擬辦： 

一、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報請教育部核定實施。 

二、配合修訂組織規程條文第 14、25、30條，併案報請教育部核定。 

三、由秘書室增補校務會議教師代表名額；學務處增補校務會議學生代

表名額。 

決議： 

  一、「國立成功大學校長遴選辦法」修訂後通過，文字之潤飾授權研發

處與中文系、法律系教師進行修飾，如附件 2(p.155)。 

  二、本校組織規程第二十五條第二款緩議，於下次會議再議，餘照案通

過，如附件 3(p.166)。 

參、建議事項：請於下次校務會議報告有關本校配合教育部研議法人化相關事

宜(校長指示由主秘報告)。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下午 12時 5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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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國立成功大學 94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出(列)席名單 

時間：95年 01月 11日上午 9時 

地點：國際會議廳第一演講室 

出席：歐善惠 宋瑞珍 蘇炎坤 柯慧貞 利德江  黃肇瑞  楊明宗  張克勤 張高評 

余樹楨 張文昌 吳文騰 李清庭 陳振宇 徐明福（吳豐光代）吳萬益（潘浙楠代） 

陳志鴻 謝錫堃 閔振發 陳省盱 張丁財  李丁進 徐德修   王永和 曾永華 

王三慶  王偉勇 林朝成 陳璧清 盧慧娟 王文霞 王 琪 王健文 劉梅琴 

游勝冠 柯文峰 傅永貴 田 聰 許瑞榮 鄭 靜 孫亦文  江威德 張素瓊 

麥愛堂 黃定鼎 楊惠郎 陳宗嶽 張錦裕  何清政 李森墉 朱銘祥 劉瑞祥 

陳進成 周澤川 李振誥  林再興 顏富士 陳引幹 呂傳盛 郭瑞昭      

吳致平（徐德修代）胡宣德 李德河 游保杉 蔡長泰 黃吉川 侯廷偉 何明字 

趙儒民 曾義星 楊 名 王鴻博 張祖恩 胡潛濱 許渭州 王 醴  戴政祺 

林瑞禮 劉文超（蔡宗祐代） 莊文魁  楊家輝 陳 敬  李 強    黃宗立 

陳裕民 王清正 傅朝卿 黃 斌 陳彥仲 林享博 陳國祥（陳建旭代）王泰裕 

林清河 陳梁軒 林正章 陳文字  劉宗其 王明隆 吳鐵肩 潘浙楠      

陳洵瑛（任卓穎代） 任卓穎 湯銘哲 吳昭良 賴明德 劉校生 何漣漪（劉校生代） 

林以行 許桂森 簡伯武 黃朝慶 吳俊宗 蔡瑞真 黎煥耀 黃美智  謝淑珠 

黃英修 陳美津 張哲豪 徐永玟  蘇慧貞（曾蕓梃代）  王東堯（陳玉玲代）   

徐畢卿 羅崇杰 賴明亮 林秀娟 林其和  王富美 宋鎮照 郭麗珍 黃永賢 

林麗娟 李劍如 陳明輝  鍾光民 嚴伯良 許瑞芳 黃龍福 陳志新 楊傑年 

李宇恩 吳昌振（江維鈞代） 洪嘉緯（陳時榕代） 李洋宇  

列席：王三慶 楊毓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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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國立成功大學校長遴選辦法 

                           95年 1月 11日 94 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第 一 條    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延攬優異人才領導學校，依大

學法第九條及本校組織規程第廿五條之規定訂定「國立成功大學

校長遴選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校校長任期屆滿十個月前決定不續任或不續聘，或因故出缺後

二個月內，應依本辦法組成校長遴選委員會，並於組成後五個月

內完成下列工作： 

（一）公開徵求及主動尋覓校長候選人。 

（二）決定校長人選。 

第 三 條    遴選委員會由委員十九人組成。包括校務會議推選之學校代表八

人；校務會議推選之校友代表四人及社會公正人士四人；教育部

推荐之代表三人。其產生方式如下： 

（一）學校代表。 

1.遴選委員之配置：各學院、非屬學院（含體育室、軍訓室、

計算機與網路中心、圖書館、通識教育中心等）推選專任

教授（或副教授、助理教授）七人。其中，文學院及社會

科學院合併推選一人；理學院及生物科學與科技學院合併

推選一人；管理學院及非屬學院合併推選一人；電資學院

及規劃與設計學院合併推選一人；工學院及醫學院合併推

選三人，但各至少一人。 

編制內之職技人員推選組員或技士以上之職技人員一人。 

2.遴選委員候選人之推荐：各學院及非屬學院講師以上人數

超過 200人者推荐 3-4名候選人；低於 200人者推荐 2-3

名候選人；編制內之職技人員推荐 3-4名候選人。推荐方

式由各學院、非屬學院（由管理學院召集）、人事室訂定。 

（二）校友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 

1.遴選委員之配置：校友代表四人。其中，人文社會、理

工醫領域之代表各至少一人。社會公正人士四人。 

2.遴選委員候選人之推荐：各學院、非屬學院及學生會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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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 1-2名校友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候選人。推荐方式

由各學院、非屬學院（由管理學院召集）及學生會訂定。 

（三）教育部推荐之代表。 

 

第 四 條    遴選委員會組成後，應於二十日內召開第一次會議。遴選委員會

置召集人一人，由委員互選產生，召集會議並擔任主席。召集人

因故不能出席時，由委員互推一人代理之。校長遴選過程，在遴

選結果未公佈前，參與之委員及有關人員應嚴守秘密，但其他法

律另有規定或遴選委員會依法決議者，不在此限。 

遴選委員會審慎遴選出校長人選，由本校具文報請教育部聘任。 

 

第 五 條    本校校長候選人須具備下列條件： 

           （一）曾擔任教授五年以上。 

（二）具有三年以上之教育或學術行政經驗。 

（三）處事公正且能超越政治、宗教、黨派及營利單位等 

      利益。惟已兼任與上述相關職務者，須書面承諾於 

應聘校長前放棄。     

（四）在學術上著有成就與聲望。 

（五）有高尚品德與情操。 

（六）能充分尊重學術自由。 

（七）具有前瞻性之教育理念。 

（八）具有卓越規劃、組織及領導能力。 

（九）有爭取及妥善運用資源之能力。 

 

第 六 條     校長候選人依下列方式推荐之： 

（一）由遴選委員推荐。 

（二）由校內專任講師以上之教師推荐，每人至多推荐    

       校內、外人士三人。 

（三）由國內、外學術單位之教授（副教授）或研究員 

      （副研究員）推荐。 

（四）由校外學術團體推荐。 

（五）由本校各地區校友會推荐。 

 

第 七 條     遴選委員會分三個階段決定校長人選： 

（一）第一階段：由遴選委員會就被推荐人選中依本辦法   第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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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之條件遴選。並應同時秘密徵詢被推荐人參

選之意願，決定至多八人參與第二階段之遴選。 

（二）第二階段：遴選委員會應將第一階段選出候選人之資料上

網公佈，並分送予本校專任講師以上之教師，

且安排適當時間與地點，於教師行使同意權之

前，舉辦說明會，由上述教師針對每一位候選

人行使同意權。同意權之行使，採連記法。 

行使同意權之結果以電腦配合光學讀卡機進行

統計；獲得應投票總數三分之一以上之不同意

為不通過，即不能參與第三階段之遴選。對每

一候選人選票之統計至確定通過或不通過時即

告中止。 

若無人獲得通過參與第三階段之遴選時，則遴

選失敗，應重新推荐校長候選人；若僅一人獲

得通過時，則保留此候選人，再遴選校長候選

人至少一人。通過後，連同原通過的候選人，

參與第三階段之遴選。 

（三）第三階段：遴選委員會應邀請第二階段決定之候選人說明

其辦學理念，再由其中遴選出校長人選，連同

相關資料，報請教育部聘任。 

 

第 八 條     遴選委員會委員在第一階段之遴選中如同意為校長候選人，即喪

失委員資格;因故無法參與遴選作業、與候選人有配偶、三親等

內之血親與姻親或曾有此關係，及有學位論文指導之師生關係

者，經遴選委員會確認後，解除委員職務。 

               遴選委員會委員有前項不得擔任委員之事由而繼續擔任或有具

體事實足認其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者，校長候選人得向遴選委員

會舉其原因及事實，經遴選委員會決議後解除其職務。 

             前二項之遺缺按身分別依第三條規定遞補。 

 

第 九 條     候選人不得從事競選活動；亦不得與遴選委員在遴選期間有與遴

選事務相關之私人接觸。 

 

第 十 條     遴選委員會開會時得視需要邀請學生代表及有關人員列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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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一 條   遴選委員會開會時，委員應親自出席，不得委託他人為代理，應

有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議，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始得

決議。惟應有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贊成，方得作成決定校長

人選之決議。 

 

第 十二 條   遴選委員為無給職。但校外委員得依相關規定支給出席費及交通

費。 

             遴選委員會所需經費由學校支應。 

遴選委員會之事務性工作由研究發展處擔任。 

 

第 十三 條  遴選委員會於新校長就任後，自動解散。 

 

第 十四 條  本校校長之續聘依本校組織規程第廿五條之規定辦理。 

 

第 十五 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並報請教育部核定後施行，修正時

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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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成功大學校長遴選辦法修訂條文對照表 

95年 1月 11日 94 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修訂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 一 條 

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

為延攬優異人才領導學校，依大

學法第九條及本校組織規程第廿

五條之規定訂定「國立成功大學

校長遴選辦法」（以下簡稱本辦

法）。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大學法第六條及本校組

織規程第廿四條之規定訂之。 

 

1. 依據94.12.28總統公布

大學法第九條法源。 

2. 本校組織規程因條

文更動，改為第廿

五條。 

第 二 條 

本校校長任期屆滿十個月前決定 

不續任或不續聘，或因故出缺後 

二個月內，應依本辦法組成校長 

遴選委員會，並於組成後五個月 

內完成下列工作： 

（一）公開徵求及主動尋覓校長

候選人。 

（二）決定校長人選。 

第 二 條 

校長因故出缺或每任屆滿前八個 

月而決定不連任時，應於一個月 

內組成校長遴選委員會依本辦法 

於五個月內完成下列工作： 

（一）公開徵求校長候選人。 

（二）決定推荐之校長人選。 

 

依據94.12.28總統公布大

學法第九條第一項更改為

十個月。 

第 三 條 

遴選委員會由委員十九人組成。 

包括校務會議推選之學校代表八 

人；校務會議推選之校友代表四 

人及社會公正人士四人；教育部 

推荐之代表三人。其產生方式如 

下： 

（一）學校代表。 

1.遴選委員之配置： 

各學院、非屬學院（含 

體育室、軍訓室、計算 

機與網路中心、圖書 

館、通識教育中心等） 

推選專任教授（或副教 

授、助理教授）七人。 

其中，文學院及社會科 

學院合併推選一人；理 

學院及生物科學與科技 

學院合併推選一人；管 

理學院及非屬學院合併 

第 三 條 

遴選委員會，由委員十六人組 

成。除原任校長（或代理校長） 

為當然委員外，其餘十五人依下 

列方式產生： 

 

 

(一)各學院推舉專任教授（或副教

授、助理教授）十二人。文

學院與圖書館合併推舉二

人；理學院、醫學院各推舉

二人；工學院與電子機計算

中心合併推舉三人；管理學

院與體育室合併推舉二人；

社會科學院、通識教育中心

與軍訓室合併推舉一人。各

中心編制內之研究人員依其

屬性屬於各學院合併推舉。

推舉方式由各學院與合併推

舉單位共同訂定。 

 

1. 依據94.12.28總統公布

大學法第九條第二

項，更改遴選委員會組

成結構。 

2. 95.01.02教育部召

開「研商國立大校

長遴選委員會組織

及運作辦法」會

議。確認委員會以

單數委員組成；學

校代表、校友代表

及社會公正人士皆

各占全體委員總額

五分之二，遇小數

進位。 

3. 二階段遴選改為一

階段遴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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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選一人；電資學院及 

規劃與設計學院合併推 

選一人；工學院及醫學 

院合併推選三人，但各 

至少一人。 

        編制內之職技人員推選 

組員或技士以上之職技 

人員一人。 

2.遴選委員候選人之推

荐： 

各學院及非屬學院講師

以上人數超過 200 人者

推荐 3-4名候選人；低於

200人者推荐 2-3名候選

人；編制內之職技人員

推荐 3-4名候選人。推荐

方式由各學院、非屬學

院（由管理學院召集）、

人事室訂定。 

 

（二）校友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 

1.遴選委員之配置： 

校友代表四人。其中， 

人文社會、理工醫領域 

之代表各至少一人。社 

會公正人士四人。 

2.遴選委員候選人之推

荐： 

各學院、非屬學院及學

生會各推荐 1-2名校友

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候

選人。推荐方式由各學

院、非屬學院（由管理

學院召集）及學生會訂

定。 

 

 

 

 

 

 

 

 

 

 

 

 

 

 

 

 

 

 

 

 

 

 

 

 

 

(二)由校務會議應出席人員推舉

校外傑出、公正且關心高等

教育之校友及非校友各一

人。候選人由各學院及上列

不屬學院之單位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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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育部推荐之代表。 

 

(三)由編制內之職技人員推舉組

員或技士以上之職技人員一

人，推舉方式由職技人員代

表開會訂定。 

遴選委員不能或不便參與遴選工

作時，各推舉單位依上列規定之

名額依序遞補。 

 

第 四 條 

遴選委員會組成後，應於二十日

內召開第一次會議。遴選委員會

置召集人一人，由委員互選產

生，召集會議並擔任主席。召集

人因故不能出席時，由委員互推

一人代理之。 

校長遴選過程，在遴選結果未公

佈前，參與之委員及有關人員應

嚴守秘密，但其他法律另有規定

或遴選委員會依法決議者，不在

此限。 

遴選委員會審慎遴選出校長人

選，由本校具文報請教育部聘任。 

第 四 條 

遴選委員會組成後，由委員互推

一人為召集人，並儘速依本辦法

之程序召開會議進行遴選工作，

審慎推荐校長人選二至三人，由

本校具文向教育部推荐。 

 

 

明定第一次會議召開

時間、主席產生方式及

參與校長遴選之有關

人員應嚴守秘密。 

 

 

第 五 條 

本校校長候選人須具備下列條 

件： 

(一)曾擔任教授五年以上。 

(二)具有三年以上之教育或學術

行政經驗。 

(三)具有中華民國國籍。如另具有

外國國籍者，於應聘校長前

需報請主管機關核准。 

(三)處事公正且能超越政治、宗

教、黨派及營利單位等利

益。惟已兼任與上述相關職

務者，須書面承諾於應聘校

長前放棄。 

(四)在學術上著有成就與聲望。 

(五)有高尚品德與情操。 

(六)能充分尊重學術自由。 

(七)具有前瞻性之教育理念。 

第 五 條 

本校校長候選人需具備下列條 

件： 

(一)曾擔任教授五年以上。 

(二)具有三年以上之教育或學術

行政經驗。 

(三)具有中華民國國籍。如另具有

外國國籍者，於應聘校長前

需報請主管機關核准。 

(四)處事公正且能超越政治、宗

教、黨派及營利單位等利

益。惟已兼任與上述相關職

務者，須書面承諾於應聘校

長前放棄。 

(五)在學術上著有成就與聲望。 

(六)有高尚品德與情操。 

(七)能充分尊重學術自由。 

(八)具有前瞻性之教育理念。 

 

1. 依據94.12.28總統公布

大學法第八條「依有

關法律之規定，並

得由外國人擔任

之，不受國籍法、

私立學校法及就業

服務法有關國籍及

就業規定之限制。」

故刪除第三項。 

2. 項次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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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具有卓越規劃、組織及領導能

力。 

(九)有爭取及妥善運用資源之能

力。 

(九)具有卓越規劃、組織及領導能

力。 

(十)有爭取及妥善運用資源之能

力。 

第 六 條 

校長候選人依下列方式推荐之： 

(一) 由遴選委員推荐。 

(二) 由校內專任講師以上之教師

推荐，每人至多推荐校內、

外人士三人。 

(三) 由國內、外學術單位之教授

（副教授）或研究員（副研

究員）推荐。 

(四) 由校外學術團體推荐。 

(五) 由本校各地區校友會推荐。 

第 六 條 

校長候選人依下列方式推荐之： 

(一)由校內專任講師以上之教師

推荐，每人至多推荐校內、

外人士三人。 

(二)由國內、外學術單位之教授

（副教授）或研究員（副研究

員）推荐 

（三)由校外學術團體推荐。 

(四)由遴選委員推荐。 

(五)由本校各地區校友會推荐。 

 

項次調整。 

第 七 條 

遴選委員會分三個階段決定校長

人選： 

（一）第一階段：由遴選委員會

就被推荐人選中依本辦法

第五條之條件遴選。並應

同時秘密徵詢被推荐人參

選之意願，決定至多八人

參與第二階段之遴選。 

 

（二）第二階段：遴選委員會應

將第一階段選出候選人之

資料上網公佈，並分送予

本校專任講師以上之教

師，且安排適當時間與地

點，於教師行使同意權之

前，舉辦說明會，由上述

教師針對每一位候選人行

使同意權。同意權之行

使，採連記法。 

行使同意權之結果以電腦

配合光學讀卡機進行統

計；獲得應投票總數三分

之一以上之不同意為不通

過，即不能參與第三階段

第 七 條 

遴選委員會分三個階段決定校長

人選： 

（一）第一階段：由遴選委員會

就被推荐人選中依第五條

之條件遴選。同時秘密徵

詢被推荐人參選之意願，

原則決定十人參與第二階

段之遴選。 

 

（二）第二階段：遴選委員會應

將第一階段選出候選人之

資料公佈，並分送予本校

專任講師以上之教師，且

安排適當的時間與地點，

於教師行使同意權之前，

舉辦說明會，由上述教師

針對每一位候選人行使同

意權。同意權之行使，採

連記法。 

行使同意權之結果以電腦

配合光學讀卡機進行統

計；原則推舉六位候選人

參與第三階段之遴選，惟

任教於本校同一學院候選

 

 

 

 

二階段遴選改為一階

段遴選。推舉候選人數

減少。 

 

 

 

95.01.02 教育部召開

「研商國立大校長遴

選委員會組織及運作

辦法」會議。教育部不 

贊成以投票數高低決

定校長候選人的辦

法，但同意學校得制定

行使同意權的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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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遴選。對每一候選人選

票之統計至確定通過或不

通過時即告中止。 

若無人獲得通過參與第三

階段之遴選時，則遴選失

敗，應重新推荐校長候選

人；若僅一人獲得通過

時，則保留此候選人，再

遴選校長候選人至少一

人。通過後，連同原通過

的候選人，參與第三階段

之遴選。 

 

 

 

（三）第三階段：遴選委員會應

邀請第二階段決定之候選

人說明其辦學理念，再由

其中遴選出校長人選，連

同相關資料，報請教育部

聘任。 

人之人數，不得超過二分

之一。 

 

 

 

 

 

 

 

 

 

 

 

 

 

（三）第三階段：遴選委員會應

邀請第二階段決定之候選

人說明其辦學理念，再由

其中遴選二至三人，按其

姓氏筆劃順序連相關資

料，向教育部推荐。 

 

 

 

 

 

第 八 條 

遴選委員會委員在第一階段之遴

選中如同意為校長候選人，即喪

失委員資格;因故無法參與遴選

作業、與候選人有配偶、三親等

內之血親與姻親或曾有此關係，

及有學位論文指導之師生關係

者，經遴選委員會確認後，解除

委員職務。 

遴選委員會委員有前項不得擔任

委員之事由而繼續擔任或有具體

事實足認其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

者，校長候選人得向遴選委員會

舉其原因及事實，經遴選委員會

決議後解除其職務。 

前二項之遺缺按身分別依第三條

規定遞補。 

 

第 八 條 

遴選委員會委員在第一階段之遴

選中如已接受推荐為校長候選

人，應立即辭卸委員職務，依第

三條規定之名額依序遞補。 

 

本條明定遴選委員會

如有本辦法規定事由

者，應不得擔任遴委會

委員，所遺職缺則按身

分別辦理遞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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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九 條 

候選人不得從事競選活動；亦不 

得與遴選委員在遴選期間有與遴 

選事務相關之私人接觸。 

 

第 九 條 

候選人不得從事競選活動，亦不 

得委請他人拉票。 

 

本條未修正。 

第十條 

遴選委員會開會時得視需要邀請

學生代表及有關人員列席。 

 

 

 

 

 

第十一條 

遴選委員會開會時得視需要邀請 

教育部代表及學生代表等列席。 

 

1.條次變更 

2.遴選委員會開會

時，或有需瞭解校務

現況等情事，而需會

外人員出席說明，允

得邀請有關人員列

席，以利運作。 

第 十一 條 

遴選委員會開會時，委員應親自 

出席，不得委託他人為代理，應 

有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 

議，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始得 

決議。惟應有全體委員三分之二 

以上之贊成，方得作成決定校長 

人選之決議。 

 

 

第十二條 

遴選委員會開會時，委員應親自 

出席，不得委託他人為代表，非 

有三分之二以上（含）委員出席 

不得開議。非有全體委員三分之 

二以上（含）之贊成，不得作成 

推荐候選人人選之決議。 

 

1.條次變更。 

2.文辭修飾。 

3.增列「出席委員過半 

數之同意始得決

議」。 

 

第十二條 

遴選委員為無給職。但校外委員

得依相關規定支給出席費及交通

費。 

遴選委員會所需經費由學校支

應。 

遴選委員於新任校長就職一年內

應迴避新任非遴選產生之行政主

管。 

遴選委員會之事務性工作由研究 

發展處擔任。 

第十三條 

遴選委員為無給職。 

 

 

 

 

遴選委員於新任校長就職一年內

應迴避新任非遴選產生之行政主

管。 

遴選委員會之事務性工作由研究

發展處擔任。 

 

 

1.條次變更。 

2.增列「校外委員依規

定支給出席費及交

通費。遴選委員會所

需經費由學校支應」 

第十三條 

遴選委員會於新校長就任後，自

動解散。 

 

 

第十四條 

遴選委員會於新校長就任後，自

動解散。 

 

 

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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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四 條 

本校校長之續聘依本校組織規程 

第廿五條之規定辦理。 

 

第 十 條 

校長每任任期屆滿前八個月應召 

開校務會議，就校長是否連任行 

使同意權。校務會議出席人員應 

參考所屬單位同仁之意見行使同 

意權。校務會議開會時，由教授 

（或副教授）代表中，推選一人 

主持會議；並推舉三人組成小 

組，負責行使同意權之事務。行 

使同意權之結果以電腦配合光學 

讀卡機進行統計，結果不得對外 

公開。該次校務會議需有三分之 

二以上（含）校務會議代表出席 

始得開議，若校長獲得校務會議 

出席人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則 

呈報教育部作為決定是否續聘之 

參考；若校長未獲多數同意，則 

依本辦法重新遴選。 

 

 

1.簡化條文。 

2. 依據94.12.28總統公布

大學法第九條第四項

「公立大學校長任期

四年，期滿得續聘；

其續聘之程序、次數

及任期未屆滿前之

去職方式，由大學組

織規程定之」 

 

 

 

第十五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並

報請教育部核定後施行，修正時

亦同。 

 

 

 

 

 

 

 

 

 

 

 

 

 

 

 

 

第十五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並

報請教育部核定後施行，修正時

亦同。 

 

 

 

 

 

 

本條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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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國立成功大學組織規程」第 14條、第 25條及第 30條修訂條文對照表 

 95年 1月 11日 94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修訂條文 現行條文(94.12) 說明 

第十四條   

本大學設校務會議，為校務最

高決策會議，議決校務重大事

項。 

校務會議由校長、副校長、教

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

研發長、研究總中心主任、主

任秘書、各學院院長、圖書館

館長、計算機與網路中心主

任、各學系主任、各研究所所

長、會計主任、人事室主任、

軍訓室主任、體育室主任、通

識教育中心主任、校友聯絡中

心主任、生物科技中心主任、

藝術中心主任、微奈米科技研

究中心主任、附設醫院院長、

附設高級工業職業進修學校校

務主任及教師代表、研究人員

代表一人、助教代表一人、職

員代表四人、工友代表一人、

學生會會長、其他學生代表若

干人。學生代表比例不得少於

會議成員總額十分之一。 

校務會議由校長擔任主席，教

師代表之人數不得少於全體會

議人員之二分之一，其中具備

教授或副教授資格者，以不少

於教師代表人數之三分之二為

原則。 

校長得邀請或指定其他單位主

管或相關人員列席會議。 

本規程所稱教師代表指未兼任 

學術或行政主管之教師。 

各單位若選出之教師代表兼任 

學術或行政主管時，由秘書室 

依各學院分配名額，函請有關 

學院遞補相對名額的未兼學術 

或行政主管之教師代表。 

學生代表由學務處依大學部學 

第十四條   

本大學設校務會議，為校務最

高決策會議，議決校務重大事

項。 

校務會議由校長、副校長、教

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

研發長、研究總中心主任、主

任秘書、各學院院長、圖書館

館長、計算機與網路中心主

任、各學系主任、各研究所所

長、會計主任、人事室主任、

軍訓室主任、體育室主任、推

廣教育中心主任、校友聯絡中

心主任、生物科技中心主任、

藝術中心主任、微奈米科技研

究中心主任、附設醫院院長、

附設高級工業職業進修學校校

務主任及教師代表、研究人員

代表一人、助教代表一人、職

員代表四人、工友代表一人、

學生會會長、大學部各學院學

生代表各一人、研究生代表二

人組成。 

校務會議由校長擔任主席，教

師代表之人數不得少於全體會

議人員之二分之一，其中具備

教授或副教授資格者，以不少

於教師代表人數之三分之二為

原則。 

校長得邀請或指定其他單位主

管或相關人員列席會議。 

本規程所稱教師代表指未兼任 

學術或行政主管之教師。 

各單位若選出之教師代表兼任 

學術或行政主管時，由秘書室 

依各學院分配名額，函請有關 

學院遞補相對名額的未兼學術 

或行政主管之教師代表。 

 

 

依據94.12.28 總統公布大學

法第十五條第一項刪除「為

校務最高決策會議」等文

字，俾釐清校長與校務會

議之權責。 

 

 

 

 

 

 

 

 

 

 

 

 

 

調整校務會議學生代表

名額，以符合 94.12.28總統

公布大學法「學生出席校

務會議之代表比例不得

少於會議成員總額十分

之一」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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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及研究生分配名額。 

 

第二十五條 

本大學校長之產生、連任及 

去職，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新任：組成校長遴選委員 

會，遴選出校長人

選，報請教育部聘

任。校長任期並配

合學年（期）制，

由八月一日或二月

一日起聘。校長遴

選委員會各類成員

之比例與產生方式

如下： 

（一）校務會議推

選之學校代

表占全體委

員總額五分

之二。 

（二）校務會議推

選之校友代

表及社會公

正人士占全

體委員總額

五分之二。 

（三）其餘委員由

教育部推荐 

之代表擔任

之。 

前項各款代表於推 

選時，應酌列候補 

人員。第一款學校 

代表應包含教師代 

表，其人數不得少 

於三分之二。 

遴選委員會依校長 

遴選辦法之程序召 

開會議進行遴選工 

作。 

二、續聘：校長任期屆滿十個

月前應由教育部進

行評鑑，作為決定

是否續聘之參考。

並召開校務會議，

就校長是否續聘行

 

 

第二十五條 

本大學校長之產生、連任及 

去職，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新任：組成校長遴選委員 

會，遴選二至三人

報請教育部擇聘

之。校長任期並配

合學年（期）制，

由八月一日或二月

一日起聘。校長遴

選委員會由原任校

長（或代理校長)、

教師代表、校友代

表、職員代表及非

校友之社會公正人

士組成。由委員互

推一人為召集人，

依校長遴選辦法之

程序召開會議進行

遴選工作。 

 

 

 

 

 

 

 

 

 

 

 

 

 

 

 

 

 

 

二、連任：於任期屆滿前八個

月召開校務會議，就

校長是否連任行使

同意權。校務會議召

開時，由教授 (或副

教授)代表中，推選一

 

 

 

 

 

 

 

 

 

 

 

1. 二階段遴選改為一階

段遴選。 

2. 依據94.12. 28總統公布大

學法第九條第二項，更改

遴選委員會組成結構。 

 

 

 

 

 

 

 

 

 

 

 

 

 

 

 

 

 

 

 

 

 

 

 

 

 

 

依據94.12. 28總統公布大學

法第九條第五項「教育部及

各該所屬地方政府應於

校長聘期屆滿十個月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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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同意權。校務會

議出席人員應參考

所屬單位同仁之意

見行使同意權。校

務會議開會時，由

教授（或副 

教授）代表中，推

選一人主持會議；

並推舉三人組成小

組，負責行使同意

權之事務。行使同

意權之結果以電腦

配合光學讀卡機進 

行統計，結果不得

對外公開。該次校

務會議需有三分之

二以上校務會議代

表出席始得開議，

若校長獲得校務會

議出席人員二分之

一以上同意，則報

請教育部續聘。若

校長未獲二分之一

以上同意，則依校

長遴選辦法規定重

新遴選。 

三、去職：校長因重大失職事

由，經校務會議代

表四分之一以上之

連署提出解聘案，

校務會議代表四分

之三以上出席，及

出席代表三分之二

以上議決通過，報

請教育部解聘。 

本大學校長任期屆滿十個月前 

決定不續任或不續聘，或因故 

出缺後二個月內，應組成校長 

選委員會，辦理校長遴選工作。 

本大學校長遴選辦法另訂，並

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校長因故出缺，尚未完成新任

校長遴選時，由副校長代行校

長職權。 

人主持會議，並推選

三人組成小組，負責

行使同意權之事

務。若校長獲出席代

表多數同意連任，則

呈報教育部作為決

定是否連任之參

考；若未獲多數同

意，則依校長遴選辦

法規定重新遴選。                                                                     

 

 

 

 

 

 

 

 

 

 

 

 

 

 

 

 

三、去職：校長因重大失職事

由，經校務會議代表

四分之一以上之連

署提出解聘案，校務

會議代表四分之三

以上出席，及出席代

表三分之二以上議

決通過，報請教育部

解聘。 

本大學校長因故出缺或每任屆

滿前八個月決定不連任時，應

於一個月內組成校長遴選委員

會，辦理校長遴選工作。 

本大學校長遴選辦法另訂，並

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校長因故出缺，尚未完成新任

校長遴選時，由副校長代行校

長職權。 

進行評鑑，作為大學決定

是否續聘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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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條 

本大學校長須具備教授資格， 

副校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 

學院院長、附設醫院院長、學 

系主任、研究所所長、科主任、 

體育室主任、通識教育中心主 

任、師資培育中心主任由校長 

聘請教授兼任。 

總務長、主任秘書、圖書館館 

長由校長聘請副教授（含）以上 

教師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 

研發長由校長聘請副教授（含） 

以上教師兼任。 

研究總中心主任、計算機與網

路中心主任、校友聯絡中心主

任、生物科技中心主任、藝術

中心主任、微奈米科技研究中

心主任、語言中心主任、新聞

中心主任、儀器設備中心主

任、航空太空科技研究中心主

任、實習工廠主任、視聽媒體

製作中心主任、動物中心主

任、進修推廣教育中心由校長

聘請副教授（含）以上教師或

職級相當人員兼任，或由職員

擔任之。 

本大學各處、館、室、中心分

組辦事，除人事室、會計室外，

所置之組長及圖書館分館主

任，由校長聘請助理教授（含）

以上教師或職級相當人員兼

任，或由職員擔任之。 

 

本大學校長任期四年，得續聘

第三十條 

本大學校長須具備教授資格， 

副校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 

學院院長、附設醫院院長、學 

系主任、研究所所長、科主任、 

體育室主任、通識教育中心主 

任、師資培育中心主任由校長 

聘請教授兼任。 

總務長、主任秘書、圖書館館 

長由校長聘請副教授（含）以 

上教師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 

研發長由校長聘請副教授（含） 

以上教師兼任。 

研究總中心主任、計算機與網

路中心主任、校友聯絡中心主

任、生物科技中心主任、藝術

中心主任、微奈米科技研究中

心主任、語言中心主任、新聞

中心主任、儀器設備中心主

任、航空太空科技研究中心主

任、實習工廠主任、視聽媒體

製作中心主任、動物中心主

任、進修推廣教育中心由校長

聘請副教授（含）以上教師或

職級相當人員兼任，或由職員

擔任之。 

本大學各處、館、室、中心分

組辦事，除人事室、會計室外，

所置之組長及圖書館分館主

任，由校長聘請助理教授（含）

以上教師或職級相當人員兼

任，或由職員擔任之。 

 

本大學校長任期三年，得連任

 

 

 

 

 

 

 

 

 

 

 

 

 

 

 

 

 

 

 

 

 

 

 

 

 

 

 

 

 

 

 

 

依據 94.12. 28總統公布大學

法第九條第四項「公立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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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 

副校長及由教師或研究人員兼

任之主管任期三年為一任，得

連任一次。 

前項兼任人員除體育室主任及

第二十七、二十八條之院、系、

所主管及科主任外，均應配合

校長之更替辭去兼職，但如經

新任校長續予聘兼者，得續任

至任期屆滿為止。 

 

二次。 

副校長及由教師或研究人員兼

任之主管任期三年為一任，得

連任一次。 

前項兼任人員除體育室主任及

第二十七、二十八條之院、系、

所主管及科主任外，均應配合

校長之更替辭去兼職，但如經

新任校長續予聘兼者，得續任

至任期屆滿為止。 

 

校長任期四年，期滿得滿

得續聘；其續聘之程序、

次數及任期未屆滿前之

去職方式，由大學組織規

程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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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 94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紀錄 

時間：95年 3月 15日（星期三）上午九時 

地點：成功校區格致廳 

出席：如附件 1(p.177)。 

主席：高校長 強                                     記錄：侯雲卿 

壹、報告事項： 

一、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附件 2-3p.178) 

(一)有關「國立成功大學校長遴選辦法」授權研發處與法律系作修正後下

次會議確認。 

(二)請主秘將提至教育部有關法人化建議之資料傳送全校教職員工。 

二、主席報告： 

(一)教育部頂尖大學計畫，本校與台大被選為目標大學進入世界一百大，

是榮譽，但責任重大。已成立邁向頂尖大學計畫辦公室，採任務編組，

分 5 組：教學組、研究組、國際化組、基礎建設組、綜合業務組。分

別請教務長、研發長、副教務長、總務長及副研發長負責。很多事情

與各院系有關，各主管如有推動上之建議可以與各小組討論。經費分

配也是由這些小組負責，除與院長討論多次，也與中心主任交換意見。

須另組諮詢委員會，教育部希望各校能請校外或國外之知名人士擔任

委員，以提供邁向世界一流之建議。目前邀請到 6 位：德國慕尼黑工

業大學、荷蘭萊登大學、日本東北大學及東京工業大學、美國普渡大

學、韓國首爾大學(前 5校列世界前百名大學;後者名列前 150名)等校

的校長，期借重其經驗，提供本校建議，以儘速邁向世界一流。 

(二)大學法新法修訂以後，本校之組織、法規及會議都需要配合修正。以

往很多必開之會議，如教務會議、研發會議、總務會議、學務會議等

都可由學校自定。學校將通盤考量，尤其成員以往系主任均為當然委

員，是很大的行政壓力與負擔，將來都會適當調整。法規方面，本校

推動制定「校務基金管理與監督辦法」，是第一個報教育部且核准者，

帶給校務人事及會計上很大的幫助，如最近本校得以合法發給協助建

教計畫之編制人員績效獎金，就是本校推動法規帶來之好處。 

(三)本校校務會議曾有共識將附工與南工整併，唯南工已改變態度。教育

部指出去年之出生人口由早年之 40 萬減為 20 萬。部長於大學校長會

議報告高中與高職之比率，也由早期 3:7(高中有 24萬,高職 51萬)，

轉變為 5.5:4.5(高中 42萬，高職 33萬)。未來高職招生將有困難，因

此附工將朝減班、減招方向進行。唯最近報教育部中部辦公室申請減

班過程中，因有立法委員關切而未獲同意。本校將組一小組研究有關

附工招生情形、未來方向等。此小組由主任秘書當召集人，由徐德修

主任及曾擔任附工主任的黃肇瑞研發長、教育研究所所長及一位校務

顧問共同研議，仔細評估後提案至校務會議通過後再報教育部。 

(四)本校台北聯絡處在忠孝東路，因空間小，不足以應付開會、舉辦會議

或其它活動。有一位電機系校友張火山先生在台北市民大道與新生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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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交叉處有一棟大樓，願以成本價售予母校(約每坪 38 萬，現有聯絡

處當年購價為每坪 50 萬)。總務處目前進行了解是否有法令規範限制

之類問題，並仔細評估中。唯學校經費有限，若未來決定採購，將朝

募款方式，以減輕學校財務壓力。  

貳、報告案： 

一、本校校務基金 96年度概算報告(會計室報告, 附件 4p.182) 

二、修訂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要點報告案(黃肇瑞主席報告，附件

5 p.184)  

三、修訂本校因公派員出國案件處理要點報告案(附件 6p.188) 

四、本校配合教育部研議法人化相關事宜(楊主秘報告) 

參、討論事項： 

第一案                                      提案單位：校長交議  

案由：「校長遴選委員會遴選委員」投票推選事宜，提請  討論。 

說明： 

一、依據本校校長遴選辦法第三條辦理（議程附件 4，P15）。 

二、各單位推荐之「校長遴選委員會遴選委員候選人」學校代表、校友

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應由校務會議代表推選 16位委員，其配置如議

程附件 5P19。其餘 3位委員已於 95年 2月 20日函請教育部推荐。 

三、建議投票方式說明如下： 

(一)學校代表： 

文學院、社會科學院候選人圈選 2位； 

理學院、生物科學與科技學院候選人院圈選 2位； 

電資學院、規劃與設計學院候選人圈選 2位； 

工學院、醫學院候選人圈選 4位； 

管理學院、非屬學院至候選人圈選 2位； 

職技人員候選人圈選 2位。 

(二)校友代表：圈選 8位。 

(三)社會公正人士：圈選 8位。 

擬辦：本案討論通過後，依決議於會中進行投票推選。  

決議： 

一、投票原則： 

(一)無需圈滿指定人數。 

(二)只有圈錯人數之群無效。 

(三)同群同票者，抽籤決定。 

二、請工學院郭昌恕、醫學院凌斌、學生楊傑年三人監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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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經投票結果： 

(一)學校代表：李清庭、翁鴻山、張有恆、陳振宇、麥愛堂、楊友任、

顏鴻森、嚴伯良 

(二)校友代表：朱經武、馬哲儒、劉炯朗、賴清德 

(三)社會公正人士：李家同、李羅權、曾志朗、黃崑巖 

 

第二案                                      提案單位：校長交議 

案由：擬推薦本校航太系張克勤教授及企管系吳萬益教授擔任成大創業投

資股份有限公司出資董事，聘期為 95年 3月 2日至 96年 1月 26日，

提請  同意。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 94年 9月 14日台高(三)字第 0940114452B號函規定辦

理。 

二、本校已於 95年 1月 11日成大研總 0950000164號函出資新台幣 2,000

萬元投資成大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三、依成大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95年 2月 15日成大創投第 950201號

來函要求指派二名董事，以便參加股東臨時會議。 

四、本案業經 95年 2月 21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94學年第 3次會議審

議通過。 

擬辦：通過後知會成大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決議：照案通過。 

 

第三案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國立成功大學新興工程支應辦法」修正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本辦法於 94年 3月 30日 93學年度第三次校務會議延會通過。 

二、依教育部 94.10.25台高(三)字第 0940142288號函建議修正。 

三、修訂條文對照表如議程附件 6P20。 

擬辦：討論通過後實施。 

決議：修訂通過(附件 7 p.190)。 

 

第四案                                      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由：研擬本校「內部評鑑實行辦法」修訂條文（議程附件 7P22），提請  討

論。 

說明： 

一、配合（94.12.28）總統公布大學法，提出本校「內部評鑑實行辦法」

相關修正條文。 

二、檢附大學法第五條條文（議程附件 8P24），請參考。 

擬辦：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 (附件 8 p.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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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案                                      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由：本校擬分別與大陸地區清華大學、天津大學、南開大學、吉林大學、

大連理工大學及法國土魯斯第三大學（UNIVERSITE PAUL 

SABATIER - TOULOUSE III）簽約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清華大學始建於 1911年，現有教職工 7800多人，其中中國科學院

院士 34名、中國工程院院士 26名，正高級專業技術職務 1100多人。

全國重點學科 49個；本科專業 58個，碩士學位授權點 159個，博

士學位授權點 123個，博士後科研流動站 27個。在校全日制學生

27000多名，其中本科生 13000多名，碩士生 8600多名，博士生 4600

多名。有來自 46個國家和地區的在校留學生及進修生 1300多名，

遠程教育學員 7500多名。擁有國家重點實驗室 11個，國家專業實

驗室 2個，教育部重點實驗室 14個、體育總局社會科學研究基地 1

個、科技部重點實驗室 1個、教育部網上合作研究中心 6個、教育

部人文社科重點研究基地 3個，教育部網上研究中心 6個。學校藏

書 400多萬冊。學校占地面積 400多公頃，建築面積 230多萬平方

米。兩校協議書草案如議程附件 9P25。 

二、天津大學之前身為北洋大學，始創於 1895年，為中國近代的第一所
大學。校園占地面積 146.57萬平方米，校舍建築面積 1064148平方
米。擁有總建築面積為 25321平方米的兩座圖書館，藏書 193 萬冊。
現有教職工 4464人，其中有中國科學院院士 5人，中國工程院院士
5人，「長江學者」特聘教授 14人，博士生導師 300多人，碩士生
導師 500多人，教授、副教授 1600人。全日制在校生 27000多人，
其中博士、碩士研究生 9700多人，外國留學生 1100多人。設有 16

個學院，51個本科專業，124個碩士點，81個博士點及 17個博士後
科研流動站。學校擁有博士學位授予權的一級學科 15個，13個國家
重點學科和 18個天津市重點學科。有 3個國家重點實驗室，2個國
家研究推廣中心，2個國家工程研究中心，3個教育部重點實驗室。
每年所獲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資助額一直居大陸工科院校前 3名。兩
校協議書草案如議程附件 10P 27。 

三、南開大學創建於 1919年，現有 18個專業學院、68個本科專業、158

個碩士點、98個博士點、12個一級學科博士學位授權點、17個博士
後科研流動站、18個國家重點學科及 2個國家重點實驗室。現在教
師 1527名，其中，博士生導師 401人、教授 544人、中國科學院院
士和中國工程院院士 8人。各類學生 33136人，其中本科生 11859

人，碩士研究生 5623人，博士研究生 1956人，留學生 859人。SCI

論文數量居大陸高校前十位。兩校協議書草案如議程附件 11P29。 

四、林大學是由原吉林大學、吉林工業大學、白求恩醫科大學、長春科
技大學、長春郵電學院和中國人民解放軍軍需大學於 2000年 6月合
併組建而成。現有本科專業 129個、一級學科學位授權點 18個、碩
士學位授權點 245個、博士學位授權點 143個、博士後科研流動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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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個、國家重點學科 17個。有教師 6千多人，其中教授 1128人、
博士生導師 833人、中國科學院和中國工程院院士 19人。在校全日
制學生 6萬 3千多人，其中博士生、碩士生 1.7萬多人，留學生 700

多人，另有成人教育學生 1.8萬人。兩校協議書草案如議程附件
12P31。 

五、大連理工大學 1949年 4月建校，現有教職工 3089人，其中專任教
師 1512人，包括中國科學院和中國工程院院士 9名，「長江學者」
特聘教授 8名，講座教授 1名，博士生導師 265名，校外兼職博士
生導師教授 140名，正高職人員 377名，副高職人員 798名。全日
制在校學生 27022人（博士生 2580人，碩士生 6856人，本科生 17526

人，預科生 60人）。設有研究生院和 17個學院，37個系部。有 9

個國家重點學科，13個「985工程」二期建設專案，18個一級學科
博士點、102個二級學科博士點、143個碩士點、16個博士後科研流
動站，還有工商管理碩士（MBA，含 EMBA）、公共管理碩士（MPA）、
建築學、工程碩士四個專業學位授予權以及高校教師在職攻讀碩士
學位授予權。有 51個本科專業，4個第二學士學位專業。擁有 4個
國家重點實驗室，1個國家工程研究中心，1個國家大學科技園，1

個國家級技術轉移中心，1個國家級技術中心，3個國家培訓中心，
2個教育部重點實驗室。學校總占地面積 307.3萬平方米，建築面積
129.2萬平方米，圖書館面積 4.6萬平方米，館藏圖書 219萬餘冊，
各類電子期刊 1.7萬餘種，各類資料庫 55種。兩校協議書草案如議
程附件 13P33。 

六、法國土魯斯第三大學創立於 1229年，為歐洲最古老的大學之ㄧ。現
有學生 28000名，教師及研究人員 2000名，職工 1300名。於上海
交大 2005年世界 500大中排名 237。該校副校長 Dr. Alain Milon及
藥學及生物結構實驗室 Prof. Jeanne Leung-Tack於去(94)年 11月 7日
來校訪問後，雙方即就簽約事宜多次協商。鑑於本校少與法國大學
締約合作且該校歷史悠久、學術卓越，對提升本校國際化應有相當
助益，爰擬與該校簽訂學術合作協議書，草案如議程附件 14P35（法
英對照，將來可以法文及英文版本分開方式簽署）。 

擬辦：討論通過後擇期簽約。 

決議： 

一、與土魯斯第三大學之協議書修訂通過，餘照案通過(附件 
9-14,p.196)。 

二、以後與大陸簽訂之協議書第一句須適當修正，再報部後使用。 

第六案                                      提案單位：數學系 
案由：修改本校組織章程中各系主任及各研究所所長之產生辦法，提請 討

論。 

說明： 

一、大學法已取消校長二階段遴選方式，本校在上次校務會議中也已將
本校校長遴選辦法修正。 

二、目前各系主任及研究所所長之產生辦法仍為二階段式。 

三、查考系所之運作情形，各系所主管之產生無需以二階段行之。因此
建議取消此一遴選方式。 

四、修改本校組織章程中第二十八條部份條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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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十八條   
本大學各學系主任及各
研究所所長之產生，由各
該學系、研究所組成推選
委員會，公開徵求推薦人
選，推選一人報請該院院
長及轉請校長聘任
之。…………… 

第二十八條  
本大學各學系主任及各
研究所所長之產生，由各
該學系、研究所組成推選
委員會，公開徵求推薦人
選，推選二至三人報請該
院院長及轉請校長擇聘
之。………… 

 

    擬辦：以上如獲通過，請研發處修改組織章程相關條文。 
決議：事涉全校系主任與院長之產生作業，宜審慎研究。會後請研發處發

函各學院、系進行討論，收集相關意見後再議如何統一規定，如有
修訂，再請研發處進行修改組織規程。 

 
第七案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 

案由：擬請修訂學生獎懲要點第十點第五款與第六款條文，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 94年 12月 22日學生獎懲委員會議決議辦理。 
二、為端正不良風氣，維護優良校風，進而維持校園之秩序，規範學生

良好之德行，以期達到教育之目的與學校之聲譽。 
三、原要點及擬修訂條文對照表，如議程附件 15P41。 

擬辦：提請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並報教育部備查。 
決議：修訂通過(附件 15,p.212)。 

肆、臨時動議： 
提案一 提案單位：生科系黃定鼎委員 

案由：本校配合教育部研議法人化相關事宜，請明確紀錄學校之政策，提
請  討論。 

說明： 

一、楊主秘既以個人身分參加教育部「國立大學法人化工作圈」，草擬「大
學法人國立成功大學設置條例」，名稱上不宜有學校名稱，且會有「本
校有意願成為法人化之學校」之疑慮。 

二、去年 6月校務會議已決議，略以：俟相關立法程序完成後，再研擬
本校法人設置條例草案，多方徵求意見，充分討論，形成共識，並
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報部。 

決議：  

一、楊主秘參加教育部法人化研議工作圏係以個人身分參加，因此研議
之建議案標題不宜出現本校校名。 

二、未來學校法人化必會在對本校有益之情形下才推動。 
三、法人化相關辦法，必須在校務會議討論通過才會報部。 

伍、建議事項： 
一、附工徐德修主任：BOT專案委員會，曾有同仁有意參加，唯向總務處報備，

並未向秘書室登記而造成遺漏，如何處理? 
校長指示：請 BOT專案委員會開會時，通知該同仁參加。 

二、建請學校主動與遠東、復興航空公司爭取學校同仁優惠折扣。 
    主秘表示：將由秘書室與人事室共同努力。 

陸、散會：下午 12時 3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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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國立成功大學 94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出(列)席名單 

時間：95年 03月 15日上午 9時 

地點：成功校區格致廳 

出席：歐善惠(黃肇瑞代) 宋瑞珍(湯銘哲代) 蘇炎坤 柯慧貞 利德江(詹錢登代)  黃肇瑞  

楊明宗 張克勤 張高評 余樹楨 張文昌（楊惠郎代） 吳文騰 李清庭 徐明福 

吳萬益 陳振宇 陳志鴻（蔡森田代） 謝錫堃 謝文真 陳省盱 張丁財  李丁進 

徐德修 王永和 曾永華 王三慶 王偉勇 陳昌明 林朝成 廖美玉 陳璧清   

劉開玲 吳菊霞 王文霞 王 琪 應鳳凰 柯文峰 陳若淳（林正洪代）許瑞麟   

傅永貴 田 聰 許瑞榮 鄭 靜（許瑞榮代）  閔振發 周維揚 郭宗枋 孫亦文 

陳淑慧 江威德（蔡金郎代） 曾清涼 簡錦樹 張素瓊 麥愛堂 黃定鼎 楊惠郎 

陳宗嶽 張錦裕（陳元方代） 何清政 顏鴻森 朱銘祥 劉瑞祥 陳特良  陳進成        

林睿哲（陳炳宏代） 周澤川(陳進成代) 李振誥 林再興  顏富士（施勵行代）    

陳引幹   郭瑞昭 郭昌恕 李宇欣 胡宣德 李德河 張行道 游保杉 蔡長泰 

黃吉川  何明字 楊瑞珍 張憲彰  蘇芳慶（陳家進代） 趙儒民（王舜民代）    

黃正能 楊澤民 曾義星 王鴻博（張祖恩代） 張祖恩 溫清光 胡潛濱 苗君易    

蕭飛賓 許渭州 王 醴 梁從主 林瑞禮 劉文超 莊文魁   楊家輝 陳 敬 

陳中和 李 強 黃宗立陳裕民（鄭進財代）王清正 傅朝卿 黃 斌  陳彥仲 林享博 

陳國祥  陸定邦 馬敏元 李賢得 林清河 陳梁軒 呂錦山 邱正仁 吳鐵肩   

潘浙楠 陳洵瑛 任卓穎（陳洵瑛代） 湯銘哲 吳昭良 賴明德 劉校生（凌 斌代） 

何漣漪 林以行 許桂森（呂增宏代）簡伯武（呂增宏代）黃朝慶  吳俊宗 蔡瑞真 

黎煥耀（林以行代） 黃美智 謝淑珠 黃英修 陳美津 蘇佳廷 張哲豪         

蘇慧貞（劉明毅代） 王東堯(陳玉玲代) 徐畢卿 張明熙 羅崇杰 賴明亮 張智仁 

林秀娟(黃朝慶) 王富美 宋鎮照 廖肇寧 郭麗珍  蔡維音 程炳林  湯 堯   

于富雲（董旭英代） 黃永賢 林麗娟 李劍如 劉睿忠  陳明輝 楊家琛 鍾光民 

李金駿 嚴伯良 許瑞芳 康碧秋  黃龍福 陳志新 楊傑年 翁智琦 黃千芳  

林虹君  吳昌振  李宇恩 廖行健 李偉國 陳時榕 黃裕獻（曹家馨代）張育懷 

陳怡君 游子慶（許懷仁代）洪嘉緯 孫介浩 李洋宇 張學仁 魏兆隆 陳冠如    

謝任遠(楊雙霜代) 周碩彥 葉光仁(蔡佩含代) 王志文   柯嘉媛（歐陽劍峯代）  

葉書毓（羅家偉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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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國立成功大學 94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表 
95年 3月 15日 

決 議 案 摘 要 承辦單位執行情形 

第一案 
案由：擬聘利總務長德江為 94 學年度校務

基金管理委員會委員如說明，提請 
公決。 

決議：經投票超過半數通過由利總務長德江為 94
學年度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委員。 

 
第二案 
案由：擬推薦本校化工系翁鴻山教授、工資管系

陳梁軒教授擔任成大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
司董事，電機系陳建富教授擔任該公司監
事，提請同意。 

決議：經投票超過半數通過本校化工系翁鴻山教
授、工資管系陳梁軒教授擔任成大創業投
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電機系陳建富教授
擔任該公司監事，聘期自 94 年 12 月 18
日起。(備註：人事室張主任確認擔任官股
之董監事才須提校務會議同意。)  

 
第三案 
案由：本校 96學年度擬增設系所班組案博士班部

份，提請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第四案 
案由：擬修訂「本校特聘教授設置要點」，提請  討

論。 
決議： 
一、修訂通過。 
二、通過後實施。惟資格之時間認定依 95年 1

月 11日 94學年第 3次會議釐清如下： 
（一）依原要點第七點第（一）款規定：「符

合特聘教授資格(一-二)款之教授，經
確認後聘任。」故申請首任特聘教授
(含原 5年內具特聘教授資格而未提
出申請者)符合要點第三點（一-二）
款之教授，經確認後聘任之。 

（二）依原要點規定，凡已獲聘特聘教授
者，第二次申請獎助時，因已具特聘
教授資格，並無聘任疑慮，故無第七
點第（一）款之問題，應依原要點第
四點規定送審查委員會審查，並依第
三點各款規定可提送 5 年內研究成果
及相關資料至審查委員會，並依審查
委員會之決議處理。 

 

秘書室：已請人事室辦理發
聘。 

 
 
 
 
 
研究總中心：照案執行。 
 
 
 
 
 
 
 
 
 
 
 
教務處：已於 94年 12月 30

日 成 大 教 字 第
0940007459 號函陳
報教育部。 

 
教務處：遵照決議辦理。 
一、94 學年度特聘教授審查

案，依原要點及 95 年 1
月 11 日 94 學年度第 3
次校務會議釐清說明辦
理。 

二、95 學年度特聘教授審查
案，依修訂後要點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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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案 
案由：擬修訂本校名譽教授贈予辦法部分條

文，提請 討論。 
決議： 
一、修訂通過。 
二、辦法名稱授權教務處與法律系研究。  
三、學校相對應之聘書採用中、英文對
照。 

第六案 
案由：擬修訂『國立成功大學經費稽核委員會內

部稽核實施要點』，提請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第七案 
案由：建議針對本校校友會館 BOT 案成立一專案

委員會，提請  討論。 
決議： 
一、經投票同意成立專案委員會。 
二、委員會委員中之校務會議教師代表 2 名，

改為 1名由會計系推派，另 1名請有意參
加者於 12月 30日中午前告知秘書室超過
1 位，抽籤，若無人有意願，請建築系推
派 1 名教師。 (推派結果：交管系推派張
有恆、法律系推派許忠信、會計系推派黎
明淵、建築系推派陳長庚、教師會推派楊
澤泉) 

第八案 
案由：擬修訂「國立成功大學圖書委員會設置辦

法」第一條、第三條，提請 討論。 
決議： 
一、照案通過。 
二、爾後僅因配合母法修訂或條次變更者，由

校務發展委員會審議確定，再提校務會議
報告即可。 

第九案 
案由：修訂本校「進用專案計畫教學人員實施要

點」第 5點、「進用專案計畫研究人員實施
要點」第 4點、「進用專案計畫工作人員實
施要點」第 3點、第 11點及第 12點及依上
開 3 種實施要點所簽訂之契約書相關條
文，修訂條文對照表及修訂後條文，提請  
討論。 

決議：修訂通過。 

第十案 
案由：擬修訂「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及監

督辦法」，提請 討論。 
決議： 
一、修訂通過。 
二、若保管組經本校組織規程報部通過易名為

「資產管理組」，得提校務發展委員會審
議確定，再提校務會議報告即可。 

 
教務處： 
一、辦法名稱經與法律系討

論，修正為「名譽教授
榮銜授予辦法」。 

二、證書之製作遵照決議辦
理。 

 
 
經費稽核委員會：照案辦理。 
 
 
 
已成立專案委員會，並由歐
副校長擔任召集人，現正執
行中。 
 
 
 
 
 
 
 
 
 
 
圖書館：依決議辦理。 
 
 
 
 
 
 
 
人事室：已將前述 3 種實施

要點及契約書函轉
各單位知照辦理。 

研究總中心：照案執行。 
 
 
 
 
 

秘書室：續報部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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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案                                          
案由：擬修訂「國立成功大學教師申訴評議委

員會組織及評議要點」，提請 討論。 
決議： 
一、修訂通過。 
二、第二點第五項第二款「委員評議程序中，

除經本會決議外，不得與當事人、代表
利益之人或利害關係人為程序外之接
觸。」有關「評議程序中」請申訴評議
委員會界定。 

 
第十二案 

案由：修訂「國立成功大學自強宿舍配借及管
理辦法」，提請 討論。 

決議： 
一、修訂通過。 
二、航太系教師在辦法修訂前已任職且承諾

准予進住者，仍適用原辦法。 
 
第十三案 

案由：擬修訂本校教師聘任辦法第五條第二項
及第十二條，如修訂條文對照表，提請  
討論。 

決議：第十二條修訂通過，第五條請校教評會
重新討論。 

第十四案 
第十四案 

案由：擬修訂本校教師升等辦法第十條，提請 
討論。 

決議： 
一、修訂通過。  
二、本辦法適用於新聘助理教授、講師滿五

年半及七年半者尚未通過升等者申請。 
 

第十五案 
案由：擬修訂「國立成功大學教授、副教

授休假研究辦法」如後附條文修正
對照表 (議程附件 14 P80)，提請 
討論。 

決議：修訂通過。 

 
秘書室： 
一、擬依教育部 95年 1月 18

日台申字第 090009633號
函示略以:「已不需報本
部核定」再修訂相關條
文。 

二、修訂條文已經 95年 3月
1日召開之 94學年度第 4
次校務發展委員會通
過，並提本次會議報告。 

 
總務處：照案辦理。 
 
 
 
 
 
 
 
教務處：遵照決議辦理。 
人事室：已發函各系所請依

新修訂條文辦理。 
 
 
 
 
教務處：照案辦理。 
人事室：已發函通知符合申

請資格之教師。 
 
 
 
 
 
教務處：照案辦理。 
人事室：已發函各系所依新

修訂條文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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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國立成功大學 94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表 
95年 3月 15日 

決 議 案 摘 要 承 辦 單 位 執 行 情 形 

第一案 
案由：研擬本校「校長遴選辦法」修訂條文，

提請  討論。 
決議： 
一、「國立成功大學校長遴選辦法」修訂

後通過，文字之潤飾授權研發處與中
文系、法律系教師進行修飾。 

二、本校組織規程第二十五條第二款緩
議，於下次會議再議，餘照案通過。 

 
研發處： 
一、「本校校長遴選辦法」已於

95年 1月 24日報部，教育
部於 95年 2月 10日函復，
「各校擬組遴委會選任校
長，應按本部發布之「國立
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組織
及運作辦法」辦理，至遴選
作業，則由遴委會合議決
定，本案尚無報部核定之依
據」。依據教育部意見，配
合修訂校長遴選辦法第 15
條刪除「並報請教育育部核
定」文字。 

二、另組織規程第 25 條關於校
長「續聘」修訂部分，將提
95年 3月 15日校務會議討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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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會 計 室 工 作 報 告  

本校（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 96年度概算編製情形如下： 
  

１．業務收入 52億 7,935萬 5千元 

（1）教學收入  25億 4,455萬元 

A、學雜費收入 10億元 

B、建教合作收入   15億元  

C、推廣教育收入 4,455萬元 

（2）租金及權利金收入 250萬元 

權利金收入 250萬元 

（3）其他業務收入 27億 3,230萬 5千元 

A、學校教學研究補助收入 23億 2,230萬 5千元 

B、其他補助收入 3億 6,000萬元 

C、雜項業務收入（招生考試報名費收入） 5,000萬元 

２．業務外收入 2億 321萬元 

（1）財務收入 5,150萬元 

（2）其他業務外收入 1億 5,171萬元 

３．基金（國庫撥款增置固定資產、無形資產及遞延借項）       7億 9,259萬 6千元 

以上收入 合          計 62億 7,516萬 1千元 

  

  

１．業務成本與費用 52億 7,533萬 1千元 

（1）教學成本 40億 4,374萬元 

A、教學研究及訓輔成本 25億 6,460萬 4千元 

B、建教合作成本 14億 3,600萬元 

C、推廣教育成本 4,313萬 6千元 

（2）其他業務成本（學生公費及獎勵金） 2億 1,938萬 1千元 

（3）管理及總務費用 6億 1,665萬 5千元 

（4）研究發展及訓練費用 3億 6,000萬元 

（5）其他業務費用（招生考試試務費用） 3,555萬 5千元 

２．業務外費用 1億 3,154萬 7千元 

（1）財務費用 10萬元 

（2）其他業務外費用 1億 3,144萬 7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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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 10億 2,016萬 4千元 

（1）土地 2億 1,996萬 8千元 

國軍斗六醫院整建工程 2億 1,996萬 8千元 

（2）房屋及建築 2,000萬元 

南科研發大樓新建工程 2,000萬元 

（3）機械設備 5億 9,964萬 4千元 

A、購置教學用儀器設備 3億 4,786萬 5千元 

B、購置全校污染防治設備及全校行政電腦化設備 3,060萬元 

C、碩士在職專班、建教合作、推廣教育、雜項業務及其

他業務外所需各項設備 

2億 2,117萬 9千元 

（4）交通及運輸設備 1,249萬 5千元 

A、購置教學用視訊設備 800萬元 

B、碩士在職專班、建教合作、推廣教育及其他業務外所

需各項設備 

449萬 5千元 

（5）什項設備 1億 6,805萬 7千元 

A、購置教學用圖書及什項設備 1億 1,849萬 7千元 

B、一般行政設備、購置課桌椅設備及專項設備 600萬元 

C、遠距教學及視聽教室設備、機房消防安全設備及開辦

費 

1,637萬元 

D、碩士在職專班、建教合作、推廣教育及其他業務外所

需各項設備 

2,719萬元 

４．無形資產 1億 613萬 8千元 

（1）購置教學研究資訊軟體 8,550萬元 

（2）行政電腦所需資訊軟體 50萬元 

（3）碩士在職專班、建教合作、推廣教育、雜項業務及其

他業務外所需資訊軟體 

2,013萬 8千元 

５．遞延借項 1億 7,926萬 4千元 

（1）代管資產(老舊館舍)之維修費用 1億 7,500萬元 

（2）代管資產(69KV變電站)之保養費用 426萬 4千元 

以上支出 合          計 67億 1,244萬 4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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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國立成功大學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要點 

86.03.05八十五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6.04.16八十五學年度第四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6.10.22八十六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奉教育部 86.11.6台（86）申字第 86129000號函核定 

94.04.27九十三學年度第四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奉教育部 94.5.5台申字第 0940060528號書函核定 

94.12.28九十四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5.3.15九十四學年度第四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目的：本校為確保學校對教師措施之合法性與合理性，促進校園和諧，依
據教育部「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準則」及本校組織規程
第廿四條之規定，設置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二、組織： 
（一）本會由下列人員(1)教授代表十人(2)法律學者一人(3)教育學者一人(4)

學校行政人員一人(5)本校教師會代表一人(6)社會公正人士一人共計
十五人組成。其中未兼行政職務之教師不得少於總額三分之二，且任
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 

因申訴案件之性質，本會得邀請有關之專家列席，以備諮詢。 
（二）本會委員為無給職。教授代表由各院院務會議先就該院未兼行政職之

專任教授中推薦二位（男女性各一人為原則），由校務會議推選之（性
別條件優先滿足、各學院保障名額各一人）；教師會代表一人由本校教
師會推薦之；其他委員由校長遴選（任一性別委員各一至二人）並經
校務會議同意後聘請之。各委員之任期二年（至新學年之代表產生為
止），連選得連任之。 

前項委員因故出缺時，繼任委員之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止。 
（三）本會每學年度第一次會議由校長或其指定之人員召集之，以後則由選

出之主席召集之。主席由委員互選之，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 

前項主席因故不能主持會議時，由其指定委員一人代理主席。 
（四）本會開會應有委員二分之一以上親自出席；除評議之決議，應經出席

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外，其餘事項之決議，以出席委員過半數行之。
評議之決定以無記名投票表決方式為之，其評議經過及個別委員意見
應對外嚴守秘密。表決結果應載明於當次會議紀錄；表決票應當場封
緘，經會議主席及委員推選之監票委員簽名，由本會妥當保存。 

廻避之委員不計入出席委員人數。 

前項會議經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書面請求，召集人應於二十日內召集
之。 

（五）申訴人於案件開始評議前，得列舉其原因事實申請委員迴避，此項申
請由本會決議之。委員對申訴案件有利害關係者，應自行迴避。 

委員評議程序中，除經本會決議外，不得與當事人、代表利益之人或
利害關係人為程序外之接觸。 

（六）本會之經費由本校編列專款支應，工作人員由本校調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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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訴要件： 
本校專任教師對本校有關其個人之措施，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益
者，得提出申訴。 

前項申訴，依法得提起訴願或訴訟者，亦得於各該法定期間內提起之。 

四、申訴及處理程序： 
（一）本校教師不服本校有關其個人權益之措施者，得向本會申訴，不服本

會之評議者，得向中央主管機關申評會提起再申訴。 
（二）教師申訴應於收受或知悉措施之次日起三十日內以書面為之。 
（三）申訴書應記載申訴人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明文件號碼、服務單

位及職稱、住居所、電話、收受或知悉措施之年月日、申訴之事實及
理由，希望獲得之具體補救、提起申訴之年月日、受理申訴之申評會，
載明本申訴事件有無提起訴願、訴訟，原措施係以書面作成者，另應
檢附原措施文書，並敍明其送逹之時間及方式；其有相關之文件及證
據者，並應提出。 

申訴說明及應具備之書件應以中文書寫；其書件係引述外文者，應譯
成中文，並應附原外文資料。 

（四）提起申訴不合前項規定者，本會得酌定相當期限，通知申訴人補正。
屆期未補正者，本會得逕為評議。 

（五）本會應自收到申訴書之次日起十日內，以書面檢附申訴書影本及相關
書件，通知為原措施之單位提出說明。 

該單位應自前項書面通知之次日起二十日內，擬具說明書連同關係文
件送本會，並應將說明書抄送申訴人。但為原措施之單位認為申訴為
有理由者，得自行撤銷或變更原措施，並函知本會。 

屆前項期間未提出說明者，本會得逕為評議。 

第一項期間，於前條規定補正者，自補正之次日起算，未為補正者，
自補正期限屆滿之次日起算。 

（六）提起申訴之教師就申訴案件或相牽連之事件，同時或先後另行提起訴
願、行政訴訟、民事或刑事訴訟者，應即以書面通知本會。 

本會依前項通知或依職權知有前項情形時，應停止申訴案件之評議並
以書面通知申訴人；於停止原因消滅後經申訴人書面請求應繼續評議。 

申訴案件全部或一部之評議決定，以訴願或訴訟之法律關係是否成立
為據者，本會於訴願或訴訟評議終結前，應停止申訴案件之評議並以
書面通知申訴人，於停止原因消滅後應繼續評議。 

（七）本會就書面資料評議，以不公開為原則，評議時，得經本會議決議邀
請申訴人、關係人、學者專家、或有關機關指派之人員到場說明。 

（八）本會之評議決定，除依第四點之（六）規定停止評議者外，自收受申
訴之次日起，應於三個月內為之。必要時，得予延長，並通知申訴人。
延長以一次為限，最長不得逾二個月。 

（九）申訴案件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附理由為不受理之評議決定： 
1.提出申訴逾第四點之（二）規定之期間者。 
2.申訴人不適格者。 
3.非屬本會管轄之事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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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原措施已不存在或依申訴已無補救實益。 
5.對已決定或已撤回之申訴案件就同一原因事實重行提起申訴者。 

（十）本會評議前，認為必要時得推派委員三至五人審查，委員於詳閱卷證、
研析事實及應行適用之法規後，向本會提出審查意見。 

申訴無理由者，應為駁回之評議決定。有理由者應為有理由之評議決
定，其有補救措施並應於評議書主文中載明。 

（十一）本會評議案件，應指定人員製作評議紀錄附卷，委員於評議中所持
與評議決定不同之意見，經其請求者，應列入委員會議紀錄。 

（十二）評議書應記載申訴人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明文件號碼、服務
單位及職稱、住居所、電話、主文、事實及理由；其係不受理決定
者得不記載事實。評議書由主席署名、評議決定之年月日。並應附
記如不服決定者，得於評議書送達之次日起三十日內，向中央申評
會提起再申訴。 

（十三）評議書由學校名義作成評議書正本，並以學校名義以足供存證查核
之方式送達評議書正本於申訴人、教育部、地區教師組織及相關機
關，但該地區教師組織未依法設立者，不在此限。 

五、評議決定有左列各款之一者即為確定： 
（一）申訴人、為原措施之學校於評議書送達之次日起三十日內未提起再申

訴者。 
（二）再申訴評議書送達於申訴人者。 

六、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依有關法規之規定。 

七、評議之效力及執行： 

本校對評議書建議之補救措施，應予採行。如確有牴觸法律或本校校務會
議通過之相關辦法、或與本校其他正式會議決議事項牴觸經召開相關會議
重新研討仍決議不予修訂者，應列舉具體理由，函復本會並向中央申評會
提起再申訴。 

八、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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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要點」第八點修訂條文對照表 

 

修訂後條文 現行條文 修訂說明 
八、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

實施，修訂時亦同。 
八、本要點經校務會

議通過，並陳報
教育部核定後實
施，修訂時亦
同。 

依據教育部95年1月18
日台申字0950009633號
函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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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國立成功大學因公派員出國案件處理要點 
                 94年 3月 30日  93學年度第三次校務會議延會修訂通過 

95年 3月 15日  94學年度 4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一、本校為推廣國際化，鼓勵教職生出國觀摩參與學術活動，特依據「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
金管理及監督要點」第十八條，特訂定「國立成功大學因公派員出國案件處理要點」（以
下簡稱本要點）。 

二、補助項目分為三類： 
(一)教師及編制內研究人員出國參加國際會議。 
(二)研究生出國參加國際會議並發表論文及學生參加國際學術競賽。 
(三)教職員生因校務發展需要出國考察、訓練、進修、開會及研究等。 

三、教師及編制內研究人員出國參加國際會議補助： 
(一)凡本校專任教師及研究人員出席國際重要會議發表論文，且為大會主席、分組主席、

議程委員或受邀發表特邀專題講演、接受表揚等重要關鍵地位，足以提升國際形象
者，且向國科會或其它單位申請經費補助，但未獲補助、未獲全額補助或已獲補助他
案而不得再申請者，才可向學校提出申請。 

(二)本要點為部分補助。補助範圍含機票、註冊費。補助款由校方相關預算額度內補助至
多一半，其所屬系、院支付至少一半配合款。校方每人每案最高補助貳萬元，每人每
一會計年度經由本要點補助以一次為限。 

(三)申請者必須於會議舉行前二週備妥申請表及相關文件向研發處提出申請，報請校長核
定。申請者並須於回國後一個月內檢據核銷並繳交出國開會心得報告一份，學校得擇
優刊載於《成大新聞》或《成大校刊》。 

四、研究生出國參加國際會議並發表論文及學生參加國際學術競賽活動補助: 
(一)凡本校博士班研究生出國參加國際重要會議並發表論文，須先向國科會、李國鼎科技

發展基金會、傑出人才發展基金會、本校教務處或其它單位申請經費補助，但未獲補
助或未獲全額補助者，才可向本校提出申請。 

(二)凡本校學生(包含大學部、碩士班及博士班學生)以本校名義代表參加國際性學術競賽
活動，且未獲校外其它單位補助者，得依本要點申請補助。 

(三)本要點為部分補助。補助範圍含機票、註冊費。補助款由校方相關預算額度內補助至
多一半，其所屬系、院支付至少一半配合款。校方每人每案最高補助貳萬元，學生每
人在每一學期間獲本要點補助以一次為限。 

(四)申請者必須於會議舉行前二週備妥申請表及附件，經由系、院推薦提報研發處，逾期
不予受理。由研發處邀請學術小組審查後簽報校長核定，同一會議或競賽最多補助三
人為原則。 

五、教職員生因校務發展需要出國考察、訓練、進修、出國及研究補助： 
(一)因業務需要，有助提升行政品質或執行學校交辦目標，並事先專案簽報校長核准者。 
(二)補助經費均依行政院「國外出差旅費」規定辦理，並於返國一月內提出相關報告。 

六、本要點所需經費在校務基金自籌經費下支應。 
七、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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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因公派員出國案件處理要點」第七點修訂條文對照表 

 

新條文 原條文 說明 
七、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

過，修訂時亦同。 
七、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

過，並陳報教育部後
實施，修訂時亦同。 

刪除「並陳報教育部
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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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國立成功大學新興工程支應辦法 

94年 3月 30日 93學年度第三次校務會議延會通過 

95年 3月 15日 94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本辦法依國立成功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廿條第二項規

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新興工程總工程建造經費達 1千萬元（含）以上之新建、增建、

改建、修建工程及相關設施，如房屋建築、運動場地、整地、管線、

道路、展示、室內裝修、環保、機電、校園整體規劃及景觀等工程計

劃構想書，均須提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又總經費達查核金額以

上之工程計畫應報部審議。前項所稱總工程建造經費，指公共工程及

房屋建築計畫，依行政院所定「公共建設工程經費編列估算手冊」編

列之工程建造費及規劃、設計監造階段作業費用。 

 

第三條  工程計畫構想書提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並獲同意辦理之新興工

程計畫，應依下列程序辦理： 

主辦單位及早展開綜合規劃，提出約百分之三十規劃設計之必要圖

説，總工程建造經費之概算、基本資料表，於第一年度之預算籌編先

期會審會議開始三個月前，先行提送校園規劃及運用委員會辦理工程

專業審議。 

由主辦單位辦理綜理分期規劃者，得就計畫中個別完整之分標工程計

畫依前款規定，送校園規劃及運用委員會辦理工程專業審議。主辦單

位依第一款所提送之必要圖說，總工程經費之概算及基本資料表，應

包括書面資料，並參酌「公共工程施工綱要規範實施要點」與「公共

工程招標文件增列提供標案資料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第四條  為健全新興工程之推動，主辦單位應先行編列預算或籌措經費，用以

辦理新興工程計畫有關之先期規劃構想及綜合規劃與設計等作業，並

依「公共工程規劃設計服務廠商評選作業注意事項」辦理規劃設計廠

商之評選作業及規劃設計事實。 

 

第五條  總工程建造費未達１千萬元之公共工程及房屋建築計畫，由主辦單位

依一般行政程序辦理，並提具概要圖說及經費預算，送校園規劃及運

用委員會審議。 

 

第六條  全數由捐贈者興建後再贈與本校之工程案件，主辦單位不須依前述程

序辦理，僅須將捐贈者、捐贈金額、建築物樓地板面積、規劃用途、

預定興建時程等基本資料提報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備查及校園規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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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用委員會審議。 

另如有議定捐贈者使用樓地板面積比例及期限者，得另訂協議規範

之，並提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 

 

第七條  捐贈收入、場地設備管理收入、推廣教育收入、建教合作收入及投資

取得收益等經費來源辦理新興工程，依本辦法辦理。其他經費來源辦

理新興工程者，依行政院訂頒之「政府公共工程計畫與經費審議作業

要點」辦理。 

 

第八條  本辦法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及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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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新興工程支應辦法」第二條、第六條條文修正對照表 

條次 修訂條文 原訂條文 說       明 

第二條 本辦法新興工程總工程建造經

費達 1千萬元（含）以上之新

建、增建、改建、修建工程及

相關設施，如房屋建築、運動

場地、整地、管線、道路、展

示、室內裝修、環保、機電、

校園整體規劃及景觀等工程計

劃構想書，均須提校務基金管

理委員會審議。又總經費達查

核金額以上之工程計畫應報部

審議。 

前項所稱總工程建造經費，指

公共工程及房屋建築計畫，依

行政院所定「公共建設工程經

費編列估算手冊」編列之工程

建造費及規劃、設計監造階段

作業費用。 

本辦法新興工程總工程建造經

費達 1千萬元（含）以上之新

建、增建、改建、修建工程及

相關設施，如房屋建築、運動

場地、整地、管線、道路、展

示、室內裝修、環保、機電、

校園整體規劃及景觀等工程計

劃構想書，均須提校務基金管

理委員會審議。 

前項所稱總工程建造經費，指

公共工程及房屋建築計畫，依

行政院所定「公共建設工程經

費編列估算手冊」編列之工程

建造費及規劃、設計監造階段

作業費用。 

依據行政院核定

之「政府公共工

程計畫與經費審

議作業要點」增

列。 

第六條 全數由捐贈者興建後再贈與本

校之工程案件，主辦單位不須

依前述程序辦理，僅須將捐贈

者、捐贈金額、建築物樓地板

面積、規劃用途、預定興建時

程等基本資料提報校務基金管

理委員會備查及校園規劃及運

用委員會審議。 

另如有議定捐贈者使用樓地板

面積比例及期限者，得另訂協

議規範之，並提校務基金管理

委員會審議。 

涉及捐贈者興建後再贈與本校

之工程案件，受贈單位僅須將

捐贈者、捐贈金額、捐贈者使

用樓地板面積比例及期限、建

築物樓地板面積、規劃用途、

預定興建時程等基本資料提報

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備查及校

園規劃及運用委員會審議。 

1.明訂全數捐贈

案之作業程

序。 

2.捐贈者與本校

相關合作使用

事宜，宜在其

他協議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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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國立成功大學內部評鑑實行辦法 

87年 1月 14日   86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5年 3月 15 日   94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  為配合大學法第五條有關大學評鑑之規定，及教育部大學教育評鑑

計畫，建立一完善之內部評鑑制度，協助院系所之發展，以增進辦

學績效，並作為經費補助或獎勵之參考，提升教育品質，進而達成

教育目標，特訂定本校內部評鑑實行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內部評鑑工作分為三個層次，各層次分設委員會，依次執行：

第一層次為系所評鑑委員會，第二層次為各一級單位評鑑委員會，

第三層次為校評鑑委員會。各層次之評鑑項目，包括：教學、研究、

服務、輔導、校務行政及學生參與等。 

第三條  校評鑑委員會，由副校長（兼召集人）、主任秘書、教務長、學務長、

總務長、研發長、圖書館館長、會計室主任、人事室主任、計算機

與網路中心主任、研究總中心主任、通識教育中心主任及各學院院

長為當然委員，另由校長聘請校內外相關人士若干人為委員組成。

審議各一級單位之評鑑結果。校評鑑委員會除對各一級單位作外部

評鑑外，同時對校本身作自我評鑑。本校每四年定期實行評鑑。 

第四條  各一級單位評鑑委員會，由各該一級單位主管（兼召集人）為當然

委員，其評鑑委員會組成暨實行辦法由各單位另定之。各學院評鑑

委員會除對所屬系所作外部評鑑外，同時對學院本身作自我評鑑。

各一級單位每四年定期實行評鑑，並將評鑑結果送校評鑑委員會審

議。 

第五條  各系所自行組成評鑑委員會，由系（所）主任（兼召集人）為當然

委員，其評鑑委員會組成暨實行辦法由各系所另定之。各系所每二

年定期實行自我評鑑，並將評鑑結果送院評鑑委員會審議。 

第六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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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內部評鑑實行辦法」修訂條文對照表 

修訂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為配合大學法第五條有關大學

評鑑之規定，及教育部大學教

育評鑑計畫，建立一完善之內

部評鑑制度，協助院系所之發

展，以增進辦學績效，並作為

經費補助或獎勵之參考，提升

教育品質，進而達成教育目

標，特訂定本校內部評鑑實行

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一條 

為配合大學法第四條有關大學

評鑑之規定，及教育部大學教

育評鑑計畫，建立一完善之內

部評鑑制度，協助院系所之發

展，以增進辦學績效，並作為

經費補助或獎勵之參考，提升

教育品質，進而達成教育目

標，特訂定本校內部評鑑實行

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依據94.12.28

總統公布大學

法修訂條文次

序。 

第二條 

本校內部評鑑工作分為三個層

次，各層次分設委員會，依次

執行：第一層次為系所評鑑委

員會，第二層次為各一級單位

評鑑委員會，第三層次為校評

鑑委員會。各層次之評鑑項

目，包括：教學、研究、服務、

輔導、校務行政及學生參與等。 

第二條 

本校內部評鑑工作分為三個層

次，各層次分設委員會，依次

執行：第一層次為系所評鑑委

員會，第二層次為各一級單位

評鑑委員會，第三層次為校評

鑑委員會。各層次之評鑑項

目，包括：教學與輔導、研究、

服務、行政及總結（績效）等。 

 

依據94.12.28

總統公布大學

法修訂評鑑項

目。 

第三條 

校評鑑委員會，由副校長（兼

召集人）、主任秘書、教務長、

學務長、總務長、研發長、圖

書館館長、會計室主任、人事

室主任、計算機與網路中心主

任、研究總中心主任、進修推

廣部主任、通識教育中心主任

及各學院院長為當然委員，另

由校長聘請校內外相關人士若

干人為委員組成。審議各一級

單位之評鑑結果。校評鑑委員

會除對各一級單位作外部評鑑

外，同時對校本身作自我評

鑑。本校每四年定期實行評鑑。 

第三條 

校評鑑委員會，由副校長（兼

召集人）、主任秘書、教務長、

學務長、總務長、研發長、圖

書館館長、會計室主任、人事

室主任、電算中心主任、研究

總中心主任、進修推廣部主

任、各學院院長為當然委員，

另由校長聘請校內外相關人士

若干人為委員組成。審議各一

級單位之評鑑結果。校評鑑委

員會除對各一級單位作外部評

鑑外，同時對校本身作自我評

鑑。本校每四年定期實行評鑑。 

 

電算中心主

任更名「計

算機與網路

主任」；刪除

「進修推廣

部主任」；增

列「通識教

育中心主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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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未修訂） 

第四條 

各一級單位評鑑委員會，由各

該一級單位主管（兼召集人）

為當然委員，其評鑑委員會組

成暨實行辦法由各單位另定

之。各學院評鑑委員會除對所

屬系所作外部評鑑外，同時對

學院本身作自我評鑑。各一級

單位每四年定期實行評鑑，並

將評鑑結果送校評鑑委員會審

議。 

 

 

 

第五條 

 

 

 

（未修訂） 

第五條 

各系所自行組成評鑑委員會，

由系（所）主任（兼召集人）

為當然委員，其評鑑委員會組

成暨實行辦法由各系所另定

之。各系所每二年定期實行自

我評鑑，並將評鑑結果送院評

鑑委員會審議。 

 

 

 

第六條 

（未修訂） 

第六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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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國立成功大學 

學術合作與交流協議書 
清 華 大 學 

 
為增進海峽兩岸民間的相互了解與友誼，推動兩岸高等學校科學研究和學

術交流的共同發展，促進大學之間的友好合作，經雙方商討，達成如下協議： 
 
一、 鼓勵雙方相關單位之間進行學術交流與合作。 

 
二、 對共同感興趣的研究項目進行合作，有關合作的細則，由雙方另行商

訂。 
 

三、 相互邀請研究和教學人員及學生進行學術訪問、交流和討論。 
 

四、 相互交流科學論文、文獻索引、教材和研究出版品。 
 

五、 聯合舉辦兩岸相關專業學術研討會。 
 

六、 相互協助發展與對方產業界及其他部門的聯繫與合作。 
 

上述活動實施的細節將由雙方依據特定項目、財政安排及資金的可獲性而
定。每年年底前，雙方協商確定下學年度的交流計劃與合作事宜。 
 

本協議經雙方校長簽名後生效，效期五年，期滿後經雙方協商同意，得以
延長。如雙方同意或任一方在六個月前書面通知，本協議即終止。 

 
國立成功大學校長        清華大學校長 

 
 
 

-----------------------------  ------------------------------- 
  高  強         顧 秉 林 

 
 

-----------------------------  ------------------------------- 
      日 期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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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 
学术合作与交流协议书 

成功大学 
 
 

为增进海峡两岸民间的相互了解与友谊，推动两岸高等学校科学研究和学
术交流的共同发展，促进大学之间的友好合作，经双方商讨，达成如下协议： 

 
一、 鼓励双方相关单位之间进行学术交流与合作。 

 
二、 对共同感兴趣的研究项目进行合作，有关合作的细则，由双方另行商

定。 
 

三、 相互邀请研究和教学人员及学生进行学术访问、交流和讨论。 
 

四、 相互交流科学论文、文献索引、教材和研究出版品。 
 

五、 联合举办两岸相关专业学术研讨会。 
 

六、 相互协助发展与对方产业界及其他部门的联系与合作。 
 

上述活动实施的细节将由双方依据特定项目、财政安排及资金的可获性而
定。每年年底前，双方协商确定下学年度的交流计划与合作事宜。 
 

本协议经双方校长签名后生效，效期五年，期满后经双方协商同意，得以
延长；如双方同意或任一方在六个月前书面通知，本协议即终止。 

 
清华大学校长       成功大学校长 

 
 

------------------------   ------------------------- 
  顾 秉 林           高  强  

 

------------------------   ------------------------- 

    日 期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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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 

 
國立成功大學 

學術合作與交流協議書 
天  津  大  學  

 

為增進海峽兩岸民間的相互了解與友誼，推動兩岸高等學校科學研究和學

術交流的共同發展，促進大學之間的友好合作，經雙方商討，達成如下協議： 

 

一、 鼓勵雙方相關單位之間進行學術交流與合作。 

 

二、 對共同感興趣的研究項目進行合作，有關合作的細則，由雙方另行商

訂。 

 

三、 相互邀請研究和教學人員及學生進行學術訪問、交流和討論。 

 

四、 相互交流科學論文、文獻索引、教材和研究出版品。 

 

五、 聯合舉辦兩岸相關專業學術研討會。 

 

六、 相互協助發展與對方產業界及其他部門的聯繫與合作。 

 

上述活動實施的細節將由雙方依據特定項目、財政安排及資金的可獲性而

定。每年年底前，雙方協商確定下學年度的交流計劃與合作事宜。 

 

本協議經雙方校長簽名後生效，效期五年，期滿後經雙方協商同意，得以

延長。如雙方同意或任一方在六個月前書面通知，本協議即終止。 

 

國立成功大學校長        天津大學校長 

 

 

 

--------------------------------      ------------------------------- 

  高  強          單  平 

 

 

 

--------------------------------      ------------------------------ 

      日 期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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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大学 

学术合作与交流协议书 

成功大学 
 

 

为增进海峡两岸民间的相互了解与友谊，推动两岸高等学校科学研究和学

术交流的共同发展，促进大学之间的友好合作，经双方商讨，达成如下协议： 

 

一、 鼓励双方相关单位之间进行学术交流与合作。 

 

二、 对共同感兴趣的研究项目进行合作，有关合作的细则，由双方另行商

定。 

 

三、 相互邀请研究和教学人员及学生进行学术访问、交流和讨论。 

 

四、 相互交流科学论文、文献索引、教材和研究出版品。 

 

五、 联合举办两岸相关专业学术研讨会。 

 

六、 相互协助发展与对方产业界及其他部门的联系与合作。 

 

上述活动实施的细节将由双方依据特定项目、财政安排及资金的可获性而

定。每年年底前，双方协商确定下学年度的交流计划与合作事宜。 

 

本协议经双方校长签名后生效，效期五年，期满后经双方协商同意，得以

延长；如双方同意或任一方在六个月前书面通知，本协议即终止。 

 

天津大学校长       成功大学校长 

 

 

------------------------   ------------------------- 

单  平         高  强  

 

------------------------   ------------------------- 

    日  期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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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國立成功大學 

學術合作與交流協議書 
南  開  大  學  

 

為增進海峽兩岸民間的相互了解與友誼，推動兩岸高等學校科學研究和學

術交流的共同發展，促進大學之間的友好合作，經雙方商討，達成如下協議： 

 

一、 鼓勵雙方相關單位之間進行學術交流與合作。 

 

二、 對共同感興趣的研究項目進行合作，有關合作的細則，由雙方另行商

訂。 

 

三、 相互邀請研究和教學人員及學生進行學術訪問、交流和討論。 

 

四、 相互交流科學論文、文獻索引、教材和研究出版品。 

 

五、 聯合舉辦兩岸相關專業學術研討會。 

 

六、 相互協助發展與對方產業界及其他部門的聯繫與合作。 

 

上述活動實施的細節將由雙方依據特定項目、財政安排及資金的可獲性而

定。每年年底前，雙方協商確定下學年度的交流計劃與合作事宜。 

 

本協議經雙方校長簽名後生效，效期五年，期滿後經雙方協商同意，得以

延長。如雙方同意或任一方在六個月前書面通知，本協議即終止。 

 

國立成功大學校長        南開大學校長 

 

 

 

--------------------------------      ------------------------------- 

高  強              侯自新 

 

 

 

--------------------------------      ------------------------------ 

      日 期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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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开大学 
学术合作与交流协议书 

成功大学 
 

 

为增进海峡两岸民间的相互了解与友谊，推动两岸高等学校科学研究和学

术交流的共同发展，促进大学之间的友好合作，经双方商讨，达成如下协议： 

 

一、 鼓励双方相关单位之间进行学术交流与合作。 

 

二、 对共同感兴趣的研究项目进行合作，有关合作的细则，由双方另行商

定。 

 

三、 相互邀请研究和教学人员及学生进行学术访问、交流和讨论。 

 

四、 相互交流科学论文、文献索引、教材和研究出版品。 

 

五、 联合举办两岸相关专业学术研讨会。 

 

六、 相互协助发展与对方产业界及其他部门的联系与合作。 

 

上述活动实施的细节将由双方依据特定项目、财政安排及资金的可获性而

定。每年年底前，双方协商确定下学年度的交流计划与合作事宜。 

 

本协议经双方校长签名后生效，效期五年，期满后经双方协商同意，得以

延长；如双方同意或任一方在六个月前书面通知，本协议即终止。 

 

南开大学校长       成功大学校长 

 

 

------------------------   ------------------------- 

  侯 自 新              高  强  

 

------------------------   ------------------------- 

    日 期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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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 

 

國立成功大學 
學術合作與交流協議書 

吉  林  大  學  
 

為增進海峽兩岸民間的相互了解與友誼，推動兩岸高等學校科學研究和學

術交流的共同發展，促進大學之間的友好合作，經雙方商討，達成如下協議： 

 

一、 鼓勵雙方相關單位之間進行學術交流與合作。 

 

二、 對共同感興趣的研究項目進行合作，有關合作的細則，由雙方另行

商訂。 

 

三、 相互邀請研究和教學人員及學生進行學術訪問、交流和討論。 

 

四、 相互交流科學論文、文獻索引、教材和研究出版品。 

 

五、 聯合舉辦兩岸相關專業學術研討會。 

 

六、 相互協助發展與對方產業界及其他部門的聯繫與合作。 

 

上述活動實施的細節將由雙方依據特定項目、財政安排及資金的可獲性而

定。每年年底前，雙方協商確定下學年度的交流計劃與合作事宜。 

 

本協議經雙方校長簽名後生效，效期五年，期滿後經雙方協商同意，得以

延長。如雙方同意或任一方在六個月前書面通知，本協議即終止。 

 

國立成功大學校長        吉林大學校長 

 

 

 

--------------------------------      ------------------------------- 

高  強             周其鳳 

 

 

--------------------------------      ------------------------------ 

     日期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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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大学 
学术合作与交流协议书 

成功大学 

为增进海峡两岸民间的相互了解与友谊，推动两岸高等学校科学研究和学

术交流的共同发展，促进大学之间的友好合作，经双方商讨，达成如下协议： 

一、 鼓励双方相关单位之间进行学术交流与合作。 

二、 对共同感兴趣的研究项目进行合作，有关合作的细则，由双方另行

商定。 

三、 相互邀请研究和教学人员及学生进行学术访问、交流和讨论。 

四、 相互交流科学论文、文献索引、教材和研究出版品。 

五、 联合举办两岸相关专业学术研讨会。 

六、 相互协助发展与对方产业界及其他部门的联系与合作。 

上述活动实施的细节将由双方依据特定项目、财政安排及资金的可获性而

定。每年年底前，双方协商确定下学年度的交流计划与合作事宜。 

本协议经双方校长签名后生效，效期五年，期满后经双方协商同意，得以

延长；如双方同意或任一方在六个月前书面通知，本协议即终止。 

 

吉林大学校长           成功大学校长   

------------------------   ----------------------- 

周其凤            高  强   

------------------------   ----------------------- 

    日期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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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3 

 
國立成功大學 

學術合作與交流協議書 
大連理工大學 

 

為增進海峽兩岸民間的相互了解與友誼，推動兩岸高等學校科學研究和學

術交流的共同發展，促進大學之間的友好合作，經雙方商討，達成如下協議： 

 

一、 鼓勵雙方相關單位之間進行學術交流與合作。 

 

二、 對共同感興趣的研究項目進行合作，有關合作的細則，由雙方另行

商訂。 

 

三、 相互邀請研究和教學人員及學生進行學術訪問、交流和討論。 

 

四、 相互交流科學論文、文獻索引、教材和研究出版品。 

 

五、 聯合舉辦兩岸相關專業學術研討會。 

 

六、 相互協助發展與對方產業界及其他部門的聯繫與合作。 

 

上述活動實施的細節將由雙方依據特定項目、財政安排及資金的可獲性而

定。每年年底前，雙方協商確定下學年度的交流計劃與合作事宜。 

 

本協議經雙方校長簽名後生效，效期五年，期滿後經雙方協商同意，得以

延長。如雙方同意或任一方在六個月前書面通知，本協議即終止。 

 

國立成功大學校長     大連理工大學校長 

 

 

 

--------------------------------    ------------------------------- 

高  強        程耿東 

 

 

--------------------------------      ------------------------------ 

       日期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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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理工大学 

学术合作与交流协议书 

成 功 大 学 
 

为增进海峡两岸民间的相互了解与友谊，推动两岸高等学校科学研究和学

术交流的共同发展，促进大学之间的友好合作，经双方商讨，达成如下协议： 

 

一、 鼓励双方相关单位之间进行学术交流与合作。 

 

二、 对共同感兴趣的研究项目进行合作，有关合作的细则，由双方另行

商定。 

 

三、 相互邀请研究和教学人员及学生进行学术访问、交流和讨论。 

 

四、 相互交流科学论文、文献索引、教材和研究出版品。 

 

五、 联合举办两岸相关专业学术研讨会。 

 

六、 相互协助发展与对方产业界及其他部门的联系与合作。 

 

上述活动实施的细节将由双方依据特定项目、财政安排及资金的可获性而

定。每年年底前，双方协商确定下学年度的交流计划与合作事宜。 

 

本协议经双方校长签名后生效，效期五年，期满后经双方协商同意，得以

延长；如双方同意或任一方在六个月前书面通知，本协议即终止。 

 

大连理工大学校长    成功大学校长   

 

 

------------------------  ----------------------- 

程耿东       高  强   

 

 

------------------------  ----------------------- 

     日期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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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4 

 

國立成功大學  
        校際合作協議書 

土魯斯第三大學 
 

 

依兩國現行相關規定，經由主管機關之同意後，中華民國國立成功大學，由其

校長高強教授代表，與法國土魯斯第三大學，由其校長索德羅教授代表，簽訂

此協議書以促進雙方之交流。 

 

第一條 合作領域與負責人 

 

- 雙方同意就共同感興趣之科技領域進行合作。 

- 國立成功大學由研究發展處研發長負責；土魯斯第三大學則由亞洲合作部

門負責。如果上述人員無法履行，則由校方另擇訂代理人。 

- 雙方負責人將提交交流進度之年度報告給該校校長，並將負責交流相關事

宜之執行。 

 

第二條 交流程序 

 

- 雙方將致力於教學經驗和教育計畫成果之交流。 

- 依據學校規定及國家法律，相關教授得以指導參與兩校合作研究計畫之研

究生並擔任其論文口試委員。 

- 依據雙方各自法規，雙方將促進教師與研究生交換，交換期限依教學所需

由數日至數月不等。同時亦將協助教師參與由兩校所舉辦且雙方共同感興

趣之研討會。 

- 雙方將定期交換教材、論文與雙方共同感興趣之書籍、資訊刊物如簡介及

學習手冊、第四條所定之科學期刊。 

- 雙方將促進研究生交換，提升提供獎學金之機會，並依各國之可能，協助

共同指導論文之學者。 

- 雙方將定期諮商，特別是對雙方所達成之科技進展定期評估。未來之計畫

將由雙方討論訂定。 

    

第三條 資金 

 

為落實本協議書所定之計畫，雙方將尋求國家及國際合作或研究機構之財務

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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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專利 

 

未獲合作學校之同意，任何一方不得將研究計畫所得之成果申請發明專利或

商業商標。最終的專利應共同提出。若任一方放棄或未在 30 日內回覆，合

作者得以其個人名義提出專利申請。科研成果的發表或自由交流不作為授權

前或財務支持的交換，除非計畫是因工業協議或公共研究相關規定所需保密

的。 

 

第五條 期限 

 

本協議自雙方簽約日起生效，效期 5 年，期滿後經雙方書面同意將繼續有

效。任一方得於 6個月前通知取消本協議。本協議內容之修改須經雙方同意

並提請主管機關審查。 

 

 

 

國立成功大學校長      法國土魯斯第三大學校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高  強         索德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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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RD DE COOPERATION INTERUNIVERSITAIRE 

 

AGREEMENT FOR INTER-UNIVERSITY COOPERATION 

 
 

ENTRE 

BETWEEN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Taiwan) 

 
 

ET 

AND 
 
 

UNIVERSITE PAUL SABATIER – TOULOUSE III (France) 
 
 
 
 
 

PREAMBULE/PREAMBLE 
 
 
 Après présentation du présent accord aux autorités de tutelle selon les textes réglementaires en 

usage dans chaque Etat concerné, 
 
After presenting hereby agreement to the administrative supervising authoriti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current regulations of both countries, 
 
 Suivant l’approbation de ces autorités, l’Université Paul Sabatier – TOULOUSE III (France), 

représentée par son Président, le Professeur Jean-François Sautereau, et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représentée par son Président, le Professeur Docteur Chiang Kao, désireuses de 
promouvoir entre elles des relations d’échanges dans tous les domaines de l’action universitaire, 
sont convenues des dispositions suivantes : 

 
Following the approval of these authorities, the University Paul Sabatier – 
TOULOUSE III (France) represented by its President, Professor Jean-François 
Sautereau,, and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Taiwan) represented by its 
President, Professor Dr. Chiang Kao, are pleased to sign hereby agreement to 
promote appropriate exchanges between their respective universities, as per the 
following provisions: 
 
 

ARTICLE I : disciplines et responsables scientifiques/ areas and scientists in 
charge 

 
 
 Les deux parties envisagent une coopération dans les domaines des sciences et de 

la technologie ayant un intérêt commun pour les deux organism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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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th Parties plan to cooperate in the fields of sciences and technology  of common 
interest for both organisms. 
 
 Les responsables scientifiques seront/ The scientists in charge will be: 
 
Université Paul Sabatier : Responsable Coopération Asie/ Responsible Asia 
Cooperation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 Dean fo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Doyen  Recherche 
et Développement 
 
 Dans le cas où l’un des deux responsables ne voudrait ou ne pourrait continuer 

d’assurer cette fonction, un remplaçant sera désigné par le responsable officiel 
de l’Université concernée. Les responsables scientifiques soumettront aux 
responsables officiels des universités un rapport annuel commun sur l’état 
d’avancement des échanges et assureront la responsabilité des détails techniques 
nécessaires à la réalisation des échanges.. 

 
If one of these scientific persons in charge is unable or unwilling to carry out 
his/her duties through, a substitute would be chosen by the Official of the University 
involved. 
The scientific persons in charge will prepare an annual common report for the 
President of their university about the progress of the exchanges, and will be 
responsible for the operational details of these exchanges. 
 
 
ARTICLE II : modalités des échanges/ exchange process 
 
 
 Les deux parties s’efforceront d’échanger le résultat de leurs expériences 

pédagogiques, les programmes d’enseignement et plans d’études. 
 
Both Parties will strive to exchange the results of their pedagogical experience and 
their educational programs. 
 
 Dans le cadre de la réglementation en vigueur, des personnels de deux 

établissements concernés pourront participer à des jurys de doctorats ainsi qu’à 
la rédaction des rapports afférents aux thèses ainsi présentées. 

 
According to the regulations of each university and laws of each country, the 
professors involved may serve as members of the guidance and dissertation (thesis) 
committees of graduate students involved in collaborative researches between the two 
university research teams. 
 
 Les deux parties favoriseront, dans le cadre de la réglementation en vigueur : 
 

L’échange de personnels pour des périodes pouvant aller de quelques jours à 
plusieurs mois, avec validation des enseignements effectués dans le pays 
partenaire; 
Une participation mutuelle aux congrès, colloques et stages organisés par l’une 
des Universités. 

 
The two universities will promote, according to their respective rules and 
regulations: 
The exchange of members of the staff and graduate student researchers for periods 
from several days to several months, with a validation of the teaching given in the 
university partner. 
They will also assist the participation of faculty in symposia and scientific meetings 
of mutual interest organized by one of the two universities. 
 
 Les deux parties échangeront régulièreme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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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urs documents pédagogiques ; 
Leurs fichiers de thèses ; 
Des documents élaborés par leurs services d’information : plaquettes de 
présentation et guide des études ; 
Leurs publications scientifiques, sous réserve du respect de l’article IV. 
 

The two universities involved will regularly exchange: 
Teaching documents 
Theses and books of mutual interest 
Informative documents elaborated by the university : brochures and guide of studies ; 
Scientific journals, subject to regard for article IV. 
 
 Les deux établissements s’efforceront de promouvoir les échanges d’étudiants en 

s’attachant à les faire bénéficier de bourses et de tous les avantages réservés 
aux boursiers ressortissants de chacun des deux pays. Ils encourageront la 
préparation de thèses co-dirigées, ou sous le régime de la cotutelle. 

 
The two Universities will promote graduate student exchanges and also promote 
opportunities for scholarships and assist scholars according to the possibilities 
available in each country. 
They will promote jointly supervised theses. 
 
 Les deux parties se consulteront chaque fois qu’elles l’estimeront nécessaire, 

en particulier afin d’évaluer en commun le développement des actions d’enseignement 
et de recherche et de dresser le bilan des actions réalisées ou en cours de 
réalisation. 

 
The two parties will consult on a regular basis. In particular, they will conduct 
regular evaluations on the mutual scientific progress achieved. Future plans will 
be developed by mutual discussions. 
 
 
ARTICLE III : financements/funding 
 
 
 Pour la réalisation matérielle des activités prévues dans le cadre du présent 

accord, les institutions s’engagent à rechercher les moyens financiers auprès des 
organisations nationales et internationales de coopération ou de recherche.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realization of the activities planned within this agreement, 
both institutions undertake to ask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r research 
organizations for financial resources. 
 
 
ARTICLE IV : protection des résultats/patents 
 
 
 Les résultats obtenus au cours des programmes de recherche ne peuvent donner lieu 

à une prise de brevet ou à une exploitation commerciale d’un seul des établissement 
sans autorisation écrite de l’autre. Dans toute la mesure du possible, les brevets 
éventuels seront déposés conjointement. Si l’un renonce, ou ne répond pas dans 
les trente jours, l’autre est en droit de les déposer en son nom propre. La 
publication ou l’échange gratuit des résultats scientifiques ne donnera lieu à 
aucune autorisation préalable ni à aucune contrepartie financière, sauf si une 
confidentialité est attachée à ce programme au titre d’un accord industriel ou 
des règles de la recherche publique. 

 
The results obtained during the research programs may not give rise to a patent for 
an invention or commercial trading by only one for the two universities without 
permission of the partner university. As far as possible, eventual patents shou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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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applied jointly. If either university abandons or does not respond in a delay of 
30 days, the partner is entitled application for a patent in his own behalf. 
Publication or free exchange of the scientific results does not give rise to any prior 
authorization or financial support in exchange, except if the program is confidential 
on account of an industrial aggreement or the regulations concerning public 
researches. 
 
 
ARTICLE V : durée/duration 
 
 
 Le présent accord entrera en vigueur à compter de la date de sa signature.  

Il est conclu pour une durée de 5 ans. 
Il peut être dénoncé par l’une ou l’autre des parties avec un préavis de 6 mois. 
Tout avenant ou modification au présent texte, toute demande de renouvellement, 
apporté d’un commun accord par les contractants devra être soumis à l’appréciation 
des autorités compétentes. 

 
The present agreement will be valid for five years from the date of signature by both 
responsible parties and shall be renewable by mutual written consent at the end of 
that period.. It can be cancelled by either party – with a six-month notice. Any 
modification or changes in the current text requires mutual approval and will be 
submitted for review by responsible authorities. 
 
 
 
 
 

Fait à Toulouse, le :  
 

In                   , on : 
 

Le Président  
Université Paul Sabatier  

            Toulouse III 
 
 
 
 
 
 
Professeur  
Jean-François SAUTEREAU 

President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Professor Dr. Chiang Kao 

 
 
 
 
 
 
Sceau de l'Etablissement 
 
 
 
 

 
 
 
 
 
 
Seal of the Instit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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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5 

國 立 成 功 大 學 學 生 獎 懲 要 點 
 

93年1月14日92學年度第2次校務會議通過 
93年2月12日教育部台訓(二)字第0930018037號書函 

94年10月5日94學年度第1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94年11月28日教育部台訓(二)字第0940161561號書函 

95年3月15日94學年度第4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一、本校為樹立優良校風，確收教育功效，依據大學法第二十五條之一第一項，
訂定本要點。 

 

二、凡本校學生按其所表現之優劣事實，須予獎勵或懲罰者，依本要點辦理之。 

 

三、獎懲區分： 

（一）獎勵：嘉獎、記小功、記大功、其他獎勵(獎章、獎牌、獎狀、獎金)。 

（二）懲罰：申誡、記小過、記大過、定期察看、退學。 

 

四、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予以嘉獎。 

（一）服務公勤，熱心努力，有具體優良成績者。 

  （二）參加校內各種正規比賽，努力認真，堪為表率及成績特優者。 

  （三）維護校產，愛惜公物，堪為表率有具體事實者。 

  （四）有其他相當於上列各款情事，殊堪嘉許者。 

 

五、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予以記小功。 

（一）服行公勤，成績特優，堪為表率者。 

  （二）參加校外各種正規比賽，成績特優(前三名)，為校爭光者。 

  （三）代表學校參加各種競賽與活動，表現優異，堪為嘉許者。 

  （四）熱心助人，扶助同學，有事實證明者。 

  （五）熱心公益，增進團體福利，具有確切事實者。 

  （六）急公好義，見義勇為，符合公益具有事實者。 

  （七）有其他相當於上列各款情事者。 

 

六、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予以記大功或其他獎勵(獎章、獎牌、獎狀、獎金)

等。 

  （一）擔任公勤或社團工作，成績特優，且對樹立校風有特殊貢獻者。 

  （二）在校期間，創造發明，或發表甚具價值之學術論文，有特殊貢獻者。 

  （三）冒險犯難，捨己救人，堪為他人矜式，有益國家社會者。 

（四）具有傑出表現，有益於國家社會，具確切事實者。 

（五）參加全國性正規比賽，榮獲第一名，爭取校譽者。 

（六）有其他相當於上列各款情事者。 

 

七、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予以申誡。 

（一）擔任公勤幹部或其他工作，無故規避服務者。 

  （二）言行不檢，舉止無禮，有違團體榮譽，情節輕微者。 

（三） 無故不參加校內外重大慶典，全校性(含各院)集會及學生幹部講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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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代表系、所、學校參加各種比賽，無故缺席者。 

  （五）未經許可，濫用公物，或逾期未還公物，情節尚輕者。 

  （六）有其他相當於上列各款情事者。 

 

八、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予以記小過。 

（一）故意對教職員工有不禮貌行為。 

  （二）惡意攻訐，挑撥離間，惹是生非，破壞團體秩序者。 

  （三）參加系、所、學校之各種活動，行為惡劣，有違團體榮譽者。 

  （四）報告失實，欺瞞師長者。 

  （五）毀損公物，情節較輕者。 

  （六）違反校園車輛行車安全，不聽勸告者。 

  （七）不遵守宿舍管理規則者。 

  （八）在校內外舉辦活動，影響校園安全或安寧，經勸導無效者。 

  （九）違反考試規則，情節較輕者。 

  （十）在校外實習或服務，表現不佳，有損校譽者。 

（十一）違反網路使用規範或公約，情節嚴重者。 

（十二）擅自侵害著作人的法定權益者。 

（十三）對他人（教職員工、同學及其他社會成員）有性騷擾之行為，情節
輕微者。 

（十四）有施暴、竊盜、侵佔、毀損、滋事或其他侵害他人權益之行為，情
節較輕或其情可憫者。 

（十五）有其他相當於上列各款情事者。 

 

九、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予以記大過或定期察看。 

（一）未經許可，撕揭或塗汙校內公告，或其他公用表冊文件者。 

（二）惡意批評或侮辱教職員工。 

（三）蓄意破壞公物，情節重大者。 

（四）蓄意擾亂學校行政，妨害教職員或同學執行公務者。 

（五）有施暴、竊盜、侵佔、毀損、滋事或其他不良行為，情節重大者。 

（六）違反宿舍管理規則，情節較嚴重者。 

（七）違反校規，經屢次勸導仍不改正者。 

（八）在校內外舉辦活動，影響校譽或校園安全，情節重大者。 

（九）違反考試規則，情節較重而具有悔意者。 

（十）建立色情暴力網站或其他利用網路從事不法行為，情節嚴重，影響校
譽者。 

（十一）擅自侵害著作人的法定權益，情節重大，影響校譽者。 

（十二）擅自侵入他人資訊系統或設備，情節重大者。 

（十三）觸犯法令，經法院判刑確定，受緩刑之宣告而未經撤銷者。 

（十四）對他人（教職員工、同學及其他社會成員）有性騷擾之行為，情節
重大者。 

（十五）有其他相當於上列各款情事者。 

 

十、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予以退學。 

（一）侮辱教職員工，情節重大者。 

（二）定期察看期間，再受處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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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所受處分，累計滿三大過者。 

（四）經法院判刑確定，未受緩刑之宣告，嚴重影響校譽者。 

（五）施暴力於他人、竊盜、侵佔、縱火等具體事實，嚴重影響校譽或校園
秩序與安寧者。 

（六）請人代考或為人代考者。 

（七）違反考試規則，情節重大且不具悔意者。 

 

十一、學生獎懲之處理程序，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學生獎懲案件，均應提經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依程序辦理。 

（二）嘉獎、記小功、申誡、記小過之獎懲，得會同導師、系所主管處理後，
由學生事務長核定後公告。 

（三）記大功或記大過以上之重大獎懲，應提獎懲委員會議審議通過，並經
校長核定後公告。 

（四）獎懲委員會議審議有關學生重大獎懲時，除應通知有關系所主管、班
級導師、及有關人員列席外，並應通知當事學生列席說明。 

（五）經退學之處分，應移請教務處依有關規定辦理。 

（六）學生受記大功，或記大過以上之獎勵或處罰，應通知其家長或監護人。 

 

十二、學生之獎懲，在校期間內，功過可以互抵，但不能取消紀錄；退學，概不
得因以前曾受獎勵，要求折抵減免；定期察看亦同。 

學生對於學校之獎懲處分，認有違法或不當並損及其個人權益者，得依學
校申訴辦法之規定，向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申訴。 

 

十三、定期察看以一年為原則，其期間操行成績基本分數大學生為六十分，研究
生為七十分。 

定期察看視為記大過二次、小過二次之處分。 

 

十四、學生復學後，其原有獎懲仍屬有效。 

 

十五、違規之情狀特殊者，獎懲委員會或相關單位得減輕其處罰。 

依本要點合予記小過以下之處分者，得視其情節輕重與輔導之成效，以校
園服務代替懲處，其實施分則由學生事務會議訂定之。 

 

十六、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並報教育部備查，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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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學生獎懲要點」第十點修訂條文對照表 

修 訂 條 文 原 條 文  說    明 

 
十、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予以退

學。 

（一）侮辱教職員工，情節重大者。 

（二）定期察看期間，再受處分者。 

（三）所受處分，累計滿三大過者。 

（四）經法院判刑確定，未受緩刑 

之宣告，嚴重影響校譽者。 

 

 

（五）施暴力於他人、竊盜、侵佔、

縱火等具體事實，嚴重影響校

譽或校園秩序與安寧者。 

 

（六）請人代考或為人代考者。 

 

（七）違反考試規則，情節重大且不

具悔意者。 
 

 
十、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予以退

學。 

（一）侮辱教職員工，情節重大者。 

（二）定期察看期間，再受處分者。 

（三）所受處分，累計滿三大過者。 

（四）觸犯法令，經法院判刑確定，

未受緩刑之宣告，嚴重影響校

譽者。 

 

（五）施暴力於他人、竊盜、侵佔、

縱火等不良行為，嚴重影響校

譽或校園秩序與安寧者。 

 

（六）請人代考者。 

 

（七）違反考試規則，情節重大且不

具悔意者。 
 

 

 

 

 

 

 

取消觸犯法令

四字，任何行為

均一體適用。 

 

擬修訂條文，視

其具體事實給

予適當之懲戒。 

 

為人代考者，情

節亦屬重大，擬

與請託者承擔

相當之責任。 

 

94-4校務會議(95.03.15)紀錄-45-



 217 

國立成功大學 94學年度第 5次校務會議紀錄 

時間：95年 06月 21日（星期三）上午九時 

地點：光復校區第一演講室 

出席：如附件 1(p.224)。 

主席：高校長 強                              記錄：侯雲卿 

壹、頒獎： 

一、2006年「中央研究院年輕學者研究著作獎」：吳季珍 

二、95年度本校產學合作成果特優教師：顏富士、高家俊 

貳、報告事項： 

一、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附件 2(p.225)。 

二、主席報告： 

(一)今年 10月教育部將前來評鑑五年五百億計畫執行情形與指標逹成度，

以作為兩年後經費分配之調整。諮議委員會邀請 6 位與本校有合作關

係均為世界前百大之學校校長作為委員，將陸續蒞校指導。已來訪的

有日本東京工業大學及韓國首爾大學校長。均安排整天的行程，一級

主管出席參加，並由本人親自報告，八月荷蘭萊登大學校長將來訪，

日本東北大學校長未能親自出席，提供書面資料。餘德國慕尼黑工業

大學、美國普渡大學校長來訪，學校正積極安排中。今年 7月 31日新

卸任主管研習會，將請相關單位提出執行情形及心得報告。 

(二)五月下旬至大陸清華大學簽約，並參觀北京大學、北京科技大學。後

者表現不錯，有意與本校簽約，且已獲教育部同意，故先行簽約，再

提至此次校務會議追認。接著與天津南開大學、天津大學、大連理工

大學簽約，這些學校非常友善，都希望有老師與學生至本校交流，下

學期可能有北京清華大學學生至本校就讀。 

(三)本校與中山大學仿世界知名大學合辦第一次城灣盃體育交流活動，中

山大學張校長親自率七輛遊覽車之師生至本校參加。20 個比賽項目

中，本校 13項獲勝。明年改由中山主辦，希望老師能多多參加。 

(四)五年五百億計畫 12校聯盟，每 2至 3月開會一次，進行意見交換與經

驗分享。上次由本校輪值主辦，其中一個重點為未來每年將舉行英語

競試，由聯盟學校抽籤或推派代表參加比賽，以評比各學校推動英語

之成果，請轉知老師、學生未來英語之推動相當重要。另一是向行政

院院長反應教育部或相關部會不應因學校有頂尖計畫經費而減少正常

之經費補助。 

(五) 購買台北聯絡中心可提升學校之氣勢。國際知名大學不僅在國內其它

地方有據點，在國外也有據點。前日大阪大學工學院院長來訪，也表

示該校在美國亦有據點。在台北購置據點有幾個指標，其一是方便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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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學生面試，增加其選擇本校之意願，另一是便於與中央部會聯繋，

本校辦理全國性之業務如聯分會會議可以在台北開會，還有一些國際

研討會也可在台北據點擧辦，有助提升本校之氣勢。可比照台大活動

中心、政大公企中心一樣外借企業或其它單位辦活動，氣勢自然不同。

最後一點為保值效益，現擬購之地點位於新生北路與市民大道交叉

處，該大樓由校友興建，願以成本價售於母校，為一全新大樓，將來

升值可期。總務處請鑑價公司進行了解該樓地點之行情。目前校務基

金已匡列此樓與社科大樓之經費，而社科大樓 3 億餘元可改用頂尖計

畫經費，所以經費無虞，自本人接掌校務之初至今，基金仍維持平衡

之情形。 
  三、各一級單位及各委員會報告：（書面資料開會時已分送請參閱） 

參、報告案： 

一、研發處：修訂本校校長遴選辦法報告，如附件 3(p.228)。 

二、學務處：本校學生獎懲要點及獎懲委員會設置要點修訂報告如附件 4 

(p.233)。 

下次請校長報告台北聯絡中心大樓購置與 BOT專案委員會作專案報告。 

肆、討論事項： 

第一案 提案單位：校長交議  

案由：擬推薦本校教務長蘇炎坤教授擔任聯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獨立監察

人，提請 討論。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 94年 9月 14日台高(三)字第 0940114452B號函略以：「…

嗣後若擬同意擔任其他公司之董事或監察人，宜經校務基金管理委

員會及校務會議通過後為之」規定辦理。 

二、經 95年 5月 16日 94學年度第 4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於未指

定用途之捐贈收入在總額新台幣 100 萬元內，授權財務管理小組召

集人購買績優股票；並通過購買聯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176股。 

三、該公司主動提供本校監察人一位之名額。  

擬辦：擬通過後，知會該公司。 

決議：經投票超過半數通過本校教務長蘇炎坤教授擔任聯發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獨立監察人。 

 

第二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本校 96學年度申請增設、調整系所班組及招生名額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依教育部 95.5.30台高（一）字第 0950080397號函及「大學校院增

設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及招生名額總量發展審查作業要點」（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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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P20）規定辦理。 

二、教育部核定學校可發展總量標準如下： 

（一）應有生師比：全校生師比應在 32以下，且日間學制生師比應在

25以下。設有日、夜間學制碩士班、博士班者，其研究生生師

比，應在 15以下。 

（二）師資結構：設有碩士班、博士班者，除應符合上述生師比之規

定外，全校專任講師數並不得超過專任師資總數之三分之一。 

（三）應有校舍建築面積： 

類      型 
文法商、管理
及教育類 

理學、醫學（不
含醫、牙醫系）
護理及體育類 

工學、藝術
及農學類 

醫學系、牙
醫學系 

每位學生所需
校舍樓地板面
積（單位：平
方公尺） 

學士班 10 13 17 23 

碩、博
士班 

13 17 21 29 

三、依教育部規定計算方式，本校目前（94學年度）規模屬在可發展總

量範圍內： 

（一）現有生師比：全校生師比為 25.04；日間部生師比為 21.91 。 

（二）應須有校舍建築面積：294,906平方公尺，現有校舍建築面積：

597091.09平方公尺。                   

四、經 95年 6月 7日校務發展委員會議討論通過之各單位所提非特殊項

目（調整案）申請案如下：  

【增設學士班】 

電資學院    光電工程學系    電光生醫菁英班 

【增設碩士班】 

1. 文學院    現代文學研究所 

2. 理學院    衛星資訊暨地球環境研究所 

3. 生科學院  生物資訊研究所 

4. 醫學院    老人學研究所 

     【增設碩士在職專班】 

       1.設計學院    工業設計學系 

2.醫學院      臨床醫學研究所 

【系所更名】 

醫學系牙科學科更名為口腔醫學科 

五、本校已提報之 96學年度特殊項目申請案計有：奈米科技暨微系統工

程研究所及國際經營管理研究所等 2博士班。 

擬辦：討論通過後依限報部。 

決議：除電光生醫菁英班外餘照案通過。菁英班之增設授權校務發展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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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再討論，票決通過後報部。  

 

第三案 提案單位：校長遴選委員會 

案由：擬請同意延長校長遴選作業時程。 

說明： 

一、本次遴選時程涵括暑假將使遴選委員會無法於遴選辦法第二條規定

的五個月內決定新任校長人選，衡量目前整個作業時間將延長 1個

月，擬請同意。 

二、附陳校長遴選事宜時間表乙份，請參考。 

決議：照案通過，附件 5(p.239)。  

 
第四案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 

案由：擬修訂「國立成功大學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一、三、

五條，提請  討論。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 95年 3月 1日台訓(二)字第 0950022701號函辦理，如

議程附件 5P28。 

二、擬修訂條文對照表，如議程附件 6P33。 

擬辦：提請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並報教育部備查。 

決議：照案通過，附件 6(p.240)。 

 

第五案 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由：本校與大陸地區北京科技大學簽約案，提請追認。 

說明： 

一、北京科技大學於 1952 年由北洋大學等 5 所大學的部分系科組建而

成，爲大陸「211 工程」重點大學之ㄧ，以冶金及材料工程著稱，

被譽爲「鋼鐵搖籃」。該校現有 9 個一級學科博士授權點，48 個博

士學科點，109個碩士學科點，另有MBA（含 EMBA）、MPA和 17

個領域的工程碩士專業學位授予權，7 個博士後科研流動站，40 個

本科專業。2個國家級重點（專業）實驗室，1個國家工程研究中心。

各類學生總數 3 萬人，其中本專科生 12016 人，各類研究生 7765

人，外國留學生 138人。專任教師 1139人，其中教授 293人，副教

授 400 人，中國科學院院士 7 人，中國工程院院士 3人，國務院學

位委員會委員 1人，「長江學者獎勵計劃」特聘教授 8人、講座教授

1人。 

二、高校長於本(95)年 5月 22日至 28日率團訪問北京、清華、天津、

南開及大連理工等 6所大學之便，與該校簽訂兩校學術合作與交流

協議書，提請追認。 

決議：照案通過，附件7(p.243)。 

94-5校務會議(95.06.21)紀錄-4-



 221 

 

第六案 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由：本校擬分別與美國辛辛那提大學(University of Cincinnati)及工

科大學(Polytechnic University)簽約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辛辛那提大學創校歷史溯自 1819 年之 Cincinnati  College 及

Medical College of Ohio，曾為美國第二古老之大學，現名列全美 25

大公立研究型大學之列，在上海交大 2005 年世界 500 大學則名列

157。該校現有學生 3萬 5000多名，專職教師 2千 800多名。與該

校簽約，將有助於本校之國際化。協議書草案詳如附件一。 

二、工科大學創立於 1854年，為美國第二古老之私立工科大學，以電機

工程、電子通訊、資訊工程等領域見長。為促進本校之國際化，擬

請同意簽訂校際備忘錄(草案詳如附件二)，以俾進行各項交流與合

作計畫。 

擬辦：討論通過後，擇期簽約。 

決議：照案通過，附件 8-9(p.244)。 

 

第七案 提案單位：研究總中心 

案由：研修本校「專案計畫研究人員契約書」第 11點，檢附修訂對照表及

修訂後條文(議程附件 9P41)，提請  討論。 

決議：修訂通過，附件 10(p.247)。 

 

第八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人事室 

案由：擬修訂「國立成功大學教師校外兼課、兼職處理要點」如

後附條文修正對照表(議程附件 10P43)，請  討論。 

說明： 

一、本案業經 95年 4月 19日第 616次主管會報通過。 

二、依據本校 94年 11月 16日第 152次行政會議修正「國立成功大學教

師授課鐘點原則及超授鐘點費、論文指導費計支要點」第 4點，修

正本校教師校外兼課、兼職處理要點第 2點。 

三、依據教育部 94年 10月 21日台人（一）字第 0940134886C號令修正 

「公立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兼職處理原則」第 4點，新增未兼任行政

職務專任教師得兼任「國營事業」外部、獨立董事、監察人，修正

本校教師校外兼課、兼職處理要點第 6點。 

四、依據本校 94學年度第 3次教師評審委員會決議：為使教師違反校外

兼課、兼職規定時，有處置之明確依據，建請教務處、人事室研擬

修正「本校教師校外兼課、兼職處理要點」，修正第 11點。 

決議：照案通過，附件 11(p.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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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案 提案單位：工學院 

案由：擬將成功校區土木系與環工系兩系館間之新建大樓(大地工程館)命

名為『卓群大樓』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本校 95年 5月 3日第 617次主管會報之決議事項辦理。 

二、為紀念倪超前校長百齡誕辰之活動，擬以倪前校長之別號“卓群”，

將大地工程館命名為『卓群大樓』。 

三、76年 3月 21日 75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總務處曾提案「本校擬

於光復校區興建一棟綜合性大樓，謹建議命名為『雲平大樓』，且爾

後本校若有適當之新建築，亦擬比照：以已逝世而在任內有卓越貢

獻之校長名諱命名之，可否，提請討論。」，並決議：『通過』。 

擬辦：若決議通過，擬於校慶時舉行揭牌儀式並邀請相關貴賓蒞場觀禮。 

決議：照案通過。 

 

第十案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由：「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八、九條修正草案，提

請 討論。  

說明： 

一、依教育部 95年 4月 17日台人(三)字第 0950048073號函轉行政院

95年 3月 30日院授人給字第 0950006432號函規定：「國立大學校

院(實施校務基金學校)行政人員辦理 5項自籌收入業務有績效者，

同意比照教師於該收入內支給工作酬勞，…且行政人員每月支領之

工作酬勞，以不超過其專業加給之 60﹪比率為限」。 

二、依教育部 95年 5月 2日台高(三)字第 0950062186函略以:「請考量

是否修收支管理規定或相關支應原則，並請協調校內單位負責控管

各項人事費支出之比率，於收支管理規定或相關支應原則中明定負

責控管單位及相關控管方式(含控管程序)或措施。」 

三、本案經提 95年 5月 16日召開之 94學年度第 4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

會討論，決議照案通過，並續提校務會議討論。 

四、修正條文對照表如議程附件 11P53。 

擬辦：擬通過後，陳報教育部核備。 

決議：修正通過，附件 12(p.253)。 

 

第十一案 提案單位：經費稽核委員會 

案由：建議暫時凍結本校補助成大附設醫院斗六分院接辦費及周轉金之尚

未動支款項，提請  討論。 

說明： 

一、94學年度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第一次會議決議，同意由校務基金補

助成大附設醫院斗六分院接辦費及周轉金共 1億 2千 8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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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根據『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P64)第二條：各國

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之收支、保管及運用，以提昇教育品質，增進

教育績效為目的。本校務基金補助案之運用有違提昇教育品質，增

進教育績效之虞，同時醫院有獨立基金會之運作，由校務基金補助

獨立運作之醫院基金會不甚恰當。 

三、又根據『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十九條：各國

立大學校院校務會議下，應設經費稽核委員會，監督有關校務基金

之收支、保管及運用。本委員會基於對校務基金之監督職責，於 95

年 5月 30日第三次會議決議，建議暫時凍結對成大附設醫院斗六分

院接辦費及周轉金之補助，以進一步瞭解（1）此補助是否合宜（2）

其營運計畫書及回饋計畫是否合理妥善。 

擬辦：本案通過後，建請請示教育部本補助是否合乎校務基金之運用目的。

若符合，在本校校務基金經費短絀的情形下，請校務基金管理委員

會審慎評估營運計畫書及回饋是否合宜，並應與成大附設醫院斗六

分院簽訂一回饋辦法，以回饋至校務基金。 

決議：同意暫緩凍結對成大附設醫院斗六分院接辦費及周轉金之補助，請

經費稽核委員會瞭解斗六分院之運作，若確有不妥，再行凍結。 

伍、臨時動議：無 

陸、散會：12時 35分 

94-5校務會議(95.06.21)紀錄-7-



 224 

附件 1 

國立成功大學 94學年度第 5次校務會議出(列)席名單 

時間：95年 06月 21日上午 9時 

地點：光復校區第一演講室 

出席：歐善惠 宋瑞珍 蘇炎坤 柯慧貞 利德江 黃肇瑞  楊明宗 張克勤 

張高評 余樹楨 張文昌（張素瓊代） 吳文騰 李清庭 徐明福   

吳萬益  陳振宇  陳志鴻  謝錫堃  謝文真  陳省盱  張丁財     

李丁進  徐德修  王永和  曾永華  王三慶  王偉勇  林朝成    

廖美玉 陳璧清 盧慧娟（吳菊霞代） 劉開玲（陳璧清代） 吳菊霞   

王文霞 王  琪 王健文 應鳳凰 柯文峰 傅永貴（楊緒濃代）    

田 聰 閔振發 陳淑慧（許桂芳代） 江威德 曾清涼 簡錦樹    

張 素 瓊  麥 愛 堂  黃 定 鼎  楊 惠 郎  陳 宗 嶽  張 錦 裕        

朱銘祥（張錦裕代） 劉瑞祥(楊明長代) 周澤川 李振誥 林再興   

顏富士（郭明錦代）   陳引幹 郭瑞昭 郭昌恕 吳致平 游保杉   

蔡長泰(賴泉基代) 黃吉川 侯廷偉 何明字 張憲彰（張志涵代）   

蘇芳慶  趙儒民  黃正能  楊澤民  曾義星  楊  名  王鴻博     

張祖恩 溫清光（王鴻博代） 胡潛濱 蕭飛賓 許渭州 戴正祺    

劉文超 莊文魁 楊家輝 李  強（高宏宇代） 陳裕民 王清正       

傅朝卿（黃 斌代） 黃 斌 陳彥仲 林享博 陳國祥（林銘泉代）    

馬敏元 李賢得 陳梁軒 李再長（陳梁軒代） 林正章（陳文字代）   

陳文字 呂錦山 吳鐵肩（李婉甄代） 陳洵瑛（任卓穎代） 任卓穎   

湯銘哲  吳昭良  吳華林  何漣漪  林以行  許桂森  簡伯武        

陸汝斌（柯慧貞代） 黃朝慶 吳俊宗（蔣輯武代） 蔡瑞真 黃美智   

謝淑珠（黃暉升代） 陳美津 蘇佳廷 張哲豪（徐永玟代） 徐永玟   

蔡佩倫 蘇慧貞 張火炎（曾蕓挺代） 王東堯(陳玉玲代) 徐畢卿   

賴明亮 楊俊佑 林秀娟 林其和 王富美 廖肇寧 郭麗珍（許育典代） 

蔡維音 程炳林  于富雲 黃永賢 林麗娟 李劍如  陳明輝 鍾光民 

李金駿 嚴伯良 黃龍福 陳志新 吳昌振 黃裕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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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國立成功大學 94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表 

決 議 案 摘 要 承 辦 單 位 執 行 情 形 

第一案 

案由：「校長遴選委員會遴選委員」投票推

選事宜，提請  討論。 

決議： 

一、投票原則： 

(一)無需圈滿指定人數。 

(二)只有圈錯人數之群無效。 

(三)同群同票者，抽籤決定。 

二、請工學院郭昌恕、醫學院凌斌、學生

楊傑年三人監票。 

三、經投票結果： 

(一)學校代表：李清庭、翁鴻山、張有恆、

陳振宇、麥愛堂、楊友

任、顏鴻森、嚴伯良 

(二)校友代表：朱經武、馬哲儒、劉炯朗、

賴清德 

(三)社會公正人士：李家同、李羅權、曾

志朗、黃崑巖 

 

第二案                                       

案由：擬推薦本校航太系張克勤教授及企管

系吳萬益教授擔任成大創業投資股

份有限公司出資董事，聘期為 95年 3

月 2日至 96年 1月 26日，提請  同

意。 

決議：照案通過。 

 

第三案                                       

案由：「國立成功大學新興工程支應辦法」

修正案，提請  討論。 

決議：修訂通過。 

 

秘書室：校友代表中賴清德、朱

經武二位委員因故無

法應聘，後由吳京及姜

星狄兩位委員遞補，於

95年 4月 10日簽請校

長核定，並由吳京當選

召集人。相關遴選作業

由研發處積極配合作

業中。 

 

 

 

 

 

 

 

 

 

 

秘書室：二位教授已順利當選該

公司出資董事。 

 

 

 

 

 

 

總務處：謹依決議修訂如附件

(P10)，並配合上網修訂

本校網站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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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案                                       

案由：研擬本校「內部評鑑實行辦法」修訂

條文，提請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第五案                                       

案由：本校擬分別與大陸地區清華大學、天

津大學、南開大學、吉林大學、大連

理工大學及法國土魯斯第三大學

（UNIVERSITE PAUL SABATIER - 

TOULOUSE III）簽約案，提請 討

論。 

決議： 

一、與土魯斯第三大學之協議書修訂通

過，餘照案通過。 

二、以後與大陸簽訂之協議書第一句須適

當修正，再報部後使用。 

 

第六案                                       

案由：修改本校組織章程中各系主任及各研

究所所長之產生辦法，提請 討論。 

決議：事涉全校系主任與院長之產生作業，

宜審慎研究。會後請研發處發函各學

院、系進行討論，收集相關意見後再

議如何統一規定，如有修訂，再請研

發處進行修改組織規程。 

 

第七案                                       

案由：擬請修訂學生獎懲要點第十點第五款

與第六款條文，提請討論。 

決議：修訂通過。 

肆、臨時動議： 
提案一 提案單位：生科系黃定鼎委員 

案由：本校配合教育部研議法人化相關事
宜，請明確紀錄學校之政策，提請  

討論。 

決議：  

一、楊主秘參加教育部法人化研議工作
圏係以個人身分參加，因此研議之
建議案標題不宜出現本校校名。 

二、未來學校法人化必會在對本校有益

 

研發處：已將修訂辦法，公布於

企劃組網頁，提供各單

位參閱。 

 

 

研發處： 

1.與吉林大學簽約案業於今

(95)年 3 月 22 日該校校長來

訪時簽署完成；清華、天津、

南開及大連理工等四校則於

今年 5月 21日至 28日由校長

率團去訪時完成。 

2.與法國土魯斯第三大學簽約

案正就簽約方式協商中。 

 

 

 

 

研發處：本案已依調查的結果，

修訂組織規程第 27、28

條，並提 6 月 21 日校

務會議討論。 

 

 

 

 

 

學務處： 

一、照案辦理。 

二、已奉教育部 95年 4月 20日

函覆准予備查。 

 

秘書室：照案辦理。 

 

94-5校務會議(95.06.21)紀錄-10-



 227 

之情形下才推動。 
三、法人化相關辦法，必須在校務會議

討論通過才會報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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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國立成功大學校長遴選辦法 

82年 12月 22日 82 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85年 5月 1日 84學年度第 5 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85年 5月 26日 84 學年度第 6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88年 6月 14日 88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95年 1月 11日 94 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95年 6月 21日 94學年度第 5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第 一 條    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延攬優異人才領導學校，依大學法第九條及

本校組織規程第廿五條之規定訂定「國立成功大學校長遴選辦法」（以下簡稱本

辦法）。 

第 二 條    本校校長任期屆滿十個月前決定不續任或不續聘，或因故出缺後二個月內，應

依本辦法組成校長遴選委員會，並於組成後五個月內完成下列工作： 

一、公開徵求及主動尋覓校長候選人。 

二、決定校長人選。 

第 三 條    遴選委員會由委員十九人組成。包括校務會議推選之學校代表八人；校務會議

推選之校友代表四人及社會公正人士四人；教育部遴派之代表三人。其產生方

式如下： 

一、學校代表。 

(一)遴選委員之配置：各學院、非屬學院（含體育室、軍訓室、計算機與網

路中心、圖書館、通識教育中心等）推選專任教授（或副教授、助理教

授）七人。其中，文學院及社會科學院合併推選一人；理學院及生物科

學與科技學院合併推選一人；管理學院及非屬學院合併推選一人；電資

學院及規劃與設計學院合併推選一人；工學院及醫學院合併推選三人，

但各至少一人。編制內之職技人員推選組員或技士以上之職技人員一人。 

(二)遴選委員候選人之推荐：各學院及非屬學院講師以上人數超過 200人者

推荐 3-4名候選人；低於 200 人者推荐 2-3名候選人；編制內之職技人

員推荐 3-4名候選人。推荐方式由各學院、非屬學院（由管理學院召集）、

人事室訂定。 

二、校友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 

(一)遴選委員之配置：校友代表四人。其中，人文社會、理工醫領域之代表

各至少一人。社會公正人士四人。 

(二)遴選委員候選人之推荐：各學院、非屬學院及學生會各推荐 1-2名校友

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候選人。推荐方式由各學院、非屬學院（由管理學

院召集）及學生會訂定。 

三、教育部遴派之代表。 

第 四 條    遴選委員會組成後，應於二十日內召開第一次會議。遴選委員會置召集人一人，

由委員互選產生，召集會議並擔任主席。召集人因故不能出席時，由委員互推

一人代理之。校長遴選過程，在遴選結果未公佈前，參與之委員及有關人員應

嚴守秘密，但其他法律另有規定或遴選委員會依法決議者，不在此限。 

遴選委員會審慎遴選出校長人選，由本校具文報請教育部聘任。 

第 五 條   本校校長候選人須具備下列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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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曾擔任教授五年以上。 

二、具有三年以上之教育或學術行政經驗。 

三、處事公正且能超越政治、宗教、黨派及營利單位等利益。惟已兼任與上述

相關職務者，須書面承諾於應聘校長前放棄。     

四、在學術上著有成就與聲望。 

五、有高尚品德與情操。 

六、能充分尊重學術自由。 

七、具有前瞻性之教育理念。 

八、具有卓越規劃、組織及領導能力。 

九、有爭取及妥善運用資源之能力。 

第 六 條   校長候選人依下列方式推荐之： 

一、由遴選委員推荐。 

二、由校內專任講師以上之教師推荐，每人至多推荐校內、外人士三人。 

三、由國內、外學術單位之教授（副教授）或研究員（副研究員）推荐。 

四、由校外學術團體推荐。 

五、由本校各地區校友會推荐。 

第 七 條    遴選委員會分三個階段決定校長人選： 

一、第一階段：由遴選委員會就被推荐人選中依本辦法   第五條之條件遴選。

並應同時秘密徵詢被推荐人參選之意願，決定至多八人參與第

二階段之遴選。 

二、第二階段：遴選委員會應將第一階段選出候選人之資料上網公佈，並分送

予本校專任講師以上之教師，且安排適當時間與地點，於教師

行使同意權之前，舉辦說明會，由上述教師針對每一位候選人

行使同意權。同意權之行使，採連記法。 

行使同意權之結果以電腦配合光學讀卡機進行統計；統計結果

僅顯示通過或不通過，獲得應投票總數三分之一以上之不同意

為不通過，即不能參與第三階段之遴選。 

若無人獲得通過參與第三階段之遴選時，則遴選失敗，應重新

推荐校長候選人；若僅一人獲得通過時，則保留此候選人，再

遴選校長候選人至少一人。通過後，連同原通過的候選人，參

與第三階段之遴選。 

三、第三階段：遴選委員會應邀請第二階段決定之候選人說明其辦學理念，再

由其中遴選出校長人選，連同相關資料，報請教育部聘任。 

第 八 條    遴選委員會委員在第一階段之遴選中如同意為校長候選人，即喪失委員資格;

因故無法參與遴選作業、與候選人有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與姻親或曾有此關

係，及有學位論文指導之師生關係者，經遴選委員會確認後，解除委員職務。 

遴選委員會委員有前項不得擔任委員之事由而繼續擔任或有具體事實足認其執

行職務有偏頗之虞者，得經人向遴選委員會舉其原因及事實，經遴選委員會決

議後解除其職務。 

前二項缺額依第三條規定之代表類別配置遞補。 

第 九 條    候選人不得從事競選活動；亦不得與遴選委員在遴選期間有與遴選事務相關之

私人接觸。 

第 十 條    遴選委員會開會時得視需要邀請學生代表及有關人員列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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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一 條  遴選委員會開會時，委員應親自出席，不得委託他人為代理，應有三分之二以

上委員出席始得開議，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始得決議。惟應有全體委員三分

之二以上之贊成，方得作成決定校長人選之決議。 

第 十二 條  遴選委員為無給職。但校外委員得依相關規定支給出席費及交通費。 

遴選委員會所需經費由學校支應。 

遴選委員會之事務性工作由研究發展處擔任。 

第 十三 條  遴選委員會於新校長就任後，自動解散。 

第 十四 條  本校校長之續聘依本校組織規程第廿五條之規定辦理。 

第 十五 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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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成功大學校長遴選辦法修訂條文對照表 

修訂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 三 條 

遴選委員會由委員十九人組成。 

包括校務會議推選之學校代表八 

人；校務會議推選之校友代表四 

人及社會公正人士四人；教育部 

遴派之代表三人。其產生方式如 

下： 

…………………………. 

…………………………… 

 

三、教育部遴派之代表。 

 

第 三 條 

遴選委員會由委員十九人組成。 

包括校務會議推選之學校代表八 

人；校務會議推選之校友代表四 

人及社會公正人士四人；教育部 

推荐之代表三人。其產生方式如 

下： 

………………………….. 

……………………………      

 

三、教育部推荐之代表。 

 

依據 95年 3月

16日台高(二)

字第 950035914

號函修訂第 3

條第 3項教育

部「推荐」為「遴

派」。 

第 七 條 

遴選委員會分三個階段決定校

長人選： 

一、第一階段：由遴選委員會就

被推荐人選中依本辦法第

五條之條件遴選。並應同

時秘密徵詢被推荐人參選

之意願，決定至多八人參

與第二階段之遴選。 

 

二、第二階段：遴選委員會應將

第一階段選出候選人之資

料上網公佈，並分送予本

校專任講師以上之教師，

且安排適當時間與地點，

於教師行使同意權之前，

舉辦說明會，由上述教師

針對每一位候選人行使同

意權。同意權之行使，採

連記法。 

行使同意權之結果以電腦

配合光學讀卡機進行統

計；統計結果僅顯示通過

或不通過，獲得應投票總

數三分之一以上之不同意

為不通過，即不能參與第

第 七 條 

遴選委員會分三個階段決定校

長人選： 

一、第一階段：由遴選委員會就

被推荐人選中依本辦法第

五條之條件遴選。並應同

時秘密徵詢被推荐人參選

之意願，決定至多八人參

與第二階段之遴選。 

 

二、第二階段：遴選委員會應將

第一階段選出候選人之資

料上網公佈，並分送予本

校專任講師以上之教師，

且安排適當時間與地點，

於教師行使同意權之前，

舉辦說明會，由上述教師

針對每一位候選人行使同

意權。同意權之行使，採

連記法。 

行使同意權之結果以電腦

配合光學讀卡機進行統

計；獲得應投票總數三分

之一以上之不同意為不通

過，即不能參與第三階段

之遴選。對每一候選人選

 

 

 

 

 

 

 

 

 

 

 

 

 

 

 

 

 

 

 

 

 

修飾文字，使文

意表達更精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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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階段之遴選。對每一候

選人選票之統計至確定通

過或不通過時即告中止 

…………………………… 

票之統計至確定通過或不

通過時即告中止。 

…………………………… 

第 八 條 

遴選委員會委員在第一階段之遴

選中如同意為校長候選人，即喪

失委員資格;因故無法參與遴選

作業、與候選人有配偶、三親等

內之血親與姻親或曾有此關係，

及有學位論文指導之師生關係

者，經遴選委員會確認後，解除

委員職務。 

遴選委員會委員有前項不得擔任

委員之事由而繼續擔任或有具體

事實足認其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

者，得經人向遴選委員會舉其原

因及事實，經遴選委員會決議後

解除其職務。 

前二項缺額依第三條規定之代表

類別配置遞補。 

第 八 條 

遴選委員會委員在第一階段之遴

選中如同意為校長候選人，即喪

失委員資格;因故無法參與遴選

作業、與候選人有配偶、三親等

內之血親與姻親或曾有此關係，

及有學位論文指導之師生關係

者，經遴選委員會確認後，解除

委員職務。 

遴選委員會委員有前項不得擔任

委員之事由而繼續擔任或有具體

事實足認其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

者，校長候選人得向遴選委員會

舉其原因及事實，經遴選委員會

決議後解除其職務。 

前二項之遺缺按身分別依第三條

規定遞補。 

 

 

 

 

 

 

 

 

 

 

 

 

 

 

修飾文字，使文

意表達更精確。 

 

 

第十五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並

報請教育部核定後施行，修正時

亦同。 

第十五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並

報請教育部核定後施行，修正時

亦同。 

 

 

 

 

 

依據 95年 2月

10日台人

(一)0950018559

號函修訂，刪除

「，並報請教育

部核定」。 

 

 

 

94-5校務會議(95.06.21)紀錄-16-



 233 

附件 4 

國 立 成 功 大 學 學 生 獎 懲 要 點 
93年1月14日92學年度第2次校務會議通過 

       93年2月12日教育部台訓(二)字第0930018037號書函 

                                      94年10月5日94學年度第1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94年11月28日教育部台訓(二)字第0940161561號書函 

                                      95年3月15日94學年度第4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95年4月20日教育部台訓(二)字第0950054459號書函 

95年6月21日94學年度第5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一  、本校為樹立優良校風，確收教育功效，依據大學法第32條，訂定本要點。 
 
二  、凡本校學生按其所表現之優劣事實，須予獎勵或懲罰者，依本要點辦理之。 
 
三  、獎懲區分： 

（一）獎勵：嘉獎、記小功、記大功、其他獎勵(獎章、獎牌、獎狀、獎金)。 
（二）懲罰：申誡、記小過、記大過、定期察看、退學。 

 
四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予以嘉獎。 

（一）服務公勤，熱心努力，有具體優良成績者。 
  （二）參加校內各種正規比賽，努力認真，堪為表率及成績特優者。 
  （三）維護校產，愛惜公物，堪為表率有具體事實者。 
  （四）有其他相當於上列各款情事，殊堪嘉許者。 
 
五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予以記小功。 

（一）服行公勤，成績特優，堪為表率者。 
  （二）參加校外各種正規比賽，成績特優(前三名)，為校爭光者。 
  （三）代表學校參加各種競賽與活動，表現優異，堪為嘉許者。 
  （四）熱心助人，扶助同學，有事實證明者。 
  （五）熱心公益，增進團體福利，具有確切事實者。 
  （六）急公好義，見義勇為，符合公益具有事實者。 
  （七）有其他相當於上列各款情事者。 
 
六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予以記大功或其他獎勵(獎章、獎牌、獎狀、獎

金)等。 
  （一）擔任公勤或社團工作，成績特優，且對樹立校風有特殊貢獻者。 
  （二）在校期間，創造發明，或發表甚具價值之學術論文，有特殊貢獻者。 
  （三）冒險犯難，捨己救人，堪為他人矜式，有益國家社會者。 

（四）具有傑出表現，有益於國家社會，具確切事實者。 
（五）參加全國性正規比賽，榮獲第一名，爭取校譽者。 
（六）有其他相當於上列各款情事者。 

 
七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予以申誡。 

（一）擔任公勤幹部或其他工作，無故規避服務者。 
  （二）言行不檢，舉止無禮，有違團體榮譽，情節輕微者。 
  （三）無故不參加校內外重大慶典，全校性(含各院)集會及學生幹部講習者。 
  （四）代表系、所、學校參加各種比賽，無故缺席者。 
  （五）未經許可，濫用公物，或逾期未還公物，情節尚輕者。 
  （六）有其他相當於上列各款情事者。 
 
八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予以記小過。 

（一）故意對教職員工有不禮貌行為。 
  （二）惡意攻訐，挑撥離間，惹是生非，破壞團體秩序者。 
  （三）參加系、所、學校之各種活動，行為惡劣，有違團體榮譽者。 
  （四）報告失實，欺瞞師長者。 
  （五）毀損公物，情節較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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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違反校園車輛行車安全，不聽勸告者。 
  （七）不遵守宿舍管理規則者。 
  （八）在校內外舉辦活動，影響校園安全或安寧，經勸導無效者。 
  （九）違反考試規則，情節較輕者。 
  （十）在校外實習或服務，表現不佳，有損校譽者。 

（十一）違反網路使用規範或公約，情節嚴重者。 
（十二）擅自侵害著作人的法定權益者。 
（十三）對他人（教職員工、同學及其他社會成員）有性騷擾之行為，情節

輕微者。 
（十四）有施暴、竊盜、侵佔、毀損、滋事或其他侵害他人權益之行為，情

節較輕或其情可憫者。 
（十五）有其他相當於上列各款情事者。 

 
九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予以記大過或定期察看。 

（一）未經許可，撕揭或塗汙校內公告，或其他公用表冊文件者。 
（二）惡意批評或侮辱教職員工。 
（三）蓄意破壞公物，情節重大者。 
（四）蓄意擾亂學校行政，妨害教職員或同學執行公務者。 
（五）有施暴、竊盜、侵佔、毀損、滋事或其他不良行為，情節重大者。 
（六）違反宿舍管理規則，情節較嚴重者。 
（七）違反校規，經屢次勸導仍不改正者。 
（八）在校內外舉辦活動，影響校譽或校園安全，情節重大者。 
（九）違反考試規則，情節較重而具有悔意者。 
（十）建立色情暴力網站或其他利用網路從事不法行為，情節嚴重，影響校

譽者。 
（十一）擅自侵害著作人的法定權益，情節重大，影響校譽者。 
（十二）擅自侵入他人資訊系統或設備，情節重大者。 
（十三）觸犯法令，經法院判刑確定，受緩刑之宣告而未經撤銷者。 
（十四）對他人（教職員工、同學及其他社會成員）有性騷擾之行為，情節

重大者。 
（十五）有其他相當於上列各款情事者。 

 
十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予以退學。 

（一）侮辱教職員工，情節重大者。 
（二）定期察看期間，再受處分者。 
（三）所受處分，累計滿三大過者。 
（四）經法院判刑確定，未受緩刑之宣告，嚴重影響校譽者。 
（五）施暴力於他人、竊盜、侵佔、縱火等具體事實，嚴重影響校譽或校園

秩序與安寧者。 
（六）請人代考或為人代考者。 
（七）違反考試規則，情節重大且不具悔意者。 

 
十一、學生獎懲之處理程序，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學生獎懲案件，均應提經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依程序辦理。 
（二）嘉獎、記小功、申誡、記小過之獎懲，得會同導師、系所主管處理後，

由學生事務長核定後公告。 
（三）記大功或記大過以上之重大獎懲，應提獎懲委員會議審議通過，並經

校長核定後公告。 
（四）獎懲委員會議審議有關學生重大獎懲時，除應通知有關系所主管、班

級導師、及有關人員列席外，並應通知當事學生列席說明。 
（五）經退學之處分，應移請教務處依有關規定辦理。 
（六）學生受記大功，或記大過以上之獎勵或處罰，應通知其家長或監護人。 

 
十二、學生之獎懲，在校期間內，功過可以互抵，但不能取消紀錄；退學，概不

得因以前曾受獎勵，要求折抵減免；定期察看亦同。 
學生對於學校之獎懲處分，認有違法或不當並損及其個人權益者，得依學
校申訴辦法之規定，向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申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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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定期察看以一年為原則，其期間操行成績基本分數大學生為六十分，研究

生為七十分。 
定期察看視為記大過二次、小過二次之處分。 

 
十四、學生復學後，其原有獎懲仍屬有效。 
 
十五、違規之情狀特殊者，獎懲委員會或相關單位得減輕其處罰。 

依本要點合予記小過以下之處分者，得視其情節輕重與輔導之成效，以校
園服務代替懲處，其實施分則由學生事務會議訂定之。 

 
十六、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並報教育部備查，修正時亦同。      【全

文十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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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學生獎懲要點修訂條文對照表 

擬 修 訂 條 文 內 容 原 條 文 內 容 說    明 

 

 
一、本校為樹立優良校風，確收教

育功效，依據大學法第32條，

訂定本要點。 

 

 

 
一、本校為樹立優良校風，確收教

育功效，依據大學法第二十五

條之一第一項，訂定本要點。 
 

 

 

大學法已於 94

年 12月 28日

修正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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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學生獎懲委員會設置要點 

                                 

94年 10月 5日 94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通過 

95年6月21日94學年度第5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一、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二十四條訂定之。 

 

二、為求公平、公正討論及決議有關學生獎懲重大事項，以確保學生合法權益，

特設置學生獎懲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三、本會由左列人員組成之： 

（一）當然委員：校長（會議主席）、學生事務長、教務長。 

（二）教師委員：由各學院推薦助理教授以上二名。  

（三）專業委員：由法律系推薦助理教授以上教師一名、學生輔導組推薦心理

師或助理教授以上心理輔導教師一名。 

（四）學生委員：由學生會推選大學部代表三人、由各學院院長輪流推薦研究

生代表一人，共四人。 （學生會如未能依時組成，即請課外

活動指導組輔導系學會聯合會幹部代表之。） 

 

四、本會委員於每學年開學後一個月內由校長完成聘任，任期一年，得連任之。 

 

五、本會僅審理學生在校大功、大過以上之獎懲案件。  

 

六、本會為不定期依需要隨時召集之，但須超過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始得

開會，決議時需經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通過始得決議。 

 

七、本會開會時，得請有關人員及當事人員列席說明。 

 

八、依據本會決議由承辦單位於十日內簽請獎懲，經校長核准，學生事務處公

告，當事人如有異議得依『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設置辦法』之申訴辦法辦

理之。 

 

九、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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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學生獎懲委員會設置辦法修訂條文對照表 

擬 修 訂 條 文 內 容 原 條 文 內 容 說    明 

 

 

九、 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九、 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

施，並報教育部備查，修正時

亦同。 

 

 

依教育部函文，本 

要點可以不須送

教育部核定後實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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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校長遴選事工作時間表                                                                                        

時間 工作內容 主辦單位 協辦單位 
95.04.28（星期五） 
10:00~12:00 

召開第一次遴選委員會議 
議題：遴選事宜、徵求啟事、推荐資料表、

討論新聞稿 
發佈新聞稿 

遴選委員
會 
 
新聞聯絡
中心 

研發處 
 

95.05.01 發函公私立大學、中央研究院、學會 
本校校友會、本校各院系所 
刊登國內、外媒體廣告 

研發處 
 
秘書室 

 

95.05.01~95.06.30 （1）接受各單位及個人推薦校長候選人 
（2） 5月底前舉辦遴選委員與教職員工

生座談 

遴選委員
會 

研發處 

95.07.14 （星期五） 
 

召開第二次遴選委員會議 
議題： 
1.被推薦人資格審查 
2.決定初選名單及徵詢校長候選人 

之意願 
3.遴選委員遞補 

遴選委員
會 

研發處 
 

暫訂 95.08.11~12 
（星期五、六） 
地點：烏山頭 

召開第三次遴選委員會議 
議題： 
（1） 聽取校務簡報 
（2） 確定校長候選人名單（最多 8位） 
（3）校長候選人說明會前置作業 
（4）選票規劃 
（5）教師行使同意權投、開票作業 
（6）面談作業 

遴選委員
會 

研發處 
 

95.08.13~08.31 搜集、編印、上網公佈及分送校長候選人
資料 
 

研發處  

95.09.01~09.20 選票印製及測試 
 

研發處 
光卡規劃
小組 

 
 

95.09.18 
(星期一)     開學 

95.09.21~22 
（星期四、五） 

舉辦校長候選人說明會 
主題：治校理念 
時間：每場 50分鐘 

（演講 30分鐘及問答 20分鐘） 
場次之間應有較長的間隔 

地點：國際會議廳第一演講室 

遴選委員
會 

研發處 
新聞聯絡中心--攝
影、新聞稿 
計網中心------實況
上網 
 

95.09.29（星期五） 全校專任講師以上教師行使同意權及投開
票 
（同意權行使時間：07:30~18:00） 
 

遴選委員
會 
 
 

投票當日工作分配 
光復----人事室支援 
成功----研發處支援 
建國----秘書室支援 
自強----研發處支援 

95.10.12~13 
（星期四、五） 

候選人面談 
每場:120分鐘 

遴選委員
會 

 

95.10.13（星期五） 召開第四次遴選委員會議 
議題：決定校長人選並報請教育部聘任 

遴選委員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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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國立成功大學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設置辦法 

86.04.16 85學年度第四次校務會議通過 

90.11.14 90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延會修訂通過 

91.03.20 90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91.12.25 91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92.02.25 教育部核定 

94.04.27 93學年度第四次校務會議通過 

94.06.22 93學年度第五次校務會議通過 

94.07.15 教育部台訓(字)第 0940096627號函核定 

95.06.21 94學年度第五次校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大學法第三十三條第四項暨本校組織規程第二十四條定之。 

 

第二條  本校為公平、公正處理學生在校學習、生活上之有關事項，並確保學生權益，特設

置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三條  學生對於學校有關受教權益所為之處分認為有違法或不當致損其權益，或學生會及

其他相關學生自治組織，不服學校之懲處或其他措施及決議之事件，經行政程序處

理仍不服者，得向本會提出申訴。 

 

第四條  組織：   

一、 本會置委員二十七人至三十人，均為無給職，由各學院學生代表各一人、研究生學

生代表一人，各學院推薦教師各二人，非屬學院教師推薦一人，及學校教師會代表

一人，擔任之(其中未兼行政職務之教師代表不得少於總額二分之一；已擔任學生

獎懲委員會委員者不得擔任之；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另由

學校聘請醫師、法學、社會學、心理學之專業人士擔任諮詢顧問。  

二、 學生代表於每學年開學一個月內，由學生會推選產生大學部代表；由各學院院長輪

流推薦產生研究生代表，均報學生事務處核備。(學生會如未能依時組成，即請課

外活動指導組輔導系學會聯合會幹部代表之)。  

三﹑ 學生事務長擔任臨時召集人，俟主席選出後由主席主持會議，生活輔導組、課外活

動指導組組長列席，行政業務由生活輔導組承辦之。  

四﹑ 本會開會應有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事項之決議﹑評議書之決議，以出席委員三

分之二(含)以上同意後行之。  

五﹑ 本會之經費由學生事務處支應。  

六﹑ 本會委員或諮詢顧問均呈報校長聘任之，任期一年。 

 

第五條  申訴及處理程序： 

一、 學生、學生會及其他相關學生自治組織（應經其組織內部之最高行政會議決議後提

出）之申訴應於知悉措施之次日起十日內以書面向本會提出申訴，逾期學校不予受

理；申請人因不可抗力致逾期限者，得向本會聲明理由請求許可。。 

二、 申訴書應記載申訴人姓名、學號、系級、住址、申訴之事實及理由，希望獲得之補

救，並檢附有關之文件及證據交由生輔組處理。  

三、 於本會下設程序審議小組，對於學生、學生會及其他相關學生自治組織之申訴得就

受理與否，先期審核，對於不符申請要件之申請案得以過濾速結；小組人員由臨時

召集人召集六位委員共同組成，以超過二分之一同意議決之。  

四、 本會就書面資料評議，會議不公開舉行，得通知申訴人、原處分單位之代表及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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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到會說明。如其逾越申訴範圍，應以書面駁回，並建議處理方式，且於處理特殊

案件時，應組成小組，秘密調查。 

五、 本會收件後，除有應不受理或中止評議情形，逕行通知申訴人及原處分單位外，應

於二十日內完成評議，必要時得予延長，並通知申訴人，延長以一次為限，最長不

得逾期二個月，但涉及退學、開除學籍或類此處分之申訴不得延長。申訴人如有不

服，得於評議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三十日內向教育部提起訴願(學生、學生會及其

他相關學生自治組織向學校提起申訴，同一案件以一次為原則)。 

六、 申訴人於本會未作成評議決定書前，得撤回申訴書。  

七、 申訴程序中，申訴人、原處分單位或其他關係人，就申訴事件或其他牽連之事項，

提出訴願、行政訴訟、民事訴訟或刑事訴訟者，應即通知本會，本會應即中止評議，

俟訴訟終結後續議；惟退學與開除學籍之申訴不在此限。 

八、 退學或開除學籍之申訴，學校於評議決定未確定前，學生得向學校提出繼續在校肄

業之書面請求。學校接到上項請求後，應徵詢本會之意見，並衡酌該生生活，學習

狀況於一週內書面答覆，並載明學籍相關之權利與義務。  

九、 學生申訴經學校同意在校肄業者，學校不得授給畢業證書外，其他修課成績考核、

獎懲得比照在校生處理。  

十﹑ 本會應對申訴案件提出討論並經評議，決議後擬定評議書由主席署名。本會之評議

及表決，委員個別意見，應對外嚴守祕密;涉及學生隱私之申訴案 ，申訴人之基本

資料應予保密。  

十一、評議決定書應包括主文、事實、理由等內容，如有建議補救措施，並應提出具體建

議；對於不受理之申訴案件亦應作成評議書，惟其內容只列主文和理由。  

十二、申訴程序中，評議委員、申訴人、原處分單位或其他關係人，應就申訴之案件採取

迴避原則，以免影響本會評議之公正性。  

十三、評議書應呈校長核備，並由本會送達申訴人及原處分單位。 

 

第六條  評議效力：  

一、 本會之評議，如原處分單位認與法規牴觸，應列舉理由依行政程序呈報校長，校長

得交付本會再議。否則，評議書經完成行政程序後，學校應即採行。 

二、 退學之申訴，經評議確定維持原處分者，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修業證明書所載修業截止日期以原處分日期為準。  

      (二)申訴期間所修習科目學分，得發給學分證明書。  

三、 退學或開除學籍之申訴，經評議確定維持原處分者，其兵役、退費標準依下列規定

辦理：  

(一)役男『離校學生緩徵原因消滅名冊』於申訴結果確定後三十日內冊報。 

(二)退費標準依現行『大學校院學生退﹑休學退費標準表』之規定辦理。 

四、 訴願及行政訴訟獲救濟之輔導：   

(一)依訴願決定或行政訴訟判決另為處分並同意學生復學者，其因特殊事故無法及

時復學時，本校應輔導其復學；對已入營無法復學之役男，學校應保留其學籍，

俟其退伍後，輔導優先復學；復學前之離校期間並得補辦休學。  

(二)依訴願決定或行政訴訟判決另為處分並同意學生復學者，應依本校規定辦理復

學程序。 

 

第七條 有關學生性騷擾等申訴案件，由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處理。 

 

第八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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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設置辦法修訂條文對照表 
          95年 06 月 

擬修訂條文內容 原條文內容 說  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大學法第三十三條第四項
暨本校組織規程第二十四條定之。 

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大學法第十七條第二項
暨本校組織規程第二十四條定之。 

因應大學法之修正。
(大學法已將學生申訴
事項移至第 33條第 4項
規定。) 

第三條  
學生對於學校有關受教權益所為之處
分認為有違法或不當致損其權益，或
學生會及其他相關學生自治組織，不
服學校之懲處或其他措施及決議之事
件，經行政程序處理仍不服者，得向
本會提出申訴。 

第三條  
學生對於學校有關受教權益所為之處
分認為有違法或不當，致損及其個人
權益，經行政程序處理仍不服者，得
向本會提出申訴。 
 

依據教育部 95年 3月 1
日 台 訓 （ 二 ） 字 第
0950022701號函辦理。
(增加學生會及其他相
關學生自治組織為申訴
主體) 

 

第五條  申訴及處理程序： 
一、學生、學生會及其他相關學生自

治組織（應經其組織內部之最高行
政會議決議後提出）之申訴應於知
悉措施之次日起十日內以書面向
本會提出申訴，逾期學校不予受
理；申請人因不可抗力致逾期限
者，得向本會聲明理由請求許可。 

二、（如原條文） 
三、於本會下設程序審議小組，對於

學生、學生會及其他相關學生自治
組織之申訴得就受理與否，先期審
核，對於不符申請要件之申請案得
以過濾速結；小組人員由臨時召集
人召集六位委員共同組成，以超過
二分之一同意議決之。 

四、（如原條文） 
五、本會收件後，除有應不受理或中

止評議情形，逕行通知申訴人及
原處分單位外，應於二十日內完
成評議，必要時得予延長，並通
知申訴人，延長以一次為限，最
長不得逾期二個月，但涉及退
學、開除學籍或類此處分之申訴
不得延長。申訴人如有不服，得
於評議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三十
日內向教育部提起訴願(學生、學
生會及其他相關學生自治組織向
學校提起申訴，同一案件以一次
為原則)。 

 
六 ～ 十三（如原條文） 

第五條  申訴及處理程序：  

一、學生申訴應於知悉措施之次日起
十日內以書面向本會提出申訴，
逾期學校不予受理；申請人因不
可抗力致逾期限者，得向本會聲
明理由請求許可。 

 
 
 
三、於本會下設程序審議小組，對於
學生之申訴得就受理與否，先期
審核，對於不符申請要件之申請
案得以過濾速結；小組人員由臨
時召集人召集六位委員共同組
成，以超過二分之一同意議決之。 

 
 
五、本會收件後，除有應不受理或中
止評議情形，逕行通知申訴人及
原處分單位外，應於二十日內完
成評議，必要時得予延長，並通
知申訴人，延長以一次為限，最
長不得逾期二個月，但涉及退
學、開除學籍或類此處分之申訴
不得延長。申訴人如有不服，得
於評議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三十
日內向教育部提起訴願(學生向
學校提起申訴同一案件以一次為
原則)。 

 
 

依據教育部 95年 3月 1
日 台 訓 （ 二 ） 字 第
0950022701 號函辦理。
(增加學生會及其他相
關學生自治組織為申訴
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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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國立成功大學 

學術合作與交流協議書 
北京科技大學 

 

為增進海峽兩岸民間的相互了解與友誼，推動兩岸高等學校科學研究和學

術交流的共同發展，促進大學之間的友好合作，經雙方商討，達成如下協議： 

 

一、 鼓勵雙方相關單位之間進行學術交流與合作。 

 

二、 對共同感興趣的研究項目進行合作，有關合作的細則，由雙方另行商

訂。 

 

三、 相互邀請研究和教學人員及學生進行學術訪問、交流和討論。 

 

四、 相互交流科學論文、文獻索引、教材和研究出版品。 

 

五、 聯合舉辦兩岸相關專業學術研討會。 

 

六、 相互協助發展與對方產業界及其他部門的聯繫與合作。 

 

上述活動實施的細節將由雙方依據特定項目、財政安排及資金的可獲性而

定。每年年底前，雙方協商確定下學年度的交流計劃與合作事宜。 

 

本協議經雙方校長簽名後生效，效期五年，期滿後經雙方協商同意，得以

延長。如雙方同意或任一方在六個月前書面通知，本協議即終止。 

 

國立成功大學校長     北京科技大學校長 

 

 

--------------------------------    ------------------------------- 

  高  強         徐金梧 

 

 

 

--------------------------------      ------------------------------ 

      日 期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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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Institutional Collaboration Agreement 

Between 

The University of Cincinnati 

And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Purpose 

The University of Cincinnati and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have a mutual interest in 

promoting training, research, education and publication through joint activities. 

 

This agreement is designed to facilitate collaboration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institutions in areas of mutual interest for the purpose of enhancing their contribution to higher 

education internationally. Each would like to learn from the other, in a spirit of friendship, 

equality and mutual interest. 

Scope 

The two institutions agree to hold discussions at regular intervals concerning joint activities 

which fall within the scope of their respective organizational missions. 

 

Possible areas of joint activity may include (but are not necessarily limited to) the following: 

‧  Joint research and training programs; 

‧  Faculty and student exchange; 

‧  The preparation of joint proposals for external funding; 

‧  Joint programs of consulting and evaluation; 

‧  Joint sponsorship of conferences; 

‧  Joint publication; 

‧  Exchange of materials, articles and other publications; and 

‧  Other such activities as may be mutually agreed upon. 

It is understood that outside financing may be needed to carry out some of these activities. In 

these cases, the two institutions will collaborate closely in the search for external funds. 

Activity Agreements 

The two institutions agree that any specific activity which they jointly undertake will be based on 

a jointly-authored work plan, called an “Activity Agreement”. 

Activity Agreements can be prepared by Colleges, Schools, Departments or other units within 

each overall institution,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ir counterpart in the other. All collabor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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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vities, whatever their form and substance, must conform to the administrative and 

educational requirements of each partner institution, and to the laws and regulations of each 

country. 

The Activity Agreement should cover the following aspects of a collaborative undertaking: 

Activities: 

a. To encourage exchanges and visits of undergraduate and graduate students, nonteaching 

and post-graduate fellows, as well as junior and senior faculty members. 

b. To exchange information and materials in areas of interest to both universities. 

c. To assist individuals and faculty members in the accomplishment of the above. 

d. To organize joint conferences and academic programs. 

e. To arrange joint research activities and publications. 

Resources: Individual faculty of both institutions will seek extramural support from their 

government or non-government funding agencies for the proposed collaboration 

projectsand/or other institutional funds available for proposed activities pending 

approval from either University. 

Timetables: The implementation for the activities will begin in 2006-2007 academic year. 

Roles and Responsibilities: The home University sending undergraduate and graduate 

students, and post-graduate fellows will assume the responsibility of providing financial 

support to the individuals for their living expenses in host University and premium of 

medical insurance, and/or resources for research projects as stipulated in the Activity 

Agreement negotiated between involved units from NCKU and UC in the proposed 

research projects. 

Outcomes: Investigators from both Universities involved will be co-authors in publications 

resulting from the research projects and equally share any patents which may arise. 

Assumptions: Approval for funds to use in collaborative activities shall be awarded through 

each university’s funding body. 

Duration 

This agreement takes effect on the date it is signed, and is for a five-year period. It will 

renew automatically for a further three-year period unless modified or canceled. 

Activity Agreements must be reviewed and approved by the institutional representatives named 

below. 

Modification or Termination 

This agreement can be modified or extended at any time by mutual written consent. The agreement 

can be terminated by either party thirty (30) days after giving a written notice by registered mail to 

the responsible representative(s) named below. Individual Activity Agreements which are already in 

existence will, however, continue until they expire, according to the terms of each Agreement. 

Institutional Representatives 

For the University of Cincinnati:              For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r. Mitch Leventhal                        Dr. Jow-Lay Huang         

Vice Provost International                   Dean fo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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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 Date                   _________________ Date 

Institutional Signatorie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r. Nancy Zimpher, President                Dr. Chiang Kao, President 

_________________ Date                   _________________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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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Tainan, Taiwan, R.O.C 

and 

Polytechnic University, Brooklyn, NY, U.S.A 
 

 

1. Preambl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mutual desire to foster cooperation between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and Polytechnic University, and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potential for collaboration in the 

areas set out below, the two institutions have signed the following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2. Areas for potential collaboration 

 

Based on the principles of mutual benefit, both institutions intend to explore opportunities for: 

 

(a) Movement of students between two institutions; 

(b) Movement of faculty, scholars and staff between two institutions; 

(c) Development of joint curriculum, including dual degree programmes; 

(d) Research collaboration in the fields with mutual interest between research staff, departments, 

and schools of both institutions; 

(e) Exchange and sharing of teaching and academic materials, publications, reference and other 

pertinent information; 

(f) All of the above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cultural, economic, ethical, political and social 

implications of contemporary technology in the global context. 

 

3. Implementation of Memorandum 

 

Both institutions agree that specific projects and activities shall be developed for implementation of 

this Memorandum based on discussions and negotiations between two institutions. Agreements or 

contracts shall be signed separately to carry out these projects and activities. 

 

Both institutions agree that all financial arrangements shall be determined on the basis of specific 

projects and activities, and will depend on the availability of funds. 

 

This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shall become effective upon the date of signature by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two institutions, and shall be renewed by mutual consent. 

 

 

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hiang Kao          Jerry Hultin 

President           President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Polytechnic University 

 

 

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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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 

國立成功大學專案計畫研究人員契約書 
                     

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甲方）為應專案計畫研究需要，聘任                     先生（以

下簡稱乙方）為編制外專案計畫（研究員、副研究員、助理研究員），經雙方訂立條款如下： 

一、聘任期間：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二、工作內容：（依專案計畫書規定填寫） 

三、報酬：（依專案計畫書規定填寫） 

四、差假：比照甲方編制內專任研究人員之規定辦理。 

五、乙方非經甲方書面同意不得在校外兼職或兼課。 

六、保險：乙方若符合「勞工保險條例」及「全民健康保險法」之被保險人資格者，應於到

職時，由甲方辦理加保手續；聘約期滿或中途離職，應辦理退保。來自國外未具參加勞

工保險或全民健康保險投保資格者，可請甲方協助委託中央信託局人壽保險處辦理「國

際技術合作人員綜合保險」。保險費由乙方負擔百分之三十五，甲方專案計畫補助百分之

六十五。如乙方不擬參加此項保險，應以親筆簽名之書函向甲方聲明。 

七、離職儲金：乙方於聘（僱）期間，比照「國立成功大學聘僱人員離職儲金給與要點」規

定參加離職儲金，其給與方式依該要點規定辦理。  

八、研發成果歸屬：乙方在約聘期間，其工作內容所產生研發成果之智慧財產權歸本校所有，

並依「國立成功大學研究發展成果管理辦法」辦理相關事宜。 

九、其他福利事項比照甲方聘僱人員辦理。 

十、到職及離職：乙方接到甲方聘任通知後，應依規定辦理到職手續。聘期屆滿，乙方即需

離職，不得異議。乙方如因特別事故須於聘約期滿前先行離職時，應於一個月前提出申

請，經甲方同意後始得離職。乙方離職時，應依規定辦妥離職手續後始得離職。 

十一、乙方在約聘期間不適用「國立成功大學教師借調處理要點」、「國立成功大學教師出

國講學及國內外研究進修申請作業要點」、「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條例」及公教人

員婚、喪、生育、子女教育補助等規定。若因業務需要，且經服務單位事先申請核准

後，乙方得被選派出國受訓或執行國際合作計畫案，出國期間最長以一年為限。 

十三、乙方於聘約有效期間，如因研究不力或有其他不當行為或違反本契約應履行義務時，

經甲方指正而未改善，即構成違約，甲方得終止本契約並予解聘，及扣償未工作期間

之酬金外，如甲方另有損害並追償違約之損害賠償。 

十四、本契約如有未盡事宜，依教育部「國立大學校院進用專案計畫教學人員研究人員暨工

作人員實施原則」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五、本契約書一式三份，甲方、乙方、本專案計畫申請單位各執一份。 
立契約人    甲     方：國立成功大學 

地     址：701台南市大學路一號 
代  表 人：高    強 
乙     方： 
地     址： 
身分證字號：  

（無中華民國身分證 
者請填護照號碼） 

聯 絡 電 話 ：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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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專案計畫研究人員契約書第 11點修訂對照表 

修 訂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十一、乙方在約聘期間不適用「國

立成功大學教師借調處理

要點」、「國立成功大學教

師出國講學及國內外研究

進修申請作業要點」、「學

校教職員退休、撫卹條例」

及公教人員婚、喪、生育、

子女教育補助等規定。若因

業務需要，且經服務單位事

先申請核准後，乙方得被選

派出國受訓或執行國際合

作計畫案，出國期間以不超

過一年為原則。 

十一、乙方在約聘期間不適用

「國立成功大學教師借

調處理要點」、「國立成

功大學教師出國講學及

國內外研究進修申請作

業要點」、「學校教職員

退休、撫卹條例」及公教

人員婚、喪、生育、子女 

教育補助等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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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國立成功大學教師校外兼課、兼職處理要點                                       

65年 06月 07日第 50次行政會議通過 

91年 11月 13日第 146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3年12月08日93學年度第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5年6月21日94學年度第5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使教師專心教學及研究，並配合國家科技發展，落實

產學合作，依據教育人員任用條例及有關法令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本校教師在日間部、進修學士班及校外兼課超支鐘點者，須依本校『教師授課鐘點原則

及超授鐘點費、論文指導費計支要點』規定，每學期以八鐘點為限。但在校外日、夜間

兼課時數每學期合計仍不得超過四個鐘點。兼課教師，應於每年八月三十一日或一月三

十一日前，簽報系、所主管及院長慎重審核並陳奉校長同意後始可兼課。 

三、為免影響教師在本校教學及研究工作，有下列各項之一者，不得在校外兼課： 

(一)初聘兩年內者。 

(二)兼行政職務者。 

(三)前學年在校內未達基本授課時數者。 

如因情況特殊經簽奉校長核准者不在此限。 

四、教師在服務學校以外之機關（構）兼職，除兼任行政職務之教師應依公務員服務法之規

定辦理外，依本要點之規定。 

五、教師兼職機關（構）之範圍如下： 

（一）政府機關（構）、公立學校及已立案之私立學校。 

（二）行政法人。 

（三）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或團體： 

1、公營、私營或公私合營之事業。 

2、合於民法總則公益社團及財團之組織。 

3、依其他法規向主管機關登記或立案成立之事業或團體。 

（四）與學校建立產學合作關係或政府、學校持有其股份之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惟兼

任行政職務之教師，僅得代表學校官股兼任私人公司之董事、監察人職務，並以

「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第七條之一所規定之投資與校務或研究相關

之公司與企業為限。 

六、教師至第五點所定兼職機關（構）兼任之職務，以與教學或研究專長領域相關者為限，

且不得兼任下列職務： 

（一）非代表官股之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董事長、董事、監察人、負責人、經理人等職

務。非兼任行政職務教師擔任國營事業、與學校建立產學合作關係或學校持有其

股份之已上市（櫃）公司或經股東會決議規劃申請上市（櫃）之未上市（櫃）公

開發行公司之外部、獨立董事、監察人，不在此限。 

（二）律師、會計師、建築師、技師等專業法律規範之職務。 

（三）私立學校之董事長及編制內行政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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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前項情形者，於應聘前應結束其業務，如有未照規定辦理者，得改聘為兼任教師。 

七、教師兼職不得影響本職工作，且須符合校內基本授課時數及工作要求，並事先以書面報

經學校核准。 

教師兼任職務以執行經常性業務為主者，其兼職時數每週合計不得超過八小時。 

另教師申請至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兼職者須經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議通過，並經所屬

學院評估同意後，陳報校長核准方得前往兼職。 

教師兼職有「公立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兼職處理原則」第九點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者，應

不予核准或於兼職期間廢止其核准。 

教師之兼職應每年定期進行評估檢討，作為是否同意教師繼續兼職之依據。 

八、教師依第五點第四款至與學校建立產學合作關係之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兼職，期間超過

半年者，學校應與教師兼職機構訂定合作契約，約定收取學術回饋金納入校務基金運用。

學術回饋金每月不得低於兼職教師於學校支領月薪之十二分之一。學術回饋金校內分配

比例為：校方 59﹪、兼職教師所屬院 6﹪、系所 35﹪。 

    學術回饋金由兼職教師所屬系、所依個案與兼職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協商後，循行政程

序經校長核定後，由系、所辦理學校與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簽約事宜。 

    學術回饋金以現金為原則，若以股票作為學術回饋金，股票屬上市上櫃公司者，其股票

價格依市價認列；惟非屬上市上櫃公司者，其股票價格則以該公司票面金額認列，惟淨

值低於票面金額時以淨值認列。 

九、兼職工作中如涉及本校研究發展成果之使用授權或技術移轉者，須依「國立成功大學研

究發展成果管理辦法」及相關規定辦理。 

惟本校分配所得之權益收入每月不得低於兼職者於本校支領月薪之十二分之一。 

十、兼任行政職務之教師兼職費之支給依軍公教人員兼職費及講座鐘點費支給規定，基於法

令規定有數個兼職者，以支領二個兼職費為限，支領一個兼職費每月不超過新台幣八千

元，支領二個兼職費每月支領總額不得超過新台幣一萬五千元。 

未兼任行政職務之教師兼職費，免受「軍公教人員兼職費及講座鐘點費支給規定」支給

個數及支給上限規定之限制，但月支數額最高不得超過教授最高年功俸及學術研究費二

項合計數。 

以上兼職費除採電連存帳方式支付另函知學校者外，一律經由學校轉發。 

十一、未經同意在校外兼課、兼職者，應提三級教師評審委員會處理，併列入學年度辦理續

聘、年功（資）加俸（薪）及升等之參考。 

十二、本要點未規定事項，悉依其他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三、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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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教師校外兼課、兼職處理要點」第 2、6、11點修訂條文對照表 

修     訂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二、本校教師在日間部、進修

學士班及校外兼課超支

鐘點者，須依本校『教

師授課鐘點原則及超授

鐘點費、論文指導費計

支要點』規定，每學期

以八鐘點為限。但在校

外日、夜間兼課時數每

學期合計仍不得超過四

個鐘點。兼課教師，應

於每年八月三十一日或

一月三十一日前，簽報

系、所主管及院長慎重

審核並陳奉校長同意後

始可兼課。 

二、本校教師在校內、外授課

（含日間部、進修學士

班、碩士專班、學分班、

非學分班及校外兼課等）

超授鐘點者，須依本校『教

師授課鐘點原則及超授鐘

點費、論文指導費計支要

點』規定，全學年合計以

不超過十六鐘點為限。但

在校外日、夜間兼課時數

每學期合計仍不得超過四

個鐘點。兼課教師，應於

每年八月三十一日或一月

三十一日前，簽報系、所

主管及院長慎重審核並陳

奉校長同意後始可兼課。 

依據 94年 11月 16

日第 152次行政會

議修正通過「國立

成功大學教師授課

鐘點原則及超授鐘

點費、論文指導費

計支要點」第 4點

規定：「專任教師每

學期授課時數於每

學年下學期合併一

次計算；超出基本

授課鐘點者得支領

『超授鐘點費』，以

部訂標準核發，但

每學期以四鐘點為

限。日間部、進修

學士班及校外兼課

合併每學期以八鐘

點為限」辦理。 

六、教師至第五點所定兼職機
關（構）兼任之職務，以
與教學或研究專長領域
相關者為限，且不得兼任
下列職務： 

（一）非代表官股之營利
事業機構或團體
董事長、董事、監
察人、負責人、經
理人等職務。非兼
任行政職務教師
擔任國營事業、與
學校建立產學合
作關係或學校持
有其股份之已上
市（櫃）公司或經
股東會決議規劃
申請上市（櫃）之
未上市（櫃）公開
發行公司之外

六、教師至第五點所定兼職機
關（構）兼任之職務，以
與教學或研究專長領域
相關者為限，且不得兼任
下列職務： 

（一）非代表官股之營利
事業機構或團體
董事長、董事、監
察人、負責人、經
理人等職務。非兼
任行政職務教師
擔任與學校建立
產學合作關係或
學校持有其股份
之已上市（櫃）公
司或經股東會決
議規劃申請上市
（櫃）之未上市
（櫃）公開發行公
司之外部、獨立董

依據教育部94年10

月 21日台人（二）
字第 0940134886C

號令修正「公立各
級學校專任教師兼
職處理原則」第四
點規定： 

教師至第三點所定
兼職機關（構）兼
任之職務，以與教
學或研究專長領域
相關者為限，且不
得兼任下列職務： 
（一）非代表官股

之營利事業
機構或團體
董事長、董
事、監察人、
負責人、經理
人等職務。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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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訂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部、獨立董事、監
察人，不在此限。 

（二）律師、會計師、建
築師、技師等專業
法律規範之職務。 

（三）私立學校之董事長
及編制內行政職
務。 

已有前項情形者，於應聘

前應結束其業務，如有

未照規定辦理者，得改

聘為兼任教師。 

事、監察人，不在
此限。 

（二）律師、會計師、建
築師、技師等專業
法律規範之職務。 

（三）私立學校之董事長
及編制內行政職
務。 

已有前項情形者，於應聘

前應結束其業務，如有未

照規定辦理者，得改聘為

兼任教師。 

擔任國營事
業、已上市
（櫃）公司或
經股東會決
議規劃申請
上市（櫃）之
未上市（櫃）
公開發行公
司之外部、獨
立董事、監察
人，不在此
限。 

（二）律師、會計
師、建築師、
技師等專業
法律規範之
職務。 

（三）私立學校之
董事長及編
制內行政職
務。 

十一、未經同意在校外兼課、

兼職者，應提三級教師

評審委員會處理，併列

入學年度辦理續聘、年

功（資）加俸（薪）及

升等之參考。 

十一、以上各項辦理情形，供

作學年度辦理續聘、年

功（資）加俸（薪）及

升等之參考。 

依據本校 94學年度

第 3次教師評審委

員會決議：為使教

師違反校外兼課、

兼職規定時，有處

置之明確依據，建

請教務處、人事室

研擬修正「本校教

師校外兼課、兼職

處理要點」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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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 
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 

94年 3月 30日 93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延會通過 

奉教育部 94年 10月 25日台高(三)字第 0940142288號函核備 

94年 12月 28日 94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奉教育部 95年 5月 2日台高(三)字第 0950062186號函核備 

95年 6月 21日 94學年度第 5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為因應高等教育發展趨勢，提升教育品質，增進教育績效，特設置「國立成功大學

校務基金」(以下簡稱本基金)。 

第二條 為有效運用、管理及監督本基金，以協助校務之推動，特依「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

金設置條例」及教育部訂頒之「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之相關規

定，訂定「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三條 本基金之收入來源如下： 

一 政府編列預算撥付：由教育部依預算程序編列撥付學校之經費。 

二 學雜費收入：每學期依教育部規定之收費標準，向註冊學生收取之學費及雜費

收入。 

三 推廣教育收入：依推廣教育實施辦法之規定辦理推廣教育及研習、訓練等班次

所收取之收入。 

四 建教合作收入：為外界提供訓練、研究及設計等服務所獲得之收入。 

五 場地設備管理收入：提供場所及設施等所收取之收入。 

六 捐贈收入：無償收受動產、不動產及其他一切有財產價值之權利或債務之減少。 

七 孳息收入：基金存放公民營金融機構所孳生之利息收入。 

八 其他收入：不屬於上述各款之自籌收入。 

第四條 為落實本基金之有效管理及彈性運用，設置「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以下簡稱管理委員會) 管理之。 

管理委員會置委員七人至十五人，由校長任召集人，其中不兼行政職務之教師代表

不得少於三分之一，必要時得聘請校外專業人士參與。委員任期二年，由校長遴選

提經校務會議同意後聘任之。 

管理委員會之設置要點另訂之。 

第五條 管理委員會之任務如下： 

一 學校教學、研究及推廣所需財源之規劃。 

二 學校建築及工程興建所需財源之規劃。 

三 校務基金年度概算擬編之審議。 

四 校務基金開源措施之審議。 

五 校務基金經濟有效節流措施之審議。 

六 校務基金經費收支及運用之績效考核。 

七 第三條第三款至第八款收支管理規定之審議。 

八 其他關於校務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事項之審議。 

第六條 管理委員會得視任務之需要，分組辦事；所需工作人員，由學校現有人員派兼為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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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但為使校務基金之收支、保管及運用發揮最大經濟效益，得進用專業人員若干

人，其權利、義務、待遇及福利，依學校法令規定，由學校於契約中明定之。 

管理委員會每學期至少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 

管理委員會召開會議時，得請相關人員列席。 

第七條本基金有關年度預算編製及執行、決算編造，除第三條第三款至第八款之有關收入，

應依本辦法之相關規定另訂收支管理要點運作之，並受教育部監督外，應依預算法、

會計法、決算法、審計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八條 前條之收支管理規定，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  編制內教師本薪(年功薪)、加給以外之給與及編制外人員之薪資及其他給與。 

二  編制內行政人員本薪(年功薪)、加給以外之工作酬勞。 

三  講座經費支應原則。 

四  教師教學及學術研究獎勵支應原則。   

五  出國旅費支應原則。 

六  公務車輛之增購、汰換及全時租賃。 

七  新興工程支應原則。 

八  因應自償性支出之舉借及其償還財源之控管機制。 

九  其他應規範經費之原則。 

編制內行政人員辦理第三條第二款至第八款之自籌收入業務有績效者，得由業務主

管單位提出申請，經行政程序簽奉校長核准後支給工作酬勞，每月支給之工作酬勞，

由人事室、總務處控管，以不超過其專業加給之 60﹪比率為限。 

第九條 第三條第二款至第八款之自籌收入，在總額一定比率之上限範圍內，得對符合下列
條件之編制內教師，給予本薪(年功薪)、加給以外之給與： 

一 講座教授。 

二 特聘教授。 

三 非編制之行政或學術兼職。 

四 特殊任務編組之委員會委員。 

五 接受學校委託辦理專題研究者。 

六 持有技術股票作價之報酬。 

七 其他經管理委員會同意之給與。 

前項各款中，講座教授及特聘教授應另訂設置要點，經管理委員會及校務會議通過

後，報奉教育部核備後實施。其餘各款之給與須經管理委員會同意。 

第一項各款之給與佔總額收入之比率上限訂為 50%，由各用人單位依相關規定控

管；但教育部報奉行政院核定調整時，依其規定。 

第十條  第三條第二款至第八款之自籌收入，在前條第三項規範之比率上限範圍內，得聘僱

下列編制外人員，以提昇學術水準及協助校務之運作。 

一 國外傑出學者。 

二 專案計畫教學人員。 

三 專案計畫研究人員。 

四 專案計畫工作人員。 

五 專案經理人員。 

六 兼任專家及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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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博士後研究人員。  

八 工讀生。 

九 其他經循行政程序簽准僱用之短期臨時人員。 

前項第一款至第七款中所置之人員應另訂支給標準，經管理委員會通過後實施。 

第十一條 三條第三款之推廣教育收入，應衡量使用學校資源情形，由學校先從收入總額中

適當提列行政管理費。 

專案申請之學分班及非學分班，屬自辦班別者，應按計畫經費總金額中提列 27%

管理費；屬政府機關及公民營機構委託之班別，依委託單位之規定提列，惟未及

27%時，應另編場地及水電等相關費用補足；外業班別得按計畫經費總金額提列

15%管理費。 

如開班辦理在職訓練、技術人力養成訓練、專門技術訓練、代辦實習等人員交流

訓練案，在校內舉辦之內業至少應編列 27%管理費；在校外舉辦之外業至少應編

列 11.5%管理費。 

管理費經校長核准者，標準得降低之。 

第十二條 前條推廣教育所提列之 27%行政管理費，授權支用之比率為學校 20/27，學院或研
究總中心 1/27，系所或研究中心 6/27。 

推廣教育班之經費若有節餘，在補足應繳之計畫總金額 27%管理費後，其節餘款

由推廣教育開班單位繼續使用。 

教務處應訂定推廣教育收入收支管理要點，經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送行政會議

核備後，報教育部備查。 

第十三條 第三條第四款之建教合作收入，應衡量使用學校資源情形，適當提列行政管理費。 

政府機關及公民營機構委託之專題研究計畫，應按計畫經費總金額編列至少 17%

管理費；但政府機關另訂有管理費標準者，不在此限。服務性試驗、調查及人員

交流訓練案之管理費編列比率，由研究發展處另訂辦法規範，經管理委員會審議

通過，送行政會議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特殊案件之管理費經校長核准者，標準得降低之。 

第十四條 各建教合作計畫案管理費先提列 10﹪作為圖書館書刊經費後，依適當比例授權支
用： 

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於扣除就地審計費後，支用比率為學校 60%，學院及研究總

中心 3%，系所及研究中心 37%。 

公民營機構委託之專題研究計畫案、以計畫書簽約之服務性試驗及調查案、以建

教合作案方式舉辦之學術研討會，此三類之支用比率為學校 59%(10/17)，學院及

研究總中心 6%(1/17)，系所及研究中心 35%(6/17)。 

屬內業之服務性試驗及調查案之支用比率為學校 90%(18/20)，學院及研究總中心

10% (2/20)；屬外業之服務性試驗及調查案之支用比率為學校 91%(5/5.5)，學院

及研究總中心 9%(0.5/5.5)。 

屬內業之人員交流訓練案之支用比率為學校 74%(20/27)，學院 4%(1/27)，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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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研究中心 22%(6/27)；屬外業之人員交流訓練案之支用比率為學校

44%(5/11.5)，學院 4%(0.5/11.5)，系所及研究中心 52%(6/11.5)。 

第十五條 各建教合作計畫案執行結案後之節餘款，凡已提足 17%以上之管理費者由計畫主
持人依規定運用；未提足 17%者，則於依規定方式補足差額後之節餘款運用之。 

補提之管理費依前條第三項之方式分配予學校、學院及總中心、系所及研究中心。 

研究發展處應訂定建教合作收入收支管理要點，經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送行政

會議核備後，報教育部備查。 

第十六條 第三條第五款之場地設備管理收入，其由學校控管者應由學校統籌運用；由學院
或研究總中心、系所或研究中心等單位控管者，於該項收入總額提成 20%為學校
管理費，80%分配至管理單位運用。 

場地設備管理收入須負擔稅負時，應於該項收入總額先行扣除後，再依前項比率

分配。 

總務處應訂定場地設備管理收入收支管理要點，經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送行政

會議核備後，報教育部備查。 

第十七條 第三條第三款至第八款之自籌收入，得對下列事項予以鼓勵，表現優異之行政及
學術單位，或教職員工個人，得給與適度之經費或獎金，以獎勵教學、研究或服
務之傑出表現： 

一 國內外學術活動。 

二 學術研究。 

三 教學特優。 

四 產學合作或技術移轉成果特優。 

五 績優教職員工。 

六 行政革新績效卓著。 

七 其他經管理委員會同意之獎勵。 

前項第一款至第六款中之各事項應訂定鼓勵或獎勵要點，經管理委員會及校內相

關會議通過後實施。 

第十八條 為推廣國際化，鼓勵教職員出國觀摩及參與學術活動，得以第三條第三款至第八
款之收入為財源支應因公派員出國案件，並由學校自行依所訂要點審核。 

校長依前項為財源所支應之因公出國案件，仍應依「教育部所屬學校及實施作業

基金機關因公派員出國案件處理要點」第十點規定辦理。 

研究發展處應訂定因公派員出國案件處理要點，提報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報

教育部備查。 

第十九條 為合理使用公務車輛，得彈性運用第三條第三款至第八款之收入為財源，增購、
汰換及全時租賃公務車輛。 

總務處應訂定公務車輛之使用、租賃要點，經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送行政會議

核備後，報教育部備查。 

第二十條 為有效安排新興工程規劃，及促進民間投資，節省政府之預算撥付，可彈性運用
第三條第三款至第八款之收入為財源，支應學校之新興工程。 

總務處應訂定新興工程之支應辦法，經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送校務會議核備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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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教育部備查。 

第二十一條 為有效進行財務規劃，並因應自償性之宿舍、停車場、醫院等類型建設工程或
管理營運之支出，除可彈性運用第三條第三款至第八款之收入及歷年基金盈餘
為財源外，經管理委員會之審議通過後，得向金融機構舉借。 

總務處應就舉債控管、確保債務清償及債務無法清償之因應措施等，訂定自償

性支出之控管機制辦法，經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送校務會議核備後，報教育

部備查。 

第二十二條 學校收受之捐贈，應全數撥充校務基金，未指定用途之捐贈收入，由學校統籌
運用；收受指定用途之捐贈，其用途應與學校校務有關。 

收受之捐贈收入為現金時，應確實交付學校收受；為現金以外者，應確實點交，

屬不動產者，應由保管組辦妥所有權移轉登記。 

非由學校全權管控之指定捐贈收入，除經校長核准者外，一律提撥 5%之行政管

理費。 

學校收受之捐贈，不得與贈與人有不當利益之聯結。 

學校對熱心捐贈者，得比照教育部訂頒之「捐資教育事業獎勵辦法」予以適當

之獎勵。 

第二十三條 為充裕校務基金之財源，得將校務基金投資於下列項目： 

一 存放公民營金融機構。 

二 購買公債、國庫券或其他短期票券。 

三 投資於與校務或研究相關之公司與企業。 

四 其他具有收益性及安全性，並有助於增進效益之投資。 

投資取得之收益，應全數撥充校務基金統籌運用。 

第二十四條 前條第三款及第四款投資資金之來源如下： 

一 以研究成果或技術作價無償取得之股權。 

二 捐贈收入及歷年基金之盈餘。  

三 其他之法令未限制之經費來源。 

第二十五條 為使校務基金之收入及運用發揮最大經濟效益，管理委員會下設任務編組之財
務管理小組，負責第二十三條之相關投資事宜。 

財務管理小組置委員七至九人，總務長、主任秘書、研發長及會計主任為當然

委員，另由校長遴聘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委員及教授代表數人組成之，由總務

長擔任召集人，出納組組長為執行秘書。 

財務管理小組至少每月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召開會議時得邀請會

計室各組組長及相關業務人員列席。 

第二十六條 財務管理小組需擬訂每年度之財務調度及第二十三條各款之投資計畫，經管理
委員會通過後執行之；並於管理委員會及校務會議中報告執行情形。 

第二十七條 管理委員會對超過新臺幣伍仟萬元以上之第二十三條投資案，認為必要時得聘
請專業之機構及人員協助評估。 

第二十八條 學校在預算執行期間，因市況變動及業務之實際需要，需動用基金盈餘，增加
管理及總務費用之支出，或辦理非計畫型及計畫型之資本支出，則須提經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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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之同意，專案報教育部核定或核轉行政核定後辦理，並補辦預算。 

第二十九條 為監督校務基金之收支、保管及運用，於校務會議下設置「國立成功大學經費
稽核委員會」監督之。 

經費稽核委員會置委員七人至十五人，由校務會議成員推選產生。但管理委員

會之成員、總務及會計相關人員，不得擔任經費稽核委員會之委員。 

經費稽核委員會所需工作人員，由學校現有人員派兼之。 

經費稽核委員會設置要點另訂之。 

第三十條 經費稽核委員會之任務如下： 

一 學校教學、研究及推廣計畫財務運用之事後稽核。 

二 校區建築與工程興建計畫、發包及執行等經費運用之事後稽核。 

三 各項經費收支及現金出納處理情形之事後稽核。 

四 校務基金年度決算之稽核。 

五 學校資產增置、擴充及改良等事項之事後稽核。 

六 校務基金經濟有效利用及開源節流措施之事後稽核。 

七 其他經費之事後稽核事項。 

前項稽核事項，以任期內發生與經費運用有關事項為限。但該事項涉及以前任期
者，不在此限。 

第三十一條 經費稽核委員會每學期至少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召開臨時會。 

經費稽核委員會召開會議時，得視稽核事項之需要，邀請管理委員會或校內相
關單位派員列席。 

經費稽核委員會得經委員會之決議，請管理委員會或校內相關單位提供必要之
資料以供查閱。 

經費稽核委員會應於校務會議中提出有關校務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之稽核報
報告。 

第三十二條 第三條第三款至第八款所定各種收入之收支情形，應由相關主管人員、經費執
行人員、使用及保管資產人員，負其執行預算、保管及使用資產之相關責任，
並由會計人員負責帳務處理及彙編財務報表。 

第三十三條 第三條第三款至第八款所定各種收入之收支、保管及運用，應設置專帳處理，
經費收支應有合法憑證，並依規定年限保存；建教合作收支，應依建教合作機
構之規定或契約辦理。 

前項所列各項收入之收支預計表、收支決算表，連同相關書表及全校收支財務
報表，應送教育部備查，並依相關規定上網公告，及接受教育部派員或委請會
計師查核。 

第三十四條 各行政及學術之第一、二級單位，就第三條第三款至第八款該單位歷年之自行
控管財源，得自訂相關管理辦法或專案申請，經管理委員會通過後，執行本辦
法第八條各款之規定事宜。 

第三十五條 各行政單位及院、系所中心等分配運用經費，未用罄之經費得延至次一年度繼
續使用。 

第三十六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報奉教育部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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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八、九條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訂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八條 前條之收支管理規定，應包括

下列事項： 
一  編制內教師本薪(年功薪)、加

給以外之給與及編制外人員之
薪資及其他給與。 

二  編制內行政人員本薪(年功
薪)、加給以外之工作酬勞。 

三  講座經費支應原則。 
四  教師教學及學術研究獎勵支應

原則。   
五  出國旅費支應原則。 
六  公務車輛之增購、汰換及全時

租賃。 
七  新興工程支應原則。 
八  因應自償性支出之舉借及其償

還財源之控管機制。 
九  其他應規範經費之原則。 

編制內行政人員辦理第三條第二款
至第八款之自籌收入業務有績效
者，得由業務主管單位提出申請，
經行政程序簽奉校長核准後支給工
作酬勞，每月支給之工作酬勞，由
人事室、總務處控管，以不超過其
專業加給之 60﹪比率為限。 

第八條 前條第二項之收支管理規
定，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  編制內教師本薪(年功薪)、加
給以外之給與及編制外人員之
薪資及其他給與。 

 
 
二  講座經費支應原則。 
三  教師教學及學術研究獎勵支應

原則。 
四  出國旅費支應原則。 
五  公務車輛之增購、汰換及全時

租賃。 
六  新興工程支應原則。 
七  因應自償性支出之舉借及其償

還財源之控管機制。 
八  其他應規範經費之原則。 

 

1.前條條文修
訂後未再分
項，爰刪除
「第二項」文
字。 

2.另依教育部
95.4.17 日以
台人(三)字第
0950048073 號
函及95.5.2日
以台人(三)字
第 0950062186
號函規定：大
學行政人員
辦理 5 項自
籌收入業務
有績效者，得
於該收入內
支給工作酬
勞，每月支給
之 工 作 酬
勞，以不超過
其專業加給
之 60﹪比率
為限；並請協
調校內單位
負責控管各
項人事費支
出之比率，於
收支管理規
定或相關支
應原則中明
定負責控管
單位及相關
控管方式。爰
增訂第八條
第一項第二
款及第二項
文字，同時亦
修訂第九條
第 三 項 文
字，俾據以辦
理 

第九條 第三條第二款至第八款之自
籌收入，在總額一定比率之
上限範圍內，得對符合下列
條件之編制內教師，給予本
薪(年功薪)、加給以外之給
與： 

一 講座教授。 

二 特聘教授。 

三 非編制之行政或學術兼職。 

四 特殊任務編組之委員會委員。 

五 接受學校委託辦理專題研究

者。 

六 持有技術股票作價之報酬。 

七 其他經管理委員會同意之給

與。 

前項各款中，講座教授及特聘教授
應另訂設置要點，經管理委員會及
校務會議通過後，報奉教育部核備
後實施。其餘各款之給與須經管理
委員會同意。 

第一項各款之給與佔總額收入之比
率上限訂為 50%，由各用人單位依
相關規定控管；但教育部報奉行政
院核定調整時，依其規定。 

第九條 第三條第二款至第八款之自
籌收入，在總額一定比率之
上限範圍內，得對符合下列
條件之編制內教師，給予本
薪(年功薪)、加給以外之給
與： 

一 講座教授。 

二 特聘教授。 

三 非編制之行政或學術兼職。 

四 特殊任務編組之委員會委員。 

五 接受學校委託辦理專題研究

者。 

六 持有技術股票作價之報酬。 

七 其他經管理委員會同意之給

與。 

前項各款中，講座教授及特聘教授
應另訂設置要點，經管理委員會及
校務會議通過後，報奉教育部核備
後實施。其餘各款之給與須經管理
委員會同意。 

第一項各款之給與佔總額收入之比
率上限訂為 50%，但教育部報奉行
政院核定調整時，依其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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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 94學年度第 5次校務會議延會紀錄 

時間：95年 06月 28日（星期三）上午九時 

地點：光復校區第一演講室 

出席：如附件 1(p.262)。 

主席：高校長 強                                     記錄：侯雲卿 

壹、主席報告： 

上次校務會議將光電菁英班退回校務發展委員會再討論，昨日經該會討論

改名為成大菁英班，經投票通過三分之二的門檻。 

貳、討論事項： 

第一案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由：為提升本校校務會議之議事效能及品質，擬修正組織規程第十四條

有關校務會議代表之組成，提請 討論。 

說明： 

一、現有校務會議代表 261人(含重複 13人)，因未控制總人數，造成會

議代表選舉時須變動調整當選人數，人數日益龐大。每次開會勞師

動眾，造成人力成本增加，也帶給教師代表行政壓力，並影響議事

之品質。  

二、依教育部「發展國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中之有關規定，

需對學校之「經營策略及組織運作之調整」做適當之規劃及調整。 

三、本案經提 95年 5月 17日召開之 618主管會報及 6月 7日召開之 94

學年度第 5次校務發展委員會討論後，修正條文如對照表。 

四、在前項修正之原則與總人數控制之條件下，試算。 

擬辦：擬通過後，併本校組織規則修正報部核定。 

決議： 

一、修正校務代表以精簡為原則(不保障各系所均有代表)。 

二、每學院代表至少 4人。 

三、通過第二案以總人數 120人為原則，校長、副校長、教務長、學生事

務長、總務長、研發長及主秘為當然代表。 

四、兼任學術或行政主管之比例應於條文中顯示。 

五、修正通過，如附件 2(p.263)。 

 

第二案  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由：研修本校組織規程中「校長續聘」相關規定條文，請  討論。 

說明： 

一、因應 94年 12月月 28日總統公布大學法第九條第四項「公立大學校

長任期四年，期滿得續聘；其續聘之程序、次數及任期未屆滿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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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職方式，由大學組織規程定之」的規定修訂。  

二、曾於 95 年 1 月 11 日校務會議初步修訂本校組織規程第廿五條，如

議程附件 1 P17，並於 95年 2月 6日報部。 

三、未盡事宜  提請討論再修訂。 

四、校長續聘程序芻議如議程附件 2、3（P18、19）。 

擬辦：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報陳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決議： 

一、本校成立評鑑委員會，評鑑現任校長作為是否續聘之決議後，送交

校務會議確認。 

二、本校校長續聘委員會設置辦法請研發處研議後送校務會議審議。 

二、修正通過，如附件 3(p.265)。 

 

第三案  提案單位：研發處及人事室 

案由：研擬本校「組織規程」修訂案，請  討論。 

說明： 

一、因應大學法提出組織規程條文修正案。 

二、本案業經 95年 5月 17日主管會報討論修正。 

擬辦：本案經校務會議討論通過後，將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決議： 

一、本次僅配合新大學法有修訂部份進行學校組織規程後續修訂。 

二、修訂通過，如附件 4(p.267)。 

 

第四案 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由：修訂「國立成功大學研究發展處設置辦法」（議程附件 13P67），提請  

討論。 

說明：因應大學法修正及本校國際學術處設置之相關配合事宜。 

決議：修訂通過，如附件 5(p.290)。 

 
第五案 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由：關於本校國際學術處設置辦法修正，提請  討論。 

說明：配合新大學法修訂本校國際學術處設置辦法，新舊條文詳如議程附

件 14P69。 

決議：照案通過，如附件 6(p.292)。 

參、臨時動議：無 

肆、散會：12 時 5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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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國立成功大學 94學年度第 5次校務會議延會出(列)席名單 

時間：95年 06月 28日上午 9時 

地點：光復校區第一演講室 

出席：歐善惠 宋瑞珍 蘇炎坤(黃信復代) 柯慧貞(陳省盱代 ) 利德江    

黃肇瑞(楊毓民代 )  楊明宗 張克勤(溫昀哲代) 張高評 余樹楨   

張文昌（劉校生代） 吳文騰(溫清光代) 李清庭 徐明福(吳玉成代)   

吳萬益(潘浙楠代 ) 謝錫堃(王明習代) 謝文真 陳省盱 張丁財     

李丁進(楊明宗代) 徐德修 王永和(李金滿代) 曾永華(葉晨聖代)  

王三慶 ( 郭長生代 )  王偉勇 ( 張高評代 )  廖美玉  陳璧清             

盧慧娟（劉開鈴代）  劉開玲  吳菊霞（陳璧清代）  王文霞      

王健文 陳若淳 傅永貴 田 聰 閔振發 周維揚（鄭弘隆代）   

簡錦樹 張素瓊 (郭長生代 ) 麥愛堂 黃定鼎 楊惠郎 陳宗嶽   

張錦裕  李森墉（陳元方代）  朱銘祥  劉瑞祥  周澤川       

李振誥（林再興代） 林再興  顏富士 郭瑞昭 郭昌恕 吳致平  

游保杉  黃吉川  侯廷偉  何明字  趙儒民  黃正能  王鴻博    

張祖恩（王鴻博代）  溫清光  胡潛濱  苗君易  蕭飛賓       

曾永華（葉晨聖代）  許渭州（劉文超代）  王  醴  林瑞禮      

劉文超 楊家輝 李 強（謝璧妃代） 陳裕民 江哲銘（江逸章代）    

陳彥仲（曾憲嫻代）  李賢得  林清河（李昇暾代）  陳梁軒      

張有恆  陳文字（林珮珺代）  呂錦山  劉宗其  王明隆       

吳鐵肩（吳季靜代）  潘浙楠  陳洵瑛（任卓穎代）  任卓穎      

湯銘哲 賴明德（賴明亮代） 吳華林 劉校生 何漣漪（湯銘哲代）     

林以行 簡伯武 李益謙 吳俊忠 黎煥耀（林以行代） 黃美智   

謝淑珠（吳俊忠代）  黃英修  陳美津  蘇佳廷  張哲豪       

蔡佩倫（張哲豪代） 蘇慧貞（廖寶琦代） 張火炎（王應然代）     

王東堯 (陳玉玲代 ) 徐畢卿 楊友任 賴明亮 楊俊佑 王富美   

廖肇寧 郭麗珍（陳俊仁代） 蔡維音 程炳林  黃永賢（洪甄憶代）     

林麗娟   陳明輝 李金駿 嚴伯良  康碧秋  黃龍福 陳志新    

翁智琦 吳昌振 李偉國 陳時榕 黃裕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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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國立成功大學組織規程」第十四條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訂條文 原條文 說  明 
本大學設校務會議，議決校務重大
事項。 
 
校務會議成員總額以一百二十人
為原則。由校長、副校長、教務長、
學生事務長、總務長、研發長、主
任秘書及其他學術或行政主管若
干人、教師代表若干人、助教代表
一人、研究人員及職員代表二人、
工友代表一人、學生會會長、其他
學生代表若干人組成。學生代表比
例不得少於會議成員總額十分之
一。推選之學術及行政主管不得多
於會議成員總額之百分之三十。 
 
 
 
 
 
 
 
校務會議由校長擔任主席，教師代
表人數不得少於全體會議人員之
二分之一，其中具備教授或副教授
資格者，以不少於教師代表人數之
三分之二為原則。 
 
校長應邀請一級學術及行政主管
或相關人員列席會議。 
 
本規程所稱教師代表指未兼任學
術或行政主管之教師。 
 

各學院應選出學術或行政主管與

教師代表人數，由秘書室依各學院

教師人數佔全校教師總數之比例

分配之(見附表二)，每學院不得少

於四人。各學院應考量院內各學系

均有代表之前提下，自訂各該學院

校務會議代表之推選辦法。 

 

學生代表由學生事務處依大學部

學生及研究生分配名額。 

本大學設校務會議，議決校務重大
事項。 
 
校務會議由校長、副校長、教務
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研發長、
研究總中心主任、主任秘書、各學
院院長、圖書館館長、計算機與網
路中心主任、各學系主任、各研究
所所長、會計主任、人事室主任、
軍訓室主任、體育室主任、通識教
育中心主任、校友聯絡中心主任、
生物科技中心主任、藝術中心主
任、微奈米科技研究中心主任、附
設醫院院長、附設高級工業職業進
修學校校務主任及教師代表、研究
人員代表一人、助教代表一人、職
員代表四人、工友代表一人、學生
會會長、其他學生代表若干人。學
生代表比例不得少於會議成員總
額十分之一。 
 
校務會議由校長擔任主席，教師代
表之人數不得少於全體會議人員
之二分之一，其中具備教授或副教
授資格者，以不少於教師代表人數
之三分之二為原則。 
 
校長得邀請或指定其他單位主管
或相關人員列席會議。 
 
本規程所稱教師代表指未兼任學
術或行政主管之教師。  
 

各單位若選出之教師代表兼任學

術或行政主管時，由秘書室依各學

院分配名額，函請有關學院遞補相

對名額的未兼學術或行政主管之

教師代表。 

 

 

 

學生代表由學務處依大學部學生

及研究生分配名額。 

1.規範校務會議
之出席人數。 

2.在符合大學法
中對校務會議
成員組成之必
要條件下，由秘
書室分配教師
代表名額至各
學院。 

3.各學院之代表
產生辦法自訂。 

4.研究人員代表
與職員代表合
併一類合計由
5人減為 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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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規程附表二 

國立成功大學校務會議代表人數試算表 

代表類別 人數  學院別 
教師聘任
人數 

比例 

分配人數 

主管 
(至多) 

合計 

校長 1 非屬學院 75 0.06  2  6 

副校長 2 文學院 103 0.09  3  8 

一級行政單位主管 5 理學院 129 0.11  4  10 

助教代表 1 工學院 313 0.26  9  25 

研究人員及職員代表 2 電資學院 103 0.09  3  8 

工友代表 1 規劃學院 56 0.05  2  4 

學生會代表 13 管理學院 100 0.08  3  8 

教師代表(含主管) 98 醫學院 261 0.22  8  21 

總人數  123 

社科學院 44 0.04  1  4 

生科學院 24 0.02  1  4 

小計 1208 1.00  36  98 

附註：1.表內人數依 94 學年度教師人數試算，各學院代表分配數以各學年度

之教師人數為準調整之，人數/單位以四捨五入為準。 

2.社科學院及生科學院代表人數試算結果，其主管及合計分別為 1人/3

人、1 人/2 人，但依據組織規程第 14 條第 6 項規定調整總人數為 4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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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新修訂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十五條 

本大學校長之產生、連任及去

職，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新任：組成校長遴選委員會，   

遴選出校長人選，報請教育部

聘任。校長任期並配合學年

（期）制，由八月一日或二月

一日起聘。校長遴選委員會各

類成員之比例與產生方式如

下： 

（一）校務會議推選之學校代表

占全體委員總額五分之

二。 

（二）校務會議推選之校友代表

及社會公正人士占全體委

員總額五分之二。 

（三）其餘委員由教育部遴派之

代表擔任之。 

前項各款代表於推選時，應酌列候

補人員。第一款學校代表應包含教

師代表，其人數不得少於三分之二。 

 

遴選委員會依校長遴選辦法之程序

召開會議進行遴選工作。 

 

二、續聘：校長任期屆滿十個月前

應由教育部進行評鑑，作為決

定是否續聘之參考。並組成校

長續聘評鑑委員會，就校長是

否續聘做成決定,經校務會議

確認後，若校長獲同意續聘，

則報請教育部續聘；若校長未

獲同意續聘，則依校長遴選辦

法規定重新遴選。 

  

 

 

 

第二十五條 

本大學校長之產生、連任及去

職，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新任：組成校長遴選委員會，   

遴選出校長人選，報請教育部

聘任。校長任期並配合學年

（期）制，由八月一日或二月

一日起聘。校長遴選委員會各

類成員之比例與產生方式如

下： 

（一）校務會議推選之學校代表

占全體委員總額五分之

二。 

（二）校務會議推選之校友代表

及社會公正人士占全體委

員總額五分之二。 

（三）其餘委員由教育部推荐之

代表擔任之。 

前項各款代表於推選時，應酌列候

補人員。第一款學校代表應包含教

師代表，其人數不得少於三分之二。 

 

遴選委員會依校長遴選辦法之程序

召開會議進行遴選工作。 

    

二、續聘：校長任期屆滿十個月前

應由教育部進行評鑑，作為決

定是否續聘之參考。並召開校

務會議，就校長是否續聘行使

同意權。校務會議出席人員應

參考所屬單位同仁之意見行使

同意權。校務會議開會時，由

教授（或副教授）代表中，推

選一人主持會議；並推舉三人

組成小組，負責行使同意權之

事務。行使同意權之結果以電

腦配合光學讀卡機進行統計，

結果不得對外公開。該次校務

 

依據 95 年 3 月 16

日台高(二) 字第

0950035914 號 函

修訂「推荐」為「遴

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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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修訂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三、去職：校長因重大失職事由，

經校務會議代表四分之一以上

之連署提出解聘案，經校務會

議代表四分之三以上出席，及

出席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議決通

過，報請教育部解聘。 

本大學校長任期屆滿十個月前決定

不續任或不續聘，或因故出缺後二

個月內，應組成校長遴選委員會，

辦理校長遴選工作。本大學校長遴

選辦法及校長續聘評鑑辦法另訂。 

 

 

校長因故出缺，尚未完成新任校長

遴選時，由副校長代行校長職權。 

會議需有三分之二以上校務會

議代表出席始得開議，若校長

獲得校務會議出席人員二分之

一以上同意，則報請教育部續

聘。若校長未獲二分之一以上

同意，則依校長遴選辦法規定

重新遴選。 

 

 

三、去職：校長因重大失職事由，

經校務會議代表四分之一以上

之連署提出解聘案，經校務會

議代表四分之三以上出席，及

出席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議決通

過，報請教育部解聘。 

本大學校長任期屆滿十個月前決定

不續任或不續聘，或因故出缺後二

個月內，應組成校長遴選委員會，

辦理校長遴選工作。本大學校長遴

選辦法另訂，並報請教育部核定後

實施。 

 

校長因故出缺，尚未完成新任校

長遴選時，由副校長代行校

長職權。 

 

 

 

 

依據 95 年 3 月 16

日台高(二) 字第

0950035914 號 函

刪除「本大學校長

遴選辦法另訂，並

報請教育部核定後

實施」，然本校校長

遴選辦法第一條

「..為延攬優異人

才領導學校，依大

學法第九條及本校

組織規程第廿五條

之規定訂定」，為符

合立法精神，擬維

持「本大學校長遴

選辦法另訂」，並向

教育部申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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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本校組織規程部分條文修訂對照表  

新修訂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 一 條 
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大學)依
大學法第三十六條之規定，訂定本
大學組織規程(以下簡稱本規程)。 
 

第 一 條 
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大學)依
大學法第八條之規定，訂定本大學
組織規程(以下簡稱本規程)。 
 

94年 12月 28日總
統公布大學法第
36條「各大學應依
本法規定，擬訂組
織規程」。 

未修訂 

第 二 條 
本大學以研究學術，培育人才，提
升文化，服務社會，促進國家發展
為宗旨。 

 

未修訂 
第 三 條 
本大學在學術自由之保障下，從事
教學、研究及社會服務。 

 

未修訂 
第 四 條 
本大學置校長一人，綜理校務，對
外代表本大學。 

 

 
未修訂 
 

第 五 條 
本大學得置副校長一至二人，襄助
校長處理校務。 
 

 

第 六 條 
一、文學院 
(五)台灣文學系：學士班、碩士班

(含在職專班)、博士班。 
二、理學院 
 
三、生物科學與科技學院 

（三）生物多樣性研究所：碩士班、
博士班。 

（四）生物訊息傳遞研究所：博士班 
 
 
四、工學院（含工程管理碩士在職

專班） 
(十三)奈米科技暨微系統工程研究

所：碩士班 
 (十五)海洋科技與事務研究所:碩

士班、博士班 
 
 
五、電機資訊學院 
(六)醫學資訊研究所:碩士班 
 
 
六、規劃與設計學院 
(四)創意產業設計研究所:碩士

班、博士班 
 
 

第 六 條 
一、文學院 
(五)台灣文學系：學士班、碩士班、  

博士班。 
二、理學院 
 
三、生物科學與科技學院 
 
 
 
 
 
四、工學院（含工程管理碩士在職

專班） 
(十三)微機電系統工程研究所：碩

士班 
 
 
 
 
五、電機資訊學院 
 
 
 
六、規劃與設計學院 
 
 
 
 

 
 
95 學年度起新增
「台灣文學系碩士
在職專班」 
 
95 學年度起新增
「生物多樣性研究
所」博士班、「生物
訊息傳遞研究所」
博士班 
 
95學年度起「微機
電系統工程研究
所」更名「奈米科
技暨微系統工程研
究所」、 
新增「海洋科技與
事務研究所」 
 
95 學年度起新增
「醫學資訊研究
所」 
 
95學年起新增「創
意產業設計研究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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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修訂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七、管理學院（含高階管理碩士在

職專班、經營管理學程） 
 
（八）財務金融研究所：碩士班（含

在職專班）、博士班。 
（十）國際經營管理研究所：碩士

班（含在職專班） 
（十一）體育健康與休閒研究所：

碩士班 
 
 
 
 
 
 
 
八、醫學院： 
 
九、社會科學院 
（二）經濟學系：學士班、碩士班。 
（三）法律學系：學士班、碩士班、

博士班。 
（六）教育研究所：碩士班、博士
班。 
（七）認知科學研究所：碩士班 
 
 
各學院置院長一人，綜理院務。 
各學系置主任一人，辦理系務。 
各研究所置所長一人，辦理所務。 
如系所合一者，應由一人兼仼。 
各學科置主任一人，辦理科務。                                                                         
各學院置秘書一人。 
各學院、學系、研究所達一定規模，
學務繁重時，得視需要置副院長、
副主任或副所長一至二人。 
各學院、學系、研究所、學科置教
師若干人，並得視需要置職員若干
人。 

 
 
七、管理學院（含高階管理（EMBA）

碩士在職專班、國際管理
（IMBA）碩士在職專班）： 

  
 
（八）財務金融研究所：碩士班、

博士班。 
 
 
 
 
 
 
 
 
 
八、醫學院： 
 
九、社會科學院 
（二）經濟學系：學士班 
（三）法律學系：學士班、碩士班、 
 
（六）教育研究所：碩士班 
 
 
 
 
各學院置院長一人，綜理院務。 
各學系置主任一人，辦理系務。 
各研究所置所長一人，辦理所務。 
如系所合一者，應由一人兼仼。 
各學科置主任一人，辦理科務。                                                                         
各學院置秘書一人。 
各學院、學系、研究所、學科置教
師若干人，並得視需要置職員若干
人。 

 
一 、 刪 除

「（EMBA）」。 
二、95 學年度起

「國際管理
（IMBA）碩士
在職專班」併
入新增之「國
際經營管理研
究所」、新增
「經理管理學
程」「財務金融
研究所碩士在
職專班」、「國
際經營管理研
究所」、「體育
健康與休閒研
究所」 

 
 
95 學年度起新增
「經濟學系碩士
班」、「法律學系博
士班」、教育研究所
博士班「」 
、「認知科學研究所
碩士班」 
 
 
 
配合大學法增訂
「大學得置副主
管」之規定，修訂
本校組織規程。爰
建議本校各學院、
學系、研究所得視
需要置副院長、副
主任或副所長一至
二人。 

第 七 條 
本大學設置下列單位暨人員： 
一、教務處：置教務長一人，掌理

教務事項，得置副教務長一
人，協助綜理教務事項，並置
秘書一人。下設註冊、教學資
訊、學術服務、招生四組，各
組置組長一人。另設體育室，
置主任一人，並置教師及運動
教練若干人，負責體育教學與

第 七 條 
本大學設置下列單位暨人員： 
一、教務處：置教務長一人，掌理

教務事項，並置秘書一人。下
設註冊、教學資訊、學術服務、
招生四組，各組置組長一人。
另設體育室，置主任一人，並
置教師及運動教練若干人，負
責體育教學與體育活動事宜。 

 

 
配合大學法增訂
「大學得置副主
管」之規定，修訂
本校組織規程。爰
建議教務處、學生
事務處、總務處、
圖書館、秘書室等
一級單位各增設副
主管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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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活動事宜。 

 
二、學生事務處：置學生事務長一

人，掌理學生事務事項，得置
副學生事務長一人，協助綜理
學生事務事項，並置秘書一
人。下設生活輔導、課外活動
指導、學生輔導、衛生保健、
僑生及外籍學生輔導、生涯發
展與就業輔導六組，各組置組
長一人。衛生保健組另置醫事
人員若干人。另設軍訓室，置
主任一人及教官若干人，負責
軍訓課程之規劃與教學，並支
援校園暨學生安全之維護、學
生災難救助之處理及生活輔導
相關事宜。 

 
三、總務處：置總務長一人，掌理

總務事項，得置副總務長一
人，協助綜理總務事項，並置
秘書一人。下設文書、事務、
採購、出納、資產管理、營繕
六組，各組置組長一人。另設
駐衛警察隊，依各機關學校團
體駐衛警察設置管理辦法規範
之。 

 
四、圖書館：置館長一人，掌理館

務事項，得置副館長一人，協
助綜理館務事項，並置秘書一
人。下設採編、期刊、典藏、
閱覽、資訊服務、多媒體視聽、
系統管理七組，各組置組長一
人。得另設分館，各分館置主
任一人。 

 
五、秘書室：置主任秘書一人，得

置副主任一人，秘書若干人。襄
助校長及副校長辦理秘書及相
關事務。另設新聞中心， 置主
任一人。 

 
六、人事室：置主任一人，分組依

法律規定辦理人事管理事項，
並置專門委員、組長、專員、
組員、助理員、辦事員、書記
若干人。 

 
七、會計室：置會計主任一人，分

組依法律規定辦理歲計、會計

 
 
二、學生事務處：置學生事務長一

人，掌理學生事務事項，並置
秘書一人。下設生活輔導、課
外活動指導、學生輔導、衛生
保健、僑生及外籍學生輔導、
生涯發展與就業輔導六組，各
組置組長一人。衛生保健組另
置醫事人員若干人。另設軍訓
室，置主任一人，教官及護理
教師若干人，負責軍訓與護理
課程之規劃與教學，並支援校
園暨學生安全之維護、學生災
難救助之處理及生活輔導相關
事宜。 

 
 
三、總務處：置總務長一人，掌理

總務事項，並置秘書一人。下
設文書、事務、採購、出納、
資產管理、營繕六組，各組置
組長一人。另設駐衛警察隊，
依各機關學校團體駐衛警察設
置管理辦法規範之。 

 
 
 
四、圖書館：置館長一人，掌理館

務事項，並置秘書一人。下設
採編、期刊、典藏、閱覽、資
訊服務、多媒體視聽、系統管
理七組，各組置組長一人。得
另設分館，各分館置主任一人。 

 
 
 
五、秘書室：置主任秘書一人，秘

書若干人。襄助校長及副校長
辦理秘書及相關事務。必要時
得分組辦事。並設新聞中心， 
置主任一人。 

 
六、人事室：置主任一人，分組依

法律規定辦理人事管理事項，
並置專門委員、組長、專員、
組員、辦事員、書記若干人。 

 
 
七、會計室：置會計主任一人，分

組依法律規定辦理歲計、會計

 
 
 
 
 
 
 
 
 
 
刪除「護理教師」。 
 
 
 
 
 
 
 
 
 
 
 
 
 
 
 
 
 
 
 
 
 
 
 
 
 
 
 
 
 
 
 
 
 
增加「助理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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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兼辦統計事項，並置專門委
員、組長、專員、組員、辦事
員及書記若干人。 

 
上列各處、館、室得視需要置職員
若干人。 

並兼辦統計事項，並置專門委
員、組長、專員、組員、辦事
員及書記若干人。 

 
上列各處、館、室得視需要置職員
若干人。 

第八條 
本大學因教學、研究、推廣之需，
設下列單位暨人員： 
一、研究發展處：置研發長一人，

掌理學術研究與發展事項，得
置副研發長一人，協助綜理學
術研究與發展事項，並置秘書
一人。下設企劃、建教合作二
組，各組置組長一人，研究人
員若干人。 

 
二、研究總中心：置中心主任一人，

掌理本大學各研究中心業務之
規劃、推動與整合，得置副中
心主任一人，協助綜理本大學
各研究中心業務之規劃、推動
與整合；並得置秘書一人。下
設行政、企劃、業務三組，各
組置組長一人，研究人員若干
人。 

 
三、計算機與網路中心：置中心主

任一人，掌理計算機與網路支
援教學、研究及行政資訊處理
事項，得置副中心主任一人，
協助綜理計算機與網路支援教
學、研究及行政資訊處理事
項，並得置秘書一人。下設網
路作業、校務資訊、教學研究、
行政諮詢四組，各組置組長一
人。 

 
四、校友聯絡中心：置中心主任一

人，掌理校友聯絡、凝聚校友
力量協助校務發展等相關事
項，得置副中心主任一人，協
助綜理校友聯絡、凝聚校友力
量協助校務發展等相關事項，
另得置秘書一人。 

 
五、生物科技中心：置中心主任一

人，掌理生物科技中心相關業
務，得置副中心主任一人，協
助綜理生物科技中心相關業
務。下設教學、研究、企劃三

第 八 條 
本大學因教學、研究、推廣之需，
設下列單位暨人員： 
一、研究發展處：置研發長一人，

掌理學術研究與發展事項，並
得置秘書一人。下設企劃、建
教合作、學術合作三組，各組
置組長一人，研究人員若干人。 

 
 
 
二、研究總中心：置主任一人，掌

理本大學各研究中心業務之規
劃、推動與整合；並得置秘書
一人。下設行政、企劃、業務
三組，各組置組長一人，研究
人員若干人。 

 
 
 
 
三、計算機與網路中心：置主任一

人，掌理計算機與網路支援教
學、研究及行政資訊處理事
項，並得置秘書一人。下設網
路作業、校務資訊、教學研究、
行政諮詢四組，各組置組長一
人 

 
 
 
 
四、校友聯絡中心：置主任一人，

掌理校友聯絡、凝聚校友力量
協助校務發展等相關事項，並
得置秘書一人。 

 
 
 
 
五、生物科技中心：置主任一人，

掌理生物科技中心相關業務。
下設教學、研究、企劃三組，
各組置組長一人。 

 

 
配合大學法增訂
「大學得置副主
管」之規定，修訂
本校組織規程。爰
建議研究發展處、
研究總中心、計算
機與網路中心、校
友聯絡中心、生物
科技中心、藝術中
心、微奈米科技研
究中心、通識教育
中心、國際學術處
等一級單位得各增
設副主管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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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各組置組長一人。 

 
六、藝術中心：置中心主任一人，

掌理藝術中心相關業務，得置
副中心主任一人，協助綜理藝
術中心相關業務。下設展示、
演藝、教育三組，各組置組長
一人。 

 
七、微奈米科技研究中心：置中心

主任一人，掌理各院系所與微
系統及奈米技術相相關教學與
研究工作，得置副中心主任一
人，協助綜理各院系所與微系
統及奈米技術相相關教學與研
究工作。下設行政業務、共同
實驗室、研究教育、技術推廣
四組，各組置組長一人。 

 
八、通識教育中心：置中心主任一

人，掌理本校通識教育有關事
務，得置副中心主任一人，協
助綜理本校通識教育有關事
務，另得置秘書一人。下設行
政、教學、企劃三組，各組置
組長一人。 

 
九、國際學術處:置處長一人，掌理

國際學術合作及國際教育相關
事務，得置副處長一人，協助
綜理本校國際學術合作及國際
教育相關事務，另得置秘書一
人。下設國際合作、國際學生
事務二組，各置組長一人。 

 
本條文所列單位得視業務需要置職
員及稀少性科技人員等若干人。九
十年八月二日以後不得進用資訊科
技人員，前已進用之資訊科技人
員，得繼續留任至其離職為止，其
升等並依原規定辦理。 
各該單位設置辦法，經校務會議通
過後實施。 

 
 
六、藝術中心：置主任一人，掌理

藝術中心相關業務。下設展
示、演藝、教育三組，各組置
組長一人。 

 
 
 
七、微奈米科技研究中心：置主任

一人，掌理各院系所與微系統
及奈米技術相相關教學與研究
工作。下設行政業務、共同實
驗室、研究教育、技術推廣四
組，各組置組長一人。 

 
 
 
 
八、通識教育中心：置主任一人，

掌理本校通識教育有關事務，
並得置秘書一人。下設行政、
教學、企劃三組，各組置組長
一人。 

 
 
 
 
 
 
 
 
 
 
 
本條文所列單位得視業務需要置職 
員及稀少性科技人員等若干人。九
十年八月二日以後不得進用資訊科
技人員，前已進用之資訊科技人
員，得繼續留任至其離職為止，其
升等並依原規定辦理。 
各該單位之設置辦法，經校務會議
通過後，報請教育部核定。 

 
 
 
 
 
 
 
 
 
 
 
 
 
 
 
 
 
 
 
 
 
 
 
 
 
 
 
新增「國際學術處」 
 
 
 
 
 
 
 
 
 
 
 
 
 
刪除「報請教育部
核定」 

第 九 條 
本組織規程所指職員包括專門委
員、編纂、秘書、技正、編審、專
員、輔導員、社會工作員、幹事、
組員、技士、獸醫師、技佐、助理
員、佐理員、辦事員、管理員、事
務員及書記等人員。 
 

第 九 條 
本組織規程所指職員包括專門委
員、編纂、秘書、技正、編審、專
員、輔導員、社會工作員、幹事、
組員、技士、技佐、助理員、佐理
員、辦事員、管理員、事務員及書
記等人員。 
 

 
依據考試院 94 年
12 月 21 日考授銓
法 三 字 第
0942576123 號 函
修正：因「獸醫師」
非屬醫事職稱，移
至第 1 項「技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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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置醫師、護理師、營養師、藥
師、臨床心理師、諮商心理師、護
士等人員。 
醫師，必要時得遴用公私立醫療機
構醫師兼任。 

本校置醫師、護理師、護士、營養
師、藥師、獸醫師、臨床心理師、
諮商心理師等人員。 
醫師，必要時得遴用公私立醫療機
構醫師兼任。 

之後；另「護士」
依級別順序移至
「諮商心理師」之
後。 

第十條 
教務處、研究發展處、研究總中心
及各學院因教學、研究、推廣之需，
設下列附屬單位： 
一、教務處：  

（一）進修推廣教育中心：置
主任一人，負責學校各
項進修、推廣教育之教
學、規劃、學籍及計劃
審核。 

（二）師資培育中心：置主任
一人，負責中等學校師
培之招生與課程規劃、
實習、就業及地方教育
之輔導業務。 

 
第二、三、四項未修訂 
 
 
 
 
 
 
 
 
 
 
 
五、工學院： 

（一）機械實習工廠：置主任一
人，負責提供實作訓練及
技術諮詢事項。 

（二）化工實習工廠：置主任一
人，負責提供實作訓練及
技術諮詢事項。 

 
第六項未修訂 
 
 
 
七、醫學院：  

（一）視聽媒體製作中心：置
主任一人，負責督導中
心之各項業務事項。 

（二）動物中心，置主任一
人，負責中心之管理及

第十一條 
教務處、研究發展處、研究總中心

及各學院因教學、研究、推廣
之需，設下列附屬單位： 

一、教務處：設進修推廣教育中心，   
置主任一人，負責學校各項進
修、推廣教育之教學、規劃、
學籍及計劃審核。師資培育中
心，置主任一人，負責中等學
校師培之招生與課程規劃、實
習、就業及地方教育之輔導業
務。 

 
 
 
 
二、研究發展處：設儀器設備中心，

置主任一人，負責學校共用貴
重儀器設備之管理、運作、支
援研究、技術諮詢、訓練與維
修事項 。 

三、研究總中心：設航空太空科技
研究中心，置主任一人，負責
綜理與規劃航太科技研發與產
學合作事項。 

四、文學院：設語言中心，置主任
一人，負責中心政策釐訂事項。 

 
五、工學院：設機械、化工實習工

廠，各工廠置主任一人，負責
提供實作訓練及技術諮詢事
項。 

 
 
 
 
六、電機資訊學院：設電機實習工

廠，置主任一人，負責提供實
作訓練及技術諮詢事項。 

 
七、醫學院：設視聽媒體製作中心，

置主任一人，負責督導中心之
各項業務事項。動物中心，置
主任一人，負責中心之管理及
營運事項。另設附設醫院。 

 

條次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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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事項。 

（三）附設醫院。 
 
本條文所列單位得視業務需要置職
員及稀少性科技人員等若干人。 
本條文所列醫學院之附設醫院組織
規程，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報請教
育部核定。 

 
 
 
本條文所列單位得視業務需要置職
員及稀少性科技人員等若干人。 
本條文所列醫學院之附設醫院組織
規程，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報請教
育部核定。 

第十一條 
本大學教職員員額編制表另定，並
報教育部核定後實施，職員員額編
制表應函送考試院核備。 
本大學非主管職務之職員，得以契
約進用，其權利義務於契約明定。 

第 十 條 
本大學教職員員額編制表另定，並
報教育部核定後實施，職員員額編
制表應函送考試院核備。 

配合大學法增訂大
學得「以契約進用
職員」規定，修訂
本校組織規程。另
條次移作「第十一
條」 

 
未修訂 

第十二條 
本大學為辦理補習及進修教育，設
置附設高級工業職業進修學校，其
組織規程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報請
教育部核定。 

 

 
未修訂 

第十三條 
本大學經校務會議通過，報請教育
部核准後得增設、變更或停辦學
院、學系、學科、研究所、研究中
心及其他單位，並同時修改本規程
有關條文，不受第五十條之限制。 
本大學之行政及學術組織架構見附
表一「國立成功大學組織系統表」。 

 

第十四條 
本大學設校務會議，議決校務重大
事項。 
校務會議成員總額以一百二十人為
原則。由校長、副校長、教務長、
學生事務長、總務長、研發長、主
任秘書及其他學術或行政主管若干
人、教師代表若干人、助教代表一
人、研究人員及職員代表二人、工
友代表一人、學生會會長、其他學
生代表若干人組成。學生代表比例
不得少於會議成員總額十分之一。
推選之學術及行政主管不得多於會
議成員總額之百分之三十。 
 
 
 
 
 
 
校務會議由校長擔任主席，教師代
表人數不得少於全體會議人員之二
分之一，其中具備教授或副教授資
格者，以不少於教師代表人數之三

第十四條 
本大學設校務會議，議決校務重大
事項。 
校務會議由校長、副校長、教務長、
學生事務長、總務長、研發長、研
究總中心主任、主任秘書、各學院
院長、圖書館館長、計算機與網路
中心主任、各學系主任、各研究所
所長、會計主任、人事室主任、軍
訓室主任、體育室主任、通識教育
中心主任、校友聯絡中心主任、生
物科技中心主任、藝術中心主任、
微奈米科技研究中心主任、附設醫
院院長、附設高級工業職業進修學
校校務主任及教師代表、研究人員
代表一人、助教代表一人、職員代
表四人、工友代表一人、學生會會
長、其他學生代表若干人。學生代
表比例不得少於會議成員總額十分
之一。 
校務會議由校長擔任主席，教師代
表之人數不得少於全體會議人員之
二分之一，其中具備教授或副教授
資格者，以不少於教師代表人數之

一、規範校務會議
之出席人數。 

二、在符合大學法
中對校務會議
成員組成之必
要條件下，由
秘書室分配教
師代表名額至
各學院。 

三、各學院之代表
產生辦法自
訂。 

四、研究人員代表
與職員代表合
併 一類合計
由 5 人減為 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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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之二為原則。 
校長應邀請一級學術及行政主管或
相關人員列席會議。 
本規程所稱教師代表指未兼任學術
或行政主管之教師。 
各學院應選出學術或行政主管與教
師代表人數，由秘書室依各學院教
師人數佔全校教師總數之比例分配
之(見附表二)，每學院不得少於四
人。各學院應考量院內各學系均有
代表之前提下，自訂各該學院校務
會議代表之推選辦法。 
 
學生代表由學生事務處依大學部學
生及研究生分配名額。 

三分之二為原則。 
校長得邀請或指定其他單位主管或
相關人員列席會議。 
本規程所稱教師代表指未兼任學術
或行政主管之教師。  
各單位若選出之教師代表兼任學術
或行政主管時，由秘書室依各學院
分配名額，函請有關學院遞補相對
名額的未兼學術或行政主管之教師
代表。 
 
 
 
學生代表由學務處依大學部學生及 
研究生分配名額。 

 
 
 
 
 
 
 
 
未修訂 

第十五條 
校務會議之教師代表，由秘書室依
據各學院教師人數，按比例分配各
學院名額，再由各該學院依據各
系、所教師人數按比例分配，由各
該系、所全體教師選舉產生，選舉
辦法由各系、所自行訂定。不屬於
學院之教師代表按前項比例分配名
額，由該單位全體教師選舉產生，
選舉方式由各該單位自行訂定。校
務會議之教師代表任期一年，連選
得連任。校務會議之研究人員、助
教、職員及工友代表，由各該團體
分別經選舉產生，任期一年，連選
得連任。 

 

 
 
 
未修訂 

第十六條 
校務會議由校長召開，每學期至少
召開一次；經校務會議應出席人員
五分之一以上請求召開臨時校務會
議時，校長應於十五日內召開之。             
校務會議議事規則由校務會議訂定
之。 

 
 
 
 
 
 

未修訂 
 

第十七條 
校務會議審議下列事項：  
一、校務發展計畫及預算。 
二、本大學組織規程、各單位設置

辦法及各種重要章則。 
三、學院、學系、研究所、及其他

單位之設立、變更與停辦。 
四、教務、學生事務、總務、研究

發展及其他校內重要事項。 
五、有關教學評鑑辦法之研議。 
六、校務會議所設委員會或專案小

組決議事項。 
七、會議提案及校長提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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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條 
本大學設行政會議，由校長、副校
長、各一級行政單位主管、院系（所）
級學術單位主管、附設單位主管、
軍訓室主任、體育室主任組成。校
長為主席，討論有關重要行政事
項。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  
 
 

第十八條 
本大學設行政會議，由校長、副校
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
研發長、研究總中心主任、主任秘
書、各學院院長、圖書館館長、計
算機與網路中心主任、各學系主
任、各研究所所長、人事室主任、
會計主任、軍訓室主任、體育室主
任、通識教育中心主任、校友聯絡
中心主任、生物科技中心主任、藝
術中心主任、微奈米科技研究中心
主任、附設醫院院長、附設高級工
業職業學校校務主任組成。校長為
主席，討論有關重要行政事項。每
學期至少召開一次。 

 
出席人員改採概括
式之規定，以避免
必須經常修法。 
 
 

第十九條 
本大學設教務會議，由教務長、學
生事務長、研發長、國際學術處處
長、研究總中心主任、圖書館館長、
計算機與網路中心主任、通識教育
中心主任、院系（所）級學術單位
主管、軍訓室主任、體育室主任、
大學部學生代表三人、研究生代表
二人組成。教務長為主席，討論有
關教務重要事項。每學期至少召開
一次。 

第十九條 
本大學設教務會議，由教務長、學
生事務長、研發長、研究總中心主
任、各學院院長、圖書館館長、計
算機與網路中心主任、各學系主
任、各研究所所長、軍訓室主任、
體育室主任、通識教育中心主任、
大學部學生代表三人、研究生代表
二人組成。教務長為主席，討論有
關教務重要事項。每學期至少召開
一次。 

一、增列一級行政
單位「國際學術
處處長」。 

二、成員排次由一
級行政單位主
管、學術單位主
管、二級行政單
位主管及其他
相關成員。 

第二十條 
本大學設學生事務會議，由學生事
務長、教務長、總務長、圖書館館
長、國際學術處處長、通識教育中
心主任、院系（所）級學術單位主
管、軍訓室主任、體育室主任、進
修推廣教育中心主任、各學院導師
代表各一人及大學部學生代表三
人、研究生代表二人組成。學生事
務長為主席，討論有關學生事務重
要事項。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 

第二十條 
本大學設學生事務會議，由學生事
務長、教務長、總務長、各學院院
長、圖書館館長、各學系主任、各
研究所所長、軍訓室主任、體育室
主任、各學院導師代表各一人及大
學部學生代表三人、研究生代表二
人組成。學生事務長為主席，討論
有關學生事務重要事項。每學期至
少召開一次。 

 
一、增列一級行政
單位「國際學術
處處長」、「通識
教 育 中 心 主
任」。增列二級
行政單位「進修
推廣教育中心
主任」。 

二、成員排次由一
級行政單位主
管、學術單位主
管、二級行政單
位主管及其他
相關成員。 

第二十一條 
本大學設總務會議，由總務長、研
發長、國際學術處處長、研究總中
心主任、各學院長、圖書館館長、
計算機與網路中心主任、會計主
任、通識教育中心主任、院系（所）
級學術單位主管、體育室主任、行
政人員代表、技術人員代表、工友

第二十一條 
本大學設總務會議，由總務長、研
發長、主任秘書、研究總中心主任、
各學院院長、圖書館館長、計算機
與網路中心主任、各學系主任、各
研究所所長、會計主任、軍訓室主
任、體育室主任、通識教育中心主
任、行政人員代表、技術人員代表、

 
一、增列一級行政

單位「國際學
術處處長」，刪
除「主任秘
書」。 

二、成員排次由一
級行政單位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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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各一人及大學部學生代表三
人、研究生代表二人組成。總務長
為主席，討論有關總務重要事項。
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總務會議之
行政人員、技術人員及工友代表，
由各該團體分別經選舉產生，任期
一年，連選得連任。        

工友代表各一人及大學部學生代表
三人、研究生代表二人組成。總務
長為主席，討論有關總務重要事
項。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總務會
議之行政人員、技術人員及工友代
表，由各該團體分別經選舉產生，
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 

管、學術單位主
管、二級行政單
位主管及其他
相關成員。 

第二十二條 
本大學設研究發展會議，由研發
長、教務長、總務長、國際學術處
處長、研究總中心主任、圖書館館
長、計算機與網路中心主任、院系
（所）級學術單位主管、各學院教
授 (含副教授) 代表各二人及研究
生代表二人組成。研發長為主席，
討論有關學術研究及發展重要事
項。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 

第二十二條 
本大學設研究發展會議，由研發
長、教務長、總務長、研究總中心
主任、各學院院長、圖書館館長、
計算機與網路中心主任、各學系主
任、各研究所所長、各學院教授 (含
副教授) 代表各二人及研究生代表
二人組成。研發長為主席，討論有
關學術研究及發展重要事項。每學
期至少召開一次。 

一、增列一級行政
單位「國際學
術處處長」。 

二、成員排次由一
級行政單位主
管、學術單位主
管、二級行政單
位主管及其他
相關成員。 

 
 
 
 
 
未修訂 

第二十三條 
大學各學院設院務會議，為院務最 
高決策會議，由院長(醫學院包括附
設醫院院長及副院長)、各學系主
任、各研究所所長及各該學院教師
代表組成，其中教師代表人數不得
少於全體會議人員之三分之二。院
長為主席，議決各該學院發展計
畫、教學、研究及其他有關院務事
項。各院務教師代表之選舉產生辦
法由各該學院自行訂定。 
各學系、研究所設系、所務會議，
為系、所務最高決策會議，由各該
系、所教師組成。系主任、所長分
別為主席，議決各該系、所教學、
研究及其他有關系、所務事項。 
相關系、所得合併舉行會議，議決
共同教學、研究及其他有關事項。 
各院、系、所務會議得有行政人員、
技術人員、助教及學生代表參加，
其參與院、系、所務會議之方式由
各院、系、所另定之。 各院、系、
所務會議規則由各院、系、所另訂
之。 

 

第二十四條 

本大學設下列與教學、研究及服務
有關之委員會： 
一、校務發展委員會：規劃校務之

發展及重大校務事項之研擬。 
校長(召集人)、副校長、教務
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研
發長、國際學術處處長、研究
總中心主任、各學院院長及附
設醫院院長為當然委員，由校

第二十四條 
本大學設下列與教學、研究及服務
有關之委員會： 
一、校務發展委員會：規劃校務之

發展及重大校務事項之研擬。 
校長(召集人)、副校長、教務
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研
發長、研究總中心主任、各學
院院長及附設醫院院長為當然
委員，由校務會議應出席人員

 
 
 
 
增列「國際學術處
處長」為當然委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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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會議應出席人員就各單位所
推選之候選人推選教師代表
（非兼任行政職務者）若干人
為委員，其中各學院保障名額
各一人。教師代表人數為全體
委員之二分之一，任期二年，
每年改選二分之一，連選得連
任。大學部學生及研究生列席
代表各一人。 

 
第二項未修訂 
 
 
 
 
 
 
 
 
 
 
 
 
三、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為有效

管理及運用校務基金。 
校長任召集人，另由校長遴選
六至十四位委員提經校務會議
同意後聘任之，任期兩年，連
選經校務會議同意得連任，委
員中不兼行政職務之教師代表
不得少於三分之一，必要時得
聘請校外專業人士參與。 

 
第四項至十項未修訂 
 
 
 
 
 
 
 
 
 
 
 
 
 
 
 
 
 

就各單位所推選之候選人推選
教師代表（非兼任行政職務者）
若干人為委員，其中各學院保
障名額各一人。教師代表人數
不得少於全體委員之二分之
一，任期二年，每年改選二分
之一，連選得連任。大學部學
生及研究生列席代表各一人。 

 
 
二、經費稽核委員會：為有效監督

校務基金之收支、保管及運用。 
由校務會議教授代表中推選十
一名委員，任期一年，連選得
連任。其委員推選辦法另訂
之，但本委員會之委員不得與
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之成員重
疊。掌理本校總務及會計相關
人員不得擔任本委會之委員。
本委員會設召集人一人，由委
員互選產生。 
 
 

三、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為有效
管理及運用校務基金。 
校長任召集人，另由校長遴選
十一至十四位委員提經校務會
議同意後聘任之，任期兩年，
連選經校務會議同意得連任，
委員中不兼行政職務之教師代
表不得少於三分之一，必要時
得聘請校外專業人士參與。 

 
四、通識教育委員會：研議通識教

育政策及課程之規劃事項。 
通識教育中心主任（召集
人）、各學院院長及教務長為
當然委員，另由校長聘請教授
若干人為委員，任期一年，得
連任之。 
 

五、推廣教育委員會：研議推廣教
育之發展及規劃事項。 
教務長（召集人）、研發長、
各學院院長、附設醫院院長為
當然委員，另由校長聘請教授
若干人為委員，任期一年，得
連任之。 
          

六、出版委員會：研議有關出版刊
物之編審、叢書規劃及著書獎

 
 
 
 
 
 
 
 
 
 
 
 
 
 
 
 
 
 
 
 
 
 
 
 
依教育部訂頒之
「國立大學校院校
務基金設置條例」
第 2條規定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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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修訂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十一、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研議、

協商及建議本校場所安全衛
生有關事務。 
總務長 (召集人) 、教務
長、理、生科、工、電資、
醫學院院長、研究總中心主
任、法律系主任為當然委
員，及由理、生科、工、電

勵等事項。 
由校長就教授或副教授聘請
召集人及委員若干人組成，任
期二年，得連任之，教務處學
術服務 
組組長為執行秘書。 
 

七、圖書委員會：研議有關圖書館
政策及發展事項。 
圖書館館長 (召集人) 為當
然委員，及由校長聘請教師若
干人組成，任期二年，得連任
之。 
 

八、計算機與網路委員會：研議有
關計算機與網路中心政策及發
展事項。 
計算機與網路中心主任 (召
集人) 為當然委員，及由校長
聘請教師若干人組成，任期一
年，得連任之。 

 
九、校園規劃及運用委員會：研議

校舍建築之配置、校園發展、
環境及景觀之規劃等事項。 
總務長 (召集人) 、研發長、
各學院院長、附設醫院院長為
當然委員，及由校長聘請有關
專長之教師、職員及學生若干
人組成，任期一年，得連任
之。 
 

十、宿舍配借及管理委員會：研議
有關教職員宿舍之配借及管理
事項。 
總務長 (召集人) 、主任秘
書、人事室主任為當然委員，
由校務會議就各單位所推選
之候選人推選各學院教師代
表各二人、不屬學院之教師代
表一人、及職員代表二人組
成，任期一年，得連任之。 
 

十一、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研議、
協商及建議本校場所安全衛
生有關事務。 
總務長 (召集人) 、教務
長、理、工、醫學院院長、
研究總中心主任、法研所所
長為當然委員，及由理、工、
醫學院、研究總中心各推荐

 
 
 
 
 
 
 
 
 
 
 
 
 
 
 
 
 
 
 
 
 
 
 
 
 
 
 
 
 
 
 
 
 
 
 
 
 
 
 
 
 
 
 
 
 
一、增列生物科學

與科技學院、
電資學院院
長。 

二、「法研所所長」
改為「法律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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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修訂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資、醫學院、研究總中心各
推荐代表二人組成，任期二
年，得連任之。 

 
未修訂 
 
 
 
 
 
 
未修訂 
 
 
 
 
 
 
 
 
 
 
未修訂 
 
 
 
 
 
十五、校友傑出成就獎委員會：甄

選校友傑出成就獎人選事
宜。 
教務長 (召集人) 為當然
委員，及由校長聘請校內外
委員若干人組成，任期一
年，得連任之。 

 
未修訂 
 
 
 
 
 
 
 
 
 
十七、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評議

本校教師對本校有關其個人
措施，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
害其權益所提出之申訴案
件。 

代表二人組成，任期二年，
得連任之。  

 
 
十二、污染防治委員會：研議有關

廢棄物處理規劃及防治事
項。 
由校長就相關系所教師聘請
召集人及委員若干人組成，
任期二年，得連任之。  
 

十三、名譽博士學位審查委員會：
甄選對學術、文化或專業上
有特殊成就或貢獻者， 授與
名譽博士學位事宜。 
校長(召集人)、副校長、教
務長、及有關學院院長、學
系主任、研究所所長、 教授
代表五至七人，校長得聘請
校外知名人士一至二人組
成。 
 

十四、學術榮譽推薦委員會：搜集
各項榮譽資料並推薦本校師
生申請各項榮譽獎項事宜。 
教務長(召集人)為當然委
員，及由校長聘請委員若干
人組成。   

十五、校友傑出成就獎委員會：甄
選校友傑出成就獎人選事
宜。 
教務長 (召集人) 為當然委
員，及經行政會議同意之校
內外委員若干人組成，任期
一年，得連任之。 
 

十六、職員甄審委員會：審議職員
之甄選及升遷等事宜。 
置委員五人至廿一人，由校
長就教職員中指定之 ，並指
定一人為主席，人事室主任
為當然委員。但委員每滿三
人應有一人由職員票選產生
之。委員任期一年，期滿得
連任。 
 

十七、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評議
本校教師對本校有關其個人
措施，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
害其權益所提出之申訴案
件。 

主任」 
 
 
 
 
 
 
 
 
 
 
 
 
 
 
 
 
 
 
 
 
 
 
 
 
 
 
 
 
 
 
 
 
 
 
 
 
 
 
修訂為「由校長聘

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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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代表十人、學校行政人
員一人、教育學者一人、法
律專業人員一人、本校教師
會代表一人、社會公正人士
一人共十五人組成，其中未
兼行政職務之教師不得少於
總額三分之二，且任一性別
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
以上。互選一人為主席。委
員任期二年，得連任之。本
委員會設置要點另訂之。 
 
 

未修訂 
 
 
 
 
 
 
 
 
 
 
 
 
未修訂 
 
 
 
 
 
 
 
 
 
 
未修訂 
 
 
 
 
 
 
 
 
 
 
 
 
 

教授代表十人、學校行政人
員一人、教育學者一人、法
律專業人員一人、本校教師
會代表一人、社會公正人士
一人共十五人組成，其中未
兼行政職務之教師不得少於
總額三分之二，且任一性別
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
以上。互選一人為主席。委
員任期二年，得連任之。本
委員會設置要點另訂，並報
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十八、職工申訴評議委員會：評議

本校職員及工友對本校有關
其個人措施，認為違法或不當
致損害其權益所提出之申訴
案件。行政人員及技術人員代
表各三人、駐警代表一人、工
友代表一人、教師代表三人、
法律專業人員一人、校友代表
一人共十三人組成，且任一性
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
一以上，互選一人為召集人。
委員任期二年，得連任之。 

 
十九、學生獎懲委員會：討論及決

議有關學生獎懲重大事項。 
校長（會議主席）、學生事務
長及教務長為當然委員，並
由校長聘請教師若干人、專
業委員兩名、大學部學生代
表三人及研究生代表一人
（由各學院院長輪流推薦）
組成，任期一年，得連任之。 

 
二十、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受理

學生對於學校有關受教權益
所為之處分認為有違法或不
當，致損及其個人之權益，
經行政程序處理仍不服者之
申訴與評議。 
學生事務長為臨時召集人。
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置委員
廿七至三十人，均為無給
職；各學院推薦教師各二
人、非屬學院教師推薦一人
（請教務處推薦）、學校教師
會代表一人。（其中未兼任行
政職務之教師代表不得少於
總額二分之一；已擔任學生

 
 
 
 
 
 
 
 
 
 
 
 
 
依部函勿需報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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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修訂 
 

 
 
 
 
 
 
 
 
 

未修訂 
 
 
 
 
 
 
 
 
 
 
未修訂 
 
 
 
 
 
 
 
 
 
 
未修訂 
 
 

獎懲委員會委員者不得擔任
之，且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
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大學
部各學院學生代表各一人，
由學生會推薦；研究生代表
一人，由各學院院長輪流推
薦。（以上委員請校長聘任）
互選一人為主席。委員任期
一年，得連任之。另由學校
聘請醫師、法學、社會學、
心理學之專業人士擔任諮詢
顧問。本委員會之設置辦法
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廿一、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推動

性別平等教育、營造無性別
歧視教育環境及建立安定和
諧校園。 
校長（召集人）、主任秘書、
學務長、人事主任、教師代
表九人、職工代表兩人、學
生代表三人及學生家長一名
共十九人組成。委員任期一
年，得連任；女性委員不得
少於二分之一。 

 
廿二、交通安全教育委員會：策訂

年度交通安全教育計畫與年
度工作項目。 
副校長（兼召集人）、學務
長、總務長、軍訓室主任、
各學院分別推薦教師一名、
學生會推薦學生兩名、交管
系推薦兩名專業教師及校外
委員兩名組成。任期一年，
得連任之。 

 
廿三、校園交通管理委員會：本校

機動車輛管制辦法及車輛管
理問題之審議。 
總務長（召集人）、學務長、
附設醫院總務室主任為當然
委員，另由各學院分別推薦
代表一人、職工代表一人、
學生會代表二人、交管系、
建築系、都計系推薦專業教
師三人組成。任期一年，得
連任之。 

 
廿四、工友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

會：審議查核與監督工友退

 
 
 
 
 
 
 
 
 
 
 
 
 
 
 
 
 
 
 
 
 
 
 
 
 
 
 
 
 
 
 
 
 
 
 
 
 
 
 
 
 
 
 
 
 
 
 
 
 
 
 

94-5 延會校務會議(95.06.28)紀錄-22-



 282 

新修訂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本大學因實際需要，經校務會議或
行政會議通過，得增設、變更、或
撤消各種委員會，並同時修改本規
程有關條文，不受第五十條之限制。 
本大學所設各委員會之系統架構見 
本規程附表三「國立成功大學委員 
會組織系統表」。 

休準備停提撥、提撥數額、
存儲及支用、給付數額等事
項。總務長（主任委員）、主
任秘書、會計主任、工友代
表六人（互推一人為副主任
委員），共九人組成之。工友
代表任期三年，連選得連
任，連任人數不得超過二分
之一。 

 
本條文所列委員會之設置辦法另訂
之。 
本大學因實際需要，經校務會議通
過，得增設、變更、或撤消各種委
員會，並同時修改本規程有關條
文，不受第五十條之限制。 
本大學所設各委員會之系統架構見
本規程附表二「國立成功大學委員
會組織系統表」。 

 
 
 
 
 
 
 
 
 
 
 
 
 
 
 
 
 
 

第二十五條 
本大學校長之產生、連任及去職，
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新任：組成校長遴選委員會，   

遴選出校長人選，報請教育部
聘任。校長任期並配合學年
（期）制，由八月一日或二月
一日起聘。校長遴選委員會各
類成員之比例與產生方式如
下： 

（一）校務會議推選之學校代表
占全體委員總額五分之
二。 

（二）校務會議推選之校友代表
及社會公正人士占全體委
員總額五分之二。 

（三）其餘委員由教育部遴派之
代表擔任之。 

前項各款代表於推選時，應酌列候
補人員。第一款學校代表應包含教
師代表，其人數不得少於三分之二。 
 
遴選委員會依校長遴選辦法之程序
召開會議進行遴選工作。 
 
二、續聘：校長任期屆滿十個月前

應由教育部進行評鑑，作為決
定是否續聘之參考。並組成校
長續聘評鑑委員會，就校長是
否續聘做成決定,經校務會議
確認後，若校長獲同意續聘，
則報請教育部續聘；若校長未

第二十五條 
本大學校長之產生、連任及去職，
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新任：組成校長遴選委員會，   

遴選出校長人選，報請教育部
聘任。校長任期並配合學年
（期）制，由八月一日或二月
一日起聘。校長遴選委員會各
類成員之比例與產生方式如
下： 

（一）校務會議推選之學校代表
占全體委員總額五分之
二。 

（二）校務會議推選之校友代表
及社會公正人士占全體委
員總額五分之二。 

（三）其餘委員由教育部推荐之
代表擔任之。 

前項各款代表於推選時，應酌列候
補人員。第一款學校代表應包含教
師代表，其人數不得少於三分之二。 
 
遴選委員會依校長遴選辦法之程序
召開會議進行遴選工作。 
    
二、續聘：校長任期屆滿十個月前

應由教育部進行評鑑，作為決
定是否續聘之參考。並召開校
務會議，就校長是否續聘行使
同意權。校務會議出席人員應
參考所屬單位同仁之意見行使
同意權。校務會議開會時，由

 
依據 95 年 3 月 16
日台高(二) 字第
0950035914 號 函
修訂「推荐」為「遴
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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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同意續聘，則依校長遴選辦
法規定重新遴選。 

  
 
 
 
 
 
 
 
 
 
 
三、去職：校長因重大失職事由，

經校務會議代表四分之一以上
之連署提出解聘案，經校務會
議代表四分之三以上出席，及
出席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議決通
過，報請教育部解聘。 

本大學校長任期屆滿十個月前決定
不續任或不續聘，或因故出缺後二
個月內，應組成校長遴選委員會，
辦理校長遴選工作。本大學校長遴
選辦法及校長續聘評鑑辦法另訂。 
 
校長因故出缺，尚未完成新任校長
遴選時，由副校長代行校長職權。 

教授（或副教授）代表中，推
選一人主持會議；並推舉三人
組成小組，負責行使同意權之
事務。行使同意權之結果以電
腦配合光學讀卡機進行統計，
結果不得對外公開。該次校務
會議需有三分之二以上校務會
議代表出席始得開議，若校長
獲得校務會議出席人員二分之
一以上同意，則報請教育部續
聘。若校長未獲二分之一以上
同意，則依校長遴選辦法規定
重新遴選。 

三、去職：校長因重大失職事由，
經校務會議代表四分之一以上
之連署提出解聘案，經校務會
議代表四分之三以上出席，及
出席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議決通
過，報請教育部解聘。 

本大學校長任期屆滿十個月前決定
不續任或不續聘，或因故出缺後二
個月內，應組成校長遴選委員會，
辦理校長遴選工作。本大學校長遴
選辦法另訂，並報請教育部核定後
實施。 
校長因故出缺，尚未完成新任校長
遴選時，由副校長代行校長職權。 

 
 
 
 
 
 
 
 
 
 
依據 95 年 3 月 16
日台高(二) 字第
0950035914 號 函
刪除「本大學校長
遴選辦法另訂，並
報請教育部核定後
實施」，然本校校長
遴選辦法第一條
「..為延攬優異人
才領導學校，依大
學法第九條及本校
組織規程第廿五條
之規定訂定」，為符
合立法精神，擬維
持「本大學校長遴
選辦法另訂」，並向
教育部申復。 

第二十六條  
本大學副校長之聘任由校長提名，
於校務會議中由三分之二(含)以上
代表出席，獲出席人數二分之一以
上同意後聘兼之。 

第二十六條 
本大學副校長之聘任由校長提名，
於校務會議中由三分之二(含)以上
代表出席，獲出席人數二分之一以
上同意，並報請教育部備案後聘兼
之。 

 
依大學法第 8 條，
未規定需報部備
案。 

第二十七條 
本大學各學院院長之產生，由各該
學院組成遴選委員會，遴選二至三
人院長候選人報請校長擇聘之。各
學院遴選委員會之組織、作業及有
關院長續聘、解聘程序，由各學院
院務會議依本校學院院長遴選作業
準則所制定之院長遴選辦法中規定
之，該辦法經報請校長核備後施
行。新設立之學院院長，在未成立
足夠系所前，由校長聘請教授兼代
之。 
各學院副院長之聘任由院長提名，
於院務會議中由三分之二以上代表
出席，獲出席人數二分之一以上同
意後報請校長聘兼之。 
各學院院長及副院長任期三年為一
任，得連任一次。 

第二十七條 
本大學各學院院長之產生，由各該
學院組成遴選委員會，遴選二至三
人院長候選人報請校長擇聘之。各
學院遴選委員會之組織、作業及有
關院長之連任方式，由各學院院務
會議依本校學院院長遴選作業準則
所制定之院長遴選辦法中規定之，
該辦法經報請校長核備後施行。新
設立之學院院長，在未成立足夠系
所前，由校長聘請教授兼代之。 

 
一、依據 94 年 12

月 28 日公布
大學法第 13
條增列學院主
管任期、續
聘、解聘之程
序。 

二、「任期」沿用本
校「學院院長
遴選作業準
則」相關規
定。 

三、「副院長」聘任
參 照「本校組
織規程」第 26
條副校長程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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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修訂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各學院副院長應配合院長之更替辭
去兼職，但如經新任院長續予聘兼
者，得續任至任期屆滿為止。 

 
 

第二十八條 
本大學各學系主任及各研究所所長
之產生，由各該學系、研究所組成
推選委員會，公開徵求推薦人選，
推選二至三人報請該院院長及轉請
校長擇聘之。各系(所)推選委員會
之組織、作業及有關系主任(所長)
之推選、續聘、解聘程序及連任方
式，由各系(所)務會議所制定之系
主任(所長)推選辦法中規定之，該
辦法經報請院長、校長核備後施行。 
新設立之學系主任、研究所所長，
由該院院長報請校長聘兼之。體育
室主任之產生，準用本條之規定。 
 
各系 (所)得設置副主任（副所
長），其聘任由系主任（所長）提名，
於系（所）務會議中由三分之二以
上代表出席，獲出席人數二分之一
以上同意後，報請院長轉陳校長聘
兼之。 
 
各系主任(所長)及副主任（副所長）
任期三年為一任，得連任一次。 
各系(所)副主任（副所長）應配合
系主任（所長）之更替辭去兼職，
但如經新任系主任(所長)續予聘兼
者，得續任至任期屆滿為止。 

第二十八條 
本大學各學系主任及各研究所所長
之產生，由各該學系、研究所組成
推選委員會，公開徵求推薦人選，
推選二至三人報請該院院長及轉請
校長擇聘之。各系(所)推選委員會
之組織、作業及有關系主任(所長)
之推選及連任方式，由各系(所)務
會議所制定之系主任(所長)推選辦
法中規定之，該辦法經報請院長、
校長核備後實施。新設立之學系主
任、研究所所長，由該院院長報請
校長聘兼之。體育室主任之產生，
準用本條之規定。 
 
 
 
 
 
 
 
 
 
 
 
 

一、依據 94 年 12
月 28 日公布
大學法第 13
條增列系所主
管任期、續
聘、解聘之程
序。 

二、「任期」參照本
校「學院院長遴
選作業準則」相
關規定。 

三、副主任（副所
長） 

聘 任 參  照
「本校組織
規程」第 26
條副校長程
序。 

 

未修訂 
 

第二十九條 
非屬第廿七及廿八條之其他由教師
兼任之各級行政主管均由校長聘兼
之。 

 

第三十條 
本大學校長須具備教授資格，副校
長、學院院長、附設醫院院長由校
長聘請教授兼任。 
 
 
 
 
教務長、副教務長、學生事務長、
副學生事務長、研發長、副研發長、
通識教育中心中心主任、通識教育
中心副中心主任、國際學術處處
長、國際學術處副處長、學院副院
長、學系主任、學系副主任、研究
所所長、研究所副所長、科主任、
體育室主任、進修推廣教育中心主

第卅條 
本大學校長須具備教授資格，副校
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院院長、
附設醫院院院長、學系任、研究所
所長、科主任、體室主任、通識教
育中心主任、師資培育中心主任由
校長聘請教授兼任。 
 
總務長、主任秘書、圖書館館長由
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或由
職員擔任之。 
 
研發長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
兼任。  
 
 

修訂總說明： 
1.配合大學法，修
訂各主管及副主
管之資格條件、
聘期等事項。 

2.副校長及由教師
或研究人員兼任
之行政單位主管
任期，配合校長
任期修訂為四
年，並得連任一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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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師資培育中心主任由校長聘請
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 
 
總務長、副總務長、主任秘書、秘
書室副主任、圖書館館長、圖書館
副館長、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
師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 
 
研究總中心中心主任、研究總中心
副中心主任、計算機與網路中心中
心主任、計算機與網路中心副中心
主任、校友聯絡中心中心主任、校
友聯絡中心副中心主任、生物科技
中心中心主任、生物科技中心副中
心主任、藝術中心中心主任、藝術
中心副中心主任、微奈米科技研究
中心中心主任、微奈米科技研究中
心副中心主任、語言中心主任、新
聞中心主任、儀器設備中心主任、
航空太空科技研究中心主任、實習
工廠主任、視聽媒體製作中心主
任、動物中心主任由校長聘請副教
授以上教師或職級相當人員兼任，
或由職員擔任之。 
 
軍訓室主任由校長自職級相當人員
或教育部推薦之之軍訓教官二至三
人中擇聘之。軍訓室主任因故出
缺，由學務長或自本校職級相當人
員中簽請校長核准後代理，期限至
新任主任到職日止。 
 
本大學各處、館、室、中心分組辦
事，除人事室、會計室外，所置之
組長及圖書館分館主任，由校長聘
請助理教授以上教師或職級相當人
員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 
本大學校長任期四年為一任，得連
任一次。 
副校長及由教師或研究人員兼任之
行政單位主管任期四年為一任，得
連任一次。 
 
前項兼任人員除體育室主任及第二
十七、二十八條之院、系、所主管、
副主管及科主任外，均應配合校長
之更替辭去兼職，但如經新任校長
續予聘兼者，得續任至任期屆滿為
止。 

 
 
 
 
 
 
 
 
研究總中心主任、計算機與網路中
心主任、校友聯絡中心主任、生物
科技中心主任、藝術中心主任、微
奈米科技研究中心主任、語言中心
主任、新聞中心主任、儀器設備中
心主任、航空太空科技研究中心主
任、實習工廠主任、視聽媒體製作
中心主任、動物中心主任、進修推
廣教育中心主任由校長聘請副教授
以上教師或職級相當人員兼任，或
由職員擔任之。 
 
 
 
 
 
 
軍訓室主任由校長自職級相當人員
或教育部推薦之之軍訓教官二至三
人中擇聘之。軍訓室主任因故出
缺，由學務長或自本校職級相當人
員中簽請校長核准後代理，期限至
新任主任到職日止。 
 
本大學各處、館、室、中心分組辦
事，除人事室、會計室外，所置之
組長及圖書館分館主任，由校長聘
請助理教授以上教師或職級相當人
員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 
本大學校長任期四年為一任，得連
任一次。 
副校長及由教師或研究人員兼任之
主管任期三年為一任，得連任一次。 
 
 
前項兼任人員除體育室主任及第二
十七、二十八條之院、系、所主管
及科主任外，均應配合校長之更替
辭去兼職，但如經新任校長續予聘
兼者，得續任至任期屆滿為止。 

 
未修訂 

第三十一條 
本大學教師分教授、副教授、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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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及講師四級。 
 

第三十二條   
本大學設校、院、系 (所) 教師評
審委員會，評審有關教師之聘任、
聘期、升等、解聘、停聘、不續聘
及資遣原因認定及其他有關教師評
審之重要事項。校教師評審委員
會，由教務長 (召集人)、各學院院
長為當然委員，由各學院推選非兼
系所主管之專任教授各二人為委
員，任期二年，每年每學院改選一
人，連選得連任；非屬學院之單位
共同推選非系所主管專任教授代表
一人，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 
 
教師會推選專任教授代表一人，任
期一年，連選得連任。校教師評審
委員會設置辦法另訂之，並經校務
會議通過，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
施。各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由院
長(召集人)為當然委員，各系（所）
主管得為當然委員，由各學院自行
訂定。推選委員人數不得少於當然
委員，由院務會議自該院非兼系所
主管之專任教授推選之，任期二
年，每年改選二分之一，連選得連
任。 各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
法另訂之。各系 (所) 教師評審委
員會，由系主任(所長)(召集人) 為
當然委員，如系主任(所長)由所屬
院長兼任或代理者，當然委員（召
集人）應另由系(所)務會議推選
之。推選委員由系(所)務會議自該
系(所)專任教授推選五至十四人為
委員，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推
選未達六位專任教授之系 (所) ，
得由系（所）務會議自校內外選聘
專長相近之教授或該系(所)專任副
教授擔任委員，惟教授之人數不得
少於三分之二。各學系 (所) 教師
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另訂之。 
教評會委員不得同時擔任校、院、
系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非屬學
院之系所、室、中心、館等教師之
聘任、聘期、升等、解聘、停聘、
不續聘及資遣原因認定及其他有關
教師評審之重要事項，由校教師評
審委員會設置辦法訂定之。 

第三十二條 
本大學設校、院、系 (所) 教師評
審委員會，評審有關教師之聘任、
聘期、升等、停聘、解聘、不續聘
及資遣原因認定及其他有關教師評
審之重要事項。校教師評審委員
會，由教務長 (召集人)、各學院院
長為當然委員，由各學院推選非兼
系所主管之專任教授各二人為委
員，任期二年，每年每學院改選一
人，連選得連任；其教授部份，非
屬學院、學系、研究所之教師推選
一人為委員，任期一年，連選得連
任。 
教師會推選教授代表一人，任期一
年，連選得連任。校教師評審委員
會設置辦法另訂之，並經校務會議
通過，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各
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由院長(召集
人)為當然委員，由院務會議自該院
推選非兼系所主管之專任教授六至
十四人為委員，任期二年，每年改
選二分之一，連選得連任。 各學院
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另訂之。
各系 (所) 教師評審委員會，由系
主任(所長)(召集人) 為當然委
員，由系(所)務會議自該系(所)專
任教授推選五至十四人為委員，任
期一年，連選得連任。推選未達六
位專任教授之系 (所) ，得由系
（所）務會議自校內外選聘專長相
近之教授或該系(所)專任副教授擔
任委員，惟教授之人數不得少於三
分之二。各學系 (所) 教師評審委
員會設置辦法另訂之。非屬學院、
學系、研究所之教師之聘任、聘期、
升等、停聘、解聘、不續聘及資遣
原因認定及其他有關教師評審之重
要事項，由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 
置辦法訂定之。  
           
 
 
 
 
 
 
 

 
 
 
一、「停聘」、「解聘」

對調。 
二、依據 94 年 7
月 20 日教育部
核定本校「教師
評審委員會設
置辦法」第二條
及第四條修訂。 

三、依據 94 年 3
月 30 日校務會
議修訂通過本
校「各學院教師
評審委員會設
置辦法」第二條
及 94年 3月 30
日校務會議修
訂通過本校「各
學系（所）教師
評審委員會設
置辦法第二條」
等規定修訂。 

 第三十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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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修訂 

本大學教師之聘任分為初聘、續聘
及長期聘任三種。 
教師之初聘依教師聘任辦法辦理，
其辦法由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擬訂，
經校務會議通過後施行，惟其審查
程序，應包括初審及複審。初審由
各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辦理，
審查通過後向院推薦；複審由各院
教師評審委員會辦理，審查通過後
向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推薦。各系
(所) 之教師聘任初審辦法由系 
(所) 制定，經院長提經校教師評審
委員會核備後施行。各學院之複審
辦法由各學院制定，提報校教師評
審委員會核備後施行。為提昇本校
教學、研究與服務品質，另訂本校
教師評量要點。 

第三十四條 
本大學教師之聘任採聘期制，聘期
屆滿得予續聘，聘期屆滿不再續聘
謂之不續聘，聘期中由本校主動解
約者謂之解聘；暫時停止聘約關係
者謂之停聘。 
本大學教師之續聘，由各學系 (所) 
主管循行政程序辦理之。初聘為一
年，續聘第一次為一年，以後續聘
每次為二年。              
本大學教師之解聘、停聘或不續聘
依教師聘任辦法辦理之。              
教師不服解聘、停聘或不續聘者處
置，得向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申訴
之。 

第三十四條 
本大學教師之聘任採聘期制，聘期
屆滿得予續聘，聘期屆滿不再續聘
謂之不續聘，聘期中由本校主動解
約者謂之解聘；暫時停止聘約關係
者謂之停聘。本大學教師之續聘，
由各學系 (所) 主管循行政程序辦
理之。初聘為一年，續聘第一次為
一年，以後續聘每次為二年。本大
學教師之停聘、解聘或不續聘依教
師聘任辦法辦理之。教師不服解
聘、停聘或不續聘者處置，得向教
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申訴之。 
 

 
一、依 94年 12月

28 日校務會
議修訂通過本
校「教師聘任
辦法」第 7 條
規定修訂。 

二、「停聘」、「解聘」 
次序更動。 

 
 
 
未修訂 

第三十五條 
本大學教師之長期聘任依相關法律
規定辦理之。 
本大學教師獲長期聘任者，其聘期
至年滿六十五歲為止。非有重大違
法失職之情事，經系 (所) 務會議
議決並經院、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之
裁決，不得解聘或停聘。 

 

 
 
 
未修訂 

第三十六條 
本大學教師之升等，依教師升等辦
法辦理，其辦法由校教師評審委員
會擬訂，經校務會議通過後施行。
各系 (所) 之升等初審辦法由系 
(所) 制定，經院長提經校教師評審
委員會核備後施行。各學院複審辦
法由各學院制定，提經校教師評審
委員會核備後施行。 

 

 
 

第三十七條 
本大學之教授、副教授年滿六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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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修訂 

歲，符合「公立專科以上學校辦理
教授副教授延長服務案件處理要
點」第四點規定基本條件及特殊條
件之一者，得由系 (所) 教師評審
委員會依相關規定推薦傑出者延長
聘期，經院、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
查通過後延長聘期一年，逐年辦理
之，教授至多延長至七十歲止，副
教授至多延長至六十六歲止。延長
聘期之教師不得兼任本校之學術或
行政主管。 

 
未修訂 

第三十八條 
本大學得設講座，由教授主持，亦
得設名譽教授，其設置辦法另訂
之，並報請教育部備查。 

 

 
 
未修訂 

第三十九條 
本大學因特殊需要，得延聘專業技
術人員，擔任大學部教學工作。專
業技術人員之聘任比照教師聘任辦
法辦理。 

 

 
 
 
未修訂 

第四十條 
本大學得延聘研究人員從事研究工
作。研究人員分研究員、副研究員、
助理研究員、研究助理四級。研究
人員之設置辦法另訂之。 

 

 
未修訂 

第四十一條 
本大學為教學、研究及相關工作之
需要，得置助教協助之。助教之設
置要點及管理辦法另訂之。 

 

第四十二條 
本大學職員之分級、任免、敘薪、
考核、升遷、獎懲、申訴、退休、
撫卹等，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外，
其餘有關細則悉依大學法及其施行
細則之規定另訂之。未修訂 

第四十二條 
本大學職員之分級、任免、敘薪、
考核、升遷、獎懲、申訴等，依有
關法令規定辦理外，其餘有關細則
悉依大學法及其施行細則之規定另
訂之。 

 
增列「退休」、「撫
卹」。 

 
 
未修訂 

第四十三條 
本規程所稱學生自治團體包括：  
一、學生會。 
二、系學會。 
三、系學會聯合會。 

 

 
 
未修訂 

第四十四條 
本大學學生組成學生會，大學部學
生及研究生可合併或各自成立，處
理大學部學生及研究生本身之事
務，並推選代表出列席與其學業、
生活、獎懲有關之各種學校會議，
其組織辦法另訂。大學部學生及研
究生出列席代表，任期一年，連選
得連任之。 

 

 
 

第四十五條 
本大學各學系得設系學會，處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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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修訂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未修訂 內學生本身之事務，系主任為指導

老師，該系學生為會員。系學會得
組成系學會聯合會，處理系學會間
之共同事務。前二項之學生自治團
體，其組織辦法另訂之。學生會因
故未依法成立時，其出列席各種學
校會議之職權，由系學會聯合會行
使之。 

 
 
 
未修訂 

第四十六條 
本大學學生得向學生事務處申請成
立學生社團，促進其人格自由開展
與成熟，其相關辦法另訂之。本大
學學生社團得設立一聯合組織，負
責推動、協調及促進各學生社團之
活動，其組織辦法另訂之。學生社
團應聘請輔導老師。協助社團之經
營及輔導；另得聘請校外專家指導
技藝。 

 

 
 
未修訂 

第四十七條 
第四十四條第一項之學生會、第四
十五條第一項之系學會及第二項之
系學會聯合會、第四十六條第二項
之社團聯合組織，均由學生事務處
輔導之。 

 

 
 
 
未修訂 

第四十八條 
學生自治團體與社團之經費來源
為： 
一、學生繳納之會費。 
二、學校補助經費。 
三、其他收入。 
本條文第一、三款經費之取得、分
配及運用由學生事務處輔導稽核。          
本條文第二款經費之分配及運用由
學生事務處審議，並負責稽核。 

 

 
 
未修訂 

第四十九條 
中華民國八十六年三月二十一日前
已取得講師、助教證書之現職人
員，如繼續任教而未中斷，得逕依
原升等辦法送審。 

 

 
未修訂 

第五十條 
本規程之修訂，須經校務會議出席
人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未修訂 

第五十一條 
本規程經校務會議通過，報請教育
部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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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研究發展處設置辦法 

84年 6月 28日八十三學年度第七次校務會議討論通過 
84.12.5教育部台(84)高 060063號函 
除研發長一職稱外，其餘條文同意備查 

93年 10月 20日九十三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4.3.30教育部台高(二)0940000837號函核定 

95年 6月 28日九十四學年度第五次校務會議延會修正通過 

 

第一條   為規劃、推動及整合本校學術研究與發展，加強校務規劃整合及建教合作功

能，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八條規定設置研究發展處，以下簡稱本處。                         

 

第二條   本處置研發長一人，綜理本校學術研究發展事項。並得置副研發長一人，協助

綜理學術研究發展事項。研發長及副研發長由校長聘請副教授(含)以上教師兼

任，任期依本校組織規程第三十條規定辦理。 

 

第三條   本處置秘書一人。下設二組，各組置組長一人，研究人員及職員若干人，由本

校總員額內調充。 

一、企劃組：彙整及規劃校務發展計畫及跨院系所整合性研究發展事項。 

二、建教合作組：規劃及掌理本校建教合作業務。 

 

第四條   本處各組組長由研發長商請校長聘請助理教授（含）以上教師或職級相當人員

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任期依本校組織規程第三十條規定辦理。 

 

第五條   本處另設儀器設備中心，以整合及規劃共用儀器設備之使用、維修及製作，並

接受委託檢測、培訓及相關技術服務與研究等。其設置辦法經研究發展會議通

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第六條   儀器設備中心置主任一人，由研發長商請校長聘請副教授（含）以上教師或職

級相當人員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任期依本校組織規程第三十條規定辦理。 

 

第七條   本處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研究發展會議。 

 

第八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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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研究發展處設置辦法修正對照表 

95/06/29 

修訂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一條 為規劃、推動及整合本校學術

研究與發展，加強校務規劃整

合及建教合作功能，及拓展學

術合作，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

八條規定設置研究發展處，以

下簡稱本處。 

第一條 為規劃、推動及整合本校學術

研究與發展，加強建教合作功

能，及拓展學術合作，依據本

校組織規程第八條規定設置

研究發展處以下簡稱本處。  

配合本校國

際學術處之

設置修訂。 

第二條 本處置研發長一人，綜理本校

學術研究發展事項。並得置副

研發長一人，協助綜理學術研

究發展事項。研發長及副研發

長由校長聘請副教授(含)以

上教師兼任，任期依本校組織

規程第三十條規定辦理。 

第二條 本處置研發長一人，綜理本校

學術研究發展事項。研發長由

校長聘請副教授(含)以上教

師兼任，任期依本校組織規程

第三十條規定辦理。 

依 94年 12月

28日總統公

布大學法第

14條，得視需

要置副主管。 

第三條 本處置秘書一人。下設二組，

各組置組長一人，研究人員及

職員若干人，由本校總員額內

調充。一、企劃組：彙整及規

劃校務發展計畫及跨院系所

整合性研究發展事項。二、建

教合作組：規劃及掌理本校建

教合作業務。三、學術合作

組：規劃及掌理國內外學術交

流合作事項 

第三條 本處置秘書一人。下設三組，

各組置組長一人，研究人員及

職員若干人，由本校總員額內

調充。一、企劃組：彙整及規

劃校務發展計畫及跨院系所

整合性研究發展事項。二、建

教合作組：規劃及掌理本校建

教合作業務。三、學術合作

組：規劃及掌理國內外學術交

流合作事項 

配合本校國

際學術處之

設置而修訂。 

第八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並報

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修正時

亦同。 

第八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並報

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修正時

亦同。 

依教育部來

文，已不需報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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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國立成功大學國際學術處設置辦法 

94年 10月 5日 94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通過 

95年 6月 28日九十四學年度第五次校務會議延會修正通過 

第一條 為因應高等教育國際化，提昇本校與國際間之學術交流，推動國際合作
及國際教育事務，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八條之規定，設置「國立成功大
學國際學術處」(以下簡稱本處)。 

 

第二條 本處任務如下： 
一、推動及辦理本校與國外學校及學術機構簽約之相關事宜及學術交流活

動。 
二、推動及承辦學生之國際性參訪及短期交流活動。 
三、協調教務處辦理外籍學生招生宣導、註冊、選課等事務及跨國雙學位

學生進修事務。 
四、辦理本校與簽約學校之交換學生進修計畫。 
五、辦理外籍生新生講習、交流活動、保險等事務，並協助辦理簽證之事

宜。 
六、編輯成大英文簡訊。 
七、協助辦理各項國際學術合作、國際會議及國際學生事務等事宜 。 
 

第三條 本處依業務性質分為二組： 
一、國際合作組：負責推動國際學術合作交流並推展國際學者及學生交流

事宜。 
二、國際學生事務組：負責外籍生之事務性工作及外籍生生活輔導相關事

宜。 

 
第四條 本處置處長一人，綜理本校國際學術合作交流及國際教育相關事務。並

得置副處長一人，協助綜理本校國際學術合作交流及國際教育相關事
務。處長及副處長由校長聘請校內副教授以上專任教師兼任，任期三
年，得連任一次。 

 
第五條 本處置秘書一人。下設二組，各組置組長一名，由本處處長簽請校長聘

請助理教授以上教師或職級相當人員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各組依業
務需要，得置職員若干人，其員額由本校總員額內調充。 

 
第六條 本處設國際學術委員會，由本處處長簽請校長聘請校內外教授或專家學

者 12至 15人組成委員會，研討國際學術之發展方向等相關事宜。相關
組成辦法另定之。 

 

第七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並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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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國際學術處設置辦法第四條修正對照表 

修訂後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四條、本處置處長一人，綜理本

校國際學術合作交流及

國際教育相關事務。並得

置副處長一人，協助綜理

本校國際學術合作交流

及國際教育相關事務。處

長及副處長由校長聘請

校內副教授以上專任教

師兼任，任期三年，得連

任一次。 

第四條 本處置處長一人，由校長

聘請校內副教授以上專

任教師兼任，任期三年，

得連任一次。 

 

配合新

大學法

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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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 95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紀錄  

時間：95年 10月 25日（星期三）上午九時 

地點：光復校區國際會議廳第二演講室 

出席：如附件 1，p.7。 

主席：高校長 強                              記錄：侯雲卿 

壹、頒獎：  

第 50屆教育部學術獎:簡伯武。 

貳、選舉：（經推派林清河、陳文字、黃龍福等 3位代表監票） 

一、校務發展委員會委員： 

麥愛堂、苗君易、黃煌煇、王永和、曾俊逹、林清河、湯銘哲、吳華林、

林秀娟（任期二年）、林啟禎、李伯岳 (任期一年)計 10位。 

二、經費稽核委員會委員：  

陳昌明、田聰、麥愛堂、陳進成、高家俊、朱聖緣、孫全文、林清河、

李宏志、湯銘哲、李伯岳計 11位（任期一年）。 

三、宿舍配借及管理委員會委員： 

陳昌明、翁嘉聲、田聰、陳淑慧、麥愛堂、黃玲惠、陳進成、高家俊、

朱聖緣、孫永年、孫全文、孔憲法、林清河、張有恆、湯銘哲、吳華林、

李伯岳、陸偉明、林麗娟計 19位（任期一年）。 

上述各委員會當選委員請人事室辦理發聘。 

參、報告事項： 

一、 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附件 2(p.8)。 
(一)94學年度第 5次校務會議第一案 

校長指示：邱正仁教授建議獨立監察人宜有財務背景，本校應爭取獨立
董事。此建議將列入考慮。 

(二)94學年度第 5次校務會議第十一案 
校長指示：附設醫院係配合學校發展需要而承接斗六分院，故分院第一

筆開辦費 1 億 2800 萬元，如同各院系之成立由校務基金挹
注，不需回饋；第二筆新大樓之儀器設備費 1億 5000萬元，
則需回饋學校。 

二、主席報告： 
(一)這學期第一次校務會議代表人數已調整。本校是全國第一個採用新大學

法公布後之新辦法。教育部希望校務會議代表人數能精減，本校人數已
由原 250人調降至 127人。組織規程中之相關條文已獲教育部核備。 

(二)五年五百億計畫之執行，教育部及社會都相當關注。常要求執行之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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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學校報告進度。與別校比起來，本校之進度執行較快。惟目標之逹成
程度仍看不出來，有待大家之努力。今年 7 月 31 日已辦過類似之觀摩
活動，教育部在 11月底至 12月間將進行各校之評鑑，時程尚未確定。
教育部評鑑之前，本校要求各院、中心 11月 18日前先自我評鑑，學校
再進行評鑑。諮議委員會由 6所重要大學之校長組成，目前已校的有日
本東京工業大學、韓國首爾大學及荷蘭萊登大學三校校長。日本東北大
學校長因時間無法配合改用書面建議，普渡大學校長因英國恐怖事件，
延至明年初，德國慕尼黑工業大學校長因德國目前亦進行全國學術提升
計畫較忙，也延至明年初才來。 

(三)前項計畫有兩個重要主軸，其一是老師及研究人員之聘用，共有 200個
名額，由中心及院、系聘用。目前已聘了 140位博士研究人員，其中超
過三分之一為外籍人士，也聘了 30 幾位層次更高之客座教授、客座專
家等，聘任情況相當不錯。另一是國際化，與國外學校之合作也進行得
相當不錯。最近參加大陸之校長論壇，發現大陸相當重視成大。在吉林
參加的校長論壇，邀請 4 位國際知名大學校長，包括日本東北大學(世
界前百大)、澳洲雪梨大學(世界前百大)、英國 Warwick 大學(世界 200
多名)及本校(世界 300多名)，可見本校都受到相當的重視。 

(四)11月 11日是本校 75週年校慶，將擴大舉行，慶祝主軸為表揚對國家建
設有功的校友，由各院系推薦，經選拔出 75位傑出校友。今年特別為
學生製作 T恤、為教職員訂製休閒服，希望當天大家都能穿著並多參加
活動。另外有 4棟大樓要落成或興建：奇美捐贈之光電大樓、統一捐贈
之健康大樓(臨床醫學服務)、馬學坤校友捐贈儀器設備大樓及台逹電董
事長鄭崇華校友捐贈一億元興建綠建築的科技大樓，前兩棟將於校慶時
啟用。 

(五)本校由教育部推薦行政院之金檔獎評比獲得優勝，在全國 150餘所大專
院校中僅有 3校獲獎，表現相當不錯。 

(六)行政院研考會服務品質獎今年起將加入大學參加評比，希望本校能受到
教育部之推薦。本校自 90年通過 ISO認證，並持續至今，希望也能獲
得此獎，未來並向國家品質獎邁進。 

三、各一級單位及各委員會報告：（書面資料開會時已分送請參閱）  

參、報告案： 

一、學務處：國立成功大學學生校外活動安全輔導辦法修正報告，如附件

3(p.11)。 

二、人事室：大學法修訂後教師限期升等報告，如附件 4(p.14)。 

肆、討論事項： 

第一案 提案單位：校長交議  

案由：本校 95、96 學年度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委員，業經由校長遴選，依

規定須提經校務會議同意後聘任之。名單如說明四，提請  公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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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依據本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二條規定辦理。 

二、前項規定為： 

本委員會由校長任召集人，另由校長遴選六至十四位委員提經校務會

議同意後聘任之，任期兩年並得連任。新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選舉

產生新任委員前由上屆委員繼續執行任務。委員中不兼行政職務之教

師代表不得少於三分之一，必要時得聘請校外專業人士參與。 

教師會得向校長推薦委員人選。 

三、邱正仁委員係校長自教師會推薦名單中遴選之。 

四、校長遴選之委員名單如選票所示。 

擬辦：上述委員名單經校務會議同意後，請人事室發聘。 

決議： 

一、本次委員名單校長未足額提名，俾將來新校長視需要補提名。 

二、經投票行使同意權結果，遴選委員均過出席代表半數同意，通過。       

行政主管：利總務長德江(續任)、李主任丁進(續任) 

教授代表：閔教授振發(續任)、吳教授華林(續任)、于副教授富雲(續任) 

翁教授嘉聲(新任)、孫教授永年(新任)、 

張教授有恆(新任)、邱教授正仁(新任)、 

三、請人事室發聘。 

 

第二案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由：為善盡社會責任，使校務資訊公開化、透明化，保障教職員工生及人

民知的權利，增進對校務之瞭解，特訂定「國立成功大學校務資訊公

開辦法(草案)」(議程附件 1P22)，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本草案係依「政府資訊公開法」及大學法第 39 條之規定而訂定，其

要點詳總說明。(議程附件 1P 31) 

二、本草案已提 95年 4月 19日召開之第 616次主管會報討論通過，續提

校務會議討論。 

擬辦：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附件 5(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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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擬修訂本校學則、研究生章程部份條文，提請  討論。 

說明： 

一、依 94年 12月 28日頒布「大學法」之規定修訂學則及研究生章程部

份條文於 95年 6月 13日教務會議討論通過在案。 

二、學則修訂條文對照表（議程附件 2P35）、研究生章程修訂條文對照表

（議程附件 3P41）。 

擬辦： 

一、通過後，報教育部備查，並自 95學年度起實施。   

二、進修學士班學則相關條文配合修正。 

決議：照案通過，附件 6(p.19) 

 

第四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擬修訂本校講座設置辦法為本校講座設置要點並修正部分條

文，提請  討論。  

說明：檢附辦法修訂對照表與修訂草案 (議程附件 4P43)。  

擬辦：經校務會議討論通過後施行。  

決議：照案通過，附件 7(p.27) 

 

第五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擬修訂「本校特聘教授設置要點」，提請  討論。 

說明： 

一、依據 94年 11月 30日本校第 178次校務企劃座談紀錄辦理。 

二、本修訂草案業經 95年 5月 5日特聘教授設置要點修訂草案座談會及 6

月 2 日全校公聽會討論，分別邀請本校講座、特聘教授及各系(所)主

管、教師與會討論；並經 95 年 7 月 5 日本校第 619 次主管會報討論

通過。 

三、依 95.06.02本校特聘教授設置要點修訂草案公聽會建議，為鼓勵年輕

學者致力研究，擬將特聘教授資格之年資限制放寬為 3年。 

四、修訂草案第二點擬增列其他經費來源，並於第四點增訂特聘教授連續

2次或 3次通過審查者獎助金分級機制。 

五、本校特聘教授設置要點現行辦法、修訂草案及修訂條文對照表如議程

附件 5P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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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辦：擬通過後實施並據以辦理 95學年度特聘教授公告及遴選作業。 

決議：修正通過，附件 8(p.29) 

 

第六案                                      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由：本校擬分別與日本大阪大學 (Osaka University)、千葉大學 (Chiba 

University)、美國休士頓大學(University of Houston)及美國科羅拉多州

立大學(Colorado State University)簽約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日本大阪大學原為日本第 6 帝國大學（1931），目前學生人數 2 萬多

名，教師 2000多名。在上海交大 2006年世界 500大學中名列 61（日

本第三；亞洲第五）。為推動本校之國際化，擬與該校簽訂學術交流

協議書及交換學生備忘錄，草案詳如議程附件 6P49。 

二、日本千葉大學創立於 1949 年，目前學生人數約 1 萬 5000 名，700 多

名國際研究學者。在上海交大 2006年世界 500 大學中名列 301-400。

為推動本校之國際化，擬與該校簽訂學術交流與合作協議書，草案詳

如議程附件 7P52。 

三、美國休士頓大學成立於 1927年，為休士頓大學系統之ㄧ，現有學生 3

萬 5000 多名。在上海交大 2006 年世界 500 大學中名列 201-300。為

推動本校之國際化，擬與該校簽訂備忘錄及交換學生協議書，草案詳

如議程附件 8P53。 

四、美國科羅拉多州立大學成立於 1870年，現有學生 2萬 5000名，教師

1400 名，在上海交大 2006 年世界 500 大學中名列 151-200。為推動

本校之國際化，擬與該校簽訂備忘錄，草案詳如議程附件 9P60。 

擬辦：討論通過後，擇期簽約。 

決議：照案通過，附件 9-12(p.31) 

 
第七案                                      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由：研擬本校「校長續聘評鑑辦法」（草案）（如議程附件 10P64），請  討

論。 

說明： 

一、本案業經 95年 8月 23日主管會報及 95年 10月 11日校務發展委員

會討論修正。 

評鑑委員會由委員十五人組成，委員與教育部評鑑小組成  員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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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包括校務會議推選之學校代表十一人；校務會議推選之校友代表

及社會公正人士共四人。 

二、另附「大學法」第九條（如議程附件 11P71）、本校「組織規程」第廿

五條第二項（如議程附件 12P72）、「教育部辦理國立大學校長續任評

鑑作業要點」（如議程附件 13P73），請參考。 

擬辦：本辦法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施行。 

決議：照案通過，附件 13(p.45) 

伍、散會：下午12時35分(第八案至十四案因時間不及討論，於下次會議續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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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國立成功大學 95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出(列)席名單 

時間：95年 10月 25日上午 9時 

地點：光復校區第一演講室 

出席：宋瑞珍 (湯銘哲代 ) 蘇炎坤 柯慧貞 利德江 黃肇瑞 (楊毓民代 )      

楊明宗  張高評  劉開玲  盧慧娟  王文霞  翁嘉聲  李育霖    

余樹楨  傅永貴 (田  聰代 )  田  聰  孫亦文  張文昌  麥愛堂    

吳文騰 張錦裕 陳進成 溫紹炳（黃紀嚴代） 呂傳盛 高家俊   

黃明哲  李坤洲  黃吉川  楊澤民  張祖恩（王鴻博代）        

溫清光（王鴻博代）  苗君易  李兆芳  廖峻德（張凌昇代）       

李清庭（楊家輝代） 王  醴 許渭州 朱聖緣 林瑞禮 王振興     

謝孫源  陳裕民  徐明福  傅朝卿  孫全文  李賢得  林清河    

魏健宏（張有恆代） 張有恆 江明憲 李宏志 邱正仁 潘浙楠    

陳志鴻 湯銘哲 潘偉豐 黎煥耀（吳俊忠代） 蔡森田 林瑞模    

吳俊忠  謝淑珠  葉才明  陳清惠  黃美智  靳應台  林秀娟     

陳振宇（郭麗珍代） 郭麗珍 陳省盱 林麗娟 李劍如 蒲建宇    

李金駿  嚴伯良  陳志鴻  陳聰哲  曹家馨  林虹君  李偉國    

蘇晏良 林俞伸 裘怡婷 劉曉穎 吳展易 黃芷翎（楊詩蔚代）    

張克勤  謝文真  謝錫堃（王明習代）  王三慶  張丁財       

李丁進（楊明宗代） 林仁輝（陳國聲代） 蕭瓊瑞 

95-1校務會議(95.10.25)紀錄-7-



 8 

附件 2 
 

國立成功大學 94學年度第 5次校務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表 
95年 10月 25日 

決 議 案 摘 要 承 辦 單 位 執 行 情 形 

第一案 
案由：擬推薦本校教務長蘇炎坤教授擔任聯

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獨立監察人，提
請 討論。 

決議：經投票超過半數通過本校教務長蘇炎
坤教授擔任聯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獨立監察人。 

 
第二案                                       
案由：本校 96學年度申請增設、調整系所

班組及招生名額案，提請  討論。 
決議：除電光生醫菁英班外餘照案通過。菁

英班之增設授權校務發展委員會再
討論，票決通過後報部。  

 
第三案                                       
案由：擬請同意延長校長遴選作業時程。 
決議：照案通過。 

 
第四案 
案由：擬修訂「國立成功大學學生申訴評議

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一、三、五條，
提請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第五案 
案由：本校與大陸地區北京科技大學簽約

案，提請追認。 
決議：照案通過。 
 

第六案 
案由：本校擬分別與美國辛辛那提大學

(University of Cincinnati)及工科
大學(Polytechnic University)簽約
案，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秘書室：蘇教務長已順利擔任該公

司獨立監察人。 
 
 
 
 
 
 
教務處：經奉教育部 95年 10月 3

日 台 高 ( 一 ) 字 第
095014577號函核定。 

 
 
 
 
研發處：已於 95年 10月 13日遴

選新任校長-賴明詔教
授。 

 
學務處： 
一、已遵照辦理，並已依程序函送

教育部核定。 
二、教育部於今年 8月 31日函復

本校請修正四處條文內容
後，同意核定。 

 
研發處：照案辦理。 
 
 
 
 
研發處：已分別以郵寄方式完成簽

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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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案 
案由：研修本校「專案計畫研究人員契約書」

第 11點，檢附修訂對照表及修訂後
條文(議程附件 9P41)，提請  討論。 

決議：修訂通過 
 

第八案 
案由：擬修訂「國立成功大學教師校外兼

課、兼職處理要點」如後附條文修正
對照表(議程附件 10P43)，請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第九案 
案由：擬將成功校區土木系與環工系兩系館

間之新建大樓(大地工程館)命名為
『卓群大樓』案，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第十案 
案由：「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

辦法」第八、九條修正草案，提請 討
論。 

決議：修正通過 
 

第十一案 
案由：建議暫時凍結本校補助成大附設醫院

斗六分院接辦費及周轉金之尚未動
支款項，提請  討論。 

決議：同意暫緩凍結對成大附設醫院斗六分
院接辦費及周轉金之補助，請經費稽
核委員會瞭解斗六分院之運作，若確
有不妥，再行凍結。 

 
研究總中心：新修訂契約書已上網

公告，以後依新契約
書辦理。 

 
 
 
教務處：照案辦理。 
人事室：依修正後規定辦理，並已

更新網頁資料。 
 
 
 
工學院：照案辦理，訂於今年校慶

時舉行卓群大樓揭牌儀
式。 

 
 
 
秘書室：已報陳教育部核定中。 
 
 
 
 
 
經費稽核委員會： 
一、本委員會已發函至教育部釋示

有關經費稽核委員會運作與
任務疑慮，及本校校務基金補
助附設醫院斗六醫院接辦
費、週轉金之適當性，並已於
95年 7月 17日邀請附設醫院
斗六分院吳明和院長與會瞭
解斗六分院之運作。 

二、請學校審慎評估本校校務基金
補助斗六分院之合法性與合
理性，若合法則依第一次臨時
會會議決議：請校務基金管理
委員會與成大附設醫院斗六
分院針對所補助之經費(已補
助之1億2800萬元)訂定一合
法、合理及可行之回饋計畫，
建議亦應對未來預計補助之
1 億 5000 萬元同時納入在此
回餽計畫中一併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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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 94學年度第 5次校務會議延會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表 
95年 10月 25日 

決 議 案 摘 要 承 辦 單 位 執 行 情 形 

第一案 
案由：為提升本校校務會議之議事效能及

品質，擬修正組織規程第十四條有
關校務會議代表之組成，提請 討
論。 

決議： 
一、修正校務代表以精簡為原則(不保障

各系所均有代表)。 
二、每學院代表至少 4人。 
三、通過第二案以總人數 120人為原則，

校長、副校長、教務長、學生事務
長、總務長、研發長及主秘為當然
代表。 

四、兼任學術或行政主管之比例應於條
文中顯示。 

五、修正通過。 
 

第二案                                       
案由：研修本校組織規程中「校長續聘」

相關規定條文，請  討論。 
決議： 
一、本校成立評鑑委員會，評鑑現任校

長作為是否續聘之決議後，送交校
務會議確認。 

二、本校校長續聘委員會設置辦法請研
發處研議後送校務會議審議。 

二、修正通過。 
 

第三案                                       
案由：研擬本校「組織規程」修訂案，請  討

論。 
決議： 
一、本次僅配合新大學法有修訂部份進

行學校組織規程後續修訂。 
二、修訂通過。 

 
第四案 
案由：修訂「國立成功大學研究發展處設

置辦法」（議程附件 13P67），提請  
討論。 

決議：修訂通過。 
 

第五案 
案由：關於本校國際學術處設置辦法修

正，提請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秘書室：95學年第 1次校務會議

代表已依新規定執行。 
 
 
 
 
 
 
 
 
 
 
 
 
 
 
 
研發處：已提 95年 10月 25日

校務會議討論。 
 
 
 
 
 
 
 
 
 
研發處：本案業經 95年 10月 17

日教育部核復(P12)。 
人事室：教育部已核定本校組織

規程修訂案，將儘速配
合辦理組織規程送考
試院核備及員額編制
表修訂乙事。 

 
研發處：依修訂結果公告於本處

網業。 
 
 
 
 
研發處：照案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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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國立成功大學學生校外活動安全輔導辦法 
       91.03.20.90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通過 

95.10.25 95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 一 條 為增進師生緊急應變能力，維護校外活動安全，透過平日安全教育之
宣導， 活動前之完善輔導，以期事故發生時能立即採取有效之處置措
施，達到減低 傷害並確保人身安全為目的，依據教育部九十年十一月
十九日台(九○)訓(二)字第九○一六四○六六號函，特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辦法所稱之學生校外活動，係指本校各行政單位及各院、系、所、
班等教 學單位或學生社團所舉辦之校外教學、團體旅遊、登山、訓練、
競賽、展覽 及海外遊學等活動。 

第 三 條 為落實學生校外活動安全，本校於平時應採取下列具體作為，以建立
危機管 理意識與意外傷害預防觀念： 
一、每年定期宣傳教育部所提供之「學生安全應變須知」與本校「校園

事件 通報系統暨處理流程」及其運作方式；並將已發生意外事故之
案例做成 分析報告 

    ，進行教育宣導。 
二、每年定期舉辦急救訓練如心肺復甦術(CPR)訓練課程，積極鼓勵全

校教 職員生參加，培養具備初步急救之能力。 
三、利用各種集會、學務或其他相關活動時機，委請專人教導各種防護

知能，以加強教職員生應變與急救能力。  
四、每學年開始時，要求社團負責人及系學會代表參加學校社團幹部研

習活 動，課程內容應包含校外活動安全暨其相關事項；參加人員亦
應於研習 後於社團或系集會時宣導周知。 

第 四 條 為保證學生校外活動之權益與安全，各單位舉辦學生校外活動應確實
遵守下 列規定： 
一、活動舉辦前承辦單位應將活動申請表、活動計畫(內容應包含活動

目的、 活動時間、活動地點、實施對象、活動流程、任務編組、必
要之裝備、經費預算等)、參加人員名冊、未成年參加同學之家長同
意書或證明書、 每人至少新台幣一百萬元以上平安保險之證明文件
影本等資料，依行政 程序送陳業務督導單位核准，並副知學生事務
處；若租賃車輛時，另須 出具汽車公司投保車輛保險之證明及確認
車輛消防安全措施。  

二、業務督導單位得依活動性質及需要，要求承辦單位於出發前舉行行
前講 習或說明會，其內容應包含防災觀念、活動安全注意事項、出
隊成員遵 守活動規定切結書、本校「校園事件通報系統暨處理流
程」、災害發生 時與發生後緊急應變措施、活動地區附近之避難處
所及緊急救護機構( 如醫院或警局)之聯絡電話、及其他可能觸法行
為與危及安全等事項。 

三、活動前應隨時注意活動地區之天候及環境變化，如因天候等因素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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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 活動可能發生危險時，應依學校規定取消活動或延期舉辦。  
四、活動進行時，各項通信聯絡務必保持暢通；若電訊中斷時，應以人

力或 其他方式遂行通報。  
五、活動期間，如遇發佈颱風或其他不可抗力之意外時，應立即中止活

動， 採取適當應變措施，並立即與學校取得聯繫，以便尋求必要之
協助。  

六、承辦單位於活動結束後，得視活動情形召開檢討會，檢討本次活動
之優 點、缺點、改進意見及建議事項，以為爾後舉辦時參考；其記
錄陳核後 併案存檔備查。  

七、業務督導單位得依活動之性質，如登山、涉水、攀岩與野外活動等，
要 求承辦單位於參加成員中至少須有一人具備 CPR等急救之能
力，以為意 外事件發生時實施緊急救護。 

第 五 條 學生校外活動發生意外或緊急事故時，應立即採取下列應變措施：  
一、事故發生時，應立即依照活動緊急應變措施之程序做適當處理。活

動相 關人員應依本校「校園事件通報系統暨處理流程」之規定，除
就近向各 相關單位尋求救助外，務必立即向學校通報，並隨時保持
聯繫。 

二、學校總值日室值勤人員於接獲通報時，立即將發話人姓名、內容要
點、 時間、事故地點、聯絡方式及值勤人員處理情況，詳細記載於
電話紀錄 簿上備查。  

三、值勤人員於接獲通報後，應立即通報「校園事件處理小組」；除確
認消 息、聯繫及蒐集相關資訊外，並主動追蹤後續狀況與發展，隨
時向上續 報。  

四、「校園事件處理小組」召集人視事件之性質與實況，依本校「校園
事件 通報系統暨處理流程」，採取必要之措施，直至事件結束。  

第 六 條 意外事件發生後，應視個別情況由系所、學生事務處或附設醫院針對
受難學 生適時實施心理復健工作。 

第 七 條 學生校外活動(團體及個人)不得進入已由災害應變中心指揮官公告限
制或禁 止人民進入或命其離去之地區；如違反規定，除由主管機關依
災害防救法相 關規定罰鍰外，並應視情節輕重依「教育專業人員獎懲
標準」或本校「學生獎懲要點」處理之。 

第 八 條 違反本辦法第四條或第五條規定者，無論是否安全返校，其活動負責
人得依 「教育專業人員獎懲標準」或本校「學生獎懲要點」議處。 

第 九 條 各單位應將本辦法及本校「校園事件處理小組設置要點」、「校園事件
通報系統暨處理流程」納入各類相關文件、手冊之相關法規彙編中，
並加強對師生 、職員工及家長之宣導。 

第 十 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依其他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報教育部備查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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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學生校外活動安全輔導辦法」第 7條、第 8條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七條 學生校外活動(團體

及個人)不得進入已
由災害應變中心指
揮官公告限制或禁 
止人民進入或命其
離去之地區；如違反
規定，除由主管機關
依災害防救法相 關
規定罰鍰外，並應視
情節輕重依「教育專
業人員獎懲標準」或
本校「學生獎懲要
點」處理之。 

第七條 學生校外活動(團體
及個人)不得進入已
由災害應變中心指
揮官公告限制或禁 
止人民進入或命其
離去之地區；如違反
規定，除由主管機關
依災害防救法相 關
規定罰鍰外，並應視
情節輕重依 「教育
專業人員獎  懲標
準」或本校「學生獎
懲辦法」處理之。 

因本校「學生獎
懲辦法」已修改
為「學生獎懲要
點」。 
 
 
 
 
 
 
 

第八條 違反本辦法第四條或
第五條規定者，無論
是否安全返校，其活
動負責人得依 「教
育專業人員獎懲標
準」或本校「學生獎
懲要點」議處。 

 

第八條 違反本辦法第四條或
第五條規定者，無論
是否安全返校，其活
動負責人得依 「教
育專業人員獎懲標
準」或本校「學生獎
懲辦法」議處。 

 

因本校「學生獎
懲辦法」已修改
為「學生獎懲要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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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校務會議報告案                             人事室報告 

一、大學法業於 94年 12月 28日修正公布，依該法第 19條規定：「大學除依教

師法規定外，得於學校章則中增列教師權利義務，並得基於學術研究發展需

要，另定教師停聘或不續聘之規定，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並納入聘約。」。 

二、為鼓勵新進教師致力於學術研究，本校於 84年 11月 15日 84學年度第 1次

校務會議修訂通過，增訂本校教師聘任辦法（如附件一）第 5條規定略以：

「新聘教授及副教授於初續聘滿 4 年之半年前，應經系（所）、院、校教評

會審議是否續聘，若不通過則自第 5年起不予續聘。……新聘助理教授於到

職 6年內未能升等者，自第 7年起不予續聘。但情況特殊，經教評會同意者，

自第 7年起得續聘 2年，如 2年內仍未能升等者，則不予續聘。新聘講師原

則比照辦理。」，與前項大學法規定意旨相符，並明訂於本校 88 年 3 月 17

日 87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之本校教師聘約（如附件二）中。 

三、本校實施新聘教授及副教授滿 4年之續聘及新聘助理教授及講師滿 6年限期

升等之規定（適用於 85年 8月 1日後新進教師），並列入聘約中，迄今已滿

10年。依新修訂之大學法規定，各校得另定教師停聘或不續聘之規定，本校

已將前述不續聘規定訂定於本校教師聘任辦法及教師聘約中，將依規定繼續

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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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國立成功大學校務資訊公開辦法」總說明  
 

為使行政行為遵循公正、公開與民主之程序，確保依法行政之原則，並保障

人民知的權益，增進對公共事務之瞭解、信賴及監督，並促進民主參與，行政程

序法第一章總則之第七節的四條條文中，即揭示「資訊公開」，並於第四十四條

第三項中規定「有關行政機關資訊公開及其限制之法律，應於本法公布二年內完

成立法。於完成立法前，行政院應會同有關機關訂定辦法實施之。」 

 

準此，行政院於民國 90年 2月 21日發布「行政資訊公開辦法」，並以此辦

法為依據，於民國 94年 12月 28日完成立法，公布「政府資訊公開法」，其第四

條中將文教機構納入該法之適用範圍，是以新修訂之大學法第三十九條即規定

「大學對校務資訊，除依法應予保密者外，以主動公開為原則，並得應人民申請

提供之。」 

 

參考行政資訊公開辦法、政府資訊公開法、電腦個人資訊保護法之相關規

定，研訂本辦法。其要點如下: 

一、明示本辦法之宗旨及依據。(第一條) 

二、定義校務資訊。(第二條) 

三、明定校務資訊應公開及限制公開之範圍。(第三條、第五條) 

四、明定校務資訊之主動公開方式。(第四條) 

五、明定校務資訊請求權之行使方式，包括申請人資格、申請書內容、准駁程序、

重製或複製方式、錯誤資訊之更正權等。(第六條至第十三條) 

六、明訂對於不服校務資訊公開之裁定的救濟程序。(第十四條) 

七、明定請求者要求複印拷貝資訊須支付合理之手續費。(第十五條) 

八、明定辦法通過及修正之程序。(第十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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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校務資訊公開辦法 
95年 10月 25日 95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為善盡社會責任，使校務資訊公開化、透明化，保障教職員工生及人民知的權利，
增進對校務之瞭解、信賴及監督，並促進民主參與，特依政府資訊公開法及大學法
第三十九條之規定，訂定國立成功大學校務資訊公開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校務資訊，為校務運作過程中於職權範圍內作成或取得而存在於文書、
圖畫、照片、磁諜、磁帶、光碟片、微縮片、積體電路晶片等媒介物及其他得以讀、
看、聽或以技術、輔助方法理解之任何紀錄內之訊息。 

第三條  下列校務資訊，除依第五條規定限制公開或不予提供者外，應主動公開： 
一 各項校務運作之規章。 
二 學校及各單位之組織、職掌、地址、電話、傳真、網址及電子郵件信箱帳號。 
三 行政指導有關文書。 
四 工作計畫、業務統計及研究報告。 
五 預算及決算書。 
六 書面之公共工程及採購契約。 
七 支付或接受之補助。 
八 各項會議紀錄。 

前項第四款所稱研究報告，係由政府機關編列預算委由學校進行之報告或派赴國
外從事考察、進修、研究或實習人員所提出之報告。 

第四條  校務資訊之主動公開，應選擇其適當之下列方式行之： 
一 刊載於成大校刊、成大新聞或其他出版品。 
二 利用電信網路傳送或其他方式供公眾線上查詢。 
三 提供公開閱覽、抄錄、影印、錄音、錄影或攝影。 
四 舉行記者會、說明會。 
五 其他足以使公眾得知之方式。 

第五條  校務資訊屬於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限制公開或不予提供之： 
一 經依法核定為國家機密或其他法律、法規命令規定應秘密事項或限制、禁止

公開者。 
二 公開或提供有礙犯罪之偵查、追訴、執行或足以妨害刑事被告受公正之裁判

或有危害他人生命、身體、自由、財產者。 
三 學校作成意思決定前，內部單位之擬稿或其他準備作業。但對公益有必要者，

得公開或提供之。 
四 學校為實施監督、管理、檢（調）查、取締等業務，而取得或製作監督、管

理、檢（調）查、取締對象之相關資料，其公開或提供將對實施目的造成困
難或妨害者。 

五 有關專門知識、技能或資格所為之考試、檢定或鑑定等有關資料，其公開或
提供將影響其公正效率之執行者。 

六 公開或提供有侵害個人隱私、職業上秘密或著作權人之公開發表權者。但對
公益有必要或為保護人民生命、身體、健康有必要或經當事人同意者，不在
此限。 

七 為保存文化資產必須特別管理，而公開或提供有滅失或減損其價值之虞者。 

校務資訊含有前項各款限制公開或提供之事項者，應僅就其他部分公開或提供之。 

第一項所定應限制公開或不予提供之校務資訊，因情事變更已無限制公開或拒絕
提供之必要者，學校應受理申請提供。 

第六條  學校應依當事人之請求，就所保有之個人資料檔案，答覆查詢、提供閱覽或製給複
製本。但有前條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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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中華民國國民及依法在中華民國設有事務所、營業所之本國法人、團體，得依本辦
法規定請求學校提供校務資訊。 

外國人，以其本國法令未限制中華民國國民請求提供其政府資訊者為限，亦得依
本辦法申請之。 

第八條   向學校申請提供校務資訊者，應填具申請書，載明下列事項： 
一 申請人姓名、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及設籍或通訊地址及聯絡電

話；申請人為法人或團體者，其名稱、立案證號、事務所或營業所所在地；
申請人為外國人、法人或團體者，並應註明其國籍、護照號碼及相關證明文
件。 

二 申請人有法定代理人、代表人者，其姓名、出生年月日及通訊處所。 
三 申請之校務資訊內容要旨及件數。 
四 申請校務資訊之用途。 
五 申請日期。 

前項申請，得以書面通訊方式為之。其申請經電子簽章憑證機構認證後，得以電
子傳遞方式為之。 

第九條   學校應於受理申請提供校務資訊之日起十五日內，為准駁之決定；必要時，得予延
長，延長之期間不得逾十五日。 

前項校務資訊涉及特定個人、法人或團體之權益者，應先以書面通知該特定個人、
法人或團體於十日內表示意見。但該特定個人、法人或團體已表示同意公開或提供
者，不在此限。 

前項特定個人、法人或團體之所在不明者，學校應將通知內容公告之。 

第二項所定之個人、法人或團體未於十日內表示意見者，學校得逕為准駁之決定。 

第十條   學校核准提供校務資訊之申請時，得按校務資訊所在媒介物之型態給予申請人重製
或複製品或提供申請人閱覽、抄錄或攝影。其涉及他人智慧財產權或難於執行者，
得僅供閱覽。 

申請提供之校務資訊已依法律規定或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之方式主動公
開者，學校得以告知查詢之方式以代提供。  

第十一條 校務資訊內容關於個人、法人或團體之資料有錯誤或不完整者，該個人、法人或團
體得申請學校依法更正或補充之。 

前項情形，應填具申請書，除載明八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及第五款規定之事項
外，並載明下列事項： 
一 申請更正或補充資訊之件名、件數及記載錯誤或不完整事項。 
二 更正或補充之理由。 
三 相關證明文件。 

第一項之申請，得以書面通訊方式為之；其申請經電子簽章憑證機構認證後，得以
電子傳遞方式為之。 

第十二條 學校應於受理申請更正或補充校務資訊之日起三十日內，為准駁之決定；必要時，
得予延長，延長之期間不得逾三十日。 

第七條及第九條第二項至第四項之規定，於申請學校更正或補充校務資訊時，準用
之。 

第十三條 學校核准提供、更正或補充校務資訊之申請時，除當場繳費取件或校務資訊之業務
單位所提供之申請表件上已有規定者外，應以書面通知申請人提供之方式、時間、
費用及繳納方法或更正、補充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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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應更正之資訊，如其內容不得或不宜刪除者，得以附記應更正內容之方式為之。 

學校全部或部分駁回提供、更正或補充校務資訊之申請時，應以書面記明理由通知
申請人。 

申請人依第八條第二項或第十一條第三項規定以電子傳遞方式申請提供、更正或補
充校務資訊或申請已註明電子傳遞地址者，第一項之核准通知，得以電子傳遞方式
為之。 

第十四條 申請人對於學校就其申請提供、更正或補充校務資訊所為之決定不服者，得依法提
起行政救濟。 

第十五條 學校依本辦法公開或提供校務資訊時，得按申請校務資訊之用途，向申請人收取費
用；申請校務資訊供學術研究或公益用途者，其費用得予減免。 

前項費用，依教育部訂頒之「教育部暨所屬機關學校提供政府資訊收費標準」收費；
未訂定收費標準者，由校務資訊提供之單位依校務資訊之檢索、審查、複製及重製
所需之成本，決定所需收取之費用，簽奉核定後收取之。 

第十六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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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國立成功大學學則」部份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三條 本校於學年之始，公開招

收各學系學士班一年級

新生或酌量情形招收各

學系學士班二、三年級轉

學生，其招生簡章另定

之。另依有關規定，得酌

收海外僑生及外國學

生。本校招收外國學生入

學辦法另訂之，並報教育

部核定後實施。 

第三條 本校於學年之始，公開招收

各學系學士班一年級新生

或酌量情形招收各學系學

士班二、三年級轉學生，其

招生簡章另定之。另依有關

規定，得酌收海外僑生及外

國學生。本校招收外國學生

入學辦法另訂之。 

 

依 94年 12月 28日公

布之大學法第 24條

第一項修訂 

第三條之一 本校與國外大學校

院學生得依本校

「與國外學校辦理

跨國雙學位實施辦

法」之規定修讀跨

國雙學位，其辦法

另訂之，並報教育

部備查。 

  

新增條文 

第六條 凡經本校錄取之新生、轉

學生，應於規定日期來校

辦理入學手續，逾期不到

者，即取消其入學資格。

有關役男學生入學後，須

依規定申辦緩徵或儘後

召集，逾期未辦理致影響

個人就學權益或妨害兵

役者，依相關法規處理。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得於註冊開始前，向

教務處註冊組申請保留

入學資格： 

一、因重病住院須長期療養，

並持有健保局特約區域醫

院以上出具之證明者。 

二、因服義務役持有入營服役

通知書。 

三、僑生及外國學生因故不能

按時來校報到入學者。 

第六條 凡經本校錄取之新生、轉學

生應於規定日期來校辦理

入學手續，逾期不到者，即

取消其入學資格。有關役男

學生入學後，須依規定申辦

緩徵或儘後召集，逾期未辦

理致影響個人就學權益或

妨害兵役者，依相關法規處

理。但新生因重病住院持有

醫院證明書或因應徵召服

義務役及其他特殊事故，不

能按時入學者，得於註冊

前，依本校規定檢具有關證

件，經向本校申請核准後准

予保留入學資格一年，或至

所服兵役期滿為限。  

 

 

 

 

保留入學資格條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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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因其他不可抗力因素而無

法於當學期註冊入學者。 

保留入學資格以一年為限，或

至所服兵役期滿為限。 

第七條之一 本校對於學生學籍

之管理，應永久保

存。 

 依大學法第 28條規

定新增 

第八條 

二、選課：按照教務處教學資

訊組排定之各學系(所)科

目時間表，於規定時間內

按照下列規定到各學系

(所)辦理選課；未依期限

辦理選課者，即令退學。 

(一)----------------。 

(二）------------------- 

但學期學業成績優良

者，次學期得加選一至

二科目學分，學期學業

成績優良標準由各學系

（所）訂定之。情況特

殊經專案簽請教務長核

准者，不受最低應修學

分數限制，惟至少應修

習一個科目。 

（三）----------------。 

（四）-----------------。 

（五）-----------------。 

（六）已選修之科目於學期

考試前六週以前得申

請退選，但不得超過

兩科，退選後修讀總

學分仍不得低於最低

應修學分數，並經學

系(所)主任核准後送

教務處註冊組辦理退

選，退選科目於中、

英文成績單上均留退

選記錄。 

第八條 

二、選課：按照教務處教學資訊

組排定之各學系(所)科目

時間表，於規定時間內按照

下列規定到各學系(所)辦

理選課；未依期限辦理選課

者，即令退學。 

(一)----------------。 

(二）----------------- 

但學期學業成績優良者，

次學期得加選一至二科目

學分，學期學業成績優良

標準由各學系（所）訂定

之。 

 

 

 

 

（三）---------------。 

（四）---------------。 

（五）---------------。 

（六）已選修之科目於學期考

試前六週以前得申請

退選，但不得超過兩

科，退選後修讀總學分

仍不得低於最低應修

學分數，並經學系(所)

主任核准後送註冊組

辦理退選(退選科目在

學籍簿及中、英文成績

單上均存留退選記

錄，選課時應慎重注

意)。 

一、文字修正。 

二、增列選課彈性，

不受最低選課學

分之限制。 

三、此條文修正通

過，本校學生選

課注意事項配合

修訂 

第十一條 學生請假無論因病因

事均不得逾全學期上

第十一條 學生請假無論因病因事

均不得逾全學期上課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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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時間三分之一。但經

專案簽准者除外。學生

於某一科目缺席時數

(無論因病、事)逾該科

目全學期上課時數三

分之一，由教務處查明

予以扣考該科目之處

分。 

 

間三分之一(參閱六、七

章)。但經專案簽准者除

外。學生於某一科目缺席

時數(無論因病、事)逾該

科目全學期上課時數三

分之一，由教務處查明予

以扣考該科目之處分(參

閱六、七章)。 

刪除部份文字 

第十四條 學生轉系規定如下： 

一、--------------------。 

二、學生申請轉系辦法另訂

之，並報教育部備查後實

施。 

第十四條 學生轉系規定如下： 

一、--------------------。 

二、學生申請轉系辦法另訂之。 

 

依大學法第 28條規

定修正 

第十五條 

 

一、 學生經本校及簽約之他校

同意，得自第二學年開始

至第四學年上學期（不含

延長修業年限期間）止，

依其志趣，選定本校或簽

約之他校設有輔系學系為

輔系，並以本校或簽約之

他校一系為限；選定本校

或簽約之他校設有雙主修

學系為雙主修，並以本校

或簽約之他校一系為限。 

二、學生修讀輔系或雙主修辦

法另訂之，並報教育部備

查後實施。 

第十五條 學士班學生選讀輔系或

雙主修規定如下： 

一、本校學生得自第二學年開始

至第四學年上學期止，依其

志趣，選定設有輔系之其他

學系為輔系或修讀其他學

系為雙主修。 

 

 

 

 

 

 

二、本校各學系學生修讀輔系或

雙主修辦法另訂之，報教育

部備查後實施。 

 

一、依大學法第 28

條規定修正。 

二、學生修讀輔系或

雙主修辦法另案

修訂。 

第十六條 學生休學規定如下： 

一、---------------。 

二、休學期間應征服役者，須

檢同征集令或軍人補給證

影本，向本校申請延長休

學至服役期滿為止，服役

期間不計入休學累計。因

懷孕、生產申請休學者，

應檢具健保局特約區域醫

院以上出具之證明書。申

請休學期間至多以二學期

為限，且不計入休學年限

第十六條 學生休學規定如下： 

一、----------------。 

二、前款學生如於休學期間應征

服役者，須檢同征集令或軍

人補給證影本，向本校申請

延長休學至服役期滿為

止，服役期間不計入休學累

計。 

 

 

 

 

一、依教育部台高

（二）字第

0940071739號

函，為維護懷孕

學生之受教權

（含懷孕期間不

計入休學期

限），將相關規定

納入學則規範。 

二、部份文字修正。 

95-1校務會議(95.10.25)紀錄-21-



 22 

內。 

三、-------------。 

四、-------------。 

五、------------。 

 

三、---------------。 

四、----------------。 

五、--------------。 

第十七條 學生復學規定如下： 

 一、學生休學期滿應持復學通

知書辦理復學，編入原肄

業學系(所)相銜接之學年

或學期肄業。 

 

 

 

 

二、-------------。 

第十七條 學生復學規定如下： 

 一、學生休學期滿應持復學通

知書辦理復學，如因重病休

學或因服役而延長休學期

限者，尚須分別檢同醫院診

斷證明書或退伍令申請復

學，經教務長核准後編入原

肄業學系(所)相銜接之學

年或學期肄業。 

二、----------------。 

 

簡化復學手續。 

第十八條 退學、開除學籍及申訴

規定如下： 

一、學生有左列情形之一者，

應予退學，並由本校通知

其家長或監護人辦理退學

離校手續。  

(一)學生因故經家長或監護

人同意自請退學者。 

(二)入學或轉學資格經本校

審核不合者。 

(三)逾期未註冊或休學逾期

未復學者。 

(四)操行成績不及格或犯有

重大過失經學生獎懲委

員會議議決並經校長核

定退學者。 

(五)修業期限屆滿，仍未修足

所屬學系規定應修科目

與學分者。 

(六)依本學則其他有關條文

之規定應令退學者。 

   

第十八條 退學、開除學籍及申訴規

定如下： 

一、學生有左列情形之一者，應

予退學，並由本校通知其家

長或監護人辦理退學離校

手續。  

(一)學生因故經家長或監護人

同意自請退學者。 

(二)入學或轉學資格經本校審

核不合者。 

(三)逾期未註冊或休學逾期未

復學者。 

(四)操行成績不及格或犯有重

大過失經學生獎懲委員會

議議決並經校長核定退學

者。 

(五)修業期限屆滿，仍未修足

所屬學系規定應修科目與

學分者。 

(六)依本學則其他有關條文之

規定應令退學者。 

(七)同時在國內其他大學院校

註冊入學者，經限期擇一

退學，逾期未辦者。 

 

 

 

刪除第七款雙重學籍

退學之規定 

第十八條之一 學生休、退學退

費，依「大專校院

學生休退學退費

作業要點」辦理退

 依大學法第 35條規

定增訂本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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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 

第二十條 學士班學生成績分學

業(包括實習)、操行兩

種，各種成績核計均採

百分記分法以一百分

為滿分，六十分為及

格。除操行、體育、軍

訓(護理)及服務學習

成績之計算辦法另訂

外，各科目學期成績由

授課教師根據臨時考

試、期中考試、學期考

試及平時成績計算，填

入學期成績記載表，送

交教務處註冊組登

錄，學生成績永久保

存。 

一、學期學業平均成績計算如

下： 

(一)以科目之學分數乘該科

目成績為學分積。 

(二)以學分總數除總學分積

為學期平均成績。 

(三)學期學業平均成績之計

算，不含暑修但包括不及

格科目成績在內。 

二、畢業成績計算：以各學期

(含暑修)修習學分數總和

除以成績積分總和。 

 

三、------------------。 

四、-------------。 

五、--------------。 

六、學生各科成績一經送交註

冊組後不得更改。如有計

算錯誤或漏列時，應依照

本校「教師繳交及更正成

績要點」辦理。其要點另

訂之。 

第二十條 學士班學生成績分學業

(包括實習)、操行兩種，

各種成績核計均採百分

記分法以一百分為滿

分，六十分為及格。除操

行、體育、及軍訓(護理)

成績之計算辦法另訂

外，各科目學期成績由授

課教師根據臨時考試、期

中考試、學期考試及平時

成績計算，填入學期成績

記載表，送交教務處註冊

組登錄。 

 

 

 

一、學期學業平均成績計算辦法

如下： 

(一)以科目之學分數乘該科目

成績為學分積。 

(二)以學分總數除總學分積為

學期平均成績。 

(三)學期學業平均成績之計算

包括不及格科目成績在

內。 

二、畢業成績計算辦法如下：以

各學期(含暑修)修習學分

數總和除成績積分總和和

為畢業成績。 

三、-----------------。 

四、------------------。 

五、--------------。 

六、學生各科成績一經送交註冊

組後不得更改。如有計算錯

誤或漏列時，應依照任課教

師更正或補登學期總成績

辦法辦理。其辦法另訂之。 

 

一、 增列服務學習

成績計算。 

二、 增列學生成績

永久保存。 

三、 明定學期成績

陳畢業成績計

算方式。 

四、 教師繳交及更

正要點新訂。 

第廿二條 學生因重大事故，不能

參加學期考試者，應依

本校「學生學期考試請

第廿二條 學期考試因公、病假或考

試時間衝堂等原因補考

者，須事前分別經教務、

 

一、 增列學生學期

考試請假法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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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辦法」之規定辦理。

其辦法另訂之。 

 

 

 

 

因病請假補考成績及格

者，以六十分為基數，

其超過部份以五折計

算。因公請假或考試時

間衝堂補考者，照原分

給分不予折扣。 

 

學務二處核准後，由課務

組簽發證明給學生交任

課教師，由任課教師依行

事曆規定時間內自行個

別辦理補考。補考成績應

與該科其他成績合併計

算，作為學期成績。因病

請假補考成績及格者，以

六十分為基數，其超過部

份以五折計算。因公請假

或考試時間衝堂補考

者，照原分給分不予折

扣。 

二、 文字刪除，已規

範於請假辦法

內 

第廿四條 前條所稱成績優異之
學生，須符合下列標
準： 

 一、修滿畢業科目與學分，累
計至申請時之名次在該系
該班學生數前百分之十以
內。 

二、各學期操行成績八十分以
上。 

三、一、二體育及一年級軍訓
(護理)各學期成績各在七
十分以上。         

第廿四條 前條所稱成績優異之學
生，須符合下列標準： 

 
一、必修學分全部修畢，各學期

學業成績平均在八十分以
上。 

 
二、各學期操行成績八十分以

上。 
三、一、二體育及一年級軍訓(護

理)各學期成績各在七十分
以上。 

四、名次在該系該年級(班)學生
數前百分之十以內。 

 
一、 各學系評分標

準寬嚴不一，放
寬成績優異標
準 

二、 文字修正。 

第廿六條  
一、修讀學士學位學生，依法

修業期滿，修滿應修學
分，有實習年限且實習完
畢者，經考核成績合格，
由本校授予學士學位證
書。 

二、學生修業期間應依本校「英
語能力及成就鑑定測驗實
施辦法」通過各學系訂定
之英文檢定門檻，其辦法
另訂之。 

三、學生應依本校「服務學習
教育課程辦法」修習服務
學習課程，其辦法另訂之。 

第廿六條 學生修業期滿，並修足各
該學系學士班規定應修
之科目與學分成績及格
者，得由本校發給學士學
位證書。 

 

一、 依大學法第 26
條及細則第 25
條規定。 

二、 增列各項畢業
條件。 

三、 文字修正。 

第廿六條之一 應屆畢業生成績

優異者，得申請

逕行修讀博士學

位，其辦法另訂

之。 

  

依大學法第 23條規

定，新增本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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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章程」部份規定修正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備    註 
第四條 凡國內公立或已立案之私

立大學，或經教育部認可之

外國大學研究所畢業得有

碩士學位，或合於同等學力

規定者，經本校博士班研究

生入學考試錄取者，得入本

校博士班肄業。 

 

應屆畢業學士班學生、碩士

班研究生，合於逕行修讀博

士學位資格者，得申請逕行

修讀博士學位。其申請辦法

另訂之。 

第四條 凡國內公立或已立案之私

立大學，或經教育部認可之

外國大學研究所畢業得有

碩士學位，或合於同等學力

規定者，經本校博士班研究

生入學考試錄取者，得入本

校博士班肄業。 

 

碩士班研究生，合乎逕行修

讀博士學位資格者，得申請

逕行修讀博士學位。 

本校辦士班研究生逕修讀

博士學位作業規定另訂之。 

一、依大學法第 23

條規定。 

二、新增應屆畢業

學士班學生

得申請逕行

修讀博士學

位。 

 

第十四條 研究生各科目學期成績

(計算方式比照學士班規

定)及論文考試成績均以

一百分為滿分，七十分為

及格；未達七十分者不給

學分。必修科目，應令重

修。必修科目不及格者，

不得補考，應令重修。操

行成績以七十分為及

格。但修讀教育學程課程

成績以六十分為及格，不

及格者，不得補考。研究

生修讀學士班課程或教

育學程課程之學分及成

績均不列入學期平均成

績及學期修習學分數內

計算，亦不列入畢業學分

及畢業成績計算。 

 

一、學期學業平均成績計算如

下： 

 (一)以科目之學分數乘該科

目成績為學分積。 

 (二)以學分總數除總學分積

為學期平均成績。 

 (三)學期學業平均成績之計

第十四條 研究生各科目學期成績

(計算方式比照學士班規

定)及論文考試成績均以

一百分為滿分，七十分為

及格；未達七十分者不給

學分。必修科目不及格

者，不得補考，應令重

修。操行成績以七十分為

及格。  

  

 

 

 

 

 

 

 

 

 

一、學期學業平均成績計算辦法

如下： 

 (一)以科目之學分數乘該科

目成績為學分積。 

 (二)以學分總數除總學分積

為學期平均成績。 

 (三)學期學業平均成績之計

 

一、 增訂研究生

修教育學程

成績認定 

二、 增訂研究生

修習學士班

課程成績如

何處理。 

三、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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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包括不及格科目成績

在內。 

二、畢業成績計算如下：以學業

平均成績與學位考試成績

之平均為其畢業成績。 

算包括不及格科目成績

在內。 

二、畢業成績計算辦法如下：以

學業平均成績與學位考試

成績之平均為其畢業成績。 

第十六條 研究生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應令退學： 

一、有第十二條規定在修業期限

屆滿，而仍未修足應修科目

與學分者。 

二、博士班研究生資格考核未依

該學系(所)規定年限及次

數完成者。 

三、學位考試不及格，經重考一

次仍不及格者。 

四、逾期未註冊或休學逾期未復

學者。 

五、操行成績不及格者。 

六、入學資格經審核不合格者。 

七、所著論文、創作、展演、書

面報告或技術報告有抄襲

或舞弊情事經調查屬實者。 

 

 

 

研究生在校期間，如有違犯校

規，或其他違法不端情事，得依

本校學生獎懲辦法，視其情節輕

重，予以退學或其他適當之處

分。 

第十六條 研究生有左列情形之一

者，應令退學： 

一、有第十二條規定在修業期限

屆滿，而仍未修足應修科目

與學分者。 

二、博士班研究生資格考核未依

該學系(所)規定年限及次

數完成者。 

三、學位考試不及格，經重考一

次仍不及格者。 

四、學年學業成績不及格科目之

學分數，達該學年修習學分

總數二分之一者，應令退

學。學年修習科目在九學分

(含)以下者得不受此限(八

十三學年度入學新生起適

用)。 

五、同時在國內其他大學院校註

冊入學者，經限期擇一退

學，逾期未辦者。 

研究生在校期間，如有違犯校

規，或其他違法不端情事，得依

本校學生獎懲辦法，視其情節輕

重，予以退學或其他適當之處

分。 

一、 刪除修習學

分總數二分

之一不及格

退學。 

二、 刪除第五款

雙重學籍退

學規定。 

三、 增列四、五、

六、七條款。 

四、 依大學法第

23、26、28

條規定修訂。 

第十七條 研究生合於左列各項規

定者，准予畢業。 

一、在規定年限內修滿應修之科

目與學分者。 

二、依照本校研究生學位考試細

則，通過學位考試者。 

研究生學位考試細則另訂之，並

報教育部備查。 

第十七條 研究生合於左列各項規

定者，准予畢業。 

一、在規定年限內修滿應修之科

目與學分者。 

二、依照本校研究生學位考試細

則，通過學位考試者。 

研究生學位考試細則另訂之。 

 

 

第廿條 本章程經校務會議通過，

並報教育部備查後施行，

修正時亦同。 

第廿條 本章程經教務會議通過報

請教育部核定後施行，修

正時亦同。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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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國立成功大學講座設置要點 

86.10.22八十六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通過 
90.03.14八十九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1.12.25九十一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2.10.29九十二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5.10.25九十五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宗旨、依據： 
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昇學術水準及師資陣容，依本校組織規程第三十八條
訂定講座設置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本校講座之設置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悉依本要
點辦理。 

二、經費來源： 
本校講座之設置，除由校務基金自籌款預算編列外，財團法人、民間企業或熱心公益之團
體、個人，得以基金或定期捐贈方式贊助。 

三、講座名稱： 
由本校校務基金自籌款預算編列之講座，統稱「成功大學講座」，不佔缺、不支薪給之講
座特稱為「成功大學特約講座」。其他講座（由財團法人、民間企業或熱心公益之團體、
個人贊助之講座）名稱得由贊助者與校長商定之。 

四、講座資格： 
講座由本校教授或國內外著名學者擔任，並應具有左列基本條件之一： 

  （一）中央研究院院士或國外院士。 
  （二）曾獲教育部學術獎或國家講座。 
  （三）曾獲國科會傑出研究獎五次（含）或特約研究人員二次（含）以上。 
  （四）曾獲國際著名學術獎或在學術上有卓越貢獻者。 
「成功大學講座」限由本校教授擔任，同一教授以主持一講座為限。 

五、講座獎助標準： 
由本校編制內專任教授擔任「成功大學講座」者，除部訂教授薪給外，另核發獎助金每年
五十萬元作為教學研究經費，獎助三年。由短期聘約聘任之教授擔任「成功大學講座」者，
獎助金額及支付方式，由校長經諮商後訂定之。 
擔任「特約講座」者，其獎助金額及支付方式，由校長經諮商後訂定之。 
其他講座之獎助金額依合約而定。 

六、講座義務： 
本校教授擔任講座，應致力於本校學術水準之提升。依本要點聘任之校外講座，其應擔負
之學術任務由校長與講座商定。特約講座應以促進與本校之互動、協助提升本校學術水準
為任務。 

七、講座任期： 
特約講座及本校教授擔任講座為終身榮譽職。短期聘約之校外學者擔任講座及其他講座為
非終身榮譽職，其任期得視贊助經費或本校所編列預算而定，依個案處理。 

八、推薦審查、聘任程序： 
本校講座之遴聘應優先考慮被推薦人之學術成就。各單位得於每年十月底前經由系（所）
或院推薦之。推薦時應檢附被推薦人選之學經歷、論著目錄、重要論著、具體學術成就證
明、其他相關之證明文件及教學研究計畫，經講座評審委員會審查通過後陳請校長敦聘之。 

九、講座評審委員會之委員視個案而定。由教務長擔任召集人，另由校長聘請專家學者若干人
組成。 

十、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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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講座設置要點」部份規定修正對照表 
 

 修正法規名稱 原法規名稱 說  明 

國立成功大學講座設置要點 國立成功大學講座設置辦法 將辦法改為要點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一、宗旨、依據： 

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

校）為提昇學術水準及師資

陣容，依本校組織規程第三

十八條訂定講座設置要點

（以下簡稱本要點）。本校

講座之設置除法令另有規

定者外，悉依本要點辦理。 

一、宗旨、依據： 

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

校）為提昇學術水準及師資

陣容，依本校組織規程第三

十八條訂定講座設置辦法

（以下簡稱本辦法）。本校

講座之設置除法令另有規

定者外，悉依本辦法辦理。 

將辦法改為要點 

二、經費來源： 

本校講座之設置，除由校務

基金自籌款預算編列外，財

團法人、民間企業或熱心公

益之團體、個人，得以基金

或定期捐贈方式贊助。 

二、經費來源： 

本校講座之設置，除由校務

基金自籌款預算編列外，財

團法人、民間企業或熱心公

益之團體、個人，得以基金

或定期捐贈方式贊助。 

將辦法改為要點 

六、講座義務： 

本校教授擔任講座，應致力

於本校學術水準之提升。依

本要點聘任之校外講座，其

應擔負之學術任務由校長

與講座商定。特約講座應以

促進與本校之互動、協助提

升本校學術水準為任務。 

六、講座義務： 

本校教授擔任講座，應致力

於本校學術水準之提升。依

本辦法聘任之校外講座，其

應擔負之學術任務由校長

與講座商定。特約講座應以

促進與本校之互動、協助提

升本校學術水準為任務。 

將辦法改為要點 

十、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十、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並報

教育部備查後實施，修正時

亦同。 

1.將辦法改為要

點。 

2.刪除需報教育

部備查文字。

依教育部 95

年8月23日台

學 審 字 第

0950124858 號

函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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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國立成功大學特聘教授設置要點   
 

91年 6月 12日 90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延會通過 

91年 12月 25日 91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4年 12月 28日 94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5年 10月 25日 95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宗旨： 
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勵本校教授致力於提昇學術水準，爭取更高榮譽，特
訂定「國立成功大學特聘教授設置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經費來源： 

本校特聘教授之設置，除由校務基金自籌款預算編列外，財團法人、民間企業或熱心公益
之團體、個人，得以基金或定期捐贈方式贊助。 
 

三、特聘教授資格： 
特聘教授由教授年資三年(含)以上之教授擔任，並應具有下列基本條件之一： 
（一）曾於三年（含）內獲國科會傑出研究獎或特約研究人員者。 
（二）曾獲國科會年度專題研究計畫研究主持費共達三次（含）以上者（原獲國科會甲等

獎者比照辦理）。 
（三）曾獲國內、外著名學術獎或在學術、教學、科技與民生上有傑出貢獻者。 
 前述條件均自取得教授資格後起算。 
 

四、特聘教授獎助金： 
擔任特聘教授之教授在其受聘專職期間，得連續支領每月壹萬元獎助金三年，以協助其教
學研究工作。每三年需再送審一次，連續二次通過審查者得支領每月貳萬元獎助金三年，
連續三次通過審查者得支領每月叁萬元獎助金三年，中斷後再通過審查者得依前次核定額
度支領獎助金三年。送審未獲通過者仍具有特聘教授榮銜，不再支領獎助金。 
特聘教授獎助金支領期間最多三任，三任期滿者仍具有特聘教授榮銜，不再支領獎助金。 
 

五、特聘教授義務：  
依本要點聘任之特聘教授，應致力於提昇本校之學術水準及教學品質，並爭取更高榮譽。 
 

六、聘任、推薦審查程序： 
（一）符合特聘教授資格第（一）款之教授，經確認後聘任。 
（二）符合特聘教授資格(二-三)款之教授，得經由系、院於每年十月底前提出申請，送

特聘教授評審委員會審查，通過之名額視經費而定。推薦時應檢附被推薦人選之學
經歷、著作目錄、重要論著、具體學術成就證明和其他相關之證明文件。 

 
七、特聘教授如獲聘為本校講座教授時，特聘教授獎助金自動終止。本校講座於申領講座教授

獎助金三年期滿後得申請特聘教授獎助金，通過審查者得支領每月叁萬元獎助金三年。 
 

八、特聘教授評審委員會之委員由校長聘請專家學者若干人組成，另由教務長擔任召集人。 
 
九、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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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特聘教授設置要點」第三點、第七點、第九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三、特聘教授資格： 

特聘教授由教授年資三年

(含)以上之教授擔任，… 

 （一）…  

（二）曾獲國科會年度專題研究

計畫研究主持費共達三次

（含）以上者（原獲國科

會甲等獎者比照辦理）。 

（三）… 

前述條件均自取得教授資格

後起算。 

 

三、特聘教授資格： 

特聘教授由教授年資五年

(含)以上之教授擔任，… 

  （一）… 

  （二）曾獲國科會年度專題研究 

       計畫研究主持費共達五次 

      （含）以上者（原獲國科會 

       甲等獎者比照辦理）。 

（三）… 

前述條件均自取得教授資格

後起算。  

1.依 95.06.02本校特聘教授

設 

 置要點修訂草案公聽會建 

 議，為鼓勵年輕學者致力研 

 究，擬將特聘教授資格之年 

 資限制放寬為三年。 

2.第（二）款原擬配合修訂

為”曾獲國科會年度專題研

究計畫研究主持費共達三次

（含）以上者”。 

 

四、特聘教授獎助金： 

擔任特聘教授之教授在其受

聘專職期間，得連續支領每月

壹萬元獎助金三年，以協助其

教學研究工作。每三年需再送

審一次。連續二次通過審查者

得支領每月貳萬元獎助金三

年，連續三次通過審查者得支

領每月叁萬元獎助金三年，中

斷後再通過審查者得依前次

核定額度支領獎助金三年。送

審未獲通過者仍具有特聘教

授榮銜，不再支領獎助金。 

特聘教授獎助金支領期間最

多三任，三任期滿者仍具有特

聘教授榮銜，不再支領獎助

金。 

四、特聘教授獎助金： 

擔任特聘教授之教授在其受

聘專職期間，得連續支領每月

壹萬元獎助金三年，以協助其

教學研究工作。每三年需再送

審一次，審查仍依第三條各款

辦理，未獲通過者仍具有特聘

教授榮銜，不再支領獎助金。 

1. 為鼓勵特聘教授持續研

究，提升本校學術水準，增

列連續 2次或 3次通過審查

者獎助金分級及獎助金最多

支領三任機制。增列”連續

二次通過審查者得支領每月

貳萬元獎助金三年，連續三

次通過審查者得支領每月叁

萬元獎助金三年，中斷後再

通過審查者得依前次核定額

度支領獎助金三年。” 

及 ” 特聘教授獎助金支領

期間最多三任，三任期滿者

仍具有特聘教授榮銜，不再

支領獎助金。” 等文字。 

2. 刪除” 審查仍依第三條各

款辦理”等文字。 

 

七、…本校講座於申領講座教授獎

助金三年期滿後得申請特聘教

授獎助金，通過審查者得支領

每月叁萬元獎助金三年。 

七、…本校講座於申領講座教授獎

助金三年期滿後得申請特聘教

授獎助金。 

增列”通過審查者得支領每

月叁萬元獎助金三年。”等文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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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Agreement on Academic Exchange 

between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and 

Osaka University  
 
In a mutual desire to promote further intercultural, educational and technological exchange,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and Osaka University agree to the following framework of academic 
cooperation: 
 

(1) Promotion of joint research and educational activities; 
(2) Invitation of short-term visits to faculty members and researchers for lectures, conferences, 

colloquia, and symposia or other academic activities; 
(3)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and pertinent publication in fields of interest to both universities; 
(4) Exchange of faculty members, researchers and students for study and research. 
 

Other forms of cooperation may be established when agreed separately on each specific case. 
 
1. The details on other necessary matters concerning the exchange of students are provided 

separately in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on Student Exchange.” 
 
2. The fields of study are to be designated for each case, based on mutual interests.  The conditions 

for employing the achieved results as well as arrangements for specific visits and exchanges 
should be endorsed by both universities on each specific case.  

 
3. Both universities understand that all financial arrangements will depend upon availability of 

funds in each specific case, which may be collaboratively and/or separately sought by both 
universities.   

 
4. This agreement will become effective from the date of the signatures by the representatives of 

both universities and valid for the initial period of five years.  The agreement will be reviewed 
not less than six months prior to the natural termination of the current agreement and may be 
extended or renewed in mutual accordance.  At any time,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may be 
amended by mutual agreement in a written notice. 

 
5. The agreement may be terminated by either university with a six-month notice.  No applications 

shall be considered after this notice; however, the universities will continue to fulfill their 
obligations with the accepted exchange students until the completion of their study plans. 

 
The agreement should be concluded in two original documents, both written in English language and 
being equally authentic. 
 
 
 
-------------------------------------------    -------------------------------------------- 
Chiang Kao               MIYAHARA Hideo  
President                                  President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Osaka University 
 
-------------------------------------------    -------------------------------------------- 
Date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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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on Student Exchange  
between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and  

Osaka University 

 
The exchange of students as promoted by the Agreement on Academic Exchange between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and Osaka University will be implemented as follows: 
 
1.   The home university will select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in the exchange program, and the host 

university will make final decision on admission for each case based on the academic 
requirements for the proposed course work. 

 
2.  Each university will have no more than five students from the other side enrolled at any time.  

The actual number of students to be exchanged in a year will be determined each year by mutual 
agreement. 

 
3.   The period of enrollment of the students at the host university should not exceed 12 months.   
 
4.   The students will continue as candidates for degrees at their home university and will not be 

candidates for degrees at the host university. 
 
5.  The field of study for each student will be subjected to the host university being able to provide 

appropriate courses of study and appoint qualified supervisors when required, and provided such 
courses are open to exchange students. 

 
6. The host university will determine the required language skills for admission in each case, in 

order to assure that the student has the minimum requirements to carry out his/her studies 
successfully. 

 
7. The students must be enrolled in the home university as regular students and will be exempt 

from application, matriculation and tuition fees at the host university. 
 
8. The host university agrees to provide, prior to the exchange, the course plan and documentation 

of course work for the students, as well as appropriate documentation about their performance 
on completion.  

 
9. The host university will be responsible for assisting students to find adequate accommodation on 

or near the host campus.  The host university will be exempt from this responsibility if the 
student declines the recommended accommodation. 

 
10. Exchange students are subjected to all related rules and regulations of the host university. 
 
11. For the purpose of promoting exchange among students, each university shall endeavor to 

encourage graduate student participation in the event of research exchanges between researchers.  
Particularly in respect to exchange involving those students in the latter stages of their doctoral 
program, the universities shall aim to make possible coordinated guidance by the guidance 
professors of both the home university and the host university. 

 
12. Both universities agree to mutually cooperate concerning any issues of crisis management that 

may arise within the course of exchange. 
 
13. Each university will appoint a contact office and/or person to facilita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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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am.  The appointed offices or persons will act as contact for enquiries about the program 
and will also be responsible for promoting, advertising and overseeing the smooth operation of 
the program. 

 
14. This memorandum shall enter into force on the date of its signing date by the representatives of 

both universities and shall be in force during the term of the agreement on academic exchange 
between both universities. 

 
 
 
 
 
 
 
-------------------------------------------   ------------------------------------------- 
Chiang Kao              MIYAHARA Hideo   
President                                 President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Osaka University 
 
 
    

-------------------------------------------   -------------------------------------------- 

Date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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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 
AGREEMENT FOR ACADEMIC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AND 

CHIBA UNIVERSITY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and Chiba University with the objective of facilitating mutual 

friendship, academic research and educational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institutions, hereby 

conclude this agreement. 

 

Article 1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and Chiba University will cooperate in promoting both 

academic research and enhancing educational opportunities for students. 

 

Article 2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cooperation prescribed in Article 1, the cooperation of the two 

institutions may be undertaken through various kinds of activities as listed below and the details of 

the collaboration will be specified through separate negotiations. 

(1) Organization of joint research projects, including conferences and meetings; 

(2) The exchange of students, faculty members and researchers; 

(3) The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and publications; and 

(4) Other activities mutually agreed upon by the two institutions. 

 

Article 3 This agreement shall become effective on the date of signature by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two institutions, and will be effective for a period of five years. The period of validity may be 

extended upon mutual agreement of the two institutions. 

 

Article 4 Amendments to this agreement may be made upon mutual agreement of the two 

institutions. 

 

Article 5 This agreement may be terminated upon six months' written notice by any of the two 

institutions. 

 

Article 6 This agreement shall not bind any of the two institutions to any financial commitment. 

 

 

Date : 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rof. Dr. Chiang Kao  Prof. Dr. Toyoki Kozai 

President  President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Chiba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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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UNIVERSITY OF HOUSTON 

AND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This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MOU) is entered into and is effective as of the 

__________________ (“The effective Date”), by and between the University of Houston, (“UH”), which is a 

component of a state-supported institu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that is located in Houston, Texas and National 

Cheng Jung University (“NCKU") which is an institu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that is located in Tainan, Taiwan, 

Republic of China. UH and NCKU shall be known collectively as “the Parties” and singularly as “a Party” or 

“the Party.” 

 

RECITALS 
 
 WHEREAS, cordial relations exist between UH and NCKU; and  

 

 WHEREAS, NCKU and UH have discussed mutual goals regarding academic opportunities for students 

and faculty; and 

 

 WHEREAS, UH and NCKU desire to establish a program (“the Program”) for the benefit of students of 

their respective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NOW, THEREFORE, the Parties enter into this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in order to memorialize 

fundamental concepts regarding the Program. 

 

UNDERSTANDING OF THE PARTIES 
 

In contemplation of establishment of the Program, the Parties agree as follows: 

 

Article I  (Objectives) 

 

A. To contribute further to the regional understanding between both countries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both cities (Houston and Tainan), and both universities (UH 

and NCKU) through mutual cooperation programs. 

 

B. To further collaboration between UH and NCKU through academic programs in instruction, 

research and faculty development among the faculty of both institutions. 

 

C.   To enhance th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al experience of students from both institutions through a 

student exchange program between UH and NCKU. 

 

Article II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Parties) 

 

A. Both universities commit themselves to identify concrete areas of academic collaboration and to 

explore the means to achieve a successful collab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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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The university officials who will have the responsibility in coordinating the program for the 

parties are: 

 

 For the University of Houston: 

  Professor Stephen Huang, Computer Science Department       

 

 For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Professor Jar-Ferr Yang, Electrical Engineering Department  

 

Article III (Understanding of the Parties) 

 

A. The Parties understand and agree that they are making a significant commitment to this 

collaborative effort. Accordingly, the Parties agree to expend their best efforts on the design, 

implementation, and successful continuation of the Program. 

 

B. This MOU shall remain effective from the date of execution until the end of the agreed upon 

term of five years.   

 

C. The Parties understand and agree that this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will provide 

the foundation for a more comprehensive agreement concerning the details of the Program; 

AND THAT THis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does not commit the parties regarding the 

program. 

 

D. The parties understand that this program must support through its activities the mission of the 

University of Houston System and the mission of the University; that the international program may 

not use the name and official seal of the university or any of its components without the written 

consent of the president or his/her designee; that the international program is subject to all policies 

and procedures of the Board of Regents and system administration, including consultation with an 

attorney from the Office of General Counsel. 

 

E. If the Parties are unable to resolve their differences, the Parties agree that the venue shall lie in 

Harris County, Texas. 

 

F. The Memorandum contains the entire understanding of the Parties at this time. If either Party is 

unwilling or unable to continue with plans for the Program, that Party may do so by sending a 

written notice of regret to the other Party. 

 

 

(Intentionally Left Blank) 

 

 

 

 

 

 IN WITNESS WHEREOF, the Parties have caused their fully authorized representatives to 

execute this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on the______day of_______________,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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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 OF HOUSTON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B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Jay Gogue, Chancellor Chiang Kao, President 

 

 

Dat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B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onald J. Foss Jow-Lay Huang  

 Provost and Senior Vice President  Dean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of Academic Affairs 

 

 

Dat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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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 Exchange Agreement 
between 

University of Houston 

and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This Student Exchange Agreement is based on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already signed 
between University of Houston and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to set out the framework for 
the student exchange program. 
 
1.  DEFINITIONS  
 
For the purpose of this agreement, “home” institution shall mean the institution at which the student 
intends to graduate, and “host” institution, which has agreed to accept the student from the home 
institution. 
 
Semester or academic year shall normally refer to the period relevant to the host institution. 
 
2.  PURPOSE OF THE AGREEMENT 
 
The general purpose of this Agreement is to establish specific educational relations and 
co-operations between the two participating institutions in order to promote academic linkages and to 
enrich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culture of the two countries concerned. 
 
The purpose of each student exchange is to enable students to enroll in subjects at the host institution 
for credit, which will be applied towards their degrees at their home institution. 
 
3.  STUDENT EXCHANGES 
 

(1) NUMBER 
 

Each institution is prepared to send students and receive the equivalent number in exchange 
annually.  Normally the exchange will involve a maximum of two (2) students per academic 
year from each institution. 

 
(2) QUALIFICATIONS 

 
Each exchange student should demonstrate his/her academic proficiency by a certified 
transcript. 

 
(3) COSTS 

 
(a) Tuition 

 
Student will pay their regular tuition and fees to the home institution.  No further 
tuition costs will be charged by the host institution. 

 
(b) Board and Room Charges 
 
Each student will receive every assistance from the host institution in locating suitable 
dormitory accommodation.  The cost of accommodation, including food, is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exchange stu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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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Transportation 
 

Each student is responsible for his/her own international transportation costs (unless 
special arrangements are made by the home institution.)  Each institution will make 
every effort to meet arriving students at the airport nearest the campus and transport 
them to the institution. 

   
(d) Medical Insurance 

 
Each exchange student is responsible for making arrangements for a suitable 
insurance plan, which must include sufficient medical coverage.  The cost of the 
insurance will be paid by the exchange student (unless special arrangements are made 
by the home institution). 

 
4.  GENERAL PROVISIONS 
 

(1) ACADEMIC CONTENT 
  
Exchange will conform to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home institution.  Exchange students will 
be subject to the rules and procedures as specified in the host institution’s handbook for the 
academic year in which they enroll. 

 
(a) Students are to be undergraduates and preference will be given to students who 
have completed at least one year of study at the home institution. 

 
(b) Exchange students will participate in the normal academic courses offered by the 
host institution. 
 
(c) In the selecting courses, students may choose from the range of courses offered at 
each institution.  The responsible officers will inform each other about any courses 
which may have limited enrolment and will make every effort to assist students in 
enrolling in such courses. 

 
(2) EXCHANGE STUDENTS’ RECORDS 

 
Prior to the final selection of students for participation in the exchange, each institution will 
provide the other with information about the performance, language ability, and academic 
background and record, together with letters of recommendation.  It is understood that both 
institutions will strive to select only individuals of the highest academic ability and personal 
integrity for participation in the program.  Each institution reserves the right of prior 
approval of the individuals nominated by the other. 

 
(3) ACADEMIC RESOURCES 
 
Each student will be provided with the same academic resources and supporting services as 
are normally provided to other students at the host institution at the same academic level.  
An academic advisor will be designated to assist students enrolled in the exchange program. 

 
(4) ACADEMIC CREDIT 
 
Details pertaining to academic credit will be negotiated separately and will not be part of this 
Agreement.  Negotiations on academic credit transfer will be undertaken by an exchange of 
letters between appropriate officers at each institution.   

 
(5) EXCHANGE STUDENTS FAMIL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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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is not anticipated that spouses or dependants will accompany any of the students.  Where 
such an arrangement is proposed, it is subject to the approval of the host institution on the 
understanding that all additional expenses incurred by accompanying spouses or dependan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individual exchange student. 

 
5.  ADMINISTRATION 
 

(1) ANNUAL PROGRAM CALENDAR 
   
 Exchanges may take place for an academic year. 

 
A student who leaves the program early, for any reason, is not entitled to a refund of either 
tuition or accommodation fees.  

  
 (2) PROGRAM REVIEW 
   

Both institutions will be responsible for a regular review of the program on or before April 1 
of each year.  This review may make appropriate and mutually agreed modifications as 
required and identify new opportunities for a co-operation in scholarship and research. 

 
6.  TERMINATION 
 
This Agreement shall be in force for a period of five (5) years from the date of its enactment.  It will 
renew automatically unless terminated by one of the institutions upon a written notice three (3) 
months prior to termination. This Agreement may be amended or modified at any time by the mutual 
consent of the institutions.  The termination of this agreement shall allow for any participating 
students who have commenced at either institution at the date of the termination to complete their 
approved course of study. 
 
 
For University of Houston   For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Jay Gogue, Chancellor        Chiang Kao, President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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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 

 

International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IMOU)  

 

Between 

 

Colorado State University 

Fort Collins, Colorado, USA  

and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Tainan, Taiwan, R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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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tional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Colorado State University (CSU)  

and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NCKU) 

 

In recognition of their mutual educational and scholarly interests,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NCKU) with address at Tainan, Taiwan and the 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Colorado 

State University System, by and through Colorado State University (CSU), Fort Collins, 

Colorado, 80523, U.S.A. propose to further their interests in accordance with this International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IMOU).  

 

1. The purpose of this IMOU is to encourage voluntary interaction and cooperation and to 

promote friendship between the two parties for their mutual benefit.  

 

2. NCKU and CSU recognize the value of cooperative educational experiences that integrate 

theory and practice and promote campus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our respective 

organizations.  

 

3. NCKU and CSU anticipate a close relationship in order to share the benefits of their respective 

institutional accomplishments, to discuss the frameworks of their different educational 

systems, and to develop future areas of cooperation.  

 

4. NCKU and CSU may encourage their respective faculty and students to pursue collaborative 

research that is jointly beneficial to thei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nd will lead to 

increased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parties and their respective countries. CSU will 

provide an incentive for NCKU students to study at CSU through a tuition premium for 

the specific period of time set forth in the Graduate Student Support document, Appendix 

A. 

 

5. NCKU and CSU encourage and welcome the exchange of short-term visiting scholars. The 

principal purposes of any such visits are to deliver lectures and seminars, to engage in 

collaborative research in areas of common interest, and to explore mutual projects and the 

means to support them.  

 

6. Neither party is obligated to expend any monies or other resources in connection with this 

IMOU. Resources for implementation of any undertaking that may result from this IMOU 

may come from either party, depending upon budgetary availability. No commencement 

of any specific projects resulting from this IMOU may be initiated prior to the written 

assurance of such budgetary availability to the other party. To the extent any external 

funding is required by CSU for any purpose and funding for such purpose is 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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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ropriated or otherwise made available, CSU will have no further financial obligations 

upon such determination.  

 

7. The implementation of any cooperative research project or of any proposed visit shall be 

conditional upon both the availability of sufficient funding acceptable to each of the 

participants and the execution of a written agreement therefore signed by authorized 

officials of the participating organizations.  

 

8. NCKU and CSU will each designate a departmental or unit home and a representative who is to 

be responsible for the management of this IMOU. Both parties agree to notify the other if 

the department/unit or representative changes in the course of the agreement, and to in 

turn inform their respective international and/or administrative units.  

 

 

9. This IMOU takes effect when signed by authorized representatives of the participating 

organizations. The agreement will continue in force and effect for a period of five (5) 

years from such date. Renewal of the agreement may be initiated at the end of each such 

five year period, and will require signatures by authorized officials of the participating 

organizations.  

 

10. This agreement may be terminated at the request of either party by giving advance written 

notice of sixty (60) days.  

 

Signatures: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Tainan, Taiwan 

 

 

 

 

B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  

Name: Dr. Chiang Kao 

Title: President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B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  

Name: Dr. Jow-Lay Huang 

Title: Dean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Colorado State 

University System by and through 

Colorado State University, Fort Collins, 

Colorado USA:  

 

 

By: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  

Name: Dr. Larry E. Penley  

Title: President  

Colorado State University  

 

B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 

Name: Dr. Peter Dorhout 

Title: Vice Provost for Graduate Studies 

Colorado State University 

 

 

  

 

95-1校務會議(95.10.25)紀錄-43-



 44 

Designated Representatives: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B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  

Name: Dr. Chyan-Deng Jan  

Title: Director of Disaster Prevention 

Research Center   

Dept: Researches and Services Headquarters  

Address: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Tainan, Taiwan ROC  

Phone: (06)384-0251  

Fax: (06)384-0260   

E-mail: cdjan@mail.ncku.edu.tw 

 

Designated Representative:  

 

Colorado State University  

 

 

By: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  

Name: Dr. Chih Ted Yang 

Title: Director of Hydroscience and Training 

Center   

Dept: Civil Engineering 

Address: A205 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 

Colorado State University  

Fort Collins, CO 80523-1372   USA 

Phone: (970) 491-8160 

Fax: (970) 491- 7727 

E-Mail: Chih.Yang@Colostate.edu 

 

 

 

Acknowledgements: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By: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  

Name: Dr. Keh-Chin Chang 

Title: Director, Researches and Services 

Headquarters 

 

 

By: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  

Name: Dr. Pao-Shan Yu 

Title: Chairman, Department of Hydraulic 

and Ocean Engineering 

 

 

By: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  

Name: Dr. P. Shirley Li 

Title: Director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Acknowledgements:  

 

Colorado State University  

 

 

By: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  

Name: Dr. Sandra Woods 

Title:  Dean, College of Engineering 

 

 

 

By: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  

Name: Dr. Luis Garcis 

Title: Interim Department Head  

 

 

 

By: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 

Name: Martha A. Denney 

Title: Director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Copy to:  

Name: Robert Schur  

Title: Legal Counsel Contracts Officer,  

CSU Board of Govern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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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3 

「國立成功大學校長續聘評鑑辦法」總說明 

    民國 94年 12月 28日大學法修正公布第九條第四項「公立大學校長任期

四年，期滿得續聘；其續聘之程序、次數及任期未屆滿前之去職方式，由大學

組織規程定之；…」；另教育部為各大學辦理校長續聘運作有所遵循，訂立「教

育部辦理國立大學校長續任評鑑作業要點」，對擬續任之校長，就其任內治校

成果提出客觀評鑑報告，以作為各校決定是否續聘之參考。本校爰訂定校長續

聘評鑑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其要點如下： 

第一條 本辦法之法源。 

第二條 評鑑委員會組成、提交報告及作成決定之時間。 

第三條 評鑑委員產生方式，參照校長遴選辦法，但排除教育部遴派代表 3人，

校友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由共 8人減少為共 4人，並增加學校代表 3

名。另增加校友會推荐校友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之規定。 

       評鑑委員與教育部評鑑小組成員不重複，兼任行政主管不得擔任委員。 

第四條 評鑑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召開時間及主席產生方式。 

第五條 評鑑委員如因故無法參與評鑑作業或與續任校長有血親、姻親、師生

關係則喪失委員資格；如有解除職務之事由者，解除其職務；所遺職

缺則按身份別辦理遞補。 

第六條 評鑑委員會開會時，得視需要邀請有關人員列席。 

第七條 評鑑委員會議決方式。 

第八條 評鑑委員會委員為無給職。 

第九條 評鑑委員會於校長續聘後，自動解散。 

第十條 本辦法施行及修正之行政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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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校長續聘評鑑辦法 

         95年 10月 25日 95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第 一 條    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續聘校長，依大學法第九條及本校組織規

程第廿五條之規定訂定「國立成功大學校長續聘評鑑辦法」（以下簡稱本辦

法）。 

第 二 條    本校校長任期屆滿一年前決定續任，應依本辦法組成校長續聘評鑑委員會，

並於組成後兩個月內提出客觀評鑑報告，作成校長是否續聘之決定。 

第 三 條    評鑑委員會由委員十五人組成，委員與教育部評鑑小組成員不重複，兼任行

政主管不得擔任委員。包括校務會議推選之學校代表十一人；校務會議推選

之校友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共四人，其產生方式如下： 

一 學校代表。 

(一)評鑑委員之配置：各學院、非屬學院（含體育室、軍訓室、計算機與網路

中心、圖書館、通識教育中心等）推選專任教授（或副教授、助理教授）

九人。其中，文學院及社會科學院合併推選一人；理學院及生物科學與科

技學院合併推選一人；管理學院及非屬學院合併推選一人；電資學院及規

劃與設計學院合併推選一人；工學院推選三人；醫學院推選二人。編制內

之職技人員推選組員或技士以上之職技人員二人。 

(二)評鑑委員候選人之推荐：各學院及非屬學院講師以上人數超過 200人者推

荐 3-4名候選人；低於 200人者推荐 2-3名候選人；編制內之職技人員推

荐 4-5 名候選人。推荐方式由各學院、非屬學院（由管理學院召集）、人

事室訂定。 

二 校友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 

(一)評鑑委員之配置：校友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共四人，各至少一人。 

(二)評鑑委員候選人之推荐：各學院、非屬學院、學生會、校友會各推荐 1名

校友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候選人。推荐方式由各學院、非屬學院（由管理

學院召集）、學生會及校友會（由校友聯絡中心統籌）訂定。 

 第 四 條   評鑑委員會組成後，應於二十日內召開第一次會議，並函請續任校長提出校

務說明書，供評鑑委員會辦理校長續聘評鑑。評鑑委員會置召集人一人，由

委員互選產生，召集會議並擔任主席。召集人因故不能出席時，由委員互推

一人代理之。評鑑過程，在評鑑結果未公佈前，參與之委員及有關人員應嚴

守秘密，但其他法律另有規定或評鑑委員會依法決議者，不在此限。 

第 五 條    評鑑委員因故無法參與評鑑作業，或與續任校長有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與

姻親及曾有此關係，及有學位論文指導之師生關係者，經評鑑委員會確認後，

解除委員職務。 

評鑑委員會委員有前項不得擔任委員之事由而繼續擔任或有具體事實足認其

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者，得經人（不包括續任校長）向評鑑委員會舉其原因

及事實，經評鑑委員會決議後解除其職務。 

           前項缺額依第三條規定之代表類別配置遞補。 

第 六 條   評鑑委員會開會時得視需要邀請有關人員列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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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七 條   評鑑委員會開會時，委員應親自出席，不得委託他人為代理，應有三分之二以

上委員出席始得開議，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始得決議。惟應有出席委員三分

之二以上之贊成，方得作成決定校長續聘與否之決議。 

第 八 條   評鑑委員為無給職。但校外委員得依相關規定支給出席費及交通費。 

評鑑委員會所需經費由學校支應。 

評鑑委員會之事務性工作由研究發展處擔任。 

第 九 條   評鑑委員會於校長續聘後，自動解散。 

第 十 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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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 95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延會紀錄 

時間：95年 11月 1日（星期三）上午九時 

地點：光復校區國際會議廳第二演講室 

出席：如附件 1(p.5)。 

主席：高校長 強                              記錄：侯雲卿 

壹、討論事項： 

第一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人事室 

案由：擬修訂本校教師評量要點第二、四點部分內容，如修訂條文對照表，

提請  討論。 

說明：  

一、依據 95年 2月 22日本校第 182次校務企劃座談會中，校長「將舊

制助教納入評量」之指示，及配合本校教學特優教師獎勵遴選要點

之修訂修訂之。 

二、修訂條文對照表如議程 p.5。 

三、本案經 95年 6月 23日本校 94學年度第 6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

95年 10月 11日本校 95學年度第 1次校務發展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四、修訂前之「國立成功大學教師評量要點」如議程附件 14P75，請參

考。 

擬辦：通過後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附件 2(p.6)。 

 

第二案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由：擬修正本校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設置辦法為本校學生申訴評議委員

會設置與申訴處理辦法，並修訂部分條文，提請  討論。 

說明： 

一、依教育部中華民國 95年 8月 31日台訓(二)字第 0950128322號函

暨 95年 10月 11日校務發展委員會決議辦理。 

二、教育部函請依下列說明修正後同意核定： 

(一)請將「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為「學生申訴處理辦

法」。 

(二)第 5條第 1項第 7款請修正為「⋯ 提出訴願、民事、刑事或行政

訴訟者，應即『以書面』通知本會⋯ 」。 

(三)有關「大專校院學生退、休學退費標準表」，業已於本（95）年

5月 1日以台高（四）字第 0950057997B號令廢止在案，自本（95）

年 8月 1日起適用「大專校院學生休退學退費作業要點」，故第

6條第 1項第 3款請修正為「‥其兵役、『退費』依下列規定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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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同條同項同款第 2目請修正為「退費基準依大專校院學生

休退學退費作業要點之規定辦理」。 

(四)第 7條請修正為「有關『性侵害或』性騷擾之申訴案件⋯ 」。 

三、經本月 12 日請示教育部，悉本校基於實際需要得將「學生申訴評

議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為「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設置與申訴處理

辦法」。 

四、原辦法及部分規定修正草案對照表，如議程附件 15P77。 

擬辦：提請校務會議通過，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附件 3(p.9)。 

 

第三案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由：國立成功大學學生事務會議設置辦法第 3條修正草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因應本校通識教育中心已升級為一級單位、原夜間教務組已於 95

年 2月 1日與推廣教育中心合併為進修推廣教育中心為二級單位，

隸屬於教務處，其教務長已為本會成員，建議無需再列入。 

二、體育室雖隸屬於教務處，但因其業務經管本校各項體育活動場地，

與學生事務重要事項關係密切，建議仍應保留。 

三、軍訓室為二級單位隸屬於學務處，且單位主管在學務會議開會時已

為列席人員，自無需再列入。 

四、國立成功大學學生事務會議設置辦法第 3條修正草案對照表與原條

文，如議程附件 16P80。 

擬辦：提校務會議討論通過後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附件 4(p.12)。 

 

第四案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由：擬修訂「國立成功大學校務發展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二條條文修訂

對照表如議程附件 17P82，提請  討論。 

說明：配合校務會議組成人數之修訂及遞補委員之需要，擬修改各學院、

處推薦候選人人數之規定。 

擬辦：討論通過後，自本（95）學年度實施。 

決議： 

一、修正通過如附件 5(p.14)，並請研發處配合修訂本校組織規程。 

二、本委員會代表是否為校務會議代表，以後再討論。 

 

第五案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由：本校「組織規程」第十五條修正草案，提請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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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依據 94 學年度第 5 次校務會議延會決議，本校組織規程第十四條

有關校務會議的組成已經修改，各學院應訂定各院校務會議教師代

表選舉辦法，選舉產生各院教師代表。第十五條內容與上述不同，

需加以修訂。 

二、修訂對照表如議程 p.7。 

擬辦：討論通過後請研發處報部核定。 

決議： 

一、經投票多數同意舊制助教納入助教代表。 

二、修正通過，附件 6(p.16)，並請研發處配合修訂本校組織規程。 

 

第六案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由：「國立成功大學校務會議規則」第三條修正草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配合本校組織規程第十四條條文之修訂，本校校務會議規則相關條

文須加以變更。 

二、修訂對照表如下： 

第三條修正條文 第三條現行條文 說明 

本會議之代表，各學院應選出學

術或行政主管與教師代表，由秘

書室依據各學院教師人數，按比

例分配各學院名額，再由各該學

院依據自訂之校務會議代表推

選辦法產生。不屬於學院之代表

按前項比例分配名額，由教務處

就不屬學院之各單位全體教師

選舉產生。前項比例分配名額，

如不足 4人時，以 4人計。比例

分配遇有畸零時按四捨五入方

式計算之。 

本會議之教師代表，由秘書室

依據各學院教師人數，按比例

分配各學院名額，再由各該學

院依據各系、所教師人數按比

例分配，由各該系、所全體教

師選舉產生，選舉辦法由各

系、所自行訂定。不屬於學院

之教師代表按前項比例分配名

額，由該單位全體教師選舉產

生，選舉方式由各該單位自行

訂定。前項比例分配名額，如

不足一人時，以一人計。比例

分配遇有畸零時按四捨五入方

式計算之。 

各學院應自訂教

師代表選舉辦法 

擬辦：通過後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附件 7(p.17)。 

 

第七案   提案單位：校長交議 

案由：成大博物館籌備處擬訂「國立成功大學博物館設置辦法(草案)」如

議程附件 18P85，提請  討論。 

95-1 延會校務會議(95.11.01)紀錄-3-



 4 

說明： 

一、草案業經 95年 7月 5日第 619次主管會報及 95年 10月 11日九十

五學年度第一次校務發展委員會討論修正通過。 

二、博物館之成立日期，擬安排於本年度 75 週年校慶正式成立，並配

合各項慶祝活動一同開幕。 

決議：經投票原則同意成立博物館，但須就博物館與藝術中心合併之組織

架構與未來之執行做仔細規劃後，提校務會議確認。 

貳、臨時動議：無。 

參、專案報告：校友會館 BOT案專案委員會報告如議程附件 P87。 

校長指示：請推薦有談判能力之老師協助學校向太子建設公司爭取更有利

之回饋方案。 

肆、散會：下午 12時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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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國立成功大學 95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延會出(列)席名單 

時間：95年 11月 1日上午 9時 

地點：光復校區第一演講室 

出席：宋瑞珍 蘇炎坤（方銘川代） 柯慧貞 利德江 黃肇瑞 楊明宗   

張高評 陳昌明 劉開玲 盧慧娟 王文霞（蔡幸娟代） 翁嘉聲  

李育霖（李承機代） 余樹楨 傅永貴（田 聰代） 田 聰 孫亦文 

陳淑慧（許桂芳代） 簡錦樹 張文昌（黃玲惠代） 麥愛堂     

黃玲惠 吳文騰 張錦裕 陳進成 呂傳盛 黃明哲 黃吉川   

楊澤民 楊 名 張祖恩 溫清光 李兆芳 廖峻德 李清庭 王 醴 

許渭州 朱聖緣 林瑞禮 王振興（鄭銘揚代） 孫永年 謝孫源  

陳裕民 徐明福 孫全文 張育銘 吳萬益（潘浙楠代） 李賢得  

林清河 魏健宏（張有恆代） 張有恆 李宏志 邱正仁 潘浙楠  

鄭匡佑 湯銘哲 黎煥耀 游一龍 謝淑珠 葉才明 黃美智     

蔡朋枝 陳振宇 郭麗珍 陳省盱 林麗娟 李劍如 蒲建宇    

李金駿 嚴伯良 陳志鴻 陳聰哲 李偉國 謝文真（程碧梧代）   

謝錫堃 王三慶 張丁財 李丁進 王永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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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國立成功大學教師評量要點 

91.12.25  91 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通過 
92.06.11  91 學年度第 5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95.11.01  95 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延會修訂通過 

一、  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昇本校教學、研究與服務品質，維

持本校教育水準，特依本校組織規程第三十三條訂定本校教師評量要點

（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凡本校專任教師，均應依本要點接受評量。 

      教授及副教授每滿五年接受一次評量，助理教授、講師及教學單位助教

（86年 3月 21日前取得證書者）每滿三年接受一次評量。 

      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得免接受評量： 

      (一)獲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者。 

      (二)曾獲頒教育部學術獎或國家講座、本校講座及經本校認可之國內外

著名大學講座教授者。 

      (三)曾獲國際著名學術獎或在學術上有卓越貢獻，經系、院教評會認可

者。 

      (四)曾獲頒國科會傑出研究獎三次（含）以上、甲（優）等研究獎或研

究主持費共十次（含）以上者（一次傑出研究獎相當於三次甲等研

究獎）。曾獲選本校教學特優教師或「教學傑出」獎者，相當於一

次傑出研究獎；「教學優良」獎者，相當兩次研究主持費。 

      (五)年滿六十歲者（但初聘者除外）。 

      (六)曾獲其他教學、研究、服務獎項或其成果具體卓著，經系、院教師

評審委員會認可免接受評量者。 

三、  教師之評量須經初審、複審評量通過者方為通過，初審通過者始得辦理

複審。初審由各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辦理，複審由院教師評審委員

會辦理。 

四、  教師評量應綜合教學、研究、服務等予以客觀審慎之評量。教師在教學、

研究、服務任一項目有特出之績效，應予以肯定。 

      各系（所）、院須分別訂定其教師評量要點，包括評量項目、標準及程

序，並經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核備後實施。 

      教學單位 86年 3月 21日前取得證書之助教，其評量方式由各系、所另

定之，並經院教師評審委員會核備後實施。 

五、  新聘教授及副教授依本校教師聘任辦法第五條規定，通過續聘者，視同

通過第一次評量。 

      新聘助理教授及講師依本校教師聘任辦法第五條規定，於規定年限內，

不需接受評量。通過升等時，視同通過第一次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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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本校專任教師依本要點評量不通過者，於次一年起不予晉薪且不得申請

休假研究、借調、在外兼職兼課，被評量不通過人員一年後可申請辦理

再評量，自再評量通過之次年起恢復晉薪，得申請休假研究、借調、在

外兼職兼課。 

七、  凡最近一次評量不通過者不得提出升等；不得延長服務年限；且不得擔

任各級教評會委員，如為現任委員者，由候補委員遞補之。 

八、  必須接受評量之教師，須提出相關資料接受審查。未提出者，以該年度

未通過評量論。但當年度有留職留薪或留職停薪情形（休假研究、借調、

出國講學或進修…）不在校致未能提出者，俟返校服務後順延辦理。 

九、  自本要點通過施行之日起算，任教授或副教授滿五年者，接受第一次評

量；任助理教授或講師滿三年者，接受第一次評量。惟至九十三年七月

卅一日止，任教授或副教授已滿五年、任助理教授或講師已滿三年者，

得自行提出自九十三學年度起接受第一次評量。 

應接受評量年數之計算，不包括留職停薪期間，但借調期間折半計算。

通過升等教師，依其升等後職稱，自該學年度起算其應接受評量年數。

對應接受評量年數之計算有疑義時由人事室解釋。 

十、  教師評審委員若為受評當事人，應迴避與自身評量有關之討論及議決。

各次會議之召開均須達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議；經出席委員

過二分之一同意始得決議。 

十一、各系級單位應於四月十五日前完成初審送院辦理複審。各院級單位於五

月十五日前完成複審送教務處彙整簽請校長核定後公佈通過名單。 

十二、非屬學院之系（所）、室、中心、館、處之教師評量，其初審與複審比

照系（所）院辦理；計算機與網路中心之教師評量，其初審比照系（所）

辦理，複審由工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辦理。 

十三、受評量教師對初審結果不服者，得向院教師評審委員會提出書面申復；

對複審結果不服者，得向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提出書面申復。對申復結果

不服者，得向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書面申訴。 

十四、編制內專任研究人員之評量比照教師辦理。 

十五、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規辦理。 

十六、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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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教師評量要點第二、四點修正對照表 

修  訂  後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修訂說明 

二、  凡本校專任教師，均應依本要
點接受評量。 

      教授及副教授每滿五年接受
一次評量，助理教授、講師及
教學單位助教（86 年 3 月 21
日前取得證書者）每滿三年接
受一次評量。 

      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得免接
受評量： 

      (一)獲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
者。 

      (二)曾獲頒教育部學術獎或
國家講座、本校講座及經
本校認可之國內外著名
大學講座教授者。 

      (三)曾獲國際著名學術獎或
在學術上有卓越貢獻，經
系、院教評會認可者。 

      (四)曾獲頒國科會傑出研究
獎三次（含）以上、甲（優）
等研究獎或研究主持費
共十次（含）以上者（一
次傑出研究獎相當於三
次甲等研究獎）。曾獲選
本校教學特優教師或「教
學傑出」獎者，相當於一
次傑出研究獎；「教學優
良」獎者，相當兩次研究
主持費。 

      (五)年滿六十歲者（但初聘者
除外）。 

      (六)曾獲其他教學、研究、服
務獎項或其成果具體卓
著，經系、院教師評審
委員會認可免接受評量
者。 

四、  教師評量應綜合教學、研究、
服務等予以客觀審慎之評
量。教師在教學、研究、服務
任一項目有特出之績效，應予
以肯定。 

      各系（所）、院須分別訂定其
教師評量要點，包括評量項
目、標準及程序，並經校教師
評審委員會核備後實施。 

      教學單位 86年 3月 21日前取
得證書之助教，其評量方式由
各系、所另定之，並經院教師
評審委員會核備後實施。 

二、  凡本校專任教師，均應依本要
點接受評量。 

      教授及副教授每滿五年接受
一次評量，助理教授及講師每
滿三年接受一次評量。 

 
 

      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得免接
受評量： 

      (一)獲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
者。 

      (二)曾獲頒教育部學術獎或
國家講座、本校講座及經
本校認可之國內外著名
大學講座教授者。 

      (三)曾獲國際著名學術獎或
在學術上有卓越貢獻，經
系、院教評會認可者。 

      (四)曾獲頒國科會傑出研究
獎三次（含）以上、甲（優）
等研究獎或研究主持費
共十次（含）以上者（一
次傑出研究獎相當於三
次甲等研究獎）。曾獲選
本校教學特優教師者，相
當於一次傑出研究獎。 

 
 
 
      (五)年滿六十歲者（但初聘者

除外）。 
      (六)曾獲其他教學、研究、服

務獎項或其成果具體卓
著，經系、院教師評審
委員會認可免接受評量
者。 

四、  教師評量應綜合教學、研究、
服務等予以客觀審慎之評
量。教師在教學、研究、服務
任一項目有特出之績效，應予
以肯定。 

      各系（所）、院須分別訂定其
教師評量要點，包括評量項
目、標準及程序，並經校教師
評審委員會核備後實施。 

 

 
 
 
＊將教學單位舊制
助教納入評量。 

 
 
 
 
 
 
 
 
 
 
 
 
 
 
 
 
 
 
 
＊配合修訂後之本
校教學特優教師
獎勵遴選要點修
訂。 

 
 
 
 
 
 
 
 
 
 
 
 
 
 
＊依 95 年 10 月 11
日本校95學年度
第 1 次校務發展
委員會議決議增
訂。 

＊授權系所自訂舊
制助教之評量方
式。 

 

95-1 延會校務會議(95.11.01)紀錄-8-



 9 

附件 3 

國立成功大學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設置與申訴處理辦法 

86.04.16 85學年度第四次校務會議通過 

90.11.14 90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延會修訂通過 

91.03.20 90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91.12.25 91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92.02.25 教育部核定 

94.04.27 93學年度第四次校務會議通過 

94.06.22 93學年度第五次校務會議通過 

94.07.15 教育部台訓(字)第 0940096627號函核定 

95.06.21 94學年度第五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95.11.01 95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延會修訂通過 
 

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大學法第三十三條第四項暨本校組織規程第二十四條定之。 

 

第二條  本校為公平、公正處理學生在校學習、生活上之有關事項，並確保學生權益，特

設置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三條  學生對於學校有關受教權益所為之處分認為有違法或不當致損其權益，或學生會

及其他相關學生自治組織，不服學校之懲處或其他措施及決議之事件，經行政程

序處理仍不服者，得向本會提出申訴。 

 

第四條  組織：   

一、 本會置委員二十七人至三十人，均為無給職，由各學院學生代表各一人、研究生

學生代表一人，各學院推薦教師各二人，非屬學院教師推薦一人（請教務處推

薦），及學校教師會代表一人，擔任之(其中未兼行政職務之教師代表不得少於總

額二分之一；已擔任學生獎懲委員會委員者不得擔任之；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

總數三分之一以上)。另由學校聘請醫師、法學、社會學、心理學之專業人士擔

任諮詢顧問。  

二、 學生代表於每學年開學一個月內，由學生會推選產生大學部代表；由各學院院長

輪流推薦產生研究生代表，均報學生事務處核備。(學生會如未能依時組成，即

請課外活動指導組輔導系學會聯合會幹部代表之)。  

三、 學生事務長擔任臨時召集人，俟主席選出後由主席主持會議，生活輔導組、課外

活動指導組組長列席，行政業務由生活輔導組承辦之。  

四、 本會開會應有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事項之決議﹑評議書之決議，以出席委員

三分之二(含)以上同意後行之。  

五、 本會之經費由學生事務處支應。  

六、 本會委員或諮詢顧問均呈報校長聘任之，任期一年。 

 

第五條  申訴及處理程序： 

一、 學生、學生會及其他相關學生自治組織（應經其組織內部之最高行政會議決議後

提出）之申訴應於知悉措施之次日起十日內以書面向本會提出申訴，逾期學校不

予受理；申請人因不可抗力致逾期限者，得向本會聲明理由請求許可。。 

二、 申訴書應記載申訴人姓名、學號、系級、住址、申訴之事實及理由，希望獲得之

補救，並檢附有關之文件及證據交由生輔組處理。  

三、 於本會下設程序審議小組，對於學生、學生會及其他相關學生自治組織之申訴得

就受理與否，先期審核，對於不符申請要件之申請案得以過濾速結；小組人員由

臨時召集人召集六位委員共同組成，以超過二分之一同意議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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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本會就書面資料評議，會議不公開舉行，得通知申訴人、原處分單位之代表及關
係人到會說明。如其逾越申訴範圍，應以書面駁回，並建議處理方式，且於處理
特殊案件時，應組成小組，秘密調查。 

五、 本會收件後，除有應不受理或中止評議情形，逕行通知申訴人及原處分單位外，
應於二十日內完成評議，必要時得予延長，並通知申訴人，延長以一次為限，最
長不得逾期二個月，但涉及退學、開除學籍或類此處分之申訴不得延長。申訴人
如有不服，得於評議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三十日內向教育部提起訴願(學生、學
生會及其他相關學生自治組織向學校提起申訴，同一案件以一次為原則)。 

六、 申訴人於本會未作成評議決定書前，得撤回申訴書。  
七、 申訴程序中，申訴人、原處分單位或其他關係人，就申訴事件或其他牽連之事項，

提出訴願、民事、刑事或行政訴訟者，應即以書面通知本會，本會應即中止評議，
俟訴訟終結後續議；惟退學與開除學籍之申訴不在此限。 

八、 退學或開除學籍之申訴，學校於評議決定未確定前，學生得向學校提出繼續在校
肄業之書面請求。學校接到上項請求後，應徵詢本會之意見，並衡酌該生生活，
學習狀況於一週內書面答覆，並載明學籍相關之權利與義務。  

九、 學生申訴經學校同意在校肄業者，學校不得授給畢業證書外，其他修課成績考核、
獎懲得比照在校生處理。  

十、 本會應對申訴案件提出討論並經評議，決議後擬定評議書由主席署名。本會之評
議及表決，委員個別意見，應對外嚴守祕密;涉及學生隱私之申訴案 ，申訴人之
基本資料應予保密。  

十一、評議決定書應包括主文、事實、理由等內容，如有建議補救措施，並應提出具體
建議；對於不受理之申訴案件亦應作成評議書，惟其內容只列主文和理由。  

十二、申訴程序中，評議委員、申訴人、原處分單位或其他關係人，應就申訴之案件採
取迴避原則，以免影響本會評議之公正性。  

十三、評議書應呈校長核備，並由本會送達申訴人及原處分單位。 
 

第六條  評議效力：  
一、 本會之評議，如原處分單位認與法規牴觸，應列舉理由依行政程序呈報校長，校

長得交付本會再議。否則，評議書經完成行政程序後，學校應即採行。 

二、 退學之申訴，經評議確定維持原處分者，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修業證明書所載修業截止日期以原處分日期為準。  
      (二)申訴期間所修習科目學分，得發給學分證明書。  
三、 退學或開除學籍之申訴，經評議確定維持原處分者，其兵役、退費依下列規定辦

理：  

(一)役男『離校學生緩徵原因消滅名冊』於申訴結果確定後三十日內冊報。 
(二)退費基準依大專校院學生休退學退費作業要點之規定辦理。 

四、 訴願及行政訴訟獲救濟之輔導：   

(一)依訴願決定或行政訴訟判決另為處分並同意學生復學者，其因特殊事故無法
及時復學時，本校應輔導其復學；對已入營無法復學之役男，學校應保留其
學籍，俟其退伍後，輔導優先復學；復學前之離校期間並得補辦休學。  

(二)依訴願決定或行政訴訟判決另為處分並同意學生復學者，應依本校規定辦理
復學程序。 
 

第七條  有關性侵害或性騷擾之申訴案件，由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處理。 
 
第八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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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設置辦法部分規定修正對照表 

          95年 10 月 

修訂條文 原條文 說  明 

國立成功大學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設
置與申訴處理辦法 

 

國立成功大學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
設置辦法 

 

依教育部說
明，修訂本辦
法名稱。 

第四條  組織：   
一、本會置委員二十七人至三十人，

均為無給職，由各學院學生代表
各一人、研究生學生代表一人，
各學院推薦教師各二人，非屬學
院教師推薦一人（請教務處推
薦），及學校教師會代表一人擔任
之(其中未兼行政職務之教師代
表不得少於總額二分之一；已擔
任學生獎懲委員會委員者不得擔
任之；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
數三分之一以上)。另由學校聘請
醫師、法學、社會學、心理學之
專業人士擔任諮詢顧問。 

第四條  組織：   
一、本會置委員二十七人至三十人，

均為無給職，由各學院學生代表
各一人、研究生學生代表一人，
各學院推薦教師各二人，非屬學
院教師推薦一人，及學校教師會
代表一人擔任之(其中未兼行政
職務之教師代表不得少於總額
二分之一；已擔任學生獎懲委員
會委員者不得擔任之；任一性別
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
上)。另由學校聘請醫師、法學、
社會學、心理學之專業人士擔任
諮詢顧問。 

 

配合本校組織
規程與實務運
作辦理。 

第五條 
七、申訴程序中，申訴人、原處分單

位或其他關係人，就申訴事件或
其他牽連之事項，提出訴願、民
事、刑事或行政訴訟者，應即以
書面通知本會，本會應即中止評
議，俟訴訟終結後續議；惟退學
與開除學籍之申訴不在此限。 

 

第五條 
七、申訴程序中，申訴人、原處分單

位或其他關係人，就申訴事件或
其他牽連之事項，提出訴願、行
政訴訟、民事訴訟或刑事訴訟
者，應即通知本會，本會應即中
止評議，俟訴訟終結後續議；惟
退學與開除學籍之申訴不在此
限。 

 
依教育部說
明，明訂通知
本會應『以書
面』行之。 

第六條 
三、退學或開除學籍之申訴，經評議

確定維持原處分者，其兵役、退
費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役男『離校學生緩徵原因消滅
名冊』於申訴結果確定後三十
日內冊報。 

(二)退費基準依大專校院學生休退
學退費作業要點之規定辦理。 

 

第六條 
三、退學或開除學籍之申訴，經評議
確定維持原處分者，其兵役、退
費標準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役男『離校學生緩徵原因消滅
名冊』於申訴結果確定後三十
日內冊報。 

(二)退費標準依現行『大學校院學
生退﹑休學退費標準表』之規
定辦理。 

 

 
依教育部說
明，配合「大
專校院學生休
退學退費作業
要點」之實施
辦理。 

第七條 
有關性侵害或性騷擾之申訴案件，由
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處理。 

第七條 
有關學生性騷擾等申訴案件，由本校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處理。 

 

依教育部說
明，配合修訂
條文內容，以
明列其適用範
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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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4 

國立成功大學學生事務會議設置辦法 

84. 11. 15  84 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通過 

90. 03. 14  89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1. 10. 09  91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5. 11. 01  95 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延會修訂通過 

第一條  依本校組織規程第二十條規定設置學生事務會議﹝以下簡稱本

會﹞，以負責規劃、統整，及推動本校有關學生事務之工作。 

第二條  本會審議學生事務工作之重大決策與法規及其執行。 

第三條  本會由學生事務長、教務長、總務長、國際學術處處長、各學院院長、

圖書館館長、通識教育中心主任、各學系主任、各研究所所長、體育

室主任、各學院導師代表各一人及大學部學生代表三人、研究生代表

二人組成。學生事務長為主席，討論有關學生事務重要事項。每學期

至少召開一次，必要時經五分之一以上委員提議得召開臨時會議。 

第四條  導師代表由各學院院長推薦，學生代表由學生自治團體推薦，任期均

為一年。 

第五條  學務處各組室主任，及與會議有關之業務承辦人員均須列席學生事務

會議，並提出報告。 

第六條  本會之工作情形或建議事項得提行政會議報告之。 

第七條  本會之決議事項，需簽請 校長核准後施行。 

第八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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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學生事務會議設置辦法第 3條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三條：本會由學生事務長、教

務長、總務長、國際學術處

處長、各學院院長、圖書館

館長、通識教育中心主任、

各學系主任、各研究所所

長、體育室主任、各學院導

師代表各一人及大學部學

生代表三人、研究生代表二

人組成。學生事務長為主

席，討論有關學生事務重要

事項。每學期至少召開一

次，必要時經五分之一以上

委員提議得召開臨時會議。 
 

第三條：本會由學生事務長、

教務長、總務長、各學院

院長、圖書館館長、夜間

教務組組長、各學系主

任、各研究所所長、軍訓

室主任、體育室主任、各

學院導師代表各一人及

大學部學生代表三人、研

究生代表二人組成。學生

事務長為主席，討論有關

學生事務重要事項。每學

期至少召開一次，必要時

經五分之一以上委員提

議得召開臨時會議。 

 

1. 因應本校通識教

育中心已升級為

一級單位、原夜間

教務組已於 95年

2月 1日與推廣教

育中心合併為進

修推廣教育中心

為二級單位，隸屬

於教務處，故本會

成員無需再列入。 

2. 體育室因業務經

管本校各項體育

活動場地，與學生

事務重要事項關

係密切，建議仍應

列入理學生配合

修改。 

3. 軍訓室為二級單

位 隸 屬 於 學 務

處，且單位主管在

學務會議開會時

已為列席人員，自

無需再列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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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5 

國立成功大學校務發展委員會設置辦法 

76年 07月 15日 七十五學年度第三次校務會議通過 

82年 12月 22日 八十二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4年 11月 15日 八十四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5年 04月 17日 八十四學年度第四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7年 06月 10日 八十六學年度第四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1年 12月 25日 九十一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5年 11月 01日 九十五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延會修正通過 

第一條  為加強校務發展計畫先期作業，落實校務發展目標，注重事前之效益
評估，以及事後之績效考核，促進計畫作業發揮預期之功能，特依據
本校組織規程第二十四條之規定設立校務發展委員會(以下簡稱本
會)。 

第二條  本會設委員若干人，由左列人員組成之： 
一  當然委員：校長、副校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研發

長、國際學術處長、研究總中心主任、各學院院長、
附設醫院院長。 

二  推選委員(非兼任行政職務之教師)： 
推選委員人數為前款當然委員實際人數加一人。各學院保障名額
各一人，任期二年，每年改選二分之一為原則，得連選連任。先
由各學院、教務處(軍訓室、體育室、通識教育中心及未有所屬學
院之系、所)等單位推薦候選人，再由校務會議應出席人員推選
之，任期至新任委員產生為止。各學院、處推薦候選人之人數以
該單位校務會議代表人數之三分之一為原則，但應至少推薦二人。 

第三條  本會設主任委員一人，由校長兼任之。 

第四條  本會每學期至少開會一次，必要時主任委員可召開臨時會議。 

第五條  本會審議左列事項： 
一  校務發展計畫。 
二  學院、學系、研究所及重要附設單位之設立、變更、停辦。 
三  年度預算及財務計畫。 
四  國際學術合作、締結姊妹校事項。 
五  科際整合計畫有關事項。 
六  其他有關校務發展事項。 

第六條  經本會審議通過之重大案件，應再提請校務會議討論通過後實施，但
如受時間所限急需辦理者，得先行辦理，再提校務會議追認之。本會
工作情形及決議事項，應提校務會議報告。 

第七條  本會開會時主任秘書、會計主任、人事室主任、校友聯絡中心主任及
大學部學生、研究生各一人代表列席，並得視實際需要邀請其他人員
列席。 

第八條  本設置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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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校務發展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二條修正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二條  本會設委員若干人，由
左列人員組成之： 
一  當然委員： 

校長、副校長、教
務長、學生事務
長、總務長、研發
長、國際學術處
長、研究總中心主
任、各學院院長、
附設醫院院長。 

二  推選委員(非兼任
行 政 職 務 之 教
師)： 
推選委員人數為
前款當然委員實
際人數加一人。各
學院保障名額各
一人，任期二年，
每年改選二分之
一為原則，得連選
連任。先由各學
院、教務處(軍訓
室、體育室、通識
教育中心及未有
所屬學院之系、
所)等單位推薦候
選人，再由校務會
議應出席人員推
選之，任期至新任
委員產生為止。各
學院、處推薦候選
人之人數以該單
位校務會議代表
人數之三分之一
為原則，但應至少
推薦二人。 

第二條  本會設委員若干人，由
左列人員組成之： 

(一)當然委員： 
校長、副校長、教務
長、學生事務長、總
務長、研發長、研究
總中心主任、各學院
院長、附設醫院院
長。 

(二)推選委員(非兼任行
政職務之教師)： 
推選委員人數為前
款當然委員實際人
數加一人。各學院保
障名額各一人，任期
二年，每年改選二分
之一，得連選連任。
先由各學院、教務處
(軍訓室、體育室、
通識教育中心及未
有所屬學院之系、
所)等單位推薦候選
人，再由校務會議應
出席人員推選之，任
期至新任委員產生
為止。各學院、處推
薦候選人之人數不
得超過該單位校務
會議代表人數之三
分之一，但應至少推
薦一人。 

配合校務會議
組成人數之修
訂及遞補委員
之需要，擬修改
各學院、處推薦
候選人人數之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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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第十五條修正條文 第十五條現行條文 說明 

校務會議之各學院教師代表，

依第十四條第六項規定選出。

不屬於學院之教師代表按分配

名額，由教務處辦理選舉產生。 

助教（含舊制助教）、研究人

員、職員及工友之校務會議代

表，由各該團體分別經選舉產

生。 

校務會議代表任期一年，連選

得連任。 

校務會議之教師代表由秘書室

依據各學院教師人數，按比例

分配各學院名額，再由各該學

院依據各系、所教師人數按比

例分配，由各該系、所全體教

師選舉產生，選舉辦法由各

系、所自行訂定。不屬於學院

之教師代表按前項比例分配名

額，由該單位全體教師選舉產

生，選舉方式由各該單位自行

訂定。校務會議之教師代表任

期一年，連選得連任。校務會

議之研究人員、助教、職員及

工友代表，由各該團體分別經

選舉產生，任期一年，連選得

連任。 

各學院應自

行訂定教師

代表選舉辦

法。不屬於

學院之教師

由教務處辦

理 選 舉 產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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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國立成功大學校務會議規則 

80年 5月 20日 八十學年度第四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4年 11月 15日 八十四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0年 10月 24日 九十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5年11月  1日 九十五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延會修正通過 

第一條  本規則依據大學法第十三條暨本校組織規程第十六條之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校務會議（以下簡稱本會）依本校組織規程第十四條之規定組成之。 

第三條  本會議之代表，各學院應選出學術或行政主管與教師代表，由秘書室依據各學院

教師人數，按比例分配各學院名額，再由各該學院依據自訂之校務會議代表推選

辦法產生。不屬於學院之代表按前項比例分配名額，由教務處就不屬學院之各單

位全體教師選舉產生。前項比例分配名額，如不足 4 人時，以 4 人計。比例分配

遇有畸零時按四捨五入方式計算之。 

本會議之研究人員、助教、職員、工友、大學部學生代表及研究生代表，由各團

體分別經推選產生。 

第四條  會議代表除本校組織規程第十四條規定之單位主管外，各代表任期一年，連選得

連任。 

第五條  本會議依大學法及本校組織規程之規定，審議左列事項： 

一、校務發展計畫及預算。 

二、本大學組織規程、各單位設置辦法及各種重要章則。 

三、學院、學系、研究所、及其他單位之設立、變更與停辦。 

四、教務、學生事務、總務、研究發展及其他校內重要事項。 

五、有關教學評鑑辦法之研議。 

六、校務會議所設委員會或專案小組決議事項。 

七、會議提案及校長提議事項。 

第六條  本會議由校長召開，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經校務會議應出席人員五分之一以上

請求召開臨時校務會議時，校長應於二十日內召開之。 

第七條  本會議因事實需要，得邀請或指定其他單位主管或相關人員列席。 

第八條  本會議開會時校長為主席，校長因故不能出席時，由校長就出席人員中商請一人

代理主席。 

第九條  本會議開會時，應出席人員因故不能出席時，得由其職務代理人或以委託書委由

其原選舉單位之成員代理出席，並享有會議代表的權利及義務。 

第十條  本會議非有應出席人員過半數之出席，不得開議；非有出席人員過半數之同意，

不得決議。提出本會之議案，除校長交議及各處、院、系（所）提議者外，應有

出席人員五人以上之連署。 

第十一條  本會議提案，除校長交議者外；應先交由校務發展委員會審查通過後始提會審

議；審查不通過者，由主任秘書於會議中提出說明。 

第十二條  臨時動議案件需有出席人員五人之附議始可成案，其決議照第十條前段辦理。 

第十三條  主席對每一議案之審議，得於適當時機提請大會表決，並宣佈其決議；表決方

式由主席酌情採用舉手或投票等方式行之。 

第十四條  列席人員有發言權，無表決權。 

第十五條  本會議規則，經校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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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 95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紀錄 

時間：95年 12月 20日（星期三）上午九時 

地點：光復校區國際會議廳第二演講室 

出席：如附件 1(p.8)。 

主席：高校長 強                              記錄：侯雲卿 

壹、報告事項： 

一、 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附件 2-3(p.9) 

請於下次補報告 BOT案之執行情形 

二、主席報告： 

(一)今年 11月本校 75週年校慶，各系所辦理相當多的慶祝活動，相當熱烈，

表現很好。學校有奇美及統一各捐贈乙棟大樓及校史室等落成啟用典

禮。校史室在雲平大樓西棟 8樓，除有校史資料，也有簡報室，若有來

賓來訪，想多了解學校，都可安排參觀，也歡迎老師們前往參觀。校慶

期間辦理了很多研討會，包括「東南亞大學校長論壇」。教育部希望此

會議由本校主導，秘書處設在本校，本校校長為永久主席。此次是正式

成立後第一次會議，有東南亞之 36位校長大學、國內有 72位校長或副

校長參加，本校已儼然成為東南亞大學之龍頭。 

(二)上週至大陸福州參加 2個大學校長論壇，由很多報告顯示本校在兩岸學

術交流部分做得最突出，尤其在學生交換方面。上學期有山東大學 10

名、海南大學 10 名至本校學習，在台灣為首創。尤其山東大學的學生

相當優秀，學生回大陸後向學校報告學習心得，對本校讚賞有加，這對

提高本校的名聲相當有助益。各校都紛紛請益本校如何進行兩岸學生於

寒暑假進行交流及合約簽訂等。本校目前與大陸 24 校有合作關係，是

國內做得最好的。現台大急起直追，其它學校也開始跟上，在國際合作

上，將成為競爭壓力。 

(三)本周一與學生座談，第一次有外籍生參加，與會 30 餘名學生中有 8 名

外籍生與會，會場上出現師生以以英文進行交流的情形，就像國際性大

學的場景。曾有學生會代表建議成立國際學生交流會之類的社團，以協

助外籍生住宿、生活上的問題，學校有需外籍生配合之事項也經由學生

組織來協助處理。此次座談也談到這類問題，可見一般學生與外籍生都

相當注重。另外，外籍生反應有些課程原設計為英文授課，後改以中文

授課，導致外籍生有學習困難，須向同學借筆記、問同學等。請各學院

留意，若有外籍生選課，應請任課老師以英語授課，或輔導外籍生改選

其它以英語授課的課程，以免造成學習上的困擾。 
三、各一級單位及各委員會報告：（書面資料開會前已送請參閱） 

貳、討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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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本校 97學年度擬申請增設、調整特殊項目院系所學位學程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依教育部 95年 11月 20日台高通字第 0950170908號函辦理（如議程
附件 1P11）。 

二、依部函函示，增設特殊管制項目系所班組案需於 95年 12月 31日前
報部申請。本次受理特殊項目院系所學位學程案包括： 

甲、博士班申請案 

乙、涉及政府相關部門訂有人力培育總量管制機制之類科，如法律、
醫學類科，其增設、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及調整招生名額
案，以及其他涉及醫療之相關類科，如中醫、牙醫（含口腔醫學）、
自然醫學、藥學、醫學技術（含醫事檢驗、醫事技術、醫事放射、
放射技術）、護理（含護理助產、助產）、職能治療（含復健醫學）、
物理治療、呼吸治療（含呼吸照護）等，其增設院、系、所、學
位學程案，應另提計畫申請，並經專案審定。 

丙、增設、調整師資培育之相關學系案 

三、本次提出申請案經校務發展委員會議票決決議通過如下（依得票數高
低排列）： 

醫學院：公共衛生研究所博士班 

社會科學院：財經法律研究所碩士班 

社會科學院：認知科學研究所博士班 

擬辦：討論通過依限報部。 

決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由：本校組織規程第 5、26條有關副校長聘任之相關條文修訂案，提請  討

論。 

說明： 

一、新修訂之大學法第 8條規定，大學得置副校長，襄助校長推動校務，
由校長聘任之，其人數、聘期及資格，由各大學組織規程定之。較舊
法第 10 條中「大學得依其規模置副校長一人或二人」之規定更具彈
性（議程附件 2P13）。 

二、依大學法施行細則第 5條之規定，增列副校長得以契約方式進用校外
人士擔任。 

三、配合教育部「公私立大學校院訂定或修正組織規程參考原則」中有關
副校長部分之結論「副校長之聘任應尊重校長聘任權」及國內多數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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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之成例，取消由校長提名經校務會議通過之規定。 

擬辦:討論通過後，請研發處併同組織規程其他條文修正案報部。 

決議：修正通過，附件 4(p.13) 

 

第三案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由：國立成功大學組織規程第七條修正案，請  討論。 

說明： 

一、國際學術處已成立，外籍學生業務由該處辦理(議程附件 3、4P 20)，
僑生輔導組調整為辦理僑生業務。 

二、組織規程第七條第二款「僑生暨外籍學生輔導組」名稱應修正為「僑
生輔導組」，以符實情。 

三、檢陳國立成功大學組織規程第七條修正草案對照表與原條文如議程附
件 5P19。 

擬辦：提校務會議討論通過後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附件 5(p.13) 

 

第四案             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由：修訂本校「組織規程」第 6、23、25、27、28、30條條文，如議程
附件 6P23，請 討論。  

說明：本案相關條文均已提交主管會報充分討論後提案。  

擬辦：校務會議通過後，陳報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決議：修正通過，附件 6(p.15) 

 

第五案 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由：修訂本校「學院院長遴選作業準則」部份條文，如議程附件 7P29，
請 討論。  

說明： 

一、依據 94年 12月 28日公布大學法，應將學院院長之任期、續聘及解
聘程序規定於大學組織規程。己配合修訂組織規程第 27條，業經教
育部核定如議程附件 8P   。 

二、將再配合修訂「學院院長遴選作業準則」部份條文，提出相 

關細部規定，以利各學院參照實施。 

擬辦：提交校務會議討論通過後施行。                                       

決議：修正通過，附件 7(p.19) 

 

第六案                                      提案單位：醫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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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有關本院附設醫院（以下簡稱該院）組織規程部分條文及組織系統
表修正案，請  討論。 

說明： 

一、該院組織規程部分條文及組織系統表修正案，業經該院 95年 10月 5
日第 213次院務會議暨本院 95年 11月 9日院務會議討論通過。 

二、有關該院本次組織規程修正重點於次： 

（一）依相關法規配合修正者： 

   1、第一條配合校部組織規程辦理：校部報奉教育部 95.10.17台
高（二）字第 0950134437號函核定之組織規程，該院設立之
法源依據已變更為第十條第一項第七款，因此配合修正。 

2、第八條配合醫事人員人事條例之修正辦理：醫事人員人事條例
修正增列部分醫事人員專門職業證書種類，因此配合增置「諮
商心理師」職稱。 

（二）依考試院及銓敘部意見辦理者： 

1、第八條之ㄧ依考試院核備意見辦理：該院員額編制表報奉教育
部核定後實施，職員員額編制表應函送考試院核備，因此配合
修正。 

2、第十條依銓敘部意見辦理：該院會計室修編增置書記 2名，奉
銓敘部意見應先修改組織規程增置相關職稱後再行辦理，因此
配合修正增置辦事員及書記職稱。 

  （三）依業務及法制作業需要者： 

1、第二條依法制作業作文字修正。 

2、第四條應該院單位業務需要修正： 

（1）泌尿部將「體外震波碎石暨攝護腺高溫治療室」更名為「體
外震波碎石治療室」。 

（2）牙醫部修正更名為「口腔醫學部」。 

（3）病理部增設「品保室」。 

 (4）放射線診斷部增設「胸心血管放射線科」及「介入性放射線
科」；原泌尿系放射線科及消化系放射線科合併更名為「腹部
影像科」；廢除小兒放射線科。 

（5）臨床醫學研究部修正更名為「臨床醫學研究中心」。 

（6）遺傳中心將遺傳診斷室修正更名為「遺傳診斷諮詢室」。 

（7）增設「感染管制中心」。 

3、第九條為利該院人事室將來部分組員改置辦事員及書記需要，
故修正增置辦事員及書記職稱。 

4、第十六條依法制作業刪除組織規程修正條文特定生效日期之規
定，採以教育部核定之日為生效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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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另於組織系統表修正部分： 

1、委員會部份，廢除 1個委員會增設 6個委員會，修正後計 33個
委員會：現行 94.1.1生效之組織規程，組織系統表設 28個委
員會，其中資源管理委員會已無運作，予以廢除；另增設進修
甄審委員會、勞工退休準備監督委員會、專科護理師培育計畫
暨執業規範委員會、出院準備服務委員會、結核病治療管理委
員會、生物安全管理委員會等 6個委員會。 

2、病理部科下設之臨床法醫組更名為「解剖病理組」；分子生物組
更名為「分子診斷組」；毒物組業務併入生化組後廢除該毒物組。 

3、會計室增設「四組」。 

4、秘書室將原新聞組修正更名為醫務行政組。 

5、護理部下設之癌病護理組更名為「腫瘤護理組」 

 四、檢附該院組織規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及組織系統表修正草案
如議程附件 9P32。 

擬辦：校務會議通過後，將組織規程及組織系統表修正案函陳教育部核定、
考試院核備。 

決議：修正通過，附件8(p.22) 

 
第七案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宿舍配借及管理辦法」第 2、7、15 條條文，
修正條文對照表如議程附件 10P37，提請  討論。 

說明：本修正案已於 95.10.16提經九十四學年度第二次宿舍配借及管理委員
會會議討論通過。 

擬辦：通過後施行。 

決議： 

一、照案通過，附件 9(p.25) 

二、下次請委員會報告職務宿舍之現況，若討論要調查，再進行調查。 

 
第八案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海外回國任教教師臨時眷舍借住管理辦法」第
3、4、7條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如議程附件 11P40，提請  討論。 

說明：業務單位總務處保管組已於 94 .10.05.94 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通過
更名為資產管理組，本辦法內容配合修正。 

擬辦：通過後施行。 

決議：照案通過，附件 10(p.28) 

 

第九案 提案單位：國際學術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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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本校擬分別與大陸地區四川大學、韓國中央大學(Chung-Ang University)

及美國伊利諾理工學院(Illinoi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簽約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四川大學係大陸「211 工程」和「985 工程」重點建設的大學，由原
四川大學、原成都科技大學、原華西醫科大學三所重點大學合併組
建而成。學科類別完整，有 15個國家重點學科，213個博士點，330

個碩士點，118 個本科專業，21 個博士後科研流動站。在校本科以
上全日制普通學生達 5 萬 6000 多人，其中碩、博士生 1 萬 8000 多
人，在職教職工 1萬 600多人，其中中國科學院和中國工程院院士 9

人、特聘院士 23人。擬與該校簽約以進行學術交流與合作，協議書
草案如議程附件 12P43。 

二、韓國中央大學過去連續 7 年被該國教育部評估為最佳大學之ㄧ，且
2005 年畢業生就業率排名第一。其創校歷史溯自 1918 年，現有 18

個學院，教師 850名、學生 3萬名。為推動本校之國際化，擬與該校
簽訂交流協議書以進行交換學生，草案詳如議程附件 13P44。 

三、美國伊利諾理工學院係由 Armour Institute (創立於 1893年)與 Lewis 

Institute (創立於 1895 年)於 1940 年合併而成，後又併入 Institute of 

Design(創立於 1937年)、Chicago-Kent College of Law(創立於 1887

年 ) 、 Stuart School of Business 、 Midwest College of 
Engineering(創立於 1967 年)，為少數擁有法律學院的理工大學之
ㄧ。為推動本校之國際化，增加學生出國學習機會，擬與該校簽訂
學術交流協議書，草案詳如議程附件 14P47。 

擬辦：討論通過後，擇期簽約。 

決議：照案通過，附件11-13(p.31) 

 

第十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擬修訂本校研究生章程第十三條條文，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本修訂條文業於 95年 11月 8日教務會議討論通過。 

二、修訂條文內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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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備  註 
第十三條   
碩士班研究生至少須修滿二
四學分，碩士論文六學分另
計。 
博士班研究生至少須修滿十
八學分；逕攻博士學位研究
生，至少須修滿四十二學分
(惟碩士班所修學分採計以
二十四學分為限)，博士論文
十二學分另計。 

第十三條   
碩士班研究生至少須修滿二
十四學分；博士班研究生至
少須修滿十八學分；逕攻博
士學位研究生，至少須修滿
四十二學分，碩士論文六學
分、博士論文十二學分，均
另計。 

一、鼓勵學生申請
逕修讀博士，
將畢業學分降
低。 

二、通過後報請校
務會議討論通
過後報教育部
備查後實施。 

擬辦：通過後，報教育部備查，並自 95學年度起實施。   

決議：請教務處仔細規劃後再議。   

參、臨時動議： 

肆、散會：下午12時3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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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國立成功大學 95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出(列)席名單 

時間：95年 12月 20日上午 9時 

地點：光復校區國際會議廳第二演講室 

出席：宋瑞珍 蘇炎坤 柯慧貞 利德江 黃肇瑞(楊毓民代)  楊明宗  

張高評 劉開鈴 盧慧娟 王文霞 余樹楨 傅永貴(楊緒濃代)  

田  聰  鄭  靜   周維揚  陳淑慧（余樹楨代）  簡錦樹         

張文昌（張素瓊代） 麥愛堂  郭長生 黃玲惠 吳文騰 張錦裕 

顏鴻森  陳進成 溫紹炳 蔡文達 蔡長泰 高家俊  鄭國順 

李坤洲 黃吉川 楊澤民 楊 名（郭重言代） 張祖恩  趙怡欽 

苗君易 李兆芳 廖峻德 李清庭 王 醴（請假）許渭州 朱聖緣 

林瑞禮 孫永年 陳裕民 徐明福（吳豐光代） 傅朝卿 孔憲法  

吳萬益  李賢得  林清河   魏健宏  張有恆  李宏志     

邱正仁（周庭楷代）  潘浙楠 鄭匡佑 陳志鴻 湯銘哲 潘偉豐  

黎煥耀 蔡森田 吳俊忠  謝淑珠 陳清惠 黃美智（陳清惠代） 

蔡朋枝 靳應台 林秀娟 陳振宇  李伯岳 郭麗珍 陳省盱 

林麗娟   李劍如   蒲建宇   嚴伯良   陳志鴻   陳聰哲 

翁智琦（柯宏杰代） 李偉國 蘇晏良（張智程代） 黃芷翎      

列席：張克勤  謝文真（程碧梧代）  謝錫堃  王三慶  張丁財             

李丁進   林仁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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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國立成功大學 95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表 

95年 12月 20日 

決 議 案 摘 要 承 辦 單 位 執 行 情 形 

第一案 

案由：本校 95、96 學年度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委員，業

經由校長遴選，依規定須提經校務會議同意後聘任

之。名單如說明四，提請  公決。 

決議： 

一、本次委員名單校長未足額提名，俾將來新校長視需

要補提名。 

二、經投票行使同意權結果，遴選委員均過出席代表半

數同意，通過。 

行政主管：利總務長德江(續任)、李主任丁進(續任) 

教授代表：閔教授振發(續任)、吳教授華林 

(續任)、于教授富雲(續任) 

翁教授嘉聲(新任)、孫教授永年 

(新任)、張教授有恆(新任)、 

邱教授正仁(新任)。 

三、請人事室發聘。 

 

第二案                                       

案由：為善盡社會責任，使校務資訊公開化、透明化，保

障教職員工生及人民知的權利，增進對校務之瞭

解，特訂定「國立成功大學校務資訊公開辦法(草

案)」(議程附件 1P22)，提請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第三案                                       

案由：擬修訂本校學則、研究生章程部份條文，提請  討

論。 

決議：照案通過。 

 

第四案 

案由：擬修訂本校講座設置辦法為本校講座設置要點並修

正部分條文，提請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秘書室：照辦辦理。 

人事室：已配合辦理發聘。 

 

 

 

 

 

 

 

 

 

 

 

 

 

 

 

秘書室：公告於學校網頁之「法

規彙編」及本室網頁。 

 

 

 

 

 

教務處：依教育部規定時間報

部備查後實施。 

 

 

 

教務處：照案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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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案 

案由：擬修訂「本校特聘教授設置要點」，提請  討論。 

決議：修正通過。 

 

 

 

 

 

 

 

 

 

 

 

 

 

 

 

 

 

 

 

 

 

 

 

第六案 

案由：本校擬分別與日本大阪大學(Osaka University)、千

葉大學(Chiba University)、美國休士頓大學

(University of Houston)及美國科羅拉多州立大學

(Colorado State University)簽約案，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第七案 

案由：研擬本校「校長續聘評鑑辦法」（草案），請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教務處： 

1.本修訂案遵照會議決議增

列”特聘教授獎助金

支領期間最多三任，三

任期滿者仍具有特聘

教授榮銜，不再支領獎

助金”等文字。 

2.”特聘教授獎助金支領期間

最多三任”之採計方

式經提 95 年 12 月 4

日本校 95學年度特聘

教授審查委員會第 1

次會議討論後建議： 

（ 1）基於法律不溯既往原

則，”特聘教授獎助金

支領期間最多 3 任”

之規定建議自 95學年

核定之特聘教授開始

採計。 

（2）如獎助期間借調外單位者

借調期間停發特聘教

授獎助金，其特聘教授

獎助金支領”最多三

任”之採計方式建議

以最多 9年為原則。 

 

國際學術處： 

大阪大學已於今(95)年11月 30

日完成簽約；千葉大學

將以郵寄方式為之；休

士頓大學及科羅拉多

州立大學尚在聯繫中。 

 

 

 

研發處：待本次校務會議再確

認後，修正組織規程第

25 條條文，並將辦法

公告於企劃組網頁。 

95-2校務會議(95.12.20)紀錄-10-



 11 

 

附件 3 
 

國立成功大學 95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延會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表 
95年 12月 20日 

決 議 案 摘 要 承 辦 單 位 執 行 情 形 

第一案 
案由：擬修訂本校教師評量要點第二、四點部分內

容，如修訂條文對照表，提請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                                       
案由：擬修正本校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設置辦法為

本校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設置與申訴處理辦
法，並修訂部分條文，提請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第三案                                       
案由：國立成功大學學生事務會議設置辦法第 3 條

修正草案，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第四案 

案由：擬修訂「國立成功大學校務發展委員會設置
辦法」第二條條文，提請  討論。 

決議： 
一、修正通過，並請研發處配合修訂本校組織

規程。 
二、本委員會代表是否為校務會議代表，以後

再討論。 

 

 

 
教務處：確認後轉知各單位。 
人事室： 配合辦理。 
 
 
 
學務處： 

1.已於 95.12.11 函送教育部
核定。 

2.俟教育部核定後，將公告於
本校網頁，並函送本校各院
系所週知。 

 
學務處：業已依修訂之辦法於 95 年

12月 27日召開 95學年度第
1學期學生事務會議。 

 
 
秘書室： 
一、已依決議修正，並公告於秘書

室網頁。 
二、有關校務發展委員會委員是否

應同時為校務會議代表的問
題，秘書室曾提「國立成功大
學校務發展委員會設置辦法」
第二條修訂案（擬將委員任期
修改為一年，推選委員直接由
校務會議自非兼任行政職務
之教師代表中推選），於
94.6.22 九十三學年度第五次
校務會議討論，並決議：「退
回校務發展委員會再議。」經
再提 94.9.28 九十四學年度第
一次校務發展委員會討論，決
議：「維持原辦法；惟未來請
各學院院務會議盡量推薦校
發會現任委員為校務會議代
表。」 

研發處：配合修正組織規程第 24 條
第 1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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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 95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延會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表 
95年 12月 20日 

決 議 案 摘 要 承 辦 單 位 執 行 情 形 

第五案  

案由：本校「組織規程」第十五條修正草案，提請  

討論。 

決議： 

一、經投票多數同意舊制助教納入助教代表。 

二、修正通過，並請研發處配合修訂本校組織規

程。 

 

第六案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由：「國立成功大學校務會議規則」第三條修正草

案，提請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第七案 

案由：成大博物館籌備處擬訂「國立成功大學博物

館設置辦法(草案)」，提請  討論。 

決議：經投票全數同意，原則成立博物館，但須就

博物館與藝術中心合併之組織架構與未來之

執行作仔細規劃後，提校務會議確認。 

 

秘書室：照案辦理。 

研發處：依會議紀錄配合修正組織規

程第 15條。 

 

 

 

 

 

秘書室：照案辦理，並公告於秘書室

網頁。 

 

 

 

 

博物館籌備處： 

於本(95)年 12月 13日主管會報中

提出報告。 

 

 

 

 

95-2校務會議(95.12.20)紀錄-12-



 13 

附件 4 

 

本校組織規程第五、廿六條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 五 條 

本大學得置副校長一至三人，襄

助校長處理校務。 

第 五 條 

本大學得置副校長一至二

人，襄助校長處理校務。 

 

大學法第 8條對副校長

已無人數之限制。 

第二十六條  

本大學之副校長由校長聘任

之，並得以契約方式進用校外人

士擔任。 

以契約方式進用之副校長由校

長提名，於校務會議中由三分之

二以上代表出席，獲出席人數二

分之一以上同意後聘任之。 

第二十六條 

本大學副校長之聘任由校長

提名，於校務會議中由三分

之二(含)以上代表出席，獲

出席人數二分之一以上同

意，並報請教育部備案後聘

兼之。 

 

一、依教育部之「公私

立大學校院訂定或

修正組織規程參考

原則」中有關副校

長之說明，認為「副

校長之聘任應尊重

校長聘任權」。 

二、依大學法施行細則

第 5 條之規定，得

以契約方式進用校

外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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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國 立 成 功 大 學 組 織 規 程(摘要) 
 
                            95年 6月 28日 94學年度第 5次校務會議延會修訂通過 

                         95年 10月 17日教育部台高（二）字第 0950134437號函核復 

 

           第一章  總    則 

 

第 一 條  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大學)依大學法第三十六條之規定，訂定本大學組織規程

(以下簡稱本規程)。 

第 二 條  本大學以研究學術，培育人才，提升文化，服務社會，促進國家發展為宗旨。 

第 三 條  本大學在學術自由之保障下，從事教學、研究及社會服務。 

 

        第二章  組織及會議 

第 七 條   

本大學設置下列單位暨人員： 

二、學生事務處：置學生事務長一人，掌理學生事務事項，得置副學生事務長一

人，協助綜理學生事務事項，並置秘書一人。下設生活輔導、課外活動指導、

學生輔導、衛生保健、僑生及外籍學生輔導、生涯發展與就業輔導六組，各

組置組長一人。衛生保健組另置醫事人員若干人。另設軍訓室，置主任一人

及教官若干人，負責軍訓 課程之規劃與教學，並支援校園暨學生安全之維

護、學生災難救助之處理及生活輔導相關事宜。 

上列各處、館、室得視需要置職員若干人。 

 

第 八 條   

本大學因教學、研究、推廣之需，設下列單位暨人員： 

九、國際學術處:置處長一人，掌理國際學術合作及國際教育相關事務，得置副

處長一人，協助綜理本校國際學術合作及國際教育相關事務，另得置秘書一

人。下設國際合作、國際學生事務二組，各置組長一人。 

95-2校務會議(95.12.20)紀錄-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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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組織規程第七條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第七條   

本大學設置下列單位暨

人員： 

二、學生事務處：置

學生事務長一

人，掌理學生事

務事項，得置副

學生事務長一

人，協助綜理學

生事務事項，並

置秘書一人。下

設生活輔導、課

外活動指導、學

生輔導、衛生保

健、僑生輔導、

生涯發展與就業

輔導六組，各組

置組長一人。 

成功大學組織規程 

(95.6.28校務會議通過) 

 

第七條   

本大學設置下列單位暨人

員： 

二、學生事務處：置

學生事務長一

人，掌理學生事

務事項，得置副

學生事務長一

人，協助綜理學

生事務事項，並

置秘書一人。下

設生活輔導、課

外活動指導、學

生輔導、衛生保

健、僑生及外籍

學生輔導、生涯

發展與就業輔

導六組，各組置

組長一人。 

成功大學組織規程 

(95.6.28校務會議通過) 

業務已分工： 

第 八 條   

本大學因教學、研究、推廣

之需，設下列單位暨人員： 

九、國際學術處:置處長

一人，掌理國際學術合

作及國際教育相關事

務。下設國際合作、國

際學生事務二組，各置

組長一人。 

 

95.7.20 

研發處召開成立「國際學術處」

第二次籌備會議紀錄決議：

外籍生事務(新生講習、交流

活動、簽證、保險、生活輔

導等)移轉由國際學術處承

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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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組織規程第 6、23、25、27、28、30條條文修訂對照表 

 95年 12月 20日校務會議修訂  

修訂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 六 條 

各學院置院長一人，綜理院務。 

各學系置主任一人，辦理系務。 

各研究所置所長一人，辦理所務。 

如系所合一者，應由一人兼仼。 

各學科置主任一人，辦理科務。                                                                         

各學院置秘書一人。 

各學院學生總數達 600人以上，得置

副院長一人。 

各學院、學系、研究所、學科置教師 

若干人，並得視需要置職員若干人。 

 

第 六 條 

各學院置院長一人，綜理院務。 

各學系置主任一人，辦理系務。 

各研究所置所長一人，辦理所務。 

如系所合一者，應由一人兼仼。 

各學科置主任一人，辦理科務。                                                                         

各學院置秘書一人。 

 

 

各學院、學系、研究所、學科置教師 

若干人，並得視需要置職員若干人。 

 

 

 

1、依據大學法 13條

第 3 項「凡達一

定規模，任務繁

重之之學院、

系、所及學程，

得置副主 

管。」大學法施

行細則第 12條

「達一定規模、

學務繁重之學

院、系、所及 

學程，其認定基

準由大學組織規

程定之。」 

2、增列「學院」副

主管設置基準。 

 

第二十三條 

本大學各學院設院務會議，由院長、

系所主管若干人及各該學院教師代表

若干人組成，其中教師代表人數不得

少於全體會議人員之二分之一。院長

為主席，議決各該學院發展計畫、教

學、研究及其他有關院務事項。各院

務教師代表之選舉產生辦法由各該學

院自行訂定。 

 

 

各學系、研究所設系、所務會議，由

各該系、所教師組成。系主任、所長

分別為主席，議決各該系、所教學、

研究及其他有關系、所務事項。 

相關系、所得合併舉行會議，議決共

同教學、研究及其他有關事項。 

各院、系、所務會議得有行政人員、 

技術人員、助教及學生代表參加，其 

參與院、系、所務會議之方式由各 

院、系、所另定之。 各院、系、所 

務會議規則由各院、系、所另訂之。 

 

第二十三條 

本大學各學院設院務會議，為院務 

最高決策會議，由院長(醫學院包括 

附設醫院院長及副院長)、各學系主 

任、各研究所所長及各該學院教師 

代表組成，其中教師代表人數不得 

少於全體會議人員之三分之二。院 

長為主席，議決各該學院發展計 

畫、教學、研究及其他有關院務事 

項。各院務教師代表之選舉產生辦 

法由各該學院自行訂定。 

各學系、研究所設系、所務會議，為

系、所務最高決策會議，由各該系、

所教師組成。系主任、所長分別為主

席，議決各該系、所教學、研究及其

他有關系、所務事項。 

相關系、所得合併舉行會議，議決共

同教學、研究及其他有關事項。 

各院、系、所務會議得有行政人員、 

技術人員、助教及學生代表參加，其 

參與院、系、所務會議之方式由各院、 

系、所另定之。 各院、系、所務會議 

規則由各院、系、所另訂之。 

 

1、 刪除「為院務最

高決策會議」。 

2、 各院彈性調整

「院務會議代

表」組成。 

3、 教師代表人數修

訂不得少於全體

會議人員之「二

分之一」。 

 

 

刪除「為系、所務 

最高決策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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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十五條 

本大學校長之產生、連任及去職，依

下列方式辦理： 

一、…… 

二、續聘：校長任期屆滿十個月前應

由教育部進行評鑑，作為

決定是否續聘之參考。並

組成校長續聘評鑑委員

會，就校長是否續聘做成

決定，送校務會議備查。

續聘評鑑委員會應有三分

之二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

議，應有出席委員三分之

二以上之贊成，方得作成

決定校長續聘與否之決

議。若校長獲同意續聘，

則報請教育部續聘；若校

長未獲同意續聘，則依校

長遴選辦法規定重新遴

選。 

 

第二十五條 

本大學校長之產生、連任及去職，依

下列方式辦理： 

一 、… 

二、續聘：校長任期屆滿十個月前應

由教育部進行評鑑，作為

決定是否續聘之參考。並

組成校長續聘評鑑委員

會，就校長是否續聘做成

決定 ,經校務會議確認

後，若校長獲同意續聘，

則報請教育部續聘；若校

長未獲同意續聘，則依校

長遴選辦法規定重新遴

選。 

 

 

 

 

 

1、「經校務會議確認

後」，修訂為「送

校 務 會 議 備

查」。 

2、依據95 年 10 月

17 日教育部台高

（ 二 ） 字 第

0950134437 號函

核復要求增列校

長「續聘」相關

條文（如評鑑委

員會表決、同意

人數比例）。 

 

 

 

第二十七條 

本大學各學院院長之產生，由各該學

院組成遴選委員會，遴選二至三人院

長候選人報請校長擇聘之。各學院遴

選委員會之組織、作業及有關院長遴

選、續聘、解聘程序，由各學院院務

會議依本校學院院長遴選作業準則所

制定之院長遴選辦法中規定之，該辦

法經報請校長核備後施行。新設立之

學院院長，在未成立足夠系所前，由

校長聘請教授兼代之。 

各學院副院長由院長聘任。 

各學院院長及副院長任期三年為一

任，得連任一次。 

各學院副院長應配合院長之更替辭去

兼職，但如經新任院長續予聘兼者，

得續任至任期屆滿為止。 

第二十七條 

本大學各學院院長之產生，由各該學

院組成遴選委員會，遴選二至三人院

長候選人報請校長擇聘之。各學院遴

選委員會之組織、作業及有關院長續

聘、解聘程序，由各學院院務會議依

本校學院院長遴選作業準則所制定之

院長遴選辦法中規定之，該辦法經報

請校長核備後施行。新設立之學院院

長，在未成立足夠系所前，由校長聘

請教授兼代之。 

 

各學院院長任期三年為一任，得連任

一次。 

 

 

 

 

 

 

增列「遴選」 

 

 

 

 

 

增列「學院副院長」 

聘任程序、任期等 

相關規定。「學院副 

院長」之聘任比照 

「副校長」之聘 

任，尊重院長聘任 

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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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十八條 

本大學各學系主任及各研究所所長之

產生，由各該學系、研究所組成推選

委員會，公開徵求推薦人選，推選一

至三人報請該院院長及轉請校長擇聘

之。只推選一人者，如未獲同意，應

重新推選，但以一次為限。各系（所）

主管推選委員會應有五人以上委員，

且副教授以上委員不得少於二分之

一。各系（所）推選委員會之組織、

作業及有關系主任（所長）之推選、

續聘、解聘程序，由各系（所）務會

議制定之系主任（所長）推選辦法中

規定之，該辦法經院務會議通過，並

報請校長核備後施行。 

 

新設立之學系主任、研究所所長，由

該院院長報請校長聘兼之。體育室主

任之產生，準用本條之規定。 

各系主任(所長)任期三年為一
任，得連任一次。 

第二十八條   

本大學各學系主任及各研究所所長之

產生，由各該學系、研究所組成推選

委員會，公開徵求推薦人選，推選二

至三人報請該院院長及轉請校長擇聘

之。各系(所)推選委員會之組織、作

業及有關系主任(所長)之推選、續

聘、解聘程序及連任方法，由各系(所)

務會議所制定之系主任(所長)推選辦

法中規定之，該辦法經報請院長、校

長核備後施行。 

 

 

 

 

 

新設立之學系主任、研究所所長，由

該院院長報請校長聘兼之。體育室主

任之產生，準用本條之規定。 

各系主任(所長) 任期三年為一任，得

連任一次。 

 

 

 

1、 推薦人選由「二

至三人」改為「一

至三人」。 

2、 增列推選委員會

有關規模、資格

及人員比例之規

定。 

3、 刪除「及連任方

法」，以續聘涵括

之。 

4、 系所主管推選辦

法須提經院會議

通過。 

 

 

第三十條   

本大學校長須具備教授資格，副校

長、學院院長、附設醫院院長由校長

聘請教授兼任。但以契約方式進用之

副校長，不在此限。 

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研發長、通識

教育中心中心主任、國際學術處處長、

學院副院長、學系主任、研究所所長、

科主任、體育室主任、進修推廣教育中

心主任、師資培育中心主任由校長聘請

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 

 

… 

（第八項） 

前項兼任人員除體育室主任及第二 

十七、二十八條之院、系、所主管、 

科主任及學院副院長外，均應配合校

長之更替辭去兼職，但如經新任校長續

予聘兼者，得續任至任期屆滿為 

止。 

第三十條 

本大學校長須具備教授資格，副校

長、學院院長、附設醫院院長由校長

聘請教授兼任。 

 

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研發長、通識

教育中心中心主任、國際學術處處

長、學系主任、研究所所長、科主任、

體育室主任、進修推廣教育中心主

任、師資培育中心主任由校長聘請副

教授以上教師兼任。 

 

… 

（第八項） 

前項兼任人員除體育室主任及第二十 

七、二十八條之院、系、所主管及科 

主任外，均應配合校長之更替辭去兼 

職，但如經新任校長續予聘兼者，得 

續任至任期屆滿為止。 

 

1、 第一項增列契約

方式進用之副校

長，不需具備教

授資格。  

2、第二項增列「學

院副院長」須具

副教授以上教師

資格。 

3、第八項增列「學

院副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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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國立成功大學學院院長遴選作業準則 

                      95年 12月 20日 95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一、 國立成功大學學院院長遴選作業準則(以下簡稱本準則)依本校組織規程第廿七條之有
關規定訂定之。 

二、 學院院長之產生、續聘及解聘依本準則辦理。各學院應訂定院長遴選、續聘及解聘辦法。 

三、 學院院長三年為一任，得連任一次。 

四、 學院院長之續聘，於任期屆滿六個月前組成院長續聘評鑑委員會，就院長是否續聘做成
決定，送院務會議備查。續聘評鑑委員會應有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議，應有出

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贊成，方得作成決定院長續聘與否之決議。若院長獲同意續聘，
則報請校長續聘；若院長未獲同意續聘，則依各該學院院長遴選辦法規定重新遴選。 

五、 各學院應於院長因故出缺兩個月內或任期屆滿五個半月前組成遴選委員會，進行遴選作
業。遴選委員會得經該院對侯選人行使同意權後，推薦二至三位院長候選人，於卸任院
長任期屆滿一個月前報請校長擇聘之。 

六、 學院院長人選應具備教授資格。 

七、 學院院長遴選委員以九人以上為原則，委員之產生由各該學院院長遴選辦法訂定，其中
副校長一人為當然委員（副校長未產生前，由教務長代理出任當然委員），但委員成員
中須含院外人士至少二人。 

八、 學院院長遴選委員會推選一人為召集人。 

九、 遴選委員會須公開徵求推薦人選，並依院長遴選辦法所訂院長人選資格之規定，對推薦
人選進行資格審查。 

十、 院長在任期間如發生重大事件致不適任者，由院務會議代表二分之一以上或全院教師二
分之一以上連署提案，依相關辦法組成院長解聘委員會，處理是否解聘事宜。 

十一、學院院長遴選辦法須經學院院務會議通過，並報請學校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十二、本準則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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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一、 國立成功大學學院院長遴選作

業準則(以下簡稱本準則)依本

校組織規程第廿七條之有關規

定訂定之。 

 

一、 本準則依本校組織規程第廿五條

之有關規定訂定之。 

 

配合組織規程

條項變更修

正。 

二、 學院院長之產生、續聘及解聘依

本準則辦理。各學院應訂定院長遴

選、續聘及解聘辦法。 

二、 學院院長之產生及續任依本準則

辦理。 

 

1、依大學法

「續任」  

改為「續

聘」，並增加

「解聘」。 

2、各學院應依

據本準則訂

定院長遴

選、續聘及

解聘辦法。 

三、 學院院長三年為一任，得連任一

次。 

三、 學院院長三年為一任，得連任一

次。 

 

 

四、 學院院長之續聘，於任期屆滿六

個月前組成院長續聘評鑑委員

會，就院長是否續聘做成決定，送

院務會議備查。續聘評鑑委員會應

有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

議，應有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

贊成，方得作成決定院長續聘與否

之決議。若院長獲同意續聘，則報

請校長續聘；若院長未獲同意續

聘，則依各該學院院長遴選辦法規

定重新遴選。 

 

四、 學院院長之續任，於任期屆滿六

個月前召開院務會議就院長是否

續任行使同意權。 

 

 

院長之續聘，

由「續聘評鑑

委員會」決

定。 

五、 各學院應於院長因故出缺兩個

月內或任期屆滿五個半月前組成

遴選委員會，進行遴選作業。遴選

委員會得經該院對侯選人行使同

意權後，推薦二至三位院長候選

人，於卸任院長任期屆滿一個月前

報請校長擇聘之。 

 

五、 各學院應於院長因故出缺或任期

屆滿五個半月前組成遴選委員

會，進行遴選作業；並於任期屆滿

一個月前將被推薦人選陳報學校。 

 

1、增列出缺

「 兩 個 月

內」文字。 

2、與第 10條

合併。 

六、 學院院長人選應具備教授資格。 六、 學院院長人選應具備教授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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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學院院長遴選委員以九人以上

為原則，委員之產生由各該學院院

長遴選辦法訂定，其中副校長一人

為當然委員（副校長未產生前，由

教務長代理出任當然委員），但委

員成員中須含院外人士至少二人。 

 

七、 學院院長遴選委員以九人以上為 

     原則，委員之產生由各該學院院長 

     遴選辦法訂定，其中副校長一人為 

     當然委員（副校長未產生前，由教 

     務長代理出任當然委員），但委員 

     成員中須含院外人士至少二人。 

 

 

八、 學院院長遴選委員會推選一人

為召集人。 

 

八、 學院院長遴選委員會推選一人為

召集人。 

 

 

九、 遴選委員會須公開徵求推薦人

選，並依院長遴選辦法所訂院

長人選資格之規定，對推薦人

選進行資格審查。 

 

九、 遴選委員會須公開徵求推薦人

選，並依院長遴選辦法所訂院長

人選資格之規定，對推薦人選進

行資格審查。 

 

 

十、 學院院長遴選委員會得經該院

對侯選人行使同意權後，推薦二至 

     三位院長候選人報請校長擇聘之。 

十、 學院院長遴選委員會得經該院對  

     侯選人行使同意權後，推薦二至 

     三位院長候選人報請校長擇聘之。 

與第五條合併 

十、 院長在任期間如發生重大事件致 

不適任者，由院務會議代表二分之

一以上或全院教師二分之一以上

連署提案，依相關辦法組成院長解

聘委員會，處理是否解聘事宜。 

         

 

 

「重大事件」

所指如教師

法第 14條所

列各款。 

 

十一、 學院院長遴選辦法須經學院院務 

會議通過，並報請學校核備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十一、學院院長遴選辦法須經學院院務   

      會議通過，並報請學校核備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十二、 本準則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修正時亦同。 

十二、本準則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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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組織規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 一 條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

醫院（以下簡稱本院）依照

國立成功大學組織規程第

十條第三項規定組織之。 

 

 

 

 

第 二 條 本院之任務如下： 

   一、提供臨床教學與實習。 

   二、促進醫學之研究發展。 

   三、提供完善之診療服務。 

   四、協助地區醫療單位之發展。 

   五、辦理各類醫療人員繼續教

育。 

 

第 四 條 本院因醫療、教學及研究之

需要設下列各部及中心，部

及中心下得設科、室： 

   三 、泌尿部：小兒泌尿科、男性

生殖科、泌尿腫瘤

科、神經泌尿科、

一般泌尿科、體外

震波碎石治療室。 

 

 

  十五、口腔醫學部：口腔診斷及一

般牙科、齒顎

矯正牙科、兒

童牙科、補綴

及咬合牙

科、牙周病

科、牙髓病

科、口腔顎面

外科、牙體復

形科、齒模技

工室。 

 

  十六、病理部：解剖病理科、臨床

病理科、外科病理

第 一 條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

醫院（以下簡稱本院）依照

國立成功大學組織規程第

十一條第一項第六款規定

組織之。 

 

 

 

 

第 二 條 本院之任務如左： 

   一、提供臨床教學與實習。 

   二、促進醫學之研究發展。 

   三、提供完善之診療服務。 

   四、協助地區醫療單位之發展。 

   五、辦理各類醫療人員繼續教

育。 

 

第 四 條 本院因醫療、教學及研究之

需要設下列各部及中心，部

及中心下得設科、室： 

三 、泌尿部：小兒泌尿科、男

性生殖科、泌尿

腫瘤科、神經泌

尿科、一般泌尿

科、體外震波碎

石暨攝護腺高

溫治療室。 

  十五、牙醫部：口腔診斷及一般牙

科、齒顎矯正牙

科、兒童牙科、補

綴及咬合牙科、牙

周病科、牙髓病

科、口腔顎面外

科、牙體復形科、

齒模技工室。 

 

 

 

 

  十六、病理部：解剖病理科、臨床

教育部 95.10.17 台

高 （ 二 ） 字 第

0950134437 號函核

定國立成功大學組

織規程修正案，配

合修正本院設立之

法源依據 

 

 

 

 

文字修正 

 

 

 

 

 

 

 

 

 

 

因攝護腺高温治療

設備已報廢且不符

醫學潮流，予以刪

除更名。 

 

 

 

 

配合醫學院牙科學

科更名為口腔醫學

科，為求名稱一

致，爰修正為口腔

醫學部。 

 

 

 

 

因應國際醫學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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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分子病理科、

品保室。 

 

 

  十九、放射線診斷部：一般放射線

科、神經放

射線科、腹

部影像科、

胸心血管放

射線科、介

入性放射線

科、超音波

室。 

病理科、外科病理

科、分子病理科。 

 

 

 

  十九、放射線診斷部：一般放射線

科、神經放

射線科、泌

尿系放射線

科、小兒放

射線科、消

化系放射線

科、超音波

室。 

室認證之潮流及綜

合各科及各實驗室

之品保業務，爰增

設品保室。 

 

因應醫學之進步，

各項診斷儀器技巧

之翻新及提供病人

更好的服務，爰增

設胸心血管放射線

科、介入性放射線

科；同時因泌尿系

放射線科與消化系

放射線科因屬腹部

影像的一部分，故

合併更名為腹部影

像科；另廢除小兒

放射線科。 

  二十二、臨床醫學研究中心。 

 

 

 

  二十五、遺傳中心：遺傳診斷諮詢

室、遺傳研究

室。 

 

 

 

  二十七、感染管制中心。 

 

 

 

第 八 條 本院置秘書、技正、專員、

社會工作員、技士、組員、

技佐、辦事員、管理員、書

記若干人。 

本院置醫師、牙醫師、

護理督導長、護理長、

護理師、藥師、醫事檢

驗師、醫事放射師、營

養師、物理治療師、職

能治療師、臨床心理

師、諮商心理師、呼吸

治療師、藥劑生、醫事

檢驗生、物理治療生、

護士若干人；其中護理

二十二、臨床醫學研究部。 

 

 

 

  二十五、遺傳中心：遺傳診斷室、遺

傳研究室。 

 

   

 

 

 

 

 

 

第 八 條 本院置秘書、技正、專員、

社會工作員、技士、組員、

技佐、管理員、書記若干

人。 

本院置醫師、牙醫師、

護理督導長、護理長、

護理師、藥師、醫事檢

驗師、醫事放射師、營

養師、物理治療師、職

能治療師、臨床心理

師、呼吸治療師、藥劑

生、醫事檢驗生、物理

治療生、護士若干人；

其中護理督導長、護理

為應醫學研究之發

展爰更名為臨床醫

學研究中心 

 

因應衛生署國民健

康局評鑑之需要，

爰將遺傳諮詢室更

名為遺傳診斷諮詢

室。 

 

因應本院感染管制

業務之需要，爰增

設感染管制中心。 

 

因應行政業務需要

增置辦事員職稱及

因應醫事人員人事

條例之修正，增置

諮商心理師職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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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導長、護理長，依醫

事人員人事條例規定，

由相當級別之相關醫事

人員兼任。 

本院得置研究員、副研

究員、助理研究員、研

究助理、稀少性科技人

員，由院長報請醫學院

院長、校長聘兼或派用

之。 

前項本院於民國九十年

八月二日公立大專校院

稀少性科技人員遴用資

格辦法修正施行前已進

用之現職資訊科技人

員，得繼續留任至其離

職為止。 

 

第八條之一 本院員額編制表另

訂，並報請教育部核

定後實施，職員員額

編制表，應函送考試

院核備。  

 

長，依醫事人員人事條

例規定，由相當級別之

相關醫事人員兼任。 

本院得置研究員、副研

究員、助理研究員、研

究助理、稀少性科技人

員，由院長報請醫學院

院長、校長聘兼或派用

之。 

前項本院於民國九十年

八月二日公立大專校院

稀少性科技人員遴用資

格辦法修正施行前已進

用之現職資訊科技人

員，得繼續留任至其離

職為止。 

 

 

第八條之一 本院員額編制表另

訂，並報請教育部

核定後，應函送考

試院核備。  

 

 

 

 

 

 

 

 

 

 

 

 

 

 

 

 

 

 

 

文字修正 

 

第 九 條 本院設人事室，置主任一

人，分組依法律規定辦理人

事管理業務，並置組長、專

員、組員、辦事員及書記若

干人。 

 

第 十 條 本院設會計室，置會計主任

一人，分組依法律規定辦理

歲計、會計及統計事務，並

置組長、專員、組員、辦事

員及書記若干人。 

 

第十六條 本規程經校務會議通過報

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修正

時亦同。 

 

第 九 條 本院設人事室，置主任一

人，分組依法律規定辦理人

事管理業務，並置組長、專

員及組員若干人。 

 

 

第 十 條 本院設會計室，置會計主任

一人，分組依法律規定辦理

歲計、會計及統計事務，並

置組長、專員及組員若干

人。 

 

第十六條 本規程經校務會議通過報

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修正

時亦同。 

本規程修正條文自民國九

十四年一月一日生效。 

為應人事室組員將

來改置辦事員及書

記需要爰予增置 

 

 

 

為應業務需要增置

辦事員及書記職稱 

 

 

 

 

組織規程修正條文

不特定生效日期，

採以教育部核定之

日為生效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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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國立成功大學宿舍配借及管理辦法 
77年 4月 13日 76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1年 10月 7日 81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6年 3月 26日 85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8年 6 月 9日 87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5年 12月 20日 95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本校為強化宿舍之配借及管理，提高宿舍使用功能，特訂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辨法所稱之宿舍，區分如左： 

      一、有眷宿舍：分為下列三種： 

（一）海外回國任教教師臨時眷舍：本宿舍專供有眷旅外回國而於一年內前來本校

任教之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或具有博士學位經延聘為講師者申請借住之

宿舍。 

（二）主管臨時眷舍：供本校一級主管任職期間配借而須於擔任一級主管職務期滿

騰出交回之宿舍。 

（三）職務眷舍：供本校編制內教職員與其隨同任所之配偶及扶養親屬者借住之宿

舍。 

      二、單身宿舍：供本校編制內單身教職員因職務上之需要借住之宿舍，其管理細則由

總務處另訂之。 

編制內技工、駕駛、工友因職務上之必須，得另設單身專用宿舍供其借住，其數量由

宿舍配借及管理委員會決定之。 

宿舍使用性質之變更，須經宿舍配借及管理委員會審議。 

第三條 為達到公平、合理之原則，本辨法第二條所稱之宿舍配借，應由宿舍配借及管理委員

會依本辦法之規定審查配借。 

第四條 本校編制內教職員有左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申請借住職務眷舍： 

      一、配偶及扶養親屬均未隨同居住者。 

      二、本人、配偶或未成年子女在距離本校二十公里範圍內有自有房屋者。 

      三、本人或配偶在距本校四十公里範圍內已購軍公教輔建住宅或已獲住福會輔購住宅

貸款者。 

      四、配偶為軍公教人員而在距離本校二十公里範圍內借用政府機關宿舍者。 

第五條 本校編制內教職員有左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申請借住單身宿舍 

      一、有本辦法第四條第二、三、四款情形之一者。 

      二、家住距離本校二十公里範圍之內，而其在校年資未滿二年者。 

第六條 宿舍之配借： 

      一、海外回國任教教師臨時眷舍：其配借及管理辦法另訂之。 

      二、主管臨時眷舍及職務眷舍：由宿舍配借及管理委員會依本辦法之規定審查配借之，

其受理申請及管理由總務處負責執行。 

      三、單身宿舍：為把握時效得由總務處受理申請，並依第八條所訂之申請人積點高低

順序核准借住，並提宿舍配借及管理委員會追認。 

第七條 借用宿舍，需填申請書送總務處(資產管理組)登記。 
＜續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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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申請宿舍之計點標準如附表： 

第九條 符合左列情形之一者，准予優先借用宿舍，不受計點標準之限制： 

        一、一級主管人員。 

        二、經校長提出或宿舍配借及管理委員會認係特殊個案，經出席委員之三分之二(含)

投票贊同者。 

第十條 醫學院、航太所教職員專用宿舍之配借及管理辦法另訂，但須提請校務會議通過後施

行，其修訂時亦同。 

第十一條 借用宿舍既經核准，應於接獲通知後一週內先簽訂借用契約，並於簽約後一週內遷

入，如因故不能依限遷入者，需提出說明，但最長不得超過三個月，逾期以棄權論。 

第十二條 宿舍借用人未實際居住，或將借用之宿舍出 (分) 租、轉讓、轉借或作經商等用途，

即取消其借住權；並強制收回。如欲進行互調時，須經宿舍配借及管理委員會之同

意後，呈校長核定之。 

第十三條 宿舍借用人，如因調職、離職或退休時，應在三個月內遷出，惟七十二年四月廿九

日以前配住之宿舍，於退休時仍依照行政院七十四年五月十八日台七十四人政肆字

第一四九二七號函規定辦理，但受撤職、免職處分者，應在一個月內遷出，逾期或

拒不遷出者，則循法律途徑，訴請強制收回。 

第十四條 宿舍借用人如因故死亡，其遺眷亦應於六個月內遷出、惟如係七十二年四月廿九日

前配住者，原賴其撫養之父母、配偶或未成年之子女得繼續居住，但如無需要或未

實際居住滿一年以上者，得予收回，如拒不交還者，則循法律途徑，訴請強制收回。 

第十五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依行政院頒「宿舍管理手冊」中之有關規定辦理，倘有涉及條

文內容之解釋者，由宿舍配借及管理委員會作成決議，呈請校長核定後辦理之。 

第十六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之，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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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宿舍配借及管理辦法」第二條、第七條、第十五條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      明 

第二條 

二、單身宿舍：供本校編制內單身

教職員因職務上之需要借住

之宿舍，其管理細則由總務處

另訂之。 

編制內技工、駕駛、工友因職

務上之必須，得另設單身專用

宿舍供其借住，其數量由宿舍

配借及管理委員會決定之。 

 

第七條 借用宿舍，需填申請書送總務

處(資產管理組)登記。 

 

 

 

 

 

 

第十五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依行政

院頒「宿舍管理手冊」中之有

關規定辦理，倘有涉及條文內

容之解釋者，由宿舍配借及管

理委員會作成決議，呈請校長

核定後辦理之。 

 

 

第二條 

   二、單身宿舍：供本校編制內單身

教職員因職務上之需要借住

之宿舍，其管理細則由總務處

另訂之。 

編制內技工、工友因職務上

之必須，得另設單身專用宿

舍供其借住，其數量由宿舍

配借及管理委員會決定之。 

 

第七條 借用宿舍，需填申請書送總務處

(保管組)登記。 

 

 

 

 

 

 

第十五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依行政

院頒事務管理規則「宿舍管

理」中之有關規定辦理，倘有

涉及條文內容之解釋者，由宿

舍配借及管理委員會作成決

議，呈請校長核定後辦理之。  

 

配合職稱補

列 

 

 

 

 

 

 

 

 

94.10.05. 

94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

議通過更名

為資產管理

組。 

 

 

配合法規更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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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 

  國立成功大學海外回國任教教師臨時眷舍借住管理辦法 
71 年 2月 20日 70 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決議通過 

81年 10月 7日 81 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6 年 4月 16日 85 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8 年 6月 9日 87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9 年 6月 21日 88 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9 年 6月 21日 88 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0 年 6月 6日 89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2 年 2月 26日 91 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5年 12月 20日 95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為加強對回國任教教師之服務，特提供臨時眷舍；其借住及管理由宿舍

配借及管理委員會依照本辦法之規定辦理。 

第二條 本眷舍供有眷旅外回國一年內延聘來校任教之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

及具有博士學位之講師至多借住兩學年（四個學期）之宿舍，如確有特

殊需要，且尚有空餘宿舍可供配借，經簽請校長核准，得延長一年，並

提宿舍配借及管理委員會報告。 

第三條 凡符合本辦法第二條之條件者，請填具申請表（申請表請於總務處資產

管理組網站下載），經由系（所）主管及院長分別簽註意見後，送交總

務處（資產管理組）登記；由總務處視宿舍空出之實際情形；邀請有關

單位主管參加配借及管理委員會分配後，簽請校長核定。 

第四條 凡核准並經通知進住，需先至總務處（出納組）繳交水電、瓦斯、設備、

清潔維護等費用保證金新台幣壹萬伍仟元整及「宿舍管理費自動轉帳扣

款同意書」後，向總務處（資產管理組）領取鑰匙，並應於兩星期內遷

入進住；否則即以放棄論。 

第五條 本眷舍限本人、配偶及其直系親屬住用，並應於兩星期內將本人及同住

親眷戶籍遷入，不得私自調換、出租、轉讓或任令他人進住。 

第六條 進住後，除對宿舍內所有設備及公物點收蓋章，負責保管及使用外，不

得任意變更所有建築及設備。 

第七條 凡離職或獲得補助或貸款購置住宅者，應於壹個月以內，向總務處（資

產管理組）點交後遷讓，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繼續借住。 

第八條 凡借住期滿者，應於期滿後之壹個月內遷讓，並依左列途徑協助解決其

居住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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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有貸款購置公教輔建住宅條件及機會者，應即申請貸款購置住

宅。 

二、應照教育部所訂優待辦法辦理貸款自購住宅。 

第九條 水電等費用保證金於借住期滿遷出時，無息退還，惟如有尚未繳納水

電、瓦斯、設備清潔維護等費用時，則由總務處就該保證金內如數扣繳

後，餘數退還。 

第十條 逾期而未遷離者，按月扣繳違約金，每月新台幣貳萬元整，唯因特殊需

要經校長核准延長借住一年者，每月則酌收延期使用費壹萬元整，並按

月由出納組從借住人之月薪內扣除。 

第十一條 凡來校講學或研究之旅外有眷學人（包含客座教授、研究講座、特案

研究員及特案副研究員等）當臨時眷舍有空時，得依本辦法規定申請

借住，每月繳納新台幣壹萬元整，借住期間以聘期為限，逾期未遷離

者依本辦法第十條規定辦理。 

第十二條 凡未符合本辦法第二條條件之本校新聘編制內專任教師，因特殊情況

且其學術研究優異，得由相關系所院長推薦，教務長會簽意見，並經

校長核准者，比照旅外學人，依本辦法規定，申請配借臨時眷舍。 

第十三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討論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續接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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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海外回國任教教師臨時眷舍借住管理辦法」 
第三條、第四條、第七條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      
明 

第三條 凡符合本辦法第二條之
條件者，請填具申請表
（申請表請於總務處資
產管理組網站下載），經
由系（所）主管及院長
分別簽註意見後，送交
總務處（資產管理組）
登記；由總務處視宿舍
空出之實際情形；邀請
有關單位主管參加配借
及管理委員會分配後，
簽請校長核定。 
 

第四條 凡核准並經通知進
住，需先至總務處（出
納組）繳交水電、瓦
斯、設備、清潔維護等
費用保證金新台幣壹
萬伍仟元整及「宿舍管
理費自動轉帳扣款同
意書」後，向總務處（資
產管理組）領取鑰匙，
並應於兩星期內遷入
進住；否則即以放棄
論。 

 
第七條 凡離職或獲得補助或

貸款購置住宅者，應於
壹個月以內，向總務處
（資產管理組）點交後
遷讓，不得以任何理由
要求繼續借住。 

 
 

第三條 凡符合本辦法第二條之
條件者，請填具申請表
（申請表請向總務處保
管組索取），經由系（所）
主管及院長分別簽註意
見後，送交總務處（保
管組）登記；由總務處
視宿舍空出之實際情
形；邀請有關單位主管
參加配借及管理委員會
分配後，簽請校長核
定。 

 
第四條  凡核准並經通知進

住，需先至總務處（出
納組）繳交水電、瓦
斯、設備、清潔維護等
費用保證金新台幣壹
萬伍仟元整及「宿舍管
理費自動轉帳扣款同
意書」後，向總務處（保
管組）領取鑰匙，並應
於兩星期內遷入進
住；否則即以放棄論。 
 
 

第七條 凡離職或獲得補助或貸
款購置住宅者，應於壹
個月以內，向總務處（保
管組）點交後遷讓，不
得以任何理由要求繼續
借住。 

94.10.05
. 
94學年度
第 1次校
務會議通
過更名為
資產管理
組。 
 
更正申請
表取得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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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國立成功大學 

學術合作與交流協議書（草案） 

四  川  大  學  

 

 

國立成功大學與四川大學期能透過學術合作與交流，提昇雙方師生之智識、文化

與技術等能力，基於平等互惠之原則，經雙方商討，達成協議如下： 
 

一、 鼓勵雙方相關單位之間進行學術交流與合作。 

 

二、 對共同感興趣的研究項目進行合作，有關合作的細則，由雙方另行商定。 

 

三、 相互邀請研究和教學人員及學生進行學術訪問、交流和討論。 

 

四、 相互交流科學論文、文獻索引、教材和研究出版品。 

 

五、 聯合舉辦學術研討會。 

 

六、 相互協助發展與對方產業界及其他部門的聯繫與合作。 

 

上述活動實施的細節將由雙方依據特定項目、經費來源及可利用之資金而定。每年年底

前，雙方協商確定下學年度的交流計畫與合作事宜。 

 

本協議經雙方校長簽名後生效，效期五年，期滿後經雙方協商同意，得以延長；或可由任

何一方在期滿前六個月以書面方式通知對方終止協議。 

 

 

國立成功大學校長     四川大學校長 

 

 

 

 

------------------------     ------------------------ 

高  強        謝和平 

 

 

 

------------------------     ------------------------ 

日期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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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 

Exchange Agreement 

between 

Chung-Ang University, South Korea 

and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Taiwan, R.O.C. 

 

To promote international understanding and to enhance educational and research opportunities 

for their students and faculty, Chung-Ang University and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have executed this agreement with the following provisions:  

 

I.  Faculty Visits and Exchanges  

 

1. Both institutions recognize that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their faculty members may 

be considerably enhanced by visits to the exchange institution for the purposes of providing 

instruction, engaging in research, and sharing the results of their research. They commit 

themselves, therefore, to fostering contacts by making available library resources and 

providing office space, within the limits of availability, to visiting scholars. These scholars 

would be encouraged to take part in departmental colloquial discussions, and public 

lectures. 

 

2. Faculty visits and exchanges will be negotiated and administered as mutually agreed to in 

writing by the departments, colleges, and/or faculties involved.  

 

II. Student Exchanges and Study Abroad 

 

1. Number of Exchange Program Students: The program is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a direct 

one-to-one exchange of students with tuition waivers at the host university. Each university 

will attempt to maintain a balance in the exchange activity over a five-year period.  The 

number of students from each university will not exceed two (2) in each semester.  The 

period of each exchange will normally be for the equivalent or one (1) semester or one (1) 

academic year, but may be for a shorter period if appropriate.  

 

2.  Selection of Students: It is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me university to nominate exchange 

students with academic and language skills that are appropriate for the program (mostly in 

English) in which they will be enrolled at the host institution. For both exchange and study 

abroad program the language proficiency of students shall be minimum of TOEFL score of  

197 on CBT(71 on IB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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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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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grams in which places may not be available due to enrollment limitations.  

 

4. Status of Students: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students will be registered as students at 

Chung-Ang University and will be entitled to all the privileges and subject to the same rules 

and regulations as other students at Chung-Ang University and the same will apply for 

Chung-Ang University students at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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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Food: Each student will be personally responsible for payment of his or her own board.  

 

6. Housing: Host institutions will provide appropriate assistance to exchange students in finding 

adequate housing.  

 

7. Travel: Both Chung-Ang University and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students will be 

responsible for their own travel arrang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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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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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nd grades for courses completed to the other institution. 

 

9. General:  

 

a. All students must comply with the host University’s requirements for pre-enrollment 

health certifications and immunizations. 

b. Each exchange student must provide his or her own health and accident insu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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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Both institutions shall exchange regularly their respective college bulletins and other 

information pertaining to course programs and registration. 

e. The student exchange agreement will be administered through the International Center at 

Chung·Ang University and the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at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III.  Other Forms of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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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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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ducation of their students, to increase the research accomplishments and broaden the 

knowledge base of their faculties, and to promote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enlightenment 

of the people of their respective countries. 

 

IV. No funding commitments are created for either party by this agreement. 

 

This agreement will be considered valid for three (3) years once signed by the appropriate 

officials of each university. It shall be automatically extended for another term of three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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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tification must be given at least one (1) year prior to the termination of the three (3) year 

program.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 

President Dr. Bum-Hoon Park      President Dr. Chiang Kao 

Chung-Ang University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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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3 
Agreement 

for 

Academic Interchange 

 

between 

 

Illinoi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USA 

And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Taiwan, R.O.C. 

 

This Agreement is made this ____  day of ______2006 between Illinoi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IIT”), an Illinois not-for-profit corporation with its principal place of business at 3300 South 

Federal Street, Chicago, Illinois 60616 USA, and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NCKU"), 

with its principal place of business at 1 University Road, Tainan, Taiwan 701, R.O.C.  Both 

parties, desiring to promote and develop cooperation in education, intend by this Agreement to 

establish a program of educational cooperation and student and faculty exchange. 

 

The parties agree to the following: 

 

I. Student Exchanges 

 

  A.  1 semester or 1 year undergraduate visiting program in Engineering  

         (except biomedical and manufacturing),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computer science, biology, chemistry, physics, molecular biology &  

      biochemistry & architecture 

 

Students who have successfully completed their 2nd year at NCKU, may apply 

to the undergraduate visiting program as non-degree students for a semester or 

a year.  Architecture students may only apply for the Fall semester.  For all 

other majors, students may apply for the Fall or the Spring semesters. 

 

B.   1+1 Master's degree in mechanical & aerospace, electrical & computer, 

     chemical & environmental, civil & architectural, manufacturing,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 management, computer science, biology,  

     physics, chemistry, molecular biology & biochemistry 

 

Students who have successfully completed their Bachelor's degree and 1 year 

of the Master's degree may apply to IIT to complete the IIT professional 

Master's degree ( course only option and/or research project option, non-thesis) 

in any of the fields mentioned above 

 

C.   2+2 Phd degree in civil & architectural engineering, electrical & computer  

     engineering, chemical &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mechanical &  

     aerospace engineering, biology, physics, chemistry, molecular biology &  

     biochemistry, biomedical engineering, computer science 

 

Students who have successfully completed their Bachelor's and Mas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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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gree at NCKU, and are in their 2nd year of their doctoral program, may 

apply to continue in any of the above mentioned Phd programs at IIT. 

 

 

II. IIT Admission Requirements 

 

A. 1 semester/1 year undergraduate 'visiting' non-degree program 

 

The current minimum requirements include completion of an online 

undergraduate international application form or paper application.  

(Application fee of $30 will be waived), one letter of recommendation, 

TOEFL minimum of 213/80, or IELTS of 6,  B average overall ( 80- 90%) 

and especially in math, science, English and major-related subjects.  

Selection should be made by NCKU. 

 

B. 1+1 Master's degree in mechanical & aerospace, electrical &  

computer, chemical & environmental, civil & architectural, 

manufacturing,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 management, computer 

science, biology, physics, chemistry, molecular biology & biochemistry 

   

The current minimum requirements include completion of four years at NCKU, 

plus one year at the Master's level at NCKU, a minimum GRE score specified 

per department on the test, TOEFL score minimum 250 or 100 or IELTS 7, 

two letters of recommendation, a statement of purpose, the completed IIT 

International Graduate application form and transcripts (non-consolidated) 

certified in English of coursework completed at NCKU and an overall grade of 

85 – 90%.  Application fee will be waived. 

 

C. 2+2 Phd degree in civil & architectural engineering, electrical &  

computer  engineering, chemical &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mechanical & aerospace engineering, biology, physics, chemistry, 

molecular biology & biochemistry, biomedical engineering, computer 

science 

   

The current minimum requirements include completion of 6 years of study 

leading to a Master's degree plus two years of study in the doctoral program, a 

minimum GRE score specified per department on the test, TOEFL score of 

250 or 100 or IELTS of 7, three letters of recommendation, a statement of 

purpose, the completed IIT International Graduate application form and 

transcripts (non-consolidated) certified in English of coursework completed at 

NCKU and an overall grade of 90%.  Application fee will be waived. 

 

D. Timetable and Notification of Admission 

 

 Degree-seeking students should apply to IIT for commencement of studies in 

the fall semester, which begins in August.  The NCKU program liaison will 

transmit candidates' credentials to the IIT France office so they will be 

received by the admission deadlines, May 1 for the Fall semester and 

November 1 for the Spring semester.  For the undergraduate visiting program, 

students may apply for either the Fall or the Spring semester.  Archit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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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iting students may only apply for the Fall semester at the undergraduate 

level. 

 

Notification of acceptance will be mailed to students for Fall and Spring 

admission. 

 

E. Transfer of Credit 

 

Courses successfully completed at NCKU & IIT for degree programs will be                  

reviewed for transfer credit in accordance with IIT & NCKU academic                  

guidelines.  

 

Qualified degree-seeking master’s students from NCKU may be allowed to 

transfer to IIT up to six credit hours of eligible course work as defined by the 

relevant departments at IIT and the Graduate Studies Committee, subject to 

approval by the students’ academic adviser and the Graduate College. 

 

F. Completion 

 

Upon completion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graduate degrees at 

 IIT, NCKU students will receive their degree certificate.   

 

III. Scholarships 

 

A. Graduate Students at IIT 

 

1-year Master's degree students nominated by NCKU and enrolled full-time in 

graduate studies may be eligible to receive a 4.5 credit hours tuition scholarship 

for the first year (2 consecutive semesters) with the approval of the academic unit.  

Students nominated for such scholarships must meet all admission requirements 

for their respective graduate programs at IIT and must enroll for at least nine 

credit hours in their program of study per semester at IIT.  The scholarship 

cannot be renewed after the first year.   

 

Ph.D. students nominated by NCKU (top 5%) and enrolled full-time in graduate 

studies may be eligible to receive a teaching/research assistantship for the duration 

of their studies at IIT.  However, the early deadline is Feb 1.  This will be 

limited to 1 or 2 per year per department. 

 

IV. Faculty Exchanges 

 

A. Visiting Faculty 

 

Both IIT and NCKU will encourage the development of a visiting faculty program 

for post-doctoral research in order to contribute to the teaching activities and/or 

research activities of both universities.  Faculty members may be invited to teach 

advanced courses in the undergraduate or graduate programs and offer short 

course at both universities.  Determining the length of the visitation, purpose and 

compensation can be left to the universities depending upon their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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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IIT Technology Park 

 

NCKU with their contacts at the Tainan Science Park, may encourage companies 

to set a branch at the IIT Technology Park for a discounted monthly rental cost.  

The advantages will enable the companies from Tainan Science Park to establish a 

viable base in a university campus in the third largest city in the US, Chicago, 

which his home to many Fortune 500 companies, have access to IIT faculty and 

students for research activities and expertise and also to IIT research labs.  This 

will also help encourage joint research activities with the two Parks in the future. 

 

VI. General 

 

A. Non-Exclusivity 

 

Participation in this Agreement is not exclusive and shall not prevent IIT or 

NCKU from entering into similar agreements with other institutions. 

 

B. Term and Termination 

 

This Agreement shall be in effect from the date first executed and shall continue 

for a period of three years thereafter.  However, either party may terminate this 

agreement upon 90 days prior written notice to the other.   Reasons for 

termination may include, but not be limited to, the academic performance, 

graduation rate and financial accountability of  NCKU students while at IIT. 

Students enrolled as of the date of termination will be permitted to complete their 

studies. 

 

C. Notice 

 

In order to discuss detailed matters and to transmit information, both  

universities will appoint a program liaison, who will act as the point of  

communication. Any notice to either party must be in writing signed by the  

party giving it and shall be served either personally or by air courier to the  

following addresses: 

 

 

     To IIT                                To NCKU 

   Dr. Darsh Wasan                       Dr. Jow-Lay Huang 

  IIT                                  Dean,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28 Perlstein Hall,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10 W 33rd Street                       1, University Road 

     Chicago, Il 60616 USA                  Tainan, Taiwan 701 ROC 

     P: +312 567 3001                      P: +886-6-2757575 ext.50961 

 F: + 312 567 3003                      F: +886-6-2373551 

 Email: wasan@iit.edu                   Email: em50960@email.nck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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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Students' Liaison 

 

The Director of Illinoi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France will serve as the 

students' liaison for the program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at NCKU. 

 

E. Financial Responsibility 

 

All NCKU students admitted to Illinoi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will be 

responsible for any fees not covered by scholarships or waiver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room and board, insurance, books, supplies and personal  

expenses. 

 

In order to assure that students have health insurance valid in the United  

States, all NCKU students shall be required to participate in IIT's Student 

Health Plan, for the duration of their enrollment at IIT. 

 

F. Advertising 

 

IIT and NCKU may not use the other's name, seal or other identifying or  

proprietary information in catalogs, advertising materials or anything else,  

unless the other has reviewed and approved of the proposed use. 

 

G. Best Efforts 

 

Both institutions will use their best efforts to ensure that students 

recommended for admission to the other are academically and financially  

qualified to attend and succeed at and that they are eligible for a student visa. 

 

H. Rules and Regulations 

 

Visiting and exchange students are subject to the rules and regulations of the 

host institution during the period of exchange or visit. 

 

I. Governing Law 

 

This agreement shall be governed by and constru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s of the state of Illinois,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n the event that a  

dispute arises under this agreement, IIT and NCKU agree to waive the 

right to object to venue in the state of Illinois and agree that the state of  

Illinois is the exclusive jurisdiction in which to resolve any dispute unde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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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reement. 

 

 

 

J. Integration 

 

This Agreement constitutes the entire understanding of the parties, and any  

change or modification shall be in writing and signed by both parties. 

 

This Agreement has been executed by each of the parties as of the date first  

written above. 

 

 

 

 

 

Illinoi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By______________________  By _____________________ 

Dr. Darsh Wasan    

Vice-President, International Affa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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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 95 學年度第 3 次校務會議紀錄 

時間：96年 03月 28日（星期三）上午九時 

地點：光復校區國際會議廳第二演講室 

出席：如附件 1(p.7)。 

主席：賴校長 明詔                              記錄：侯雲卿 

壹、頒獎 

一、國立成功大學 95學年度講座：高強教授、簡伯武教授 

二、國科會 95年度傑出研究獎：李國賓教授、簡仁宗教授、鄭芳田教授、

張定宗教授 

貳、報告事項： 

一、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 (附件 2，p.8)。 

    下次會議請總務處報告 BOT本校與廠商協商進行情形。 

二、未了案件追蹤報告(附件 3，p.10)。 

三、本校校務基金 97年度概算報告(附件 4，p.12)。 

四、主席報告： 

  (一)自上任以來一個多月，仍在進行校務的了解與學習中，請大家多指

教。欣慰的是，大家對本人及新的行政團隊都很支持。早於到校之

前，即聽說本校老師很有人情味、識大體，肯為學校犠牲奉獻，到

任以後已深深感受到。如李克讓老師退休多年，仍提供獎學金 110

萬元給 110位莘莘學子，愛學校的心非常深。很多老師退休以後，

仍到學校做事，退而不休，這在其它地方是很少見的。 

(二)本人治校理念是重視教學及研究、科技與人文並重、通識教育與專

業教育同等重要。新的行政團隊或許經驗尚淺，請大家包涵；但團

隊有相同理念，熱誠無庸置疑。有自信也相信有能力可以帶到更高

的境界。希望老師、同學和同事大家能一起努力，不分你我形成一

個團隊。現在學校有最好的契機，教育部提供五年五百億特別預

算，每年增加 17 億，約多 25%的預算。如何善用這增加的經費，

把學校帶到另一個境界，有賴大家好好思考及努力。這是一個很好

的機會，同時也面臨很大的壓力。教育部對學校的督促是相當嚴

厲，因為對學校的期望非常高。學校正值發展的關鍵時刻，有賴全

體師生共同努力，形成一個「我們的團隊」，大家都是其中的一員，

攜手共進逹到預定的目標。 

五、各一級單位及各委員會報告：（書面資料開會時已分送請參閱）  

參、討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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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案                                  提案單位：校長交議案 

案由：補遴選 95、96學年度（2年）「國立成功大學校務金基管理委員會」

5位委員，提請 公決。 

說明： 

一、依「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設置第二要點規定：「本

委員會由校長擔任召集人，另由校長遴選六位至十四位委員提經校

務會議同意後聘任之，任期兩年並得連任。....委員中不兼行政職務

之教師代表不得少於三分之一，必要時得聘請校外專業人士參與。」 

二、經校長遴選於 95 年 10 月 25 日 95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會議同意聘

任 9 位委員：利主任德江、李主任丁進、閔教授振發、吳教授華

林、于教授富雲、翁教授嘉聲、孫教授永年、張教授有恆、邱教授

正仁。 

三、擬建議補提 5 位委員，其中 3 位為行政主管：黃副校長煌煇、陳

總務長景文、湯教務長銘哲、王教授駿發、張教授祖恩以利運作。 

擬辦：校務會議通過後，請人事室發聘。 

決議：經投票行使同意權結果，遴選委員均過出席代表半數同意，通過。 

 

第二案                               提案單位：校長交議案 

案由：本校 95學年度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委員中，學校行政人員一人原

遴選前研發長黃肇瑞教授擔任，並經校務會議同意。因黃前研發長

自 96 年 2 月 1 日起已卸下行政職務，茲另補遴選新聞中心主任麥

愛堂教授擔任學校行政人員代表，並提經校務會議同意後聘請之。 

說明：依據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要點第二點（一）、（二）

規定辦理： 

(一)本會由下列人員(1)教授代表十人(2)法律學者一人(3)教育學

者一人(4)學校行政人員一人(5)本校教師會代表一人(6)社會

公正人士一人共計十五人組成。其中未兼行政職務之教師不得

少於總額三分之二，且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

上。 

(二)本會委員為無給職。教授代表由各院院務會議先就該院未兼行

政職之專任教授中推薦二位（男女性各一人為原則），由校務會

議推選之（性別條件優先滿足、各學院保障名額各一人）；教師

會代表一人由本校教師會推薦之；其他委員由校長遴選（任一

性別委員各一至二人）並經校務會議同意後聘請之。各委員之

任期二年（至新學年之代表產生為止），連選得連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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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辦：校務會議同意後聘請之，任期至 96學年度新任委員產生為止。 

決議：經投票行使同意權結果，遴選委員過出席代表半數同意，通過。 

 

第三案                                提案單位：校長交議案 

案由：有關本校投資成大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擬推薦研究總中心楊瑞

珍主任、企管系吳萬益教授及航太系張克勤教授擔任董事、會計系

簡金成教授擔任監察人，提請同意。 

說明： 

一、本校已於 95年 1 月 11日成大研總 0950000164號函出資新台幣二

千萬元投資成大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議程附件 1P13)。 

二、依成大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96 年 2 月 2 日成大創投第 960201

號來函(議程附件 2P14)要求指派 3 名董事及 1 名監察人，以利於

參加股東常會董事(監察人)改選事宜。 

三、本案業經 96年 3月 13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95學年第 3次會議

審議通過。 

(一)擔任由本校投資之公司董監事，除車馬費外之酬勞應納入校務

基金。 

(二)該董監事之一人應具會計專長，以協助公司健全發展。 

擬辦：通過後請研究總中心知會成大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決議：經投票行使同意權結果，提名董、監事均過出席代表半數同意，通

過。 

 

  第四案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 

案由：擬訂定「國立成功大學各系導師獎勵實施要點」（草案）(議程附

件)，提請討論。 

說明： 

      一、「國立成功大學導師績效獎勵實施要點」業已於 89.3.22第 140次行

政會議通過；92.4.9第 147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且已實施多年。 

      二、今為配合其所依據之母法「國立成功大學導師制實施辦法」已於

94 年 4 月 27 日經校務會議修訂通過（註：原經行政會議通過，後

教育部來函要求更改修訂層級為校務會議），及區別各系導師與個別

導師獎勵，而訂定「國立成功大學各系導師獎勵實施要點」。  

      三、行政會議通過之「國立成功大學導師績效獎勵實施要點」同時廢止。 

擬辦：於校務會議討論通過後實施 

決議：修正通過,如附件 5(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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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案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 

案由：擬訂定「國立成功大學優良導師獎勵與遴選要點」（草案）(議程附

件)，提請討論。 

說明： 

  一、為加強導師熱心參與學生事務，並鼓勵優良導師，特擬訂本要點。 

  二、本要點業已於 95 年 12 月 19 日請法律所郭麗珍所長協助修正，並

於 95 年 12 月 27 日學務會議中，由各系所主管、導師代表、學生

代表等與會代表初步討論達成共識。   

  三、於 96年 3月 4日 95學年度第 3次校務發展委員會，參酌委員意見

修訂。 

擬辦：於校務會議討論通過後實施 

決議：修正通過,如附件 6(p.15)。 

 

第六案             提案單位：國際學術處 

案由：本校擬分別與香港城市大學(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及上海

交通大學簽約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香港城市大學創立於 1984 年，於上海交通大學 2006 年世界 500

大學中名列 301-400名，設有商、人文與社會科學及理工等 3個學

院共 18 系、創意媒體學院、法學院及研究生院。現有各類學生 2

萬 5000 多名，教職員工近 3000 名。擬簽訂兩校學術合作協議書

以推動及進行學生交流、教學及研究等各方面之合作。協議書草

案詳如(議程附件 5 P27)。 

二、上海交通大學現有 20 個學院、12 個附屬醫院、國家重點學科 22

個、國家重點實驗室 6 個，國家工程研究中心 4 個，國家技術轉

移中心 1個，世界衛生組織合作中心 2個。專任教師 2800多名（其

中中國科學院院士 15 人、工程院院士 20 人），在校學生約 3 萬

8000名，其中本科生 18000多名，研究生 18100多名，留學生 2000

名。擬與該校簽訂學術交流與合作協議書，草案詳如議程附件 6 

P29)。 

擬辦：討論通過後，擇期簽約。 

決議：照案通過,如附件7-8(p.16)。 

 

第七案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擬修訂本校「進用專案計畫工作人員實施要點」及「專案計畫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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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人員契約書」之名稱及部分規定，其修訂規定對照表如(議程附

件 7 P30)，提請  討論。 

說明： 

一、 教育部 95 年 12 月 1 日台人（一）字第 0950175302C 號令修訂

「國立大學校院進用專案計畫教學人員研究人員暨工作人員實施原

則」名稱為「國立大學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工作人

員實施原則」並修訂部分規定(如議程附件 8 P34)，爰配合修訂

旨揭要點及契約書之名稱及部分文字。 

二、本修訂案業經 96年 1月 31日第 631次主管會報討論通過。 

三、 檢附本校現行「進用專案計畫工作人員實施要點」(議程附件 9 P37)

及「專案計畫工作人員契約書」(議程附件 10 P38)。 

擬辦：校務會議討論通過後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如附件 9-10(p.19)。 

  

第八案 單位：經費稽核委員會                  

案由：擬修訂『國立成功大學經費稽核委員會委員推選要點』第二、三

點規定，提請 討論。 

說明：  

一、95 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會中提及本校『經費稽核委員會推選要

點』中有關委員身份之認定有疑慮，擬請本委員會討論釐清。 

二、經費稽核委員會於九十五年十二月四日召開第一次經費稽核委員

會修訂相關要點，修正對照表如議程附件 11 P39。 

擬辦：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決議：修正通過,如附件 11(p.26)。 

 

第九案 單位：教務處  人事室  

案由：擬修訂本校校內單位間教師合聘辦法第二、六、九條部分內容，

如修訂條文對照表，請  討論。 

說明：  

一、依 96 年 3 月 14 日本校 95 學年度第 3 次校務發展委員會奈米科技

暨微系統工程研究所提案決議辦理。 

二、修訂條文對照表如議程 p.5。 

三、修訂前之「國立成功大校內單位間教師合聘辦法」如議程附件 12 

P40，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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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辦：通過後實施。 

決議：修正通過,如附件 12(p.28)。 

肆、建議事項： 

一、教學資訊組嚴伯良主任：建議校長能與職員、技工工友座談，並形成常

態性活動，以增加校長與職工之互動。 

校長指示：您的意見很好!現在已著手安排與各學院、職工及學生座談，

聽大家的心聲。會辦理一年一次的座談。 

二、交管系魏健宏主任：建議電話系統能改為：外線撥至學校分機能免經總

機直接撥號。 

校長指示：請總務處研議，於下次會議報告。 

三、醫技系謝淑珠主任：簽請為一位新進老師增設一個分機，結果學校與醫

院互推責任，請問如何處理? 

校長指示：請主秘協調相關單位後回覆。 

肆、臨時動議： 

提案一                                 提案單位：物理系田聰委員 

案由：本校學費之調整，是否應經由校務會議討論? 

決議：同意辦理。 

伍、散會：11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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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國立成功大學 95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出(列)席名單 

時間：96年 03月 28日上午 9時 

地點：光復校區國際會議廳第二演講室 

出席：賴明詔  黃煌煇  宋瑞珍（吳俊忠代）  湯銘哲  徐畢卿       

陳景文（洪國郎代） 黃榮俊 李偉賢 張高評 劉開玲 盧慧娟  

王文霞（陳玉女代） 李育霖 余樹楨 傅永貴(楊緒濃代)  田 聰 

孫亦文 張文昌（黃玲惠代） 麥愛堂 郭長生 黃玲惠 吳文騰  

張錦裕 陳進成 李振誥 雷大同（申永輝代） 蔡文達 方一匡  

蔡長泰（呂珍謀代） 高家俊（許泰文代） 黃吉川 李坤洲     

楊澤民 楊  名 溫清光 趙怡欽 苗君易 李兆芳 廖峻德   

李清庭 王 醴 許渭州 朱聖緣（林輝堂代） 林瑞禮 王振興  

謝孫源 陳裕民 徐明福 傅朝卿（徐明福代） 孫全文 張育銘  

吳萬益  李賢得  林清河  魏健宏  李宏志（顏盟峯代）       

邱正仁（周庭楷代） 潘浙楠 陳志鴻 潘偉豐 黎煥耀 蔡森田  

楊俊佑 游一龍（藍先元代） 吳俊忠 謝淑珠 葉才明 陳清惠  

黃美智 蔡朋枝 蔡良敏 楊友任 張智仁（楊宜青代） 李伯岳  

郭麗珍 陸偉明 林麗娟 李劍如 蒲建宇 李  彬 (黃正智代)   

李 金 駿  嚴 伯 良  陳 志 鴻  陳 聰 哲  丁 暘 展  李 光 耀        

吳展易（楊詩蔚代） 黃芷翎      

列席：高 強 楊明宗 王永和 王三慶 謝文真 謝錫堃 張丁財 李丁進        

林仁輝（林裕城代） 蕭瓊瑞 楊瑞珍 利德江 葉茂榮 蘇慧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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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國立成功大學 95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表 
96年 03月 28日 

決 議 案 摘 要 承 辦 單 位 執 行 情 形 

第一案 

案由：本校 97學年度擬申請增設、調整特殊項目院

系所學位學程案，提請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                                       

案由：本校組織規程第 5、26 條有關副校長聘任之

相關條文修訂案，提請  討論。 

決議：修正通過。 

 

第三案                                       

案由：國立成功大學組織規程第七條修正案，請  討

論。 

決議：照案通過。 

 

第四案 

案由：修訂本校「組織規程」第 6、23、25、27、

28、30條條文，如議程附件 6P23，請 討論。  

決議：修正通過。 

 

第五案  

案由：修訂本校「學院院長遴選作業準則」部份條

文，如議程附件 7P29，請 討論。 

決議：修正通過。 

 

第六案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由：有關本院附設醫院（以下簡稱該院）組織規

程部分條文及組織系統表修正案，請  討論。 

決議：修正通過。 

 

第七案 

案由：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宿舍配借及管理辦法」

第 2、7、15條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如議程

附件 10P37，提請  討論。 

決議： 

一、照案通過。 

二、下次請委員會報告職務宿舍之現況，若討論

要調查，再進行調查。 

 

教務處：已於 95 年 12 月 26 日成大

教字第 0950007629 號函陳

報教育部。 

 

 

秘書室：照案辦理。 

研發處：有關組織規程修正案已報部

核定中。 

 

 

學務處：待組織規程報部核備後送相

關單位全面更改。 

研發處：有關組織規程修正案已報部

核定中。 

 

研發處：有關組織規程修正案已報部

核定中。 

 

 

 

研發處：本案已公告並置於企劃組網

頁。 

 

 

 

附設醫院：照案辦理。  

 

 

 

 

總務處： 

一、照案辦理，已上網更新。 

二、本校職務宿舍配借現況報告詳見

總務處工作報告第貳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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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案 

案由：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海外回國任教教師臨

時眷舍借住管理辦法」第 3、4、7 條條文，

修正條文對照表如議程附件 11P40，提請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第九案 

案由：本校擬分別與大陸地區四川大學、韓國中央

大學(Chung-Ang University)及美國伊利諾理

工學院(Illinoi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簽約

案，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第十案 

案由：擬修訂本校研究生章程第十三條條文，提請  

討論。 

決議：請教務處仔細規劃後再議。 

 

總務處：照案辦理，已上網更正。  

 

 

 

 

 

 

國際學術處： 

四川大學與韓國中央大學已以郵

遞方式完成簽約；美國伊利諾理工

學院案正以郵遞方式進行中。 

 

 

 

教務處：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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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校務會議未了案件追蹤表（90.02~96.01）                      96.03.28 

決    議   案    摘    要 承辦單位執行情形 目前進度 

91-2(91.12.25) 

第六案             提案單位：校長交

議案 

案由：本校基於校務發展需要，擬向

臺糖公司承租或價購緊鄰歸

仁校區十公頃以內之臺糖土

地，劃設研究發展用地，提請 

討論。 

決議：修正通過。 

總務處： 

擬改以徴收方式辦理 

本案須俟完成環境評

估後，始得申請徵收，

環境評估預計於本

（96）年度完成。 

93-1(93.10.20) 

第三案             提案單位：學務

處 

案由：擬訂定「國立成功大學教師輔

導學生辦法」草案，提請  討

論。 

決議：退回學務會議再議，請校務會

議代表將意見提供該會參

考。 

學務處： 

一、近期將發行之第 13 期「家長通

訊」請全校各家長提供意見。 

二、意見彙整後提本學期 93.12.17

學務會議充分討論。 

三、再提校務會議決議後陳請校長核

定後實施。 

學務處： 

1、學輔組於 93年 11月

將「國立成功大學教

師輔導學生辦法」草

案 1刊登於第 13期

「家長通訊」，並請全

校家長提供意見，但

並無任何一位家長表

示意見。 

2、經查詢其他國立大學

也都未訂定「教師輔

導與管教學生辦

法」，但都有制定相關

之學生獎懲辦法或要

點。(如附件) 

3、因「教師輔導與管教

學生辦法」比較適用

於高中以下的學校，

國立大學較無管教方

面的爭議，因此學務

會議未再議。 

因本校已於 92學年度

第 2 次校務會議通過

「國立成功大學學生

獎懲要點」且實施多

年，另外，本校並無管

教學生與體罰的問

題，儗不再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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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2(93.12.8) 

第三案             提案單位：醫學院 

案由：擬請同意本校護理學系與台南

護理專科學校就『合併升格護

理學院』案進行規劃，提請  討

論。 

決議：同意由醫學院護理系與台南護

專進行規劃。規劃過程中視需

要邀請相關系所共同協商。 

醫學院： 

本院護理系與台南護理

專科學校合併案，因該

校對本校所提計畫書內

容有意見，將進一歩協

商及努力並研擬可行方

案。 

持續與台南護理專科

學校聯繫中。 

95-1延會(95.11.1) 

第七案             提案單位：校長交

議案 

案由：成大博物館籌備處擬訂「國立

成功大學博物館設置辦法(草

案)」如議程附件 18P85，提

請  討論。 

決議：經投票原則同意成立博物館，

但須就博物館與藝術中心合

併之組織架構與未來之執行

做仔細規劃後，提校務會議確

認。 

博物館籌備處： 

經徵詢相關教師意見,

建議仍以二單位各自設

立為宜. 

一、經與相關人士研商

結果，仍認為應以二者

分別設立為宜，理由

為： 

1.二者性質不同，

藝術中心重在當

代藝術的展演，博

物館重在歷史文

物(含校史)的保

存、研究。 

2.在編制上，二者

分立，有助於成

大在人文藝術上

強化的指標性意

義。 

3.空間上，維持目

前運作現況。 

4.人事與經費上，

未來僅增加職員

二人，及兼職教

師三人。 

二、原展覽組改為文物

展示組。 

三、將於主管會報及校

務發展會議上報告

後，再提下次校務

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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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１．業務收入 54億 5,204萬 7千元 

（1）教學收入  25億 9,200萬元 

A、學雜費收入 10億 5,000萬元 

B、建教合作收入   15億元  

C、推廣教育收入 4,200萬元 

（2）租金及權利金收入 260萬元 

權利金收入 260萬元 

（3）其他業務收入 28億 5,744萬 7千元 

A、學校教學研究補助收入 24億 4,744萬 7千元 

B、其他補助收入 3億 6,000萬元 

C、雜項業務收入（招生考試報名費收入） 5,000萬元 

２．業務外收入 2億 3,570萬元 

（1）財務收入 8,400萬元 

（2）其他業務外收入 1億 5,170萬元 

３．基金（國庫撥款增置固定資產、無形資產及遞延借項）       8億 9,287萬 2千元 

４．公積（特別預算資本門補助款）       8,000萬元 

以上收入 合          計 66億 6,061萬 9千元 

  

１．業務成本與費用 54億 7,869萬 2千元 

（1）教學成本 41億 6,119萬 2千元 

A、教學研究及訓輔成本 26億 5,122萬元 

B、建教合作成本 14億 6,900萬元 

C、推廣教育成本 4,097萬 2千元 

（2）其他業務成本（學生公費及獎勵金及補助業務組織成本） 3億 6,538萬 1千元 

（3）管理及總務費用 6億 1,656萬 4千元 

（4）研究發展及訓練費用 3億元 

（5）其他業務費用（招生考試試務費用） 3,555萬 5千元 

２．業務外費用 1億 3,454萬 7千元 

（1）財務費用 10萬元 

（2）其他業務外費用 1億 3,444萬 7千元 

３．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 10億 6,710萬 1千元 

（1）土地 1億 4,896萬 8千元 

國軍斗六醫院整建工程 1億 4,896萬 8千元 

（2）房屋及建築 9,526萬 6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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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敬業校區研究生宿舍新建工程物價指數調整款 596萬 6千元 

B、圖書館館舍建築改善工程 930萬元 

C、社會科學院大樓新建工程 8,000萬元 

（3）機械及設備 6億 7,331萬 8千元 

A、購置教學用儀器設備 4億 7,028萬 9千元 

B、購置全校污染防治設備及全校電腦化設備 1,590萬元 

C、碩士在職專班、建教合作、推廣教育、場地設備、雜項業

務及其他業務外所需各項設備 

1億 8,712萬 9千元 

（4）交通及運輸設備 1,126萬 2千元 

A、購置教學用視訊設備 800萬元 

B、小貨車一輛汰舊換新 51萬元 

C、碩士在職專班、建教合作、推廣教育及場地設備所需各項

設備 

275萬 2千元 

（5）什項設備 1億 3,828萬 7千元 

A、購置教學用圖書及什項設備 1億 1,249萬 4千元 

B、一般行政設備、購置全校課桌椅設備及專項設備 600萬元 

C、遠距教學及視聽教室所需教學設備 550萬元 

D、碩士在職專班、建教合作、推廣教育、場地設備及其他業

務外所需各項設備 

1,429萬 3千元 

４．無形資產 4,701萬 1千元 

（1）購置教學研究資訊軟體 3,050萬元 

（2）計網中心電腦軟體 212萬 1千元 

（3）碩士在職專班、建教合作、推廣教育、雜項業務及其他業

務外所需資訊軟體 

1,439萬元 

５．遞延借項 2億 2,680萬 2千元 

（1）代管資產(老舊館舍)之修護費用 1億 500萬元 

（2）舊建築物耐震補強工程 5,180萬 2千元 

（3）古蹟整修工程 4,000萬元 

（4）勝利校區游泳池改善工程 3,000萬元 

以上支出 合          計 69億 5,415萬 3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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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國立成功大學各系導師績效獎勵實施要點 

96年 3月 28日 95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通過 

一、為獎勵各系落實導師制度，強化導師輔導功能，依據國立成功大學導師制

實施辦法第十三條訂定「國立成功大學各系導師績效獎勵實施要點」(以

下簡稱本要點)。 

二、為落實績效獎勵，組織「導師績效獎勵委員會」，負責獎勵審查事宜。 

三、「導師績效獎勵委員會」委員為學務長(兼召集人)，各學院教師代表兩人，

若學院專任教師人數未達六十人者，教師代表為一人。各學院代表由各學

院推薦，任期一年得連任。學務處生活輔導組組長、課外活動指導組組長、

學生輔導組組長得列席委員會議。 

四、「導師績效獎勵委員會」於每年九月就學務處提供上學年度相關資料，各

系提出補充資料，綜合評選「特優」、「優等」、「甲等」數名（由委員會討

論決定）發予獎勵金。 

五、學務處必須提供之資料如下： 

   (一)各系「導師制度實施辦法」或自行設計導生填寫「導師輔導意見調查

表」之相關辦法或資料。 

   (二)各系將導師人事費與學生活動費之比例、金額與導師名冊等相關資料

函送學務處之時間。 

   (三)其他各系導師制度或輔導工作之特殊優良事蹟。 

六、各系得提供上述之補充資料，或其他相關資料。 

七、獎勵方式： 

   (一)評選「特優」之各系發給獎勵經費每系五萬元。 

   (二)評選「優等」之各系發給獎勵經費每系三萬元。 

   (三)評選「甲等」之各系發給獎勵經費每系二萬元。 

   (四)獎勵經費供學生輔導之用，獲獎勵之系得自行決定經費運用，然不得

直接發予教師獎勵金。 

八、學務處學生輔導組負責本要點之各項行政業務。 

九、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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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國立成功大學優良導師獎勵與遴選實施要點 

96年 3月 28日 95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通過 

一、為強化導師輔導功能鼓勵導師熱心參與學生輔導，特依據國立成功大學導

師制實施辦法第十三條，訂定「國立成功大學優良導師獎勵與遴選實施要

點」 (以下簡稱本要點) 。  

二、優良導師係指在本校擔任導師工作一年以上，對學生輔導工作熱心參與，

在輔導學生生活、學習與活動等著有成效，堪為表率者。 

三、依本校「國立成功大學各系導師績效獎勵實施要點」第三條所訂之『導師

獎勵委員會』(以下簡稱委員會)審議並遴選出「全校特優導師」。 

四、委員會召開會議時，得邀請相關學院院長或系主任列席。遴選委員(若為

候選人則需迴避)須親自出席，不能委任他人代理；委員會須委員二分之

一以上出席，始得開議，並須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始可議決。 

五、「全校特優導師」及「各學院優良導師」之遴選，每學年辦理一次，其遴

選流程如下： 

    (一)各系自行推薦一名導師，若該系導師人數達 20人以上者，得推薦二

位導師至各學院。 

    (二)再由各學院自行召開審查會議，遴選「各學院優良導師」，各學院優

良導師以遴選一名為原則；若全學院導師人數每達 60人以上者，得

增加推薦一位學院優良導師至學校。 

    (三)委員會由各學院推薦的優良導師中遴選「全校特優導師」三名，若無

適當人選得從缺。 

    (四)每年四月底前，各學院應將推薦參加遴選的優良導師名單及其有關學

生輔導等相關資料，提供至學務處學生輔導組。 

六、獲「全校特優導師」者，頒發獎牌一面，每人獎金五萬元整；其餘獲「各

學院優良導師」者，頒發獎牌一面，每人獎金三萬元整，經費來源可從校

務基金自籌款支應。 

七、獲「全校特優導師」者，二年內不再予以重複推薦；獲「各學院優良導師」

者，一年內不再重複推薦。 

八、獲「全校特優導師」者，由學校公開表揚，並將相關優良事蹟刊登學校刊

物。優良導師名單將提供有關單位作為教師獎勵、升等之參考。 

九、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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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AGREEMENT ON ACADEMIC COOPERATION 

BETWEEN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ND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This Agreement is made between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nd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for the purpose of 

promoting academic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further developing the friendly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institutions.  

 

The terms of the Agreement, based on the principle of mutual benefit and reciprocity, are agreed as follows: 

 

1. Exchange of Academics, Research Personnel and Administrative Heads 

Both parties agree to dispatch academics, research personnel or administrative heads to each other to participate in academic 

exchange activities and to explore possibilities of collaboration. 

 

2. Exchange of Students 

Both parties agree to explore the possibility of student exchange. Any arrangement of student exchange shall be governed by 

a separate agreement on student exchange specially signed for the purpose.  

 

3. Exploration of Teaching Collaboration 

Both parties agree to explore the possibility of cooperation in offering degree programmes and/or training courses. The 

actual implementation of collaborative projects shall be negotiated separately pursuant to the needs of both parties. 

 

4.  Collabora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Both parties encourage collabora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in mutually interested research projects. The actual 

implementation of collaborative projects shall be negotiated separately pursuant to the needs of both parties. 

 

5. Collaboration in Non-academic Areas 

Based on the positive results already achieved, both parties agree to further develop collaboration in other fields including 

library, IT and administration, etc.  

 

6.  Sharing of Joint Research Results 

Results of any research achieved during the collaboration period (such as research papers, developed samples, physical 

products, etc.) and attributable profits, shall be shared among the investigators concerned according to their agreed extent of 

contribution on the basis of consultation. 

 

7.  Exchange of Institutional Publications 

Both parties will exchange institutional publications such as annual reports, research publications,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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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Validity and Renewal 

This Agreement is made in a set of two in English. Each party will keep one copy. The Agreement will take effect 

immediately once signed and is valid for three years. Both parties reserve the right to terminate this Agreement by giving an 

advance written notice of no less than six months. Both parties shall discuss and decide on the continuation or revision of 

the Agreement six months prior to its expiration. 

 

 

Signature:  Signature: 

 

 

 

 

 

  

Professor Hsin-kang Chang 

President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ofessor Michael Ming-Chiao Lai 

President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Date: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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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國立成功大學 

學術合作與交流協議書 
上海交通大學  

 

國立成功大學與上海交通大學期能透過學術合作與交流，提昇雙方

師生之智識、文化與技術等能力，基於平等互惠之原則，經雙方商討，

達成協議如下： 

 

一、 鼓勵雙方相關單位之間進行學術交流與合作。 

 

二、 對共同感興趣的研究項目進行合作，有關合作的細則，由雙方另行商

定。 

 

三、 相互邀請研究和教學人員及學生進行學術訪問、交流和討論。 

 

四、 相互交流科學論文、文獻索引、教材和研究出版品。 

 

五、 聯合舉辦學術研討會。 

 

六、 相互協助發展與對方產業界及其他部門的聯繫與合作。 

 

上述活動實施的細節將由雙方依據特定項目、經費來源及可利用之資金而

定。每年年底前，雙方協商確定下學年度的交流計畫與合作事宜。 

 

本協議經雙方校長簽名後生效，效期五年，期滿後經雙方協商同意，得以

延長；或可由任何一方在期滿前六個月以書面方式通知對方終止協議。 

 

國立成功大學校長     上海交通大學校長 

 

 

------------------------     ------------------------ 

 

 

------------------------     ------------------------ 

日  期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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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專案工作人員實施要點 

 

94年 03月 30日 93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延會通過 

94年 12月 28日 94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5年 03月 28日 95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因應校務發展需要，特依教育部「國立

大學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實施原則」訂定「國立成

功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專案工作人員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專案工作人員，係指為辦理行政或執行專案計畫工作，在本校

年度校務基金自籌經費 50﹪範圍內，以本校「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

第三條第二款至第八款收入進用之編制外人員。 

三、各單位或計畫主持人因業務需要擬進用前項專案工作人員時，應循各計畫

主管單位規定之行政程序簽奉核准後辦理進用事宜，進用後之人事管理由

人事室綜理。 

四、專案工作人員以約聘（僱）方式進用，其遴聘資格由各用人單位或專案計

畫需要訂定，並以公開方式甄審為原則。 

五、專案工作人員聘期，以一年一聘為原則，但計畫期限在一年以內者，應按

實際所需時間聘（僱）。如因計畫持續需要，得續聘至計畫執行期限結束

時止。 

    新進專案工作人員得先予試用，試用期間以三個月為原則，試用期滿表現

良好者再予簽約聘（僱），其聘期追溯自試用日起生效。 

六、專案工作人員於聘（僱）期間，須接受單位主管或計畫主持人督導及工作

指派，並遵守本校及合作機構有關規定之義務，如有違反，得隨時予以解

聘（僱）。 

七、專案工作人員之報酬，除因計畫關係需另訂支給標準經專案簽准或依委託

計畫單位約定另訂標準支給外，其餘人員均依本校聘僱人員待遇支給標準

表（如附件一）支給，但各該用人經費如有困難時，得酌減之。 

    新進專案工作人員依其學歷自最低薪級起薪，服務滿一年成績優良者得晉

一級，是否晉級由各用人單位或計畫主持人自行考核決定。 

  新進專案工作人員如有符合本校「聘僱人員採計曾任年資提敘薪級原則」

規定之服務年資時，得於本職最高薪範圍內提敘薪級，但每滿一年最多提

敘一級。 

 

95-3校務會議(96.03.28)紀錄-19-



 20 

 

八、專案工作人員之上班時間與本校編制內職員相同，其差假比照「行政院及

所屬各機關聘僱人員給假辦法」辦理。 

九、專案工作人員於聘（僱）期間，不得在校內外兼職或兼課，如因業務需要

須依校內相關規定經專案簽准。 

十、專案工作人員於聘期屆滿前，因故須提前離職時，應於一個月前提出申請，

經單位主管或計畫主持人同意並辦妥離職手續後始得離職。 

十一、專案工作人員應參加勞工保險及全民健保，並依「本校聘僱人員離職儲

金給與要點」規定參加離職儲金。其勞、健保雇主應負擔之保險費及公

提儲金由各該用人經費來源提撥。 

十二、專案工作人員於聘（僱）期間，得依本校有關規定享有下列權益： 

   （一）請領本校識別證與校內汽機車通行證。 

   （二）參加校內文康活動。 

   （三）圖書館、計算機與網路中心及體育場所等公共設施，得依各單位規

定使用之。 

   （四）其他經專案簽准之福利事項。 

十三、專案工作人員於聘（僱）期間應簽訂契約（契約書格式如附件二），契

約中明定其聘期、報酬標準、上班時間、差假、保險、離職儲金、到離職

等權利義務事項。 

十四、本要點未規定事項，依教育部「國立大學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研究人

員及工作人員實施原則」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五、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95-3校務會議(96.03.28)紀錄-20-



 21 

 

「國立成功大學進用專案計畫工作人員實施要點」部份規定修正對照表 

修 訂 名 稱 現 行 名 稱 說      明 

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專案

工作人員實施要點 

國立成功大學進用專案計畫工作

人員實施要點 

依據教育部95年12月1日
台人（一）字第0950175302C
號令修訂「國立大學校院
進用專案計畫教學人員研
究人員暨工作人員實施原
則」名稱為「國立大學校
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研究
人員及工作人員實施原
則」，爰配合修訂。 

修 訂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一、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

校）為因應校務發展需要，

特依教育部「國立大學校務

基金進用教學人員研究人員

及工作人員實施原則」訂定

「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進

用專案工作人員實施要點」

（以下簡稱本要點）。 

一、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

校）為因應校務發展需要，

特依教育部「國立大學校院

進用專案計畫教學人員研究

人員暨工作人員實施原則」

訂定「國立成功大學進用專

案計畫工作人員實施要點」

（以下簡稱本要點）。 

配合文字修正。 

二、本要點所稱專案工作人員，

係指為辦理行政或執行專案

計畫工作，在本校校務基金

自籌經費 50﹪範圍內，以本

校「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

法」第三條第二款至第八款

收入進用之編制外人員。 

二、本要點所稱工作人員，係指

為辦理行政或執行專案計畫

工作，在本校年度校務基金

自籌經費 50﹪範圍內，以本

校「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

法」第三條第二款至第八款

收入進用之編制外人員。 

文字修正，以資周延。 

三、各單位或計畫主持人因業務需

要擬進用前項專案工作人員

時，應循各計畫主管單位規定

之行政程序簽奉核准後辦理

進用事宜，進用後之人事管理

由人事室綜理。 

三、各單位或計畫主持人因業務需

要擬進用前項工作人員時，應

循各計畫主管單位規定之行

政程序簽奉核准後辦理進用

事宜，進用後之人事管理由人

事室綜理。 

配合文字修正。 

四、專案工作人員以約聘（僱）

方式進用，其遴聘資格由各

用人單位或專案計畫需要訂

定，並以公開方式甄審為原

則。 

四、工作人員以約聘（僱）方式

進用，其遴聘資格由各用人

單位或專案計畫需要訂定，

並以公開方式甄審為原則。 

配合文字修正。 

95-3校務會議(96.03.28)紀錄-21-



 22 

五、專案工作人員聘期，以一年

一聘為原則，但計畫期限在

一年以內者，應按實際所需

時間聘（僱）。如因計畫持續

需要，得續聘至計畫執行期

限結束時止。 

新進專案工作人員得先予

試用，試用期間以三個月為

原則，試用期滿表現良好者

再予簽約聘（僱），其聘期

追溯自試用日起生效。 

五、工作人員之聘（僱）以一年

一聘為原則，但計畫期限在

一年以內者，應按實際所需

時間聘（僱）。如因計畫持續

需要得續聘，至計畫執行期

限結束時止。 

新進工作人員得先予試

用，試用期間以三個月為原

則，試用期滿表現良好者再

予簽約聘（僱），其聘期追

溯自試用日起生效。 

文字修正，以資周延。 

六、專案工作人員於聘（僱）期

間，須接受單位主管或計畫

主持人督導及工作指派，並

遵守本校及合作機構有關規

定之義務，如有違反，得隨

時予以解聘（僱）。 

六、工作人員於聘（僱）期間，

須接受單位主管或計畫主持

人督導及工作指派，並遵守

本校及合作機構有關規定之

義務，如有違反，得隨時予

以解聘（僱）。 

配合文字修正。 

七、專案工作人員之報酬，除因計

畫關係需另訂支給標準經專

案簽准或依委託計畫單位約

定另訂標準支給外，其餘人員

均依本校聘僱人員待遇支給

標準表（如附件一）支給，但

各該用人經費如有困難時，得

酌減之。 

新進專案工作人員依其學

歷自最低薪級起薪，服務滿

一年成績優良者得晉一

級，是否晉級由各用人單位

或計畫主持人自行考核決

定。 

新進專案工作人員如有符

合本校「聘僱人員採計曾任

年資提敘薪級原則」規定之

服務年資時，得於本職最高

薪範圍內提敘薪級，但每滿

一年最多提敘一級。 

七、工作人員之報酬，除因計畫關

係需另訂支給標準經專案簽

准或依委託計畫單位約定另

訂標準支給外，其餘人員均依

本校聘僱人員待遇支給標準

表（如附件一）支給，但各該

用人經費如有困難時，得酌減

之。 

新進工作人員依其學歷自

最低薪級起薪，服務滿一年

成績優良者得晉一級，是否

晉級由各用人單位或計畫

主持人自行考核決定。 

新進工作人員如有符合本

校「聘僱人員採計曾任年資

提敘薪級原則」規定之服務

年資時，得於本職最高薪範

圍內提敘薪級，但每滿一年

最多提敘一級。 

配合文字修正。 

八、專案工作人員之上班時間與本

校編制內職員相同，其差假比

照「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聘僱

人員給假辦法」辦理。 

八、工作人員之上班時間與本校編

制內職員相同，其差假比照

「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聘僱

人員給假辦法」辦理。 

配合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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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專案工作人員於聘（僱）期間，

不得在校內外兼職或兼課，如

因業務需要須依校內相關規

定經專案簽准。 

九、工作人員於聘（僱）期間，不

得在校內外兼職或兼課，如因

業務需要須依校內相關規定

經專案簽准。 

配合文字修正。 

十、專案工作人員於聘期屆滿前，

因故須提前離職時，應於一個

月前提出申請，經單位主管或

計畫主持人同意並辦妥離職

手續後始得離職。 

十、工作人員於聘期屆滿前，因故

須提前離職時，應於一個月前

提出申請，經單位主管或計畫

主持人同意並辦妥離職手續

後始得離職。 

配合文字修正。 

十一、專案工作人員應參加勞工保

險及全民健保，並依「本校

聘僱人員離職儲金給與要

點」規定參加離職儲金。其

勞、健保雇主應負擔之保險

費及公提儲金由各該用人

經費來源提撥。 

十一、工作人員須參加勞工保險及

全民健保，並依「本校聘僱

人員離職儲金給與要點」規

定參加離職儲金。其勞、健

保雇主應負擔之保險費及

公提儲金由各該用人經費

來源提撥。 

配合文字修正。 

十二、專案工作人員於聘（僱）期

間，得依本校有關規定享有

下列權益： 

（一）請領本校識別證與校

內汽機車通行證。 

（二）參加校內文康活動。 

（三）圖書館、計算機與網

路中心及體育場所等

公共設施，得依各單

位規定使用之。 

（四）其他經專案簽准之福

利事項。 

十二、工作人員於聘（僱）期間，

得依本校有關規定享有下

列權益： 

（一）請領本校識別證與校

內汽機車通行證。 

（二）參加校內文康活動。 

（三）圖書館、計算機與網

路中心及體育場所等

公共設施，得依各單

位規定使用之。 

（四）其他經專案簽准之福

利事項。 

配合文字修正。 

十三、專案工作人員於聘（僱）期

間應簽訂契約（契約書格式

如附件二），契約中明定其

聘期、報酬標準、上班時間、

差假、保險、離職儲金、到

離職等權利義務事項。 

十三、工作人員於聘（僱）期間應

簽訂契約（契約書格式如附

件二），契約中明定其聘

期、報酬標準、上班時間、

差假、保險、離職儲金、到

離職等權利義務事項。 

配合文字修正。 

十四、本要點未規定事項，依教

育部「國立大學校務基金

進用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

工作人員實施原則」及相

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四、本要點未規定事項，依教

育部「國立大學校院進用

專案計畫教學人員研究人

員暨工作人員實施原則」

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配合文字修正。 

十五、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

施行，修正時亦同。 

十五、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

施行，修正時亦同。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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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 
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專案工作人員契約書 

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甲方）為應業務需要，以校務基金聘（僱）                  君 

（以下簡稱乙方）為專案工作人員，經雙方訂立條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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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工作內容：                                                      

三、每月報酬：新台幣            元。 

四、經費來源：  

五、專案工作人員於聘（僱）期間，願接受甲方工作上之指派，並遵守甲方及合作機構有
關規定，如有違反，甲方得隨時予以解聘（僱），及扣償未工作期間之酬金外，如甲方
另有損害並追償違約之損害賠償。 

六、工作時間：每日上班時間，比照甲方編制內職員規定辦理。 

七、差假：比照「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聘僱人員給假辦法」辦理。 

八、乙方非經本校書面同意不得在校內外兼職或兼課。 

九、保險：乙方於聘（僱）期間，應於到職時，至甲方總務處事務組辦理參加勞保及全民
健保，其保費之支付及權利義務，依勞、健保相關規定辦理；聘約期滿或中途離職，
應辦理退保。 

十、離職儲金：乙方於聘（僱）期間應依「國立成功大學聘僱人員離職儲金給與要點」規
定參加離職儲金，其給與方式依該要點規定辦理。  

十一、到職及離職：乙方接到甲方聘（僱）通知後，應依規定辦理到職手續。聘期屆滿，
乙方即需離職，不得異議。乙方如因特別事故須於聘約期滿前先行離職時，應於一
個月前提出申請，經甲方同意後始得離職。離職人員依規定辦妥離職手續後發給離
職證明。 

十二、乙方於聘（僱）期間不適用「勞動基準法」、「聘用人員聘用條例」、「行政院暨所屬

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及公務人員各項法令規定。 

十三、甲方於計畫執行期限內如因故計畫中止，本契約書亦應同時終止。 

十四、本契約如有未盡事宜，依「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專案工作人員實施要點」及 

      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五、本契約書一式三份，甲方（人事室）、甲方用人單位及乙方各執一份。 

 

※附註：1、本契約書需俟計畫簽約完成始生效。 

        2、乙方之前曾因他案與本校簽訂聘（僱）契約書，其聘期與本契約書聘期重疊時， 

           前契約書在本契約書生效時同時終止。 

        3、本契約書制式內容係經本校校務會議通過生效，不得擅自更動，如被更動，本
契 

           約書視為無效。 

立契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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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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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  址：台南市大學路一號               戶 籍 地 址： 

                

甲方用人單位主管簽章： 

（或計畫主持人）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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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專案計畫工作人員契約書」部分規定修正對照表 

修 訂 名 稱 現 行 名 稱 說      明 

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專案工作人

員契約書 

國立成功大學專案計畫工作人員契

約書 

因「本校進用專案計畫工作

人員實施要點」名稱擬修訂

為「本校校務基金進用專案

工作人員實施要點」，故配

合修訂名稱。 

修 訂 內 容 現 行 內 容 說      明 

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甲方）為

應業 務需 要， 以 校 務 基 金聘

（僱）     君（以下簡稱乙方）為

專案工作人員，經雙方訂立條款如

下： 

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甲方）為

應業務需要，聘（僱）       君（以

下簡稱乙方）為專案計畫工作人

員，經雙方訂立條款如下： 

配合文字修正。 

五、專案工作人員於聘（僱）期間，

願接受甲方工作上之指派，並

遵守甲方及合作機構有關規

定，如有違反，甲方得隨時予

以解聘（僱），及扣償未工作期

間之酬金外，如甲方另有損害

並追償違約之損害賠償。 

五、工作人員於聘（僱）期間，願

接受甲方工作上之指派，並遵

守甲方及合作機構有關規定，

如有違反，甲方得隨時予以解

聘（僱），及扣償未工作期間之

酬金外，如甲方另有損害並追

償違約之損害賠償。 

配合文字修正。 

十三、甲方於計畫執行期限內如因

故計畫中止，本契約書亦應

同時終止。 

 為因應計畫中止，契約書亦

應同時終止，故增列此點規

定，以資周延。 

十四、本契約如有未盡事宜，依「國

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專

案工作人員實施要點」及相

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三、本契約如有未盡事宜，依「國

立成功大學進用專案計畫工

作人員實施要點」及相關法

令規定辦理。 

一、配合文字修正。 

二、條次變更。 

十五、本契約書一式三份，甲方（人

事室）、甲方用人單位及乙方

各執一份。 

十四、本契約書一式三份，甲方（人

事室）、甲方用人單位及乙方

各執一份。 

條次變更。 

※附註： 

1、本契約書需俟計畫簽約完成始生

效。 

2、乙方之前曾因他案與本校簽訂聘

（僱）契約書，其聘期與本契約

書聘期重疊時，前契約書在本契

約書生效時同時終止。 

3、本契約書制式內容係經本校校務

會議通過生效，不得擅自更動，

如被更動，本契約書視為無效。 

※附註： 

1、本契約經費來源如係建教合作計

畫，需俟計畫完成簽約，本契約

書始生效。 

2、乙方如因他案曾與本校簽署「專

案計畫工作人員契約書」 

，其聘期與本契約書聘期重疊

時，其契約書在本契約書生效時

同時終止。 

3、本契約書制式內容係經本校校務

會議通過生效，不得擅自更動，

如被更動，視為無效。 

文字修正，以資周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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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國立成功大學經費稽核委員會委員推選要點  

89年 6月 21日 88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通過 

89年 10月 25日 89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修訂 

91年 2月 5日教育部台（91）高（2）字第 91017610號核定 

94年 3月 30日 93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延會修訂 

96年 3月 28日 95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修訂 

一、本校為產生經費稽核委員會之委員，依國立成功大學經費稽核委員會設置

要點第二條之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委員由校務會議未兼行政職務教師代表中選出，委員不得為校務基金管理

委員會委員。 

三、推選時每人至多圈選十一人，共推選出十一位委員，唯其中各學院（不含

非屬學院）先有一名保障名額，若其中無會計專長者，則自會計相關專長

代表中另選出一人，其餘名額依得票高低數當選為委員。若校務會議教師

代表中無會計相關專長代表，則委員會可依『本校經費稽核委員會內部稽

核實施要點』第三條另聘請校內會計相關專長教師共同與委員代表組成稽

核小組。委員互選召集人，委員產生後由主任秘書主持召集人之推選會議。 

四、委員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新任委員尚未產生前由前屆委員繼續執行任

務。 

五、委員在任期中如獲聘為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委員時，應即喪失其為經費稽

核委員會委員之身分。 

六、委員會之成員因故出缺時，按當屆選舉得票數之多寡依次遞補，遞補之委

員任期至原委員之任期止。 

七、委員之選務工作由祕書室負責執行。 

八、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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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經費稽核委員會委員推選要點」第 2點、第 3點修正對照表  

  

新修訂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一、 委員由校務會議未

兼行政職務教師代表中

選出，委員不得為校務基

金管理委員會委員。 

一、 委員由校務會議教授代

表中選出，委員不得為校務基

金管理委員會委員。 

如底線部分。 

二、 推選時每人至多圈

選十一人，共推選出十一

位委員，唯其中各學院

（不含非屬學院）先有一

名保障名額，若其中無會

計專長者，則自會計相關

專長代表中另選出一

人，其餘名額依得票高低

數當選為委員。若校務會

議教師代表中無會計相

關專長代表，則委員會可

依『本校經費稽核委員會

內部稽核實施要點』第三

條另聘請校內會計相關

專長教師共同與委員代

表組成稽核小組。委員互

選召集人，委員產生後由

主任秘書主持召集人之

推選會議。 

二、 推選時每人至多圈選十

一人，共推選出十一位委員，

唯其中保障一人為會計相關

專長之代表並且各學院均至

少有一名保障名額，其餘依得

票數高低當選為委員。委員互

選召集人，委員產生後由主任

秘書主持召集人之推選會議。 

如底線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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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 

國立成功大學校內單位間教師合聘辦法 
87年 06月 10日  86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通過 

92年 06月 11日  91學年度第 5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6年 03月 28日  95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 一 條    為確定本校內合聘教師之權利與義務，特訂定國立成功大學校內
單位間教師合聘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 二 條    教師合聘係指基於教學、研究等需要由校內兩個單位合聘一位教
師。合聘以兩單位合聘為原則，經專案簽准者不在此限。合聘教
師對合聘單位之任一方，在教學及研究工作上，均應有實質之參
與及貢獻。 

第 三 條    合聘教師實佔之教師員額，可由合聘單位約定，佔全額、三分之
二、二分之一、三分之一、或不佔員額。 

第 四 條    名額佔全額或三分之二者為主聘單位；若為二分之一者，合聘教
師應於辦理合聘時即擇一單位為其主聘者，餘則為從聘者。 

            聘任後，主聘單位之變更，經合聘單位雙方教評會同意後，由新
主聘單位依行政程序陳請校長同意。 

第 五 條    對涉及全校性之事務，包含升等、進修、休假或擔任校級會議代
表等與員額有關之活動，合聘教師之員額全數計算於主聘單位且
享有相關權益；而在從聘單位僅能對該單位內部之事務享有參與
權。 

第 六 條    合聘教師在從聘單位內之權利義務（如研究或辦公空間、儀器設
備、圖儀費等相關經費、是否得參與從聘單位內部各項會議等事
項）由主、從聘單位協商訂定之。 

第 七 條    合聘本校原有教師，應經主、從聘單位教評會通過後，由從聘單
位依行政程序會簽主聘單位、人事室、教務處後陳請校長同意。 

      新聘之合聘教師，由主聘單位依本校教師聘任辦法規定辦理，經
主、從聘單位之教評會通過，再經主聘單位之院級教評會通過
後送校教評會審議。 

第 八 條    合聘教師之聘書應載明主、從聘單位及聘期等。 

第 九 條    合聘教師原則上一年一聘，最長不得超過主聘單位之聘期，並得
視實際教學及研究需要，經合聘單位雙方同意後，循本校教師續
聘程序辦理續聘。 

第 十 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本校教師聘任辦法之規定辦理。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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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校內單位間教師合聘辦法第二、六、九條修正對照表 

修  正  後  條  文 原  條  文 修  訂  說  明 

第二條  教師合聘係指基於教學、研

究等需要由校內兩個單位

合聘一位教師。合聘以兩單

位合聘為原則，經專案簽准

者不在此限。合聘教師對合

聘單位之任一方，在教學及

研究工作上，均應有實質之

參與及貢獻。 

第二條  教師合聘係指基於教學、研

究等需要由校內兩個單位

合聘一位教師。合聘以兩單

位合聘為限。合聘教師對合

聘單位之任一方，在教學及

研究工作上，均應有實質之

參與及貢獻。 

 

＊因應跨領域合作
之需要，放寬合
聘單位可不限於
兩單位。 

 

 

第六條  合聘教師在從聘單位內之

權利義務（如研究或辦公

空間、儀器設備、圖儀費

等相關經費、是否得參與

從聘單位內部各項會議等

事項）由主、從聘單位協

商訂定之。 

第六條  合聘教師在主、從聘單位內

之權利義務由主、從聘單位

協商訂定之。 

 

＊增列權利與義務
事項供主、從聘
單位參考。但不
限於列舉事項，
主、從聘單位亦
可視需要協商
之。 

 

第九條  合聘教師原則上一年一

聘，最長不得超過主聘單

位之聘期，並得視實際教

學及研究需要，經合聘單

位雙方同意後，循本校教

師續聘程序辦理續聘。 

第九條  合聘教師原則上一年一

聘，並得視實際教學及研

究需要，經合聘單位雙方

同意後，循本校教師續聘

程序辦理續聘。 

＊聘期由聘任單位
在不超過主聘單
位聘期情形下，
依需要經雙方同
意決定一年一聘
或兩年一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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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 95 學年度第 4 次校務會議紀錄 

時間：96 年 06 月 27 日（星期三）上午九時 

地點：光復校區國際會議廳第二演講室 

出席：如附件 1(p.9)。 

主席：賴校長 明詔                              記錄：侯雲卿 

壹、頒獎 

一、95 年行政院傑出科技貢獻獎：黃煌煇 

二、96 年度本校產學合作成果特優教師獎：黃煌煇、吳華林 

貳、報告事項： 

一、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 (附件 2，p.10) 

二、主席報告： 

(一)首先感謝大家於學期結束前，踴躍來參加校務會議，共同討論學校發

展的重要議題。 

(二)到校服務百餘日以來，感覺學校的師生、員工都很和諧、很合作，使

我們的行政團隊在校務的推動上，都能夠都順利進行。 

(三)期勉大家不能以成大的現況為滿足，應該有新的思維，不應劃地自

限，否則無法再突破。今天的報紙登出交通大學已於校務會議通過，

將於台南科學園區設立分校，某一家公司亦將捐贈一棟大樓作為其設

立分校之用。交大都向南部發展，本校不更積極的話，「南部最好的

大學」的聲譽都會保不住。我們一定要有更強的企圖心，有好的制度

來讓本校邁向世界一流，早日躋身國際頂尖大學之列。在數月前，交

大在南部設校的傳言，已成事實，讓我們深切體認到必須更加努力，

才能成為世界級的學府。 

三、BOT案執行報告：(附件 3，p.12) (總務處) 

四、各一級單位及各委員會報告：（書面資料開會時已分送請參閱）  

參、討論事項：  

第一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本校 97 學年度申請增設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依教育部 96.6.5 台高（一）字第 0960086998 號函（議程附件 1P10）

及「大學校院增設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及招生名額總量發展審查

提報作業要點」（議程附件 2 P12）辦理。 

二、教育部核定學校可發展總量標準如下： 

（一）應有生師比：全校生師比應在 32以下，且日間學制生師比應在

25 以下。設有日、夜間學制碩士班、博士班者，其研究生生師

比，應在 15 以下。 

（二）師資結構：設有碩士班、博士班者，除應符合上述生師比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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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全校專任講師數並不得超過專任師資總數之三分之一。 

（三）應有校舍建築面積： 

類      型 
文法商、管

理及教育類 

理學、醫學

（不含醫、

牙醫系）護

理及體育類 

工學、藝術

及農學類 

醫學系、牙

醫學系 

每位學生

所需校舍

樓地板面

積（單

位：平方

公尺） 

學士班 10 13 17 23 

碩、博士

班 
13 17 21 29 

三、依教育部規定計算方式，本校目前（95學年度）規模屬在可發展

總量範圍內： 

（一）現有生師比：全校生師比為 21.68；日間部生師比為 19.73 ，

日、夜間學制碩士班、博士班研究生生師比為 14.7（不含兼

任教師）。 

（二）應須有校舍建築面積：294,906 平方公尺，現有校舍建築面積： 

728368.4 平方公尺。                   

四、經 96 年 6 月 20 日校務發展委員會議討論通過之各單位所提非特

殊項目申請案如下： 

【增設學士班】 

社科學院      心理學系 

【增設碩士班】 

1.理學院        太空天文與電漿科學研究所 

2.生科學院      熱帶植物科學研究所 

【分組】 

理學院          物理學系大學部分兩組：物理組與光電科學組 

【系所更名】 

電機資訊學院    製造工程研究所更名為製造資訊與系統研究所 

五、本校已提報之97學年度特殊項目申請案，業奉教育部96年6月20日

台高（一）字第0960086735A號函核定同意設立醫學院公共衛生研

究所博士班（核定招生名額 3名），另社會科學院財經法律研究所

碩士班及認知科學研究所博士班等2案緩議（如議程附件3P29）。 

六、檢附本校現有系所一覽表（議程附件 4P30）供請參考。 

擬辦：討論通過後依限報部。 

決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 提案單位：校長交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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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擬設置本校博物館，並擬訂「國立成功大學博物館設置辦法(草案)」

(如議程附件 5P33)，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本案係 95-1 校務會議延會(95.11.1)校長交議案，議決：「經投票原

則同意成立博物館，但須就博物館與藝術中心合併組織架構與未來

之執行做仔細規劃後，提校務會議確認。」案經博物館籌備處與藝

術中心相關人員多次研商，並徵求校內外專業人員意見，建議仍以

分開設置、相互支援為宜。 

二、博物館與藝術中心分開設置、相互支援之理由，依(一)任務性質、

(二)人力、經費與空間、(三)學校組織等三點，說明如議程附件

6P34。 

三、撰寫「是責任而非夢想—成大博物館的設立與定位」，供請參考（議

程附件 7P37）。 

四、「國立成功大學博物館設置辦法(草案)」，業經 96.5.2 本校第 635

次主管會報通過，決議博物館為本校一級單位。 

五、「國立成功大學博物館設置辦法(草案)」，業經 96.6.20 本校第 4 次

校務發展委員會通過，決議博物館為本校一級單位。 

擬辦：校務會議通過後，按決議施行。 

決議：照案通過，唯再經 96年 7月 5日延會修正通過如附件 4(p.13)，

請研發處配合修改組織規程。 

 

第三案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修正「國立成功大學研究人員聘任及升等辦法」第五、七、九條，

修正草案對照表如議程附件 8P42 及新訂「國立成功大學研究人員

聘約草案」如議程附件 9P44，請 討論。 

說明： 

一、本案業經本校 96 年 3 月 21 日 95 學年度第 6 次校教評會討論通過。 

二、本次修正重點： 

1、增訂研究人員應比照教師接受評量規定。 

2、新訂研究人員聘約：本校現行研究人員聘書發放係沿用教師聘約

格式，鑒於研究人員與教師工作內容不盡相符，且研究人員無法

完全適用教師之聘約內容，擬新訂研究人員聘約，以符實際。 

三、本校現行「研究人員聘任及升等辦法」及教師聘約如議程附件 10、

11P46、48。 

決議：照案通過,如附件 5-6(p.15-18)。 

 

第四案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修正「國立成功大學進用專案計畫研究人員實施要點」暨「國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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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大學進用專案計畫研究人員契約書」之名稱及部分規定，其修正

草案對照表如議程附件 12、13P49、53，請  討論。 

說明： 

一、教育部 95年 12月 1日台人（一）字第 0950175302C號令修正「國

立大學校院進用專案計畫教學人員研究人員暨工作人員實施原則」名稱

為「國立大學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實施原

則」並修正部分規定（如議程附件 14P55），爰配合修正。 

二、本修正案業經 96年 01月 16日第 45次建教合作推動協調小組會

議及 96年 3月 21日 95學年度第 6次校教評會討論通過。 

三、本次修正重點如下： 

（一）修正名稱。 

（二）新增「研究助理」等級：為使本校編制外人員進用制度更為

周全，比照本校「研究人員聘任及升等辦法」規定，新增「研

究助理」一級，對於僅具有碩士或學士學位，但所具之專業

知識或實務經驗甚為豐富，而難以延攬之優秀人才，可提供

一彈性進用管道。 

（三）放寬聘任資格：增列「聘任年齡不受已屆應即退休年齡不得

任用為專任教育人員規定之限制」。 

（四）增訂研究人員專門著作（含學位論文）外審程序。 

四、檢附本校現行「進用專案計畫研究人員實施要點」（如議程附件

15P58）及「專案計畫研究人員契約書」（如議程附件 16P59）。 

決議：修正通過，唯再經96年7月5日延會修正通過如附件7-8 (p.19-26)。 

        

第五案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修正「國立成功大學進用專案計畫教學人員實施要點」暨「國立成

功大學進用專案計畫教師契約書」之名稱及部分規定，修正草案對

照表如議程附件 17、18P60、63，請 討論。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 95年 12月 1日台人（一）字第 0950175302C號令修訂

「國立大學校院進用專案計畫教學人員研究人員暨工作人員實施

原則」名稱為「國立大學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工作人

員實施原則」，並修訂部分規定，爰配合修正。 

二、本案業經本校 96年 3月 21日 95學年度第 6次校教評會討論通過。 

三、本次修正重點如下： 

（一）修訂名稱。 

（二）為使各單位進用編制外教師更有彈性，增訂學校其他經費（非

校務基金自籌經費）進用之編制外教師得比照辦理之規定。 

（三）增訂專案教師教學評鑑須經系所教評會審議程序。 

四、本校現行「進用專案計畫教學人員實施要點」及「進用專案計畫

教師契約書」如議程附件 19、20P6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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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修正通過，唯再經96年7月5日延會修正通過如附件9-10 (p.28-33)。 

 

第六案 提案單位：經費稽核委員會 

案由：建請與內政部建築研究所重新簽訂『合作建置建築研究實驗室設施

協議書』，暨『使用國立成功大學歸仁校區行政管理協議書』，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本校於 87 年與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共同簽訂之『合作建置建築研究

實驗設施協議書』及相關資料如議程附件 21P66 所示。 

二、因內政部建築研究所未依原合約建築使用，且原合約內容亦對本

校相當不利；甚至已有反對本校之研究中心在歸仁校區空地蓋屋

情形發生，對本校應有權益影響甚巨，故建請重新議約。未使用

土地部分並由學校收回使用，已經建築部分之設施，學校應與其

商談如何公平互惠共同合作。 

三、建請在本案土地未取回之前，暫停本校目前於歸仁校區附近購地

之規劃，以免落入放著現有土地無償(或廉價)供人使用，卻動用僅

餘不多的校務基金中幾億元去另購土地的不合理狀況。 

擬辦：本案通過後，建請重新議約，未使用土地部分由學校收回使用，已

經建築部分之設施，學校應與其商談如何公平互惠共同合作使用，

並在本案土地未取回之前，審慎考慮本校目前於歸仁校區附近購地

之計畫。 

決議：授權學校與與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就兩份協議書重新議約。 

 

第七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擬依「國立成功大學榮譽教授設置辦法」禮聘陳長謙院士

為本校榮譽教授，請  討論。  

說明：  

一、依據本校「榮譽教授設置辦法」，（如議程附件 22P72）

辦理。  

二、陳長謙院士資料與化學系推薦書如議程附件 23P73。  

擬辦：擬通過後，請人事室發聘。  

決議：照案通過。  

 

第八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人事室 

案由：擬修正本校教師評量要點部分條文，如修正草案對照表，請  討論。 

說明： 

  一、依大學法第 21 條規定：「大學應建立教師評鑑制度，對於教師之教

學、研究、輔導及服務成效進行評鑑，作為教師升等、續聘、長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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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任、停聘、不續聘及獎勵之重要參考。前項評鑑方法、程序及具

體措施等規定，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擬將上述規範納入

本校教師評量要點。 

二、又教育部評鑑本校頂尖大學計畫，及學生向教育部長投書，均建議

應於教師評鑑制度中建立退場機制。基於評鑑能幫助教師了解自己

是否適任並做改進，不適任教師之淘汰亦為對學生受教權之保障，

爰擬納入不續聘之規定。 

三、本案經 96 年 4 月 11 日本校第 198 次校務企劃座談、96 年 4 月 18

日本校第 634 次主管會報、96 年 5 月 2 日本校第 635 次主管會報

修正通過。 

  四、現行教師評量要點及修正草案對照表如議程附件 39P9，請  卓參。 

  五、為建立教學型與研究型評量分流機制，請各學院、系、所評量時，

依教師興趣及能力，分研究型、教學型予以不同比重之評量項目與

通過標準。原則上教學、研究、輔導及服務成效所佔比率，允許教

師依其興趣及能力做彈性調整。 

六、並針對退場機制建立輔導配套措施，第一次評量不通過者，本校教

師發展中心將予以輔導，學院亦應協調系所給予適當之協助，以期

能通過再評量。 

擬辦：教師評量要點修正案通過後，函請各院、系、所於辦理評量前配合

修訂評量要點，將教學型與研究型之分流機制與評量標準列入各

院、系、所之評量要點。 

決議：修正通過,如附件 11(p.36) 

 

第九案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擬訂「本校契聘副校長遴用要點（草案）」暨草案總說明(如議程

附件 40P13)，提請  討論。 

說明： 

一、依大學法及本校組織規程第 26條規定，本校得以契約方式進用副

校長 1人，襄助校長處理校務。本室爰據以研議本要點（草案）。 

二、本案擬討論通過後施行。 

決議： 

一、修正通過,如附件 12-13(p.40-43) 

二、契聘副校長不列入校長「主管職務代理人順序表」中。 

 

第十案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修正本校「助教聘任及管理辦法」名稱及規定，修訂條文對照表（如

議程附件 51P66）及新訂新制助教聘約草案（如議程附件 52P70），

請 討論。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 95 年 8 月 8 日台人（二）字第 0950109617 號書函規定，

86 年 3 月 21 日教育人員任用條例修正施行後進用之助教，其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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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非屬教師，有關其權益、工作考核等人事管理事項，仍由學校自

行規範。 

二、案經提 96 年 05 月 02 日第 635 次主管會報、96 年 5 月 9 日第 155

次行政會議及 96 年 6 月 23 日 95 學年度第 4 次校務發展委員會延

會討論。 

三、本辦法第四條第二項經行政會議修正通過內容為：自九十九學年度

起，不再新聘或續聘新制助教…。惟少數系所有不同意見，經提 96

年 6 月 23 日 95 學年度第 4次校務發展委員會延會討論，決議修正

內容為：自九十八學年度起，不再新聘新制助教…。 

四、本案修正重點如下： 

(一)增訂自九十八學年度起，不再新聘新制助教。助教離職後，其工

作得以研究生獎助學金聘請碩、博士班學生協助辦理或經行政人

力評估確有需要，經專案簽准後得進用契（聘）僱人員。 

(二)現行助教與教師員額換算是以二比一計算，建請改以一比一換

算。 

(三)增訂助教續聘須經由系（所）教評會審議通過後，循行政程序簽

請校長核定之程序。 

(四)增訂助教差假及進修相關規定。 

(五)新訂新制助教聘約規範其權利義務。 

五、本校助教聘任及管理辦法原即已規定助教以短期聘任為原則，惟未

規定短期聘任期限，且本校員額編制表列有助教員額 42 人，然現

有助教 61 人，已超額進用 19 人；另洽詢多所國立大學表示現已不

再聘任新制助教（改以教學助理替代），爰修訂本辦法自九十八學

年度起，不再新聘新制助教。 

六、經查本校教職員均有退場機制，如通過上開說明三校務發展委員會

延會決議修正內容：「自九十八學年度起不再新聘新制助教…。」

則原聘新制助教除規定以短期聘任外，並無退場機制規範，考量新

制助教工作內容與舊制助教相同，爰建議新制助教應比照舊制助教

接受評量，修正本辦法第 11 條第 1 項條文為：「助教之晉薪比照『大

學及專科學校教師年功加俸辦法』之規定辦理。並應比照舊制助教

依本校教師評量要點規定接受評量。」，以資週延。 

決議：修正通過,如附件 14(p.44) 

 

第十一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擬修訂本校教師升等辦法部分條文（如修正條文對照表草案）、著

作審查意見表，請  討論。 

說明： 

一、96 年 4 月 24 日教育部台學審字第 0960061567B 號函（如附件

45P29），要求本校改進。 

二、校教評會委員亦認為本校教師著作審查意見表及升等辦法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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亟需修訂，上次會議決議由教務處組成專案小組全面檢討研修。 

三、經專案小組於 96 年 5 月 29 日召開第一次會議討論，建議為應今年

教師升等之需，先准用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著作審查意見表」

修訂本校教師著作審查意見表，並訂定校教評會審查教師升等案之

原則及著作外審通過標準。 

四、擬修訂本校教師升等辦法第二、第六、第十三條，如延會議程 p.6。 

五、參照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著作審查意見表」（如附件 46P31）

格式修訂之本校教師著作審查意見表（如附件 47P35）、本校現行教

師著作審查意見表（如附件 48P51）、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

格審定辦法」第 8、28、29 條條文（如附件 49P63）、本校教師升等

辦法（如附件 50P64），請  參考。 

擬辦：經校務會議通過後施行。 

決議：先通過教師著作審查意見表，如附件 15(p.49)，以利近期內之升

等作業，本校教師升等辦法續經 96 年 7 月 5 日延會修正通過如附件

16(p.65)。 

 

肆、散會:下午 1時 1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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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國立成功大學 95 學年度第 4 次校務會議出(列)席名單 

時間：96 年 06 月 27 日上午 9 時 

地點：光復校區國際會議廳第二演講室 

出席：賴明詔 黃煌煇 宋瑞珍 湯銘哲 徐畢卿 陳景文 李偉賢 張高評 

劉開玲  盧慧娟  王文霞  李育霖  余樹楨  傅永貴  田  聰     

鄭 靜（田 聰代） 孫亦文（黃福永代） 黃得時 陳淑慧 簡錦樹  

張文昌 郭長生 黃玲惠 吳文騰 張錦裕 陳進成 雷大同    

黃忠信 蔡長泰 高家俊 鄭國順 黃吉川 李坤洲 楊 名 溫清光 

趙怡欽 苗君易 李清庭 許渭州 林素貞 朱聖緣 林瑞禮   

王振興 陳裕民 徐明福 傅朝卿 孫全文 孔憲法（紀燦輝代）   

張育銘 李賢得 林清河（吳植森代） 邱正仁（周庭楷代） 潘浙楠 

鄭 匡 佑  陳 志 鴻  潘 偉 豐  吳 華 林  黎 煥 耀  蔡 森 田       

趙文元（蔡森田代） 游一龍 吳俊忠 謝淑珠 葉才明 陳清惠  

黃美智 陳振宇（楊永年代） 郭麗珍（王效文代） 林麗娟       

李劍如（洪甄憶代） 李  彬 李金駿 嚴伯良 陳聰哲 李光耀   

吳展易（盧浩平代） 黃芷翎（張瑞弘代）  

列席：楊明宗  王三慶  謝文真  謝錫堃  張丁財  李丁進         

蕭瓊瑞 楊瑞珍 利德江 葉茂榮 蘇慧貞（許翠菊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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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國立成功大學 95 學年度第 3 次校務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表 

96 年 06 月 27 日 

決 議 案 摘 要 承 辦 單 位 執 行 情 形 

第一案 

案由：補遴選 95、96 學年度（2 年）「國立成功大

學校務金基管理委員會」5 位委員，提請 公

決。 

決議：經投票行使同意權結果，遴選委員均過出席

代表半數同意，通過。 

 

第二案                                       

案由：本校 95 學年度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委員中，

學校行政人員一人原遴選前研發長黃肇瑞教

授擔任，並經校務會議同意。因黃前研發長自

96 年 2 月 1 日起已卸下行政職務，茲另補遴

選新聞中心主任麥愛堂教授擔任學校行政人

員代表，並提經校務會議同意後聘請之。 

決議：經投票行使同意權結果，遴選委員過出席代

表半數同意，通過。 

 

第三案                                       

案由：有關本校投資成大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擬推薦研究總中心楊瑞珍主任、企管系吳萬

益教授及航太系張克勤教授擔任董事、會計

系簡金成教授擔任監察人，提請同意。 

決議：經投票行使同意權結果，提名董、監事均過

出席代表半數同意，通過。 

 

第四案 

案由：擬訂定「國立成功大學各系導師獎勵實施要

點」（草案）(議程附件)，提請討論。 

決議：修正通過。 

 

 

 

 

 

 

秘書室:已請人事室發聘。 

 

 

 

 

 

 

秘書室: 已請人事室發聘。 

 

 

 

 

 

 

 

 

 

秘書室:4 位教授已順利當選董監事。 

 

 

 

 

 

 

 

學務處: 

一、照案辦理。 

二、「國立成功大學優良導師獎勵與

遴選實施要點」，已於 96 年 5 月

底請各院推薦「各院優良導

師」，並訂於 6月 14日召開審查

會議，遴選出「全校特優導師」

3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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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案  

案由：擬訂定「國立成功大學優良導師獎勵與遴選

要點」（草案）(議程附件)，提請討論。 

決議：修正通過。 

 

 

 

 

 

第六案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由：本校擬分別與香港城市大學(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及上海交通大學簽約案，提請討

論。 

決議：照案通過。 

 

第七案 

案由：擬修訂本校「進用專案計畫工作人員實施要

點」及「專案計畫工作人員契約書」之名稱

及部分規定，其修訂規定對照表如(議程附

件 7 P30)，提請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第八案 單位：經費稽核委員會                  

案由：擬修訂『國立成功大學經費稽核委員會委員

推選要點』第二、三點規定，提請 討論。 

決議：修正通過。 

 

第九案  

案由：擬修訂本校校內單位間教師合聘辦法第二、

六、九條部分內容，如修訂條文對照表，請  

討論。 

決議：修正通過。 

 

臨時動議：             

案由：本校學費之調整，是否應經由校務會議討論? 

決議：同意辦理。 

學務處: 

一、照案辦理。 

二、「國立成功大學各系導師績效獎

勵實施要點」於每年九月就各系

提供相關資料，綜合評選「特

優」、「優等」、「甲等」數名（由

委員會討論決定）發予各系獎勵

金，以獎勵各系落實導師輔導工

作。 

 

國際學術處: 

香港城市大學已於 96 年 5 月 2 日

以郵遞方式完成簽約；上海交通大

學則於 5 月 18 日校長率團去訪時

完成簽約。 

 

人事室:業將修訂後之要點及契約書

轉知各單位並置於本室網

頁。 

 

 

 

 

經費稽核委員會:  

照案辦理；並上網公告。 

 

 

 

教務處：更新網頁資料，並函知各單

位。 

人事室：遵照辦理。 

 

 

 

教務處：依照決議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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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本校「學生宿舍及校友會館 BOT案」辦理情形 960625 

 

一、 於 96 年 6 月 14 日與太子建設公司召開座談會，有關回饋方案，含校友

會館命名權、贊助獎助金、提供工讀機會及提供使用空間等項，積極再

予太子建設公司協商定案。 

二、工地現況，學生宿舍（逆打部份）地下第 2 次土方開挖完成，地下室一樓

樓板施作。校有會館（順打部份）地下第一曾水平支撐完成，第 2 次土方

開挖。整體施工進度 11％，預定 97 年 9 月底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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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國立成功大學博物館設置辦法 

96年 7月 5日 95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延會通過 

 

第一條   為發揚優良校史傳統，維護重要典藏品，提供師生研究成果發表暨

公眾文教推廣服務，特依據國立成功大學組織規程第八條，設置「國

立成功大學博物館」（以下簡稱本館）。 

 

第二條   本館為本校一級單位，主要任務為維護校史、推動校內外各項典藏、

研究、展示、推廣等工作。本館設下列四組，分別執行相關業務。 

一、典藏組：典藏庫與文物之蒐藏、管理、維護及數位化工作。 

二、研究組：針對校史、重要藏品或專長領域進行各項研究、出版

計畫。 

三、展示組：各項研究成果之展覽籌劃與執行。 

四、推廣組：教育推廣活動、志工培訓、導覽安排。 

 

第三條   本館置館長一人，綜理各項業務，任期四年，得連任一次。館長由

校長聘請副教授級以上教師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本館得置副館長

一人，推動及整合各組業務工作，執行館長交辦事項，由館長提名

副教授級以上教師，經校長同意兼任之。 

 

第四條   本館各組置組長一人，以督導各項業務之執行，由館長報請校長聘

請助理教授以上教師或職級相當人員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各組得

置研究、行政與技術人員若干人。 

 

第五條   本館設立諮詢委員會，研議博物館各項事務。諮詢委員會由校長擔

任主任委員，並聘請校內外相關學者專家十至十四人為委員，任期

兩年，得連任；委員為無給職，校外委員可支領車馬費。諮詢委員

會置執行秘書一人，由館長兼任之。諮詢委員會每學年至少開會一

次，並得視需要召開臨時會議。 

 

第六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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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成功大學博物館設置辦法總說明         

 

大學博物館的設立，在先進國家，已然成為展現學校人文精華與傲人傳統

的橱窗，也是帶動研究與教學的動力火車頭。 

作為台灣最具歷史的大學之一，國立成功大學博物館的設立，是成大在邁

向世界一流大學的目標下，加強人文發展的重要指標之一。基於歷史文物的保

存，也基於學生通識教育的加強，且為發揚優良校史傳統，維護重要典藏品之

使命，提供師生研究成果發表暨公眾文教推廣服務，主要任務為維護校史、推

動校內外各項典藏、研究、展示、推廣等工作。 

茲為推動館務及職任相關人員，訂定「國立成功大學博物館設置辦法」，

並臚列重點說明如下： 

第一條 本辦法之宗旨、任務及法源依據。 

第二條 本館之位階及組織、工作任務。 

第三條 館長、副館長職位辦法及年限。 

第四條 組長及組員、技術人員職位辦法。 

第五條 諮詢委員會設置辦法。 

第六條 本辦法核准程序及修訂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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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國立成功大學研究人員聘任及升等辦法 

81年 10月 7日 81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通過 

90年 11月 14日 90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延會修正通過 

96年 6月 27日 95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本校為聘任研究人員從事研究之需要，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之研究人員，係指本職為從事研究及相關工作之本校編制

內專任人員。 

第三條 研究人員分研究員、副研究員、助理研究員及研究助理等四級，與教

師等級之比照： 

研究員比照教授； 

副研究員比照副教授； 

助理研究員比照助理教授； 

研究助理比照講師； 

聘任資格如下： 

（一）研究員應具下列資格之一： 

1.任大學副研究員三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重要研究成果或專門著

作者。 

2.具有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曾在大學或研究機構從事相關

之研究工作八年以上，並有重要研究成果或專門著作者。 

（二）副研究員應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1.任大學助理研究員三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重要研究成果或專

門著作者。 

2.具有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曾在大學或研究機構從事相關

之研究工作四年以上，並有重要研究成果或專門著作者。 

（三）助理研究員應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1.任大學研究助理三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重要研究成果或專門

著作者。 

2.具有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3.具有碩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曾在大學或研究機構從事相關

之研究工作四年以上，並有重要研究成果或專門著作者。 

（四）研究助理應具下列資格之一： 

     1.具有碩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2.具有學士學位後，曾在大學或研究機構從事相關之研究工作六年

以上，並有研究成果或專門著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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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各單位研究人員之員額編制及職別等級，由其員額編制表中規定之，

其資格審定、聘任、升等有關事項由教師評審委員會辦理，聘任、升

等程序依照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辦法規定辦理。 

升等審查以研究佔 60％、服務佔 40％為原則。「研究人員著作（研

究成果）審查意見表」格式比照「教師著作審查意見表」另訂之。 

第五條  研究人員，除依計畫從事研究工作外，須執行所屬單位指定之相關工

作，並得經所屬單位同意兼任有關工作。如經系（所、中心）、院、

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符合教師資格者，得支援相關科目之教

學，授課時數每週以不超過四小時為限，並得比照兼任教師支領鐘點

費。第六條 研究人員之聘期、解聘、停聘、不續聘及申訴等事項，

比照教師之規定。 

第七條  新聘研究員及副研究員於初續聘滿四年之半年前，應經系（所、中

心）、院、校教評會審議是否續聘，若不通過則自第五年起不予續聘。 

新聘助理研究員於到職六年內未能升等者，自第七年起不予續聘。但

情況特殊，經教評會同意者，自第七年起得續聘二年，如二年內仍未

能升等者，則不予續聘。新聘研究助理原則比照辦理。 

第八條 研究人員之待遇、福利、進修、年資晉薪、退休、撫卹、資遣、休假

研究等事項，除有關增加退休給與及申請延長服務之規定外，依其聘

任之等級，比照教師之規定。 

第九條 研究人員應比照教師接受評量，由各系（所、中心）、院分別訂定其研

究人員評量要點，包括評量項目、標準及程序，並經校教師評審委員

會核備後實施。 

第十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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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研究人員聘任及升等辦法第五、七、九條條文修正對照表 

新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五、研究人員，除依計畫從事

研究工作外，須執行所屬
單位指定之相關工作，並
得經所屬單位同意兼任
有關工作。如經系（所、
中心）、院、校教師評審
委員會審議通過符合教
師資格者，得支援相關科
目之教學，授課時數每週
以不超過四小時為限，並
得比照兼任教師支領鐘
點費。 

 
 

五、研究人員，除依計畫
從事研究工作外，得
經所屬單位同意兼任
有關工作。如經系、
院、校教師評審委員
會審議通過符合教師
資格者，得支援相關
科目之教學，授課時
數每週以不超過四小
時為限，並得比照兼
任教師支領鐘點費。 
 

一、為配合單位業務需
求，增訂研究人員
須執行所屬單位指
定之相關工作規
定。 

二、本校研究總中心組
成系級教評會，院
級教評會歸屬非屬
學院，修正文字以
資完備。 

七、新聘研究員及副研究員於
初續聘滿四年之半年
前，應經系（所、中心）、
院、校教評會審議是否續
聘，若不通過則自第五年
起不予續聘。 
新聘助理研究員於到職
六年內未能升等者，自
第七年起不予續聘。但
情況特殊，經教評會同
意者，自第七年起得續
聘二年，如二年內仍未
能升等者，則不予續
聘。新聘研究助理原則
比照辦理。 
 

七、新聘研究員及副研究
員於初續聘滿四年之
半 年 前 ， 應 經 系
（所）、院、校教評
會審議是否續聘，若
不通過則自第五年起
不予續聘。 
新聘助理研究員於到
職六年內未能升等
者，自第七年起不予
續聘。但情況特殊，
經教評會同意者，自
第七年起得續聘二
年，如二年內仍未能
升等者，則不予續
聘。新聘研究助理原
則比照辦理。 

配合文字修正。 

九、研究人員應比照教師接
受評量，由各系（所、
中心）、院分別訂定其
研究人員評量要點，包
括評量項目、標準及程
序，並經校教師評審委
員會核備後實施。 

 

九、研究人員每學年應
提出研究成果報
告，經系教師評審
委員會評定其研究
成績，作為續聘及
升等之參考。 

案經 96年 1月 29日研
究總中心、航太系、人
事室研商研究人員相關
事項會議，建議新增研
究人員評量規定。爰將
每學年提出研究成果報
告改以比照教師接受評
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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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國立成功大學研究人員聘約 
 

一、本聘約所稱研究人員為從事研究及相關工作之本校編制內專任人員。 

二、研究人員資格審定、聘任、升等有關事項由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辦理，聘

任、升等程序依照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辦法規定辦理。 

三、新聘研究員及副研究員於初續聘滿四年之半年前，應經系（所、中心）、

院、校教評會審議是否續聘，若不通過則自第五年起不予續聘。新聘助理

研究員於到職六年內未能升等者，自第七年起不予續聘。但情況特殊，經

教評會同意者，自第七年起得續聘二年，如二年內仍未能升等者，則不予

續聘。新聘研究助理原則比照辦理。 

四、研究人員應比照教師依本校教師評量要點規定接受評量。 

五、差假及出國：比照本校編制內專任教師辦理。 

六、研究人員，除依計畫從事研究工作外，須執行所屬單位指定之相關工作，

並得經所屬單位同意兼任有關工作。如經系（所、中心）、院、校教師評

審委員會審議通過符合教師資格者，得支援相關科目之教學，授課時數每

週以不超過四小時為限，並得比照兼任老師支領鐘點費。 

七、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不得在校外兼課、兼職，如有特殊情形者，比照本校

教師校外兼課、兼職處理要點規定辦理。 

八、利用本校資源完成具專利價值或以非專利形式保護之研究發展成果，其權

利及義務依本校研究發展成果管理辦法辦理。 

九、研究人員之聘期、停聘、解聘、不續聘及申訴等事項，比照教師之規定。 

十、研究人員之待遇、福利、進修、年資晉薪、退休、撫卹、資遣、休假研究

等事項，除有關增加退休給與及申請延長服務之規定外，依其聘任之等

級，比照教師之規定辦理。 

十一、研究人員擬於聘約期滿後，不再應聘時，應於聘約期滿一個月前以書面

通知學校。如欲於聘約存續期間內辭職者，應經學校同意後，始得離職。

因特殊意外事故於聘期中提出辭職，經學校同意，其薪給得支至實際離職

日。 

十二、本聘約未盡事宜，依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三、本聘約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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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專案研究人員實施要點 

91 年 10 月 9 日 91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會議通過 

93 年 6 月 16 日 92 學年度第 4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4 年 3 月 30 日 93 學年度第 3 次校務會議延會修正通過 

94 年 12 月 28 日 94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6年 7月 4日 95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延會修正通過 

一、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因應研究需要並有效運用員額，依教育部「國立

大學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實施原則」訂定「國立成功大學校

務基金進用專案研究人員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專案研究人員，係指在本校校務基金自籌經費進用之編制外人員。 

三、前項專案研究人員以約聘方式進用，其等級分為研究員、副研究員、助理研究員及研

究助理（以下簡稱專案研究人員）。 

四、各有關單位因研究需要且有經費時得擬訂「專案計畫書」，提經系務、所務或研究中

心會議通過並簽請各所屬一級單位同意後、簽請研究發展處、人事室會核並陳奉校

長核准後辦理專案研究人員聘任事宜。專案研究人員聘任後之人事管理由人事室綜

理。 

五、專案研究人員之遴聘資格及升等比照「國立成功大學研究人員聘任及升等辦法」規定

辦理，但初聘及續聘年齡已達七十歲以上者，需經專案簽准。審查程序依系（所）教

評會或中心初審委員會初審、院教評會或總中心複審委員會複審，校教評會決審之三

級制辦理。以學位送審者，由系（所）或中心將其專門著作（包含學位論文）送請所

屬系（所）或中心以外學者、專家 3人評審；以專門著作送審者，由院或總中心將其

專門著作送請校外學者、專家 3人評審，外審結果彙提院、校級教評會完成聘任程序。 

六、專案研究人員之聘任，須檢附下列資料或證件： 

（一）簽奉核准專案計畫書。 

（二）擬聘專案研究人員簽辦表。 

（三）履歷表。 

（四）畢業證書或學位證書。 

（五）著作目錄。 

（六）其他足資證明資格之文件。 

另聘任單位依實際需要請應聘者提供下列資料： 

（一）服務證明書。 

（二）推薦函。 

七、專案研究人員聘期，以一年一聘為原則，但計畫期限在一年以內者，應按實際所需

時間聘（僱）。如因計畫持續需要，得續聘至計畫執行期限結束時止。 

八、專案研究人員符合升等條件者，得比照「國立成功大學研究人員聘任及升等辦法」

規定辦理升等，審查程序同第五點所敘。 

九、專案研究人員應參加勞工保險及全民健保，並比照「國立成功大學聘僱人員離職儲

金給與要點」之規定參加離職儲金。 

十、專案研究人員轉任編制內專任研究人員時，應依「國立成功大學研究人員聘任及升

等辦法」規定重新審查。其曾任與現職職務等級相當之專案研究人員年資，且服務

成績優良者得採計提敘薪級，並得比照編制內專任研究人員年資計算辦理升等。 

十一、專案研究人員之聘期、報酬標準、差假、福利及其他權利義務等事項以契約（契約

書格式如附件）明定。 

十二、專案研究人員於聘約有效期間，如因研究不力或有其他不當行為或違反契約應履行

義務時，經本校指正而未改善，本校得終止契約並予解聘，及扣償未工作期間之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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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外，如本校另有損害並追償違約之損害賠償。 

十三、本要點未規定事項，依教育部「國立大學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工作人

員實施原則」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四、以本校校務基金非自籌經費進用之編制外研究人員，得比照本要點辦理。 

十五、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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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專案研究人員實施要點」名稱及規定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名 稱 現 行 名 稱 說      明 

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專案

研究人員實施要點 

國立成功大學進用專案計畫研究

人員實施要點 

依據教育部 95年 12月 1

日 台 人 （ 一 ） 字 第

0950175302C 號令修正

「國立大學校院進用專

案計畫教學人員研究人

員暨工作人員實施原則」

名稱為「國立大學校務基

金進用教學人員研究人

員及工作人員實施原

則」，爰配合修正。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一、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

校）為因應研究需要並有效

運用員額，依教育部「國立

大學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

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實施原

則」訂定「國立成功大學校

務基金進用專案研究人員實

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

點）。 

一、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

為因應研究需要並有效運用

員額，依教育部「國立大學校

院進用專案計畫教學人員研

究人員暨工作人員實施原則」

訂定「國立成功大學進用專案

計畫研究人員實施要點」（以

下簡稱本要點）。 

配合文字修正。 

二、本要點所稱專案研究人員，

係指在本校校務基金自籌經

費進用之編制外人員。 

二、本要點所稱研究人員，係指在

本校年度校務基金自籌經費

範圍內，以專案計畫進用之編

制外人員。 

一、 配合文字修正。 
二、為使各單位進用編制

外研究人員更有彈
性，增訂以學校其他
經費進用之編制外
研究人員得比照辦
理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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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前項專案研究人員以約聘方

式進用，其等級分為研究

員、副研究員、助理研究員

及研究助理（以下簡稱專案

研究人員）。 

三、前項研究人員以約聘方式進

用，其等級分為研究員、副研

究員、助理研究員（以下簡稱

專案計畫研究人員）。 

一、配合文字修正。 
二、為使本校編制外人員

進用制度更為周
全，建議比照本校
「研究人員聘任及
升等辦法」規定，新
增「研究助理」一
級，對於僅具有碩士
或學士學位，但所具
之專業知識或實務
經驗甚為豐富，而難
以延攬之優秀人
才，可提供一彈性進
用管道。 

四、各有關單位因研究需要且有

經費時得擬訂「專案計畫

書」，提經系務、所務或研究

中心會議通過並簽請各所屬

一級單位同意後、簽請研究

發展處、人事室會核並陳奉

校長核准後辦理專案研究人

員聘任事宜。專案研究人員

聘任後之人事管理由人事室

綜理。 

四、各有關單位因研究需要且有經

費時得擬訂「專案計畫書」，

提經系務、所務或研究中心會

議通過並簽請各所屬一級單

位同意後、簽請研究發展處、

人事室會核並陳奉校長核准

後辦理專案計畫研究人員聘

任事宜。專案計畫研究人員聘

任後之人事管理由人事室綜

理。 

配合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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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專案研究人員之遴聘資格及

升等比照「國立成功大學研

究人員聘任及升等辦法」規

定辦理，但初聘及續聘年齡

已達七十歲以上者，需經專

案簽准。審查程序依系（所）

教評會或中心初審委員會初

審、院教評會或總中心複審

委員會複審，校教評會決審

之三級制辦理。以學位送審

者，由系（所）或中心將其

專門著作（包含學位論文）

送請所屬系（所）或中心以

外學者、專家 3人評審；以

專門著作送審者，由院或總

中心將其專門著作送請校外

學者、專家 3人評審，外審

結果彙提院、校級教評會完

成聘任程序。 

 

五、專案計畫研究人員之聘任資格

比照「國立成功大學研究人員

聘任及升等辦法」規定辦理，

審查程序依系（所）教評會或

中心初審委員會初審、院教評

會或總中心複審委員會複

審，校教評會決審之三級制辦

理，並需檢附左列證件資料。 

（一）簽奉核准專案計畫書。 

（二）擬聘專案計畫研究人

員簽辦表。 

（三）履歷表。 

（四）畢業證書或學位證書。 

（五）著作目錄。 

（六）其他足資證明資格之

文件。 

另聘任單位依實際需要請應

聘時提供左列證件資料： 

（一）服務證明書。 

（二）推薦函。 

一、配合文字修正。 

二、依教育部「國立大學

校務基金進用教學

人員研究人員及工

作人員實施原則」之

規定，增訂聘任年齡

不受 65歲之限制。 

三、增訂研究人員專門著

作（含學位論文）外

審程序。 

四、原檢附證件條文，改

列於第六點規範，以

資明確。 

六、專案研究人員之聘任，須檢附

下列資料或證件： 

（一）簽奉核准專案計畫書。 

（二）擬聘專案研究人員簽辦

表。 

（三）履歷表。 

（四）畢業證書或學位證書。 

（五）著作目錄。 

（六）其他足資證明資格之文

件。 

另聘任單位依實際需要請應

聘者提供下列資料： 

（一）服務證明書。 

（二）推薦函。 

 將原條文第五條有關擬

聘人員應檢附證明文件

改列本要點規範，以資簡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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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專案研究人員聘期，以一年

一聘為原則，但計畫期限在

一年以內者，應按實際所需

時間聘（僱）。如因計畫持續

需要，得續聘至計畫執行期

限結束時止。 

六、專案計畫研究人員聘期，以一

年一聘為原則，但計畫期限在

一年以內者，應按實際所需時

間聘（僱）。如因計畫持續需

要得續聘，至計畫執行期限結

束時止。 

配合文字修正暨條次變

更。 

八、專案研究人員符合升等條件

者，得比照「國立成功大學

研究人員聘任及升等辦法」

規定辦理升等，審查程序同

第五點所敘。 

七、專案計畫研究人員符合升等條

件者，得比照「國立成功大學

研究人員聘任及升等辦法」規

定辦理升等審查，審查程序同

第五點所敘。 

配合文字修正暨條次變

更。 

九、專案研究人員應參加勞工保

險及全民健保，並比照「國

立成功大學聘僱人員離職儲

金給與要點」之規定參加離

職儲金。 

八、專案計畫研究人員應參加勞工

保險暨全民健保，並得比照

「國立成功大學聘僱人員離

職儲金實施要點」之規定參加

離職儲金。 

配合文字修正暨條次變

更。 

十、專案研究人員轉任編制內專

任研究人員時，應依「國立

成功大學研究人員聘任及升

等辦法」規定重新審查。其

曾任與現職職務等級相當之

專案研究人員年資，且服務

成績優良者得採計提敘薪

級，並得比照編制內專任研

究人員年資計算辦理升等。 

九、專案計畫研究人員轉任編制內

專任研究人員時，應依「國立

成功大學研究人員聘任及升

等辦法」規定重新審查。其曾

任與現職職務等級相當之專

案計畫研究人員年資，且服務

成績優良者得採計提敘薪

級，並得比照編制內專任研究

人員年資計算辦理升等。 

配合文字修正暨條次變

更。 

十一、專案研究人員之聘期、報

酬標準、差假、福利及其他

權利義務等事項以契約（契

約書格式如附件）明定。 

十、專案計畫研究人員之聘期、報

酬標準、差假、福利及其他權

利義務等事項以契約（契約書

格式如附件）明定。 

配合文字修正暨條次變

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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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專案研究人員於聘約有效期

間，如因研究不力或有其他

不當行為或違反契約應履

行義務時，經本校指正而未

改善，本校得終止契約並予

解聘，及扣償未工作期間之

酬金外，如本校另有損害並

追償違約之損害賠償。 

 新增條文。 

十三、本要點未規定事項，依教

育部「國立大學校務基金

進用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

工作人員實施原則」及相

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一、本要點未規定事項，依教育

部「國立大學校院進用專案

計畫教學人員研究人員暨

工作人員實施原則」及相關

法令規定辦理。 

配合文字修正暨條次變

更。 

十四、以本校校務基金非自籌經費

進用之編制外研究人員，得

比照本要點辦理。 

 新增條文。 

十五、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

實施，修正時亦同。 

十二、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條次變更。 

 

 

95-4校務會議(96.06.27)紀錄-25-



 26 

附件 8 
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專案研究人員契約書 

 

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甲方）為應專案計畫研究需要，以校務基金聘任         君（以下簡稱

乙方）為專案（研究員、副研究員、助理研究員、研究助理），經雙方訂立條款如 

一、聘任期間：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二、工作內容：（依專案計畫書規定填寫） 

三、報酬：（依專案計畫書規定填寫） 

四、差假：比照甲方編制內專任教師之規定辦理。 

五、乙方非經甲方書面同意不得在校外兼職或兼課。 

六、保險：乙方若符合「勞工保險條例」及「全民健康保險法」之被保險人資格者，應於到職時，

由甲方辦理加保手續；聘約期滿或中途離職，應辦理退保。來自國外未具參加勞工保險或全民

健康保險投保資格者，可請甲方協助委託中央信託局人壽保險處辦理「國際技術合作人員綜合

保險」。保險費由乙方負擔百分之三十五，甲方專案計畫補助百分之六十五。如乙方不擬參加

此項保險，應以親筆簽名之書函向甲方聲明。 

七、離職儲金：乙方於聘（僱）期間，比照「國立成功大學聘僱人員離職儲金給與要點」規定參加

離職儲金，其給與方式依該要點規定辦理。  

八、研發成果歸屬：乙方在約聘期間，其工作內容所產生研發成果之智慧財產權歸本校所有， 

並依「國立成功大學研究發展成果管理辦法」辦理相關事宜。 

九、其他福利事項比照甲方聘（僱）之專案工作人員辦理。 

十、到職及離職：乙方接到甲方聘任通知後，應依規定辦理到職手續。聘期屆滿，乙方即需離職，

不得異議。乙方如因特別事故須於聘約期滿前先行離職時，應於一個月前提出申請，經甲方同

意後始得離職。乙方離職時，應依規定辦妥離職手續後始得離職。 

十一、乙方在約聘期間不適用「國立成功大學教師借調處理要點」、「國立成功大學教師出國講學

及國內外研究進修申請作業要點」、「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條例」及公教人員婚、喪、

生育、子女教育補助等規定。 

十二、乙方於聘約有效期間，如因研究不力或有其他不當行為或違反本契約應履行義務時，經甲方

指正而未改善，即構成違約，甲方得終止本契約並予解聘，及扣償未工作期間之酬金外，如

甲方另有損害並追償違約之損害賠償。 

十三、甲方於計畫執行期限內如因故計畫中止，本契約亦應同時終止。 

十四、本契約如有未盡事宜，依「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專案研究人員實施要點」及相關法令

規定辦理。 

十五、因本契約發生爭議或涉訟，同意以台灣台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十六、本契約書一式三份，甲方、乙方、本專案計畫申請單位各執一份。 

※附註： 

1、本契約書需俟計畫簽約完成始生效。 

2、乙方之前曾因他案與本校簽訂聘任契約書，其聘期與本契約書聘期重疊時，前契約書在本契約

書生效時同時終止。 

3、本契約書制式內容係經本校校務會議通過生效，不得擅自更動，如被更動，本契約書視為無效。 

 

立契約人 

甲     方：國立成功大學                       乙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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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  表 人：賴 明 詔                           身分證字號：  

（無中華民國身分證者請填護照號碼） 

聯 絡 電 話 ：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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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專案計畫研究人員契約書」名稱及部分規定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名 稱 現 行 名 稱 說      明 

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專案研究人
員契約書 

國立成功大學專案計畫研究人員契
約書 

配合「本校校務基金進用專
案研究人員實施要點」修正
名稱。 

修 正 內 容 現 行 內 容 說      明 

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甲方）為
應專案計畫研究需要，以校務基金
聘任    君（以下簡稱乙方）為專
案（研究員、副研究員、助理研究
員、研究助理），經雙方訂立條款如
下： 

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甲方）為
應專 案計 畫研 究需 要， 聘 任      
先生（以下簡稱乙方）為編制外專
案計畫（研究員、副研究員、助理
研究員），經雙方訂立條款如下： 

一、配合文字修正。 

二、配合「本校校務基金進
用專案研究人員實施要
點」第三點條文而修
正。 

四、差假：比照甲方編制內專任教
師之規定辦理。 

四、差假：比照甲方編制內專任研
究人員之規定辦理。 

依教育部「國立大學校務基
金進用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
工作人員實施原則」第五點
規定「研究人員之差假比照
教師之規定」修正。 

九、其他福利事項比照甲方聘（僱）
之專案工作人員辦理。 

九、其他福利事項比照甲方聘僱人
員辦理。 

配合文字修正。 

十三、甲方於計畫執行期限內如因
故計畫中止，本契約亦應同
時終止。 

 為因應計畫中止，契約亦應
同時終止，故增列此點規
定，以資周延。 

十四、本契約如有未盡事宜，依「國
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專
案研究人員實施要點」及相
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三、本契約如有未盡事宜，依教
育部「國立大學校院進用專
案計畫教學人員研究人員暨
工作人員實施原則」及相關
法令規定辦理。 

一、條次變更。 

二、因「本校校務基金進用
專案研究人員實施要
點」係依教育部「國立
大學校務基金進用教學
人員研究人員及工作人
員實施原則」訂定明確
條文規範，爰予以修
正。 

十五、因本契約發生爭議或涉訟，
同意以台灣台南地方法院為
第一審管轄法院。 

 一、 新增條文。 

二、 明定爭議或涉訟管轄
法院。 

十六、本契約書一式三份，甲方、
乙方、本專案計畫申請單位
各執一份。 

十四、本契約書一式三份，甲方、
乙方、本專案計畫申請單位
各執一份。 

條次變更。 

※附註： 

1、本契約書需俟計畫簽約完成始生
效。 

2、乙方之前曾因他案與本校簽訂聘
任契約書，其聘期與本契約書聘
期重疊時，前契約書在本契約書
生效時同時終止。 

3、本契約書制式內容係經本校校務
會議通過生效，不得擅自更動，
如被更動，本契約書視為無效。 

 明確規範本契約書之效力，
以資周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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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專案教學人員實施要點 
91 年 6 月 12 日 90 學年度第 3 次校務會議延會通過 

93 年 6 月 16 日 92 學年度第 4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4年 3月 30日 93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延會修正通過 

94 年 12 月 28 日 94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6 年 7 月 4 日 95 學年度第 4 次校務會議延會修正通過 

一、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因應教學需要，依教育部「國立大學校務基金進用

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實施原則」訂定「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專案教學

人員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教學人員，係指在本校校務基金自籌經費進用之編制外人員。 

三、前項教學人員以約聘方式進用，其等級分為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講師（以下簡

稱專案教師）。 

四、各有關單位因下列教學需要須擬訂「專案計畫書」，提經系、所務會議通過並經學院同

意後，簽請研究發展處、教務處、人事室、會計室會核並陳奉校長核准後辦理專案教

師聘任事宜。 

（一）各教學單位有缺額，擬以專案聘請教師教授基礎、體育……等課程時。 

（二）各系（所）有缺額，擬先試聘教師時。 

（三）各單位有經費，擬以專案聘請教師時。 

五、專案教師之聘任資格及審查程序依本校編制內專任教師聘任規定辦理，但初聘及續聘

年齡已達七十歲以上者，需經專案簽准。專案教師聘任後之人事管理由人事室綜理。 

六、專案教師聘任之申請須檢附下列證件資料，提系、院、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一）簽奉核准專案計畫書。 

（二）擬聘專案教師簽辦表。 

（三）履歷表。 

（四）畢業證書或學位證書。 

（五）著作目錄。 

（六）其他足資證明資格之文件。 

另聘任單位得依實際需要請應聘人提供下列證件資料： 

（一）服務證明書。 

（二）推薦函。 

七、專案教師之聘期以一年一聘為原則，但計畫期限在一年以內者，應按實際所需時間聘

任。如因計畫持續需要得續聘，至計畫執行期限結束時止，並應比照專任教師辦理教

學評鑑，須經系所教評會審議，以作為續聘與否之參據。 

八、專案教師得比照本校編制內專任教師資格審查規定辦理審查教師資格並請頒教師證

書；其符合升等條件者，並得比照本校教師升等辦法辦理升等審查。 

九、專案教師須參加勞工保險及全民健保，並比照「本校臨時聘僱人員離職儲金實施要點」

之規定參加離職儲金。 

十、專案教師轉任編制內專任教師時，應依新聘教師聘任程序重新審查。其曾任與現職職

務等級相當之專案教師年資，且服務成績優良者得予採計提敘薪級；其資格經送教育

部審查通過頒授教師證書後之服務年資，得比照編制內專任教師年資計算辦理升等。 

十一、專案教師之聘期、授課時數、報酬標準、差假、福利、保險、離職儲金及其他權利

義務等事項以契約（契約書格式如附件）明定。 

十二、專案教師於聘約有效期間，如因教學不力或有其他不當行為或違反契約應履行義務

時，經本校指正而未改善，本校得終止契約並予解聘，及扣償未工作期間之酬金外，

如本校另有損害並追償違約之損害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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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本要點未規定事項，依教育部「國立大學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工作人

員實施原則」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四、以本校校務基金非自籌經費進用之編制外教學人員，得比照本要點辦理。 

十五、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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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專案教學人員實施要點」名稱及部分規定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名  稱 現  行  名  稱 說  明 

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進用

專案教學人員實施要點 

國立成功大學進用專案計畫教

學人員實施要點 

依據 95 年 12 月 1 日台人

（一）字第 0950175302C號

令修正「國立大學校務基金

進用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

工作人員實施原則」名稱及

條文內容，爰配合修正。 

修  正  條  文 原  條  文 說  明 

一、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

本校）為因應教學需要，

依教育部「國立大學校務

基金進用教學人員研究

人員及工作人員實施原

則」訂定「國立成功大學

校務基金進用專案教學

人員實施要點」（以下簡

稱本要點）。 

一、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

本校）為因應教學需要，

依教育部「國立大學校院

進用專案計畫教學人員研

究人員暨工作人員實施原

則」訂定「國立成功大學

進用專案計畫教學人員實

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

點）。 

依據上開教育部修正規

定，爰配合修正。 

 

二、本要點所稱教學人員，係

指在本校校務基金自籌

經費進用之編制外人員。 

二、本要點所稱教學人員，係

指在本校年度校務基金自

籌經費範圍內，以專案計

畫進用之編制外人員。 

一、修正條文。 

二、為使各單位進用編制外

教師更有彈性，增訂以

學校其他經費進用之

編制外教師得比照辦

理規定。 

三、前項教學人員以約聘方式

進用，其等級分為教授、

副教授、助理教授、講師

（以下簡稱專案教師）。 

三、前項教學人員以約聘方式

進用，其等級分為教授、

副教授、助理教授、講師

（以下簡稱專案計畫教

師）。 

配合文字修正。 

四、各有關單位因下列教學需

要須擬訂「專案計畫

書」，提經系、所務會議

通過並經學院同意後，簽

請研究發展處、教務處、

人事室、會計室會核並陳

奉校長核准後辦理專案

教師聘任事宜。 

（一）各教學單位有缺

額，擬以專案聘請

教師教授基礎、體

育……等課程時。 

（二）各系（所）有缺額，

擬先試聘教師時。 

（三）各單位有經費，擬

以專案聘請教師時。 

四、各有關單位因左列教學需

要須擬訂「專案計畫書」，

提經系、所務會議通過並

經學院同意後，簽請研究

發展處、教務處、人事室、

會計室會核並陳奉校長核

准後辦理專案計畫教師聘

任事宜。 

（一）各教學單位有缺額，

擬以專案計畫聘請

教師教授基礎、體

育……等課程時。 

（二）各系（所）有缺額，

擬先試聘教師時。 

（三）各單位有經費，擬以

專案計畫聘請教師

時。 

配合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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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專案教師之聘任資格及審

查程序依本校編制內專

任教師聘任規定辦理，但

初聘及續聘年齡已達七

十歲以上者，需經專案簽

准。專案教師聘任後之人

事管理由人事室綜理。 

五、專案計畫教師之聘任資格

及審查程序依本校編制內

專任教師聘任規定辦理，

但已屆應即退休年齡者不

得任用為專任教育人員之

規定不在此限。專案計畫

教師聘任後之人事管理由

人事室綜理。 

配合文字修正。 

六、專案教師聘任之申請須檢

附下列證件資料，提系、

院、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

議。 

（一）簽奉核准專案計畫

書。 

（二）擬聘專案教師簽辦

表。 

（三）履歷表。 

（四）畢業證書或學位證

書。 

（五）著作目錄。 

（六）其他足資證明資格

之文件。 

另聘任單位得依實際需

要請應聘人提供下列證

件資料： 

（一）服務證明書。 

（二）推薦函。 

六、專案計畫教師聘任之申請

須檢附左列證件資料，提

系、院、校教師評審委員

會審議。 

（一）簽奉核准專案計畫

書。 

（二）擬聘專案計畫教師

簽辦表。 

（三）履歷表。 

（四）畢業證書或學位證

書。 

（五）著作目錄。 

（六）其他足資證明資格

之文件。 

另聘任單位得依實際需

要請應聘人提供左列證

件資料： 

（一）服務證明書。 

（二）推薦函。 

 

配合文字修正。 

七、專案教師之聘期以一年一

聘為原則，但計畫期限在

一年以內者，應按實際所

需時間聘任。如因計畫持

續需要得續聘，至計畫執

行期限結束時止，並應比

照專任教師辦理教學評

鑑，須經系所教評會審

議，以作為續聘與否之參

據。 

七、專案計畫教師之聘期以一

年一聘為原則，但計畫期

限在一年以內者，應按實

際所需時間聘任。如因計

畫持續需要得續聘，至計

畫執行期限結束時止，並

應比照專任教師辦理教學

評鑑以作為續聘與否之參

據。 

一、配合文字修正。 

二、新增專案教師教學評鑑

須經系所教評會審議

程序。 

八、專案教師得比照本校編制

內專任教師資格審查規

定辦理審查教師資格並

請頒教師證書；其符合升

等條件者，並得比照本校

教師升等辦法辦理升等

審查。 

八、專案計畫教師得比照本校

編制內專任教師資格審

查規定辦理審查教師資

格並請頒教師證書；其符

合升等條件者，並得比照

本校教師升等辦法辦理

升等審查。 

配合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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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專案教師須參加勞工保險

及全民健保，並比照「本

校臨時聘僱人員離職儲

金實施要點」之規定參加

離職儲金。 

九、專案計畫教師須參加勞工

保險及全民健保，並比照

「本校臨時聘僱人員離職

儲金實施要點」之規定參

加離職儲金。 

配合文字修正。 

十、專案教師轉任編制內專任

教師時，應依新聘教師聘

任程序重新審查。其曾任

與現職職務等級相當之

專案教師年資，且服務成

績優良者得予採計提敘

薪級；其資格經送教育部

審查通過頒授教師證書

後之服務年資，得比照編

制內專任教師年資計算

辦理升等。 

十、專案計畫教師轉任編制內

專任教師時，應依新聘教

師聘任程序重新審查。其

曾任與現職職務等級相當

之專案計畫教師年資，且

服務成績優良者得予採計

提敘薪級；其資格經送教

育部審查通過頒授教師證

書後之服務年資，得比照

編制內專任教師年資計算

辦理升等。 

配合文字修正。 

十一、專案教師之聘期、授課

時數、報酬標準、差

假、福利、保險、離職

儲金及其他權利義務

等事項以契約（契約書

格式如附件）明定。 

十一、專案計畫教師之聘期、

授課時數、報酬標準、

差假、福利、保險、離

職儲金及其他權利義務

等事項以契約（契約書

格式如附件）明定。 

配合文字修正 

十二、專案教師於聘約有效期

間，如因教學不力或有

其他不當行為或違反

契約應履行義務時，經

本校指正而未改善，本

校得終止契約並予解

聘，及扣償未工作期間

之酬金外，如本校另有

損害並追償違約之損

害賠償。 

 新增條文。 

十三、本要點未規定事項，依

教育部「國立大學校務基

金進用教學人員研究人

員及工作人員實施原則」

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二、本要點未規定事項，依

教育部「國立大學校院

進用專案計畫教學人員

研究人員暨工作人員實

施原則」及相關法令規

定辦理。 

配合文字修正暨條次變更。 

十四、以本校校務基金非自籌

經費進用之編制外教

學人員，得比照本要點

辦理。 

 新增條文。 

十五、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

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十三、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

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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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 

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專案教師契約書   

                                

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甲方）為應專案教學需要，聘任                     先生（以

下簡稱乙方）為編制外專案（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講師），經雙方訂立條款如下： 

一、聘任期間：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二、工作內容：（依專案計畫書規定填寫。） 

三、報酬：（依專案計畫書規定填寫，惟擔任基礎、體育……等課程教學之專案計畫教師薪

資依授課鐘點費計算為原則。） 

四、服務時間：每日上班時間，比照甲方編制內專任教師規定辦理。 

五、授課時數：（依專案計畫書規定填寫，惟擔任基礎、體育……等課程教學之專案計畫教

師每週基本授課時數以十二小時（含）以上為原則。） 

六、差假：比照甲方編制內專任教師之規定辦理。 

七、出國：比照甲方「專任教師申請出國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八、乙方非經本校書面同意不得在校外兼職或兼課。 

九、保險：乙方若符合「勞工保險條例」及「全民健康保險法」之被保險人資格者，應於

到職時，由甲方辦理加保手續；聘約期滿或中途離職，應辦理退保。來自國外未具參

加勞工保險或全民健康保險投保資格者，可請甲方協助委託中央信託局人壽保險處辦

理「國際技術合作人員綜合保險」。保險費由乙方負擔百分之三十五，本校專案計畫補

助百分之六十五。如乙方不擬參加此項保險，應以親筆簽名之書函向甲方聲明。 

十、離職儲金：乙方於聘（僱）期間，經甲方同意得依「國立成功大學聘僱人員離職儲金

給與要點」規定參加離職儲金，其給與方式依該要點規定辦理。  

十一、其他福利事項比照甲方聘（僱）之專案工作人員辦理。 

十二、到職及離職：乙方接到甲方聘任通知後，應依規定辦理到職手續。聘期屆滿，乙方

即需離職，不得異議。乙方如因特別事故須於聘約期滿前先行離職時，應於一個月

前提出申請，經甲方同意後始得離職。乙方離職時，應依規定辦妥離職手續後始得

離職。 

十三、乙方在約聘期間不適用「國立成功大學教師借調處理要點」、「國立成功大學教師

出國講學及國內外研究進修申請作業要點」、「國立成功大學教授、副教授休假研

究辦法」、「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條例」及公教人員婚、喪、生育、子女教育補

助等規定。 

十四、乙方於聘約有效期間，如因教學不力或有其他不當行為或違反本契約應履行義務時，

經甲方指正而未改善，即構成違約，甲方得終止本契約並予解聘，及扣償未工作期

間之酬金外，如甲方另有損害並追償違約之損害賠償。 

十五、本契約如有未盡事宜，依教育部「國立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專案計畫教學人員研究人

員暨工作人員實施原則」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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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因本契約發生爭議或涉訟，同意以台灣台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十七、本契約書一式三份，甲方、乙方、本專案計畫申請單位各執一份。 

※附註： 

1、本契約書須俟計畫簽約完成始生效。 

2、乙方之前如曾因他案與本校簽訂聘任契約書，其聘期與本契約聘期重疊時，前契約書在

本契約書生效時同時終止。 

3、本契約書制式內容係經本校校務會議通過生效，不得擅自更動，如被更動，本契約書視

為無效。 

立契約人     

甲     方：國立成功大學                  乙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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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  表 人：賴明詔                        身分證字號：  

                                       （無中華民國身分證者請填護照號碼） 

 

                             聯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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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進用專案計畫教師契約書」名稱及部份規定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專案

教師契約書 

國立成功大學進用專案計畫教

師契約書 

依據 95年 12月 1日台人（一）

字第 0950175302C 號令修正

「國立大學校務基金進用教

學人員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

實施原則」名稱及條文內

容，爰配合修正。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甲方）

為 應 專 案 教 學 需 要 ， 聘 任                     

先生（以下簡稱乙方）為編制外

專案（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

講師），經雙方訂立條款如下： 

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甲方）

為應專案計畫教學需要，聘任                     

先生（以下簡稱乙方）為編制外

專案計畫（教授、副教授、助理

教授、講師），經雙方訂立條款如

下： 

依據上開教育部修正規定，

爰配合修正。 

 

十一、其他福利事項比照甲方聘

（僱）之專案工作人員辦

理。 

十一、其他福利事項比照甲方聘

僱人員辦理。 

配合前開教育部規定文字修

正。 

十五、本契約如有未盡事宜，依

教育部「國立大學校務基

金進用專案計畫教學人員

研究人員暨工作人員實施

原則」及相關法令規定辦

理。 

十五、本契約如有未盡事宜，依

教育部「國立大學校院進

用專案計畫教學人員研

究人員暨工作人員實施

原則」及相關法令規定辦

理。 

配合文字修正。 

十六、因本契約發生爭議或涉

訟，同意以台灣台南地方

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三、 新增條文。 

四、 明定爭議或涉訟管轄

法院。 

十七、本契約書一式三份，甲方、

乙方、本專案計畫申請單

位各執一份。 

十六、本契約書一式三份，甲方、

乙方、本專案計畫申請單

位各執一份。 

條次變更。 

※附註： 

1、本契約書須俟計畫簽約完成始

生效。 

2、乙方之前如曾因他案與本校簽

訂聘任契約書，其聘期與本

契約聘期重疊時，前契約書

在本契約書生效時同時終

止。 

3、本契約書制式內容係經本校校

務會議通過生效，不得擅自更

動，如被更動，本契約書視為

無效。 

 明確規範本契約書之效力，

以資周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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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國立成功大學教師評量要點 

91 年 12 月 25 日  91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會議通過 

92 年 06 月 11 日  91 學年度第 5 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95 年 11 月 01 日  95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會議延會修訂通過 

96 年 06 月 27 日  95 學年度第 4 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一、  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昇本校教學、研究與服務品質，維持本校教育

水準，特依本校組織規程第三十三條訂定本校教師評量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凡本校專任教師，均應依本要點接受評量。 

    教授及副教授每滿五年接受一次評量，助理教授、講師及教學單位助教（86 年 3 月

21 日前取得證書者）每滿三年接受一次評量。 

    符合下列條件之一，經系（所）、院教評會確認者，得免接受評量： 

    (一)獲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者。 

    (二)曾獲頒教育部學術獎或國家講座、本校講座及經本校認可之國內外著名大學講

座教授者。 

    (三)曾獲國際著名學術獎或在學術上有卓越貢獻，經系（所）、院教評會認可者。 

    (四)曾獲頒國科會傑出研究獎三次（含）以上、甲（優）等研究獎或研究主持費共

十次（含）以上者（一次傑出研究獎相當於三次甲等研究獎）。曾獲選本校教學

特優教師或「教學傑出」奬者，相當於一次傑出研究獎；「教學優良」奬者，相

當兩次研究主持費。 

    (五)年滿六十歲者（但初聘者除外）。 

    (六)曾獲其他教學、研究、輔導及服務獎項或其成果具體卓著，經系（所）、院教師

評審委員會認可免接受評量者。 

三、  教師之評量須經初審、複審評量通過者方為通過，初審通過者始得辦理複審。初審

由各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辦理，複審由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辦理。 

四、  教師評量應綜合教學、研究、輔導及服務成效等予以客觀審慎之評量。教師在教學、

研究、輔導及服務任一項目有特出之績效，應予以肯定。 

    各系（所）、院須分別訂定其教師評量要點，包括評量項目、標準及程序，並經校教

師評審委員會核備後實施。各系（所）、院有更嚴格之規定者，從其規定。 

    教學單位 86 年 3 月 21 日前取得證書之助教，其評量準則由教務處會同人事室另訂

之，提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核備後實施。各系（所）應依據該準則訂定系（所）之評

量項目、標準及程序，提經院教師評審委員會核備後實施。 

五、  新聘教授及副教授依本校教師聘任辦法第五條規定，通過續聘者，視同通過第一次

評量。 

      新聘助理教授及講師依本校教師聘任辦法第五條規定，於規定年限內，不需接受評

量。通過升等時，視同通過第一次評量。 

六、  本校專任教師依本要點評量不通過者，於次一年起不予晉薪且不得申請休假研究、

借調、在外兼職兼課。未通過評量之專任教師應於二年內進行再評量。再評量通過

者，自次年起恢復晉薪，得申請休假研究、借調、在外兼職兼課；未於二年內進行

再評量或再評量仍不通過者，則不予續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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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凡最近一次評量不通過者不得提出升等；不得延長服務年限；且不得擔任各級教評

會委員，如為現任委員者，由候補委員遞補之。 

八、  必須接受評量之教師，須提出相關資料接受審查。未提出者，以該年度未通過評量

論。但當年度有留職留薪或留職停薪情形（休假研究、借調、出國講學或進修…）

不在校致未能提出者，俟返校服務後順延辦理。 

九、  自本要點通過施行之日起算，任教授或副教授滿五年者，接受第一次評量；任助理

教授或講師滿三年者，接受第一次評量。惟至 93 年 7 月 31 日止，任教授或副教授

已滿五年、任助理教授或講師已滿三年者，得自行提出自 93 學年度起接受第一次評

量。 

應接受評量年數之計算，不包括留職停薪期間，但借調期間折半計算。通過升等教

師，依其升等後職稱，自該學年度起算其應接受評量年數。對應接受評量年數之計

算有疑義時由人事室解釋。 

十、  教師評審委員若為受評當事人，應迴避與自身評量有關之討論及議決。各次會議之

召開均須達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議；經出席委員過二分之一同意始得決

議。 

十一、各系級單位應於 4 月 15 日前完成初審送院辦理複審。各院級單位於 5 月 15 日前完

成複審送教務處彙整簽請校長核定後公佈通過名單。 

十二、非屬學院之系（所）、室、中心、館、處之教師評量，其初審與複審比照系（所）院

辦理；計算機與網路中心之教師評量，其初審比照系（所）辦理，複審由工學院教

師評審委員會辦理。 

十三、受評量教師對初審結果不服者，得向院教師評審委員會提出書面申復；對複審結果

不服者，得向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提出書面申復。對申復結果不服者，得向校教師申

訴評議委員會提出書面申訴。 

十四、編制內專任研究人員之評量比照教師辦理。 

十五、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規辦理。 

十六、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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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教師評量要點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  正  後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修  正  說  明 

二、凡本校專任教師，均應依本要點接

受評量。 

    教授及副教授每滿五年接受一次

評量，助理教授、講師及教學單位

助教（86 年 3 月 21 日前取得證書

者）每滿三年接受一次評量。 

    符合下列條件之一，經系（所）、

院教評會確認者，得免接受評量： 

    (一)獲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者。 

    (二)曾獲頒教育部學術獎或國家

講座、本校講座及經本校認可

之國內外著名大學講座教授

者。 

    (三)曾獲國際著名學術獎或在學

術上有卓越貢獻，經系（所）、

院教評會認可者。 

    (四)曾獲頒國科會傑出研究獎三

次（含）以上、甲（優）等研

究獎或研究主持費共十次

（含）以上者（一次傑出研究

獎相當於三次甲等研究獎）。

曾獲選本校教學特優教師或

「教學傑出」奬者，相當於一

次傑出研究獎；「教學優良」

奬者，相當兩次研究主持費。 

    (五)年滿六十歲者（但初聘者除

外）。 

    (六)曾獲其他教學、研究、輔導及

服務獎項或其成果具體卓

著，經系（所）、院教師評審

委員會認可免接受評量者。 

 

二、凡本校專任教師，均應依本要點接

受評量。 

    教授及副教授每滿五年接受一次

評量，助理教授、講師及教學單位

助教（86 年 3 月 21 日前取得證書

者）每滿三年接受一次評量。 

    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得免接受評

量： 

    (一)獲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者。 

    (二)曾獲頒教育部學術獎或國家

講座、本校講座及經本校認可

之國內外著名大學講座教授

者。 

    (三)曾獲國際著名學術獎或在學

術上有卓越貢獻，經系、院教

評會認可者。 

    (四)曾獲頒國科會傑出研究獎三

次（含）以上、甲（優）等研

究獎或研究主持費共十次

（含）以上者（一次傑出研究

獎相當於三次甲等研究獎）。

曾獲選本校教學特優教師或

「教學傑出」奬者，相當於一

次傑出研究獎；「教學優良」

奬者，相當兩次研究主持費。 

    (五)年滿六十歲者（但初聘者除

外）。 

    (六)曾獲其他教學、研究、服務獎

項或其成果具體卓著，經系、

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認可免接

受評量者。 

 

 

 

 

 

 

 

 

 

＊明訂免評量程序。 

 

 

 

 

 

 

 

 

 

 

＊文字修正，使更明

確。 

 

 

 

 

 

 

＊配合大學法第 21

條文做文字修正。 

 

四、教師評量應綜合教學、研究、輔導

及服務成效等予以客觀審慎之評

量。教師在教學、研究、輔導及服

務任一項目有特出之績效，應予以

肯定。 

    各系（所）、院須分別訂定其教師

評量要點，包括評量項目、標準及

程序，並經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核備

後實施。各系（所）、院有更嚴格

之規定者，從其規定。 

    教學單位 86年 3月 21日前取得證

書之助教，其評量準則由教務處會

同人事室另訂之，提校教師評審委

員會核備後實施。各系（所）應依

據該準則訂定系（所）之評量項

四、教師評量應綜合教學、研究、服務

等予以客觀審慎之評量。教師在教

學、研究、服務任一項目有特出之

績效，應予以肯定。 

    各系（所）、院須分別訂定其教師

評量要點，包括評量項目、標準及

程序，並經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核備

後實施。 

    教學單位 86年 3月 21日前取得證

書之助教，其評量方式由各系、所

另定之，並經院教師評審委員會核

備後實施。 

＊配合大學法第 21

條文做文字修正。 

 

 

 

 

 

 

＊授權系（所）、院

得有更嚴格之規

定。 

 

＊依本校第 634、

635 次主管會報

決議，由教務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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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準及程序，提經院教師評審

委員會核備後實施。 
     

同人事室研訂評

量準則，供各系、

所依循。 

六、本校專任教師依本要點評量不通過

者，於次一年起不予晉薪且不得申

請休假研究、借調、在外兼職兼

課。未通過評量之專任教師應於二

年內進行再評量。再評量通過者，

自次年起恢復晉薪，得申請休假研

究、借調、在外兼職兼課；未於二年

內進行再評量或再評量仍不通過者，

則不予續聘。 

六、本校專任教師依本要點評量不通過

者，於次一年起不予晉薪且不得申

請休假研究、借調、在外兼職兼

課，被評量不通過人員一年後可申

請辦理再評量，自再評量通過之次

年起恢復晉薪，得申請休假研究、

借調、在外兼職兼課。 

 

＊建立退場機制。 

＊參照本校教師聘

任辦法第五條第

二項規定：「新聘

助理教授於到職

六年內未能升等

者，自第七年起不

予續聘。但情況特

殊，經教評會同意

者，自第七年起得

續聘二年，如二年

內 仍 未 能 升 等

者，則不予續聘。」

之用語，修訂為

「再評量仍不通

過者，則不予續

聘」。 
十一、各系級單位應於 4 月 15 日前完

成初審送院辦理複審。各院級單

位於 5 月 15 日前完成複審送教

務處彙整簽請校長核定後公佈

通過名單。 

 

十一、各系級單位應於四月十五日前完

成初審送院辦理複審。各院級單

位於五月十五日前完成複審送

教務處彙整簽請校長核定後公

佈通過名單。 

 

＊96年 4月 18日本

校第 634 次主管

會報決議本條刪

除，由業務單位發

函通知各院系配

合期限辦理。 

＊經校務會議討論

予以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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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 
國立成功大學契聘副校長遴用要點 

96年 6月 27日 95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通過 

 

一、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高治校績效，特依本校組織規程第二十六條規定，

訂定「國立成功大學契聘副校長遴用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以契約方式聘任校外

人士擔任副校長，襄助校長處理校務。 

二、副校長由校長提名，於校務會議中由三分之二以上代表出席，獲出席人數二分之一以

上同意後聘任之。 

三、副校長採任期制，以一任四年為原則，必要時得續聘一任。 

初聘至學年終聘期屆滿得予續聘，每次續聘均為一年。學期中聘任者，任期自次學

期起計算。 

副校長應配合校長之更替辭去職務，但如經新任校長續予聘任者，得續任至任期屆滿

為止。 

四、副校長於聘任期間，應接受校長之工作指派，並有遵守本校相關規定之義務，如有違

反，得隨時予以解聘。 

    副校長在任期間如發生重大事件致不適任者，得經校務會議三分之二以上代表出席，

及出席代表二分之一以上議決通過後解聘之。 

五、副校長之報酬依「本校契聘副校長薪點支給待遇標準表」（如附表一）規定支給。 

六、副校長如有符合「大專校院講師以上教師採計曾任國內外私人機構年資提敘薪級原則」

及相關法令規定之職前年資，與教授職務等級相當者，得專案簽請校長核定其得提晉

之薪級數，於「本校契聘副校長薪點支給待遇標準表」所列薪點範圍內，採認提敘薪

級，但每滿一年最多提敘一級。 

七、副校長於聘任期間，個人工作績效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由校長衡酌其貢獻程度即時發

給獎金： 

1.完成重大或專案施政計畫，且超越目標達成值者。 

2.執行重要政令，成效特別顯著者。 

3.對校務提出具體改進措施，具有重大績效者。 

4.善用民間資源，爭取大額募款，對校務推展確有具體績效者。 

5.對於重大困難問題，提出有效方法，予以順利解決者。 

6.其他對本校有重大貢獻者。 

每次獎金在新台幣 1萬元至 10萬元範圍內發給，全學年最高不得超過新台幣 50萬元。 

獎金發放依學校規定程序辦理。 

八、副校長服務至學年終滿一年者，由校長依其工作表現及服務績效等辦理考評，以作為

次學年續聘及晉薪之依據。 

九、副校長於聘任期間，如因業務需要經專案簽准，得依校內相關規定在校內、外兼職或

兼課。 

十、副校長之聘期、差假、報酬標準、考評及其他相關權利義務事項以契約（如附表二）

明定。 

十一、本要點未規定事項，依大學法暨其施行細則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二、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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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契聘副校長薪點支給待遇標準表(草案) 

 

級數 薪點 薪給 備註 說明 

12 770 271,656 一、本表作為契聘副校長敘

薪基礎，並為日後調薪

之依據。 

二、新聘副校長如有符合「大

專校院講師以上教師採

計曾任國內外私人機構

年資提敘薪級原則」及相

關法令規定之職前年，與

教授職務等級相當者，得

專案簽請校長核定其得      

提晉之薪級數，於「本校

契聘副校長薪點支給待

遇標準表」所列薪點範圍

內，採認提敘薪級，但每

滿一年最多提敘一級。 

三、本表薪點折合率每點為

117.6*3(元)。 

    遇中央公教人員待遇調

整時，得比照調整本支

給待遇標準表。 

一、為明確規範副校長之敘薪標

準，爰參照以下各類制度研

議副校長待遇支給標準如左

表： 

 1.教授薪額分級制度：共區分為

12 級（475 薪點至 770 薪點）。 

 2.行政院訂頒之「各機關聘請國

外顧問、專家及學者來台工作

期間支付費用最高標準表」所

列特聘講座級、諾貝爾級之按

月計酬標準約新臺幣 199,470

元至 279,260 元。 

3.本校「聘請國外顧問、專家及

學者來台工作期間支付費用

最高標準表」及「發展一流大

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延攬

優秀人才教學研究費支給標

準表」所列講座教授之每月教

學研究費計酬標準：新臺幣        

140,000 元至 250,000 元。 

二、副校長每月待遇報酬標準說

明如下： 

 1.待遇標準區分為 12 級（475

薪點至 770 薪點）。 

2.以「行政院訂頒之聘僱人員薪

點折合率」為基準，乘以倍

數，研訂薪點折合率每點為

117.6×3＝352.8（元）。 

 3.每月待遇薪給總額約為

167,580 元至 271,656 元。 

11 740 261,072 

10 710 250,488 

9 680 239,904 

8 650 229,320 

7 625 220,500 

6 600 211,680 

5 575 202,860 

4 550 194,040 

3 525 185,220 

2 500 176,400 

1 475 167,5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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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表二 

國立成功大學契聘副校長契約書（草案） 
 

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甲方）為應業務需要，聘任              君（以下簡稱乙方）

為契聘副校長，經雙方訂立條款如下： 

一、聘任期間：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二、工作內容： 

三、每月報酬：新台幣            元（依甲方「契聘副校長薪點支給待遇標準表」規定

核支）。 

四、乙方於聘任期間，應接受甲方之工作指派，並有遵守甲方相關規定之義務，如有違反，

甲方除得隨時予以解聘及扣償未工作期間之酬金外，並可追償違約之損害賠償。 

五、工作時間：每日上班時間，比照甲方兼任行政主管規定辦理。 

六、差假：參照「教師請假規則」辦理。 

七、乙方於聘任期間，如因業務需要經專案簽准，得依校內相關規定在校內、外兼職或兼

課。 

八、保險：乙方應於到職時，辦理參加勞保及全民健保，聘約期滿或中途離職，應辦理退

保；如其資格不符參加勞保之規定時，可選擇參加國際技術合作人員綜合保險，保險

費由甲方負擔 65﹪，乙方負擔 35﹪。 

九、離職儲金：乙方於聘任期間，比照甲方「聘僱人員離職儲金給與要點」規定參加離職

儲金，其給與方式依該要點規定辦理。 

十、考核：乙方服務至學年終滿一年者，由甲方依其工作表現及服務績效等辦理考評，以

作為次學年續聘及晉薪之依據。 

十一、到職及離職：乙方接到甲方聘任通知後，應依規定辦理到職手續。乙方擬於聘約期

滿後，不再應聘時，應於聘約期滿一個月前以書面通知甲方。如欲於聘約存續期間

提前離職者，應於一個月前以書面簽請甲方同意並辦妥離職手續後，始得離職。 

十二、乙方於聘任期間不適用「勞動基準法」、「教師法」及公務人員任用等相關法令規定。 

十三、本契約如有未盡事宜，依大學法暨其施行細則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四、因本契約發生爭議或涉訟，同意以台灣台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十五、本契約書一式三份，甲方（校長室、人事室）及乙方各執一份。 

 

立契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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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人：校長  賴明詔                身 分 證 字 號

（護照號碼） ：  

 

地  址：台南市大學路一號            戶 籍 地 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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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3 
                                                                                                                     附表二 

國立成功大學契聘副校長契約書（草案） 
  

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甲方）為應業務需要，聘任              君（以下簡稱乙方）

為契聘副校長，經雙方訂立條款如下： 

一、聘任期間：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二、工作內容： 

三、每月報酬：新台幣            元（依甲方「契聘副校長薪點支給待遇標準表」規定

核支）。 

四、乙方於聘任期間，應接受甲方之工作指派，並有遵守甲方相關規定之義務，如有違反，

甲方除得隨時予以解聘及扣償未工作期間之酬金外，並可追償違約之損害賠償。 

五、工作時間：每日上班時間，比照甲方兼任行政主管規定辦理。 

六、差假：參照「教師請假規則」辦理。 

七、乙方於聘任期間，如因業務需要經專案簽准，得依校內相關規定在校內、外兼職或兼

課。 

八、保險：乙方應於到職時，辦理參加勞保及全民健保，聘約期滿或中途離職，應辦理退

保；如其資格不符參加勞保之規定時，可選擇參加國際技術合作人員綜合保險，保險

費由甲方負擔 65﹪，乙方負擔 35﹪。 

九、離職儲金：乙方於聘任期間，比照甲方「聘僱人員離職儲金給與要點」規定參加離職

儲金，其給與方式依該要點規定辦理。 

十、考核：乙方服務至學年終滿一年者，由甲方依其工作表現及服務績效等辦理考評，以

作為次學年續聘及晉薪之依據。 

十一、到職及離職：乙方接到甲方聘任通知後，應依規定辦理到職手續。乙方擬於聘約期

滿後，不再應聘時，應於聘約期滿一個月前以書面通知甲方。如欲於聘約存續期間

提前離職者，應於一個月前以書面簽請甲方同意並辦妥離職手續後，始得離職。 

十二、乙方於聘任期間不適用「勞動基準法」、「教師法」及公務人員任用等相關法令規定。 

十三、本契約如有未盡事宜，依大學法暨其施行細則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四、因本契約發生爭議或涉訟，同意以台灣台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十五、本契約書一式三份，甲方（校長室、人事室）及乙方各執一份。 

 

立契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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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人：校長  賴明詔                身 分 證 字 號

（護照號碼） ：  

 

地  址：台南市大學路一號            戶 籍 地 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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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4 

 

國立成功大學新制助教聘任及管理辦法 

96 年 6 月 27 日 95 學年度第 4 次校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為規範新制助教之聘任及管理，特依據大學法第十七條、本校組織規程第四十一

條及有關法令規定，訂定國立成功大學新制助教聘任及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

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新制助教（以下簡稱助教），係指八十六年三月廿一日（含）教育人員

任用條例修訂施行後初聘之助教。 

第三條 助教之聘任，應具備下列基本條件及資格： 

（一）品行端正，無不良紀錄者。 

（二）大學或獨立學院以上（含）畢業，成績優良者。 

第四條 助教聘任須專案簽奉核准，由各該系（所）原分配教師員額中自行調配，以協助

教學、研究及行政等相關工作。  

助教以短期聘任為原則，自九十七學年度起，不再新聘新制助教。助教聘約期滿

或離職後，其工作得以研究生獎助學金聘請碩、博士班學生協助辦理或經行政人

力評估確有需要，經專案簽准後得進用契（聘）僱人員，原助教員額回歸教師員

額運用。 

第五條 助教之聘任應本公平、公正、公開之原則徵聘，經系（所）務會議審查通過後，

循行政程序簽請校長聘任之。 

第六條 助教聘任一年一聘，期滿是否續聘，應經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通過後，

循行政程序簽請校長核定。 

第七條 助教不得同時受聘為本校兼任教師。 

第八條 助教自實際到職之日起薪，其敘薪標準依公立學校教師暨助教職務等級表規定辦

理。 

第九條 助教之差假比照「行政院及所屬機關聘僱人員給假辦法」辦理，以學年為計算單

位，不適用公務人員休假旅遊補助規定。 

每日辦公時間與行政人員相同，列入勤惰管理，並自九十六學年度起簽到退，其

出勤情形由所屬單位主管負責督導、考核。 

第十條  助教之差假應經核准後始得行之，其職務應委託職務代理人代理。慰勞假期間如

遇服務機關緊急公務，得隨時通知銷假，並保留其慰勞假權利。 

第十一條 助教之晉薪比照「大學及專科學校教師年功加俸辦法」之規定辦理。並應比照

舊制助教依本校教師評量要點規定接受評量。 

助教之保險、福利、退休、撫卹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十二條  助教不得申請利用部分辦公時間或全時進修；至公餘時間或利用事、慰勞假進

修，以不影響工作為原則並須向學校報備。 

第十三條 助教之權利義務以聘約訂之。 

第十四條 本辦法未規定事項，依教育部及本校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十五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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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助教聘任及管理辦法」名稱及規定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名  稱 現  行  名  稱 說  明 
國立成功大學新制助教聘任
及管理辦法 

國立成功大學助教聘任及管
理辦法 

依據 96年 6月 23日 95學年
度第 4 次校務發展委員會延
會決議修正名稱。 

修     訂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為規範新制助教之聘
任及管理，特依據大
學法第十七條、本校
組織規程第四十一條
及有關法令規定，訂
定國立成功大學新制
助教聘任及管理辦法
（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一條 為規範新制助教之
聘任及管理，特依據
大學法第十八條及
本校組織規程第四
十一條及有關法令
規定，訂定國立成功
大學助教聘任及管
理辦法（以下簡稱本
辦法）。 

一、原條文修訂。 
二、94 年 12 月 28 日總統華

總一義字第 09400212621
號令修正之大學法條次
變更，爰配合修訂。 

第四條  助教聘任須專案簽奉
核准，由各該系（所）
原分配教師員額中自
行調配，以協助教學、
研究及行政等相關工
作。  
助教以短期聘任為原
則，自九十七學年度
起，不再新聘新制助
教。助教離職後，其工
作得以研究生獎助學
金聘請碩、博士班學生
協助辦理或經行政人
力評估確有需要，經專
案簽准後得進用契
（聘）僱人員，原助教
員額回歸教師員額運
用。 

第四條 各單位為教學及研
究工作需要，得聘助
教協助之，並以短期
聘任為原則。有關助
教工作可商請碩、博
士班學生協助辦
理，惟不得聘任助教
辦理行政業務，若有
需要可進用臨時聘
僱人員協助辦理。擬
聘之助教，由各該系
（所）原分配教師員
額中自行調配。 

 

一、原條文修訂。 
二、依本校 86 年 4 月 23 日第

132 次行政會議決議：86
學年度起，如須以助教缺
聘用教師者，以二名助教
缺聘一名教師為原則，以
避免人事費過度膨脹。惟
實際執行時，常有單位擬
減少一名助教，或僅有一
名助教，無法換成教師員
額情形，故單位換缺意願
不高，影響學校減少助教
員額政策之推動，故建請
修正為一比一比例換
算，俾利控管。 

三、本校助教除協助教學及研
究工作外，實務上亦有協
助兼辦行政業務情形，故
增訂文字以符實際。 

四、另本校助教以短期聘任為
原則，然自 86 年 3 月 21
日實施至今，已有助教續
聘至今之情形，為免助教
久任造成學校額外負擔
並有效運用教師員額，爰
建議自九十八學年度起
不再新聘新制助教，原助
教工作改由碩博士生替
代或經行政人力評估確
有需要，經專案簽准後得
進用契（聘）僱人員。 

第六條 助教聘任一年一聘，
期滿是否續聘，應經
系（所）教師評審委
員會審查通過後，循
行政程序簽請校長核
定。 

第六條 助教聘任以每學期
辦理一次為原則，採
聘期制，以學年為基
準，一年一聘，期滿
續聘或不續聘，應由
系（所）循行政程序
簽請校長核定。 

一、助教聘任以學年為基準，
一年一聘，屆滿即須離
職，無不續聘問題，爰配
合文字修正。 

二、續聘程序擬增加經由系
（所）教師評議委員會審
查通過後續聘之程序，以
資周延。 

 第八條 中華民國八十六年
三月廿一日前已取
得助教證書之現職
人員，如繼續任教而

一、有關舊制助教得依原升等
辦法送審已於本校教師
升等辦法第二條規範，且
舊制助教非本辦法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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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中斷，得逕依原升
等辦法送審。上項時
間以後聘任之助教
不得升等。 

對象。 
二、另新制助教非教師身分，

亦非本校教師升等辦法
適用對象，故無升等問
題。 

三、綜上，爰刪除原條文。 
 
 

第八條 助教自實際到職之日
起薪，其敘薪標準依
公立學校教師暨助教
職務等級表規定辦
理。 

第九條 助教自實際到職之
日起薪，其敘薪標準
依公立學校教師暨
助教職務等級表規
定辦理。 

條次變更。 

第九條 助教之差假比照「行政
院及所屬機關聘僱人
員給假辦法」辦理，以
學年為計算單位，不適
用公務人員休假旅遊
補助規定。 
每日辦公時間與行政
人員相同，列入勤惰管
理，並自九十六學年度
起簽到退，其出勤情形
由所屬單位主管負責
督導、考核。 

 

第十條 助教之差假比照教
師依公務人員請假
規則辦理；每日辦公
時間比照行政人員
辦理，並由所屬單位
主管負責督導、考
核。 

 

一、原條文修訂及條次變更。 
二、依據教育部 95 年 8 月 8

日 台 人 （ 二 ） 字 第
0950109617 號 書 函 規
定，各大學院校助教得視
業務需要，由各校自行訂
定有關其權益、工作考核
等人事管理事項辦理。 

三、因助教以短期聘任為原則
且非教師身分，差假由原
比照教師依公務人員請
假規則改依「行政院及所
屬機關聘僱人員給假辦
法」辦理並列入勤惰管
理。 

第十條  助教之差假應經核准
後始得行之，其職務應
委託職務代理人代
理。慰勞假期間如遇服
務機關緊急公務，得隨
時通知銷假，並保留其
慰勞假權利。 

 一、新增條文。 
二、明訂請假期間應注意事

項。 

第十一條 助教之晉薪參照
「大學及專科學校
教師年功加俸辦
法」之規定，於學
年終了前一個月，
由單位主管依據其
協助教學、研究及
服務情形辦理考
評，考評結果並作
為續聘之參考。 
助教之保險、福
利、退休、撫卹依
有關法令規定辦
理。 

 

第十一條  助教之年資加
薪、保險、福利、
退休、撫卹依有關
法令規定辦理。 

 

一、原條文修訂。 
二、明訂助教晉薪之辦理依

據，辦理時間及考核項
目。 

第十二條  助教不得申請利用
部分辦公時間或全
時進修；至公餘時
間或利用事、慰勞
假進修，以不影響
工作為原則並須向
學校報備。 

 一、新增條文。 
二、助教聘任以學年為基準，

一年一聘，係短期聘任且
屆滿即須離職，爰不得給
予公假前往進修；另利用
公餘時間或事、休假進
修，目前尚無須事先向學
校報備之規定，為免因主
管不同意給假而致影響
上開人員進修計畫，爰建
議增訂須向學校報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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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 

第十三條  助教之權利義務以
聘約訂之。 

 一、條次變更。 
二、有關助教之權利義務擬另

以聘約訂定。 

第十四條 本辦法未規定事
項，依教育部及本
校相關法令規定辦
理。 

第十二條 本辦法未規定事
項，依教育部及本
校相關法令規定
辦理。 

條次變更。 

第十五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
通過後施行，修正
時亦同。 

第十三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
議通過後施行，修
正時亦同。 

一、條次變更。 
二、有關助教工作權益事項，

改提校務會議審議。 
 

 

 

95-4校務會議(96.06.27)紀錄-47-



 48 

國立成功大學新制助教聘約 

 

一、本聘約所稱助教為八十六年三月廿一日（含）教育人員任用條例修訂施行

後聘任之助教。 

二、工作內容：協助教師教學、研究及行政等相關工作，並接受單位主管之指

派，辦理各項業務之推動。 

三、敘薪：自實際到職之日起薪，其敘薪標準依公立學校教師暨助教職務等級

表規定辦理。 

四、服務時間：每日辦公時間與行政人員相同，列入勤惰管理。 

五、差假：比照「行政院及所屬機關聘僱人員給假辦法」辦理，以學年為計算

單位，不適用公務人員休假旅遊補助規定。 

六、未經學校書面同意不得在校外兼課、兼職，並不得同時受聘為本校兼任教

師。 

七、助教之晉薪比照「大學及專科學校教師年功加俸辦法」之規定，於學年終

了前一個月，依據其協助教學、研究及服務情形辦理考評，考評結果並作

為續聘之參考。 

八、助教之保險、福利、退休、撫卹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九、到職及離職：接到學校聘任通知後，應依規定辦理到職手續。聘期屆滿，

即需離職，不得異議。如因特別事故須於聘約期滿前先行離職時，應於一

個月前提出申請，經學校同意後始得離職。離職時，應依規定辦妥離職手

續後始得離職。 

十、助教於聘約有效期間，如因協助教學、研究及行政等工作不力或有其他不

當行為或違反本聘約應履行義務時，經指正而未改善，即構成違約，學校

得予以解聘。 

十一、本聘約如有未盡事宜，依本校助教聘任及管理辦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二、本聘約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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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5 

國立成功大學人文社會類教師著作審查意見表(甲表) 

著 作 編

號 
 

所

屬 

 

系

所 

 

送審 

 

等級 

講    師 
姓

名 
 

代表著作名稱  

※滿分為 100 分，70 分為及格，未達 70 分為不及格。 

代  表  著  作  評  分  項  目  及  標  

準 

五年內或前

一等級至本

次申請等級

時個人學術

與專業之整

體成就 

總 分 
 

 

項  目 研究主

題 

文字與結

構 

研究方法

及參考資

料 

學術或應

用價值 

講  師 10% 20% 35% 15% 20% 

 

得  分      

審查人簽章  審畢日期 年   月   日 

 

  ※審查評定基準：1. 教授：應在該學術領域內有獨特及持續性著作並有重要具體之貢獻者。 

                  2. 副教授：應在該學術領域內有持續性著作並有具體之貢獻者。 

                  3. 助理教授：應有相當於博士論文水準之著作並有獨立研究之能力者。 

                  4. 講師：應有相當於碩士論文水準之著作。 

※附註：1. 以整理、增刪、組合或編排他人著作而成之編著不得送審。 

          2. 送審著作不得為學位論文或其論文之一部分。惟若未曾以該論文送審任一等級教師資

格或屬學位論文延續性研究者送審者，經出版並提出說明，由專業審查認定著作具

相當程度創新者，不在此限。 

      3.『5 年內或前一等級至本次申請等級時個人學術與專業之整體成就』包含代表作。 

發
文
日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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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人文社會類教師著作審查意見表(乙表) 

著 作 編

號 
 

所

屬

系

所 

 
送審 

等級 
講    師 

姓

名 
 

代表著作名稱  

審查意見：(本頁提供送審人參考，係可公開文件，審查意見請就研究主題、

文字與結構、研究方法及參考資料、學術或應用價值、個人學術與專業之整體成

就等項目評述，務請具體明確，可以條列方式敘述，並儘量以電腦打字，審

查意見內容勿少於三百字為原則，並勾選優缺點欄位。) 

 

優         點 缺        點 

□內容充實見解創新 

□所獲結論具學術或實用價值 

□研究能力佳 

□取材豐富組織嚴謹 

□五年內研究成果優良 

其他： 

□無特殊創見 

□學術或實用價值不高 

□析論欠深入 

□內容不完整 

□研究方法及理論基礎均弱 

□不符合該類科學術論文寫作格式 

□五年內研究成績差 

□違反學術倫理 

□著作有抄襲之嫌 

（請於審查意見欄指出具體事實） 

其他： 

總           評 

※滿分為 100 分，70 分為及格，未達 70 分為不及格。 

本人評定本案為 □及格。 □不及格。 □不受理，屬下列情形之： 

                   □1. 屬以整理、增刪、組合或編排他人著作而成之編著

送審之情形（如翻譯、教材研製或編著等）。 

                   □2. 屬學位論文或其一部份且無一定程度之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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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人文社會類教師著作審查意見表(甲表) 

著 作 編

號 
 

所

屬 

 

系

所 

 

送審 

 

等級 

助理教授 
姓

名 
 

代表著作名稱  

※滿分為 100 分，70 分為及格，未達 70 分為不及格。 

代  表  著  作  評  分  項  目  及  標  

準 

五年內或前

一等級至本

次申請等級

時個人學術

與專業之整

體成就 

總 分 
 

 

項  目 研究主

題 

文字與結

構 

研究方法

及參考資

料 

學術或應

用價值 

助理教授 10% 15% 25% 20% 30% 

 

得  分      

審查人簽章  審畢日期 年   月   日 

 

  ※審查評定基準：1. 教授：應在該學術領域內有獨特及持續性著作並有重要具體之貢獻者。 

                  2. 副教授：應在該學術領域內有持續性著作並有具體之貢獻者。 

                  3. 助理教授：應有相當於博士論文水準之著作並有獨立研究之能力者。 

                  4. 講師：應有相當於碩士論文水準之著作。 

※附註：1. 以整理、增刪、組合或編排他人著作而成之編著不得送審。 

          2. 送審著作不得為學位論文或其論文之一部分。惟若未曾以該論文送審任一等級教師資

格或屬學位論文延續性研究者送審者，經出版並提出說明，由專業審查認定著作具

相當程度創新者，不在此限。 

      3.『5 年內或前一等級至本次申請等級時個人學術與專業之整體成就』包含代表作。 

 

 

發
文
日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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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人文社會類教師著作審查意見表(乙表) 

著 作 編

號 
 

所

屬

系

所 

 
送審 

等級 
助理教授 

姓

名 
 

代表著作名稱  

審查意見：(本頁提供送審人參考，係可公開文件，審查意見請就研究主題、

文字與結構、研究方法及參考資料、學術或應用價值、個人學術與專業之整體成

就等項目評述，務請具體明確，可以條列方式敘述，並儘量以電腦打字，審

查意見內容勿少於三百字為原則，並勾選優缺點欄位。) 

 

優         點 缺        點 

□內容充實見解創新 

□所獲結論具學術或實用價值 

□研究能力佳 

□取材豐富組織嚴謹 

□五年內研究成果優良 

其他： 

□無特殊創見 

□學術或實用價值不高 

□析論欠深入 

□內容不完整 

□研究方法及理論基礎均弱 

□不符合該類科學術論文寫作格式 

□五年內研究成績差 

□違反學術倫理 

□著作有抄襲之嫌 

（請於審查意見欄指出具體事實） 

其他： 

總           評 

※滿分為 100 分，70 分為及格，未達 70 分為不及格。 

本人評定本案為 □及格。 □不及格。 □不受理，屬下列情形之： 

                   □1. 屬以整理、增刪、組合或編排他人著作而成之編著

送審之情形（如翻譯、教材研製或編著等）。 

                   □2. 屬學位論文或其一部份且無一定程度之創新。 

 

95-4校務會議(96.06.27)紀錄-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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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人文社會類教師著作審查意見表(甲表) 

著 作 編

號 
 

所

屬 

 

系

所 

 

送審 

 

等級 

副教授 
姓

名 
 

代表著作名稱  

※滿分為 100 分，75 分為及格，未達 75 分為不及格。 

代  表  著  作  評  分  項  目  及  標  

準 

五年內或前

一等級至本

次申請等級

時個人學術

與專業之整

體成就 

總 分 
 

 

項  目 研究主

題 

文字與結

構 

研究方法

及參考資

料 

學術或應

用價值 

副教授 10% 10% 25% 20% 35% 

 

得  分      

審查人簽章  審畢日期 年   月   日 

 

  ※審查評定基準：1. 教授：應在該學術領域內有獨特及持續性著作並有重要具體之貢獻者。 

                  2. 副教授：應在該學術領域內有持續性著作並有具體之貢獻者。 

                  3. 助理教授：應有相當於博士論文水準之著作並有獨立研究之能力者。 

                  4. 講師：應有相當於碩士論文水準之著作。 

※附註：1. 以整理、增刪、組合或編排他人著作而成之編著不得送審。 

          2. 送審著作不得為學位論文或其論文之一部分。惟若未曾以該論文送審任一等級教師資

格或屬學位論文延續性研究者送審者，經出版並提出說明，由專業審查認定著作具

相當程度創新者，不在此限。 

      3.『5 年內或前一等級至本次申請等級時個人學術與專業之整體成就』包含代表作。 

 

 

發
文
日
期
： 

95-4校務會議(96.06.27)紀錄-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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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人文社會類教師著作審查意見表(乙表) 

著 作 編

號 
 

所

屬

系

所 

 
送審 

等級 
副教授 

姓

名 
 

代表著作名稱  

審查意見：(本頁提供送審人參考，係可公開文件，審查意見請就研究主題、

文字與結構、研究方法及參考資料、學術或應用價值、個人學術與專業之整體成

就等項目評述，務請具體明確，可以條列方式敘述，並儘量以電腦打字，審

查意見內容勿少於三百字為原則，並勾選優缺點欄位。) 

 

優         點 缺        點 

□內容充實見解創新 

□所獲結論具學術或實用價值 

□研究能力佳 

□取材豐富組織嚴謹 

□五年內研究成果優良 

其他： 

□無特殊創見 

□學術或實用價值不高 

□析論欠深入 

□內容不完整 

□研究方法及理論基礎均弱 

□不符合該類科學術論文寫作格式 

□五年內研究成績差 

□違反學術倫理 

□著作有抄襲之嫌 

（請於審查意見欄指出具體事實） 

其他： 

總           評 

※滿分為 100 分，75 分為及格，未達 75 分為不及格。 

本人評定本案為 □及格。 □不及格。 □不受理，屬下列情形之： 

                   □1. 屬以整理、增刪、組合或編排他人著作而成之編著

送審之情形（如翻譯、教材研製或編著等）。 

                   □2. 屬學位論文或其一部份且無一定程度之創新。 

 

95-4校務會議(96.06.27)紀錄-54-



 55 

國立成功大學人文社會類教師著作審查意見表(甲表) 

著 作 編

號 
 

所

屬 

 

系

所 

 

送審 

 

等級 

教  授 
姓

名 
 

代表著作名稱  

※滿分為 100 分，80 分為及格，未達 80 分為不及格。 

代  表  著  作  評  分  項  目  及  標  

準 

五年內或前

一等級至本

次申請等級

時個人學術

與專業之整

體成就 

總 分 
 

 

項  目 研究主

題 

文字與結

構 

研究方法

及參考資

料 

學術或應

用價值 

教  授 10% 5% 20% 25% 40% 

 

得  分      

審查人簽章  審畢日期 年   月   日 

 

  ※審查評定基準：1. 教授：應在該學術領域內有獨特及持續性著作並有重要具體之貢獻者。 

                  2. 副教授：應在該學術領域內有持續性著作並有具體之貢獻者。 

                  3. 助理教授：應有相當於博士論文水準之著作並有獨立研究之能力者。 

                  4. 講師：應有相當於碩士論文水準之著作。 

※附註：1. 以整理、增刪、組合或編排他人著作而成之編著不得送審。 

          2. 送審著作不得為學位論文或其論文之一部分。惟若未曾以該論文送審任一等級教師資

格或屬學位論文延續性研究者送審者，經出版並提出說明，由專業審查認定著作具

相當程度創新者，不在此限。 

      3.『5 年內或前一等級至本次申請等級時個人學術與專業之整體成就』包含代表作。 

 

 

發
文
日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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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人文社會類教師著作審查意見表(乙表) 

著 作 編

號 
 

所

屬

系

所 

 
送審 

等級 
教  授 

姓

名 
 

代表著作名稱  

審查意見：(本頁提供送審人參考，係可公開文件，審查意見請就研究主題、

文字與結構、研究方法及參考資料、學術或應用價值、個人學術與專業之整體成

就等項目評述，務請具體明確，可以條列方式敘述，並儘量以電腦打字，審

查意見內容勿少於三百字為原則，並勾選優缺點欄位。) 

 

 

優         點 缺        點 

□內容充實見解創新 

□所獲結論具學術或實用價值 

□研究能力佳 

□取材豐富組織嚴謹 

□五年內研究成果優良 

其他： 

□無特殊創見 

□學術或實用價值不高 

□析論欠深入 

□內容不完整 

□研究方法及理論基礎均弱 

□不符合該類科學術論文寫作格式 

□五年內研究成績差 

□違反學術倫理 

□著作有抄襲之嫌 

（請於審查意見欄指出具體事實） 

其他： 

總           評 

※滿分為 100 分，80 分為及格，未達 80 分為不及格。 

本人評定本案為 □及格。 □不及格。 □不受理，屬下列情形之： 

                   □1. 屬以整理、增刪、組合或編排他人著作而成之編著

送審之情形（如翻譯、教材研製或編著等）。 

                   □2. 屬學位論文或其一部份且無一定程度之創新。 

 

95-4校務會議(96.06.27)紀錄-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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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理、工、醫類教師著作審查意見表(甲表) 

著 作 編

號 
 

所

屬 

 

系

所 

 

送審 

 

等級 

講    師 
姓

名 
 

代表著作名稱  

※滿分為 100 分，70 分為及格，未達 70 分為不及格。 

代  表  著  作  評  分  項  目  及  

標  準 

五年內或前一

等級至本次申

請等級時個人

學術與專業之

整體成就 

總 分  
項  目 研究主

題 

研究方法及能

力 

學術及實務貢

獻 

講  師 25% 30% 25% 20% 

 

得  分     

審查人簽章  審畢日期   年   月   日 

 

  ※審查評定基準：1. 教授：應在該學術領域內有獨特及持續性著作並有重要具體之貢獻者。 

                  2. 副教授：應在該學術領域內有持續性著作並有具體之貢獻者。 

                  3. 助理教授：應有相當於博士論文水準之著作並有獨立研究之能力者。 

                  4. 講師：應有相當於碩士論文水準之著作。 

※附註：1. 以整理、增刪、組合或編排他人著作而成之編著不得送審。 

          2. 送審著作不得為學位論文或其論文之一部分。惟若未曾以該論文送審任一等級教師資

格或屬學位論文延續性研究者送審者，經出版並提出說明，由專業審查認定著作具

相當程度創新者，不在此限。 

      3.『5 年內或前一等級至本次申請等級時個人學術與專業之整體成就』包含代表作。 

 

 

 

發
文
日
期
： 

95-4校務會議(96.06.27)紀錄-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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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理、工、醫類教師著作審查意見表(乙表) 

著 作 編

號 
 

所

屬

系

所 

 
送審 

等級 
講    師 

姓

名 
 

代表著作名稱  

審查意見：(本頁提供送審人參考，係可公開文件，審查意見請就研究主題、

研究方法及能力、學術及實務貢獻、個人學術與專業之整體成就等項目評述，務

請具體明確，可以條列方式敘述，並儘量以電腦打字，審查意見內容勿少於

三百字為原則，並勾選優缺點欄位。) 

 

優         點 缺        點 

□內容充實見解創新 

□所獲結論具學術或實用價值 

□研究能力佳 

□取材豐富組織嚴謹 

□五年內研究成果優良 

其他： 

□無特殊創見 

□學術或實用價值不高 

□析論欠深入 

□內容不完整 

□研究方法及理論基礎均弱 

□不符合該類科學術論文寫作格式 

□五年內研究成績差 

□違反學術倫理 

□著作有抄襲之嫌 

（請於審查意見欄指出具體事實） 

其他： 

總           評 

※滿分為 100 分，70 分為及格，未達 70 分為不及格。 

本人評定本案為 □及格。 □不及格。 □不受理，屬下列情形之： 

                   □1. 屬以整理、增刪、組合或編排他人著作而成之編著

送審之情形（如翻譯、教材研製或編著等）。 

                   □2. 屬學位論文或其一部份且無一定程度之創新。 

 

95-4校務會議(96.06.27)紀錄-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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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理、工、醫類教師著作審查意見表(甲表) 

著 作 編

號 
 

所

屬 

 

系

所 

 

送審 

 

等級 

助理教授 
姓

名 
 

代表著作名稱  

※滿分為 100 分，70 分為及格，未達 70 分為不及格。 

代  表  著  作  評  分  項  目  及  

標  準 

五年內或前一

等級至本次申

請等級時個人

學術與專業之

整體成就 

總 分  
項  目 研究主

題 

研究方法及能

力 

學術及實務貢

獻 

助理教授 20% 25% 25% 30% 

 

得  分     

審查人簽章  審畢日期   年   月   日 

 

  ※審查評定基準：1. 教授：應在該學術領域內有獨特及持續性著作並有重要具體之貢獻者。 

                  2. 副教授：應在該學術領域內有持續性著作並有具體之貢獻者。 

                  3. 助理教授：應有相當於博士論文水準之著作並有獨立研究之能力者。 

                  4. 講師：應有相當於碩士論文水準之著作。 

※附註：1. 以整理、增刪、組合或編排他人著作而成之編著不得送審。 

          2. 送審著作不得為學位論文或其論文之一部分。惟若未曾以該論文送審任一等級教師資

格或屬學位論文延續性研究者送審者，經出版並提出說明，由專業審查認定著作具

相當程度創新者，不在此限。 

      3.『5 年內或前一等級至本次申請等級時個人學術與專業之整體成就』包含代表作。 

 

 

 

發
文
日
期
： 

95-4校務會議(96.06.27)紀錄-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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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理、工、醫類教師著作審查意見表(乙表) 

著 作 編

號 
 

所

屬

系

所 

 
送審 

等級 
助理教授 

姓

名 
 

代表著作名稱  

審查意見：(本頁提供送審人參考，係可公開文件，審查意見請就研究主題、

研究方法及能力、學術及實務貢獻、個人學術與專業之整體成就等項目評述，務

請具體明確，可以條列方式敘述，並儘量以電腦打字，審查意見內容勿少於

三百字為原則，並勾選優缺點欄位。) 

 

優         點 缺        點 

□內容充實見解創新 

□所獲結論具學術或實用價值 

□研究能力佳 

□取材豐富組織嚴謹 

□五年內研究成果優良 

其他： 

□無特殊創見 

□學術或實用價值不高 

□析論欠深入 

□內容不完整 

□研究方法及理論基礎均弱 

□不符合該類科學術論文寫作格式 

□五年內研究成績差 

□違反學術倫理 

□著作有抄襲之嫌 

（請於審查意見欄指出具體事實） 

其他： 

總           評 

※滿分為 100 分，70 分為及格，未達 70 分為不及格。 

本人評定本案為 □及格。 □不及格。 □不受理，屬下列情形之： 

                   □1. 屬以整理、增刪、組合或編排他人著作而成之編著

送審之情形（如翻譯、教材研製或編著等）。 

                   □2. 屬學位論文或其一部份且無一定程度之創新。 

 

95-4校務會議(96.06.27)紀錄-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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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理、工、醫類教師著作審查意見表(甲表) 

著 作 編

號 
 

所

屬 

 

系

所 

 

送審 

 

等級 

副教授 
姓

名 
 

代表著作名稱  

※滿分為 100 分，75 分為及格，未達 75 分為不及格。 

代  表  著  作  評  分  項  目  及  

標  準 

五年內或前一

等級至本次申

請等級時個人

學術與專業之

整體成就 

總 分  
項  目 研究主

題 

研究方法及能

力 

學術及實務貢

獻 

副教授 10% 20% 30% 40% 

 

得  分     

審查人簽章  審畢日期   年   月   日 

 

  ※審查評定基準：1. 教授：應在該學術領域內有獨特及持續性著作並有重要具體之貢獻者。 

                  2. 副教授：應在該學術領域內有持續性著作並有具體之貢獻者。 

                  3. 助理教授：應有相當於博士論文水準之著作並有獨立研究之能力者。 

                  4. 講師：應有相當於碩士論文水準之著作。 

※附註：1. 以整理、增刪、組合或編排他人著作而成之編著不得送審。 

          2. 送審著作不得為學位論文或其論文之一部分。惟若未曾以該論文送審任一等級教師資

格或屬學位論文延續性研究者送審者，經出版並提出說明，由專業審查認定著作具

相當程度創新者，不在此限。 

      3.『5 年內或前一等級至本次申請等級時個人學術與專業之整體成就』包含代表作。 

 

 

 

發
文
日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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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理、工、醫類教師著作審查意見表(乙表) 

著 作 編

號 
 

所

屬

系

所 

 
送審 

等級 
副教授 

姓

名 
 

代表著作名稱  

審查意見：(本頁提供送審人參考，係可公開文件，審查意見請就研究主題、

研究方法及能力、學術及實務貢獻、個人學術與專業之整體成就等項目評述，務

請具體明確，可以條列方式敘述，並儘量以電腦打字，審查意見內容勿少於

三百字為原則，並勾選優缺點欄位。) 

 

優         點 缺        點 

□內容充實見解創新 

□所獲結論具學術或實用價值 

□研究能力佳 

□取材豐富組織嚴謹 

□五年內研究成果優良 

其他： 

□無特殊創見 

□學術或實用價值不高 

□析論欠深入 

□內容不完整 

□研究方法及理論基礎均弱 

□不符合該類科學術論文寫作格式 

□五年內研究成績差 

□違反學術倫理 

□著作有抄襲之嫌 

（請於審查意見欄指出具體事實） 

其他： 

總           評 

※滿分為 100 分，75 分為及格，未達 75 分為不及格。 

本人評定本案為 □及格。 □不及格。 □不受理，屬下列情形之： 

                   □1. 屬以整理、增刪、組合或編排他人著作而成之編著

送審之情形（如翻譯、教材研製或編著等）。 

                   □2. 屬學位論文或其一部份且無一定程度之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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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理、工、醫類教師著作審查意見表(甲表) 

著 作 編

號 
 

所

屬 

 

系

所 

 

送審 

 

等級 

教  授 
姓

名 
 

代表著作名稱  

※滿分為 100 分，80 分為及格，未達 80 分為不及格。 

代  表  著  作  評  分  項  目  及  

標  準 

五年內或前一

等級至本次申

請等級時個人

學術與專業之

整體成就 

總 分  
項  目 研究主

題 

研究方法及能

力 

學術及實務貢

獻 

教  授 5% 10% 35% 50% 

 

得  分     

審查人簽章  審畢日期   年   月   日 

 

  ※審查評定基準：1. 教授：應在該學術領域內有獨特及持續性著作並有重要具體之貢獻者。 

                  2. 副教授：應在該學術領域內有持續性著作並有具體之貢獻者。 

                  3. 助理教授：應有相當於博士論文水準之著作並有獨立研究之能力者。 

                  4. 講師：應有相當於碩士論文水準之著作。 

※附註：1. 以整理、增刪、組合或編排他人著作而成之編著不得送審。 

          2. 送審著作不得為學位論文或其論文之一部分。惟若未曾以該論文送審任一等級教師資

格或屬學位論文延續性研究者送審者，經出版並提出說明，由專業審查認定著作具

相當程度創新者，不在此限。 

      3.『5 年內或前一等級至本次申請等級時個人學術與專業之整體成就』包含代表作。 

 

 

 

發
文
日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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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理、工、醫類教師著作審查意見表(乙表) 

著 作 編

號 
 

所

屬

系

所 

 
送審 

等級 
教  授 

姓

名 
 

代表著作名稱  

審查意見：(本頁提供送審人參考，係可公開文件，審查意見請就研究主題、

研究方法及能力、學術及實務貢獻、個人學術與專業之整體成就等項目評述，務

請具體明確，可以條列方式敘述，並儘量以電腦打字，審查意見內容勿少於

三百字為原則，並勾選優缺點欄位。) 

 

優         點 缺        點 

□內容充實見解創新 

□所獲結論具學術或實用價值 

□研究能力佳 

□取材豐富組織嚴謹 

□五年內研究成果優良 

其他： 

□無特殊創見 

□學術或實用價值不高 

□析論欠深入 

□內容不完整 

□研究方法及理論基礎均弱 

□不符合該類科學術論文寫作格式 

□五年內研究成績差 

□違反學術倫理 

□著作有抄襲之嫌 

（請於審查意見欄指出具體事實） 

其他： 

總           評 

※滿分為 100 分，80 分為及格，未達 80 分為不及格。 

本人評定本案為 □及格。 □不及格。 □不受理，屬下列情形之： 

                   □1. 屬以整理、增刪、組合或編排他人著作而成之編著

送審之情形（如翻譯、教材研製或編著等）。 

                   □2. 屬學位論文或其一部份且無一定程度之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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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6 

國立成功大學教師升等辦法 

77 年 11 月 16 日 77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0 年 03 月 27 日 79 學年度第 3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1 年 10 月 07 日 81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4 年 11 月 15 日 84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6 年 06 月 11 日 85 學年度第 5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7 年 01 月 14 日 86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7 年 10 月 21 日 87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8 年 03 月 17 日 87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8 年 06 月 09 日 87 學年度第 4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0 年 06 月 06 日 89 學年度第 3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1 年 03 月 20 日 90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2 年 06 月 11 日 91 學年度第 5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3 年 10 月 20 日 93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3 年 12 月 08 日 93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4 年 12 月 28 日 94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6 年 07 月 05 日 95 學年度第 4 次校務會議延會修正通過 

 

 

第 一 條    本校為鼓勵教師認真教學與從事學術研究，特參照本校組織規程第三十六條
暨相關法令訂定教師升等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凡本校教師升等之申請、
推薦與審查，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悉依本辦法辦理。 

第 二 條    本校教師申請升等，應具備下列各款條件： 

一  申請升助理教授者須有任講師滿三年（含）以上，申請升副教授者須有任助

理教授滿三年（含）以上，申請升教授者須有任副教授滿三年（含）以上之

服務年資；具有本校教師聘任辦法中較高職級教師之條件者，其服務年資得

不受本項規定之限制。如在專業研究上有特殊傑出表現，在不違反教育部相

關規定情形下，以個案經三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出席委員四分之三（含）以上

通過者，得受理其升等之申請。 

二  品德操守均佳且擔任現職期間，其教學、研究與服務等成績優良。 

三  申請升助理教授者應有相當於博士論文水準之著作並有獨立研究之能力；申

請升副教授者應在該學術領域內有持續性著作並有具體之貢獻；申請升教授

者應在該學術領域內有獨特及持續性著作並有重要具體之貢獻。 

四  中華民國 86年 3月 21日前已取得講師、助教證書之現職人員，如繼續任職

而未中斷，得依修正生效前原升等辦法之規定，送審較高等級教師資格。但

審定程序，仍應依本辦法規定辦理。 

第 三 條    擬升等教師所提著作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  在國內外知名學術性刊物發表或已為接受且出具證明將定期發表，或經出版

公開發行之學術性著作。自選一篇於申請升等前三年內出版者為代表作，其

具有連貫性者得合併為一代表作。 

自選至多五篇（代表作除外）於擔任現職或五年內出版者列為參考作。 

二  已發表或出版之學術性著作列表附送。 

三  代表作如係二人以上合著者，申請升等教師應附送其對該著作之貢獻說明

書。 

第 四 條    服務年資之計算，應以教育部所頒現職證書內記載之起資年月推算至該年之
7 月底；無現職證書者不得申請升等，專任教師經核准全時進修、研究者，
於升等時，其全時進修、研究年資最多採計一年。對服務年資有疑義時由人
事室解釋。 

第 五 條    教師升等之審查程序，初審由各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辦理，複審由各學
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辦理。複審通過後始得向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推薦。 

第 六 條    擬升等教師所提著作送請校外專家三人審查，其審查結果作為教師評審委員
會辦理審查升等時評定研究成績之參考。「教師著作審查意見表」參照教育部
「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著作審查意見表」格式。 

第六條之 1  校教評會辦理審查時，其教學、服務成績業經系、院教評會評定及格者，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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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外審結果審查之，其著作外審審查結果，二位審查人給予及格者為通過。 
            著作外審成績滿分為 100分，擬升等講師、助理教授者，以 70分為及格，未

達 70分者為不及格；擬升等副教授者，以 75分為及格，未達 75分者為不及
格；擬升等教授者，以 80分為及格，未達 80分者為不及格。 

第 七 條    初審辦法由各系（所）制定，經院長提經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核備後施行；複
審辦法由各院制定，並提報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核備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初審與複審均應就申請人之品德操守及自取得現職職位後之教學、研究、服
務等之實際情形審慎考評，其所佔比率以教學（40％）、研究（40％）、服務
（20％）為原則。 

第 八 條    各系（所）每年可推薦升等之各級教師人數之上限為該系（所）各級專任教
師人數（升等以前）之五分之一（小數遞進為整數）或已達升等年資之各級
專任教師人數之三分之一（小數遞進為整數）為原則，助理教授、講師（85
年 8 月 1 日以後新聘者）不在此限，對各級專任教師人數有疑義時由人事室
解釋。 

第 九 條    教師升等經各院複審通過後，由系（所）主任及院長詳簽「教師升等系(所)
教評會考評表」連同「升等著作審查意見表」與升等著作以及初複審有關資
料等向教務處提出。教務處彙整後提校教師評審委員會，經討論通過後，補
發新職級聘書及薪資（年資起算日期依教育部核定日期辦理），並依規定檢件
由人事室報請教育部備查及核發教師證書。 

第 十 條    教師升等各程序預定時間如下： 

一  院不辦理外審預訂時間表： 

各院應依作業所需

時間自行訂定各系

所向院提出之時限 

各系所應依據各院

之規定自行訂定初

審時間 

8月底以前 
11月15日 

以        前 
11月底以前 

12月15日 

以        前 

各院向教務處提

出著作外審資料 
校完成著作外審 

1.各院完成複審 

2.向教務處提出 

校教師評審 

委員會審議 

二  院辦理外審預訂時間表： 

7 月底以前(若有必要各

單位可自行規定) 
9月底以前 12月15日以前 

申請人向系所提出 院完成複審並向教務處提出 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三  85 年 8 月 1 日以後新聘助理教授、講師於到職滿五年尚未通過升等者，可

於第六年另適用下列預訂時間表；依本校聘任辦法第五條第二項規定續聘滿

七年尚未通過升等者，可於第八年另適用本預訂時間表： 

各院應依作業所需

時間自行訂定各系

所向院提出之時限 

各系所應依據各院

之規定自行訂定初

審時間 

2月底以前 
5月15日 

以      前 
5月底以前 

6月15日 

以      前 

各院向教務處提

出著作外審資料 
校完成著作外審 

1.各院完成複審 

2.向教務處提出 

校教師評審 

委員會審議 

第十一條    非屬學院之系（所）、室、中心、館之教師升等，其初審與複審比照系（所）
院辦理；計算機與網路中心之教師升等，其初審比照系（所）辦理，複審由
工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辦理。 

第十二條    申請人對初審結果有疑義時，得向院教師評審委員會提出書面申復；申請人
對複審結果有疑義時，得向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提出書面申復，其辦法另定之。 

第十三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及相關法
規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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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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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教師升等辦法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  正  後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修  訂  說  明 

第 二 條  本校教師申請升等，應具
備下列各款條件： 
一   申請升助理教授

者須有任講師滿
三年（含）以上，
申請升副教授者
須有任助理教授
滿三年（含）以
上，申請升教授者
須有任副教授滿
三年（含）以上之
服務年資；具有本
校教師聘任辦法
中較高職級教師
之條件者，其服務
年資得不受本項
規定之限制。如在
專業研究上有特
殊傑出表現，在不
違反教育部相關
規定情形下，以個
案經三級教師評
審委員會出席委
員四分之三（含）
以上通過者，得受
理其升等之申請。 

二   品德操守均佳且
擔任現職期間，其
教學、研究與服務
等成績優良。 

三   申請升助理教授
者應有相當於博
士論文水準之著
作並有獨立研究
之能力；申請升副
教授者應在該學
術領域內有持續
性著作並有具體
之貢獻；申請升教
授者應在該學術
領域內有獨特及
持續性著作並有
重要具體之貢獻。 

四  中華民國 86 年 3
月 21 日前已取得
講師、助教證書之
現職人員，如繼續
任職而未中斷，得
依修正生效前原
升 等 辦 法 之 規
定，送審較高等級
教師資格。但審定
程序，仍應依本辦
法規定辦理。 

第 二 條  本校教師申請升等，應具
備下列各款條件： 

1. 申請升助理教授者
須有任講師滿三年
（含）以上，申請升
副教授者須有任助
理教授滿三年（含）
以上，申請升教授者
須有任副教授滿三
年（含）以上之服務
年資；具有本校教師
聘任辦法中較高職
級教師之條件者，其
服務年資得不受本
項規定之限制。如在
專業研究上有特殊
傑出表現，在不違反
教育部相關規定情
形下，以個案經三級
教師評審委員會出
席 委 員 四 分 之 三
（含）以上通過者，
得受理其升等之申
請。 

 
 
2. 品德操守均佳且擔
任現職期間，其教
學、研究與服務等成
績優良。 

3. 申請升助理教授者
應有相當於博士論
文水準之著作並有
獨立研究之能力；申
請升副教授者應在
學術領域內有專門
著作並有具體之貢
獻者；申請升教授者
應在學術領域內具
有獨創性之著作並
有重要具體之貢獻
者。 

 
4. 中華民國八十六年
三月廿一日前已取
得講師、助教證書之
現職人員，如繼續任
職而未中斷，得逕依
原升等辦法送審。 

 
 
 
 
 
 
 
 
 
 
 
 
 
 
 
 
 
 
 
 
 
 
 
 
 
 
 
 
 
 
 
＊配合第六條「『教
師著作審查意見
表』參照教育部
『專科以上學校
教師著作審查意
見表』格式。」
之修訂，同時修
訂本條3之規定。 

＊其他部分不修
正，同原條文。 

 
 
 
＊參酌教育部「專
科以上學校教師
資格審定辦法」
第 8 條修正。 

第 六 條  擬升等教師所提著作送
請校外專家三人審查，其

第 六 條  擬升等教師所提著作送
請校外專家三人審查，其

＊規範「教師著作
審查意見表」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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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結果作為教師評審
委員會辦理審查升等時
評定研究成績之參考。
「教師著作審查意見表」
參照教育部「專科以上學
校教師著作審查意見表」
格式。 

審查結果作為教師評審
委員會辦理審查升等時
評定研究成績之參考。
「教師著作審查意見表」
格式另訂之。 

照教育部「專科
以上學校教師著
作審查意見表」
格式。 

 

第六條之 1 校教評會辦理審查時，其
教學、服務成績業經系、
院教評會評定及格者，依
著作外審結果審查之，其
著作外審審查結果，二位
審查人給予及格者為通
過。 

著作外審成績滿分為
100 分，擬升等講師、助
理教授者，以 70 分為及
格，未達 70 分者為不及
格；擬升等副教授者，以
75 分為及格，未達 75 分
者為不及格；擬升等教授
者，以 80 分為及格，未
達 80 分者為不及格。 

 

 ＊新增條文。 
＊定位校教評會之
審查如教育部之
複審，並依教育
部「專科以上學
校教師資格審定
辦法」第 28、29
條精神，訂定校
教評會審查教師
升等案之原則，
及著作外審通過
之標準。 

 

第十三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教
育部「專科以上學校教師
資格審定辦法」及相關法
規規定辦理。 

 

 
 

＊新增條文。 
＊教育部「專科以
上學校教師資格
審定辦法」已作
大幅修正。本校
教師升等辦法尚
不及全面修正，
因此，先增列本
條文，俾需要
時，能適用教育
部辦法及相關法
規規定。 

＊原第十三條變更
條次為第十四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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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 95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延會紀錄 

時間：96年 07月 5日（星期四）上午九時 

地點：光復校區國際會議廳第二演講室 

出席：如附件 17(p.7)。 

主席：賴校長 明詔                              記錄：侯雲卿 

壹、討論事項： 

第十一案(續)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擬修訂本校教師升等辦法部分條文（如修正條文對照表草案）、著

作審查意見表，請  討論。 

說明： 

一、96 年 4 月 24 日教育部台學審字第 0960061567B 號函（如附件

45P29），要求本校改進。 

二、校教評會委員亦認為本校教師著作審查意見表及升等辦法相關規定

亟需修訂，上次會議決議由教務處組成專案小組全面檢討研修。 

三、經專案小組於 96年 5月 29日召開第一次會議討論，建議為應今年

教師升等之需，先准用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著作審查意見表」

修訂本校教師著作審查意見表，並訂定校教評會審查教師升等案之

原則及著作外審通過標準。 

四、擬修訂本校教師升等辦法第二、第六、第十三條，如延會議程 p.6。 

五、參照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著作審查意見表」（如附件 46P31）

格式修訂之本校教師著作審查意見表（如附件 47P35）、本校現行教

師著作審查意見表（如附件 48P51）、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

格審定辦法」第 8、28、29條條文（如附件 49P63）、本校教師升等

辦法（如附件 50P64），請  參考。 

擬辦：經校務會議通過後施行。 

決議： 

一、96 年 6 月 27 日先通過教師著作審查意見表，見該紀錄附件

15(p.49)，以利近期內之升等作業。 

二、本校教師升等辦法續經本次延會修正通過，見 96年 6月 27日紀錄

附件 16(p.65)。 

 

第十二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擬修訂本校講座設置要點，檢附講座設置要點修訂對照表與原條文

如議程附件 24P80，提請討論。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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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 96年 6月 6日第 201次校務企劃座談會決議辦理。 

二、依 96年 3月 7日第 197次校務企劃座談會辦理（退休講座教授指

導研究生規定）（如議程附件 25P85）。 

三、依 96年 3月 14日第 95學年度第 3次校務發展委員會議決議辦理

（如議程附件 26P86）。 

四、依教育部 96年 4月 11日之來文辦理（增加特聘講座之規定）（如

議程附件 27P87）。 

五、本處學術服務組於 96年 6月 4日召集本校講座討論，依講座意見

修訂部分條文。 

六、檢附本校講座與特聘教授與台大、清大之比較表(如議程附件

28P90) 

決議：修正通過，如附件 18(p.8)。 

 

第十三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修訂本校榮譽教授設置辦法，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 96年 4月 25日第 199次校務企劃座談會決議辦理。(會議紀錄

如議程附件 29P101)。 

二、檢附本校榮譽教授設置辦法原條文(如議程附件 30P103)、修訂對

照表與修訂草案(如議程附件 31P104)。 

擬辦：經校務會議討論通過後施行。  

決議：修正通過，如附件 19(p.13)。 

 

第十四案                                提案單位:醫學院 

案由：擬請追認本校與國家衛生研究院癌症研究合作協議書。 

說明：  

一、本案已於 96年 4月 12日經附設醫院第 219次院務會議及 96年 4

月 19日醫學院四月份院務會議追認通過。 

二、檢附協議書內容乙份(如議程附件 32P106)。 

擬辦：若奉追認完成，擬辦理合約書簽署等後續事宜。 

決議： 

一、追認同意本校與國家衛生研究院癌症研究合作協議。 

二、依協議書第五條第四款之精神，請醫學院依校務會議代表之意見，

再與國家衛生研究院協議修正辦理換文。 

 

第十五案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由：擬修訂「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 8條、第 9

95-4 延會校務會議(96.07.05)紀錄-2-



 3 

條及第 10條，修正對照表如議程附件 33P109，提請 討論。 

說明： 

一、依教育部 95年 12月 8日台高(三)字第 095181423號函規定修正，

如議程附件 34P112。 

二、於 96年 3月 14日經 95學年度第 3次校務發展委員會通過，因人

事室及會計室認有待議事項，故暫緩付議。 

三、復依教育 96年 5月 3日台高(三)字第 0960066300號函意見修正，

如議程附件 35P114。 

四、修訂前之辦法，如議程附件 36P116。 

五、本案經提 96年 5月 29日召開之 95學年度第 4次校務基金管理委

員會討論，決議照案通過，並續提校務會議討論。。 

擬辦：擬通過後，陳報教育部核備。 

決議：修正通過，如附件 20(p.15)。 

 

第十六案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由： 本校擬分別與國立新加坡大學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簽 訂 交 換 學 生 計 畫 協 議 書 (Agreement for 

University-Wide Exchange  Programme for Undergraduate 

Students)及義大利米蘭大學備忘錄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國立新加坡大學創立於 1905年，於上海交通大學 2006年世界 500

 大學中名列 102-150，Newsweek Top 100 Global Universities 2006

名列 31，the Times Higher Educational Supplement (THES) Top 

200 World Universities 2006名列 19（其中工程與 IT名列第 8； 

Biomedicine名列第 9；Social Sciences名列 11）。現有學生約 3

 萬人，教職員 1800人。擬簽訂兩校交換學生計畫協議書以進行大

 學部學生交換計畫。協議書草案詳如議程附件 37P123。 

二、米蘭大學成立於 1923年，現有 9大學院（農、文哲、法、理、醫、

藥、政治、運動及獸醫），學生約 6萬名，教師與研究人員約 2500

名，為歐洲研究型大學聯盟成員之一。擬與該校簽訂備忘錄，以繼

續推動雙學位等各項合作與交流計畫。備忘錄草案如議程附件

38P136。 

擬辦：討論通過後，擇期簽約，並於 96學年度第 2學期起依約與國立新

加坡大學進行交換計畫。 

決議：照案通過，如附件 21-22(p.2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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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擬修訂本校學則相關條文，提請  討論。 

說明： 

一、學則部份條文於 96年 05月 15日教務會議討論通過。 

二、修訂條文內容如議程 p.1-3。 

決議：修正通過，如附件 23(p.32)。 

 

第十八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本校擬與國立臺南藝術大學簽定「校際合作辦法（草案）」如議程

附件 41P19，請討論。 

說明： 

一、本校已於 96年 5月 30日，邀請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鄭德淵教務長、

教務處代表、資訊處資訊長及藝術展演處總監蒞校研商兩校合作相

關事宜。 

二、國立臺南藝術大學特色不同，但與本校有強烈互補特質，相關合作

極待進行，以加強本校人文教育，建構人文藝術優質氣息。 

擬辦：兩校校際合作辦法通過後，自 96學年度起實施。 

決議：修正通過，如附件 24(p.43)。 

 

第十九案                               提案單位：研發處、人事室 

案由：因應教育部公布「大學一級行政單位設置副主管認定基準」，如議

程附件 42P20，本校行政單位副主管設置配置，請   討論。 

說明： 

一、依據 96年 3月 23日教育部核定之本校組織規程，現有十六個一級

行政單位，符合設置「副主管」規定，彙整如議程附件 43P21。 

二、議程附件二本校教務、學務、總務、研發（四者符合第三條第三款）

及圖書館（符合第三條第一款），得置副主管「一人至二人」，以上

五個行政單位副主管配置一至二人。 

三、議程附件二之第三類，共九個一級行政單位，依認定基準規定「應

以二個一級行政單位為限」。本類經學校評估為學校重大校務專案

推動必要，討論後需再經校務會議通過，得置副主管一人。」本類

擬建議國際學術處配置一人；其餘一位視未來校務發展再行設置。 

四、議程附件二之第四類，人事及會計兩單位因「公立大學之副主管由

職員擔任者，其職稱與職等應依考試院相關規定辦理。」因銓敍部

尚未於「公立學校職員職等編制表」加列人事及會計副主任職稱，

「暫不設置」。 

五、配合修訂組織規程第 7、8及 30條，如議程附件 44P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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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案業經 96年 6月 6日校務企劃座談討論修正。 

擬辦：本案提交送校務會議討論通過後，並報陳教育部核定後施行。 

決議：照案通過，如附件 25(p.45)。 

貳、臨時動議： 

提案一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為求本校校務基金「非自籌」經費進用之編制外教師及研究人員有

明確之人事管理規定，建請是類人員之進用比照本校「校務基金進

用教學人員實施要點」（如議程附件一）及「校務基金進用研究人

員實施要點」（如議程附件二）規定辦理，請 討論。 

說明： 

一、本校「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實施要點」及「校務基金進用研究人

員實施要點」業經 96年 6月 27日本校 95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

通過。 

二、上開要點適用對象為以校務基金「自籌」經費進用之編制外專案教

師及研究人員，因本校尚有以校務基金「非自籌」經費進用之編制

外教師及研究人員（如以本校教師缺額進用之專案教師或以五年五

百億經費進用之專案教師及研究人員...等），為期是類教師及研究

人員之進用、敘薪…等相關權益事項有明確之一致性規範，爰建請

渠等人員之進用比照本校「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實施要點」及「校

務基金進用研究人員實施要點」規定辦理。 

擬辦：本案如獲通過，建請授權人事室將「以本校校務基金非自籌經費進

用之編制外教學（研究）人員得比照本要點辦理」等文字，於本校

「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實施要點」及「校務基金進用研究人員實

施要點」中增訂（加註）條文規範。 

決議： 

一、照案通過。 

二、本案為 96年 6月 27日校務會議第四、五案之修正案，修正後之要

點見該紀錄附件 7(p.19)、附件 9(p.28)。 

 

提案二                              提案單位：博物館籌備處 

案由：擬更正「國立成功大學博物館設置辦法(草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國立成功大學博物館設置辦法(草案)」，業經 96.5.2 本校 95 學年

度第 635次主管會報通過，決議博物館為本校一級單位。 

二、「國立成功大學博物館設置辦法(草案)」，業經 96.6.20本校 95學年

度第 4次校務發展委員會通過，決議博物館為本校一級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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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立成功大學博物館設置辦法(草案)」，業經 96.6.27本校 95學年

度第 4次校務會議通過，決議博物館為本校一級單位。 

四、因 96.6.27本校 95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通過之「國立成功大學博

物館設置辦法(草案)」係舊版，已更正為正確版本，對照表如議程

附件一，請參考。 

擬辦：討論通過後，按決議施行。 

決議： 

一、照案通過。 

二、本案為 96年 6月 27日校務會議第二案之修正案，修正後之辦法見

該紀錄附件 4(p.13)。 

參、散會:下午 12時 40分 

95-4 延會校務會議(96.07.05)紀錄-6-



 7 

附件 17 

國立成功大學 95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延會出(列)席名單 

時間：96年 07月 04日上午 9時 

地點：光復校區國際會議廳第二演講室 

出席：賴明詔 宋瑞珍（吳俊忠代） 湯銘哲 徐畢卿（李劍如代）      

陳 景 文 （ 洪 國 郎 代 ）  黃 榮 俊 （ 曾 永 華 代 ）  李 偉 賢         

劉開玲（高實玫代） 王文霞（蔡幸娟代） 李育霖 余樹楨      

傅永貴（盧炎田代） 田  聰 鄭  靜 黃得時 陳淑慧 簡錦樹     

張 文 昌 （ 蕭 世 裕 代 ）  麥 愛 堂 （ 李 偉 賢 代 ）  黃 玲 惠          

吳文騰（陳家榮代） 張錦裕 陳進成 雷大同 黃吉川 楊 名    

林素貞 趙怡欽 廖峻德 李清庭 許渭州 朱聖緣 林瑞禮    

王振興 孫永年 徐明福（吳豐光代） 孔憲法（紀燦輝代）     

張育銘  吳萬益（李賢得代）  李賢得  林清河  李宏志       

潘浙楠（嵇允嬋代） 鄭匡佑（洪甄憶代） 陳志鴻（潘倩慧代）     

吳華林 黎煥耀 楊俊佑 游一龍 吳俊忠 謝淑珠 葉才明    

陳清惠 黃美智 郭麗珍（陳俊仁代） 陸偉明（董旭英代）     

林麗娟（洪甄憶代） 李劍如 李 彬（歐榕儀代） 李金駿 嚴伯良 

陳聰哲 翁智琦（林永琪代） 蘇晏良 李光耀  

列席：楊明宗 謝文真（程碧梧代） 謝錫堃 張丁財 李丁進（楊明宗代）         

林仁輝（廖峻德代） 蕭瓊瑞 楊瑞珍 利德江 葉茂榮（李金滿代）    

蘇慧貞（許翠菊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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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8 
國立成功大學講座設置要點 

 
86.10.22八十六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通過 

90.03.14八十九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91.12.25九十一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92.10.29九十二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95.10.25九十五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96.7.5九十五學年度第四次校務會議延會修訂通過 

 

一、宗旨、依據： 

    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昇學術水準及師資陣容，依本校組織規程第三十

八條訂定講座設置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本校講座之設置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

悉依本要點辦理。 

二、經費來源： 

    本校講座之設置，除由校務基金自籌款預算編列外，財團法人、民間企業或熱心公益

之團體、個人，得以基金或定期捐贈方式贊助。 

三、講座名稱： 

    由本校校務基金自籌款預算編列之講座，統稱「成功大學講座」。其他講座（由財團

法人、民間企業或熱心公益之團體、個人贊助之講座）名稱得由贊助者與校長商定之。 

四、講座資格： 

  講座由本校教授或國內外著名學者擔任，並應具有下列基本條件之一： 

（一）中央研究院院士或國外院士。 

（二）曾獲總統科學獎。 

（三）曾獲教育部國家講座或學術獎。 

（四）曾獲財團法人傑出人才發展基金會傑出人才講座。 

（五）曾獲國科會特約研究人員或傑出研究獎三次（含）。 

（六）曾連續三次獲本校特聘教授並曾獲國科會傑出研究獎。 

（七）曾獲國際著名學術獎或在學術上有卓越貢獻。 

以上一至六款經講座審查委員會認定後通過，第七款需經講座審查委員會審查通過。 

「成功大學講座」限由本校專任教授擔任，同一教授以主持一講座為限。 

本校得於講座中另遴聘本校講座人數之 5％（人數以整數計算，不得 4捨 5入）為特聘

講座。 

五、講座獎助標準： 

    由本校編制內專任教授擔任「成功大學講座」者，除部訂教授薪給外，另核發獎助金

每年五十萬元作為教學研究經費，獎助三年。 

特聘講座每月另支給新台幣二萬元學術研究費。 

由短期聘約聘任之教授擔任成功大學其他講座者，獎助金額及支付方式，由校長經諮

商後訂定之。 

其他講座之獎助金額依合約而定。 

六、講座義務： 

    本校教授擔任講座，應致力於本校學術水準之提升。依本要點聘任之校外講座，其應

擔負之學術任務由校長與講座商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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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講座任期： 

    本校教授擔任講座為終身榮譽職，特聘講座聘期為 3年。短期聘約之校外學者擔任講

座及其他講座為非終身榮譽職，其任期得視贊助經費或本校所編列預算而定，依個案

處理。 

八、退休講座如繼續執行國科會計畫，在計畫執行期間，得依各系所規定之全職專任教授

規定指導研究生，並視需要保留研究空間。 

九、推薦審查、聘任程序： 

    本校講座之遴聘應優先考慮被推薦人之學術成就。各單位得於每年十月底前經由系

（所）或院推薦之。推薦時應檢附被推薦人選之學經歷、論著目錄、重要論著、具體

學術成就證明、其他相關之證明文件及教學研究計畫，經講座評審委員會審查通過後

陳請校長敦聘之。 

特聘講座之遴聘得由校長聘請校外學者專家 3至 5人辦理外審。特聘講座原則上為滿

20位講座時每三年遴聘乙次，或於特聘講座辭職、退休等原因出缺時重新遴聘。 

十、講座評審委員會之委員視個案而定。由教務長擔任召集人，另由校長聘請專家學者若

干人組成。 

十一、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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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講座設置要點修訂對照表 
擬修訂條文 原條文 說明 

三、講座名稱： 

    由本校校務基金自籌款預算
編列之講座，統稱「成功大
學講座」，不佔缺、不支薪給
之講座特稱為「成功大學特
約講座」。其他講座（由財團
法人、民間企業或熱心公益
之團體、個人贊助之講座）
名稱得由贊助者與校長商定
之。 

三、講座名稱： 

    由本校校務基金自籌款預算編
列之講座，統稱「成功大學講
座」，不佔缺、不支薪給之講座
特稱為「成功大學特約講座」。
其他講座（由財團法人、民間企
業或熱心公益之團體、個人贊助
之講座）名稱得由贊助者與校長
商定之。 

 

刪除特約講
座規定 

四、講座資格： 
講座由本校教授或國內外著名
學者擔任，並應具有下列基本
條件之一： 

（一）中央研究院院士或國外院
士。 

（二）曾獲總統科學獎。 
（三）曾獲教育部國家講座或學術

獎。 
（四）曾獲財團法人傑出人才發展

基金會傑出人才講座。 
（五）曾獲國科會特約研究人員或

傑出研究獎三次（含）。 
（六）曾連續三次獲本校特聘教授

並曾獲國科會傑出研究獎。 
（七）曾獲國際著名學術獎或在學

術上有卓越貢獻。 
以上一至六款經講座審查委員會認
定後通過，第七款需經講座審查委
員會審查通過。 
「成功大學講座」限由本校專任教
授擔任，同一教授以主持一講座為
限。 
本校得於講座中另遴聘本校講座人
數之 5％（人數以整數計算，不得 4
捨 5入）為特聘講座。 

四、講座資格： 
講座由本校教授或國內外著名學
者擔任，並應具有左列基本條件
之一： 
 （一）中央研究院院士或國外院

士。 
（二）曾獲教育部學術獎或國家

講座。 
（三）曾獲國科會傑出研究獎五

次（含）或特約研究人員
二次（含）。 

（四）曾獲國際著名學術獎或在
學術上有卓越貢獻者。 

「成功大學講座」限由本校教授
擔任，同一教授以主持一講座為
限。 

1.新增講座資
格：總統科學
獎。 
2.將第 2 項獎
項資格重新排
列。 
3.新增講座資
格：傑出人才講
座。 
4.獲獎資格修
改為國科會特
約研究人員或
傑出研究獎三
次（含）。 
5.新增講座資
格：連續 3次獲
本校特聘教授
者。 
（＊說明：本校
講座人數規劃
約為全校教師
2％。目前本校
講座共計 15位
（含 2 位退休
講座），符合第
5 項資格者目
前 7位。針對第
6 項 資 格 部
分，目前已任特
聘教授並有傑
出獎者扣除與
第 5 項重疊者
共約 23位） 
6. 「成功大學
講座」資格在教
授前加上專任
2字 
7.依教育部
來文規定，新
增特聘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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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講座獎助標準： 

 由本校編制內專任教授擔任

「成功大學講座」者，除部訂

教授薪給外，另核發獎助金每

年五十萬元作為教學研究經

費，獎助三年。 

特聘講座每月另支給新台幣二

萬元學術研究費。 

由短期聘約聘任之教授擔任成

功大學其他講座者，獎助金額

及支付方式，由校長經諮商後

訂定之。 

  擔任「特約講座」者，其獎

助金額及支付方式，由校長經

諮商後訂定之。 

 其他講座之獎助金額依合約

而定。 

五、講座獎助標準： 

由本校編制內專任教授擔任

「成功大學講座」者，除部訂

教授薪給外，另核發獎助金每

年五十萬元作為教學研究經

費，獎助三年。 

由短期聘約聘任之教授擔任

「成功大學講座」者，獎助金

額及支付方式，由校長經諮商

後訂定之。 

擔任「特約講座」者，其獎助

金額及支付方式，由校長經諮

商後訂定之。 

其他講座之獎助金額依合約

而定。 

 

1.依教育部來

文，增加特聘

講座支領學

術研究費規

定。 

2.刪除短期聘

約之教授擔

任成功大學

講座之名稱

符號。（即改

為非特定名

稱） 

3.刪除特約講

座規定。 

六、講座義務： 

本校教授擔任講座，應致力於

本校學術水準之提升。依本要

點聘任之校外講座，其應擔負

之學術任務由校長與講座商

定。特約講座應以促進與本校

之互動、協助提升本校學術水

準為任務。 

六、講座義務： 

本校教授擔任講座，應致力於

本校學術水準之提升。依本要

點聘任之校外講座，其應擔負

之學術任務由校長與講座商

定。特約講座應以促進與本校

之互動、協助提升本校學術水

準為任務。 

 

刪除特約講座

規定。 

七、講座任期： 

特約講座及本校教授擔任講

座為終身榮譽職，特聘講座聘

期為 3年。短期聘約之校外學

者擔任講座及其他講座為非

終身榮譽職，其任期得視贊助

經費或本校所編列預算而

定，依個案處理。 

七、講座任期： 

 特約講座及本校教授擔任講

座為終身榮譽職。短期聘約之

校外學者擔任講座及其他講

座為非終身榮譽職，其任期得

視贊助經費或本校所編列預

算而定，依個案處理。 

 

刪除特約講座

規定。 

新增特聘講座

聘期。 

八、退休講座如繼續執行國科會計

畫，在計畫執行期間，得依各

系所規定之全職專任教授規定

指導研究生，並視需要保留研

究空間。 

 新增退休講座

之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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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推薦審查、聘任程序： 

本校講座之遴聘應優先考慮被

推薦人之學術成就。各單位得

於十月底前經由系（所）或院

推薦之。推薦時應檢附被推薦

人選之學經歷、論著目錄、重

要論著、具體學術成就證明、

其他相關之證明文件及教學研

究計畫，經講座評審委員會審

查通過後陳請校長敦聘之。 

特聘講座之遴聘得由校長聘請

校外學者專家 3 至 5 人辦理外

審。特聘講座原則上為滿 20位

講座時每三年遴聘乙次，或於

特聘講座辭職、退休等原因出

缺時重新遴聘。 

八、推薦審查、聘任程序： 

本校講座之遴聘應優先考慮

被推薦人之學術成就。各單位

得於十月底前經由系（所）或

院推薦之。推薦時應檢附被推

薦人選之學經歷、論著目錄、

重要論著、具體學術成就證

明、其他相關之證明文件及教

學研究計畫，經講座評審委員

會審查通過後陳請校長敦聘

之。 

1.修改條文號

次。 

2.增加特聘講

座 遴 聘 規

定。 

十、講座評審委員會之委員視個案

而定。由教務長擔任召集人，

另由校長聘請專家學者若干

人組成。 

九、講座評審委員會之委員視個案

而定。由教務長擔任召集人，

另由校長聘請專家學者若干

人組成。 

修改條文號

次。 

十一、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十、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修改條文號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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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9 
 

國立成功大學榮譽教授設置要點 
 

87.3.11 八十六學年度第三次校務會議通過 

96.7.5 九十五學年度第四次校務會議延會修正通過 

 

一、為禮聘對社會有卓越貢獻之人士，共同促進本校之發展及提昇學術聲望，

特訂定「國立成功大學榮譽教授設置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國內外著名學者、專家或具崇高聲望之傑出人才，得被推薦為榮譽教授

（Honorary Professor）。 本校專任教師及專案研究人員，不在推薦之

列。 

三、榮譽教授由本校各單位向教務處推薦，經學術榮譽推薦委員會審查通過

後，由校長敦聘之。  

四、榮譽教授得參與本校之各項學術計畫及活動，各相關單位得提供必要之支

援。 

五、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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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榮譽教授設置辦法部份條文修訂對照表 
 

修訂後條文名稱 原條文名稱 說明 

國立成功大學榮譽教授設置要點 國立成功大學榮譽教授設置辦法 將辦法改成
要
點 

修訂後條文 原條文 說明 

一、本校為禮聘對社會有卓越貢獻
之人士，共同促進本校之發展
及提昇學術聲望，特訂定「國
立成功大學榮譽教授設置要

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一、本校為禮聘對社會有卓越貢
獻之人士共同促進本校之發
展及提昇學術聲望，特訂定
「國立成功大學榮譽教授設

置辦法」（以下簡稱本辦
法）。 

 

二、非本校專任之國內外著名學

者、專家或具崇高學術聲望之

傑出人才，得被推薦為榮譽教
授(Honorary Professor）。 

本校專任教師及專案研究人
員，不在推薦之列。 

二、非本校專任之國內外著名學

者、專家或具崇高學術聲望之

教授，得被推薦為榮譽教授。  
 

將榮譽教授範

圍擴大為傑出

人才，並做文
字修改。 

三、榮譽教授由本校各單位向教務

處推薦，經學術榮譽推薦委員

會審查通過後，由校長敦聘
之。 

三、榮譽教授由本校各單位向教務

處推薦，經主管會報及校務會
議通過後，由校長敦聘之。 

將推薦案合併

由學術榮譽推

薦委員會辦
理。 

五、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五、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將辦法改成要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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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 
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 

94年 3月 30日 93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延會通過 

奉教育部 94年 10月 25日台高(三)字第 0940142288號函核備 

94年 12月 28日 94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奉教育部 95年 5月 2日台高(三)字第 0950062186號函核備 

95年 6月 21日 94學年度第 5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6年 7月 5日 95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延會修正通過 

 

第一條 為因應高等教育發展趨勢，提升教育品質，增進教育績效，特設置「國立成功大
學校務基金」(以下簡稱本基金)。 

第二條 為有效運用、管理及監督本基金，以協助校務之推動，特依「國立大學校院校務
基金設置條例」及教育部訂頒之「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之相
關規定，訂定「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三條 本基金之收入來源如下： 
一 政府編列預算撥付：由教育部依預算程序編列撥付學校之經費。 

二 學雜費收入：每學期依教育部規定之收費標準，向註冊學生收取之學費及雜
費收入。 

三 推廣教育收入：依推廣教育實施辦法之規定辦理推廣教育及研習、訓練等班
次所收取之收入。 

四 建教合作收入：為外界提供訓練、研究及設計等服務所獲得之收入。 

五 場地設備管理收入：提供場所及設施等所收取之收入。 

六 捐贈收入：無償收受動產、不動產及其他一切有財產價值之權利或債務之減
少。 

七 孳息收入：基金存放公民營金融機構所孳生之利息收入。 

八 其他收入：不屬於上述各款之自籌收入。 

第四條 為落實本基金之有效管理及彈性運用，設置「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以下簡稱管理委員會) 管理之。 

管理委員會置委員七人至十五人，由校長任召集人，其中不兼行政職務之教師代
表不得少於三分之一，必要時得聘請校外專業人士參與。委員任期二年，由校長
遴選提經校務會議同意後聘任之。 

管理委員會之設置要點另訂之。 

第五條 管理委員會之任務如下： 
一、學校教學、研究及推廣所需財源之規劃。 

二、學校建築及工程興建所需財源之規劃。 

三、校務基金年度概算擬編之審議。 

四、校務基金開源措施之審議。 

五、校務基金經濟有效節流措施之審議。 

六、校務基金經費收支及運用之績效考核。 

七、第三條第三款至第八款收支管理規定之審議。 

八、其他關於校務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事項之審議。 

第六條 管理委員會得視任務之需要，分組辦事；所需工作人員，由學校現有人員派兼為
原則。但為使校務基金之收支、保管及運用發揮最大經濟效益，得進用專業人員
若干人，其權利、義務、待遇及福利，依學校法令規定，由學校於契約中明定之。 

管理委員會每學期至少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 

管理委員會召開會議時，得請相關人員列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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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本基金有關年度預算編製及執行、決算編造，除第三條第三款至第八款之有關收
入，應依本辦法之相關規定另訂收支管理要點運作之，並受教育部監督外，應依
預算法、會計法、決算法、審計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八條 前條之收支管理規定，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編制內教師本薪(年功薪)、加給以外之給與及編制外人員之薪資及其他給與。 

二、行政人員辦理第三條第三款至第七款之自籌收入業務有績效者之工作酬勞。 

三、講座經費支應原則。 

四、教師教學及學術研究獎勵支應原則。   

五、出國旅費支應原則。 

六、公務車輛之增購、汰換及全時租賃。 

七、新興工程支應原則。 

八、因應自償性支出之舉借及其償還財源之控管機制。 

九、其他應規範經費之原則。 

前項第一款至第四款之給與，應在不造成學校虧損及國庫負擔前提下，及不超過
5項自籌收入及學雜費收入兩項總和之 50﹪比率上限範圍辦理。惟上述第二款行
政人員之工作酬勞，得由業務單位主管提出申請，經行政程序簽奉校長核准後於
5項自籌收入中支給，每月支給之工作酬勞，由人事室、總務處控管，以不超過
其專業加給之 60﹪比率為限。 

第九條 第九條 第三條第二款至第八款之自籌收入，在第八條第二項之比率上限範圍
內，得對符合下列條件之編制內教師，給予本薪(年功薪)、加給以外之給與： 
一 講座教授。 

二 特聘教授。 

三 非編制之行政或學術兼職。 

四 特殊任務編組之委員會委員。 

五 接受學校委託辦理專題研究者。 

六 持有技術股票作價之報酬。 

七 其他經管理委員會同意之給與。 

前項各款中，講座教授及特聘教授應另訂設置要點，經管理委員會及校務會議通
過後，報奉教育部核備後實施。其餘各款之給與須經管理委員會同意。 

第十條  第十條  第三條第二款至第八款之自籌收入，在第八條第二項之之比率上限範圍
內，得聘僱下列編制外人員，以提昇學術水準及協助校務之運作。 
一 國外傑出學者。 

二 專案計畫教學人員。 

三 專案計畫研究人員。 

四 專案計畫工作人員。 

五 專案經理人員。 

六 兼任專家及顧問。 

七 博士後研究人員。  

八 工讀生。 

九 其他經循行政程序簽准僱用之短期臨時人員。 

前項第一款至第七款中所置之人員應另訂支給標準，經管理委員會通過後實施。 

第十一條 三條第三款之推廣教育收入，應衡量使用學校資源情形，由學校先從收入總額
中適當提列行政管理費。 

專案申請之學分班及非學分班，屬自辦班別者，應按計畫經費總金額中提列 27%
管理費；屬政府機關及公民營機構委託之班別，依委託單位之規定提列，惟未
及 27%時，應另編場地及水電等相關費用補足；外業班別得按計畫經費總金額
提列 15%管理費。 

95-4 延會校務會議(96.07.05)紀錄-16-



 17 

如開班辦理在職訓練、技術人力養成訓練、專門技術訓練、代辦實習等人員交
流訓練案，在校內舉辦之內業至少應編列 27%管理費；在校外舉辦之外業至少
應編列 11.5%管理費。 

管理費經校長核准者，標準得降低之。 

第十二條 前條推廣教育所提列之 27%行政管理費，授權支用之比率為學校 20/27，學院或
研究總中心 1/27，系所或研究中心 6/27。 

推廣教育班之經費若有節餘，在補足應繳之計畫總金額 27%管理費後，其節餘
款由推廣教育開班單位繼續使用。 

教務處應訂定推廣教育收入收支管理要點，經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送行政會
議核備後，報教育部備查。 

第十三條 第三條第四款之建教合作收入，應衡量使用學校資源情形，適當提列行政管理
費。 

政府機關及公民營機構委託之專題研究計畫，應按計畫經費總金額編列至少
17%管理費；但政府機關另訂有管理費標準者，不在此限。服務性試驗、調查
及人員交流訓練案之管理費編列比率，由研究發展處另訂辦法規範，經管理委
員會審議通過，送行政會議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特殊案件之管理費經校長核准者，標準得降低之。 

第十四條 各建教合作計畫案管理費先提列 10﹪作為圖書館書刊經費後，依適當比例授權
支用： 

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於扣除就地審計費後，支用比率為學校 60%，學院及研究
總中心 3%，系所及研究中心 37%。 

公民營機構委託之專題研究計畫案、以計畫書簽約之服務性試驗及調查案、以
建教合作案方式舉辦之學術研討會，此三類之支用比率為學校 59%(10/17)，學
院及研究總中心 6%(1/17)，系所及研究中心 35%(6/17)。 

屬內業之服務性試驗及調查案之支用比率為學校 90%(18/20)，學院及研究總中
心 10% (2/20)；屬外業之服務性試驗及調查案之支用比率為學校 91%(5/5.5)，
學院及研究總中心 9%(0.5/5.5)。 

屬內業之人員交流訓練案之支用比率為學校 74%(20/27)，學院 4%(1/27)，系
所及研究中心 22%(6/27)；屬外業之人員交流訓練案之支用比率為學校
44%(5/11.5)，學院 4%(0.5/11.5)，系所及研究中心 52%(6/11.5)。 

第十五條 各建教合作計畫案執行結案後之節餘款，凡已提足 17%以上之管理費者由計畫
主持人依規定運用；未提足 17%者，則於依規定方式補足差額後之節餘款運用
之。 

補提之管理費依前條第三項之方式分配予學校、學院及總中心、系所及研究中
心。 

研究發展處應訂定建教合作收入收支管理要點，經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送行
政會議核備後，報教育部備查。 

第十六條 第三條第五款之場地設備管理收入，其由學校控管者應由學校統籌運用；由學
院或研究總中心、系所或研究中心等單位控管者，於該項收入總額提成 20%為
學校管理費，80%分配至管理單位運用。 

場地設備管理收入須負擔稅負時，應於該項收入總額先行扣除後，再依前項比
率分配。 

總務處應訂定場地設備管理收入收支管理要點，經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送行
政會議核備後，報教育部備查。 

95-4 延會校務會議(96.07.05)紀錄-17-



 18 

 

 

第十七條 第三條第三款至第八款之自籌收入，得對下列事項予以鼓勵，表現優異之行政
及學術單位，或教職員工個人，得給與適度之經費或獎金，以獎勵教學、研究
或服務之傑出表現： 

一 國內外學術活動。 
二 學術研究。 
三 教學特優。 
四 產學合作或技術移轉成果特優。 
五 績優教職員工。 
六 行政革新績效卓著。 
七 其他經管理委員會同意之獎勵。 

前項第一款至第六款中之各事項應訂定鼓勵或獎勵要點，經管理委員會及校內
相關會議通過後實施。 

第十八條 為推廣國際化，鼓勵教職員出國觀摩及參與學術活動，得以第三條第三款至第
八款之收入為財源支應因公派員出國案件，並由學校自行依所訂要點審核。 

校長依前項為財源所支應之因公出國案件，仍應依「教育部所屬學校及實施作
業基金機關因公派員出國案件處理要點」第十點規定辦理。 

研究發展處應訂定因公派員出國案件處理要點，提報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後，
報教育部備查。 

第十九條 為合理使用公務車輛，得彈性運用第三條第三款至第八款之收入為財源，增購、
汰換及全時租賃公務車輛。 

總務處應訂定公務車輛之使用、租賃要點，經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送行政會
議核備後，報教育部備查。 

第二十條 為有效安排新興工程規劃，及促進民間投資，節省政府之預算撥付，可彈性運
用第三條第三款至第八款之收入為財源，支應學校之新興工程。 

總務處應訂定新興工程之支應辦法，經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送校務會議核備
後，報教育部備查。 

第二十一條 為有效進行財務規劃，並因應自償性之宿舍、停車場、醫院等類型建設工程
或管理營運之支出，除可彈性運用第三條第三款至第八款之收入及歷年基金
盈餘為財源外，經管理委員會之審議通過後，得向金融機構舉借。 

總務處應就舉債控管、確保債務清償及債務無法清償之因應措施等，訂定自
償性支出之控管機制辦法，經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送校務會議核備後，報
教育部備查。 

第二十二條 學校收受之捐贈，應全數撥充校務基金，未指定用途之捐贈收入，由學校統
籌運用；收受指定用途之捐贈，其用途應與學校校務有關。 

收受之捐贈收入為現金時，應確實交付學校收受；為現金以外者，應確實點
交，屬不動產者，應由保管組辦妥所有權移轉登記。 

非由學校全權管控之指定捐贈收入，除經校長核准者外，一律提撥 5%之行政
管理費。 

學校收受之捐贈，不得與贈與人有不當利益之聯結。 

學校對熱心捐贈者，得比照教育部訂頒之「捐資教育事業獎勵辦法」予以適
當之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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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條 為充裕校務基金之財源，得將校務基金投資於下列項目： 

一 存放公民營金融機構。 
二 購買公債、國庫券或其他短期票券。 
三 投資於與校務或研究相關之公司與企業。 
四 其他具有收益性及安全性，並有助於增進效益之投資。 
投資取得之收益，應全數撥充校務基金統籌運用。 

第二十四條 前條第三款及第四款投資資金之來源如下： 

一 以研究成果或技術作價無償取得之股權。 
二 捐贈收入及歷年基金之盈餘。  
三 其他之法令未限制之經費來源。 

第二十五條 為使校務基金之收入及運用發揮最大經濟效益，管理委員會下設任務編組之
財務管理小組，負責第二十三條之相關投資事宜。 

財務管理小組置委員七至九人，總務長、主任秘書、研發長及會計主任為當
然委員，另由校長遴聘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委員及教授代表數人組成之，由
總務長擔任召集人，出納組組長為執行秘書。 

財務管理小組至少每月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召開會議時得邀請
會計室各組組長及相關業務人員列席。 

第二十六條 財務管理小組需擬訂每年度之財務調度及第二十三條各款之投資計畫，經管
理委員會通過後執行之；並於管理委員會及校務會議中報告執行情形。 

第二十七條 管理委員會對超過新臺幣伍仟萬元以上之第二十三條投資案，認為必要時得
聘請專業之機構及人員協助評估。 

第二十八條 學校在預算執行期間，因市況變動及業務之實際需要，需動用基金盈餘，增
加管理及總務費用之支出，或辦理非計畫型及計畫型之資本支出，則須提經
管理委員會之同意，專案報教育部核定或核轉行政核定後辦理，並補辦預算。 

第二十九條 為監督校務基金之收支、保管及運用，於校務會議下設置「國立成功大學經
費稽核委員會」監督之。 

經費稽核委員會置委員七人至十五人，由校務會議成員推選產生。但管理委
員會之成員、總務及會計相關人員，不得擔任經費稽核委員會之委員。 

經費稽核委員會所需工作人員，由學校現有人員派兼之。 

經費稽核委員會設置要點另訂之。 

第三十條 經費稽核委員會之任務如下： 

一 學校教學、研究及推廣計畫財務運用之事後稽核。 
二 校區建築與工程興建計畫、發包及執行等經費運用之事後稽核。 
三 各項經費收支及現金出納處理情形之事後稽核。 
四 校務基金年度決算之稽核。 
五 學校資產增置、擴充及改良等事項之事後稽核。 
六 校務基金經濟有效利用及開源節流措施之事後稽核。 
七 其他經費之事後稽核事項。 

前項稽核事項，以任期內發生與經費運用有關事項為限。但該事項涉及以前任
期者，不在此限。 

第三十一條 經費稽核委員會每學期至少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召開臨時會。 

經費稽核委員會召開會議時，得視稽核事項之需要，邀請管理委員會或校內
相關單位派員列席。 

經費稽核委員會得經委員會之決議，請管理委員會或校內相關單位提供必要
之資料以供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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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稽核委員會應於校務會議中提出有關校務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之稽核
報報告。 

第三十二條 第三條第三款至第八款所定各種收入之收支情形，應由相關主管人員、經費
執行人員、使用及保管資產人員，負其執行預算、保管及使用資產之相關責
任，並由會計人員負責帳務處理及彙編財務報表。 

第三十三條 第三條第三款至第八款所定各種收入之收支、保管及運用，應設置專帳處理，
經費收支應有合法憑證，並依規定年限保存；建教合作收支，應依建教合作
機構之規定或契約辦理。 

前項所列各項收入之收支預計表、收支決算表，連同相關書表及全校收支財
務報表，應送教育部備查，並依相關規定上網公告，及接受教育部派員或委
請會計師查核。 

第三十四條 各行政及學術之第一、二級單位，就第三條第三款至第八款該單位歷年之自
行控管財源，得自訂相關管理辦法或專案申請，經管理委員會通過後，執行
本辦法第八條各款之規定事宜。 

第三十五條 各行政單位及院、系所中心等分配運用經費，未用罄之經費得延至次一年度
繼續使用。 

第三十六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報奉教育部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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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八、九、十條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修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八條 前條之收支管理規定，應

包括下列事項： 

一 編制內教師本薪(年功

薪)、加給以外之給與及

編制外人員之薪資及其

他給與。 

二 行政人員辦理第三條第

三款至第七款之自籌收

入業務有績效者之工作

酬勞。 

三 講座經費支應原則。 

四 教師教學及學術研究獎

勵支應原則。   

五 出國旅費支應原則。 

六 公務車輛之增購、汰換及

全時租賃。 

七 新興工程支應原則。 

八 因應自償性支出之舉借

及其償還財源之控管機

制。 

九 其他應規範經費之原則。 

前項第一款至第四款之給與，

應在不造成學校虧損及國庫負

擔前提下，及不超過 5 項自籌

收入及學雜費收入兩項總和之

50﹪比率上限範圍辦理。惟上

述第二款行政人員之工作酬

勞，得由業務單位主管提出申

請，經行政程序簽奉校長核准

後於 5 項自籌收入中支給，每

月支給之工作酬勞，由人事

室、總務處控管，以不超過其

專業加給之 60﹪比率為限。 

第八條 前條之收支管理規定，應

包括下列事項： 

一 編制內教師本薪(年功

薪)、加給以外之給與及

編制外人員之薪資及其

他給與。 

二 編制內行政人員本薪(年

功薪)、加給以外之工作

酬勞。 
 

三 講座經費支應原則。 

四 教師教學及學術研究獎

勵支應原則。   

五 出國旅費支應原則。 

六 公務車輛之增購、汰換及

全時租賃。 

七 新興工程支應原則。 

八 因應自償性支出之舉借

及其償還財源之控管機

制。 

九 其他應規範經費之原則。 

編制內行政人員辦理第三條

第二款至第八款之自籌收入

業務有績效者，得由業務主管

單位提出申請，經行政程序簽

奉校長核准後支給工作酬

勞，每月支給之工作酬勞，由

人事室、總務處控管，以不超

過其專業加給之 60﹪比率為

限。 

 

一、 依教育部 95年 12
月 8 日台高(三)
字 第 095181423
號函意見修正。 

二、 依教育 96年 5月
3日台高(三)字第
0960066300 號函
意見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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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 第三條第二款至第八款
之自籌收入，在第八條
第二項之比率上限範圍
內，得對符合下列條件
之編制內教師，給予本
薪(年功薪)、加給以外
之給與： 

一 講座教授。 
二 特聘教授。 
三 非編制之行政或學術兼

職。 
四 特殊任務編組之委員會

委員。 
五 接受學校委託辦理專題

研究者。 
六 持有技術股票作價之報

酬。 
七 其他經管理委員會同意

之給與。 
前項各款中，講座教授及特聘
教授應另訂設置要點，經管理
委員會及校務會議通過後，報
奉教育部核備後實施。其餘各
款之給與須經管理委員會同
意。 
第一項各款之給與佔總額收
入之比率上限訂為 50%，由各
用人單位依相關規定控管；但
教育部報奉行政院核定調整
時，依其規定。 

 

第九條 第三條第二款至第八款
之自籌收入，在總額一
定比率之上限範圍內，
得對符合下列條件之編
制內教師，給予本薪(年
功薪)、加給以外之給
與： 

一 講座教授。 
二 特聘教授。 
三 非編制之行政或學術兼

職。 
四 特殊任務編組之委員會

委員。 
五 接受學校委託辦理專題

研究者。 
六 持有技術股票作價之報

酬。 
七 其他經管理委員會同意

之給與。 
前項各款中，講座教授及特聘
教授應另訂設置要點，經管理
委員會及校務會議通過後，報
奉教育部核備後實施。其餘各
款之給與須經管理委員會同
意。 
第一項各款之給與佔總額收
入之比率上限訂為 50%，由各
用人單位依相關規定控管；但
教育部報奉行政院核定調整
時，依其規定。 

 

恢復原條文 

第十條  第三條第二款至第八款
之自籌收入，在第八條
第二項之之比率上限範
圍內，得聘僱下列編制
外人員，以提昇學術水
準及協助校務之運作。 

一 國外傑出學者。 

二 專案計畫教學人員。 

三 專案計畫研究人員。 

四 專案計畫工作人員。 

五 專案經理人員。 

六 兼任專家及顧問。 

七 博士後研究人員。  

八 工讀生。 

九 其他經循行政程序簽准
僱用之短期臨時人員。 

前項第一款至第七款中所置
之人員應另訂支給標準，經管
理委員會通過後實施。 

 

第十條  第三條第二款至第八款
之自籌收入，在前條第三
項規範之比率上限範圍
內，得聘僱下列編制外人
員，以提昇學術水準及協
助校務之運作。 

一 國外傑出學者。 

二 專案計畫教學人員。 

三 專案計畫研究人員。 

四 專案計畫工作人員。 

五 專案經理人員。 

六 兼任專家及顧問。 

七 博士後研究人員。  

八 工讀生。 

九 其他經循行政程序簽准
僱用之短期臨時人員。 

前項第一款至第七款中所置
之人員應另訂支給標準，經管
理委員會通過後實施。 

 

恢復原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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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1 
AGREEMENT FOR 

UNIVERSITY-WIDE EXCHANGE PROGRAMME  

FOR UNDERGRADUATE STUDENTS 

 

 

This Agreement is made on               (“Effective Date”)  

 

BETWEE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of 21 Lower Kent Ridge Road, Singapore 

119077 (“NUS”) 

 

AND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of 1 University Road, Tainan City 701, Taiwan 

(“NCKU”). 

 

 

1. Introduction 
The objective of this Agreement is to establish a student exchange programme for 
undergraduate students (“Exchange Programme”) between NUS and NCKU.   

 

 

2.  Number of Exchange Students 
A maximum of 2 students will be exchanged between the universities in each academic 
year (“exchange students”). The number of exchange students may be amended by 
mutual agreement before the end of January each year.  Two exchange students 
enrolling for one semester of study is equivalent to one exchange student enrolling for 
one academic year of study.   

 
The Exchange Programme aims for a balance in the number of students exchanged 
over the term of the Agreement.  If either university is unable to send the maximum 
number of exchange students for one semester of study in any year during the Term of 
the Agreement, then that university will be eligible to send additional exchange students, 
equal to the deficit, in the following year during the Term of the Agreement.  The 
intention is that over time, an equal number of student-semesters will be undertaken in 
each direction. 

 

 

3.  Academic Year 
The structure of the academic year for NCKU and NUS is at Annex 1A. 
 
An exchange student may participate in the Exchange Programme for one semester or 
academic year of study at the host university.   
 
The agreement of both universities must be obtained by the exchange student to extend 
the duration of study at the host university into the following semester, subject to an 
academic year being the maximum duration of study at the host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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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Prerequisites for Selection 
Both universities will select students for the Exchange Programme on the basis of merit 
and other non-discriminatory eligibility criteria as listed in Annex 2A.  The required 
supporting documents are listed in Annex 2B. 
 
The exchange student must meet the admission requirements of the host university and 
may have to fulfill other conditions, prerequisites and documentation for the host 
university.  The exchange student will be nominated by the home university for 
admission as an exchange student of the host university in the following academic year. 

 

 

5.  Selection & Nomination 
Each home university should complete its selection of exchange students and nominate 
its exchange students for the Exchange Programme in the following academic year to 
the host university within a reasonable time frame to be mutually agreed between the 
universities.  The exchange student’s nomination should be accompanied by a: 
 
 a. curriculum vitae; 
 b. statement of academic aptitude from a member of the student’s faculty;  and 
 c. specific outline of the programme of study at the host university.   
 
The host university should evaluate the nominated exchange students and determine 
their acceptability for admission as exchange students by the end of April.  The host 
university reserves the right to reject the home university’s nominated exchange 
students. The home university may appeal the rejection. 
 
 

6.  Programme of Study 
The exchange students must propose a programme of study at the host university.  The 
modules or courses proposed must fulfill the exchange student’s degree requirements at 
his home university.   
 
Both universities should, therefore, provide each other with material on the details of 
modules or courses available in the following academic year.  The material of the host 
university should be regularly updated and accessible to the exchange students of the 
home university. The material may be placed in the host university’s reference library 
and/or on the Internet.   
 
The modules or courses must be self-contained and completed within the semester or 
term. For courses not taught in English on a regular basis the host university will make 
all possible efforts to offer complementary instruction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except 
where proficiency of another language is a prerequisite for a module or course.  
Academic counselling is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exchange student’s faculty coordinator 
at the home university.  An alternative module or course that will fulfill the degree 
requirements of the exchange student should be proposed if the original module or 
course is unavailable. 
 

7.  Fees & Expenses 
The requirement to pay its tuition fees is waived by the host university and the exchange 
students shall continue to pay tuition fees to their home university. The home university 
has the discretion to impose certain non-academic or non-obligatory fees on their 
exchange students, which are to be paid before their departure for the host university. 
 
The financial responsibility of exchange students participating in the Exchange 
Programme (under this Agreement and for the duration of their study abroad at the host 
university) is at Annex 3A. 
   
The use of non-academic or non-obligatory facilities, services and functions at the host 
university may require the payment of fees by the exchange stu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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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change student is responsible for all expenses of accompanying spouse and/or 
dependants. 
 
Exchange students will be able to apply for any financial assistance as may be available 
to foreign students of the host university, subject to any terms and conditions as may be 
imposed by the host university.   

 

 

8.  Student’s Obligations 
Exchange students are subject to the rules and regulations of the host university in 
addition to those at their home university.  Any breach of those rules and regulations 
will be dealt with in accordance with the established policies and procedures of the host 
university in consultation with the home university.  The other obligations of the 
exchange students are listed at Annex 3B. 

 

 

9.  Registration & Administration 
The exchange student will be registered as a non-degree, non-graduating or 
not-for-degree student for the duration of study at the host university.  This Agreement 
excludes any expectation of a transfer to the graduating programme of the host 
university. 

 
The appropriate authority at the host university will arrange an orientation programme for 
the exchange students.  The host university will make every reasonable effort to 
provide university-approved or suitable accommodation on or off-campus.  
Accommodation, although not guaranteed, will be provided at the standard rates and is 
restricted to the exchange student.  Accommodation does not extend to dependants 
and/or spouses. 

 
The host university will issue a notification of results to the exchange student’s home 
university upon completion of the duration of study.  The home university should 
determine the academic credit to be granted to their exchange students for 
modules/courses completed after the duration of study at the host university. 

 
Each university will appoint an Exchange Coordinator to administer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The appropriate officials for both universities are listed in Annex 1B. 

 

 

 

 

10.  Term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Agreement 
This Agreement will come into force upon the Effective Date and will remain in effect for 
five years (the “Term”).  Both universities may at any time review this Agreement and 
the actions taken under it.  Modifications to this Agreement may be made only in writing 
by mutual consent. This Agreement may be extended upon its expiry with the written 
agreement of both universities.   
 
Either of the universities may terminate this Agreement by written notification to the other 
university of its desire to terminate one year prior to the desired date of termination.   

 
The termination of this Agreement shall not affec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exchanges 
approved under it prior to such ter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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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Dispute Resolution 
Any dispute arising out of or in connection with this Agreement shall be finally resolved 
by arbitration in Singapore in the English languag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rbitration 
Rules of the Singapore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Centre (“SIAC”) for the time being in 
force, before a single arbitrator to be appointed by the Chairman of the SIAC. 

 

 

12. Governing Law 
This Agreement shall be governed by and constru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s of the 
Republic of Singapore. 

 

 
Both universities welcom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Exchange Programme and jointly 
agree to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as set out above. 

 

 

 

 

.................................................. ..................................................... 

Professor SHIH Choon Fong Professor Michael Ming-Chiao Lai 

President President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95-4 延會校務會議(96.07.05)紀錄-26-



 27 

ANNEX 1A STRUCTURE OF ACADEMIC YEAR  

Page 1 - Item 3 

 

 National Cheng Kung  National University  

 University Semester/Term of Singapore 

 

 September to  Semester I: August to 

 January  November 

  

 February to  Semester II: January to 

 June   April 

 

 

        

 

ANNEX 1B OFFICIALS AT UNIVERSITIES 

Page 3 - Item 9 

 

 National Cheng Kung  National University 

 University Activity of Singapor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Division Administration  Administrator,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of SEP Registrar’s Offic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Division Application &  Administrator,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Registration Registrar’s Office. 

 

 International Student Affairs  Academic SEP Coordinator, 

 Division,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Counselling Dean’s Office.  

   Affair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Division Halls & Other Administrator,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Accommodation Office of Student Affairs. 

    

 International Student Affairs Orientation Administrator, 

 Division,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 Welfare Office of Student Affairs. 

   Affair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Division Official Visits & Director,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Academic Link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f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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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2A SELECTION CRITERIA 

Page 2 - Item 4 

 

The home university must ensure that the exchange student should: 

 

a. be registered as a full-time undergraduate or postgraduate student of the home 

university and preferably be an eligible national (citizen or permanent resident) of 

the country; 

 

b. have successfully completed at least: 

 

(i) one semester of study at the home university upon application for 

the SEP;  & 

 

 (ii) two semesters of study upon admission to the host university; 

 

c. be a student of good standing at the home university with a minimum 'B' average 

grade or 70% average marks or ranking in the top one-third of the class; a 

minimum 'B' grade in the current/intended discipline/major; and not have any 

grade below 'C' the equivalent of NUS CAP 3.0; 

 

d. propose an appropriate programme of study at the host university; 

 

e. show the aptitude, motivation and maturity, to thrive in the environment at the 

host university;  and 

 

f. have sufficient funds for all fees, personal and living expenses for the duration of 

the study abroad at the host university.

95-4 延會校務會議(96.07.05)紀錄-28-



 29 

ANNEX 2B SUPPORTING DOCUMENTS AND OTHER PREREQUISITES 

Page 2 - Item 4 

 

a. NUS students applying for admission as an exchange student must submit to 

NCKU: 

 

i. the application form; 

ii. documentary proof of nationality; 

iii. transcript of academic record; and 

iv. documentary proof they are nominated by NUS for the exchange 

programme; 

 

There are no prerequisites for NUS students applying to NCKU. 

  

 

b. NCKU students applying for admission as an exchange student must submit to 

NUS: 

 

i. application form; 

ii. documentary proof of nationality; 

iii. transcript of academic record; and 

iv. documentary proof they are nominated for the SEP by NCKU 

 

There are no prerequisites for NCKU students applying to N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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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EX 3A FINANCIAL RESPONSIBILITY OF EXCHANGE STUDENTS 
Page 2 - Item 7 
 
a. tuition, academic and obligatory fees at their home university. Correspondingly, 

these fees will be waived at the host university; 
 

b. medical/health insurance; 
 

c. obligatory expenditure required in the country of the host university; 
 

d. journey to and from the country of the host university; 
 

e. personal and living expenses, including accommodation and food; and 
 

f. any debts/costs of damages incurred for the duration of their study abroad. 

 

ANNEX 3B OTHER OBLIGATIONS OF EXCHANGE STUDENTS 
Page 3 - Item 8 
 
a. applying for accommodation at the host university; 
 

b. their travel arrangements; 
 

c. satisfying the immigration requirements for their journey to and from the country 
of the host university; 

 

d. registering with the diplomatic mission of the home country upon arrival in the 
country of the host university; 

 

e. providing the appropriate authority at the home university with the postal and 
other addresses, upon registration at the host university; and  

 

f. registering with the home university for the next semester, upon completion of the 
duration of study at the host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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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2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Tainan, Taiwan, R.O.C. 

and 
University of Milan, Milan, Italy 

 

1. Preambl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mutual desire to foster cooperation between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and University of Milan, and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potential for 
collaboration as described below, the two institutions have signed the following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2. Areas for potential collaboration 
Based on the principles of mutual benefit, both institutions intend to explore 
opportunities for cooperating in research and educational activities in computer 
science, computer engineering, electronics, telecommunications, control, and 
related interdisciplinary programmes.  

The areas for potential collaboration will be: 
(a) Movement of students between the two institutions; 
(b) Movement of faculty, scholars and staff between the two institutions; 
(c) Development of joint curriculum, including dual degree programmes; 
(d) Research collaboration in the fields with mutual interest between research 

staff, departments, and colleges of both institutions; 
(e) Exchanging and sharing of teaching and academic materials, publications, 

reference and other pertinent information; 
(f) All of the above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cultural, economic, ethical, 

political and social implications of contemporary technology in the global 
context. 

 

3. Implementation of Memorandum 

Both institutions agree that specific projects and activities shall be developed for 
implementation of this Memorandum based on specific discussions and 
negotiations between the two institutions. Agreements or contracts shall be signed 
separately to carry out these projects and activities.  

Both institutions agree that all financial arrangements shall be determined on the 
basis of specific projects and activities, and will depend on the availability of funds. 

This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shall become effective upon the date of 
signing by th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two institutions, and shall be renewed by 
mutual consent. 
 
 
 
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Michael Ming-Chiao Lai    Enrico Decleva 
President           Rector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Milan 
 
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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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3 

國立成功大學學則 
           

                                   奉教育部 91.10.02 台(91)高(二)字第九一一四七三八七號函准予備查 

                                   奉教育部 92.07.11 台高(二)字第０九二００九八三五六號函准予備查 

                                   92.10.22 九十二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奉教育部 93.03.09 台高(二)字第０九三００二二一五九號函准予備查 

                     93.05.10 九十二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奉教育部 93.09.10 台高(二)字第０九三０一一七三八０號函准予備查 

95.6.13 94 學年度第 3次教務會議及 95.10.25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奉教育部 96.01.29 台高(二)字第 0960008528 號函准予備查 

96.07.05  95 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延會會議修正通過 

 
 日 間 部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條  本校依據大學法暨其施行細則、學位授予法暨其施行細則及有關法令，訂定本學

則。 
 
第二條  本校學生入學、保留入學資格、休學、復學、退學、轉學、轉系、輔系、雙主修、        

成績考核、畢業、出國期間有關學籍處理、暑期修課、校際選課及其他有關事項
等有關學籍事宜，悉依本學則辦理。 

 
  第二章 入 學 
 

第三條  本校於學年之始，公開招收各學系學士班一年級新生或酌量情形招收各學系學士
班二、三年級轉學生，其招生簡章另定之。另依有關規定，得酌收海外僑生及外
國學生。本校招收外國學生入學辦法另訂之，並報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第三條之一 本校與國外大學校院學生得依本校「與國外學校辦理跨國雙學位實施辦法」之
規定修讀跨國雙學位，其辦法另訂之，並報教育部備查。 

第四條  凡在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或同等學校畢業，或合於教育法令規定同
等學力資格之學生，經入學考試合格後，錄取為本校各學系學士班一年級新生。 

第五條  本校各學系修讀學士學位學生遇有缺額時，得辦理轉學考試，招收轉學生。但一
年級及應屆畢(結)業年級不得招收轉學生，招生簡章另訂之。 

        前項缺額不含保留入學資格、休學造成之缺額；辦理轉學招生後，學生總數不超
過原核定及分發新生總數。 

     一、轉學生報考資格及相關規定依本校轉學生招生辦法辦理，轉學生招生辦法另
訂並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二、轉入本校學生，其學分抵免依本校辦理學生抵免學分辦法，抵免學分辦法另
訂並報請教育部備查後實施。 

第六條  凡經本校錄取之新生、轉學生應於規定日期來校辦理入學手續，逾期不到者，即
取消其入學資格。有關役男學生入學後，須依規定申辦緩徵或儘後召集，逾期未
辦理致影響個人就學權益或妨害兵役者，依相關法規處理。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於註冊開始前，向教務處註冊組申請保留入學資格： 
一、因重病住院須長期療養，並持有健保局特約區域醫院以上出具之證明者。 
二、因服義務役持有入營服役通知書。 
三、僑生及外國學生因故不能按時來校報到入學者。 
四、因其他不可抗力因素而無法於當學期註冊入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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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入學資格以一年為限，或至所服兵役期滿為限。 
 

第七條  本校學生入學所繳證明文件，如有假借、冒用、偽造、變造及入學考試舞弊等情

事，一經查明，即開除學籍，不發給與修業有關之任何證明文件，並由學校通知
其家長或監護人。如在畢業後始發覺者，除依法追繳其畢業證書外，並公告取消
其畢業資格。 

第七條之一 本校對於學生學籍之管理，應永久保存。 
 
  第三章 繳費、註冊、選課 
 
第八條  本校學生於每學期開學之始，須依照下列規定辦理繳費、註冊、選課等手續： 
        一、繳費、註冊：學生應按照規定期限內繳交各項應繳費用，繳費後視同已註冊。

逾期未繳費，除書面請准延緩註冊者及特殊狀況外，餘視同未
註冊，應令退學。每學期補改棄選日期截止後，學生應依規定

期限補繳各項學分費，逾期者加收服務費一百元，若至學期末
學分費尚未繳清者，次學期不得註冊，若為應屆畢業生，則暫
不發予學位證書。                        

        二、選課：按照教務處教學資訊組排定之各學系(所)科目時間表，於規定時間內按
照下列規定到各學系(所)辦理選課；未依期限辦理選課者，即令退學。 

                  (一)依照學生選課注意事項規定辦理選課事宜。學生選課注意事項及選
課須知另訂之。 

                  (二)學生選課第一學年至第三學年每學期不得少於十六學分不得多於
廿五學分，第四學年每學期不得少於九學分不得多於廿五學分。
五、七年制學系，其應屆畢(結)業學年比照上述第四學年規定，其
餘學年比照上述第一、二、三學年規定。但學期學業成績優良者，
次學期得加選一至二科目學分，學期學業成績優良標準由各學系

(所)訂定之。情況特殊經專案簽請教務長核准者，不受最低應修學
分數限制，惟至少應修習一個科目。 

                  (三)醫學院各學系，如因特殊原因須延長一年始能參加實習者，如能提
出實習該學年每學期學分數超過九學分以上者，其應屆畢業年度
每學期選課得不受前(二)目「不得少於九學分」之限制。上述之學
系，應屆及延畢生(大五或大八)選課學分數在九學分以上者，且全
學期在醫院或校外實習而不在學校上課者，其費用則繳學費全額
及雜費五分之四。 

                  (四)學生學期修習科目在九學分(含)以下者，得不受本學則第廿一條第
二、三項退學規定之限制。體育、軍訓(護理)選修課程學分數，應
併入該學期總修學分數內核計。 

                  (五)重修或補修之科目，應儘先修習。已修習及格之科目不得重選。不

得選修衝堂之科目，違者衝堂科目均以零分計。 
                  (六)已選修之科目於學期考試前六週以前得申請退選，但不得超過兩

科，                      退選後修讀總學分仍不得低於最低應
修學分數，並經學系(所)主任核准後送註冊組辦理退選，退選科目
於中、英文成績單上均留退選記錄。 

                  (七)本校學生凡符合日、夜互選、校際選課規定及暑期修課者，得相互
選課或選修他校課程，日、夜相互選課、校際選課及暑期開班授
課實施辦法另訂之，報教育部備查後實施。 

                  (八)本校學生校內或校際選課，得以遠距教學方式實施，所修學分依本
學則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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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缺席、曠課 

 
第九條  學生因請假而缺課者，稱為缺席，無故缺席者稱為曠課。學生請假辦法另訂之。 
第十條  學生曠課一小時，扣所缺科目學業成績分數一分，請假缺席三小時，扣所缺科目

學業成績分數一分。因公請假或因病請假而經醫生診斷出具證明書者，其缺席不
扣分。 

第十一條學生請假無論因病因事均不得逾全學期上課時間三分之一。但經專案簽准者除
外。學生於某一科目缺席時數(無論因病、事)逾該科目全學期上課時數三分之一，
由教務處查明予以扣考該科目之處分。 

第十二條學生於某一科目曠課時數逾該科目全學期上課時數九分之一時，由教務處於學期
考試舉行前查明公佈，予以扣考該科目之處分。學生於一學期中曠課時數累積逾
四十五小時者，即予退學處分。 

 
  第五章 轉學、轉系、輔系、雙主修 
 
第十三條  本校學生因故申請轉學，須經家長或監護人連署同意，經核准並辦妥退學手續

後，發給修業證明書，惟入學資格未經核准者，不得發給。一經發給修業證明
書後，即不得要求返回本校肄業。 

第十四條 學生轉系規定如下： 
          一、本校各學系修讀學士學位學生於第二學年開始前得申請轉系；於第三學年

開始前申請者，得轉入性質相近學系三年級或性質不同學系二年級肄業；
其因特殊原因於第四學年開始前申請者，得轉入性質相近學系或輔系三年
級肄業。其於更高年級申請者，依其已修科目與學分，得申請轉入性質相
近學系或輔系適當年級肄業。 

              所謂性質相近學系，即自轉入年級起，可在規定修業年限內(不包括因成績
較差得延長之年限)修完應修之科目與學分者即可視同性質相近，否則，即
為性質不同，應予降級轉系。降級轉系者，其在二系重複修習年限，不列
入轉入學系之最高修業年限併計。 

              依照前項規定，申請轉入三年級學生，至少須能抵免四十八學分。              

本校學士班、進修學士班不得相互轉系。 
          二、學生申請轉系辦法另訂之，並報教育部備查後實施。 
第十五條  學士班學生選讀輔系或雙主修規定如下： 

一、學生經本校及簽約之他校同意，得依其志趣，選定本校或簽約之他校設
有輔系學系為輔系，並以本校或簽約之他校一系為限；選定本校或簽約
之他校設有雙主修學系為雙主修，並以本校或簽約之他校一系為限。 

二、學生修讀輔系或雙主修辦法另訂之，並報教育部備查後實施。 

 
第六章 休學、復學、退學、開除學籍及申訴 
 
第十六條 學生休學規定如下： 
          一、學生因故經家長或監護人之書面同意，得一次申請休學一學期、一學年或

二學年。休學累計以二學年為原則，期滿因重病再經醫院證明申請休學者，
經專案簽請教務長核准後，酌予延長休學年限，但至多以二學年為限。新
生及轉學生入學第一學期，須於完成註冊後，始得申請休學。。 

          二、休學期間應征服役者，須檢同征集令或軍人補給證影本，向本校申請延長
休學至服役期滿為止，服役期間不計入休學累計，因懷孕、生產申請休學
者，應檢具健保局特約區域醫院以上出具之證明書。申請休學期間至多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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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期為限，且不計入休學年限內。 
          三、應屆畢業生未修足規定科目與學分，須於延長修業期限之第二學期重修或

補修者，第一學期得免予註冊辦理休學，得不受休學累計二學年之限制。

註冊者，至少應選修一門科目。 
          四、修業七年(含實習)醫學系學生，修滿四年課程且已修畢該系一二八學分以上              

者，經依「報考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之規定考取並就讀研究所者，於
醫學系辦理休學。於碩士班修業期間得向醫學系申請休學二年為限，若經
碩士班逕修讀博士班得再延長休學，共六學年為限，該休學期間不列入醫
學系修業年限。 

          五、學生休學應於學期開始至學期考試前向教務處註冊組辦理申請手續，經核
准並辦妥離校手續，即發給休學證明書。 

          六、因重大事故致無法參加補考者，得檢具證明，經教務處核准後，未參加期
末考試之學期，得以休學論處，惟其休學累計學期數仍應符合學則相關規
定。 

七、請准休學學生，其休學學期內已有成績者，不予計算 
第十七條 學生復學規定如下： 
          一、學生休學期滿應持復學通知書辦理復學，編入原肄業學系(所)相銜接之學年

或學期肄業。 
          二、學生於學期中途或學期考試前休學者，復學時應編入原休學學年或學期肄

業。前項原肄業學系變更或停辦時，應輔導學生至適當學系肄業。 
第十八條 退學、開除學籍及申訴規定如下： 
          一、學生有左列情形之一者，應予退學，並由本校通知其家長或監護人辦理退

學離校手續。 
            (一) 學生因故經家長或監護人同意自請退學者。 
            (二) 入學或轉學資格經本校審核不合者。 
            (三) 逾期未註冊或休學逾期未復學者。 

            (四) 操行成績不及格或犯有重大過失經學生獎懲委員會議議決並經校長核定                
退學者。 

            (五) 修業期限屆滿，仍未修足所屬學系規定應修科目與學分者。 
            (六) 依本學則其他有關條文之規定應令退學者。 
          二、學生有左列情形者，即予開除學籍： 
            (一) 有本學則第七條之情形者。 
            (二) 犯有重大過失經學生獎懲委員會議議決並經校長核定者。 
          三、應予退學學生除本條文第一款第(二)目外其入學資格經本校備查者，得向本

校申請發給修業證明書，但對於開除學籍之學生由學校通知其家長或監護
人，並不得發給有關學業之證明書，亦不得報考本校入學或轉學考試。 

          四、依本條文第一、二款之處分有異議者，得於公告後規定期限內，向本校學
生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申訴。申訴、訴願及行政訴訟期間學生學籍及成績

之處理相關規定如左： 
            (一)申訴結果未確定前，不因申訴之提起，而停止原處分之執行。但在校生                

(依學校規定提起申訴者)得繼續在校肄業。申訴期間之各項學籍處理，                
除不發給學位證書外，其餘均比照在校生處理。 

            (二)申訴結果如維持原處分，其留校繼續肄業期間所修學分及成績不予採認，                
並依規定退費。其修業證明書所載修業截止日期以原處分之日期為準。            
另為處分得復學之學生，因特殊事故無法及時復學時，應輔導復學，其
復學前之離校期間，並得補辦休學，以一學期為限。 

            (三)經校內申訴未獲救濟者，得依法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原處分經上級主             
管機關決定或行政法院判決顯係違法或不當時，應另為處分。另為處分             
得復學之學生，因特殊事故無法及時復學時，應輔導復學，其復學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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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校期間，並得補辦休學。 
第十八條之一 學生休、退學退費，依「大專校院學生休退學退費作業要點」辦理退費。 
 

第七章 考試、成績、補考、重讀 
 
第十九條 本校學生考試除入學考試外，分左列三種： 
          一、臨時考試：由任課教師於上課時間內隨堂舉行之。 
          二、期中考試：於每學期期中在規定時間內舉行之。每科目一學期至少舉行一 

次。 
          三、學期考試：於每學期結束時在規定時間內舉行之。 
          本校各項入學考試及學生在校各種考試試卷保存時間均為一年。 
第二十條  學士班學生成績分學業(包括實習)、操行兩種，各種成績核計均採百分記分法以          

一百分為滿分，六十分為及格。除操行、體育、及軍訓(護理)及服務學習成績之
計算辦法另訂外，各科目學期成績由授課教師根據臨時考試、期中考試、學期

考試及平時成績計算，填入學期成績記載表，送交教務處註冊組，學生成績永
久保存，紙本學期成績記載表應保存 10年。 

          一、學期學業平均成績計算如下： 
             (一) 以科目之學分數乘該科目成績為學分積。 
             (二) 以學分總數除總學分積為學期平均成績。 
             (三) 學期學業平均成績之計算，不含暑修包括不及格科目成績在內。 
          二、畢業成績計算：以各學期(含暑修)修習學分數總和除成績積分總和。 
          三、學業成績之等第如下： 
              優等；九十分至一百分者。 
              甲等：八十分至未滿九十分者。 
              乙等：七十分至未滿八十分者。 
              丙等：六十分至未滿七十分者。 

              丁等：未滿六十分者。 
          四、凡某科成績不滿六十分者為不及格，不給學分。 
          五、凡任意缺考或扣考之科目成績以零分計算。 
          六、學生各科成績一經送交註冊組後不得更改。如有計算錯誤或漏列時，應依

照本校「教師繳交及更正成績要點」辦理。其要點另訂之。 
第廿一條 學生學期學業成績不及格之處理，規定如下： 
          一、學期學業成績不及格科目均不予補考，必修科目應令重修。 
          二、學期學業成績不及格科目之學分數，達該學期修習學分總數三分之二者，

或累計兩學期學業成績不及格科目之學分數均達各該學期修習學分總數二
分之一者，或一學期學業成績不及格科目之學分數達該學期修習學分總數
二分之一，次學期學業成績不及格科目學分數達該學期修習學分總數三分
之一，應令退學。 

          三、僑生、外國學生、海外回國升學之蒙藏生、原住民族籍學生、派外人員子
女學生及符合教育部規定條件之大學運動績優學生，學期學業成績不及格
科目之學分數，達該學期修習學分總數三分之二者，應令退學。 

          四、領有身心障礙手冊之學生，不適用因學業成績退學規定。 
第廿二條 學生因重大事故，不能參加學期考試者，應依本校「學生學期考試請假辦法」

之規定辦理。其辦法另訂之。因病請假補考成績超過六十分，概以六十分計算。
因公請假或考試時間衝堂補考者，其補考成績以實際成績計算。 

  
 
第八章 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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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廿三條 本校採學年（學期）學分制，學生修業期限，除醫學系修業七年(均包括實習一
年)外，其他各學系學士班均為四年。惟其成績優異，在規定修業期限屆滿前一
學期或一學年修滿該學系學士班全部科目與學分者，得專案呈請校長核准提前

畢業。其在規定修業期限內，未修滿該學系應修學分者，得延長修業期限一學
期至二學年。領有身心障礙手冊之學生，因身心狀況及學習需要，得延長其修
業期限，最長以四學年為限。 
修讀雙主修學生之延長修業期限，依其修習辦法之規定辦理。 

第廿四條 前條所稱成績優異之學生，須符合下列標準： 
          一、修滿畢業科目與學分，各學期學業成績平均在八十分以上或名次在該系該

年級(班)學生數前百分之十以內。 
          二、各學期操行成績八十分以上。 
          三、一、二體育及一年級軍訓(護理)各學期成績各在七十分以上。 
第廿五條 應屆畢業生未修足規定科目與學分須於延長修業期限之第二學期重修或補修

者，第一學期得免予註冊，辦理休學，註冊者至少應選修一科目。 

第廿六條  學生畢業條件規定如下： 
一、修讀學士學位學生，依法修業期滿，修滿應修學分，有實習年限者，實習完

畢者，經考核成績合格者，由本校授予學士學位證書。 
二、學生修業期間應依本校「英語能力及成就鑑定測驗實施辦法」通過各學系訂

定之英文檢定門檻，其辦法另訂之。 
三、學生應依本校「服務學習教育課程辦法」修習服務學習課程，其辦法另訂之。 

第廿六條之一 應屆畢業生成績優異者，得申請逕行修讀博士學位，其辦法另訂之。 
 
  第九章 更改姓名、出生年月日 
 
第廿七條 入學新生姓名、出生年月日，應以身分證所載者為準。入學資格證件所載與身

分證不符者，應即更正。 

第廿八條 在校生及畢(肄)業校友申請更改姓名、出生年月日者，應檢具戶政機關發給之證          
件，報請原校辦理，其畢業校友之學位(畢業)證書，並由原校改註加蓋校印。 

 
  第十章 研究生 
 
第廿九條 報考本校碩士班研究生，應繳驗具有學士學位證書或證明書，以同等學力報考

者，應繳驗有關同等學力證件。報考博士班研究生，應繳驗具有碩士學位證書
或證明書，以同等學力報考者應繳驗有關同等學力證件。 

第卅條   研究生修業期限、轉所、成績考查及學位考試，應依照本校研究生章程及學位
考試細則之規定辦理。章程及細則另訂之。 

第卅一條 研究生報考、入學、註冊、保留入學資格、休學、復學、更改姓名、出生年月
日、違犯校規之處置、申訴及應屆畢業與畢業資格等事項，均比照本學則有關

各條之規定辦理。 
 
  第十一章 出國 
第卅二條 本校學生於肄業期間出國(含赴大陸)，有關學業與學籍之處理，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本規定適用之學生如下： 
             (一) 經教育部選派、委派或本校同意出國(含赴大陸)進修、研究、受訓、實

習、表演及比賽者。 
             (二) 經本校同意於寒暑假從事研習主修學科、外國語文或從事學位論文相關

研究資料之蒐集者。 
             (三) 經本校同意為有合作關係之外國大專院校交換學生或於寒暑假期間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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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國外姐妹校者。 
             (四) 經本校同意參加國際會議發表論文、學術研討或體育競賽活動者。 
             (五) 經立案文教、藝術團體選派出國參與重要文教體育活動事先報經教育部

同意在案者。 
             (六) 其他本校函報教育部核准在案者。 
          二、申請出國進修、研究、研習主修學科、外國語文及從事學位論文相關研習

之國外大專院校，以教育部認可者為限。 
          三、申請出國應以不影響正常課業為原則；進修、研究者，最長一年，餘依實

際所需時間核定最長三個月。 
          四、本校學生依第一項第(一)(二)(三)款之規定出國進修、研究、研習主修學科、              

外國語文、交換學生或從事論文相關研究者，可不辦理休學，並於出國期
間所習之科目學分，(學分之計算原則以授課滿十八小時為一學分)得酌予採
認，出國進修期間並得列入學業年限計算，至多以一年為限。 

          五、本校學生未辦理休學申請出國，除合約另有規定依其規定，或情形特殊經

專案簽准外，仍須辦理註冊依規定繳費(寒暑假期間免)。出國期間為一學期
或一學年者，本校不須辦理選課，否則仍須選課。出國期間影響註冊選課
者，須委託他人辦理註冊選課；影響學期考試者，得准返校後補行考試。 

          六、經核准至簽約之國外學校修讀跨國雙學位之學生，於出國期間所習之科目
學分，得酌予採認，出國進修期間以二年為限，並列入修業期限計算。 

          七、在學役男出國應依內政部役男出境處理辦法及有關規定辦理。 
          八、申請出國作業流程、所需繳填資料及相關注意事項悉依本校學生出國參加

學術體育活動實施辦法規定辦理。 
 
  第十二章 附則 
 
第卅三條 本學則如有未盡事宜，依教育部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卅四條 本學則經校務會議通過報請教育部備查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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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成功大學學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擬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備      註 

第八條  本校學生於每學期開學之始，

須依照下列規定辦理繳費、註冊、選課

等手續： 

一、 繳費、註冊： 

學生應按照規定期限內繳交各項應繳費

用，繳費後視同已註冊。逾期未繳費，

除書面請准延緩註冊者及特殊狀況外，

餘視同未註冊，應令退學。每學期補改

棄選日期截止後，學生應依規定期限補

繳各項學分費，逾期者加收服務費一百

元，若至學期末學分費尚未繳清者，次

學期不得註冊，若為應屆畢業生，則暫

不發予學位證書。 

 

第八條  本校學生於每學期開學之始，

須依照下列規定辦理繳費、註冊、選課

等手續： 

 一、繳費、註冊：各生應按照規定期限

內繳納各項費用後，向註冊組辦理註冊

登記，始完成註冊。未依限完成註冊者，

視同逾期未註冊即令退學。每學期補改

棄選日期截止後，學生應依規定期限補

繳各項學分費，逾期者加收服務費一百

元，若至學期末學分費尚未繳清者，次

學期不得註冊，若為應屆畢業生，則暫

不發予學位證書。 

 

一、 明定繳費視同

已註冊。 

二、明定除申請延緩

註冊者及特殊

狀況外，餘視同

未註冊。 

第十五條  學士班學生選讀輔系或雙主

修規定如下： 

一、學生經本校及簽約之他校同意，得

依其志趣，選定本校或簽約之他校設

有輔系學系為輔系，並以本校或簽約

之他校一系為限；選定本校或簽約之

他校設有雙主修學系為雙主修，並以

本校或簽約之他校一系為限。 

二、學生修讀輔系或雙主修辦法另訂

之，並報教育部備查後實施。 

 

第十五條  學士班學生選讀輔系或雙主

修規定如下： 

一、學生經本校及簽約之他校同意，得

自第二學年開始至第四學年上學期

（不含延長修業年限期間）止，依其

志趣，選定本校或簽約之他校設有輔

系學系為輔系，並以本校或簽約之他

校一系為限；選定本校或簽約之他校

設有雙主修學系為雙主修，並以本校

或簽約之他校一系為限。 

二、學生修讀輔系或雙主修辦法另訂

之，並報教育部備查後實施。 

 

 申請期限由學生

修讀輔系或雙主

修辦法訂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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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備      註 

第十六條 學生休學規定如下： 

一、學生因故經家長或監護人之書面同

意，得一次申請休學一學期、一學年或

二學年。休學累計以二學年為原則，期

滿因重病再經醫院證明申請休學者，經

專案簽請教務長核准後，酌予延長休學

年限，但至多以二學年為限。新生及轉

學生入學第一學期，須於完成註冊後，

始得申請休學。 

二、休學期間應征服役者，須檢同征集

令或軍人補給證影本，向本校申請延長休

學至服役期滿為止，服役期間不計入休學

累計，因懷孕、生產申請休學者，應檢具

健保局特約區域醫院以上出具之證明

書。申請休學期間至多以二學期為限，且

不計入休學年限內。 

三、應屆畢業生未修足規定科目與學

分，須於延長修業期限之第二學期重修

或補修者，第一學期得免予註冊辦理休

學，得不受休學累計二學年之限制。註

冊者，至少應選修一門科目。 

四、修業七年(含實習)醫學系學生，修

滿四年課程且已修畢該系一二八學分以

上者，經依┌報考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

準┘之規定考取並就讀研究所者，於醫

學系辦理休學。於碩士班修業期間得向

醫學系申請休學二年為限，若經碩士    

班逕修讀博士班得再延長休學，共六學

年為限，該休學期間不列入醫學系修業

年限。 

五、學生休學應於學期開始至學期考試

前向教務處註冊組辦理申請手續，經核

准並辦妥離校手續，即發給休學證明書。 

六、因重大事故致無法參加補考者，得

檢具證明，經教務處核准後，未參加期

末考試之學期，得以休學論處，惟其休

學累計學期數仍應符合學則相關規定。 

七、請准休學學生，其休學學期內已有

成績者，不予計算。 

第十六條 學生休學規定如下： 

          一、一、學生因故經家長或監護人之書面同意，得

一次申請休學一學期、一學年或二學年。休學

累計以二學年為原則，期滿因重病再經醫院證

明申請休學者，經專案呈請校長核准後，酌予

延長休學年限，但至多以二學年為限。 

二、休學期間應征服役者，須檢同征集

令或軍人補給證影本，向本校申請延長休

學至服役期滿為止，服役期間不計入休學

累計，因懷孕、生產申請休學者，應檢具

健保局特約區域醫院以上出具之證明

書。申請休學期間至多以二學期為限，且

不計入休學年限內。 

三、應屆畢業生未修足規定科目與學

分，須於延長修業期限之第二學期重修

或補修者，第一學期得免予註冊辦理休

學，得不受休學累計二學年之限制。註

冊者，至少應選修一門科目。 

 四、修業七年(含實習)醫學系學生，修

滿四年課程且已修畢該系一二八學分以

上者，經依┌報考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

準┘之規定考取並就讀研究所者，於醫

學系辦理休學。於碩士班修業期間得向

醫學系申請休學二年為限，若經碩士    

班逕修讀博士班得再延長休學，共六學

年為限，該休學期間不列入醫學系修業

年限。 

五、學生休學應於學期開始至學期考試

前向教務處註冊組辦理申請手續，經教

務長核准並辦妥離校手續，即發給休學

證明書。 

 

 

一、 授權延長休

學至教務長

核准。 

二、 增列新生及

轉學生入學

註冊後辦理

休學。 

三、  增列因重大事

故無法參加

補考時，可補

辦休學。 

四、  簡化休學手續

流程。 

   明定休學學   

期有成績，

概不計算。 

第二十條  學士班學生成績分學業(包

括實習)、操行兩種，各種成績核計均採

百分記分法以一百分為滿分，六十分為

及格。除操行、體育、及軍訓(護理)及

服務學習成績之計算辦法另訂外，各科

目學期成績由授課教師根據臨時考試、

期中考試、學期考試及平時成績計算，

填入學期成績記載表，送交教務處註冊

組，學生成績永久保存，紙本學期成績

記載表應保存 10年。 

第二十條  學士班學生成績分學業(包

括實習)、操行兩種，各種成績核計均採

百分記分法以一百分為滿分，六十分為

及格。除操行、體育、及軍訓(護理)及

服務學習成績之計算辦法另訂外，各科

目學期成績由授課教師根據臨時考試、

期中考試、學期考試及平時成績計算，

填入學期成績記載表，送交教務處註冊

組登錄，學生成績永久保存。 

 

 

增列學期成績記載

表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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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廿一條 學生學期學業成績不及格之

處理，規定如下： 

一、學期學業成績不及格科目均不予補

考，必修科目應令重修。 

二、學期學業成績不及格科目之學分

數，達該學期修習學分總數三分之二

者，或累計兩學期學業成績不及格科目

之學分數均達各該學期修習學分總數二

分之一者，或一學期學業成績不及格科

目之學分數達該學期修習學分總數二分

之一，次學期學業成績不及格科目學分

數達該學期修習學分總數三分之一，應

令退學。 

三、僑生、外國學生、海外回 

國升學之蒙藏生、原住民族籍學生、派

外人員子女學生及符合教育部規定條件

之大學運動績優學生，學期學業成績不

及格科目之學分數，達該學期修習學分

總數三分之二者，應令退學。 

四、領有身心障礙手冊之學生，不適用

因學業成績退學規定。 

第廿一條 學生學期學業成績不及格之

處理，規定如左： 

一、學期學業成績不及格科目均不予補

考，必修科目應令重修。 

二、學期學業成績不及格科目之學分

數，達該學期修習學分總數三分之二

者，或累計兩學期學業成績不及格科目

之學分數均達各該學期修習學分總數二

分之一者，或一學期學業成績不及格科

目之學分數達該學期修習學分總數二分

之一，次學期學業成績不及格科目學分

數達該學期修習學分總數三分之一，應

令退學。 

三、僑生、外國學生、海外回國升學之

蒙藏生、原住民族籍學生、領有殘障手

冊之視障、聽障、語言障礙及多重障礙

學生、派外人員子女學生及符合教育部

規定條件之大學運動績優學生，學期學

業成績不及格科目之學分數，達該學期

修習學分總數三分之二者，應令退學。 

 

 

一、 文字修正。 

二、 依 96年 01

月 03日修

正「大學法」

第 26條增

列身心障礙

學生取消因

學業成績退

學規定。 

第廿二條 學生因重大事故不能參加學

期考試者，應依本校「學生學期考試請

假辦法」之規定辦理。其辦法另訂。因

病請假補考成績超過六十分，概以六十

分計算。因公請假或考試時間衝堂補考

者，其補考成績以實際成績計算。 

第廿二條 學生因重大事故 

，不能參加學期考試者，應依本校「學

生學期考試請假辦法」之規定辦理。其

辦法另訂之。因病請假補考成績及格

者，以六十分為基數，其超過部份以五

折計算。因公請假或考試時間衝堂補考

者，照原分給分不予折扣。 

 

一、修正補考成績計

算方式。 

 

 

 

 

 

 

第廿三條 本校採學年（學期）學分制，

學生修業期限，除醫學系修業七年(均包

括實習一年)外，其他各學系學士班均為

四年。惟其成績優異，在規定修業期限

屆滿前一學期或一學年修滿該學系學士

班全部科目與學分者，得專案呈請校長

核准提前畢業。其在規定修業期限內，

未修滿該學系應修學分者，得延長修業

期限一學期至二學年。領有身心障礙手

冊之學生，因身心狀況及學習需要，得

延長其修業期限，最長以四學年為限。。 

修讀雙主修學生之延長修業期限，依其

修習辦法之規定辦理。 

第廿三條 本校採學年學分制，學生修

業期限，除醫學系修業七年(均包括實習

一年)外，其他各學系學士班均為四年。

惟其成績優異，在規定修業期限屆滿前

一學期或一學年修滿該學系學士班全部

科目與學分者，得專案呈請校長核准提

前畢業。其在規定修業期限內，未修滿

該學系應修學分者，得延長修業期限一

學期至二學年，如修讀雙主修者，得再

延長一學期或一學年。 

 

一、 部份學生休學

一學期，明定

以學期計算修

業期限。 

二、依 96年 01月 03

日修正「大學

法」第 26條增

列身心障礙學

生延長修業期

限至多四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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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廿六條   

學生畢業條件規定如下： 

一、修讀學士學位學生，依法修業期滿，

修滿應修學分，有實習年限者，實

習完畢者，經考核成績合格者，由

本校授予學士學位證書。 

二、學生修業期間應依本校「英語能力

及成就鑑定測驗實施辦法」通過各

學系訂定之英文檢定門檻，其辦法

另訂之。 

三、學生應依本校「服務學習教育課程

辦法」修習服務學習課程，其辦法

另訂之。 

第廿六條   

一、修讀學士學位學生，依法修業期滿，

修滿應修學分，有實習年限者，實

習完畢者，經考核成績合格者，由

本校授予學士學位證書。 

二、學生修業期間應依本校「英語能力

及成就鑑定測驗實施辦法」通過各

學系訂定之英文檢定門檻，其辦法

另訂之。 

三、學生應依本校「服務學習教育課程

辦法」修習服務學習課程，其辦法

另訂之。 

 

 

 文字修正 

 

 

 

 

 

 

 

 

 

 

 

 

 

 

 

第卅二條 本校學生於肄業期間出國

(含赴大陸)，有關學業與學籍之處理，

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本規定適用之學生如下： 

 （一）------------  。 

 （二）------------  。 

 （三）------------  。 

 （四）------------- 。 

 （五）------------- 。 

 （六）------------- 。 

二、---------------- 。 

三、---------------- 。 

四、---------------- 。 

五、---------------- 。 

六、經核准至簽約之國外學校修讀跨國

雙學位之學生，於出國期間所習之科

目學分，得酌予採認，出國進修期間

以二年為限，並列入修業期限計算。 

七、在學役男出國應依內政部役男出境

處理辦法及有關規定辦理。 

八、申請出國作業流程、所需繳填資料

及相關注意事項悉依本校學生出國參

加學術體育活動實施辦法規定辦理。 

 

第卅二條 本校學生於肄業期間出國

(含赴大陸)，有關學業與學籍之處理，

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本規定適用之學生如左： 

 （一）------------ 。 

 （二）------------ 。 

 （三）------------ 。 

 （四）------------ 。 

 （五）------------ 。 

 （六）------------ 。 

二、----------------。 

三、--------------- 。 

四、--------------- 。 

五、--------------- 。 

六、在學役男出國應依內政部役男出境

處理辦法及有關規定辦理。 

 

 

 

 

 

七、申請出國作業流程、所需繳填資料

及相關注意事項悉依本校學生出國

參加學術體育活動實施辦法規定辦

理。 

 

 

一、 依兵役法施

行法第 48

條修訂，增

列跨國雙學

位之學生出

國期間。 

二、 款項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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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4 
 

國立成功大學 
校際合作辦法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 

96年 7月 5日  95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延會通過 
第一條  國立成功大學及國立臺南藝術大學為落實雙方校際合作並進行密切學術交流與相

互課程開授修讀，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雙方合作包括下列各項： 

一、教學。 
二、訓練與推廣。 
三、學術研究。 
四、藝術創作與展演。 
五、圖書、設備及器材等教學研究及行政資源共享。 

第三條  教學合作包含下列各項： 
ㄧ、課程互選。 
二、共同開設課(學)程。 
三、推廣教育。 
四、合聘教師及合聘特殊專家。 

第四條  雙方以跨校整合模式，開放課程（學程）互選及修習輔系，並得就所需課程商請
對方開課。   

第五條  雙方共同開設課(學)程，學生修得之學分數，註記於原就讀學校成績單內，如完
成雙方專案設置之課(學)程學分，由兩校共同頒發證書以資證明。 

第六條  雙方共同開設之推廣教育班，經費結餘依約定分配之。 
第七條  雙方得邀請對方之教師為合聘教師。合聘辦法依相關規定辦理，且以兩校均有需

求之領域為原則。 
第八條  雙方之合作事項得以藝術活動交流為優先，並由雙方各相關        單位共同商

議主題與執行細節，共享彼此之空間及設備資源，並鼓勵進行跨系之學術研究及
教學活動。 

第九條  雙方得共同研提研究計畫或商定訓練計畫，共同指導學生或研習生從事相關研究
工作。 

第十條  雙方教師合作從事專題研究之成果，由雙方共享，並基於尊重其所屬之智慧財產
權，由雙方協議之。 

第十一條  雙方得不定期舉辦校際合作會議，協調合作事宜。其運作方式另行協商之。  
第十二條  本辦法經兩校校務會議通過後生效，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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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暨國立臺南藝術大學校際合作辦法總說明 

 

由於全球化、國際化的未來願景，且提昇二校競爭力的需求，攜手合作應是互蒙其利
的事，成大擅長科技與自然科學、南藝大則為人文藝術的人才培育搖籃，二校互補，可共
創未來。故訂定兩校校際合作辦法，作為兩校未來合作的基礎。 

茲臚列兩校校際合作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重點說明如下： 
第一條  本辦法之目的。 
第二條  兩校合作項目。 
第三條  兩校教學合作項目。 
第四條  規範課程開課、選課的進行方式。 
第五條  規範課程學分數、學程證明的處理方式。 
第六條  雙方開設推廣教育班之經費結餘分配原則。 
第七條  合聘教師之範圍及辦法。 

第八條  規範兩校辦理相關活動的範圍和執行細節。 
第九條  明訂兩校教師得共提研究計畫及指導學生。 
第十條  兩校教師合作時智慧財產權的規範。 
第十一條  明訂以校際合作會議，協調合作相關事宜。 
第十二條  明訂本辦法之生效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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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5 
                                                                          

        
本校一級行政單位副主管與部頒認定基準條文對照表 

   第一類 

一級行政單位 說明 

 教務處: 
    註冊組 

教學資訊組 
學術服務組 
招生組 
體育室 
進修推廣教育中心 
師資培育中心     

 
 
一、 符合行政單位設置副主管認定基準第

三條第三款「教務、學務、總務及研發
等四類一級行政單位，學校學生數達一
萬人以上，未達一萬五千人者，得置副
主管一人；學生數達一萬五千人以上
者，得置副主管一人至二人。」 

 
二、 校內現有學生數 20535人。 

 

                                                         
 學生事務處： 

    生活輔導組 
課外活動指導組   

    學生輔導組 
衛生保健組 
僑生輔導組 
生涯發展與就業輔導組 
軍訓室 

 

 

 總務處 
    文書組 

事務組 
採購組 
出納組 
資產管理組 
營繕組 
駐衛警察隊 

 

 研究發展處： 
    企劃組 

建教合作組 
儀器設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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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類 

一級行政單位 說明 

 圖書館（8） 
    採編組（16） 

期刊組（8） 
典藏組（6） 
閱覽組（6） 
資訊服務組（4） 
多媒體視聽組（5） 
系統管理組（6） 
醫學院分館（10） 

    共 69人 

 
符合行政單位設置副主管認定基準第三 
條第一款「該一級行政單位設有七個以上之
二級行政單位者，得置副主管一人至二人；
設有四個以上，未達七個之二級行政單位
者，得置副主管一人。」 

 研究總中心（9） 
行政組（0） 
企劃組（0） 
業務組（0） 
航空太空科技研究中心（6） 

 

 
 
 
 
 
此三個一級單位設有四個二級行政單位，但
因其專職人員數未達五人者，故不得計列。
將列為第三類討論之。 

 計算機與網路中心（0） 
   網路作業組（8） 
校務資訊組（11） 
教學研究組（8） 
行政諮詢組（3） 
共 30人 

 微奈米科技研究中心（10） 
     行政業務組（0） 

共同實驗室組（0） 
研究教育組（0） 
技術推廣組（0） 

＊括號內為專職人員數 
 
第三類 

一級行政單位 說明 

 研究總中心  
一、符合行政單位設置副主管認定基準第三

條第四款「一級行政單位， 
經學校評估為學校重大校務專案 
推動必要，經校務會議通過者，得 
置副主管一人。」 

二、但以此款第四款置副主管之一級行政單
位數，應以二個為限。 

 

 計算機與網路中心 

 微奈米科技研究中心 

秘書室 

校友聯絡中心 

生物科技中心 

藝術中心 

通識教育中心 

國際學術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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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類 

一級行政單位 說明 

 人事室： 
人一組 
人二組 
人三組 

 

銓敍部尚未於「公立學校職員職等編制表」
加列人事副主任職稱，暫不設置副主管。 

 會計室： 
會一組 
會二組 
會三組 

會四組     

銓敍部尚未於「公立學校職員職等編制表」
加列會計副主任職稱，暫不設置副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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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本校組織規程第七、八及三十條條文修訂對照表 
 

新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七 條   
本大學設置下列單位暨人
員： 
 

一、 教務處: 
置教務長一人，掌理教務事  

項，得置副教務長一至二人，協
助綜理教務事項，並置秘書一
人。下設註冊、教學資訊、學術

服務、招生四組，各組置組長一
人。另設體育室，置主任一人，
並置教師及運動教練若干人，負
責體育教學與體育活動事項。 
                                                                                                    
二、學生事務處： 

    置學生事務長一人，掌理學
生事務事項，得置副學生事
務長一至二人，協助綜理學
生事務事項，並置秘書一
人。下設生活輔導、課外活
動指導、學生輔導、衛生保

健、僑生輔導、生涯發展與
就業輔導六組，各組置組長
一人。衛生保健組另置醫事
人員若干人。另設軍訓室，
置主任一人，教官及護理教 

    師若干人，負責軍訓與護理 
    課程之規劃與教學，並支援 
    校園暨學生安全之維護、學 
    生災難救助之處理及生活 
    輔導相關事宜。   
 
三、總務處： 

    置總務長一人，掌理總務事 
    項，得置副總務長一至二

人，協助綜理總務事項，並
置秘書一人。下設文書、事
務、採購、出納、資產管理、
營繕六組，各組置組長一
人。另設駐衛警察隊，依各
機關學校團體駐衛警察設
置管理辦法規範之。 

第 七 條   
本大學設置下列單位暨人
員： 
 

一、 教務處: 
置教務長一人，掌理教務事  
項，並置秘書一人。下設註  
冊、教學資訊、學術服務、 
招生四組，各組置組長一 

人。另設體育室，置主任一   
人，並置教師及運動教練若 
干人，負責體育教學與體育  
活動事項。 

                                                                                                  
二、 學生事務處： 
置學生事務長一人，掌理學   

  生事務事項，並置秘書一 
  人。下設生活輔導、課外活 
動指導、學生輔導、衛生保 
健、僑生輔導、生涯發展與 
就業輔導六組，各組置組長 

一人。衛生保健組另置醫事 
人員若干人。另設軍訓室， 
置主任一人，教官及護理教 
師若干人，負責軍訓與護理 
課程之規劃與教學，並支援 

校園暨學生安全之維護、學 
生災難救助之處理及生活 
輔導相關事宜。   

 
 
 
三、總務處： 

置總務長一人，掌理總務事 
項，並置秘書一人。下設文 
書、事務、採購、出納、資 
產管理、營繕六組，各組置 
組長一人。另設駐衛警察 
隊，依各機關學校團體駐衛 
警察設置管理辦法規範之。 
 
 

 
 
 
 
 
 
 
符合行政單位設置副主
管認定基準第三條第三

款。 
 
 
 
 
 
 
 
符合行政單位設置副主
管認定基準第三條第三
款。 
 

 
 
 
 
 

 
 
 
 
 
 
 

 
 
符合行政單位設置副主
管認定基準第三條第三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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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圖書館： 
     置館長一人，掌理館務事項，

得置副館長一至二人，協助
綜    理館務事項，並置秘
書一人。下設採 編、期刊、
典藏、閱覽、資訊服務、多
媒體視聽、系統管理七組，
各組置組長一人。得另設分
館，各分館置主任一人。    
 

 
第 八 條   

本大學因教學、研究、推廣之
需，設下列單位暨人員： 
 
一、研究發展處： 

      置研發長一人，掌理學術研  
究與發展事項，得置副研
發長一至二人，協助綜理
學術研究與發展事項，並
置秘書一人。下設企劃、
建教合作二組，各組置組
長一人，研究人員若干人。 

 

九、國際學術處: 
    置處長一人，掌理國際學術 
    合作及國際教育相關事 
    務，得置副處長一人，協助 
    綜理國際學術合作及國際 
    教育相關事務，另得置秘書 
    一人。下設國際合作、國際 
    學生事務二組，各置組長一 
    人。 
 

四、圖書館： 
    置館長一人，掌理館務事 
    項，並置秘書一人。下設採 
    編、期刊、典藏、閱覽、資 
    訊服務、多媒體視聽、系統 
    管理七組，各組置組長一 
    人。得另設分館，各分館置 
    主任一人。 
    
 
 
第 八 條   

本大學因教學、研究、推廣
之需，設下列單位暨人員： 
 
一、研究發展處： 

    置研發長一人，掌理學術研  
    究與發展事項，並置秘書一 
    人。下設企劃、建教合作二 
    組，各組置組長一人，研究 
    人員若干人。 
 
 
 

九、國際學術處: 
    置處長一人，掌理國際學術 
    合作及國際教育相關事 
    務，另得置秘書一人。下設 
    國際合作、國際學生事務二 
    組，各置組長一人。 

 
 
 
 

符合行政單位設置
副主管認定基準第
三條第一款。 

 
 
 
 
 

 
 
 
 

 
 
 
符合行政單位設置

副主管認定基準第三
條第三款。 

 
 
 
 
 
 

 
符合行政單位設置
副主管認定基準第
三條第四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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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條   

本大學校長須具備教授資格，副

校長、學院院長、附設醫院院長

由校長聘請教授兼任。但以契約

方式進用之副校長，不在此限。 

教務長、副教務長、學生事務長、

副學生事務長、研發長、副研發

長、通識教育中心中心主任、國

際學術處處長、國際學術處副處

長、學院副院長、學系主任、研

究所所長、科主任、學程主任、

體育室主任、進修推廣教育中心

主任、師資培育中心主任由校長

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 

 

總務長、副總務長、主任秘書、

圖書館館長、圖書館副館長、由

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或

由職員擔任之。 

 

研究總中心中心主任、計算機與

網路中心中心主任、校友聯絡中

心中心主任、生物科技中心中心

主任、藝術中心中心主任、微奈

米科技研究中心中心主任、語言

中心主任、新聞中心主任、儀器

設備中心主任、航空太空科技研

究中心主任、實習工廠主任、視

聽媒體製作中心主任、動物中心

主任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

師或同級以上之研究人員或專

業技術人員兼任，或由職員擔任

之。 

 

軍訓室主任由校長自職級相當

人員或教育部推薦之軍訓教官

二至三人中擇聘之。軍訓室主任

因故出缺，由學務長或自本校職

級相當人員中簽請校長核准後

代理，期限至新任主任到職日

止。 

 

 

第三十條   

本大學校長須具備教授資格，副校

長、學院院長、附設醫院院長由校

長聘請教授兼任。但以契約方式進

用之副校長，不在此限。 

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研發長、通

識教育中心中心主任、國際學術處

處長、學院副院長、學系主任、研

究所所長、科主任、體育室主任、

進修推廣教育中心主任、師資培育

中心主任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

教師兼任。 

 

 

 

總務長、主任秘書、圖書館館長、

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 

師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 

 

 

研究總中心中心主任、計算機與網

路中心中心主任、校友聯絡中心中

心主任、生物科技中心中心主任、

藝術中心中心主任、微奈米科技研

究中心中心主任、語言中心主任、

新聞中心主任、儀器設備中心主

任、航空太空科技研究中心主任、

實習工廠主任、視聽媒體製作中心

主任、動物中心主任由校長聘請副

教授以上教師或同級以上之研究

人員或專業技術人員兼任，或由職

員擔任之。 

 

 

軍訓室主任由校長自職級相當人

員或教育部推薦之軍訓教官二至

三人中擇聘之。軍訓室主任因故出

缺，由學務長或自本校職級相當人

員中簽請校長核准後代理，期限至

新任主任到職日止。 

 

 

 

配合修訂副教務長、副學

務  長、副研發長、國際學術 

    處副處長、副總務長、圖

書  館副館長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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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大學各處、館、室、中心 
分組辦事，除人事室、會計室
外，所置之組長及圖書館分館主
任，由校長聘請助理教授以上教
師或同級以上之研究人員或專
業技術人員兼任，或由職員擔任
之。本大學校長任期四年，得續
聘一次。 
 
副校長及由教師或研究人員兼
任之行政單位主管及副主管任
期四年為一任，得續聘一次。前
項兼任人員除體育室主任及第
二十七、二十八條之院、系、所
主管及科主任及學院副院長
外，均應配合校長之更替辭去兼
職，但如經新任校長續予聘兼
者，得續任至任期屆滿為止。 

 

 
本大學校長須具備教授資格，副校
長、學院院長、附設醫院院長由校
長聘請教授兼任。但以契約方式進
用之副校長，不在此限。 
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研發長、通
識教育中心中心主任、國際學術處
處長、學院副院長、學系主任、研
究所所長、科主任、體育室主任、
進修推廣教育中心主任、師資培育
中心主任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
教師兼任。 

 
總務長、主任秘書、圖書館館長、
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 
師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 

 
研究總中心中心主任、計算機與網
路中心中心主任、校友聯絡中心中
心主任、生物科技中心中心主任、
藝術中心中心主任、微奈米科技研
究中心中心主任、語言中心主任、
新聞中心主任、儀器設備中心主
任、航空太空科技研究中心主任、
實習工廠主任、視聽媒體製作中心
主任、動物中心主任由校長聘請副
教授以上教師或同級以上之研究
人員或專業技術人員兼任，或由職
員擔任之。 
軍訓室主任由校長自職級相當人
員或教育部推薦之軍訓教官二至
三人中擇聘之。軍訓室主任因故出
缺，由學務長或自本校職級相當人
員中簽請校長核准後代理，期限至
新任主任到職日止。 
本大學各處、館、室、中心 
分組辦事，除人事室、會計室外，
所置之組長及圖書館分館主任，由
校長聘請助理教授以上教師或同
級以上之研究人員或專業技術人
員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本大學
校長任期四年，得續聘一次。 
副校長及由教師或研究人員兼任
之行政單位主管任期四年為一
任，得續聘一次。前項兼任人員除
體育室主任及第二十七、二十八條
之院、系、所主管及科主任及學院
副院長外，均應配合校長之更替辭
去兼職，但如經新任校長續予聘兼
者，得續任至任期屆滿為止。 
 

 
配合修訂副教務長、副學

務  長、副研發長、國際學術 
    處副處長、副總務長、圖
書  館副館長資級。 

 

95-4 延會校務會議(96.07.05)紀錄-51-



 1 

國立成功大學 96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紀錄 

時間：96年 10月 3日（星期三）上午 9時 

地點：光復校區國際會議廳第二演講室 

出席：如附件 1(p.8) 

主席：賴校長明詔                                   記錄：陳雅珍 

壹、頒獎 

一、96學年度教育部國家講座：機械系顏鴻森講座 

二、本校榮譽教授：陳長謙院士、張俊彥院士 

三、國科會 96年度科學專業獎章：電機系蘇炎坤教授 

四、國科會 96年度吳大猷紀念獎：物理系陳泉宏副教授、地科系劉正千副教

授、化工系魏憲鴻副教授 

五、經濟部 96年度產業經濟貢獻獎： 

(1)產業貢獻獎（團隊獎）：環工系張祖恩教授所帶領之永續環境科技研

究中心、資源再生及管理研究中心及環境研

究中心團隊 

(2)產業深耕獎：機械系蔡明祺教授 

貳、選舉（經推派由黃吉川、陳進成 2位代表監票） 

一、校務發展委員會： 

    （一）翁嘉聲、李德河、陳志勇、蔡文達、楊明興、江哲銘、楊明宗、

賴明亮、王富美、楊惠郎計 10位，任期 2年。 

    （二）經簽奉校長同意增聘馮達旋副校長為當然委員，另增聘次高票游

鎮烽教授為推選委員，任期 1年。 

    【註】尚有 1 年任期之委員：閔振發、苗君易、王永和、曾俊達、林清

河、簡金成、楊友任、黃玲惠、林麗娟。 

二、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  

    （一）廖美玉、閔振發、陳慧英、方一匡、蘇賜麟、孫全文、任眉眉、

賴明亮、許育典、侯平君計 10位，任期 2年。 

（二）校長推薦委員：郭麗珍（法律學者）、程炳林（教育學者）、利德

江（學校行政人員）、王成彬（社會公正人士）計 4位，任期 2年。 

【註】教師會代表：陳進成 

三、經費稽核委員會：  

    王三慶、田  聰、蔣鎮宇、陳進成、高家俊、朱治平、林憲德、楊明宗、

徐立群、賴明亮、李伯岳計 11位，任期 1年。 

四、宿舍配借管理委員會： 

    王三慶、沈寶春、田  聰、閔振發、侯平君、楊惠郎、陳進成、高家俊、

朱聖緣、朱治平、林憲德、張育銘、王泰裕、楊明宗、林以行、賴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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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伯岳、許育典、王苓華計 19位，任期 1年。 

參、報告事項 

一、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附件 2，p.9) 

二、主席報告 

（一）最近剛開學，看到校園內很多學生，個個充滿活力，感覺非常高

興，尤其是新生訓練時，見到又有一群優秀的新力軍加入。我們

應該提供予很好的教育，希望 4年後，可以看見教育的成果。 

（二）除了非常恭喜剛剛獲獎老師外，對於其為學校爭取榮譽所付出的

努力，也要致上最深的謝意。在此也呼籲除多爭取獲獎機會，提

高學校知名度外，也請積極參與政府活動，例如蔡明祺教授借調

擔任國科會工程處處長等，雖然很辛苦，但對協助成大的發展相

當重要。 

（三）為能改變社會大眾對成大或南部的觀感，也呼籲能把一些重要的

會議地點設在校內舉辦。另也希望能多爭取國家資源搬到成大，

例如醫學院與國衛院的合作、國家實驗研究院奈米晶片中心進駐

奇美樓等。 

（四）11 月 5-6 日五年五百億的評鑑對成大相當重要，今年只許成功不

能失敗，希望全校群策群力為本校能爭取第 2 階段的 3 年計畫一

起努力。要能獲得這項經費，始得建置更佳的基礎建設，以改善

成大體質，邁向國際一流大學。 

  三、各一級單位及各委員會報告：(書面資料開會時已分送，請  參閱) 

肆、討論事項 

第一案 提案單位：校長交議案 

案由：本校為提高治校績效，特依本校組織規程第 26條（議程附件 1，p.11）

規定之程序及本校契聘副校長遴用要點（議程附件 2，p.12），經校

長提名馮達旋博士為契聘副校長，提請 公決。 

說明： 

一、依本校組織規程第 26條：本大學之副校長由校長聘任之，並得以契

約方式進用校外人士擔任。以契約方式進用之副校長由校長提名，於

校務會議中由三分之二以上代表出席，獲出席人數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後聘任之。 

二、本校並依上項規定，於 96年 6月 27日 95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通

過訂定本校「契聘副校長遴用要點」，對契聘副校長之遴用、薪級標

準及契約書均有詳細相關規定，請參考（議程附件 3 ，p.14）。 

三、謹附馮達旋博士中、英文簡歷供卓參（議程附件 4、5 ，p.16、20）。 

決議：經投票同意票數超過出席人數二分之一以上，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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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 提案單位：校長交議案 

案由：本校 96至 97學年度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委員，除教授代表十人由校

務會議推選、教師會代表由本校教師會推薦外，其他委員由校長遴選

（名單如說明二），並提經校務會議同意後聘請之。 

說明： 

一、依據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要點第二點（一）、（二）規

定辦理： 

（一）本會由下列人員(1)教授代表十人(2)法律學者一人(3)教育學者

一人(4)學校行政人員一人(5)本校教師會代表一人(6)社會公正

人士一人共計十五人組成。其中未兼行政職務之教師不得少於總

額三分之二，且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 

（二）本會委員為無給職。教授代表由各院院務會議先就該院未兼行

政職之專任教授中推薦二位（男女性各一人為原則），由校務會

議推選之（性別條件優先滿足、各學院保障名額各一人）；教師

會代表一人由本校教師會推薦之；其他委員由校長遴選（任一性

別委員各一至二人）並經校務會議同意後聘請之。各委員之任期

二年（至新學年之代表產生為止），連選得連任之。 

二、由校長遴選之委員名單如下： 

（一）法律學者：法律系主任郭麗珍教授 

（二）教育學者：教育所所長程炳林教授 

（三）學校行政人員：通識教育中心主任利德江教授 

（四）社會公正人士：法律顧問王成彬律師 

擬辦：上述委員名單經校務會議同意後聘請之。 

決議：經投票同意票數超過出席人數二分之一以上，照案通過。 

 

第三案 提案單位：文學院 

案由：本校校歌修訂事宜，提請  討論。 

說明： 

一、依據主管會議決議辦理，摘要說明如下： 

（一）95.5.3第 617次主管會議決議：「有關校歌之修訂案，同意文學

院校歌研議小組之共識，保留旋律優美之歌曲；歌詞方面請學務

處規劃辦理公開徵求新詞。」 

（二）95.11.29第 627次主管會議學務處執行情形：「校歌徵稿評審委

員會議已於 95.11.1召開，由通識中心王三慶主任擔任主席，經

全部評審委員評審後，決議：全部的投稿作品皆有句式、押韻、

句法等問題，而且配唱困難，無一合格的優勝作品，可做為新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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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歌詞。」 

（三）95.11.29第 627次主管會議決議：請文學院先針對現有校歌歌

詞中有爭議之部分，建議幾個修訂方案提主管會報討論。 

（四）96.1.17第 630次主管會報決議：原有校歌歌詞能保留就保留，

只需針對較有爭議之歌詞字句做修正。 

（五）96.9.5第 642次主管會報決議：文學院所擬校歌修訂版歌詞獲

與會主管贊同，請文學院修訂提案內容，將校歌修訂版歌詞提

校務會議討論。 

二、文學院組成之本校校歌研議小組，經過多次召開會議討論，並於學校

網頁公告，廣徵意見。經考量校歌有其時代意義，基於尊重歷史傳

承與著作權法，乃建議保留歌曲，且以原版、修訂版並陳歌唱。原

版校歌如議程附件 6；修訂版校歌如議程附件 7（p.38）。 

決議： 

一、 新版修訂通過如附件 4，p.16。 

二、 修訂版之作者仍維持原版之作者，惟請加註「96年 10月 3日 96學

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第四案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由：擬修訂「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議程附件 8 ，p.39）

第五、七、八、九、十、十七至二十一、三十二至三十四條，修正對

照表(議程附件 9，p.46)提請 討論。 

說明： 

一、依教育部 96年 8月 28日台高(三)字第 0960132093號函（議程附件

10，p.52）略以：依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第 10條但書規

定，校務基金得彈性運用之收入並不包含「其他收入」，修正「第三

條第三款至第八款之自籌收入」為「第三條第三款至第七款之自籌

收入」。 

二、「教育部所屬學校及實施作業基金機關因公派員出國案件處理要點」

（議程附件 11，p.54）業於 96.2.27 改名為「教育部及所屬機關學

校因公派員出國案件處理要點」（議程附件 12，p.57）並修正，其中

原要點第十點規定內容已刪除，故配合刪除本辦法第十八條第二項。 

三、依教育部 96年 9月 10日台高通字第 096013656號函（議程附件 13 ，

p.59）修正第八條「編制外人員之薪資」為「編制外人員之人事費

支給基準」。 

擬辦：擬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決議：修訂通過如附件 5、附件 6。（p.17、p.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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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案 提案單位：國際學術處 

案由： 本校擬與美國 Temple University 簽訂雙學位計畫協議書案，提請  

討論。 

說明： Temple University 於上海交通大學 2007 年世界 500 大學中名列

305-402之間。擬簽約進行兩校學士／碩士雙學位計畫。本校學生於

修畢大學三年課程後，前往該校繼續就讀兩年。完成課程並符合雙

方學位之規定，則可取得本校學士學位及該校碩士學位，於該校就

讀期間則需繳交 out-of-state申請費及學費。協議書草案詳如議程

附件 14 ，p.63。 

擬辦：討論通過後，擇期簽約。 

決議：照案通過。（附件7，p.30） 

 

第六案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由：擬設置本校財務處，並擬訂「國立成功大學財務處設置辦法(草案)」

暨草案總說明(如議程附件 15，p.66)，提請 討論。 

說明： 

一、為執行並善用教育部與各界提供或贊助之資金，使資金可以充分有

效應用，特設置財務處，專責財務規劃、管理與投資事宜。 

二、財務處擬設置：規劃、理財與管控三組，分別執行相關業務。 

三、專業經理人設置要點、進用資格、薪資支給標準及契約書等已由人

事室研訂（如議程附件 16，p.68），將提 96.10.8校務基金管理委

員會討論。 

擬辦： 

一、本案通過後，請研發處配合修訂本校組織規程。 

二、為完備各項配套作業，續依相關程序修訂本校「校務基金管理及監

督辦法」及相關辦法。 

決議：通過本校設置財務處，惟請修正組織規程、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設置

要點、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等各項配套相關規定，併本設置辦

法，提下次會議再議。 

 

第七案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由：本校秘書室組織調整，擬修訂本校「組織規程」（議程附件 17 ，p.74）

第七條第五款，修正對照表、規劃書（議程附件 18，p.75）提請 討

論。 

說明：條文修正對照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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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組織規程」第七條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 訂 條 文 原 條 文 說   明 

第七條 

五、秘書室：置主任秘書一

人，秘書若干人。襄助

校長及副校長辦理秘

書及相關事務。下設行

政、法制二組，各組置

組長一人。及設新聞中

心，置主任一人，負責

新聞發佈及媒體公關

相關事宜。 

第七條 

五、秘書室：置主任秘書一

人，秘書若干人。襄助

校長及副校長辦理秘

書及相關事務。另設新

聞中心，  置主任一

人。 

 

1. 目前秘書室為全校唯

一未分組之一級單

位，為因應業務日趨繁

雜，實有依功能分組之

需要。 

2. 學校組織龐大，各單位

之法規繁多，單位間之

業務或為上下游，或為

相互配合，所訂之法規

應檢討是否已有不合

時宜者或叠床架屋或

彼此矛盾者。有關法律

諮詢、訴訟之事件越來

越多，應聘用有法學專

長之人員提供基本之

法律服務，於事前即避

免不宜之立法、減少不

必要之興訟，故擬設置

法制組。 

3. 增列新聞中心權責重

點。 

【註】案經會簽研發處表示：「本校組織規程第 7 條所設置單位，係依

83 年度大學法規定應設單位，故無『設置辦法』。本案秘書室調

整案，請逕行修訂『組織規程』第 7條第 5款。」 

擬辦：本案通過後，擬請研發處配合陳報教育部核定。 

決議：修正通過組織規程第七條第五款如下，請研發處配合陳報教育部

核定。 

五、秘書室：置主任秘書一人，秘書若干人。襄助校長及副校長

辦理秘書及相關事務。下設行政、法制二組，各組

置組長一人。另設新聞中心，置主任一人，負責新

聞發佈及媒體公關相關事宜。 

 

第八案 提案單位：研發處、人事室  

案由：研修本校組織規程第 27條及本校院長遴選作業準則，提請 討論。 

說明： 

一、依據本校 96年 6月 23日 95學年度第 4次校務發展委員會延會決議

辦理。由研發處與人事室共同研訂相關規定，以俾學院及系所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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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本案業經 8月 22、9月 5日主管會報及 9月 19日校務發展委

員會討論，重新修訂如下： 

（1）遴選委員會組成架構改變。以十一至十五人組成，其中校長指定

三人，其餘委員由各該學院院務會議推舉之。 

（2）遴選委員會決定二位人選，提請校長擇聘。 

（3）任期改為 4年一任。 

（4）各學院依本校「院長遴選作業準則」辦理遴選作業。 

  二、修訂本校組織規程第 27條文如議程附件 19，p.80。 

三、配合修訂本校院長遴選作業準則如議程附件 20，p.81。 

四、檢附各國立大學學術主管選任方式及大學法第 13條，如議程附件

21、22，p.84、85，請參考。 

  擬辦：本案提送校務會議討論通過後，組織規程 27條將報陳教育部核定

後施行。院長遴選作業準則俟組織規程 27條核定後配合實施。 

決議：本案討論中因尚有諸多歧見，在場代表建議廣徵各方意見獲得共

識後再議。 

 

第九案 提案單位：研發處、人事室 

案由：研修本校組織規程第 28 條（如議程附件 23，p.86）及草擬本校系

所主管遴選作業準則(如議程附件 24，p.87)，提請 討論。 

說明： 

一、依據本校 96年 6月 23日 95學年度第 4次校務發展委員會延會決

議辦理。由本處與人事室共同研訂相關規定，以俾學院及系所配合

實施。本案業經 8月 22、 9月 5日主管會報及 9月 19日校務發展

委員會討論，重新修訂如下： 

（1）遴選委員會組成架構改變。以五至九人組成，其中院長指定二人， 

其餘委員由各該學系（所）務會議推舉之  

    （2）遴選委員會決定二位人選，提請校長擇聘。 

    （3）任期改為 4年一任。 

    （4）配合草擬系所主管遴選作業準則如附件 24   。 

    （5）各系所依本校「系所主管遴選作業準則」辦理遴選作業。 

擬辦：本案提送校務會議討論通過後，組織規程 28 條將報陳教育部核定  

後施行。系所主管遴選作業準則俟組織規程 28條核定後配合實施。 

決議：本案未討論，在場代表建議如前案辦理。 

伍、臨時動議：無 

陸、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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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國立成功大學 96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出(列)席名單 

時間：96年 10月 3日上午 9時 

地點：光復校區國際會議廳第二演講室 

出席：黃煌煇  湯銘哲  徐畢卿  陳景文  曾永華  李偉賢  陳昌明  王三慶  

沈寶春  劉開鈴  邱源貴  王健文  林瑞明  李育霖  傅永貴（柯文峰

代）  柯文峰  吳順益  田  聰  許瑞榮  閔振發  黃得時  郭宗枋（許

進恭代）  張文昌  蔣鎮宇  侯平君  楊惠郎  吳文騰  何清政  李森

墉  張錦裕  陳進成  林再興  顏富士  黃肇瑞  黃啟祥  李德河  黃

忠信  蔡長泰  高家俊  黃吉川  李超飛（廖德祿代）  涂季平（楊澤

民代）  趙儒民  楊  名  林素貞  苗君易  張克勤  陳天送  廖俊德  

李清庭（孫永年代）  詹寶珠  鄭銘揚  蔡宗佑  孫永年  郭耀煌（孫

永年代）  曾新穆  徐明福  林憲德  謝宏昌  張育銘  張有恆  王泰

裕（王惠嘉代）  廖俊雄  康信鴻  楊明宗  徐立群  鄭匡佑  林其和  

陳志鴻（蔡森田代）  楊倍昌  林以行  劉校生  劉明毅  王應然  徐

阿田  黃美智  陳清惠  傅子芳  蔡瑞真  賴明亮  楊友任  薛尊仁  

陳振宇（楊永年代）  楊永年  周志杰  許育典  王苓華  涂國誠  李  

彬  王舉民  陳榮杰  李金駿  蘇碧吟  宋承瑜  陳俊穎  張吾玉（金

韋廷代）  李旻剛  姚恩平  戴余仁  曲新天  鄭智元  蘇晏良  盧浩

平  林彥伯  陸廣安 

列席：楊明宗  楊瑞珍  謝文真  張丁財  李丁進  謝錫堃  利德江  葉茂榮  

林仁輝（張憲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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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國立成功大學 95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表 

96年 10月 3日 

決議案摘要 承辦單位執行情形 

第一案 
案由：本校 97學年度申請增設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

案，提請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                                       
案由：擬設置本校博物館，並擬訂「國立成功大學

博物館設置辦法(草案)」，提請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惟再經 96年 7月 5日延會修正通

過，請研發處配合修改組織規程。 
 
第三案                                       
案由：修正「國立成功大學研究人員聘任及升等辦

法第五、七、九條，修正草案對照表及新訂
「國立成功大學研究人員聘約草案」，請 討
論。 

決議：照案通過。 

 

第四案 

案由：修正「國立成功大學進用專案計畫研究人員
實施要點」暨「國立成功大學進用專案計畫
研究人員契約書」之名稱及部分規定，其修
正草案對照表，請  討論。 

決議：修正通過，惟再經96年7月5日延會修正通過。 

 

第五案 

案由：修正「國立成功大學進用專案計畫教學人員
實施要點」暨「國立成功大學進用專案計畫
教師契約書」之名稱及部分規定，修正草案
對照表，請 討論。 

決議：修正通過，惟再經96年7月5日延會修正通過。 

 
第六案 
案由：建請與內政部建築研究所重新簽訂『合作建

置建築研究實驗室設施協議書』，暨『使用國
立成功大學歸仁校區行政管理協議書』，提請 
討論。 

決議：授權學校與與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就兩份協議
書重新議約。 

※依經費稽核委員會建議，於 96 年 9 月 19

日奉校長核可修正本案決議為「在有建號 

 
教務處：本校 97學年度增設系所案

已於 96.07.10 提報教育部
審核中。 

 
 
博物館：依規定，請研發處協助本

館組織規程修改並報教育
部核定中。 

 
 
 
人事室：已遵照辦理；並另案函轉

各單位周知。 
 
 
 
 
 

人事室: 已遵照辦理；並另案函轉
各單位周知。 

 
 
 

 
 
人事室：已遵照辦理；並另案函轉

各單位周知。 
 
 

 
 
 
總務處：本校與內政部建研所合作

之窗口為研究總中心，本處
已配合研總協商辦理。 

研究總中心： 
奉校長核定由楊瑞珍主任擔任召
集人成立合作協調委員會，明確
向內政部建研所闡明本校立場，
惟經過多次協商協議書內容尚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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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以外部分由學校自行管理使用原則

下，授權學校與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就兩份

協議書重新議約」。 

 

第七案 

案由：擬依「國立成功大學榮譽教授設置辦法」禮
聘陳長謙院士為本校榮譽教授，請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第八案 

案由：擬修正本校教師評量要點部分條文，請  討
論。 

決議：修正通過。 

 

 

第九案  

案由：擬訂「本校契聘副校長遴用要點（草案）」暨
草案總說明，提請  討論。 

決議： 

一、修正通過。 

二、契聘副校長不列入校長「主管職務代理人順

序表」中。 

 

第十案 

案由：修正本校「助教聘任及管理辦法」名稱及規

定，修訂條文對照表及新訂新制助教聘約草
案，請 討論。 

決議：修正通過。 

 

第十一案 

案由：擬修訂本校教師升等辦法部分條文、著作審
查意見表，請  討論。 

決議：先通過教師著作審查意見表，以利近期內之
升等作業，本校教師升等辦法續經 96年 7月
5日延會修正通過。 

 

第十一案(續) 

案由：擬修訂本校教師升等辦法部分條文、著作審
查意見表，請  討論。 

決議： 

一、96 年 6 月 27 日先通過教師著作審查意見

表，以利近期內之升等作業。 

二、本校教師升等辦法續經本次延會修正通過。 

達成共識。 

 

 

 

 
教務處：於 10月 3日校務會議中請

校長頒發聘書及獎牌。 

 

 

 

教務處：照案辦理，已函知各單位、

系、所。 

人事室：遵照辦理。 

 

 

 
人事室：已遵照辦理。 

 

 

 

 

 

 

 
人事室：已遵照辦理；並另案函轉

各單位周知。 

 

 

 

 
教務處：照案辦理，已函知各單位、

系、所。 

 

 

 

 

 
教務處：照案辦理，已函知各單位、

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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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案 

案由：擬修訂本校講座設置要點，檢附講座設置要
點修訂對照表與原條文，提請討論。 

決議：修正通過。 

 

第十三案 

案由：修訂本校榮譽教授設置辦法，提請討論。 
決議：修正通過。 

 

第十四案 

案由：擬請追認本校與國家衛生研究院癌症研究合
作協議書。 

決議： 

一、追認同意本校與國家衛生研究院癌症研究

合作協議。 

二、依協議書第五條第四款之精神，請醫學院

依校務會議代表之意見，再與國家衛生研

究院協議修正辦理換文。 

 

第十五案 

案由：擬修訂「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
辦法」第 8條、第 9條及第 10條，修正對照
表，提請 討論。 

決議：修正通過。 

 

 

 

 

 

第十六案 

案由：本校擬分別與國立新加坡大學(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簽訂交換學生計
畫協議書(Agreement for University-Wide 
ExchangeProgramme for Undergraduate 
Students)及義大利米蘭大學備忘錄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案，提請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第十七案                        

案由：擬修訂本校學則相關條文，提請  討論。 
決議：修正通過。 

 

教務處：照案辦理。 

 

 

 

 
教務處：照案辦理。 

 

 

 
醫學院： 

1.依據 96年 6月 27日校務會議決議

辦理。 

2.檢附修正後「癌症研究合作協議

書」乙份。（附件 3，p.13） 

 

 

 

 

 
秘書室： 

1.已以 96 年 8 月 2 日成大秘字第

0960004212 號函依會議決議修正

後陳報教育部核備。 

2.奉教育部 96年 8月 28日台高(三)

字第 0960132093 號函示：請依說

明修正後同意備查。 

3.已依教育部該函說明事項作文字

修正，提 96.10.3會議討論。 

 
國際學術處：以郵寄方式進行簽約

中。 

 

 

 

 

 

 

 

 
教務處：學則已奉教育部 96.07.24

台高(二)字第 0960110010
號函准予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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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案 

案由：本校擬與國立臺南藝術大學簽定「校際合作
辦法（草案）」如議程附件 41P19，請討論。 

決議：修正通過。 

 

 

 

 

 

第十九案 

案由：因應教育部公布「大學一級行政單位設置副
主管認定基準」，本校行政單位副主管設置配
置，請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臨時動議： 

提案一 

案由：為求本校校務基金「非自籌」經費進用之編
制外教師及研究人員有明確之人事管理規
定，建請是類人員之進用比照本校「校務基
金進用教學人員實施要點」及「校務基金進
用研究人員實施要點」規定辦理，請 討論。 

決議： 

一、照案通過。 

二、本案為 96年 6月 27日校務會議第四、五案

之修正案，修正後之要點。 

 

提案二 

案由：擬更正「國立成功大學博物館設置辦法(草
案)」，提請  討論。 

決議： 

一、照案通過。 

二、本案為 96年 6月 27日校務會議第二案之修

正案。 

 
教務處： 

1.遵照辦理，並舉辦過相關協調會。 

2.兩校簽准免收互選之學分費。 

3.部分通識課程兩校皆保留名額供

對方學生選修，並簡化相關行政程

序。 

4.其他藝文、學術活動由相關單位自

行辦理。 

 
研發處：已報請教育部，核定中， 

人事室：已納入本校組織規程修訂

案，刻正函報教育部核定

中。 

 

 

 
人事室：遵照辦理；並另案將修正後

之要點函轉各單位周知。 

 

 

 

 

 

 

 

 

 
博物館：依規定，請研發處協助本館

組織規程修改並報教育部核
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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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癌症研究合作協議書 

 

國家衛生研究院(以下稱甲方)與國立成功大學及國立成功大學醫學

院附設醫院(以下稱乙方及乙方醫院)，基於雙方學術合作辦法，致力於推

展癌症臨床試驗與基礎研究，共同推動設立國家癌症研究中心-南部中

心，以提昇我國癌症研究水準，並樹立醫療研究合作之典範。為使雙方

之權益關係明確，並本互惠雙贏之原則，共同簽署本合作協議書，條款

如后： 

 

第一條：合作地點 

乙方醫院提供醫院大樓之部份房舍，作為甲方癌症研究所進行癌症

研究及雙方合作之用，以下稱「癌症研究合作病房」。「癌症研究合作病

房」以推動雙方癌症研究之臨床業務為主，合作期間不得變更用途或轉

租、轉借院外使用。合作如終止時，甲方應將「癌症研究合作病房」併

同其已改裝設施、固定設備一併無條件交予乙方醫院。 

 

 

第二條：「癌症研究合作病房」合作模式與運作原則 

一、癌症研究旨在發展有效的癌症新診療方法及新抗癌藥物，並進行

符合相關法規之臨床試驗，提供癌症病患各項治療、研究及相關

之醫療服務。 

二、甲方研究主治醫師得依乙方醫院所定程序申請聘為乙方醫院主治

醫師，除共同參與教學、訓練與研究外，並負責「癌症研究合作

病房」之患者治療、照護、值班、巡房之臨床職責，其薪資、保

險等相關費用由甲方負責。 

三、甲方於「癌症研究合作病房」執行之所有醫療收入，悉歸乙方醫

院，該部分成本亦由乙方醫院負擔（包括診間、病房設備、儀器、

護理、醫技、藥事、工友、衛耗材、水電、設施維護、清潔等）。 

四、「癌症研究合作病房」所需空間由乙方醫院提供，至少應包含臨

床研究病房 30床及門診區空間，雙方應就臨床研究病床數及其位

置進行協商。雙方得於適當地點掛牌，署名 

 

等字樣。 

 

五、甲方研究主治醫師之門診時間及每週診次，由甲方規劃與乙方醫

成  大  醫  院 

               癌症研究合作病房 

國家衛生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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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協調後執行，診間由乙方醫院提供，可與乙方醫院醫師共用。

將來視臨床研究業務推展及空間規劃狀況，再協調擁有獨立診間。 

六、甲方招聘之研究醫師（fellows）應參與乙方醫院研究醫師訓練計

畫，雙方研究醫師應輪派至對方病房，乙方醫院應每月輪派至少

二名住院醫師至「癌症研究合作病房」。 

七、雙方人員應共同參與相關科會、晨會、病例與研究會議。 

八、甲方符合資格人員得依乙方醫院所定程序受聘加入乙方醫院人體

試驗委員會（IRB），並參與人體試驗委員會之運作。 

九、因癌症研究醫療業務發生醫事糾紛時，由乙方醫院負責統一處理

及發言，甲方應盡力協助之。相關費用之支出、損害賠償責任以

雙方協調分攤為原則。 

 

第三條：癌症研究合作與交流 

一、甲方研究人員符合資格者，得依乙方所定程序，受聘為乙方相關

系所不佔缺教師，並可擔任研究生之指導老師外，並得依乙方相

關所定程序申請使用乙方之研究設備。 

二、乙方及乙方醫院教師、醫師及研究人員符合資格者，可依甲方所

定程序，受聘成為甲方合聘或兼任研究人員。乙方及乙方醫院受

聘研究人員得依甲方所定程序向甲方提出研究計畫、申請研究經

費、空間及研究人力支援、使用研究設備及參與學術活動。 

三、雙方醫師、研究人員所提出共同執行之研究計畫，若因合作研究

而獲得之成果及相關技術之專利權、著作權、及其他相關智慧財

產權及其衍生利益之分配，由雙方本互惠之原則於合作個案之協

議另訂定之。 

 

第四條：其他 

一、乙方醫院應視甲方癌症研究中心與其一級單位為平行單位，得收

發公文，並邀請列席參與院內行政會議，以有效配合乙方醫院的

行政管理運作。 

二、甲方癌症研究中心之醫務、研究人員及行政支援同仁，應納入乙

方醫院人事管理系統，並比照乙方醫院員工之規定，申請使用停

車場、會議室、圖書館、電話、網路資訊系統及員工宿舍等乙方

醫院設施。 

三、「癌症研究合作病房」如有改裝設施之必要時，經甲方及乙方醫

院書面同意後，始得裝設，因裝潢與修繕所衍生之設計費、工程

費、材料費、工資等費用，概由甲方負責，但不得損害原有建築。

合作結束時得依改裝後之現狀交還，不涉任何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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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合作協議書如有未盡事宜，由雙方協議增訂補充條款或換文辦

理。 

五、本合作協議書需經乙方校務會議追認通過。 

 

第五條：合作期間 

 雙方願以共同合作研究為目標，同意自民國九十六年七月一日起訂

定五年合約；雙方應於合約屆滿一年前，以書面通知對方期滿後是否續

約，如未通知視同不續約。 

第六條：附則 

本協議書壹式十九份，含正本三份、副本十六份，甲方正本乙份、副

本四份，乙方正本二份，副本十二份。 

 

             

代表人： 

                               甲方：國家衛生研究院 

                               院長： 

                               院址：苗栗縣 350竹南鎮科研路 35號 

 

                               

 

乙方：國立成功大學    

                               校長： 

                               校址：台南市 701大學路 1號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六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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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原版校歌歌詞 

                         詞：戴曾錫 

                         曲：蕭而化 

延平拓土興邦地‧百年孕育‧教化宏揚‧ 

學府臨滄波浩瀚‧雍容絃誦‧桃李芬芳‧ 

遍東南神明遺冑‧重洋負笈‧來集斯堂‧ 

瞻望河山三萬里‧腥羶未滌‧仇恥毋忘‧ 

莫辜負英年歲月‧履先民遺跡‧文物重光‧ 

 

 

 

修訂版校歌歌詞 

（96年 10月 3日 96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詞：戴曾錫 

                         曲：蕭而化 

延平拓土興邦地‧百年孕育‧文物輝煌‧ 

學府臨滄波浩瀚‧雍容絃誦‧桃李芬芳‧ 

喜天下菁英薈萃，不辭千里‧來集斯堂‧ 

邁向頂尖迎理想，止於至善，耀彩鳳凰。 

莫辜負英年歲月‧本致知窮理，大道宏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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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 

94年 3月 30日 93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延會通過 

奉教育部 94年 10月 25日台高(三)字第 0940142288號函核備 

94年 12月 28日 94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奉教育部 95年 5月 2日台高(三)字第 0950062186號函核備 

95年 6月 21日 94學年度第 5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6年 7月 5日 95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延會修正通過 

奉教育部 96年 8月 28日台高(三)字第 0960132093號函修正後核備 

96年 10月 3日 96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為因應高等教育發展趨勢，提升教育品質，增進教育績效，特設置「國立成功大學

校務基金」(以下簡稱本基金)。 

第二條 為有效運用、管理及監督本基金，以協助校務之推動，特依「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

金設置條例」及教育部訂頒之「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之相關規

定，訂定「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三條 本基金之收入來源如下： 

一 政府編列預算撥付：由教育部依預算程序編列撥付學校之經費。 

二 學雜費收入：每學期依教育部規定之收費標準，向註冊學生收取之學費及雜費

收入。 

三 推廣教育收入：依推廣教育實施辦法之規定辦理推廣教育及研習、訓練等班次

所收取之收入。 

四 建教合作收入：為外界提供訓練、研究及設計等服務所獲得之收入。 

五 場地設備管理收入：提供場所及設施等所收取之收入。 

六 捐贈收入：無償收受動產、不動產及其他一切有財產價值之權利或債務之減少。 

七 孳息收入：基金存放公民營金融機構所孳生之利息收入。 

八 其他收入：不屬於上述各款之自籌收入。 

第四條 為落實本基金之有效管理及彈性運用，設置「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以下簡稱管理委員會) 管理之。 

管理委員會置委員七人至十五人，由校長任召集人，其中不兼行政職務之教師代表

不得少於三分之一，必要時得聘請校外專業人士參與。委員任期二年，由校長遴選

提經校務會議同意後聘任之。 

管理委員會之設置要點另訂之。 

第五條 管理委員會之任務如下： 

一 學校教學、研究及推廣所需財源之規劃。 

二 學校建築及工程興建所需財源之規劃。 

三 校務基金年度概算擬編之審議。 

四 校務基金開源措施之審議。 

五 校務基金經濟有效節流措施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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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校務基金經費收支及運用之績效考核。 

七 第三條第三款至第七款收支管理規定之審議。 

八 其他關於校務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事項之審議。 

第六條 管理委員會得視任務之需要，分組辦事；所需工作人員，由學校現有人員派兼為原

則。但為使校務基金之收支、保管及運用發揮最大經濟效益，得進用專業人員若干

人，其權利、義務、待遇及福利，依學校法令規定，由學校於契約中明定之。 

管理委員會每學期至少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 

管理委員會召開會議時，得請相關人員列席。 

第七條  本基金有關年度預算編製及執行、決算編造，除第三條第三款至第七款之有關收入，

應依本辦法之相關規定另訂收支管理要點運作之，並受教育部監督外，應依預算法、

會計法、決算法、審計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八條 前條之收支管理規定，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 編制內教師本薪(年功薪)、加給以外之給與及編制外人員之人事費支給基準及其

他給與。 

二 行政人員辦理第三條第三款至第七款之自籌收入業務有績效者之工作酬勞支給

基準。 

三 講座經費支應原則。 

四 教師教學及學術研究獎勵支應原則。   

五 出國旅費支應原則。 

六 公務車輛之增購、汰換及全時租賃。 

七 新興工程支應原則。 

八 因應自償性支出之舉借及其償還財源之控管機制。 

九 其他應規範經費之原則。 

前項第一款至第四款之給與，應在不造成學校虧損及國庫負擔前提下，及不超過 5

項自籌收入及學雜費收入兩項總和之 50﹪比率上限範圍辦理。惟上述第二款行政人

員之工作酬勞，得由業務單位主管提出申請，經行政程序簽奉校長核准後於 5項自

籌收入中支給，每月支給之工作酬勞，由人事室、總務處控管，以不超過其專業加

給之 60﹪比率為限。 

第九條 第三條第二款至第七款之自籌收入，在第八條第二項之上限範圍內，得對符合下列
條件之編制內教師，給予本薪(年功薪)、加給以外之給與： 

一 講座教授。 

二 特聘教授。 

三 非編制之行政或學術兼職。 

四 特殊任務編組之委員會委員。 

五 接受學校委託辦理專題研究者。 

六 持有技術股票作價之報酬。 

七 其他經管理委員會同意之給與。 

前項各款中應另訂支給基準，經管理委員會及校務會議通過後，報奉教育部核備實

施。 

第十條  第三條第二款至第七款之自籌收入，在第八條第二項之比率上限範圍內，得聘僱下
列編制外人員，以提昇學術水準及協助校務之運作。 

一 國外傑出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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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專案計畫教學人員。 

三 專案計畫研究人員。 

四 專案計畫工作人員。 

五 專案經理人員或專業經理人。 

六 兼任專家及顧問。 

七 博士後研究人員。  

八 工讀生。 

九 其他經循行政程序簽准僱用之短期臨時人員。 

前項各款所置之人員應另訂支給基準，經管理委員會通過後，報奉教育部核備實施。 

第十一條 第三條第三款之推廣教育收入，應衡量使用學校資源情形，由學校先從收入總額

中適當提列行政管理費。 

專案申請之學分班及非學分班，屬自辦班別者，應按計畫經費總金額中提列 27%

管理費；屬政府機關及公民營機構委託之班別，依委託單位之規定提列，惟未及

27%時，應另編場地及水電等相關費用補足；外業班別得按計畫經費總金額提列

15%管理費。 

如開班辦理在職訓練、技術人力養成訓練、專門技術訓練、代辦實習等人員交流

訓練案，在校內舉辦之內業至少應編列 27%管理費；在校外舉辦之外業至少應編

列 11.5%管理費。 

管理費經校長核准者，標準得降低之。 

第十二條 前條推廣教育所提列之 27%行政管理費，授權支用之比率為學校 20/27，學院或研
究總中心 1/27，系所或研究中心 6/27。 

推廣教育班之經費若有節餘，在補足應繳之計畫總金額 27%管理費後，其節餘款

由推廣教育開班單位繼續使用。 

教務處應訂定推廣教育收入收支管理要點，經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送行政會議

核備後，報教育部備查。 

第十三條 第三條第四款之建教合作收入，應衡量使用學校資源情形，適當提列行政管理費。 

政府機關及公民營機構委託之專題研究計畫，應按計畫經費總金額編列至少 17%

管理費；但政府機關另訂有管理費標準者，不在此限。服務性試驗、調查及人員

交流訓練案之管理費編列比率，由研究發展處另訂辦法規範，經管理委員會審議

通過，送行政會議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特殊案件之管理費經校長核准者，標準得降低之。 

第十四條 各建教合作計畫案管理費先提列 10﹪作為圖書館書刊經費後，依適當比例授權支
用： 

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於扣除就地審計費後，支用比率為學校 60%，學院及研究總

中心 3%，系所及研究中心 37%。 

公民營機構委託之專題研究計畫案、以計畫書簽約之服務性試驗及調查案、以建

教合作案方式舉辦之學術研討會，此三類之支用比率為學校 59%(10/17)，學院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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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總中心 6%(1/17)，系所及研究中心 35%(6/17)。 

屬內業之服務性試驗及調查案之支用比率為學校 90%(18/20)，學院及研究總中心

10% (2/20)；屬外業之服務性試驗及調查案之支用比率為學校 91%(5/5.5)，學院

及研究總中心 9%(0.5/5.5)。 

屬內業之人員交流訓練案之支用比率為學校 74%(20/27)，學院 4%(1/27)，系所

及研究中心 22%(6/27)；屬外業之人員交流訓練案之支用比率為學校

44%(5/11.5)，學院 4%(0.5/11.5)，系所及研究中心 52%(6/11.5)。 

第十五條 各建教合作計畫案執行結案後之節餘款，凡已提足 17%以上之管理費者由計畫主
持人依規定運用；未提足 17%者，則於依規定方式補足差額後之節餘款運用之。 

補提之管理費依前條第三項之方式分配予學校、學院及總中心、系所及研究中心。 

研究發展處應訂定建教合作收入收支管理要點，經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送行政

會議核備後，報教育部備查。 

第十六條 第三條第五款之場地設備管理收入，其由學校控管者應由學校統籌運用；由學院
或研究總中心、系所或研究中心等單位控管者，於該項收入總額提成 20%為學校
管理費，80%分配至管理單位運用。 

場地設備管理收入須負擔稅負時，應於該項收入總額先行扣除後，再依前項比率

分配。 

總務處應訂定場地設備管理收入收支管理要點，經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送行政

會議核備後，報教育部備查。 

第十七條 第三條第三款至第七款之自籌收入，得對下列事項予以鼓勵，表現優異之行政及
學術單位，或教職員工個人，得給與適度之經費或獎金，以獎勵教學、研究或服
務之傑出表現： 

一 國內外學術活動。 

二 學術研究。 

三 教學特優。 

四 產學合作或技術移轉成果特優。 

五 績優教職員工。 

六 行政革新績效卓著。 

七 其他經管理委員會同意之獎勵。 

前項第一款至第六款中之各事項應訂定鼓勵或獎勵要點，經管理委員會及校內相

關會議通過後實施。 

第十八條 為推廣國際化，鼓勵教職員出國觀摩及參與學術活動，得以第三條第三款至第七
款之收入為財源支應因公派員出國案件，並由學校自行依所訂要點審核。 

校長因公出國案件，仍應依「教育部及所屬機關學校因公派員出國案件處理要點」

第五點規定辦理。 

研究發展處應訂定因公派員出國案件處理要點，提報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報

教育部備查。 

第十九條 為合理使用公務車輛，得彈性運用第三條第三款至第七款之收入為財源，增購、
汰換及全時租賃公務車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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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應訂定公務車輛之使用、租賃要點，經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送行政會議

核備後，報教育部備查。 

第二十條 為有效安排新興工程規劃，及促進民間投資，節省政府之預算撥付，可彈性運用
第三條第三款至第七款之收入為財源，支應學校之新興工程。 

總務處應訂定新興工程之支應辦法，經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送校務會議核備後，

報教育部備查。 

第二十一條 為有效進行財務規劃，並因應自償性之宿舍、停車場、醫院等類型建設工程或
管理營運之支出，除可彈性運用第三條第三款至第七款之收入及歷年基金盈餘
為財源外，經管理委員會之審議通過後，得向金融機構舉借。 

總務處應就舉債控管、確保債務清償及債務無法清償之因應措施等，訂定自償

性支出之控管機制辦法，經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送校務會議核備後，報教育

部備查。 

第二十二條 學校收受之捐贈，應全數撥充校務基金，未指定用途之捐贈收入，由學校統籌
運用；收受指定用途之捐贈，其用途應與學校校務有關。 

收受之捐贈收入為現金時，應確實交付學校收受；為現金以外者，應確實點交，

屬不動產者，應由保管組辦妥所有權移轉登記。 

非由學校全權管控之指定捐贈收入，除經校長核准者外，一律提撥 5%之行政管

理費。 

學校收受之捐贈，不得與贈與人有不當利益之聯結。 

學校對熱心捐贈者，得比照教育部訂頒之「捐資教育事業獎勵辦法」予以適當

之獎勵。 

第二十三條 為充裕校務基金之財源，得將校務基金投資於下列項目： 

一 存放公民營金融機構。 

二 購買公債、國庫券或其他短期票券。 

三 投資於與校務或研究相關之公司與企業。 

四 其他具有收益性及安全性，並有助於增進效益之投資。 

投資取得之收益，應全數撥充校務基金統籌運用。 

第二十四條 前條第三款及第四款投資資金之來源如下： 

一 以研究成果或技術作價無償取得之股權。 

二 捐贈收入及歷年基金之盈餘。  

三 其他之法令未限制之經費來源。 

第二十五條 為使校務基金之收入及運用發揮最大經濟效益，管理委員會下設任務編組之財
務管理小組，負責第二十三條之相關投資事宜。 

財務管理小組置委員七至九人，總務長、主任秘書、研發長及會計主任為當然

委員，另由校長遴聘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委員及教授代表數人組成之，由總務

長擔任召集人，出納組組長為執行秘書。 

財務管理小組至少每月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召開會議時得邀請會

計室各組組長及相關業務人員列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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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條 財務管理小組需擬訂每年度之財務調度及第二十三條各款之投資計畫，經管理
委員會通過後執行之；並於管理委員會及校務會議中報告執行情形。 

第二十七條 管理委員會對超過新臺幣伍仟萬元以上之第二十三條投資案，認為必要時得聘
請專業之機構及人員協助評估。 

第二十八條 學校在預算執行期間，因市況變動及業務之實際需要，需動用基金盈餘，增加
管理及總務費用之支出，或辦理非計畫型及計畫型之資本支出，則須提經管理
委員會之同意，專案報教育部核定或核轉行政核定後辦理，並補辦預算。 

第二十九條 為監督校務基金之收支、保管及運用，於校務會議下設置「國立成功大學經費
稽核委員會」監督之。 

經費稽核委員會置委員七人至十五人，由校務會議成員推選產生。但管理委員

會之成員、總務及會計相關人員，不得擔任經費稽核委員會之委員。 

經費稽核委員會所需工作人員，由學校現有人員派兼之。 

經費稽核委員會設置要點另訂之。 

第三十條 經費稽核委員會之任務如下： 

一 學校教學、研究及推廣計畫財務運用之事後稽核。 

二 校區建築與工程興建計畫、發包及執行等經費運用之事後稽核。 

三 各項經費收支及現金出納處理情形之事後稽核。 

四 校務基金年度決算之稽核。 

五 學校資產增置、擴充及改良等事項之事後稽核。 

六 校務基金經濟有效利用及開源節流措施之事後稽核。 

七 其他經費之事後稽核事項。 

前項稽核事項，以任期內發生與經費運用有關事項為限。但該事項涉及以前任期
者，不在此限。 

第三十一條 經費稽核委員會每學期至少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召開臨時會。 

經費稽核委員會召開會議時，得視稽核事項之需要，邀請管理委員會或校內相
關單位派員列席。 

經費稽核委員會得經委員會之決議，請管理委員會或校內相關單位提供必要之
資料以供查閱。 

經費稽核委員會應於校務會議中提出有關校務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之稽核報
報告。 

第三十二條 第三條第三款至第七款所定各種收入之收支情形，應由相關主管人員、經費執
行人員、使用及保管資產人員，負其執行預算、保管及使用資產之相關責任，
並由會計人員負責帳務處理及彙編財務報表。 

第三十三條 第三條第三款至第七款所定各種收入之收支、保管及運用，應設置專帳處理，
經費收支應有合法憑證，並依規定年限保存；建教合作收支，應依建教合作機
構之規定或契約辦理。 

前項所列各項收入之收支預計表、收支決算表，連同相關書表及全校收支財務
報表，應送教育部備查，並依相關規定上網公告，及接受教育部派員或委請會
計師查核。 

第三十四條 各行政及學術之第一、二級單位，就第三條第三款至第七款該單位歷年之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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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管財源，得自訂相關管理辦法或專案申請，經管理委員會通過後，執行本辦
法第八條各款之規定事宜。 

第三十五條 各行政單位及院、系所中心等分配運用經費，未用罄之經費得延至次一年度繼
續使用。 

第三十六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報奉教育部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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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部份條文修正草案 

修訂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五條 管理委員會之任務如下： 

一 學校教學、研究及推廣所需財源

之規劃。 

二 學校建築及工程興建所需財源之

規劃。 

三 校務基金年度概算擬編之審議。 

四 校務基金開源措施之審議。 

五 校務基金經濟有效節流措施之審

議。 

六 校務基金經費收支及運用之績效

考核。 

七 第三條第三款至第七款收支管理

規定之審議。 

八 其他關於校務基金收支、保管及

運用事項之審議。 

 

第五條 管理委員會之任務如下： 

一 學校教學、研究及推廣所需財源

之規劃。 

二 學校建築及工程興建所需財源之

規劃。 

三 校務基金年度概算擬編之審議。 

四 校務基金開源措施之審議。 

五 校務基金經濟有效節流措施之審

議。 

六 校務基金經費收支及運用之績效

考核。 

七 第三條第三款至第八款收支管理

規定之審議。 

八 其他關於校務基金收支、保管及

運用事項之審議。 

 

依 教 育 部

96年8月28

日台高(三)

字 第
0960132093

號函略以：

依國立大學

校院校務基

金設置條例

第 10 條但

書規定，校

務基金得彈

性運用之收

入並不包含

「 其 他 收

入」，修正

「 至 第 八

款」為「至

第七款」。 

第七條  本基金有關年度預算編製及執行、決

算編造，除第三條第三款至第七款之

有關收入，應依本辦法之相關規定另

訂收支管理要點運作之，並受教育部

監督外，應依預算法、會計法、決算

法、審計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七條  本基金有關年度預算編製     及 執

行、決算編造，除第三條第三款至第

八款之有關收入，應依本辦法之相關

規定另訂收支管理要點運作之，並受

教育部監督外，應依預算法、會計法、

決算法、審計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同第五條修

正「至第八

款」為「至

第七款」 

 

第八條 前條之收支管理規定，應包括下列事

項： 
一 編制內教師本薪(年功薪)、加給以

外之給與及編制外人員之人事費

支給基準及其他給與。 

二 行政人員辦理第三條第三款至第

七款之自籌收入業務有績效者之

工作酬勞支給基準。 

三 講座經費支應原則。 

四 教師教學及學術研究獎勵支應原

則。   

五 出國旅費支應原則。 

六 公務車輛之增購、汰換及全時租

賃。 

七 新興工程支應原則。 

第八條 前條之收支管理規定，應包括下列事

項： 

一 編制內教師本薪(年功薪)、加給

以外之給與及編制外人員之薪資

及其他給與。 

二 行政人員辦理第三條第三款至第

七款之自籌收入業務有績效者之

工作酬勞。 

三 講座經費支應原則。 

四 教師教學及學術研究獎勵支應原

則。   

五 出國旅費支應原則。 

六 公務車輛之增購、汰換及全時租

賃。 

七 新興工程支應原則。 

依 教 育 部

96年9月10

日台高通字

第
0960136569

號 函 修 正

「編制外人

員之薪資」

為「編制外

人員之人事

費 支 給 基

準」。 

96-1校務會議(96.10.03)紀錄-24-



 25 

八 因應自償性支出之舉借及其償還

財源之控管機制。 

九 其他應規範經費之原則。 

前項第一款至第四款之給與，應在不

造成學校虧損及國庫負擔前提下，及

不超過 5 項自籌收入及學雜費收入

兩項總和之 50﹪比率上限範圍辦

理。惟上述第二款行政人員之工作酬

勞，得由業務單位主管提出申請，經

行政程序簽奉校長核准後於 5 項自

籌收入中支給，每月支給之工作酬

勞，由人事室、總務處控管，以不超

過其專業加給之 60﹪比率為限。 

八 因應自償性支出之舉借及其償還

財源之控管機制。 

九 其他應規範經費之原則。 

前項第一款至第四款之給與，應在不

造成學校虧損及國庫負擔前提下，及

不超過 5 項自籌收入及學雜費收入

兩項總和之 50﹪比率上限範圍辦

理。惟上述第二款行政人員之工作酬

勞，得由業務單位主管提出申請，經

行政程序簽奉校長核准後於 5 項自

籌收入中支給，每月支給之工作酬

勞，由人事室、總務處控管，以不超

過其專業加給之 60﹪比率為限。 

第九條 第三條第二款至第七款之自籌收

入，在第八條第二項之上限範圍內，

得對符合下列條件之編制內教師，給

予本薪(年功薪)、加給以外之給與： 

一 講座教授。 

二 特聘教授。 

三 非編制之行政或學術兼職。 

四 特殊任務編組之委員會委員。 

五 接受學校委託辦理專題研究者。 

六 持有技術股票作價之報酬。 

七 其他經管理委員會同意之給與。 

前項各款應另訂支給基準，經管理委

員會及校務會議通過後，報奉教育部

核備實施。 

第九條 第三條第二款至第八款之自籌收

入，在第八條第二項之上限範圍內，

得對符合下列條件之編制內教師，給

予本薪(年功薪)、加給以外之給與： 

一 講座教授。 

二 特聘教授。 

三 非編制之行政或學術兼職。 

四 特殊任務編組之委員會委員。 

五 接受學校委託辦理專題研究者。 

六 持有技術股票作價之報酬。 

七 其他經管理委員會同意之給與。 

前項各款中，講座教授及特聘教授應

另訂設置要點，經管理委員會及校務

會議通過後，報奉教育部核備後實

施。其餘各款之給與須經管理委員會

同意。 

1.同第五條

修正「至第

八款」為

「至第七

款」 

2. 依教育

部 96 年 9

月 10日台

高通字第
096013656

9 號函規

定，各款應

訂定支給

基準報部

核備。 

 

第十條   第三條第二款至第七款之自籌收

入，在第八條第二項之比率上限範圍

內，得聘僱下列編制外人員，以提昇

學術水準及協助校務之運作。 

一 國外傑出學者。 

二 專案計畫教學人員。 

三 專案計畫研究人員。 

四 專案計畫工作人員。 

五 專案經理人員或專業經理人員。 

六 兼任專家及顧問。 

七 博士後研究人員。  

八 工讀生。 

九 其他經循行政程序簽准僱用之短

期臨時人員。 

前項各款所置之人員應另訂支給基

準，經管理委員會通過後，報奉教育

第十條   第三條第二款至第八款之自籌收

入，在第八條第二項之比率上限範圍

內，得聘僱下列編制外人員，以提昇

學術水準及協助校務之運作。 

一 國外傑出學者。 

二 專案計畫教學人員。 

三 專案計畫研究人員。 

四 專案計畫工作人員。 

五 專案經理人員。 

六 兼任專家及顧問。 

七 博士後研究人員。  

八 工讀生。 

九 其他經循行政程序簽准僱用之短

期臨時人員。 

前項第一款至第七款中所置之人員

應另訂支給標準，經管理委員會通過

1.同第五條

修正「至第

八款」為

「至第七

款」 

2.依 96.9.19

校務發展

委員會建

議，增列「專

業經理人

員」。 

3. 依教育

部 96 年 9

月 10日台

高通字第
096013656

9 號函規

定，各款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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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核備實施。 後實施。 訂定支給

基準報部

核備。 

第十七條 第三條第三款至第七款之自籌收

入，得對下列事項予以鼓勵，表現

優異之行政及學術單位，或教職員

工個人，得給與適度之經費或獎

金，以獎勵教學、研究或服務之傑

出表現： 

一 國內外學術活動。 

二 學術研究。 

三 教學特優。 

四 產學合作或技術移轉成果特

優。 

五 績優教職員工。 

六 行政革新績效卓著。 

七 其他經管理委員會同意之獎

勵。 

前項第一款至第六款中之各事項

應訂定鼓勵或獎勵要點，經管理委

員會及校內相關會議通過後實施。 

第十七條 第三條第三款至第八款之自籌收

入，得對下列事項予以鼓勵，表現

優異之行政及學術單位，或教職員

工個人，得給與適度之經費或獎

金，以獎勵教學、研究或服務之傑

出表現： 

一 國內外學術活動。 

二 學術研究。 

三 教學特優。 

四 產學合作或技術移轉成果特

優。 

五 績優教職員工。 

六 行政革新績效卓著。 

七 其他經管理委員會同意之獎

勵。 

前項第一款至第六款中之各事項

應訂定鼓勵或獎勵要點，經管理委

員會及校內相關會議通過後實施。 

同第五條修

正「至第八

款」為「至

第七款」 

 

第十八條 為推廣國際化，鼓勵教職員出國觀

摩及參與學術活動，得以第三條第

三款至第七款之收入為財源支應

因公派員出國案件，並由學校自行

依所訂要點審核。 

校長因公出國案件，仍應依「教育

部及所屬機關學校因公派員出國

案件處理要點」第五點規定辦理。 

研究發展處應訂定因公派員出國

案件處理要點，提報管理委員會審

議通過後，報教育部備查。 

 

第十八條 為推廣國際化，鼓勵教職員出國觀

摩及參與學術活動，得以第三條第

三款至第八款之收入為財源支應

因公派員出國案件，並由學校自行

依所訂要點審核。 

校長依前項為財源所支應之因公

出國案件，仍應依「教育部所屬學

校及實施作業基金機關因公派員

出國案件處理要點」第十點規定辦

理。 

研究發展處應訂定因公派員出國

案件處理要點，提報管理委員會審

議通過後，報教育部備查。 

1.同第五條

修正「至第

八款」為

「至第七

款」。 

2.「教育部

所屬學校

及實施作

業基金機

關因公派

員出國案

件處理要

點」業於

96.2.27 改

名為「教育

部及所屬

機關學校

因公派員

出國案件

處 理 要

點」，且第

十點及第

十一點已

修正，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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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本條

第二項。 

第十九條 為合理使用公務車輛，得彈性運用

第三條第三款至第七款之收入為

財源，增購、汰換及全時租賃公務

車輛。 

總務處應訂定公務車輛之使用、租

賃要點，經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

送行政會議核備後，報教育部備

查。 

第十九條 為合理使用公務車輛，得彈性運用

第三條第三款至第八款之收入為

財源，增購、汰換及全時租賃公務

車輛。 

總務處應訂定公務車輛之使用、租

賃要點，經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

送行政會議核備後，報教育部備

查。 

同第五條修

正「至第八

款」為「至

第七款」 

 

第二十條 為有效安排新興工程規劃，及促進

民間投資，節省政府之預算撥付，

可彈性運用第三條第三款至第七

款之收入為財源，支應學校之新興

工程。 

總務處應訂定新興工程之支應辦

法，經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送校

務會議核備後，報教育部備查。 

第二十條 為有效安排新興工程規劃，及促進

民間投資，節省政府之預算撥付，

可彈性運用第三條第三款至第八

款之收入為財源，支應學校之新興

工程。 

總務處應訂定新興工程之支應辦

法，經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送校

務會議核備後，報教育部備查。 

同第五條修

正「至第八

款」為「至

第七款」 

 

第二十一條 為有效進行財務規劃，並因應自

償性之宿舍、停車場、醫院等類

型建設工程或管理營運之支

出，除可彈性運用第三條第三款

至第七款之收入及歷年基金盈

餘為財源外，經管理委員會之審

議通過後，得向金融機構舉借。 

總務處應就舉債控管、確保債務

清償及債務無法清償之因應措

施等，訂定自償性支出之控管機

制辦法，經管理委員會審議通

過，送校務會議核備後，報教育

部備查。 

 

第二十一條 為有效進行財務規劃，並因應自

償性之宿舍、停車場、醫院等類

型建設工程或管理營運之支

出，除可彈性運用第三條第三款

至第八款之收入及歷年基金盈

餘為財源外，經管理委員會之審

議通過後，得向金融機構舉借。 

總務處應就舉債控管、確保債務

清償及債務無法清償之因應措

施等，訂定自償性支出之控管機

制辦法，經管理委員會審議通

過，送校務會議核備後，報教育

部備查。 

 

同第五條修

正「至第八

款」為「至

第七款」 

 

第三十二條 第三條第三款至第七款所定各種

收入之收支情形，應由相關主管

人員、經費執行人員、使用及保

管資產人員，負其執行預算、保

管及使用資產之相關責任，並由

會計人員負責帳務處理及彙編

財務報表。 

 

第三十二條 第三條第三款至第八款所定各種

收入之收支情形，應由相關主管

人員、經費執行人員、使用及保

管資產人員，負其執行預算、保

管及使用資產之相關責任，並由

會計人員負責帳務處理及彙編

財務報表。 

 

同第五條修

正「至第八

款」為「至

第七款」 

 

第三十三條 第三條第三款至第七款所定各種

收入之收支、保管及運用，應設

置專帳處理，經費收支應有合法

第三十三條 第三條第三款至第八款所定各種

收入之收支、保管及運用，應設

置專帳處理，經費收支應有合法

同第五條修

正「至第八

款」為「至

第七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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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證，並依規定年限保存；建教

合作收支，應依建教合作機構之

規定或契約辦理。 

前項所列各項收入之收支預計

表、收支決算表，連同相關書表

及全校收支財務報表，應送教育

部備查，並依相關規定上網公

告，及接受教育部派員或委請會

計師查核。 

 

憑證，並依規定年限保存；建教

合作收支，應依建教合作機構之

規定或契約辦理。 

前項所列各項收入之收支預計

表、收支決算表，連同相關書表

及全校收支財務報表，應送教育

部備查，並依相關規定上網公

告，及接受教育部派員或委請會

計師查核。 

 

 

第三十四條 各行政及學術之第一、二級單

位，就第三條第三款至第七款該

單位歷年之自行控管財源，得自

訂相關管理辦法或專案申請，經

管理委員會通過後，執行本辦法

第八條各款之規定事宜。 

第三十四條 各行政及學術之第一、二級單

位，就第三條第三款至第八款該單

位歷年之自行控管財源，得自訂相

關管理辦法或專案申請，經管理委

員會通過後，執行本辦法第八條各

款之規定事宜。 

同第五條修

正「至第八

款」為「至

第七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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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AFFILIATION AGREEMENT 

BETWEEN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AND 

TEMPLE UNIVERSITY-OF THE COMMONWEALTH 

SYSTEM OF HIGHER EDUCATION 

 

I. PURPOSE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NCKU”) and Temple University – Of The Commonwealth 

System of Higher Education (“Temple”) agree to cooperate in providing an accelerated Dual 

Bachelor’s-Master’s Degree (“DBMD”) program leading to a bachelor’s degree from NCKU and a 

master’s degree from Temple. 

 

II. GENERAL DESCRIPTION 

The joint program will consist of a three-year curriculum of undergraduate level courses at NCKU 

followed by a two-year curriculum of advanced undergraduate and graduate level courses at Temple.  

Before students begin the two-year curriculum at Temple, they will be required to complete a 

summer language training and academic preparation program. Students must complete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master’s program before the end of the summer following the fifth year of the 

program. 

 

III. GUIDELINES FOR ADMISSION 

1. Selection of a candidate by NCKU is not a guarantee that the candidate will be granted 

admission to Temple or the DBMD program; candidates will be held to the same rigorous 

admissions standards as other applicants, and final decisions will be solely at the discretion 

of Temple. 

2. Admission to the DBMD program will be based on academic qualifications including grade 

point average, courses taken, and TOEFL or TSE scores. 

3. Students must have completed at least 96 credit hours by the end of their junior year at 

NCKU in order to be admitted into the DBMD program.  Any higher-level courses 

required to complete the undergraduate degree will be taken at Temple in the fourth year of 

the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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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Students accepted into the DBMD program will be admitted in the spring prior to the 

beginning of their fourth academic year.  

 

IV. MUTUAL RESPONSIBILITIES 

1. NCKU agrees to: 

(a) Designate a person who will serve as coordinator of the joint program at NCKU.  

The coordinator will: 

(i) be responsible for promoting the affiliation to prospective and current 

students by providing information to the university admissions staff, 

career planning and placement officers, and all student advisors. 

(ii) keep students and advisors abreast of current information applicable to 

the affiliation. 

(iii) serve as liaison between NCKU and Temple for any and all issues 

involving the affiliation. 

(b) Confer the baccalaureate degree on all qualified candidates who successfully 

complete all of NCKU’s degree requirements.  

2. Temple agrees to: 

(a) Designate a person who will serve as coordinator of the joint program at Temple.  

The coordinator will: 

(i) serve as a liaison between Temple and NCKU for any and all issues 

involving the affiliation. 

(ii) inform appropriate personnel of the existence of the agreement and 

encourage them to support it. 

(iii) ensure that grades from the fourth year of study at Temple are forwarded 

to NCKU in a timely fashion. 

(b) Confer the master’s degree on all qualified candidates who successfully complete 

all of Temple’s degree requirements. 

 

V. GENERAL CONSIDERATIONS  

1. Students admitted to the DBMD program will be charged the non-resident tuition at the 

rate for the program for each semester that they attend Temple following their junior year 

at NCKU.  Students will also be responsible for all applicable fees. 

2. Any student participating in the DBMD program who wishes to apply for financial 

assistance should apply to NCKU for the semesters during which the student shall be 

enrolled at NCKU and to Temple for the semesters during which the student shall be 

enrolled at Temple.   

3. NCKU agrees to indemnify and hold harmless Temple, its trustees, officers, employees, 

agents, and representatives from and against any and all claims, demands, actions, 

settlements, or judgments, including attorney’s fees and litigation expenses, based upon or 

arising out of the activities described in this Agreement, to the extent that such clai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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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mands, actions, settlements or judgments are occasioned by the negligence, actions or 

omissions of NCKU, its agents, servants, employees or students. 

4. It is understood that this Agreement is not intended to and shall not be construed to create 

the relationship of agent, servant, employee, partnership, joint venture or association 

between NCKU and Temple, but is rather an Agreement by and between independent 

contractors. 

 

VI. AMENDMENTS AND DURATION OF AGREEMENT 

1. Either party may take the initiative to amend this Agreement by submitting suggestions in 

writing and following through with the respective coordinators.  The amended Agreement 

will become effective when signed by the respective agents authorized by each party to 

execute such amendments. 

2. This Agreement will go into effect beginning with the 2008 academic year and will remain 

in effect until either party indicates otherwise in writing, at least one year in advance.  

Any decision to terminate the program will not affect the status of any NCKU students 

currently accepted into or enrolled in the DBMD program at Templ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Michael Ming-Chiao Lai   Ann Weaver Hart 

President                         President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Temple University - of the Commonwealth  System of 

Higher Education 

 

 

 

Date: 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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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 96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紀錄 

時間：96年 12月 26日（星期三）上午 9時 

地點：光復校區國際會議廳第二演講室 

出席：如附件 1(p7) 

主席：賴校長明詔                                     記錄：江芬芬 

壹、頒獎 

一、本校榮譽教授：陳博光榮譽教授 

二、國科會 95年度大專學生參與專題研究計畫研究創作獎指導教授： 

材料科學及工程學系黃文星教授、化學工程學系張鑑祥教授、機械工程

學系李永春教授、資訊工程學系孫永年教授、工程科學系侯廷偉教授、

台灣文學研究所應鳳凰教授、生命科學系張素瓊教授、電機工程學系王

醴教授 

三、本校獎勵研究績優系所： 

1.研究優良獎：機械工程學系 

2.最佳進步獎：外國文學系、化學系、電機工程學系 

貳、報告事項： 

一、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附件 2,p8)     

二、主席報告： 

    1、很高興剛剛頒發了諸多獎項，恭喜獲獎的教授及單位。此外，最近學

校也獲得各種校外的榮譽，如苗君易教授將出任國家太空中心主任。

學校非常鼓勵老師多參與政府單位的服務，獲獎或借調政府單位都能

提升學校的榮譽、知名度及影響力，將創造一種雙贏的局面。 

2、昨日是耶誕節也是感恩的時候，藉此機會要特別向全校教職員工生表

達謝意。這一年來學校各方面的表現，在同仁戮力合作下，各項制度

軟、硬體上均有顯著的進步。如五年五百億計畫，教育部對本校的表

現頗為讚賞，雖然第二階段的考評結果還未揭曉，但我們還是需持續

往前邁進，感謝各位的付出。 

3、今天已進入今年最後一週，期許成大在明年有更大的契機。環境都在

改變，例如高鐵的通車縮短了南北的差距，使我們不再侷促於南部，

台南跟台北也像日本京都和東京一般，各自成為文化、政治中心，成

大應以京都大學為目標，我們有信心成為台灣最優良的大學之一。 

三、各一級單位及各委員會報告：(書面資料開會時已分送，請 參閱) 

總務處補充說明： 

1.歸仁校區校地使用權經過本校與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協商決議，雙方所

有施工行為必須彼此以書面互相知會，並收回原規劃為停車場的空地。 

2.學生宿舍及校友會館 BOT 案經再與太子建設協調，已有多項決議：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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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宿舍 2 樓規劃為國際學生宿舍、頂樓由太子建設出資興建廚房及

餐廳、增加訪問學者家庭房、宿舍租金隔年由對方收取等。 

參、討論事項：  

第一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本校 98學年度擬申請增設、調整特殊項目院系所學位學程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大學校院增設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及招生名額總量發

展審查作業要點」辦理。 

二、依上開要點第四點第四款規定：特殊項目院、系、所、學位學程案

應於二個學年前提報及審核（依往例需於 12月 31日前報部申請）。

本次受理特殊項目院、系、所、學位學程案包括： 

（一）博士班申請案 

（二）涉及政府相關部門訂有人力培育總量管制機制之類科，如法

律、醫學類科，其增設、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及調整招

生名額案，以及其他涉及醫療之相關類科，如中醫、牙醫（含

口腔醫學）、自然醫學、藥學、醫學技術（含醫事檢驗、醫事

技術、醫事放射、放射技術）、護理（含護理助產、助產）、職

能治療（含復健醫學）、物理治療、呼吸治療（含呼吸照護）

等，其增設院、系、所、學位學程案，應另提計畫申請，並經

專案審定。 

（三）增設、調整師資培育之相關學系案 

（四）公立大學需向政府請增員額、經費之院、系、所、學位學程案。 

三、本次提出申請案經校務發展委員會議票決決議通過文學院申請增設

「外國語文學系博士班乙組」1案。 

四、因教育部審查作業要點修訂中，預定將於 12月函知各校。經以電話

詢問教育部承辦人表示：本次辦法將修訂申請資格條件，因時間緊

迫，請各單位仍依原定時程辦理，如有資格不符之申請案，建議於

校務會議時再次確認。 

五、另電機資訊學院「製造工程研究所」申請更名為「製造資訊與系統

研究所」案，業經本校 96.6.27 校務會議討論通過後提報教育部。

奉教育部 96年 10月 15日台高（一）字第 0960157389號函核示：「調

整博士班係屬特殊項目，本案未提特殊項目審查，故予緩議，碩士

班併同博士班暫緩更名。」故製造工程研究所更名案擬與本次特殊

項目申請案一併提報教育部。 

擬辦：討論通過後依限報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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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照案通過。文學院申請增設「外國語文學系博士班乙組」1 案及製

造工程研究所更名案依限陳報教育部。 

 

第二案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由：為成立財務處，擬修訂組織規程第 8、30 條（議程附件 1P8）、「國

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設置要點」（議程附件 2P11）第 3、

6、7點修訂對照表（議程附件 3P12）、「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管理

及監督辦法」（議程附件 4P13）第 3、10、21、25、26 條修訂對照

表（議程附件 5P20）及財務處設置辦法（議程附件 6P22），提請 討

論。 

說明： 

一、本校已於 96 年 10 月 3 日校務會議通過成立財務處在案，惟經校務

會議代表建議：配套辦法完備後，併設置辦法提會再議。 

二、爰據以修訂本校「組織規程」、「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設置要點」、「校

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相關條文及財務處設置辦法。經 96 年 11

月 12 日校長召集專案小組先行研商達成共識，並經 96 年 12 月 10

日 96學年度第 2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 

三、另依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96 年 10 月 24 日 96 學年度第 1 次會議提

案一決議，修正「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 10條，

將專業經理人獨立列為一款。 

四、檢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議程附件 7P24）及「國

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議程附件 8P26）供參。 

擬辦：擬通過後將本校「組織規程」先陳報教育部核定後，再據以將本校

「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設置要點」及「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

陳報教育部核定。 

決議：修訂通過本校「組織規程」第 8、30 條（附件 3,p10）、「校務基金

管理委員會設置要點」（附件 4,p14）第 3、6、7 點（附件 5,p15）、

「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附件 6,p17）第 3、10、21、25、26

條(附件 7,p24)及財務處設置辦法（附件 8,p27）。 
 

第三案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擬訂「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專業經理人實施要點」（議程附

件 9P31）暨「國立成功大學專業經理人契約書」（議程附件 10P34），

提請  討論。 

說明： 

一、依本校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十條規定(如議程附件 11P36)，

在本校年度校務基金自籌經費 50﹪範圍內，得以本校「校務基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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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及監督辦法」第三條第二款至第七款收入進用專業經理人，以協

助校務運作，提升治校績效，爰據以研議上開草案。 

 二、本案業經 96.12.12校務發展委員會討論通過。 

擬辦：討論通過後函轉本校各單位知照。 

決議：修正通過「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專業經理人實施要點」（附

件 9,p29）暨「國立成功大學專業經理人契約書」(附件 10,p30)。 

 

第四案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擬訂「國立成功大學財務處專業經理人進用資格及薪資支給標準表」

如議程附件 12P37，提請  討論。 

說明： 

一、依據「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專業經理人實施要點」第七點規

定，專業經理人應依公平、公開、公正方式進用，其進用資格及薪

資支給標準另訂之，並提經管理委員會及校務會議通過，爰據以研

議上開草案。 

 二、本案業經 96.12.12校務發展委員會討論通過。 

擬辦：討論通過後依規定辦理。 

決議：照案通過「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專業經理人實施要點」(附件

11,p32)。 

 

第五案 提案單位：國際學術處 

案由： 本校擬與丹麥 Aalborg University簽訂備忘錄案，提請  討論。 

說明： Aalborg University 成立於 1974 年，為丹麥現代化的大學之一，

現 有三大學院（Humanities; Social Sciences; Engineering, 

Science and  Medicine），學生約 14000 名（其中 12.5％為國際

學生），教師 1200 名，職技人員 800 名。為促進本校與北歐國家之

學術合作與交流，擬與該校簽訂備忘錄，於師生交換、聯合研究計

畫、開發教學方法等方面進行合作，並期拓展國際產學合作之機會，

備忘錄草案詳如 議程附件 13P38。 

擬辦： 討論通過後，擇期簽約。 

決議：照案通過國立成功大學與丹麥 Aalborg University 備忘錄(附件

12,p34)。 

 

第六案 提案單位：校長交議案 

案由： 本校擬與美國 Texas Tech University簽訂協議書案，提請  討論。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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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校長 96年 12月 24日核示辦理。 

二、Texas Tech University 成立於 1923 年，現有 10 個學院，學生約

28500名，教師 2300多名，於上海交大 2007年世界 500大學中名列

305-402間。為促進兩校間之學術合作與交流，擬與該校簽訂協議書

（草案如附件），於師生交換、研究、教學等方面進行合作，並期進

行電機方面之碩士雙學位合作計畫。 

擬辦：討論通過後，擇期簽約。 

決議：照案通過國立成功大學與美國Texas Tech University協議書(附件

13,p37)。 

附帶決議：請修訂校務會議規則，國內外校際合作簽署合作協議案，經簽

陳校長同意者，以書面報告案提會審議。 

  

第七案 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由：研修本校『因公派員出國案件處理要點』第三點，請  討論。 

說明： 

一、依據 96 年 8 月 8 日第 640 次主管會報決議：「檢討將醫院臨床教師

納入各項獎勵及補助範圍案」。 

二、本處企劃組通盤檢視業務內之相關獎勵補助辦法，擬配合提出修訂

案如下： 

（1） 本校因公派員出國案件處理要點，擬建請放寬並擴大適用至附

設醫院臨床教師及專案計畫教師，修訂條文如議程附件 14P41。 

（2） 本要點已提 96年 10月 17日第 643次主管會報討論通過。 

擬辦：本校『因公派員出國案件處理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決議：修正通過本校『因公派員出國案件處理要點』(附件 14,p40)。 

 

第八案 提案單位：文學院、社會科學院 

案由：為成立「國立成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中心」，擬訂定「國立成功大學

人文社會科學中心設置辦法」（如議程附件15），及修訂「國立成功

大學組織規程」第8條、第30條條文（議程附件16），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教育部與國科會為提升國內人文社會科學領域教學研究水準，培養

國際競爭力並兼顧人文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之均衡發展與交流，將補

助大學院校成立人文、社會科學中心（議程附件16-1）。本校為提升

人文社會學科之發展，特訂定「國立成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中心設置

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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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案已提96年11月21日第645次主管會報，96年12月12日96學年度第

2次校務發展委員會議討論。 

三、爰據以修訂「國立成功大學組織規程」第8條、第30條條文。 

擬辦：擬通過後陳報教育部核定。 

決議：修正通過「國立成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中心設置辦法」（附件15,p41）

暨「國立成功大學組織規程」第8條、第30條條文（附件16,p42）。 

 

第九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人事室 

案由：修訂本校「教師出國講學及國內外研究進修申請作業要點」

第 1、3 點，修正對照表如（議程附件 17P50），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本次修正係依本校 96 年 5月 9 日第 155 次行政會議決議：「請人事

室研議如何提昇舊制助教之貢獻度及其陞遷、成長的機會」辦理。 

二、本案業經本校 96年 10月 29日 96學年第 2次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

討論通過。 

三、本次修正重點： 

將本校赴國內外研究、進修人員資格，由原訂之 79 學年度以前進

用之助教不受此限，擴大為「86 年 3 月 21 日前進用且目前在教學

單位任職之助教不受此限」。 

四、本校現行「教師出國講學及國內外研究進修申請作業要點」（如議程

附件 18P51）。 

擬辦：校務會議通過後，依決議施行。 

決議：修正通過本校「教師出國講學及國內外研究進修申請作業要點」(附

件 17,p45)。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12時 1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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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國立成功大學 96學年度第 1 次校務會議出(列)席名單 

時間：96年 12月 26日上午 9時 

地點：國際會議廳第 2演講室 

出席人員：黃煌煇、馮達旋、湯銘哲、徐畢卿、陳景文、曾永華(黃榮俊代) 、

李偉賢、陳昌明、王三慶、沈寶春、劉開鈴、邱源貴、王健文、李

育霖、傅永貴(柯文峰代) 、柯文峰、田聰、許瑞榮、黃得時、張

文昌(張素瓊代) 、楊惠郎(林翰佑代) 、吳文騰、張錦裕、陳進成

林再興、黃肇瑞、黃啟祥、李德河、廖德祿、劉中堅、涂季平、趙

儒民、苗君易、張克勤(苗君易代) 、趙怡欽(苗君易代) 、陳天送

廖峻德、劉大綱、李清庭、詹寶珠、朱聖緣(鄭銘揚代) 、鄭銘揚

蔡宗祐、孫永年、郭耀煌(孫永年代) 、曾新穆、徐明福、林憲德

張育銘、張有恆、廖俊雄、康信鴻、楊明宗、鄭匡佑、林其和、楊

倍昌、林以行、劉明毅、王應然、徐阿田、黃美智(葉莉莉代) 、

陳清惠(葉莉莉代) 、傅子芳、蔡瑞真、賴明亮、楊友任、林瑞模

楊俊佑(林瑞模代) 、趙文元、張智仁、陳振宇(楊永年代) 、楊永

年、李伯岳(謝文真代) 、王苓華、涂國誠、李彬(黃正智代) 、李

金駿、林永琪、宋承瑜、陳俊穎、姚恩平、鄭智元、蘇晏良(劉茂

宏代) 、盧浩平、陸廣安 

列席人員：蘇慧貞、楊瑞珍、謝文真、張丁財、李丁進(石金鳳代) 、謝錫堃

葉茂榮(歐蓉琴代) 、林仁輝、顏鴻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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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國立成功大學 96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表 

96年 12月 26日 

決議案摘要 承辦單位執行情形 

第一案 

案由：本校為提高治校績效，特依本校組織規

程第 26 條規定之程序及本校契聘副校

長遴用要點，經校長提名馮達旋博士為

契聘副校長，提請 公決。 

決議：經投票同意票數超過出席人數二分之一

以上，照案通過。 

 

第二案                                       

案由：本校 96至 97學年度教師申訴評議委員

會委員，除教授代表十人由校務會議推

選、教師會代表由本校教師會推薦外，

其他委員由校長遴選，並提經校務會議

同意後聘請之。 

決議：經投票同意票數超過出席人數二分之一

以上，照案通過。 

 

第三案                                       

案由：本校校歌修訂事宜，提請  討論。 

決議： 

一、新版修訂通過。 

二、修訂版之作者仍維持原版之作者，惟請加

註「96 年 10 月 3 日 96 學年度第 1 次校

務會議修訂通過」。 

 

第四案 

案由：擬修訂「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及

監督辦法」第五、七、八、九、十、十

七至二十一、三十二至三十四條，修正

對照表，提請 討論。 

決議：修訂通過。 

 

人事室：馮副校長聘任案業已

辦理完成，並於 96

年 10月 5日到職。 

 

 

 

 

 

秘書室：照案辦理。 

 

 

 

 

 

 

 

 

文學院：照案辦理。 

 

 

 

 

 

 

 

秘書室:照案辦理。並經 96.10. 

24 校務基金管理委員

會追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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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案 

案由：本校擬與美國 Temple University簽

訂雙學位計畫協議書案，提請  討

論。 

決議：照案通過。 

 

第六案                                       

案由：擬設置本校財務處，並擬訂「國立成

功大學財務處設置辦法(草案)」暨草

案總說明，提請 討論。 

決議：通過本校設置財務處，惟請修正組織

規程、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設置要

點、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等各項

配套相關規定，併本設置辦法，提下

次會議再議。 

 

第七案                                       

案由：本校秘書室組織調整，擬修訂本校「組

織規程」第七條第五款，修正對照

表、規劃書，提請 討論。 

 

決議：修正通過組織規程第七條第五款如

下，請研發處配合陳報教育部核定。 

 

第八案 

案由：研修本校組織規程第 27 條及本校院

長遴選作業準則，提請 討論。 

決議：本案討論中因尚有諸多歧見，在場代

表建議廣徵各方意見獲得共識後再

議。 

 

第九案 提案單位：研發處、人事室 

案由：研修本校組織規程第 28 條及草擬本

校系所主管遴選作業準則，提請 討

論。 

決議：本案未討論，在場代表建議如前案辦

理。 

 

國際學術處：11 月 1 日已完成

簽約。 

 

 

 

 

秘書室：照案辦理。本案各配

套相關規定及財務處

設置辦法之修訂，已經

96.11.12 校長召集專

案小組研商，並經

96.12.10 校務基金管

理委員會通過，提本次

會議討論。 

 

 

秘書室：照案辦理。 

研發處：組織規程修訂案業奉

教育部 96年 11月 16

日 台 高 ( 二 ) 字 第

0960175126 號函核

定。 

 

 

研發處：學術主管推選乙案，

已併入「組織再造」的

議題，待充分溝通研議

後再提案討論。 

人事室:配合研發處辦理。 

 

 

研發處: 同第八案。 

人事室:配合研發處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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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國立成功大學組織規程」部份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訂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 八 條   

本大學因教學、研究、推廣之

需，設下列單位暨人員： 

一、研究發展處：置研發長一

人，掌理學術研究與發展

事項，得置副研發長一至

二人，協助綜理學術研究

與發展事項，並置秘書一

人。下設企劃、建教合作

二組，各組置組長一人，

研究人員若干人。 

二、研究總中心：置中心主任一

人，掌理本大學各研究中心

業務之規劃、推動與整合，

並得置秘書一人。下設行

政、企劃、業務三組，各組

置組長一人，研究人員若干

人。 

三、計算機與網路中心：置中心

主任一人，掌理計算機與

網路支援教學、研究及行

政資訊處理事項，並得置

秘書一人。下設網路作

業、校務資訊、教學研究、

行政諮詢四組，各組置組

長一人。 

四、校友聯絡中心：置中心主任

一人，掌理校友聯絡、凝

聚校友力量協助校務發展

等相關事項，另得置秘書

一人。 

五、生物科技中心：置中心主任

一人，掌理生物科技中心相

關業務。下設教學、研究、

企劃三組，各組置組長一

第 八 條   

本大學因教學、研究、推廣之

需，設下列單位暨人員： 

一、研究發展處：置研發長一

人，掌理學術研究與發展

事項，得置副研發長一至

二人，協助綜理學術研究

與發展事項，並置秘書一

人。下設企劃、建教合作

二組，各組置組長一人，

研究人員若干人。 

二、研究總中心：置中心主任一

人，掌理本大學各研究中心

業務之規劃、推動與整合，

並得置秘書一人。下設行

政、企劃、業務三組，各組

置組長一人，研究人員若干

人。 

三、計算機與網路中心：置中心

主任一人，掌理計算機與

網路支援教學、研究及行

政資訊處理事項，並得置

秘書一人。下設網路作

業、校務資訊、教學研究、

行政諮詢四組，各組置組

長一人。 

四、校友聯絡中心：置中心主任

一人，掌理校友聯絡、凝

聚校友力量協助校務發展

等相關事項，另得置秘書

一人。 

五、生物科技中心：置中心主任

一人，掌理生物科技中心相

關業務。下設教學、研究、

企劃三組，各組置組長一

 

增列第十一

款財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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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六、藝術中心：置中心主任一

人，掌理藝術中心相關業

務。下設展示、演藝、教育

三組，各組置組長一人。 

七、微奈米科技研究中心：置中

心主任一人，掌理各院系所

與微系統及奈米技術相關

教學與研究工作。下設行政

業務、共同實驗室、研究教

育、技術推廣四組，各組置

組長一人。 

八、通識教育中心：置中心主任

一人，掌理本校通識教育有

關事務，另得置秘書一人。

下設行政、教學、企劃三

組，各組置組長一人。 

九、國際學術處:置處長一人，

掌理國際學術合作及國際

教育相關事務，得置副處長

一人，協助綜理國際學術合

作及國際教育相關事務，另

得置秘書一人。下設國際合

作、國際學生事務二組，各

置組長一人。 

十、博物館：置館長一人，掌理

博物館相關業務。下設典

藏、研究、展示、推廣四組，

各置組長一人。 

十一、財務處：置財務長一人，

掌理校務基金規劃與調度

相關事務，另得置秘書一

人。下設規劃、理財、管控

三組，各置組長一人，研究

人員若干人。 

本條文所列單位得視業務

需要置職員及稀少性科技

人員等若干人。九十年八月

二日以後不得進用資訊科

人。 

六、藝術中心：置中心主任一

人，掌理藝術中心相關業

務。下設展示、演藝、教育

三組，各組置組長一人。 

七、微奈米科技研究中心：置中

心主任一人，掌理各院系所

與微系統及奈米技術相關

教學與研究工作。下設行政

業務、共同實驗室、研究教

育、技術推廣四組，各組置

組長一人。 

八、通識教育中心：置中心主任

一人，掌理本校通識教育有

關事務，另得置秘書一人。

下設行政、教學、企劃三

組，各組置組長一人。 

九、國際學術處:置處長一人，

掌理國際學術合作及國際

教育相關事務，得置副處長

一人，協助綜理國際學術合

作及國際教育相關事務，另

得置秘書一人。下設國際合

作、國際學生事務二組，各

置組長一人。 

十、博物館：置館長一人，掌理

博物館相關業務。下設典

藏、研究、展示、推廣四組，

各置組長一人。 

本條文所列單位得視業務

需要置職員及稀少性科技

人員等若干人。九十年八月

二日以後不得進用資訊科

技人員，前已進用之資訊科

技人員，得繼續留任至其離

職為止，其升等並依原規定

辦理。 

各該單位之設置辦法，經校

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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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人員，前已進用之資訊科

技人員，得繼續留任至其離

職為止，其升等並依原規定

辦理。 

各該單位之設置辦法，經校

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第三十條 

本大學校長須具備教授資格，副

校長、學院院長、附設醫院院長

由校長聘請教授兼任。但以契約

方式進用之副校長，不在此限。 

教務長、副教務長、學生事務

長、副學生事務長、研發長、副

研發長、通識教育中心中心主

任、國際學術處處長、國際學術

處副處長、財務長、學院副院

長、學系主任、研究所所長、科

主任、學程主任、體育室主任、

進修推廣教育中心主任、師資培

育中心主任由校長聘請副教授

以上教師兼任。 

總務長、主任秘書、圖書館館長

及博物館館長由校長聘請副教

授以上教師兼任或由職員擔任

之；副總務長及圖書館副館長由

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 

研究總中心中心主任、計算機與

網路中心中心主任、校友聯絡中

心中心主任、生物科技中心中心

主任、藝術中心中心主任、微奈

米科技研究中心中心主任由校

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或同級

以上之研究人員或專業技術人

員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語言

中心主任、新聞中心主任、儀器

設備中心主任、航空太空科技研

究中心主任、視聽媒體製作中心

主任、動物中心主任、實習工廠

主任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

第三十條 

本大學校長須具備教授資格，副

校長、學院院長、附設醫院院長

由校長聘請教授兼任。但以契約

方式進用之副校長，不在此限。 

教務長、副教務長、學生事務

長、副學生事務長、研發長、副

研發長、通識教育中心中心主

任、國際學術處處長、國際學術

處副處長、學院副院長、學系主

任、研究所所長、科主任、學程

主任、體育室主任、進修推廣教

育中心主任、師資培育中心主任

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兼

任。 

總務長、主任秘書、圖書館館長

及博物館館長由校長聘請副教

授以上教師兼任或由職員擔任

之；副總務長及圖書館副館長由

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 

研究總中心中心主任、計算機與

網路中心中心主任、校友聯絡中

心中心主任、生物科技中心中心

主任、藝術中心中心主任、微奈

米科技研究中心中心主任由校

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或同級

以上之研究人員或專業技術人

員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語言

中心主任、新聞中心主任、儀器

設備中心主任、航空太空科技研

究中心主任、視聽媒體製作中心

主任、動物中心主任、實習工廠

主任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

 

增列財務長

之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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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或同級以上之研究人員或專

業技術人員兼任。 

軍訓室主任由校長自職級相當

人員或教育部推薦之軍訓教官

二至三人中擇聘之。軍訓室主任

因故出缺，由學務長或自本校職

級相當人員中簽請校長核准後

代理，期限至新任主任到職日

止。 

本大學各處、館、室、中心分組

辦事，除人事室、會計室外，所

置之組長及圖書館分館主任，由

校長聘請助理教授以上教學人

員或同級以上之研究人員或專

業技術人員兼任，或由職員擔任

之。 

本大學校長任期四年，得續聘一

次。 

副校長及由教師或研究人員兼

任之行政單位主管及副主管任

期四年為一任，得續聘一次。 

前項兼任人員除體育室主任及

第二十七、二十八條之院、系、

所主管及科主任及學院副院長

外，均應配合校長之更替辭去兼

職，但如經新任校長續予聘兼

者，得續任至任期屆滿為止。 

師或同級以上之研究人員或專

業技術人員兼任。 

軍訓室主任由校長自職級相當

人員或教育部推薦之軍訓教官

二至三人中擇聘之。軍訓室主任

因故出缺，由學務長或自本校職

級相當人員中簽請校長核准後

代理，期限至新任主任到職日

止。 

本大學各處、館、室、中心分組

辦事，除人事室、會計室外，所

置之組長及圖書館分館主任，由

校長聘請助理教授以上教學人

員或同級以上之研究人員或專

業技術人員兼任，或由職員擔任

之。 

本大學校長任期四年，得續聘一

次。 

副校長及由教師或研究人員兼

任之行政單位主管及副主管任

期四年為一任，得續聘一次。 

前項兼任人員除體育室主任及

第二十七、二十八條之院、系、

所主管及科主任及學院副院長

外，均應配合校長之更替辭去兼

職，但如經新任校長續予聘兼

者，得續任至任期屆滿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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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設置要點 
89 年 6 月 21 日 88 學年度第 4 次校務會議通過  

89 年 10 月 25 日 89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會議修訂  
90 年 10 月 24 日 90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會議修訂  

94 年 3 月 30 日  93 學年度第 3 次校務會議延會通過  
奉教育部 94 年 10 月 25 日台高 (三 )字第 0940142288 號核備  

96 年 12 月 26 日 96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會議修訂 
一、本校為有效管理及運用校務基金，依教育部「國立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及監

督辦法」第二條之規定設置「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以下
簡稱本委員會），並訂定本要點。 

二、本委員會由校長任召集人，另由校長遴選六至十四位委員提經校務會議同
意後聘任之，任期兩年並得連任。新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產生新任委員
前由上屆委員繼續執行任務。委員中不兼行政職務之教師代表不得少於三
分之一，必要時得聘請校外專業人士參與。 
教師會得向校長推薦委員人選。 

三、本委員會之任務如下： 
(一) 學校教學、研究及推廣所需財源之規劃。 
(二) 學校建築及工程興建所需財源之規劃。 
(三) 校務基金年度概算擬編之審議。 
(四) 校務基金開源措施之審議。 
(五) 校務基金經濟有效節流措施之審議。 
(六) 校務基金經費收支及運用之績效考核。 
(七) 「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三條第三款至第七款收

支管理規定之審議。 
(八) 其他關於校務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事項之審議。 

四、本委員會之行政工作由秘書室支援，委員會之重要決議由秘書室提校務會
議備查。 

五、管理委員會得視任務之需要，分組辦事；所需工作人員，由學校現有人員
派兼為原則。但為使校務基金之收支、保管及運用發揮最大經濟效益，得
進用專業人員若干人，其權利、義務、待遇及福利，依學校法令規定，由
學校於契約中明定之。 
本委員會每學期至少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 
本委員會召開會議時，得請相關人員列席。 

六、為使校務基金之收入及運用發揮最大經濟效益，本委員會置執行長一人，
由財務長兼任之，負責「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二十
三條之相關投資事宜。 

七、財務處須擬訂每年度之財務調度及投資計畫，經本委員會通過後執行之；
並於本委員會會議中報告執行情形。 
本委員會召開會議時，財務長須列席報告校務基金資金運作情形。 

八、第六點第一項之投資案超過新臺幣伍仟萬元以上者，本委員會認為必要時
得聘請專業之機構及人員協助評估。 

九、本設置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報教育部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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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設置要點」部份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訂條文 原條文 說明 

三、本委員會之任務如下： 

(一) 學校教學、研究及推廣所

需財源之規劃。 

(二) 學校建築及工程興建所需

財源之規劃。 

(三) 校務基金年度概算擬編之

審議。 

(四) 校務基金開源措施之審

議。 

(五) 校務基金經濟有效節流措

施之審議。 

(六) 校務基金經費收支及運用

之績效考核。 

(七) 「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

管理及監督辦法」第三條

第三款至第七款收支管

理規定之審議。 

(八) 其他關於校務基金收支、

保管及運用事項之審議。 

三、本委員會之任務如下： 

(一) 學校教學、研究及推廣所

需財源之規劃。 

(二) 學校建築及工程興建所需

財源之規劃。 

(三) 校務基金年度概算擬編之

審議。 

(四) 校務基金開源措施之審

議。 

(五) 校務基金經濟有效節流措

施之審議。 

(六) 校務基金經費收支及運用

之績效考核。 

(七) 「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

管理及監督辦法」第三條

第三款至第八款收支管

理規定之審議。 

(八) 其他關於校務基金收支、

保管及運用事項之審議。 

依教育部 96年

8 月 28 日台高

( 三 ) 字 第

0960132093 號

函略以：依國

立大學校院校

務基金設置條

例第 10條但書

規定，校務基

金得彈性運用

之收入並不包

含 「 其 他 收

入」，修正「至

第八款」為「至

第七款」。 

六、為使校務基金之收入及運

用發揮最大經濟效益，本

委員會置執行長一人，由

財務長兼任之，負責「國

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管理

及監督辦法」第二十三條

之相關投資事宜。 

六、為使校務基金之收入及運

用發揮最大經濟效益，本

委員會下設任務編組之財

務管理小組，負責「國立

成功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及

監督辦法」第二十三條之

相關投資事宜。 

財務管理小組置委員七至

九人，總務長、主任秘書、

研發長及會計主任為當然

委員，另由校長遴聘校務

基金管理委員會委員及教

授代表數人組成之，由總

務長擔任召集人，出納組

組長為執行秘書。 

財務管理小組至少每月開

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

財務管理小組

功能由本校財

務處取代，其

組織及任務已

於財務處設置

辦法規範。故

刪除財務管理

小 組 相 關 內

容。 

訂定本委員會

執行長由財務

長兼任。 

96-2校務會議(96.12.26)紀錄-15-



 16 

時會。召開會議時得邀請

會計室各組組長及相關業

務人員列席。 

七、財務處須擬訂每年度之財

務調度及投資計畫，經本

委員會通過後執行之。 

本委員會召開會議時，財

務長須列席報告校務基金

資金運作情形。 

七、財務管理小組需擬訂每年

度之財務調度及投資計

畫，經本委員會通過後執

行之；並於本委員會會議

中報告執行情形。 

 

財務管理小組

修 正 為 財 務

處。 

訂定財務長須

向管理委員會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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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 

94年 3月 30 日 93 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延會通過 

奉教育部 94 年 10月 25日台高(三)字第 0940142288 號函核備 

94年 12月 28日 94 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奉教育部 95 年 5月 2日台高(三)字第 0950062186 號函核備 

95年 6月 21日 94學年度第 5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6年 7月 5日 95學年度第 4 次校務會議延會修正通過 

奉教育部 96 年 8月 28 日台高(三)字第 0960132093 號函修正後核備 

96年 10月 3日 96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6年 12月 26日 96 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訂 

 

第一條 為因應高等教育發展趨勢，提升教育品質，增進教育績效，特設置「國
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以下簡稱本基金)。 

第二條 為有效運用、管理及監督本基金，以協助校務之推動，特依「國立大
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及教育部訂頒之「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
管理及監督辦法」之相關規定，訂定「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及
監督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三條 本基金之收入來源如下： 
一 政府編列預算撥付：由教育部依預算程序編列撥付學校之經費。 

二 學雜費收入：每學期依教育部規定之收費標準，向註冊學生收取
之學費及雜費收入。 

三 推廣教育收入：依推廣教育實施辦法之規定辦理推廣教育及研
習、訓練等班次所收取之收入。 

四 建教合作收入：為外界提供訓練、研究及設計等服務所獲得之收
入。 

五 場地設備管理收入：提供場所及設施等所收取之收入。 

六 捐贈收入：無償收受動產、不動產及其他一切有財產價值之權利
或債務之減少。 

七 投資取得之收益：依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第七條之一
及本辦法第二十三條規定所投資取得之有關收益。 

八 其他收入：不屬於上述各款之自籌收入。 

第四條 為落實本基金之有效管理及彈性運用，設置「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
管理委員會」 (以下簡稱管理委員會) 管理之。 

管理委員會置委員七人至十五人，由校長任召集人，其中不兼行政職
務之教師代表不得少於三分之一，必要時得聘請校外專業人士參與。
委員任期二年，由校長遴選提經校務會議同意後聘任之。 

管理委員會之設置要點另訂之。 

第五條 管理委員會之任務如下： 
一 學校教學、研究及推廣所需財源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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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學校建築及工程興建所需財源之規劃。 

三 校務基金年度概算擬編之審議。 

四 校務基金開源措施之審議。 

五 校務基金經濟有效節流措施之審議。 

六 校務基金經費收支及運用之績效考核。 

七 第三條第三款至第七款收支管理規定之審議。 

八 其他關於校務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事項之審議。 

第六條 管理委員會得視任務之需要，分組辦事；所需工作人員，由學校現有
人員派兼為原則。但為使校務基金之收支、保管及運用發揮最大經濟
效益，得進用專業人員若干人，其權利、義務、待遇及福利，依學校
法令規定，由學校於契約中明定之。 

管理委員會每學期至少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 

管理委員會召開會議時，得請相關人員列席。 

第七條  本基金有關年度預算編製及執行、決算編造，除第三條第三款至第七  
款之有關收入，應依本辦法之相關規定另訂收支管理要點運作之，並
受教育部監督外，應依預算法、會計法、決算法、審計法及相關法令
規定辦理。 

第八條 前條之收支管理規定，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 編制內教師本薪(年功薪)、加給以外之給與及編制外人員之人事費

支給基準及其他給與。 

二 行政人員辦理第三條第三款至第七款之自籌收入業務有績效者之工
作酬勞支給基準。 

三 講座經費支應原則。 

四 教師教學及學術研究獎勵支應原則。   

五 出國旅費支應原則。 

六 公務車輛之增購、汰換及全時租賃。 

七 新興工程支應原則。 

八 因應自償性支出之舉借及其償還財源之控管機制。 

九 其他應規範經費之原則。 

前項第一款至第四款之給與，應在不造成學校虧損及國庫負擔前提下，
及不超過 5 項自籌收入及學雜費收入兩項總和之 50﹪比率上限範圍辦
理。惟上述第二款行政人員之工作酬勞，得由業務單位主管提出申請，
經行政程序簽奉校長核准後於 5項自籌收入中支給，每月支給之工作酬
勞，由人事室、總務處控管，以不超過其專業加給之 60﹪比率為限。 

第九條 第三條第二款至第七款之自籌收入，在第八條第二項之上限範圍內，
得對符合下列條件之編制內教師，給予本薪(年功薪)、加給以外之給
與： 

一 講座教授。 

二 特聘教授。 

三 非編制之行政或學術兼職。 

四 特殊任務編組之委員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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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接受學校委託辦理專題研究者。 

六 持有技術股票作價之報酬。 

七 其他經管理委員會同意之給與。 

前項各款中應另訂支給基準，經管理委員會及校務會議通過後，報奉教
育部核備實施。 

第十條  第三條第二款至第七款之自籌收入，在第八條第二項之比率上限範圍
內，得聘僱下列編制外人員，以提昇學術水準及協助校務之運作。 

一 國外傑出學者。 

二 專案計畫教學人員。 

三 專案計畫研究人員。 

四 專案計畫工作人員。 

五 專案經理人員。 

六 專業經理人員。 

七 兼任專家及顧問。 

八 博士後研究人員。  

九 工讀生。 

十 其他經循行政程序簽准僱用之短期臨時人員。 

前項各款所置之人員應另訂支給基準，經管理委員會通過後，報奉教育
部核備實施。 

第十一條 第三條第三款之推廣教育收入，應衡量使用學校資源情形，由學校
先從收入總額中適當提列行政管理費。 

專案申請之學分班及非學分班，屬自辦班別者，應按計畫經費總金
額中提列 27%管理費；屬政府機關及公民營機構委託之班別，依委
託單位之規定提列，惟未及 27%時，應另編場地及水電等相關費用
補足；外業班別得按計畫經費總金額提列 15%管理費。 

如開班辦理在職訓練、技術人力養成訓練、專門技術訓練、代辦實
習等人員交流訓練案，在校內舉辦之內業至少應編列 27%管理費；
在校外舉辦之外業至少應編列 11.5%管理費。 

管理費經校長核准者，標準得降低之。 

第十二條 前條推廣教育所提列之 27%行政管理費，授權支用之比率為學校
20/27，學院或研究總中心 1/27，系所或研究中心 6/27。 

推廣教育班之經費若有節餘，在補足應繳之計畫總金額 27%管理費
後，其節餘款由推廣教育開班單位繼續使用。 

教務處應訂定推廣教育收入收支管理要點，經管理委員會審議通
過，送行政會議核備後，報教育部備查。 

第十三條 第三條第四款之建教合作收入，應衡量使用學校資源情形，適當提
列行政管理費。 

政府機關及公民營機構委託之專題研究計畫，應按計畫經費總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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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列至少 17%管理費；但政府機關另訂有管理費標準者，不在此限。
服務性試驗、調查及人員交流訓練案之管理費編列比率，由研究發
展處另訂辦法規範，經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送行政會議核備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特殊案件之管理費經校長核准者，標準得降低之。 

第十四條 各建教合作計畫案管理費先提列 10﹪作為圖書館書刊經費後，依適
當比例授權支用： 

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於扣除就地審計費後，支用比率為學校 60%，
學院及研究總中心 3%，系所及研究中心 37%。 

公民營機構委託之專題研究計畫案、以計畫書簽約之服務性試驗及
調查案、以建教合作案方式舉辦之學術研討會，此三類之支用比率
為學校 59%(10/17)，學院及研究總中心 6%(1/17)，系所及研究中心
35%(6/17)。 

屬內業之服務性試驗及調查案之支用比率為學校 90%(18/20)，學院
及研究總中心 10% (2/20)；屬外業之服務性試驗及調查案之支用比
率為學校 91%(5/5.5)，學院及研究總中心 9%(0.5/5.5)。 

屬內業之人員交流訓練案之支用比率為學校 74%(20/27)，學院
4%(1/27)，系所及研究中心 22%(6/27)；屬外業之人員交流訓練案
之支用比率為學校 44%(5/11.5)，學院 4%(0.5/11.5)，系所及研究
中心 52%(6/11.5)。 

第十五條 各建教合作計畫案執行結案後之節餘款，凡已提足 17%以上之管理
費者由計畫主持人依規定運用；未提足 17%者，則於依規定方式補
足差額後之節餘款運用之。 

補提之管理費依前條第三項之方式分配予學校、學院及總中心、系
所及研究中心。 

研究發展處應訂定建教合作收入收支管理要點，經管理委員會審議
通過，送行政會議核備後，報教育部備查。 

第十六條 第三條第五款之場地設備管理收入，其由學校控管者應由學校統籌
運用；由學院或研究總中心、系所或研究中心等單位控管者，於該
項收入總額提成 20%為學校管理費，80%分配至管理單位運用。 

場地設備管理收入須負擔稅負時，應於該項收入總額先行扣除後，
再依前項比率分配。 

總務處應訂定場地設備管理收入收支管理要點，經管理委員會審議
通過，送行政會議核備後，報教育部備查。 

第十七條 第三條第三款至第七款之自籌收入，得對下列事項予以鼓勵，表現
優異之行政及學術單位，或教職員工個人，得給與適度之經費或獎
金，以獎勵教學、研究或服務之傑出表現： 

一 國內外學術活動。 
二 學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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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教學特優。 
四 產學合作或技術移轉成果特優。 
五 績優教職員工。 
六 行政革新績效卓著。 
七 其他經管理委員會同意之獎勵。 

前項第一款至第六款中之各事項應訂定鼓勵或獎勵要點，經管理委
員會及校內相關會議通過後實施。 

第十八條 為推廣國際化，鼓勵教職員出國觀摩及參與學術活動，得以第三條
第三款至第七款之收入為財源支應因公派員出國案件，並由學校自
行依所訂要點審核。 

校長因公出國案件，仍應依「教育部及所屬機關學校因公派員出國
案件處理要點」第五點規定辦理。 

研究發展處應訂定因公派員出國案件處理要點，提報管理委員會審
議通過後，報教育部備查。 

第十九條 為合理使用公務車輛，得彈性運用第三條第三款至第七款之收入為
財源，增購、汰換及全時租賃公務車輛。 

總務處應訂定公務車輛之使用、租賃要點，經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
送行政會議核備後，報教育部備查。 

第二十條 為有效安排新興工程規劃，及促進民間投資，節省政府之預算撥付，
可彈性運用第三條第三款至第七款之收入為財源，支應學校之新興
工程。 

總務處應訂定新興工程之支應辦法，經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送校
務會議核備後，報教育部備查。 

第二十一條 為有效進行財務規劃，並因應自償性之宿舍、停車場、醫院等類
型建設工程或管理營運之支出，除可彈性運用第三條第三款至第
七款之收入及歷年基金盈餘為財源外，經管理委員會之審議通過
後，得向金融機構舉借。 

財務處應會同總務處就舉債控管、確保債務清償及債務無法清償
之因應措施等，訂定自償性支出之控管機制辦法，經管理委員會
審議通過，送校務會議核備後，報教育部備查。 

第二十二條 學校收受之捐贈，應全數撥充校務基金，未指定用途之捐贈收入，
由學校統籌運用；收受指定用途之捐贈，其用途應與學校校務有
關。 

收受之捐贈收入為現金時，應確實交付學校收受；為現金以外者，
應確實點交，屬不動產者，應由保管組辦妥所有權移轉登記。 

非由學校全權管控之指定捐贈收入，除經校長核准者外，一律提
撥 5%之行政管理費。 

學校收受之捐贈，不得與贈與人有不當利益之聯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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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對熱心捐贈者，得比照教育部訂頒之「捐資教育事業獎勵辦
法」予以適當之獎勵。 

第二十三條 為充裕校務基金之財源，得將校務基金投資於下列項目： 

一 存放公民營金融機構。 
二 購買公債、國庫券或其他短期票券。 
三 投資於與校務或研究相關之公司與企業。 
四 其他具有收益性及安全性，並有助於增進效益之投資。 

投資取得之收益，應全數撥充校務基金統籌運用。 

第二十四條 前條第三款及第四款投資資金之來源如下： 

一 以研究成果或技術作價無償取得之股權。 
二 捐贈收入及歷年基金之盈餘。  
三 其他之法令未限制之經費來源。 

第二十五條 為使校務基金之收入及運用發揮最大經濟效益，管理委員會置執
行長一人，由財務長兼任之，負責第二十三條之相關投資事宜。 

第二十六條 財務長須擬訂每年度之財務調度及第二十三條各款之投資計
畫，經管理委員會通過後執行之；並於管理委員會及校務會議中
報告執行情形。 

本委員會召開會議時，財務長須列席報告校務基金資金運作情
形。 

第二十七條 管理委員會對超過新臺幣伍仟萬元以上之第二十三條投資案，認
為必要時得聘請專業之機構及人員協助評估。 

第二十八條 學校在預算執行期間，因市況變動及業務之實際需要，需動用基
金盈餘，增加管理及總務費用之支出，或辦理非計畫型及計畫型
之資本支出，則須提經管理委員會之同意，專案報教育部核定或
核轉行政核定後辦理，並補辦預算。 

第二十九條 為監督校務基金之收支、保管及運用，於校務會議下設置「國立
成功大學經費稽核委員會」監督之。 

經費稽核委員會置委員七人至十五人，由校務會議成員推選產
生。但管理委員會之成員、總務及會計相關人員，不得擔任經費
稽核委員會之委員。 

經費稽核委員會所需工作人員，由學校現有人員派兼之。 

經費稽核委員會設置要點另訂之。 

第三十條 經費稽核委員會之任務如下： 

一 學校教學、研究及推廣計畫財務運用之事後稽核。 
二 校區建築與工程興建計畫、發包及執行等經費運用之事後稽核。 
三 各項經費收支及現金出納處理情形之事後稽核。 
四 校務基金年度決算之稽核。 
五 學校資產增置、擴充及改良等事項之事後稽核。 
六 校務基金經濟有效利用及開源節流措施之事後稽核。 
七 其他經費之事後稽核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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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稽核事項，以任期內發生與經費運用有關事項為限。但該事項涉
及以前任期者，不在此限。 

第三十一條 經費稽核委員會每學期至少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召開臨時會。 

經費稽核委員會召開會議時，得視稽核事項之需要，邀請管理委
員會或校內相關單位派員列席。 

經費稽核委員會得經委員會之決議，請管理委員會或校內相關單
位提供必要之資料以供查閱。 

經費稽核委員會應於校務會議中提出有關校務基金收支、保管及
運用之稽核報報告。 

第三十二條 第三條第三款至第七款所定各種收入之收支情形，應由相關主管
人員、經費執行人員、使用及保管資產人員，負其執行預算、保
管及使用資產之相關責任，並由會計人員負責帳務處理及彙編財
務報表。 

第三十三條 第三條第三款至第七款所定各種收入之收支、保管及運用，應設
置專帳處理，經費收支應有合法憑證，並依規定年限保存；建教
合作收支，應依建教合作機構之規定或契約辦理。 

前項所列各項收入之收支預計表、收支決算表，連同相關書表及
全校收支財務報表，應送教育部備查，並依相關規定上網公告，
及接受教育部派員或委請會計師查核。 

第三十四條 各行政及學術之第一、二級單位，就第三條第三款至第七款該單
位歷年之自行控管財源，得自訂相關管理辦法或專案申請，經管
理委員會通過後，執行本辦法第八條各款之規定事宜。 

第三十五條 各行政單位及院、系所中心等分配運用經費，未用罄之經費得延
至次一年度繼續使用。 

第三十六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報奉教育部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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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部份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訂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三條 本基金之收入來源如

下： 

一 政府編列預算撥付：由教育

部依預算程序編列撥付學

校之經費。 

二 學雜費收入：每學期依教育

部規定之收費標準，向註冊

學生收取之學費及雜費收

入。 

三 推廣教育收入：依推廣教育

實施辦法之規定辦理推廣

教育及研習、訓練等班次所

收取之收入。 

四 建教合作收入：為外界提供

訓練、研究及設計等服務所

獲得之收入。 

五 場地設備管理收入：提供場

所及設施等所收取之收入。 

六 捐贈收入：無償收受動產、

不動產及其他一切有財產

價值之權利或債務之減少。 

七 投資取得之收益：依國立大

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

第七條之一及本辦法第二

十三條規定所投資取得之

有關收益。 

八 其他收入：不屬於上述各款

之自籌收入。 

第三條 本基金之收入來源如

下： 

一 政府編列預算撥付：由教育

部依預算程序編列撥付學

校之經費。 

二 學雜費收入：每學期依教育

部規定之收費標準，向註冊

學生收取之學費及雜費收

入。 

三 推廣教育收入：依推廣教育

實施辦法之規定辦理推廣

教育及研習、訓練等班次所

收取之收入。 

四 建教合作收入：為外界提供

訓練、研究及設計等服務所

獲得之收入。 

五 場地設備管理收入：提供場

所及設施等所收取之收入。 

六 捐贈收入：無償收受動產、

不動產及其他一切有財產

價值之權利或債務之減少。 

七 孳息收入：基金存放公民營

金融機構所孳生之利息收

入。 

八 其他收入：不屬於上述各款

之自籌收入。 

 

依「國立大學

校院校務基

金設置條例」

第七條之一

及本辦法第

二十三條修

訂第七款。 

第十條  第三條第二款至第七

款之自籌收入，在第八條第

二項之比率上限範圍內，得

聘僱下列編制外人員，以提

昇學術水準及協助校務之

運作。 

一 國外傑出學者。 

第十條  第三條第二款至第七

款之自籌收入，在第八條第

二項之比率上限範圍內，得

聘僱下列編制外人員，以提

昇學術水準及協助校務之

運作。 

一 國外傑出學者。 

依本委員會

96.10.24 前

次會議提案

一決議辦理。 

96-2校務會議(96.12.26)紀錄-24-



 25 

二 專案計畫教學人員。 

三 專案計畫研究人員。 

四 專案計畫工作人員。 

五 專案經理人員 

六 專業經理人員 

七 兼任專家及顧問。 

八 博士後研究人員。  

九 工讀生。 

十 其他經循行政程序簽准僱用

之短期臨時人員。 

前項各款所置之人員應另訂支

給基準，經管理委員會通過後，

報奉教育部核備實施。 

二 專案計畫教學人員。 

三 專案計畫研究人員。 

四 專案計畫工作人員。 

五 專案經理人員或專業經理

人。 

六 兼任專家及顧問。 

七 博士後研究人員。  

八 工讀生。 

九 其他經循行政程序簽准僱用

之短期臨時人員。 

前項各款所置之人員應另訂支

給基準，經管理委員會通過後，

報奉教育部核備實施。 

第二十一條 為有效進行財務

規劃，並因應自償性之宿

舍、停車場、醫院等類型建

設工程或管理營運之支

出，除可彈性運用第三條第

三款至第七款之收入及歷

年基金盈餘為財源外，經管

理委員會之審議通過後，得

向金融機構舉借。 

財務處應會同總務處就舉

債控管、確保債務清償及債

務無法清償之因應措施

等，訂定自償性支出之控管

機制辦法，經管理委員會審

議通過，送校務會議核備

後，報教育部備查。 

第二十一條 為有效進行財務

規劃，並因應自償性之宿舍、停

車場、醫院等類型建設工程或管

理營運之支出，除可彈性運用第

三條第三款至第七款之收入及

歷年基金盈餘為財源外，經管理

委員會之審議通過後，得向金融

機構舉借。 

總務處應就舉債控管、確保債務

清償及債務無法清償之因應措

施等，訂定自償性支出之控管機

制辦法，經管理委員會審議通

過，送校務會議核備後，報教育

部備查。 

 

舉債控管之

權責單位由

總務處改為

財務處及總

務處。 

第二十五條 為使校務基金之

收入及運用發揮最大經濟

效益，管理委員會置執行長

一人，由財務長兼任之，負

責第二十三條之相關投資

事宜。 

第二十五條 為使校務基金之

收入及運用發揮最大經濟

效益，管理委員會下設任務

編組之財務管理小組，負責

第二十三條之相關投資事

宜。 

財務管理小組置委員七至

九人，總務長、主任秘書、

研發長及會計主任為當然

委員，另由校長遴聘校務基

財務管理小

組功能由本

校財務處取

代，其組織及

任務已於財

務處設置辦

法規範。故刪

除財務管理

小組相關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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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管理委員會委員及教授

代表數人組成之，由總務長

擔任召集人，出納組組長為

執行秘書。 

財務管理小組至少每月開

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

會。召開會議時得邀請會計

室各組組長及相關業務人

員列席。 

訂定本委員

會執行長由

財務長兼任。 

第二十六條 財務處須擬訂每

年度之財務調度及第二十

三條各款之投資計畫，經管

理委員會通過後執行之。 

本委員會召開會議時，財務

長須列席報告校務基金資

金運作情形。 

第二十六條 財務管理小組需

擬訂每年度之財務調度及

第二十三條各款之投資計

畫，經管理委員會通過後執

行之；並於管理委員會及校

務會議中報告執行情形。 

財務管理小

組修正為財

務處。 

訂定財務長

須向管理委

員會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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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國立成功大學財務處設置辦法總說明 

國立成功大學創校以來，一直致力於提升高等教育水平以創造人民福祉。

經過全校師生努力，目前成功大學所培育出校友廣佈全球，成為社會中堅與國

家棟樑，為社會貢獻良多。而成功大學亦以成為世界一流大學為治校目標，使

本校成為學術界與企業界社會人才之搖籃。 

國立成功大學由於校友眾多，成就非凡，歷屆校友與社會善心人士不忘回

饋捐助本校。如何善用教育部預算和各界人士贊助學校的資金是成功大學邁向

世界頂尖一流大學的過程中重要的一環。財務處成立之目的乃基於善用教育部

預算與各界贊助之資金，使資金可以充分有效運用，以達成本校治校目標和各

界人士對本校之期許。 

茲為推動組務及職任相關人員，訂定「國立成功大學財務處設置辦法」，

並臚列重點說明如下： 

第一條   本辦法之宗旨及任務。 

第二條   本處之位階及組織、工作任務。 

第三條   財務長、副財務長職位任用資格。 

第四條   秘書、組長及組員職位任用資格。 

第五條  專業經理人職位任用資格及進用依據。 

第六條  訂定施行細則之依據及審核程序。 

第七條 本辦法核准程序及修訂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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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財務處設置辦法 

96年 12月 26日 96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有效運用管理校務基金，以提

高治校績效並達成各界人士對本校之期許，特依本校組織規程第

八條規定，設置「國立成功大學財務處」（以下簡稱本處）。 

第二條 本處主要任務為研議校務基金可運用資金之投資策略與方案及負

責執行相關事務，並受經費稽核委員會事後稽核。其任務如下： 

一、執行日常財務規劃與各種長期性投資開發事宜，從事長期

性資本支出計畫之評估，各種資源開發與評估分析等事務。 

二、執行本校可用資金之調度與管理事宜，以期達成提升投資

報酬與降低財務風險之目標等，從事短期營運資金管理與

操作等事務。 

三、建立投資風險控管機制與執行監控稽核與管理，以期發揮

應有的投資效益等事務。 

四、執行其他校務基金規劃、投資、運用、管控等相關事宜。 

第三條 本處置財務長一人，綜理校務基金規劃與調度相關事務。並得置

副財務長一人，協助綜理校務基金規劃與調度相關事務。財務長

及副財務長為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或由專業經理人擔任，經校務

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後，由校長聘任之。 

第四條 本處得置秘書一人。下設規劃、理財、管控三組，各置組長一人，

組長為助理教授以上教師兼任或由專業經理人擔任，由財務長提

名簽請校長聘任之。各組得置具財金或會計相關專長背景研究人

員及職員若干人。 

第五條 第三、四條所稱專業經理人，係指依本校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

法第十條第一項第六款進用之人員，其進用程序及其進用資格與

薪級標準分別依「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專業經理人實施要

點」與「國立成功大學財務處專業經理人進用資格及薪資支給標

準表」辦理。相關規定另訂之。 

第六條 本辦法施行細則或業務相關辦法由本處另訂，提主管會報通過，

並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核備後施行。 

第七條 本辦法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及校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

同。 

 

96-2校務會議(96.12.26)紀錄-28-



 29 

附件 9 
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專業經理人實施要點 

96.12.26 96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會議通過  

一、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因應校務發展需要，特依本校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

第十條規定，訂定「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專業經理人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

點）。 

二、本要點所稱專業經理人，係指相關領域具有專長之專業經理人才，並由本校各單位因應

其業務需要，在年度校務基金自籌經費 50﹪範圍內，以本校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

三條第二款至第七款收入進用之編制外人員。 

三、專業經理人之任務在於帶領專業團隊，有效運用本校可用資金或資源，在一定時間內創

造盈餘、增加財富收入或提昇經營管理績效。 

四、專業經理人之進用，應將人選提經主管會報及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管理委員

會）審議通過，循行政程序簽奉核准後進用。進用後之人事管理由人事室綜理。 

五、專業經理人以聘用方式進用，以一年一聘為原則。 

專業經理人服務滿一年時，所屬主管應就其工作表現、服務績效及目標達成率等加以考

核，決定是否續聘或晉（減）薪，並循行政程序簽奉核准；至於晉（減）薪級數則視其

工作績效而定。 

六、專業經理人於聘用期間，須接受所屬主管之督導及工作指派，並遵守本校相關規定，如

有違反，得隨時予以解聘。 

七、專業經理人應依公平、公開、公正方式進用，其進用資格及薪資支給標準另訂之，並提

經管理委員會及校務會議通過。 

專業經理人能為本校創造盈餘、增加財富收入或提昇經營管理績效者另支給獎金。獎金

發給之原則、額度、發放之時間及方式等相關事宜，由用人單位另訂之，並提經主管會

報及管理委員會通過。 

八、專業經理人之上班時間比照本校編制內職員依政府機關辦公日曆出勤。請假依勞動基準

法、兩性工作平等法及勞工請假規則等規定辦理。 

九、專業經理人於聘用期間，不得在校內外兼職或兼課，如因業務需要須依校內相關規定專

案簽准。 

十、專業經理人於聘期屆滿前自請離職，應於十日前提出書面申請並辦妥離職手續。 

十一、專業經理人應依相關規定參加勞工保險、全民健保及勞工退休金。其勞保、全民健保

及勞工退休準備金應由雇主負擔之費用由各該用人經費來源提撥。 

十二、專業經理人於聘用期間，得依本校有關規定享有下列權益： 

  （一）請領本校識別證與校內汽機車通行證。    

  （二）圖書館、計算機與網路中心及體育場所等公共設施，得依各單位規定使用之。 

  （三）其他經專案簽准之福利事項。 

十三、專業經理人於聘用期間應簽訂契約，契約中明定其聘期、薪資、工作時間、差假、考

核、獎懲、福利、退休、資遣、職業災害補償、到離職等權利義務事項。 

十四、本要點未規定事項，依「國立成功大學臨時人員工作規則」、「勞動基準法」、「勞

工退休金條例」及其他相關法令辦理。 

十五、本要點經管理委員會及校務會議通過，並報教育部備查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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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 

國立成功大學專業經理人契約書 

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甲方）為應業務需要，以校務基金聘用                  君 

（以下簡稱乙方）為                  (單位)             （職稱），經雙方訂立條款如下： 

一、聘用期間：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契約期滿未續約者，當然終止契約，如須提前終止契約悉依勞動基準法及有關規定辦理。 

二、工作內容：  

三、工作場所：由甲方視業務需要指定之，必要時並得派往甲方所在地以外之其他地點工作，

乙方不得異議。                                                   

四、工作報酬：新台幣            元，自報到日起支，離職日停支。能為本校創造盈餘、增

加財富收入者另支給獎金，並依據甲方所訂標準發給。 

五、經費來源：  

六、工作時間： 

（一）乙方工作時間比照甲方編制內職員依政府機關辦公日曆出勤。本校得視業務需要經勞資

雙方協商同意後，採輪班或調整每日上下班時間。 

（二）甲方因業務需要得徵求乙方同意延長工作時間或休假日須照常工作。延長工作時間以補

休 為原則，如因業務需要擬改發加班費，須簽奉首長核准，加班費標準依勞動基準法

之相關規定辦理。  

七、差假規定：乙方之請假依勞動基準法、兩性工作平等法及勞工請假規則等規定辦理。經指

派出差者，得比照本校編制內之相當職級人員請領差旅費。 

八、考核及獎懲：乙方於服務滿一年時，應由其所屬主管加以考核，決定是否續聘或晉（減）

薪，其晉（減）薪級數視其工作績效而定；所屬主管並得參照甲方相關規定辦理乙方之獎

懲。  

九、保險：甲方應於乙方聘用期間，依「勞工保險條例」、「全民健康保險法」相關規定爲其

加入勞保及全民健保；資格不符加入勞保之規定者，可選擇加入國際技術合作人員綜合保

險，保險費由甲方負擔 65%，乙方負擔 35%。 

十、資遣：甲方終止勞動契約時，如依勞動基準法規定應給與資遣費，其金額依勞工退休金條

例之規定計算。 

十一、退休： 

甲方應於乙方聘用期間，依勞工退休金條例之規定爲其加入勞工退休金；資格不符加入勞

工退休金之規定者，由甲方依「國立成功大學聘僱人員離職儲金給與要點」之規定為其加

入離職儲金。 

乙方依勞動基準法規定，被強制退休或自請退休時，應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相關規定領取退

休金；參加離職儲金者，於離職時由甲方依規定發給其離職儲金。 

十二、到職及離職：乙方應於起聘日報到，並依規定辦妥到職手續後始可支薪；離職時，應辦

妥離職手續後始得領取離職證明。 

十三、職業災害及普通傷病補助：  

甲方應依勞動基準法、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勞工保險條例、就業保險法及相關規定辦理。 

十四、福利： 

    （一）享有勞工安全衛生法令相關規定之保障。 

    （二）依甲方之規定使用各項公共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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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其他經專案簽准之福利事項。 

十五、服務義務與紀律： 

  （一）遵守政府之相關法令及甲方之工作指派、管理規定，不得有為圖私利，而犧牲或損

害甲方利益之行為。  

   （二）愛護公物，遵守工作秩序，維護工作場所安全，保守職務上之機密。 

  （三）不得利用職務圖利自己或他人，並不得接受不正當之利益、餽贈或報酬。 

  （四）不得有其他行為不檢，或足以損害甲方聲譽之行為。 

  （五）乙方非經本校書面同意不得在校內外兼職或兼課。 

      乙方如違反（一）至（三）款，致甲方利益受有損害，乙方應負損害賠償之責並負法律

責任。 

十六、契約終止： 

  （一）甲方於計畫執行期限內如因故計畫中止或乙方對於甲方指定之工作不能勝任，甲方

得終止契約，但應依勞動基準法規定之期間以書面預告乙方。 

   （二）乙方請假超過規定之日數或有違反第十五點規定之情事者，甲方得終止契約。 

   （三）乙方欲終止契約時，若無不須預告甲方之情形，應於十日前提出書面申請並辦妥離

職手續；如未依規定期間提出，致甲方受有損害者，甲方得依相關法律請求乙方損

害賠償。 

十七、甲方調整乙方所擔任之工作或本契約終止時，乙方應將其經管之事務及物品辦理移交。 

十八、本契約未規定事項，依「國立成功大學臨時人員工作規則」、「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

進用專業經理人實施要點」、「勞動基準法」、「勞工退休金條例」及其他相關法令辦

理。 

十九、甲乙雙方因本契約發生爭訟時，同意以台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二十、本契約書一式三份，甲方（人事室）、甲方用人單位及乙方各執一份。 

 

※附註：1、本契約書需俟用人案核定或計畫簽約完成始生效。 

2、乙方之前曾因他案與本校簽訂聘用契約書，其聘期與本契約書聘期重疊時，前契約

書在本契約書生效時同時終止。 

        3、本契約書制式內容係經本校校務會議通過生效，不得擅自更動，如被更動，本契約

書視為無效。 

立契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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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人：校長  賴  ○  ○               身分證字號： 

 

地  址：台南市大學路一號               戶 籍 地 址： 

                

甲方用人單位主管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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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國立成功大學財務處專業經理人進用資格及薪資支給標準表 

一、進用資格標準表 

類別 擔任職務等級 所具資格條件 

一級主管級 

專業經理人 

相當 

一級單位主管 

具學士以上學歷，且曾擔任金融機構經理或相當等級以上之主管

職務，具有 8年以上之資歷；或曾從事財務管理、金融投資等相

關工作 8年以上，並具有證劵商高級業務員之證照；或具有金融

產品交易、證券、期貨等實務操作經驗 5年以上，其中至少 3年

有操作國內衍生性或避險性（對沖）商品之經驗，並可提供足以

認定該 3年操作績效達穩定報酬之證明。 

一級副主管級 

專業經理人 

相當 

一級單位副主管 

具學士以上學歷，且曾擔任金融機構經理或相當等級以上之主管

職務，具有 6年以上之資歷；或曾從事財務管理、金融投資等相

關工作 6年以上，並具有證劵商高級業務員之證照；或具有金融

產品交易、證券、期貨等實務操作經驗 4年以上，其中至少 3年

有操作國內衍生性或避險性（對沖）商品之經驗，並可提供足以

認定該 3年操作績效達穩定報酬之證明。 

二級主管級 

專業經理人 

相當 

二級單位主管 

具學士以上學歷，且曾擔任金融機構經理或相當等級以上之主管

職務，具有 5年以上之資歷；或曾從事財務管理、金融投資等相

關工作 5年以上，並具有證劵商高級業務員之證照；或具有操作

國內衍生性或避險性（對沖）商品之經驗 3年以上，並可提供足

以認定該 3年操作績效達穩定報酬之證明。 

其  他 

對於未具備上述職務所需資格條件之特殊優異人才，如可提供得認定足堪勝任職務

之績效證明或其他相關證明，用人單位得專案簽准，將人選提經主管會報及校務基

金管理委員會審議其資格。 

附註：1.專業經理人應具有本表所列相當職務等級之資格條件之一。 

      2.各用人單位得應業務需要，於甄選人員時自行增訂遴選資格條件。 

二、薪資支給標準表 

二級主管級 

專業經理人 

一級副主管級 

專業經理人 

一級主管級 

專業經理人 
說明 

薪級 薪資 薪級 薪資 薪級 薪資 為明確規範專業經理人之敘薪標

準，爰參照本校研究人員及一、二

級單位主管待遇，研議其薪資支給

標準如左表： 

一級主管級專業經理人： 

係擔任相當一級單位主管者，其薪

級及薪資共區分為 12級。 

一級副主管級專業經理人： 

係擔任相當一級單位副主管者，其

薪級及薪資總額共區分為 14級。 

16 85635 14 94480 12 104820 

15 84340 13 92540 11 104175 

14 83050 12 91250 10 103530 

13 81755 11 89955 9 101590 

12 80465 10 88665 8 100300 

11 79175 9 87370 7 99005 

10 77880 8 86080 6 97715 

9 76590 7 84790 5 96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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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74005 6 83495 4 95130 二級主管級專業經理人： 

係擔任相當二級單位主管者，其薪

級及薪資總額共區分為 16級。 

    

7 73035 5 82205 3 93840 

6 72065 4 79620 2 92545 

5 71100 3 78650 1 91255 

4 70130 2 77680   

3 69160 1 76715   

2 68190     

1 67220     

附註：1.本表為專業經理人敘薪及晉薪之標準。 

      2.專業經理人自其擔任職務所需類別之第一級起薪。其曾任年資扣除進用所需之年資

後，如仍有符合本校「聘僱人員採計曾任年資提敘薪級原則」規定之服務年資時，得

依本表提敘薪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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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Aalborg University, Denmark, 

 

 
and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Taiwan 
 

 

Summary 

 
This memorandum is made between the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and Aalborg 

University concerning collaboration between the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and 

Aalborg University.  The objective of this memorandum is to provide a framework 

within which collaborative activities and projects will be undertaken and specific 

program areas elaborated between the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and Aalborg 

University.  This memorandum does not constitute an agreement by either Aalborg 

University or the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to provide support for any 

individual project or activity. 

 

Purpose and framework 

 

The purpose of the collaboration is to: 

 

(a)Research collaboration (joint projects); 

(b)Exchange of faculty members; 

(c)Exchange of students; and 

(d)Exchange and development of new teaching methods.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and Aalborg University hereby acknowledge their 

agreement in principle to the above mentioned framework of cooperation.  However, 

this memorandum does not constitute any formal obligation on behalf of either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or Aalborg University. 

 

Specific Areas of Collaboration 

 

The areas of Collaboration are within the field of Engineering, Science and Medicine. 

The specific projects will be agreed upon in specific contracts where the scientific 

area will be describ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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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itional areas of collaboration may be identified during the lifetime of this 

memorandum. The respective country offices of and the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will be informed of and involved in specific country activities where appropriate. 

 

Timeframe and Activities 

 

This memorandum will continue for three years from the date of signature. It is 

understood that under this memorandum, each activity would be supported by a more 

specific Agreement that would be signed by both parties to this memorandum. 

 

 

Limits to Agreement 

 

This memorandum does not constitute a commitment by either Aalborg University or 

the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to provide support for any individual activity 

or project not in an agreed upon Agreement.  Aalborg University and the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will each retain full discretion as to whether to provide 

support for activities, in accordance with its own policies and procedures. 

Termination of any of these activities shall not affect the validity of this MoU. 

Any sharing of information between the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and Aalborg 

University will be subject to their respective policies on the disclosure of 

information. 

 

 

Implementation and contact persons 

 

The individuals with overall responsibility for implementation of this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and who will be the contact persons at the parties are: 

 

For Aalborg University: Name, Kirsten Jakobsen 

 Title: Head of Office 

 Address: Aalborg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Office 

 Fredrik Bajers Vej 7F 

 Dk-9220 Alborg East 

 Denmark 

 Tel:   +45 9635 9653 

 Fax:  +45 9815 4522 

  Email: kij@adm.aau.dk 

 

For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Name, Huey-Jen Su 

 Title: Professor 

 Address: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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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1, University Rd., Tainan City 70101 

 Taiwan 

 Tel: +886 6 2353535 ext. 5595, +886 6 2752459 

 Fax: +886 6 2743748 

 Email: hjsu@mail.ncku.edu.tw 

 

Termination 

 

This MoU may be modified or terminated at any time by joint agreement of the parties.  

This MoU may be terminated by either party with three months’ prior notice in writing 

to the other party. 

 

Miscellaneous 

 

For legal purposes nothing in this MoU shall be construed as creating a joint venture, 

an agency relationship or a legal partnership between Aalborg University and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This memorandum shall come into full force and effect upon signature by both parties 

on the respective dates set forth below. 

 

In witness whereof, the parties hereto execute this memorandum. 

 

For: Aalborg University  For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Name: Finn Kjærsdam 

Position: President of Aalborg 

University 

 

Date: 

 Name: Michael Ming-Chiao Lai 

Position: President of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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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3 

General agreement between 

Texas Tech University (USA) 

and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Taiwan) 

 

 

Preamble 

Texas Tech University, The College of Engineering (henceforth named TTU), with headquarters 

in Lubbock, Texas, USA  

and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Engineering (henceforth named 

NCKU), with headquarters in Tainan City, Taiwan,   

Herby agree as follows: 

 

 

Article 1. Aim of the agreement 

 
The aim of the present agreement is to define the framework for common measures to be taken 

jointly by TTU and NCKU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exchange of persons, activities, and 

experience in relevant fields of university education research. 

 

Article 2. Nature of exchanges 

 
In order to develop common actions in the departments and research centres annexed to them, 

both TTU and NCKU will promote: 

 The exchange of students, teachers and researchers. 

 Workshops and seminars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relevant research and other projects 

performed at the two institutions. 

 The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documentation and scientific publications upon request.  

 

Article 3. Teaching 

 
Both parties agree on the exchange of students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specific agreements 

between their faculties and centers.  These specific agreements may lead to the awarding 

of a double degree, provided that the conditions of the Double Degree Agreement are met. 

Both parties shall take the necessary steps to encourage the students to participate in 

the exchange programs.  To this end, they shall exchange documents that inform the 

candidates about the study programs involved. 

 

Article 4.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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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th parties shall promote cooperation within the research and between the research teams 

involved.  The aim of this collaboration is to promote the exchange and the discussion of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nd methods. 

In this context, the exchange of graduate  students will take place according to conditions 

established by specific agreements. 

 

 

Article 5. Financial support 

 
Both parties agree to take actions to obtain financial support for exchanges from financial 

sources available to cover tuition, fees, and living expenses.  Funding of students is 

contingent upon the availability of funds. 

 

Article 6. Organization and follow up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aim established in article 1, both parties shall appoint a person 

to be responsible for the cooperation. 

Both parties will consult each other as often as needed.  The parties will meet once a year 

to ensure the coordination of actions to be developed in the future and to evaluate the 

results of the current actions. 

 

Article 7. Insurance cover 

 
Students and other persons traveling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is agreement are responsible 

for proper insurance in case of sickness, accidents, theft etc. before leaving their home 

country. 

 

Article 8. Duration of the agreement 

 
This agreement will come into effect from the date of signature by both parties.  It will 

remain in effect for a term of four years and shall be automatically renewed for successive 

terms of four years unless terminated by either party by six months advance written notice.  

In this case, persons still engaged in activities begun before such a notice was given shall 

retain all rights conferred under this agreement until the activity in question is ended. 

 

Article 9. Governing language 

 
The governing language is English.  Four copies of this agreement have been sig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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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as Tech University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r. Jon  Whitmore                    Dr. Michael Ming-Chiao Lai 
President                  President 

 

Date: 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 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r. William M. Marcy               Dr. Ming-Jer Tang  

Provost                     Vice President for Academic Affairs 

 

Date: 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 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mbassador Tibor P. Nagy Jr          Dr. Huey-Jen Su 

Vice Provost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Vice President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Date: 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 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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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4 

國立成功大學因公派員出國案件處理要點 
94年 3月 30日 93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延會修訂通過  
95年 3月 15日 94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96年 12月 26日 96 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一、本校為推廣國際化，鼓勵教職生出國觀摩參與學術活動，特依據「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

金管理及監督要點」第十八條，特訂定「國立成功大學因公派員出國案件處理要點」（以

下簡稱本要點）。 

二、補助項目分為三類： 

（一）教師及編制內研究人員出國參加國際會議。 

（二）研究生出國參加國際會議並發表論文及學生參加國際學術競賽。 

（三）教職員生因校務發展需要出國考察、訓練、進修、開會及研究等。 

三、教師及編制內研究人員出國參加國際會議補助： 

（一）凡本校教師(含附設醫院臨床教師、專案計畫教師)及研究人員出席國際重要會議

發表論文，且為大會主席、分組主席、議程委員或受邀發表特邀專題講演、接受表

揚等重要關鍵地位，足以提升國際形象者，且向國科會或其它單位申請經費補助，

但未獲補助、未獲全額補助或已獲補助他案而不得再申請者，才可向學校提出申請。 

（二）本要點為部分補助。補助範圍含機票、註冊費。補助款由校方相關預算額度內補

助至多一半，其所屬系、院支付至少一半配合款。校方每人每案最高補助貳萬元，

每人每一會計年度經由本要點補助以一次為限。 

（三）申請者必須於會議舉行前二週備妥申請表及相關文件向研發處提出申請，報請校

長核定。申請者並須於回國後一個月內檢據核銷並繳交出國開會心得報告一份，學

校得擇優刊載於《成大新聞》或《成大校刊》。 

四、研究生出國參加國際會議並發表論文及學生參加國際學術競賽活動補助: 

（一）凡本校博士班研究生出國參加國際重要會議並發表論文，須先向國科會、李國鼎

科技發展基金會、傑出人才發展基金會、本校教務處或其它單位申請經費補助，但

未獲補助或未獲全額補助者，才可向本校提出申請。 

（二）凡本校學生(包含大學部、碩士班及博士班學生)以本校名義代表參加國際性學術

競賽活動，且未獲校外其它單位補助者，得依本要點申請補助。 

（三）本要點為部分補助。補助範圍含機票、註冊費。補助款由校方相關預算額度內補

助至多一半，其所屬系、院支付至少一半配合款。校方每人每案最高補助貳萬元，

學生每人在每一學期間獲本要點補助以一次為限。   

（四）申請者必須於會議舉行前二週備妥申請表及附件，經由系、院推薦提報研發處，

逾期不予受理。由研發處邀請學術小組審查後簽報校長核定，同一會議或競賽最多

補助三人為原則。 

五、教職員生因校務發展需要出國考察、訓練、進修、開會及研究補助： 

（一）因業務需要，有助提升行政品質或執行學校交辦目標，並事先專案簽報校長核准

者。 

（二）補助經費均依行政院「國外出差旅費」規定辦理，並於返國一月內提出相關報告。 

六、本要點所需經費在校務基金自籌經費下支應。 

七、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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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5 

國立成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中心設置辦法 

96 年 12 月 26 日 96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升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之研究水準，推動跨

領域學術整合與創新之人文社會學之卓越研究，強化人文社會科學價值及

影響，特依本校組織規程第八條，設置「國立成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中心」 

(以下簡稱本中心) 。 

第二條 本中心之任務如下： 

一、整合國內外及本校相關院系所之研究資源與能量。 

二、強化具有區域特性之研究主題，發展台灣主體性與全球化相關之議

題。 

三、建立活躍的研究社群，並培育人文社會青年學者。 

四、其他與人文社會研究相關工作之推動。 

第三條 本中心置中心主任一人，綜理各項業務，由校長聘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之教

授或同級研究員兼任之。 

第四條 本中心為有效執行任務，下設三組，各組業務執掌如下： 

一、行政作業組：負責本中心各項行政業務工作；並設置本中心專屬網

站，發佈計畫之相關活動訊息與成果。 

二、研究教育組：規劃與發展主題研究社群、活化相關領域之研究與教

學能量、落實本校與國內的跨領域學術發展、培育青年學者。 

三、企劃整合組：整合本校以及國內現有研究資源，推動本校與國內外

人文社會科學相關機構之合作與學術交流。 

各組置組長一人，督導各項業務之執行，由中心主任聘請助理教授以上

教學人員或同級以上之研究人員或專業技術人員兼任。 

各組得置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相關專長背景研究人員、職員及以校務基金

進用之專案教學、研究人員若干人。 

第五條 本中心設立諮議委員會，對本中心的研究發展提供相關建言。諮議委員會

成員由校長擔任主任委員，副校長、文學院院長、社會科學院院長及研發

長為當然委員，另聘請國內外人文社會科學領域聲望卓著之學者，共十一

至十三人為委員。諮議委員任期二年，得連任。諮議委員會每年至少開會

一次，視需要得召開臨時會議。 

第六條 本中心辦公空間由校方規劃提供，所需經費由年度預算勻支，並應積極爭

取校外研究資源。 

第七條 本中心延聘之各類教學、研究人員於受聘期間依本校相關規定予以減授或

免授鐘點，並比照訪問學者申請配住宿舍。 

第八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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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6  

「國立成功大學組織規程」部份條文修訂對照表  

修訂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 八 條   

本大學因教學、研究、推廣之需，設

下列單位暨人員： 

一、研究發展處：置研發長一人，掌

理學術研究與發展事項，得置副

研發長一至二人，協助綜理學術

研究與發展事項，並置秘書一

人。下設企劃、建教合作二組，

各組置組長一人，研究人員若干

人。 

二、研究總中心：置中心主任一人，

掌理本大學各研究中心業務之規

劃、推動與整合，並得置秘書一

人。下設行政、企劃、業務三組，

各組置組長一人，研究人員若干

人。 

三、計算機與網路中心：置中心主任

一人，掌理計算機與網路支援教

學、研究及行政資訊處理事項，

並得置秘書一人。下設網路作

業、校務資訊、教學研究、行政

諮詢四組，各組置組長一人。 

四、校友聯絡中心：置中心主任一人，

掌理校友聯絡、凝聚校友力量協

助校務發展等相關事項，另得置

秘書一人。 

五、生物科技中心：置中心主任一人，

掌理生物科技中心相關業務。下

設教學、研究、企劃三組，各組

置組長一人。 

六、藝術中心：置中心主任一人，掌

理藝術中心相關業務。下設展

示、演藝、教育三組，各組置組

長一人。 

七、微奈米科技研究中心：置中心主

任一人，掌理各院系所與微系統

及奈米技術相關教學與研究工

作。下設行政業務、共同實驗室、

研究教育、技術推廣四組，各組

置組長一人。 

八、通識教育中心：置中心主任一人，

第 八 條   

本大學因教學、研究、推廣之需，

設下列單位暨人員： 

一、研究發展處：置研發長一人，

掌理學術研究與發展事項，得

置副研發長一至二人，協助綜

理學術研究與發展事項，並置

秘書一人。下設企劃、建教合

作二組，各組置組長一人，研

究人員若干人。 

二、研究總中心：置中心主任一人，

掌理本大學各研究中心業務之

規劃、推動與整合，並得置秘

書一人。下設行政、企劃、業

務三組，各組置組長一人，研

究人員若干人。 

三、計算機與網路中心：置中心主

任一人，掌理計算機與網路支

援教學、研究及行政資訊處理

事項，並得置秘書一人。下設

網路作業、校務資訊、教學研

究、行政諮詢四組，各組置組

長一人。 

四、校友聯絡中心：置中心主任一

人，掌理校友聯絡、凝聚校友

力量協助校務發展等相關事

項，另得置秘書一人。 

五、生物科技中心：置中心主任一

人，掌理生物科技中心相關業

務。下設教學、研究、企劃三

組，各組置組長一人。 

六、藝術中心：置中心主任一人，

掌理藝術中心相關業務。下設

展示、演藝、教育三組，各組

置組長一人。 

七、微奈米科技研究中心：置中心

主任一人，掌理各院系所與微

系統及奈米技術相關教學與研

究工作。下設行政業務、共同

實驗室、研究教育、技術推廣

四組，各組置組長一人。 

 

增列第十二款
人文社會科學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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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理本校通識教育有關事務，另

得置秘書一人。下設行政、教學、

企劃三組，各組置組長一人。 

九、國際學術處:置處長一人，掌理國

際學術合作及國際教育相關事

務，得置副處長一人，協助綜理

國際學術合作及國際教育相關事

務，另得置秘書一人。下設國際

合作、國際學生事務二組，各置

組長一人。 

十、博物館：置館長一人，掌理博物

館相關業務。下設典藏、研究、

展示、推廣四組，各置組長一人。 

十一、財務處：置財務長一人，掌理

校務基金規劃與調度相關事務，

另得置秘書一人。下設規劃、理

財、管控三組，各置組長一人，

研究人員及職員若干人。 

十二、人文社會科學中心：置中心主

任一人，綜理各項業務。下設

行政作業、研究教育、企劃整

合三組，各置組長一人。 

 

本條文所列單位得視業務需要置職員

及稀少性科技人員等若干人。九十年

八月二日以後不得進用資訊科技人

員，前已進用之資訊科技人員，得繼

續留任至其離職為止，其升等並依原

規定辦理。 

各該單位之設置辦法，經校務會議通

過後實施。 

八、通識教育中心：置中心主任一

人，掌理本校通識教育有關事

務，另得置秘書一人。下設行

政、教學、企劃三組，各組置

組長一人。 

九、國際學術處:置處長一人，掌理

國際學術合作及國際教育相關

事務，得置副處長一人，協助

綜理國際學術合作及國際教育

相關事務，另得置秘書一人。

下設國際合作、國際學生事務

二組，各置組長一人。 

十、博物館：置館長一人，掌理博

物館相關業務。下設典藏、研

究、展示、推廣四組，各置組

長一人。 

本條文所列單位得視業務需要置職

員及稀少性科技人員等若干人。九

十年八月二日以後不得進用資訊科

技人員，前已進用之資訊科技人

員，得繼續留任至其離職為止，其

升等並依原規定辦理。 

各該單位之設置辦法，經校務會議

通過後實施。 

第三十條 

本大學校長須具備教授資格，副校

長、學院院長、附設醫院院長由校長

聘請教授兼任。但以契約方式進用之

副校長，不在此限。 

教務長、副教務長、學生事務長、副

學生事務長、研發長、副研發長、通

識教育中心中心主任、國際學術處處

長、國際學術處副處長、財務長、學

院副院長、學系主任、研究所所長、

科主任、學程主任、體育室主任、進

修推廣教育中心主任、師資培育中心

主任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兼

任。 

第三十條 

本大學校長須具備教授資格，副校

長、學院院長、附設醫院院長由校

長聘請教授兼任。但以契約方式進

用之副校長，不在此限。 

教務長、副教務長、學生事務長、

副學生事務長、研發長、副研發長、

通識教育中心中心主任、國際學術

處處長、國際學術處副處長、學院

副院長、學系主任、研究所所長、

科主任、學程主任、體育室主任、

進修推廣教育中心主任、師資培育

中心主任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

師兼任。 

 

增列人文社會
科學中心中心
主任之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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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長、主任秘書、圖書館館長及博

物館館長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

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副總務長及圖

書館副館長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

師兼任。 

人文社會科學中心中心主任由校長聘

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之教授或同級之

研究員兼任之。 

研究總中心中心主任、計算機與網路

中心中心主任、校友聯絡中心中心主

任、生物科技中心中心主任、藝術中

心中心主任、微奈米科技研究中心中

心主任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或

同級以上之研究人員或專業技術人員

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語言中心主

任、新聞中心主任、儀器設備中心主

任、航空太空科技研究中心主任、視

聽媒體製作中心主任、動物中心主

任、實習工廠主任由校長聘請副教授

以上教師或同級以上之研究人員或專

業技術人員兼任。  

軍訓室主任由校長自職級相當人員或

教育部推薦之軍訓教官二至三人中擇

聘之。軍訓室主任因故出缺，由學務

長或自本校職級相當人員中簽請校長

核准後代理，期限至新任主任到職日

止。 

本大學各處、館、室、中心分組辦事，

除人事室、會計室外，所置之組長及

圖書館分館主任，由校長聘請助理教

授以上教學人員或同級以上之研究人

員或專業技術人員兼任，或由職員擔

任之。 

本大學校長任期四年，得續聘一次。 

副校長及由教師或研究人員兼任之行

政單位主管及副主管任期四年為一

任，得續聘一次。 

前項兼任人員除體育室主任及第二十

七、二十八條之院、系、所主管及科

主任及學院副院長外，均應配合校長

之更替辭去兼職，但如經新任校長續

予聘兼者，得續任至任期屆滿為止。 

總務長、主任秘書、圖書館館長及

博物館館長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

教師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副總務

長及圖書館副館長由校長聘請副教

授以上教師兼任。 

研究總中心中心主任、計算機與網

路中心中心主任、校友聯絡中心中

心主任、生物科技中心中心主任、

藝術中心中心主任、微奈米科技研

究中心中心主任由校長聘請副教授

以上教師或同級以上之研究人員或

專業技術人員兼任，或由職員擔任

之；語言中心主任、新聞中心主任、

儀器設備中心主任、航空太空科技

研究中心主任、視聽媒體製作中心

主任、動物中心主任、實習工廠主

任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或同

級以上之研究人員或專業技術人員

兼任。 

軍訓室主任由校長自職級相當人員

或教育部推薦之軍訓教官二至三人

中擇聘之。軍訓室主任因故出缺，

由學務長或自本校職級相當人員中

簽請校長核准後代理，期限至新任

主任到職日止。 

本大學各處、館、室、中心分組辦

事，除人事室、會計室外，所置之

組長及圖書館分館主任，由校長聘

請助理教授以上教學人員或同級以

上之研究人員或專業技術人員兼

任，或由職員擔任之。 

本大學校長任期四年，得續聘一次。 

副校長及由教師或研究人員兼任之

行政單位主管及副主管任期四年為

一任，得續聘一次。 

前項兼任人員除體育室主任及第二

十七、二十八條之院、系、所主管

及科主任及學院副院長外，均應配

合校長之更替辭去兼職，但如經新

任校長續予聘兼者，得續任至任期

屆滿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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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7 

國立成功大學教師出國講學及國內外研究進修申請作業要點 

87年 10月 21日 87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8年 12月 29日 88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3 年 1 月 14 日 92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6年 12月 26日 96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為提高本校學術研究水準，裨益教學研究工作，依據教育部「教師進修研究獎勵辦法」

訂定本要點。 

二、申請種類分為： 

  （一）選派或薦送：獲教育部、國科會或其他公家單位補助，或由本校基於教學、研究     

需要選派或主動薦送出國講學、國內外研究、進修。 

  （二）自行申請：自行申請與教學、研究有關之出國講學、國內外研究及進修。 

三、出國講學人員，需具有審查合格之副教授以上資格。 

  國內外研究、進修人員，需具有審查合格講師以上資格，惟如有特殊需要，於 86 年 3

月 21日前進用之助教不受此限，並符合擬進修學校或研究機構所訂語文能力標準。 

  上述人員並需在本校連續服務滿三年以上。如有特殊需要經三級教評會通過，報請校長

核准者不在此限。 

  經本校核准借調其他機關服務期間，並依規定鐘點返校授課，且未支鐘點費者，折半計

算服務年數。 

四、出國講學或國內外研究者其期間最多以一年為限，（如有特殊需要經三級教評會通過，

報請校長核准者不在此限），由本校選派或薦送者得留職留薪，惟以支領一份專任薪給

為限，得由前往講學或研究之學校、學術研究機關（構）發給，如發給之薪給未達教師

現支薪給標準時，由本校補足差額。 

自行申請者留職停薪。 

五、國內外進修以修讀學位為原則： 

  （一）選派或薦送者第一年得留職留薪；第二年起改為留職停薪，以二年為     

限，必要時得延長一年，但需視其進修情況逐年核定。 

   （二） 自行申請國內外進修者，留職停薪以二年為限，必要時得延長一年，但需視進

修情況逐年核定。 

  上述人員進修應在每年屆滿前二個月，檢送指導教授證明函或學校成績單及進修報告送

由各級教評會審議後陳報校長核定。 

六、國內部分時間研究進修得給予下列優待： 

  （一）研究進修期間，每週可減少留校時間，但至少應留校三全日。 

  （二）研究進修時間，前二年每週任課時數得酌減二至三時小時，二年後應按照教育部

規定之任課時數任教，但不得超支鐘點。 

七、出國講學、國內外研究、進修者，應不影響系所教學為原則，其原任課程或兼任之行政

職務，需有適當人員擔任或代理，各系所不得以此理由要求增聘教師或臨時人員。 

96-2校務會議(96.12.26)紀錄-45-



 46 

八、各系所依本要點申請講學、研究及進修之總人數，以不超過該系所專任教師總人數百分

之十（不含休假研究及部分時間在國內研究進修人數）為原則。 

  但有特殊需要且不影響系所教學研究，經報請校長核准者，不受此限。 

九、由本校選派或薦送在國內研究進修並未獲其他公費補助者，本校得視經費給予學費、雜

費、學分費及學分學雜費全額或部分補助（在職進修專班以補助三分之一為上限）。自

行申請在國內研究進修者，不予補助。 

  前項選派或薦送研究、進修人員應於研究、進修報考截止前一個月由選派或薦送單位完

成單位內推薦手續（附系教評會議紀錄），於學期或研究、進修階段結束後，憑成績單

及繳費收據申請補助，不及格科目，不予補助。 

十、出國講學、國內外研究進修申請時，需檢附申請表及有關附件（講學、研究、進修計畫

書及國內外研究機構同意函或聘函或國外學校進修同意函或國內學校報考簡章，出國研

究進修者另需語文能力證明，如前往其曾獲學位之同語系國家免附）先由系（所）主管

就被推薦或申請之教師在計畫內容、任務、工作能力及配合措施簽註意見後，經系（所）、

院教師評審委員會決議並會人事室、教務處及有關兼職單位後送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

議，再報校長核定後辦理。 

自行申請國內部分時間研究進修，需經系教評會通過後，再循行政程序簽請校長核准。 

十一、出國講學、國內外研究、進修人員結束後一週內應即填寫返校服務報告單（如附件一）

並於三個月內，應提出講學、研究或進修報告，國內外進修者並應附就讀學校之學位

證明或成績單備查。期滿後應即返校服務，其期間為留職留薪時間之二倍（但不得少

於一年）及留職停薪相同之時間，否則應按未履行義務之期間比例，追還該期間所支

領之公費及本校支領之薪津（保證書如附件二）。    

   國內部份時間研究進修人員，接受全額或部分補助者，期滿後須在本校繼續服務二年，

接受半數以下補助者，應在本校繼續服務一年，否則應按未履行義務之期間比例，追

還該期間之補助。 

   未完成服務義務前不得再申請出國講學、國內外研究、進修。 

十二、本要點經本校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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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 96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紀錄 
時間：97年 3月 26日（星期三）上午 9時 
地點：光復校區國際會議廳第二演講室 
出席：如附件 1（P9） 
主席：賴校長明詔（黃副校長煌煇代）                   記錄：江芬芬 
壹、頒獎 
一、96學年度名譽教授：化學工程學系周澤川教授 
二、96年度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傑出研究獎 

電腦與通信工程研究所楊家輝教授 
醫學系微生物學科    林以行教授 
工程科學系          楊瑞珍教授 
生命科學系          蔣鎮宇教授 

貳、報告事項： 
一、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確認(附件 2,P10) 
二、主席報告： 

1.今天賴校長出差到立法院備詢，校務會議由我來代理主持。 
2.首先恭喜獲獎的教授們，殊榮得來不易而且實至名歸。今後請各學院多推薦校
內傑出的教師去參加選拔，以彰顯學校的研究成果。 

3.本校 5年 500億計畫第一期在全面發展上已見績效，第二期將以發展特色為重
點，頂尖計畫推動總中心已安排於近期內到各學院舉辦座談會，共同討論各學
院的發展特色計畫，相關行政作業可向頂尖計畫推動總中心諮詢。 

三、各一級單位及各委員會報告：(書面資料開會時已分送，請 參閱) 
經費稽核委員會建議： 
1.因多數決策屬於政策面，往後會議建議請由一級主管參加。 
2.建議學校計畫之執行在經費（5年 500億）核定後盡快編列、執行，爭取規劃
時間，不要等到經費下來才做前置作業。 

3.建議學校根據過去之維修經費狀況，給予總務處合理的維修經費編列。 
決議：請相關單位於下次校務會議提出執行情形報告。 

參、討論事項：  
第一案 提案單位：校長交議案 

案由：本校 96至 97學年度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委員中，法律學者一人原遴選法律
系主任郭麗珍教授擔任，並經校務會議同意。因郭麗珍教授自 97 年 2 月 1

日起已辭職離校，茲另補遴選法律系代理主任許育典教授擔任法律學者委
員，並提經校務會議同意後聘請之。  

說明：依據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要點第二點（一）、（二）規定辦理： 
（一）本會由下列人員(1)教授代表十人(2)法律學者一人(3)教育學者一人(4)

學校行政人員一人(5)本校教師會代表一人(6)社會公正人士一人共計十五
人組成。其中未兼行政職務之教師不得少於總額三分之二，且任一性別委
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 

（二）本會委員為無給職。教授代表由各院院務會議先就該院未兼行政職之專
任教授中推薦二位（男女性各一人為原則），由校務會議推選之（性別條件
優先滿足、各學院保障名額各一人）；教師會代表一人由本校教師會推薦
之；其他委員由校長遴選並經校務會議同意後聘請之。各委員之任期二年
（至新學年之代表產生為止），連選得連任之。 

擬辦：校務會議同意後聘請之，任期至 98學年度新任委員產生為止。  

決議：經投票同意票數超過出席人數二分之ㄧ以上，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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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 提案單位：國際學術處 

案由：擬修正本校「國際學術處設置辦法」名稱與條文及修正本校「組織規程」相
關條文，條訂條文對照表（如議程附件 1,P12、議程附件 2,P14），提請  討
論。 

說明： 
一、 本案係依據 97.1.9本校第 648次主管會報之附帶決議『原則同意國際學術

處更名為「國際事務處」，原國際學術處設置辦法及本校組織規程有關條文
等涉及處名之相關法規，請另案提校務會議討論』辦理。 

二、 本次修正重點： 
（一）修正單位名稱。 
（二）修正一級單位正副主管名稱。 

擬辦：經校務會議通過後施行。 
決議：修正通過「國際事務處設置辦法」（附件 3,P12）及本校「組織規程」相關條

文（附件 4,P13）。 
附帶決議：本校相關辦法有關國際學術處及處長之文字一併予以修正為國際事務處

及國際事務長。 
 

第三案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 

案由：「國立成功大學校園性侵害及性騷擾防治辦法」修正草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依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96學年度第 4次會議決議修訂條文。 
二、修正重點說明與理由： 
（一）早先校園性侵害與性騷擾事件乃是由「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小組」進行

處理，現既已改由「性別平等委員會」，故將本條文中相關用語作相應之修
正。舊條文中「本小組」，於修正草案中改為「校性平會」。 

（二）將相關用語之定義（第二條與第三條）一併納入修正草案之總則，使條
文體例更為一貫。 

（三）本辦法主要規定校園性侵害與性騷擾之防治與實際案件之處理流程，故
將與本辦法性質不符之組織規定（原條文第二章第五條）刪除，本章剩餘
條文（第六條與第七條）則編入適當之位置。 

（四）原條文並未明確區分教職員生之處理方式，新法在第十四條與第二十五
條明文規定。 

（五）新法依處理時序重新編排第四章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之處理機制、程序
及救濟方法。使得性平會未來處理相關案件時，處理流程更為清楚。 

三、附件： 
（一）附件 3：「國立成功大學校園性侵害及性騷擾防治辦法」擬修正條文與原

條文對照表（議程 P19） 

（二）附件 4：國立成功大學校園性侵害及性騷擾防治辦法（議程 P35） 

（三）附件 5：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準則（議程 P42） 

擬辦：通過後實施。 
決議：修正通過「國立成功大學校園性侵害及性騷擾防治辦法」（附件 5,P15）。 
附帶決議：本辦法牽涉範圍相當廣泛，責成學務處商請專家再作周密之檢討。案件

受理時應製發收執單據以為憑證。 
 

第四案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  
案由：「國立成功大學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設置與申訴處理辦法」第四條與第五條

條文修正草案，提請  討論。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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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教育部中華民國 96年 12月 20日台訓(二)字第 0960190992號函辦理。（議
程附件 6,P50） 

 二、教育部依訴願法第 58 條修正「大學及專科學校學生申訴案處理原則」第 9
點及第 21點條文，本校基於實務運作擬配合修正「國立成功大學學生申訴
評議委員會設置與申訴處理辦法」第四條與第五條部分條文。 

三、國立成功大學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設置與申訴處理辦法擬修正條文與原條
文對照表，如議程附件 7,P54與 8,P55。 

擬辦：校務會議通過，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決議：修正通過「國立成功大學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設置與申訴處理辦法」（附件

6,P20）。 
第五案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由：本校「組織規程」第 14條修正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國際學術處成立，執掌本校外籍生各項業務及本校與國外著名大學合作案，
為行政體系中極重要的一環，擬列為校務會議的當然代表。 

二、修訂對照表如下： 

 

第十四條修正條文 第十四條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四條  本大學設校務會議，議決校務

重大事項。 
校務會議成員總額以一百二十
人為原則。由校長、副校長、
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 
研發長、國際事務長、主任秘
書及其他學術或行政主管若干
人、教師代表若干人、助教代
表一人、研究人員及職員代表
二人、工友代表一人、學生會
會長、其他學生代表若干人組
成。學生代表比例不得少於會
議成員總額十分之一。推選之
學術及行政主管不得多於會議
成員總額之百分之三十。 
校務會議由校長擔任主席，教
師代表人數不得少於全體會議
人員之二分之一，其中具備教
授或副教授資格者，以不少於
教師代表人數之三分之二為原
則。 
校長應邀請一級學術及行政主
管或相關人員列席會議。 
本規程所稱教師代表指未兼任
學術或行政主管之教師。          
各學院應選出學術或行政主管
與教師代表人數，由秘書室依
各學院教師人數佔全校教師總
數之比例分配之(見附表二)，
每學院不得少於四人。各學院
應考量院內各學系均有代表之
前提下，自訂各該學院校務會
議代表之推選辦法。 
學生代表由學生事務處依大學
部學生及研究生分配名額。 

 

第十四條  本大學設校務會議，議決校務
重大事項。 
校務會議成員總額以一百二十
人為原則。由校長、副校長、
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 
研發長、主任秘書及其他學術
或行政主管若干人、教師代表
若干人、助教代表一人、研究
人員及職員代表二人、工友代
表一人、學生會會長、其他學
生代表若干人組成。學生代表
比例不得少於會議成員總額十
分之一。推選之學術及行政主
管不得多於會議成員總額之百
分之三十。 
校務會議由校長擔任主席，教
師代表人數不得少於全體會議
人員之二分之一，其中具備教
授或副教授資格者，以不少於
教師代表人數之三分之二為原
則。 
校長應邀請一級學術及行政主
管或相關人員列席會議。 
本規程所稱教師代表指未兼任
學術或行政主管之教師。          
各學院應選出學術或行政主管
與教師代表人數，由秘書室依
各學院教師人數佔全校教師總
數之比例分配之(見附表二)，
每學院不得少於四人。各學院
應考量院內各學系均有代表之
前提下，自訂各該學院校務會
議代表之推選辦法。 
學生代表由學生事務處依大學
部學生及研究生分配名額。 

 

增列國
際學術
處長 

擬辦：提校務會議通過，陳報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本校「組織規程」第14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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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擬修訂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二、第十條，如修正草案對照表，提
請 討論。  

說明： 

一、本案經 97 年 1 月 7 日本校 96 學年度第 4 次教師評審委員會討論通過、97

年 3月 12日本校 96學年度第 3次校務發展委員會修正通過。 

二、明訂召集人（教務長）因故無法主持或遇有迴避情形時，其代理主席之產生
方式，以利教評會運作。 

三、修正草案對照表如下：（原辦法如議程附件 9,P57） 

國立成功大學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二、第十條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訂後條文 原條文 說    明 

第二條 本會設置委員若干人，由
下列人員組成之： 

一、當然委員：教務長（兼
召集人），各學院院
長。召集人因故無法
主持或遇有迴避情形
時，其代理主席之產
生，由本會委員共推
之。 

第二條  本會設置委員
若干人，由下列
人員組成之： 

一、當然委員：
教務長（兼召
集人），各學院
院長。 

 

 

＊增訂召集人因故無
法主持或遇有迴避
情形時，其代理主
席產生方式。 

 

 

 

 

 

第十條 本設置辦法經校務會議
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第十條 本設置辦法經
校務會議通過並
報請教育部核定
後實施，修正時
亦同。 

＊依據大學法第 20

條第 2項：「學校教
師評審委員會之分
級、 

組成方式及運作規
定，經校務會議審
議通過後實施。」
之規定修訂之。 

擬辦：通過後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國立成功大學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附件 7,P22）。 

 

第七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擬修訂本校各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二、第九條，如修正草案對照
表，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本案經 97 年 1 月 7 日本校 96 學年度第 4 次教師評審委員會討論通過、97

年 3月 12日本校 96學年度第 3次校務發展委員會修正通過。 

二、明訂召集人因故無法主持或遇有迴避情形時，其代理主席之產生方式（第二
條第一項），以利教評會運作。 

三、依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二條第一項規定：教務長為本校教師
評審委員會之當然委員兼召集人；又依本校「各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
法」第九條規定：非屬學院之系（所）、室、中心、館等之院級教師評審委
員會，應比照本辦法設置，由教務長（兼召集人）召集開會。基於迴避原則，
教務長不宜同時擔任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及非屬學院院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召
集人，擬將非屬學院院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召集人改由副教務長擔任（第九
條）。 

四、修正草案對照表如下：（原辦法如議程附件 10,P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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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各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二、第九條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訂後條文 原條文 說    明 

第二條 院教評會設置委員若
干人，由下列人員組
成之：  

一、當然委員：院長（兼
召集人）。召集人因故
無法主持或遇有迴避
情形時，其代理主席
之產生，由院教評會
委員共推之。 

第二條  院教評會設置委
員若干人，由左
列人員組成之：  

一、當然委員：院長
（兼召集人）。 

 

1. 左列修訂為下列。 

2. 增訂召集人因故無
法主持或遇有迴避
情形時，其代理主席
產生方式。 

第九條 非屬學院之系（所）、
室、中心、館等之院級
教師評審委員會，應比
照本辦法設置，由副教
務長（兼召集人）召集
開會。 

第九條  非屬學院之系
（所）、室、中心、
館等之院級教師評
審委員會，應比照
本辦法設置，由教
務長（兼召集人）
召集開會。 

＊ 基於迴避原則，非
屬學院院級教師評
審委員會召集人改
由副教務長擔任。 

擬辦：通過後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國立成功大學各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附件 8,P24）。 

 
第八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擬修訂本校各學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二條，如修正草案對照
表，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本案經97年1月7日本校96學年度第4次教師評審委員會討論通過、97年3月12

日本校96學年度第3次校務發展委員會修正通過。 
二、依本校組織規程第三十二條規定，增訂系主任(所長)由所屬院長兼任或代理

者，當然委員（召集人）之產生方式。並明訂召集人因故無法主持或遇有迴
避情形時，其代理主席之產生方式，以利教評會運作。 

三、修正草案對照表如下：（原辦法如議程附件11,P61） 
國立成功大學各學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二條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訂後條文 原條文 說    明 

第二條 系（所）教評會設委員六
至十五人，由下列人員組
成之： 

一、當然委員：系主任（所長）
（兼召集人）。如系主任(所長)
由所屬院長兼任或代理者，當然
委員（召集人）應另由系(所)務
會議推選之。召集人因故無法主
持或遇有迴避情形時，其代理主
席之產生，由系（所）教評會委
員共推之。 

第二條 系（所）教評會
設委員六至十五
人，由下列人員
組成之： 

一、當然委員：系
主任（所長）
（兼召集人）。 

 

1. 增訂系主任 (所
長)由所屬院長兼
任或代理者，當
然委員（召集人）
之產生方式。 

2. 增訂召集人因故
無法主持或遇有
迴避情形時，其
代理主席產生方
式。 

擬辦：通過後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國立成功大學各學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附件9,P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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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案 提案單位：計算機與網路中心 

案由：本校「計算機與網路中心設置辦法」部份條文修訂草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本案於 97年 1月 15日業經校方同意設置副主任一人。 

二、修訂條文對照表如議程附件 12,P63。 
擬辦：經校務會議通過，請研發處修訂組織規程報部，核准後實施。  
決議：修正通過本校「計算機與網路中心設置辦法」（附件 10,P28）。 

第十案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擬訂「國立成功大學臨時人員工作規則」，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本校非依公務人員法制進用之臨時人員自 97年 1月 1日起適用勞動基準法，

依該法第七十條及其施行細則第三十七條之規定略以，雇主僱用勞工人數在
三十人以上者，應依其事業性質，訂立工作規則，並於三十日內報請當地主
管機關核備後公開揭示之。爰據以研議上開工作規則。 

二、本案業經 97 年 1 月 9 日第 648次主管會報討論並決議「因時間急迫，同意
先送台南市政府核備，再提校務會議討論，屆時如有修正，再將修正條文函
報台南市政府」，故本草案已經台南市政府核備在案。 

三、上開工作規則係供本校新增適用勞動基準法人員共通適用，大部分條文悉依
勞動基準法之規定明訂人員之工作時間、假期、工資…等權利義務事項，其
他條文係依本校實際業務需要並參照現況而訂，特將本校自訂條文劃線標
明，俾利討論（議程附件 13,P68）。 

擬辦：本案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如校務會議有所修正，再將修正條文函報台南
市政府核備。  

決議：照案通過「國立成功大學臨時人員工作規則」（附件 11,P29）。 
附帶決議：1.請人事室於聘僱表格中明顯註明職業災害保險的重要性，以提醒計畫

主持人。 
2.所有聘用適用勞基法人員的計畫案須以管理費支應職業災害保險費。 

 
第十一案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修訂「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專案工作人員實施要點」及「國立成功大

學校務基金專案工作人員契約書」，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本修訂案業經 97年 3月 3日 96學年度第 3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討論通過。 

二、本次修訂重點如下： 

（一）修正名稱： 

將「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專案工作人員契約書」修正為「國立成功大
學專案工作人員契約書」。 

（二）為因應本校專案工作人員自 97年 1月 1日起適用勞動基準法，爰依據
該法之相關規定修正本校專案工作人員之實施要點及契約書，修正草案
對照表如議程附件 14,P75、議程附件 15,P78。 

三、檢附本校現行之前開要點（議程附件 16,P85）及契約書（議程附件 17,P86）
各乙份。 

擬辦：通過後實施。 
決議：修正通過「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專案工作人員實施要點」（附件 12,P33）

及「國立成功大學專案工作人員契約書」（附件 13,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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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案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修訂本校「聘僱人員薪點支給待遇標準表（專案工作人員適用）」名稱及其

備註部分規定，修正對照表（如議程附件 18,P87），提請  討論。 

說明： 

一、依 96年 12月 19日 647次主管會報決議（如議程附件 19,P88），專案工作人
員得比照本校契（聘）僱人員支給職務加給，爰配合修訂，並提經 97 年 3

月 3日 96學年度第 3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討論通過。 

二、本次修訂重點如下： 

（一）修正名稱為「國立成功大學專案工作人員薪點支給待遇標準表」。 

（二）增列經用人單位或計畫主持人認定該職務確需具特殊專長能力，得比照
本校「進用契僱人員暨聘僱人員實施要點」及其附表之規定支給職務加
給。 

三、檢附 97 年 1 月 9 日 648 次主管會報修正通過之本校「契僱人員暨聘僱人員
進用資格標準表、薪點支給待遇標準表」（如議程附件 20,P89）、本校現行「聘
僱人員薪點支給待遇標準表（專案工作人員適用）」（如議程附件 21,P90）。 

擬辦：討論通過後實施。 

決議：修正通過「國立成功大學專案工作人員薪點支給待遇標準表」（附件
14,P37）。 

 

第十三案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修訂「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專案教學人員實施要點」、「國立成功大學

校務基金進用專案研究人員實施要點」及其附件契約書部分規定，修正規定
對照表（議程附件 22,P91、23,P93），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本案業經本校 97年 3月 3日 96學年度第 3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討論通過。 

二、本次修訂重點如下： 

（一）修正名稱： 

將「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專案教師契約書」修正為「國立成功大學
專案教師契約書」; 「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專案研究人員契約書」
修正為「國立成功大學專案研究人員契約書」。 

（二）修訂退休金由原提繳「離職儲金」改為提繳「勞工退休金」： 

本校專案工作人員依勞委會公告自 97 年 1 月 1 日起適用勞基法後已改參
加勞工退休金，在渠等權益保障不變下，為期作法一致，爰擬配合修訂案
由規定及契約書。 

三、檢附本校現行之前開要點及契約書各乙份（議程附件 24,P95、25,P97），請
參閱。 

擬辦：討論通過後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專案教學人員實施要點」（附件
15,P38）、「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專案研究人員實施要點」（附件
16,P39）、「國立成功大學專案教師契約書」（附件 17,P40）及「國立成功大
學專案研究人員契約書」（附件 18,P41） 

 

第十四案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擬訂「國立成功大學專業經理人進用資格及薪資支給標準表」(草案)（議程

附件 26,P99），提請  討論。 

說明： 

一、依據「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專業經理人實施要點」（議程附件 27,P100）
第七點規定：「專業經理人應依公平、公開、公正方式進用，其進用資格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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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資支給標準另訂之，並提經管理委員會及校務會議通過」，爰據以研議上
開草案。 

二、本案業經 97年 3月 3日 96學年度第 3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討論通過。 

擬辦：討論通過後實施。 

決議：修正通過「國立成功大學專業經理人進用資格及薪資支給標準表」（附件
19,P42）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12時 2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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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96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 

時間：97年 3月 26日上午 9時 

地點：國際會議廳第 2演講室 

出席人員：馮達旋、湯銘哲、徐畢卿、陳景文（洪國郎代）、曾永華、李偉賢、陳昌明、

王三慶、沈寶春、劉開鈴、邱源貴、林瑞明、傅永貴(柯文峰代) 、柯文峰、

田聰、許瑞榮、黃得時、郭宗枋、張文昌(蕭世裕代) 、楊惠郎、吳文騰、

張錦裕、李森墉、陳進成、林再興、顏富士（李振誥代）、黃啟祥、李德河、

蔡長泰、高家俊、廖德祿、劉中堅、涂季平、趙儒民、楊名、林素貞、張

克勤、趙怡欽 、陳天送、廖峻德、李清庭、鄭銘揚、郭耀煌(楊中平代)、

曾新穆(楊中平代)、徐明福、林憲德、張育銘、張有恆、王泰裕（謝中奇

代）、廖俊雄、楊明宗、徐立群、林其和（簡伯武代）、陳志鴻（蔡森田代）、

楊倍昌、林以行、劉明毅、王應然、徐阿田、黃美智、陳清惠、傅子芳、

蔡瑞真、姚維仁、陳振宇(楊永年代) 、楊永年、李伯岳、許育典、王苓華、

涂國誠、李彬、嚴伯良、陳榮杰、李金駿（朱怡婷代）、蘇碧吟、宋承瑜、

陳俊穎（蔡典哲代）、蘇晏良(劉茂宏代) 、盧浩平、林彥伯、陸廣安 

列席人員：楊明宗、張高評、吳萬益、蘇慧貞（黃正弘代）、楊瑞珍、謝文真（孫智娟

代）、張丁財、李丁進(石金鳳代) 、謝錫堃（李忠憲代）、葉茂榮、林仁輝、

顏鴻森（陳政宏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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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國立成功大學 96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表 
97年 3月 26日 

決議案摘要 承辦單位執行情形 

第一案 
案由：本校 98學年度擬申請增設、調整特殊

項目院系所學位學程案，提請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文學院申請增設「外國語

文學系博士班乙組」1 案及製造工程
研究所更名案依限陳報教育部。 

 
第二案                                       
案由：為成立財務處，擬修訂組織規程第 8、

30 條、「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管理
委員會設置要點」第 3、6、7點、「國
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
法」第 3、10、21、25、26條及財務
處設置辦法，提請 討論。 

決議：修訂通過本校「組織規程」第 8、30
條、「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設置要點」
第 3、6、7點、「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
辦法」第 3、10、21、25、26條及財
務處設置辦法。 

 
第三案                                       
案由：擬訂「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專

業經理人實施要點」暨「國立成功大
學專業經理人契約書」，提請  討論。 

決議：修正通過「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進
用專業經理人實施要點」暨「國立成
功大學專業經理人契約書」。 

 
第四案 
案由：擬訂「國立成功大學財務處專業經理

人進用資格及薪資支給標準表」，提請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國立成功大學財務處專業
經理人進用資格及薪資支給標準
表」。 

 
教務處：已於97年1月31日成大教字第 

0970000698號函陳報教育部。 
 
 
 
 
 
秘書室：照案辦理。  
研發處：已於 97 年 2 月 27 日成大研發字第

0970001080號函陳報教育部核定中。 
 
 
 
 
 
 
 
人事室:業已公告於人事室網頁。 
 
 
 
 
  
 
 
人事室：業已公告於人事室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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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案  
案由：本校擬與丹麥 Aalborg University

簽訂備忘錄案，提請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國立成功大學與丹麥

Aalborg University備忘錄。 
第六案 
案由：本校擬與美國 Texas Tech University

簽訂協議書案，提請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國立成功大學與美國Texas 

Tech University協議書。 
附帶決議：請修訂校務會議規則，國內外校

際合作簽署合作協議案，經簽陳
校長同意者，以書面報告案提會
審議。 

第七案  
案由：研修本校『因公派員出國案件處理要

點』第三點，請  討論。 
決議：修正通過本校『因公派員出國案件處

理要點』。 
 

第八案 
案由：為成立「國立成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

中心」，擬訂定「國立成功大學人文
社會科學中心設置辦法」，及修訂「國
立成功大學組織規程」第8條、第30
條條文，提請 討論。 

決議：修正通過「國立成功大學人文社會科
學中心設置辦法」暨「國立成功大學
組織規程」第 8條、第 30條條文。 

第九案 
案由：修訂本校「教師出國講學及國

內外研究進修申請作業要點」
第 1、3 點，提請 討論。 

決議：修正通過本校「教師出國講學及國內
外研究進修申請作業要點」。 

 
國際學術處：已以郵遞方式完成簽署。 
 
 
 
國際學術處：正已以郵遞方式進行簽署中。 
秘書室：經（97.3.12）96學年度第3次校務發展

委員會決議：校務會議規則暫不修訂，
餘依附帶決議辦理。 

 
 
 
研發處：依決議修正並上網公告受理申請。 
 
 
 
 
文學院：照案辦理。 
社會科學院：配合學校政策辦理計畫書研究主題

擬定事宜。 
研發處：已於 97 年 2 月 27 日成大研發字第

0970001080號函陳報教育部核定中。 
 
 
 
 
教務處：照案辦理。 
人事室：業函轉本校各單位並更新公告於人事室

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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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國立成功大學國際事務處設置辦法 

 94年 10月 05日 94 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通過 
 95月 06月 28日 94 學年度第 5次校務會議延會修正通過 
 97年 03月 26日 96 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為因應高等教育國際化，提昇本校與國際間之學術交流，推動國際合作及國際教育事

務，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八條之規定，設置「國立成功大學國際事務處」(以下簡稱

本處)。 

 

第二條 本處任務如下： 

一、推動及辦理本校與國外學校及學術機構簽約之相關事宜及學術交流活動。 

二、推動及承辦學生之國際性參訪及短期交流活動。 

三、協調教務處辦理外籍學生招生宣導、註冊、選課等事務及跨國雙學位學生進修事務。 

四、辦理本校與簽約學校之交換學生進修計畫。 

五、辦理外籍生新生講習、交流活動、保險等事務，並協助辦理簽證之事宜。 

六、編輯成大英文簡訊。 

七、協助辦理各項國際學術合作、國際會議及國際學生事務等事宜。 

 

第三條 本處依業務性質分為二組： 

一、國際合作組：負責推動國際學術合作交流並推展國際學者及學生交流事宜。 

二、國際學生事務組：負責外籍生之事務性工作及外籍生生活輔導相關事宜。 

 

第四條 本處置國際事務長一人，綜理本校國際學術合作交流及國際教育相關事務。並得置副

國際事務長一人，協助綜理本校國際學術合作交流及國際教育相關事務。國際事務長

及副國際事務長由校長聘請校內副教授以上專任教師兼任，任期依本校組織規程第三

十條規定辦理。 

 

第五條 本處置秘書一人。下設二組，各組置組長一名，由本處國際事務長簽請校長聘請助理

教授以上教師或職級相當人員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各組依業務需要，得置職員若

干人，其員額由本校總員額內調充。 

 

第六條 本處設國際事務委員會，由本處國際事務長簽請校長聘請校內外教授或專家學者 12

至 15人組成委員會，研討國際事務之發展方向等相關事宜。相關組成辦法另定之。 

 

第七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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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國立成功大學組織規程」部分修訂條文 

第 八 條   

本大學因教學、研究、推廣之需，設下列單位暨人員： 

一、研究發展處：置研發長一人，掌理學術研究與發展事項，得置副研發長一至二人，協助綜理學

術研究與發展事項，並置秘書一人。下設企劃、建教合作二組，各組置組長一人，研究人員若

干人。 

二、研究總中心：置中心主任一人，掌理本大學各研究中心業務之規劃、推動與整合，並得置秘書

一人。下設行政、企劃、業務三組，各組置組長一人，研究人員若干人。 

三、計算機與網路中心：置中心主任一人，掌理計算機與網路支援教學、研究及行政資訊處理事項，

並得置秘書一人。下設網路作業、校務資訊、教學研究、行政諮詢四組，各組置組長一人。 

四、校友聯絡中心：置中心主任一人，掌理校友聯絡、凝聚校友力量協助校務發展等相關事項，另

得置秘書一人。 

五、生物科技中心：置中心主任一人，掌理生物科技中心相關業務，下設教學、研究、企劃三組，

各組置組長一人。 

六、藝術中心：置中心主任一人，掌理藝術中心相關業務，下設展示、演藝、教育三組，各組置組

長一人。 

七、微奈米科技研究中心：置中心主任一人，掌理各院系所與微系統及奈米技術相關教學與研究工

作，下設行政業務、共同實驗室、研究教育、技術推廣四組，各組置組長一人。 

八、通識教育中心：置中心主任一人，掌理本校通識教育有關事務，另得置秘書一人。下設行政、

教學、企劃三組，各組置組長一人。 

九、國際事務處:置國際事務長一人，掌理國際學術合作及國際教育相關事務，得置副國際事務長一

人，協助綜理國際學術合作及國際教育相關事務，另得置秘書一人。下設國際合作、國際學生

事務二組，各置組長一人。 

十、博物館：置館長一人，掌理博物館相關業務。下設典藏、研究、展示、推廣四組，各置組長一

人。 

本條文所列單位得視業務需要置職員及稀少性科技人員等若干人。九十年八月二日以後不得進用資

訊科技人員，前已進用之資訊科技人員，得繼續留任至其離職為止，其升等並依原規定辦理。 

各該單位之設置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第十九條 
本大學設教務會議，由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研發長、國際事務長、研究總中心主任、圖書館館長、
計算機與網路中心主任、通識教育中心主任、院系(所) 級學術單位主管、軍訓室主任、體育室主任、
大學部學生代表三人、研究生代表二人組成。教務長為主席，討論有關教務重要事項。每學期至少
召開一次。 
第二十條 
本大學設學生事務會議，由學生事務長、教務長、總務長、圖書館館長、國際事務長、通識教育中
心主任、院系(所) 級學術單位主管、體育室主任、各學院導師代表各一人及大學部學生代表三人、
研究生代表二人組成。學生事務長為主席，討論有關學生事務重要事項。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 
第二十一條 
本大學設總務會議，由總務長、研發長、國際事務長、研究總中心主任、各學院院長、圖書館館長、
計算機與網路中心主任、會計主任、通識教育中心主任、院系(所)級學術單位主管、體育室主任、
行政人員代表、技術人員代表、工友代表各一人及大學部學生代表三人、研究生代表二人組成。總
務長為主席，討論有關總務重要事項。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 
總務會議之行政人員、技術人員及工友代表，由各該團體分別經選舉產生，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 
第二十二條 
本大學設研究發展會議，由研發長、教務長、總務長、國際事務長、研究總中心主任、圖書館館長、
計算機與網路中心主任、院系（所）級學術單位主管、各學院教授 (含副教授) 代表各二人及研究
生代表二人組成。研發長為主席，討論有關學術研究及發展重要事項。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 
第二十四條 
本大學設下列與教學、研究及服務有關之委員會： 
一、校務發展委員會：規劃校務之發展及重大校務事項之研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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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長(召集人)、副校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研發長、國際事務長、研究總中心主
任、各學院院長及附設醫院院長為當然委員，由校務會議應出席人員就各單位所推選之候選人
推選教師代表（非兼任行政職務者）若干人為委員，其中各學院保障名額各一人。教師代表人
數為全體委員之二分之一，任期二年，每年改選二分之一為原則，連選得連任。大學部學生及
研究生列席代表各一人。 

「二、經費稽核委員會」之後各條文皆未修訂。 
第三十條 
本大學校長須具備教授資格，副校長、學院院長、附設醫院院長由校長聘請教授兼任。但以契約方
式進用之副校長，不在此限。 
教務長、副教務長、學生事務長、副學生事務長、研發長、副研發長、通識教育中心中心主任、國
際事務長、副國際事務長、學院副院長、學系主任、研究所所長、科主任、學程主任、體育室主任、
進修推廣教育中心主任、師資培育中心主任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 
總務長、主任秘書、圖書館館長及博物館館長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副
總務長及圖書館副館長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 
研究總中心中心主任、計算機與網路中心中心主任、校友聯絡中心中心主任、生物科技中心中心主
任、藝術中心中心主任、微奈米科技研究中心中心主任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或同級以上之研
究人員或專業技術人員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語言中心主任、新聞中心主任、儀器設備中心主任、
航空太空科技研究中心主任、視聽媒體製作中心主任、動物中心主任、實習工廠主任由校長聘請副
教授以上教師或同級以上之研究人員或專業技術人員兼任。 
軍訓室主任由校長自職級相當人員或教育部推薦之軍訓教官二至三人中擇聘之。軍訓室主任因故出
缺，由學務長或自本校職級相當人員中簽請校長核准後代理，期限至新任主任到職日止。       
本大學各處、館、室、中心分組辦事，除人事室、會計室外，所置之組長及圖書館分館主任，由校
長聘請助理教授以上教學人員或同級以上之研究人員或專業技術人員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 
本大學校長任期四年，得續聘一次。 
副校長及由教師或研究人員兼任之行政單位主管及副主管任期四年為一任，得續聘一次。 
前項兼任人員除體育室主任及第二十七、二十八條之院、系、所主管及科主任及學院副院長外，均
應配合校長之更替辭去兼職，但如經新任校長續予聘兼者，得續任至任期屆滿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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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國立成功大學校園性侵害及性騷擾防治辦法 
  94.10.05  94 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通過 

 97.03.26  96 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條  為預防及處理性侵害及性騷擾事件，特依教育部於中華民國 94年 3月 30日頒

布之「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準則」（以下簡稱本準則），訂定「國立成功
大學校園性侵害及性騷擾防治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根據「性別平等教育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二條，本辦法所指之性侵害及性
騷擾之定義如下： 
一、性侵害：指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所稱性侵害犯罪之行為。 
二、性騷擾：指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未達性侵害之程度者： 

(一)以明示或暗示之方式，從事不受歡迎且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
或行為，致影響他人之人格尊嚴、學習或工作之機會或表現者。 

(二)以性或性別有關之行為，作為自己或他人獲得、喪失或減損其學習或
工作有關權益之條件者。 

第三條  本辦法所指之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包括不同學校間所發生者，本辦法所
使用之名詞定義如下： 
一、教師：指專任教師、兼任教師、代理教師、代課教師、護理教師、教官及

其他執行教學、研究或教育實習之人員。 
二、職工：指前款教師以外，於學校執行行政事務、庶務或其他工作之人員。 
三、學生：指在學或接受進修推廣教育者。 

第四條  為推動校園性侵害及性騷擾防治教育，提升教職員工生尊重他人與自己身體或
性自主之知能，本校應積極採行下列措施：  
一、針對教職員工生，每年定期舉辦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之教育宣導活

動，並評鑑其實施成效。 
二、針對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以下簡稱校性平會）及負責校園性侵害或性騷

擾事件處置相關單位之人員，每年定期辦理相關之在職進修活動。 
三、鼓勵前款人員參加校內外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處置研習活動，並予以

公差登記及經費補助。 
四、利用多元管道，公告周知本準則所規範之事項，並納入教職員工聘約及學

生手冊。 
五、鼓勵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被害人或檢舉人儘早申請調查或檢舉，以利

蒐證及調查處理。 
第五條  於處理相關案件時，本校應主動提供下列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及救濟等資訊予

相關人員： 
一、校園性騷擾或性侵害事件之界定、類型及相關法規。 
二、被害人之權益保障及學校所提供之必要協助。 
三、申請調查、申復及救濟之機制。 
四、相關之主管機關及權責單位。 
五、提供資源協助之團體及網絡。 
六、校性平會認為必要之其他事項。 
 

第二章 校園安全規劃 
 
第六條  為防治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總務處應定期檢視校園整體安全，依空間配置、

管理與保全、標示系統、求救系統與安全路線、照明與空間穿透性及其他空間
安全要素，定期檢討校園空間及設施之使用情形，並記錄校園內曾經發生性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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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或性騷擾事件之空間、製作校園空間檢視報告及依據實際需要繪製校園危險
地圖，以利校園空間改善。 

第七條  總務處應定期舉行校園空間安全檢視說明會，邀集專業空間設計者、師    生
職員及其他校園使用者參與，公告前條檢視成果、檢視報告及相關紀錄，並檢
視校園危險空間改善進度。 

 
第三章 校內外教學與人際互動注意事項 
 
第八條  學校教職員工生於進行校內外教學與人際互動時，應尊重性別多元與個別差

異。 
第九條  教師於執行教學、指導、訓練、評鑑、管理、輔導或提供學生工作機會時，在

與性或性別有關之人際互動上，不得發展有違專業倫理之關係。  
教師發現其與學生間之關係有違反前項專業倫理之虞時，應主動迴避教學、指
導、訓練、評鑑、管理、輔導或提供學生工作機會。 

第十條  學校教職員工生應尊重他人與自己之性或身體之自主，不得有下列行為： 
一、不受歡迎之追求行為。 
二、以強制或暴力手段處理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衝突。 
三、其他有違善良風俗之行為。 
 

第四章 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之處理機制、程序及救濟方法 
 
第十一條  本校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申訴案件之收件單位為學生事務處學生輔導組。若

學校之首長為加害人時，應向學校所屬主管機關申請調查。接獲申請或檢舉
之學校或主管機關無管轄權者，應將該案件於七日內移送其他有管轄權者。 
對於已公開之相關案件雖未經當事人提出申訴，為維護校譽與本校教職員工
生之權益，校性平會應主動處理。處理程序同申訴案件方式。 
本校學生事務學生輔導組受理申訴後，除有本法第二十九條第二項所定事由
外，應於三個工作日內將該事件交由校性平會調查處理。 
收件單位於接獲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之申訴案件後，應指派專人處理相關行
政事宜，學校相關單位並應配合協助。 

第十二條  校園性騷擾或性侵害事件之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以下簡稱申請人）、檢
舉人得以正式具名之書面資料或口頭方式提出申訴；其以言詞申請調查者，
學校應作成紀錄，經向申請人或檢舉人朗讀或使閱覽，確認其內容無誤後，
由其簽名或蓋章。 
前項書面或言詞作成之紀錄，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申請人或檢舉人姓名、身分證明文件字號、服務或就學之單位及職稱、

住居所、聯絡電話及申請調查日期。 
二、申請人委任代理人代為申請調查者，應檢附委任書，並載明其姓名、

身分證明文件字號、住居所、聯絡電話。 
三、申請調查之事實內容及其相關證據。 

第十三條  校性平會應於收件單位接獲申請調查或檢舉日起二十日內，以書面通知申請
人或檢舉人是否受理。不受理之書面通知應敘明理由，並告知申請人或檢
舉人申復之期限及受理單位。 
申請人或檢舉人於前項之期限內未收到通知或接獲不受理通知之次日起二
十日內，得以書面具明理由，向學校提出申復；其以言詞為之者，學校應作
成紀錄，經向申請人或檢舉人朗讀或使閱覽，確認其內容無誤後，由其簽名
或蓋章。前項不受理之申復以一次為限。 
校性平會接獲申復後，應於二十日內以書面通知申復人申復結果。申復有理

96-3校務會議(97.03.26)紀錄-16-



， 
17 

由者，校性平會將著手調查處理。 
第十四條  校性平會受理申訴後，應於七日內進行處理並調查之，並於六十日內提出調

查報告，但重大案件者得於三個月內提出。 
處理期間，當事人可以要求輔佐人陪同接受調查。輔佐人得由當事人自行指
定，校性平會亦得邀請相關人員參與調查工作。 
調查結束後，校性平會應就調查過程及決議，向相關業務單位提出報告與處
置建議。 

第十五條  為調查與本校相關之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的申訴案件，校性平會得成立調查
小組。調查小組設置以三人或五人為原則，其成員之組成，依本法第三十條
第三項之規定。 
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當事人之輔導人員，應迴避該事件之調查工作；參
與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之調查及處理人員，亦應迴避對該當事人之輔導
工作。相關處理人員有涉入個案情事者，應迴避調查與輔導工作。 
學校或主管機關針對擔任調查小組之成員，應予公差假登記，並依法令或學
校規定支給交通費或相關費用。 

第十六條  學校知悉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時，應向所屬主管或上級機關通報。 
  校性平會處理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時，應依相關法律規定通報，除有
調查必要、基於公共安全之考量或法規另有特別規定者外，對於當事人及
檢舉人之姓名或其他足以辨識其身分之資料，應予以保密。 

第十七條  學校教職員工生確涉入性騷擾或性侵犯事件應依相關法令予以懲處。對在
心智喪失、精神耗弱等狀況下之受害人實施性行為者，不得以受害人無拒
絕為由規避性侵犯責任。 

第十八條  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之當事人、檢舉人及證人之姓名及其他足以辨識身
分之資料，學校除有調查之必要或基於公共安全之考量者外，應予保密。
負有保密義務者，包括學校內負責處理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之所有人
員。負保密義務者洩密時，應依刑法或其他相關法規處罰。 

          學校就記載有當事人、檢舉人、證人姓名之原始文書應予封存，不得供閱覽
或提供予偵查、審判機關以外之人。但法律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除原始文
書外，調查處理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人員對外所另行製作之文書，應將
當事人、檢舉人、證人之真實姓名及其他足以辨識身分之資料刪除，並以代
號為之。 

第十九條  本辦法所指具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調查專業素養之專家學者，應符合下列資
格之一： 
一、持有中央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調查知能培

訓結業證書，且經中央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所設性別平等教育
委員會核可並納入調查專業人才庫者。 

二、曾調查處理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有具體績效，且經中央或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所設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核可並納入調查專業人才庫
者。 

校性平會調查處理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時，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當事人為未成年者，接受調查時得由法定代理人陪同。 
二、行為人與被害人、檢舉人或證人有權力不對等之情形者，應避免其對質。

必要時，得於不違反保密義務之範圍內另作成書面資料，交由行為人閱
覽或告以要旨。 

三、申請人撤回申請調查時，學校或主管機關得繼續調查處理。 
第二十條  校性平會之調查處理不受該事件司法程序是否進行及處理結果之影響。前項

之調查程序，不因行為人喪失原身分而中止。申訴者如因個人權益考量要求
暫緩調查，校性平會得視情況決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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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條  為保障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當事人之受教權或工作權，於必要時進行
下列處置： 
一、彈性處理當事人之出缺勤紀錄或成績考核，並積極協助其課業或職務。 
二、尊重被害人之意願，減低當事人雙方互動之機會。 
三、採取必要處置，以避免報復情事。 
四、減低行為人再度加害之可能。 
五、其他必要之處置。 

第二十二條  校性平會應視當事人之身心狀況，主動轉介至各相關機構，必要時對當事
人提供下列協助： 
一、心理諮商輔導。 
二、法律諮詢管道。 
三、課業協助。 
四、經濟協助。 
五、其他校性平會認為必要之協助。 

第二十三條  對於與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有關之事實認定，應依據校性平會之調查
報告。 
校性平會調查報告建議之懲處涉及改變加害人身分時，應給予其書面陳述
意見之機會。 

第二十四條  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經校性平會調查屬實後，將依相關法律或法規規
定處理。若其他機關依相關法律或法規有處理權限時，學校應將該事件移
送其他權責機關處理；學校除依相關法律或法規處理外，並得依性別平等
教育法第二十五條命加害人為下列一款或數款之處置： 
一、經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之同意，向被害人道歉。 
二、接受八小時性別平等教育相關課程。 
三、接受心理輔導。 
四、其他符合教育目的之措施。 
學校執行時並應採取必要之措施，以確保加害人之配合遵守。 
校性平會若證實申訴不實或有誣告之事實者，應依法對申請人為適當之處
理。   
學生交由學生事務處依規定處理，職工分別交由人事室或總務處，教師交
由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處理。 

第二十五條  學校將處理結果以書面通知申請人及行為人時，應告知申復之期限及受理
單位。學生事務申訴受理單位為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教師事務為教師申
訴評議委員會，職工事務為職工申訴評議委員會。 
申請人及行為人對學校處理之結果不服者，得於收到書面通知次日起二十
日內，以書面具明理由向受理單位申復；其以言詞為之者，受理單位應作
成紀錄，經向申請人或行為人朗讀或使閱覽，確認其內容無誤後，由其簽
名或蓋章。 
除受理單位發現調查程序有重大瑕疵或有足以影響原調查認定之新事
實、新證據時，得要求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重新調查，否則不得要求重新
調查。 
校性平會於接獲前項重新調查之要求時，應另組調查小組；其調查小組處
理程序，依本辦法相關之規定。 

第二十六條 學校接獲申復後，應於二十日內以書面通知申復人申復結果。 
第二十七條  校性平會建立之檔案資料，應分為原始檔案與報告檔案並指定專責單位保

管。 
            前項原始檔案應予保密，其內容包括下列資料： 

一、事件發生之時間、樣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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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事件相關當事人（包括檢舉人、被害人、加害人）。 
三、事件處理人員、流程及紀錄。 
四、事件處理所製作之文書、取得之證據及其他相關資料。 
五、加害人之姓名、職稱或學籍資料、家庭背景等。 
第一項報告檔案，應包括下列資料： 
一、事件發生之時間、樣態以及以代號呈現之各該當事人。 
二、事件處理過程及結論。 

第二十八條  校性平會為顧及當事人雙方的權益，對於申訴案件必要時得指派專案小組
進行調解。調解程序如下： 
一、調解之前應先有詳盡的個別會談，以了解雙方立場，並提出初步評估。 
二、召開調解會議，除申訴者和被控者應出席外，雙方均可由輔佐人陪同。 
三、事件經調解成功者，應做成調解書，並應經雙方當事人簽字。 
 

第五章 附  則 
 
第二十九條 校性平會之業務由學生事務處學生輔導組協助處理，對外發言由秘書室統

籌辦理。 
第三十條   本辦法所需經費於本校相關支出項目下支應。 
第三十一條 本辦法若有未盡事宜，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三十二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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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國立成功大學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設置與申訴處理辦法 
 

86.04.16 85學年度第四次校務會議通過 

90.11.14 90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延會修訂通過 

91.03.20 90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91.12.25 91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92.02.25 教育部台訓(一)字第 0920024104號函核定 

94.04.27 93學年度第四次校務會議通過 

94.06.22 93學年度第五次校務會議通過 

94.07.15 教育部台訓(二)字第 0940096627號函核定 

95.06.21 94學年度第五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95.11.01 95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延會修訂通過 

95.12.18 教育部台訓(二)字第 0950187848號函核定 

97.03.26 96學年度第三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大學法第三十三條第四項暨本校組織規程第二十四條定之。 
 
第二條  本校為公平、公正處理學生在校學習、生活上之有關事項，並確保學生權益，

特設置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三條  學生對於學校有關受教權益所為之處分認為有違法或不當致損其權益，或學生

會及其他相關學生自治組織，不服學校之懲處或其他措施及決議之事件，經行
政程序處理仍不服者，得向本會提出申訴。 

 
第四條  組織：   
一、 本會置委員二十七人至三十人，均為無給職，由各學院學生代表各一人、研究

生學生代表一人，各學院推薦教師各二人，非屬學院教師推薦一人（請教務處
推薦），及學校教師會代表一人擔任之(其中未兼行政職務之教師代表不得少於
總額二分之一 
；已擔任學生獎懲委員會委員者不得擔任之；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
之一以上)。另學校得聘請醫師、法學、社會學、心理學之專業人士擔任諮詢
顧問。  

二、 學生代表於每學年開學一個月內，由學生會推選產生大學部代表；由各學院院
長輪流推薦產生研究生代表，均報學生事務處核備。(學生會如未能依時組成，
即請課外活動指導組輔導系學會聯合會幹部代表之)。  

三、 學生事務長擔任臨時召集人，俟主席選出後由主席主持會議，得邀請相關人員
列席 
，行政業務由生活輔導組承辦之。  

四、 本會開會應有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事項之決議﹑評議書之決議，以出席委
員三分之二(含)以上同意後行之。  

五、 本會之經費由學生事務處支應。  
六、 本會委員或諮詢顧問均呈報校長聘任之，任期一年，得連任之。 

 
第五條  申訴及處理程序： 
一、 學生、學生會及其他相關學生自治組織（應經其組織內部之最高行政會議決議

後提出）之申訴應於知悉措施之次日起十日內以書面向本會提出申訴，逾期學
校不予受理；申請人因不可抗力致逾期限者，得向本會聲明理由請求許可。 

二、 申訴書應記載申訴人姓名、學號、系級、住址、申訴之事實及理由，希望獲得
之補救，並檢附有關之文件及證據交由生輔組處理。  

三、 於本會下設程序審議小組，對於學生、學生會及其他相關學生自治組織之申訴
得就受理與否，先期審核，對於不符申請要件之申請案得以過濾速結；小組人
員由臨時召集人召集六位委員共同組成，以超過二分之一同意議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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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本會就書面資料評議，會議不公開舉行，得通知申訴人、原處分單位之代表及
關係人到會說明。如其逾越申訴範圍，應以書面駁回，並建議處理方式，且於
處理特殊案件時，應組成小組，秘密調查。 

五、 本會收件後，除有應不受理或中止評議情形，逕行通知申訴人及原處分單位外，
應於二十日內完成評議，必要時得予延長，並通知申訴人，延長以一次為限，
最長不得逾期二個月，但涉及退學、開除學籍或類此處分之申訴不得延長。(學
生、學生會及其他相關學生自治組織向學校提起申訴，同一案件以一次為原
則)。 

六、 申訴人於本會未作成評議決定書前，得撤回申訴書。  
七、 申訴程序中，申訴人、原處分單位或其他關係人，就申訴事件或其他牽連之事

項，提出訴願、民事、刑事或行政訴訟者，應即以書面通知本會，本會應即中
止評議，俟訴訟終結後續議；惟退學與開除學籍之申訴不在此限。 

八、 退學或開除學籍之申訴，學校於評議決定未確定前，學生得向學校提出繼續在
校肄業之書面請求。學校接到上項請求後，應徵詢本會之意見，並衡酌該生生
活，學習狀況於一週內書面答覆，並載明學籍相關之權利與義務。  

九、 學生申訴經學校同意在校肄業者，學校不得授給畢業證書外，其他修課成績考
核、獎懲得比照在校生處理。  

十、 本會應對申訴案件提出討論並經評議，決議後擬定評議書由主席署名。本會之
評議及表決，委員個別意見，應對外嚴守祕密;涉及學生隱私之申訴案 ，申訴
人之基本資料應予保密。  

十一、評議決定書應包括主文、事實、理由等內容，如有建議補救措施，並應提出具
體建議；對於不受理之申訴案件亦應作成評議書，惟其內容只列主文和理由。  

十二、申訴程序中，評議委員、申訴人、原處分單位或其他關係人，應就申訴之案件
採取迴避原則，以免影響本會評議之公正性。  

十三、評議書應呈校長核備，並由本會送達申訴人及原處分單位。 
十四、對於退學、開除學籍或類此足以改變學生身分之處分，經提出申訴後未獲救濟

者，學校應附記「如有不服本申訴決定，得於申訴評議書送達後次日起三十日
內，繕具訴願書，經學校原處分單位檢卷答辯後送教育部提起訴願。」。 

 
第六條  評議效力：  
一、 本會之評議，如原處分單位認與法規牴觸，應列舉理由依行政程序呈報校長，

校長得交付本會再議。否則，評議書經完成行政程序後，學校應即採行。 
二、 退學之申訴，經評議確定維持原處分者，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修業證明書所載修業截止日期以原處分日期為準。  
      (二)申訴期間所修習科目學分，得發給學分證明書。  
三、 退學或開除學籍之申訴，經評議確定維持原處分者，其兵役、退費依下列規定

辦理：  
(一)役男『離校學生緩徵原因消滅名冊』於申訴結果確定後三十日內冊報。 
(二)退費基準依大專校院學生休退學退費作業要點之規定辦理。 

四、 訴願及行政訴訟獲救濟之輔導：   
(一)依訴願決定或行政訴訟判決另為處分並同意學生復學者，其因特殊事故無

法及時復學時，本校應輔導其復學；對已入營無法復學之役男，學校應保
留其學籍，俟其退伍後，輔導優先復學；復學前之離校期間並得補辦休學。  

(二)依訴願決定或行政訴訟判決另為處分並同意學生復學者，應依本校規定辦
理復學程序。 

 
第七條  有關性侵害或性騷擾之申訴案件，由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處理。 
第八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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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國立成功大學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 

77年 11月 16日 77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0年 3月 27日 79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1年 10月 7日 81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4年 11月 15日 84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5年 2月 12日教育部台(85)審字第 84066581號函備查 

88年 3月 17日 87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8年 6月 15日教育部台(88)審字第 88065052號函備查 

89年 10月 25日 89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0年 4月 2日教育部台(90)審字第 90043613 號函核備 

91年 12月 25日 91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3年 6月 16日 92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4年 3月 30日 93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延會修正通過 

94年 6月 22日 93學年度第 5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4年 7月 20日教育部台學審字第 0940096432號函核定 

97年 3月 26日 96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依據大學法第二十條與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組織規程第三十二條及
相關法令規定，設置國立成功大學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二條 本會設置委員若干人，由下列人員組成之： 
        一、當然委員：教務長（兼召集人），各學院院長。召集人因故無法主持或遇

有迴避情形時，其代理主席之產生，由本會委員共推之。 
        二、推選委員：已同時擔任系、院級教評會委員者，不得再擔任之。 

（一）各學院由院務會議自該院非系、所主管之專任教授推選二人（無特殊
原因不得出自同一科、系、所），任期二年，每年改選一人，連選得連
任。若學院教師未足六十人者，推選專任教授代表一人，任期一年，
連選得連任。 

（二）非屬學院之單位共同推選非系、所主管專任教授代表一人，任期一年，
連選得連任。 

（三）本校教師會推選專任教授代表一人，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 
三、候補委員：各學院、非屬學院、教師會應推選出與推選委員同額之候補委

員，推選方式、資格與推選委員相同，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 
各學院、非屬學院之當然委員與推選委員中，任一性別委員應占該學院委員總
數（當然委員與推選委員合計）三分之一以上。 
本會推選委員在任期中出缺或奉准借調、休假研究、留職留（停）薪進修研究
等，由原推選單位之候補委員依序遞補，其任期以補足所遺任期為限。 
本會開會時委員應親自出席不得委託他人代表出席，並請委員勿經常無故缺
席，俾利會務運作。  

第三條 本會每學期開會一次為原則，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第四條 本會審議事項： 
        一、專任教師之聘任、聘期、升等、解聘、停聘、不續聘、資遣原因之認定等

事項。 
        二、兼任教師之聘任、聘期、解聘、停聘等事項。 
        三、研究人員之聘任、聘期、升等、解聘、停聘、不續聘、資遣等事項。 
        四、名譽教授之聘任事項。 
        五、其他有關教師評審之重要事項，及有關規定需由本會審議之事項。 
第五條 本會審議事項，除有關法令另有規定外，應經系（所）、院教師評審委員會（研

究人員比照之）審議通過，向本會提出審議。 
本校教師之聘任、聘期、解聘、停聘、不續聘，應依本校教師聘任辦法辦理。
教師聘任辦法另訂之。 
教師解聘、停聘、不續聘案如事證明確，而院教評會所作之決議與法令規定顯
然不合時，本會得逕依規定審議變更之。 
本校教師之升等，應依本校教師升等辦法辦理。教師升等辦法另訂之。 
本校名譽教授之聘任，應依本校名譽教授設置辦法辦理。名譽教授設置辦法另
訂之。 
研究人員之聘任、聘期、升等、解聘、停聘、不續聘，應依本校研究人員聘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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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升等辦法辦理。 
系（所）、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另訂之。 

第六條 本會開會時非有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不得開議。非有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
上之同意不得決議（有應行迴避之情事者，不計入出席委員人數）。 

第七條 本會委員在審議案件時，如本人或其配偶、前配偶、四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
內之姻親為當事人或有利害關係時應自行迴避。未自行迴避者，得經本會決議
請該委員迴避。 
本會委員就審議案件如認為有前項以外之特殊事由應迴避時，得向本會申請迴
避。 
有具體事實足認本會委員就審議案件有偏頗之虞者，當事人得向本會申請該委
員迴避，並應舉其原因事實。 
前二項申請，由本會決議之。 
本會委員如有擔任兩級以上之教評會委員，對同一審議案，依迴避原則處理，
並只得於前一級教評會中投票，因故未出席前一級教評會者，方得於後一級教
評會投票。但該審議案如須該委員說明時，本會得請該委員說明之。  

第八條 經本會審議通過之案件，送請校長核定辦理，另應將本會工作情形或建議事項
提行政會議報告。 

第九條 本會開會時主任秘書及人事室主任列席，並得視事實需要邀請其他有關人員列
席報告或說明。 

第十條 本設置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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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國立成功大學各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 

80年 3月 27日 79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4年 11 月 15日 84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1年 12月 25日 91 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3年 6月 16日 92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4年 3月 30日 93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延會修正通過 

97年 3月 26日 96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依據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組織規程第三十二條及相關法令規定，訂
定國立成功大學各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院教評會）設置辦法。 

第二條  院教評會設置委員若干人，由下列人員組成之：  

一、當然委員：院長（兼召集人）。召集人因故無法主持或遇有迴避情形時，
其代理主席之產生，由院教評會委員共推之。 

        各系（所）主管得為當然委員，由各學院自行訂定。 
二、推選委員：推選委員人數不得少於當然委員，由院務會議自該院非兼系所

主管之專任教授推選之，必要時得自校內他院或校外選聘專長相近之教授
擔任之。 

推選委員人數、院內外成員比例，由各學院自行訂定。 

            已同時擔任系、校級教評會委員者，不得再擔任之。 

各單位至少須有一名委員，委員任期二年，每年改選二分之一，連選得連任。 
委員推選辦法由各學院自行訂定。  

第三條  院教評會每學期開會一次為原則，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第四條  院教評會審議左列事項： 

一、專任教師之聘任、聘期、升等、解聘、停聘、不續聘、資遣原因之認定等
事項。 

二、兼任教師之聘任、聘期、解聘、停聘等事項。 
三、教師升等初審未通過者之申復。申復辦法另訂之。 
四、名譽教授之聘任事項。 
五、其他有關教師評審之重要事項，及有關規定需由院教評會審議之事項。 

第五條  教師之聘任、聘期、解聘、停聘、不續聘，悉依本校聘任辦法，先由系（所）
教師評審委員會辦理初審，通過後送院教評會辦理複審，通過後再提本校教師
評審委員會審議。各院聘任複審辦法另訂之。 

教師解聘、停聘或不續聘案如事證明確，而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所作之決
議與法令規定顯然不合時，院教評會得逕依規定審議變更之。 

教師之升等悉依本校教師升等辦法，先由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辦理初審，
通過後送院教評會辦理複審，通過後再向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推薦。各院教師
升等複審辦法另訂之。 

第六條  院教評會開會時非有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不得開議。非經出席委員三分之
二以上之同意不得決議（有應行迴避之情事者，不計入出席委員人數）。並得
視事實需要由召集人邀請其他有關人員列席報告或說明。 

第七條  本會委員在審議案件時，如本人或其配偶、前配偶、四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
內之姻親為當事人或有利害關係時應自行迴避。未自行迴避者，得經本會決議
請該委員迴避。 
本會委員就審議案件如認為有前項以外之特殊事由應迴避時，得向本會申請迴
避。 
有具體事實足認本會委員就審議案件有偏頗之虞者，當事人得向本會申請該委
員迴避，並應舉其原因事實。 
前二項申請，由本會決議之。 
本會委員如有擔任兩級以上之教評會委員，對同一審議案，依迴避原則處理，
並只得於前一級教評會中投票，因故未出席前一級教評會者，方得於後一級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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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會投票。但該審議案如須該委員說明時，本會得請該委員說明之。  
第八條  各院應依據本辦法訂定院教評會設置辦法，經院務會議通過後，提報校教師評

審委員會核備後實施。 
第九條  非屬學院之系（所）、室、中心、館等之院級教師評審委員會，應比照本辦法

設置，由副教務長（兼召集人）召集開會。 
計算機與網路中心之院級教師評審委員會歸屬工學院。 

第十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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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國立成功大學各學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 

80年 3月 27日 79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4年 11月 15日 84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1年 12月 25日 91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3年 6月 16日 92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4年 3月 30日 93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延會修正通過 

97年 3月 26日 96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依據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組織規程第三十二條及相關法令規定，訂
定國立成功大學各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系（所）教評會）設置
辦法。 

第二條  系（所）教評會設委員六至十五人，由下列人員組成之： 

一、當然委員：系主任（所長）（兼召集人）。如系主任（所長）由所屬院長兼
任或代理者，當然委員（召集人）應另由系（所）務會議推選之。召集人
因故無法主持或遇有迴避情形時，其代理主席之產生，由系（所）教評會
委員共推之。 

二、推選委員：由系（所）會議自該系（所）專任教授推選五至十四人為委員。
已同時擔任院、校級教評會委員者，不得再擔任之。 

如該系（所）教師人數未達六位專任教授，得由系（所）務會議自校內外選聘
專長相近之教授或該系（所）副教授擔任委員，惟教授之人數不得少於三分之
二。 

委員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 

委員推選辦法由各系（所）自訂。 
第三條  系（所）教評會以每學期開會一次為原則，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第四條  系（所）教評會審議下列事項： 

一、專任教師之聘任、聘期、升等、解聘、停聘、不續聘、資遣原因之認定等
事項。 

二、兼任教師之聘任、聘期、解聘、停聘等事項。 
三、名譽教授之聘任事項。 
四、其他有關教師評審之重要事項，及有關規定需由系（所）教評會審議之事

項。 
第五條  教師之聘任、聘期、解聘、停聘、不續聘，由各系（所）教評會依該系（所）

教師聘任初審辦法審議通過後，提院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各系（所）教師聘
任初審辦法另訂之。 
教師之升等，由各系（所）教評會依該系（所）教師升等初審辦法審查通過後，
向院教師評審委員會推薦。各系（所）教師升等初審辦法另訂之。 
其他教師評審重要事宜，由各系（所）教評會依該系（所）發展需要及相關規
定審查，通過後依相關規定辦理。 

第六條  系（所）教評會開會時非有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不得開議，非經出席委員
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不得決議（有應行迴避之情事者，不計入出席委員人數）。
並得視事實需要由召集人邀請其他有關人員列席報告或說明。 
系（所）教評會由副教授擔任委員（含當然委員、召集人），對教授級之聘任、
升等審議案，應迴避不得參與表決，其他一般審議事項則不受限制。 

第七條  本會委員在審議案件時，如本人或其配偶、前配偶、四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
內之姻親為當事人或有利害關係時應自行迴避。未自行迴避者，得經本會決議
請該委員迴避。 
本會委員就審議案件如認為有前項以外之特殊事由應迴避時，得向本會申請迴
避。 
有具體事實足認本會委員就審議案件有偏頗之虞者，當事人得向本會申請該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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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迴避，並應舉其原因事實。 
前二項申請，由本會決議之。 
本會委員如有擔任兩級以上之教評會委員，對同一審議案，依迴避原則處理，
並只得於前一級教評會中投票，因故未出席前一級教評會者，方得於後一級教
評會投票。但該審議案如須該委員說明時，本會得請該委員說明之。  

第八條  各系（所）應依據本辦法訂定系（所）教評會設置辦法，經系（所）務會議通
過報請院長核轉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核備後實施。 

第九條  室、中心、非屬學系等教師評審委員會之設置比照本辦法辦理。 
第十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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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        國立成功大學計算機與網路中心設置辦法 
79年 04月 12日 79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通過 
80年 06月 19日 79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0年 08月 27日依教育部台(80)高 43499號函修正 
89年 10月 25日 89 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0年 04月 17日依教育部台(90)電字第 90051841號函修正 

97年 03月 26日 96 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為支援本校各系所及單位的計算機與網路之教學與研究，提供計算機與網路資

源及技術諮詢，協助建立行政業務電腦化，特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八條，設置
「國立成功大學計算機與網路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 

第二條  本中心置中心主任一人綜理中心業務，由校長就本校具教授資格者聘請兼任
之，任期比照其他行政單位主管辦理。 

第三條  本中心得置副中心主任一人，襄助中心主任處理業務，副中心主任由中心主任
就本校具副教授以上資格者遴選，再簽請校長聘兼之。 

第四條  本中心設網路作業組、校務資訊組、行政諮詢組、教學研究組等四組其職掌如
下： 

一、網路作業組 

(一)校園網路及台灣學術網路台南區域網路中心之規劃、建置、管理
與維護。 

(二)機房計算機系統、軟體、帳號等操作、管理與維護，並提供相關
資料手冊。 

(三)工作站系統伺服器管理與維護。 
二、校務資訊組 

校務行政電腦化系統規劃、推動、開發、維護、管理及訓練。 
三、行政諮詢組 

(一)辦理中心各項行政業務及資訊推廣活動。 
(二)個人電腦教室管理與維護及校園授權軟體諮詢與服務。 

四、教學研究組 
(一)支援本校資訊教學相關課程，資訊應用推廣之教育訓練與研討會

之舉辦。 
(二)學校網路教學系統平台之開發與維護，支援多媒體教學資料製

作、訓練與管理。 
(三)群組式計算系統之管理。 

第五條  本中心各組各置組長一人，由中心主任就本校助理教授(含)以上或本中心人員
中具有三等技術師(含)以上資格者遴選，再簽請校長聘兼之。 

第六條  本中心得置技正、技士、技佐、高級系統管理師、系統分析設計師、高級系統
程式設計師、程式設計師、系統維修工程師、助理程式設計師、資料管理師各
若干人以執行本中心各組之工作。本中心所需員額在學校總員額內調充之。 

第七條  本中心設置計算機與網路委員會(設置要點另訂之)審議本中心之服務計畫及
發展方向。 

第八條  本中心得視實際需要，聘請相關系所之教授、副教授或助理教授為本中心之顧
問，再簽請校長聘兼之。 

第九條  本辦法經本校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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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國立成功大學臨時人員工作規則  

                                                      97年 1月 9日第 648次主管會報通過 
台南市政府 97年 1月 23日南市勞動字第 09700069830號函及 
97年 2月 21日南市勞動字第 09700165080號函核備 
97年 03月 26日 96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章  總則 
第 一 條  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明確規範本校適用勞動基準法之臨時人員

與本校相互間之權利與義務，促使雙方同心協力發展校務，依據勞動基準法
暨相關法令訂定國立成功大學臨時人員工作規則（以下簡稱本規則）。 

第 二 條  前條所稱臨時人員（以下簡稱員工）係指本校編制內職員職務出缺時，得控
留員額改以契約進用；或在本校年度校務基金自籌經費 50﹪範圍內，以本
校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三條第二款至第七款收入進用之編制外人員
（不包括尚未適用勞動基準法之人員）。 

      第二章  受僱、停止僱用與解僱 
第 三 條  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校一律不予僱用： 

一、 曾犯內亂罪、外患罪，經判刑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者。 
二、 曾服公務有貪污行為，經判刑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者。 
三、 犯前二款以外之罪，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確定，尚未執行或執行未畢

者。但受緩刑宣告者，不在此限。              
四、 受禁治產宣告，尚未撤銷者。 

          員工經本校聘（僱）後，發現其於聘（僱）前已有前項各款情事之一，且隱
瞞未告知本校，使本校誤信而有受損害之虞者，應立即解聘（僱）。   

第 四 條  新進員工依規定簽訂契約，並按指定日期至本校辦理報到手續，逾期未辦理
者，視為自動放棄，報到時應填報各種人事資料並繳驗相關證件。 

          新進員工得經勞資雙方協商後先予試用三個月，試用期滿表現良好者再予續
聘（僱）。 

第 五 條  員工有下列情事之一經查證屬實或有具體事實者，本校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不
發給資遺費： 
一、於訂立契約時為虛偽意思表示，使本校誤信而有受損害之虞者。 
二、對本校同仁及其家屬實施暴行或有重大侮辱之行為者。 
三、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確定，而未諭知緩刑或未准易科罰金者。 
四、故意損耗教學器材、機器、工具、零件或其他本校所有物品，或故意洩

漏本校技術上、公務上之秘密或散佈不利不實之謠言，致本校受有損害
者。 

五、無正當理由連續曠職（工）滿三日，或一個月內曠職（工）達六日者。 
六、違反本規則或勞動契約，情節重大者。所謂情節重大者係指下列情形之

一： 
    （一）聚眾要挾，嚴重妨害業務或工作之進行，致本校受有損害者。 
    （二）在工作場所對同仁有性騷擾或性侵害之行為，有具體事證者。 
    （三）攜帶槍炮、彈藥、刀械等法定違禁物品，進入工作場所，危害本

校財產或同仁生命安全、健康者。 
    （四）營私舞弊，挪用公款，收受賄賂、佣金，有具體事證者。 
    （五）仿傚上級主管人員簽字或盜用印信圖謀不法利益，使本校有受損

害之虞者。 
    （六）參加經司法機關認定之非法組織，使本校受有損害者。 
    （七）造謠滋事、煽動怠工或非法罷工，影響本校業務有具體事證者。 
    （八）偷竊同仁或本校財物，有具體事證者。 
    （九）無正當理由拒絕本校合法調度指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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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未經本校書面同意在校內外兼職或兼課，致影響勞動契約之履行
者。 

本校依前項第一、二、四、五、六款規定終止契約者，應自知悉其情形之
日起，三十日內 為之。 

第 六 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本校得經預告終止契約，並發給資遣費： 
一、業務性質變更或於計畫執行期限內因故計畫終止，有減少員工之必要，

又無適當工作可供安置時。 
二、員工對擔任之工作確不能勝任，影響本校業務者。 
三、經醫師證明患有嚴重精神病，已不適合工作者。 

          四、患有法定傳染病，經治療未能痊癒，仍有傳染之虞時。 
第 七 條  本校依前條規定終止契約時，其預告期間如下： 

一、繼續工作三個月以上未滿一年者，於十日前預告之。 
二、繼續工作一年以上三年未滿者，於二十日前預告之。 
三、繼續工作三年以上者，於三十日前預告之。 
員工於接到前項預告後，為另謀工作得於工作時間請假外出。其請假時數，
每星期不得超過二日之工作時間，請假期間之工資照給。 

          本校未依第一項規定期間預告而終止契約者，應給付預告期間之工資。 
第 八 條  本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員工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並由本校發給資遣費： 

一、於訂立契約時為虛偽之意思表示，使員工誤信而有受損害之虞者。 
二、各級主管或其家屬對員工實施暴行或有重大侮辱之行為者。 
三、契約所訂之工作，對員工健康有危害之虞，本校未改善或經改善而無效

果者。 
四、校內同仁患惡性傳染病，有傳染之虞者。 
五、不依勞動契約給付報酬。 

     六、違反勞動契約或勞工法令，致有損害員工權益之虞者。 
      員工依前項第一款、第六款規定終止契約者，應自知悉其情形之日起，三

十日內為之。有 前項第二款或第四款之情形，本校已將該主管解除職務或
已將患有惡性傳染病者送醫或解僱時，員工不得終止契約。   

  第 九 條  員工欲終止契約時，若無不須預告本校之情形，應準用第七條之預告期間提
出書面申請，並辦妥離職手續；如未於規定期間提出，致本校受有損害者，
本校得依相關法律請求損害賠償。 

          離職員工得請求發給離職（服務）證明書。 
第 十 條  員工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簽請留職停薪，奉准後應辦妥業務移交手續： 
          一、普通傷病假逾勞工請假規則期限，經以事假或特別休假抵充後仍未痊癒

者。 
二、應徵召入伍服役者。 
三、任職滿一年後，於每一子女滿三歲前，得申請育嬰留職停薪，期間至該

子女滿三歲止，但不得逾二年。同時撫育子女二人以上者，其育嬰留職
停薪期間應合併計算，最長以最幼子女受撫育二年為限。 

四、其他特殊情形經本校核准者。 
          留職停薪期間，除應徵召入伍服役、育嬰留職停薪外，以一年為限。 

  留職停薪期間年資不計，但其他法令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第三章  薪資 

第十一條  員工薪資依勞動契約所議定，每月一次發給之。 
          薪資不得低於當時行政院所核定之基本工資，且均自報到之日起支，離職之

日停支；惟工作時間每日少於八小時者，除本規則、勞動契約另有約定或另
有法令規定者外，其基本工資得按工作時間比例計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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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條  前條所稱基本工資係指員工在正常工作時間內所得之報酬，延長工作時間
之工資及休假日、星期例假日工作加給之工資均不計入。 

第十三條  員工薪資之發給，除法令另有規定或與當事人另有約定外，以法定通用貨
幣全額直接給付員工。 

第四章  工作時間、排班、休息、休假、請假 
第十四條  員工每日正常工作時間不得超過八小時，每二週工作總時數不得超過八十

四小時。 

       前項正常工作時間本校得視業務需要，經勞資雙方協議後採輪班制或調整
每日上下班時間。 

第十五條  實施輪班單位應本公平原則，按下列注意事項排班： 
一、實施晝夜輪班單位應於七日前排定次月或三日前排定次週輪班表。 
二、輪班表經排定後，未經單位主管同意不得私自換班。 
三、正常班、變更工作時間班人員之例假，除因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外，

每週應按規定日期及天數給予休息。 
四、輪班制人員，其工作班次，每週應更換一次，但經員工同意者，不在

此限。更換班次時，應給予適當之休息時間。 
五、正常工作時間跨越二曆日者，其工作時間應合併計算。 

          六、輪班人員交換班次時，應確實遵守交換班時間及必要之交接程序。 
第十六條  員工應依規定準時上、下班，於辦公時間開始後一分鐘以上到公者為遲

到，下班時間前一分鐘以上提早離開者為早退。未辦妥請假亦擅自不到勤
者，以曠職論。曠職累計滿一日者，扣一日薪資。 

第十七條  因業務需要，有延長工作時間之必要者，延長之工作時間連同正常工作時
間，一日不得超過十二小時。延長之工作時間，一個月不得超過四十六小
時。 

第十八條  因天災、事變或突發事件，主管得因業務需要指定員工延長工作時間或停
止本規則第二十條第二項至二十二條所定之員工假期。 
前項延長工作時間或停止員工假期之工資應加倍發給，且應於事後給予補
假休息。 
第一項延長工作時間或停止員工假期之單位，應自延長工作時間或停止假
期開始通知人事管理單位依規定於二十四小時內向當地主管機關報備。 
有關天災之確認與發布，依行政院頒天然災害發生時停止辦公及上課作業
要點之各項規定 處理。有關事變、突發事件，係指本校平日既定工作以
外，為公眾生命健康之必需或其他特殊原因，足以影響勞雇雙方重大利益
且不能控制及預見之非循環性緊急事故須立即處理者。 

第十九條  勞工因健康或其他正當事由，不能接受正常工作時間以外之工作者，本校
不得強制其工作。 

第二十條  員工繼續工作四小時，至少應有三十分鐘之休息。惟休息時間因實施輪班
制或工作有連續性或緊急性者，本校得在工作時間內另行調配休息時間。 

       員工每七日中至少應有一日之休息作為例假，薪資照給。 
第二十一條  紀念日、勞動節日及其他由中央主管機關規定應放假之日，依勞動基準

法及其施行細則辦理，但得經勞資雙方協議後配合本校辦公時間及需要調
移之。  

第二十二條  員工在本校連續服務滿一定期間者，每年應依下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 
一、滿一年者，第二年起，每年給七日。 
二、滿三年者，第四年起，每年給十日。 
三、滿五年者，第六年起，每年給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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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滿十年者，第十一年起，每年加給一日，加至三十日止。 
第二十三條 特別休假應於契約年度內休畢，除可歸責於本校之原因者外，不另支給

未休假日數之工資。 
第二十四條 員工請假依勞動基準法、勞工請假規則、性別工作平等法及本校相關適

法規定辦理。 
第二十五條 請假應事先申請，經核准後始得離開辦公處所。但急病或緊急事故，得

由其同事或家屬親友代辦請假手續。未辦請假手續而擅離職守或假期已
滿仍未銷假，或請假有虛偽情事者，均以曠職論。 

        除事假、特別休假外，辦理請假手續時，應依相關規定檢附證明文件。 
     第五章  服務守則、考核獎懲 

第二十六條 員工應遵守下列各項服務守則： 
      一、遵守政府之相關法令及本校之工作指派、管理規定，不得為圖私利，

而有犧牲或損害本校利益之行為。 
     二、愛護公物，遵守工作秩序，維護工作場所安全；保守職務上之機密，

離職後亦同。 
     三、不得利用職務圖利自己或他人，並不得接受不正當之利益、餽贈或

報酬。 
        四、不得有其他行為不檢，或足以損害本校聲譽之行為。 
     五、非經本校書面同意不得在校內外兼職或兼課。 

第二十七條 員工之考核，依本校契僱人員暨聘僱人員考核作業要點辦理或由用人單
位主管、計畫主持人參照本校相關考核規定辦理。 

第二十八條 員工之獎懲，參照公務人員考績法暨其施行細則及本校職員獎懲實施要
點等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六章 職業災害補償 
第二十九條 員工因職業災害而致死亡、殘廢、傷害或疾病時，依勞動基準法、職業

災害勞工保護法、勞工保險條例及相關規定辦理。 
第 三十 條  員工受領職業災害補償之補償權，自得受領之日起，因二年間不行使而

消滅。 
受領補償之權利，不因員工離職而受影響，且不得讓與、抵銷、扣押或
擔保。 

     第七章 福利措施與安全衛生 
第三十一條 員工應依勞工保險條例、全民健康保險法相關規定加入勞保及全民健

保；其依法應自行負擔之保險費，由本校於發放薪資中代為扣繳。 
第三十二條 本校依勞工安全衛生有關法令，辦理勞工安全衛生工作業務，防止職業

災害，保障員工安全衛生。 
員工應遵守勞工安全衛生有關法令規定，在執行職務或工作時，應依本
校之規定，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或施予必要之安全檢查。                    

  第八章 退休、撫卹 
第三十三條 員工加入勞工退休金及相關退休事宜，依勞動基準法暨勞工退休金條例

相關規定辦理。      
第三十四條  員工在職期間病故或意外死亡者，除發給四個月平均工資之一次撫慰金

外，並依下列規定辦理： 
ㄧ、依勞工保險條例規定，由其遺屬或指定請領人請領死亡給付。 

 二、依勞工退休金條例規定，由其遺屬或指定請領人請領一次退休金。 
第三十五條 本規則如有未盡事宜，依勞動基準法及有關之法令規定辦理。 
第三十六條 本規則經校務會議通過並報經主管機關核備後公告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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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        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專案工作人員實施要點 

94年 03月 30日 93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延會通過 
94年 12月 28日 94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6年 03月 28日 95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7年 03月 26日 96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因應校務發展需要，特依教育部「國立大
學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實施原則」及「勞動基準法」
訂定「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專案工作人員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
點）。 

二、本要點所稱專案工作人員，係指為辦理行政或執行專案計畫工作，在本校年
度校務基金自籌經費 50﹪範圍內，以本校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三條第
二款至第七款收入進用之編制外人員。 

三、各單位或計畫主持人因業務需要擬進用前項專案工作人員時，應循各計畫主
管單位規定之行政程序簽奉核准後辦理進用事宜，進用後之人事管理由人事
室綜理。 

四、專案工作人員以約聘（僱）方式進用，其遴聘資格由各用人單位或專案計畫
需要訂定，並以公開方式甄審為原則。 

五、專案工作人員聘期，以一年一聘為原則，但計畫期限在一年以內者，應按實
際所需時間聘（僱）。如因計畫持續需要，得續聘至計畫執行期限結束時止。 

    新進專案工作人員得先予試用，試用期間以三個月為原則，試用期滿表現良
好者再予續聘（僱）。 

六、專案工作人員於聘（僱）期間，須接受單位主管或計畫主持人督導及工作指
派，並有遵守本校及合作機構有關規定之義務，如有違反，致本校利益受有
損害，得終止契約。 

七、專案工作人員之報酬，除因計畫關係需另訂支給標準經專案簽准或依委託計
畫單位約定另訂標準支給外，其餘人員均依本校專案工作人員待遇支給標準
表支給，但各該用人經費如有困難時，得酌減之。 
新進專案工作人員依其學歷自最低薪級起薪，服務滿一年成績優良者得晉一
級，是否晉級由各用人單位或計畫主持人自行考核決定。 
新進專案工作人員如有符合本校「聘僱人員採計曾任年資提敘薪級原則」規
定之服務年資時，得於本職最高薪範圍內提敘薪級，但每滿一年最多提敘一
級。 

八、專案工作人員每日正常工作時間不得超過八小時，每二週工作總時數不超過
八十四小時，但本校得視業務需要，經雙方協議後採輪班制或調整每日上下
班時間。 

    本校如因經費受限，於商請專案工作人員延長工時服務，經其同意以補休假
方式處理時，不另支給延長工時之工資；惟用人單位主管或計畫主持人得視
經費狀況專案發給延長工時之工資。 

九、專案工作人員於聘（僱）期間，不得在校內外兼職或兼課，如因業務需要須
依校內相關規定經專案簽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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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專案工作人員欲終止契約時，若無不須預告本校之情形，應依本校臨時人員
工作規則第九條之規定提出書面申請，並辦妥離職手續；如未於規定期間提
出，致本校受有損害者，本校得依相關法律請求損害賠償。 

十一、專案工作人員應依勞工保險條例、全民健康保險法及勞工退休金條例相關
規定參加勞保、全民健保及勞工退休金（外國籍人士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
資格不符參加勞保者，可選擇參加國際技術合作人員綜合保險，保險費由本
校負擔 65%，自付 35%。 

    上述應由雇主負擔之費用由各該用人經費來源提撥。 

十二、專案工作人員於聘（僱）期間，得依本校有關規定享有下列權益： 
（一）享有勞工安全衛生法令相關規定之保障。 
（二）享有本校附設醫院員工就醫優待。 
（三）請領本校識別證與校內汽機車通行證。 
（四）圖書館、計算機與網路中心及體育場所等公共設施，得依各單位規定使用

之。 
（五）其他經專案簽准之福利事項。 

十三、專案工作人員之資遣費及退休金，悉依勞動基準法及勞工退休金條例相關
規定辦理；職業災害補償依勞動基準法、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勞工保險條
例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四、專案工作人員於聘（僱）期間應簽訂契約，契約中明定其聘期、報酬標準、
工作時間、差假、考核、獎懲、福利、保險、退休、資遣、職業災害補償、
到離職等權利義務事項。 

十五、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依國立大學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工作
人員實施原則、本校臨時人員工作規則、勞動基準法、勞工退休金條例及其他
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六、本要點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及校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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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3            國立成功大學專案工作人員契約書  

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甲方）為應業務需要，以校務基金聘（僱）                      君

（以下簡稱乙方）為專案工作人員，經雙方訂立條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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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滿，終止勞雇關係。 

二、工作內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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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地以外之其他地點，擔任本契約所定之工作。 

四、工作報酬：甲方每月給付乙方新台幣         元，一次發給。惟因計畫尚未撥款致無法及

時發給者，得俟經費撥下後一次補足。 

              自報到日起支，離職日停支。 

五、計畫案名稱及經費來源：                                                        。 

六、到職及離職：乙方應於起聘日報到，並依規定辦妥到職手續後始予聘（僱）用；離職時，

應依規定辦妥離職手續後始得離職。 

七、工作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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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照甲方編制內職員實施週休二日制，於符合勞動基準法情況下，乙方同意將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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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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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各彈性 3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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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週一至週五上午自 9時至 13時，下午自 14時至 18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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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甲方因業務需要，於商請乙方延長工時服務，乙方應填寫加班申請單，並同意以補

休假方式處理，不另支給延長工時之工資；惟用人單位主管或計畫主持人得視經費

狀況專案發給延長工時之工資。 

八、請假、特別休假及相關給假： 

乙方之請假依勞動基準法、勞工請假規則、性別工作平等法及甲方「適用勞動基準法人員

給假一覽表」等相關適法規定辦理。 

     特別休假由甲乙雙方協商後排定，乙方原則上同意於契約年度之上半年內休畢可休日數之

一半，並於契約年度內全數休畢；除可歸責於甲方之原因者外，不另支給未休假日數之工

資。 

九、服務守則： 

   （一）遵守政府之相關法令及甲方合於法理之工作指派、管理規定，不得為圖私利，而有

犧牲或損害甲方利益之行為。 

    （二）愛護公物，不得毀損；遵守工作秩序，維護工作場所安全；保守職務上之機密，離職後亦

同。 

    （三）不得利用職務圖利自己或他人，並不得接受不正當之利益、餽贈或報酬。 

   （四）不得有其他行為不檢，或足以損害甲方聲譽之行為。 

   （五）乙方於聘（僱）期間，不得在校內外兼職或兼課，如因業務需要須依校內相關規定

經專案簽准。 

    乙方如違反（一）至（五）款，致甲方利益受有損害，乙方應依法負損害賠償之責並負法律責

任。 

十、考核及獎懲：乙方於服務滿一年時，得由用人單位主管或計畫主持人自行考核，決定其是

否晉薪；乙方之獎懲由用人單位主管或計畫主持人視需要參照甲方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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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 

十一、職業災害補償：甲方應依勞動基準法、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勞工保險條例及相關規定

辦理職業災害之補償。 

十二、保險：甲方應於乙方聘（僱）期間，依勞工保險條例、全民健康保險法相關規定爲其加

入勞保及全民健保；資格不符加入勞保之規定者，可選擇加入國際技術合作人員

綜合保險，保險費由甲方負擔 65%，乙方負擔 35%。 

            上述乙方負擔之費用，由甲方於發放薪資中代為扣繳。 

十三、福利： 

    （一）享有勞工安全衛生法令相關規定之保障。 

    （二）享有甲方附設醫院員工就醫優待。 

    （三）請領識別證與汽機車通行證。 

    （四）圖書館、計算機與網路中心及體育場所等公共設施，得依各單位規定使用之。 

      （五）其他經專案簽准之福利事項。 

十四、契約終止： 

     （一）甲方得依所訂之臨時人員工作規則第五條、第六條規定終止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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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則第九條規定提出書面申請，並辦妥離職手續；如未於規定期間提出，致甲方受

有損害者，甲方得依相關法律請求乙方損害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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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移交。如未辦妥移交，致甲方受有損害者，甲方得依相關法律請求乙方損害

賠償。 

十六、資遣：甲方終止契約時，如依勞動基準法規定應給與資遣費，其金額依勞工退休金條例

之規定計算。 

十七、退休：甲方依勞動基準法及勞工退休金條例相關規定為乙方辦理勞工退休金（外國籍人

士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及相關退休事宜。 

            上述乙方自願提繳勞工退休金之費用，由甲方於發放薪資中代為扣繳。 

十八、本契約如有未盡事宜，依甲方所訂之臨時人員工作規則及校務基金進用專案工作人員實

施要點、勞動基準法、勞工退休金條例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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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本契約書一式三份，甲方（人事室）、甲方用人單位及乙方各執一份。 

 

※附註：1、本契約書需俟計畫簽約完成始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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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契約書在本契約書生效時同時終止。 

        3、本契約書制式內容係經甲方校務會議通過生效，不得擅自更動，如被更動，本契約書視為無

效。 

立契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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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人：校長  賴  明  詔               身分證字號： 

                                       （無中華民國身分證者，請填統一證號） 

地  址：台南市大學路一號               戶 籍 地 址： 

                

甲方用人單位主管簽章：                 聯 絡 電 話： 

（或計畫主持人）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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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4        國立成功大學專案工作人員薪點支給待遇標準表 
                 97年 03月 26日 96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級數 薪點 薪給  各學歷敘薪標準          備註  

43 395   46,452          碩
士 

一、本表作為專案工作人員敘薪基礎  

42 390   45,864          ，並為日後調薪之依據。  

41 385   45,276       二、新進專案工作人員，依學歷自本  

40 380   44,688           薪第一級起薪。在聘僱期間取得  

39 375   44,100             較高學歷時，得於取得畢業證書  

38 370   43,512             後之次月起改以新學歷之最低薪  

37 365   42,924       395     級起薪，如原支薪級超過新學歷  

36 360   42,336        ︳     之最低薪級時得以原薪級核算待  

35 355   41,748       大
學 

300   遇。     

34 350   41,160         三、用人單位或計畫主持人經費如有  

33 345   40,572             困難，得酌減之。    

32 340   39,984          四、適用本表專案工作人員依服務成  

31 335   39,396              績評定結果做為續聘僱及屆滿一  

30 330   38,808       355       年晉支薪級之依據。  

29 325   38,220       ︳   五、本表適用範圍：除因計畫關係須  

28 320   37,632       265       另訂支給標準經專案簽准及經國  

27 315   37,044              科會核聘用之研究助理外，其餘  

26 310   36,456              人員均依照本表支給。  

25 305   35,868          六、經用人單位或計畫主持人認定確  

24 300   35,280              需具特殊專長能力之職務，得比  

23 295   34,692             照本校「進用契僱人員暨聘僱人  

22 290   34,104              人員實施要點」及其附表之規定  

21 285   33,516      三
專 

       ，專案簽准支給職務加給。  

20 280   32,928    五
專 

   七、公教人員退休後再任有給之公職  

19 275   32,340           ，及軍職退伍支領退休俸或生活  

18 270   31,752             補助費之人員再任之工作報酬每  

17 265   31,164               月達公務人員委任第一職等本俸  

16 260   30,576  高
中 

  285         最高俸額及專業加給合計數者，  

15 255   29,988  280 ︳        需停支月退休金（俸）停支優惠  

14 250   29,400  ︳ 220        存款。     

13 245   28,812    205      八、本表自９４年０１月０１日起實  

12 240   28,224               施薪點折合率每點 117.6元。遇  

11 235   27,636  260            中央公教人員待遇調整時，得比  

10 230   27,048  ︳            照調整本支給標準表。  

9 225   26,460  185               

8 220   25,872                  

7 215   25,284                  

6 210   24,696                 

5 205   24,108                 

4 200   23,520                 

3 195   22,932                

2 190   22,344               

1 185   21,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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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5    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專案教學人員實施要點 
91年 06月 12日 90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延會通過 
93年 06月 16日 92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4年 03月 30日 93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延會修正通過 
94年 12月 28日 94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6年 07月 04日 95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延會修正通過 
97年 03月 26日 96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因應教學需要，依教育部「國立大學校務基金進用教學
人員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實施原則」訂定「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專案教學人員實施
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教學人員，係指在本校校務基金自籌經費進用之編制外人員。 

三、前項教學人員以約聘方式進用，其等級分為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講師（以下簡稱專
案教師）。 

四、各有關單位因下列教學需要須擬訂「專案計畫書」，提經系、所務會議通過並經學院同意
後，簽請研究發展處、教務處、人事室、會計室會核並陳奉校長核准後辦理專案教師聘任
事宜。 
（一）各教學單位有缺額，擬以專案聘請教師教授基礎、體育……等課程時。 
（二）各系（所）有缺額，擬先試聘教師時。 
（三）各單位有經費，擬以專案聘請教師時。 

五、專案教師之聘任資格及審查程序依本校編制內專任教師聘任規定辦理，但初聘及續聘年齡
已達七十歲以上者，需經專案簽准。專案教師聘任後之人事管理由人事室綜理。 

六、專案教師聘任之申請須檢附下列證件資料，提系、院、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一）簽奉核准專案計畫書。 
（二）擬聘專案教師簽辦表。 
（三）履歷表。 
（四）畢業證書或學位證書。 
（五）著作目錄。 
（六）其他足資證明資格之文件。 
另聘任單位得依實際需要請應聘人提供下列證件資料： 
（一）服務證明書。 
（二）推薦函。 

七、專案教師之聘期以一年一聘為原則，但計畫期限在一年以內者，應按實際所需時間聘任。
如因計畫持續需要得續聘，至計畫執行期限結束時止，並應比照專任教師辦理教學評鑑，
須經系所教評會審議，以作為續聘與否之參據。 

八、專案教師得比照本校編制內專任教師資格審查規定辦理審查教師資格並請頒教師證書；
其符合升等條件者，並得比照本校教師升等辦法辦理升等審查。 

九、專案教師應依勞工保險條例、全民健康保險法及參照勞工退休金條例相關規定加入勞保、
全民健保及勞工退休金（外國籍人士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資格不符加入勞保之規定者，
可選擇加入國際技術合作人員綜合保險，保險費由本校負擔 65%，自付 35%。 

十、專案教師轉任編制內專任教師時，應依新聘教師聘任程序重新審查。其曾任與現職職務等
級相當之專案教師年資，且服務成績優良者得予採計提敘薪級；其資格經送教育部審查通
過頒授教師證書後之服務年資，得比照編制內專任教師年資計算辦理升等。 

十一、專案教師之聘期、授課時數、報酬標準、差假、福利、保險、退休及其他權利義務等事
項以契約（契約書格式如附件）明定。 

十二、專案教師於聘約有效期間，如因教學不力或有其他不當行為或違反契約應履行義務時，
經本校指正而未改善，本校得終止契約並予解聘，及扣償未工作期間之酬金外，如本校
另有損害並追償違約之損害賠償。 

十三、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依「國立大學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實施原
則」、「勞工退休金條例」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四、以本校校務基金非自籌經費進用之編制外教學人員，得比照本要點辦理。 

十五、本要點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及校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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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6     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專案研究人員實施要點 

                                              91年 10月 09日 91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通過 
                                              93年 06月 16日 92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4年 03月 30日 93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延會修正通過 
                                              94年 12月 28日 94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6年 07月 05日 95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延會修正通過 
                                              97年 03月 26日 96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因應研究需要並有效運用員額，依教育部「國立大學校務基
金進用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實施原則」訂定「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專案研
究人員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專案研究人員，係指在本校校務基金自籌經費進用之編制外人員。 
三、前項專案研究人員以約聘方式進用，其等級分為研究員、副研究員、助理研究員及研究助

理（以下簡稱專案研究人員）。 
四、各有關單位因研究需要且有經費時得擬訂「專案計畫書」，提經系務、所務或研究中心會

議通過並簽請各所屬一級單位同意後、簽請研究發展處、人事室會核並陳奉  校長核准後
辦理專案研究人員聘任事宜。專案研究人員聘任後之人事管理由人事室綜理。 

五、專案研究人員之遴聘資格及升等比照「國立成功大學研究人員聘任及升等辦法」規定辦理，
但初聘及續聘年齡已達七十歲以上者，需經專案簽准。審查程序依系（所）教評會或中心
初審委員會初審、院教評會或總中心複審委員會複審，校教評會決審之三級制辦理。以學
位送審者，由系（所）或中心將其專門著作（包含學位論文）送請所屬系（所）或中心以
外學者、專家 3人評審；以專門著作送審者，由院或總中心將其專門著作送請校外學者、
專家 3人評審，外審結果彙提院、校級教評會完成聘任程序。 

六、專案研究人員之聘任，須檢附下列資料或證件： 
    （一）簽奉核准專案計畫書。 
    （二）擬聘專案研究人員簽辦表。 
    （三）履歷表。 
    （四）畢業證書或學位證書。 
    （五）著作目錄。 
    （六）其他足資證明資格之文件。 
    另聘任單位依實際需要請應聘者提供下列資料： 
    （一）服務證明書。 
    （二）推薦函。 
七、專案研究人員聘期，以一年一聘為原則，但計畫期限在一年以內者，應按實際所需時間聘

（僱）。如因計畫持續需要，得續聘至計畫執行期限結束時止。 
八、專案研究人員符合升等條件者，得比照「國立成功大學研究人員聘任及升等辦法」規定辦

理升等，審查程序同第五點所敘。 
九、專案研究人員應依勞工保險條例、全民健康保險法及參照勞工退休金條例相關規定加入勞

保、全民健保及勞工退休金（外國籍人士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資格不符加入勞保之規
定者，可選擇加入國際技術合作人員綜合保險，保險費由本校負擔 65%，自付 35%。 

十、專案研究人員轉任編制內專任研究人員時，應依「國立成功大學研究人員聘任及升等辦法」
規定重新審查。其曾任與現職職務等級相當之專案研究人員年資，且服務成績優良者得採
計提敘薪級，並得比照編制內專任研究人員年資計算辦理升等。 

十一、專案研究人員之聘期、報酬標準、差假、福利、退休及其他權利義務等事項以契約（契
約書格式如附件）明定。 

十二、專案研究人員於聘約有效期間，如因研究不力或有其他不當行為或違反契約應履行義務
時，經本校指正而未改善，本校得終止契約並予解聘，及扣償未工作期間之酬金外，如
本校另有損害並追償違約之損害賠償。 

十三、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依「國立大學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實施原
則」、「勞工退休金條例」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四、以本校校務基金非自籌經費進用之編制外研究人員，得比照本要點辦理。 
十五、本要點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及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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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7          國立成功大學專案教師契約書 
                                
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甲方）為應專案教學需要，聘任                     老師（以下

簡稱乙方）為專案（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講師），經雙方訂立條款如下： 
一、聘任期間：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二、工作內容：（依專案計畫書規定填寫。） 
三、報酬：（依專案計畫書規定填寫，惟擔任基礎、體育……等課程教學之專案計畫教師薪資

依授課鐘點費計算為原則。） 
四、服務時間：每日上班時間，比照甲方編制內專任教師規定辦理。 
五、授課時數：（依專案計畫書規定填寫，惟擔任基礎、體育……等課程教學之專案計畫教師

每週基本授課時數以十二小時（含）以上為原則。） 
六、差假：比照甲方編制內專任教師之規定辦理。 
七、出國：比照甲方「專任教師申請出國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八、乙方非經本校書面同意不得在校外兼職或兼課。 
九、保險：乙方若符合「勞工保險條例」及「全民健康保險法」之被保險人資格者，應於到職

時，由甲方辦理加保手續；聘約期滿或中途離職，應辦理退保。來自國外未具參加勞工保
險或全民健康保險投保資格者，可請甲方協助委託中央信託局人壽保險處辦理「國際技術
合作人員綜合保險」。保險費由乙方負擔百分之三十五，本校專案計畫補助百分之六十五。
如乙方不擬參加此項保險，應以親筆簽名之書函向甲方聲明。 

十、退休：甲方參照勞工退休金條例相關規定為乙方辦理勞工退休金（外國籍人士提撥勞工退
休準備金）及相關退休事宜。上述乙方自願提繳勞工退休金之費用，由甲方於發放薪資中
代為扣繳。 

十一、其他福利事項比照甲方聘（僱）之專案工作人員辦理。 
十二、到職及離職：乙方接到甲方聘任通知後，應依規定辦理到職手續。聘期屆滿，乙方即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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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乙方在約聘期間不適用「國立成功大學教師借調處理要點」、「國立成功大學教師出國
講學及國內外研究進修申請作業要點」、「國立成功大學教授、副教授休假研究辦法」、
「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條例」及公教人員婚、喪、生育、子女教育補助等規定。 

十四、乙方於聘約有效期間，如因教學不力或有其他不當行為或違反本契約應履行義務時，經
甲方指正而未改善，即構成違約，甲方得終止本契約並予解聘，及扣償未工作期間之酬
金外，如甲方另有損害並追償違約之損害賠償。 

十五、本契約如有未盡事宜，依「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專案教學人員實施要點」及其他
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六、因本契約發生爭議或涉訟，同意以甲方所在地之管轄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十七、本契約書一式三份，甲方、乙方、本專案計畫申請單位各執一份。 
※附註： 
1、本契約書須俟計畫簽約完成始生效。 

2、乙方之前如曾因他案與本校簽訂聘任契約書，其聘期與本契約聘期重疊時，前契約書在本契
約書生效時同時終止。 

3、本契約書制式內容係經本校校務會議通過生效，不得擅自更動，如被更動，本契約書視為無
效。 

立契約人     
甲     方：國立成功大學                  乙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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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  表 人：賴明詔                        身分證字號：  
甲方用人單位主管簽章：                  （無中華民國身分證者請填護照號碼） 

                             聯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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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8       國立成功大學專案研究人員契約書 
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甲方）為應專案計畫研究需要，以校務基金聘任                  君 
（以下簡稱乙方）為專案（研究員、副研究員、助理研究員、研究助理），經雙方訂立條款如
下： 
一、聘任期間：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二、工作內容：（依專案計畫書規定填寫） 
三、報酬：（依專案計畫書規定填寫） 
四、差假：比照甲方編制內專任教師之規定辦理。 
五、乙方非經甲方書面同意不得在校外兼職或兼課。 
六、保險：乙方若符合「勞工保險條例」及「全民健康保險法」之被保險人資格者，應於到職

時，由甲方辦理加保手續；聘約期滿或中途離職，應辦理退保。來自國外未具參加勞工保
險或全民健康保險投保資格者，可請甲方協助委託中央信託局人壽保險處辦理「國際技術
合作人員綜合保險」。保險費由乙方負擔百分之三十五，甲方專案計畫補助百分之六十五。
如乙方不擬參加此項保險，應以親筆簽名之書函向甲方聲明。 

七、退休：甲方參照勞工退休金條例相關規定為乙方辦理勞工退休金（外國籍人士提撥勞工退
休準備金）及相關退休事宜。上述乙方自願提繳勞工退休金之費用，由甲方於發放薪資中
代為扣繳。 

八、研發成果歸屬：乙方在約聘期間，其工作內容所產生研發成果之智慧財產權歸本校所有， 
並依「國立成功大學研究發展成果管理辦法」辦理相關事宜。 

九、其他福利事項比照甲方聘（僱）之專案工作人員辦理。 
十、到職及離職：乙方接到甲方聘任通知後，應依規定辦理到職手續。聘期屆滿，乙方即需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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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乙方在約聘期間不適用「國立成功大學教師借調處理要點」、「國立成功大學教師出國
講學及國內外研究進修申請作業要點」、「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條例」及公教人員婚、
喪、生育、子女教育補助等規定。 

十二、乙方於聘約有效期間，如因研究不力或有其他不當行為或違反本契約應履行義務時，經
甲方指正而未改善，即構成違約，甲方得終止本契約並予解聘，及扣償未工作期間之酬
金外，如甲方另有損害並追償違約之損害賠償。 

十三、甲方於計畫執行期限內如因故計畫終止，本契約亦應同時終止。 
十四、本契約如有未盡事宜，依「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專案研究人員實施要點」及其他

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五、因本契約發生爭議或涉訟，同意以甲方所在地之管轄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十六、本契約書一式三份，甲方、乙方、本專案計畫申請單位各執一份。 

※附註：1、本契約書需俟計畫簽約完成始生效。 
        2、乙方之前曾因他案與本校簽訂聘任契約書，其聘期與本契約書聘期重疊時，前契約

書在本契約書生效時同時終止。 
        3、本契約書制式內容係經本校校務會議通過生效，不得擅自更動，如被更動，本契約

書視為無效。 

立契約人 

甲     方：國立成功大學                          乙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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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  表 人：賴 明 詔                              身分證字號： 

甲方用人單位主管簽章：                      （無中華民國身分證者請填護照號碼） 

                  聯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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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9      國立成功大學專業經理人進用資格及薪資支給標準表 
97年 03月 26日 96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進用資格標準 
職稱 所具資格條件 

專業經理 
具博士以上學歷相關科系畢業，並有擬任職務相關工作經驗3年以上； 
或具碩士以上學歷相關科系畢業，並有擬任職務相關工作經驗 9年以上。 

副專業經理 具碩士以上學歷相關科系畢業，並有擬任職務相關工作經驗6年以上。 
助理專業經理 具碩士以上學歷相關科系畢業，並有擬任職務相關工作經驗3年以上。 
備註：1.專業經理人應具有本表所列相當職稱之資格條件之一。 
      2.各用人單位得應業務需要，於甄選人員時自行增訂遴選資格條件。 
 
二、薪資支給標準 

    助理專業經理 副專業經理 專業經理 說明 

薪級 薪資 薪級 薪資 薪級 薪資 參照本校編制內職員、研究總中
心行政人員及國科會之薪資標
準，研議其薪資支給標準如左表： 
1. 專業經理： 
薪級及薪資總額共區分為 13
級，係參考國科會博士學歷及
研究總中心管理師之薪資標
準訂其起薪，並參考第九職等
職員之薪資訂其上限。 

2. 副專業經理： 
薪級及薪資總額共區分為 12
級，係參考第七職等職員之薪
資而訂。 

3. 助理專業經理： 
  薪級及薪資總額共區分為 12
級，係參考研究總中心副管理
師之薪資標準訂其起薪，並參
考第六職等職員之薪資訂其
上限。 

4.訂定彈性薪資，使用人單位或
計畫主持人得於每一級之薪
資範圍內，視情形核定其薪
資。     

12 53801-55000 12 57601-59000 13 69201-70600 

11 52701-53800 11 56301-57600 12 67801-69200 

10 51601-52700 10 55001-56300 11 66401-67800 

9 50501-51600 9 53801-55000 10 65001-66400 

8 49501-50500 8 52701-53800 9 63701-65000 

7 48501-49500 7 51601-52700 8 62401-63700 

6 47501-48500 6 50501-51600 7 61101-62400 

5 46501-47500 5 49501-50500 6 59801-61200 

4 45201-46500 4 48501-49500 5 58601-60100 

3 44101-45200 3 47501-48500 4 57601-59000 

2 43001-44100 2 46501-47500 3 56301-57600 

1 41750-43000 1 45201-46500 2 55001-56300 

    1 53801-55000 

備註：1.本表為專業經理人敘薪及晉薪之標準，除因業務需要或計畫關係需另訂支給標準經專
案簽准；或依委託計畫單位約定另訂標準支給外，其餘人員均依本表支薪，但各該用
人經費如有困難時，得酌減之。       

      2.新進專業經理人除經專案簽准外，一律以「助理專業經理」職稱進用。 
      3.專業經理人自其擔任職稱之第一級起薪。其曾任年資扣除進用所需之年資後，如仍有

符合本校「聘僱人員採計曾任年資提敘薪級原則」規定之服務年資時，得依本表提敘
薪級。  

      4.用人單位或計畫主持人得於每一級之薪資範圍內，斟酌經費狀況、資格條件及延攬人
才之難易度核給其薪資。核定後，在同一級之範圍內，每半年得視其工作績效增減其
薪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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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 96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紀錄 

時間：97年 6月 25日（星期三）上午 9時 

地點：光復校區國際會議廳第二演講室 

主席：賴校長明詔                                 記錄：江芬芬 

出席：如附件 1,p10 

 

壹、頒獎 

一、國立成功大學榮譽教授：菅野卓雄榮譽教授、施 敏榮譽教授 

二、國立成功大學特聘講座：張文昌特聘講座 

三、國立成功大學講座：蔡明祺講座、溫添進講座、吳逸謨講座、黃吉川講座、

胡潛濱講座、陳東陽講座、邱成財講座、賴明詔講座、黎煥耀講座 

四、中研院年輕學者研究著作獎：林建宏助理研究員 

五、97年度本校產學合作成果特優教師：張祖恩教授、鄭芳田教授 

 

貳、報告事項： 

一、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確認(附件 2,p11) 

二、主席報告： 

這學年又將近尾聲了，這ㄧ年裏我們在 5年 500億計畫中表現優異，

並在教育部許多計畫裏深獲肯定。由於黃副校長的努力帶領，我們爭取設

置了人文社會科學中心，在人文科技、教育方面也取得了最多的研究計畫

補助，並成為此領域的指標學校。 

高等教育的競爭愈來愈劇烈，交通大學已獲核准於南部科學園區設立

分校，教育部亦撥予 13名員額，我們需要加強努力以維護本校既有的優勢。 

三、各一級單位及各委員會報告：(書面資料開會時已分送，請 參閱)       

四、本校校務基金 98年度概算報告：（附件 3,p14） 

參、討論事項：  

 

第一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本校 98學年度申請增設、調整系、所、班、組及招生名額案，提請  討

論。 

說明： 

一、依教育部「大學校院增設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及招生名額總量發展審

查作業要點」（如議程附件 1）辦理。上開要點業於本（97）年 1 月 3

日修正發布，修正內容簡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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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三點增訂設立系、所（含碩士在職專班、碩士班、博士班、學位

學程等）之年限、師資結構、學術成果（博士班）及申請案數之限

制。 

(二)第四點碩士班申請案改列為特殊項目（需專業審查並於 2 年前提

出）、增列碩士班申請案應經專業審查程序，並增訂增設、調整案應

完成校內自訂之專業審核程序及行政程序後，再行提報教育部。 

(三)第五點第(三)(四)款增列系所評鑑及未達師資質量考核指標基準之

減招原則、調整幅度及每班招生名額規定。 

(四)第六點第(三)款增列各校應建立校內辦學品質管控機制公告周知，

其執行成果將納入系所評鑑檢視。 

二、教育部核定學校可發展總量標準如下： 

（一）應有生師比：全校生師比應在 32以下，且日間學制生師比應在 25

以下。設有日、夜間學制碩士班、博士班者，其研究生生師比，

應在 15以下。 

（二）師資結構：設有碩士班、博士班者，除應符合上述生師比之規定

外，全校專任講師數並不得超過專任師資總數之三分之一。 

（三）應有校舍建築面積： 

類      型 
文法商、管理

及教育類 

理學、醫學（不

含醫、牙醫系）

護理及體育類 

工學、藝術

及農學類 

醫學系、牙

醫學系 

每位學生所需

校舍樓地板面

積（單位：平

方公尺） 

學士班 10 13 17 23 

碩、博

士班 
13 17 21 29 

三、依教育部規定計算方式，本校目前規模屬在可發展總量範圍內： 

（一）現有生師比：全校生師比為 23.77；日間部生師比為 21.36 ；研究

生生師比 12.96。 

（二）應須有校舍建築面積：313050平方公尺，現有校舍建築面積： 

892479.06平方公尺。                   

四、經 97年 6月 11日校務發展委員會議討論通過之各單位所提非特殊項

目申請案如下： 

【分組】 

規劃設計學院    建築學系大學部分兩組： 

建築設計組（五年制）與建築工程組（四年制） 

（大一大二不分組，大三分二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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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招】 

工學院          機械工程學系碩士在職專班停招 

五、97年6月11日校務發展委員會議臨時動議決議，為因應教育部增列系所

評鑑未通過及未達師資質量考核指標基準之減招原則，本校各學院、

系所如有減招之疑慮，亟需於98學年度申請一系多所整併案者，同意

經相關系、所之系（所）務會議、院務會議通過後於6月20日前提送教

務處彙整後逕提6月25日校務會議討論通過後報部申請。各學院一系多

所整併申請案資料於會議時發送，提請一併討論。 

六、本校已提報之98學年度特殊項目申請案，業奉教育部97年6月16日台高

（一）字第0970104762A號函核定同意文學院外國語文學系博士班分組

（分為外國文學組、語言學與外語教學組二組）及電機資訊學院製造

工程研究所更名為製造資訊與系統研究所等2案。 

七、檢附本校現有系所一覽表（議程附件 2）供請參考。 

擬辦：討論通過後依限報部。 

決議： 

ㄧ、系所分組及停招案照案通過。 

二、一系多所整併案，工設系撤案，中文系照案通過。有意願整併之系

所請於下學期最後ㄧ次校務發展委員會前提出申請。 

 

第二案                                  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由：「國立成功大學學院院長遴選作業準則」修正草案，對照表如議程附件

3，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本處經與教師代表座談及 4月 29日辦理公聽會後，就學院院長遴選作

業，並於 5月 21及 6月 4日主管會報討論後研修如下：  

（一）遴選委員會組成架構改變。以十一至十五人組成，其中校長指定二

至三人，其餘委員由各該學院院務會議推舉之。並敍明院外委員不

得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且教授級委員不得少於二分之一。 

    （二）院長續聘門檻由三分之二改為二分之一。 

    （三）敍明「解聘」程序和門檻。 

二、另附大學法第 13條（議程附件 4）及本校組織規程第 27條（議程附

件 5），請參酌。 

擬辦：本案提送校務會議討論通過後實施。       

決議：修正通過「國立成功大學學院院長遴選作業準則」（附件 4,p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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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由：擬於學務處現有組織架構下，將生活輔導組的業務「宿舍行政與管理

」獨立，另成立住宿服務組，提請 討論。 

說明： 

一、學生事務處現行組織架構依業務職掌，分成生活輔導組、衛生保健組

、學生輔導組、課外活動指導組、生涯發展與就業輔導組、僑生輔導

組、軍訓室等6組1室，其業務職掌如議程附件7。 

二、生活輔導組業務主要為生活輔導及住宿服務與管理、經濟資源的提供

。「住宿服務與管理」是生活輔導組的重要項目業務。學校目前約有6

千餘人住宿，共13棟宿舍，所衍生的宿舍相關問題實非常多，亟需專

責管理單位。 

三、學生宿舍生活是大學生活各種面相中非常重要的一環，應視宿舍生活為

「潛隱課程」，對學生發展、生活管理、自我獨立與人群關係之培養有

重要影響。建構具有特色的「宿舍文化」，對本校朝邁向國際頂尖大學

發展，實刻不容緩。 

四、單位組長為完成上述兩項目標，必須勤於與學生家長溝通化解疑慮及抱

怨，對宿舍規劃與品管亦須投入相當多精力，負荷極重，難以周全。

若能由一組專責處理是項工作，宿舍品質的監督與提升方得落實。 

五、國內指標型大學如台大(早自85年成立)、清大、政大、交大等校為加強

住宿學生之服務，在學校組織架構中均另設有「住宿服務組」(議程附

件8)。 

六、擬將生活輔導組現行重要業務「住宿服務與管理」獨立，成立「住宿

服務組」，以提昇與強化組織效能。 

七、檢陳本處擬成立「住宿服務組」規劃書如議程附件6。 

八、本案業經6/4第657次主管會報討論通過。 

(註：有關住宿服務組成立，黃副校長於97.3.17學生宿舍服務暨輔導委

員會會中裁示：請學務處針對住宿服務組成立之議題研擬一提案，

循既定程序呈主管會報決議)。 

九、本組織調整案通過後，配合修訂本校「組織規程」第七條第二款，修

正對照表如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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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組織規程」第七條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 訂 條 文 原 條 文 說   明 
第七條 

二、學生事務處：置學生事

務長一人，掌理學生事
務事項，得置副學生事
務長一至二人，協助綜
理學生事務事項，並置
秘書一人。下設生活輔
導、住宿服務、課外活
動指導、學生輔導、衛
生保健、僑生輔導、生
涯發展與就業輔導七

組，各組置組長一人。
衛生保健組另置醫事人
員若干人。另設軍訓
室，置主任一人，教官
及護理教師若干人，負
責軍訓與護理課程之規
劃與教學，並支援校園
暨學生安全之維護、學
生災難救助之處理及生
活輔導相關事宜。   

第七條 
二、學生事務處：置學生事

務長一人，掌理學生事
務事項，得置副學生事
務長一至二人，協助綜
理學生事務事項，並置
秘書一人。下設生活輔
導、課外活動指導、學
生輔導、衛生保健、僑
生輔導、生涯發展與就
業輔導六組，各組置組
長一人。衛生保健組另

置醫事人員若干人。另
設軍訓室，置主任一
人，教官及護理教師若
干人，負責軍訓與護理
課程之規劃與教學，並
支援校園暨學生安全
之維護、學生災難救助
之處理及生活輔導相
關事宜。   

1.考量生活輔導組在學

生求學歷程中扮演
財務資源的提供、生
活輔導（獎懲及申
訴）、宿舍行政與管
理等吃重且亟需進
行行政流程與組織
的調整，擬將生活輔
導組大宗業務之一
「住宿服務與管理」
獨立，成立「住宿服

務組」，以提昇與強
化組織效能，確有其
迫切性與必要性。 

2.學務處原下設六組一

室，增設「住宿服務
組」後，共七組一
室。 

擬辦：本案通過後，擬請研發處配合修正本校「組織規程」第七條第二款，

並陳報教育部核定。 

決議：照案通過學生事務處成立住宿服務組。 

 

第四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本校 97學年度學雜費調整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依據 97.5.21第 656次主管會報決議，建議 97學年度學雜費調漲 5%。 

二、依教育部 97年 6月 10日台高通字第 0970099935號函示 97學年度調

幅 2.88%為上限。 

三、本校累計 95~98年度補助額度短少數計 4億 1,193餘萬元，如以調整學

雜費上限 2.88%計算，約可增加 3,003 餘萬元(以 96 年度學雜費收入

1,043,000,000*2.88%估算)，補填其短少數。 

四、檢附 97學年度學雜費調整評估報告供參(如議程附件 9) 

五、檢附 97學年度學雜費調漲支用計畫供參(如議程附件 10) 

六、檢附學雜費調整學費支用計劃表(建議方案一）2.88%及(建議方案二）

2.6%之支用計劃表(如議程附件 11) 

擬辦：通過後，陳報教育部核備，核備後自 97學年度第 1學期起實施。 

決議：討論通過採取方案一，學雜費調漲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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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國立成功大學講座設置要點第五、九、十點修正草案，提請  討

論。  

說明：檢附講座設置要點修訂對照表、原條文與台大、清大、交大、

中央等校之辦法與各校比照表如議程附件 12。  

擬辦：討論通過後自 97 學年度開始實施。  

決議：修正通過「國立成功大學講座設置要點」（附件 5,p17）。  

 

第六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國立成功大學名譽博士學位審查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草案，

提請   討論。  

說明：檢附修訂對照表、原條文與台大、清大、交大、中央辦法與

各校比照表如議程附件 13。  

擬辦：討論通過後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國立成功大學名譽博士學位審查委員會設置要點」

（附件 6,p19）。  

 

第七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國立成功大學名譽教授榮銜授予辦法修正草案，提請  討論。  

說明：檢附修訂對照表、原條文與台大、清大、交大、中央辦法與

各校比照表如議程附件 14。  

擬辦：討論通過後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國立成功大學名譽教授致聘要點」（附件 7,p20） 

 

第八案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國立成功大學海外回國任教教師臨時眷舍借住管理辦法」第 2 條、第

10條修正草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為因應本校發展為國際一流大學，禮遇並留住特殊領域優秀人才之需，

擬修正該宿舍延長使用條件及期限，修正條文對照表如議程附件 15。 

二、本修正案已於 97年 3月 12日提經 96學年度第 1次宿舍配借及管理委

員會會議討論通過。 

擬辦：討論通過後，自 97學年度開始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國立成功大學海外回國任教教師臨時眷舍借住管理辦法」（附

件 8,p21）。 

 

第九案 提案單位： 人事室 

案由：擬訂「國立成功大學聘請教師兼任非編制職務實施要點」(草案) (議程

附件 16），提請  討論。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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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案業經 97.05.12 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96 學年度第 5 次會議及

97.05.21第 656次主管會報通過。 

二、查本校「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九條規定（議程附件 17）略以，

本校得聘請編制內教師擔任非編制之行政或學術兼職，並給予本薪(年

功薪)、加給以外之給與。上述給與，本校應另訂支給基準，經管理委

員會及校務會議通過，報奉教育部核備後實施。爰訂定旨揭要點，以符

規定。 

擬辦：本案擬討論通過, 報奉教育部核備後實施 
決議：修正通過「國立成功大學聘請教師兼任非編制職務實施要點」

（附件 9,p23）。 
 

第十案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專案教學人員及研究人員實施要點」及其

附表契約書，修正規定對照表（如議程附件 18、19），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本案業經本校 97年 5月 12日 96學年度第 5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暨

97年 5月 21日第 656次主管會報討論通過。 

二、依本校 97年 3月 12日 96學年度第 3次校務發展委員會議討論案附帶

決議：「未來請人事室研究將專案教學人員與專案研究人員相關辦法整

併」辦理。 

三、另依教育部訂頒之「國立大學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工作人

員實施原則」第五點第二項規定，研究人員之聘任程序、聘期、差假、

報酬標準、福利、離職儲金、勞工保險及全民健保等，比照教學人員之

規定。爰基於人事法制簡化整合及有效因應教學研究需要等因素考量，

將「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專案教學人員實施要點」及「國立成功

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專案研究人員實施要點」停止適用並整併合一，研議

修訂如案揭要點。 

四、檢附本校現行之前開研究人員實施要點及其附表契約書各乙份（如議程

附件 20），請  參閱。 

擬辦：本案討論通過後實施。 

決議： 照案通過「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專案教學人員及研究人員實施

要點」及其附表契約書（附件 10,p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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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案 提案單位： 教務處 

案由：國立成功大學學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議程附件 21），提請  討論。 
說明： 
一、依教育部 96.12.31台訓（三）字第 0960173397號函之規定修正。 
二、擬廢止「學生學期考試請假辦法」，其相關規定併入本條文。 
三、本案經 97.6.4 96學年度第 3次教務會議討論通過。 

擬辦：本案擬討論通過, 報奉教育部核備後實施 
ㄧ、通過後報教育部備查，核備後自 97學年度第 1學期起實施。 
二、進修學士班學則相關條文擬配合修正。 

決議：修正通過「國立成功大學學則」，對照表如附件 11,p27，報部核備後自
97學年度第 1學期起實施。 

 

第十二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本校研究生章程（議程附件 22）第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本校研究生章程第十三條規定：「碩士班研究生至少須修滿二十四學
分；博士班研究生至少須修滿十八學分；逕攻博士學位研究生，至少
須修滿四十二學分，碩士論文六學分、博士論文十二學分，均另計。」 

二、逕行修讀博士學位之研究生，其在學成績及研究潛力均已獲得指導老
師肯定，若仍規定其修業學分數需滿 42學分，相較於同年級之博士生
的 18 學分，多出 24 學分，對該類研究生而言，實是一大重擔，且也
失去此“碩士逕行修讀博士學位”政策之美意。 

三、舉凡台灣大學，清華大學，中興大學，中山大學，其大學學則內規定
碩士逕行修讀博士學位畢業之總學分數需修滿 30學分，而交通大學則
規定該類研究生之畢業最低總學分數由各系所自行訂定。 

各大學 成大 台大 清大 中興 中山 交通 

直升最低 

學分 

42 30 30 30 30 由各系所 

自行訂定 

四、本校大學學則乃為基本法，擬建議將該類研究生之畢業最低總學分數
調整為 30學分，並授權由各系所就其課程設計或實際需求再自訂定其
最低之畢業總學分數。 

五、本案經 97.06.04 96學年度第 3次教務會議討論通過。 
六、修訂條文如下： 

擬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備     註 
第十三條  碩士班研究生至
少須修滿二十四學分；博士班
研究生至少須修滿十八學分 
；逕攻博士學位研究生至少須
修滿三十學分，碩士論文六學
分、博士論文十二學分， 均
另計。 
 

第十三條  碩士班研究生至
少須修滿二十四學分；博士班
研究生至少須修滿十八學分 
；逕攻博士學位研究生，至少
須修滿四十二學分，碩士論文
六學分、博士論文十二學分， 
均另計。 
 

 
降低逕攻博士畢業學分 

擬辦：通過後，報教育部備查，。 

決議：照案通過「國立成功大學研究生章程」，報部核備後自 97學年度第 1
學期起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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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案 提案單位： 秘書室 

案由：擬修訂「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 8條、第 18條，
修正對照表，提請  討論。（書面徵詢案）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 97年 4月 10日台高通字 0970052736號函修訂「國立大學

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八條、第九條，修正「國立成功大學
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 8條。 

二、修正「支給基準」為「支應原則」，及依母法第九條由本校另訂相關支
給基準。 

三、另依教育部 94年 10月 25日台高(三)字第 0940142288號函，本校業
經 96年 12月 26日 96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國立成功大學
因公派員出國案件處理要點」之核定程序，將「報教育部備查」改為「送
校務會議核備」。故亦於本次一併修正「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及
監督辦法」第 18條文字。 

四、本案業經 97年 4月 25日本校 96學年度第 4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討
論通過。 

擬辦：審議通過後，陳報教育部。 
決議：照案通過「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附件 12,p32）。 

 

肆、臨時動議 
第一案                                          提案單位：管理學院 
案由：研究生與指導教授需建立「指導教授與研究生互動規範」，提請  討論。 
決議：此種規範宜由各院訂定，請教務處酌處。 

第二案                                          提案單位：陳進成教授 
案由：工學院及電資學院的工程認證需辦理網路問卷，擬請電算中心協助進

行。 
決議：請主任秘書協調處理。 
 

伍、散會：1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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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國立成功大學 96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出(列)席名單 

時間：97年 06月 25日上午 9時 

地點：光復校區國際會議廳第二演講室 

出席：賴明詔 黃煌煇 馮達旋(湯銘哲代) 湯銘哲 徐畢卿 陳景文 曾永華 

蘇慧貞 李偉賢 陳昌明（王三慶代）王三慶 沈寶春 劉開玲 王健文 

李育霖 傅永貴 何文峰 田 聰 黃得時 許瑞榮（朱淑君代） 郭宗枋  

張素瓊 蔣鎮宇 吳文騰 張錦裕  楊惠郎（蕭世裕代）李森墉 陳進成 

林再興 顏富士（林再興代）黃啟祥 李德河 蔡長泰 劉中堅 趙儒民 

楊 名 廖峻德 劉大綱 李清庭 詹寶珠 朱聖緣 鄭銘揚 徐明福  

曾新穆（高宏宇代）謝宏昌 張育銘(謝宏昌代) 張有恆 楊明宗 徐立群

王泰裕（王惠嘉代）鄭匡佑  廖俊雄（鄭永祥代）林其和 劉校生 劉明毅

陳志鴻（蔡森田代）王應然 徐阿田（黃美智代）黃美智 陳清惠 傅子芳 

蔡瑞真 姚維仁 陳振宇（楊永年代）楊永年 許育典（王效文代）王苓華 

涂國誠 李 彬 溫昀哲 陳榮杰 李金駿 蘇碧吟 李旻剛 姚恩平 

蘇晏良（劉茂宏代） 林彥伯 陸廣安  

列席：張高評 楊瑞珍（陳榮杰代） 謝文真（程碧梧代）   張丁財 李丁進 

謝錫堃  葉茂榮  林仁輝（廖峻德代）  顏鴻森  蕭世裕  楊明宗  

王三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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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國立成功大學 96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表 
97年 6月 25日 

決 議 案 摘 要 承 辦 單 位 執 行 情 形 
第一案 
案由：本校 96 至 97 學年度教師申訴評議委

員會委員中，法律學者一人原遴選法律
系主任郭麗珍教授擔任，並經校務會議
同意。因郭麗珍教授自 97 年 2 月 1 日
起已辭職離校，茲另補遴選法律系代理
主任許育典教授擔任法律學者委員，並
提經校務會議同意後聘請之。  

決議：經投票同意票數超過出席人數二分之
ㄧ以上，照案通過。 

 
第二案                                       
案由：擬修正本校「國際學術處設置辦法」

名稱與條文及修正本校「組織規程」相
關條文，條訂條文對照表，提請  討
論。 

決議：修正通過「國際事務處設置辦法」及
本校「組織規程」相關條文。 

附帶決議：本校相關辦法有關國際學術處及
處長之文字一併予以修正為國際事務
處及國際事務長。 

 
第三案                                       

案由：「國立成功大學校園性侵害及
性騷擾防治辦法」修正草案，
提請  討論。 

決議：修正通過「國立成功大學校園性侵害
及性騷擾防治辦法」。 

附帶決議：本辦法牽涉範圍相當廣
泛，責成學務處商請專家再作
周密之檢討。案件受理時應製
發收執單據以為憑證。 

 
第四案 
案由：「國立成功大學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

設置與申訴處理辦法」第四條與第五條
條文修正草案，提請  討論。 

決議：修正通過「國立成功大學學生
申訴評議委員會設置與申訴處
理辦法」。 

 
秘書室：照案辦理。 
 
 
 
 
 
 
 
 
 
 
國際事務處：已遵照辦理。 
研發處：本案將報陳教育部核備。 
 
 
 
 
 
 
 
 
 
學務處: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已於 97.4.24 會議中依校
務會議決議再做周密檢
討，案件受理也已製發收執
單據以為憑證。 

  
 
 
 
 
 
學務處： 
1. 配合辦理。 
2. 已依程序奉教育部 97.4.16台訓
（二）字第 09700575715號函核
定；生輔組即以 97.4.21學生輔
字第 067號函請各系所公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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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案  
案由：本校「組織規程」第 14條修正案，提

請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本校「組織規程」第14條文。 

 
第六案 
案由：擬修訂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

第二、第十條，如修正草案對照表，提
請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國立成功大學教師評審委
員會設置辦法」。 

 
第七案  
案由：擬修訂本校各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設

置辦法第二、第九條，如修正草案對照
表，提請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國立成功大學各學院教師
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 

 
第八案 

案由：擬修訂本校各學系（所）教師
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二條，
如修正草案對照表，提請  討
論。 

決議：照案通過「國立成功大學各學系（所）
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 

 

第九案 
案由：本校「計算機與網路中心設置辦

法」部份條文修訂草案，提請  討
論。 

決議：修正通過本校「計算機與網路
中心設置辦法」。 

 

第十案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擬訂「國立成功大學臨時人員工
作規則」，提請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國立成功大學臨時
人員工作規則」。 

附帶決議： 
1.請人事室於聘僱表格中明顯註明

職業災害保險的重要性，以提
醒計畫主持人。 

2.所有聘用適用勞基法人員的計畫
案須以管理費支應職業災害保
險費。 

 
研發處：本案將報陳教育部核備。 
 
 
 
 
教務處：新辦法公告於網頁周知。 
 
 
 
 
 
 
教務處：新辦法公告於網頁周知。 
 
 
 
 
 
 
教務處：新辦法公告於網頁周知。 
 
 
 
 
 
 
計網中心：照案辦理。 
 
 
 
 
 
 
 
人事室： 
1. 本校「臨時人員工作規則」業
經 台 南 市 政 府 核 備 並 以
97.2.29 成大人室（三）字第
237 號函轉各單位且公告於本
室網頁。 

2. 有關職業災害保險部分，遵照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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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案                             

案由：修訂「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專

案工作人員實施要點」及「國立成功大

學校務基金專案工作人員契約書」，提

請  討論。 

決議：修正通過「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進

用專案工作人員實施要點」及「國立成

功大學專案工作人員契約書」。 

 

第十二案         

案由：修訂本校「聘僱人員薪點支給待遇標

準表（專案工作人員適用）」名稱及其

備註部分規定，修正對照表，提請  討

論。 

決議：修正通過「國立成功大學專案工作

人員薪點支給待遇標準表」。 

 

第十三案              

案由：修訂「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專

案教學人員實施要點」、「國立成功大學

校務基金進用專案研究人員實施要點」

及其附件契約書部分規定，修正規定對

照表，提請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

進用專案教學人員實施要點」、「國立

成功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專案研究人

員實施要點」、「國立成功大學專案教

師契約書」及「國立成功大學專案研

究人員契約書」。 

 

第十四案                              

案由：擬訂「國立成功大學專業經理人進用

資格及薪資支給標準表」(草案)，提請  

討論。 

決議：修正通過「國立成功大學專業經理人

進用資格及薪資支給標準表」。 

 

人事室：業已公告於本室網頁。 

 

 

 

 

 

 

 

 

人事室：業已公告於本室網頁。 

 

 

 

 

 

 

 

人事室： 

1. 遵照辦理，並以 97.4.21 成

大人室（一）字第 334 號函

轉知各單位且公告於本室網

頁。 

2. 另本室業依本校 97.3.12 校

發會「研究整併專案教學人

員及專案研究人員相關辦

法」之決議，將案揭渠等人

員進用要點整併合一，提請

97.6.25校務會議審議。 

 

 

人事室：業已公告於本室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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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國立成功大學 98年度校務基金概算編製情形： 
 
一、收支情形如下：  

１．業務收入 63億 3,971萬 5千元 

（1）教學收入  29億 2,000萬元 

A、學雜費收入 11億 870萬元 

B、學雜費減免(-) (-)3,870萬元 

C、建教合作收入   18億元  

D、推廣教育收入 5,000萬元 

（2）租金及權利金收入 300萬元 

權利金收入 300萬元 

（3）其他業務收入 34億 1,671萬 5千元 

A、學校教學研究補助收入 21億 6,821萬 5千元 

B、其他補助收入（含特別預算經常門補助款 10億 2,000萬

元） 

12億元 

C、雜項業務收入（招生考試報名費收入） 4,850萬元 

２．業務外收入 2億 6,270萬元 

（1）財務收入 1億 1,400萬元 

（2）其他業務外收入 1億 4,870萬元 

３．業務成本與費用 63億 412萬 3千元 

（1）教學成本 53億 5,372萬元 

A、教學研究及訓輔成本 35億 4,122萬元 

B、建教合作成本 17億 6,300萬元 

C、推廣教育成本 4,950萬元 

（2）其他業務成本（學生公費及獎勵金） 2億 7,898萬 1千元 

（3）管理及總務費用 6億 3,692萬 2千元 

（4）其他業務費用（招生考試試務費用） 3,450萬元 

４．業務外費用 2億 7,504萬元 

（1）財務費用 10萬元 

（2）其他業務外費用 2億 7,494萬元 

預計賸餘 2,325萬 2千元 

 

 

二、資本支出如下： 

 

１．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 10億 6,493萬 3千元 

（1）房屋及建築 2億 500萬元 

A、南科研發大樓新建工程 4,300萬元 

B、社會科學院大樓新建工程 

C、運璿綠建築科技大樓新建工程 

D、整建老舊館舍，包括教學大樓、全校公共設施及無障礙 

環境等工程 

1億 1,000萬元 

4,000萬元 

1,2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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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機械及設備 6億 7,492萬 5千元 

A、購置教學用儀器設備 1億 8,261萬 1千元 

B、購置全校污染防治設備及電腦化設備 648萬 9千元 

C、購置碩士專班、建教合作、推廣教育、場地設備、雜項

業務及其他業務外設備 

1億 8,910萬元 

D、教育部「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特別

預算補助款購置實驗室儀器設備等 

2億 9,672萬 5千元 

（3）交通及運輸設備 1,548萬 5千元 

A、購置教學用視訊設備 500萬元 

B、購置碩士專班、建教合作、推廣教育、場地設備及其他

業務外設備 

C、汰舊換新小貨車一輛 

400萬元 

 

41萬元 

D、教育部「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特別

預算補助款購置教學視訊設備等 

607萬 5千元 

（4）什項設備 1億 6,952萬 3千元 

A、購置教學用圖書及什項設備 8,428萬 9千元 

B、購置一般行政設備及專項設備 400萬元 

C、購置碩士專班、建教合作、推廣教育、場地設備及其他

業務外設備 

1,878萬 4千元 

D、教育部「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特別

預算補助款購置圖書設備等 

6,245萬元 

２．無形資產 7,163萬 4千元 

（1）購置教學用電腦軟體 673萬 4千元 

（2）購置碩士專班、建教合作、推廣教育及其他業務外電腦

軟體 

1,015萬元 

（3）教育部「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特別

預算補助款購置電腦軟體 

5,475萬元 

３．遞延借項 2億元 

（1）代管資產(老舊館舍及舊建築物補強工程)之修護費用 5,000萬元 

（2）教育部「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特別

預算補助款代管資產之修護費用 

1億 5,000萬元 

以上合計 13億 3,656萬 7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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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國立成功大學學院院長遴選作業準則 
                      95年 12月 20日 95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97年 6月 25日 96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一、國立成功大學學院院長遴選作業準則(以下簡稱本準則)依本校組織規程 

第廿七條之有關規定訂定之。 

二、學院院長之產生、續聘及解聘依本準則辦理。各學院應訂定院長遴選、續聘

及解聘辦法。 

三、學院院長人選應具備教授資格。 

學院院長三年為一任，得連任一次。 

學期中聘兼者，任期自次一學期起（八月一日或二月一日）計算。 

四、各學院應於院長因故出缺兩個月內或任期屆滿五個半月前組成遴選委員會，

進行遴選作業。遴選委員會得經該院對侯選人行使同意權後，遴選二至三位院

長候選人，於卸任院長任期屆滿一個月前報請校長擇聘之。 

遴選作業期間，如遇本校組織規程第二十七條修訂，在其完成法定程序前，已

組成遴選委員會者，仍依原規定遴選之。 

五、學院院長遴選委員以十一至十五人組成，其中校長指定二至三人，其餘委員

由各該學院院務會議推舉之。遴選委員中院外委員至少三人，且教授級委員不

得少於二分之一。    

六、學院院長遴選委員會推選一人為主席兼召集人。 

七、遴選委員會須公開徵求及主動尋覓院長候選人，並依院長遴選辦法所訂院長

人選資格之規定，對候選人進行資格審查。 

八、學院院長之續聘，於任期屆滿六個月前組成院長續聘評鑑委員會，續聘委員

會比照遴選委員會方式組成，就院長是否續聘做成決定，送院務會議備查。續

聘評鑑委員會應有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議，應有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

上之贊成，方得作成決定院長續聘與否之決議。若院長獲同意續聘，則報請校

長續聘；若院長未獲同意續聘，則依各該學院院長遴選辦法規定重新遴選。 

九、院長在任期間如發生重大事件致不適任之慮者，由院務會議代表二分之一以

上或全院教師二分之一以上連署提案，經院務會議代表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及

出席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議決通過，報請校長核定，解除其院長職務。 

十、學院院長遴選辦法須經學院院務會議通過，並報請學校核備後實施，修正時

亦同。 

十一、本準則未盡事宜，悉依相關規定辦理。 

十二、本準則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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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國立成功大學講座設置要點 

 
86.10.22  86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通過 
90.03.14  89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1.12.25  91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2.10.29  92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5.10.25  95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6.7.5    95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延會修正通過 
97.6.25   96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宗旨、依據： 

    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昇學術水準及師資陣容，依本校組織規

程第三十八條訂定講座設置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本校講座之設置除法

令另有規定者外，悉依本要點辦理。 

二、經費來源： 

    本校講座之設置，除由校務基金自籌款預算編列外，財團法人、民間企業或

熱心公益之團體、個人，得以基金或定期捐贈方式贊助。 

三、講座名稱： 

    由本校校務基金自籌款預算編列之講座，統稱「成功大學講座」。其他講座

（由財團法人、民間企業或熱心公益之團體、個人贊助之講座）名稱得由贊

助者與校長商定之。 

四、講座資格： 

    講座由本校教授或國內外著名學者擔任，並應具有下列基本條件之一： 

（一）中央研究院院士或國外院士。 

（二）曾獲總統科學獎。 

（三）曾獲教育部國家講座或學術獎。 

（四）曾獲財團法人傑出人才發展基金會傑出人才講座。 

（五）曾獲國科會特約研究人員或傑出研究獎三次（含）。 

（六）曾連續三次獲本校特聘教授並曾獲國科會傑出研究獎。 

（七）曾獲國際著名學術獎或在學術上有卓越貢獻。 

以上一至六款經講座審查委員會認定後通過，第七款需經講座審查委員會審

查通過。 

「成功大學講座」限由本校專任教授擔任，同一教授以主持一講座為限。 

本校得於講座中另遴聘本校講座人數之 5％（人數以整數計算，不得 4捨 5

入）為特聘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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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講座獎助標準： 

    由本校編制內專任教授擔任「成功大學講座」者，除部訂教授薪給外，另核

發獎助金每年八十萬元（其中六十萬元為獎金，二十萬元為業務費）作為教

學研究經費，獎助三年。 

特聘講座每月另支給新台幣二萬元學術研究費。 

由短期聘約聘任之教授擔任成功大學其他講座者，獎助金額及支付方式，由

校長經諮商後訂定之。 

其他講座之獎助金額依合約而定。 

六、講座義務： 

    本校教授擔任講座，應致力於本校學術水準之提升。依本要點聘任之校外講

座，其應擔負之學術任務由校長與講座商定。 

七、講座任期： 

    本校教授擔任講座為終身榮譽職，特聘講座聘期為 3年。短期聘約之校外學

者擔任講座及其他講座為非終身榮譽職，其任期得視贊助經費或本校所編列

預算而定，依個案處理。 

八、退休講座如繼續執行國科會計畫，在計畫執行期間，得依各系所規定之全職

專任教授規定指導研究生，並視需要保留研究空間。 

九、推薦審查、聘任程序： 

    本校講座之遴聘應優先考慮被推薦人之學術成就。各單位得於每年十月底前

經由系（所）或院推薦之。推薦時應檢附被推薦人選之學經歷、論著目錄、

重要論著、具體學術成就證明、其他相關之證明文件及教學研究計畫，經講

座審查委員會審查通過後陳請校長敦聘之。 

特聘講座之遴聘得由校長聘請校外學者專家 3至 5人辦理外審，經講座審查

委員會審查通過後敦聘。特聘講座原則上為滿 20位講座時遴聘一人，聘期

三年。如特聘講座辭職、退休等原因出缺時重新遴聘。 

十、講座審查委員會之委員視個案而定。由教務長擔任召集人，另由校長聘請專

家學者若干人組成。 

十一、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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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國立成功大學名譽博士學位審查委員會設置要點 

83.9.21   第 124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85.4.17   84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2.10.29  92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7.6.25   96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本校為推崇對學術、文化或專業上有特殊成就或貢獻者，授予名譽博士學位，

特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二十四條之規定，設置『國立成功大學名譽博士學位審

查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審查之。  

二、本委員會置委員若干名，由校長、副校長、教務長、有關學院院長、研究所

所長、系主任、教授代表五名至七名，校長得聘請校外知名人士一至二名組織

之。 

三、本國或外國人士具有下列條件之一者，得為名譽博士學位候選人： 

（一）在學術或專業上有特殊成就或貢獻，有益人類福祉者。 

（二）對文化、學術交流或世界和平有重大貢獻者。  

（三）對本校學術提昇或校務發展有特殊貢獻者。 

四、候選人由校長或相關學院推薦，提請本委員會審查通過後授予名譽博士學位，

並報請教育部備查。  

五、本委員會開會時，以校長為主席，開會時非有應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不得

開議，非有出席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不得決議。必要時得邀請相關人員列席。 

六、本設置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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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國立成功大學名譽教授致聘要點 

80.1.16  79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通過 

87.6.10  86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4.12.28  94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7.6.25  96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 國立成功大學為崇敬在教學、研究或行政工作上有卓越貢獻之專任教授，於

其退休時致聘為名譽教授，特訂定本要點。 

二、 名譽教授應具備之條件：  

在本校連續擔任專任教授 15年（自教授證書生效日起算）以上，於教學、研

究成績卓著，或兼任行政職務，對於校務之規劃、建設與發展有重大貢獻者；

或在本校擔任專任教授 5年以上，於學術上有特殊成就，享有國際聲譽者。 

三、 名譽教授之推薦程序如下：  

各系、所、科填具推薦表（如附件）由該系、所、科務會議通過後，再經該

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議通過後始得推薦。並須於被推薦教授退休生效前將資

料與院、系會議記錄送至教務處學術服務組，提本校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通過後簽請校長核定致聘之。若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日期已逾被推薦教

授退休生效日期，則以追認方式辦理之。 

四、 本要點中有關會議通過者均需經出席該會議人員投票獲三分之二（含）以上

同意。 

五、 名譽教授得比照現職人員使用學校設施，其原屬系所得提供辦公處所，其繼

續進行研究者，學校或該系所得提供相關配合措施。 

六、 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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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國立成功大學海外回國任教教師臨時眷舍借住管理辦法 

71年 2月 20日 70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決議通過 
81年 10月 7日 81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6年 4月 16日 85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8年 6月 9日 87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9年 6月 21日 88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9年 6月 21日 88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0年 6月 6 日 89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2年 2月 26日 91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5年 12月 20日 95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7年 6月 25日 96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為加強對回國任教教師之服務，特提供臨時眷舍；其借住及管理由宿舍配

借及管理委員會依照本辦法之規定辦理。 

第二條 本眷舍供有眷旅外回國一年內延聘來校任教之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及

具有博士學位之講師至多借住兩學年（四個學期）之宿舍，如確有特殊需

要，且尚有空餘宿舍可供配借，經簽請校長核准，得延長一年，並提宿舍

配借及管理委員會報告。 

 為禮遇特殊領域優秀人才，經由相關系所院長推薦，教務長會簽意見，並經校長

核准者，得延長三年，並提宿舍配借及管理委員會報告，其數量不超過總

戶數十分之一。 

第三條 凡符合本辦法第二條之條件者，請填具申請表（申請表請於總務處資產管

理組網站下載），經由系（所）主管及院長分別簽註意見後，送交總務處

（資產管理組）登記；由總務處視宿舍空出之實際情形；邀請有關單位主

管參加配借及管理委員會分配後，簽請校長核定。 

     第四條 凡核准並經通知進住，需先至總務處（出納組）繳交水電、瓦斯、設備、

清潔維護等費用保證金新台幣壹萬伍仟元整及「宿舍管理費自動轉帳扣款

同意書」後，向總務處（資產管理組）領取鑰匙，並應於兩星期內遷入進

住；否則即以放棄論。 

     第五條 本眷舍限本人、配偶及其直系親屬住用，並應於兩星期內將本人及同住親

眷戶籍遷入，不得私自調換、出租、轉讓或任令他人進住。 

    第六條 進住後，除對宿舍內所有設備及公物點收蓋章，負責保管及使用外，不得

任意變更所有建築及設備。 

     第七條 凡離職或獲得補助或貸款購置住宅者，應於壹個月以內，向總務處（資產

管理組）點交後遷讓，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繼續借住。 

    第八條 凡借住期滿者，應於期滿後之壹個月內遷讓，並依左列途徑協助解決其居

住問題： 

一、如有貸款購置公教輔建住宅條件及機會者，應即申請貸款購置住宅。 

二、應照教育部所訂優待辦法辦理貸款自購住宅。 

     第九條 水電等費用保證金於借住期滿遷出時，無息退還，惟如有尚未繳納水電、

瓦斯、設備清潔維護等費用時，則由總務處就該保證金內如數扣繳後，餘

數退還。 

第十條 逾期而未遷離者，按月扣繳違約金，每月新台幣貳萬元整，但因特殊需要
經校長核准延長借住者，每月則酌收延期使用費壹萬元整，並按月由出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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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從借住人之月薪內扣除。 

第十一條 凡來校講學或研究之旅外有眷學人（包含客座教授、研究講座、特案研

究員及特案副研究員等）當臨時眷舍有空時，得依本辦法規定申請借住，

每月繳納新台幣壹萬元整，借住期間以聘期為限，逾期未遷離者依本辦法

第十條規定辦理。 

第十二條 凡未符合本辦法第二條條件之本校新聘編制內專任教師，因特殊情況且

其學術研究優異，得由相關系所院長推薦，教務長會簽意見，並經校長核

准者，比照旅外學人，依本辦法規定，申請配借臨時眷舍。 

第十三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討論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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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國立成功大學聘請教師兼任非編制職務實施要點 

97年 06月 25日 96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通過 

一. 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因應校務發展需要，特依本校校務基金管理及

監督辦法第九條規定，訂定「國立成功大學聘請教師兼任非編制職務實施要

點」。 

二. 本校各單位為推動校務或提升學術水準，得專案簽奉同意，以本校校務基金管

理及監督辦法第三條第二款至第七款收入提撥之管理費或節餘款聘請編制內

教師兼任非編制之行政或學術職務。 

三. 各單位擬聘本校教師兼任非編制職務時，應敘明該職務之聘期、性質及工作內

容；如擬支給工作酬勞者，須另敘明其職責程度、等級、支給金額及其經費來

源等相關事項，循行政程序簽奉核准後始可聘兼，其工作酬勞之核給依第五點

之規定辦理。 

四. 本校教師兼任非編制職務，其聘期依實際需要而定，至多一（學）年一聘。如

因業務需要，得再續聘。 

五. 本校教師兼任非編制職務，其工作酬勞支給標準及審核程序如下： 

 （一）兼任職務屬主管性質者，比照「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及「公

立大專院校校長及教師兼任主管人員主管職務加給支給表」之規定，支

給相當職等之主管加給。但有下列情形者，不在此限： 

     1.單位訂有較嚴格之支給規定者。 

     2.經費不足，須衡酌支給者。 

     3.因特殊業務需要另支較高之標準，經審定有案者。       

 （二）兼任職務非屬主管性質者，依其工作內容及職責程度自訂工作酬勞標準。 

前項第一款第三目及第二款之工作酬勞，應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

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始可支給。 

六. 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之工作酬勞標準係以職務為準。經審定有案之非編制職

務，再續聘或新聘教師兼任時，按已審定之工作酬勞支給，不須再送管理委員

會審議。 

七. 兼任編制內主管職務之教師，同時兼任非編制職務時，不得再另支工作酬勞；

惟兼任之非編制職務，其工作酬勞高於編制內主管職務之主管加給時，補發其

差額。 

未兼任編制內主管職務之教師，同時兼任 2個以上非編制職務時，以擇領 1

個工作酬勞為限。 

八. 本要點經管理委員會及校務會議通過，報奉教育部備查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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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 
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專案教學人員及研究人員實施要點 

97年6月25日96學年度第4次校務會議通過 

一、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因應教學研究需要，特依教育部「國立大

學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實施原則」，訂定「國立成功大

學校務基金進用專案教學人員及研究人員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專案教學人員及研究人員，係指在本校校務基金自籌經費項下，

以約聘方式進用之編制外人員。 

專案教學人員等級分為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講師（以下簡稱專案教師）。 

專案研究人員等級分為研究員、副研究員、助理研究員及研究助理。 

三、各單位具下列情事之一者，得擬訂「專案計畫書」，提經系（所、處、館）務

會議或中心會議通過，循行政程序簽會研究發展處、教務處、人事室、會計

室並陳請校長核定後，逕行辦理專案教師及研究人員遴聘事宜。 

（一）教學單位有缺額，擬以專案聘請教師教授基礎、體育……等課程者。 

（二）單位有教師或研究人員缺額，擬先試聘者。 

（三）單位因業務需要且有相關經費支援者。 

四、專案教師及研究人員聘任之申請，須檢附下列證件資料，提系、院、校教師

評審委員會審議： 

（一）簽奉核准專案計畫書。 

（二）擬聘專案教師及研究人員簽辦表。 

（三）履歷表。 

（四）畢業證書或學位證書。 

（五）著作目錄。 

（六）其他足資證明資格之文件。 

另聘任單位得依實際需要請應聘人提供下列證件資料： 

（一）服務證明書。 

（二）推薦函。 

五、專案教師及研究人員之遴聘資格，依編制內專任教師及研究人員之規定辦理，

但初聘及續聘年齡已達七十歲以上者，需經專案簽准。 

    專案教師及研究人員聘任後之人事管理由人事室綜理。 

六、專案教師之審查程序，依「國立成功大學教師聘任辦法」辦理，並請頒教師

證書。 

    專案研究人員之審查程序，依系（所）教評會、院教評會、校教評會之三級

審查程序辦理。 

研究總中心專案研究人員之審查程序，依中心初審（系級）委員會、研究總

中心複審（院級）委員會、校教評會之三級審查程序辦理。 

專案研究人員以學位送審者，由系（所）或中心將其專門著作（包含學位論

文）送請所屬系（所）或中心以外學者、專家 3 人評審；以專門著作或重要

研究成果送審者，由院或總中心將其專門著作或重要研究成果送請校外學

者、專家 3人評審，外審結果彙提院、校級教評會完成聘任程序。 

    已取得與擬任職務等級相當教師證書者，或曾任與擬任職務等級相當之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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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研究人員者，得免辦理專門著作或重要研究成果外審。 

第三項之中心初審（系級）委員會設置辦法由各中心依本校各學系（所）教

師評審委會設置辦法自訂之，該辦法經報請研究總中心核轉校教師評審委員

會核備後施行。 

七、專案教師及研究人員之聘期以一年一聘為原則，但計畫期限在一年以內者，

應按實際所需時間聘任；如因計畫持續需要，得續聘至計畫執行期限結束時

止。 

專案教師及研究人員續聘時，應比照編制內專任教師及研究人員辦理教學研

究評鑑，經系（所）教評會或中心初審委員會審議，以作為續聘與否之參據。 

八、符合升等條件之專案教師，得比照編制內專任教師，依「國立成功大學教師

升等辦法」，辦理升等審查。 

符合升等條件之專案研究人員，得比照編制內研究人員，依「國立成功大學

研究人員聘任及升等辦法」，辦理升等，惟審查程序同本要點第六點之規定。 

九、專案教師及研究人員轉任編制內專任教師或研究人員時，應依新聘教師或研

究人員聘任程序重新審查。其曾任與擬任職務等級相當之專案教師或研究人

員年資，且服務成績優良者，得在本職最高薪範圍內按年採計提敘薪級；並

得比照編制內專任教師或研究人員年資計算辦理升等，惟不得採計為退休撫

卹之年資。 

十、專案教師及研究人員應依勞工保險條例、全民健康保險法及參照勞工退休金

條例相關規定加入勞保、全民健保及勞工退休金（外國籍人士提撥勞工退休

準備金）；資格不符加入勞保之規定者，可選擇加入國際技術合作人員綜合保

險，保險費由本校負擔 65%，自付 35%。 

十一、專案教師及研究人員之聘期、授課時數、報酬標準、差假、福利、保險、

退休及其他權利義務等事項以契約（契約書格式如附表）明定。 

十二、專案教師及研究人員於聘約有效期間，如因教學研究不力或有其他不當行

為或違反契約應履行義務時，經本校指正而未改善，本校得終止契約並予解

聘，及扣償未工作期間之酬金外，如本校另有損害並追償違約之損害賠償。 

十三、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依「國立大學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工

作人員實施原則」、「勞工退休金條例」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四、以本校校務基金非自籌經費進用之編制外教師及研究人員，得比照本要點

辦理。 
十五、本要點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及校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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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 

國立成功大學專案教師及研究人員契約書 
97年6月25日96學年度第4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甲方）為應專案教學研究需要，聘任            （以下簡稱乙方）
為專案（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講師、研究員、副研究員、助理研究員、研究助理），經雙
方訂立條款如下： 
一、聘任期間：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二、工作內容：（依專案計畫書規定填寫。） 
三、報酬：（依專案計畫書規定填寫，惟擔任基礎、體育……等課程教學之專案教師薪資以依授

課鐘點費計算為原則。） 

四、服務時間：比照甲方編制內專任教師及研究人員規定辦理。 

五、授課時數：專案教師之授課時數，除應依專案計畫書規定填寫外，擔任基礎、體育……等
課程教學之專案教師每週基本授課時數以十二小時以上為原則。 

六、差假：比照甲方編制內專任教師之規定辦理。 
七、出國：比照甲方「專任教師申請出國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八、乙方非經本校書面同意不得在校外兼職或兼課。 
九、保險：乙方若符合「勞工保險條例」及「全民健康保險法」之被保險人資格者，應於到職

時，由甲方辦理加保手續；聘約期滿或中途離職，應辦理退保。來自國外未具參加勞工保
險或全民健康保險投保資格者，可請甲方協助委託中央信託局人壽保險處辦理「國際技術
合作人員綜合保險」。保險費由乙方負擔百分之三十五，本校專案計畫補助百分之六十五。
如乙方不擬參加此項保險，應以親筆簽名之書函向甲方聲明。 

十、退休：甲方參照勞工退休金條例相關規定為乙方辦理勞工退休金（外國籍人士提撥勞工退
休準備金）及相關退休事宜。上述乙方自願提繳勞工退休金之費用，由甲方於發放薪資中
代為扣繳。 

十一、研發成果歸屬：乙方在約聘期間，其工作內容所產生研發成果之智慧財產權歸本校所有，
並依「國立成功大學研究發展成果管理辦法」辦理相關事宜。 

十二、其他福利事項比照甲方聘（僱）之專案工作人員辦理。 
十三、到職及離職：乙方接到甲方聘任通知後，應依規定辦理到職手續。聘期屆滿，乙方即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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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乙方在約聘期間不適用「國立成功大學教師借調處理要點」、「國立成功大學教師出國講
學及國內外研究進修申請作業要點」、「國立成功大學教授、副教授休假研究辦法」、「學
校教職員退休、撫卹條例」及公教人員婚、喪、生育、子女教育補助等規定。 

十五、乙方於聘約有效期間，如因教學研究不力或有其他不當行為或違反本契約應履行義務時，
經甲方指正而未改善，即構成違約，甲方得終止本契約並予解聘，及扣償未工作期間之
酬金外，如甲方另有損害並追償違約之損害賠償。 

十六、甲方於計畫執行期限內如因故計畫終止，本契約亦應同時終止。 
十七、本契約如有未盡事宜，依「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專案教學人員及研究人員實施要

點」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八、因本契約發生爭議或涉訟，同意以甲方所在地之管轄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十九、本契約書一式三份，甲方、乙方、本專案計畫申請單位各執一份。 
※附註： 

1、本契約書須俟計畫簽約完成始生效。 
2、乙方之前如曾因他案與本校簽訂聘任契約書，其聘期與本契約聘期重疊時，前契約書在本契約
書生效時同時終止。 

3、本契約書制式內容係經本校校務會議通過生效，不得擅自更動，如被更動，本契約書視為無效。 
立契約人     
甲     方：國立成功大學                  乙     方： 
地     址：701台南市大學路一號           地     址： 
代  表 人：賴 明 詔                     身分證字號： 
甲方用人單位主管簽章：                                  （無中華民國身分證者請填護照號碼） 

                                           聯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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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國立成功大學學則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                     970625 
 

擬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備      註 

第五條  本校各學系修讀學士學位學

生遇有缺額時，得辦理轉學考試，招

收轉學生。但一年級及應屆畢(結)業

年級不得招收轉學生，招生簡章另訂

之。 

 前項缺額不含保留入學資格、休學造

成之缺額；辦理轉學招生後，學生總

數不超過原核定及分發新生總數。 

轉學生報考資格及相關規定依本校轉

學生招生辦法辦理，轉學生招生辦法

另訂並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轉入本校學生，其學分抵免依本校辦

理學生抵免學分辦法，抵免學分辦法

另訂並報請教育部備查後實施。 

 

第五條  本校各學系修讀學士學位

學生遇有缺額時，得辦理轉學考

試，招收轉學生。但一年級及應屆

畢(結)業年級不得招收轉學生，招

生簡章另訂之。 

 前項缺額不含保留入學資格、休學

造成之缺額；辦理轉學招生後，學

生總數不超過原核定及分發新生

總數。 

一、轉學生報考資格及相關規定依

本校轉學生招生辦法辦理，轉學生

招生辦法另訂並報請教育部核定後

實施。 

二、轉入本校學生，其學分抵免依

本校辦理學生抵免學分辦法，抵免

學分辦法另訂並報請教育部備查後

實施。 

 

 

 

 

刪除款次 

第六條  凡經本校錄取之新生、轉學

生應於規定日期來校辦理入學手續，

逾期未辦理者，即取消其入學資格。

有關役男學生入學後，須依規定申辦

緩徵或儘後召集，逾期未辦理致影響

個人就學權益或妨害兵役者，依相關

法規處理。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於註冊開

始前，向教務處申請保留入學資格： 

一、因重病住院須長期療養，並持有

健保局特約區域醫院以上出具之證

明者。 

二、因服義務役持有入營服役 通知

書。 

三、僑生及外國學生因故不能按時來

校報到入學者。 

四、因其他不可抗力因素而無法於當

學期註冊入學者。 

五、因懷孕、生產或哺育三歲以下幼

兒之需要，不能按時入學，持相關證

明文件。 

前項一至四款保留入學資格以一年為

限或至所服兵役期滿為限，第五款保

留入學資格以三年為限。 

第六條  凡經本校錄取之新生、轉

學生應於規定日期來校辦理入學手

續，逾期不到者，即取消其入學資

格。有關役男學生入學後，須依規

定申辦緩徵或儘後召集，逾期未辦

理致影響個人就學權益或妨害兵役

者，依相關法規處理。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於註冊

開始前，向教務處註冊組申請保留

入學資格： 

一、因重病住院須長期療養，並持

有健保局特約區域醫院以上出具

之證明者。 

二、因服義務役持有入營服役  通

知書。 

三、僑生及外國學生因故不能按

時來校報到入學者。 

四、因其他不可抗力因素而無法

於當學期註冊入學者。 

保留入學資格以一年為限，或至

所服兵役期滿為限。 

 

依教育部 96.12.31

台訓（三）字第

0960173397號函及

性別平等教育法

規定增列懷孕、生

產或哺育三歲以

下幼兒請假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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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本校學生於每學期開學之

始，須依照下列規定辦理繳費、註冊、

選課等手續： 

一、繳費、註冊：學生應按照規定期

限內繳交各項應繳費用，繳費後視同

已註冊。逾期未繳費，除書面請准延

緩註冊及特殊狀況外，餘視同未註冊 

，應令退學。每學期補改棄選日期截

止後，學生應依規定期限補繳各項學

分費，若至學期末學分費尚未繳清

者，次學期不得註冊，若為應屆畢業

生，則暫不發予學位證書。                        

 

二、……………………….。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第八條  本校學生於每學期開學之

始，須依照下列規定辦理繳費、註

冊、選課等手續： 

一、繳費、註冊：學生應按照規定

期限內繳交各項應繳費用，繳費後

視同已註冊。逾期未繳費，除書面

請准延緩註冊者及特殊狀況外，餘

視同未註冊，應令退學。每學期補

改棄選日期截止後，學生應依規定

期限補繳各項學分費，逾期者加收

服務費一百元，若至學期末學分費

尚未繳清者，次學期不得註冊，若

為應屆畢業生，則暫不發予學位證

書。                        

二、………………………。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取消服務費一百

元之規定 

第十條  學生曠課一小時，扣所缺科

目學業成績分數一分，請假缺席三小

時，扣所缺科目學業成績分數一分。

因公請假，或因病請假而經醫生診斷

出具證明書，或因懷孕、生產、哺育

三歲以下幼兒而核准之事（病）假、

產假，其缺席不扣分。 

第十條  學生曠課一小時，扣所缺

科目學業成績分數一分，請假缺席

三小時，扣所缺科目學業成績分數

一分。因公請假或因病請假而經醫

生診斷出具證明書者，其缺席不扣

分。 

同第六條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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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條 學生休學規定如下： 

學生因故經家長或監護人之書面同

意，得一次申請休學一學期、一學年

或二學年。休學累計以二學年為原

則，期滿因重病再經醫院證明申請休

學者，經專案簽請教務長核准後，酌

予延長休學年限，但至多以二學年為

限。新生及轉學生入學第一學期，須

於完成註冊後，始得申請休學。。 

二、休學期間應征服役者，須檢同征

集令或軍人補給證影本，向本校申請

延長休學至服役期滿為止，服役期間

不計入休學累計，因懷孕、生產申請

休學者，應檢具健保局特約區域醫院

以上出具之證明書，申請休學期間至

多以二學期為限，且不計入休學年限

內。 

為哺育三歲以下幼兒休學者，應檢具

證明文件提出申請，至 

多以二學年為限，且不計入休學年限。 

三、……………………。 

四、……………………。 

五、……………………。 

六、……………………。 

七、……………………。 

第十六條 學生休學規定如下： 

學生因故經家長或監護人之書面同

意，得一次申請休學一學期、一學

年或二學年。休學累計以二學年為

原則，期滿因重病再經醫院證明申

請休學者，經專案簽請教務長核准

後，酌予延長休學年限，但至多以

二學年為限。新生及轉學生入學第

一學期，須於完成註冊後，始得申

請休學。。 

二、休學期間應征服役者，須檢同

征集令或軍人補給證影本，向本校

申請延長休學至服役期滿為止，服

役期間不計入休學累計，因懷孕、

生產申請休學者，應檢具健保局特

約區域醫院以上出具之證明書。申

請休學期間至多以二學期為限，且

不計入休學年限內。 

 

 

 

 

三、……………………。 

四、……………………。 

五、……………………。 

六、……………………。 

七、……………………。 

 

 

 

 

同第六條備註 

第十九條 本校學生考試除入學考試

外，分左列三種： 

一、臨時考試：由任課教師於上課時

間內隨堂舉行。 

二、期中考試：於每學期期中舉行。 

 

三、學期考試：於每學期結束時在規

定時間內舉行之。 

本校各項入學考試及學生在校學期考

試試卷保存時間均為一年。 

第十九條 本校學生考試除入學考

試外，分左列三種： 

一、臨時考試：由任課教師於上課

時間內隨堂舉行之。 

二、期中考試：於每學期期中在規

定時間內舉行之。每科目一學期至

少舉行一次。 

三、學期考試：於每學期結束時在

規定時間內舉行之。 

本校各項入學考試及學生在校各種

考試試卷保存時間均為一年。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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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廿一條 學生學期學業成績不及格

之處理，規定如下： 

一、學期學業成績不及格科目均不予

補考，必修科目應令重修。 

二、累計兩次學期學業成績不及格科

目之學分數達該學期修習科目總學分

數二分之一者 

，應令退學。 

 

 

 

 

 

 

三、僑生、外國學生、海外回國升學

之蒙藏生、原住民族籍學生、派外人

員子女學生及符合教育部規定條件之

大學運動績優學生，學期學業成績不

及格科目之學分數，一學期修習學分

總數達三分之二不及格，另一學期修

習學分總數逾二分之一不及格者，應

令退學。 

 

四、領有身心障礙手冊或各直轄市、

縣(市)政府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

輔導委員會鑑定為身心障礙安置就學

者，不適用因學業成績退學規定。 

第廿一條 學生學期學業成績不及

格之處理，規定如下： 

一、學期學業成績不及格科目均不

予補考，必修科目應令重修。 

二、學期學業成績不及格科目之學

分數，達該學期修習學分總數三分

之二者，或累計兩學期學業成績不

及格科目之學分數均達各該學期修

習學分總數二分之一者，或一學期

學業成績不及格科目之學分數達該

學期修習學分總數二分之一，次學

期學業成績不及格科目學分數達該

學期修習學分總數三分之一，應令

退學。 

三、僑生、外國學生、海外回國升

學之蒙藏生、原住民族籍學生、派

外人員子女學生及符合教育部規

定條件之大學運動績優學生，學期

學業成績不及格科目之學分數，達

該學期修習學分總數三分之二

者，應令退學。 

 

 

四、領有身心障礙手冊之學生，不

適用因學業成績退學規定。 

 

一、一般生退學刪

除三分之二

不及格與一

學期二分之

一不及格，次

學期三分之

一不及格之

規定。 

二、特種生退學增

列另一學期

二分之一不

及格之規定。 

三、依教育部

96.1.23台高

（一）字第

09600125293號

函增列各直轄

市、縣(市)政府

特殊教育學生

鑑定及就學輔

導委員會鑑定

為身心障礙安

置就學 

 

第廿二條 學生因重大事故，不能參

加學期考試，需補考者應依「學生請

假辦法」辦理請假手續，請假期間所

有之應考科目均列入請假。 

需補考者由教務處教學資訊組簽發學

期考試補考通知單，交由學生送任課

教師自行辦理補考。 

因病請假補考成績超過六十分，概以

六十分計算。因公請假、或考試時間

衝堂補考者，其補考成績以實際成績

計算。 

學生因懷孕、生產、哺育三歲以下幼

兒而核准之事（病）假、產假，得採

補考或其他補救措施彈性處理，其成

績按實際成績計算。 

 

第廿二條 學生因重大事故，不能

參加學期考試者，應依本校「學生

學期考試請假辦法」之規定辦理。

其辦法另訂之。因病請假補考成績

超過六十分，概以六十分計算。因

公請假或考試時間衝堂補考者，其

補考成績以實際成績計算。 

 

一、廢止「學生學

期考試請假辦

法」，其相關規

定併入本條

文。 

二、同第六條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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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廿三條 本校採學年（學期）學分

制，學生修業期限，除醫學系修業七

年(均包括實習一年)、建築學系建築

設計組修業五年外，其他各學系學士

班均為四年。 

在規定修業期限內，未修滿該學系應

修學分者，得延長修業期限一學期至

二學年。 

修讀雙主修學生之延長修業期限，依

其修習辦法之規定辦理。 

領有身心障礙手冊之學生或各直轄

市、縣(市)政府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

就學輔導委員會鑑定為身心障礙安

置就學或懷孕、生產、哺育三歲以下

幼兒者，因身心狀況及學習需要，得

延長其修業期限，最長以四學年為

限。 

 

第廿三條 本校採學年（學期）學

分制，學生修業期限，除醫學系修

業七年(均包括實習一年)外，其他

各學系學士班均為四年。惟其成績

優異，在規定修業期限屆滿前一學

期或一學年修滿該學系學士班全

部科目與學分者，得專案呈請校長

核准提前畢業。其在規定修業期限

內，未修滿該學系應修學分者，得

延長修業期限一學期至二學年。領

有身心障礙手冊之學生，因身心狀

況及學習需要，得延長其修業期

限，最長以四學年為限。 

修讀雙主修學生之延長修業期限，

依其修習辦法之規定辦理。 

 

一、成績優異規定

併入第 24條。 

二、同第六條備註 

三、依教育部

96.1.23台高

（一）字第

09600125293號

函增列各直轄

市、縣(市)政府

特殊教育學生

鑑定及就學輔

導委員會鑑定

為身心障礙安

置就學 

第廿四條 學士班學生符合下列「成績

優異」標準者，修滿該學系規定之全

部應修科目與學分，得專案簽請教務

長核准提前一學期或一學年畢業： 

一、 修滿畢業科目與學分，各學期學

業成績平均在八十分以上，或學業成

績累計名次在該系該年級（班）學生

數前百分之十以內。 

 

二、各學期操行成績八十分以上。 

 

第廿四條 前條所稱成績優異之學

生，須符合下列標準： 

 

 

一、修滿畢業科目與學分，各學期

學業成績平均在八十分以上或名次

在該系該年級(班)學生數前百分之

十以內。 

 

二、各學期操行成績八十分以上。 

 

三、一、二體育及一年級軍訓(護理)

各學期成績各在七十分以上。 

 

 

一、界定名次方

式。 

二、自 96學年度軍

訓改為選修，體

育三、四年級為

選修。 

三、刪除體育、軍

訓成績列為條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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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 
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 

94年 3月 30日 93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延會通過 

奉教育部 94年 10月 25日台高(三)字第 0940142288號函核備 

94年 12月 28日 94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奉教育部 95年 5月 2日台高(三)字第 0950062186號函核備 

95年 6月 21日 94學年度第 5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6年 7月 5日 95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延會修正通過 

奉教育部 96年 8月 28日台高(三)字第 0960132093號函修正後核備 

96年 10月 3日 96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6年 12月 26日 96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正通過 

奉教育部 97年 4月 25日台高(三)字第 0970063843號函核備 

97年 6月 25日 96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正通過 

 

第一條 為因應高等教育發展趨勢，提升教育品質，增進教育績效，特設置「國
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以下簡稱本基金)。 

第二條 為有效運用、管理及監督本基金，以協助校務之推動，特依「國立大學
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及教育部訂頒之「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
及監督辦法」之相關規定，訂定「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
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三條 本基金之收入來源如下： 
一 政府編列預算撥付：由教育部依預算程序編列撥付學校之經費。 

二 學雜費收入：每學期依教育部規定之收費標準，向註冊學生收取之
學費及雜費收入。 

三 推廣教育收入：依推廣教育實施辦法之規定辦理推廣教育及研習、
訓練等班次所收取之收入。 

四 建教合作收入：為外界提供訓練、研究及設計等服務所獲得之收入。 

五 場地設備管理收入：提供場所及設施等所收取之收入。 

六 捐贈收入：無償收受動產、不動產及其他一切有財產價值之權利或
債務之減少。 

七 投資取得之收益：依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第七條之一及
本辦法第二十三條規定所投資取得之有關收益。 

八 其他收入：不屬於上述各款之自籌收入。 

第四條 為落實本基金之有效管理及彈性運用，設置「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管
理委員會」 (以下簡稱管理委員會) 管理之。 

管理委員會置委員七人至十五人，由校長任召集人，其中不兼行政職務
之教師代表不得少於三分之一，必要時得聘請校外專業人士參與。委員
任期二年，由校長遴選提經校務會議同意後聘任之。 

管理委員會之設置要點另訂之。 

第五條 管理委員會之任務如下： 
一 學校教學、研究及推廣所需財源之規劃。 

二 學校建築及工程興建所需財源之規劃。 

三 校務基金年度概算擬編之審議。 

四 校務基金開源措施之審議。 

五 校務基金經濟有效節流措施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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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校務基金經費收支及運用之績效考核。 

七 第三條第三款至第七款收支管理規定之審議。 

八 其他關於校務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事項之審議。 

第六條 管理委員會得視任務之需要，分組辦事；所需工作人員，由學校現有人
員派兼為原則。但為使校務基金之收支、保管及運用發揮最大經濟效益，
得進用專業人員若干人，其權利、義務、待遇及福利，依學校法令規定，
由學校於契約中明定之。 

管理委員會每學期至少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 

管理委員會召開會議時，得請相關人員列席。 

第七條  本基金有關年度預算編製及執行、決算編造，除第三條第三款至第七  款
之有關收入，應依本辦法之相關規定另訂收支管理要點運作之，並受教
育部監督外，應依預算法、會計法、決算法、審計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
理。 

第八條 前條之收支管理規定，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 編制內教師本薪(年功薪)、加給以外之給與及編制外人員之人事費支
應原則。 

二 行政人員辦理第三條第三款至第七款之自籌收入業務有績效者之工作
酬勞支應原則。 

三 講座經費支應原則。 
四 教師教學及學術研究獎勵支應原則。   
五 出國旅費支應原則。 
六 公務車輛之增購、汰換及全時租賃支應原則。 
七 新興工程支應原則。 
八 因應自償性支出之舉借及其償還財源之控管機制。 

九 其他應規範經費之原則。 

前項第一款至第四款之給與，應在不造成學校虧損及國庫負擔前提下，及
不超過 5項自籌收入及學雜費收入兩項總和之 50﹪比率上限範圍辦理，其
支給基準另定之。惟上述第二款行政人員之工作酬勞，得由業務單位主管
提出申請，經行政程序簽奉校長核准後於 5項自籌收入中支給，每月支給
之工作酬勞，由人事室、總務處控管，以不超過其專業加給之 60﹪比率為
限。 

第九條 第三條第二款至第七款之自籌收入，在第八條第二項之上限範圍內，得對
符合下列條件之編制內教師，給予本薪(年功薪)、加給以外之給與： 
一 講座教授。 

二 特聘教授。 

三 非編制之行政或學術兼職。 

四 特殊任務編組之委員會委員。 

五 接受學校委託辦理專題研究者。 

六 持有技術股票作價之報酬。 

七 其他經管理委員會同意之給與。 

前項各款中應另訂支給基準，經管理委員會及校務會議通過後，報奉教育
部核備實施。 

第十條 第三條第二款至第七款之自籌收入，在第八條第二項之比率上限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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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聘僱下列編制外人員，以提昇學術水準及協助校務之運作。 
一 國外傑出學者。 

二 專案計畫教學人員。 

三 專案計畫研究人員。 

四 專案計畫工作人員。 

五 專案經理人員。 

六 專業經理人員。 

七 兼任專家及顧問。 

八 博士後研究人員。  

九 工讀生。 

十 其他經循行政程序簽准僱用之短期臨時人員。 

前項各款所置之人員應另訂支給基準，經管理委員會通過後，報奉教育部
核備實施。 

第十一條 第三條第三款之推廣教育收入，應衡量使用學校資源情形，由學校先從
收入總額中適當提列行政管理費。 

專案申請之學分班及非學分班，屬自辦班別者，應按計畫經費總金額中
提列 27%管理費；屬政府機關及公民營機構委託之班別，依委託單位之
規定提列，惟未及 27%時，應另編場地及水電等相關費用補足；外業班
別得按計畫經費總金額提列 15%管理費。 

如開班辦理在職訓練、技術人力養成訓練、專門技術訓練、代辦實習等
人員交流訓練案，在校內舉辦之內業至少應編列 27%管理費；在校外舉
辦之外業至少應編列 11.5%管理費。 

管理費經校長核准者，標準得降低之。 

第十二條 前條推廣教育所提列之 27%行政管理費，授權支用之比率為學校 20/27，
學院或研究總中心 1/27，系所或研究中心 6/27。 

推廣教育班之經費若有節餘，在補足應繳之計畫總金額 27%管理費後，
其節餘款由推廣教育開班單位繼續使用。 

教務處應訂定推廣教育收入收支管理要點，經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送
行政會議核備後，報教育部備查。 

第十三條 第三條第四款之建教合作收入，應衡量使用學校資源情形，適當提列行
政管理費。 

政府機關及公民營機構委託之專題研究計畫，應按計畫經費總金額編列
至少 17%管理費；但政府機關另訂有管理費標準者，不在此限。服務性
試驗、調查及人員交流訓練案之管理費編列比率，由研究發展處另訂辦
法規範，經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送行政會議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特殊案件之管理費經校長核准者，標準得降低之。 

第十四條 各建教合作計畫案管理費先提列 10﹪作為圖書館書刊經費後，依適當比
例授權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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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於扣除就地審計費後，支用比率為學校 60%，學院
及研究總中心 3%，系所及研究中心 37%。 

公民營機構委託之專題研究計畫案、以計畫書簽約之服務性試驗及調查
案、以建教合作案方式舉辦之學術研討會，此三類之支用比率為學校
59%(10/17)，學院及研究總中心 6%(1/17)，系所及研究中心 35%(6/17)。 

屬內業之服務性試驗及調查案之支用比率為學校 90%(18/20)，學院及研
究總中心 10% (2/20)；屬外業之服務性試驗及調查案之支用比率為學校
91%(5/5.5)，學院及研究總中心 9%(0.5/5.5)。 

屬內業之人員交流訓練案之支用比率為學校 74%(20/27)，學院
4%(1/27)，系所及研究中心 22%(6/27)；屬外業之人員交流訓練案之支
用比率為學校 44%(5/11.5)，學院 4%(0.5/11.5)，系所及研究中心
52%(6/11.5)。 

第十五條 各建教合作計畫案執行結案後之節餘款，凡已提足 17%以上之管理費者
由計畫主持人依規定運用；未提足 17%者，則於依規定方式補足差額後
之節餘款運用之。 

補提之管理費依前條第三項之方式分配予學校、學院及總中心、系所及
研究中心。 

研究發展處應訂定建教合作收入收支管理要點，經管理委員會審議通
過，送行政會議核備後，報教育部備查。 

第十六條 第三條第五款之場地設備管理收入，其由學校控管者應由學校統籌運
用；由學院或研究總中心、系所或研究中心等單位控管者，於該項收入
總額提成 20%為學校管理費，80%分配至管理單位運用。 

場地設備管理收入須負擔稅負時，應於該項收入總額先行扣除後，再依
前項比率分配。 

總務處應訂定場地設備管理收入收支管理要點，經管理委員會審議通
過，送行政會議核備後，報教育部備查。 

第十七條 第三條第三款至第七款之自籌收入，得對下列事項予以鼓勵，表現優異
之行政及學術單位，或教職員工個人，得給與適度之經費或獎金，以獎
勵教學、研究或服務之傑出表現： 

一 國內外學術活動。 
二 學術研究。 
三 教學特優。 
四 產學合作或技術移轉成果特優。 
五 績優教職員工。 
六 行政革新績效卓著。 
七 其他經管理委員會同意之獎勵。 

前項第一款至第六款中之各事項應訂定鼓勵或獎勵要點，經管理委員會
及校內相關會議通過後實施。 

第十八條 為推廣國際化，鼓勵教職員出國觀摩及參與學術活動，得以第三條第三
款至第七款之收入為財源支應因公派員出國案件，並由學校自行依所訂
要點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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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因公出國案件，仍應依「教育部及所屬機關學校因公派員出國案件
處理要點」第五點規定辦理。 

研究發展處應訂定因公派員出國案件處理要點，提報管理委員會審議通
過後，送校務會議核備。 

第十九條 為合理使用公務車輛，得彈性運用第三條第三款至第七款之收入為財
源，增購、汰換及全時租賃公務車輛。 

總務處應訂定公務車輛之使用、租賃要點，經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送
行政會議核備後，報教育部備查。 

第二十條 為有效安排新興工程規劃，及促進民間投資，節省政府之預算撥付，可
彈性運用第三條第三款至第七款之收入為財源，支應學校之新興工程。 

總務處應訂定新興工程之支應辦法，經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送校務會
議核備後，報教育部備查。 

第二十一條 為有效進行財務規劃，並因應自償性之宿舍、停車場、醫院等類型建
設工程或管理營運之支出，除可彈性運用第三條第三款至第七款之收
入及歷年基金盈餘為財源外，經管理委員會之審議通過後，得向金融
機構舉借。 

財務處應會同總務處就舉債控管、確保債務清償及債務無法清償之因
應措施等，訂定自償性支出之控管機制辦法，經管理委員會審議通
過，送校務會議核備後，報教育部備查。 

第二十二條 學校收受之捐贈，應全數撥充校務基金，未指定用途之捐贈收入，由
學校統籌運用；收受指定用途之捐贈，其用途應與學校校務有關。 

收受之捐贈收入為現金時，應確實交付學校收受；為現金以外者，應
確實點交，屬不動產者，應由保管組辦妥所有權移轉登記。 

非由學校全權管控之指定捐贈收入，除經校長核准者外，一律提撥 5%
之行政管理費。 

學校收受之捐贈，不得與贈與人有不當利益之聯結。 

學校對熱心捐贈者，得比照教育部訂頒之「捐資教育事業獎勵辦法」
予以適當之獎勵。 

第二十三條 為充裕校務基金之財源，得將校務基金投資於下列項目： 

一 存放公民營金融機構。 
二 購買公債、國庫券或其他短期票券。 
三 投資於與校務或研究相關之公司與企業。 
四 其他具有收益性及安全性，並有助於增進效益之投資。 

投資取得之收益，應全數撥充校務基金統籌運用。 

第二十四條 前條第三款及第四款投資資金之來源如下： 

一 以研究成果或技術作價無償取得之股權。 
二 捐贈收入及歷年基金之盈餘。  
三 其他之法令未限制之經費來源。 

第二十五條 為使校務基金之收入及運用發揮最大經濟效益，管理委員會置執行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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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由財務長兼任之，負責第二十三條之相關投資事宜。 

第二十六條 財務處須擬訂每年度之財務調度及第二十三條各款之投資計畫，經管
理委員會通過後執行之；並於管理委員會及校務會議中報告執行情
形。 

本委員會召開會議時，財務長須列席報告校務基金資金運作情形。 

第二十七條 管理委員會對超過新臺幣伍仟萬元以上之第二十三條投資案，認為必
要時得聘請專業之機構及人員協助評估。 

第二十八條 學校在預算執行期間，因市況變動及業務之實際需要，需動用基金盈
餘，增加管理及總務費用之支出，或辦理非計畫型及計畫型之資本支
出，則須提經管理委員會之同意，專案報教育部核定或核轉行政核定
後辦理，並補辦預算。 

第二十九條 為監督校務基金之收支、保管及運用，於校務會議下設置「國立成功
大學經費稽核委員會」監督之。 

經費稽核委員會置委員七人至十五人，由校務會議成員推選產生。但
管理委員會之成員、總務及會計相關人員，不得擔任經費稽核委員會
之委員。 

經費稽核委員會所需工作人員，由學校現有人員派兼之。 

經費稽核委員會設置要點另訂之。 

第三十條 經費稽核委員會之任務如下： 

一 學校教學、研究及推廣計畫財務運用之事後稽核。 
二 校區建築與工程興建計畫、發包及執行等經費運用之事後稽核。 
三 各項經費收支及現金出納處理情形之事後稽核。 
四 校務基金年度決算之稽核。 
五 學校資產增置、擴充及改良等事項之事後稽核。 
六 校務基金經濟有效利用及開源節流措施之事後稽核。 
七 其他經費之事後稽核事項。 

前項稽核事項，以任期內發生與經費運用有關事項為限。但該事項涉及
以前任期者，不在此限。 

第三十一條 經費稽核委員會每學期至少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召開臨時會。 

經費稽核委員會召開會議時，得視稽核事項之需要，邀請管理委員會
或校內相關單位派員列席。 

經費稽核委員會得經委員會之決議，請管理委員會或校內相關單位提
供必要之資料以供查閱。 

經費稽核委員會應於校務會議中提出有關校務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
之稽核報報告。 

第三十二條 第三條第三款至第七款所定各種收入之收支情形，應由相關主管人
員、經費執行人員、使用及保管資產人員，負其執行預算、保管及使
用資產之相關責任，並由會計人員負責帳務處理及彙編財務報表。 

第三十三條 第三條第三款至第七款所定各種收入之收支、保管及運用，應設置專
帳處理，經費收支應有合法憑證，並依規定年限保存；建教合作收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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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依建教合作機構之規定或契約辦理。 

前項所列各項收入之收支預計表、收支決算表，連同相關書表及全校
收支財務報表，應送教育部備查，並依相關規定上網公告，及接受教
育部派員或委請會計師查核。 

第三十四條 各行政及學術之第一、二級單位，就第三條第三款至第七款該單位歷
年之自行控管財源，得自訂相關管理辦法或專案申請，經管理委員會
通過後，執行本辦法第八條各款之規定事宜。 

第三十五條 各行政單位及院、系所中心等分配運用經費，未用罄之經費得延至次
一年度繼續使用。 

第三十六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報奉教育部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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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部份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訂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八條 前條之收支管理規定，應包

括下列事項： 

一 編制內教師本薪(年功

薪)、加給以外之給與及

編制外人員之人事費支

應原則。 

二 行政人員辦理第三條第

三款至第七款之自籌收

入業務有績效者之工作

酬勞支應原則。 

三 講座經費支應原則。 

四 教師教學及學術研究獎

勵支應原則。   

五 出國旅費支應原則。 

六 公務車輛之增購、汰換

及全時租賃支應原則。 

七 新興工程支應原則。 

八 因應自償性支出之舉借

及其償還財源之控管機

制。 

九 其他應規範經費之原

則。 

 

前項第一款至第四款之給與，應

在不造成學校虧損及國庫負擔

前提下，及不超過 5 項自籌收入

及學雜費收入兩項總和之 50﹪

比率上限範圍辦理，其支給基準

另定之。惟上述第二款行政人員

之工作酬勞，得由業務單位主管

提出申請，經行政程序簽奉校長

核准後於 5 項自籌收入中支

給，每月支給之工作酬勞，由人

事室、總務處控管，以不超過其

專業加給之 60﹪比率為限。  

第八條 前條之收支管理規定，應

包括下列事項： 

一 編制內教師本薪(年

功薪)、加給以外之給

與及編制外人員之人

事費支給基準及其他

給與。 

二 行政人員辦理第三條

第三款至第七款之自

籌收入業務有績效者

之工作酬勞支給基

準。 

三 講座經費支應原則。 

四 教師教學及學術研究

獎勵支應原則。   

五 出國旅費支應原則。 

六 公務車輛之增購、汰

換及全時租賃。 

七 新興工程支應原則。 

八 因應自償性支出之舉

借及其償還財源之控

管機制。 

九 其他應規範經費之原

則。 

前 項 第 一 款 至 第 四 款 之 給

與，應在不造成學校虧損及國

庫負擔前提下，及不超過 5 項

自籌收入及學雜費收入兩項

總和之 50﹪比率上限範圍辦

理。惟上述第二款行政人員之

工作酬勞，得由業務單位主管

提出申請，經行政程序簽奉校

長核准後於 5 項自籌收入中支

給，每月支給之工作酬勞，由

人事室、總務處控管，以不超

過其專業加給之 60﹪比率為

限。  

1. 依據教育部

97年 4月 10

日台高通字

0970052736

號函修訂「國

立大學校院

校務基金管

理及監督辦

法」修正。 

2.  修正「支給

基準」為「支

應原則」。  

3. 「支應原則」

應包含支給

之財源、對

象、項目、上

限等事項。 

4. 母法第九條

授權學校訂

定：編制內

教師本薪(年

功薪)、加給

以外之給與

及編制內人

員人事費，及

辦理5項自

籌收入有績

效之行政人

員工作酬勞

之支給基準。 

5.  「支給基準」

應包含支給

金額及動支

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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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條 為推廣國際化，鼓勵教

職員出國觀摩及參與學術活

動，得以第三條第三款至第七

款之收入為財源支應因公派員

出國案件，並由學校自行依所

訂要點審核。 

校長因公出國案件，仍應依「教

育部及所屬機關學校因公派員

出國案件處理要點」第五點規

定辦理。 

研究發展處應訂定因公派員出

國案件處理要點，提報管理委

員會審議通過後，送校務會議

核備。 

第十八條 為推廣國際化，鼓勵教

職員出國觀摩及參與學術活

動，得以第三條第三款至第七

款之收入為財源支應因公派

員出國案件，並由學校自行依

所訂要點審核。 

校長因公出國案件，仍應依

「教育部及所屬機關學校因公

派員出國案件處理要點」第五

點規定辦理。 

研究發展處應訂定因公派員出

國案件處理要點，提報管理委

員會審議通過後，報教育部備

查。 

1. 依 教 育 部

94.10.25 台

高(三)字第

0940142288

號函修正。 

2. 修正「報教育

部備查」為

「送校務會

議核備」 

3.  「本校因公

派員出國案

件處理要點」

業經 96年 12

月 26日 96學

年度第 2 次

校務會議修

訂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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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 97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紀錄 

時間：97年 10月 29日（星期三）上午 9時 

地點：成功校區圖書館 B1會議廳 

出席：如附件 1,p6 

主席：賴校長明詔                                     記錄：江芬芬 

壹、頒獎 

一、本校榮譽教授：王國照教授 

二、國科會 97年度吳大猷先生紀念獎：李澤民副教授、陳政芳助理教授、陳柏熹講師 

貳、選舉 

一、校務發展委員會： 

王文霞、仇小屏、閔振發、張祖恩、趙怡欽、方ㄧ匡、洪茂峰、林以行、丁仁方、黃玲

惠計 10位（任期 2年）。 

二、經費稽核委員會： 

劉開鈴、閔振發、黃玲惠、李森墉、施明璋、張克勤、吳宗憲、江哲銘、楊明宗、賴明

德、于富雲計 11位（任期 1年）。 

三、宿舍配借管理委員會： 

劉開鈴、王健文、閔振發、鄭靜、方ㄧ匡、高家俊、陳建富、吳宗憲、王泰裕、楊明宗、

賴明德、賴明亮、丁仁方、于富雲、陳虹樺、黃玲惠、江哲銘、謝孟達、黃正智計 19位

（任期 1年）。 

上述各委員會當選委員請人事室辦理發聘。 

參、報告事項： 

一、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附件 2, p7) 

二、主席報告： 

過去 2年來經由全體同仁的努力，本校在各方面都有長足的進步。但要再進一步突

破現狀，除了更努力之外，我們還需要增聘更多卓越的人才，或借重國際知名的學者來為

我們注入新血，因此延攬傑出教師來校服務是本校下階段要推動的重要目標。 

教學 、研究、服務為教師的職責，本校雖然旨在成為研究型大學，但也同樣重視教

學。10月 28日我們成立了「國立成功大學教學卓越教師學會」，以表揚熱心教學的優良

教師、肯定教學成果，並鼓勵所有教師投入教學，培育社會菁英。 

教育部經費補助的方式已由多少員額多少經費，改為一定經費交由學校自行調整運

用。要成為一流大學，我們必須發展特色領域，在各領域間有所取捨，這是衝擊到系所整

併的重要原因，也是現今高等教育所面臨的嚴肅課題。在教育部評鑑之前，請各學院把握

這最佳時機，審慎思考整併相關系所的問題。 

三、各一級單位及各委員會報告：(書面資料已分送請參閱) 

四、經費稽核委員會決議事項回覆報告 － 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略） 

肆、討論事項：  

第一案                                  提案單位：校長交議案  

案由：本校 97、98學年度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委員，業經由校長遴選，依規定須提經校務

會議同意後聘任之。名單如說明四，提請  公決。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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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據本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二條規定辦理。 

二、前項規定為： 

本委員會由校長任召集人，另由校長遴選六至十四位委員提經校務會議同意後聘任

之，任期兩年並得連任。新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選舉產生新任委員前由上屆委員

繼續執行任務。委員中不兼行政職務之教師代表不得少於三分之一，必要時得聘請

校外專業人士參與。 

教師會得向校長推薦委員人選。 

      三、廖美玉委員係教師會推薦之委員。 

四、校長遴選之委員名單如下： 

行政主管：黃煌煇副校長、湯銘哲教務長、陳景文總務長、 

孫永年特聘教授、張有恆院長、李丁進主任 

教授代表：翁嘉聲教授、簡錦樹教授、張祖恩教授、賴榮平教授、 

林清河特聘教授、賴明亮教授、吳天賞特聘教授 

擬辦：上述委員名單經校務會議同意後，請人事室發聘。 

決議：經投票行使同意權結果，遴選委員均獲出席代表過半數同意，通過。請人事室辦理

發聘。 

 

第二案                                        提案單位：校長交議案 

案由：本校 97學年度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委員中，學校行政人員一人原遴選前通識中心主

任利德江教授擔任，並經校務會議同意。今因利前主任自 97年 8月 1日起已卸下

行政職務，茲另補遴選附設高工校務主任詹錢登教授(水利系教授兼)擔任行政人員

代表，並提經校務會議同意後聘請之。 

說明：依據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要點第二點（一）、（二）規定辦理： 

(一)本會由下列人員(1)教授代表十人(2)法律學者一人(3)教育學者一人(4)學校行

政人員一人(5)本校教師會代表一人(6)社會公正人士一人共計十五人組成。其中

未兼行政職務之教師不得少於總額三分之二，且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

之一以上。 

(二)本會委員為無給職。教授代表由各院院務會議先就該院未兼行政職之專任教授中

推薦二位（男女性各一人為原則），由校務會議推選之（性別條件優先滿足、各

學院保障名額各一人）；教師會代表一人由本校教師會推薦之；其他委員由校長

遴選（任一性別委員各一至二人）並經校務會議同意後聘請之。各委員之任期二

年（至新學年之代表產生為止），連選得連任之。 

擬辦：校務會議同意後聘請之，任期至 98學年度新任委員產生為止。 

決議：經投票行使同意權結果，遴選委員均獲出席代表過半數同意，通過。請人事室辦理

發聘。 

 

第三案                                        提案單位：文學院 

案由：擬修訂本校文學院語言中心組織定位（議程附件 1），新訂「國立成功大學文學院華

語中心設置辦法」（議程附件 2）及「國立成功大學文學院外語中心設置辦法」（議

程附件 3），同步廢止「國立成功大學文學院語言中心設置辦法」（議程附件 4），並

修訂本校組織規程第十條（議程附件 5），提請  討論。 

說明： 

一、背景說明、各國立大學語言中心之組織現況、本校語言中心之組織現況與願景，詳

如附件一。 

二、已於 96年 1月 23日召開之 95學年度文學院第 1學期第 6次院務會議審議並決議：

「通過，將目前外文組及中文組分別提昇為外語中心與華語中心，各設主任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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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屬二級單位，仍隸屬文學院。同時由兩組進行細節之組織規劃，提案送請學校相

關會議討論審議。」 

三、經提 97年 10月 15日 97學年度第 1次校務發展委員會討論，並決議：「原則同意文

學院語言中心外文組與中文組分別提昇為外語中心與華語中心，均為隸屬文學院之

二級單位。修訂後提請校務會議討論。」 

擬辦：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請研發處配合修訂組織規程，並報教育部通過後實施。 

決議：修正通過本校「文學院華語中心設置辦法」（附件 4,p16）、「文學院外語中心設置辦

法」（附件 5,p17） 及組織規程第十條（附件 6,p18），並廢止「文學院語言中心設置

辦法」。 

 

第四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修正本校「榮譽教授設置要點」第二點及第三點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如議程

附件 6，提請  討論。 

說明：擬修訂本校「榮譽教授設置要點」之被推薦者資格及年度受理推薦期間。 

擬辦：擬通過後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本校「榮譽教授設置要點」（附件 7,p19）。 

 

第五案 提案單位：人事室、教務處  

案由：修正本校各學院、學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 2條條文，修正草案條文

對照表（如議程附件 7、8），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本案業經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 97年 5月 27日 96學年度第 7次會議、97年 7月 14

日 96學年度第 9次會議、97年 9月 4日 97學年度第 1次會議討論通過。 

二、本次修正重點及理由如下： 

    確立教師奉准留職停薪等期間，不得擔任教評委員；所遺任期應由候補委員遞補之

機制。 

（一）依教育部 97年 8月 8日台人（一）字第 0970148966號函示規定：大學專任教師

於借調留職停薪期間如確未實際在校任教、服務，尚無法瞭解校內教師表現並據

以執行審議教師聘任、升等、停聘、解聘、不續聘及資遣原因之認定等事項，爰

仍不宜擔任教評會委員，以杜爭議。 

（二）查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業已明文規範，推選委員奉准借調留職停薪期

間，所遺任期應由候補委員遞補之機制。 

     （三）茲期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組成更臻完備，爰配合修正案揭辦法如議程附件 7、8。 

三、檢附現行本校各學院、學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全文（如議程附件 9、

10）。 

擬辦：本案討論通過後實施。 

決議：修正通過本校「學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附件 8,p21）及 「學院教

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附件 9,p24）。 

附帶決議：上述 2設置辦法第 6條「…非經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請教評會參

考會議規範第 58條對於空白及廢票之計算再予研議。 

 

第六案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修正本校組織規程第 12條、第 30條及第 32條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如議程

附件 11)，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本案業分別提經本校 97年 9月 24日第 662次主管會報及 97年 7月 14日第 9次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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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評會審議通過。 

二、修正本校組織規程第 12條： 

(一)上開條文原規定，本校附設高工之組織規程須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報請教育部核

定。 

(二)經查進修學校相關適用法規業於「補習及進修教育法」及「高級中等進修學校員

額編制標準」等規定中明定，教育部中部辦公室亦依上開規定核給本校附設高

工進修學校員額編制表。是以，各進修學校已毋需另訂組織規程，爰予配合修

正。 

三、修正本校組織規程第 30條： 

(一)上開條文原規定，本校編制內教師及研究人員聘兼各級行政、學術主管之資格及

聘期。 

(二)茲因教育部 97年 9月 9日台高(一)字第 0970158519號函，放寬國立大學以校務

基金自籌經費遴聘之專案教師或研究人員（編制外人員），具兼任學校學術或行

政主管之資格，為期延攬更優秀人才至本校服務並得兼任學術或行政主管職

務，爰予配合修正。 

四、修正本校組織規程第 32條： 

(一)上開條文原規定，各系（所）推選教評會委員未達六位專任教授時，始得選聘系

（所）外教授或本系（所）副教授擔任委員；惟因系(所)現有教授雖達 6人以上，

在扣除借調、休假研究之教授後，即有不足之情形，滋生解釋上之困擾。 

(二)為期各系（所）教評會委員組成方式及推選機制，更臻周妥，爰修正為：符合遴

選資格之教授人數未達應推選總數之系（所），始得選聘系（所）外教授或本系

（所）副教授擔任委員。 

擬辦：本案討論通過後報部核定。 

決議：照案通過，修正條文對照表（附件 10,p27） 

 

第七案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訂定本校專案助教進用要點草案總說明及對照表（如議程附件 12），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本案業經本校 97年 9月 24日第 662次主管會報討論通過。 

二、本校應臨床、實驗課程教學需要，特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十五條、教育部部頒國

立大學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實施原則、本校組織規程第四十

一條及有關法令規定，研訂本要點草案如上。 

擬辦：本案討論通過後實施。 

決議：修正通過本校「專案助教進用要點」（附件 11,p29） 

 

第八案 提案單位：文學院、社會科學院、教務處、人事室 

案由：修正本校人文社會科學中心設置辦法第 4條及第 7條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如

議程附件 13），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本案業經本校 97年 7月 16日第 659次主管會報討論通過。 

二、本次修正重點及理由如下： 

（一）增列「教師」進用類別 

本中心人員進用類別增列「教師」乙項，俾藉延攬人才多元化機制，達業務跨領

域發展之目標。 

（二）增列『教師全時擔任研究學者期間，經專案簽准得免授鐘點』之規定 

1.本校申請教育部「辦理補助大學校院設置人文社會科學中心計畫」經審查列為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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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學校，並經該部 97年 5月 30日台顧字第 0970098184C號函核復審查意見以：

「校內專任研究學者之全時間研究、免授課及參與中心計畫教師減授鐘點等相關

法規尚待訂定或修訂」在案。嗣經會請教務處表示以，近期將依上開審查意旨，

配合修正本校教師授課相關規定，合予敘明。 

2.今為期本校申請之教育部補助設立人文社會科學中心計畫得以順利推展並符規

定，爰依前開部函核復意見，研修案揭辦法如附件對照表。 

三、檢附本校現行之前開人文社會科學中心設置辦法乙份（如議程附件 14），請  參閱。 

擬辦：本案討論通過後實施。 

決議：修正通過本校「人文社會科學中心設置辦法」（附件 12,p34） 

  

伍、臨時動議： 

第一案  提案人：黃玲惠教授 

案由：為以國立成功大學之名申請國際專利（PTC）案，能否在美成立辦事處，藉以透過美

國申請專利。 

決議：請研究發展處進行了解。 

第二案  提案人：丁仁方教授 

案由：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涉及許多的管理規範，建議校長增加遴選富有財經、法律相關

背景的委員，健全管理委員會。 

決議：請秘書室研議辦理。 

第三案  提案人：徐畢卿學務長 

案由：外籍學生未持有本國駕照衍生行的安全問題。 

決議：請國際事務處加強交通安全宣導；學務處安排考照指導及彙集學生之外國駕照送台

北換發本國駕照。 

 

陸、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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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國立成功大學 97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出(列)席名單 

時間：97年 10月 29日上午 9時 

地點：成功校區圖書館 B1會議廳 

出席：黃煌煇  湯銘哲  徐畢卿  陳景文  曾永華  蘇慧貞（黃正弘代）   

李偉賢（陳雅珍代）陳昌明 陳益源 劉開玲 李育霖 林正洪  閔振發

傅永貴（柯文峰代）鄭靜（閔振發代）陳家駒 黃得時 葉晨聖（黃耿祥代）  

許正餘（許瑞榮代）郭宗枋 張素瓊 陳虹樺  曾淑芬  黃玲惠 吳文騰 

林大惠（方晶晶代）  李森墉（陳國聲代）   陳進成  林再興  廖峻德  

黃啟祥  朱聖浩  高家俊（黃清哲代） 楊澤民  黃正能 楊名  葉宣顯  

張祖恩  溫志勇  張克勤  陳家進  李旺龍  莊士賢 李清庭 詹寶珠 

陳建富  王振興  陳志方  黃勝廣 徐明福 葉光毅 張有恆 王泰裕 

陳文字  陳正忠 楊明宗 王萬成  蔡佳良  林其和 黃朝慶  張志欽 

陳志鴻（蔡森田代） 任卓穎（郭余民代） 賴明德（陳昌熙代） 黃美智 

張權發  吳俊忠  林啓禎  賴明亮  郭余民  張智仁  丁仁方 王苓華 

許育典（王效文代）李劍如 陳廣明  黃正智 黃信復 李金駿 林伯雍 

王德瀛  劉茂宏  郭修賢  郭建霆  賴才傑  劉思麟  朱禮伶 

列席：楊明宗 王三慶 張高評 楊瑞珍 謝文真 張丁財 李丁進（石金鳳代） 

謝錫堃 蕭世裕（蔡沔潓代） 林仁輝 楊惠郎 顏鴻森（陳恆安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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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國立成功大學 96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表 
97年 10月 29日 

決議案摘要 承辦單位執行情形 
第一案 
案由：本校 98學年度申請增設、調整系、所、班、組

及招生名額案，提請  討論。 
決議： 

ㄧ、系所分組及停招案照案通過。 
二、一系多所整併案，工設系撤案，中文系照案通過。有意願

整併之系所請於下學期最後ㄧ次校務發展委員會前提出

申請。 

第二案                                       
案由：「國立成功大學學院院長遴選作業準則」修正草

案，提請  討論。 
決議：修正通過「國立成功大學學院院長遴選作業準

則」。 
第三案                                       
案由：擬於學務處現有組織架構下，將生活輔導組的

業務「宿舍行政與管理」獨立，另成立住宿服
務組，提請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學生事務處成立住宿服務組。 

第四案 
案由：本校 97學年度學雜費調整案，提請   討論。 
決議：討論通過採取方案一，學雜費調漲 2.88%。 

第五案 

案由：國立成功大學講座設置要點第五、九、

十點修正草案，提請  討論。  
決議：修正通過「國立成功大學講座設置要

點」。  
第六案 
案由：國立成功大學名譽博士學位審查委員會

設置辦法修正草案，提請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國立成功大學名譽博士學位

審查委員會設置要點」。  
第七案  
案由：國立成功大學名譽教授榮銜授予辦法修正草

案，提請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國立成功大學名譽教授致聘

要點」。  
第八案 
案由：「國立成功大學海外回國任教教師臨時眷舍借住

管理辦法」第 2條、第 10條修正草案，提請  討
論。 

決議：照案通過「國立成功大學海外回國任教教師臨時

眷舍借住管理辦法」。 

教務處： 
1.本案業於 97.6.30.成大教字第
0970003724函報部。並業奉教育部
97.9.26. 台 高 ( 一 ) 字 第
0970187952A號函核定通過。 
2.函請各學院及相關系所如有一系
多所之系所合一整併案，計畫書請
經相關系、所及院務會議通過後，
於本（97）年 11月底前擲交教務處
彙整提下次校務發展委員會討論。 
 
研發處：已將新修訂辦法公佈於網
頁，並函知各學院酌處。 
 
 
學務處 :組織規程修訂業已於
97.8.25 奉教育部台高(二)字第
0970165324號函核定. 
  
 
教務處：報部審查，不同意調漲。 
 
 
 
教務處：照案辦理。 
 
 
 
 
教務處：照案辦理。 

 

 

 

 

教務處：照案辦理。 
 
 
 
 
 
總務處：照案辦理，並已上網公佈
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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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案 
案由：擬訂「國立成功大學聘請教師兼任非編制職

務實施要點」(草案)，提請  討論。 

決議：修正通過「國立成功大學聘請教師兼

任非編制職務實施要點」。  

 
第十案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專案教學人員
及研究人員實施要點」及其附表契約書，
修正規定對照表，提請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專案
教學人員及研究人員實施要點」及其附表契
約書。 

 
第十一案                             

案由：國立成功大學學則部分條文修正草

案，提請   討論。  
決議：修正通過「國立成功大學學則」，報部核

備後自 97學年度第 1學期起實施。 
 

第十二案         
案由：本校研究生章程第十三條條文修正草案，

提請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國立成功大學研究生章

程」，報部核備後自 97 學年度第 1 學

期起實施。  
 
第十三案                             

案由：擬修訂「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及監
督辦法」第 8 條、第 18 條，修正對照表，
提請  討論。（書面徵詢案） 

決議：照案通過「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及
監督辦法」。 

 

臨時動議： 
第一案                                           
案由：研究生與指導教授需建立「指導教授與研

究生互動規範」，提請  討論。 
決議：此種規範宜由各院訂定，請教務處酌處。 
 
第二案                                           
案由：工學院及電資學院的工程認證需辦理網路

問卷，擬請電算中心協助進行。 

決議：請主任秘書協調處理。  

 
人事室：業經教育部 97.10.7台高(三)
字第 0970198815號函同意備查，並登
載於人事室網頁公告周知。 
 
 
 
 
人事室：新修正之要點全文業於
97.7.8以成大人室(ㄧ)字第 595號函
轉知各單位，並登載於人室室網頁公
告周知。 
 
 
 
 
教務處：依決議辦理。 
 
 
 
 
 
教務處：依決議辦理。 
 
 
 
 
 
 
 
秘書室：本案已以 97.7.9成大秘字第
0970003859號函報部，並業奉教育部
97.10.7台高(三)字第 0970198815號
函修正後核備。已依教育部函示修改
第 36條條文對照表，如附件 3, p 9。 
 
 

 

教務處：函請未訂定互動規範之
學系儘速訂定。  

 
 
 
計網中心：本中心於 95年起提供電機
系工程認證資料庫之協助，系統部分
為電機系自行開發，95年化工系曾使
用電機系開發的工程認證問卷系統。
若各系所有需求，可提需求單至本中
心。關於工程認證由本中心承接一
案，本中心正著手進行了解，惟目前
尚未有單位提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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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 

94年 3月 30日 93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延會通過 

奉教育部 94年 10月 25日台高(三)字第 0940142288號函核備 

94年 12月 28日 94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奉教育部 95年 5月 2日台高(三)字第 0950062186號函核備 

95年 6月 21日 94學年度第 5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6年 7月 5日 95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延會修正通過 

奉教育部 96年 8月 28日台高(三)字第 0960132093號函修正後核備 

96年 10月 3日 96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6年 12月 26日 96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正通過 

奉教育部 97年 4月 25日台高(三)字第 0970063843號函核備 

97年 6月 25日 96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正通過 

奉教育部 97年 10 月 07日台高（三）字第 0970198815號函修正後核備 

 

第一條 為因應高等教育發展趨勢，提升教育品質，增進教育績效，特設置「國
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以下簡稱本基金)。 

第二條 為有效運用、管理及監督本基金，以協助校務之推動，特依「國立大學
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及教育部訂頒之「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
及監督辦法」之相關規定，訂定「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
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三條 本基金之收入來源如下： 
一 政府編列預算撥付：由教育部依預算程序編列撥付學校之經費。 

二 學雜費收入：每學期依教育部規定之收費標準，向註冊學生收取之
學費及雜費收入。 

三 推廣教育收入：依推廣教育實施辦法之規定辦理推廣教育及研習、
訓練等班次所收取之收入。 

四 建教合作收入：為外界提供訓練、研究及設計等服務所獲得之收入。 

五 場地設備管理收入：提供場所及設施等所收取之收入。 

六 捐贈收入：無償收受動產、不動產及其他一切有財產價值之權利或
債務之減少。 

七 投資取得之收益：依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第七條之一及
本辦法第二十三條規定所投資取得之有關收益。 

八 其他收入：不屬於上述各款之自籌收入。 

第四條 為落實本基金之有效管理及彈性運用，設置「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管
理委員會」 (以下簡稱管理委員會) 管理之。 

管理委員會置委員七人至十五人，由校長任召集人，其中不兼行政職務
之教師代表不得少於三分之一，必要時得聘請校外專業人士參與。委員
任期二年，由校長遴選提經校務會議同意後聘任之。 

管理委員會之設置要點另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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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管理委員會之任務如下： 
一 學校教學、研究及推廣所需財源之規劃。 

二 學校建築及工程興建所需財源之規劃。 

三 校務基金年度概算擬編之審議。 

四 校務基金開源措施之審議。 

五 校務基金經濟有效節流措施之審議。 

六 校務基金經費收支及運用之績效考核。 

七 第三條第三款至第七款收支管理規定之審議。 

八 其他關於校務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事項之審議。 

第六條 管理委員會得視任務之需要，分組辦事；所需工作人員，由學校現有人
員派兼為原則。但為使校務基金之收支、保管及運用發揮最大經濟效益，
得進用專業人員若干人，其權利、義務、待遇及福利，依學校法令規定，
由學校於契約中明定之。 

管理委員會每學期至少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 

管理委員會召開會議時，得請相關人員列席。 

第七條  本基金有關年度預算編製及執行、決算編造，除第三條第三款至第七  款
之有關收入，應依本辦法之相關規定另訂收支管理要點運作之，並受教
育部監督外，應依預算法、會計法、決算法、審計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
理。 

第八條 前條之收支管理規定，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 編制內教師本薪(年功薪)、加給以外之給與及編制外人員之人事費支
應原則。 

二 行政人員辦理第三條第三款至第七款之自籌收入業務有績效者之工作
酬勞支應原則。 

三 講座經費支應原則。 
四 教師教學及學術研究獎勵支應原則。   
五 出國旅費支應原則。 
六 公務車輛之增購、汰換及全時租賃支應原則。 
七 新興工程支應原則。 
八 因應自償性支出之舉借及其償還財源之控管機制。 

九 其他應規範經費之原則。 

前項第一款至第四款之給與，應在不造成學校虧損及國庫負擔前提下，及
不超過 5項自籌收入及學雜費收入兩項總和之 50﹪比率上限範圍辦理，其
支給基準另定之。惟上述第二款行政人員之工作酬勞，得由業務單位主管
提出申請，經行政程序簽奉校長核准後於 5項自籌收入中支給，每月支給
之工作酬勞，由人事室、總務處控管，以不超過其專業加給之 60﹪比率為
限。 

第九條 第三條第二款至第七款之自籌收入，在第八條第二項之上限範圍內，得對
符合下列條件之編制內教師，給予本薪(年功薪)、加給以外之給與： 
一 講座教授。 

二 特聘教授。 

三 非編制之行政或學術兼職。 

四 特殊任務編組之委員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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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接受學校委託辦理專題研究者。 

六 持有技術股票作價之報酬。 

七 其他經管理委員會同意之給與。 

前項各款中應另訂支給基準，經管理委員會及校務會議通過後，報奉教育
部核備實施。 

第十條 第三條第二款至第七款之自籌收入，在第八條第二項之比率上限範圍內，
得聘僱下列編制外人員，以提昇學術水準及協助校務之運作。 
一 國外傑出學者。 

二 專案計畫教學人員。 

三 專案計畫研究人員。 

四 專案計畫工作人員。 

五 專案經理人員。 

六 專業經理人員。 

七 兼任專家及顧問。 

八 博士後研究人員。  

九 工讀生。 

十 其他經循行政程序簽准僱用之短期臨時人員。 

前項各款所置之人員應另訂支給基準，經管理委員會通過後，報奉教育部
核備實施。 

第十一條 第三條第三款之推廣教育收入，應衡量使用學校資源情形，由學校先從
收入總額中適當提列行政管理費。 

專案申請之學分班及非學分班，屬自辦班別者，應按計畫經費總金額中
提列 27%管理費；屬政府機關及公民營機構委託之班別，依委託單位之
規定提列，惟未及 27%時，應另編場地及水電等相關費用補足；外業班
別得按計畫經費總金額提列 15%管理費。 

如開班辦理在職訓練、技術人力養成訓練、專門技術訓練、代辦實習等
人員交流訓練案，在校內舉辦之內業至少應編列 27%管理費；在校外舉
辦之外業至少應編列 11.5%管理費。 

管理費經校長核准者，標準得降低之。 

第十二條 前條推廣教育所提列之 27%行政管理費，授權支用之比率為學校 20/27，
學院或研究總中心 1/27，系所或研究中心 6/27。 

推廣教育班之經費若有節餘，在補足應繳之計畫總金額 27%管理費後，
其節餘款由推廣教育開班單位繼續使用。 

教務處應訂定推廣教育收入收支管理要點，經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送
行政會議核備後，報教育部備查。 

第十三條 第三條第四款之建教合作收入，應衡量使用學校資源情形，適當提列行
政管理費。 

政府機關及公民營機構委託之專題研究計畫，應按計畫經費總金額編列
至少 17%管理費；但政府機關另訂有管理費標準者，不在此限。服務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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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驗、調查及人員交流訓練案之管理費編列比率，由研究發展處另訂辦
法規範，經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送行政會議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特殊案件之管理費經校長核准者，標準得降低之。 

第十四條 各建教合作計畫案管理費先提列 10﹪作為圖書館書刊經費後，依適當比
例授權支用： 

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於扣除就地審計費後，支用比率為學校 60%，學院
及研究總中心 3%，系所及研究中心 37%。 

公民營機構委託之專題研究計畫案、以計畫書簽約之服務性試驗及調查
案、以建教合作案方式舉辦之學術研討會，此三類之支用比率為學校
59%(10/17)，學院及研究總中心 6%(1/17)，系所及研究中心 35%(6/17)。 

屬內業之服務性試驗及調查案之支用比率為學校 90%(18/20)，學院及研
究總中心 10% (2/20)；屬外業之服務性試驗及調查案之支用比率為學校
91%(5/5.5)，學院及研究總中心 9%(0.5/5.5)。 

屬內業之人員交流訓練案之支用比率為學校 74%(20/27)，學院
4%(1/27)，系所及研究中心 22%(6/27)；屬外業之人員交流訓練案之支
用比率為學校 44%(5/11.5)，學院 4%(0.5/11.5)，系所及研究中心
52%(6/11.5)。 

第十五條 各建教合作計畫案執行結案後之節餘款，凡已提足 17%以上之管理費者
由計畫主持人依規定運用；未提足 17%者，則於依規定方式補足差額後
之節餘款運用之。 

補提之管理費依前條第三項之方式分配予學校、學院及總中心、系所及
研究中心。 

研究發展處應訂定建教合作收入收支管理要點，經管理委員會審議通
過，送行政會議核備後，報教育部備查。 

第十六條 第三條第五款之場地設備管理收入，其由學校控管者應由學校統籌運
用；由學院或研究總中心、系所或研究中心等單位控管者，於該項收入
總額提成 20%為學校管理費，80%分配至管理單位運用。 

場地設備管理收入須負擔稅負時，應於該項收入總額先行扣除後，再依
前項比率分配。 

總務處應訂定場地設備管理收入收支管理要點，經管理委員會審議通
過，送行政會議核備後，報教育部備查。 

第十七條 第三條第三款至第七款之自籌收入，得對下列事項予以鼓勵，表現優異
之行政及學術單位，或教職員工個人，得給與適度之經費或獎金，以獎
勵教學、研究或服務之傑出表現： 

一 國內外學術活動。 
二 學術研究。 
三 教學特優。 
四 產學合作或技術移轉成果特優。 
五 績優教職員工。 
六 行政革新績效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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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其他經管理委員會同意之獎勵。 

前項第一款至第六款中之各事項應訂定鼓勵或獎勵要點，經管理委員會
及校內相關會議通過後實施。 

第十八條 為推廣國際化，鼓勵教職員出國觀摩及參與學術活動，得以第三條第三
款至第七款之收入為財源支應因公派員出國案件，並由學校自行依所訂
要點審核。 

校長因公出國案件，仍應依「教育部及所屬機關學校因公派員出國案件
處理要點」第五點規定辦理。 

研究發展處應訂定因公派員出國案件處理要點，提報管理委員會審議通
過後，送校務會議核備。 

第十九條 為合理使用公務車輛，得彈性運用第三條第三款至第七款之收入為財
源，增購、汰換及全時租賃公務車輛。 

總務處應訂定公務車輛之使用、租賃要點，經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送
行政會議核備後，報教育部備查。 

第二十條 為有效安排新興工程規劃，及促進民間投資，節省政府之預算撥付，可
彈性運用第三條第三款至第七款之收入為財源，支應學校之新興工程。 

總務處應訂定新興工程之支應辦法，經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送校務會
議核備後，報教育部備查。 

第二十一條 為有效進行財務規劃，並因應自償性之宿舍、停車場、醫院等類型建
設工程或管理營運之支出，除可彈性運用第三條第三款至第七款之收
入及歷年基金盈餘為財源外，經管理委員會之審議通過後，得向金融
機構舉借。 

財務處應會同總務處就舉債控管、確保債務清償及債務無法清償之因
應措施等，訂定自償性支出之控管機制辦法，經管理委員會審議通
過，送校務會議核備後，報教育部備查。 

第二十二條 學校收受之捐贈，應全數撥充校務基金，未指定用途之捐贈收入，由
學校統籌運用；收受指定用途之捐贈，其用途應與學校校務有關。 

收受之捐贈收入為現金時，應確實交付學校收受；為現金以外者，應
確實點交，屬不動產者，應由保管組辦妥所有權移轉登記。 

非由學校全權管控之指定捐贈收入，除經校長核准者外，一律提撥 5%
之行政管理費。 

學校收受之捐贈，不得與贈與人有不當利益之聯結。 

學校對熱心捐贈者，得比照教育部訂頒之「捐資教育事業獎勵辦法」
予以適當之獎勵。 

第二十三條 為充裕校務基金之財源，得將校務基金投資於下列項目： 

一 存放公民營金融機構。 
二 購買公債、國庫券或其他短期票券。 
三 投資於與校務或研究相關之公司與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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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其他具有收益性及安全性，並有助於增進效益之投資。 

投資取得之收益，應全數撥充校務基金統籌運用。 

第二十四條 前條第三款及第四款投資資金之來源如下： 

一 以研究成果或技術作價無償取得之股權。 
二 捐贈收入及歷年基金之盈餘。  
三 其他之法令未限制之經費來源。 

第二十五條 為使校務基金之收入及運用發揮最大經濟效益，管理委員會置執行長
一人，由財務長兼任之，負責第二十三條之相關投資事宜。 

第二十六條 財務處須擬訂每年度之財務調度及第二十三條各款之投資計畫，經管
理委員會通過後執行之；並於管理委員會及校務會議中報告執行情
形。 

本委員會召開會議時，財務長須列席報告校務基金資金運作情形。 

第二十七條 管理委員會對超過新臺幣伍仟萬元以上之第二十三條投資案，認為必
要時得聘請專業之機構及人員協助評估。 

第二十八條 學校在預算執行期間，因市況變動及業務之實際需要，需動用基金盈
餘，增加管理及總務費用之支出，或辦理非計畫型及計畫型之資本支
出，則須提經管理委員會之同意，專案報教育部核定或核轉行政核定
後辦理，並補辦預算。 

第二十九條 為監督校務基金之收支、保管及運用，於校務會議下設置「國立成功
大學經費稽核委員會」監督之。 

經費稽核委員會置委員七人至十五人，由校務會議成員推選產生。但
管理委員會之成員、總務及會計相關人員，不得擔任經費稽核委員會
之委員。 

經費稽核委員會所需工作人員，由學校現有人員派兼之。 

經費稽核委員會設置要點另訂之。 

第三十條 經費稽核委員會之任務如下： 

一 學校教學、研究及推廣計畫財務運用之事後稽核。 
二 校區建築與工程興建計畫、發包及執行等經費運用之事後稽核。 
三 各項經費收支及現金出納處理情形之事後稽核。 
四 校務基金年度決算之稽核。 
五 學校資產增置、擴充及改良等事項之事後稽核。 
六 校務基金經濟有效利用及開源節流措施之事後稽核。 
七 其他經費之事後稽核事項。 

前項稽核事項，以任期內發生與經費運用有關事項為限。但該事項涉及
以前任期者，不在此限。 

第三十一條 經費稽核委員會每學期至少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召開臨時會。 

經費稽核委員會召開會議時，得視稽核事項之需要，邀請管理委員會
或校內相關單位派員列席。 

經費稽核委員會得經委員會之決議，請管理委員會或校內相關單位提
供必要之資料以供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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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稽核委員會應於校務會議中提出有關校務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
之稽核報報告。 

第三十二條 第三條第三款至第七款所定各種收入之收支情形，應由相關主管人
員、經費執行人員、使用及保管資產人員，負其執行預算、保管及使
用資產之相關責任，並由會計人員負責帳務處理及彙編財務報表。 

第三十三條 第三條第三款至第七款所定各種收入之收支、保管及運用，應設置專
帳處理，經費收支應有合法憑證，並依規定年限保存；建教合作收支，
應依建教合作機構之規定或契約辦理。 

前項所列各項收入之收支預計表、收支決算表，連同相關書表及全校
收支財務報表，應送教育部備查，並依相關規定上網公告，及接受教
育部派員或委請會計師查核。 

第三十四條 各行政及學術之第一、二級單位，就第三條第三款至第七款該單位歷
年之自行控管財源，得自訂相關管理辦法或專案申請，經管理委員會
通過後，執行本辦法第八條各款之規定事宜。 

第三十五條 各行政單位及院、系所中心等分配運用經費，未用罄之經費得延至次
一年度繼續使用。 

第三十六條 本辦法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報奉教育部核備後實施，修正時
亦同。 

 

 

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部份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訂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三十六條 本辦法經校務基

金管理委員會通過，報奉

教育部核備後實施，修正

時亦同。 

第三十六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

議通過，報奉教育部核定

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依教育部

97.10.7台高

(三)字第

0970198815號

函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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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國立成功大學文學院華語中心設置辦法 

97.10.29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第一條  為因應本校國際化需求，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十條設立「文學院華語中心」（以下簡

稱本中心），並訂定「國立成功大學文學院華語中心設置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中心之任務為發展語言教學及學術研究，其職掌如下： 

    一、因應學校國際化政策，負責本校外籍人士/學生之華語課程。          

     二、負責外籍人士/學生之華語推廣教學。 

  三、與國外大學合作，開設多元課程，積極推展華語文教學。 

  四、配合國家政策及學校發展，培養優秀之教學與研究人才。 

  五、編撰華語教材、有聲書籍及華語能力測驗。 

第三條  因業務推廣需要，華語中心置主任一人，由院長推薦文學院副教授以上教師，陳請校

長聘兼之，任期三年，得續聘一次。 

第四條  中心之經費收支，以自給自足為原則，並接受華語中心諮詢委員會之指導。 

第五條  本辦法提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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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國立成功大學文學院外語中心設置辦法 

97.10.29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第一條  為因應本校國際化需求，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十條設立「文學院外語中心」（以下簡

稱本中心），並訂定「國立成功大學文學院外語中心設置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中心之任務為發展語言教學及學術研究，其職掌如下： 

  一、全校英測相關事宜。 

  二、協助外文系大一二英語教學。 

  三、推廣教育各類外語進修班。 

  四、各種國際性及全國性英語檢測南部地區試務。 

  五、提供英文論文校稿服務。 

第三條  因業務推廣需要，外語中心置主任一人，由院長推薦文學院副教授以上教師，陳請校

長聘兼之，任期三年，得續聘一次。 

第四條  中心之經費收支，以自給自足為原則，並接受外語中心諮詢委員會之指導。 

第五條  本辦法提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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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本校組織規程第 10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第十條 

教務處、研究發展處、研究總中心及各學院因

教學、研究、推廣之需，設下列附屬單位： 

一、教務處： 

(一)進修推廣教育中心：置主任一人，負責學

校各項進修、推廣教育之教學、規劃、學

籍及計劃審核。 

(二)師資培育中心：置主任一人，負責中等學

校師培之招生與課程規劃、實習、就業及

地方教育之輔導業務。 

二、研究發展處：設儀器設備中心，置主任一

人，負責學校共用貴重儀器設備之管理、

運作、支援研究、技術諮詢、訓練與維修

事項 。 

三、研究總中心：設航空太空科技研究中心，

置主任一人，負責綜理與規劃航太科技研

發與產學合作事項。 

四、文學院： 

(一)華語中心：置主任一人，負責中心政策釐

訂事項。 

(二)外語中心：置主任一人，負責中心政策釐

訂事項。 

五、工學院： 

(一)機械實習工廠：置主任一人，負責提供實

作訓練及技術諮詢事項。 

(二)化工實習工廠，置主任一人，負責提供實

作訓練及技術諮詢事項。 

六、電機資訊學院：設電機實習工廠，置主任

一人，負責提供實作訓練及技術諮詢事項。 

七、醫學院： 

(一)視聽媒體製作中心：置主任一人，負責督

導中心之各項業務事項。 

(二)動物中心：置主任一人，負責中心之管理

及營運事項。 

(三)附設醫院。 

本條文所列單位得視業務需要置職員及稀少性

科技人員等若干人。 

本條文所列醫學院之附設醫院組織規程，經校

務會議通過後，報請教育部核定。 

第十條 

教務處、研究發展處、研究總中心及各

學院因教學、研究、推廣之需，設下列

附屬單位： 

一、教務處： 

(一)進修推廣教育中心：置主任一人，

負責學校各項進修、推廣教育之教

學、規劃、學籍及計劃審核。 

(二)師資培育中心：置主任一人，負責

中等學校師培之招生與課程規劃、

實習、就業及地方教育之輔導業務。 

二、研究發展處：設儀器設備中心，置

主任一人，負責學校共用貴重儀器

設備之管理、運作、支援研究、技

術諮詢、訓練與維修事項 。 

三、研究總中心：設航空太空科技研究

中心，置主任一人，負責綜理與規

劃航太科技研發與產學合作事項。 

四、文學院：設語言中心，置主任一人，

負責中心政策釐訂事項。 

五、工學院： 

(一)機械實習工廠：置主任一人，負責

提供實作訓練及技術諮詢事項。 

(二)化工實習工廠，置主任一人，負責

提供實作訓練及技術諮詢事項。 

六、電機資訊學院：設電機實習工廠，

置主任一人，負責提供實作訓練及

技術諮詢事項。 

七、醫學院： 

(一)視聽媒體製作中心：置主任一人，

負責督導中心之各項業務事項。 

(二)動物中心：置主任一人，負責中心

之管理及營運事項。 

(三)附設醫院。 

本條文所列單位得視業務需要置職員及

稀少性科技人員等若干人。 

本條文所列醫學院之附設醫院組織規

程，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報請教育部核

定。 

 

97-1校務會議(97.10.29)紀錄-18-



 19 

附件 7 

國立成功大學榮譽教授設置要點 

87.3.11 86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通過 

96.7.5 95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延會修正通過 

97.10.29 97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為禮聘對社會有卓越貢獻之人士，共同促進本校之發展及提昇學術聲望，特

訂定「國立成功大學榮譽教授設置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國內外著名學者、專家或具崇高聲望之傑出人才，得被推薦為榮譽教授

（Honorary Professor）。  

本校教師及研究人員，不在推薦之列。 

三、榮譽教授由本校各單位向教務處推薦，經學術榮譽推薦委員會審 

查通過後，由校長敦聘之。 

受理推薦原則上每年 2次，受理推薦期間為每年 4月 1日起至 4月 30日止及

10月 1日起至 10月 31日止;若有特殊傑出人才，經專案簽准者，不受此限。  

四、榮譽教授得參與本校之各項學術計畫及活動，各相關單位得提供 

必要之支援。  

五、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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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榮譽教授設置要點部份條文修訂對照表 

 

修訂條文 原條文 

二、國內外著名學者、專家或具崇高聲望

之傑出人才，得被推薦為榮譽教授

（Honorary Professor）。  

本校教師及研究人員，不在推薦之列。 

二、國內外著名學者、專家或具

崇高聲望之傑出人才，得被

推薦為榮譽教授（Honorary 

Professor）。  

本校專任教師及專案研究人

員，不在推薦之列。 

三、榮譽教授由本校各單位向教務處推

薦，經學術榮譽推薦委員會審查通過

後，由校長敦聘之。受理推薦原則上

每年 2次，受理推薦期間為每年 4月

1日起至 4月 30日止及 10月 1日起

至 10月 31日止;若有特殊傑出人才，

經專案簽准者，不受此限。 

三、榮譽教授由本校各單位向教務

處推薦，經學術榮譽推薦委員

會審查通過後，由校長敦聘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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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國立成功大學各學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        
80年 3月 27日 79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4年 11月 15日 84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1年 12月 25日 91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3年 6月 16日 92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4年 3月 30日 93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延會修正通過 

97年 3月 26日 96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7年 10月 29日 97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依據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組織規程第三十二條及相關法令規

定，訂定國立成功大學各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系（所）

教評會）設置辦法。 

第二條  系（所）教評會設委員六至十五人，由下列人員組成之： 

一、當然委員：系主任（所長）（兼召集人）。如系主任（所長）由所屬

院長兼任或代理者，當然委員（召集人）應另由系（所）務會議推

選之，惟院長得列席報告。召集人因故無法主持或遇有迴避情形時，

其代理主席之產生，由系（所）教評會委員共推之。 

二、推選委員：由系（所）會議自該系（所）專任教授推選五至十四人

為委員。已同時擔任院、校級教評會委員者，不得再擔任之。 

如該系（所）符合推選委員遴選資格之專任教授未達應推選總數時，得

由系（所）務會議自校內外選聘專長相近之教授或該系（所）副教授擔

任委員，惟教授之人數不得少於三分之二。 

委員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 

教師奉准借調、休假研究、帶職帶薪或留職停薪進修研究，不得擔任本

會委員。 

本會推選委員在任期中出缺，由候補委員遞補，候補委員不足時，由該系

（所）另行推選委員遞補，其任期以補足所遺任期為限。 

委員推選辦法由各系（所）自訂。 

第三條  系（所）教評會以每學期開會一次為原則，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第四條  系（所）教評會審議下列事項： 

一、專任教師之聘任、聘期、升等、解聘、停聘、不續聘、資遣原因之

認定等事項。 

二、兼任教師之聘任、聘期、解聘、停聘等事項。 

三、名譽教授之聘任事項。 

四、其他有關教師評審之重要事項，及有關規定需由系（所）教評會審

議之事項。 

第五條  教師之聘任、聘期、解聘、停聘、不續聘，由各系（所）教評會依該系

（所）教師聘任初審辦法審議通過後，提院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各系

（所）教師聘任初審辦法另訂之。 

教師之升等，由各系（所）教評會依該系（所）教師升等初審辦法審查

通過後，向院教師評審委員會推薦。各系（所）教師升等初審辦法另訂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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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教師評審重要事宜，由各系（所）教評會依該系（所）發展需要及

相關規定審查，通過後依相關規定辦理。 

第六條  系（所）教評會開會時非有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不得開議，非經出

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不得決議（有應行迴避之情事者，不計入出

席委員人數）。並得視事實需要由召集人邀請其他有關人員列席報告或說

明。 

系（所）教評會由副教授擔任委員（含當然委員、召集人），對教授級之

聘任、升等審議案，應迴避不得參與表決，其他一般審議事項則不受限

制。 

第七條  本會委員在審議案件時，如本人或其配偶、前配偶、四親等內之血親或

三親等內之姻親為當事人或有利害關係時應自行迴避。未自行迴避者，

得經本會決議請該委員迴避。 

本會委員就審議案件如認為有前項以外之特殊事由應迴避時，得向本會

申請迴避。 

有具體事實足認本會委員就審議案件有偏頗之虞者，當事人得向本會申

請該委員迴避，並應舉其原因事實。 

前二項申請，由本會決議之。 

本會委員如有擔任兩級以上之教評會委員，對同一審議案，依迴避原則

處理，並只得於前一級教評會中投票，因故未出席前一級教評會者，方

得於後一級教評會投票。但該審議案如須該委員說明時，本會得請該委

員說明之。  

第八條  各系（所）應依據本辦法訂定系（所）教評會設置辦法，經系（所）務

會議通過報請院長核轉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核備後實施。 

第九條  室、中心、非屬學系等教師評審委員會之設置比照本辦法辦理。 

第十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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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各學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 2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第二條 
系（所）教評會設委員六至十五人，由
下列人員組成之： 
一、當然委員：系主任（所長）（兼召

集人）。如系主任（所長）由所屬
院長兼任或代理者，當然委員（召
集人）應另由系（所）務會議推選
之，惟院長得列席報告。召集人因
故無法主持或遇有迴避情形時，其
代理主席之產生，由系（所）教評
會委員共推之。 

二、推選委員：由系（所）會議自該系
（所）專任教授推選之。已同時擔任
院、校級教評會委員者，不得再擔任
之。 

 
如該系（所）符合推選委員遴選資格之專
任教授未達應推選總數時，得由系（所）
務會議自校內外選聘專長相近之教授或
該系（所）副教授擔任委員，惟教授之人
數不得少於三分之二。 
委員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 
教師奉准借調、休假研究、帶職帶薪或
留職停薪進修研究，不得擔任本會委員。 
本會推選委員在任期中出缺，由候補委員
遞補，候補委員不足時，由該系（所）另
行推選委員遞補，其任期以補足所遺任期
為限。 
委員推選辦法由各系（所）自訂。 
 
 

第二條 
系（所）教評會設委員六至十五人，
由下列人員組成之： 
一、當然委員：系主任（所長）（兼

召集人）。如系主任（所長）由所
屬院長兼任或代理者，當然委員
（召集人）應另由系（所）務會議
推選之。召集人因故無法主持或遇
有迴避情形時，其代理主席之產
生，由系（所）教評會委員共推之。 

 
二、推選委員：由系（所）會議自該

系（所）專任教授推選五至十四人
為委員。已同時擔任院、校級教評
會委員者，不得再擔任之。 

 
如該系（所）教師人數未達六位專任教
授，得由系（所）務會議自校內外選聘
專長相近之教授或該系（所）副教授擔
任委員，惟教授之人數不得少於三分之
二。 
委員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 
委員推選辦法由各系（所）自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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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國立成功大學各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             
80年 3月 27日 79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4年 11 月 15日 84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1年 12月 25日 91 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3年 6月 16日 92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4年 3月 30日 93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延會修正通過 

97年 3月 26日 96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7年 10月 29日 97 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依據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組織規程第三十二條及相關法令規

定，訂定國立成功大學各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院教評會）設

置辦法。 

第二條  院教評會設置委員若干人，由下列人員組成之：  

一、當然委員：院長（兼召集人）。召集人因故無法主持或遇有迴避情形

時，其代理主席之產生，由院教評會委員共推之。 

        各系（所）主管得為當然委員，由各學院自行訂定。 

二、推選委員：推選委員人數不得少於當然委員，由院務會議自該院非

兼系所主管之專任教授推選之，必要時得自校內他院或校外選聘專

長相近之教授擔任之。 

推選委員人數、院內外成員比例，由各學院自行訂定。 

            已同時擔任系、校級教評會委員者，不得再擔任之。 

各單位至少須有一名委員，委員任期二年，每年改選二分之一，連選得

連任。 

教師奉准借調、休假研究、帶職帶薪或留職停薪進修研究，不得擔任本

會委員。 

本會推選委員在任期中出缺，由候補委員遞補，候補委員不足時，由該

院另行推選委員遞補，其任期以補足所遺任期為限。 

委員推選辦法由各學院自行訂定。  

第三條  院教評會每學期開會一次為原則，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第四條  院教評會審議左列事項： 

一、專任教師之聘任、聘期、升等、解聘、停聘、不續聘、資遣原因之

認定等事項。 

二、兼任教師之聘任、聘期、解聘、停聘等事項。 

三、教師升等初審未通過者之申復。申復辦法另訂之。 

四、名譽教授之聘任事項。 

五、其他有關教師評審之重要事項，及有關規定需由院教評會審議之事

項。 

第五條  教師之聘任、聘期、解聘、停聘、不續聘，悉依本校聘任辦法，先由系

（所）教師評審委員會辦理初審，通過後送院教評會辦理複審，通過後

再提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各院聘任複審辦法另訂之。 

教師解聘、停聘或不續聘案如事證明確，而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所

作之決議與法令規定顯然不合時，院教評會得逕依規定審議變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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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之升等悉依本校教師升等辦法，先由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辦理

初審，通過後送院教評會辦理複審，通過後再向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推

薦。各院教師升等複審辦法另訂之。 

第六條  院教評會開會時非有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不得開議。非經出席委員

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不得決議（有應行迴避之情事者，不計入出席委員

人數）。並得視事實需要由召集人邀請其他有關人員列席報告或說明。 

第七條  本會委員在審議案件時，如本人或其配偶、前配偶、四親等內之血親或

三親等內之姻親為當事人或有利害關係時應自行迴避。未自行迴避者，

得經本會決議請該委員迴避。 

本會委員就審議案件如認為有前項以外之特殊事由應迴避時，得向本會

申請迴避。 

有具體事實足認本會委員就審議案件有偏頗之虞者，當事人得向本會申

請該委員迴避，並應舉其原因事實。 

前二項申請，由本會決議之。 

本會委員如有擔任兩級以上之教評會委員，對同一審議案，依迴避原則

處理，並只得於前一級教評會中投票，因故未出席前一級教評會者，方

得於後一級教評會投票。但該審議案如須該委員說明時，本會得請該委

員說明之。  

第八條  各院應依據本辦法訂定院教評會設置辦法，經院務會議通過後，提報校

教師評審委員會核備後實施。 

第九條  非屬學院之系（所）、室、中心、館等之院級教師評審委員會，應比照本

辦法設置，由副教務長（兼召集人）召集開會。 

計算機與網路中心之院級教師評審委員會歸屬工學院。 

第十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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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各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 2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第二條   
院教評會設置委員若干人，由下列人員
組成之：  
一、當然委員：院長（兼召集人）。召

集人因故無法主持或遇有迴避情形
時，其代理主席之產生，由院教評
會委員共推之。 
各系（所）主管得為當然委員，由
各學院自行訂定。 

二、推選委員：推選委員人數不得少於
當然委員，由院務會議自該院非兼
系所主管之專任教授推選之，必要
時得自校內他院或校外選聘專長相
近之教授擔任之。 
推選委員人數、院內外成員比例，
由各學院自行訂定。 
已同時擔任系、校級教評會委員
者，不得再擔任之。 

各單位至少須有一名委員，委員任期二
年，每年改選二分之一，連選得連任。 
教師奉准借調、休假研究、帶職帶薪或
留職停薪進修研究，不得擔任本會委員。 
本會推選委員在任期中出缺，由候補委
員遞補，候補委員不足時，由該院另行
推選委員遞補，其任期以補足所遺任期
為限。 
委員推選辦法由各學院自行訂定。  
 
 

第二條   
院教評會設置委員若干人，由下列人員
組成之：  
一、當然委員：院長（兼召集人）。召

集人因故無法主持或遇有迴避情形
時，其代理主席之產生，由院教評
會委員共推之。 
各系（所）主管得為當然委員，由
各學院自行訂定。 

二、推選委員：推選委員人數不得少於
當然委員，由院務會議自該院非兼
系所主管之專任教授推選之，必要
時得自校內他院或校外選聘專長相
近之教授擔任之。 
推選委員人數、院內外成員比例，
由各學院自行訂定。 
已同時擔任系、校級教評會委員
者，不得再擔任之。 

各單位至少須有一名委員，委員任期二
年，每年改選二分之一，連選得連任。 
委員推選辦法由各學院自行訂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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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 

  本校組織規程第 12條、第 30條及第 32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第十二條   
本大學為辦理進修教育，設置附設高級工業職業
進修學校，其組織及員額編制依「補習及進修教
育法」、「高級中等進修學校員額編制標準」辦
理。 

第十二條 
本大學為辦理補習及進修教育，設置附設高級
工業職業進修學校，其組織規程經校務會議通
過後，報請教育部核定。 

第三十條 

本大學校長須具備教授資格，副校長、學院院長、附設醫

院院長由校長聘請教授兼任。但以契約方式進用之副校

長，不在此限。 

教務長、副教務長、學生事務長、副學生事務長、研發長、

副研發長、通識教育中心中心主任、國際事務長、副國際

事務長、財務長、學院副院長、學系主任、研究所所長、

科主任、學程主任、體育室主任、進修推廣教育中心主任、

師資培育中心主任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 

總務長、主任秘書、圖書館館長及博物館館長由校長聘請

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副總務長及圖書館

副館長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 

人文社會科學中心中心主任由校長聘請人文社會科學領

域之教授或同級之研究員兼任之。 

研究總中心中心主任、計算機與網路中心中心主任、校友

聯絡中心中心主任、生物科技中心中心主任、藝術中心中

心主任、微奈米科技研究中心中心主任由校長聘請副教授

以上教師或同級以上之研究人員或專業技術人員兼任，或

由職員擔任之；計算機與網路中心副中心主任、語言中心

主任、新聞中心主任、儀器設備中心主任、航空太空科技

研究中心主任、視聽媒體製作中心主任、動物中心主任、

實習工廠主任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或同級以上之

研究人員或專業技術人員兼任。 

第三十條 

本大學校長須具備教授資格，副校長、學院院長、附設

醫院院長由校長聘請教授兼任。但以契約方式進用之副

校長，不在此限。 

教務長、副教務長、學生事務長、副學生事務長、研發

長、副研發長、通識教育中心中心主任、國際事務長、

副國際事務長、財務長、學院副院長、學系主任、研究

所所長、科主任、學程主任、體育室主任、進修推廣教

育中心主任、師資培育中心主任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

教師兼任。 

總務長、主任秘書、圖書館館長及博物館館長由校長聘

請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副總務長及圖

書館副館長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 

人文社會科學中心中心主任由校長聘請人文社會科學領

域之教授或同級之研究員兼任之。 

研究總中心中心主任、計算機與網路中心中心主任、校

友聯絡中心中心主任、生物科技中心中心主任、藝術中

心中心主任、微奈米科技研究中心中心主任由校長聘請

副教授以上教師或同級以上之研究人員或專業技術人員

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計算機與網路中心副中心主任、

語言中心主任、新聞中心主任、儀器設備中心主任、航

空太空科技研究中心主任、視聽媒體製作中心主任、動

物中心主任、實習工廠主任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

或同級以上之研究人員或專業技術人員兼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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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軍訓室主任由校長自職級相當人員或教育部推薦之軍訓

教官二至三人中擇聘之。軍訓室主任因故出缺，由學務長

或自本校職級相當人員中簽請校長核准後代理，期限至新

任主任到職日止。 

本大學各處、館、室、中心分組辦事，除人事室、會計室

外，所置之組長及圖書館分館主任，由校長聘請助理教授

以上教學人員或同級以上之研究人員或專業技術人員兼

任，或由職員擔任之。 

本條文第一項至第七項所稱之教師或研究人員，包含本校

以校務基金進用之專案教師及研究人員。 

本大學校長任期四年，得續聘一次。 

副校長及由教師或研究人員兼任之行政單位主管及副主

管任期四年為一任，得續聘一次。 

前項兼任人員除體育室主任及第二十七、二十八
條之院、系、所主管及科主任及學院副院長外，
均應配合校長之更替辭去兼職，但如經新任校長
續予聘兼者，得續任至任期屆滿為止。 

軍訓室主任由校長自職級相當人員或教育部推薦之軍訓

教官二至三人中擇聘之。軍訓室主任因故出缺，由學務

長或自本校職級相當人員中簽請校長核准後代理，期限

至新任主任到職日止。 

本大學各處、館、室、中心分組辦事，除人事室、會計

室外，所置之組長及圖書館分館主任，由校長聘請助理

教授以上教學人員或同級以上之研究人員或專業技術人

員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 

本大學校長任期四年，得續聘一次。 

副校長及由教師或研究人員兼任之行政單位主管及副主

管任期四年為一任，得續聘一次。 

前項兼任人員除體育室主任及第二十七、二十八條之

院、系、所主管及科主任及學院副院長外，均應配合校

長之更替辭去兼職，但如經新任校長續予聘兼者，得續

任至任期屆滿為止。 

第三十二條 

本大學設校、院、系 (所) 教師評審委員會，評
審有關教師之聘任、聘期、升等、解聘、停聘、
不續聘及資遣原因認定及其他有關教師評審之
重要事項。校教師評審委員會，由教務長 (召集
人)、各學院院長為當然委員，由各學院推選非
兼系所主管之專任教授各二人為委員，任期二
年，每年每學院改選一人，連選得連任；非屬學
院之單位共同推選非系所主管專任教授代表一
人，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 
教師會推選專任教授代表一人，任期一年，連選
得連任。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另訂之，並
經校務會議通過，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各學
院教師評審委員會，由院長(召集人)為當然委
員，各系（所）主管得為當然委員，由各學院自
行訂定。推選委員人數不得少於當然委員，由院
務會議自該院非兼系所主管之專任教授推選
之，任期二年，每年改選二分之一，連選得連 

第三十二條 

本大學設校、院、系 (所) 教師評審委員會，評審有關

教師之聘任、聘期、升等、解聘、停聘、不續聘及資遣

原因認定及其他有關教師評審之重要事項。校教師評審

委員會，由教務長 (召集人)、各學院院長為當然委員，

由各學院推選非兼系所主管之專任教授各二人為委員，

任期二年，每年每學院改選一人，連選得連任；非屬學

院之單位共同推選非系所主管專任教師代表一人，任期

一年，連選得連任。 

教師會推選專任教授代表一人，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

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另訂之，並經校務會議通

過，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各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

由院長(召集人)為當然委員，各系（所）主管得為當然

委員，由各學院自行訂定。推選委員人數不得少於當然

委員，由院務會議自該院非兼系所主管之專任教授推選 

任。各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另訂之。各系 (所) 教

師評審委員會，由系主任(所長)(召集人) 為當然委員，

如系主任(所長)由所屬院長兼任或代理者，當然委員（召

集人）應另由系(所)務會議推選之。推選委員由系(所)務

會議自該系(所)專任教授推選五至十四人為委員，任期一

年，連選得連任。如該系（所）符合推選委員遴選資格之

專任教授未達應推選總數時，得由系（所）務會議自校內

外選聘專長相近之教授或該系(所)專任副教授擔任委

員，惟教授之人數不得少於三分之二。各學系 (所) 教師

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另訂之。 

之，任期二年，每年改選二分之一，連選得連任。各學

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另訂之。各系 (所) 教師評

審委員會，由系主任(所長)(召集人) 為當然委員，如系

主任(所長)由所屬院長兼任或代理者，當然委員（召集

人）應另由系(所)務會議推選之。推選委員由系(所)務

會議自該系(所)專任教授推選五至十四人為委員，任期

一年，連選得連任。推選未達六位專任教授之系 (所) ，

得由系（所）務會議自校內外選聘專長相近之教授或該

系(所)專任副教授擔任委員，惟教授之人數不得少於三

分之二。各學系 (所) 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另訂之。 

 

97-1校務會議(97.10.29)紀錄-28-



 29 

附件 11 

國立成功大學專案助教進用要點草案總說明 
 

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十五條規定，大學得聘任助教協助教學及研究工作。

本校組織規程第四十一條亦明定，本大學為教學、研究及相關工作之需要，得置

助教協助之。助教之設置要點及管理辦法另訂之。 

茲經揆諸教育部國立大學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實施原

則之立法意旨，業已闡明為因應高等教育發展趨勢，學校得以校務基金自籌經費

進用編制外教學人員，以增進教育績效。準此，為因應各系所臨床、實驗課程教

學實務需要，爰以約聘方式進用之編制外人員協助教學，並依前揭組織規程規定，

研訂國立成功大學專案助教進用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並臚列重點說明如下： 

第一點  本要點之訂定目的、法源依據。 

第二點  專案助教之定義。 

第三點  專案助教進用計畫之審查程序。 

第四點  專案助教之遴聘資格及人事管理單位。 

第五點  專案助教之遴聘審議程序。 

第六點  專案助教之聘期、續聘程序。 

第七點  專案助教不得同時受聘為本校兼任教師。 

第八點  專案助教之敘薪標準及職前年資採計原則。 

第九點  專案助教之進修事項。 

第十點  專案助教之晉薪事項。 

第十一點  專案助教之勞健保及勞工退休金事項。 

第十二點  專案助教之權利義務。 

第十三點  專案助教聘約存續期間，應遵守契約負履行義務。 

第十四點  概括性規定，以補本要點未盡規範部分，俾資周妥。 

第十五點  明訂本要點核准程序及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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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進用專案助教實施要點 
97年 10月 29日 97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通過 

 

一、本校為因應教學研究需要，特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十五條、教育部部頒國立大學校務基

金進用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實施原則、本校組織規程第四十一條等有關法令規

定，訂定國立成功大學進用專案助教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專案助教，係指自九十七學年度起，在本校校務基金自籌經費項下，以約聘方

式進用之編制外人員。 

三、本校各系所應臨床、實驗課程實際教學需求，得擬訂「進用計畫書」，提經系（所）務會議

通過，循行政程序簽會教務處、人事室、會計室並陳請校長核定後，逕行辦理專案助教遴

聘事宜。 

四、專案助教之聘任，應具備下列基本條件及資格，其人事管理業務由人事室綜理： 

（一）品行端正，無不良紀錄者。 

（二）大學或獨立學院以上（含）畢業，成績優良者。 

（三）所習學科與擬任職務性質相近者。 

五、專案助教之聘任，須檢附下列證件資料，提經系（所）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循行政程序簽

請校長聘任之： 

（一）簽奉核准之進用計畫書。 

（二）擬聘人員簽辦表。 

（三）履歷表。 

（四）畢業證書或學位證書。 

（五）其他足資證明資格之文件。 

另聘任單位得依實際需要請應聘人提供下列證件資料： 

（一）服務證明書。 

（二）推薦函。 

六、專案助教之聘期以一年一聘為原則，但計畫期限在一年以內者，應按實際所需時間聘任；

如因計畫持續需要，得續聘至計畫執行期限結束時止。 

專案助教續聘時，應經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以作為續聘與否之參據。 

七、專案助教未經學校同意不得在校外兼課、兼職，並不得同時受聘為本校兼任教師。 

八、專案助教自實際到職之日起薪，其敘薪標準依「本校專案助教薪點支給待遇標準表」（如附

表一）規定辦理；惟特殊情況經專案簽准者，不在此限。 

    專案助教曾於公立機關（構）、公私立大專校院，擔任與擬任職務工作性質相近且程度相當

之公務人員或教學研究人員年資，得在本職最高薪範圍內按年採計，提敘薪級。 

九、專案助教不得申請利用部分辦公時間或全時進修；至公餘時間或利用事、慰勞假進修，以

不影響工作為原則，並須向學校報備。 

十、專案助教服務至學年終了任滿一年者，由聘任單位辦理考核，以作為薪點晉級及續聘之依

據。 

十一、專案助教應依勞工保險條例、全民健康保險法，加入勞保、全民健保；並參照勞工退休

金條例相關規定，發予勞工退休金（外國籍人士提撥離職儲金）。資格不符加入勞保之規

定者，可選擇加入國際技術合作人員綜合保險，保險費由本校負擔百分之六十五，自付

百分之三十五。 

十二、專案助教之聘期、報酬標準、差假、福利、保險、退休及其他權利義務等事項，以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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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書格式如附表二）定之。 

十三、專案助教於聘約期間，如因工作不力，或有其他不當行為，或違反契約應履行義務時，

得終止契約並予解聘；除扣償溢領之酬金外，如有損害並追償違約之損害賠償。 

十四、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依國立大學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實施原則

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五、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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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97年10月29日97學年度第1次校務會議通過 

國立成功大學專案助教薪點支給待遇標準表 

級數 薪點 本薪 
薪給總額 

敘薪標準 備註 
(含專業加給) 

31 390 45,864 57,364   

  

  

  

  

  

  

 

 

 

具 

 

碩 

 

士 

 

學 

 

位 

 

 

390 

 

∣ 

 

280 

  

  

一、本表作為專案助教敘薪基礎，並為

日後調薪之依據；專案助教之待遇

支給，分本薪及專業加給，均以月

計之。 

二、新進專案助教除經專案簽准外，一

律依學歷敘薪，並自「所具學位之

最低薪點」起薪。 

三、專案助教專業加給月支 11,500元。 

四、公務人員退休後再任有給之公職，

及軍職退伍支領退休俸或生活補

助費之人員，再任之工作報酬每月

達第一職等本俸最高俸額及專業

加給合計 31200元，需停支月退休

金(俸)，停支優惠存款。 

五、本表薪點折合率每點 117.6元。遇

中央公教人員待遇調整時，得比照

調整本支給待遇標準表。 

  

  

  

  

  

  

  

  

30 385 45,276 56,776 

29 380 44,688 56,188 

28 375 44,100 55,600 

27 370 43,512 55,012 

26 365 42,924 54,424 

25 360 42,336 53,836 

24 355 41,748 53,248   

  

  

具 

 

學 

 

士 

 

學 

 

位 

 

 

 

 

355 

 

∣ 

 

240 

  

  

23 350 41,160 52,660 

22 345 40,572 52,072 

21 340 39,984 51,484 

20 335 39,396 50,896 

19 330 38,808 50,308 

18 325 38,220 49,720 

17 320 37,632 49,132 

16 315 37,044 48,544 

15 310 36,456 47,956 

14 305 35,868 47,368 

13 300 35,280 46,780 

12 295 34,692 46,192 

11 290 34,104 45,604 

10 285 33,516 45,016 

9 280 32,928 44,428 

8 275 32,340 43,840   

7 270 31,752 43,252 

6 265 31,164 42,664 

5 260 30,576 42,076 

4 255 29,988 41,488 

3 250 29,400 40,900 

2 245 28,812 40,312 

1 240 28,224 39,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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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國立成功大學專案助教契約書                              
97年 10月 29日 97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通過 

 
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甲方）為應臨床、實驗課程教學需要，聘任         （以下簡稱乙方）
為專案助教，經雙方訂立條款如下： 
一、聘任期間：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二、工作內容：（依進用計畫書規定填寫） 
三、報酬：（依進用計畫書規定填寫） 
四、服務時間：每日上班時間，比照甲方編制內行政人員規定辦理，須簽到退並列入勤惰管理，

其出勤情形由所屬單位主管負責督導、考核。 
五、乙方非經甲方書面同意不得在校外兼職或兼課，並不得同時受聘為甲方兼任教師。 
六、差假：比照「行政院及所屬機關聘僱人員給假辦法」辦理，以學年為計算單位，不適用公

務人員休假旅遊補助規定。 
七、晉薪：服務至學年終了任滿一年者，由用人單位辦理考核，以作為晉級及續聘之依據。 
八、進修：不得申請利用部分辦公時間或全時進修；至公餘時間或利用事、慰勞假進修，以不

影響工作為原則，並須向甲方報備。 
九、保險：乙方若符合「勞工保險條例」及「全民健康保險法」之被保險人資格者，應於到職

時，由甲方辦理加保手續；聘約期滿或中途離職，應辦理退保。 
十、退休：甲方參照勞工退休金條例相關規定為乙方辦理勞工退休金（外國籍人士提撥離職儲

金）及相關退休事宜。上述乙方自願提繳勞工退休金（離職儲金）之費用，由甲方於發放
薪資中代為扣繳。 

十一、福利： 
     (一)享有甲方附設醫院員工就醫優待。 

(二)請領甲方識別證與校內汽機車通行證。 
(三)依甲方之規定使用各項公共設施及參加校內文康活動。 
(四)其他經專案簽准之福利事項。 

十二、到職及離職：乙方接到甲方聘任通知後，應依規定辦理到職手續。聘期屆滿，乙方即需
離職，不得異議。乙方如因特別事故須於聘約期滿前先行離職時，應於一個月前提出申
請，經甲方同意後始得離職。乙方離職時，應依規定辦妥離職手續後始得離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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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甲方於計畫執行期限內如因故計畫終止，本契約亦應同時終止。 
十五、本契約如有未盡事宜，依「國立成功大學進用專案助教實施要點」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

辦理。 
十六、因本契約發生爭議或涉訟，同意以臺灣臺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十七、本契約書一式三份，甲方、乙方、本進用計畫申請單位各執一份。 
 
※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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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本契約書制式內容係經本校校務會議通過生效，不得擅自更動，如被更動，該更動條款視為無
效。 

 
 
立契約人     
甲     方：國立成功大學                  乙     方： 
地     址：701台南市大學路一號           地     址： 
代  表 人：賴 明 詔                     身分證字號： 
甲方用人單位主管簽章：                                  （無中華民國身分證者請填護照號碼） 

                                           聯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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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 

國立成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中心設置辦法  

96年 12月 12日 96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通過 

97年 10月 29日 97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升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之研究水準，推動跨領域學術整

合與創新之人文社會學之卓越研究，強化人文社會科學價值及影響，特依本校組織規程

第八條，設置「國立成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中心」 (以下簡稱本中心) 。 

第二條 本中心之任務如下： 

一、整合國內外及本校相關院系所之研究資源與能量。 

二、強化具有區域特性之研究主題，並發展台灣主體性與全球化相關之議題。 

三、建立活躍的研究社群，並培育具潛力的年輕學者。 

四、其他與人文社會研究相關工作之推動。 

第三條 本中心置中心主任一人，綜理各項業務，由校長聘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之教授或同級之

研究員兼任之。 

第四條 本中心為有效執行任務，下設三組，各組業務職掌如下： 

一、行政作業組：負責本中心各項行政業務工作；並設置本中心專屬網站，發佈計畫之

相關活動訊息與成果。 

二、研究教育組：規劃與發展主題研究社群、活化相關領域之研究與教學能量、落實本

校與國內的跨領域學術發展、培育青年學者。 

三、企劃整合組：整合本校以及國內現有研究資源，推動本校與國內外人文社會科學相

關機構之合作與學術交流。 

各組置組長一人，督導各項業務之執行，由中心主任聘請助理教授以上教學人員或同級

以上之研究人員或專業技術人員兼任。 

本中心得置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相關專長背景教師、研究人員、職員及以校務基金進用之

專案教學、研究人員若干人。 

第五條 本中心設立諮議委員會，對本中心的研究發展提供相關建言。諮議委員會成員由校長擔

任主任委員，副校長、文學院院長、社會科學院院長及研發長為當然委員，另聘請國內

外人文社會科學領域聲望卓著之學者，共十一至十三人為委員。諮議委員任期二年，得

連任。諮議委員會每年至少開會一次，視需要得召開臨時會議。 

第六條 本中心辦公空間由校方規劃提供，所需經費由年度預算勻支，並應積極爭取校外研究資

源。 

第七條 本中心延聘之各類教學人員於受聘期間依本校相關規定予以減授鐘點；惟教師全時擔任

研究學者期間，經專案簽准得免授鐘點。 

前項人員受聘期間並得比照訪問學者申請配住宿舍。 

第八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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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人文社會科學中心設置辦法第 4條及第 7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第四條  
本中心為有效執行任務，下設三組，各組
業務職掌如下： 
一、行政作業組：負責本中心各項行政業

務工作；並設置本中心專屬網站，發
佈計畫之相關活動訊息與成果。 

二、研究教育組：規劃與發展主題研究社
群、活化相關領域之研究與教學能
量、落實本校與國內的跨領域學術發
展、培育青年學者。 

三、企劃整合組：整合本校以及國內現有
研究資源，推動本校與國內外人文社
會科學相關機構之合作與學術交流。 

各組置組長一人，督導各項業務之執行，
由中心主任聘請助理教授以上教學人員
或同級以上之研究人員或專業技術人員
兼任。 
本中心得置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相關專長
背景教師、研究人員、職員及以校務基金
進用之專案教學、研究人員若干人。 
 
 

第四條  
本中心為有效執行任務，下設三組，各組
業務執掌如下： 
一、行政作業組：負責本中心各項行政業

務工作；並設置本中心專屬網站，發
佈計畫之相關活動訊息與成果。 

二、研究教育組：規劃與發展主題研究社
群、活化相關領域之研究與教學能
量、落實本校與國內的跨領域學術發
展、培育青年學者。 

三、企劃整合組：整合本校以及國內現有
研究資源，推動本校與國內外人文社
會科學相關機構之合作與學術交流。 

各組置組長一人，督導各項業務之執行，
由中心主任聘請助理教授以上教學人員
或同級以上之研究人員或專業技術人員
兼任。 
各組得置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相關專長背
景研究人員、職員及以校務基金進用之專
案教學、研究人員若干人。 

第七條  
本中心延聘之各類教學人員於受聘期間
依本校相關規定予以減授鐘點；惟教師全
時擔任研究學者期間，經專案簽准得免授
鐘點。 
前項人員受聘期間並得比照訪問學者申
請配住宿舍。 
 

第七條  
本中心延聘之各類教學、研究人員於受聘
期間依本校相關規定予以減授或免授鐘
點，並比照訪問學者申請配住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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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 97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紀錄 

時間：97年 12月 31日（星期三）上午 9時 

地點：成功校區圖書館 B1 會議廳 

主席：賴校長明詔                                    記錄：江芬芬 

參加人員：如附件 1,p13 

壹、頒獎 

傑出人才發展基金會 97年度傑出人才講座 ─ 物理學系向克強教授 

貳、報告事項： 

一、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附表 1,p11) 

 （一）本校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 36條條文修正案由秘書室函文教育部備查。 

（二）請秘書室法制組專案研議本校的議事規範。 

二、主席報告： 

今天是 97年的最後一天，在今年裡由於大家的犧牲奉獻，學校已有長足的進步

與改變，謹藉此機會感謝大家過去一年來的辛勞與努力。新的一年，盼望大家能繼續

同心協力、全力以赴，讓學校的未來更加美好。 

98年 2月開始，本校規劃建置之公文線上簽核系統將上線使用，往後將可在電腦

上處理公文及相關書函，雖然初期有不熟悉的壓力，但爲能與世界 e化的潮流接軌，

並達成一流大學的行政效能，希望各單位及同仁全力配合。 

金融海嘯席捲全球，各國經濟衰退，造成許多失業人口。教育部於上週全國大學

校長會議時，指示各大學盡力協助政府處理危機。此時有許多人才在產業界閒置，我

們可以在其中覓得優秀人才或協助產業開發研究能量，培育並利用更多人才；另外也

可設置獎助學金或貸款，幫助經濟困難的學生繼續學業。請教務處、學務處進行調查

本校需要幫助的同學有多少。 

政府許多單位都有提供資源幫助各校進行研究，我們應積極鼓勵教師申請各類補

助，爭取更多的國家資源，留住人才持續深耕研發工作，進一步強化學術研究水準與

能量。 

  三、各一級單位及各委員會報告：略(請參見書面報告)。 

四、本校校務基金進用人員相關實施要點報告（附件 2,p14） 

五、校務行政電腦化成果報告：略 

參、討論事項：  

第一案                                  提案單位：校長交議案 

案由：推薦本校工資管系陳梁軒教授擔任成大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監察人，擬提請  

同意。 

說明： 

一、原擔任監察人為會計系簡金城教授，因研究與教學工作繁重，自 97 年 10 月 21

日起自行請辭監察人一職(如議程附件 3)。 

二、陳梁軒教授於 90年 6月至 96年 1月擔任成大研發基金會執行長，具有會計、行

政經驗。 

三、本案業經 97年 11月 24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97學年第 3次會議審議通過陳梁

軒教授擔任成大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監察人。 

四、成大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時，陳梁軒教授也代表本校為該創投公司董事會

成員之一，同時也是成大研發基金會執行長，所以對本案了解甚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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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辦：通過後知會成大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決議：經投票行使同意權結果，獲出席代表過半數同意，通過。請研究總中心知會成大

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本校 99學年度申請增設、調整特殊項目院、系、所、學位學程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大學校院增設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及招生名額總量發展審查作業要

點」（議程附件 4）及教育部 97年 10月 27日台高（一）字第 0970202646 號函（議

程附件 5）辦理。 

二、本次受理之特殊項目院、系、所學位學程案如次：  

（一）碩士班（含碩士在職專班）增設案。 

（二）博士班增設、調整案。  

（三）涉及政府相關部門訂有人力培育總量管制機制之類科，如法律、醫學類科，其

增設、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及調整招生名額案，以及其他涉及醫療之相

關類科，如中醫、牙醫（含口腔醫學）、自然醫學、藥學、醫學技術（含醫事

檢驗、醫事技術、醫事放射、放射技術）、護理（含護理助產、助產）、職能治

療（含復健醫學）、物理治療、呼吸治療（含呼吸照護）等，其增設、調整院、

系、所、學位學程案，應另提計畫申請，並經專案審定。醫學系分科不涉衛生

署控管之醫學系招生名額總量，無須併入特殊項目另提計畫書。 

（四）增設、調整師資培育之相關學系案。 

三、依上開要點第三點規定學校可發展總量規模及增設院、系、所、學位學程，基本

條件如下： 

（一）設立資格： 

1.申請設立系所： 

 (1)申請設立進修學士班或二年制在職專班者，申請時應已設立相關日間學

制學士班。 

(2)申請設立碩士在職專班者，申請時應已設立相關日間學制碩士班達二年

以上。 

(3)申請設立碩士班者，申請時應已設有相關學系達三年以上，但獨立所不

在此限。 

(4)申請設立博士班者，申請時應已設立相關碩士班達三年以上。 

2.申請設立學位學程：申請設立碩士或博士學位學程者，申請時應已設立學位

學程所跨領域相關碩士班或博士班達三年以上。  

3.申請設立碩士班、博士班者，應符合本點設立年限及師資結構規定；申請設

立博士班者（含學位學程），並應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詳如審查作業要點第

三點第四項 1-5 款），始得提出申請，且每校至多申請新增碩士班、博士班

各三案： 

（二）師資： 

1.生師比基準如下： 

全校生師比，應在 32 以下，且日間學制生師比應在 25以下。設有日、夜間

學制碩士班（以下簡稱碩士班）、博士班者，其研究生生師比，應在 15以下。 

2.師資結構： 

(1)設有碩士班、博士班者，除應符合上述生師比之規定外，全校專任講師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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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得超過專任師資總數之三分之一。 

(2)擬設碩士班、博士班之學系，全系專任師資應有十一位以上，且具助理教

授以上資格者應有三分之二以上，其中應有四位以上具副教授以上資格

者，且其學術專長應與該系領域相符。 

(3)擬單獨設研究所，專任師資具助理教授以上資格者應有七位以上，且其中

應有三位以上具副教授以上資格，且其學術專長應與該研究所領域相符。 

(4)擬共同設置碩士學位學程、博士學位學程之系所，除支援系所均應符合前

二小目之師資條件外，支援設置學位學程之領域相關專任師資應有十四位

以上，且具助理教授以上資格者應在三分之二以上，其中應有四位以上具

副教授以上資格者。 

（三）應有校舍建築面積： 

類      型 
文法商、管理
及教育類 

理學、醫學（不含
醫、牙醫系）護理

及體育類 

工學、藝術及
農學類 

醫學系、牙
醫學系 

每位學生所需校
舍樓地板面積 
（單位：平方公
尺） 

學士班 10 13 17 23 

碩、博士

班 
13 17 21 29 

四、依教育部規定計算方式，本校目前規模屬在可發展總量範圍內： 
（一）現有生師比：全校生師比為 18.26；日間部生師比為 16.77 ；研究生生師比

9.84。 
全校專任講師數佔專任師資總數之比例為 0.0413，符合教育部規範。 

（二）應須有校舍建築面積：250122平方公尺，現有校舍建築面積：925225.67平方
公尺。 

五、經 97年 12月 17日校務發展委員會議討論通過之各單位所提非特殊項目申請案

如下：  

【系所整併案】 

理學院           「地球科學系」與「衛星資訊暨地球環境研究所」系所整併
案。 

生物科技學院     「生物訊息傳遞研究所」與「生物資訊研究所」整併為「生
物資訊與訊息傳遞研究所」（整併、更名、分組案） 

【碩士班增設案】 

管理學院統計學系  增設「生物與醫學統計研究所」碩士班（獨立所） 

擬辦：討論通過後依限報部。 
決議： 
ㄧ、通過理學院「地球科學系」與「衛星資訊暨地球環境研究所」系所整併案及生

物科技學院「生物訊息傳遞研究所」與「生物資訊研究所」整併為「生物資訊
與訊息傳遞研究所」案。 

二、管理學院統計學系增設「生物與醫學統計研究所」碩士班案退回校務發展委員會
再研議。 

 
第三案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為有效規劃暨推動本校校園環境保護及安全衛生業務，擬設置一級單位位階之「環

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及「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員會」，以提升環安衛管
理效能及符合現行相關法規之要求，並修訂本校組織規程第八條第一項，增訂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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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款設置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及修訂第二十四條第一項，整合第十一款
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第十二款污染防治委員會，設置第十一款「環境保護暨安
全衛生委員會」，並將以後款次往前更動。提請  討論。 

說明： 
一、為因應法規要求依勞工安全衛生、毒性化學物質、傳染病防治法(生物安全管理辦

法草案)、游離輻射防護法等相關法規成立專責單位，並建立整合性之管理機制。 

二、現況及需求分析結果，並依據教育部「94年度大學院校校園環境管理績效評鑑」
建議事項彙整表，其中直指本校「需設置環安衛中心」。建議本校在追求卓越下，
應改善本校校園環境安全衛生防護，引進永續發展之理念，並導入系統化的管理
制度，以強化環境安全衛生及防災素養。 

三、參考國內外知名大學現況，均設置專責單位，運作該校園環境安全衛生業務，本

校目前由總務處事務組辦理相關業務，且業務承辦人僅一人，難以因應國際潮流、
環境多變及永續校園發展之推動，是擬設置規劃、推動之專責單位。 

四、本校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建置，依業務職掌擬分為綜合企劃、環境保護、安
全衛生等三組。 

五、本處於 97.01.23及 97.10.01邀集蘇處長慧貞、張主任祖恩、蔡主任朋枝、陳副

主任志勇、張主任丁財、洪副總務長召開兩次小組會議，就建置「環境保護暨安
全衛生中心」為一級單位之組織架構、任務功能、人力經費等詳加評估、規劃，
達成共識。並於 97.11.05第 664次主管會報提案討論通過，於 97.12.17  97學
年度第 2 次校務發展委員會議提案討論，決議：同意增設一級單位位階之「環境
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設置辦法」（議程附件 6）、
「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員會設置辦法」（議程附件 7）請依會中意見修正後，
提校務會議討論。 

六、討論通過增設一級單位位階之「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後，須修訂本校組織
規程第八條第一項，增訂第十三款設置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議程附件 8） 

七、為整合日後環安衛相關議題，擬整合「污染防治委員會」、「職業安全衛生委員

會」，改為「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員會」。並修改本校組織規程第二十四條第
一項整合第十一款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第十二款污染防治委員會，設置第十一
款為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員會。（議程附件 8） 

擬辦：決議通過後，由總務處辦理「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成立之籌備作業並完成
業務移交工作。請研發處修正本校組織規程第八條、第二十四條條文，並報教育
部核備。 

決議：通過設置「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並修正通過「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設

置辦法」（附件 3,p25）及「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員會設置辦法」（附件 4,p27），
並請研發處修改本校組織規程第八條、第廿四條條文（附件 5,p28）。 

 

第四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國立成功大學師資培育中心設置要點」修訂案，請討論。 
說明： 
一、依大學法及本校組織規程條文變更配合修訂。 
二、「國立成功大學師資培育中心設置要點」原條文如議程附件 9，修訂條文對照表如

議程附件 10。 
擬辦：擬通過後報教育部核備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國立成功大學師資培育中心設置要點」（附件 6,p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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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案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  

案由：「國立成功大學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設置與申訴處理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提

請  討論。 
說明： 
一、依教育部中華民國 97年 10月 01日台訓(二)字第 0970188068號函辦理。(議程

附件 11) 
二、教育部依「專科以上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辦法第 8 條及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

取辦法第 15條」之規定修正「大學及專科學校學生申訴案處理原則」第 20點條
文。 

三、本校基於運作需要擬配合修正「國立成功大學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設置與申訴
處理辦法」第三條、第四條、第五條與第六條部分條文。 

四、檢附原條文，如議程附件 13。 
五、國立成功大學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設置與申訴處理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如議

程附件 12。 
擬辦：提請校務會議通過，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決議：修正通過「國立成功大學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設置與申訴處理辦法」（附件7,p32）。 

 

第六案 提案單位：醫學院 

案由：本院附屬單位「視聽媒體製作中心」因業務需要，擬請同意更改單位名稱為「教
學資源中心」，請 討論。 

 
說明： 
一、本案業經 97.09.11及 97.10.09醫學院院務會議及 97.12.17校務發展委員會討論

修正通過。 
二、依據本院視聽媒體製作中心設置辦法第二條：本中心以協助本校師生及附設醫院

醫事及行政人員，製作各項教學、研究、醫療服務等媒體，及提供視聽教學設施
服務為宗旨。然為順應現今醫學教育最新發展趨勢，強調臨床技能實際演練，並
為配合本院醫學系、護理系學生國家考試之實務需要，擬擴展並強化現有視聽媒
體製作中心的業務功能，擬請同意將現行使用之單位名稱「視聽媒體製作中心」
更名為「教學資源中心」，以符合實際運作及業務需要。 

三、檢附該中心原設置辦法及修正前、後條文對照表(議程附件 14 及議程附件 15)。 
擬辦：本設置辦法通過後擬請研發處配合修訂本校組織規程第十條。 
決議：照案通過「醫學院教學資源中心設置辦法」（附件 8,p35）。 
 

第七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擬修訂「國立成功大學服務學習課程實施辦法」第七條條文，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本辦法係於 90學年度由學務處擬訂並經校務會議討論通過。(議程附件 16) 
二、目前服務學習(一)(二)(三)課程，已納入各學系正式課程，其開課及授課等規範

皆比照一般課程規定。 
三、配合教育部積極推動服務學習課程，為簡化本校行政流程，以適時審議課程內容

之規劃、執行及考核。擬將本辦法審議單位由校務會議改由教務會議通過後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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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修訂條文內容如下：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七條、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

並報校務會議備查後施
行，，修正時亦同。 

第七條、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

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配合教育部積極推動

服務學習課程，為簡
化本校行政流程，以
適時審議課程內容之
規劃、執行及考核，
爰修正之。 

擬辦：通過後，自 97學年第 2學期開始實施。 

決議：修正通過「國立成功大學服務學習課程實施辦法」（附件 9,p37）。 
 

第八案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修正本校專案助教進用要點及其各附表（待遇標準表、契約書），修正草案對照表
（議程附件 17、18、19），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本修正案業經本校 97年 11月 24日 97學年度第 1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 
二、依前開管委會之決議，研擬修正重點如下： 

1.本校前經校務會議決議通過之「國立成功大學新制助教聘任及管理辦法」第四條規
定：「自九十七學年度起，不再新聘新制助教。」茲為免職稱混淆，乃建議修正
要點名稱為「專案教學助理」，以資區別。 

2.前條文復規定：「助教聘約期滿或離職後，其工作得以研究生獎助學金聘請碩、博
士班學生協助辦理，或經行政人力評估確有需要，經專案准後得進用契（聘）僱
人員，原助教員額回歸教師員額運用。」援此立法精神，增訂「八十六年三月二
十一日後聘任之新制助教，於九十七學年度離職後，其工作應以研究生獎助學金
聘請碩、博士班學生協助辦理，如經評估確有需要，始可簽請進用專案教學助理」

之規定。 
3.再依教育部部頒「國立大學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實施原
則」，渠等人員之屬性係為校務基金自籌經費項下進用之編制外專案工作人員，
工作內容係協助教學實驗課程，其薪資標準應低於現任編制內助教薪資，經參考
其他國立大學之作法，爰修訂本要點附表－「本校專案教學助理待遇支給標準表」。 

4.依本校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 10條規定，增訂本要點審查程序需經校務基金
管理委員會通過，報教育部備查後實施。 

三、檢附本會 97年 10月 29日通過之「本校專案助教進用要點」及其附表各乙份（議
程附件 20），請 參閱。 

擬辦：本案討論通過後，擬陳報教育部核備後實施，並修訂本校管理及監督辦法第 10條。 
決議：照案通過本校專案助教進用要點及其各附表（附件 10,p38）。 
 

第九案 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由：「國立成功大學共用儀器設備執行辦法（草案）」(議程附件 21)，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本案業經 97年 9月 16日儀器設備中心管理委員會會議、97年 11月 19日第 665

次主管會報與 97年 12月 17日 97學年度第 2次校務發展委員會討論修正通過，
新訂條文與原條文（推動總中心第 36 次業務會議修正通過之「國立成功大學『發
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共用儀器設備使用執行辦法」）（議程附
件 22）詳如「『國立成功大學共用儀器設備執行辦法』新舊辦法條文對照表」（議
程附件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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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為使本辦法執行符合目前收費現況，將第八條收費方式區分為「校內」與「校外」
收費方式，另將第二條文字略加修飾，以便使收費制度執行更加順暢。 

三、原「國立成功大學『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共用儀器設備使用

執行辦法」係經推動總中心業務會議通過，自新訂「國立成功大學儀器設備共用
執行辦法」通過日起，舊辦法隨即廢止。 

擬辦：討論通過後施行。 
決議：修正通過「國立成功大學共用儀器設備執行辦法」（附件 11,p41），並廢止「國立

成功大學『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共用儀器設備使用執行辦
法」。 

 

第十案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本校參與投資台南市「南臺南站副都心地區『文教用地』開發計畫」乙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 97年 6月 11日校務發展委員會議決議略以：「同意爭取…初步規劃構想除總務

長簡報之內容外，亦可參考委員意見，比如將該土地規劃發展為與台糖有相當
合作空間之「生科園區」，強調未來將以提升台南市、縣之產業和民生相關之研
發為發展方向等等。本案授權總務長與台南市政府接洽爭取；未來再進一步規
劃購地與細部建設計畫，並依程序提相關會議討論。」 

二、 本校與台南市政府持續接洽爭取結果，該府已劃設文教會展用地面積約為 14.92
公頃，將無償提供有意開發之大學未來發展所需之空間，附帶條件為有意開發
之大學須於 3-5 公頃之土地內興建體育設施或展覽場館。都市計畫案經該府完
成審議程序，刻正陳報內政部都委會專案小組審議，該小組要求有意開發之學
校，應提開發計畫，敘明具體之規劃及財務分析。市政府乃於 97年 11月 3日
公告公開徵選台南地區設有校區之公立大學參與投資本案開發計畫。 

三、 案經提本校 97年 11月 5日第 664次主管會報，決議請總務處組成開發計畫團
隊，於期限前向台南市政府提出申請計畫書。若申請順利，應於簽約前提經校
務會議通過後，再辦理簽約。 

四、 經本處組成開發計畫團隊規劃結果，已於97年11月28日擬具開發計畫書提送台
南市政府，並經該府於97年12月16日召開評選會議，評選結果建議案將於2週內
陳送內政部，以核定取得參與後續「文教用地」優先規劃權，並俟都市計畫審
議通過發布後，與市府雙方再進行合作開發協議書簽訂事宜，預計最快將於98
年4月之後始可辦理。 

五、 本開發計畫內容概要如議程附件 24，擬據以與台南市政府進行合作開發協議書
簽訂事宜。 

擬辦：校務會議通過並取得優先規劃權後，與台南市政府進行合作開發協議書簽訂事宜。 

決議：照案通過。 
 

第十一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人事室 

案由：擬修訂本校教師聘任辦法第五條部分內容，如修訂條文對照表，提請  討論。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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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女教師懷孕、生產及育嬰期間不列入升等年限」建
議辦理。 

二、修訂條文對照表如下： 

修  訂  後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修  訂  說  明 

第五條  新聘教授及副教授於初續聘
滿四年之半年前，應經系
（所）、院、校教評會審議
是否續聘，若不通過則自第
五年起不予續聘。新聘教授
於學術上有重大成就或貢
獻者，得直接長期聘任。 

         新聘助理教授於到職六年
內未能升等者，自第七年起
不予續聘。但情況特殊，經
教評會同意者，自第七年起
得續聘二年，如二年內仍未
能升等者，則不予續聘。 

前項但書情形因懷孕生
產、育嬰或其他重大事由
者，經教評會同意，得配
合兩年一聘之聘期再續
聘。如再續聘聘期內仍未能
升等者，則不予續聘。 

新聘講師原則比照辦理。 

新聘外籍教師須於近期內
具使用中文之能力。 

第 五 條  新聘教授及副教授於初續
聘滿四年之半年前，應經
系（所）、院、校教評會審
議是否續聘，若不通過則
自第五年起不予續聘。新
聘教授於學術上有重大成
就或貢獻者，得直接長期
聘任。 

           新聘助理教授於到職六年
內未能升等者，自第七年

起不予續聘。但情況特
殊，經教評會同意者，自
第七年起得續聘二年，如
二年內仍未能升等者，則
不予續聘。新聘講師原則
比照辦理。 

             新聘外籍教師須於近期內
具使用中文之能力。 

 

 
 
 
 
 
 
 
 
 
 

 
＊依本校性別平等
教育委員會「女
教師懷孕、生產
及育嬰期間不列
入升等年限」建
議修訂。 

 

三、本案經 97年 10月 23日 97學年度第 2次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討論，修正通過。 

四、本校教師聘任辦法如議程附件 25，請  參考。 

擬辦：經校務會議通過後施行。 
決議：照案通過本校「教師聘任辦法」（附件 12,p42），請人事室對辦法中請假期限等問

題再予研議。 
 

第十二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人事室 

案由：擬修訂本校教師升等辦法第十條部分條文，如說明，請  討論。 
說明： 
一、現行本校教師升等辦法第十條如下： 

「第十條  教師升等各程序預定時間如下：  
（一）院不辦理外審預訂時間表： 

各院應依作業所
需時間自行訂定
各系所向院提出
之時限 

各系所應依據各
院之規定自行訂
定初審時間 

8月底以前 
11 月 15日 

以        前 
11 月底以前 

12月 15日 

以        前 

各院向教務處
提出著作外審
資料 

校完成著作外
審 

1.各院完成複審 

2.向教務處提出 

校教師評審 

委員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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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院辦理外審預訂時間表： 

7 月底以前(若有必要

各單位可自行規定) 
9 月底以前 12 月 15日以前 

申請人向系所提出 
院完成複審並向教務處提

出 
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三）85 年 8月 1日以後新聘助理教授、講師於到職滿五年尚未通過升等者，

可於第六年另適用下列預訂時間表；依本校聘任辦法第五條第二項規定
續聘滿七年尚未通過升等者，可於第八年另適用本預訂時間表： 

各院應依作業所
需時間自行訂定
各系所向院提出
之時限 

各系所應依據各
院之規定自行訂
定初審時間 

2月底以前 
5 月 15日 

以      前 
5月底以前 

6月 15日 

以      前 

各院向教務處
提出著作外審
資料 

校完成著作外
審 

1.各院完成複

審 

2.向教務處提
出 

校教師評審 

委員會審議 

」 

二、依本校教師聘任辦法第五條第二項有關教師因懷孕生產、育嬰或其他重大事由得
放寬升等年限之修訂，擬配合修訂升等辦法第十條第三款為：「85 年 8 月 1 日以後
新聘助理教授、講師於到職滿五年尚未通過升等者，可於第六年（含）以後另適用
下列預訂時間表：」。 

三、教師升等每年於上學期辦理一次。教師取得博士學位，以博士學位申請升等者，
亦每年於上學期辦理一次，其升等後職級之年資以 8 月 1 日起計，因此，每年於 8

月 1日前取得學位者，可趕上當年度辦理時程，提出申請；於 8 月 1 日後取得學位

者，則須等到下一年度辦理時，方可提出申請。為鼓勵教師進修取得博士學位，以
提升本校師資水準，擬提供 8月 1日後取得學位者，得於下學期提出升等申請之機
會，其升等後職級之年資以 2月 1日起計。 

四、擬增訂第十條第四款：「四、以博士學位申請升等講師、助理教授者，亦得適用
第三款預訂時間表，辦理升等。」 

五、本案經 97年 10月 23日 97學年度第 2次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討論通過。 

六、本校教師升等辦法如議程附件 26，請  參考。 

擬辦：經校務會議通過後施行。 
決議：照案通過本校「教師升等辦法」（附件 13,p45）。 

 

第十三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人事室 

案由：擬修訂本校教師評量要點第八、第九點部分內容，如修訂條文對照表，請  討論。 

說明：  
一、依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女教師懷孕、生產及育嬰期間不列入評量年限」建

議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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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修訂條文對照表如下： 

修  訂  後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修  訂  說  明 

八、  必須接受評量之教
師，須提出相關資料
接受審查。未提出
者，以該年度未通過
評量論。但當年度有
帶職帶薪或留職停薪
情形（如休假研究、
借調、出國講學或進
修、育嬰、侍親、…）
不在校致未能提出
者，俟返校服務後順
延辦理。 

九、  自本要點通過施行之
日起算，任教授或副
教授滿五年者，接受
第一次評量；任助理
教授或講師滿三年
者，接受第一次評
量。惟至 93 年 7 月
31日止，任教授或副
教授已滿五年、任助
理教授或講師已滿三
年者，得自行提出自

93學年度起接受第一
次評量。 

應接受評量年數之
計算，不包括留職停
薪（如出國講學或進
修、育嬰、侍親、…）
及懷孕產假（每次以
一年計）期間，但借
調期間折半計算。通
過升等教師，依其升
等後職稱，自該學年

度起算其應接受評
量年數。對應接受評
量年數之計算有疑
義時由人事室解釋。 

八、  必須接受評量之教
師，須提出相關資料
接受審查。未提出
者，以該年度未通過
評量論。但當年度有
留職留薪或留職停薪
情形（休假研究、借
調、出國講學或進
修…）不在校致未能
提出者，俟返校服務
後順延辦理。 

 

九、  自本要點通過施行之
日起算，任教授或副
教授滿五年者，接受
第一次評量；任助理
教授或講師滿三年
者，接受第一次評
量。惟至 93 年 7 月
31日止，任教授或副
教授已滿五年、任助
理教授或講師已滿三
年者，得自行提出自

93學年度起接受第一
次評量。 

應接受評量年數之
計算，不包括留職停
薪期間，但借調期間
折半計算。通過升等
教師，依其升等後職
稱，自該學年度起算
其應接受評量年
數。對應接受評量年
數之計算有疑義時

由人事室解釋。 
 

＊原條文中「有留職留薪或
留職停薪情形」原已包括
育嬰、侍親。依本校性別
平等教育委員會建議予以
明列。 

＊原「留職留薪」修正為「帶
職帶薪」。 

 
 
 
 
 

 
 
 
 
 
＊依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
會「女教師懷孕、生產及
育嬰期間不列入評量年
限」建議修訂。 

 

 

三、本案經 97年 10月 23日 97學年度第 2次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討論通過。 

四、本校教師評量要點如議程附件 27，請  參考。 

擬辦：經校務會議通過後施行。 
決議：照案通過本校「教師評量要點」（附件 14,p47）。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12時 4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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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國立成功大學 97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表 
97 年 12 月 31 日 

決  議  案  摘  要 承 辦 單 位 執 行 情 形 

第一案 
案由：本校 97、98學年度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委員，

業經由校長遴選，依規定須提經校務會議同意
後聘任之。名單如說明四，提請  公決。 

決議：經投票行使同意權結果，遴選委員均獲出席代
表過半數同意，通過。請人事室辦理發聘。 

 
第二案                                       
案由：本校 97學年度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委員中，學

校行政人員一人原遴選前通識中心主任利德江
教授擔任，並經校務會議同意。今因利前主任
自 97年 8月 1日起已卸下行政職務，茲另補遴
選附設高工校務主任詹錢登教授(水利系教授
兼)擔任行政人員代表，並提經校務會議同意後
聘請之。 

決議：經投票行使同意權結果，遴選委員均獲出席代
表過半數同意，通過。請人事室辦理發聘。 

 
第三案                                       
案由：擬修訂本校文學院語言中心組織定位，新訂「國

立成功大學文學院華語中心設置辦法」及「國
立成功大學文學院外語中心設置辦法」，同步廢
止「國立成功大學文學院語言中心設置辦法」，
並修訂本校組織規程第十條，提請  討論。 

決議：修正通過本校「文學院華語中心設置辦法」、「文
學院外語中心設置辦法」及組織規程第十條，
並廢止「文學院語言中心設置辦法」。 

 
第四案 
案由：修正本校「榮譽教授設置要點」第二點及第三

點條文，修正草案，提請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本校「榮譽教授設置要點」。  

 
第五案 
案由：修正本校各學院、學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

設置辦法第 2條條文，修正草案，提請 討論。 
決議：修正通過本校「學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設

置辦法」及 「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 
附帶決議：上述 2 設置辦法第 6 條「…非經出席委員

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請教評會參考會
議規範第 58 條對於空白及廢票之計算再
予研議。 

 

 
秘書室：照案辦理。 
人事室：業已完成發聘作業。 
 
 
 
 
秘書室：照案辦理。 
人事室：業已完成發聘作業。 
 
 
 
 
 
 
  
 
 
文學院：照案辦理。 
 
 
 
 

 

 

 

 

 

 

教務處：照案辦理。 
 
 
 
人事室： 
1.本案業於 97.11.6以成大人室（一）
字第 828號函轉周知並刊登網頁。 

2.有關校教評會提案表決時空白及廢票
之計算方式，業經提請 97年 12月 23
日 97 學年度第 3 次校教評會報告核
備，同意不適用會議規範第 58 條規
定，逕依該會設置辦法第 6 條規定辦
理，即出席委員人數經扣除應行迴避
委員人數後，即為總投票人數，且需
獲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票始得決議。
（空白及廢票視為不同意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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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案 
案由：修正本校組織規程第 12條、第 30條及第 32

條條文，修正草案，提請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修正條文對照表。  

 
第七案  

案由：訂定本校專案助教進用要點草案，提請  討論。 
決議：修正通過本校「專案助教進用要點」。 

 
第八案                             

案由：修正本校人文社會科學中心設置辦法第 4條及

第 7條條文，修正草案，提請 討論。 
決議：修正通過本校「人文社會科學中心設置辦法」。 

臨時動議： 
第一案                                           
案由：為以國立成功大學之名申請國際專利（PCT）案，

能否在美成立辦事處，藉以透過美國申請專利。 
決議：請研究發展處進行了解。 
 
 
 

第二案                                           
案由：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涉及許多的管理規範，建

議校長增加遴選富有財經、法律相關背景的委
員，健全管理委員會。 

決議：請秘書室研議辦理。 

 

 

 

 

 

 

 

第三案  
案由：外籍學生未持有本國駕照衍生行的安全問題。 

決議：請國際事務處加強交通安全宣導；學務

處安排考照指導及彙集學生之外國駕

照送台北換發本國駕照。  

人事室： 
本案已送請研發處辦理報部相關事宜。 
 
人事室： 
本案前經 97.11.24 校務基金管理委員
會決議不予追認，爰依與會委員意見提
修正案討論，並獲該會書面同意，修正
後之要點擬提請 97.12.31 校務會議審
議。 
 
文學院：照案辦理。 
社會科學院：已轉知各系所。 
人事室：已送請人文社會科學中心續辦
相關事宜。 
 
 
研發處：本處已尋求駐舊金山辦事處科
技組之協助，但技轉中心蔡熙文執行長
表示該中心可以處理申請國際專利
（PCT）案，故已無須在美成立辦事處。
已將此情形告知原提案人黃玲惠老師。 
 
秘書室： 
1.本案經查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
條例及本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設置
要點，委員人數皆規定 7-15人。是
故，97-98學年度之委員會已無空缺
名額得以聘請具法律及財經背景之委
員加入。 

2.經研議並簽奉  校長同意，由秘書室
法制組派員列席；另財務處已成立，
財務長亦須列席與會，暫以列席方式
補強委員會在法律與財經上之專業
性。俟下屆遴聘委員時，再參採本意
見，作為遴聘委員之參考。 

 
學務處： 
1.監理站現有單一窗口針對外籍人士
辦理國際駕照換照與本地駕照考照
事宜。 

2.已與國際事務處學生事務組協調，需
協助換、考照同學，由該單位統計
後，本處統一協調監理站辦理。  

國際事務處： 
已將相關訊息放到本處網頁，並以
email通告外籍生，加強宣導交通安全
之概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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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國立成功大學 97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出(列)席名單 

時間：97年 12月 31日上午 9時 

地點：成功校區圖書館 B1會議廳 

出席：黃煌煇  湯銘哲  徐畢卿  陳景文  曾永華 蘇慧貞（黃正弘代） 李

偉賢 陳昌明 陳益源 劉開玲 王健文 吳奕芳  閔振發   鄭靜   

黃得時 葉晨聖（黃耿祥代） 許正餘（向克強代）張素瓊（黃浩仁代） 

陳虹樺  曾淑芬 吳文騰（蘇芳慶代）林大惠 施明璋 陳進成 林再興   

黃啟祥  蔡長泰 高家俊 黃正能 葉宣顯  張祖恩  溫志勇  張克勤  

陳家進  李旺龍 莊士賢 李清庭 詹寶珠 陳建富  王振興  陳志方  

陳裕民  黃勝廣  徐明福  葉光毅 張有恆  王泰裕（王惠嘉代） 陳

文字  陳正忠  楊明宗 王萬成  蔡佳良   陳志鴻（徐森田代）  林

其和  黃朝慶 張志欽 賴明德  黃美智 張權發 吳俊忠 賴明亮 郭余

民  王金壽 許育典 李劍如 陳廣明  黃正智 黃信復 李金駿 林伯

雍  王德瀛  劉茂宏  郭修賢  賴才傑  朱禮伶 

列席：楊明宗  王三慶 吳萬益 邱正仁  楊瑞珍 謝文真（程碧梧代） 張

丁財 李丁進 謝錫堃 蕭世裕  顏鴻森 

旁聽：吳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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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校務會議報告案 

報告單位：人事室 

一、本校前函報教育部核備之本校「校務基金進用專案教學人員及研究人員實施

要點」、「校務基金進用專案工作人員實施要點」及「校務基金進用專業經理

人實施要點」，經教育部 97年 10月 7日台高（三）字第 0970198815號函核

復意見如下： 

（一）進用經費來源為「自籌經費」，建請明訂由「學雜費收入及五項自籌

收入」項下支應。 

（二）因專案教學人員及研究人員業經行政院勞工委員會釋示不適用勞動基

準法，請明訂其退休事項係「參照勞工退休金條例提撥勞工退休金或

比照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離職儲金給與辦法提撥離職儲金」之規定辦

理。 

（三）各機關學校已就教職員工不同身分投保公務人員保險、勞工保險及全

民健康保險等，並由雇主負擔一定比率之保費。爰不宜再享有學校附

設醫院員工就醫優待，以免有重複支給之虞。 

二、為期符合教育部規定，爰依前開部函核復意見，修正前揭要點，修正案業

經本校 97年 11月 24日 97學年度第 1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 

三、檢附修正後之「校務基金進用專案教學人員及研究人員實施要點」及其契

約書（如附件一、二）、「校務基金進用專案工作人員實施要點」及其契約

書（如附件三、四）及「校務基金進用專業經理人實施要點」及其契約書

（如附件五、六），修正條文如畫線部分，請  參閱。 

四、本報告案經同意後，陳報教育部核備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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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專案教學人員及研究人員實施要點 
97年  6月25日96學年度第4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7年12月31日97學年度第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因應教學研究需要，特依教育部「國立

大學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實施原則」，訂定「國立成

功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專案教學人員及研究人員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

點）。 

二、本要點所稱專案教學人員及研究人員，係指在本校校務基金學雜費收入及

五項自籌收入項下，以約聘方式進用之編制外人員。 

專案教學人員等級分為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講師（以下簡稱專案教

師）。 

專案研究人員等級分為研究員、副研究員、助理研究員及研究助理。 

三、各單位具下列情事之一者，得擬訂「專案計畫書」，提經系（所、處、館）

務會議或中心會議通過，循行政程序簽會研究發展處、教務處、人事室、

會計室並陳請校長核定後，逕行辦理專案教師及研究人員遴聘事宜。 

（一）教學單位有缺額，擬以專案聘請教師教授基礎、體育……等課程者。 

（二）單位有教師或研究人員缺額，擬先試聘者。 

（三）單位因業務需要且有相關經費支援者。 

四、專案教師及研究人員聘任之申請，須檢附下列證件資料，提系、院、校教

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一）簽奉核准專案計畫書。 

（二）擬聘專案教師及研究人員簽辦表。 

（三）履歷表。 

（四）畢業證書或學位證書。 

（五）著作目錄。 

（六）其他足資證明資格之文件。 

另聘任單位得依實際需要請應聘人提供下列證件資料： 

（一）服務證明書。 

（二）推薦函。 

五、專案教師及研究人員之遴聘資格，依編制內專任教師及研究人員之規定辦

理，但初聘及續聘年齡已達七十歲以上者，需經專案簽准。 

    專案教師及研究人員聘任後之人事管理由人事室綜理。 

六、專案教師之審查程序，依「國立成功大學教師聘任辦法」辦理，並請頒教

師證書。 

    專案研究人員之審查程序，依系（所）教評會、院教評會、校教評會之三

級審查程序辦理。 

研究總中心專案研究人員之審查程序，依中心初審（系級）委員會、研究

總中心複審（院級）委員會、校教評會之三級審查程序辦理。 

專案研究人員以學位送審者，由系（所）或中心將其專門著作（包含學位

論文）送請所屬系（所）或中心以外學者、專家 3 人評審；以專門著作或

重要研究成果送審者，由院或總中心將其專門著作或重要研究成果送請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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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學者、專家 3人評審，外審結果彙提院、校級教評會完成聘任程序。 

    已取得與擬任職務等級相當教師證書者，或曾任與擬任職務等級相當之編

制內研究人員者，得免辦理專門著作或重要研究成果外審。 

第三項之中心初審（系級）委員會設置辦法由各中心依本校各學系（所）

教師評審委會設置辦法自訂之，該辦法經報請研究總中心核轉校教師評審

委員會核備後施行。 

七、專案教師及研究人員之聘期以一年一聘為原則，但計畫期限在一年以內者，

應按實際所需時間聘任；如因計畫持續需要，得續聘至計畫執行期限結束

時止。 

專案教師及研究人員續聘時，應比照編制內專任教師及研究人員辦理教學

研究評鑑，經系（所）教評會或中心初審委員會審議，以作為續聘與否之

參據。 

八、符合升等條件之專案教師，得比照編制內專任教師，依「國立成功大學教

師升等辦法」，辦理升等審查。 

符合升等條件之專案研究人員，得比照編制內研究人員，依「國立成功大

學研究人員聘任及升等辦法」，辦理升等，惟審查程序同本要點第六點之規

定。 

九、專案教師及研究人員轉任編制內專任教師或研究人員時，應依新聘教師或

研究人員聘任程序重新審查。其曾任與擬任職務等級相當之專案教師或研

究人員年資，且服務成績優良者，得在本職最高薪範圍內按年採計提敘薪

級；並得比照編制內專任教師或研究人員年資計算辦理升等，惟不得採計

為退休撫卹之年資。 

十、專案教師及研究人員應依勞工保險條例、全民健康保險法加入勞保、全民

健保；並參照勞工退休金條例提繳勞工退休金（外國籍人士比照各機關學

校聘僱人員離職儲金給與辦法提撥離職儲金）；資格不符加入勞保之規定

者，可選擇加入國際技術合作人員綜合保險，保險費由本校負擔 65%，自付

35%。 

十一、專案教師及研究人員之聘期、授課時數、報酬標準、差假、福利、保險、

退休及其他權利義務等事項以契約（契約書格式如附表）明定。 

十二、專案教師及研究人員於聘約有效期間，如因教學研究不力或有其他不當

行為或違反契約應履行義務時，經本校指正而未改善，本校得終止契約

並予解聘，及扣償未工作期間之酬金外，如本校另有損害並追償違約之

損害賠償。 

十三、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依「國立大學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

工作人員實施原則」、「勞工退休金條例」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四、以本校校務基金非自籌經費進用之編制外教師及研究人員，得比照本要

點辦理。 

十五、本要點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及校務會議通過，報教育部備查後實施，

修正時亦同。 

97-2校務會議(97.12.31)紀錄-16-

http://www.ncku.edu.tw/~pers/chinese/06.regulations/reg02-06.doc


 17 

附件二 

國立成功大學專案教師及研究人員契約書 
97年  6月25日96學年度第4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97年12月31日97學年度第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甲方）為應專案教學研究需要，聘任            （以下簡稱乙方）
為專案（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講師、研究員、副研究員、助理研究員、研究助理），經
雙方訂立條款如下： 
一、聘任期間：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二、工作內容：（依專案計畫書規定填寫。） 
三、報酬：（依專案計畫書規定填寫，惟擔任基礎、體育……等課程教學之專案教師薪資以依

授課鐘點費計算為原則。） 
四、服務時間：比照甲方編制內專任教師及研究人員規定辦理。 
五、授課時數：專案教師之授課時數，除應依專案計畫書規定填寫外，擔任基礎、體育……

等課程教學之專案教師每週基本授課時數以十二小時以上為原則。 
六、差假：比照甲方編制內專任教師之規定辦理。 
七、出國：比照甲方「專任教師申請出國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八、乙方非經本校書面同意不得在校外兼職或兼課。 
九、保險：乙方若符合「勞工保險條例」及「全民健康保險法」之被保險人資格者，應於到

職時，由甲方辦理加保手續；聘約期滿或中途離職，應辦理退保。來自國外未具參加勞
工保險或全民健康保險投保資格者，可請甲方協助辦理「國際技術合作人員綜合保險」。
保險費由乙方負擔百分之三十五，本校專案計畫補助百分之六十五。如乙方不擬參加此
項保險，應以親筆簽名之書函向甲方聲明。 

十、退休：甲方參照勞工退休金條例為乙方提繳勞工退休金（外國籍人士比照各機關學校聘
僱人員離職儲金給與辦法提撥離職儲金）及相關退休事宜。上述乙方自願提繳勞工退休
金（離職儲金）之費用，由甲方於發放薪資中代為扣繳。 

十一、研發成果歸屬：乙方在約聘期間，其工作內容所產生研發成果之智慧財產權歸本校所
有，並依「國立成功大學研究發展成果管理辦法」辦理相關事宜。 

十二、其他福利事項比照甲方聘（僱）之專案工作人員辦理。 
十三、到職及離職：乙方接到甲方聘任通知後，應依規定辦理到職手續。聘期屆滿，乙方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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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乙方在約聘期間不適用「國立成功大學教師借調處理要點」、「國立成功大學教師出國
講學及國內外研究進修申請作業要點」、「國立成功大學教授、副教授休假研究辦法」、
「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條例」及公教人員婚、喪、生育、子女教育補助等規定。 

十五、乙方於聘約有效期間，如因教學研究不力或有其他不當行為或違反本契約應履行義務
時，經甲方指正而未改善，即構成違約，甲方得終止本契約並予解聘，及扣償未工作
期間之酬金外，如甲方另有損害並追償違約之損害賠償。 

十六、甲方於計畫執行期限內如因故計畫終止，本契約亦應同時終止。 
十七、本契約如有未盡事宜，依「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專案教學人員及研究人員實施

要點」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八、因本契約發生爭議或涉訟，同意以甲方所在地之管轄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十九、本契約書一式三份，甲方、乙方、本專案計畫申請單位各執一份。 
※附註： 

1、本契約書須俟計畫簽約完成始生效。 
2、乙方之前如曾因他案與本校簽訂聘任契約書，其聘期與本契約聘期重疊時，前契約書在本契
約書 生效時同時終止。 

3、本契約書制式內容係經本校校務會議通過生效，不得擅自更動，如被更動，該更動條款視為
無效。 

立契約人     
甲     方：國立成功大學                  乙     方： 
地     址：701台南市大學路一號           地     址： 
代  表 人：賴 明 詔                     身分證字號： 
甲方用人單位主管簽章：                                  （無中華民國身分證者請填護照號碼） 

                                           聯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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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專案工作人員實施要點 

94年 03月 30日 93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延會通過 
94年 12月 28日 94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6年 03月 28日 95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7年 03月 26日 96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7年 12月 31日 97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因應校務發展需要，特依教育部「國立

大學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實施原則」及「勞動基準

法」訂定「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專案工作人員實施要點」（以下簡稱

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專案工作人員，係指為辦理行政或執行專案計畫工作，在本校

年度校務基金學雜費收入及五項自籌收入項下 50﹪範圍內，以本校校務基

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三條第二款至第七款收入進用之編制外人員。 

三、各單位或計畫主持人因業務需要擬進用前項專案工作人員時，應循各計畫

主管單位規定之行政程序簽奉核准後辦理進用事宜，進用後之人事管理由

人事室綜理。 

四、專案工作人員以約聘（僱）方式進用，其遴聘資格由各用人單位或專案計

畫需要訂定，並以公開方式甄審為原則。 

五、專案工作人員聘期，以一年一聘為原則，但計畫期限在一年以內者，應按

實際所需時間聘（僱）。如因計畫持續需要，得續聘至計畫執行期限結束時

止。 

    新進專案工作人員得先予試用，試用期間以三個月為原則，試用期滿表現

良好者再予續聘（僱）。 

六、專案工作人員於聘（僱）期間，須接受單位主管或計畫主持人督導及工作

指派，並有遵守本校及合作機構有關規定之義務，如有違反，致本校利益

受有損害，得終止契約。 

七、專案工作人員之報酬，除因計畫關係需另訂支給標準經專案簽准或依委託

計畫單位約定另訂標準支給外，其餘人員均依本校專案工作人員待遇支給

標準表支給，但各該用人經費如有困難時，得酌減之。 

    新進專案工作人員依其學歷自最低薪級起薪，服務滿一年成績優良者得晉

一級，是否晉 

  級由各用人單位或計畫主持人自行考核決定。 

  新進專案工作人員如有符合本校「聘僱人員採計曾任年資提敘薪級原則」

規定之服務年 

  資時，得於本職最高薪範圍內提敘薪級，但每滿一年最多提敘一級。 

97-2校務會議(97.12.31)紀錄-18-



 19 

八、專案工作人員每日正常工作時間不得超過八小時，每二週工作總時數不超

過八十四小時，但本校得視業務需要，經雙方協議後採輪班制或調整每日

上下班時間。 

    本校如因經費受限，於商請專案工作人員延長工時服務，經其同意以補休

假方式處理時，不另支給延長工時之工資；惟用人單位主管或計畫主持人

得視經費狀況專案發給延長工時之工資。 

九、專案工作人員於聘（僱）期間，不得在校內外兼職或兼課，如因業務需要

須依校內相關規定經專案簽准。 

十、專案工作人員欲終止契約時，若無不須預告本校之情形，應依本校臨時人

員工作規則第九條之規定提出書面申請，並辦妥離職手續；如未於規定期

間提出，致本校受有損害者，本校得依相關法律請求損害賠償。 

十一、專案工作人員應依勞工保險條例、全民健康保險法及勞工退休金條例相

關規定參加勞保、全民健保及勞工退休金（外國籍人士提撥勞工退休準

備金）；資格不符參加勞保者，可選擇參加國際技術合作人員綜合保險，

保險費由本校負擔 65%，自付 35%。 

      上述應由雇主負擔之費用由各該用人經費來源提撥。 

十二、專案工作人員於聘（僱）期間，得依本校有關規定享有下列權益： 

      （一）享有勞工安全衛生法令相關規定之保障。 

      （二）請領本校識別證與校內汽機車通行證。 

      （三）圖書館、計算機與網路中心及體育場所等公共設施，得依各單位規定

使用之。 

      （四）其他經專案簽准之福利事項。 

十三、專案工作人員之資遣費及退休金，悉依勞動基準法及勞工退休金條例相

關規定辦理；職業災害補償依勞動基準法、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勞工

保險條例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四、專案工作人員於聘（僱）期間應簽訂契約，契約中明定其聘期、報酬標

準、工作時間、差假、考核、獎懲、福利、保險、退休、資遣、職業災

害補償、到離職等權利義務事項。 

十五、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依國立大學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工

作人員實施原則、本校臨時人員工作規則、勞動基準法、勞工退休金條例

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六、本要點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及校務會議通過，報教育部備查後實施，

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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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國立成功大學專案工作人員契約書  

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甲方）為應業務需要，以校務基金聘（僱）                      君 
（以下簡稱乙方）為專案工作人員，經雙方訂立條款如下： 
一、聘（僱）期間：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契約期滿，終止勞雇關係。 
二、工作內

容：                                                              
      。 

三、工作場所：乙方接受甲方之監督指揮，由甲方視業務需要指定之，必要時並得派往甲方
所在地以外之其他地點，擔任本契約所定之工作。 

四、工作報酬：甲方每月給付乙方新台幣         元，一次發給。惟因計畫尚未撥款致無法
及時發給者，得俟經費撥下後一次補足。 

              自報到日起支，離職日停支。 
五 、 計 畫 案 名 稱 及 經 費 來

源：                                                        。 
六、到職及離職：乙方應於起聘日報到，並依規定辦妥到職手續後始予聘（僱）用；離職時，

應依規定辦妥離職手續後始得離職。 
七、工作時間： 

（一）乙方每日正常工作時間不得超過八小時，每二週工作總時數不超過八十四小時。
為比照甲方編制內職員實施週休二日制，於符合勞動基準法情況下，乙方同意將
休假日(應放假之紀念日、勞動節日)調移。上班時間依實際需求就下列方案擇一
實施： 

     □週一至週五上午自 8時至 12時，下午自 13時至 17時。上下班簽到退時間，
得前後各彈性 30分鐘。 

       □其他：                          （輪班人員及特殊上班時間者，請務必填
列。例如：週一至週五上午自 9時至 13時，下午自 14時至 18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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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甲方因業務需要，於商請乙方延長工時服務，乙方應填寫加班申請單，並同意以
補休假方式處理，不另支給延長工時之工資；惟用人單位主管或計畫主持人得視
經費狀況專案發給延長工時之工資。 

八、請假、特別休假及相關給假： 
乙方之請假依勞動基準法、勞工請假規則、性別工作平等法及甲方「適用勞動基準法人
員給假一覽表」等相關適法規定辦理。 

    特別休假由甲乙雙方協商後排定，乙方原則上同意於契約年度之上半年內休畢可休日數
之一半，並於契約年度內全數休畢；除可歸責於甲方之原因者外，不另支給未休假日數
之工資。 

九、服務守則： 
   （一）遵守政府之相關法令及甲方合於法理之工作指派、管理規定，不得為圖私利，而

有犧牲或損害甲方利益之行為。 
    （二）愛護公物，不得毀損；遵守工作秩序，維護工作場所安全；保守職務上之機密，離職後

亦同。 

    （三）不得利用職務圖利自己或他人，並不得接受不正當之利益、餽贈或報酬。 

   （四）不得有其他行為不檢，或足以損害甲方聲譽之行為。 
   （五）乙方於聘（僱）期間，不得在校內外兼職或兼課，如因業務需要須依校內相關規

定經專案簽准。 

    乙方如違反（一）至（五）款，致甲方利益受有損害，乙方應依法負損害賠償之責並負法律
責任。 

十、考核及獎懲：乙方於服務滿一年時，得由用人單位主管或計畫主持人自行考核，決定其
是否晉薪；乙方之獎懲由用人單位主管或計畫主持人視需要參照甲方相關
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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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職業災害補償：甲方應依勞動基準法、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勞工保險條例及相關規
定辦理職業災害之補償。 

十二、保險：甲方應於乙方聘（僱）期間，依勞工保險條例、全民健康保險法相關規定爲其
加入勞保及全民健保；資格不符加入勞保之規定者，可選擇加入國際技術合作
人員綜合保險，保險費由甲方負擔 65%，乙方負擔 35%。 

            上述乙方負擔之費用，由甲方於發放薪資中代為扣繳。 
十三、福利： 

    （一）享有勞工安全衛生法令相關規定之保障。 
    （二）請領識別證與汽機車通行證。 
    （三）圖書館、計算機與網路中心及體育場所等公共設施，得依各單位規定使用之。 

      （四）其他經專案簽准之福利事項。 
十四、契約終止： 
     （一）甲方得依所訂之臨時人員工作規則第五條、第六條規定終止契約。 
     （二）乙方欲終止契約時，若無不須預告甲方之情形，應依甲方所訂之臨時人員工作

規則第九條規定提出書面申請，並辦妥離職手續；如未於規定期間提出，致甲
方受有損害者，甲方得依相關法律請求乙方損害賠償。 

十五、業務移交：甲方調整乙方所擔任之工作或本契約終止時，乙方應將其經管之事務及物品
辦理移交。如未辦妥移交，致甲方受有損害者，甲方得依相關法律請求乙方
損害賠償。 

十六、資遣：甲方終止契約時，如依勞動基準法規定應給與資遣費，其金額依勞工退休金條
例之規定計算。 

十七、退休：甲方依勞動基準法及勞工退休金條例相關規定為乙方辦理勞工退休金（外國籍
人士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及相關退休事宜。 

            上述乙方自願提繳勞工退休金之費用，由甲方於發放薪資中代為扣繳。 
十八、本契約如有未盡事宜，依甲方所訂之臨時人員工作規則及校務基金進用專案工作人員

實施要點、勞動基準法、勞工退休金條例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九、甲乙雙方因本契約發生訴訟時，同意以甲方所在地之管轄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二十、本契約書一式三份，甲方（人事室）、甲方用人單位及乙方各執一份。 
 
※附註：1、本契約書需俟計畫簽約完成始生效。 
        2、乙方之前曾因他案與甲方簽訂聘（僱）契約書，其聘期與本契約書聘期重疊時，

前契約書在本契約書生效時同時終止。 
        3、本契約書制式內容係經甲方校務會議通過生效，不得擅自更動，如被更動，本契約書視為

無效。 

立契約人 
甲  方：國立成功大學                   乙       方：                         （簽
名） 
代表人：校長  賴  明  詔               身分證字號：                                 
                                       （無中華民國身分證者，請填統一證號） 
地  址：台南市大學路一號               戶 籍 地 址：                                 
                                                                                     
甲方用人單位主管簽章：                    聯 絡 電 話：                                 
（或計畫主持人）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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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專業經理人實施要點 
96.12.26 96學年度第2次校務會議通過 

97.12.31 97學年度第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因應校務發展需要，特依本校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

第十條規定，訂定「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專業經理人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

點）。 

二、本要點所稱專業經理人，係指相關領域具有專長之專業經理人才，並由本校各單位因應

其業務需要，在年度校務基金學雜費收入及五項自籌收入項下 50﹪範圍內，以本校校務

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三條第二款至第七款收入進用之編制外人員。 

三、專業經理人之任務在於帶領專業團隊，有效運用本校可用資金或資源，在一定時間內創

造盈餘、增加財富收入或提昇經營管理績效。 

四、專業經理人之進用，應將人選提經主管會報及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管理委員

會）審議通過，循行政程序簽奉核准後進用。進用後之人事管理由人事室綜理。 

五、專業經理人以聘用方式進用，以一年一聘為原則。 

專業經理人服務滿一年時，所屬主管應就其工作表現、服務績效及目標達成率等加以考

核，決定是否續聘或晉（減）薪，並循行政程序簽奉核准；至於晉（減）薪級數則視其

工作績效而定。 

六、專業經理人於聘用期間，須接受所屬主管之督導及工作指派，並遵守本校相關規定，如

有違反，得隨時予以解聘。 

七、專業經理人應依公平、公開、公正方式進用，其進用資格及薪資支給標準另訂之，並提

經管理委員會及校務會議通過。 

專業經理人能為本校創造盈餘、增加財富收入或提昇經營管理績效者另支給獎金。獎金

發給之原則、額度、發放之時間及方式等相關事宜，由用人單位另訂之，並提經主管會

報及管理委員會通過。 

八、專業經理人之上班時間比照本校編制內職員依政府機關辦公日曆出勤。請假依勞動基準

法、兩性工作平等法及勞工請假規則等規定辦理。 

九、專業經理人於聘用期間，不得在校內外兼職或兼課，如因業務需要須依校內相關規定專

案簽准。 

十、專業經理人於聘期屆滿前自請離職，應於十日前提出書面申請並辦妥離職手續。 

十一、專業經理人應依相關規定參加勞工保險、全民健保及勞工退休金。其勞保、全民健保

及勞工退休準備金應由雇主負擔之費用由各該用人經費來源提撥。 

十二、專業經理人於聘用期間，得依本校有關規定享有下列權益： 

  （一）請領本校識別證與校內汽機車通行證。    

  （二）圖書館、計算機與網路中心及體育場所等公共設施，得依各單位規定使用之。 

  （三）其他經專案簽准之福利事項。 

十三、專業經理人於聘用期間應簽訂契約，契約中明定其聘期、薪資、工作時間、差假、考

核、獎懲、福利、退休、資遣、職業災害補償、到離職等權利義務事項。 

十四、本要點未規定事項，依「國立成功大學臨時人員工作規則」、「勞動基準法」、「勞

工退休金條例」及其他相關法令辦理。 

十五、本要點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及校務會議通過，報教育部備查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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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國立成功大學專業經理人契約書                            

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甲方）為應業務需要，以校務基金聘用                  君 

（以下簡稱乙方）為                  (單位)             （職稱），經雙方訂立條款如下： 

一、聘用期間：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契約期滿未續約者，當然終止契約，如須提前終止契約悉依勞動基準法及有關規定辦理。 

二、工作內容：  

三、工作場所：由甲方視業務需要指定之，必要時並得派往甲方所在地以外之其他地點工作，乙  

    方不得異議。                                                   

四、工作報酬：新台幣            元，自報到日起支，離職日停支。能為本校創造盈餘、增加

財富收入或提昇經營管理績效者另支給獎金，並依據甲方所訂標準發給。 

五、經費來源：  

六、工作時間： 

（一）乙方工作時間比照甲方編制內職員依政府機關辦公日曆出勤。甲方得視業務需要經甲、乙

雙方協商同意後，採輪班或調整每日上下班時間。 

（二）甲方因業務需要得徵求乙方同意延長工作時間或休假日須照常工作。延長工作時間以補休 

為原則，如因業務需要擬改發加班費，須簽奉校長核准，加班費標準依勞動基準法之相關

規定辦理。  

七、差假規定：乙方之請假依勞動基準法、兩性工作平等法及勞工請假規則等規定辦理。經指派

出差者，得比照甲方編制內之相當職級人員請領差旅費。 

八、考核及獎懲：乙方於服務滿一年時，應由其所屬主管加以考核，決定是否續聘或晉（減）薪，

其晉（減）薪級數視其工作績效而定；所屬主管並得參照甲方相關規定辦理乙方之獎懲。  

九、保險：甲方應於乙方聘用期間，依「勞工保險條例」、「全民健康保險法」相關規定爲其加入

勞保及全民健保；資格不符加入勞保之規定者，可選擇加入國際技術合作人員綜合保險，

保險費由甲方負擔 65%，乙方負擔 35%。 

十、資遣：甲方終止勞動契約時，如依勞動基準法規定應給與資遣費，其金額依勞工退休金條例

之規定計算。 

十一、退休： 

（一） 甲方應於乙方聘用期間，依「勞工退休金條例」之規定爲其加入勞工退休金；資格不符加

入勞工退休金之規定者，由甲方依「國立成功大學聘僱人員離職儲金給與要點」之規定為

其加入離職儲金。 

（二） 乙方依勞動基準法規定，被強制退休或自請退休時，應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相關規定領

取退休金；參加離職儲金者，於離職時由甲方依規定發給其離職儲金。 

十二、到職及離職：乙方應於起聘日報到，並依規定辦妥到職手續後始可支薪；離職時，應辦妥

離職手續後始得領取離職證明。 

十三、職業災害及普通傷病補助：  

甲方應依「勞動基準法」、「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勞工保險條例」、「就業保險法」及相 

關規定辦理。 

十四、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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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享有勞工安全衛生法令相關規定之保障。 

    （二）依甲方之規定使用各項公共設施。 

    （三）其他經專案簽准之福利事項。 

十五、服務義務與紀律： 

  （一）遵守政府之相關法令及甲方之工作指派、管理規定，不得為圖私利，而有犧牲或損害

甲方利益之行為。  

   （二）愛護公物，遵守工作秩序，維護工作場所安全，保守職務上之機密。 

  （三）不得利用職務圖利自己或他人，並不得接受不正當之利益、餽贈或報酬。 

  （四）不得有其他行為不檢，或足以損害甲方聲譽之行為。 

  （五）乙方非經本校書面同意不得在校內外兼職或兼課。 

     乙方如違反（一）至（三）款，致甲方利益受有損害，乙方應負損害賠償之責並負法律責任。 

十六、契約終止： 

  （一）甲方於計畫執行期限內如因故計畫中止或乙方對於甲方指定之工作不能勝任，甲方得

終止契約，但應依「勞動基準法」規定之期間以書面預告乙方。 

   （二）乙方請假超過規定之日數或有違反第十五點規定之情事者，甲方得終止契約。 

   （三）乙方欲終止契約時，若無不須預告甲方之情形，應於十日前提出書面申請並辦妥離職

手續；如未於規定期間提出，致甲方受有損害者，甲方得依相關法律請求乙方損害賠償。 

十七、甲方調整乙方所擔任之工作或本契約終止時，乙方應將其經管之事務及物品辦理移交。 

十八、本契約未規定事項，依「國立成功大學臨時人員工作規則」、「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進用

專業經理人實施要點」、「勞動基準法」、「勞工退休金條例」及其他相關法令辦理。 

十九、甲乙雙方因本契約發生爭訟時，同意以台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二十、本契約書一式三份，甲方（人事室）、甲方用人單位及乙方各執一份。 

 

※附註：1、本契約書需俟用人案核定或計畫簽約完成始生效。 

2、乙方之前曾因他案與本校簽訂聘用契約書，其聘期與本契約書聘期重疊時，前契約書

在本契約書生效時同時終止。 

        3、本契約書制式內容係經本校校務會議通過生效，不得擅自更動，如被更動，本契約書 

           視為無效。 

立契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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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人：校長  賴  明  詔              身分證字號：  

 

地  址：台南市大學路一號               戶 籍 地 址： 

                

甲方用人單位主管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97-2校務會議(97.12.31)紀錄-24-



 25 

附件 3 

國立成功大學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設置辦法 
97年 12月 31日 97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昇校園環境保護及維護工作場所
人員之作業安全與衛生，特依本校組織規程第八條規定，設環境保護
暨安全衛生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並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中心任務為制訂、規劃、推動、執行本校校園環境保護及工作場所
安全衛生相關管理，以及各單位執行環境保護與安全衛生措施之追蹤
考核等事項。 

第三條  本中心置中心主任一人，綜理中心各項業務，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
教師兼任。 

第四條  本中心依業務需要，設下列各組： 
一、綜合企劃組 
二、環境保護組 
三、安全衛生組 

第五條  綜合企劃組掌理下列事項： 
一、環境保護及安全衛生事項之綜合規劃。 
二、環境保護及安全衛生計畫、方案與重要業務之追蹤考核。 
三、環境保護及安全衛生相關法令規章之彙整、宣導。 
四、環境保護及安全衛生管理要點、相關措施之擬訂。 
五、環境保護及安全衛生之教育、訓練、宣導及支援。 
六、環安衛資訊網站管理維護及數位化業務。 
七、其他有關本中心綜合性之業務。 

第六條  環境保護組掌理下列事項： 
一、校園水、空氣、土壤、噪音污染防治之規劃、檢測與輔導改善。 
二、實驗室、實習場所運作危害性物質及毒性化學物質之監督與追蹤。 
三、實驗室、實習場所危害性廢棄物處置之執行與督導。 
四、輻射源之管制、追蹤、監督及其安全之管理。 
五、輻射污染及輻射廢料處理之規劃及督導。 
六、生物性污染防制業務。 
七、其他與環境保護相關業務。 

第七條  安全衛生組掌理下列事項： 
一、職業災害防制與衛生管理計畫之釐訂，執行之推動、定期重點檢

查、改善及督導。 
二、職業安全與作業環境衛生教育、訓練之規劃及實施。 
三、實驗室、實習場所危險性機械設備之調查列管、定期檢查與改善

之督導。 
四、職業災害之預防、搶救、調查、分析及紀錄，職業災害統計之辦

理。 
五、實驗室、實習場所相關人員健康管理事項。 
六、其他勞工安全衛生法令規範之事項。 

第八條  本中心各組置組長一人，由中心主任依業務性質遴選助理教授以上教
師陳請校長聘兼，或由具相關專長與資格之職技人員擔任。 

第九條  本中心各組依業務需要置職技人員若干人，所需員額由本校總員額中
調配之；或依本校進用契僱人員暨聘僱人員實施要點，進用相關專長
人員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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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條  本中心依業務需要，得訂定本校環境保護、安全衛生各項管制要點，
其要點另訂之。 

第十一條  各學院及研究總中心，應督導所屬系、所、中心落實執行本校各項
環境保護及安全衛生之政策與措施。 

第十二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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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國立成功大學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員會設置辦法 

97年 12月 31日 97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推動校園環境永續經營之目標，依環境保護及勞工
安全衛生等相關法令規定，特設置本校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
會），並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委員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校長擔任，副主任委員一人由校長指定一位副校長擔
任，執行長一人由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中心主任擔任。 

第三條  本委員會之組成，由校長、副校長、總務長、研發長、財務長、各學院院長、環境
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中心主任、研究總中心中心主任為當然委員；聘任委員若干人，
由執行長遴選本校相關專長教師，簽請校長聘任之。聘任委員任期兩年，期滿得續
聘。 

第四條  本委員會每三個月開會一次，會議由主任委員擔任主席，主任委員不克出席時，由
副主任委員代理，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第五條  本委員會任務如下： 
一、審議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擬訂之環境保護、輻射防護、安全衛生管理政

策及規章。 
二、審議環境保護、輻射防護、安全衛生自主管理計畫與措施、提案及管理績效

考核。 
三、審議本校環境保護、輻射防護、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實施計畫。 
四、研議作業環境測定結果應採取之對策。 
五、審議健康管理及健康促進事項。 
六、審議各單位自動檢查及環安衛稽核事項。 
七、審議機械、設備或原料、材料危害之預防及補救措施。 
八、審議本校環境保護、輻射防護、安全衛生各項災害調查及分析報告。 
九、審議承攬業務安全衛生管理事項。 
十、其他有關環境保護及安全衛生事項。 

第六條  本委員會開會時，得邀請有關人員列席。 

第七條  本委員會得視實際需要，設相關專業工作小組。 

第八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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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國立成功大學組織規程第八條、第二十四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 八 條   
本大學因教學、研究、推廣之需，設下列
單位暨人員： 
一、 研究發展處：…… 
二、研究總中心：…… 
三、計算機與網路中心：…… 
四、校友聯絡中心：…… 
五、生物科技中心：…… 
六、藝術中心：…… 
七、微奈米科技研究中心：…… 
八、通識教育中心：…… 
九、國際事務處：…… 
十、博物館：…… 
十一、財務處：…… 
十二、人文社會科學中心：…… 
十三、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置中心

主任一人，掌理環境保護及工作場
所安全衛生相關業務。下設綜合企
劃、環境保護、安全衛生三組，各
置組長一人。 

本條文所列單位得視業務需要置職員及稀
少性科技人員等若干人。九十年八月二日
以後不得進用資訊科技人員，前已進用之
資訊科技人員，得繼續留任至其離職為
止，其升等並依原規定辦理。 
各該單位之設置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
實施。 
 

第 八 條   
本大學因教學、研究、推廣之需，設下列
單位暨人員： 
二、 研究發展處：…… 
二、研究總中心：…… 
三、計算機與網路中心：…… 
四、校友聯絡中心：…… 
五、生物科技中心：…… 
六、藝術中心：…… 
七、微奈米科技研究中心：…… 
八、通識教育中心：…… 
九、國際事務處：…… 
十、博物館：…… 
十一、財務處：…… 
十二、人文社會科學中心：…… 
 
 
 
 
 
 
本條文所列單位得視業務需要置職員及稀
少性科技人員等若干人。九十年八月二日
以後不得進用資訊科技人員，前已進用之
資訊科技人員，得繼續留任至其離職為
止，其升等並依原規定辦理。 
各該單位之設置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
實施。 

1.依據環境保護及勞
工安全衛生法規規
定，本校應成立專
責之一級單位且能
獨立運作，其名稱
應與環境保護、安
全衛生有關之確切
名稱。 

2.參考國內外知名大
學現況，均設置專
責單位，運作該校
環境保護、安全衛
生業務，本校目前
由總務處事務組辦
理相關業務，且業
務承辦人僅一人，
難以因應國際潮
流、環境多變及永
續校園發展之推
動，是擬設置「環
境保護暨安全衛生
中心」為規劃、推
動之專責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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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條  本大學設下列與教學、研究
及服務有關之委員會： 
一、校務發展委員會：…… 
二．經費稽核委員會：…… 
三、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四、通識教育委員會：…… 
五、推廣教育委員會：…… 
六、出版委員會：…… 
七、圖書委員會：…… 
八、計算機與網路委員會：…… 
九、校園規劃及運用委員會：…… 
十、宿舍配借及管理委員會：…… 
十一、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員會： 

審議環境保護及安全衛生事項。由
校長（主任委員）、副校長、總務
長、研發長、財務長、各學院院長、
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中心主
任、研究總中心中心主任為當然委
員，並由校長兼主任委員，環境保
護暨安全衛生中心中心主任為執
行長，聘任委員若干人組成。聘任
委員由執行長遴選相關專長之教
師，簽請校長聘任之。聘任委員任
期二年，期滿得續聘。 

 
 
（以下委員會變更款次） 
十二、名譽博士學位審查委員會 
十三、學術榮譽推薦委員會：…… 
十四、校友傑出成就獎委員會：…… 
十五、職員甄審委員會：…… 
十六、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 
十七、職工申訴評議委員會：…… 
十八、學生獎懲委員會：…… 
十九、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 
二十、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二十一、交通安全教育委員會：…… 
二十二、校園交通管理委員會：…… 
二十三、工友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 
二十四、資訊安全管理委員會：…… 
二十五、（款次刪除） 
本條文所列委員會之設置辦法另訂之。 
本大學因實際需要，經校務會議或行政會
議通過，得增設、變更、或撤消各種委員
會，並同時          修改本規程有關條
文，不受第五十條之限制。 
本大學所設各委員會之系統架構見本規程
附表三「國立成功大學委員會組織系統
表」。 
 
 

第二十四條  本大學設下列與教學、研究
及服務有關之委員會： 
一、校務發展委員會：…… 
二．經費稽核委員會：…… 
三、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四、通識教育委員會：…… 
五、推廣教育委員會：…… 
六、出版委員會：…… 
七、圖書委員會：…… 
八、計算機與網路委員會：…… 
九、校園規劃及運用委員會：…… 
十、宿舍配借及管理委員會：…… 
十一、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研議、協商

及建議本校場所安全衛生有關事
務。 
總務長 (召集人) 、教務長、理、
生科、工、電資、醫學院院長、研
究總中心主任、法律系主任為當然
委員，及由理、生科、工、電資、
醫學院、研究總中心各推荐代表二
人組成，任期二年，得連任之。 

十二、污染防治委員會：研議有關廢棄物
處理規劃及防治事項。 
由校長就相關系所教師聘請召集人
及委員若干人組成，任期二年，得
連任之。 

十三、名譽博士學位審查委員會 
十四、學術榮譽推薦委員會：…… 
十五、校友傑出成就獎委員會：…… 
十六、職員甄審委員會：…… 
十七、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 
十八、職工申訴評議委員會：…… 
十九、學生獎懲委員會：…… 
二十、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 
二十一、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二十二、交通安全教育委員會：…… 
二十三、校園交通管理委員會：…… 
二十四、工友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 
二十五、資訊安全管理委員會：…… 
 
本條文所列委員會之設置辦法另訂之。 
本大學因實際需要，經校務會議或行政會
議通過，得增設、變更、或撤消各種委員
會，並同時          修改本規程有關條
文，不受第五十條之限制。 
本大學所設各委員會之系統架構見本規程
附表三「國立成功大學委員會組織系統
表」。 
 

1.為整合日後環境保
護及安全衛生相關
議題，將第十一款
「職業安全衛生委
員會」、第十二款
「污染防治委員
會」，整合設置第
十一款「環境保護
暨安全衛生委員
會」。 

2.原第十三款至第二
十五款款次依序往
前更動一款次，第
二十五款款次刪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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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國立成功大學師資培育中心設置要點 

                      92 年 10月 29日  92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通過 

教育部中華民國 93 年 1月 14 日 台中（二）字第 0920195712 號函核定 

97年 12月 31日 97 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本校依發展特色及中等學校師資培育需要，依據大學法第十三條第二項、
師資培育法第五條、大學設立師資培育中心辦法第二條及本校組織規程第
十條之規定，於教務處下設置「師資培育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 

 

二、本中心應置至少五名與任教學科專長相符之專任教師；其員額得由本校現
有員額調配運用。          

 

三、本中心下設四個工作群，主要辦理以下業務：      

    （一）招生與課程工作群：負責招生甄試、開設教育專業課程、並按中等
學校師資類科分別規劃分科與教學實習課程、審核課程學分等。其
招生與修習辦法由教務會議另定之。         

    （二）實習輔導工作群：釐訂與執行實習教師整體輔導計畫、遴選教育實
習機構並辦理簽約、推介學生實習、實習成績彙整等。    

                                

    （三）就業輔導工作群：辦理輔導畢業生參加教師資格考試、教師甄試等
事宜。       

    （四）地方教育輔導工作群：結合各級主管機關、教師進修機構共同規畫
以辦理輔導區地方教育輔導工作與教師在職進修，並辦理實習輔導
教師、實習指導教師研習。                           

 

四、本中心置主任一人，綜理本中心各項業務，由教務長推薦具有副教授以上
資格之教師，簽請校長聘兼之。任期三年，得連任一次。本中心各工作群
各置召集人一人，由中心主任推薦具教育專長之教師兼任，各工作群得置
職員若干名，由本校總員額內調充。 

 

五、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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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師資培育中心設置要點」擬修訂條文對照表 

   

修訂條文 原條文 說明 

一、本校依發展特色及中等學校師資

培育需要，依據大學法第十三條

第二項、師資培育法第五條、大

學設立師資培育中心辦法第二條

及本校組織規程第十條之規定，

於教務處下設置「師資培育中心」

（以下簡稱本中心）。 

 

一、本校依發展特色及中等學校師資

培育需要，依據大學法第十一條

第三項、師資培育法第五條、大

學設立師資培育中心辦法第二條

及本校組織規程第十一條之規

定，於教務處下設置「師資培育

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 

 

修正條文 

（依大學法及

本校組織規程

條文變更配合

修法） 

四、本中心置主任一人，綜理本中心

各項業務，由教務長推薦具有副

教授以上資格之教師，簽請校長

聘兼之。任期三年，得連任一次。

本中心各工作群各置召集人一

人，由主任推薦具教育專長之教

師兼任，各工作群得置職員若干

名，由本校總員額內調充。 

 

四、本中心置主任一人，綜理本中心

各項業務，由教務長推薦具有教

授資格之教師，簽請校長聘兼

之。任期三年，得連任一次。本

中心各工作群各置召集人一人，

由中心主任推薦具教育專長之教

師兼任，各工作群得置職員若干

名，由本校總員額內調充。 

 

修正條文 

（依本校組織

規程第三十條

之規定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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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國立成功大學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設置與申訴處理辦法 

86.04.16 85學年度第四次校務會議通過 

90.11.14 90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延會修訂通過 

91.03.20 90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91.12.25 91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92.02.25 教育部台訓(一)字第 0920024104號函核定 

94.04.27 93學年度第四次校務會議通過 

94.06.22 93學年度第五次校務會議通過 

94.07.15 教育部台訓(二)字第 0940096627號函核定 

95.06.21 94學年度第五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95.11.01 95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延會修訂通過 

95.12.18 教育部台訓(二)字第 0950187848號函核定 

97.03.26 96學年度第三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97.04.16 教育部台訓(二)字第 0970057571號函核定 

97.12.31 97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大學法第三十三條第四項暨本校組織規程第二十四條定之。 
 
第二條  本校為公平、公正處理學生在校學習、生活上之有關事項，並確保學生權益，特設

置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三條  學生對於學校有關受教權益所為之處分認為有違法或不當致損其權益，或學生會及

其他相關學生自治組織，不服學校之懲處或其他措施及決議之事件，經行政程序處
理仍不服者，得向本會提出申訴。 
前項所定學生，指學校對其處分時，具學生身分者。 

 
第四條  組織：   

一、 本會置委員二十七人至三十人，均為無給職，由各學院學生代表各一人、研究生學
生代表一人，各學院推薦教師各二人，非屬學院教師推薦一人（請教務處推薦），
及學校教師會代表一人擔任之(其中未兼行政職務之教師代表不得少於總額二分之
一 
；已擔任學生獎懲委員會委員者不得擔任之；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
一以上)。另學校得聘請醫師、法學、社會學、心理學之專業人士擔任諮詢顧問。  

二、 學生代表於每學年開學一個月內，由學生會推選產生大學部代表；由各學院院長輪
流推薦產生研究生代表，均報學生事務處核備。(學生會如未能依時組成，即請課
外活動指導組輔導系學會聯合會幹部代表之)。  

三、 學生事務長擔任臨時召集人，俟主席選出後由主席主持會議，得邀請相關人員列席 
，行政業務由生活輔導組承辦之。臨時召集人因故不克出席時，得請所屬相關主
管代理之。 

四、 本會開會應有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事項之決議﹑評議書之決議，以出席委員三
分之二(含)以上同意後行之。  

五、 本會之經費由學生事務處支應。  
六、 本會委員或諮詢顧問均呈報校長聘任之，任期一年，得連任之。 

 
第五條  申訴及處理程序： 

一、 學生、學生會及其他相關學生自治組織（應經其組織內部之最高行政會議決議後提
出）之申訴應於知悉措施之次日起十日內以書面向本會提出申訴，逾期學校不予受
理；申請人因不可抗力致逾期限者，得向本會聲明理由請求許可。 

二、 申訴書應記載申訴人姓名、學號、系級、住址、申訴之事實及理由，希望獲得之補
救，並檢附有關之文件及證據交由生輔組處理。  

三、 於本會下設程序審議小組，對於學生、學生會及其他相關學生自治組織之申訴得就
受理與否，先期審核，對於不符申請要件之申請案得以過濾速結；小組人員由臨時
召集人召集六位委員共同組成，以超過二分之一同意議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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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本會就書面資料評議，會議不公開舉行，得通知申訴人、原處分單位之代表及關係
人到會說明。如其逾越申訴範圍，應以書面駁回，並建議處理方式，且於處理特殊
案件時，應組成小組，秘密調查。 

五、 本會收件後，除有應不受理或中止評議情形，逕行通知申訴人及原處分單位外，應
於二十日內完成評議，必要時得予延長，並通知申訴人，延長以一次為限，最長不
得逾期二個月，但涉及退學、開除學籍或類此處分之申訴不得延長。(學生、學生
會及其他相關學生自治組織向學校提起申訴，同一案件以一次為原則)。 

六、 申訴人於本會未作成評議決定書前，得撤回申訴書。原處分單位應於知悉申訴案時
重行審查原處分是否合法妥當，其認申訴為有理由者，得自行撤銷或變更原處分，
並通知申訴人與本會。 

七、 申訴程序中，申訴人、原處分單位或其他關係人，就申訴事件或其他牽連之事項，
提出訴願、民事、刑事或行政訴訟者，應即以書面通知本會，本會應即中止評議，
俟訴訟終結後續議；惟退學與開除學籍之申訴不在此限。 

八、 退學或開除學籍之申訴，學校於評議決定未確定前，學生得向學校提出繼續在校肄
業之書面請求。學校接到上項請求後，應徵詢本會之意見，並衡酌該生生活，學習
狀況於一週內書面答覆，並載明學籍相關之權利與義務。  

九、 學生申訴經學校同意在校肄業者，學校不得授給畢業證書外，其他修課成績考核、
獎懲得比照在校生處理。  

十、 本會應對申訴案件提出討論並經評議，決議後擬定評議書由主席署名。本會之評議
及表決，委員個別意見，應對外嚴守祕密;涉及學生隱私之申訴案 ，申訴人之基本
資料應予保密。  

十一、評議決定書應包括主文、事實、理由等內容，如有建議補救措施，並應提出具體建
議；對於不受理之申訴案件亦應作成評議書，惟其內容只列主文和理由。  

十二、申訴程序中，評議委員、申訴人、原處分單位或其他關係人，應就申訴之案件採取
迴避原則，以免影響本會評議之公正性。  

十三、評議書應呈校長核備，並由本會送達申訴人及原處分單位。 
十四、對於退學、開除學籍或類此足以改變學生身分之處分，經提出申訴後未獲救濟者，

學校應附記「如有不服本申訴決定，得於申訴評議書送達後次日起三十日內，繕具
訴願書，經學校原處分單位檢卷答辯後送教育部提起訴願。」 
 

第六條  評議效力：  
一、 本會之評議，如原處分單位認與法規牴觸或事實上窒礙難行者，應於十日內列舉理

由依行政程序陳報校長，校長得交付本會再議(以一次為限)。否則，評議書經完成
行政程序後，學校應即採行。 

二、 退學之申訴，經評議確定維持原處分者，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修業證明書所載修業截止日期以原處分日期為準。  
      (二)申訴期間所修習科目學分，得發給學分證明書。  
三、 退學或開除學籍之申訴，經評議確定維持原處分者，其兵役、退費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役男『離校學生緩徵原因消滅名冊』於申訴結果確定後三十日內冊報。 
(二)退費基準依專科以上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辦法第八條及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

取辦法第十五條之規定辦理 
四、 訴願及行政訴訟獲救濟之輔導：   

(一)依訴願決定或行政訴訟判決另為處分並同意學生復學者，其因特殊事故無法及
時復學時，本校應輔導其復學；對已入營無法復學之役男，學校應保留其學籍，
俟其退伍後，輔導優先復學；復學前之離校期間並得補辦休學。  

(二)依訴願決定或行政訴訟判決另為處分並同意學生復學者，應依本校規定辦理復
學程序。 
 

第七條  有關性侵害或性騷擾之申訴案件，由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處理。 
第八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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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設置與申訴處理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97 年 12月 31 日 

擬修正條文內容 原條文內容 說  明 

第三條    學生對於學校有關受教權益
所為之處分認為有違法或不當致
損其權益，或學生會及其他相關
學生自治組織，不服學校之懲處
或其他措施及決議之事件，經行
政程序處理仍不服者，得向本會
提出申訴。 

前項所定學生，指學校對其
處分時，具學生身分者。 

第三條    學生對於學校有關受教
權益所為之處分認為有違法
或不當致損其權益，或學生
會及其他相關學生自治組
織，不服學校之懲處或其他
措施及決議之事件，經行政
程序處理仍不服者，得向本
會提出申訴。 

 

依據教育部「大學及專

科學校學生申訴案處

理原則第二點第二款」

之規定，擬增列第二項

條文內容，以明確「學

生」之定義，避免適用

上產生疑惑。 

 

第四條    組織：   
三、學生事務長擔任臨時召集人，俟

主席選出後由主席主持會議 
，得邀請相關人員列席，行政業
務由生活輔導組承辦之。臨時召
集人因故不克出席時，得請所屬
相關主管代理之。 

第四條    組織：   
三、學生事務長擔任臨時召集

人，俟主席選出後由主席主
持會議 
，得邀請相關人員列席，行
政業務由生活輔導組承辦
之。 

 

 

擬增列本款後段部分

之內容，以符合組織 

之運作與實務上之應

用。 

 

第五條    申訴及處理程序： 
六、申訴人於本會未作成評議決定書

前，得撤回申訴書。原處分單位
應於知悉申訴案時重行審查原處
分是否合法妥當，其認申訴為有
理由者，得自行撤銷或變更原處
分，並通知申訴人與本會。 

第五條    申訴及處理程序： 
六、申訴人於本會未作成評議決

定書前，得撤回申訴書。 
 

 

參考訴願法第 58條之

字義，擬增列本款後段

部分之內容，明列原處

分單位應對申訴人之

權益重行考量。 

第六條    評議效力：  
一、本會之評議，如原處分單位認與

法規牴觸或事實上窒礙難行者，
應於十日內列舉理由依行政程序
陳報校長，校長得交付本會再議
(以一次為限)。否則 
，評議書經完成行政程序後，學
校應即採行。 

三、退學或開除學籍之申訴，經評議
確定維持原處分者，其兵役 
、退費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役男『離校學生緩徵原因消滅
名冊』於申訴結果確定後三十
日內冊報。 

(二)退費基準依專科以上學校向
學生收取費用辦法第八條及專
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取辦法第
十五條之規定辦理。 

第六條    評議效力：  
一、本會之評議，如原處分單位

認與法規牴觸，應列舉理由
依行政程序呈報校長，校長
得交付本會再議。否則，評
議書經完成行政程序後，學
校應即採行 
。 

三、退學或開除學籍之申訴，經
評議確定維持原處分者，其
兵役 
、退費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役男『離校學生緩徵原因
消滅名冊』於申訴結果確
定後三十日內冊報。 

(二)退費基準依大專校院學
生休退學退費作業要點之
規定辦理。 

 

1. 增修第一款部份內

容，明訂原處分單 

位之相應期限，以 

期評議效力之確認

執行與學生權益之

維護。 

 

 

2. 依據教育部 97年 10

月 1日台訓（二）字

第 0970188068號函 

，配合「專科以上

學校向學生收取費

用辦法第 8條及專

科以上學校學雜費

收取辦法第 15條」 

之實施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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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教學資源中心設置辦法 

 
 

86.4.16 85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通過 
教育部 86.8.14台(86)(高三)字第 86094493號函核定 

97.12.31 97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依本校組織規程第十條，設置醫學院教學資源中心（以下簡稱本中

心），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中心以協助本校師生及附設醫院醫事及行政人員，製作各項教

學、研究、醫療服務等媒體，及提供視聽與臨床技能教學設施服為

宗旨。 

 

第三條 中心置主任一人，綜理中心各項業務。主任由醫學院院長推薦本校

具有資格之教師，提請校長聘兼之。本中心並得置組員、技士、技

佐若干人。 

 

第四條 本中心接受醫學院教學資源委員會之督導。 

 

第五條 媒體製作、臨床技能教學及講堂使用依本校建教合作辦法收費，收

費標準及管理辦法另訂之。 

 

第六條 本辦法經院務會議及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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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教學資源中心設置辦法修正草案修正條文對照表 
 

條文序號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依本校組織規程第十條，設

置醫學院教學資源中心（以

下簡稱本中心），特訂定本

辦法。 

依本校組織規程第十

條，設置醫學院視聽媒體

製作中心（以下簡稱本中

心）。 

1.文字修正 
2.更改單位名稱 

第二條 本中心以協助本校師生及

附設醫院醫事及行政人

員，製作各項教學、研究、

醫療服務等媒體，及提供視

聽與臨床技能教學設施服

務為宗旨。 

本中心以協助本校師生

及附設醫院醫事及行政

人員，製作各項教學、研

究、醫療服務等媒體，及

提供視聽教學設施服務

為宗旨。 

1.文字修正 
2.為因應現今醫學教育

之發展展趨勢，本
中心擬將教學設施
擴展為視聽與臨床
技能設施 

第三條 本中心置主任一人，綜理中

心各項業務。主任由醫學院

院長推薦本校具有資格之

教師，提請校長聘兼之。本

中心並得置組員、技士、技

佐若干人。 

本中心置主任一人，綜理

中心各項業務。中心主任

由醫學院院長推薦本校

具有資格之教師，提請校

長聘兼之。本中心並得置

組員、技士、技佐若干

人。 

1.文字修正， 
刪除“中心”二字 

第四條 本中心接受醫學院教學資

源委員會之督導。 

本中心接受醫學院視聽

規劃委員會之督導。 

1.文字修正 
2.配合單位更名，修正
督導委員會名稱 

第五條 媒體製作、臨床技能教學及

講堂使用依本校建教合作

辦法收費，收費標準及管理

辦法另訂之。 

媒體製作及講堂使用依

本校建教合作辦法收

費，收費標準及管理辦法

另訂之。 

1.文字修訂 
2.擴展中心業務，強化

服務內容 

第六條 本辦法經院務會議及校務

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本辦法經院務會議及校

務會議通過並報請教育

部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依校發會決議:刪除
“並報請教育部核定”
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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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國立成功大學服務學習教育課程辦法  
90.11.20勞動服務教育推動委員會第 2次會議通過  

91.03.08 9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教務會議通過 
91.03.20 90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通過 

97.12.31 97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目的：培育學生勤勞工作之態度與服務學習之人生觀；並培育成大人之團隊精神，以營

造整潔、溫馨、且充滿人文關懷之校園環境。  

第二條、服務學習教育課程之種類：  

一、服務學習（一）、（二）：其服務範圍以維護學系與校園內、外公共空間環境之整潔工作

為原則；如系館、教室、走廊、廁所、系館外公共環境、宿舍、車輛排列整理、校園內

外四週人行道之清潔及花木草皮的維護整理項目等。校園內、外公共空間由總務處統籌

規劃與分配，而由各系所採分區認養方式來監督執行。  

二、服務學習（三）：其服務範圍以由各學系或學生社團所規劃之校內外人文關懷或社會性服

務為原則，亦可由學校提供一般性服務工作供各學系選擇。本款服務課程得利用寒、暑

假執行，其服務總時數不得低於十八小時。  

第三條、服務學習教育課程參與之對象：  

 服務學習（一）、（二）乃大一學生及大二以上轉學生共同必修課程；而服務學習（三）

乃大二以上學生共同必修課程；兩項均刊載於招生簡章中。  

第四條、管理與執行：  

一、凡本校學士班學生（不含進修部）應修習服務學習教育課程三個學期。於一年級修習服務

學習（一）、（二）課程計二學期；於二年級以上修習服務學習（三）課程計一學期；

每學期不得低於十八小時。  

二、服務學習教育課程由各學系負責規劃，由任課老師或導師參與督導，其督導工作之教學鐘

點數比照實習課程計算，即二小時以一小時計。而各學系或各單位所規劃之各項服務學

習教育課程，須循行政程序，送通識教育中心審核。  

三、各行政單位配合執行，各單位若有需要服務時，可提出需求方案，經通識教育中心通過後，

請相關學系參考辦理。  

四、本校學生服務學習教育課程之設計、管理及有關行政事宜，均由學系辦理之。為提升服務

學習教育課程之教育成效，教務處、學務處、及總務處得提供必要之協助。  

五、本校全體教職員對服務學習教育課程均有參與推動與輔導之義務與責任。  

六、各學系規劃之各項服務學習教育課程必須注意學生安全，改善安全之設施由學校提供。  

七、各研究所亦得參照本辦法辦理之。 

第五條、成績考評：  

一、服務學習教育課程為必修０學分，不及格需重修。  

二、服務學習教育課程必須由各系所安排研究生助教，協助任課老師做日常考察並予記錄，做

為學期成績核算之依據。  

三、成績評定：依出席狀況、工作態度及工作成果認定之，以優良、及格及不及格三級評定之。  

四、學生因故不能出席服務學習教育課程者，須依規定以書面請假方式向學系辦理請假手續；

未經請假或請假未准而缺席者，以曠課論。  

五、除公假外，其他請假時數均需以同時數於當學期內補做，未補做之時數以曠課論。  

六、曠課時數逾全學期上課時數九分之一(二小時)，由任課老師於學期考試前查明公佈，並評

定為不及格。 

第六條、服務學習教育課程之獎勵：  

一、學生服務學習教育課程成績表現優異之個人及班級，於學期結束後給予公開獎勵。  

二、本校學生於申請校內各項獎學金與工讀時，服務學習教育課程成績列為審查條件之一。服

務學習教育課程成績優良者得優先申請工讀。  

第七條、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並報校務會議備查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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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 

國立成功大學進用專案教學助理實施要點 
97年10月29日97學年度第1次校務會議通過  

  97年12月31日97學年度第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本校為因應教學研究需要，特依教育部部頒國立大學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
工作人員實施原則及本校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十條等有關法令規定，訂定國立成
功大學進用專案教學助理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專案教學助理，係指自九十七學年度起，在本校校務基金學雜費收入及五項
自籌收入項下，以約聘方式進用之編制外人員。 

三、為因應教學實驗課程需求，各系所現職新制助教（86年 3月 21日以後聘任者）離職後，
其工作應優先以研究生獎助學金聘請碩、博士班學生協助辦理。 
前項職缺如經評估確有需要，經專案簽准，得擬訂「進用計畫書」，提經系（所）務會議
通過，報經院長同意，循行政程序簽會教務處、人事室、會計室，並陳請校長核定後，
始可進用專案教學助理，遞補該職缺。 
前項「進用計畫書」期限，以五年為限。 

四、專案教學助理之聘任，應具備下列基本條件及資格，其人事管理業務由人事室綜理： 
（一）品行端正，無不良紀錄者。 
（二）大學或獨立學院以上（含）畢業，成績優良者。 
（三）所習學科與擬任職務性質相近者。 

五、專案教學助理之聘任，須檢附下列證件資料，提經系（所）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循行政
程序簽請校長聘任之： 
（一）簽奉核准之進用計畫書。 
（二）擬聘人員簽辦表。 
（三）履歷表。 
（四）畢業證書或學位證書。 
（五）其他足資證明資格之文件。 
另聘任單位得依實際需要請應聘人提供下列證件資料： 
（一）服務證明書。 
（二）推薦函。 

六、專案教學助理聘期採學年制，一年一聘。 
專案教學助理續聘時，應經系（所）務會議審議通過。 

七、專案教學助理未經學校同意不得在校外兼課、兼職，並不得同時受聘為本校兼任教師。 
八、專案教學助理自實際到職之日起薪，其敘薪標準依「本校專案教學助理待遇支給標準表」

（如附表一）規定辦理；惟特殊情況經專案簽准者，不在此限。 
    專案教學助理曾於公立機關（構）、公私立大專校院，擔任與擬任職務工作性質相近且程

度相當之公務人員或教學研究人員年資，得在本職最高薪範圍內按年採計，提敘薪級。 
九、專案教學助理不得申請利用部分辦公時間或全時進修；至公餘時間或利用事、慰勞假進

修，以不影響工作為原則，並須向學校報備。 
十、專案教學助理服務至學年終了任滿一年者，由聘任單位辦理考核，以作為薪點晉級及續

聘之依據。 
十一、專案教學助理應依勞工保險條例、全民健康保險法及勞工退休金條例相關規定，參加

勞保、全民健保及勞工退休金（外國籍人士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資格不符參加勞保
者，可選擇參加國際技術合作人員綜合保險，保險費由本校負擔百分之六十五，自付
百分之三十五。 

十二、專案教學助理之聘期、報酬標準、差假、福利、保險、退休及其他權利義務等事項，
以契約（契約書格式如附表二）定之。 

十三、專案教學助理於聘約期間，如因工作不力，或有其他不當行為，或違反契約應履行義
務時，得終止契約並予解聘；除扣償溢領之酬金外，如有損害並追償違約之損害賠償。 

十四、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依國立大學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實施原
則、勞動基準法、勞工退休金條例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五、本要點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及校務會議通過，報教育部備查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十六、本要點施行期限，至中華民國一○二年七月三十一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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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97年12月31日97學年度第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國立成功大學專案教學助理待遇支給標準表 

級數 薪點 本薪 
薪給總額 

敘薪標準 備註 
(含專業加給) 

31 390 45,864 53,864   

  

  

  

  

  

  

 

 

 

具 

 

碩 

 

士 

 

學 

 

位 

 

 

390 

 

∣ 

 

280 

  

  

一、本表作為專案教學助理敘薪基礎，

並為日後調薪之依據；專案教學助

理之待遇支給，分本薪及專業加

給，均以月計之。 

二、新進專案教學助理除經專案簽准

外，一律依學歷敘薪，並自「所具

學位之最低薪點」起薪。 

三、專案教學助理專業加給月支 8,000

元。 

四、公務人員退休後再任有給之公職，

及軍職退伍支領退休俸或生活補

助費之人員，再任之工作報酬每月

達第一職等本俸最高俸額及專業

加給合計 31,200 元，需停支月退

休金(俸)，停支優惠存款。 

五、本表薪點折合率每點 117.6元。遇

中央公教人員待遇調整時，得比照

調整本支給待遇標準表。 

  

  

  

  

  

  

  

  

30 385 45,276 53,276 

29 380 44,688 52,688 

28 375 44,100 52,100 

27 370 43,512 51,512 

26 365 42,924 50,924 

25 360 42,336 50,336 

24 355 41,748 49,748   

  

  

具 

 

學 

 

士 

 

學 

 

位 

 

 

 

 

355 

 

∣ 

 

240 

  

  

23 350 41,160 49,160 

22 345 40,572 48,572 

21 340 39,984 47,984 

20 335 39,396 47,396 

19 330 38,808 46,808 

18 325 38,220 46,220 

17 320 37,632 45,632 

16 315 37,044 45,044 

15 310 36,456 44,456 

14 305 35,868 43,868 

13 300 35,280 43,280 

12 295 34,692 42,692 

11 290 34,104 42,104 

10 285 33,516 41,516 

9 280 32,928 40,928 

8 275 32,340 40,340   

7 270 31,752 39,752 

6 265 31,164 39,164 

5 260 30,576 38,576 

4 255 29,988 37,988 

3 250 29,400 37,400 

2 245 28,812 36,812 

1 240 28,224 36,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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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專案教學助理契約書                                       附表二 

97年12月31日97學年度第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甲方）為應實驗課程教學需要，聘任           （以下簡稱乙方）
為專案教學助理，經雙方訂立條款如下： 
一、聘任期間：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二、工作內容：（依進用計畫書規定填寫，最長以五年為限） 
三、報酬：（依進用計畫書規定填寫） 
四、工作時間： 

乙方每日正常工作時間不得超過八小時，每二週工作總時數不超過八十四小時。為比照
甲方編制內行政職員實施週休二日制，於符合勞動基準法情況下，乙方同意將休假日(應
放假之紀念日、勞動節日)調移；並須簽到退且列入勤惰管理，其出勤情形由所屬用人單
位主管負責督導、考核。 

五、乙方非經甲方書面同意不得在校外兼職或兼課，並不得同時受聘為甲方兼任教師。 
六、差假：乙方之請假依勞動基準法、勞工請假規則、性別工作平等法等規定辦理。 

特別休假由甲乙雙方協商後排定，乙方原則上同意於契約年度之上半年內休畢可休日數
之一半，並於契約年度內全數休畢；除可歸責於甲方之原因者外，不另支給未休假
日數之工資。 

七、晉薪：服務至學年終了任滿一年者，由用人單位辦理考核，以作為晉級及續聘之依據。 
八、進修：不得申請利用部分辦公時間或全時進修；至公餘時間或利用事、慰勞假進修，以

不影響工作為原則，並須向甲方報備。 
九、保險：乙方若符合「勞工保險條例」及「全民健康保險法」之被保險人資格者，應於到

職時，由甲方辦理加保手續；聘約期滿或中途離職，應辦理退保。 
十、退休：甲方依勞動基準法及勞工退休金條例相關規定，為乙方辦理勞工退休金（外國籍

人士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及相關退休事宜。上述乙方自願提繳勞工退休金之費用，由
甲方於發放薪資中代為扣繳。 

十一、福利： 
     (一)請領甲方識別證與校內汽機車通行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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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到職及離職：乙方接到甲方聘任通知後，應依規定辦理到職手續。聘期屆滿，乙方即
需離職，不得異議。乙方如因特別事故須於聘約期滿前先行離職時，應於一個月前提
出申請，經甲方同意後始得離職。乙方離職時，應依規定辦妥離職手續後始得離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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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甲方於計畫執行期限內如因故計畫終止，本契約亦應同時終止。 
十五、本契約如有未盡事宜，依「國立成功大學進用專案教學助理實施要點」及其他相關法

令規定辦理。 
十六、因本契約發生爭議或涉訟，同意以臺灣臺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十七、本契約書一式三份，甲方、乙方、本進用計畫申請單位各執一份。 
十八、本契約書施行期限，至中華民國一○二年七月三十一日止。 
※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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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本契約書制式內容係經本校校務會議通過生效，不得擅自更動，如被更動，該更動條款視為
無效。 

立契約人     
甲     方：國立成功大學                  乙     方： 
地     址：701台南市大學路一號           地     址： 
代  表 人：賴 明 詔                     身分證字號： 
甲方用人單位主管簽章：                                  （無中華民國身分證者請填護照號碼） 

                                           聯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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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國立成功大學共用儀器設備執行辦法 
97年 12月 31日 97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研究發展處儀器設備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為
推動、執行本校儀器、設備共用與管理，特制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儀器、設備，係指本校依「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
所購置在研究上具有重要性、共用性，或需具特殊專長之技術人員操作之儀器、
設備。 

第三條    為執行本辦法，設置「國立成功大學共用儀器設備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
員會）。本委員會由研發長擔任召集人，委員 13至 17人，任期兩年，期滿得續
任之。除本中心主任為當然委員外，其餘委員由各學院及研發長推薦，由研發長
提請校長聘任之。 

第四條    本委員會協助本中心執行以下任務： 
一、審核本中心發展方針、工作計畫及執行績效。 
二、審核各項儀器、設備之汰換，以及設置地點變更。 
三、審核共用儀器、設備之申請加入。 
四、審核各項儀器、設備之收費標準。 
五、審核本中心編制內及編制外工作人員考核、獎勵及工作輪調等事項。  
六、其他有關儀器、設備之共用事宜。 

第五條    本校「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所購置儀器、設備，以設置在本
中心儀器大樓為原則，並以本中心為管理單位，但情形特殊經本委員會核可者，
不在此限。 
本校各單位所經管非屬第二條規定之儀器、設備，亦得向本中心提出申請後，加
入共同使用。 

第六條    為提升研發能量及降低儀器、設備維修成本，本中心得將相同儀器、設備進行統
合規劃、維修，並建立儀器專家資料庫，以為諮詢之參考。 

第七條    本中心得提供各儀器、設備之使用狀況，作為本校未來儀器、設備採購或汰換之
參考。 

第八條    本中心就各項儀器、設備得酌收使用費，使用費可以現金或轉帳方式繳交，校內
使用單位繳交之使用費學校不重複收取管理費，所收取之使用費依本中心 20％，
主持人或所屬單位 80％之原則分配，校外使用單位繳交之使用費扣除管理費後，
餘額依本中心 20％，主持人或所屬單位 80％之原則分配；儀器使用費另定之，並
由本委員會核定後實施。 
前項分配中心使用費，作為中心行政運作費及推動共用設備相關業務。分配給
主持人或所屬單位之使用費，則作為該儀器運作、維護、管理、耗材等相關業
務所需專款。 

第九條    加入本辦法之共同使用儀器在第八條所規範之 80%儀器使用費不足支付儀器運作
維修等相關費用時，在儀器設備使用費用完後，得向本中心提出補助費用之申請。
本中心得視經費許可及該儀器執行與管理之績效，由本委員會審定其儀器服務狀
況及需求之合理性，向本中心推薦。本中心核准之補助經費，其支用、核銷等，
悉依本中心規定辦理。 

第十條    本校各單位教師、研究人員有使用本中心儀器、設備之需要時，可透過本中心網
頁提出預約申請。本中心在不影響本校各單位或教師之使用下，亦得開放全部或
一部份儀器、設備供校外人士使用，並依審定之收費標準收費。 

第十一條  申請人經核准使用各項儀器、設備時，須依照各項儀器、設備之使用規範或須知
進行操作，除正常損耗外，如有故意或過失致儀器、設備破壞、毀損，或原操作
功能部分減少，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並得視情節輕重，禁止或限制一定期間之使
用。 

第十二條  本中心僅提供儀器、設備使用之服務，各項儀器、設備量測數據非經本中心同意，
不得用於商業廣告之標示、法律訴訟之證據等其他用途。 

第十三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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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 

國立成功大學教師聘任辦法 

80 年 03 月 27 日 79 學年度第 3 次校務會議通過 

81年 10月 07日 81 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4年 11 月 15日 84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8年 03月 17日 87 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0年 03月 14日 89 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4年 12月 28日 94 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5年 10月 25日 95 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追認通過 

97年 12月 31日 97 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 一 條  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三十二條及有關法令規定，訂定本校教師聘任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校教師之聘任，應具備下列基本條件： 

             一、品德操守均佳及有足資證明之優良表現，對於擬聘系所之任務及發展有所益者。 

             二、講師應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一) 曾任教並獲有部頒講師證書，而成績優良者。 

                  (二) 在國內外大學或研究院所研究，得有碩士學位或同等學歷證書，而成績優良，
並有專門著作者。 

             三、助理教授應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一) 曾任教並獲有部頒助理教授證書，而成績優良者。 

                  (二) 具有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三) 具有碩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曾從事與所習學科有關之研究工作、專門職
業或職務四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四) 曾任講師三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四、副教授應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一) 曾任教並獲有部頒副教授證書，而成績優良者。 

                  (二) 具有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曾從事與所習學科有關之研究工作、專門職
業或職務四年以上，並有專門著作者。 

                  (三) 曾任助理教授三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五、教授應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一) 曾任教並獲有部頒教授證書，而成績優良者。 

                  (二) 具有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曾從事與所習學科有關之研究工作、專門職
業或職務八年以上，有創作或發明，在學術上有重要貢獻或重要專門著作者。 

                  (三) 曾任副教授三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重要專門著作者。 

             六、醫學院臨床醫學藥學等教師聘任資格依據教育部相關法規辦理。 

             七、各學系因特殊需要得延聘專業技術人員為專業教師，擔任大學部教學工作，其聘任資
格依據教育部相關法規辦理。 

第 三 條  本辦法前條所稱國內外大學或研究所，以公立及已立案之私立大學及研究所或經教育部認可
之國外大學及研究所為限。 

第 四 條  本校教師之聘任分為初聘、續聘及長期聘任三種。本校教師之聘任除短期以契約明定其權利
義務與聘期外，初聘為一年、續聘第一次為一年，第三年以後續聘之每次均為二年。教師長
期聘任實施要點另訂之。 

第 五 條  新聘教授及副教授於初續聘滿四年之半年前，應經系（所）、院、校教評會審議是否續聘，
若不通過則自第五年起不予續聘。新聘教授於學術上有重大成就或貢獻者，得直接長期聘任。 

           新聘助理教授於到職六年內未能升等者，自第七年起不予續聘。但情況特殊，經教評會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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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自第七年起得續聘二年，如二年內仍未能升等者，則不予續聘。 

前項但書情形因懷孕、生產、育嬰或其他重大事由者，經教評會同意，得配合兩年一聘之聘
期再續聘。如再續聘聘期內仍未能升等者，則不予續聘。 

新聘講師原則比照辦理。 

             新聘外籍教師須於近期內具使用中文之能力。 

第 六 條  本校教師之聘任採聘期制，聘期屆滿得予續聘，聘期屆滿不再續聘謂之不續聘，聘期中由本
校主動解約者謂之解聘。暫時停止聘約關係者謂之停聘。教師不服解聘、停聘或不續聘處理
者，得向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申訴之。 

第 七 條  教師聘任後除短期以契約明定其權利義務與聘期、本辦法第五條規定、或有下列各款之一者
外，不得解聘、停聘或不續聘： 

             一、受有徒刑一年以上判決確定，未獲宣告緩刑者。 

             二、曾服公務，因貪污瀆職經判刑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者。 

             三、依法停止任用，或受休職處分尚未期滿，或因案停止職務，其原因尚未消滅者。 

             四、褫奪公權尚未復權者。 

             五、受禁治產之宣告，尚未撤銷者。 

             六、行為不檢有損師道，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者。 

             七、經合格醫師證明有精神病者。 

             八、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或違反聘約情節重大者。 

             有前項第六款、第八款情形者，應經本校三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及出
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決議。 

             有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七款情形者，不得聘任為教師。其已聘任者，除有第七款情形者依規
定辦理退休或資遣外，應報請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後，予以解聘、停聘或不續聘。 

第 八 條  教師聘任之申請，須檢附下列資料或證件： 

             一、擬聘教師簽辦表。 

             二、履歷表。 

             三、畢業證書或學位證書。 

             四、著作。 

             五、服務證書。 

             六、推薦函三份。 

             七、其他足資證明資格之文件。 

第 九 條  新聘教師之聘任，應本公平、公正、公開之原則，於傳播媒體或學術刊物刊載徵聘資訊。教
師聘任之審查程序，初審由各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辦理，審查通過後向院推薦，複審由各
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辦理，審查通過後向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推薦。初審辦法由各系(所)制
定，報請院長轉校教評會核備後施行，複審辦法由各院制定，並提報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核
備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第 十 條  教師聘任以每學期辦理一次為原則，並以每學期開始(二月一日或八月一日)為起聘日期。各
院應於十二月十五日或六月十五日前完成推薦程序。 

第十一條  教師聘任經各院複審通過後，將有關資料向人事室提出。人事室彙整後提校教師評審委員
會，經討論通過後簽請校長核發聘任職級之聘書。 

第十二條  以學位辦理聘任助理教授或講師者，經系（所）依「專科以上學校以國外學歷送審教師資格
作業須知」之規定審核，如其修讀碩士或博士之修業時間符合規定，由系教評會比照升等辦
法辦理專門著作（包含學位論文）外審作業，外審結果彙提院、校級教評會完成聘任程序。 

經系（所）審核，其修讀碩士或博士之修業時間不符合規定者，得專案提三級教評會討論，
獲同意辦理著作外審者，由教務處比照升等辦法，將其論文、個人著作或作品送外審，外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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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彙提院、校級教評會完成聘任程序。 

外審作業應於本辦法第十條規定之時限前完成。相關前置作業，聘任單位應視作業所需時間
提前辦理。 

聘任程序完成，依規定檢件由人事室報請教育部備查及核發教師證書，年資以教育部核定年
月起算。 

第十三條  非以學位辦理聘任且尚未獲有擬聘任職級之教師證書者，各院應於十月十五日（二月一日起
聘）或四月十五日（八月一日起聘）前將有關資料送教務處，比照升等辦法辦理著作外審，
外審結果彙提校教師評審委員會，經通過簽請校長核定後依規定檢件報請教育部核備及核發
教師證書，年資以教育部核定年月起計。 

第十四條  非屬學院之系(所)、體育室、通識教育中心與圖書館之教師聘任，其初審與複審比照系(所)、
院辦理；計算機與網路中心之教師聘任，初審比照系(所)辦理，複審由工學院教師評審委員
會辦理。 

第十五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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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3 

國立成功大學教師升等辦法 
77年 11月 16日 77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0年 03月 27日 79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1年 10月 07日 81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4年 11月 15日 84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6年 06月 11日 85學年度第 5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7年 01月 14日 86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7年 10月 21日 87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8年 03月 17日 87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8年 06月 09日 87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0年 06月 06日 89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1年 03月 20日 90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2年 06月 11日 91學年度第 5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3年 10月 20日 93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3年 12月 08日 93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4年 12月 28日 94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6年 07月 05日 95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延會修正通過 

97年 12月 31日 97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 一 條    本校為鼓勵教師認真教學與從事學術研究，特參照本校組織規程第三十六條暨
相關法令訂定教師升等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凡本校教師升等之申請、推薦
與審查，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悉依本辦法辦理。 

第 二 條    本校教師申請升等，應具備下列各款條件： 
一、申請升助理教授者須有任講師滿三年（含）以上，申請升副教授者須有

任助理教授滿三年（含）以上，申請升教授者須有任副教授滿三年（含）
以上之服務年資；具有本校教師聘任辦法中較高職級教師之條件者，其
服務年資得不受本項規定之限制。如在專業研究上有特殊傑出表現，在
不違反教育部相關規定情形下，以個案經三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出席委員
四分之三（含）以上通過者，得受理其升等之申請。 

二、品德操守均佳且擔任現職期間，其教學、研究與服務等成績優良。 
三、申請升助理教授者應有相當於博士論文水準之著作並有獨立研究之能

力；申請升副教授者應在該學術領域內有持續性著作並有具體之貢獻；
申請升教授者應在該學術領域內有獨特及持續性著作並有重要具體之貢
獻。 

四、中華民國 86年 3月 21日前已取得講師、助教證書之現職人員，如繼續
任職而未中斷，得依修正生效前原升等辦法之規定，送審較高等級教師

資格。但審定程序，仍應依本辦法規定辦理。 
第 三 條    擬升等教師所提著作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在國內外知名學術性刊物發表或已為接受且出具證明將定期發表，或經
出版公開發行之學術性著作。自選一篇於申請升等前三年內出版者為代
表作，其具有連貫性者得合併為一代表作。 
自選至多五篇（代表作除外）於擔任現職或五年內出版者列為參考作。 

二、已發表或出版之學術性著作列表附送。 
三、代表作如係二人以上合著者，申請升等教師應附送其對該著作之貢獻說

明書。 
第 四 條    服務年資之計算，應以教育部所頒現職證書內記載之起資年月推算至該年之 7

月底；無現職證書者不得申請升等，專任教師經核准全時進修、研究者，於升

等時，其全時進修、研究年資最多採計一年。對服務年資有疑義時由人事室解
釋。 

第 五 條    教師升等之審查程序，初審由各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辦理，複審由各學院
教師評審委員會辦理。複審通過後始得向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推薦。 

第 六 條    擬升等教師所提著作送請校外專家三人審查，其審查結果作為教師評審委員會
辦理審查升等時評定研究成績之參考。「教師著作審查意見表」參照教育部「專
科以上學校教師著作審查意見表」格式。 

第六條之 1  校教評會辦理審查時，其教學、服務成績業經系、院教評會評定及格者，依著
作外審結果審查之，其著作外審審查結果，二位審查人給予及格者為通過。 

            著作外審成績滿分為 100分，擬升等講師、助理教授者，以 70分為及格，未達
70分者為不及格；擬升等副教授者，以 75分為及格，未達 75分者為不及格；
擬升等教授者，以 80分為及格，未達 80分者為不及格。 

第 七 條    初審辦法由各系（所）制定，經院長提經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核備後施行；複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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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由各院制定，並提報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核備後施行，修正時亦同。初審
與複審均應就申請人之品德操守及自取得現職職位後之教學、研究、服務等之
實際情形審慎考評，其所佔比率以教學（40％）、研究（40％）、服務（20％）
為原則。 

第 八 條    各系（所）每年可推薦升等之各級教師人數之上限為該系（所）各級專任教師
人數（升等以前）之五分之一（小數遞進為整數）或已達升等年資之各級專任
教師人數之三分之一（小數遞進為整數）為原則，助理教授、講師（85年 8月
1日以後新聘者）不在此限，對各級專任教師人數有疑義時由人事室解釋。 

第 九 條    教師升等經各院複審通過後，由系（所）主任及院長詳簽「教師升等系(所)教
評會考評表」連同「升等著作審查意見表」與升等著作以及初複審有關資料等
向教務處提出。教務處彙整後提校教師評審委員會，經討論通過後，補發新職
級聘書及薪資（年資起算日期依教育部核定日期辦理），並依規定檢件由人事室
報請教育部備查及核發教師證書。 

第 十 條    教師升等各程序預定時間如下： 

一、院不辦理外審預訂時間表： 

各院應依作業

所需時間自行

訂定各系所向

院提出之時限 

各系所應依據

各院之規定自

行訂定初審時

間 

8月底以前 
11月 15日 

以        前 
11月底以前 

12月 15日 

以        前 

各院向教務處

提出著作外審

資料 

校完成著作外

審 

1.各院完成複

審 

2.向教務處提

出 

校教師評審 

委員會審議 

二、院辦理外審預訂時間表： 

7 月底以前(若有必

要各單位可自行規

定) 

9月底以前 12月 15日以前 

申請人向系所提出 院完成複審並向教務處提

出 
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三、85年 8月 1日以後新聘助理教授、講師於到職滿五年尚未通過升等者，
可於第六年（含）以後另適用下列預訂時間表： 

各院應依作業

所需時間自行

訂定各系所向

院提出之時限 

各系所應依據

各院之規定自

行訂定初審時

間 

2月底以前 
5月 15日 

以      前 
5月底以前 

6月 15日 

以      前 

各院向教務處

提出著作外審

資料 

校完成著作外

審 

1.各院完成複

審 

2.向教務處提

出 

校教師評審 

委員會審議 

四、以博士學位申請升等講師、助理教授者，亦得適用第三款預訂時間表，
辦理升等。 

第十一條    非屬學院之系（所）、室、中心、館之教師升等，其初審與複審比照系（所）院
辦理；計算機與網路中心之教師升等，其初審比照系（所）辦理，複審由工學
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辦理。 

第十二條    申請人對初審結果有疑義時，得向院教師評審委員會提出書面申復；申請人對
複審結果有疑義時，得向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提出書面申復，其辦法另定之。 

第十三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及相關法規
規定辦理。 

第十四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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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4 

國立成功大學教師評量要點 

91年 12月 25日  91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通過 

92年 06月 11日  91學年度第 5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95年 11月 01日  95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延會修訂通過 

96年 06月 27日  95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97年 12月 31日  97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一、  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昇本校教學、研究與服務品質，維持本校教育水
準，特依本校組織規程第三十三條訂定本校教師評量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凡本校專任教師，均應依本要點接受評量。 
    教授及副教授每滿五年接受一次評量，助理教授、講師及教學單位助教（86 年 3 月

21日前取得證書者）每滿三年接受一次評量。 
    符合下列條件之一，經系（所）、院教評會確認者，得免接受評量： 
    (一)獲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者。 
    (二)曾獲頒教育部學術獎或國家講座、本校講座及經本校認可之國內外著名大學講座

教授者。 
    (三)曾獲國際著名學術獎或在學術上有卓越貢獻，經系（所）、院教評會認可者。 
    (四)曾獲頒國科會傑出研究獎三次（含）以上、甲（優）等研究獎或研究主持費共十

次（含）以上者（一次傑出研究獎相當於三次甲等研究獎）。曾獲選本校教學特
優教師或「教學傑出」奬者，相當於一次傑出研究獎；「教學優良」奬者，相當
兩次研究主持費。 

    (五)年滿六十歲者（但初聘者除外）。 
    (六)曾獲其他教學、研究、輔導及服務獎項或其成果具體卓著，經系（所）、院教師

評審委員會認可免接受評量者。 

三、  教師之評量須經初審、複審評量通過者方為通過，初審通過者始得辦理複審。初審由
各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辦理，複審由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辦理。 

四、  教師評量應綜合教學、研究、輔導及服務成效等予以客觀審慎之評量。教師在教學、
研究、輔導及服務任一項目有特出之績效，應予以肯定。 

    各系（所）、院須分別訂定其教師評量要點，包括評量項目、標準及程序，並經校教
師評審委員會核備後實施。各系（所）、院有更嚴格之規定者，從其規定。 

    教學單位 86年 3月 21日前取得證書之助教，其評量準則由教務處會同人事室另訂之，
提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核備後實施。各系（所）應依據該準則訂定系（所）之評量項目、
標準及程序，提經院教師評審委員會核備後實施。 

五、  新聘教授及副教授依本校教師聘任辦法第五條規定，通過續聘者，視同通過第一次評
量。 

      新聘助理教授及講師依本校教師聘任辦法第五條規定，於規定年限內，不需接受評量。
通過升等時，視同通過第一次評量。 

六、  本校專任教師依本要點評量不通過者，於次一年起不予晉薪且不得申請休假研究、借
調、在外兼職兼課。未通過評量之專任教師應於二年內進行再評量。再評量通過者，
自次年起恢復晉薪，得申請休假研究、借調、在外兼職兼課；未於二年內進行再評量
或再評量仍不通過者，則不予續聘。 

七、  凡最近一次評量不通過者不得提出升等；不得延長服務年限；且不得擔任各級教評會
委員，如為現任委員者，由候補委員遞補之。 

八、  必須接受評量之教師，須提出相關資料接受審查。未提出者，以該年度未通過評量論。
但當年度有帶職帶薪或留職停薪情形（如休假研究、借調、出國講學或進修、育嬰、
侍親、…）不在校致未能提出者，俟返校服務後順延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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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自本要點通過施行之日起算，任教授或副教授滿五年者，接受第一次評量；任助理教
授或講師滿三年者，接受第一次評量。惟至 93年 7月 31日止，任教授或副教授已滿
五年、任助理教授或講師已滿三年者，得自行提出自 93學年度起接受第一次評量。 

應接受評量年數之計算，不包括留職停薪（如出國講學或進修、育嬰、侍親、…）及
懷孕產假（每次以一年計）期間，但借調期間折半計算。通過升等教師，依其升等後
職稱，自該學年度起算其應接受評量年數。對應接受評量年數之計算有疑義時由人事
室解釋。 

十、  教師評審委員若為受評當事人，應迴避與自身評量有關之討論及議決。各次會議之召
開均須達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議；經出席委員過二分之一同意始得決議。 

十一、各系級單位應於 4月 15日前完成初審送院辦理複審。各院級單位於 5月 15日前完成
複審送教務處彙整簽請校長核定後公佈通過名單。 

十二、非屬學院之系（所）、室、中心、館、處之教師評量，其初審與複審比照系（所）院辦
理；計算機與網路中心之教師評量，其初審比照系（所）辦理，複審由工學院教師評
審委員會辦理。 

十三、受評量教師對初審結果不服者，得向院教師評審委員會提出書面申復；對複審結果不
服者，得向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提出書面申復。對申復結果不服者，得向校教師申訴評
議委員會提出書面申訴。 

十四、編制內專任研究人員之評量比照教師辦理。 

十五、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規辦理。 

十六、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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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 97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紀錄 
時間：98年 4月 22日（星期三）上午 9時 

地點：成功校區圖書館 B1 會議廳 

主席：賴校長明詔                                            記錄：江芬芬 

參加人員：如附件 1, p4 

 

壹、頒獎 

國立成功大學講座及特聘教授（名單如附表 1,p 5） 

 

貳、報告事項： 

一、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附表 2, p 6) 

二、主席報告： 

首先恭喜今天獲獎的教授們，本校講座及特聘教授是對研究卓越教師的一種肯

定；對教學優良的教師，本校亦訂有教學特優教師相關辦法以予表揚。學校對教學、

研究與服務都極為重視，藉由各項獎勵，鼓勵老師將本職作到最好。 

最近在校園中巧遇同學閒談，有同學反應，學生常相互抄襲作業或以網路下載資

料繳交功課，沒有反覆練習紮下基礎，將來在職場上會缺少競爭力。希望各位老師多

注意這種現象並加以導正。 

本校與中山、中興在去年於教育部簽訂三校聯盟，希望能發展成合作互補，資源

共享的大學系統。4月 25日是興城灣盃運動會舉行的日子，希望大家踴躍參與。運動

能強健體能，當我提出成大學生要通過 3000公尺測驗方能畢業的建議時，雖然正反

的回應都有，但仍以肯定者居多。教職員的健康也是我們的考量，因此人事室正著手

規劃相關的措施，讓大家經由運動獲得健康的人生。 

感謝黃副校長的辛勞及首頁管理委員會的努力，學校的網頁煥然ㄧ新，內容充實

且統一美觀，頗獲好評。網頁中有約 3分鐘的學校簡介影片，在此次北京亞太教育者

年會及參訪北京大學時播出，獲得所有與會貴賓的讚賞。今天再藉這個機會播放，請

與會同仁一起欣賞。 

 

三、本校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修訂報告：（附件 2, p 9） 

四、本校會議議事規範適用疑義專案報告：（附件 3, p17） 

五、本校校務基金 99年度概算編製報告：（附件 4, p21） 

  六、各一級單位及各委員會報告：略(請參見書面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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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討論事項：  

 

 

第一案                                  提案單位：財務處 

案由：研議將出納組由總務處改編至財務處，並配合修訂「國立成功大學組織規程」第

七條、第八條(如議程附件 4)，及「國立成功大學財務處設置辦法」第二條、第

三條、第四條(如議程附件 5)，提請  討論。 

說明： 

一、財務處掌理校務基金規劃與調度相關事務，負起協助發揮財務與會計功能之目標。 

二、出納組之現金收支事務乃屬基本財務功能，若能歸屬財務處，將可掌握現金流量、

促進現金管理，財務處亦可掌管基本人力資源。 

三、為使財務相關功能運作順利，將出納組由總務處改編至財務處，對於學校財務規

劃與運作將有所裨益。 

四、財務處之組織將分為規劃、理財、管控及出納四組。 

五、檢附「國立成功大學財務處設置辦法」（議程附件 6）供參考。 

擬辦：討論通過後，擬請研發處配合修訂組織規程。 

決議： 

一、同意將出納組由總務處改編至財務處。 

二、照案通過「國立成功大學組織規程」第七、八條修正案（附件 6, p25），請研發處

辦理組織規程報部作業。 

三、照案通過「國立成功大學財務處設置辦法」第二、三、四條修正案（附件 5, p23）。 

 

 

 

第二案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擬設立創新卓越研究中心，擬訂「國立成功大學創新卓越研究中心設置要點」，並

配合修訂本校組織規程第十條及第三十條部分條文內容，提請  討論。 

說明： 

一、依據 98 年 1 月 7日第 667 次主管會報中討論，決議『創新卓越研究中心』定位

為研發處二級單位，並經人事室、會計室、以及秘書室協助修訂該中心設置要點。

後續提 98年 4月 8日本校 97學年度第三次校務發展委員會會議討論，修訂後之

中心設置要點如議程附件 7。 

二、擬配合修訂本校組織規程第十條以及第三十條部分條文內容，如議程附件 8。 

三、『創新卓越研究中心』以整合本校跨領域研究為目標，延攬專任及長短期訪問之

大師級研究人員及教師，以增進本校研發成效，推動成大邁向世界頂尖，亟待納

入本校編制。 

擬辦：討論通過陳報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決議：請研發處參考與會代表意見研議修正後，於下次校務會議以校長交議案再行討論。 

 
 
 
 
 
 
 
 
 

97-3校務會議(98.04.22)紀錄-2-



 3 

第三案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 

案由：「國立成功大學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設置與申訴處理辦法」第四條、第五條修正

草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依 97年 12月 31日學生申訴程序審議會議建議：「業務單位就『程序審議會議』

與『申訴評議會議』之間，如何釐清相關的分際，予以研討或修訂相關法規」辦
理。 

二、業務單位基於實際運作之需要，除參考國立知名大學之實施情形（如議程附件 11）
外，亦就該會委員之雙重出席時間、會議程序與實質功能之並重、學生申請案日
期之不確定等相關牽連因素予以綜合考量，故擬刪除不合時宜之條款，以期重視
全體委員參與評議之機能。 

三、另業務單位基於現行運作之狀況，考量會議形態之需要與擴大委員來源之範圍，
擬修正委員組織人數，適度增加行政人員與研究生比例，以期借重各方之領域，
客觀地審理學生申訴事宜，對於本校學生權益之重視，將有所裨益。 

四、擬配合修正「國立成功大學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設置與申訴處理辦法」第四條與
第五條部分內容。 

五、國立成功大學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設置與申訴處理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如議程
附件 9。 

六、檢附原條文，如議程附件 10。 
擬辦：討論通過，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決議：修正通過「國立成功大學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設置與申訴處理辦法」第四條、第

五條修正案（附件 7, p26）。 
 
 

第四案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 

案由：「國立成功大學導師制實施辦法」第八條(議程附件 12)修正草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教育部 96年 9月 26日台人(三)字第 0960141628號來函，重申國立大專校院導

師費如係公務預算(年度編列預算)支應者，無法專案報行政院核定。 
二、教育部曾於 94年 7月 27日台訓(一)字第 0940090092B號來函規定，各校導師(活

動)費之發給，應以具有輔導學生事實為前提，非屬導師個人津貼。國立大專校
院發放之導師費如以自籌收入支應者，則依「國立大專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
辦法」第 9條規定，其支給標準由學校定之。 

三、本校導師費之支給，為符合審計部及教育部之相關規定，  已於 96年校務基金
管監會議討論通過，並自 96學年度起，導師費改由 B版預算支應。 

四、檢附國立成功大學導師制實施辦法（議程附件 13） 
擬辦：校務會議討論通過後實施。  

決議：修正通過「國立成功大學導師制實施辦法」第八條修正案（附件8, p29）。 

 

肆、臨時動議：                                     提案人：黃美智主任 

案由：獨立所每名研究生編列導師費 300元，系所合一的研究生則無，請學校研修辦法

以維公平。 
決議：請學務處研擬。 

 
伍、散會：上午 11時 5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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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國立成功大學 97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出(列)席名單 

時間：98年 4月 22日上午 9時 

地點：成功校區圖書館 B1會議廳 

出席：黃煌煇  馮達旋（黃正弘代） 湯銘哲  徐畢卿  陳景文  曾永華 蘇

慧貞（黃正弘代） 李偉賢 陳昌明 王健文 吳奕芳  閔振發 林正洪

傅永貴（盧炎田代）  鄭靜（閔振發代）  黃得時  許正餘   曾淑芬

郭宗枋（許進恭代） 張素瓊（李亞夫代） 黃玲惠 吳文騰（蘇芳慶代）

林大惠 李森墉 施明璋 陳進成 林再興 廖峻德  黃啟祥  朱聖浩  

蔡長泰（唐啟釗代）高家俊 楊澤民 黃正能 楊名（吳賢國代） 葉宣顯  

張祖恩（葉宣顯代）  溫志湧  張克勤  陳家進   李旺龍（林仁輝代） 

李清庭 詹寶珠 陳建富  王振興  黃勝廣  徐明福  謝孟達 葉光毅

江哲銘（賴光邦代）張有恆 王泰裕 張淑昭 陳正忠 楊明宗 王萬成  

蔡佳良 林其和 陳志鴻（蔡森田代） 黃朝慶  張志欽 賴明德  黃美智 

張權發 吳俊忠（張權發代） 林啟禎 賴明亮 楊友任 葉宗烈  郭余民  

王金壽 于富雲  許育典 王苓華 李劍如 陳廣明  黃正智 黃信復 

陳芬薰 林伯雍 王德瀛  劉茂宏  郭修賢  賴才傑  羅文慈（邱顯忠代） 

列席：楊明宗 邱正仁  楊瑞珍 謝文真（程碧梧代） 張丁財 李丁進  

謝錫堃 王偉勇  林仁輝  楊惠郎  顏鴻森（褚晴暉代） 戴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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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97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頒獎項目及榮譽名單 
 
獲獎人 單位 獎項名稱 
翁鴻山教授 化學工程學系 國立成功大學講座 

鄭芳田教授 製造工程研究所 國立成功大學講座 

林正洪教授 數學系 國立成功大學特聘教授 

林仁輝教授 機械工程學系 國立成功大學特聘教授 

林昌進教授 機械工程學系 國立成功大學特聘教授 

陳寒濤教授 機械工程學系 國立成功大學特聘教授 

陳曉華教授 工程科學系 國立成功大學特聘教授 

林裕城教授 工程科學系 國立成功大學特聘教授 

李國賓教授 工程科學系 國立成功大學特聘教授 

吳文騰教授 化學工程學系 國立成功大學特聘教授 

張玨庭教授 化學工程學系 國立成功大學特聘教授 

李玉郎教授 化學工程學系 國立成功大學特聘教授 

陳景文教授   土木工程學系 國立成功大學特聘教授 

張祖恩教授     環境工程學系 國立成功大學特聘教授 

林財富教授 環境工程學系 國立成功大學特聘教授 

曾永華教授 電機工程學系 國立成功大學特聘教授 

李同益教授 資訊工程學系 國立成功大學特聘教授 

簡仁宗教授 資訊工程學系 國立成功大學特聘教授 

蔡少正教授 生理學科暨研究所 國立成功大學特聘教授 

曾淑芬教授 生命科學系 國立成功大學特聘教授 

黃浩仁教授 生命科學系 國立成功大學特聘教授 

許育典教授 法律學系暨科技法律研究所 國立成功大學特聘教授 

許清芳教授 教育研究所 國立成功大學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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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國立成功大學 97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表 
98年 04月 22日 

決  議  案  摘  要 承 辦 單 位 執 行 情 形 

第一案 
案由：推薦本校工資管系陳梁軒教授擔任成大創業投資

股份有限公司監察人，擬提請  同意。 
決議：經投票行使同意權結果，獲出席代表過半數同意，

通過。請研究總中心知會成大創業投資股份有限
公司。 

研究總中心： 
已完成監察人變更手續。 

第二案                                       
案由：本校 99學年度申請增設、調整特殊項目院、系、

所、學位學程案，提請  討論。 

決議： 
ㄧ、通過理學院「地球科學系」與「衛星資訊暨地球環

境研究所」系所整併案及生物科技學院「生物訊息
傳遞研究所」與「生物資訊研究所」整併為「生物
資訊與訊息傳遞研究所」案。 

二、管理學院統計學系增設「生物與醫學統計研究所」
碩士班案退回校務發展委員會再研議。 

教務處： 
已於97年12月31日成大教字第0970008474
號函陳報教育部。 

第三案                                       
案由：為有效規劃暨推動本校校園環境保護及安全衛生

業務，擬設置一級單位位階之「環境保護暨安全
衛生中心」，及「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員會」，
以提升環安衛管理效能及符合現行相關法規之要
求，並修訂本校組織規程第八條第一項，增訂第
十三款設置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及修訂第
二十四條第一項，整合第十一款職業安全衛生委
員會、第十二款污染防治委員會，設置第十一款
「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員會」，並將以後款次往
前更動。提請  討論。 

決議：通過設置「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並修正通
過「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設置辦法」及「環
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員會設置辦法」，並請研發
處修改本校組織規程第八條、第廿四條條文。 

總務處： 
本校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及委員
會設置辦法，經教育部 98 年 3 月 13
日台高（二）字第 0980026306號函同
意核定，並以核定函日期為生效日。本
校目前環安衛相關工作執行暫由事務
組辦理，將於中心主任聘任後，相關業
務轉移環安衛中心辦理。 

第四案 
案由：「國立成功大學師資培育中心設置要點」

修訂案，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國立成功大學師資培育中心設置要

點」。 

教務處： 
照案辦理，並已報部核備（教育部 98
年 4月 1日台中（二）字第 0980053772
號函核備）。 

第五案 
案由：「國立成功大學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設置與申訴

處理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提請  討論。 
決議：修正通過「國立成功大學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設

置與申訴處理辦法」。 

學務處： 
一、照案辦理。 
二、奉教育部 98年 1月 20日台訓（二）
字第 0980009274號函同意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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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案 
案由：本院附屬單位「視聽媒體製作中心」因業務需要，

擬請同意更改單位名稱為「教學資源中心」，請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醫學院教學資源中心設置辦法」。 

醫學院： 
本案業經 98 年 3 月 13 日教育部台高
（二）字第 0980026306號函核備同意
更名在案。 

第七案 
案由：擬修訂「國立成功大學服務學習課程實施辦法」

第七條條文，提請  討論。 
決議：修正通過「國立成功大學服務學習課程實施辦

法」。 

教務處： 
照案辦理。 

第八案 
案由：修正本校專案助教進用要點及其各附表（待遇標

準表、契約書），提請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本校專案教學助理進用要點及其各附表。 

人事室： 
業已刊登於網頁並轉知各單位知悉。 

第九案 
案由：「國立成功大學共用儀器設備執行辦法（草案）」，

提請  討論。 
決議：修正通過「國立成功大學共用儀器設備執行辦

法」，並廢止「國立成功大學『發展國際一流大學
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共用儀器設備使用執行辦
法」。 

研發處： 
照案辦理。 

第十案 
案由：本校參與投資台南市「南臺南站副都心地區『文

教用地』開發計畫」乙案，提請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總務處： 
經本校研擬開發計畫書提出申請，市府
於 97年 12月 16日召開評選會議，並
於 98年 2月 11日函致本校評選結果：
「由台南大學獲評第一優先權，成功大
學第二優先權」。 

第十一案 
案由：擬修訂本校教師聘任辦法第五條部分內

容，提請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本校「教師聘任辦法」，請人事室對辦法

中請假期限等問題再予研議。 

教務處： 
已於本處網頁上公告週知。 
人事室：參見 p8※ 

第十二案  

案由：擬修訂本校教師升等辦法第十條部分條文，提請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本校「教師升等辦法」。 

教務處： 
已於本處網頁上公告週知。 
 

第十三案                             
案由：擬修訂本校教師評量要點第八、第九點部分內

容，提請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本校「教師評量要點」。 

 

 

教務處： 
已於本處網頁上公告週知。 
人事室： 
配合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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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1校務會議執行情形報告之主席裁示 承 辦 單 位 執 行 情 
形 

本校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 36條條文修正案
由秘書室函文教育部備查。 

 
 
 

秘書室： 

一、照案辦理。 
二、已以 98年 1月 19日成大秘字第

0980000362號函報教育部修訂
第九、十、三十六條，將管監辦
法之修法程序修定為「經校務基
金管理委員會及校務會議通過
後，報教育部備查後實施」。並經
奉教育部 98年 2月 5日台高(三)
字第 0980012326號函核備。 

 

請秘書室法制組專案研議本校的議事規範。 
 
 
 
 
 

秘書室： 

一、法制組已就空白票、廢票及棄權
是否計入出席人數等會議運作之
疑義，提出專案分析報告。 

二、奉校長核示：各個議案性質不同，
各會議亦有不同目的，不宜統一
硬性規定，可由各會議自行決定
是否增訂相關條款。 

 

※教師因養育未滿 3足歲之子女，申請育嬰留職停薪，依「性別工作平等法」第 16條、第
21條規定，學校不得拒絕且無次數限制，惟若以育嬰之事由，申請延長續聘，依新修正之
「本校教師聘任辦法」第 5條規定，須經教評審議通過，始可延長續聘。  

性別工作平等法  

第   16  條  受僱者任職滿一年後，於每一子女滿三歲前，得申請育嬰留職停薪，期間至
該子女滿三歲止，但不得逾二年。同時撫育子女二人以上者，其育嬰留職停
薪期間應合併計算，最長以最幼子女受撫育二年為限。  
受僱者於育嬰留職停薪期間，得繼續參加原有之社會保險，原由雇主負擔之
保險費，免予繳納；原由受僱者負擔之保險費，得遞延三年繳納。  
育嬰留職停薪津貼之發放，另以法律定之。  
育嬰留職停薪實施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21  條   受僱者依前七條之規定為請求時，雇主不得拒絕。受僱者為前項之請求時，
雇主不得視為缺勤而影響其全勤獎金、考績或為其他不利之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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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本校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修訂報告 

一、修訂第九、十、三十六條報部核備 

本校依 97年 12月 31日 97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決議，以 98年 1月 19
日成大秘字第 0980000362號函報教育部修訂第九、十、三十六條，將管監
辦法之修法程序修定為「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及校務會議通過後，報教
育部備查後實施」。並經奉教育部 98年 2月 5日台高(三)字第 0980012326
號函核備。 

二、依教育部函示修訂第八、九條 

依據教育部 98年 3月 6日台高（三）字第 0980036079號函修訂第八、九條：
「編制內研究人員亦得比照編制內教師支領本薪(年功薪)、加給以外之給
與。」並提 98年 3月 17日 97學年度第 2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 

三、檢附修訂後本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如附件供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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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 
94年 3月 30日 93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延會通過 

奉教育部 94年 10月 25日台高(三)字第 0940142288號函核備 

94年 12月 28日 94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奉教育部 95年 5月 2日台高(三)字第 0950062186號函核備 

95年 6月 21日 94學年度第 5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6年 7月 5日 95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延會修正通過 

奉教育部 96年 8月 28日台高(三)字第 0960132093號函修正後核備 

96年 10月 3日 96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6年 12月 26日 96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奉教育部 97年 4月 25日台高(三)字第 0970063843號函核備 

97年 6月 25日 96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奉教育部 97年 10 月 07日台高（三）字第 0970198815號函修正後核備 

97年 11月 24日 97學年度第 1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 

97年 12月 31日 97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奉教育部 98年 2月 5日台高(三)字第 0980012326號函核備 

98年 4月 22日 97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為因應高等教育發展趨勢，提升教育品質，增進教育績效，特設置「國
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以下簡稱本基金)。 

第二條 為有效運用、管理及監督本基金，以協助校務之推動，特依「國立大
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及教育部訂頒之「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
管理及監督辦法」之相關規定，訂定「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及
監督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三條 本基金之收入來源如下： 
一 政府編列預算撥付：由教育部依預算程序編列撥付學校之經費。 

二 學雜費收入：每學期依教育部規定之收費標準，向註冊學生收取
之學費及雜費收入。 

三 推廣教育收入：依推廣教育實施辦法之規定辦理推廣教育及研
習、訓練等班次所收取之收入。 

四 建教合作收入：為外界提供訓練、研究及設計等服務所獲得之收
入。 

五 場地設備管理收入：提供場所及設施等所收取之收入。 

六 捐贈收入：無償收受動產、不動產及其他一切有財產價值之權利
或債務之減少。 

七 投資取得之收益：依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第七條之一
及本辦法第二十三條規定所投資取得之有關收益。 

八 其他收入：不屬於上述各款之自籌收入。 

第四條 為落實本基金之有效管理及彈性運用，設置「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
管理委員會」 (以下簡稱管理委員會) 管理之。 

管理委員會置委員七人至十五人，由校長任召集人，其中不兼行政職
務之教師代表不得少於三分之一，必要時得聘請校外專業人士參與。
委員任期二年，由校長遴選提經校務會議同意後聘任之。 

管理委員會之設置要點另訂之。 

第五條 管理委員會之任務如下： 
一 學校教學、研究及推廣所需財源之規劃。 

二 學校建築及工程興建所需財源之規劃。 

三 校務基金年度概算擬編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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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校務基金開源措施之審議。 

五 校務基金經濟有效節流措施之審議。 

六 校務基金經費收支及運用之績效考核。 

七 第三條第三款至第七款收支管理規定之審議。 

八 其他關於校務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事項之審議。 

第六條 管理委員會得視任務之需要，分組辦事；所需工作人員，由學校現有
人員派兼為原則。但為使校務基金之收支、保管及運用發揮最大經濟
效益，得進用專業人員若干人，其權利、義務、待遇及福利，依學校
法令規定，由學校於契約中明定之。 

管理委員會每學期至少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 

管理委員會召開會議時，得請相關人員列席。 

第七條  本基金有關年度預算編製及執行、決算編造，除第三條第三款至第七  
款之有關收入，應依本辦法之相關規定另訂收支管理要點運作之，並
受教育部監督外，應依預算法、會計法、決算法、審計法及相關法令
規定辦理。 

第八條 前條之收支管理規定，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 編制內教師及編制內研究人員本薪(年功薪)、加給以外之給與及編
制外人員之人事費支應原則。 

二 行政人員辦理第三條第三款至第七款之自籌收入業務有績效者之工
作酬勞支應原則。 

三 講座經費支應原則。 
四 教師教學及學術研究獎勵支應原則。   
五 出國旅費支應原則。 
六 公務車輛之增購、汰換及全時租賃支應原則。 
七 新興工程支應原則。 
八 因應自償性支出之舉借及其償還財源之控管機制。 

九 其他應規範經費之原則。 

前項第一款至第四款之給與，應在不造成學校虧損及國庫負擔前提下，
及不超過 5 項自籌收入及學雜費收入兩項總和之 50﹪比率上限範圍辦
理，其支給基準另定之。惟上述第二款行政人員之工作酬勞，得由業務
單位主管提出申請，經行政程序簽奉校長核准後於 5 項自籌收入中支
給，每月支給之工作酬勞，由人事室、總務處控管，以不超過其專業加
給之 60﹪比率為限。 

第九條 第三條第二款至第七款之自籌收入，在第八條第二項之上限範圍內，
得對符合下列條件之編制內教師及編制內研究人員，給予本薪(年功
薪)、加給以外之給與： 
一 講座教授。 

二 特聘教授。 

三 非編制之行政或學術兼職。 

四 特殊任務編組之委員會委員。 

五 接受學校委託辦理專題研究者。 

六 持有技術股票作價之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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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其他經管理委員會同意之給與。 

前項各款中應另訂支給基準，提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後實施。 

第十條 第三條第二款至第七款之自籌收入，在第八條第二項之比率上限範圍
內，得聘僱下列編制外人員，以提昇學術水準及協助校務之運作。 
一 國外傑出學者。 

二 專案計畫教學人員。 

三 專案計畫研究人員。 

四 專案計畫工作人員。 

五 專案教學助理。 

六 專案經理人員。 

七 專業經理人員。 

八 兼任專家及顧問。 

九 博士後研究人員。  

十 工讀生。 

十一 其他經循行政程序簽准僱用之短期臨時人員。 

前項各款所置之人員應另訂支給基準，提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後實
施。 

第十一條 第三條第三款之推廣教育收入，應衡量使用學校資源情形，由學校先
從收入總額中適當提列行政管理費。 

專案申請之學分班及非學分班，屬自辦班別者，應按計畫經費總金額
中提列 27%管理費；屬政府機關及公民營機構委託之班別，依委託單
位之規定提列，惟未及 27%時，應另編場地及水電等相關費用補足；
外業班別得按計畫經費總金額提列 15%管理費。 

如開班辦理在職訓練、技術人力養成訓練、專門技術訓練、代辦實習
等人員交流訓練案，在校內舉辦之內業至少應編列 27%管理費；在校
外舉辦之外業至少應編列 11.5%管理費。 

管理費經校長核准者，標準得降低之。 

第十二條 前條推廣教育所提列之 27%行政管理費，授權支用之比率為學校
20/27，學院或研究總中心 1/27，系所或研究中心 6/27。 

推廣教育班之經費若有節餘，在補足應繳之計畫總金額 27%管理費
後，其節餘款由推廣教育開班單位繼續使用。 

教務處應訂定推廣教育收入收支管理要點，經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
送行政會議核備後，報教育部備查。 

第十三條 第三條第四款之建教合作收入，應衡量使用學校資源情形，適當提列
行政管理費。 

政府機關及公民營機構委託之專題研究計畫，應按計畫經費總金額編
列至少 17%管理費；但政府機關另訂有管理費標準者，不在此限。服
務性試驗、調查及人員交流訓練案之管理費編列比率，由研究發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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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訂辦法規範，經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送行政會議核備後實施，修
正時亦同。 

特殊案件之管理費經校長核准者，標準得降低之。 

第十四條 各建教合作計畫案管理費先提列 10﹪作為圖書館書刊經費後，依適當
比例授權支用： 

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於扣除就地審計費後，支用比率為學校 60%，學
院及研究總中心 3%，系所及研究中心 37%。 

公民營機構委託之專題研究計畫案、以計畫書簽約之服務性試驗及調
查案、以建教合作案方式舉辦之學術研討會，此三類之支用比率為學
校 59%(10/17)，學院及研究總中心 6%(1/17)，系所及研究中心
35%(6/17)。 

屬內業之服務性試驗及調查案之支用比率為學校 90%(18/20)，學院及
研究總中心 10% (2/20)；屬外業之服務性試驗及調查案之支用比率為
學校 91%(5/5.5)，學院及研究總中心 9%(0.5/5.5)。 

屬內業之人員交流訓練案之支用比率為學校 74%(20/27)，學院
4%(1/27)，系所及研究中心 22%(6/27)；屬外業之人員交流訓練案之
支用比率為學校 44%(5/11.5)，學院 4%(0.5/11.5)，系所及研究中心
52%(6/11.5)。 

第十五條 各建教合作計畫案執行結案後之節餘款，凡已提足 17%以上之管理費
者由計畫主持人依規定運用；未提足 17%者，則於依規定方式補足差
額後之節餘款運用之。 

補提之管理費依前條第三項之方式分配予學校、學院及總中心、系所
及研究中心。 

研究發展處應訂定建教合作收入收支管理要點，經管理委員會審議通
過，送行政會議核備後，報教育部備查。 

第十六條 第三條第五款之場地設備管理收入，其由學校控管者應由學校統籌運
用；由學院或研究總中心、系所或研究中心等單位控管者，於該項收
入總額提成 20%為學校管理費，80%分配至管理單位運用。 

場地設備管理收入須負擔稅負時，應於該項收入總額先行扣除後，再
依前項比率分配。 

總務處應訂定場地設備管理收入收支管理要點，經管理委員會審議通
過，送行政會議核備後，報教育部備查。 

第十七條 第三條第三款至第七款之自籌收入，得對下列事項予以鼓勵，表現優
異之行政及學術單位，或教職員工個人，得給與適度之經費或獎金，
以獎勵教學、研究或服務之傑出表現： 

一 國內外學術活動。 
二 學術研究。 
三 教學特優。 
四 產學合作或技術移轉成果特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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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績優教職員工。 
六 行政革新績效卓著。 
七 其他經管理委員會同意之獎勵。 

前項第一款至第六款中之各事項應訂定鼓勵或獎勵要點，經管理委員
會及校內相關會議通過後實施。 

第十八條 為推廣國際化，鼓勵教職員出國觀摩及參與學術活動，得以第三條第
三款至第七款之收入為財源支應因公派員出國案件，並由學校自行依
所訂要點審核。 

校長因公出國案件，仍應依「教育部及所屬機關學校因公派員出國案
件處理要點」第五點規定辦理。 

研究發展處應訂定因公派員出國案件處理要點，提報管理委員會審議
通過後，送校務會議核備。 

第十九條 為合理使用公務車輛，得彈性運用第三條第三款至第七款之收入為財
源，增購、汰換及全時租賃公務車輛。 

總務處應訂定公務車輛之使用、租賃要點，經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
送行政會議核備後，報教育部備查。 

第二十條 為有效安排新興工程規劃，及促進民間投資，節省政府之預算撥付，
可彈性運用第三條第三款至第七款之收入為財源，支應學校之新興工
程。 

總務處應訂定新興工程之支應辦法，經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送校務
會議核備後，報教育部備查。 

第二十一條 為有效進行財務規劃，並因應自償性之宿舍、停車場、醫院等類型
建設工程或管理營運之支出，除可彈性運用第三條第三款至第七款
之收入及歷年基金盈餘為財源外，經管理委員會之審議通過後，得
向金融機構舉借。 

財務處應會同總務處就舉債控管、確保債務清償及債務無法清償之
因應措施等，訂定自償性支出之控管機制辦法，經管理委員會審議
通過，送校務會議核備後，報教育部備查。 

第二十二條 學校收受之捐贈，應全數撥充校務基金，未指定用途之捐贈收入，
由學校統籌運用；收受指定用途之捐贈，其用途應與學校校務有關。 

收受之捐贈收入為現金時，應確實交付學校收受；為現金以外者，
應確實點交，屬不動產者，應由保管組辦妥所有權移轉登記。 

非由學校全權管控之指定捐贈收入，除經校長核准者外，一律提撥
5%之行政管理費。 

學校收受之捐贈，不得與贈與人有不當利益之聯結。 

學校對熱心捐贈者，得比照教育部訂頒之「捐資教育事業獎勵辦法」
予以適當之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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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條 為充裕校務基金之財源，得將校務基金投資於下列項目： 

一 存放公民營金融機構。 
二 購買公債、國庫券或其他短期票券。 
三 投資於與校務或研究相關之公司與企業。 
四 其他具有收益性及安全性，並有助於增進效益之投資。 

投資取得之收益，應全數撥充校務基金統籌運用。 

第二十四條 前條第三款及第四款投資資金之來源如下： 

一 以研究成果或技術作價無償取得之股權。 
二 捐贈收入及歷年基金之盈餘。  
三 其他之法令未限制之經費來源。 

第二十五條 為使校務基金之收入及運用發揮最大經濟效益，管理委員會置執行
長一人，由財務長兼任之，負責第二十三條之相關投資事宜。 

第二十六條 財務處須擬訂每年度之財務調度及第二十三條各款之投資計畫，經
管理委員會通過後執行之；並於管理委員會及校務會議中報告執行
情形。 

本委員會召開會議時，財務長須列席報告校務基金資金運作情形。 

第二十七條 管理委員會對超過新臺幣伍仟萬元以上之第二十三條投資案，認為
必要時得聘請專業之機構及人員協助評估。 

第二十八條 學校在預算執行期間，因市況變動及業務之實際需要，需動用基金
盈餘，增加管理及總務費用之支出，或辦理非計畫型及計畫型之資
本支出，則須提經管理委員會之同意，專案報教育部核定或核轉行
政核定後辦理，並補辦預算。 

第二十九條 為監督校務基金之收支、保管及運用，於校務會議下設置「國立成
功大學經費稽核委員會」監督之。 

經費稽核委員會置委員七人至十五人，由校務會議成員推選產生。
但管理委員會之成員、總務及會計相關人員，不得擔任經費稽核委
員會之委員。 

經費稽核委員會所需工作人員，由學校現有人員派兼之。 

經費稽核委員會設置要點另訂之。 

第三十條 經費稽核委員會之任務如下： 

一 學校教學、研究及推廣計畫財務運用之事後稽核。 
二 校區建築與工程興建計畫、發包及執行等經費運用之事後稽核。 
三 各項經費收支及現金出納處理情形之事後稽核。 
四 校務基金年度決算之稽核。 
五 學校資產增置、擴充及改良等事項之事後稽核。 
六 校務基金經濟有效利用及開源節流措施之事後稽核。 
七 其他經費之事後稽核事項。 

前項稽核事項，以任期內發生與經費運用有關事項為限。但該事項涉
及以前任期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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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條 經費稽核委員會每學期至少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召開臨時會。 

經費稽核委員會召開會議時，得視稽核事項之需要，邀請管理委員
會或校內相關單位派員列席。 

經費稽核委員會得經委員會之決議，請管理委員會或校內相關單位
提供必要之資料以供查閱。 

經費稽核委員會應於校務會議中提出有關校務基金收支、保管及運
用之稽核報報告。 

第三十二條 第三條第三款至第七款所定各種收入之收支情形，應由相關主管人
員、經費執行人員、使用及保管資產人員，負其執行預算、保管及
使用資產之相關責任，並由會計人員負責帳務處理及彙編財務報
表。 

第三十三條 第三條第三款至第七款所定各種收入之收支、保管及運用，應設置
專帳處理，經費收支應有合法憑證，並依規定年限保存；建教合作
收支，應依建教合作機構之規定或契約辦理。 

前項所列各項收入之收支預計表、收支決算表，連同相關書表及全
校收支財務報表，應送教育部備查，並依相關規定上網公告，及接
受教育部派員或委請會計師查核。 

第三十四條 各行政及學術之第一、二級單位，就第三條第三款至第七款該單位
歷年之自行控管財源，得自訂相關管理辦法或專案申請，經管理委
員會通過後，執行本辦法第八條各款之規定事宜。 

第三十五條 各行政單位及院、系所中心等分配運用經費，未用罄之經費得延至
次一年度繼續使用。 

第三十六條 本辦法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及校務會議通過後，報教育部備查後
實施，修正時亦同。 

97-3校務會議(98.04.22)紀錄-16-



 17 

附件 3 

本校會議議事規範適用疑義專案報告 
                                                    秘書室法制組 
一、緣 由 
    本校97年12月31日97學年度第2次校務會議，討論本校「學系（所）教師評
審委員會設置辦法」及「學院教師評審委員設置辦法」時，校務會議代表對於
上述辦法第六條：「 院教評會開會時非有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之出席不得
開議。非經出席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之同意不得決議（有應行迴避之情事
者，不計入出席委員人數）。」，在實際會議運作上有所疑義，經校長指示由秘
書室法制組提出專案研議。  
二、本件爭點 

按本校教師評審委員設置辦法及本校學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
第六條：「院教評會開會時非有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之出席不得開議。非經
出席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之同意不得決議（有應行迴避之情事者，不計入
出席委員人數）。」，惟有爭議如下： 
（一）出席委員定義為何？已簽到但表決時未在場，是否算入出席委員人

數？ 
（二）以投票表決時，空白票或棄權應否計入出席委員人數？ 

三、現行議事規範運作情形： 
一般而言，關於多數決計算之基準，約有以下四種方式： 
（一）以全體人數為基準： 

不問其是否出席或是否參加表決，概以全體人數為基準。此一基準
較為明確，但門檻過高，議案不易通過為其缺點。 

（二）以法定人數為基準： 
以開會法定人數作為計算比率的基準，不問有無參加表決。 

（三）以出席人數為基準： 
以出席人數作為計算比率基準，而不問其參加表決與否。我國多數
機關單位均採此方式。此方式缺點為將離席及棄權者，算入反對
方，對贊成方而言，有欠公允。蓋反對者應以反對票來表示反對，
不應以離席或棄權表示反對。 

（四）以出席及參加表決人數為基準： 
出席而不參加表決的人數，即表決時不表示可否的人及投票時投空
白票、廢票的人，皆不計算在內。此方式即內政部頒定會議規範所
規定方式，亦為各級民意機關議事規範所普遍採用。 
 

四、「出席委員」之定義 
（一）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及本校學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

法第六條：「院教評會開會時非有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之出席不得開
議。非經出席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之同意不得決議（有應行迴避之
情事者，不計入出席委員人數）。」上開條文中所稱「出席委員」一詞，
究應從廣義解釋，即指簽到簿所載簽到人數，抑從狹義解釋，指表決時
之在場實際出席人數，尚乏明確定義。 

（二）從廣義解釋，所謂出席人數，應以出席簽到人數為準。其理由如下： 
1.為使表決議案時保持相當人數，防止輕率通過議案。 
2.簽到後表決前離席者既自行放棄表決，自應視同為棄權。 

（三）從狹義解釋，所謂出席人數，指在會場開會為準。其理由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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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委員若簽到後離席，表決時不在會場者仍視為「出席」，並保障其權利，
與事實不符，顯非立法之旨意。 

2.蓋民主政治係採取多數決原則，凡表決前均須討論，出席者或贊成、或
反對、或棄權，均應在場表示其意思及立場，以示負責，如認為「簽到
人數即出席人數」，則如反對某議案之通過，則可於表決前糾眾離席，使
表決時之同意人數無法超過簽到人數過半數以上；或簽到後即不進會
場；凡此既不在會場表示其反對之意思及立場，卻可透過此種方法達成
牽制議案通過之目的，反而造成少數控制多數之現象，有違民主政治原
則。 

（四）現行民意機關採用方式 
     上述「出席委員」究採「廣義」或「狹義」，在各級民意機關議事運作上

亦發生類似爭議，其後解決方式，略述如下： 
1.依會議規範第 58條規定，係以「獲參加表決」之人數計算，換言之，亦
即以在場出席人數為計算基準。 

2.現行立法院、監察院表決議案均採在場人數為準；台北市議會議事規則
亦採取在場人數為表決計算之基準。 

 
五、投票表決時，棄權或空白票計算之疑義 
（一）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 6條：「非經出席委員三分之二（含）以

上之同意不得決議」為屬特別規定 
  1.按會議規範第 58條第 1項：「可決與否決：表決除本規範及各種會議另

有規定外，以獲參加表決的多數為可決。」，本條所稱「各種會議」 
      包含各行政機關、民意機關、社團等所制定各別會議運作規定。 
    2.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 6條：「非經出席委員三分之二（含）以

上之同意不得決議」，乃為考量議案個別特殊性，明定採用「特定多數
決」，自屬上開會議規範所稱「除外規定」，應優先適用。換言之，亦僅
須採計表決同意（贊成）一方之票數，有無達既定可決基準以上者即可，
而排除會議規範所定「相對多數」表決方式之適用。 

    3.至於棄權或空白票應否計入出席人數，尚無規範。 
（二）投票表決時，棄權或空白票是否計入出席人數 
     一般表決在採相對多數決將「無意見者扣除」，通常不易產生爭議，但是

在採絕對多數表決時，棄權或空白票（無意見者）是否計入出席人數，
則常有爭議。學說上不同論點與主張，略述如下： 

  1.計入說：主張棄權或空白票（無意見者）應計入出席人數，理由如下： 
   （1）民主政治中「絕對多數決」就蘊含「少數否決多數」的本質，棄權或

空白票（無意見者）計入表決人數，並非製造少數否決多數的機會，
只是承接民主政治絕對多數決的本質。 

  （2）基於對於少數人員權益的維護，將棄權或空白票（無意見者）計入表決
人數，為「多數暴力的預防」，有其特別考量與設計。 

  （3）因採絕對多數決事項屬「重大事項」，對於團體成員之權益有重大影響，
自應將棄權或空白票（無意見者）計入表決人數，從嚴計算可決人數，
較為合理。 

2.不計入說（扣除說）： 
（1）表決中棄權者實為中立者，其對於議案通過與否均無意見，如計入表決

人數，將使「無意見」票數，在絕對多數決要求下變成反對票。 
（2）為避免少數否決多數，以確保「平等權」，強將沒有參加表決，視為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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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票，將使議案可決需求票數比例提高，增加少數否決多數的機會，有
違平等原則，亦不符合尊重緘默與中立自由的要求。 

（3）依會議規範第58條第2項：「參加表決人數之計算，以表示可、否兩種意
見為準。如以投票方式表決，空白及廢票不予計算。」此一規定已明顯
看出「參加表決人數」已扣除「棄權者」票數。 

3.法制組意見： 
（1）就一般會議，如採用「相對多數」之表決方式，在議案表決時須就「同

意（贊成）」及「反對」雙方皆進行表決後，再比較得票高低，而決
定議案通過與否。然而，我國會議實務上，一向把「棄權」當作反對。
按「棄權」乃不願參加表決之表示，自不應被鼓勵，否則無異鼓勵反
對之人不必明示反對，卻可利用棄權而收反對之實，有違民主原則。
故在「相對多數決」之表決方式下，在場出席表決人數，應先扣除棄
權或空白票（無意見者），較為合理。 

（2）如採用「絕對多數決」之表決方式，因其議案屬「重大事項」且有「特
定數額」如四分之三、三分之二始可決議者，為避免原本絕對多數決
之制度設計變成相對多數決，故絕對多數決的表決基數應以在場出席
委員人數（即含棄權或空白票），較不宜以嚴格的「參與表決委員人
數」來計算（即以有效票數為準，扣除棄權或空白票）。 

六、建議解決之方式 
（一）目前行政運作各種會議均設有簽到簿，致衍生「出席」與「在場」之爭議。

然從民主原則而論，「出席」即等同於「在場」，二者並不是代表二種不同
意義。從而，「出席委員」乃指簽到後且於表決時在場，故以實際在場出
席人數作為計算基準，較符合議事規範之精神。現行民意或合議制機關均
將「在場出席」列為必要之條件，如中央選舉委員會會議規則第12條、臺
北市議會議事規則第 59 條及臺南市議會議事規則第40條等，可資參照。 

（二）至於以投票表決時，空白票或棄權應否計入出席委員人數 
如上所述，採計入說或不計入說各有其理論基礎，為求個別法規在適用
上有一客觀可預見之規範，似可在教師評審委員設置辦法及本校學系
（所）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六條及其他類似規定，增訂第二項，
作一明確之規範，爰試提出下列二方案，以供鈞長核示： 

1.方案一，增訂：「前項議案表決時，其出席委員額數之計算，以在場出
席人數為準。棄權、空白票及廢票均計入出席人數。」蓋此方案為我國
目前多數機關所採行，較符合國人對會議規範之一般認知，並著眼於「重
大事項」須有更高支持比率，始得通過，同時亦有防止輕率通過議案之
虞。 

2.方案二，增訂：「前項議案表決時，其出席委員額數之計算，以在場出
席人數為準。棄權、空白票及廢票均不計入出席人數。」蓋在民主政治，
在議案討論時委員均應該積極表示意見。參加表決是權利，同時亦是義
務，更不可輕言放棄，如放棄表決者，自應不予計算。此方案為貫徹會
議規範之民主精神。 

七、結 語 
一般會議規範，除民意機關議事規則對「出席委員」另有明文規定外，對

於空白票或棄權應否計入出席委員人數，並無規範。細究原因，實乃因採用多
數決計算之基準有所不同所致，故無法為統一規範。為考量各項委員會任務、
行使職權範圍及表決事項屬一般或重大決議額數，有充分自主決定權限，宜賦
與彈性之規定，似不宜制定統一議事規範。為釐清疑義，可在相關條文增訂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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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一或方案二，二方案均屬議事特別運作規定，自應優先於通常會議規範之適
用，即可解決上開爭議，亦無違反會議規範之虞。 

又，會議如有重大事項待決，應於開會通知明顯告知並說明決議之計票方
式。同時主席在進行議案表決前，宜掌握出席人數中是否已足法定人數，並清
點在場人數，催促暫時離席之人，回至會場。嗣主席宣布在場人數，並請委員
積極合法表示意見後始進行表決，方屬合法正確之議事運作，併予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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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 99年度概算編製情形如下： 
一、收支情形如下：  

１．業務收入 56億 3,491萬 5千元 

（1）教學收入  31億 6,100萬元 

A、學雜費收入 11億 870萬元 

B、學雜費減免(-) (-)4,870萬元 

C、建教合作收入   20億 5,000萬元  

D、推廣教育收入 5,100萬元 

（2）租金及權利金收入 330萬元 

權利金收入 330萬元 

（3）其他業務收入 24億 7,061萬 5千元 

A、學校教學研究補助收入 22億 5,861萬 5千元 

B、其他補助收入 1億 6,500萬元 

C、雜項業務收入（招生考試報名費收入） 4,700萬元 

２．業務外收入 2億 8,770萬元 

（1）財務收入 1億 1,700萬元 

（2）其他業務外收入 1億 7,070萬元 

３．業務成本與費用 55億 9,762萬 5千元 

（1）教學成本 46億 9,362萬 2千元 

A、教學研究及訓輔成本 26億 4,012萬 2千元 

B、建教合作成本 20億 300萬元 

C、推廣教育成本 5,050萬元 

（2）其他業務成本（學生公費及獎勵金） 2億 3,408萬 1千元 

（3）管理及總務費用 6億 3,692萬 2千元 

（4）其他業務費用（招生考試試務費用） 3,300萬元 

４．業務外費用 2億 9,504萬元 

（1）財務費用 10萬元 

（2）其他業務外費用 2億 9,494萬元 

預計賸餘 2,995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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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資本支出如下：  

１．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 12億 2,739萬 6千元 

（1）房屋及建築 7億 1,152萬 6千元 

A、社會科學院大樓新建工程 

B、運璿綠建築科技大樓新建工程 

C、成功校區東側教學舍後期更新整建工程-工學院(材料

系、資源系部分)  

2,877萬 6千元 

1億 2,000萬元 

2億 5,686萬元 

D、成功校區東側教學舍後期更新整建工程(資訊系部分) 1億 8,639萬元 

E、生科學院暨研發大樓新建工程 1,200萬元 

F、水利系大樓新建工程 400萬元 

G、光復校區地下停車場新建工程 650萬元 

H、游泳池及球類場館新建工程 700萬元 

I、整建老舊館舍，包括教學大樓、全校公共設施及無障

礙環境等工程 

1,200萬元 

J、安南校區水產生技實驗及教學大樓 4,500萬元 

K、耐震擴建大樓增建工程 2,000萬元 

L、成大防火科技大樓新建工程 1,300萬元 

（2）機械及設備 4億 0,035萬元 

A、教學用儀器設備 2億 810萬元 

B、全校污染防治設備 200萬元 

C、碩士專班、建教合作、推廣教育、場地設備、雜項業

務及其他業務外設備 

1億 9,025萬元 

（3）交通及運輸設備 810萬元 

A、教學用視訊設備 500萬元 

B、碩士專班、建教合作、推廣教育、場地設備及其他業

務外設備 

310萬元 

 

（4）什項設備 1億 742萬元 

A、教學用圖書及什項設備 8,022萬元 

B、一般行政設備及專項設備 400萬元 

C、碩士專班、建教合作、推廣教育、場地設備及其他業

務外設備 

2,320萬元 

２．無形資產 2,135萬 3千元 

（1）教學用電腦軟體 1,080萬 3千元 

（2）建教合作、推廣教育及其他業務外電腦軟體 1,055萬元 

３．遞延借項 2億 1,103萬 3千元 

（1）代管資產(老舊館舍及舊建築物補強工程)之修護費用 5,000萬元 

（2）醫學院空調設備汰舊換新工程 703萬 3千元 

（3）提升人文藝術建設（成功廳工程） 1億 4,400萬元 

（4）耐震擴建大樓結構補強工程 1,000萬元 

以上合計 14億 5,978萬 2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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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國立成功大學財務處設置辦法」第二~四條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訂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二條 本處主要任務為研議校務 基

金可運用資金之投資策略與

方案及負責執行相關事務，並

受經費稽核委員會事後稽

核。其任務如下： 

一、執行日常財務規劃與各種長期

性投資開發事宜，從事長期性

資本支出計畫之評估，各種資

源開發與評估分析等事務。 

二、執行本校可用資金之調度與管

理事宜，以期達成提投資報酬

與降低財務風險之目標等，從

事短期營運資金管理與操作等

事務。 

三、建立投資風險控管機制與執行

監控稽核與管理，以期發揮應

有的投資效益等事務。 

四、執行處理日常現金收付、保管、

記帳、表報編製與銀行往來等

出納相關事務。 

五、執行其他校務基金規劃、投資、

運用、管控等相關事宜。 

第二條 本處主要任務為研議校務 

基金可運用資金之投資策略

與方案及負責執行相關事

務，並受經費稽核委員會事

後稽核。其任務如下： 

一、執行日常財務規劃與各種長期

性投資開發事宜，從事長期性

資本支出計畫之評估，各種資

源開發與評估分析等事務。 

二、執行本校可用資金之調度與管

理事宜，以期達成提投資報酬

與降低財務風險之目標等，從

事短期營運資金管理與操作等

事務。 

三、建立投資風險控管機制與執行

監控稽核與管理，以期發揮應

有的投資效益等事務。 

四、執行其他校務基金規劃、投

資、運用、管控等相關事宜。 

為能掌握現金

流量、促進現金

管理，亦可主管

基本人力資

源，以使財務相

關功能運作順

利。 

第三條 本處置財務長一人，綜理校務

基金規劃與調度相關事務。並

得置副財務長一人，協助綜理

校務基金規劃與調度相關事

務。財務長及副財務長為副教

授以上教師兼任或由專業經

理人擔任，經校務基金管理委

員會通過後，由校長聘任之。

另得視業務需要置秘書一人。 

第三條 本處置財務長一人，綜理校

務基金規劃與調度相關事

務。並得置副財務長一人，

協助綜理校務基金規劃與調

度相關事務。財務長及副財

務長為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

或由專業經理人擔任，經校

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後，

由校長聘任之。 

第四條前段移

列至第三條後

段，並斟作文字

修改。 

第四條 本處下設規劃、理財、管控、

出納四組，各置組長一人，組

長由財務長提名簽請校長聘

請助理教授以上教師兼任或

專業經理人或職員擔任之。各

組得置具財金或會計相關專

長背景研究人員及職員若干

人。 

第四條 本處得置秘書一人。下設規

劃、理財、管控三組，各置

組長一人，組長為助理教授

以上教師兼任或由專業經理

人擔任，由財務長提名簽請

校長聘任之。各組得置具財

金或會計相關專長背景研究

人員及職員若干人。 

為能掌握現金

流量、促進現金

管理，亦可主管

基本人力資

源，以使財務相

關功能運作順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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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成功大學財務處設置辦法 

96.12.26.96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通過 
                                                             98.04.22.97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有效運用管理校務基金，以提高治

校績效並達成各界人士對本校之期許，特依本校組織規程第八條規定，

設置「國立成功大學財務處」（以下簡稱本處）。 

第二條  本處主要任務為研議校務基金可運用資金之投資策略與方案及負責執

行相關事務，並受經費稽核委員會事後稽核。其任務如下： 

一、執行日常財務規劃與各種長期性投資開發事宜，從事長期性資本支

出計畫之評估，各種資源開發與評估分析等事務。 

二、執行本校可用資金之調度與管理事宜，以期達成提升投資報酬與降

低財務風險之目標等，從事短期營運資金管理與操作等事務。 

三、建立投資風險控管機制與執行監控稽核與管理，以期發揮應有的投

資效益等事務。 

四、執行處理日常現金收付、保管、記帳、表報編製與銀行往來等出納

相關事務。 

五、執行其他校務基金規劃、投資、運用、管控等相關事宜。 

第三條  本處置財務長一人，綜理校務基金規劃與調度相關事務。並得置副財

務長一人，協助綜理校務基金規劃與調度相關事務。財務長及副財務長

為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或由專業經理人擔任，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

過後，由校長聘任之。另得視業務需要置秘書一人。 

第四條  本處下設規劃、理財、管控、出納四組，各置組長一人，組長由財務

長提名簽請校長聘請助理教授以上教師兼任或專業經理人或職員擔任

之。各組得置具財金或會計相關專長背景研究人員及職員若干人。 

第五條  第三、四條所稱專業經理人，係指依本校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

十條第一項第六款進用之人員，其進用程序及其進用資格與薪級標準分

別依「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專業經理人實施要點」與「國立成功

大學財務處專業經理人進用資格及薪資支給標準表」辦理。相關規定另

訂之。 

第六條  本辦法施行細則或業務相關辦法由本處另訂，提主管會報通過，並經

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核備後施行。 

第七條  本辦法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及校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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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國立成功大學組織規程」部份條文修正草案 

修訂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 七 條  本大學設置下列單位暨

人員： 

三、總務處：置總務長一人，

掌理總務事項，得置副總

務長一至二人，協助綜理

總務事項，並置秘書一

人。下設文書、事務、採

購、資產管理、營繕五組，

各組置組長一人。 

 

第 七 條  本大學設置下列單位暨

人員： 

三、總務處：置總務長一人，

掌理總務事項，得置副總

務長一至二人，協助綜理

總務事項，並置秘書一

人。下設文書、事務、採

購、出納、資產管理、營

繕六組，各組置組長一人。 

 

為能掌握現金

流量、促進現金

管理，亦可主管

基本人力資

源，以使財務相

關功能運作順

利，故將出納組

由總務處改編

至財務處。 

第 八 條  本大學因教學、研究、

推廣之需，設下列單位

暨人員： 

十一、財務處：置財務長一人，

掌理校務基金規劃與調度

相關事務，另得置秘書一

人。下設規劃、理財、管

控、出納四組，各置組長

一人，研究人員若干人。 

各該單位之設置辦法，經校務

會議通過後實施。 

第 八 條  本大學因教學、研究、

推廣之需，設下列單位

暨人員： 

十一、財務處：置財務長一人，

掌理校務基金規劃與調度

相關事務，另得置秘書一

人。下設規劃、理財、管

控三組，各置組長一人，

研究人員若干人。 

各該單位之設置辦法，經校務

會議通過後實施。 

為能掌握現金

流量、促進現金

管理，亦可主管

基本人力資

源，以使財務相

關功能運作順

利，故將出納組

由總務處改編

至財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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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設置與申訴處理辦法 
 

86.04.16 85學年度第四次校務會議通過 

90.11.14 90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延會修訂通過 

91.03.20 90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91.12.25 91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92.02.25 教育部台訓(一)字第 0920024104號函核定 

94.04.27 93學年度第四次校務會議通過 

94.06.22 93學年度第五次校務會議通過 

94.07.15 教育部台訓(二)字第 0940096627號函核定 

95.06.21 94學年度第五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95.11.01 95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延會修訂通過 

95.12.18 教育部台訓(二)字第 0950187848號函核定 

97.03.26 96學年度第三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97.04.16 教育部台訓(二)字第 0970057571號函核定 

97.12.31 97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98.01.20 教育部台訓(二)字第 0980009274號函核定 

98.04.22 97學年度第三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大學法第三十三條第四項暨本校組織規程第二十四條定之。 
 
第二條  本校為公平、公正處理學生在校學習、生活上之有關事項，並確保學生權益，特設

置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三條  學生對於學校有關受教權益所為之處分認為有違法或不當致損其權益，或學生會及

其他相關學生自治組織，不服學校之懲處或其他措施及決議之事件，經行政程序處
理仍不服者，得向本會提出申訴。 
前項所定學生，指學校對其處分時，具學生身分者。 

 
第四條  組織：   

一、 本會置委員十九至二十三人，均為無給職，由大學部學生代表四人、研究生學生代
表二至三人，教務處、學務處代表各一人，各學院推薦助理教授以上之專任教師一
人，教務處推薦非屬學院教師一人，及學校教師會代表一人擔任之(其中未兼行政
職務之教師代表不得少於總額二分之一；已擔任學生獎懲委員會委員者不得擔任
之；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另學校得聘請醫師、法學、社會
學、心理學之專業人士擔任諮詢顧問。  

二、 學生代表於每學年開始前一個月內，由學生會推選產生大學部代表；由各學院院長
輪流推薦產生研究生代表，均報學生事務處核備。(學生會如未能依時組成，即請
課外活動指導組輔導系學會聯合會幹部代表之)。  

三、 學生事務長擔任臨時召集人，俟主席選出後由主席主持會議，得邀請相關人員列席 
，行政業務由生活輔導組承辦之。臨時召集人因故不克出席時，得請所屬相關主
管代理之。 

四、 本會開會應有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事項之決議﹑評議書之決議，以出席委員三
分之二(含)以上同意後行之。  

五、 本會之經費由學生事務處支應。  
六、 本會委員或諮詢顧問均呈報校長聘任之，任期一年，得連任之。 

 
第五條  申訴及處理程序： 

一、 學生、學生會及其他相關學生自治組織（應經其組織內部之最高行政會議決議後提
出）之申訴應於知悉措施之次日起十日內以書面向本會提出申訴，逾期學校不予受
理；申請人因不可抗力致逾期限者，得向本會聲明理由請求許可。 

二、 申訴書應記載申訴人姓名、學號、系級、住址、申訴之事實及理由，希望獲得之補
救，並檢附有關之文件及證據交由生輔組處理。  

三、 本會就書面資料評議，會議不公開舉行，得通知申訴人、原處分單位之代表及關係
人到會說明。如其逾越申訴範圍，應以書面駁回，並建議處理方式，且於處理特殊

附件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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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時，應組成小組，秘密調查。 
四、 本會收件後，除有應不受理或中止評議情形，逕行通知申訴人及原處分單位外，應

於二十日內完成評議，必要時得予延長，並通知申訴人，延長以一次為限，最長不
得逾期二個月，但涉及退學、開除學籍或類此處分之申訴不得延長。(學生、學生
會及其他相關學生自治組織向學校提起申訴，同一案件以一次為原則)。 

五、 申訴人於本會未作成評議決定書前，得撤回申訴書。原處分單位應於知悉申訴案時
重行審查原處分是否合法妥當，其認申訴為有理由者，得自行撤銷或變更原處分，
並通知申訴人與本會。 

六、 申訴程序中，申訴人、原處分單位或其他關係人，就申訴事件或其他牽連之事項，
提出訴願、民事、刑事或行政訴訟者，應即以書面通知本會，本會應即中止評議，
俟訴訟終結後續議；惟退學與開除學籍之申訴不在此限。 

七、 退學或開除學籍之申訴，學校於評議決定未確定前，學生得向學校提出繼續在校肄
業之書面請求。學校接到上項請求後，應徵詢本會之意見，並衡酌該生生活，學習
狀況於一週內書面答覆，並載明學籍相關之權利與義務。  

八、 學生申訴經學校同意在校肄業者，學校不得授給畢業證書外，其他修課成績考核、
獎懲得比照在校生處理。  

九、 本會應對申訴案件提出討論並經評議，決議後擬定評議書由主席署名。本會之評議
及表決，委員個別意見，應對外嚴守祕密;涉及學生隱私之申訴案 ，申訴人之基本
資料應予保密。  

十、 評議決定書應包括主文、事實、理由等內容，如有建議補救措施，並應提出具體建
議；對於不受理之申訴案件亦應作成評議書，惟其內容只列主文和理由。  

十一、申訴程序中，評議委員、申訴人、原處分單位或其他關係人，應就申訴之案件採取
迴避原則，以免影響本會評議之公正性。  

十二、評議書應呈校長核備，並由本會送達申訴人及原處分單位。 
十三、對於退學、開除學籍或類此足以改變學生身分之處分，經提出申訴後未獲救濟者，

學校應附記「如有不服本申訴決定，得於申訴評議書送達後次日起三十日內，繕具
訴願書，經學校原處分單位檢卷答辯後送教育部提起訴願。」 
 

第六條  評議效力：  
一、 本會之評議，如原處分單位認與法規牴觸或事實上窒礙難行者，應於十日內列舉理

由依行政程序陳報校長，校長得交付本會再議(以一次為限)。否則，評議書經完成
行政程序後，學校應即採行。 

二、 退學之申訴，經評議確定維持原處分者，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修業證明書所載修業截止日期以原處分日期為準。  
      (二)申訴期間所修習科目學分，得發給學分證明書。  
三、 退學或開除學籍之申訴，經評議確定維持原處分者，其兵役、退費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役男『離校學生緩徵原因消滅名冊』於申訴結果確定後三十日內冊報。 
(二)退費基準依專科以上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辦法第八條及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

收取辦法第十五條之規定辦理 
四、 訴願及行政訴訟獲救濟之輔導：   

(一)依訴願決定或行政訴訟判決另為處分並同意學生復學者，其因特殊事故無法
及時復學時，本校應輔導其復學；對已入營無法復學之役男，學校應保留其
學籍，俟其退伍後，輔導優先復學；復學前之離校期間並得補辦休學。  

(二)依訴願決定或行政訴訟判決另為處分並同意學生復學者，應依本校規定辦理
復學程序。 

 
第七條  有關性侵害或性騷擾之申訴案件，由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處理。 
第八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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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設置與申訴處理辦法第四條、第五條修正對照表 
          

擬修正條文內容 原條文內容 說  明 

第四條  組織： 

一、本會置委員十九至二十三人，

均為無給職，由大學部學生代

表四人、研究生學生代表二至

三人，教務處、學務處代表各

一人，各學院推薦助理教授以

上之專任教師一人，教務處推

薦非屬學院教師一人，及學校

教師會代表一人擔任之(其中

未兼行政職務之教師代表不得

少於總額二分之一；已擔任學

生獎懲委員會委員者不得擔任

之；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

數三分之一以上)。另學校得聘

請醫師、法學、社會學、心理

學之專業人士擔任諮詢顧問。 

二、學生代表於每學年開始前一個

月內，由學生會推選產生大學

部代表；由各學院院長輪流推

薦產生研究生代表，均報學生

事務處核備。(學生會如未能依

時組成，即請課外活動指導組

輔導系學會聯合會幹部代表

之)。 

(三～六款內容不變) 

第四條  組織： 

一、本會置委員二十七人至三十

人，均為無給職，由各學院學

生代表各一人、研究生學生代

表一人，各學院推薦教師各二

人，非屬學院教師推薦一人（請

教務處推薦），及學校教師會代

表一人擔任之(其中未兼行政

職務之教師代表不得少於總額

二分之一；已擔任學生獎懲委

員會委員者不得擔任之；任一

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

一以上)。另學校得聘請醫師、

法學、社會學、心理學之專業

人士擔任諮詢顧問。 

 

二、學生代表於每學年開學一個月

內，由學生會推選產生大學部

代表；由各學院院長輪流推薦

產生研究生代表，均報學生事

務處核備。(學生會如未能依時

組成，即請課外活動指導組輔

導系學會聯合會幹部代表之)。 
 

 

一、擬配合會議形態

需要與擴大委員

範圍，適度增加

行政人員與研究

生比例，以期借

重各方領域，客

觀地審理學生申

訴事宜，亦有助 

於各方相關經驗

之分享與探討。 

 

 

 

 

 

二、另配合每屆委員

任期自八月一日

開始所需，擬修

正字義，以明確

時程。 

第五條  申訴及處理程序： 

(一～二款內容不變) 

三、刪除。 

(四～十四款內容不變，號序變

更) 

第五條  申訴及處理程序： 

 

三、於本會下設程序審議小組，對

於學生、學生會及其他相關學

生自治組織之申訴得就受理與

否，先期審核，對於不符申請

要件之申請案得以過濾速結；

小組人員由臨時召集人召集六

位委員共同組成，以超過二分

之一同意議決之。 

 

申訴會議之召開，得

考量委員之雙重出

席時間、會議程序與

實質功能之並重、申

請案日期之不確定

等相關因素，故擬刪

除本款內容，以符合

現狀之運作與重視

全體委員之評議機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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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國立成功大學導師制實施辦法 

                               88年 4月 21 日第 138 次行政會議通過 
                                 89年 3 月 22日第 140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2年 11 月 26日第 148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4年 4月 27 日 93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8 年 4 月 22日 97學年度第 3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 一 條  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落實導師輔導工作，提昇教育品質，培養德智

兼備之人才，達成大學教育目的，特依教師法第十七條第一項第九款之規定，訂

定國立成功大學導師制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 二 條  導師由各系推選，各系專任講師以上之教師，均有擔任導師之義務；導師之工作

情形與成果做為獎勵、升等、教師評鑑之參考。另由具國家執照之心理師協助導

師之輔導工作。 

第 三 條  導師之輔導以下列與學生學業與生活輔導相關之事項為主： 

          一、了解導生性向、興趣、人格特質、生活與家庭狀況，協助導引其身心發展。

必要時可連絡心理師實施性向、興趣或人格測驗。 

          二、協助導生課業學習、選課及生涯規劃等事宜。若導生學期成績不及格達三分

之一以上或受記過處分時，結合學務處各組、家長或有關人員施予適切輔導。 

三、於每學期結束前兩週，依據各導生平日生活言行表現，評定其操行成績，送

交學務處生活輔導組。 

          四、依學生事務活動實施預定表，舉行導師談話（班會）活動；另應運用課餘舉

行師生座談、聯誼或其他團體活動，以增進師生情感。 

          五、若導師發現導生出現適應欠佳、偏差行為、或其他特殊事件時，請告知其家

長、監護人或緊急聯絡人，並轉介給心理師實施心理諮商與治療。 

第 四 條  本校導師應盡量參加學生事務處或他校辦理之導師輔導知能研習活動，以增進專

業知能。 

第 五 條  因實施輔導所獲得導生個人或家庭資料，相關人員依法有保密的義務。 

第 六 條  若導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當事人、發現者或事發單位，請迅速通報校安中心（分

機 55555），協助進行危機處理與後續處置。 

一、其言行、情緒或精神異常，有可能發生自我傷害或傷害他人之行為時，應依

據「本校校園精神疾病及自我傷害個案處置之作業流程」處理。 

二、其遭受意外、交通事故或其他需緊急就醫之情形，應依據「本校學生急診通

報系統」處理。 

三、其行為有嚴重危害校園安全及安寧，而屬於校園緊急安全事件時，應依據「本

校校園事件通報系統暨處理流程」處理。 

第 七 條  導師制度之編組方式由各系經系務會議決議後實施，並將編組方式送學務處核

備；但每位導師輔導大學部導生以不超過 20名為原則，且得視需要設置班導師代

表。其編組參考方式如下： 

          一、家族導師制：以系所原有之跨年級、系所家族為基礎，由系所請一位導師帶

領一個或數個家族，家族成員涵蓋每個年級及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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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組群導師制：系所先將每個班級編成數小組，再分配組成涵蓋每個年級及研

究所小組的組群，每名導師帶領一個組群。 

          三、隔年家族導師制：以系所原有之跨年級、系所家族為基礎，由系所請兩位導

師共 同帶領數個家族，但導師所帶領的成員為不同之隔年年級及研究所者。 

          四、隔年組群導師制：系所先將每個班級編成數小組，再分配組成涵蓋隔年年級

及研究所小組的組群，每位導師帶領一個組群，若兩位導師結合可帶領兩隔

年組群。 

          五、小組導師制：以全班為單位，由各系將每個班級分成幾小組，每小組分配一

位導師。 

          六、自選導師制：除一年級新生外，由學生自行選擇導師，但每位導師輔導大學

部學生以不超過 20名為原則。 

          七、雙導師制：每位學生規畫兩位導師輔 導，一位為「生活導師」，一位為「課

業導師」，兼顧人格與學業均衡發展。 

第 八 條  每位導生之導師及遴聘心理師所需經費，由學生事務處學生輔導組簽陳  校長核

定，以上所需經費均由校務基金自籌款支應。導師經費分為導師人事費、學生輔

導活動費及導師獎勵經費。其中導師人事費與學生輔導活動費之比例以七比三為

原則，各系可自行調整，但學生輔導活動費之比例不得少於百分之二十。學生輔

導活動費撥入各系專用於學生輔導。各系應於每學年初將導師人事費與學生輔導

活動費之比例、金額及導師與導生名冊函送學務處。 

第 九 條  各系應依據本辦法及實際需要，訂定各系導師制實施細則；內容包含導師編組方

式及經費使用情形，並經系務會議決議後實施。 

          各系應將導師制實施細則送學務處核備。 

第 十 條  各系每學期應召開導師會議至少一次，討論工作實施情形，檢討與改進導師制實

施情形。 

          系(所)主任、導師及負責該系所之心理師應出席每學期由學生事務處召開之全校

導師輔導工作研討會，集思廣益落實或改善導師制。 

第十一條  研究生以指導教授為導師，不另支導師費，未確定指導教授前以系主任或所長為

導師。獨立研究所碩士班（不含在職專班）每名研究生每學期編列三百元之「學

生輔導活動費」。修習教育學程之學生每學期每名編列一百元之學生輔導活動費，

以辦理各項輔導活動。 

第十二條  進修學士班得視實際需要與經費情形設置導師，其導師制實施辦法另定之。 

第十三條  學生事務處負責導師工作之服務、諮詢、轉介、與績效評鑑，依據評鑑結果發予

各系獎勵經費，獎勵經費供學生輔導之用，並依據評鑑結果提供有關單位作為教

師獎勵、升等與考核之參考。其獎勵要點另訂之。 

第十四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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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導師制實施辦法第八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理由說明 

每位導生之導師及遴聘心理師所需經

費，由學生事務處學生輔導組簽陳  校

長核定，以上所需經費均由校務基金自

籌款支應。導師經費分為導師人事費、

學生輔導活動費及導師獎勵經費。其中

導師人事費與學生輔導活動費之比例

以七比三為原則，各系可自行調整，但

學生輔導活動費之比例不得少於百分

之二十。學生輔導活動費撥入各系專用

於學生輔導。各系應於每學年初將導師

人事費與學生輔導活動費之比例、金額

及導師與導生名冊函送學務處。 

導師經費依據第 138次行政會議，每學

期每導生以新台幣 1400元計算；並於

第 148次行政會議通過，從導師經費中

每學期每導生勻支 240元，以提供遴聘

心理師之經費；其餘經費分為導師人事

費與學生輔導活動費，比例以七比三為

原則，各系可自行調整，但學生輔導活

動費之比例不得少於百分之二十。學生

輔導活動費撥入各系專用於學生輔

導。各系應於每學年初將導師人事費與

學生輔導活動費之比例、金額及導師與

導生名冊函送學務處。 

本校導師費之支

給，為符合審計部

及教育部之相關規

定，已於 96年校務

基金管監會議討論

通過，自 96學年度

起，導師費改由 B

版預算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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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成功大學 97 學年度第 4 次校務會議紀錄 
時間：98 年 6 月 24 日（星期三）上午 9時 

地點：光復校區國際會議廳第 2演講室 

主席：賴校長明詔                                            記錄：江芬芬 

參加人員：如附件 1, p 7 
 

壹、頒獎 

一、98 年度本校產學合作成果特優教師： 

環境醫學研究所 李俊璋教授 

環境工程學系   鄭幸雄教授 

二、97 年度國科會傑出研究獎： 

化學工程學系   張嘉修教授 

資訊工程學系   李同益教授、謝孫源教授 

三、行政院人事專業三等獎章 

    人事室張丁財主任 

貳、報告事項： 

一、上次會議決議案執行情形報告：確認(附件 2, p 8) 

二、主席報告： 

首先感謝大家參加 97 學年度第 4次的校務會議，本次會議我們再度回到國際會

議廳來召開。謝謝總務長及總務處同仁的努力，將國際會議廳整修得如此舒適美觀。

暑假期間將繼續進行學生活動中心及成功廳的整建，未來這些地方也會煥然一新，成

為全校師生活動的最佳場所，並營造出整個區域良好的互動與學習氣氛。 

藉此，再一次提醒各位老師，對外申請研究計畫必須透過學校辦理。以公家資源

進行私下承接的計畫，不僅不適當且有觸法之虞。請各位代表轉知同仁注意，務必依

規定，透過學校申請相關研究計畫。 

三、各一級單位及各委員會報告：略(請參見書面報告) 

四、專案報告： 

（一）本校報奉教育部 98 年 2 月 5 日台高(三)字第 0980012326 號函核備，已修正本校

務基金管理及監督辦法第三十六條為「本辦法經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及校務會議

通過後，報教育部備查後實施，修正時亦同。」。故於 98 年 5 月 21 日本校 97 學

年度第 3次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修正第第九條第二項為「前項各款中應另訂支給

基準，提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及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第十條第二項修正為「前

項各款所置之人員應另訂支給基準，提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及校務會議通過後實

施。」。檢附本校務基金管理及監督辦法部分修正條文(附件 3 , p 10)供參。 

（二）本校蘇炎坤教授續任聯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屆獨立監察人乙案，因有時效性，

經於 5月 22 日以書面徵詢校務會議代表過半數同意，由人事室函詢蘇教授目前所

借調之崑山科技大學於 98.6.8 崑科大秘字第 0980002946 號函復以同意，並已於

6月 12 日以成大人字第 0982900356 號函復聯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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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討論事項：  

第一案                                  提案單位：校長交議案 

案由：本校擬與國立中興大學、國立中山大學籌組台灣綜合大學系統(Trinity University 
System of Taiwan，簡稱 TRUST)，提請  討論。 

說明： 
一、本校與國立中興大學及國立中山大學是中南部三所指標性的學府，由於地緣的關

係，加上各校所獨具的特色，藉由跨領域的結合與良性互動，發展出合作互補、
資源共享的大學系統。 

二、檢附台灣綜合大學系統籌組計畫書初稿(如議程附冊)。 
擬辦：經校務會議討論通過後進行籌組事宜。 
決議：通過本校與國立中興大學、國立中山大學籌組台灣綜合大學系統，並修正「台灣

綜合大學系統組織及運作辦法」（附件 4 , p 11）。 
 

第二案                                  提案單位：校長交議案 
案由：擬設立創新卓越研究中心，擬訂「國立成功大學創新卓越研究中心設置辦法」，並

配合修訂本校組織規程第十條及第三十條部分條文內容，提請  討論。 
說明： 
一、依據 98 年 1 月 7 日第 667 次主管會報中討論，決議『創新卓越研究中心』定位

為研發處二級單位，並經人事室、會計室、以及秘書室協助修訂該中心設置辦法。
後續提 98 年 4 月 8 日本校 97 學年度第三次校務發展委員會會議以及 98 年 4 月
22 日本校 97 學年度第三次校務會議討論，中心設置辦法總說明如議程附件 2。 

二、依上次決議內容修訂之中心設置辦法如議程附件 3，條文對照表如議程附件 4。 
三、擬配合修訂本校組織規程第十條以及第三十條部分條文內容，如議程附件 5。 
四、『創新卓越研究中心』以整合本校跨領域研究為目標，延攬專任及長短期訪問之

大師級研究人員及教師，以增進本校研發成效，推動成大邁向世界頂尖，亟待納
入本校編制。 

擬辦：審議通過後，配合修訂組織規程第 10 及 30 條條文，並報部核備。 
決議：本案與會代表尚未有共識，暫不決議。 

 
第三案                                  提案單位：校長交議案 

案由：研議本校校園規劃主要計畫案（摘要如附），提請  討論。 
說明： 

一、本案執行期程：自 2007 年 7 月起至 2009 年 5 月止。共舉辦了 2 次的公開說明會。
第一場於 2007 年 12 月 10 日舉行，其主題為「校園規劃空間發展芻議」，第二場
於 2008 年 11 月 05 日舉辦，主題為「未來規劃發展願景說明」。計畫執行期間並
分別於主管會報（2007 年 11 月、2008 年 11 月）、新舊主管交接會議（2008 年 8
月）及校園規劃運用委員會（2009 年 3 月）進行各階段之簡報說明。其中，亦針
對各院之發展召開各院空間發展會議（2008 年 3 月）進行討論。主要係希望能瞭
解使用單位的需求及校內主管對校園規劃發展之想法。 

二、本案之規劃目標為以下四點： 
（一）『綠色與生態』的永續校園 
（二）『節能、少廢、再生』的環保校園 
（三）『演進與記憶並存』的文化校園 
（四）『崩解與重塑』的動態都市校園      
而其相關主要計畫項目如下： 
（一）交通計畫 
（二）開放空間計畫 
（三）歷史人文保存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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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全校性空間計畫 
（五）院系（所）館舍計畫 
（六）綠建築計畫 
（七）參與機制計畫 

擬辦：本案經討論各項主要計畫項目通過後，作為未來校園發展藍圖之實施依據。  
決議：相關規劃內容提供總務處作為將來校園規劃執行之參考。 
 

第四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本校 99 學年度申請增設、調整院、系、所及學位學程案，提請  討論。  
說明： 
一、教育部「大學總量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如議程附件 6）及「99 學年度大

學總量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提報作業說明」（如議程附件 7）業於本（98）年 5
月發布，內容摘述如下： 

（一）學校申請增設院、系、所及學位學程之相關學制班別，應符合上開標準規定
與附表一所定全校生師比值、日間學制生師比值、研究生生師比值基準及附
表二所定評鑑成績、設立年限、師資結構條件規定。但學院未以其名義對外
招生者，不再此限。 
依前項規定申請增設博士班及博士學位學程者，並應符合附表三所定學術條
件規定。 

（二）學校各院、系、所及學位學程之師資質量，應符合附表四所定基準規定。但
學院未以其名義對外招生者，不再此限。 
未達前項基準規定，並經次年追蹤評核後仍未達成者，教育部得調整其招生
名額。 

二、教育部核定學校可發展總量標準如下： 
（一）生師比：全校生師比應低於 32、日間學制生師比應低於 25、研究生生師比，

應低於 12。（詳如附表一） 
（二）師資結構： 

1.申請增設：（詳如附表二） 
（1）碩士班：申請時實聘專任師資應有九人以上，其中三分之二以上須具助

理教授以上資格，且四人以上具副教授資格。 
（2）博士班：申請時實聘專任師資應有十一人以上，其中三分之二以上須具

助理教授以上資格，且四人以上具副教授資格。 
2.成立後每年檢核之師資質量基準：（詳如附表四） 
（1）學系：未設碩士班及博士班者，專任師資應達七人以上；設碩士班者，

專任師資應達九人以上；設博士班者，專任師資應達十一人以上。 
（2）研究所（獨立所）：設碩士班者且招生名額在十五人以下者，專任師資

應達五人以上；招生名額在十六人以上者，專任師資應達七人以上。設
博士班者，專任師資應達七人以上。屬藝術展演類、設計類及運動競技
類之研究所，專任師資應達四人以上。 

（三）應有校舍建築面積：（詳如附表五） 
 

學士班 碩士班、博士班  
1000 人以內 1001-3000 人 3001 人以上 400 人以內 401-600 人 601 人以上 

文法商、管理及
教育類 

10 9 7 13 12 11 

理學類（不包括
醫學系、牙醫系）
護理及體育類 

13 12 10 17 16 15 

工學、藝術、農
學、生命科學類 

17 16 14 21 20 19 

醫學系、牙醫學
系 23 22 20 29 28 27 

三、依教育部規定計算方式，本校目前規模屬在可發展總量範圍內：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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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現有生師比：全校生師比為 23.77；日間部生師比為 21.36 ；研究生生師比
9.04。 

（二）應須有校舍建築面積：313050 平方公尺，現有校舍建築面積： 892479.06
平方公尺。 

四、經 98 年 6 月 10 日校務發展委員會議討論通過之各單位 99 學年度非特殊項目增
設、調整申請案如下： 

【增設學院】 
1.光電學院  增設光電學院；原電資學院光電系及理學院光電所改隸屬光電學院 

【停招】 
1.文學院    中國文學系碩士在職專班停招 
2.文學院    外國語文學系碩士在職專班停招 
3.文學院    歷史學系碩士在職專班停招 

五、本校已提報之 99 學年度特殊項目申請案計有：理學院「地球科學系」與「衛星資
訊暨地球環境研究所」整併為「地球科學系」、生物科學與科技學院「生物訊息傳
遞研究所」與「生物資訊研究所」整併更名為「生物資訊與訊息傳遞研究所」等
2案，業獲教育部 98.5.20.台高（一）字第 0980087440A 號函核定同意調整。 

六、檢附本校現有系所一覽表（議程附件 8）供請參考。 
擬辦：討論通過後依限報部。  
決議： 

一、照案通過系所停招案：文學院中國文學系碩士在職專班、外國語文學系碩士在
職專班、歷史學系碩士在職專班停招。 

二、增設光電學院案，請將計畫書送校務代表參閱後於延會再討論。 
 
第五案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由：「國立成功大學校務會議規則」第一、六、十五條修正草案，提請  討論。  
說明： 

一、96 年 1 月 3 日大學法修正，本校校務會議規則依據法源條次變更，部分條文須
予以變更。 

二、修訂對照表如下： 
校務會議規則第一、六、十五條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原條文 說明 

第一條 本規則依據大學法第十五條
暨本校組織規程第十六條之
規定訂定之。 

第一條 本規則依據大學法第十三條
暨本校組織規程第十六條之
規定訂定之。 

大學法 960103
修正條次變化 

第六條 本會議由校長召開，每學期至
少召開一次；經校務會議應
出席人員五分之一以上請求
召開臨時校務會議時，校長
應於十五日內召開之。 

第六條 本會議由校長召開，每學期
至少召開一次；經校務會議
應出席人員五分之一以上請
求召開臨時校務會議時，校
長應於二十日內召開之。 

依大學法第十
五條修正 

第十五條 本會議規則，經校務會議通
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第十五條 本會議規則，經校務會議
通過後施行，修正亦同。 

文字修正 

擬辦：討論通過後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國立成功大學校務會議規則」第一、六、十五條修正案（附件5 , p 13）。 
 

第六案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由：「國立成功大學組織規程」第廿四條第十四款修正草案，提請  討論。  
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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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據第 159 次行政會議決議修正本校校友傑出成就獎委員會設置要點辦理（議
程附件 9）。 

二、修訂對照表如下：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十四、校友傑出成就獎委員會：甄選
校友傑出成就獎人選事宜。   
校長 (召集人) 、校友聯絡中
心主任為當然委員，及由校長
聘請校內外委員若干人組成，
任期一年，得連任之。  

十四、校友傑出成就獎委員會：甄選校
友傑出成就獎人選事宜。    
教務長 (召集人) 為當然委員，
及由校長聘請校內外委員若干人
組成，任期一年，得連任之。 
 

依據第 159
次行政會議
修正後校友
傑出成就獎
委員會設置
要點第三點
條文修改。

擬辦：討論通過後，請研發處修正報部。  

決議：照案通過「國立成功大學組織規程」第廿四條第十四款修正案，請研發處辦理報
部事宜。 

 
第七案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國立成功大學聘請教師兼任非編制職務實施要點」修正草案，對照表如議程附件
10，提請  討論。  

說明： 
一、本案業經 98 年 5 月 21 日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 97 學年度第 3次會議審議通過。 
二、依本校 98 年 4 月 22 日 97 學年度第 3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之「國立成功大學校

務基金管理及監督辦法」第九條規定(如議程附件 11)，增列編制內研究人員為本
要點之適用對象。 

三、檢附現行之「本校聘請教師兼任非編制職務實施要點」(如議程附件 12)。 
擬辦：討論通過後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國立成功大學聘請教師兼任非編制職務實施要點」修正案（附件6 ,p 14）。 

 
第八案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新訂本校「校務基金進用專案教學人員實施要點」、「校務基金進用專案研究人
員實施要點」及其附表契約書（如議程附件 13、14），並停止適用本校「校務基
金進用專案教學人員及研究人員實施要點」，提請  討論。  

說明： 
一、本案業提經本校 98 年 5 月 6 日第 673 次主管會報及 98 年 5 月 21 日 97 學年度

第 3次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審議通過。 
二、案揭專案教學人員及研究人員之進用要點原分別訂定，惟為簡化法制，乃依本校

97 年 3 月 12 日 96 學年度第 3次校務發展委員會議決議予以整併合一訂定。今經
審酌渠等人員之類別屬性及聘任目的確有不同，為明確規範，爰建議重新分別訂
定渠等人員之進用要點如案揭。 

三、另依本校 97 年 11 月 25 日教師延攬規劃委員會第 2 次會議決議：「本校現行教
師聘任制度為三級三審制，為予大師級學者適當之尊重，針對延聘大師新制，
同意增訂一級一審新聘制度」及 97 年 12 月 4 日建教合作推動協調小組第 52 次
會議決議：「研究總中心及水工所日後可依專案研究人員審查程序，將所屬從
事研究工作之人員轉為專案研究人員」辦理。 

四、本次增訂重點及理由如下： 
  （一）增訂聘任大師級學者為「專案講座」，採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一級一審之新

聘制度： 
增訂重點：增訂「專案講座」，採一級一審制度聘任，應具以下資格之一：  
1.中央研究院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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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曾獲國科會傑出獎、特約研究人員獎、教育部學術獎、國家講座、傑出
人才發展基金會傑出人才講座、國內外其他公認學術成就卓著獎項。 

3.曾擔任國內外講座教授者。 
4.學術上或專業領域上有傑出貢獻或聲望卓著者。 
理由：依教師延攬規劃委員會決議，為順利延攬國際頂尖大師，提昇學校

競爭力，營造足夠吸引人才之條件，爰將大師級學者納入專案教師
範疇聘任，並採一級一審制（校教師評審委員會）。 

（二）修訂專案研究人員採二級二審（系、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之新聘制度： 
修訂重點：配合用人單位需求，將現行專案研究人員三級三審之審查程序，

縮短為二級二審新聘制度。 
理由：本校多數單位計劃項下進用從事研究之人員（具博、碩士學位者）

為避免三級三審之冗長審查程序，目前多以「專案工作人員」身分
進用（如說明二），故擬縮短審查程序，俾助各單位以「專案研究
人員」身分進用（不適用勞基法）。 

五、檢附現行本校「校務基金進用專案教學人員及研究人員實施要點」及其附表契約
書各乙份（如議程附件 15），請  參閱。 

擬辦：討論通過後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本校「校務基金進用專案教學人員實施要點」、「校務基金進用專案研

究人員實施要點」及其附表契約書（附件7 , p 17）並廢止本校「校務基金進用專
案教學人員及研究人員實施要點」。 

 
第九案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擬修訂『國立成功大學經費稽核委員會內部稽核之施行細則表』，提請  討論。  

說明： 
一、修訂細則表如議程附件 16 所示。 
二、修改說明： 

為落實校務基金之監督及配合上級督察學校經費運作，另應農委會評鑑本校專案
計畫研發成果及會計制度之要求；經費稽核委員會應配合研發成果事項進行專案
稽核，本次會議擬討論修訂「國立成功大學經費稽核委員會內部稽核之施行細則
表」。 

三、本案經 98 年 5 月 6 日九十七學年度第三次經費稽核委員會討論修正。 
擬辦：討論通過後實施。  
決議：修正通過「國立成功大學經費稽核委員會內部稽核之施行細則表」修正案（附件8 , 

p 23）。 
 
第十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人事室 

案由：擬修訂本校教師升等辦法第六條之 1、第七條部分條文，如說明，提請  討論。  
說明： 

一、依 98 年 4 月 8 日本校 97 學年度第 6 次教師評審委員會臨時動議辦理，並經 98
年 5 月 25 日 97 學年度第 7次教師評審委員會討論通過。 

二、修訂條文對照表如議程附件 17。 
三、國立成功大學教師升等辦法如議程附件 18，請參考。 

擬辦：討論通過後實施。  
決議：修正通過「國立成功大學教師升等辦法」第六條之1、第七條修正案（附件9 , p 25）。 

肆、臨時動議：無 

伍、散會：下午 2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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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國立成功大學 97 學年度第 4 次校務會議出(列)席名單 

時間：98 年 6 月 24 日上午 9 時 

地點：光復校區圖國際會議廳第 2 演講室 

出席：黃煌煇  馮達旋  湯銘哲  徐畢卿（李劍如代）  陳景文  曾永華 

蘇慧貞（黃正弘代）  李偉賢  陳昌明  陳益源  劉開鈴  王健文 

游勝冠  閔振發   傅永貴（謝文蜂代）  黃得時（桂椿雄代） 許正餘 

郭宗枋（賴韋志代）  張素瓊   陳虹樺   黃玲惠  吳文騰   林大惠 

李森墉（陳國聲代）  施明璋  陳進成  林再興  廖峻德   黃啟祥  

方一匡  朱聖浩  蔡長泰 高家俊 廖德祿 劉中堅（鄧維光代）黃正能 

楊名（王繼魁代） 葉宣顯 李旺龍  莊士賢 李清庭 詹寶珠 王振興  

陳志方 吳宗憲 黃勝廣  徐明福  謝孟達 張有恆 王泰裕（王惠嘉代） 

陳文字   張淑昭   陳正忠  楊明宗  陳志鴻（蔡森田代）  黃美智 

黃朝慶（林啟禎代） 王棋珍 林啟禎  賴明亮  葉宗烈 王金壽 許育典 

丁仁方（周志杰代）   于富雲（楊雅婷代） 王苓華  李劍如 陳廣明  

黃信復（陳碧桃代）  陳芬薰 李金駿   陳聰哲  林伯雍（邱顯忠代）  

蔡典哲（許永昱代）王德瀛  劉茂宏（鄧之宜代） 郭修賢（張捷安代）  

翁紹輝（賴奕杰代）羅文慈 賴才傑 

列席： 楊明宗   邱正仁   楊瑞珍   謝文真（程碧梧代）  張丁財   謝錫堃 

李丁進（石金鳳代）王偉勇  林仁輝  顏鴻森（陳政宏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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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國立成功大學 97 學年度第 3 次校務會議決議案執行情形報告表 
98 年 06 月 24 日

決  議  案  摘  要 承 辦 單 位 執 行 情
形 

第一案 
案由：研議將出納組由總務處改編至財務

處，並配合修訂「國立成功大學組織
規程」第七條、第八條，及「國立成
功大學財務處設置辦法」第二條、第
三條、第四條，提請  討論。 

擬辦：討論通過後，擬請研發處配合修訂組
織規程。 

決議： 
一、同意將出納組由總務處改編至財務

處。 
二、照案通過「國立成功大學組織規程」

第七、八條修正案，請研發處辦理組
織規程報部作業。 

三、照案通過「國立成功大學財務處設置
辦法」第二、三、四條修正案。 

財務處： 
照案辦理。 
研發處： 
本條文修正案將與第 4 次校務會
議之組織規程修正案併案辦理報
部事宜。 

第二案                                  
案由：擬設立創新卓越研究中心，擬訂「國

立成功大學創新卓越研究中心設置要
點」，並配合修訂本校組織規程第十
條及第三十條部分條文內容，提請  
討論。 

擬辦：討論通過陳報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決議：請研發處參考與會代表意見研議修正

後，於下次校務會議以校長交議案再
行討論。 

研究發展處： 
依決議內容辦理，並依與會代表
意見修訂中心設置辦法。 

第三案                                  
案由：「國立成功大學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

設置與申訴處理辦法」第四條、第五
條修正草案，提請  討論。 

擬辦：討論通過，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決議：修正通過「國立成功大學學生申訴評

議委員會設置與申訴處理辦法」第四
條、第五條修正案。 

學務處： 
一、照案辦理。 
二、奉教育部 98.5.12 台訓（二）

字第 09800078630 號函同意
核定。 

研發處： 
配合修訂組織規程第 24 條第 19
款。 

第四案 
案由：「國立成功大學導師制實施辦法」第

八條修正草案，提請  討論。 
擬辦：校務會議討論通過後實施。  
決議：修正通過「國立成功大學導師制實施

辦法」第八條修正案。

學務處： 
已公告各系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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臨時動議案 
案由：獨立所每名研究生編列導師費 300

元，系所合一的研究生則無，請學校
研修辦法以維公平。 

決議：請學務處研擬。 

學務處： 
一、本處曾於 96 年 11 月發函本

校各研究所調查設立導師之
意願，經統計結果，半數以
上不同意，因此決議仍依目
前現況運作。 

二、依本校導師制實施辦法第 11
條：研究生以指導教授為導
師，不另支導師費，未確定
指導教授前以系主任或所長
為導師。獨立研究所碩士班
（不含在職專班）每名研究
生每學期編列三百元之「學
生輔導活動費」。修習教育學
程之學生每學期每名編列一
百元之學生輔導活動費，以
辦理各項輔導活動。 

三、爰上，因獨立研究所無大學
部的導師經費提供支援辦理
相關學生輔導活動，所以每
學期編列三百元之「學生輔
導活動費」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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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國立成功大學校務基金管理及監督辦法 

98 年 6 月 24 日 97 學年度第 3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九條 第三條第二款至第七款之自籌收入，在第八條第二項之上限範圍內，
得對符合下列條件之編制內教師及編制內研究人員，給予本薪(年功
薪)、加給以外之給與： 
一 講座教授。 

二 特聘教授。 

三 非編制之行政或學術兼職。 

四 特殊任務編組之委員會委員。 

五 接受學校委託辦理專題研究者。 

六 持有技術股票作價之報酬。 

七 其他經管理委員會同意之給與。 

前項各款中應另訂支給基準，提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及校務會議通過後
實施。 

第十條 第三條第二款至第七款之自籌收入，在第八條第二項之比率上限範圍
內，得聘僱下列編制外人員，以提昇學術水準及協助校務之運作。 
一 國外傑出學者。 

二 專案計畫教學人員。 

三 專案計畫研究人員。 

四 專案計畫工作人員。 

五 專案教學助理。 

六 專案經理人員。 

七 專業經理人員。 

八 兼任專家及顧問。 

九 博士後研究人員。  

十 工讀生。 

十一 其他經循行政程序簽准僱用之短期臨時人員。 

前項各款所置之人員應另訂支給基準，提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及校務會
議通過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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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台灣綜合大學系統組織及運作辦法 

第一條 國立成功大學、國立中興大學與國立中山大學(以下簡稱三校)為加強

合作、整合資源，以提升國際競爭力及西部綠色科技走廊的佈建，並

追求卓越，依據大學法第六條之規定組成「台灣綜合大學系統」(以下

簡稱本系統)，特訂定本辦法。 
本系統英文名稱定為 Trinity University System of Taiwan，簡稱

TRUST。 
第二條 本系統置系統校長 (Chancellor) 一人，由三校校長共同推薦具有崇高

國際學術地位之學者擔任，報教育部核准後聘任之。系統校長綜理及

執行系統校務發展相關事宜。對外代表本系統。系統校長任期四年，

期滿得續聘一次。 
第三條 本系統校長之行政加給，比照國立大學校長之支給標準辦理。 
第四條 本系統設系統行政中心，下置行政人員若干人，協助系統校長執行各

項行政業務。 
第五條 本系統設諮詢委員會 (Advisory Committee)，置委員十一至十五人，

由系統校長擔任召集委員。其餘委員由國內外具有學術地位、對高等

教育有相當研究之公正人士及產業界重要領導人組成之。諮詢委員會

每年召開一次會議，但得視需要召開臨時會議，諮詢委員為無給職，

但得依規定支給相關費用。諮詢委員會開會時，得邀請三校校長列席。 
第六條 諮詢委員會任務如下： 

一、系統重要政策之建議。 
二、三校合作及整合事項之建議。 
三、三校特色領域發展之建議。 
四、系統組織及運作辦法之建議。 
五、跨校研究中心之設立、變更及停辦之建議。 
六、三校與產業界、科學園區合作策略之建議。 
前項諮詢委員會之建議事項，須經各校校務會議通過後生效。 

第七條 本系統諮詢委員會委員由三校校長及系統校長推薦，由系統校長聘任

之，委員之任期為四年，期滿得續聘。 
第八條 本系統設執行委員會 (Executive Committee)，由三校校長及其指定之

副校長組成之。執行委員會由三校校長輪流擔任召集人，每三個月召

開一次會議，但得視需要召開臨時會議。執行委員會開會時，得邀請

三校有關行政主管及系統行政中心人員列席。 
第九條 執行委員會任務如下： 

一、執行系統校長交議及諮詢委員會建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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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協調及整合三校間有關教學資源、研究發展、圖資網路、國際事

務、人文社會、產學智財及永續經營合作事宜。 
三、研議三校前瞻、創新業務之發展。 
前項任務涉及各校者，由各校相關會議通過後執行之。 

第十條 本系統推動三校教學、圖書及資訊共享，互相承認學分，鼓勵跨校選

課，促進學生交流，及其他加強教學相關事項以提升三校教學品質。 
第十一條 設立跨校研究中心，推動跨校研究資源整合，建立研究領域特色，並

積極推動與科學園區之合作計畫。 
第十二條 本系統為提升三校國際學術聲望與地位，聯合舉辦各項國際學術會

議、研討會、工作坊或專題演講。 
第十三條 本系統為提升三校學生人文素養，設立跨校人文藝術團體並進行交

流。為提升三校學生體能，每年由三校輪流舉辦聯合運動會。 
第十四條 本系統例行運作經費、系統行政中心業務經費、舉辦各項跨校活動預

定之經費及專任人員薪資所需經費可向政府機關申請補助，或由三校

共同研議負擔。 
第十五條 本辦法經系統三校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報請教育部核定後施行，修正

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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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國立成功大學校務會議規則 

80 年 05 月 20 日八十學年度第四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4 年 11 月 15 日八十四學年度第一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0 年 10 月 24 日九十學年度第一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5 年 11 月 1 日九十五學年度第一次校務會議延會修正通過 
98 年 06 月 24 日九十七學年度第四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本規則依據大學法第十五條暨本校組織規程第十六條之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校務會議（以下簡稱本會）依本校組織規程第十四條之規定組成之。 
第三條   本會議之代表，各學院應選出學術或行政主管與教師代表，由秘書室依據各學院教

師人數，按比例分配各學院名額，再由各該學院依據自訂之校務會議代表推選辦法

產生。不屬於學院之代表按前項比例分配名額，由教務處就不屬學院之各單位全體

教師選舉產生。前項比例分配名額，如不足 4 人時，以 4 人計。比例分配遇有畸零

時按四捨五入方式計算之。 
本會議之研究人員、助教、職員、工友、大學部學生代表及研究生代表，由各團體

分別經推選產生。 
第四條   會議代表除本校組織規程第十四條規定之單位主管外，各代表任期一年，連選得連

任。 
第五條   本會議依大學法及本校組織規程之規定，審議左列事項： 

一、校務發展計畫及預算。 
二、本大學組織規程、各單位設置辦法及各種重要章則。 
三、學院、學系、研究所、及其他單位之設立、變更與停辦。 
四、教務、學生事務、總務、研究發展及其他校內重要事項。 
五、有關教學評鑑辦法之研議。 
六、校務會議所設委員會或專案小組決議事項。 
七、會議提案及校長提議事項。 

第六條   本會議由校長召開，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經校務會議應出席人員五分之一以上請

求召開臨時校務會議時，校長應於十五日內召開之。 
第七條   本會議因事實需要，得邀請或指定其他單位主管或相關人員列席。 
第八條   本會議開會時校長為主席，校長因故不能出席時，由校長就出席人員中商請一人代

理主席。 
第九條   本會議開會時，應出席人員因故不能出席時，得由其職務代理人或以委託書委由其

原選舉單位之成員代理出席，並享有會議代表的權利及義務。 
第十條   本會議非有應出席人員過半數之出席，不得開議；非有出席人員過半數之同意，不

得決議。提出本會之議案，除校長交議及各處、院、系（所）提議者外，應有出席

人員五人以上之連署。 
第十一條 本會議提案，除校長交議者外；應先交由校務發展委員會審查通過後始提會審議；

審查不通過者，由主任秘書於會議中提出說明。 
第十二條 臨時動議案件需有出席人員五人之附議始可成案，其決議照第十條前段辦理。 
第十三條 主席對每一議案之審議，得於適當時機提請大會表決，並宣佈其決議；表決方式由

主席酌情採用舉手或投票等方式行之。 
第十四條 列席人員有發言權，無表決權。 
第十五條 本會議規則，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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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本校聘請教師兼任非編制職務實施要點修正對照表 

修 正 名 稱 現 行 名 稱 說 明

國立成功大學聘請教師及研究人員
兼任非編制職務實施要點 

國立成功大學聘請教師兼任非編制
職務實施要點 

依本校校務基金管理
及監督辦法第九條規
定，增列編制內研究人
員為本要點之適用對
象。 

修 正 規 定 現 行 規 定 說 明

一、國立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

因應校務發展需要，特依本校校

務基金管理及監督辦法第九條規

定，訂定「國立成功大學聘請教

師教師及研究人員兼任非編制職

務實施要點」。 

一、國立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

因應校務發展需要，特依本校校

務基金管理及監督辦法第九條規

定，訂定「國立成功大學聘請教

師兼任非編制職務實施要點」。 

文字修正 

二、本校各單位為推動校務或提升學

術水準，得專案簽奉同意，以本

校校務基金管理及監督辦法第三

條第二款至第七款收入提撥之管

理費或節餘款聘請編制內教師兼

任非編制之行政或學術職務，或

聘請編制內研究人員兼任非編制

之行政職務。 

 

二、本校各單位為推動校務或提升學

術水準，得專案簽奉同意，以本

校校務基金管理及監督辦法第三

條第二款至第七款收入提撥之管

理費或節餘款聘請編制內教師兼

任非編制之行政或學術職務。 

配合本校組織規程規
定，編制內研究人員僅
得兼任行政職務，爰編
制內研究人員亦僅得
兼任非編制之行政職
務。 

三、各單位擬聘本校教師及研究人員

兼任非編制職務時，應敘明該職

務之聘期、性質及工作內容；如

擬支給工作酬勞者，須另敘明其

職責程度、等級、支給金額及其

經費來源等相關事項，循行政程

序簽奉核准後始可聘兼，其工作

酬勞之核給依第五點之規定辦

理。 

 

三、各單位擬聘本校教師兼任非編制

職務時，應敘明該職務之聘期、

性質及工作內容；如擬支給工作

酬勞者，須另敘明其職責程度、

等級、支給金額及其經費來源等

相關事項，循行政程序簽奉核准

後始可聘兼，其工作酬勞之核給

依第五點之規定辦理。 

文字修正 

四、本校教師及研究人員兼任非編制

職務，其聘期依實際需要而定，

至多一（學）年一聘。如因業務

需要，得再續聘。 

 

四、本校教師兼任非編制職務，其聘

期依實際需要而定，至多一（學）

年一聘。如因業務需要，得再續

聘。 

文字修正 

五、本校教師及研究人員兼任非編制

職務，其工作酬勞支給標準及審

核程序如下： 

五、本校教師兼任非編制職務，其工

作酬勞支給標準及審核程序如

下：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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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兼任職務屬主管性質者，比照

「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 

點」及「公立大專院校校長及教

師兼任主管人員主管職務加給

支給表」之規定，支給相當職等

之主管加給。但有下列情形者，

不在此限： 

1.單位訂有較嚴格之支給規定

者。 

2.經費不足，須衡酌支給者。 

3.因特殊業務需要另支較高之標

準，經審定有案者。       

(二)兼任職務非屬主管性質者，依其

工作內容及職責程度自訂工作

酬勞標準。 

前項第一款第三目及第二款之

工作酬勞，應經校務基金管理委

員會（以下簡稱管理委員會）審

議通過，始可支給。 

(一)兼任職務屬主管性質者，比照

「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 

點」及「公立大專院校校長及教

師兼任主管人員主管職務加給

支給表」之規定，支給相當職等

之主管加給。但有下列情形者，

不在此限： 

1.單位訂有較嚴格之支給規定

者。 

2.經費不足，須衡酌支給者。 

3.因特殊業務需要另支較高之

標準，經審定有案者。       

(二)兼任職務非屬主管性質者，依其

工作內容及職責程度自訂工作

酬勞標準。 

前項第一款第三目及第二款之

工作酬勞，應經校務基金管理委

員會（以下簡稱管理委員會）審

議通過，始可支給。 

六、管理委員會審議通過之工作酬勞

標準係以職務為準。經審定有案

之非編制職務，再續聘或新聘教

師及研究人員兼任時，按已審定

之工作酬勞支給，不須再送管理

委員會審議。 

六、管理委員會審議通過之工作酬勞

標準係以職務為準。經審定有案

之非編制職務，再續聘或新聘教

師兼任時，按已審定之工作酬勞

支給，不須再送管理委員會審議。 

文字修正 

七、兼任編制內主管職務之教師及研

究人員，同時兼任非編制職務

時，不得再另支工作酬勞；惟兼

任之非編制職務，其工作酬勞高

於編制內主管職務之主管加給

時，補發其差額。 

未兼任編制內主管職務之教師

及研究人員，同時兼任 2個以上

非編制職務時，以擇領 1個工作

酬勞為限。 

 

七、兼任編制內主管職務之教師，同

時兼任非編制職務時，不得再另

支工作酬勞；惟兼任之非編制職

務，其工作酬勞高於編制內主管

職務之主管加給時，補發其差額。 

未兼任編制內主管職務之教

師，同時兼任 2個以上非編制職

務時，以擇領1個工作酬勞為限。 

文字修正 

八、本要點經管理委員會及校務會議

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八、本要點經管理委員會及校務會議

通過，報奉教育部備查後實施，

修正時亦同。 

配合本校校務基金管

理及監督辦法第九條

規定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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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成功大學聘請教師及研究人員兼任非編制職務實施要點 

97年 06 月 25 日 96 學年度第 4次校務會議通過 
                                 教育部 97 年 10 月 7 日台高(三)字第 0970198815 號函同意備查 

98 年 06 月 24 日 97 學年度第 4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 國立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因應校務發展需要，特依本校校務基金管理及監督辦法

第九條規定，訂定「國立成功大學聘請教師及研究人員兼任非編制職務實施要點」。 

二. 本校各單位為推動校務或提升學術水準，得專案簽奉同意，以本校校務基金管理及監督

辦法第三條第二款至第七款收入提撥之管理費或節餘款聘請編制內教師兼任非編制之行

政或學術職務，或聘請編制內研究人員兼任非編制之行政職務。 

三. 各單位擬聘本校教師及研究人員兼任非編制職務時，應敘明該職務之聘期、性質及工作

內容；如擬支給工作酬勞者，須另敘明其職責程度、等級、支給金額及其經費來源等相

關事項，循行政程序簽奉核准後始可聘兼，其工作酬勞之核給依第五點之規定辦理。 

四. 本校教師及研究人員兼任非編制職務，其聘期依實際需要而定，至多一（學）年一聘。

如因業務需要，得再續聘。 

五. 本校教師及研究人員兼任非編制職務，其工作酬勞支給標準及審核程序如下： 

 （一）兼任職務屬主管性質者，比照「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及「公立大專院

校校長及教師兼任主管人員主管職務加給支給表」之規定，支給相當職等之主管

加給。但有下列情形者，不在此限： 

     1.單位訂有較嚴格之支給規定者。 

     2.經費不足，須衡酌支給者。 

     3.因特殊業務需要另支較高之標準，經審定有案者。       

 （二）兼任職務非屬主管性質者，依其工作內容及職責程度自訂工作酬勞標準。 

前項第一款第三目及第二款之工作酬勞，應經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以下簡稱管理委員

會）審議通過，始可支給。 

六. 管理委員會審議通過之工作酬勞標準係以職務為準。經審定有案之非編制職務，再續聘

或新聘教師及研究人員兼任時，按已審定之工作酬勞支給，不須再送管理委員會審議。 

七. 兼任編制內主管職務之教師及研究人員，同時兼任非編制職務時，不得再另支工作酬勞；

惟兼任之非編制職務，其工作酬勞高於編制內主管職務之主管加給時，補發其差額。 

    未兼任編制內主管職務之教師及研究人員，同時兼任 2個以上非編制職務時，以擇領 1

個工作酬勞為限。 

八. 本要點經管理委員會及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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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國立成功大學校務基金進用專案教學人員實施要點 

98 年 6月 24 日 97 學年度第 4次校務會議通過 
 

一、本校為因應教學需要，特依教育部部頒國立大學校務基金進用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工作
人員實施原則，訂定國立成功大學校務基金進用專案教學人員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
點）。 

二、本要點所稱專案教學人員（以下簡稱專案教師），係指在本校校務基金學雜費收入及五
項自籌收入項下，以約聘方式進用之編制外人員。 
專案教師分為講座、教授、副教授、助理教授、講師。 

三、各單位具下列情事之一者，得擬訂「專案計畫書」，提經系（所、處、館、室）務會議或
一級中心會議通過，循行政程序簽會研究發展處、教務處、人事室、會計室並陳請校長
核定後，逕行辦理專案教師遴聘事宜。 
（一）教學單位有缺額，擬以專案聘請教師教授基礎、體育……等課程者。 
（二）單位有教師缺額，擬先試聘者。 
（三）單位因業務需要且有相關經費支援者。 

四、專案教師聘任之申請，須檢附下列證件資料： 
（一）簽奉核准專案計畫書。 
（二）擬聘專案教師簽辦表。 
（三）履歷表。 
（四）畢業證書或學位證書。 
（五）著作目錄。 
（六）其他足資證明資格之文件。 
另聘任單位得依實際需要請應聘人提供下列證件資料： 
（一）服務證明書。 
（二）推薦函。 

五、專案教師之遴聘資格及審查程序，除「專案講座」外，悉依「國立成功大學教師聘任辦
法」辦理；但初聘及續聘年齡已達七十歲以上者，需經專案簽准。 
「專案講座」之聘任，應具有下列資格之一，並循行政程序逕提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 
（一）中央研究院院士。  
（二）曾獲國科會傑出獎、特約研究人員獎、教育部學術獎、國家講座、傑出人才發展

基金會傑出人才講座、國內外其他公認學術成就卓著獎項。 
（三）曾擔任國內外講座教授者。  
（四）學術上或專業領域上有傑出貢獻或聲望卓著者。  

    專案教師聘任後之人事管理由人事室綜理。 
六、專案教師之聘期配合學期制，以一學年一聘為原則；如因計畫持續需要，得續聘至計畫

執行期限結束時止。 
專案教師除「專案講座」外，續聘時，應比照編制內專任教師辦理教學評鑑，經系（所、
處、一級中心、館、室）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以作為續聘與否之參據。 
「專案講座」之續聘，應由所屬單位辦理評鑑，循行政程序簽陳校長核定。 

七、符合升等條件之專案教師，得比照編制內專任教師，依「國立成功大學教師升等辦法」，
辦理升等審查。 

八、專案教師自實際到職之日起薪，其待遇標準，以參照本校編制內專任教師待遇標準支給
為原則。 
如計畫經費有困難時，得酌減待遇；如專案計畫已另訂標準時，得依所訂標準支給待遇；
如須在校務基金學雜費收入及五項自籌收入項下，以高於前開專任教師待遇標準支給待
遇時，應經專案簽准並提送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審議。 

九、專案教師轉任編制內專任教師時，應依新聘教師聘任程序重新審查。其曾任與擬任職務
等級相當之專案教師年資，且服務成績優良者，得在本職最高薪範圍內按年採計提敘薪
級；其資格經送教育部審查通過頒授教師證書後之服務年資，得比照編制內專任教師年
資計算辦理升等，惟不得採計為退休撫卹之年資。 

十、專案教師應依勞工保險條例、全民健康保險法加入勞保、全民健保；並參照勞工退休金
條例提繳勞工退休金（外國籍人士比照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離職儲金給與辦法提撥離職
儲金）；資格不符加入勞保之規定者，可選擇加入國際技術合作人員綜合保險，保險費由
本校負擔 65%，自付 35%。 

十一、專案教師之聘期、授課時數、報酬標準、差假、福利、保險、退休及其他權利義務等
事項，以契約（契約書格式如附表）定之。 

十二、專案教師於契約有效期間，如因教學研究不力，或違反契約應履行義務，或有其他不
當行為，經有關單位查證屬實時，得終止契約並予解聘；除扣償溢領之酬金外，如有
損害並追償違約之損害賠償。 

十三、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依「國立大學校務基金進用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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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則」、「勞工退休金條例」及其他相關法令規定辦理。 
十四、以本校校務基金非自籌經費進用之編制外教師，得比照本要點辦理。 
十五、本要點經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及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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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成功大學專案教師契約書 

98 年 6月 24 日 97 學年度第 4次校務會議通過 
國立成功大學（以下簡稱甲方）為應專案教學需要，聘任            （以下簡稱乙方）為
專案（講座、教授、副教授、助理教授、講師），經雙方同意訂立契約，共同遵守約定條款
如下： 
一、聘任期間：自      年     月      日起至      年     月      日止。 
二、工作內容： 

（依專案計畫書規定填寫。） 
三、報酬：（依專案計畫書規定填寫，惟擔任基礎、體育……等課程教學之專案教師薪資以依

授課鐘點費計算為原則。） 
四、服務時間：比照甲方編制內專任教師規定辦理。 
五、授課時數：專案教師之授課時數，除應依專案計畫書規定填寫外，擔任基礎、體育……

等課程教學之專案教師每週基本授課時數以十二小時以上為原則。 
六、到職及離職：乙方接到甲方聘任通知後，應依規定辦理到職手續。聘期屆滿，乙方即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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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差假：比照甲方編制內專任教師之規定辦理。 
八、出國：比照甲方「專任教師申請出國作業要點」規定辦理。 
九、乙方非經本校書面同意不得在校內外兼課或兼職。 
十、保險：乙方若符合「勞工保險條例」及「全民健康保險法」之被保險人資格者，應於到

職時，由甲方辦理加保手續；聘約期滿或中途離職，應辦理退保。來自國外未具參加勞
工保險或全民健康保險投保資格者，可請甲方協助辦理「國際技術合作人員綜合保險」。
保險費由乙方負擔 35％，本校專案計畫補助百分之 65％。如乙方不擬參加此項保險，應
以親筆簽名之書函向甲方聲明。 

十一、退休：甲方參照勞工退休金條例為乙方提繳勞工退休金（外國籍人士比照各機關學校
聘僱人員離職儲金給與辦法提撥離職儲金）相關退休事宜。上述乙方自願提繳勞工退
休金（離職儲金）之費用，由甲方於發放薪資中代為扣繳。 

十二、研發成果歸屬：乙方在約聘期間，其工作內容所產生研發成果之智慧財產權歸甲方所
有，並依「國立成功大學研究發展成果管理辦法」辦理相關事宜。 

十三、福利： 
       (一)請領甲方識別證與校內汽機車通行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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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年終工作獎金：比照甲方編制內專任教師，依「軍公教人員年終工作獎金（慰問金）
發給注意事項」規定辦理，惟甲方用人經費遇有困難時，得酌減之。 

十五、乙方在約聘期間不適用「國立成功大學教師借調處理要點」、「國立成功大學教師出國
講學及國內外研究進修申請作業要點」、「國立成功大學教授、副教授休假研究辦法」、
「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條例」及公教人員婚、喪、生育、子女教育補助等相關規定。 

十六、乙方於聘約有效期間，如因教學研究不力，或違反契約應履行義務，或有其他不當行
為，經有關單位查證屬實時，甲方得終止本契約並予解聘；除扣償溢領之酬金外，如
有損害並追償違約之損害賠償。 

十七、甲方於計畫執行期限內如因故計畫終止，本契約亦應同時終止。 
十八、本契約如有未盡事宜，依「國立成功大學校務基金進用專案教學人員實施要點」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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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契約書須俟計畫簽約完成始生效。 
2、乙方之前如曾因他案與本校簽訂聘任契約書，其聘期與本契約聘期重疊時，前契約

書在本契約書生效時同時終止。 
3、本契約書制式內容係經甲方校務會議通過生效，不得擅自更動，如被更動，該更動

條款視為無效。 
立契約人     
甲     方：國立成功大學                乙      方： 
代  表 人：賴  明  詔                  身分證字號： 
地     址：701 台南市大學路一號        （無中華民國身分證者請填護照號碼） 
甲方用人單位主管簽章：                 戶 籍 地 址： 
                                       聯 絡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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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成功大學校務基金進用專案研究人員實施要點 

98 年 6月 24 日 97 學年度第 4次校務會議通過 
 
一、本校為因應研究需要，特依教育部部頒國立大學校務基金進用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工作

人員實施原則，訂定國立成功大學校務基金進用專案研究人員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
點）。 

二、本要點所稱專案研究人員，係指在本校校務基金學雜費收入及五項自籌收入項下，以約
聘方式進用之編制外人員。 
專案研究人員分為研究員、副研究員、助理研究員及研究助理。 

三、各單位具下列情事之一者，得擬訂「專案計畫書」，提經系（所、處、館、室）務會議或
一級中心會議通過，循行政程序簽會研究發展處、教務處、人事室、會計室並陳請校長
核定後，逕行辦理專案研究人員遴聘事宜。 
（一）單位有研究人員缺額，擬先試聘者。 
（二）單位因業務需要且有相關經費支援者。 

四、專案研究人員聘任之申請，須檢附下列證件資料： 
（一）簽奉核准專案計畫書。 
（二）擬聘專案研究人員簽辦表。 
（三）履歷表。 
（四）畢業證書或學位證書。 
（五）著作目錄。 
（六）其他足資證明資格之文件。 
另聘任單位得依實際需要請應聘人提供下列證件資料： 
（一）服務證明書。 
（二）推薦函。 

五、專案研究人員之遴聘資格，依「國立成功大學研究人員聘任及升等辦法」辦理；但初聘
及續聘年齡已達七十歲以上者，需經專案簽准。 

    專案研究人員聘任後之人事管理由人事室綜理。 
六、專案研究人員之審查程序，依系（所、處、一級中心、館、室）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

循行政程序，由所屬學院院長（非屬學院召集人），報請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之二級審
查程序辦理。 

        專案研究人員以學位送審者，由系（所、處、一級中心、館、室）將其專門著作（包含
學位論文）送請所屬系（所、處、一級中心、館、室）以外學者、專家 3 人評審；以專
門著作或重要研究成果送審者，由院（非屬學院）將其專門著作或重要研究成果送請校
外學者、專家 3人評審，外審結果彙提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完成聘任程序。 

    曾任與擬任職務等級相當之編制內研究人員者，得免辦理專門著作或重要研究成果外審。 
七、專案研究人員之聘期以一年一聘為原則；如因計畫持續需要，得續聘至計畫執行期限結

束時止。 
專案研究人員續聘時，應比照編制內專任研究人員辦理研究評鑑，經系（所、處、一級
中心、館、室）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以作為續聘與否之參據。 

八、符合升等條件之專案研究人員，得比照編制內研究人員，依「國立成功大學研究人員聘
任及升等辦法」辦理升等，惟審查程序如下：由系（所、處、一級中心、館、室）教師
評審委員會初審通過後，將其專門著作或重要研究成果陳請所屬院(非屬學院)彙送教務
處，送請校外學者、專家 3 人評審後，再將外審結果彙提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完成
升等審查程序。 

九、專案研究人員自實際到職之日起薪，其待遇標準，以參照本校編制內專任研究人員待遇
標準支給為原則。 
如計畫經費有困難時，得酌減待遇；如專案計畫已另訂標準時，得依所訂標準支給待遇；
如須在校務基金學雜費收入及五項自籌收入項下，以高於前開專任研究人員待遇標準支
給待遇時，應經專案簽准並提送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審議。 

十、專案研究人員轉任編制內專任研究人員時，應依新聘研究人員聘任程序重新審查。其曾
任與擬任職務等級相當之專案研究人員年資，且服務成績優良者，得在本職最高薪範圍
內按年採計提敘薪級；並得比照編制內專任研究人員年資計算辦理升等，惟不得採計為
退休撫卹之年資。 

十一、專案研究人員應依勞工保險條例、全民健康保險法加入勞保、全民健保；並參照勞工
退休金條例提繳勞工退休金（外國籍人士比照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離職儲金給與辦法
提撥離職儲金）；資格不符加入勞保之規定者，可選擇加入國際技術合作人員綜合保
險，保險費由本校負擔 65%，自付 35%。 

十二、專案研究人員之聘期、報酬標準、差假、福利、保險、退休及其他權利義務等事項，
以契約（契約書格式如附表）定之。 

十三、專案研究人員於聘約有效期間，如因教學研究不力，或違反契約應履行義務，或有其
他不當行為，經有關單位查證屬實時，得終止契約並予解聘；除扣償溢領之酬金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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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損害並追償違約之損害賠償。 
十四、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依「國立大學校務基金進用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實施

原則」、「勞工退休金條例」及其他相關法令規定辦理。 
十五、以本校校務基金非自籌經費進用之編制外研究人員，得比照本要點辦理。 
十六、本要點經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及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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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成功大學專案研究人員契約書 

98 年 6月 24 日 97 學年度第 4次校務會議通過 
國立成功大學（以下簡稱甲方）為應專案研究需要，聘任            （以下簡稱乙方）為
專案（研究員、副研究員、助理研究員、研究助理），經雙方同意訂立契約，共同遵守約定
條款如下： 
一、聘任期間：自      年     月      日起至      年     月      日止。 
二、工作內容： 

（依專案計畫書規定填寫。） 
三、報酬： 

（依專案計畫書規定填寫） 
四、服務時間：比照甲方編制內專任研究人員規定辦理。 
五、到職及離職：乙方接到甲方聘任通知後，應依規定辦理到職手續。聘期屆滿，乙方即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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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六、差假：比照甲方編制內專任研究人員之規定辦理。 
七、出國：比照甲方「專任教師申請出國作業要點」規定辦理。 
八、乙方非經本校書面同意不得在校內外兼課或兼職。 
九、保險：乙方若符合「勞工保險條例」及「全民健康保險法」之被保險人資格者，應於到

職時，由甲方辦理加保手續；聘約期滿或中途離職，應辦理退保。來自國外未具參加勞
工保險或全民健康保險投保資格者，可請甲方協助辦理「國際技術合作人員綜合保險」。
保險費由乙方負擔 35％，本校專案計畫補助 65％。如乙方不擬參加此項保險，應以親筆
簽名之書函向甲方聲明。 

十、退休：甲方參照勞工退休金條例為乙方提繳勞工退休金（外國籍人士比照各機關學校聘
僱人員離職儲金給與辦法提撥離職儲金）相關退休事宜。上述乙方自願提繳勞工退休金
（離職儲金）之費用，由甲方於發放薪資中代為扣繳。 

十一、福利： 
(一)請領甲方識別證與校內汽機車通行證。 
(二)依甲方之規定使用各項公共設施及參加校內文康活動。 
(三)其他經專案簽准之福利事項。 

十二、年終工作獎金：比照甲方編制內專任教師，依「軍公教人員年終工作獎金（慰問金）
發給注意事項」規定辦理，惟甲方用人經費遇有困難時，得酌減之。 

十三、研發成果歸屬：乙方在約聘期間，其工作內容所產生研發成果之智慧財產權歸甲方所
有，並依「國立成功大學研究發展成果管理辦法」辦理相關事宜。 

十四、乙方在約聘期間不適用「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條例」及公教人員婚、喪、生育、子
女教育補助……等相關規定。 

十五、乙方於聘約有效期間，如因教學研究不力，或違反契約應履行義務，或有其他不當行
為，經有關單位查證屬實時，甲方得終止本契約並予解聘；除扣償溢領之酬金外，如
有損害並追償違約之損害賠償。 

十六、甲方於計畫執行期限內如因故計畫終止，本契約亦應同時終止。 
十七、本契約如有未盡事宜，依「國立成功大學校務基金進用專案教學人員實施要點」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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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契約書須俟計畫簽約完成始生效。 
2、乙方之前如曾因他案與本校簽訂聘任契約書，其聘期與本契約聘期重疊時，前契約書

在本契約書生效時同時終止。 
3、本契約書制式內容係經甲方校務會議通過生效，不得擅自更動，如被更動，該更動條

款視為無效。 
立契約人     
甲     方：國立成功大學                乙      方： 
代  表 人：賴  明  詔                  身分證字號： 
地     址：701 台南市大學路一號       （無中華民國身分證者請填護照號碼） 
甲方用人單位主管簽章：                 戶 籍 地 址： 
                                       聯 絡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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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國立成功大學經費稽核委員會內部稽核之施行細則表 
94 年 3 月 30 日 93 學年度第 3 次校務會議延會修正通過 

98 年 6 月 24 日 97 學年度第 4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稽核事項    報告重點    報告單位  稽核依據    

1. 年度經常門收

支科目（第六或

第七級）預算、

與決算表    

請提供經常門收支科目(第六或

第七級)預算與決算對照表及計

畫書，並針對決算金額與預算金

額相差達 20%以上之項目提出分

析，以說明其內容與發生原因）  

會計室   

2. 建教合作與推

廣教育經費收

支、學校提成分

配、管理費等運

用    

請列表說明建教合作與推廣教育

經費收支、計畫書及管理費提成

和運用    

研發處 
教務處 
會計室 

3. 校務發展重點

計畫之經費支

出    

請提供校務發展重點計畫逐項之

經費預算與實際支出情形    
 

專案報告

 

4. 訓輔經費之主

要運用情形 

請就訓輔經費項下之「導師費」、

「社團活動費」之支用狀況提出

報告。 
學務處 

5. 學生公費及獎

勵金運用情形 
請提供「學生公費及獎勵金」經

費預算與實際支出情形 

教務處 
學務處 

國際事務處

 
6. 圖書及儀器設

備之經費運用

情形 

請列表說明當年度圖書及儀器設

備經費編列及支給情形。 

教務處 
圖書館 
研發處 

7. 各項招生事務

支給情形收支

運用與提撥  
  

請列表說明當年度各項招生事務

經費編列及支給情形（請附本校

招生編列標準供參考） 
教務處 

8. 專案計畫研發

成果稽核(含農

委會) 

請提供本校執行各項研發成果及

技術移轉收支情形 
 
請提供專案計畫研發成果會計制

度作業 SOP 
 

研究總中心

研發處 
 

會計室 

9. 審計部對本校

查帳報告之處

理情形    

請提供審計部對本校查帳報告內

容，並針對查核缺失提出處理改

進之說明    
會計室 

1. 本委員會設置要點第

三條第一款「關於學

校教學、研究與推廣

計畫財務運用之事後

稽核」  
2. 本委員會設置要點第

三條第四款「關於校

務基金年度決算之稽

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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稽核事項    報告重點    報告單位  稽核依據    

10. 校區建築與工

程興建計畫之

執行情形    

A. 請依照本委員會制訂之表格

提供校區建築與工程興建之

逐案執行進度及經費支出報

告。  
B. 針對發包經費節省成效、變更

設計經費調整、工程進度落後

原因及工程遲延違約罰款執

行情形、是否有逾付款提出說

明。  
C. 各項建築及工程案件執行中

變更設計導致經費調整之稽

核。    

總務處 

本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三條

第二款「關於校區建築與工

程興建計畫、發包與執行等

經費運用之事後稽核。」  

11. 學校資產增   
置、擴充、改良

及營繕購置等

事項之事後稽

核    

A. 學校屬於資本門之房屋設備

財產於完成採購事項財務處

理或會計事項完畢後之稽核。

B. 學校屬於資本門之房屋設備

財產於完成擴充事項財務處

理或會計事項完畢後之稽核。

C. 學校屬於資本門之房屋設備

財產於完成改良事項財務處

理或會計事項完畢後之稽

核。    

總務處 

本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三條

第五款「關於學校資產增

置、擴充、改良等事項之事

後稽核    

12. 校務基金財務

管理及重大開

源節流措施之

專案報告  

A. 請提供稽核年度重大開源節

流措施之方案內容及其執行

成效報告  

B. 請提供校務基金存放情形及

財務調度執行績效報告。  

  · 請計算當年度有效利率及

一個月期利率(定存)  

C. 請提供本校近二年五大自籌

收入、持有股票及本校投資資

料。 

   

校務基金管

理委員會

（財務處）

 

 

 

本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三條

第六款「關於校務基金經濟

有效之利用與開源節流措

施之事後稽核」 

13. 本校附屬機構

經費收支報

告     

A. 提供稽核年度與前一年收支

比較表，並列表說明協助促進

本校發展之具體成果。  

B. 教育部補助款使用情形。   

成大附工

本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三條

第七款「其他經費之事後稽

核事項」    

14. 其它經費稽核

委員會決議稽

核事項    
 

 本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三條

第七款「其他經費之事後稽

核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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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國立成功大學教師升等辦法第六條之 1、第七條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  訂  後  條  文 現  行  條  文 修  訂  說  
明第六條之 1  校教評會辦理審查時，其

教學、服務與輔導成績
業經系、院教評會評定
及格者，其研究成績依
著作外審結果審查之，
其著作外審審查結果，
有二位審查人給予及格
者，除有改變外審結果
之事實外，予以通過。

            著作外審成績滿分為
100 分，擬升等講師、助
理教授者，以 70 分為及
格，未達 70 分者為不及
格；擬升等副教授者，
以 75 分為及格，未達 75
分者為不及格；擬升等
教授者，以 80 分為及
格，未達 80 分者為不及
格。 

第六條之 1  校教評會辦理審查
時，其教學、服務成
績業經系、院教評會
評定及格者，依著作
外審結果審查之，其
著 作 外 審 審 查 結
果，二位審查人給予
及格者為通過。 

            著作外審成績滿分
為 100 分，擬升等講
師、助理教授者，以
70 分為及格，未達
70 分者為不及格；擬
升等副教授者，以 75
分為及格，未達 75
分者為不及格；擬升
等教授者，以 80 分
為及格，未達 80 分
者為不及格。 

＊依「專科以上學校

教師資格審定辦

法」規定，將「服

務」修正為「服務

與輔導」。 

 

＊文字修正。 

第七條  初審辦法由各系（所）制定，
經院長提經校教師評審委員
會鑑核後施行；複審辦法由
各院制定，並提報本校教師
評審委員會鑑核後施行，修
正時亦同。 
各系（所）、院應於初審、
複審辦法中訂定審查通過
之標準。如有更嚴格之規定
者，從其規定。 
初審與複審均應就申請人
之品德操守及自取得現職
職位後之教學、研究、服務
與輔導等之實際情形審慎
考評，其所佔比率以教學
（40％）、研究（40％）、服
務與輔導（20％）為原則。

第七條  初審辦法由各系（所）制
定，經院長提經校教師評
審委員會核備後施行；複
審辦法由各院制定，並提
報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
核備後施行，修正時亦
同。初審與複審均應就申
請人之品德操守及自取
得現職職位後之教學、研
究、服務等之實際情形審
慎考評，其所佔比率以教
學（40％）、研究（40％）、
服務（20％）為原則。 

 

 
 
 
 
 
 
＊規定各系（所）、

院應訂定通過標

準，並授權得訂定

更嚴格之規定。 
 

＊依「專科以上學校

教師資格審定辦

法」規定，將「服

務」修正為「服務

與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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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立成功大學教師升等辦法 
77 年 11 月 16 日 77 學年度第 1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0 年 03 月 27 日 79 學年度第 3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1 年 10 月 07 日 81 學年度第 1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4 年 11 月 15 日 84 學年度第 1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6 年 06 月 11 日 85 學年度第 5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7 年 01 月 14 日 86 學年度第 2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7 年 10 月 21 日 87 學年度第 1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8 年 03 月 17 日 87 學年度第 2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8 年 06 月 09 日 87 學年度第 4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0 年 06 月 06 日 89 學年度第 3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1 年 03 月 20 日 90 學年度第 2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2 年 06 月 11 日 91 學年度第 5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3 年 10 月 20 日 93 學年度第 1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3 年 12 月 08 日 93 學年度第 2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4 年 12 月 28 日 94 學年度第 2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6 年 07 月 05 日 95 學年度第 4 次校務會議延會修正通過
97 年 12 月 31 日 97 學年度第 2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8 年 06 月 24 日 97 學年度第 4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 一 條   本校為鼓勵教師認真教學與從事學術研究，特參照本校組織規程第三十六條暨相

關法令訂定教師升等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凡本校教師升等之申請、推薦與
審查，除法令另有規定者外，悉依本辦法辦理。 

第 二 條   本校教師申請升等，應具備下列各款條件： 
一、申請升助理教授者須有任講師滿三年（含）以上，申請升副教授者須有

任助理教授滿三年（含）以上，申請升教授者須有任副教授滿三年（含）
以上之服務年資；具有本校教師聘任辦法中較高職級教師之條件者，其
服務年資得不受本項規定之限制。如在專業研究上有特殊傑出表現，在
不違反教育部相關規定情形下，以個案經三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出席委員
四分之三（含）以上通過者，得受理其升等之申請。 

二、品德操守均佳且擔任現職期間，其教學、研究與服務等成績優良。 
三、申請升助理教授者應有相當於博士論文水準之著作並有獨立研究之能

力；申請升副教授者應在該學術領域內有持續性著作並有具體之貢獻；
申請升教授者應在該學術領域內有獨特及持續性著作並有重要具體之貢
獻。 

四、中華民國 86 年 3 月 21 日前已取得講師、助教證書之現職人員，如繼續
任職而未中斷，得依修正生效前原升等辦法之規定，送審較高等級教師
資格。但審定程序，仍應依本辦法規定辦理。 

第 三 條    擬升等教師所提著作應符合下列規定： 
一、在國內外知名學術性刊物發表或已為接受且出具證明將定期發表，或經

出版公開發行之學術性著作。自選一篇於申請升等前三年內出版者為代
表作，其具有連貫性者得合併為一代表作。 
自選至多五篇（代表作除外）於擔任現職或五年內出版者列為參考作。 

二、已發表或出版之學術性著作列表附送。 
三、代表作如係二人以上合著者，申請升等教師應附送其對該著作之貢獻說

明書。 
第 四 條    服務年資之計算，應以教育部所頒現職證書內記載之起資年月推算至該年之 7

月底；無現職證書者不得申請升等，專任教師經核准全時進修、研究者，於升
等時，其全時進修、研究年資最多採計一年。對服務年資有疑義時由人事室解
釋。 

第 五 條    教師升等之審查程序，初審由各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辦理，複審由各學院
教師評審委員會辦理。複審通過後始得向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推薦。 

第 六 條    擬升等教師所提著作送請校外專家三人審查，其審查結果作為教師評審委員會
辦理審查升等時評定研究成績之參考。「教師著作審查意見表」參照教育部「專
科以上學校教師著作審查意見表」格式。 

第六條之 1  校教評會辦理審查時，其教學、服務與輔導成績業經系、院教評會評定及格者，
其研究成績依著作外審結果審查之，其著作外審審查結果，有二位審查人給予
及格者，除有改變外審結果之事實外，予以通過。。 
著作外審成績滿分為 100 分，擬升等講師、助理教授者，以 70 分為及格，未達
70 分者為不及格；擬升等副教授者，以 75 分為及格，未達 75 分者為不及格；
擬升等教授者，以 80 分為及格，未達 80 分者為不及格。 

第 七 條  初審辦法由各系（所）制定，經院長提經校教師評審委員會鑑核後施行；複審
辦法由各院制定，並提報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鑑核後施行，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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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系（所）、院應於初審、複審辦法中訂定審查通過之標準。如有更嚴格之規定
者，從其規定。 
初審與複審均應就申請人之品德操守及自取得現職職位後之教學、研究、服務與
輔導等之實際情形審慎考評，其所佔比率以教學（40％）、研究（40％）、服務與
輔導（20％）為原則。 

第 八 條    各系（所）每年可推薦升等之各級教師人數之上限為該系（所）各級專任教師
人數（升等以前）之五分之一（小數遞進為整數）或已達升等年資之各級專任
教師人數之三分之一（小數遞進為整數）為原則，助理教授、講師（85 年 8 月
1 日以後新聘者）不在此限，對各級專任教師人數有疑義時由人事室解釋。 

第 九 條    教師升等經各院複審通過後，由系（所）主任及院長詳簽「教師升等系(所)教
評會考評表」連同「升等著作審查意見表」與升等著作以及初複審有關資料等
向教務處提出。教務處彙整後提校教師評審委員會，經討論通過後，補發新職
級聘書及薪資（年資起算日期依教育部核定日期辦理），並依規定檢件由人事室
報請教育部備查及核發教師證書。 

第 十 條    教師升等各程序預定時間如下： 
一、院不辦理外審預訂時間表： 

8 月底以前 11 月 15 日 
以        前 11 月底以前 12 月 15 日 

以        前

各院應依作業

所需時間自行

訂定各系所向

院提出之時限 
各系所應依據

各院之規定自

行訂定初審時

間 

各院向教務處

提出著作外審

資料 

校完成著作外

審 

1.各院完成複

審 
2.向教務處提

出 

校教師評審 
委員會審議 

二、院辦理外審預訂時間表： 
7 月底以前(若有必

要各單位可自行規

定) 
9 月底以前 12 月 15 日以前 

申請人向系所提出 院完成複審並向教務處提

出
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三、85 年 8 月 1 日以後新聘助理教授、講師於到職滿五年尚未通過升等者，
可於第六年（含）以後另適用下列預訂時間表： 

2 月底以前 5 月 15 日 
以      前 5 月底以前 6 月 15 日 

以      前 

各院應依作業

所需時間自行

訂定各系所向

院提出之時限 
各系所應依據

各院之規定自

行訂定初審時

間 

各院向教務處

提出著作外審

資料 

校完成著作外

審 

1.各院完成複

審 
2.向教務處提

出 

校教師評審 
委員會審議 

四、以博士學位申請升等講師、助理教授者，亦得適用第三款預訂時間表，
辦理升等。 

第十一條    非屬學院之系（所）、室、中心、館之教師升等，其初審與複審比照系（所）院
辦理；計算機與網路中心之教師升等，其初審比照系（所）辦理，複審由工學
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辦理。 

第十二條    申請人對初審結果有疑義時，得向院教師評審委員會提出書面申復；申請人對
複審結果有疑義時，得向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提出書面申復，其辦法另定之。 

第十三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及相關法規
規定辦理。 

第十四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施行，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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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 97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延會紀錄 

時間：98年 7月 8日（星期三）下午 2時 

地點：光復校區國際會議廳第 2演講室 

主席：賴校長明詔                                  記錄：江芬芬 

參加人員：如附件 1 , p 4 

壹、報告事項： 

主席報告： 

首先感謝諸位校務會議代表於暑假期間，前來參加這次攸關學校重要發展的議案

而召開的校務會議延會。 

今天除了討論成立光電學院議案之外，這次大學系所評鑑，本校共有 13系所列

入待觀察名單，須於 1年後再次評鑑。此結果對本校多年來努力建立的聲譽帶來一些

負面的影響，個人必須擔負總責任，在此向全校師生及校友們鄭重致歉。 

雖然有多位一級主管表達願意為這次評鑑結果負責而提出辭呈，教務長也二次向

我表達辭意。但當前不是追究誰該負責的時候，最重要的是如何儘快改進缺失，所以

所有的辭呈均予以退回。回想起二年前剛上任時，因五年五百億第一年評鑑結果不理

想，教育部要求我及所有一級主管至教育部，接受所有評鑑委員相當嚴厲、不客氣的

指正。所以這一路走來，個人及所有一級主管團隊，無時不刻均戰戰兢兢地為校務之

發展克盡職責。 

針對此次評鑑結果，我已經於一週前召開一級主管及院長會議檢討，並責成院長

於二週內提出改善計畫。另外，經濟系系主任被評為專長不符乙節，因其階段性任務

已達成，問題即將解決。面對評鑑結果，我們應予尊重且以正面思考，積極的針對缺

點逐一修正。 

近五年來，本校在不增加員額的情形下，配合科學領域的擴大，增設了 23個系

所。在 97年 1月教育部頒布每一獨立系所需有 7位以上專任教師，到 97年 11月進

行系所評鑑，雖然我們極力運作系所整併，但短短數月之間實無法推動完成，部分系

所的教師也無法遴聘到位。這些我們會持續積極的進行。 

事實上，黃副校長曾於即將接受評鑑之初召集會議，邀請國際事務處蘇國際長及

博物館顏館長等有經驗的評鑑委員，針對本次系所評鑑如何準備資料提供寶貴意見。

但有許多系所主管並沒有參加。受評資料準備不夠充足，是造成此次評鑑結果的原因

之一；此外，有些教學問題是多年來的問題，系主任對課程規劃未盡到責任，亦造成

教學評鑑不佳。在此要特別要求：各系教學狀況一定作嚴格管控，各級主管必須負起

監督責任。 

我們的行政團隊在這幾年表現非常優良，將頂尖大學的考評由「良」推進到「優」，

甚至超越了所有的學校。有傑出的行政團隊、有一流的師資及優秀的學生，相信在大

家虛心檢討、共同改進下，我們可以將危機轉化成邁向一流大學的良好契機。善加利

用頂尖大學的資源，培育專業人文素養兼具的學生，是我們責無旁貸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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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討論事項：  

 

第一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本校 99學年度擬增設光電學院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教育部「大學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如附件 1 , p 3）業於本（98）年 6

月發布，依本標準規定學校可發展總量標準如下： 

（一）生師比：全校生師比應低於 32、日間學制生師比應低於 25、研究生生師比，

應低於 12。（詳如附表一 p 6） 

（二）師資結構： 

申請增設：（詳如附表二 p 7） 

（1）碩士班：申請時實聘專任師資應有九人以上，其中三分之二以上須具助

理教授以上資格，且四人以上具副教授資格。 

（2）博士班：申請時實聘專任師資應有十一人以上，其中三分之二以上須具

助理教授以上資格，且四人以上具副教授資格。 

（三）應有校舍建築面積：（詳如附表五 p 10） 

 

二、依教育部規定計算方式，本校目前規模屬在可發展總量範圍內： 

（一）現有生師比：全校生師比為 23.77；日間部生師比為 21.36 ；研究生生師比

9.04。 

（二）應須有校舍建築面積：313050平方公尺，現有校舍建築面積： 892479.06

平方公尺。 

三、本校 99學年度增設、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案，業經 98年 6月 10日校務

發展委員會議討論通過增設光電學院案及文學院中國文學系碩士在職專班、外國

語文學系碩士在職專班、歷史學系碩士在職專班停招等案。經提 98年 6月 24日

校務會議討論，通過文學院中國文學系碩士在職專班、外國語文學系碩士在職專

班及歷史學系碩士在職專班停招案；另光電學院增設案依會中建議將光電學院增

設計畫書送委員審閱後續提本次延會討論。（增設計畫書如附）。 

四、本校已提報之 99學年度特殊項目申請案計有：理學院「地球科學系」與「衛星資

訊暨地球環境研究所」整併為「地球科學系」、生物科學與科技學院「生物訊息傳

 學士班 碩士班、博士班 
1000人以

內 
1001-3000

人 
3001人以

上 
400人以內 

401-600
人 

601人以
上 

文法商、管理
及教育類 

10 9 7 13 12 11 

理學類（不包
括醫學系、牙
醫系）護理及
體育類 

13 12 10 17 16 15 

工學、藝術、
農學、生命科
學類 

17 16 14 21 20 19 

醫學系、牙醫
學系 

23 22 20 29 28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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遞研究所」與「生物資訊研究所」整併更名為「生物資訊與訊息傳遞研究所」等

2案，業獲教育部 98.5.20.台高（一）字第 0980087440A號函核定同意調整。 

五、檢附本校現有系所一覽表（附件 2 , p 13）供請參考。 

擬辦：討論通過後依限報部。  

決議：本校校務會議代表總人數為121人。本次會議開議時有63人出席，惟有代表先行

離席，總投票人數為60人（同意41票、不同意17票、廢票2票），未達法定之席次，

投票無效。 

參、臨時動議： 

黃副校長：因近日有一位暑期交換國際生發生溺斃事件，請各系所特別注意宣導學生

要注重已身之安全，並向國際事務處登錄每一位國際學生資料。 

 

肆、散會：（下午 4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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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國立成功大學 97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延會出(列)席名單 

時間：98年 7月 8日下午 2時 

地點：光復校區國際會議廳第 2演講室 

出席：黃煌煇 馮達旋 湯銘哲 徐畢卿（李劍如代）陳景文 曾永華（黃榮俊代） 蘇慧貞 李

偉賢 劉開鈴（鄒文莉代） 吳奕芳  傅永貴 黃得時 郭宗枋 陳虹樺  曾淑芬（吳文

鑾代）  黃玲惠   吳文騰（陳家榮代）  陳進成 林大惠（黃文敏代） 李森墉（屈

子正代）林再興 廖峻德（許文東代）  黃啟祥   蔡長泰（呂珍謀代）  黃正能 葉

宣顯   張祖恩   溫志湧  張克勤   陳家進  李旺龍  李清庭（李欣縈代） 詹寶

珠（鄭銘揚代） 王振興（鄭銘揚代） 黃勝廣（李欣縈代） 徐明福（林銘泉代）江

哲銘  張有恆（潘浙楠代） 陳文字 張淑昭 陳正忠 楊明宗 王萬成  林其和 黃朝

慶（呂佩融代）  張志欽  賴明德  張權發   吳俊忠（張權發代） 林錫璋 賴明亮 葉

宗烈  郭余民（吳佳慶代） 李劍如 陳廣明  李金駿黃信復（陳碧桃代） 陳聰哲 林

伯雍（宋承瑜代）  蔡典哲（許永昱代）  郭修賢（王台雁代） 羅文慈（張立杰代） 

列席： 楊明宗 邱正仁  楊瑞珍（鍾光民代） 張丁財 李丁進（石金鳳代） 謝錫堃（林

輝煌代） 謝文真（程碧梧代） 林仁輝  顏鴻森（陳政宏代）楊惠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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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 98 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紀錄 

時間：98年 9月 30日（星期三）上午九時 

地點：光復校區國際會議廳第二演講室 

出席：如附件 1, p 9 

主席：賴校長明詔                             記錄：江芬芬 

壹、頒獎 

一、本校榮譽教授──蔡振水院士 

二、國科會 96年度吳大猷紀念獎 

政治學系      王金壽助理教授 

數學系        何南國副教授 

電機工程學系  斯國峰副教授 

三、40年資深優良教師獎 

水利及海洋工程學系  林西川副教授 

統計學系            楊明宗教授 

貳、選舉 

一、校務發展委員會： 

劉開鈴、蔡長泰、楊毓民、蔡文達、張克勤、楊家輝、謝孟達、 楊明宗、

簡伯武、陸偉明計 10位（任期 2年） 

二、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 

王三慶、鄭  靜、方一匡、林素貞、楊竹星、賴榮平、 任眉眉、簡伯武、

陸偉明、曾淑芬計 10位（任期 2年） 

三、經費稽核委員會： 

王健文、鄭靜、黃浩仁、高家俊、陳天送、李嘉猷、傅朝卿、王泰裕、楊明

宗、林以行、陸偉明、計 11位（任期 1年） 

四、宿舍配借管理委員會： 

廖美玉、蔣為文、陳家駒、孫亦文、王建平、黃浩仁、陳進成、高家俊、曾

永華、陳建富、傅朝卿、葉光毅、張有恆、廖俊雄、楊倍昌、林以行、陸偉

明、蔡維音、陳廣明計 19位（任期 1年） 

上述各委員會當選委員請人事室辦理發聘。 

參、報告事項： 

一、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確認(附表 p 10) 

二、「本校組織規程」第 24條第 1項第 15款規定修正報告（附件 2, p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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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席報告： 

    校務會議是行政教育非常重要的機制，謝謝各位代表於百忙之中來參

加開會。 

    明年是 5年 5百億最後的 1年，由於政府財政困難，教育部已通知學

校明年的預算縮減 25%，以後是不是繼續 5年 5百億的計畫，尚在討論的階

段。我們相信還有第二期計畫，但其形式及執行方式則會有所改變。請各位

老師對於經費的縮減要有心理準備，並預作因應規劃。 

    3個月前高等教育評鑑委員會的評鑑中，本校列入待觀察的 13個系所，

經過各系所主管於這段時間的努力，或進行課程修改，或調整研究方向，或

推動系所整併，做了很大的改革，使學校進步很多。感謝各單位的積極參予

與努力，祝大家中秋佳節愉快！ 

四、各一級單位及各委員會報告：(書面資料已分送請參閱) 

有關 BOT案、學校行政法人化等均是學校重大之政策，應審慎評估，提經

校務會議討論通過後再實施。 

肆、討論事項：  

第一案 提案單位：校長交議案 

案由：本校 97-98學年度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遞補委員 2位，業經 校長推薦：

會計系簡金成教授及王成彬律師，依規定須提經校務會議同意後聘任

之，提請  公決。 

說明： 

一、本校 97-98學年度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翁嘉聲委員及孫永年委員等 2名

委員，分別因出國休假研究及借調，依其個人意願，無法繼續擔任本屆

委員工作，故提請同意遞補。 

二、考量本校 97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曾有代表建議：本委員會宜增加

遴選具財經、法律背景之委員；及依「本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設置要

點」規定：必要時得聘請校外專業人士參與。校長推薦遞補之委員為會

計系簡金成教授及王成彬律師。 

三、檢附本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設置要點及 97-98學年度校務基金管理委

員會委員名單（如議程附件 2、3），請參考。 

擬辦：遞補委員人選經校務會議同意後，請人事室發聘。任期 1年，自 98年

8月 1日起至 99年 7月 31日止。 

決議：經投票行使同意權結果，簡金成教授及王成彬律師皆獲出席代表過半數

同意通過為 97-98學年度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委員，請人事室辦理發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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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 提案單位：校長交議案 

案由：本校 98至 99學年度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委員，除教授代表十人由校務

會議推選、教師會代表由本校教師會推薦外，其他委員由校長遴選（名

單如說明二），並提經校務會議同意後聘請之。 

說明： 

一、依據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要點第二點（一）、（二）規定

辦理： 

（一）本會由下列人員(1)教授代表十人(2)法律學者一人(3)教育學者一

人(4)學校行政人員一人(5)本校教師會代表一人(6)社會公正人士

一人共計十五人組成。其中未兼行政職務之教師不得少於總額三分

之二，且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 

（二）本會委員為無給職。教授代表由各院院務會議先就該院未兼行政

職之專任教授中推薦二位（男女性各一人為原則），由校務會議推

選之（性別條件優先滿足、各學院保障名額各一人）；教師會代表

一人由本校教師會推薦之；其他委員由校長遴選（任一性別委員各

一至二人）並經校務會議同意後聘請之。各委員之任期二年（至新

學年之代表產生為止），連選得連任之。 

二、由校長遴選之委員名單如下： 

（一）法律學者：法律系主任許育典教授 

（二）教育學者：教育所所長于富雲教授 

（三）學校行政人員：通識教育中心主任王偉勇教授 

（四）社會公正人士：法律顧問王成彬律師 

擬辦：上述委員名單經校務會議同意後聘請之。 

決議：經投票行使同意權結果，遴選委員均獲出席代表過半數同意通過為 98

至 99學年度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委員。請人事室辦理發聘。 

 

第三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本校 99學年度擬增設光電學院案（增設計畫書如另附），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教育部「大學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如議程附件 4）第四條、

第五條規定如下： 

第四條 學校申請增設院、系、所及學位學程之相關學制班別，應符合

本標準規定與附表一所定全校生師比值、日間學制生師比值、

研究生生師比值基準及附表二所定評鑑成績、設立年限、師資

結構條件規定。但學院未以其名義對外招生者，不在此限。 

第五條 學校各院、系、所及學位學程之師資質量，應符合附表四所定

基準規定。但學院未以其名義對外招生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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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依「99學年度大學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提報作業說明」（如議程附

件 5）學院之設立條件如下： 

（一）具備足夠規模之師資、圖儀設備及空間，以推動學院或所屬系、所、

學位學程之教學、研究及推廣服務。 

（二）應統整校內該領域之發展，並符合科際整合之趨勢。申請設立未涉

及以學院名義對外招生者，學校完成校內自訂審查及行政程序後，

於實施當學年度並總量提報即可，無須提前一年報部。 

三、另依上開作業說明規定，學校應達總量規模標準如下： 

（一）生師比：全校生師比應低於 32、日間學制生師比應低於 25、研究

生生師比，應低於 12。 

（二）師資結構：全校專任講師數不得超過專任師資總數之百分之三十。 

（三）應有校舍建築面積：254812平方公尺。 

四、依教育部規定計算方式，本校目前規模屬在可發展總量範圍內： 

（一）現有生師比：全校生師比為 21.54；日間部生師比為 20.1；研究生

生師比 9.1。 

（二）全校專任講師 54位，約佔專任教師數之 4.6％。 

（三）應須有校舍建築面積：現有校舍建築面積：958842.25平方公尺。                   

五、本案業經 98年 6月 10日校務發展委員會議討論通過，經提 98年 6月

24日校務會議及 98年 7月 8日校務會議延會討論決議：「本校校務會

議代表總人數為 121人。本次會議開議時有 63人出席，惟有代表先行

離席，總投票人數為 60人（同意 41票、不同意 17票、廢票 2票），

未達法定之席次，投票無效。」故再提 98年 9月 16日校務發展委員

會議討論決議：「本案本會上一次會議已票決通過增設，同意依上次會

議結果送校務會議討論。」再提本次會議討論。 

六、本校已提報之 99學年度特殊項目申請案計有：理學院「地球科學系」

與「衛星資訊暨地球環境研究所」整併為「地球科學系」、生物科學與

科技學院「生物訊息傳遞研究所」與「生物資訊研究所」整併更名為

「生物資訊與訊息傳遞研究所」等 2案，業獲教育部 98.5.20.台高（一）

字第 0980087440A號函核定同意調整。另 98年 6月 24日校務會議通

過之 99學年度一般項目調整案，含文學院中國文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外國語文學系碩士在職專班及歷史學系碩士在職專班停招等 3案業已

報部審核中。 

七、檢附本校現有系所一覽表（議程附件 6）供請參考。 

決議：經投票表決未獲出席代表過半數同意，增設光電學院案不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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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國立成功大學研究生章程」修正草案（如議程附件 7），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本案經 98年 6月 23日 97學年度第 3次教務會議討論通過。 

二、檢附原條文（如議程附件 8）供參。 

擬辦：通過後，報教育部備查，核備後自 98學年度第 2學期起實施。 

決議：修正通過「國立成功大學研究生章程」修正案（附件 3 , p 14）。 

 

第五案 提案單位：人文社會科學中心  

案由： 本校「人文社會科學中心設置辦法」修正草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本中心已於 98年 2月份正式執行教育部補助成立人文社會科學中心計

畫，為使中心更有效執行研究計畫及推動業務，擬修正中心設置辦法部

份條文。 

二、修正條文如對照表（議程附件 9） 

三、原條文（議程附件 10） 

擬辦： 討論通過後施行。 

決議：修正通過「人文社會科學中心設置辦法」修正案（附件4 , p 18）。 

 

第六案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研提本校「組織規程」第十條第三項條文修正案如議程附件

11，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查本校「組織規程」第十條一級單位之附屬單位設置辦法實施（修     

法）程序與現行規定並不一致，彙整表詳如議程附件12。 

二、為使各附屬單位設置辦法實施程序合乎規定及文義明確，建議修訂     

組織規程第十條第三項「本條文所列附屬單位之設置辦法，應提校務

會議通過後實施。但法令另有規定需報請教育部核定者，從其規定。」 

三、附教育部93年4月1日台高（二）字第0930039471號函說明（七）如議

程附件13，請參酌。 

四、本案業經98年8月26日主管會報及9月16日校務發展委員會討論修訂。 

擬辦：通過後，報陳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本校「組織規程」第十條第三項條文修正案（附件 5 , p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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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案 提案單位：藝術中心 

案由：有關本校校區命名活動案，擬將位於勝利校區後方之新校區命名為「東

寧校區」，並將建國校區改名為「成杏校區（原建國校區）」，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本校校區命名活動案之經過： 

(一)為提升本校人文意象，凝聚校園記憶，藝術中心提出校區命名活動，

並經 97.2.27第 651次主管會報通過進行。 

(二)本活動分為⑴命名⑵投票⑶主管票選三階段進行，獲得初步結果，

過程中均在網路上公告。 

(三)本命名活動經校長指示：考慮校友對母校懷舊情感，經藝術中心彙

整，採取⑴低限改變⑵容易記憶為原則。 

(四)本案經提 98.3.11第 670次主管會報討論原則通過。總結建議如下： 

1.成功校區(最原始校區，為成大發源地，名稱不變) 

2.勝利校區(靠近勝利路，名稱不變) 

3.榕園校區(原光復校區，以榕園知名) 

4.至善校區(原自強校區，位於大學路尾，取「大學之道……止於至善」

之意；包含北(工學院)、南(航太系)兩區，分別為：至善北區、至

善南區) 

5.東豐校區(原敬業校區，靠近東豐路) 

6.成杏校區(原建國校區，為成大醫學院所在，內有成杏廳) 

7.前鋒校區(原力行校區，靠近前鋒路) 

8.東寧校區(位於勝利校區後方，為新校區，靠近東寧路) 

二、本案經提 98.5.27第 159次行政會議，決議：「成功、勝利、榕園、成杏

等四校區名稱已獲與會主管共識，至善、東豐、前鋒、東寧等四校區，

請藝術中心調查使用單位其他建議意見後，併案再提校務會議討論，

定案後由總務處於合適地點設立標示牌。」經徵詢使用單位意見如下： 

校區名稱 同意更名 不同意更
名 

無回應 徵詢單位 

至善校區 2 5 0 

系統系、航太系、機械
系、電機系、儀器設備
中心、化工系、微奈米
科技研究中心 

東豐校區 2 1 1 
敬業網球場、近海水文
中心、教職員單身宿
舍、醫學院宿舍 

前鋒校區 3 0 2 

統一健康研究中心、公
共衛生研究所、心理健
康中心、心臟科學研究
中心、南部臨床研究中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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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寧校區 0 0 0 新校區，無徵詢單位 

三、本案經 98.9.16召開之 98學年度第 1次校務發展委員會議，決議：同意

新校區命名為「東寧校區」，建國校區改名為「成杏校區（原建國校區）」。 

擬辦：經校務會議通過後，送總務處參照辦理。 

決議：照案通過將位於勝利校區後方之新校區命名為「東寧校區」，並將建國

校區改名為「成杏校區」。 

 

第八案 提案單位：秘書室、教務處  

案由：「國立成功大學學術倫理審議委員會設置及審議辦法草案」，如議程附

件 14，提請  討論。 

說明： 

一、依 校長指示辦理。 

二、為維護本校學術研究之信譽，對於本校教職員違反學術倫理規範之行

為，因對相關人員名譽及權益影響甚大，須藉由具有專門學術專業能

力之學術倫理委員會，依客觀、公正及嚴謹之程序，來加以審議，方

能作出適切之判斷，並兼顧相關當事人權益之保障，爰訂定本辦法。 

三、檢附國立成功大學學術倫理審議委員會設置及審議辦法草案總說明及

草案條文對照表。 

擬辦：通過後實施。 

決議：修正通過本校「學術倫理審議委員會設置及審議辦法」（附件 6 , p 23）。 

 

第九案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擬修訂「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專案工作人員實施要點」及其契

約書、「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專業經理人實施要點」及其契約

書，修正規定對照表（如議程附件 15~18），提請 討論。 

說明： 

ㄧ、本修訂案業經 98年 9月 1日 98學年度第 1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討論

通過。 

二、本次修訂重點及理由如下： 

（一）增列應遵守性別平等教育規定之服務義務：依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

員會 97學年度第 4次會議決議，將職員工應遵守性別平等教育規

定列入契約書中規範。 

（二）明訂專案工作人員年終工作獎金於考核後得視經費分級發給：依行

政院規定，自 98年起，各行政機關及學校應確實於臨時人員契約

中就年終工作獎金發放事宜詳予規定，以免影響該等人員權益。另

依本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決議，渠等人員之年終工作獎金須視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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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表現分級發給。 

（三）刪除實施要點報教育部備查之程序：配合本校校務基金管理與監督

辦法第 10條修改後之規定修訂。 

（四）專業經理人契約書中「兩性工作平等法」名稱修改為「性別工作平

等法」：法令名稱修訂，爰配合修訂。 

三、檢附本校現行校務基金進用專案工作人員實施要點及其契約書與現行

校務基金進用專業經理人實施要點及其契約書各乙份（如議程附件

19~22）。 

擬辦：討論通過後據以實施。 

決議：修正通過「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專案工作人員實施要點」及其

契約書、「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專業經理人實施要點」及其契約

書（附件 7~10, p 25） 

 

伍、臨時動議：因提案數多，無法全部討論完成，第 10至 15案移至 10月 7日

延會討論。 

陸、散會：12時 4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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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國立成功大學 98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出(列)席名單 

時間：98年 9月 30日上午 9時 

地點：光復校區國際會議廳第 2演講室 

出席：黃煌煇   湯銘哲   徐畢卿   陳景文   馮達旋（黃榮俊代） 李偉賢  

蘇慧貞（黃正弘代）  王偉勇   廖美玉   蔣為文  李承機   廖淑芳 

傅永貴（謝文峰代）  柯文峰   鄭靜（許瑞榮代）  孫亦文  林慶偉 

許瑞榮   郭宗枋   陳虹樺  黃浩仁  陳宗嶽（林翰佑代）  吳文騰  

褚晴暉  陳進成 林再興 李振誥  陳貞夙 黃啟祥  蔡長泰  高家俊

陳顯禎  趙隆山  楊澤民 黃正能 尤瑞哲  蔡俊鴻  王鴻博  黃啟鐘

張克勤  陳天送  洪飛義  劉大綱  曾永華 李嘉猷 林志隆  莊文魁

簡仁宗   鄭憲宗  王清正  李欣縈   林峰田   傅朝卿（姚昭智代）

劉說芳  張有恆（潘浙楠代）  王泰裕  廖俊雄  蔡燿全   陳正忠 

潘浙楠  楊明宗  楊朝旭  林麗娟  林其和 楊倍昌  王志堯  張明熙    

姚維仁  葉才明  謝淑珠   孫孝芳  林啟禎    洪崇傑（林毅志代） 

李碧雪   吳晉祥  何志欽   王金壽（蔣麗君代）  李劍如  陳廣明  

陳明輝  吳如容  李金駿  陳志新  許永昱 李汶昇  林宏易  呂武隆 

許拯源  賴亦杰  陳俊穎 

列席：楊明宗 王三慶   張高評   邱正仁   楊瑞珍（陳榮杰代）  張丁財 

李丁進 謝文真（程碧梧代）謝錫堃（林輝煌代）王偉勇 蕭世裕 戴華

林仁輝（陳顯禎代）蕭瓊瑞（張行道代） 顏鴻森（`張幸真代）楊惠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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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國立成功大學 97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表 
98年 09月 30日 

決  議  案  摘  要 承 辦 單 位 執 行 情 形 

第一案 

案由：本校擬與國立中興大學、國立中山大學籌組台灣

綜合大學系統(Trinity University System of 

Taiwan，簡稱 TRUST)，提請  討論。 

擬辦：經校務會議討論通過後進行籌組事宜。 

決議：通過本校與國立中興大學、國立中山大學籌組台

灣綜合大學系統，並修正「台灣綜合大學系統組

織及運作辦法」。 

 

秘書室： 

照案辦理，本室目前正進行報部核定

中。 

第二案                                       

案由：擬設立創新卓越研究中心，擬訂「國立成功大學

創新卓越研究中心設置辦法」，並配合修訂本校

組織規程第十條及第三十條部分條文內容，提請  

討論。 

擬辦：審議通過後，配合修訂組織規程第 10及 30 條

條文，並報部核備。 

決議：本案與會代表尚未有共識，暫不決議。 

 

研發處： 

依決議辦理。 

第三案                                       

案由：研議本校校園規劃主要計畫案，提請  討論。 

擬辦：本案經討論各項主要計畫項目通過後，作為未來

校園發展藍圖之實施依據。  

決議：相關規劃內容提供總務處作為將來校園規劃執

行之參考。 

 

規劃設計學院： 

本計畫報告書修正中，擬完稿後送總務

處。 

 

第四案 

案由：本校 99學年度申請增設、調整院、系、所及學

位學程案，提請  討論。  

擬辦：討論通過後依限報部。  

決議： 

一、照案通過系所停招案：文學院中國文學系碩士

在職專班、外國語文學系碩士在職專班、歷史

學系碩士在職專班停招。 

二、增設光電學院案，請將計畫書送校務代表參閱

後於延會再討論。 

 

教務處： 

本案業於 98年 7月 15日以成大教字第

0982000330號函提報教育部審核。 

第五案 

案由：「國立成功大學校務會議規則」第一、六、十五

條修正草案，提請  討論。  

擬辦：討論通過後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國立成功大學校務會議規則」第一、

六、十五條修正案。 

 

秘書室： 

照案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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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  案  摘  要 承 辦 單 位 執 行 情 形 

第六案 

案由：「國立成功大學組織規程」第廿四條第十四款修

正草案，提請  討論。 

擬辦：討論通過後，請研發處修正報部。  

決議：照案通過「國立成功大學組織規程」第廿四條

第十四款修正案，請研發處辦理報部事宜。 

 

研發處： 

本案業經 98.8.20 台高（二）字第

0980139655號函核定。 

第七案                                       

案由：「國立成功大學聘請教師兼任非編制職務實施要

點」修正草案，提請  討論。  

擬辦：討論通過後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國立成功大學聘請教師兼任非編制職

務實施要點」修正案。 

 

人事室： 

修正後要點業刊登於本室網頁供各單

位查閱。 

第八案                                       

案由：新訂本校「校務基金進用專案教學人員實施要

點」、「校務基金進用專案研究人員實施要點」

及其附表契約書，並停止適用本校「校務基金

進用專案教學人員及研究人員實施要點」，提

請  討論。  

擬辦：討論通過後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本校「校務基金進用專案教學人員實

施要點」、「校務基金進用專案研究人員實施

要點」及其附表契約書並廢止本校「校務基金

進用專案教學人員及研究人員實施要點」。 

 

人事室： 

案揭要點（含契約書）業以本室 98.7.8

成大人室（任）字第 417號函轉知，並

刊登於本室網頁供各單位查閱。 

第九案 

案由：擬修訂「國立 成功大學經費稽核委員會內部稽

核之施行細則表」，提 請  討論。  

擬辦：討論通過後實施。  

決議：修正通過「國立成功大學經費稽核委員會內部稽

核之施行細則表」修正案。 

 

研究發展處： 

已依決議修正並函知全校各院系所。 

第十案 

案由：擬修訂本校教師升等辦法第六條之 1、第七條部

分條文，如說明，提請  討論。  

擬辦：討論通過後實施。  

決議：修正通過「國立成功大學教師升等辦法」第六

條之 1、第七條修正案。 

 

教務處： 

函轉各學院、系、所等單位，配合修訂

其辦法。 

人事室： 

配合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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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  案  摘  要 承 辦 單 位 執 行 情 形 

980708延會 

案由：本校 99學年度擬增設光電學院案，提請  

討論。  

擬辦：討論通過後依限報部。  

決議：本校校務會議代表總人數為 121人。本次

會議開議時有 63 人出席，惟有代表先行

離席，總投票人數為 60人（同意 41票、

不同意 17 票、廢票 2 票），未達法定之

席次，投票無效。 

教務處： 

擬再提下次校務會議討論投票。 

臨時動議： 

黃副校長：因近日有一位暑期交換國際生發生溺斃事

件，請各系所特別注意宣導學生要注重己

身之安全，並向國際事務處登錄每一位國

際學生資料。 

國際處： 

已於 7 月中透過邁向頂尖大學推動

總中心發函全校各一級單位協助彙

整提供各單位所邀請之外國學人保

險相關資料。之後除將持續向各單

位宣導主動向本處登錄無學籍國際

學生資料外，亦將不定期請各單位

回填調查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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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校務會議報告事項 

 

查本校「本校組織規程」第 24條第 1項第 15款規定，職員甄審委員會置委員五人

至廿一人，委員每滿三人應有一人由職員票選產生之。惟考試院 98年 7月 10日修

正發布公務人員陞遷法施行細則，其中第七條第一項規定甄審委員會置委員五人至

廿三人，委員每滿四人應有二人由本機關人員票選產生之，爰予配合修正如下對照

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二十四條 
本大學設下列與教學、研究及服務有
關之委員會： 
． 
． 
． 

十五、職員甄審委員會：審議職員之
甄選及升遷等事宜。 
置委員五人至廿三人，由校長
就教職員中指定之，並指定一
人為主席，人事室主任為當然
委員。但委員每滿四人應有二
人由職員票選產生之。委員任
期一年，期滿得連任。 

 ． 

 ． 

 ． 

本條文所列委員會之設置辦法另訂
之。 
本大學因實際需要，經校務會議或行
政會議通過，得增設、變更、或撤消
各種委員會，並同時修改本規程有關
條文，不受第五十條之限制。 
本大學所設各委員會之系統架構見

本規程附表三「國立成功大學委員會

組織系統表」。 

第二十四條 
本大學設下列與教學、研究及服務有
關之委員會： 
． 
． 
． 

十五、職員甄審委員會：審議職員之
甄選及升遷等事宜。 
置委員五人至廿一人，由校長就
教職員中指定之，並指定一人為
主席，人事室主任為當然委員。
但委員每滿三人應有一人由職
員票選產生之。委員任期一年，
期滿得連任。 

． 

． 

． 

本條文所列委員會之設置辦法另訂
之。 
本大學因實際需要，經校務會議或行
政會議通過，得增設、變更、或撤消
各種委員會，並同時修改本規程有關
條文，不受第五十條之限制。 
本大學所設各委員會之系統架構見

本規程附表三「國立成功大學委員會

組織系統表」。 

依考試院 98年 7月 10
日修正發布之公務人
員陞遷法施行細則第
七條第一項規定，甄審
委員會置委員五人至
廿三人，委員每滿四人
應有二人，由本機關人
員票選產生之，爰予配
合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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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本校研究生章程修正對照表                                   98.9.30 

擬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備    註 

第五條 申請入學之外國研究生，符合

第三條或第四條資格規定經本校審查或

甄試合格者，得入本校碩士班或博士班

就學。 

 

第五條 申請入學之外國研究

生，符合第三條或第四條資格規定

經本校審查或甄試合格者，得入本

校碩士班或博士班肄業。 

外國研究生到校時，已逾學期三分

之一者，當年不得入學。但研究生

經所屬學系(所)主任(所長)同意

並報教育部核准後，得於第二學期

註冊入學。 

一、刪除第二 

款。 

二、條文已規

定於本校

外國學生

入學辦

法。 

第六條 本校招收碩士班及博士班研究

生，均應訂定招生簡章並 

成立招生委員會，由校長任主任委員，

各學系(所)亦應組成招生小組秉公正、

公平、公開原則，依本校碩、博士班研

究生招生辦法辦理招生事項。本校招生

辦法由教務會議另訂之，並報教育部備

查。 

第六條 本校招收碩士班及博士

班研究生，均應由校長、教務長、

各學院院長及學系(所)主任組成

招生委員會，並由校長任主任委

員，各學系(所)亦應組成招生小組

秉公正、公平、公開原則，辦理招

生事項。招生簡章另訂之。 

一、文字修正。 

二、相關規定已

規定於本校

碩、博士班研究

生招生辦法。 

 

刪除 第七條 各學系(所)之招生小

組，每年由所屬學系(所)主任遴聘

校內專任助理教授以上 

教師至少五人，經相關學院院長及

校長同意後組成之。並由所屬學系

(所)主任為召集人。 

原條文已規定

於本校碩、博士

班研究生招生

辦法。 

 

刪除 第八條 碩士班研究生入學考

試，採用學科筆試之方式為原則，

必要時亦得舉行面試。筆試科目及

面試與筆試成績之百分比均由招

生委員會決定之。 

碩士班甄試入學之甄試項目，可包

含筆試、面試、審查及其他等方式

辦理。各甄試項目成績所占比例由

各學系(所)自訂，並載明於招生簡

章。 

博士班研究生入學考試，考試項目

及各項目所佔比例由各學系(所)

自訂，並載明於招生簡章，各學系

(所)應組成博士班研究生入學招

生小組。 

博士班辦理有關筆試、審查及面試

等作業另依「國立成功大學招生博

士班研究生共同注意事項」辦理。  

 

原條文已規定

於本校碩、博士

班研究生招生

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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刪除 第九條 博士班研究生入學甄試

總成績核計完畢後，由學系(所)

主任召集招生小組討論推薦名額

後再予拆考生彌封名冊，依據名冊

將考生姓名登錄再將擬錄取名單

及有關資料，送本校博士班招生委

員會複審通過後方得錄取。 

本校招收博士班研究生共同注意

事項另訂之。 

 

原條文已規定

於本校碩、博士

班研究生招生

辦法。 

 

第七條   研究生入學註冊後，應經學

系(所)主任認定本校指導教授，並依各

該學系(所)規定之科目表辦理選課，其

應修課程及研究論文須經指導教授及學

系(所)主任核准。 

 

第十條   研究生入學註冊後，應

經學系(所)主任認定本校指導教

授，並依各該學系(所)規定之科目

表辦理選課，其應修課程及研究論

文須經指導教授及學系(所)主任

核准。 

條次變動 

第八條  研究生退選科目，均應於本校

學則規定退選期限內，經學系(所)主任

及任課教師之核准，向教務處辦理退選

手續。 

第十一條  研究生退選科目，均應

於本校學則規定退選期限內，經學

系(所)主任及任課教師之核准，向

教務處辦理退選手續。 

條次變動。 

 

第九條 碩士班研究生修業期限以一至

四年為限。 

碩士在職專班之修業年限以一年至四年

為限，但未在規定之修業期限內修滿應

修課程或未完成學位論文者，修業期限

得再延長一年為限。 

博士班研究生修業期限以二至七年為

限。 

逕攻博士學位者修業期限至少三年，至

多七年為限。 

碩博士班在職生未在規定修業期限修滿

應修課程或未完成學位論文者，修業期

限得再延長一年為限。 

前項「在職生」身分之界定，以入學時

之報考身分為準。 

第十二條 碩士班研究生修業期

限以一至四年為限。 

博士班研究生修業期限以二至七

年為限。 

逕攻博士學位者修業期限至少三

年，至多七年為限。 

碩博士班在職生未在規定修業期

限修滿應修課程或未完成學位論

文者，修業期限得再延長一年為

限。 

前項「在職生」身分之界定，以入

學時之報考身分為準。 

 

一、條次變動。 

二、依教育部大

學辦理（系）碩

士班及大學部

二年制在職專

班審核作業要

點增列碩士在

職專班修業年

限法源。 

第十條  碩士班研究生至少須修滿二十

四學分；博士班研究生至少須修滿十八

學分；逕攻博士學位研究生至少須修滿

三十學分。碩士論文六學分、博士論文

十二學分，均另計。 

第十三條  碩士班研究生至少須

修滿二十四學分；博士班研究生至

少須修滿十八學分；逕攻博士學位

研究生至少須修滿三十學分。碩士

論文六學分、博士論文十二學分，

均另計。 

 

條次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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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條  研究生各科目學期成績(計

算方式比照學士班規定)及論文考試成

績均以一百分為滿分，七十分為及格；

未達七十分者不給學分。必修科目不及

格者，不得補考，應令重修。操行成績

以六十分為及格。 

但修讀教育學程課程成績以六十分為及

格，不及格者，不得補考。教育學程課

程之學分及成績，均不列入學期平均成

績及學期修習學分數內計算。 

研究生修讀學士班課程成績以六十分為

及格，不及格者，不得補考。學士班課

程之學分及成績不列入學期平均成績及

學期修習學分數內計算。但情況特殊經

學系所同意專案簽請教務長核准者，不

在此限。 

研究生學期學業及畢業成績計算方法如

下： 

一、學期學業平均成績：  

(一) 以科目之學分數乘該科目成績為

學分積。 

 (二) 以學分總數除總學分積為學期平

均成績。 

 (三) 學期學業平均成績之計算包括不

及格科目成績在內。 

 二、畢業成績：以學業平均成績與學位

考試成績之平均，為其畢業成績。 

 

第十四條  研究生各科目學期成

績(計算方式比照學士班規定)及

論文考試成績均以一百分為滿

分，七十分為及格；未達七十分者

不給學分。必修科目不及格者，不

得補考，應令重修。操行成績以七

十分為及格。但修讀教育學程課程

成績以六十分為及格，不及格者，

不得補考。研究生修讀學士班課程

或教育學程課程之學分及成績均

不列入學期平均成績及學期修習

學分數內計算，亦不列入畢業學分

及畢業成績計算。 

 

一、學期學業平均成績計算辦法如

下：  

(一) 以科目之學分數乘該科目成

績為學分積。 

 (二) 以學分總數除總學分積為

學期平均成績。 

 (三) 學期學業平均成績之計算

包括不及格科目成績在內。 

 二、畢業成績計算辦法如下： 以

學業平均成績與學位考試成績之

平均為其畢業成績。 

 

一、條次變動。 

二、修正操行成

績以六十分為

及格規定。 
三、增列惟情況

特殊經學系所

同意專案簽請

教務長核准者

不在此限。 

 

第十二條 研究生除因特殊情形，經原

肄業學系(所)與擬轉入之學系(所)雙方

主任認可，並經教務處轉呈請校長核准

者外，不得轉所(組)。轉所(組)應於第

二學年開始前申請，並以一次為限，一

經核准即不得再返原學系所組。 

第十五條 研究生除因特殊情

形，經原肄業學系(所)與擬轉入之

學系(所)雙方主任認可，並經教務

處轉呈請校長核准者外，不得轉所

(組)。轉所(組)應於第二學年開始

前申請，並以一次為限，一經核准

即不得再返原學系所組。 

 

條次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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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條 研究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應令退學： 

一、有第九條規定在修業期限屆滿，而

仍未修足應修科目與學分者。 

二、博士班研究生資格考核未依該學系

(所)規定年限及次數完成者。 

三、學位考試不及格，經重考一次仍不

及格者。 

四、逾期未註冊或休學逾期未復學者。 

五、操行成績不及格者。 

六、入學資格經審核不合格者。 

七、所著論文、創作、展演、書面報告

或技術報告有抄襲或舞弊情事經調查屬

實者。 
八、其他未符合各學系(所)修業規章另

有退學規定，並經學系（所）務會議決

議退學者。 

 

研究生在校期間，如有違犯校規，或其

他違法不端情事，得依本校學生獎懲辦

法，視其情節輕重，予以退學或其他適

當之處分。 

 

第十六條 研究生有左列情形之

一者，應令退學： 

一、有第十二條規定在修業期限屆

滿，而仍未修足應修科目與學分

者。 

二、博士班研究生資格考核未依該

學系(所)規定年限及次數完成者。 

三、學位考試不及格，經重考一次

仍不及格者。 

四、逾期未註冊或休學逾期未復

學。 

五、操行成績不及格者。 

六、入學資格經審核不合格者。 

七、所著論文、創作、展演、書面

報告或技術報告有抄襲或舞弊情

事經調查屬實者。 

研究生在校期間，如有違犯校規，

或其他違法不端情事，得依本校學

生獎懲辦法，視其情節輕重，予以

退學或其他適當之處分。 

一、條次變動 

二、款次變動。 

三、增列其他未

符合各學系

(所)修業規章

規定，並經學系

所務相關會議

決議退學者。 

 

 

第十四條 研究生合於下列各項規定

者，准予畢業。 

一、在規定年限內修滿應修之科目與學

分者。 

二、依照本校研究生學位考試細則，通

過學位考試者。 
研究生學位考試細則另訂之，並報教育
部備查。 
 

第十七條 研究生合於左列各項

規定者，准予畢業。 

一、在規定年限內修滿應修之科目

與學分者。 

二、依照本校研究生學位考試細

則，通過學位考試者。 
研究生學位考試細則另訂之，並報

教育部備查。 

 

條次變動 

第十五條 合於前條規定之碩、博士班

研究生，由本校碩、博士學位考試委員

會考試通過後，由本校授予碩、博士學

位並發給學位證書。 

 

第十八條 合於前條規定之碩、博

士班研究生，由本校碩、博士學位

考試委員會考試通過後，由本校授

予碩、博士學位並發給學位證書。 

 

條次變動 

第十六條 本章程如有未盡事宜者，悉

依本校學則有關之規定。 

 

第十九條 本章程無特別規定

者，準用本校學則有關之規定。 

 

一、條次變動。 

二、文字修正。 

第十七條 本章程經校務會議通過，並

報教育部備查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第 廿 條 本章程經校務會議通

過，並報教育部備查後施行，修正

時亦同。 
 

條次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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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人文社會科學中心設置辦法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一條  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
升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之研究水
準，推動跨領域學術整合與創新
之人文社會學之卓越研究，強化
人文社會科學價值及影響，特依
本校組織規程第八條，設置「國
立成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中心」 

(以下簡稱本中心) 。 

未更改 

 第二條  本中心之任務如下： 

一、整合國內外及本校相關院系所之研究資
源與能量。 

二、強化具有區域特性之研究主題，發展台
灣主體性與全球化相關之議題。 

三、建立活躍的研究社群，並培育人文社會
青年學者。 

四、其他與人文社會研究相關工作之推動。 

未更改 

 第三條  本中心置中心主任一人，綜理各項
業務，由校長聘請人文社會科學
領域之教授或同級研究員兼任
之。 

未更改 

第四條  本中心為有效執行任務，下設
三組，各組業務職掌如下： 

一、行政作業組：負責本中心各項行政
業務工作；並設置本中心專屬網
站，發佈計畫之相關活動訊息與成
果。 

二、研究教育組：規劃與發展主題研究
社群、活化相關領域之研究與教學
能量、落實本校與國內的跨領域學
術發展、培育青年學者。 

三、企劃整合組：整合本校以及國內現
有研究資源，推動本校與國內外人
文社會科學相關機構之合作與學
術交流。 

各組置組長一人，督導各項業務之執
行，由中心主任聘請助理教授以上教學
人員或同級以上之研究人員或專業技
術人員兼任。 

本中心得置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相關專
長背景教師、研究人員、職員及以校務
基金進用之專案教師、研究人員若干
人。 

第四條  本中心為有效執行任務，下設三
組，各組業務職掌如下： 

一、行政作業組：負責本中心各項行政業務
工作；並設置本中心專屬網站，
發佈計畫之相關活動訊息與成
果。 

二、研究教育組：規劃與發展主題研究社
群、活化相關領域之研究與教學
能量、落實本校與國內的跨領域
學術發展、培育青年學者。 

三、企劃整合組：整合本校以及國內現有研
究資源，推動本校與國內外人文
社會科學相關機構之合作與學術
交流。 

各組置組長一人，督導各項業務之執行，由
中心主任聘請助理教授以上教學
人員或同級以上之研究人員或專
業技術人員兼任。 

本中心得置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相
關專長背景教師、研究人員、職
員及以校務基金進用之專案教
學、研究人員若干人。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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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本中心設立諮議委員會，對本
中心的研究發展提供相關建
言。諮議委員會成員由校長擔任
主任委員，另由校長敦聘副校
長、文學院院長、社會科學院院
長、研發長及國內外人文社會科
學領域聲望卓著之學者，共九至
十一人組成之。諮議委員任期二
年，得連任。諮議委員會每年至
少開會一次，視需要得召開臨時
會議。 

第五條  本中心設立諮議委員會，對本中心
的研究發展提供相關建言。諮議
委員會成員由校長擔任主任委
員，副校長、文學院院長、社會
科學院院長及研發長為當然委
員，另聘請國內外人文社會科學
領域聲望卓著之學者，共十一至
十三人為委員。諮議委員任期二
年，得連任。諮議委員會每年至
少開會一次，視需要得召開臨時
會議。 

調整委員
人數 

第六條 本中心設審議委員會，審核中
心年度計畫、各子計畫申請經
費及相關業務之推動。執行委
員會以中心主任為召集人，中
心主任推薦校內相關領域之教
師或研究人員六至十人報請校
長聘兼之。執行委員任期二
年，得連任。執行委員會每學
期至少開會一次，視需要得召
開臨時會議。 

 一、新增。 

二、明定本
中心得
設執行
委員會
及其任
務、委
員組
成。 

第七條  本中心行政及研究空間由校
方規劃提供，所需經費由年度預
算勻支，並應積極爭取校外研究
資源。 

第六條  本中心辦公空間由校方規劃提
供，所需經費由年度預算勻支，
並應積極爭取校外研究資源。 

一、條次調
整。 

二、文字修
正。 

第八條  本中心延聘之各類教學人員
於受聘期間依本校相關規定
予以減授鐘點；惟教師全時擔
任研究學者期間，經專案簽准
得免授鐘點。 

前項人員受聘期間並得比照訪問學者
申請配住宿舍。 

第七條 本中心延聘之各類教學人員於受聘
期間依本校相關規定予以減授鐘
點；惟教師全時擔任研究學者期
間，經專案簽准得免授鐘點。 

前項人員受聘期間並得比照訪問學者申請
配住宿舍。 

 

條次調整 

第九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第八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修正時亦同。 

 

條次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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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國立成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中心設置辦法 

 
96年 12月 26日 96 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通過 

97年 10月 29日 97 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8年 9月 30日 98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升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之研究水準，推動
跨領域學術整合與創新之人文社會學之卓越研究，強化人文社會科學價值
及影響，特依本校組織規程第八條，設置「國立成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中
心」 (以下簡稱本中心) 。 

第二條 本中心之任務如下： 

一、整合國內外及本校相關院系所之研究資源與能量。 

二、強化具有區域特性之研究主題，發展台灣主體性與全球化相關之議題。 

三、建立活躍的研究社群，並培育人文社會青年學者。 

四、其他與人文社會研究相關工作之推動。 

第三條 本中心置中心主任一人，綜理各項業務，由校長聘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之
教授或同級研究員兼任之。 

第四條 本中心為有效執行任務，下設三組，各組業務職掌如下： 

一、行政作業組：負責本中心各項行政業務工作；並設置本中心專屬網站，
發佈計畫之相關活動訊息與成果。 

二、研究教育組：規劃與發展主題研究社群、活化相關領域之研究與教學
能量、落實本校與國內的跨領域學術發展、培育青年學者。 

三、企劃整合組：整合本校以及國內現有研究資源，推動本校與國內外人
文社會科學相關機構之合作與學術交流。 

各組置組長一人，督導各項業務之執行，由中心主任聘請助理教授以上教
學人員或同級以上之研究人員或專業技術人員兼任。 

本中心得置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相關專長背景教師、研究人員、職員及以校
務基金進用之專案教師、研究人員若干人。 

第五條 本中心設立諮議委員會，對本中心的研究發展提供相關建言。諮議委員會
成員由校長擔任主任委員，另由校長敦聘副校長、文學院院長、社會科學
院院長、研發長及國內外人文社會科學領域聲望卓著之學者，共九至十一
人組成之。諮議委員任期二年，得連任。諮議委員會每年至少開會一次，
視需要得召開臨時會議。 

第六條 本中心設審議委員會，審核中心年度計畫、各子計畫申請經費及相關業務
之推動。執行委員會以中心主任為召集人，中心主任推薦校內相關領域之
教師或研究人員六至十人報請校長聘兼之。執行委員任期二年，得連任。
執行委員會每學期至少開會一次，視需要得召開臨時會議。 

第七條 本中心行政及研究空間由校方規劃提供，所需經費由年度預算勻支，並應
積極爭取校外研究資源。 

第八條 本中心延聘之各類教學人員於受聘期間依本校相關規定予以減授鐘點；惟
教師全時擔任研究學者期間，經專案簽准得免授鐘點。 

前項人員受聘期間並得比照訪問學者申請配住宿舍。 

第九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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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組織規程第十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新修訂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十條 
教務處、研究發展處、研究總中心及各
學院因教學、研究、推廣之需，設下列
附屬單位： 
一、教務處： 
(一)進修推廣教育中心：置主任一人，

負責學校各項進修、推廣教育之教
學、規劃、學籍及計劃審核。 

(二)師資培育中心：置主任一人，負責
中等學校師培之招生與課程規劃、
實習、就業及地方教育之輔導業務。 

二、研究發展處：設儀器設備中心，置
主任一人，負責學校共用貴重儀器
設備之管理、運作、支援研究、技
術諮詢、訓練與維修事項 。 

三、研究總中心：設航空太空科技研究
中心，置主任一人，負責綜理與規
劃航太科技研發與產學合作事項。 

四、文學院： 
(一)華語中心：置主任一人，負責中心

政策釐訂事項。 
(二)外語中心：置主任一人，負責中心

政策釐訂事項。 
五、工學院： 
(一)機械實習工廠：置主任一人，負責

提供實作訓練及技術諮詢事項。 
(二)化工實習工廠，置主任一人，負責

提供實作訓練及技術諮、訓練與維
修事項 。 

三、研究總中心：設航空太空科技研究
中心，置主任一人，負責綜理與規
劃航太科技研發與產學合作事項。 

四、文學院： 
(一)華語中心：置主任一人，負責中心

政策釐訂事項。 
(二)外語中心：置主任一人，負責中心

政策釐訂事項。 
五、工學院： 
(一)機械實習工廠：置主任一人，負責

提供實作訓練及技術諮詢事項。 
(二)化工實習工廠，置主任一人，負責

提供實作訓練及技術諮詢事項。 
六、電機資訊學院：設電機實習工廠，

置主任一人，負責提供實作訓練及
技術諮詢事項。 

 

第十條 
教務處、研究發展處、研究總中心及各
學院因教學、研究、推廣之需，設下列
附屬單位： 
一、教務處： 
(一)進修推廣教育中心：置主任一人，

負責學校各項進修、推廣教育之教
學、規劃、學籍及計劃審核。 

(二)師資培育中心：置主任一人，負責
中等學校師培之招生與課程規
劃、實習、就業及地方教育之輔導
業務。 

二、研究發展處：設儀器設備中心，置
主任一人，負責學校共用貴重儀器
設備之管理、運作、支援研究、技
術諮詢、訓練與維修事項 。 

三、研究總中心：設航空太空科技研究
中心，置主任一人，負責綜理與規
劃航太科技研發與產學合作事項。 

四、文學院： 
(一)華語中心：置主任一人，負責中心

政策釐訂事項。 
(二)外語中心：置主任一人，負責中心

政策釐訂事項。 
五、工學院： 
(一)機械實習工廠：置主任一人，負責

提供實作訓練及技術諮詢事項。 
(二)化工實習工廠，置主任一人，負責

提供實作訓練及技術諮詢訓練與
維修事項 。 

三、研究總中心：設航空太空科技研究
中心，置主任一人，負責綜理與規
劃航太科技研發與產學合作事項。 

四、文學院： 
(一)華語中心：置主任一人，負責中心

政策釐訂事項。 
(二)外語中心：置主任一人，負責中心

政策釐訂事項。 
五、工學院： 
(一)機械實習工廠：置主任一人，負責

提供實作訓練及技術諮詢事項。 
(二)化工實習工廠，置主任一人，負責

提供實作訓練及技術諮詢事項。 
六、電機資訊學院：設電機實習工廠，

置主任一人，負責提供實作訓練及
技術諮詢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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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醫學院： 
(一)教學資源中心：置主任一人，負責

督導中心之各項業務事項。 
(二)動物中心：置主任一人，負責中心

之管理及營運事項。 
(三)附設醫院。 
本條文所列單位得視業務需要置職員及
稀少性科技人員等若干人。 
本條文所列附屬單位之設置辦法，應提
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但法令另有規定
需報請教育部核定者，從其規定。  
本條文所列醫學院之附設醫院組織 
規程，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報請教 
育部核定。 

 

七、醫學院： 
(一)教學資源中心：置主任一人，負責

督導中心之各項業務事項。 
(二)動物中心：置主任一人，負責中心

之管理及營運事項。 
(三)附設醫院。 
本條文所列單位得視業務需要置職員
及稀少性科技人員等若干人。 
本條文所列醫學院之附設醫院組織 
規程，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報請教 
育部核定。 

文義明確，俾

利一級單位附

屬單位設置辦

法實施（修法）

程序與規定一

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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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國立成功大學學術倫理審議委員會設置及審議辦法 

98年 9月 30日 98學年度第 1次校務議通過 

第一條  國立成功大學（下稱本校）為處理有關違反學術倫理案件，特設學術倫理審議委員會
（下稱倫理委員會），積極維護學術倫理，建立客觀公正之審議程序，並維護本校聲譽
及保障當事人權益，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適用於本校下列人員: 

一、專任教師及研究人員。 
二、專案教師及研究人員。 
三、臨床教師。 
四、稀少性科技人員。 
五、兼任教師。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違反學術倫理，指第二條之人員為論文發表、專書著作、專利申請及其他
學術成果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研究資料、研究數據或研究成果之造假、變造或篡改。 
二、剽竊、抄襲第三人研究資料或研究成果。 

三、未經註明而重複發表，致研究成果重複計算，影響審查之判斷。 
四、蓄意就著作人姓名為不實之記載。 
五、其他於研究構想、執行或成果呈現階段，有重大違反學術規範之行為。 
前項人員之著作有涉及抄襲、剽竊者，依本校教師著作抄襲處理要點辦理。 
 

第四條  倫理委員會視個案需要，以任務編組方式組成，置委員九至十一人，由校長聘請副校
長、該領域校內外公正學者專家六至八人與法律專家二人組成，其中校外公正學者專家
不得少於三人。 
倫理委員會委員均為無給職，校外委員得依規定支給出席費及交通費。 
 

第五條  倫理委員會置召集人一人，由副校長擔任，依需要召集會議。召集人因故不能行使職
權時，由委員互推一人代理之。 
倫理委員會開會時，應有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方得決
議。  
委員於審議案件時，有本辦法第六條所定情事者，應行迴避之委員不計入前項出席人數。 
 

第六條  倫理委員會委員應遵守保密及迴避原則，以維持審查之客觀性及公平性，對於與檢舉
違反學術倫理案件之被檢舉人有現有或曾有師生、三親等內血親或姻親、學術合作關係
或其他利害關係者，應予迴避。 

 
第七條  倫理委員會開會時，得邀請被檢舉人或其所屬之單位主管及相關人員列席。 
 
第八條  檢舉違反學術倫理案件應以書面檢附證據，並附具真實姓名及地址，向本校提出。其

以化名、匿名或無具體事證，本校得不予受理。 
 
第九條  倫理委員會對於檢舉人及被檢舉人之姓名、單位或其他足資辨識身分之資料，應予保

密。 
第十條  本校各單位接獲檢舉違反學術倫理案件後，提交秘書室依行政程序簽陳校長核閱。經

校長核定立案者，由秘書室依本辦法第四條規定組成倫理委員會，並由教務處成立調查
小組，進行調查後將調查報告提交倫理委員會審議。 
前項調查小組，由教務長、被檢舉人所屬學院院長、研發長或研究總中心主任，及遴聘
與系爭案件學術領域有關之校外學者專家至少二人組成之。調查小組召集人由校長視個
案性質指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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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小組之成員，於調查案件有本辦法第六條所定情事者，應予迴避。 
 

第十一條  調查小組所為之調查程序不公開。 
 
第十二條  調查小組因調查事實及證據之必要，應通知被檢舉人提出必要之資料、物品或書面

說明。 
 
第十三條   調查小組應於組成後二個月內完成調查，必要時，得延長一個月，並通知檢舉人及

被檢舉人。 
 
第十四條  檢舉案件經調查後認定無違反學術倫理之情事時，調查小組應提交調查報告交倫理

委員會確認。倫理委員會如認為調查報告不完備或有應調查情事未予調查者，得請
調查小組續為調查。 

 
第十五條  檢舉案件經調查後認定有違反學術倫理之情事時，調查小組應將調查報告送達被檢

舉人，並提交倫理委員會審議。 
 
第十六條  倫理委員會就前條案件進行審議時，應通知被檢舉人提出書面或口頭答辯。 
 
第十七條  倫理委員會應於收受調查報告後二個月內完成審議，必要時，得延長一次，並通知

檢舉人及被檢舉人。 
 
第十八條  倫理委員會於審議時，對於被檢舉人違反學術倫理行為，如仍有判斷困難之情事，

得列舉待澄清之事項再委請專業學者審查。 

 

第十九條  倫理委員會認定被檢舉人有違反學術倫理行為之情事者，得按其情節輕重，作成下
列處分之建議，並函轉相關單位或委員會為後續處置： 

一、書面申誡。 

二、已核定之補助，應予撤銷或終止補助，並得命催還已撥付經費之全部或部分。 

三、停止受理升等申請或各項研究補助申請若干年。 

四、停聘、解聘、不續聘。 

五、其他停權措施。 

 

第二十條  倫理委員會認定被檢舉人有違反學術倫理行為之情事者，應作成書面，送達被檢舉
人、檢舉人及其他相關單位。 

 
第二十一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二十二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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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專案工作人員實施要點 

94年 03月 30日 93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延會通過 
94年 12月 28日 94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6年 03月 28日 95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7年 03月 26日 96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7年 12月 31日 97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8年 09月 30日 98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因應校務發展需要，特依教育部「國立大學

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實施原則」及「勞動基準法」訂定

「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專案工作人員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專案工作人員，係指為辦理行政或執行專案計畫工作，在本校年度

校務基金學雜費收入及五項自籌收入項下 50﹪範圍內，以本校校務基金管理

及監督辦法第三條第二款至第七款收入進用之編制外人員。 

三、各單位或計畫主持人因業務需要擬進用前項專案工作人員時，應循各計畫主管

單位規定之行政程序簽奉核准後辦理進用事宜，進用後之人事管理由人事室綜

理。 

四、專案工作人員以約聘（僱）方式進用，其遴聘資格由各用人單位或專案計畫需

要訂定，並以公開方式甄審為原則。 

五、專案工作人員聘期，以一年一聘為原則，但計畫期限在一年以內者，應按實際

所需時間聘（僱）。如因計畫持續需要，得續聘至計畫執行期限結束時止。 

    新進專案工作人員得先予試用，試用期間以三個月為原則，試用期滿表現良好

者再予續聘（僱）。 

六、專案工作人員於聘（僱）期間，須接受單位主管或計畫主持人督導及工作指派，

並有遵守性別平等教育規定、本校及合作機構有關規定之義務，如有違反，致

本校利益受有損害，得終止契約。 

七、專案工作人員之報酬，除因計畫關係需另訂支給標準經專案簽准或依委託計畫

單位約定另訂標準支給外，其餘人員均依本校專案工作人員待遇支給標準表支

給，但各該用人經費如有困難時，得酌減之。 

    新進專案工作人員依其學歷自最低薪級起薪，服務滿一年成績優良者得晉一

級，是否晉 

  級由各用人單位或計畫主持人自行考核決定。 

  新進專案工作人員如有符合本校「聘僱人員採計曾任年資提敘薪級原則」規定

之服務年 

  資時，得於本職最高薪範圍內提敘薪級，但每滿一年最多提敘一級。 

    專案工作人員年終工作獎金之發給，除委託計畫單位另有規定外，由各用人單

位或計畫主持人自行考核後，得視經費盈餘分級發給，最高不得超過軍公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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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當年度年終工作獎金之上限。 

八、專案工作人員每日正常工作時間不得超過八小時，每二週工作總時數不超過八

十四小時，但本校得視業務需要，經雙方協議後採輪班制或調整每日上下班

時間。 

    本校如因經費受限，於商請專案工作人員延長工時服務，經其同意以補休假方

式處理時，不另支給延長工時之工資；惟用人單位主管或計畫主持人得視經費

狀況專案發給延長工時之工資。 

九、專案工作人員於聘（僱）期間，不得在校內外兼職或兼課，如因業務需要須依

校內相關規定經專案簽准。 

十、專案工作人員欲終止契約時，若無不須預告本校之情形，應依本校臨時人員工

作規則第九條之規定提出書面申請，並辦妥離職手續；如未於規定期間提出，

致本校受有損害者，本校得依相關法律請求損害賠償。 

十一、專案工作人員應依勞工保險條例、全民健康保險法及勞工退休金條例相關規

定參加勞保、全民健保及勞工退休金（外國籍人士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

資格不符參加勞保者，可選擇參加國際技術合作人員綜合保險，保險費由本

校負擔 65%，自付 35%。 

      上述應由雇主負擔之費用由各該用人經費來源提撥。 

十二、專案工作人員於聘（僱）期間，得依本校有關規定享有下列權益： 

      （一）享有勞工安全衛生法令相關規定之保障。 

      （二）請領本校識別證與校內汽機車通行證。 

      （三）圖書館、計算機與網路中心及體育場所等公共設施，得依各單位規定使

用之。 

      （四）其他經專案簽准之福利事項。 

十三、專案工作人員之資遣費及退休金，悉依勞動基準法及勞工退休金條例相關規

定辦理；職業災害補償依勞動基準法、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勞工保險條例

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四、專案工作人員於聘（僱）期間應簽訂契約，契約中明定其聘期、報酬標準、

工作時間、差假、考核、獎懲、福利、保險、退休、資遣、職業災害補償、

到離職等權利義務事項。 

十五、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依國立大學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工作人

員實施原則、本校臨時人員工作規則、勞動基準法、勞工退休金條例及其他相

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六、本要點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及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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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國立成功大學專案工作人員契約書  

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甲方）為應業務需要，以校務基金聘（僱）                      君 
（以下簡稱乙方）為專案工作人員，經雙方訂立條款如下： 
一、聘（僱）期間：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契約期滿，終止勞雇關係。 
二、工作內容：                                                                    。 
三、工作場所：乙方接受甲方之監督指揮，由甲方視業務需要指定之，必要時並得派往甲方所

在地以外之其他地點，擔任本契約所定之工作。 
四、工作報酬：甲方每月給付乙方新台幣         元，一次發給。惟因計畫尚未撥款致無法及

時發給者，得俟經費撥下後一次補足。 
              自報到日起支，離職日停支。 
五、計畫案名稱及經費來源：                                                        。 
六、到職及離職：乙方應於起聘日報到，並依規定辦妥到職手續後始予聘（僱）用；離職時，

應依規定辦妥離職手續後始得離職。 
七、工作時間： 

（一）乙方每日正常工作時間不得超過八小時，每二週工作總時數不超過八十四小時。為
比照甲方編制內職員實施週休二日制，於符合勞動基準法情況下，乙方同意將休假
日(應放假之紀念日、勞動節日)調移。上班時間依實際需求就下列方案擇一實施： 

     □週一至週五上午自 8時至 12時，下午自 13時至 17時。上下班簽到退時間，得前
後各彈性 30分鐘。 

       □其他：                          （輪班人員及特殊上班時間者，請務必填列。
例如：週一至週五上午自 9時至 13時，下午自 14時至 18時） 

  （二）甲方得視業務需要，經甲乙雙方協議後採輪班制或調整每日上下班時間及休息時間。 
    （三）甲方因業務需要，於商請乙方延長工時服務，乙方應填寫加班申請單，並同意以補

休假方式處理，不另支給延長工時之工資；惟用人單位主管或計畫主持人得視經費
狀況專案發給延長工時之工資。 

八、請假、特別休假及相關給假： 
乙方之請假依勞動基準法、勞工請假規則、性別工作平等法及甲方「適用勞動基準法人員
給假一覽表」等相關適法規定辦理。 

    特別休假由甲乙雙方協商後排定，乙方原則上同意於契約年度之上半年內休畢可休日數之
一半，並於契約年度內全數休畢；除可歸責於甲方之原因者外，不另支給未休假日數之工
資。 

九、服務守則： 
   （一）遵守政府之相關法令及甲方合於法理之工作指派、管理規定，不得為圖私利，而有

犧牲或損害甲方利益之行為。 
    （二）愛護公物，不得毀損；遵守工作秩序，維護工作場所安全；保守職務上之機密，離職後亦

同。 

    （三）不得利用職務圖利自己或他人，並不得接受不正當之利益、餽贈或報酬。 

   （四）不得有其他行為不檢，或足以損害甲方聲譽之行為。 
   （五）乙方於聘（僱）期間，不得在校內外兼職或兼課，如因業務需要須依校內相關規定

經專案簽准。 
（六）遵守性別平等教育相關法規。 

    乙方如違反（一）至（六）款，致甲方利益受有損害，乙方應依法負損害賠償之責並負法律責任。 
十、考核及獎懲：乙方於服務滿一年時，得由用人單位主管或計畫主持人自行考核，決定其是

否晉薪；乙方之獎懲由用人單位主管或計畫主持人視需要參照甲方相關規定
辦理。 

十一、職業災害補償：甲方應依勞動基準法、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勞工保險條例及相關規定
辦理職業災害之補償。 

十二、保險：甲方應於乙方聘（僱）期間，依勞工保險條例、全民健康保險法相關規定爲其加
入勞保及全民健保；資格不符加入勞保之規定者，可選擇加入國際技術合作人員
綜合保險，保險費由甲方負擔 65%，乙方負擔 35%。 

            上述乙方負擔之費用，由甲方於發放薪資中代為扣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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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福利： 
    （一）享有勞工安全衛生法令相關規定之保障。 
    （二）請領識別證與汽機車通行證。 
    （三）圖書館、計算機與網路中心及體育場所等公共設施，得依各單位規定使用之。 

      （四）其他經專案簽准之福利事項。 
十四、契約終止： 
     （一）甲方得依所訂之臨時人員工作規則第五條、第六條規定終止契約。 
     （二）乙方欲終止契約時，若無不須預告甲方之情形，應依甲方所訂之臨時人員工作規

則第九條規定提出書面申請，並辦妥離職手續；如未於規定期間提出，致甲方受
有損害者，甲方得依相關法律請求乙方損害賠償。 

十五、業務移交：甲方調整乙方所擔任之工作或本契約終止時，乙方應將其經管之事務及物品辦
理移交。如未辦妥移交，致甲方受有損害者，甲方得依相關法律請求乙方損害
賠償。 

十六、資遣：甲方終止契約時，如依勞動基準法規定應給與資遣費，其金額依勞工退休金條例
之規定計算。 

十七、退休：甲方依勞動基準法及勞工退休金條例相關規定為乙方辦理勞工退休金（外國籍人
士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及相關退休事宜。 

            上述乙方自願提繳勞工退休金之費用，由甲方於發放薪資中代為扣繳。 
十八、專案工作人員年終工作獎金之發給，除委託計畫單位另有規定外，由各用人單位或計畫

主持人自行考核後，得視經費盈餘分級發給，最高不得超過軍公教人員當年度年終工作
獎金之上限。 

十九、本契約如有未盡事宜，依甲方所訂之臨時人員工作規則及校務基金進用專案工作人員實
施要點、勞動基準法、勞工退休金條例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二十、甲乙雙方因本契約發生訴訟時，同意以甲方所在地之管轄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二十一、本契約書一式三份，甲方（人事室）、甲方用人單位及乙方各執一份。 
※附註：1、本契約書需俟計畫簽約完成始生效。 
        2、乙方之前曾因他案與甲方簽訂聘（僱）契約書，其聘期與本契約書聘期重疊時，前

契約書在本契約書生效時同時終止。 
        3、本契約書制式內容係經甲方校務會議通過生效，不得擅自更動；如被更動，該條款

視為無效。 
立契約人 
甲  方：國立成功大學                   乙       方：                         （簽名） 
代表人：校長  賴  明  詔               身分證字號：                                 
                                       （無中華民國身分證者，請填統一證號） 
地  址：台南市大學路一號               戶 籍 地 址：                                 
                                                                                     
甲方用人單位主管簽章：                    聯 絡 電 話：                                 
（或計畫主持人）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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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專業經理人實施要點 
96年 12月 26日 96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通過 
97年 12月 31日 97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8年 09月 30日 98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因應校務發展需要，特依本校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

十條規定，訂定「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專業經理人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專業經理人，係指相關領域具有專長之專業經理人才，並由本校各單位因應其

業務需要，在年度校務基金學雜費收入及五項自籌收入項下 50﹪範圍內，以本校校務基金

管理及監督辦法第三條第二款至第七款收入進用之編制外人員。 

三、專業經理人之任務在於帶領專業團隊，有效運用本校可用資金或資源，在一定時間內創造

盈餘、增加財富收入或提昇經營管理績效。 

四、專業經理人之進用，應將人選提經主管會報及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管理委員會）

審議通過，循行政程序簽奉核准後進用。進用後之人事管理由人事室綜理。 

五、專業經理人以聘用方式進用，以一年一聘為原則。 

專業經理人服務滿一年時，所屬主管應就其工作表現、服務績效及目標達成率等加以考核，

決定是否續聘或晉（減）薪，並循行政程序簽奉核准；至於晉（減）薪級數則視其工作績效

而定。 

六、專業經理人於聘用期間，須接受所屬主管之督導及工作指派，並遵守性別平等

教育相關規定及本校相關規定，如有違反，得隨時予以解聘。  

七、專業經理人應依公平、公開、公正方式進用，其進用資格及薪資支給標準另訂之，並提經

管理委員會及校務會議通過。 

專業經理人能為本校創造盈餘、增加財富收入或提昇經營管理績效者另支給獎金。獎金發給

之原則、額度、發放之時間及方式等相關事宜，由用人單位另訂之，並提經主管會報及管理

委員會通過。 

八、專業經理人之上班時間比照本校編制內職員依政府機關辦公日曆出勤。請假依勞動基準法、

兩性工作平等法及勞工請假規則等規定辦理。 

九、專業經理人於聘用期間，不得在校內外兼職或兼課，如因業務需要須依校內相關規定專案

簽准。 

十、專業經理人於聘期屆滿前自請離職，應於十日前提出書面申請並辦妥離職手續。 

十一、專業經理人應依相關規定參加勞工保險、全民健保及勞工退休金。其勞保、全民健保及

勞工退休準備金應由雇主負擔之費用由各該用人經費來源提撥。 

十二、專業經理人於聘用期間，得依本校有關規定享有下列權益： 

  （一）請領本校識別證與校內汽機車通行證。    

  （二）圖書館、計算機與網路中心及體育場所等公共設施，得依各單位規定使用之。 

  （三）其他經專案簽准之福利事項。 

十三、專業經理人於聘用期間應簽訂契約，契約中明定其聘期、薪資、工作時間、差假、考核、

獎懲、福利、退休、資遣、職業災害補償、到離職等權利義務事項。 

十四、本要點未規定事項，依「國立成功大學臨時人員工作規則」、「勞動基準法」、「勞工

退休金條例」及其他相關法令辦理。 

十五、本要點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及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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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          國立成功大學專業經理人契約書  
                           
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甲方）為應業務需要，以校務基金聘用                  君 
（以下簡稱乙方）為                  (單位)             （職稱），經雙方訂立條款如下： 
一、聘用期間：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契約期滿未續約者，當然終止契約，如須提前終止契約悉依勞動基準法及有關規定辦理。 
二、工作內容：  
三、工作場所：由甲方視業務需要指定之，必要時並得派往甲方所在地以外之其他地點工作，
乙  
    方不得異議。                                                   
四、工作報酬：新台幣            元，自報到日起支，離職日停支。能為本校創造盈餘、增

加財富收入或提昇經營管理績效者另支給獎金，並依據甲方所訂標準發給。 
五、經費來源：  
六、工作時間： 
（一）乙方工作時間比照甲方編制內職員依政府機關辦公日曆出勤。甲方得視業務需要經甲、

乙雙方協商同意後，採輪班或調整每日上下班時間。 
（二）甲方因業務需要得徵求乙方同意延長工作時間或休假日須照常工作。延長工作時間以補

休 為原則，如因業務需要擬改發加班費，須簽奉校長核准，加班費標準依勞動基準法
之相關規定辦理。  

七、差假規定：乙方之請假依勞動基準法、性別工作平等法及勞工請假規則等規定辦理。經指
派出差者，得比照甲方編制內之相當職級人員請領差旅費。 

八、考核及獎懲：乙方於服務滿一年時，應由其所屬主管加以考核，決定是否續聘或晉（減）
薪，其晉（減）薪級數視其工作績效而定；所屬主管並得參照甲方相關規定辦理乙方之獎
懲。  

九、保險：甲方應於乙方聘用期間，依「勞工保險條例」、「全民健康保險法」相關規定爲其加
入勞保及全民健保；資格不符加入勞保之規定者，可選擇加入國際技術合作人員綜合保險，
保險費由甲方負擔 65%，乙方負擔 35%。 

十、資遣：甲方終止勞動契約時，如依勞動基準法規定應給與資遣費，其金額依勞工退休金條
例之規定計算。 

十一、退休： 
（一）甲方應於乙方聘用期間，依「勞工退休金條例」之規定爲其加入勞工退休金；資格不

符加入勞工退休金之規定者，由甲方依「國立成功大學聘僱人員離職儲金給與要點」
之規定為其加入離職儲金。 

（二）乙方依勞動基準法規定，被強制退休或自請退休時，應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相關規
定領取退休金；參加離職儲金者，於離職時由甲方依規定發給其離職儲金。 

十二、到職及離職：乙方應於起聘日報到，並依規定辦妥到職手續後始可支薪；離職時，應辦
妥離職手續後始得領取離職證明。 

十三、職業災害及普通傷病補助：  
甲方應依「勞動基準法」、「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勞工保險條例」、「就業保險法」及

相 
關規定辦理。 

十四、福利： 
    （一）享有勞工安全衛生法令相關規定之保障。 
    （二）依甲方之規定使用各項公共設施。 
    （三）其他經專案簽准之福利事項。 
十五、服務義務與紀律： 
  （一）遵守政府之相關法令及甲方之工作指派、管理規定，不得為圖私利，而有犧牲或損

害甲方利益之行為。  
   （二）愛護公物，遵守工作秩序，維護工作場所安全，保守職務上之機密。 
  （三）不得利用職務圖利自己或他人，並不得接受不正當之利益、餽贈或報酬。 
  （四）不得有其他行為不檢，或足以損害甲方聲譽之行為。 
  （五）乙方非經本校書面同意不得在校內外兼職或兼課。 

（六）遵守性別平等教育相關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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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方如違反（一）至（六）款，致甲方利益受有損害，乙方應負損害賠償之責並負法律責
任。 

十六、契約終止： 
  （一）甲方於計畫執行期限內如因故計畫中止或乙方對於甲方指定之工作不能勝任，甲方

得終止契約，但應依「勞動基準法」規定之期間以書面預告乙方。 
  （二）乙方請假超過規定之日數或有違反第十五點規定之情事者，甲方得終止契約。 
  （三）乙方欲終止契約時，若無不須預告甲方之情形，應於十日前提出書面申請並辦妥離職

手續；如未於規定期間提出，致甲方受有損害者，甲方得依相關法律請求乙方損害賠
償。 

十七、甲方調整乙方所擔任之工作或本契約終止時，乙方應將其經管之事務及物品辦理移交。 
十八、本契約未規定事項，依「國立成功大學臨時人員工作規則」、「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進

用專業經理人實施要點」、「勞動基準法」、「勞工退休金條例」及其他相關法令辦理。 
十九、甲乙雙方因本契約發生爭訟時，同意以台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二十、本契約書一式三份，甲方（人事室）、甲方用人單位及乙方各執一份。 
 
※附註：1、本契約書需俟用人案核定或計畫簽約完成始生效。 

2、乙方之前曾因他案與本校簽訂聘用契約書，其聘期與本契約書聘期重疊時，前契
約書在本契約書生效時同時終止。 

        3、本契約書制式內容係經甲方校務會議通過生效，不得擅自更動；如被更動，該條款
視為無效。 

立契約人 
甲  方：國立成功大學                   乙       方：（簽名）                      
代表人：校長  賴  明  詔              身分證字號：  
 
地  址：台南市大學路一號               戶 籍 地 址： 
                
甲方用人單位主管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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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 98 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延會紀錄 

時間：98年 10月 7日（星期三）上午九時 

地點：光復校區國際會議廳第二演講室 

出席：如附件 1 p 5 

主席：賴校長明詔                            記錄：江芬芬 

壹、報告事項： 

主席報告： 

謝謝各位代表在臨時通知的情況下來參加開會。 

校務會議是學校校務發展最重大的會議，也是老師表達意見的良好管道，因

而我們必須去思考改進，如何提高出席率加強議事效能。 

貳、討論事項：  

第十案  提案單位：財務處  

案由：研擬「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投資要點」(草案) (如議程附件 23 )，

提請  討論。 

說明： 

ㄧ、根據「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第十條(如議程附件 24)與「國

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二十三條 (如議程附件 25 )

之規定，訂定「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投資要點」。 

二、為能有效管理與監督本校校務基金投資績效，特訂定本要點，並經本校

98學年度第 1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98.9.1)通過。 

擬辦：討論通過，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決議：未獲與會代表共識，請財務處重新研議再提會討論。 

第十一案  提案單位：財務處  

案由：研擬「國立成功大學投資諮詢委員會設置要點」(草案)  (如議程附件

26)，提請  討論。 

說明： 

ㄧ、依「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第十條、「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

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二十三條與「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投資要點」

(草案)第四條規定，設立「國立成功大學投資諮詢委員會設置要點」。 

二、為提供本校財務處管理校務基金之諮詢相關投資建議，特訂定本要點，

並經本校 98學年度第 1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98.9.1)通過。 

擬辦：討論通過，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決議：同第十案，請財務處重新研議再提會討論。 

98-1 延會校務會議(98.10.07)紀錄-1-



 2 

第十二案                               提案單位：財務處 

案由：研擬「國立成功大學財務處專業經理人考核要點」(草案) (如議程附

件 27），提請  討論。 

說明： 

ㄧ、本案根據「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專業經理人實施要點」第六條及

第七條(如議程附件 28)，研擬財務處專業經理人之獎懲任免事宜。 

二、為順利推動本校財務處理財運作，聘請專業經理人所需之相關細節規

定，特擬定本要點，並經本校 98學年度第 1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98.9.1)通過。 

擬辦：討論通過，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決議：同第十案，請財務處重新研議再提會討論。 

第十三案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擬修訂「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 13、15條條文（詳

議程附件 29），提請  討論。 

說明： 

ㄧ、本案業經 98年 9月 1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98學年度第 1次會議討論

通過。 

二、依據 97學年度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第 1、2、3次會議（97.11.24、

98.03.17、98.05.21）決議辦理，重新檢修本辦法中關於建教合作收支

管理之相關條文，使意義更明確。經再檢討結果：第 13條第 2項條文

所稱「另訂辦法」與第 15條第 3項條文所稱「建教合作收入收支管理

要點」，實指同一要點，即已訂定之「國立成功大學建教合作計畫實施

要點」。因此，擬將兩者合併於第 13條第 2項條文中，並將該要點之修

法程序納入，同時刪除第 15條第 3項條文。 

三、另為符合計畫管理之精神，奉  校長指示重新檢討計畫節餘款分配方

式，並於計算節餘款分配時將計畫經費支用情形納入考量，因此，擬

修訂「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 15條關於節餘款分

配之條文。 

四、檢附「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議程附件 25）及「國

立成功大學建教合作計畫實施要點」（議程附件 30）各乙份，供參考。 

擬辦： 

一、經校務會議討論通過後，請秘書室協助辦理「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管

理及監督辦法」報部事宜。 

二、經校務會議討論通過後，第 15條中由研發處訂定之節餘款分配辦法，

將另擬案依程序提請相關會議討論通過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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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修正通過「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 13、15條條

文修正案（附件 2 p 6）。 

第十四案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研修本校「內部評鑑實行辦法」 如議附件 31，請討論。 

說明： 

ㄧ、依據 98年 6月 22日教育部台秘企第 0980100832 號函，詳見議程附件

32。研提修正本校內部評鑑實行辦法之週期延長、項目整併及其他相關

事宜。 

二、為鼓勵受評系所積極參與，提升本校辦學績效，97.11.19第 665主管

會報通過本校「系所評鑑考核獎勵改善要點」如議程附件 33，及評鑑

流程如議程附件 34，請參酌。 

三、本案業經 98年 8月 26日、9月 9日主管會報及 9月 16日校務發展委

員會討論修訂。 

擬辦：討論通過後實施。 

決議：修正通過本校「內部評鑑實行辦法」修正案（附件 3 p 8）。 

第十五案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教師校外兼課、兼職處理要點」，修正草案對照

表如議程附件 35，提請  討論。 

說明： 

ㄧ、教育部於 98年 6月 17日修正發布「公立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兼職處理原

則」（如議程附件 36），爰配合修訂。 

二、本案業提經本校 98年 9月 9日第 678次主管會報審議通過。 

三、本次修正重點如下： 

（一）教師兼職機關（構）範圍增列非以營利為目的之國際性學術或專業

團體。 

（二）修正教師得兼任國營事業或公司之外部董事、獨立董事、外部監察

人、具獨立職能監察人等職務。 

（三）增訂教師兼職個數除情形特殊經簽奉校長核准者外，以不超過三個

為限（不含當然兼職）。 

（四）增訂兼任行政職務之教師，除當然兼職外，兼任公民營事業機構、

財團法人之董、監事或其他重要職務，合計以不超過二個為限，且

兼職總數以不超過三個為限。 

（五）放寬教師（含兼行政職務者）兼職費之支給個數及支給上限不受限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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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增訂教師如為生技新藥技術之主要提供者，得依生技新藥產業發展

條例規定至該生技新藥公司兼職，但該公司以透過本校技轉育成中

心辦理技術移轉之公司為限。 

（七）明列教師兼職不予核准之情形。 

（八）明訂教師兼職之評估檢討程序。 

四、檢附現行「國立成功大學教師校外兼課、兼職處理要點」乙份（如議

程附件 37），請  參閱。 

擬辦：通過後實施。 

決議： 

一、修正通過本校「國立成功大學教師校外兼課、兼職處理要點」修正案

（附件 4 p 11）。 

二、請人事室依本案修正本校「教職員校外兼職簽辦表」及「教職員校外

兼課簽辦表」。 

伍、臨時動議：無 

陸、散會：12時 1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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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國立成功大學 98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延會出(列)席名單 

時間：98年 10月 07日上午 9時 

地點：光復校區國際會議廳第二演講室 

出席：賴明詔 黃煌煇 湯銘哲(黃吉川代) 徐畢卿 陳景文(王嘉麟代) 

   馮達旋(黃榮俊代)  蘇慧貞（黃正弘代）李偉賢 王偉勇 廖美玉 

王健文（蔡幸娟代） 劉梅琴 傅永貴 何文峰 向克強 孫亦文 

林慶偉 郭宗枋 陳虹樺 陳宗嶽 吳文騰（蘇芳慶代） 李森墉  

陳進成  陳貞夙 蔡長泰 陳顯禎  趙隆山  楊澤民 黃正能 

尤瑞哲  王博鴻 黃啟鐘 劉大綱 曾永華（吳宗憲代） 林志隆 

簡仁宗 林峰田（劉說芳代） 劉說芳 張有恆 廖俊雄 蔡燿全 

陳正忠 潘浙楠 楊明宗  

  

列席：邱正仁 楊瑞珍 謝文真 李丁進（石金鳳代） 謝錫堃（林煇煌代） 

張丁財 王偉勇 林仁輝（陳顯禎代） 楊惠郎 顏鴻森（張幸真代） 

楊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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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修訂條文對照表 

 

新修訂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三條 

第三條第四款之建教合作收

入，應衡量使用學校資源情

形，適當提列行政管理費。 

政府機關及公民營機構委託之

專題研究計畫，應按計畫經費

總金額編列至少 17%管理費；但

政府機關另訂有管理費標準

者，不在此限。服務性試驗、

調查及人員交流訓練案之管理

費編列比率，及建教合作收支

管理之規定由研究發展處訂定

辦法規範，經校務基金管理委

員會會議及行政會議通過，報

教育部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特殊案件之管理費經校長核准

者，標準得降低之。 

 

 

 

第十三條 

第三條第四款之建教合作收

入，應衡量使用學校資源情

形，適當提列行政管理費。 

政府機關及公民營機構委託之

專題研究計畫，應按計畫經費

總金額編列至少 17%管理費；但

政府機關另訂有管理費標準

者，不在此限。服務性試驗、

調查及人員交流訓練案之管理

費編列比率，由研究發展處另

訂辦法規範，經管理委員會審

議通過，送行政會議核備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特殊案件之管理費經校長核准

者，標準得降低之。 

 

 

 
 
 
 
 
 
 
 

1.第 13條第 2項

條文所稱「另訂

辦法」與第 15

條第 3項所稱

「建教合作收

入收支管理要

點」，實指同一

要點，即已訂之

「國立成功大

學建教合作計

畫實施要點」。 

2.其中第13條第2

項所指服務性

試驗、調查及人

員交流訓練案

之管理費編列

比率已明訂於

「國立成功大

學建教合作計

畫實施要點」。

第 6點第 1項第

2、3款中。 

3.第 15條第 3項

所稱建教合作

收入收支管理

之相關規定，已

訂於「國立成功

大學建教合作

計畫實施要點」

第 7、8、9點中。 

因此，擬將第 15

條第 3項條文合併

於第 13條第 2項

條文中。並將該要

點之修法程序納

入，同時刪除第 15

條第 3項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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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修訂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五條 

各建教合作計畫案結案後之節

餘款，已依委辦機關或校內規

定提撥管理費，其節餘款金額

在新台幣 10,000元以下者，歸

校方統籌運用；超過 10,000元

者視計畫經費支用情形，其節

餘款分配之辦法，由研究發展

處訂定之，經管理委員會及校

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經校長核准調降管理費標準之

計畫案，於執行結束有節餘款

時，應先補足原規定標準之管

理費後，再依前項規定分配之。 

 

補提之管理費依前條第三項之

方式分配予學校、學院及總中

心、系所及研究中心。 

 

 

 

 

 

 

 

第十五條 

各建教合作計畫案執行結案後

之節餘款，凡已提足 17%以上之

管理費者由計畫主持人依規定

運用；未提足 17%者，則於依規

定方式補足差額後之節餘款運

用之。 

 

 

 

 

 

 

 

 

補提之管理費依前條第三項之

方式分配予學校、學院及總中

心、系所及研究中心。 

 

研究發展處應訂定建教合作收

入收支管理要點，經管理委員

會審議通過，送行政會議核備

後，報教育部備查。 
 

1. 新擬節餘款分配精

神係以考量計畫經

費支用情形為主，因

此建請修訂本條文

內容，使符合該精

神。 

2. 依據 98.05.21校務

基金管理委員會 97

學年度第 3 次會議

決議：將節餘款分配

之下限修訂為 1萬

元。 

3. 本條款若經會議修

訂通過，由研發處另

訂之節餘款分配辦

法，將另擬案依程序

提請討論。 

 

 

 

 

 

第 15條第 3項條文已

合併於第 13條第 2項

條文中。 

故擬刪除第 15條第 3

項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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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國立成功大學內部評鑑實行辦法條文對照表 

新修訂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為配合大學法第五條有關大學

評鑑之規定，及教育部大學教

育評鑑計畫，建立一完善之內

部評鑑制度，協助院系所之發

展，以增進辦學績效，並作為

經費補助或獎勵之參考，提升

教育品質，進而達成教育目

標，特訂定本校內部評鑑實行

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一條 

為配合大學法第五條有關大

學評鑑之規定，及教育部大學

教育評鑑計畫，建立一完善之

內部評鑑制度，協助院系所之

發展，以增進辦學績效，並作

為經費補助或獎勵之參考，提

升教育品質，進而達成教育目

標，特訂定本校內部評鑑實行

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不修訂 

第二條 

本校內部評鑑工作分為兩個層

次，分設委員會，依次執行：

第一層為系所評鑑委員會，第

二層為校務評鑑委員會。評鑑

項目，包括：教學、研究、服

務、輔導、校務行政及學生參

與等。 

 

第二條 

本校內部評鑑工作分為三個

層次，各層次分設委員會，依

次執行：第一層次為系所評鑑

委員會，第二層次為各一級單

位評鑑委員會，第三層次為校

評鑑委員會。各層次之評鑑項

目，包括：教學、研究、服務、

輔導、校務行政及學生參與

等。 

 

98年 6月 22日教

育 部 台 秘 企 第

0980100832 號函

示教育部辦理大

專院校通案性評

鑑，共四項 1.技

專校院校務與系

所評鑑合併，5年

一週期 2.公私立

大學校院校務評

鑑，6年一週期 3.

大學校院系所評

鑑，5年一週期 4.

醫學系與護理系

評鑑，5-7年一週

期。 

第 1項屬技專院

校系統，第 4項為

醫護專業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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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 

校務評鑑委員會，由副校長兼

召集人，一級行政主管、各學

院院長為當然委員，另由校長

聘請校內外相關人士若干人組

成委員會。審議校務評鑑報

告，並於教育部來校實地訪評

前 3個月完成校務評鑑作業。

本校每 6年定期實行評鑑。 

除配合教育部 6年期「校務評

鑑」計畫外，應於期中再辦理

評鑑一次。但表現優良，副校

長得視其績效予以「免評」。 

被評鑑為「表現較弱」項目，

由校務評鑑委員會與相關單

位、學院，進行檢討追蹤，並

限期改善。 

 

第三條 

校評鑑委員會，由副校長（兼

召集人）、主任秘書、教務長、

學務長、總務長、研發長、圖

書館館長、會計室主任、人事

室主任、計算機與網路中心主

任、研究總中心主任、通識教

育中心主任及各學院院長為

當然委員，另由校長聘請校內

外相關人士若干人為委員組

成。審議各一級單位之評鑑結

果。校評鑑委員會除對各一級

單位作外部評鑑外，同時對校

本身作自我評鑑。本校每四年

定期實行評鑑。 

 

一、校評鑑委員會

為一級單位

行政主管及

院長不再逐

一列出。 

二、評鑑期限由 4

年調動為 6

年。並增列改

善追查條文。 

三、校務評鑑期限

除配合教育

部評鑑外，再

增列期間 1

次。 

四、教育部將於

100學年度實施

第二期大學校院

校務評鑑。  

第四條 

（併入第三條） 

 

 

第四條 

各一級單位評鑑委員會，由各

該一級單位主管（兼召集人）

為當然委員，其評鑑委員會組

成暨實行辦法由各單位另定

之。各學院評鑑委員會除對所

屬系所作外部評鑑外，同時對

學院本身作自我評鑑。各一級

單位每四年定期實行評鑑，並

將評鑑結果送校評鑑委員會

審議。 

 

依 93年台灣評鑑

協會校務評鑑包

含行政類及專業

領域（學院）。故

此項併入第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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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各系所評鑑委員會，由各學院

院長兼召集人邀集校內外相關

人士若干人組成委員會，審議

系所評鑑報告，並於教育部來

校實地訪評前 6個月完成系所

評鑑作業。 

除配合教育部 5年期「系所評

鑑」計畫外，系所應於期中再

辦理評鑑一次。但表現優良系

所，院長得視其績效予以「免

評」。 

被教育部評鑑為「不通過」或

「待觀察」之系所，由系所評

鑑委員會與系所進行檢討追

蹤，並限期改善。  

工程認證（IEET）、國際商管教

育認證（AACSB），醫護評鑑及

單科學門評鑑視同系所評鑑。 

 

第五條 

各系所自行組成評鑑委員

會，由系（所）主任（兼召集

人）為當然委員，其評鑑委員

會組成暨實行辦法由各系所

另定之。各系所每二年定期實

行自我評鑑，並將評鑑結果送

院評鑑委員會審議。 

 

一、條次更動。 

二、系所評鑑由院

長擔任召集

人。 

三、系所評鑑期限

除配合教育

部系所評鑑

外，再增列期

中自辦 1次。 

四、本校自 94年

度自行辦理

之「系所內部

評鑑」已將通

過工程認證

IEET、國際

商管教育認

證

AACSB 、醫

護評鑑及單

科學門評鑑

「認可」免除

評鑑。 

第五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第六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條次更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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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本校教師校外兼課、兼職處理要點」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要 點 現 行 要 點 說 明 

 一、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

本校）為使教師專心教學及

研究，並配合國家科技發

展，落實產學合作，依據教

育人員任用條例及有關法

令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本校教師校外兼課，應於每年

八月三十一日或一月三十一日

前，簽報系（所）主管及院長

慎重審核並陳奉校長同意後始

可兼課。 

二、本校教師在日間部、進修

學士班及校外兼課超支鐘

點者，須依本校『教師授

課鐘點原則及超授鐘點

費、論文指導費計支要點』

規定，每學期以八鐘點為

限。但在校外日、夜間兼

課時數每學期合計仍不得

超過四個鐘點。兼課教

師，應於每年八月三十一

日或一月三十一日前，簽

報系、所主管及院長慎重

審核並陳奉校長同意後始

可兼課。 

將本條文前段文字改列為

第三條條文，以資明確。 

三、教師在校外日、夜間兼課時數

每週合計不得超過四小時。惟

教師在校外日間部兼課時數與

在本校日間部超出基本授課之

時數併計後，如超過本校「教

師授課鐘點原則及超授鐘點

費、論文指導費計支要點」規

定上限之時數時，超過之時數

不得支領超授鐘點費。 

 一、本條文新增。 

二、將第二條前段文字改

列至本條，並依本校

『教師授課鐘點原則

及超授鐘點費、論文

指導費計支要點』第 5

點規定修正。 

四、為免影響教師在本校教學及研

究工作，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

得在校外兼課。但情形特殊經簽

奉校長核准者，不在此限。 

(一)初聘兩年內者。 

(二)兼行政職務者。 

(三)前學年在校內未達基本授課

時數者。 

三、為免影響教師在本校教學

及研究工作，有下列各項

之一者，不得在校外兼課： 

1、初聘兩年內者。 

2、兼行政職務者。 

3、前學年在校內未達基本

授課時數者。 

如因情況特殊經簽奉校長

核准者不在此限。 

條次變更及文字調整。 

五、教師在本校以外之機關（構）

兼職，除兼任行政職務之教師

其兼職範圍應另依公務員服務

法之規定辦理外，悉依本要點

之規定辦理。 

四、教師在服務學校以外之機

關（構）兼職，除兼任行

政職務之教師應依公務員

服務法之規定辦理外，依

本要點之規定。 

一、條次變更。 

二、因兼任行政職務之教

師之兼職範圍須另依

公務員服務法規定辦

理，爰增訂相關文字

以資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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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要 點 現 行 要 點 說 明 

六、教師兼職機關（構）之範圍如

下： 

（一）政府機關（構）、公立學校

及已立案之私立學校。 

（二）行政法人。 

（三）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或

團體： 

1、公營、私營或公私合營之

事業。 

2、合於民法總則公益社團及

財團之組織。 

3、依其他法規向主管機關登

記或立案成立之事業或團

體。 

4、國際性學術或專業組織。 

（四）與學校建立產學合作關係

或政府、學校持有其股份

之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 

兼任行政職務之教師至私人

公司兼職者，僅得代表學校官

股兼任私人公司之外部董

事、外部監察人職務，並以「國

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

例」第七條之一所規定之投資

與校務或研究相關之公司與

企業為限。 

五、教師兼職機關（構）之範

圍如下： 

（一）政府機關（構）、公

立學校及已立案之私

立學校。 

（二）行政法人。 

（三）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

業或團體： 

1、公營、私營或公私合

營之事業。 

2、合於民法總則公益社

團及財團之組織。 

3、依其他法規向主管機

關登記或立案成立之

事業或團體。 

（四）與學校建立產學合作

關係或政府、學校持

有其股份之營利事業

機構或團體。 

惟兼任行政職務之教師，

僅得代表學校官股兼任私

人公司之董事、監察人職

務，並以「國立大學校院

校務基金設置條例」第七

條之一所規定之投資與校

務或研究相關之公司與企

業為限。 

一、條次變更。 

二、依據「公立各級學校

專任教師兼職處理原

則」第三點規定新增

第一項第三款第四

目。 

三、有關「國際性學術或

專業組織」之定義範

圍主要為非營利事業

或團體、國際性、學

術或專業之組織，例

如：國際性學會、國

際性醫護組織。 

四、本條除「國際性學術

或專業組織」屬國際

性單位外，其餘兼職

範圍，皆限定為國內

機關（構）。 

五、將第一項第四款改列

為第二項，以區別兼

任行政職務教師之兼

職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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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要 點 現 行 要 點 說 明 

七、教師至前點所定兼職機關（構）

兼任之職務，以與教學或研究

專長領域相關者為限，且不得

兼任下列職務： 

（一）非代表官股之營利事業機

構或團體董事長、董事、

監察人、負責人、經理人

等職務。但有以下情形者

不在此限： 

1.擔任國營事業、與學校建

立產學合作關係或學校持

有其股份之已上市（櫃）

公司或經股東會決議規劃

申請上市（櫃）之未上市

（櫃）公開發行公司之外

部董事、獨立董事、外部

監察人、具獨立職能監察

人。 

2.教師如經本校技轉育成中

心辦理技術移轉至生技新

藥公司，且經該中心認定

為生技新藥技術之主要提

供者，得依生技新藥產業

發展條例第十條規定持有

該生技新藥公司創立時百

分之十以上之股權，並得

擔任創辦人、董事或科技

諮詢委員。 

（二）律師、會計師、建築師、

技師等專業法律規範之職

務。 

（三）私立學校之董事長及編制

內行政職務。 

已有前項情形者，於應聘前應

結束其業務，如有未照規定辦

理者，得改聘為兼任教師。 

六、教師至第五點所定兼職機

關（構）兼任之職務，以

與教學或研究專長領域相

關者為限，且不得兼任下

列職務： 

（一）非代表官股之營利事

業機構或團體董事

長、董事、監察人、

負責人、經理人等職

務。非兼任行政職務

教師擔任國營事業、

與學校建立產學合作

關係或學校持有其股

份之已上市（櫃）公

司或經股東會決議規

劃申請上市（櫃）之

未上市（櫃）公開發

行公司之外部、獨立

董事、監察人，不在

此限。 

（二）律師、會計師、建築

師、技師等專業法律

規範之職務。 

（三）私立學校之董事長及

編制內行政職務。 

已有前項情形者，於應聘

前應結束其業務，如有未

照規定辦理者，得改聘為

兼任教師。 

一、條次變更，並酌作文字

修正。 

二、依據「公立各級學校專

任教師兼職處理原則」

第四點規定，修正為外

部董事、獨立董事、外

部監察人及具獨立職

能監察人。 

三、依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

例第十條規定：「新創

之生技新藥公司，其主

要技術提供者為政府

研究機構研究人員

時，該研究人員經其任

職機構同意，得持有公

司創立時百分之十以

上之股權，並得擔任創

辦人、董事或科技諮詢

委員。前項研究機構及

研究人員，由行政院會

同考試院認定之。」行

政院及考試院已會銜

訂定並發布「生技新藥

相關政府研究機構及

研究人員認定原則」 

，該原則所稱之研究機

構含本校，且依該原則

認定研究人員係指現

任職於附表所列研究

機構，並具備下列條件

之一之公務員： 

(一)持有新創生技新藥

公司研發製造使用

於人類或動物用新

藥之主要技術者。 

(二)持有新創生技新藥

公司研發製造、植入

或置入人體內屬第

三等級高風險醫療

器材之主要技術者。 

並由本校技轉育成中

心協助認定兼職教師

是否符合上開認定原

則所稱之研究人員，

以玆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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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要 點 現 行 要 點 說 明 

八、教師兼職不得影響本職工作，

且須符合校內基本授課時數及

工作要求，並事先以書面報經

學校核准，始可兼職。 

教師申請至第六點第一項第

四款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兼

職者，須另經系（所）教師評

審委員會議通過，並經所屬學

院評估同意後，陳報校長核

准，方得前往兼職。 

前項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是

否與本校具有產學合作關

係，由本校研究總中心認定

之。 

 

 

七、教師兼職不得影響本職工

作，且須符合校內基本授

課時數及工作要求，並事

先以書面報經學校核准。 

教師兼任職務以執行經常

性業務為主者，其兼職時

數每週合計不得超過八小

時。 

另教師申請至營利事業機

構或團體兼職者須經系、

所教師評審委員會議通

過，並經所屬學院評估同

意後，陳報校長核准方得

前往兼職。 

 教師兼職有「公立各級學

校專任教師兼職處理原

則」第九點第一項各款情

形之一者，應不予核准或

於兼職期間廢止其核准。 

教師之兼職應每年定期進

行評估檢討，作為是否同

意教師繼續兼職之依據。 

一、條次變更。 

二、第一項酌作文字修正。 

三、擬以本條文明定兼職

申請程序，爰將第

二、四、五項規定分

別改列為第九、十三

條條文，以資明確。 

四、增訂第三項營利事業

機構或團體是否與本

校具有產學合作關係

之認定由本校研究總

中心為之，以資明確。 

五、為保障本校及教師之

權益，爰明訂教師兼

職之生技新藥公司以

透過本校技轉育成中

心辦理技術移轉之公

司為限。 

九、教師兼任職務以執行經常性業

務為主者，其兼職時數每週合

計不得超過八小時。 

 一、本條文新增。 

二、將第七條第二項文字

改列至本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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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要 點 現 行 要 點 說 明 

十、教師（含兼任行政職務者）之

兼職數目，除特殊情形經簽奉校

長核准者外，以不超過三個為

限。但依法規（含章程）所明定

之當然兼職不計入。 

另兼任行政職務之教師兼任

公、民營事業機構董、監事之職

務，合計以不超過兩個為限，且

不計入前項兼職數目總數。 

 一、本條文新增。 

二、依「公立各級學校專

任教師兼職處理原

則」第七點規定，教

師兼職數目，除主管

教育行政機關另有規

定外，由各級學校自

訂。因教育部並未另

訂規範，為避免教師

兼職過多，影響本職

教學及研究工作，爰

參考本校教師平均兼

職個數為 1.19個，個

人兼職個數最多為 3

個（以 98年 8月兼職

資料統計），訂定教師

兼職個數（不含當然

兼職）以不超過 3 個

為限。 

三、因兼任行政職務之教

師之兼職範圍須另依

公務員服務法規定辦

理，爰將行政院訂頒

之「公務人員兼任政

府投資或轉投資民營

事業機構、捐（補）

助財團法人及社團法

人董、監事職務規定」

中，有關兼任董、監

事職務之兼職個數增

訂為第十二條第二

項，以資明確。 

98-1 延會校務會議(98.10.07)紀錄-15-



 16 

修 正 要 點 現 行 要 點 說 明 

十一、教師依第六點第一項第四款

至與學校建立產學合作關係

之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兼

職，期間超過半年者，學校應

與教師兼職機構訂定合作契

約，約定收取學術回饋金納入

校務基金運用。學術回饋金每

月不得低於兼職教師於學校

支領月薪之十二分之一。學術

回饋金校內分配比例為：校方

59﹪、兼職教師所屬院 6﹪、

系所 35﹪。 

學術回饋金由兼職教師所屬

系（所）依個案與兼職營利事

業機構或團體協商後，循行政

程序經校長核定後，由系（所）

辦理學校與營利事業機構或

團體簽約事宜。 

學術回饋金以現金為原則，若

以股票作為學術回饋金，股票

屬上市上櫃公司者，其股票價

格依市價認列；惟非屬上市上

櫃公司者，其股票價格則以該

公司票面金額認列，惟淨值低

於票面金額時以淨值認列。 

八、教師依第五點第四款至與

學校建立產學合作關係之

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兼

職，期間超過半年者，學

校應與教師兼職機構訂定

合作契約，約定收取學術

回饋金納入校務基金運

用。學術回饋金每月不得

低於兼職教師於學校支領

月薪之十二分之一。學術

回饋金校內分配比例為：

校方 59﹪、兼職教師所屬

院 6﹪、系所 35﹪。 

    學術回饋金由兼職教師所

屬系、所依個案與兼職營

利事業機構或團體協商

後，循行政程序經校長核

定後，由系、所辦理學校

與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簽

約事宜。 

學術回饋金以現金為原

則，若以股票作為學術回

饋金，股票屬上市上櫃公

司者，其股票價格依市價

認列；惟非屬上市上櫃公

司者，其股票價格則以該

公司票面金額認列，惟淨

值低於票面金額時以淨值

認列。 

條次變更並酌作文字修

正。 

十二、兼職工作中如涉及本校研究

發展成果之使用授權或技術

移轉者，須依「國立成功大學

研究發展成果管理辦法」及相

關規定辦理。 

惟本校分配所得之權益收入

每月不得低於兼職者於本校

支領月薪之十二分之一。 

九、兼職工作中如涉及本校研

究發展成果之使用授權或

技術移轉者，須依「國立

成功大學研究發展成果管

理辦法」及相關規定辦理。 

惟本校分配所得之權益

收入每月不得低於兼職

者於本校支領月薪之十

二分之一。 

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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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要 點 現 行 要 點 說 明 

 十、兼任行政職務之教師兼職

費之支給依軍公教人員兼

職費及講座鐘點費支給規

定，基於法令規定有數個

兼職者，以支領二個兼職

費為限，支領一個兼職費

每月不超過新台幣八千

元，支領二個兼職費每月

支領總額不得超過新台幣

一萬六千元。 

未兼任行政職務之教師

兼職費，免受「軍公教人

員兼職費及講座鐘點費

支給規定」支給個數及支

給上限規定之限制，但月

支數額最高不得超過教

授最高年功俸及學術研

究費二項合計數。 

以上兼職費除採電連存

帳方式支付另函知學校

者外，一律經由學校轉

發。 

一、本條文刪除。 

二、依「公立各級學校專

任教師兼職處理原

則」第六點規定，專

科以上學校教師（含

兼任行政職務者）兼

職費支給個數及支給

上限不受軍公教人員

兼職費及講座鐘點費

支給規定之限制，爰

刪除本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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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要 點 現 行 要 點 說 明 

十三、教師兼職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本校依規定不予核准或

於兼職期間廢止其核准： 

(一)與本職工作性質不相容。 

(二)教師評量未通過者。 

(三)對本職工作有不良影響

之虞。 

(四)有損學校或教師形象之

虞。 

(五)有洩漏公務機密之虞。 

(六)有營私舞弊之虞。 

(七)有職務上不當利益輸送

之虞。 

(八)有支用公款或不當利用

學校公物之虞。 

(九)有違反教育中立之虞。 

(十)有危害教師安全或健康

之虞。 

教師如已核准之兼職期間超過

一年者，於每學年結束時應進

行評估檢討，其程序由人事室

將兼職教師名冊函送各單位，

請教師自評後送系（所）主管

初評、院長複評，並經校長核

定；評估結果作為本校是否同

意教師繼續兼職之依據（評估

表如附表）。 

 一、本條文新增。 

二、將第七條第四、五項

文字改列至本條，並

將「公立各級學校專

任教師兼職處理原

則」第九點第一項應

不核准或廢止兼職之

原因逐一明列，以茲

明確。 

二、依「公立各級學校專

任教師兼職處理原

則」第九點第二項規

定，明確訂定教師已

核准之兼職期間超過

一年者，其兼職應每

年評估檢討，並明訂

其程序。 

十四、未經同意在校外兼課、兼職

者，應提三級教師評審委員

會審議處理，並列入學年度

辦理續聘、年功（資）加俸

（薪）、升等及教師評量之參

考。 

十一、未經同意在校外兼課、

兼職者，應提三級教師

評審委員會處理，併列

入學年度辦理續聘、年

功（資）加俸（薪）及

升等之參考。 

 

一、條次變更。 

二、增訂未經同意在外兼

課兼職者，列入教師

評量之參考規定。 

十五、本要點未規定事項，悉依其

他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二、本要點未規定事項，悉

依其他有關法令規定辦

理。 

條次變更。 

十六、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十三、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

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條次變更，並酌作文字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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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教師校外兼課、兼職處理要點 

65 年 6 月 7日第 50 次行政會議通過 
91 年 11 月 13 日第 146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3 年 12 月 8日 93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5 年 6 月 21日 94 學年度第 5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8年 10月 7日 98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延會修正通過 

一、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使教師專心教學及研究，並配合國家科技發展，落實產
學合作，依據教育人員任用條例及有關法令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本校教師校外兼課，應於每年八月三十一日或一月三十一日前，簽報系（所）主管及院長
慎重審核並陳奉校長同意後始可兼課。 

三、教師在校外日、夜間兼課時數每週合計不得超過四小時。惟教師在校外日間部兼課時數與
在本校日間部超出基本授課之時數併計後，如超過本校「教師授課鐘點原則及超授鐘點費、
論文指導費計支要點」規定上限之時數時，超過之時數不得支領超授鐘點費。 

四、為免影響教師在本校教學及研究工作，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在校外兼課。但情形特殊
經簽奉校長核准者，不在此限。 
（一）初聘兩年內者。 
（二）兼行政職務者。 
（三）前學年在校內未達基本授課時數者。 

五、教師在本校以外之機關（構）兼職，除兼任行政職務之教師其兼職範圍應另依公務員服務
法之規定辦理外，悉依本要點之規定辦理。 

六、教師兼職機關（構）之範圍如下： 
（一）政府機關（構）、公立學校及已立案之私立學校。 
（二）行政法人。 
（三）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或團體： 

1.公營、私營或公私合營之事業。 
2.合於民法總則公益社團及財團之組織。 
3.依其他法規向主管機關登記或立案成立之事業或團體。 
4.國際性學術或專業組織。 

（四）與學校建立產學合作關係或政府、學校持有其股份之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 
兼任行政職務之教師至私人公司兼職者，僅得代表學校官股兼任私人公司之外部董事、外
部監察人職務，並以「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第七條之一所規定之投資與校務
或研究相關之公司與企業為限。 

七、教師至前點所定兼職機關（構）兼任之職務，以與教學或研究專長領域相關者為限，且不
得兼任下列職務： 
（一）非代表官股之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董事長、董事、監察人、負責人、經理人等職務。

但有以下情形者不在此限： 
1.擔任國營事業、與學校建立產學合作關係或學校持有其股份之已上市（櫃）公司或
經股東會決議規劃申請上市（櫃）之未上市（櫃）公開發行公司之外部董事、獨立
董事、外部監察人、具獨立職能監察人。 

2.教師如經本校技轉育成中心辦理技術移轉至生技新藥公司，且經該中心認定為生技
新藥技術之主要提供者，得依生技新藥產業發展條例第十條規定持有該生技新藥公
司創立時百分之十以上之股權，並得擔任創辦人、董事或科技諮詢委員。 

（二）律師、會計師、建築師、技師等專業法律規範之職務。 
（三）私立學校之董事長及編制內行政職務。 
已有前項情形者，於應聘前應結束其業務，如有未照規定辦理者，得改聘為兼任教師。 

八、教師兼職不得影響本職工作，且須符合校內基本授課時數及工作要求，並事先以書面報經
學校核准，始可兼職。 
教師申請至第六點第一項第四款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兼職者，須另經系（所）教師評審委
員會議通過，並經所屬學院評估同意後，陳報校長核准，方得前往兼職。 
前項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是否與本校具有產學合作關係，由本校研究總中心認定之。 

九、教師兼任職務以執行經常性業務為主者，其兼職時數每週合計不得超過八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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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教師（含兼任行政職務者）之兼職數目，除特殊情形經簽奉校長核准者外，以不超過三個
為限。但依法規（含章程）所明定之當然兼職不計入。 
另兼任行政職務之教師兼任公、民營事業機構董、監事之職務，合計以不超過兩個為限，
且不計入前項兼職數目總數。 

十一、教師依第六點第四款至與學校建立產學合作關係之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兼職，期間超過
半年者，學校應與教師兼職機構訂定合作契約，約定收取學術回饋金納入校務基金運用。
學術回饋金每月不得低於兼職教師於學校支領月薪之十二分之一。學術回饋金校內分配
比例為：校方 59﹪、兼職教師所屬院 6﹪、系所 35﹪。 
學術回饋金由兼職教師所屬系（所）依個案與兼職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協商後，循行政
程序經校長核定後，由系（所）辦理學校與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簽約事宜。 
學術回饋金以現金為原則，若以股票作為學術回饋金，股票屬上市上櫃公司者，其股票
價格依市價認列；惟非屬上市上櫃公司者，其股票價格則以該公司票面金額認列，惟淨
值低於票面金額時以淨值認列。 

十二、兼職工作中如涉及本校研究發展成果之使用授權或技術移轉者，須依「國立成功大學研
究發展成果管理辦法」及相關規定辦理。 
惟本校分配所得之權益收入每月不得低於兼職者於本校支領月薪之十二分之一。 

十三、教師兼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校依規定不予核准或於兼職期間廢止其核准： 
（一）與本職工作性質不相容。 
（二）教師評量未通過者。 
（三）對本職工作有不良影響之虞。 
（四）有損學校或教師形象之虞。 
（五）有洩漏公務機密之虞。 
（六）有營私舞弊之虞。 
（七）有職務上不當利益輸送之虞。 
（八）有支用公款或不當利用學校公物之虞。 
（九）有違反教育中立之虞。 
（十）有危害教師安全或健康之虞。 
教師如已核准之兼職期間超過一年者，於每學年結束時應進行評估檢討，其程序由人事
室將兼職教師名冊函送各單位，請教師自評後送系（所）主管初評、院長複評，並經校
長核定；評估結果作為本校是否同意教師繼續兼職之依據（評估表如附表）。 

十四、未經同意在校外兼課、兼職者，應提三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處理，並列入學年度辦理
續聘、年功（資）加俸（薪）、升等及教師評量之參考。 

十五、本要點未規定事項，悉依其他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六、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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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專任教師校外兼職評估表 

（已核准兼職期間超過一年者適用） 

單 位  職 稱  姓 名  

評    估    項    目 
教  師 

自  評 

系（所）主管 

初    評 

院  長 

複  評 

確認兼職資料（如附件）之單位、聘期 

及兼職個數是否正確 

□正確 

□已修正如附 
  

一、是否符合基本授課時數及工作要求 □是 □否 □是 □否  

二
、
有
無
右
列
之
情
事
： 

（一）是否與本職工作性質不相容 □是 □否 □是 □否  

（二）是否教師評量未通過  □是 □否 

（三）是否對本職工作有不良影響  □是 □否 

（四）是否有損學校或教師形象  □是 □否 

（五）是否有洩漏公務機密 □是 □否 □是 □否 

（六）是否有營私舞弊 □是 □否 □是 □否 

（七）是否有職務上不當利益輸送 □是 □否 □是 □否 

（八）是否支用公款或不當利用學校公物 □是 □否 □是 □否 

（九）是否違反教育中立 □是 □否 □是 □否 

（十）是否危害教師安全或健康 □是 □否 □是 □否 

三、下學年是否繼續兼職。 

□願意 

□不願意 

□同意 

□不同意 

□同意 

□不同意 

教師簽章 
系（所）主管 

核         章 院長核章 

   

                                       
備註：依本校教師校外兼課、兼職處理要點第 13點規定：教師如已核准之兼職期間超過一年者，

於每學年結束時應進行評估檢討，其程序由教師自評後送系（所）主管初評、院長複評，
由人事室彙整後簽奉校長核定；評估結果作為本校是否同意教師繼續兼職之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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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 98 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紀錄 

時間：98年 11月 25日（星期三）上午九時 

地點：光復校區國際會議廳第二演講室 

主席：賴校長明詔                       記錄：江芬芬 

出席：如附件 1, p 6 

壹、頒獎 

一、本校榮譽教授──吳成文院士 

二、本校榮獲教育部產學合作第一名──轉頒研究總中心 

貳、報告 

一、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修正後確認（附表 p 7）。 

二、主席報告： 

首先感謝各位代表踴躍出席此次會議，校務會議是學校最重要的會

議，由此更能感受到大家對校務發展的關心。 

本〈11〉月 23日頂尖計畫辦公室對各學院近年的發展做了一次檢討，

顯示各學院都有顯著的進步，不過與頂尖大學的目標仍有相當的距離。尤其

目前正是五年五百億第一期與第二期轉接的時候，也是關係本校能否繼續獲

得第二期補助的關鍵時刻，然而政府對第二期五年五百億計畫的執行方式尚

未定案，在這不確定的狀況下，各學院與行政單位都要積極檢討改進，以取

得更好的成績，有利未來經費的爭取。 
現在政府對於各類計畫經費的支用，監督得很嚴格，請各位校務會議

代表轉知系上同仁，各項計畫經費的報帳方式務必合乎規定，並謹慎處理相

關的行政事務，以免因一時的疏忽誤觸法規，而造成嚴重的後果。 

三、各一級單位及各委員會報告：略(請參見書面報告)。 

主任秘書報告校務發展委員會審議校務會議提案結果： 

審查本次校務會議之議案計有 6案，除下列兩案外，餘均修正後提校務會議

討論，如提案第 2案至第 5案。 

(一)學務處所提「國立成功大學組織規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一案，決議：

組織規程修訂案，請先送研發處彙整，先提主管會報討論後，再提校務

會議討論。 

(二)吳如容小姐等 8位校務會議代表連署所提「為使本校經費資源分配能符

合公開公平透明與最佳化之原則，特訂定『國立成功大學圖儀經費審查

及核給原則』」一案，決議：本校已訂有「國立成功大學『發展國際一流

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購置貴重儀器推薦及申請要點」及「國立成

功大學圖書儀器費運用要點」，請研發處與教務處檢討修訂現有辦法，先

提主管會報討論，再依程序提相關會議討論，並向校務發展委員會報告

處理結果。本案不提校務會議討論，由主任秘書依校務會議議事規則之

規定向校務會議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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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異議處理： 

「吳如容小姐等 8位校務會議代表連署的提案」異議經表決成立，並排入第

六案討論。 

參、討論事項：  

第一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本校 100學年度擬申請增設、調整特殊項目院、系、所、學位學程案，

提請  討論。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 98年 10月 1日台高（一）字第 0980164649號函（議程附件

1）及教育部 98年 6月 11日發布之「大學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

（議程附件 2）辦理。 

二、依上開標準第 9條第 2項本規定，本次受理之特殊項目院、系、所、學

位學程案如次：  

（一）碩士班（含碩士在職專班）增設案。 

（二）博士班增設、涉及領域變更之調整案。 

（三）醫學及其他涉及醫療相關類科之院、系、所及學位學程增設（包括

新增班次），涉及領域變更調整案。 

（四）師資培育相關學系增設、調整案。 

三、依上開標準第 4條規定，申請增設院、系、所及學位學程之相關學制班

別，應符合上開標準規定與附表一所定全校生師比值、日間學制生師比

值、研究生生師比值基準（如議程附件 2-附表一）及附表二所定評鑑成

績、設立年限、師資結構條件（如議程附件 2-附表二）規定。但學院未

以其名義對外招生者，不在此限。 

依前項規定申請增設博士班及博士學位學程者，並應符合附表三（如議

程附件 2-附表三）所定學術條件規定。 

（一）學校各項生師比值應達下列基準： 

類型 基準 計算方式 

全校生師比值 應低於 32 全校加權學生數除以全校專任、兼任師資數總和 

日間學制生師比值 應低於 25 全校日間學制加權學生數除以全校專任、兼任師資數總和 

研究生生師比值 應低於 12 全校日、夜間學制碩士班、博士班學生數除以全校專任助

理教授級以上師資數總和 

（二）學生每人所需應有校舍建築面積基準（單位：平方公尺/每人）： 

 學士班 碩士班、博士班 

一千人以內 一千零一人

至三千人 

三千零一人

以上 

四百人以內 四百零一人

至六百人 

六百零一人

以上 

文法商、管理及教育

類 
10 9 7 13 12 11 

學 

 
生 
數 類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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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學類（不包括醫學

系、牙醫系）護理及

體育類 
13 12 10 17 16 15 

工學、藝術、農學、

生命科學類 
17 16 14 21 20 19 

醫學系、牙醫學系 
23 22 20 29 28 27 

四、依教育部規定計算方式，本校符合附表一及附表五所列生師比及校舍空

間之規範： 

（一）現有生師比：全校生師比為 21.54；日間部生師比為 20.1；研究生生

師比 9.1。 

符合教育部規範。 

（二）應須有校舍建築面積：264962平方公尺，現有校舍建築面積：

693880.25平方公尺。 

五、經 98年 11月 13日本校校務發展委員會議討論通過之各單位所提特殊

項目申請案如下列 6案：  

【系所整併案】 

1.電機資訊學院「光電工程學系」與理學院「光電科學與工程研究所」

整併為「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整併後歸屬理學院。（整併、更名） 

2.社會科學院「科技法律研究所」與「法律學系」整併為「法律學系」。

（整併） 

3.醫學院「臨床藥學研究所」與「藥學生物科技研究所」整併為「臨床

藥學與藥物科技研究所」。（整併、更名） 

4.生物科學與科技學院「生物多樣性研究所」與「生命科學系」整併為

「生命科學系」。（整併） 

【碩、博士班學位學程增設案】 

1.管理學院「體育健康與休閒研究所」增設博士班【第 1順位】 

2.生物科學與科技學院增設「生物科技與基因體學位學程」（碩士、博士

學位學程）【第 2順位】 

擬辦：討論通過後依限報部。 

決議：照案通過本校 100學年度申請增設、調整特殊項目院、系、所、學位

學程案。 

第二案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  

案由：擬修訂「國立成功大學導師績效獎勵實施要點」名稱及部分條文，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本校導師績效獎勵實施要點，擬修改「導師績效」一詞為「導師輔導工作」。 

二、擬修訂標題及內容如議程附件 3，並檢附原條文（議程附件 4）供參。 

擬辦：校務會議修訂通過後更改名稱及條文。 

決議：照案通過「國立成功大學各系導師輔導工作獎勵實施要點」修正案（附

件 2, p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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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 提案單位：財務處 

案由：研擬「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投資要點」(草案) (議程附件 5)，提請  討

論。 

說明： 

一、根據「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第七之一條、第十條(如議程

附件 6)、「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二十三條第四款、

第二十四條規定(如議程附件7)，訂定「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投資要點」。 

二、為能有效管理與監督本校校務基金投資績效，特訂定本要點，並經本校

98學年度第 1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98.9.1)通過。 

三、依據 98學年第 1次校務會議(98.10.7)延會決議辦理，重新研議後再提

會討論。 

擬辦：討論通過，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決議：修正通過「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投資要點」（附件 3, p 13）。 

第四案 提案單位：財務處 

案由：研擬「國立成功大學投資諮詢委員會設置要點」(草案) (如議程附件

8)，提請  討論。 

說明： 

一、依「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第十條、「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

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二十三條與「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投資要點」

(草案)第四條規定，設立「國立成功大學投資諮詢委員會設置要點」。 

二、為提供本校財務處管理校務基金之諮詢相關投資建議，特訂定本要點，

並經本校 98學年度第 1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98.9.1)通過。 

三、依據 98學年第 1次校務會議(98.10.7)延會決議辦理，重新研議後再提

會討論。 

擬辦：討論通過，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國立成功大學投資諮詢委員會設置要點」（附件 4, p 17）。 

第五案 提案單位：財務處 

案由：研擬「國立成功大學財務處專業經理人考核要點」(草案) (如議程附件9)，

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本案根據「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專業經理人實施要點」第六條

及第七條(如議程附件 10)，研擬財務處專業經理人之獎懲任免事宜。 

二、為順利推動本校財務處理財運作，聘請專業經理人所需之相關細節規

定，特擬定本要點，並經本校 98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98.9.1)通過。 

三、依據 98學年第 1次校務會議(98.10.7)延會決議辦理，重新研議後再提

會討論。 

擬辦： 討論通過，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決議：修正通過「國立成功大學財務處專業經理人考核要點」（附件5, p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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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案 提案人：吳如容、陳明輝、吳文騰、陳進成、

孫亦文、黃啟祥、楊澤民、褚晴暉 

案由：為使本校經費資源分配能符合公開公平透明與最佳化之原則，欲修改並

增加「國立成功大學圖儀經費審查及核給原則」中之利益迴避條文（議

程附件11），提  請討論。 

說明： 

一、98年度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購置貴重儀器分配款之承辦

單位為研發處，其會議資料（議程附件12）中除未見審核委員名單外，

亦未列出各通過計畫之自籌款及補助金額，此與97年度承辦單位為總務

處時之紀錄（議程附件13）迥異，令人感到困惑。 

二、98年度在所有通過的案件中，由研發處相關單位人員提出者竟超過66%

（議程附件12），有違利益迴避原則之虞，為了避免私相授受之嫌，相

關類似案件審查時應有明確之迴避規則，且審查過程與評分應完全透明

化以昭公信。 

擬辦：提經校務會議討論通過後實施。 

決議：雖然本校各相關規定皆有迴避原則之作法，然未全面以具體文字表現。

請將本利益迴避原則之精神納入，提交各該經之會議程序討論修訂之。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12時 3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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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國立成功大學 98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出(列)席名單 

時間：98年 11月 25日上午 9時 

地點：光復校區國際會議廳第 2演講室 

出席：黃煌煇   湯銘哲   徐畢卿   陳景文   馮達旋（楊永年代） 李偉賢  

蘇慧貞   王偉勇   廖美玉   王健文  蔣為文  李承機   廖淑芳 

劉梅琴  傅永貴  柯文峰  向克強  鄭靜  陳家駒  孫亦文  郭宗枋   

陳虹樺  陳宗嶽  吳文騰（陳家榮代）  李驊登  陳進成    林再興 

李振誥  陳貞夙（許聯崇代） 黃啟祥  陳建旭   蔡長泰  高家俊  

陳顯禎   趙隆山   楊澤民  黃正能 尤瑞哲（林昭宏代）  蔡俊鴻  

王鴻博  黃啟鐘   張克勤  陳天送  洪飛義（李旺龍代）  劉大綱  

曾永華 李嘉猷 陳建富 林志隆  簡仁宗  鄭憲宗  王清正  李欣縈   

林峰田（林銘泉代）  傅朝卿  葉光毅  劉說芳  張有恆  廖俊雄  

王泰裕（王惠嘉代） 蔡燿全（許永明代） 潘浙楠  楊明宗   林麗娟

楊朝旭（吳幸蓁代）  林其和 林炳文  張明熙    陳清惠  黃美智  

葉才明   謝淑珠   薛尊仁   洪崇傑  楊友任  葉宗烈  江美治  

李碧雪   吳晉祥  王金壽  何志欽  陸偉明（楊雅婷代）  王苓華  

李劍如  陳廣明  陳明輝 吳如容  陳芬薰 李金駿  陳志新  王篤婷  

許永昱  王德瀛   李汶昇（林德韋代）  林宏易  曾晴雯  呂武隆  

劉信宏  賴奕杰  陳俊穎 

列席：楊明宗 張克勤  張高評   邱正仁   楊瑞珍（陳榮杰代）  張丁財 

王偉勇 李丁進（石金鳳代） 謝文真（郭乃華代）謝錫堃（林輝煌代）

蕭世裕林仁輝（陳顯禎代）楊惠郎  顏鴻森  戴華 楊永年 

98-2校務會議(98.11.25)紀錄-6-



 7 

附表 

國立成功大學 98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表 

98年 10月 07日 

決  議  案  摘  要 承 辦 單 位 執 行 情 形 

第一案 
案由：本校 97-98學年度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遞補

委員 2 位，業經 校長推薦：會計系簡金成
教授及王成彬律師，依規定須提經校務會議
同意後聘任之，提請  公決。 

擬辦：遞補委員人選經校務會議同意後，請人事室
發聘。任期 1年，自 98年 8月 1日起至 99

年 7月 31日止。 

決議：經投票行使同意權結果，簡金成教授及王成
彬律師皆獲出席代表過半數同意通過為
97-98學年度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委員，請人
事室辦理發聘。 

 
秘書室： 
照案辦理。 

第二案                                       
案由：本校 98 至 99 學年度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委

員，除教授代表十人由校務會議推選、教師
會代表由本校教師會推薦外，其他委員由校
長遴選（名單如說明二），並提經校務會議
同意後聘請之。 

擬辦：上述委員名單經校務會議同意後聘請之。 

決議：經投票行使同意權結果，遴選委員均獲出席
代表過半數同意通過為 98至 99學年度教師
申訴評議委員會委員。請人事室辦理發聘。 

 
秘書室： 
已請人事室製發聘書，並於 98.10.28 召
開 98學年度第 1次申評會。 

第三案                                       
案由：本校 99學年度擬增設光電學院案（增設計

畫書如另附），提請  討論。 
決議：經投票表決未獲出席代表過半數同意，增設

光電學院案不通過。 

 
教務處： 
依決議辦理。 

第四案 
案由：「國立成功大學研究生章程」修正草案，提

請  討論。 
擬辦：通過後，報教育部備查，核備後自 98學年

度第 2學期起實施。 
決議：修正通過「國立成功大學研究生章程」修正

案。 

 
教務處： 
1.為更能表現條文內容修正第十三條 
研究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令退學： 
八、其他符合各學系(所)修業規章中之
退學規定，並經學系（所）務會議
決議退學者。 

2.依教育部規定教務規章報部時程第 1
學期為 12月 1日至翌年 2月 15日止，
研究生章程修正條文於 12月下旬報部
核備，核備後於 98學年度第 2學期實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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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  案  摘  要 承 辦 單 位 執 行 情 形 

第五案 
案由：本校「人文社會科學中心設置辦法」修正草

案，提請 討論。 

擬辦：討論通過後施行。 

決議：修正通過「人文社會科學中心設置辦法」修
正案。 

人文社會科學中心： 
修正案文字疏漏之處已更正如下： 
第六條 本中心設審議委員會，審核中心

年度計畫、各子計畫申請經費及
相關業務之推動。審議委員會以
中心主任為召集人，中心主任推
薦校內相關領域之教師或研究人
員六至十人報請校長聘兼之。審
議委員任期二年，得連任。審議
委員會每學期至少開會一次，視
需要得召開臨時會議。 

第六案 
案由：研提本校「組織規程」第十條第三項

條文修正案如議程附件 11，提請   討
論。   

擬辦：通過後，報陳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本校「組織規程」第十條第三項條

文修正案。 

 
研發處： 
遵照辦理。 

第七案                                       
案由：有關本校校區命名活動案，擬將位於勝利校

區後方之新校區命名為「東寧校區」，並將
建國校區改名為「成杏校區（原建國校
區）」，提請  討論。 

擬辦：經校務會議通過後，送總務處參照辦理。 
決議：照案通過將位於勝利校區後方之新校區命名

為「東寧校區」，並將建國校區改名為「成杏
校區」。 

藝術中心： 
本中心提送之「校區命名」一案之東寧校
區(位於勝利校區後方，為新校區，靠近
東寧路)應為：自強校區航太系館後方，
為新校區。 

總務處： 
「東寧校區」位置為長榮路 3段以東、林
森路以西、東寧路以北、長榮路 66 巷以
南之校地。另建國校區更名為「成杏校區」
照案辦理並修正相關資料。 

第八案                                       
案由：「國立成功大學學術倫理審議委員會設置及

審議辦法草案」，如議程附件 14，提請  討
論。  

擬辦：通過後實施。 
決議：修正通過本校「學術倫理審議委員會設置及

審議辦法」。 

 
秘書室： 
1.已依決議修正。 
2.於 98.10.30成大秘字第 098A100145號
函頒實施。 

教務處： 
依決議辦理。 

第九案 
案由：擬修訂「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專案工

作人員實施要點」及其契約書、「國立成功
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專業經理人實施要點」及
其契約書，修正規定對照表，提請 討論。 

擬辦：討論通過後據以實施。 
決議：修正通過「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專案

工作人員實施要點」及其契約書、「國立成
功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專業經理人實施要點」
及其契約書。 

 
人事室： 
將於 98.11.16 函轉各單位知照，並置於
本室網頁公告週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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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 98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延會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表 

98年 11月 25日 

決  議  案  摘  要 承 辦 單 位 執 行 情 形 

第十案  

案由：研擬「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投資要點」(草
案)，提請  討論。 

擬辦：討論通過，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決議：未獲與會代表共識，請財務處重新研議再提

會討論。 

 
財務處： 
經重新研議後，擬再提下次校務會議討
論。 

第十一案  

案由：研擬「國立成功大學投資諮詢委員會設置
要點」(草案)，提請  討論。 

擬辦：討論通過，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決議：同第十案，請財務處重新研議再提會討論。 

 
財務處： 
同前案。 

第十二案                          

案由：研擬「國立成功大學財務處專業經理人考
核要點」(草案)，提請  討論。 

擬辦：討論通過，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決議：同第十案，請財務處重新研議再提會討論。 

 
財務處： 
同前案。 

第十三案   

案由：擬修訂「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及監
督辦法」第 13、15條條文，提請  討論。 

擬辦： 
一、經校務會議討論通過後，請秘書室協助辦

理「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
法」報部事宜。 

二、經校務會議討論通過後，第 15條中由研
發處訂定之節餘款分配辦法，將另擬案依
程序提請相關會議討論通過後實施。  

決議：修正通過「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及監
督辦法」第 13、15條條文修正案。 

 
研究發展處： 
1.請秘書室協助辦理「國立成功大學校務
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條文修訂報部
事宜。 

2.由研發處另訂之節餘款分配辦法，將擬
案先提主管會報討論。 

秘書室： 
照案辦理，已以 98年 11月 12日成大秘
字第 0981000035號函報教育部。 
 

第十四案  

案由：研修本校「內部評鑑實行辦法」 如議附件
31，請討論。 

擬辦：討論通過後實施。 
決議：修正通過本校「內部評鑑實行辦法」修正案。 

 
研發處： 
公告實施。 

第十五案  

案由：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教師校外兼課、兼職
處理要點」，修正草案對照表如議程附件
35，提請  討論。 

擬辦：通過後實施。 
決議： 
一、修正通過本校「國立成功大學教師校外兼

課、兼職處理要點」修正案。 
二、請人事室依本案修正本校「教職員校外兼職

簽辦表」及「教職員校外兼課簽辦表」。 

 
人事室： 
本室已修正本校教職員校外兼課、兼職之
簽辦表，並於 98.11.12 函轉新修訂之要
點及前開表格至本校各單位及各教師參
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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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國立成功大學各系導師績效獎勵實施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96.3.28 95 學年度第 3 次校務會議通過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國立成功大學各系導師輔導工作

獎勵實施要點 

國立成功大學各系導師績效獎勵

實施要點 

要點名稱

及第一點

至第四點

都將「導

師績效」

改成「導

師輔導工

作」 

一、為獎勵各系落實導師制度，強化導

師輔導功能，依據國立成功大學導師

制實施辦法第十三條訂定「國立成功

大學各系導師輔導工作獎勵實施要

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一、為獎勵各系落實導師制度，強化導

師輔導功能，依據國立成功大學導師

制實施辦法第十三條訂定「國立成功

大學各系導師績效獎勵實施要點」

(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為落實導師輔導工作之獎勵，組織

「導師輔導工作獎勵委員會」，負責

獎勵審查事宜。 

二、為落實績效獎勵，組織「導師績效

獎勵委員會」，負責獎勵審查事宜。 

三、「導師輔導工作獎勵委員會」置委員

若干人，學務長為當然委員兼召集

人，各學院教師代表一人，若學院專

任教師逾六十人者，得增置代表一

人。各學院代表由各學院推薦，任期

一年得連任。學務處生活輔導組組

長、課外活動指導組組長、學生輔導

組組長得列席委員會議。 

三、「導師績效獎勵委員會」委員為學務

長(兼召集人)，各學院教師代表兩

人，若學院專任教師人數未達六十人

者，教師代表為一人。各學院代表由

各學院推薦，任期一年得連任。學務

處生活輔導組組長、課外活動指導組

組長、學生輔導組組長得列席委員會

議。 

四、「導師輔導工作獎勵委員會」於每年

九月就學務處提供上學年度相關資

料，各系提出補充資料，綜合評選「特

優」、「優等」、「甲等」數名（由委員

會討論決定）發予輔導工作獎勵費。 

四、「導師績效獎勵委員會」於每年九月

就學務處提供上學年度相關資料，各

系提出補充資料，綜合評選「特優」、

「優等」、「甲等」數名（由委員會討

論決定）發予獎勵金。 

五、學務處必須提供之資料如下： 

   (一)各系「導師制度實施辦法」或自

行設計導生填寫「導師輔導意見

調查表」之相關辦法或資料。 

   (二)各系將導師人事費與學生活動費

之比例、金額與導師名冊等相關

資料函送學務處之時間。 

   (三)其他各系導師制度或輔導工作之

特殊優良事蹟。 

五、學務處必須提供之資料如下： 

   (一)各系「導師制度實施辦法」或自

行設計導生填寫「導師輔導意見

調查表」之相關辦法或資料。 

   (二)各系將導師人事費與學生活動費

之比例、金額與導師名冊等相關

資料函送學務處之時間。 

   (三)其他各系導師制度或輔導工作之

特殊優良事蹟。 

未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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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各系得提供第五點各款之補充資

料，或其他相關資料。 

六、各系得提供上述之補充資料，或其

他相關資料。 

文字修正 

七、獎勵方式： 

   (一)評選「特優」之各系發給獎勵經

費每系五萬元。 

   (二)評選「優等」之各系發給獎勵經

費每系三萬元。 

   (三)評選「甲等」之各系發給獎勵經

費每系二萬元。 

   獎勵經費供學生輔導之用，獲獎勵之

系得自行決定經費運用，然不得直接

發予教師獎勵金。 

七、獎勵方式： 

   (一)評選「特優」之各系發給獎勵經

費每系五萬元。 

   (二)評選「優等」之各系發給獎勵經

費每系三萬元。 

   (三)評選「甲等」之各系發給獎勵經

費每系二萬元。 

   (四)獎勵經費供學生輔導之用，獲獎

勵之系得自行決定經費運用，然

不得直接發予教師獎勵金。 

第四款改

為第二項 

八、學務處學生輔導組負責本要點之各

項行政業務。 

八、學務處學生輔導組負責本要點之各

項行政業務。 

未修訂 

九、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

正時亦同。 

九、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

正時亦同。 

未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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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各系導師輔導工作獎勵實施要點                  

     96.3.28 95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通過 

98.11.25 98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為獎勵各系落實導師制度，強化導師輔導功能，依據國立成功大學導師制實施

辦法第十三條訂定「國立成功大學各系導師輔導工作獎勵實施要點」(以下簡

稱本要點)。 

二、為落實導師績輔導工作之獎勵，組織「導師輔導工作獎勵委員會」，負責獎勵

審查事宜。 

三、「導師輔導工作獎勵委員會」置委員若干人，學務長為當然委員兼召集人，各

學院教師代表一人，若學院專任教師人數逾六十人者，得增置代表一人。各學

院代表由各學院推薦，任期一年得連任。學務處生活輔導組組長、課外活動指

導組組長、學生輔導組組長得列席委員會議。 

四、「導師輔導工作獎勵委員會」於每年九月就學務處提供上學年度相關資料，各

系提出補充資料，綜合評選「特優」、「優等」、「甲等」數名（由委員會討論決

定）發予輔導工作獎勵費。 

五、學務處必須提供之資料如下： 

   (一)各系「導師制度實施辦法」或自行設計導生填寫「導師輔導意見調查表」

之相關辦法或資料。 

   (二)各系將導師人事費與學生活動費之比例、金額與導師名冊等相關資料函送

學務處之時間。 

   (三)其他各系導師制度或輔導工作之特殊優良事蹟。 

六、各系得提供第五點各款之補充資料，或其他相關資料。 

七、獎勵方式： 

   (一)評選「特優」之各系發給獎勵經費每系五萬元。 

   (二)評選「優等」之各系發給獎勵經費每系三萬元。 

   (三)評選「甲等」之各系發給獎勵經費每系二萬元。 

   獎勵經費供學生輔導之用，獲獎勵之系得自行決定經費運用，然不得直接發予

教師獎勵金。 

八、學務處學生輔導組負責本要點之各項行政業務。 

九、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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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投資要點總說明 

    本校創校以來，一直致力於提升高等教育水平以創造人民福祉，並孕育出傑出

校友廣佈全球，成為社會中堅份子與國家棟梁，為社會貢獻良多，而歷屆校友與社

會善心人士不忘回饋捐助本校，如何善用教育部預算和各界人士贊助學校的資金是

成功大學邁向世界頂尖一流大學的過程中重要的一環，而且，本校自 85年度試辦

校務基金及學校自籌經費以來，妥善運用資金以達成本校治校目標和各界人士對本

校之期許，成為重要議題。 

    「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自民國 90年 12月 21日增設第七條之一

條文並修正第七條及第十條條文後，國立大學校務基金之運用得以多元化運作，其

投資項目涵蓋具有收益性及安全性，並有助於增進效益之投資，在投資獲利與穩健

操作中取得平衡點，故為有效運用校務基金並將風險降至最低之情況下，校務基金

之投資事宜須建立在完善及嚴謹機制下規劃運作。 

    本要點建立此架構下，將本校校務基金之投資事宜授權至財務處專業經理

人運作，並由相關機制如投資諮詢委員會及財務處管控組監控，建立事前、事

中及事後之完善監督機制，發揮校務基金之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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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投資要點對照表 

擬 定 條 文 說 明 

一、 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管理本

校校務基金投資事宜，依國立大學校院校

務基金設置條例第七條之一第四項、第十

條、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

法第二十三條第四項、第二十四條，訂定

本要點。 

明定本要點立法目的及法源依據。 

二、 本要點所稱投資，係依「國立大學校院校

務基金設置條例」第七條之一第四項之規

定，並著重具有收益性及安全性，有助於

增進效益及具安全性之風險考量與管控機

制之投資，如收益性證券、收益型股票投

資。其他投資項目仍依相關法令辦理。 

明定本要點投資之依據及類別定義。 

三、 本校校務基金之投資事宜，由本校財務處

依相關規範處理之。 

明定本校校務基金投資之執行單位。 

四、 本校設投資諮詢委員會提供並協助本校投

資相關策略決策之諮詢。 

 

投資諮詢委員會設置要點另訂之。 

明定本校設投資諮詢委員會，作為校務基

金投資之諮詢及協助單位。 

五、 本校校務基金之投資資金來源依「國立成

功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二十

四條之規定： 

(一)以研究成果或技術作價無償取得之股

權。 

(二)捐贈收入及歷年基金之盈餘。 

(三)其他之法令未限制之經費來源。 

 

投資限額係以本校上年度決算之現金、應

收款項扣減流動負債後淨額之 10%為限。 

明定本校校務基金之資金來源及投資最

高上限。 

六、 本校校務基金投資項目、金額及期間，依

第二點規定及考量校務基金收支狀況，確

保本校各項事務推動之資金支應無虞之原

則下，由本校投資諮詢委員會參酌各項資

料提出投資建議，供本校財務處參酌辦

理。財務處得視需要，聘任專案經理人，

並負責監督，於一定期間考核專業經理人

投資績效。 

一、明定投資諮詢委員會在投資原則規

範下提供客觀具體之投資建議，供財

務處決定並執行之。 

二、本校校務基金之投資，由本校財務處

負責執行，並視需求得聘任專業經理

人，且應有完善考核與監督機制，爰

明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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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本校校務基金投資方向、策略及執行情

形，本校財務處應於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開會時提出投資績效報告。 

明定本校務基金投資之執行單位，應向校

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報告投資績效及執行

成果。 

八、 本校校務基金之各項投資標的皆應設立停

損點，各投資標的停損點之損失額度以不

高於購買價格之 15%為原則。 

明定本校務基金之各項投資，應設置停損

點，以免對於校務基金運用上造成影響。 

九、 財務處就校務基金之相關投資事宜，應執

行本要點投資風險控管程序。 

明定本校務基金之投資事宜，應由相關單

位執行管控風險。 

十、 本校投資取得之收益，應全數撥充校務基

金統籌運用。 

 

明訂投資取得收益之運用。 

十一、 執行本要點之相關主管人員、經費執行人

員、使用及保管資產人員，應負其執行預

算、保管及使用資產之相關責任，並由會

計人員負責投資相關之帳務處理及彙編財

務報表。 

明定本校務基金投資收益之會計帳務處

理原則。 

十二、 本要點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提校

務會議通過並報教育部備查後實施，修正

時亦同。 

明定本要點核准程序及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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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投資要點 

98.11.25 98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通過 

一、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管理本校校務基金投資事宜，依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

金設置條例第七條之一第四項、第十條、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二十

三條第四項、第二十四條，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投資，係依「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第七條之一第四項之規定，

並著重具有收益性及安全性，有助於增進效益及具安全性之風險考量與管控機制之投

資，如收益性證券、收益型股票投資。其他投資項目仍依相關法令辦理。 

三、本校校務基金之投資事宜，由本校財務處依相關規範處理之。 

四、本校設投資諮詢委員會提供並協助本校投資相關策略決策之諮詢。 

投資諮詢委員會設置要點另訂之。 

五、本校校務基金之投資資金來源依「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二十四條

之規定： 

(一)以研究成果或技術作價無償取得之股權。 

(二)捐贈收入及歷年基金之盈餘。 

(三)其他之法令未限制之經費來源。 

投資限額係以本校上年度決算之現金、應收款項扣減流動負債後淨額之 10%為限。 

六、本校校務基金投資項目、金額及期間，依第二點規定及考量校務基金收支狀況，確保本

校各項事務推動之資金支應無虞之原則下，由本校投資諮詢委員會參酌各項資料提出投

資建議，供本校財務處參酌辦理。財務處得視需要，聘任專案經理人，並負責監督，於

一定期間考核專業經理人投資績效。 

七、本校校務基金投資方向、策略及執行情形，本校財務處應於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開會時

提出投資績效報告。 

八、本校校務基金之各項投資標的皆應設立停損點，各投資標的停損點之損失額度以不高於

購買價格之 15%為原則。 

九、財務處就校務基金之相關投資事宜，應執行本要點投資風險控管程序。 

十、本校投資取得之收益，應全數撥充校務基金統籌運用。 

十一、執行本要點之相關主管人員、經費執行人員、使用及保管資產人員，應負其執行預算、

保管及使用資產之相關責任，並由會計人員負責投資相關之帳務處理及彙編財務報表。 

十二、本要點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提校務會議通過並報教育部備查後實施，修正時

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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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國立成功大學投資諮詢委員會設置要點總說明 

 

    自「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於民國 90年 12月 21日增設第七條之一

條文並修正第七條及第十條條文後，開放其國立大學校務基金之運用，得以彈性運

作具有收益性及安全性，並有助於增進效益之投資；故對於整體經濟市場環境之脈

動，須仰賴熟悉市場機制之專家和學者之精闢，故特成立本校投資諮詢委員會，協

助財務處專業經理人之運作。 

 

    投資諮詢委員會設置之任務與目的，除事前規劃諮詢外，事後校務基金之績效

追蹤及財務處專業經理人之考核，亦扮演重要角色，意即，須藉由具備財務會計背

景之第三者專家，以達客觀且公正之評估或考核理念。另外，本委員會之召集人由

校長擔任，可於規畫校務基金時配合治校理念；並由財務長擔任執行秘書，俾利協

助本委員會資料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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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投資諮詢委員會設置要點對照表 
擬 定 條 文 說  明 

一、 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協助管理本校

校務基金投資事宜，依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投

資要點第四點規定，特設置本校投資諮詢委員會

(以下簡稱本委員會) ，並訂定本要點。 

明定本要點立法目的及法源依據。 

二、 本委員會之任務為有關資產配置、投資方式、投

資工具、投資額度、投資時機、風險控管、投資

損益處理、專業經理人員獎酬制度、投資績效考

核等投資事宜之諮詢與建議，作為本校財務處評

估校務基金投資決策之參考。 

明定本委員會之任務與功能。 

三、 本委員會置諮詢委員五至七名，由財務長就校內

外學者、專家中提名，校外委員不得少於三分之

一，經校長同意並向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報備後

聘任之。委員任期兩年，期滿得續聘之；召集人

由校長擔任；執行秘書由財務長兼任。 

明定本委員會之組成、委員人數及聘

期。委員會由召集人召集之，召集人

由校長擔任，以貫徹治校理念，並由

財務長兼任執行祕書俾助方便作業。 

四、 本委員會每季至少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

臨時會。開會時以召集人為主席；召集人不克出

席時，由委員互推一人為主席。 

明定本委員會召開時間、開會程序及

規範。 

五、 本委員會開議時，得視需要邀請相關人員或單位

代表列席。 

明定本委員會得邀請相關人員或單位

列席說明。 

六、 本委員會委員均為無給職。但非由本校人員兼任

者，得依規定支給出席費及交通費。 

明定本委員會外聘委員，得依規定支

給出席費及交通費。 

七、 本委員會之行政事務工作，由本校財務處兼辦。 明定本委員會行政事務由本校財務處

派員兼辦。 

八、 本要點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提校務

會議通過並報教育部備查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明訂本要點核准程序及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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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投資諮詢委員會設置要點 

98.11.25 98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通過 

一、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協助管理本校校務基金投資事宜，

依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投資要點第四點規定，特設置本校投資諮詢

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 ，並訂定本要點。 

二、本委員會之任務為有關資產配置、投資方式、投資工具、投資額度、

投資時機、風險控管、投資損益處理、專業經理人員獎酬制度、投資

績效考核等投資事宜之諮詢與建議，作為本校財務處評估校務基金投

資決策之參考。 

三、本委員會置諮詢委員五至七名，由財務長就校內外學者、專家中提名，

校外委員不得少於三分之一，經校長同意並向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報

備後聘任之。委員任期兩年，期滿得續聘之；召集人由校長擔任；執

行秘書由財務長兼任。 

四、本委員會每季至少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開會時以召

集人為主席；召集人不克出席時，由委員互推一人為主席。 

五、本委員會開議時，得視需要邀請相關人員或單位代表列席。 

六、本委員會委員均為無給職。但非由本校人員兼任者，得依規定支給出

席費及交通費。 

七、本委員會之行政事務工作，由本校財務處兼辦。 

八、本要點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提校務會議通過並報教育部

備查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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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國立成功大學財務處專業經理人考核要點總說明 

    依據「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投資要點」之架構下，本校校務基金之投資事宜

係授權至財務處專業經理人運作，並由相關機制如投資諮詢委員會及財務處管控組

監控，建立事前、事中及事後之完善監督機制，以發揮校務基金之效益。 

    財務處專業經理人對本校之校務基金身負重任，除進用資格須謹慎規範外，完

善之事後考核機制亦亟為重要，特設立本要點。明訂相關獎酬機制吸引優秀專業人

才，並誘使專業經理人發揮校務基金之極大化，增加本校校務基金之投資賸餘，其

考核標準有賴本校投資諮詢委員會公正客觀之考核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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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財務處專業經理人考核要點對照表 
擬 定 條 文 說  明 

一、 國立成功大學財務處（以下簡稱本處）為有效考核專業
經理人執行校務基金之投資績效，依本校校務基金進用
專業經理人實施要點規定，訂定本要點。 

明定本要點立法目的及法源依
據。 

二、 本要點所稱專業經理人，係指依本校校務基金進用專業
經理人實施要點第二點規定，所進用之專業經理人。 

明定本要點適用對象。 

專業經理人之投資績效，配合本校會計年度，每季考核
一次，並於聘任契約期滿前進行考核。 
前項投資績效考核範圍，以考核期間內該專業經理人執
行之已實現及未實現投資損益為主。 

明定專業經理人之考核時間及
考核範圍。 

三、 專業經理人應於每季底，提出該期內之相關完整投資績
效報告，並檢附相關證明資料，送交財務長作成考核建
議並轉送投資諮詢委員會進行審查。 

明定專業經理人於考核期間內
應提出投資績效報告，以供受
核。 

四、 考核標準： 

(一) 績效獎金發放乃依據專業經理人執行之已實現投
資績效，於已扣除交易成本後之投資淨報酬，高
於既定投資報酬率產生超額報酬時，得核定超額
報酬之一定比率作為績效獎金。其績效獎金金
額，累計於年終考核時合併計算，扣除必要支出
後，以現金方式發放。 

(二) 專業經理人投資績效，於已扣除交易成本後之投
資淨報酬，未達既定投資報酬率，應命其於一定
期間內，提出檢討改善專案報告，送諮詢委員會
審議。 

明定專業經理人考核之獎懲標
準。 

五、 第五點所稱既定投資報酬率、績效獎金核定比率、發放
方式及投資規範，由本處參考本校投資諮詢委員會之建
議酌定之，並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 

明定考核獎懲標準之投資報酬
比率、核發紅利及投資規範，參
酌本校投資諮詢委員會建議訂
定之。 

六、 專業經理人於每季考核期間內，須在投資限額內至少投
資 10%之金額為原則，但不包含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
設置條例第七條之一之第一、二、三項之投資。 

明定專業經理人於考核期間
內，應執行投資之最低投資額度
及投資類別。 

七、 專業經理人之適任與否，依考核標準當年評估績效，但
聘任期間內，如有下列情事之一，得隨時予以解聘：  
(一) 有任何不正交易或投資行為，損害本校權益者。 
(二) 違反專業經理人忠實義務，損害本校權益者。 
(三) 提供、交付、洩漏或以任何方式違反保密義務者。 
(四) 其他違反本校校務基金投資之相關規定者。 

明定專業經理人評估適任與否
之標準，且專業經理人於聘約期
間，如有違反契約相關規定或未
盡經理人忠實義務時，得隨時解
聘。 

八、 本要點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提校務會議通過後
實施，修正時亦同。 

明訂本要點核准程序及施行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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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財務處專業經理人考核要點 

98.11.25 98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通過 

一、國立成功大學財務處（以下簡稱本處）為有效考核專業經理人執行校務基金之投資績效，

依本校校務基金進用專業經理人實施要點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專業經理人，係指依本校校務基金進用專業經理人實施要點第二點規定，所

進用之專業經理人。 

三、專業經理人之投資績效，配合本校會計年度，每季考核一次，並於聘任契約期滿前進行

考核。 

前項投資績效考核範圍，以考核期間內該專業經理人執行之已實現及未實現投資損益為

主。 

四、專業經理人應於每季底，提出該期內之相關完整投資績效報告，並檢附相關證明資料，

送交財務長作成考核建議並轉送投資諮詢委員會進行審查。 

五、考核標準： 

（一）績效獎金發放乃依據專業經理人執行之已實現投資績效，於已扣除交易成本後之

投資淨報酬，高於既定投資報酬率產生超額報酬時，得核定超額報酬之一定比率

作為績效獎金。其績效獎金金額，累計於年終考核時合併計算，扣除必要支出後，

以現金方式發放。 

（二）專業經理人投資績效，於已扣除交易成本後之投資淨報酬，未達既定投資報酬率，

應命其於一定期間內，提出檢討改善專案報告，送諮詢委員會審議。 

六、第五點所稱既定投資報酬率、績效獎金核定比率、發放方式及投資規範，由本處參考本

校投資諮詢委員會之建議酌定之，並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 

七、專業經理人於每季考核期間內，須在投資限額內至少投資 10%之金額為原則，但不包含

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第七條之一之第一、二、三項之投資。 

八、專業經理人之適任與否，依考核標準當年評估績效，但聘任期間內，如有下列情事之一，

得隨時予以解聘：  

（一）有任何不正交易或投資行為，損害本校權益者。 

（二）違反專業經理人忠實義務，損害本校權益者。 

（三）提供、交付、洩漏或以任何方式違反保密義務者。 

（四）其他違反本校校務基金投資之相關規定者。 

九、本要點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提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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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 98 學年度第 3 次校務會議紀錄 

時間：99年 3月 17日（星期三）上午九時 
地點：光復校區國際會議廳第二演講室 
主席：賴校長明詔                           記錄：江芬芬 
出席：如附件 1, p 3 

壹、報告事項： 
主席報告： 

今天是個重要的日子，因為我們要選出本校校長遴選委員會的委員。這也
意味著我的任期在不久的將來即將屆滿，（The beginning of the end）；未來
這 11個月還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作，特別是 5年 5百億的工作。第一期的 5
年 5百億計畫執行到今年為止，我們將開始準備第二期的申請工作，這對成大
未來的發展關係重大。過去 5年，在歷任校長和同仁奠下的良好根基上，成大
進步許多，但要成為世界的頂尖大學，我們還須更加努力。請全體師生、員工
及校友跟我一起努力，讓成功大學能夠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貳、討論事項：  
第一案 提案單位：校長交議案 

案由：「校長遴選委員會」遴選委員投票推選事宜，提請  討論。 
說明： 
一、依據本校校長遴選辦法第三條辦理，如議程附件 1。 
二、各單位推荐之「校長遴選委員會遴選委員候選人」學校代表、校友代表

及社會公正人士應由校務會議代表推選 16位委員，其配置如議程附件2。
其餘 3位委員已於二月底函請教育部推荐。 

三、投票方式及記票方式建議循 95年 3月 15日校務會議「校長遴選委員會」
遴選委員推選方式辦理。 

    （一）投票方式 
          1.學校代表： 

文學院、社會科學院候選人至多圈選 2位； 
理學院、生物科學與科技學院候選人至多圈選 2位； 
電資學院、規劃與設計學院候選人至多圈選 2位； 
工學院、醫學院候選人至多圈選 4位； 
管理學院、非屬學院候選人至多圈選 2位； 
職技人員候選人至多圈選 2位。 

        2.校友代表：至多圈選 8位。 
        3.社會公正人士：至多圈選 8位。 
（二）記票方式 

        1.各群無需圈滿指定人數。 
        2.同一選票中，惟「圈錯人數之群」視為無效，其餘圈選人數 
          正確之群仍記有效票。 
        3.若同群同票者，由抽籤決定。 

擬辦：本案討論通過後，依決議於會中進行投票推選。 

決議： 
一、照案通過本校「校長遴選委員會」遴選委員投票推選事宜，投票方式及

記票方式循 95年 3月 15日校務會議「校長遴選委員會」遴選委員推選
方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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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因鄭崇華校友同時被推薦為「社會公正人士」及「校友代表」候選人，
經討論通過，若同時在二群組當選，以得票數較高之群為當選身分別。 

三、蔡少正校友為本校專任教授，經生科學院推薦為「校友代表」候選人，
經討論通過，仍將蔡教授列為「校友代表」候選人。 

四、請楊永年副研發長為開票主持人；楊澤民教授、吳如容技士、許永昱同
學為監票委員。 

五、投票之開始時間為 10時 10分；截止時間為 10時 28分。 
六、經投票結果： 
（一）學校代表：何志欽、閔振發、曾永華、吳文騰、顏鴻森、林炳文、

高強、洪國郎 
（二）校友代表：馬哲儒、鄭崇華、劉維琪、曾繁城 
（三）社會公正人士：李家同、劉炯朗、李羅權、曾志朗 
（四）「校長遴選委員會」投票結果如附件 2, p 4 

七、教育部遴派之代表：依據教育部 99年 3月 16日台人(一)字第 0990032419

號函所示，教育部遴派之代表為曾志朗、黃秀霜、
林聰明 

八、因曾志朗同時被推選為社會公正人士代表，因此社會公正人士代表須遞
補 1人，第 5高票之鄭崇華已被推選為校友代表，因此由第 6高票之黃
榮村遞補為社會公正人士代表。 

九、經徵詢各當選人獲得同意後，本校 99年「校長遴選委員會」委員名單
確定如附件 3, p 5 

參、臨時動議  無 

肆、散會：12時 25分 

98-3校務會議(99.03.17)紀錄-2-



 3 

附件 1 

國立成功大學 98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出(列)席名單 

時間：99年 3月 17日上午 9時 

地點：光復校區國際會議廳第 2演講室 

出席：黃煌煇  湯銘哲（王俊志代）  徐畢卿   陳景文   黃吉川   李偉賢  

蘇慧貞（黃正弘代）  王偉勇   沈寶春  賴俊雄  王健文   蔣為文  

李承機  劉梅琴  傅永貴 柯文峰   鄭靜  孫亦文  林慶偉 許瑞榮   

郭宗枋  陳虹樺  黃玲惠  吳文騰  褚晴暉 李驊登  陳進成 林再興 

李振誥 黃啟祥  蔡長泰  游保杉  陳顯禎  趙隆山  楊澤民 黃正能 

尤瑞哲 蔡俊鴻  王鴻博  黃啟鐘 張克勤  陳天送  洪飛義  曾永華

劉大綱（莊士賢代） 李嘉猷  陳建富（邱瀝毅代）  林志隆  莊文魁

連震杰  王清正  李欣縈  林峰田（林銘泉代）  傅朝卿  劉說芳  

張有恆   王泰裕（黃宇翔代）  廖俊雄   陳正忠 張紹基  楊明宗  

楊朝旭   林麗娟   林其和  林炳文（張少寧代）  張明熙  林以行  

陳清惠（黃美智代）  葉才明  謝淑珠   薛尊仁  洪崇傑（周宗慶代） 

葉宗烈  江美治  吳晉祥  何志欽  陸偉明  蔡維音 王金壽 王苓華

李劍如  陳廣明  陳明輝 吳如容 陳芬薰  陳志新  王茀婷 許永昱 

王德瀛（張立杰代） 李汶昇 林宏易 曾晴雯 呂武隆 劉信宏 許拯源  

賴奕杰  陳俊穎  蘇晏良 

列席：楊明宗 張克勤  王三慶  李清庭  邱正仁  楊瑞珍  張丁財 李丁進 

謝文真   謝錫堃   王偉勇   蕭世裕（張心欣代）  林仁輝  陳昌明  

顏鴻森（陳恆安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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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99年國立成功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委員候選人得票數高低次序 

社會公正人士 校友代表 學校代表 
1. 李家同 

2. 劉炯朗 

3. 李羅權 

4. 曾志朗 

5. 鄭崇華 

6. 黃榮村 

7. 戴謙 

8. 林信義 

9. 王汎森 

10. 李茂雄 

11. 黃光男 

12. 韓良誠 

13. 吳志揚 

14. 劉清田 

15. 張清風 

16. 陳文龍 

17. 彭堅汶 

 

1. 馬哲儒 

2. 鄭崇華 

3. 劉維琪(人 1) 

4. 曾繁城 

5. 歐善惠 

6. 張俊彥 

7. 漢寶德 

8. 盧峯海(人 2) 

9. 李建二 

10. 陳以真(人 3) 

11. 蔡少正 

12. 陳振貴(人 4) 

13. 張調 

14. 林鈺山 

 

壹、 文學、社科院 

1. 何志欽 

2. 陳昌明 

3. 吳密察 

4. 丁仁方 

貳、 理、生科學院 

1. 閔振發 

2. 楊惠郎 

3. 蔣鎮宇 

4. 楊耿明 

參、 電資、設計學院 

1. 曾永華 

2. 傅朝欽 

3. 陳彥仲 

4. 楊大和 

肆、 工、醫學院 

1. 吳文騰 

2. 顏鴻森 

3. 洪敏雄 

4. 林炳文 

5. 林秀娟 

6. 黎煥耀 

7. 陳彰惠 

伍、 管、非學院 

1. 高強 

2. 李劍如 

3. 林清河 

4. 林正章 

5. 王舉民 

6. 陳廣明 

陸、 職技人員 

1. 洪國郎 

2. 謝漢東 

3. 吳登平 

4. 周正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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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國立成功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遴選委員會」  99.3.22 

 
單位 姓  名 服務系所/職稱 

文學院、社會科學院：配額 1名 何志欽 經濟系教授/社會科學院院長 

理學院、生物科學與科技學院：配額

1名 
閔振發 物理系教授 

電資學院、規劃與設計學院：配額 1

名 
曾永華 電機系教授/電資學院院長 

工學院、醫學院：配額 3名 吳文騰 化工系教授/工學院院長 

顏鴻森 機械系教授/博物館館長 

林炳文 外科教授/附設醫院院長 

管理學院、非屬學院：配額 1名 高  強 工資管系教授/卸任校長 

職技人員：配額 1名  洪國郎 總務處副總務長 

校友代表：人文社會領域 劉維琪 高等教育評鑑中心董事長 

校友代表：理工醫領域 

馬哲儒 本校化工系兼任教授/卸任校長 

鄭崇華 台達電子(股)公司董事長 

曾繁城 台灣積體電路公司副總執行長 

社會公正人士 

李家同 暨南大學資訊工程學系教授 

劉炯朗 清華大學前校長/榮譽講座教授 

李羅權 國科會主委 

黃榮村 中國醫藥大學校長 

教育部遴派 

曾志朗 行政院政務委員 

黃秀霜 台南大學校長 

林聰明 教育部政務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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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 98 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紀錄 

時間：99年 4月 21日（星期三）上午九時 

地點：光復校區國際會議廳第二演講室 

主席：賴校長明詔                       記錄：江芬芬 

出席：如附件 1, p5 

壹、頒獎 

一、國科會 98年度傑出研究獎 

材料系  黃肇瑞教授 航太系  蕭飛賓教授 製造所  鄭芳田教授 

環工系  王鴻博教授 資訊系  李同益教授 藥理所  許桂森教授 

生化所  吳華林教授 水利系  黃煌煇教授 工科系  楊瑞珍教授 

二、國科會 97年度大專生參與專題研究計畫研究創作獎 

化工系 侯聖澍副教授 環工系 福島康裕助理教授 工設系 吳豐光教授 

水利系 蔡長泰教授 機械系 詹魁元助理教授 化工系 張鑑祥教授 

資訊系 李同益教授 交管系 鄭永祥助理教授 系統系 楊世安教授 

三、98年度「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執行產學合作獎勵 

（一）技術移轉績優： 

第一名：生化所  莊偉哲教授 

第二名：化工系  王春山教授 

第三名：電機系  郭泰豪教授 

（二）獎勵執行產學合作計畫績優： 

電機系 蘇炎坤教授、水工所 高瑞棋副研究員、測量系 蔡展榮副教授

水工所 楊瑞源副研究員、電機系 黃正亮教授 

（三）獎勵執行營利企業所資助產學合作計畫績優： 

電機系 謝明得教授、水工所 黃國書副研究員、環工系 鄭幸雄教授 

航太系 袁曉峰副教授、永續中心 林俊良研究助理 

（四）獎勵執行產學合作計畫進步： 

電機系 李清庭教授、 材料系 洪敏雄教授、 生科系 王建平教授 

化工系 張嘉修教授、 工管系 呂執中教授、 化學系 葉茂榮教授 

行醫所 陸汝斌教授、 航太系 溫志湧教授、 航太系 鄭金祥教授 

土木系 李德河教授、 系統系 吳鴻文教授、 工科系 黃悅民教授 

系統系 方銘川教授、 機械系 李永春教授、 測量系 洪榮宏副教授 

環工系 巢志成教授、 馬達中心 茆尚勳助理研究員 

防災中心 賴文基副主任、臧運忠組長、李心平組長、 

（五）獎勵執行營利企業所資助產學合作計畫進步： 

建築系 賴榮平教授、醫技系 吳俊忠教授 

四、本校名譽教授：環工系  溫清光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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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校講座：醫學系病理學科  蘇益仁教授 

六、本校特聘教授： 

人社中心戴  華教授 化學系  葉晨聖教授 光電所  謝文峰教授 

航太系  高  騏教授 土木系  黃景川教授 資訊系  謝孫源教授 

分醫所  張南山教授 生化所  莊偉哲教授 環醫所  蔡朋枝教授 

建築系  傅朝卿教授 心理系  謝淑蘭教授  

貳、報告事項： 

一、確認 98-2校務會議紀錄暨決議案執行情形(附表, p 6)。 

二、主席報告： 

（一）很高興今天有這麼多同仁獲獎，這不僅是他們個人的榮譽，也為學校增

添許多光彩。我們非常鼓勵老師們踴躍爭取各類的獎項，也要責成研發

處多提名本校老師參與各類獎項評選，讓成大的學術成就與表現更廣為

人知。 

（二）最近發生了幾件令人遺憾的事情，顯示心理衛生與健康是極其重要的。

學生方面，本校學務處已設有完善的心理諮商窗口，聘請合格心理師及

精神科醫生，組成強大的心理保健團隊作為預防協助的機制，但在老師

及職員方面卻沒有類似的機制。因此我委請李主秘召集會議，商討如何

為老師及職員也建置一個提供心理諮商與協助的支援管道。請李主秘稍

後補充報告。 

（三）另外，也發生有老師因研究經費使用不當而觸法的遺憾事件，造成個人

及學校的傷害。本校是國立學校，政府經費的限制很多，我已責成人事

室及會計室加強全校同仁在人事、會計方面的再教育，並定期辦理法制

說明會。學校也將強化現有的法律團隊，來幫忙處理複雜的法律問題。

希望各位代表能將這個訊息轉知單位內的同仁，讓大家學習保護自己也

保護學校。 

（四）本校除了新建校舍外，近期也積極推動老舊建築的維修工作，在總務處

同仁的努力下，已完成許多館舍的整建工程。各單位若有修繕需求，請

向總務處提出申請。 

※主秘報告： 

長期以來我們都認為老師專職教學、研究及輔導學生，比較沒有心理

健康與衛生的問題，因而疏忽這區塊的輔導與協助，造成憾事。有鑑於此，

校長特別指示召集教務處、學務處、人事室等相關人員，共同研商建構一週

全的教職員工心理諮商與協助機制。 

經會商討論後，擬以學生諮商團隊的 8位心理師為基礎，再視運作之

需要增加 1位心理師。另外，教師諮詢協助之窗口為教師發展中心、職工諮

詢協助之窗口為人事室，並在本校首頁設置專屬之網頁連結，所需空間、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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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專線電話等已規劃完成，正在進行整理與建制。另學輔組楊延光醫師已

協助著手研擬本校教職工心理健康實施計畫草案，該草案將進一步提主管會

報討論，俾作遵行之依據。因此，本校將有一套完善的心理諮詢輔導機制來

關懷及提升全體教職員工生之心理健康。 

三、本校校務基金 100年度概算編製報告（附件 3 , p10）。 

  四、各一級單位及各委員會報告：略(請參見書面報告)。 

參、討論事項：  

第一案 提案單位：校長交議案 

案由：本校 97-98學年度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廖美玉委員，因退休退出本委員

會，並由教師會推薦會計系吳清在教授遞補一事，經簽奉  核後，依規

定須提經校務會議同意後聘任之。提請  公決。 

說明： 

一、依據本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二條規定辦理。 

二、前項規定為： 

本委員會由校長任召集人，另由校長遴選六至十四位委員提經校務會議

同意後聘任之，任期兩年並得連任。新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選舉產生

新任委員前由上屆委員繼續執行任務。委員中不兼行政職務之教師代表

不得少於三分之一，必要時得聘請校外專業人士參與。 

教師會得向校長推薦委員人選。 

三、97-98學年度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將於 990731屆期。 

四、檢陳奉  核後簽陳影本（議程附件 3）。 

擬辦：本案經校務會議同意後，請人事室發聘。 

決議：經投票通過會計系吳清在教授遞補為 97-98學年度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委員，任期至 99年 7月 31日止。 

 

第二案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由：「國立成功大學校務會議規則」修正草案，（議程附件 4），提請  討論。 

說明： 

一、依校長指示辦理。 

二、為使校務會議出席人員得以充分意見溝通、集思廣益、凝聚共識，形成

校內資訊交流之重要場所，同時亦使有關校務重大事項決策民主化、科

學化和效率化，爰擬具本修正草案。 

三、檢附國立成功大學校務會議規則修正草案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 

擬辦：討論通過後實施。 

決議：「國立成功大學校務會議議事規則」第 11條條文保留暫不修正，但先加

註「若有異議時，經出席代表多數同意後，列入議程討論」；其餘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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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通過。 

 

第三案 提案單位：陳天送、楊澤民、林慶偉 

王苓華、黃正能、劉說芳、吳如容、

王泰裕、許瑞榮、柯文峰、李驊登 

案由：國立成功大學行政單位進行法人化或組織改變之程序應經由校務會議代

表授權同意後始得進行，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法源：『國立成功大學校務會議規則』第十條。 

二、由多方訊息顯示，成大行政當局正積極進行成功大學類法人化之評估（即

教育部高教司進行中之「國立大學自主經營企劃案」），並有代表赴

韓國、美國考察，並到教育部討論相關措施，同時已有推動時程表之

規劃（附件 5, p23）。由於此方案係單獨以成功大學為對象進行試驗性

推動、且涉及學校行政結構之大幅改組，宜在充分揭露資訊、全校師

生認知其影響、並經各系所、各學院依民主程序議決後審慎決定之。 

三、經馮副校長、陳進成主任、楊永年副研發長與教師會的溝通與說明，此

案係與教育部討論之大學發展研究專案，成大並未承諾該案之結論對

成功大學具有約束力。 

四、為避免上述過程對校內、校外甚至教育部有不當之聯想與誤會發生，成

大應以明確之態度表達應有之立場：成功大學行政單位進行法人化或

組織改變之程序應經由校務會議代表授權同意後始得進行。 

擬辦： 

一、為避免本校積極參與之「國立大學自主經營企劃案」過程對校內、校外

甚至教育部有不當之聯想與誤會發生，成大行政當局應以明確之態度

表達上述「研究案之結論對成大不具約束力」的立場。 

二、未來本校在組織改變或變更之規劃與研議過程，應事先加強與全校同仁

之討論與互動，並經由校務會議代表授權同意後始得進行。 

三、相關程序之啟動，應廣泛經由各系所、各學院、各中心及各行政單位之

討論與秘密投票決議，最後經由校務會議基於各系所、學院、中心及單

位之決議議決之。 

決議：國立成功大學行政單位進行類法人化之組織改變，應經由校務會議通

過後始得進行。 

 

肆、臨時動議：本次會議未討論議案延至下週三 4月 28日召開延會繼續討論。 

伍、散會：12時 2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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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國立成功大學 98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出(列)席名單 

時間：99年 4月 21日上午 9時 

地點：光復校區國際會議廳第 2演講室 

出席：黃煌煇（湯銘哲代） 馮達旋 湯銘哲 徐畢卿  陳景文 李偉賢  蘇慧貞  

王偉勇  沈寶春  王健文  劉梅琴  傅永貴  柯文峰  鄭靜  孫亦文

向克強（談永頤代） 許瑞榮  郭宗枋  陳虹樺 王建平 黃浩仁 黃玲惠  

吳文騰  褚晴暉  陳進成 林再興 陳立輝  黃啟祥  蔡長泰   陳顯禎   

趙隆山  楊澤民  黃正能（趙儒民代） 尤瑞哲  蔡俊鴻（黃良銘代）

王鴻博  黃啟鐘 張克勤  陳天送  洪飛義 曾永華劉大綱  李嘉猷  

林志隆  莊文魁  鄭憲宗  王清正  李欣縈 林峰田  傅朝卿  葉光毅  

劉說芳  張有恆   王泰裕（王惠嘉代）  廖俊雄  陳正忠 楊明宗  

楊朝旭   林麗娟   林其和  林炳文（張少寧代）  林以行  黃美智  

陳清惠（顏妙芬代） 葉才明 謝淑珠  孫孝芳 洪崇傑 江美治  李碧雪 

吳晉祥 王金壽 何志欽  陸偉明  蔡維音 王苓華 李劍如  陳廣明  

陳明輝  吳如容 李金駿  陳志新  王茀婷 許永昱 王德瀛  李汶昇 

林宏易  曾晴雯（張立杰代）  劉信宏  許拯源  呂武隆（林佑宣代） 

賴奕杰  陳俊穎  楊傑年 

列席：楊明宗 張克勤  李清庭  邱正仁  楊瑞珍  謝文真 張丁財 李丁進   

謝錫堃  王偉勇  蕭世裕（李建成代）  林仁輝（陳元方代）  顏鴻森  

戴華  楊永年  蔡達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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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國立成功大學 98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表 
99年 04月 21日 

決  議  案  摘  要 承 辦 單 位 執 行 情 形 

第一案 
案由：本校 100學年度擬申請增設、調整特

殊項目院、系、所、學位學程案，提
請  討論。 

擬辦：討論通過後依限報部。 
決議：照案通過本校 100學年度申請增設、

調整特殊項目院、系、所、學位學程
案。 

 
教務處： 
1. 已於 98 年 12 月 4 日以成大教字
第 0982000582號函提報教育部審
核。 

2. 有關<光電工程學系與光電科學
與工程研究所整併>、<科技法律
研究所與法律學系整併分組>及
<生物多樣性研究所併入生命科
學系>等 3 案，因未涉及領域變
更，依教育部 99年 3月 23日台
高(一)字第 0990038965C 號函
復，應併入本(99)年 6月 100學
年度總量審查作業再行提報。 

第二案                                       
案由：擬修訂「國立成功大學導師績效獎勵

實施要點」名稱及部分條文，提請  
討論。 

擬辦：校務會議修訂通過後更改名稱及條
文。 

決議：照案通過「國立成功大學各系導師
輔導工作獎勵實施要點」修正案。 

 
學務處： 
照案辦理。已於 3/12 將修訂通過後
之要點，公告於相關網站，並於 4/7 

Mail轉知各院系查照知悉。 

第三案                                       
案由：研擬「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投資

要點」(草案)，提請  討論。 
擬辦：討論通過，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決議：修正通過「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

投資要點」。 

 
財務處： 
本案業經 99.2.11 台高（三）字第
0990024624號函核復。 

第四案 
案由：研擬「國立成功大學投資諮詢委員

會設置要點」(草案)，提請  討論。  
擬辦：討論通過，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國立成功大學投資諮詢
委員會設置要點」。 

財務處： 
依教育部 99.2.11 台高 (三 )字第
0990024624 號函示，此要點非屬應
報部之「支應原則」，毋需報部備查。
因此校務會議通過之日即為生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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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案 
案由：研擬「國立成功大學財務處專業經

理人考核要點」(草案)，提請  討論。  
擬辦：討論通過，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決議：修正通過「國立成功大學財務處專

業經理人考核要點」。 

 
財務處： 
照案辦理。 

第六案 
案由：為使本校經費資源分配能符合公開

公平透明與最佳化之原則，欲修改並
增加「國立成功大學圖儀經費審查及
核給原則」中之利益迴避條文，提請  
討論。 

擬辦：提經校務會議討論通過後實施。  
決議：雖然本校各相關規定皆有迴避原則

之作法，然未全面以具體文字表
現。請將本利益迴避原則之精神納
入，提交各該經之會議程序討論修
訂之。 

 
研發處： 
本校「『發展國際一流大學 及頂尖研
究中心計畫』購置貴重儀器推薦及申
請要點」新增初審程序與明訂迴避原
則（如附件 2, p8），業經 98 年 11

月 30 日「邁向頂尖大學計畫推動總
中心」業務會議修訂通過，並經 98

年 12月 2日第 681次主管會報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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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國立成功大學「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 

購置貴重儀器推薦及申請要點 
97年 3月 19日第 36次推動總中心業務會議通過 

97年 4月 16日第 37次推動總中心業務會議修訂通過 

98年 2月 16日第 49次推動總中心業務會議修訂通過 

98年 11月 30日第 59次推動總中心業務會議修訂通過 

並經 98年 12月 2日第 681次主管會報通過 

一、 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升本校研究之績效與品質，特制定本要點，以
購置或研發對本校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具有明確貢獻之儀器設備。 

二、 本要點所稱儀器設備，係指本校依「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所購
置或研發，且價格超過伍佰萬元之儀器設備為原則，分為推薦、申請與研發三類： 

（一） 推薦案：由本校教師或單位推薦具重要性及共用性之儀器設備，並以安置於儀

設大樓為原則。通過之推薦案一律由儀設中心統一辦理採購，並由儀設中心統籌

運用管理。 

（二） 申請案：由本校教師或研究團隊提出，惟申請此案須有儀器自籌配合款，且配

合款來源如為頂尖大學計畫須超過總價二分之ㄧ，如為其他來源則須超過總價三

分之ㄧ。自籌配合款如欲透過國科會貴儀中心申請請予註明，國科會貴儀中心以

汰舊換新現有需求面高之中心儀器為優先，並須由國科會審核決議。 

（三） 研發案：由本校教師或研究團隊提出研發具獨特性及最佳功能之儀器設備。 

三、 所有獲補助之儀器須遵照『國立成功大學共用儀器設備執行辦法』（附件一）管理
並執行預約、收費等服務。儀器申請時須提出放置地點、提供全校共用服務之時段、

管理及收費標準等規劃。原則上共用性高且符合儀設中心發展特色之儀器以安置在

儀設大樓為原則。所購置儀器之相關費用（包括行政費、人事費、消耗材料費、維

護費等）採自給自足方式運作。 

四、 每一部儀器應有熟諳儀器之本校專任教學研究人員（以下稱儀器專家）一人以上，
負責指導儀器技術員操作、服務及簡易維護，並提供使用者技術諮詢及訓練；另應

有專任或兼任技術員一人，負責儀器操作相關事宜。 

五、 申請、推薦或研發本計畫之儀器須依規定填寫「購置貴重儀器推薦表」（附件二）、
「購置貴重儀器申請表」（附件三）或「特殊及高功能儀器設備研發申請表」（附

件四），並於研究組公告期間提出申請，逾期不予受理。 

六、 申請汰舊換新之儀器以機齡十年以上為原則，應於申請表內說明該儀器使用機齡，
並檢具十年績效及相關使用情形與管理辦法，例如：儀器總使用率（一年內使用時

數）、本校使用率、主要申請單位使用率、其他單位使用率、自籌配合款以及其他

說明事項。 

七、 審查程序： 

（一） 初審：由「共用儀器設備管理委員會」成員推薦國內外大學相關領域之專業評審進

行審查。 

（二） 複審：由研發長邀請包括「共用儀器設備管理委員會」成員及相關專家組成之儀器

審議小組進行審查，必要時邀請相關人員列席。 

審查委員若同時為申請人時，不得參與自提案件之審查，以符合迴避原則。 

八、 獲補助之案件須先動支單位或個人之配合款，標餘款歸由研究組統籌運用；國科會
配合款須依國科會規定辦理，如配合款來源有特殊規定則由「共用儀器設備管理委

員會」決議。 

九、 本要點經本校邁向頂尖大學計畫推動總中心業務會議通過，並簽陳 校長同意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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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國立成功大學共用儀器設備執行辦法 
 

97年 12月 31日 97 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研究發展處儀器設備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
為推動、執行本校儀器、設備共用與管理，特制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儀器、設備，係指本校依「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
所購置在研究上具有重要性、共用性，或需具特殊專長之技術人員操作之儀器、
設備。 

第三條    為執行本辦法，設置「國立成功大學共用儀器設備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本
委員會）。本委員會由研發長擔任召集人，委員 13 至 17 人，任期兩年，期滿
得續任之。除本中心主任為當然委員外，其餘委員由各學院及研發長推薦，由
研發長提請校長聘任之。 

第四條    本委員會協助本中心執行以下任務： 
一、審核本中心發展方針、工作計畫及執行績效。 
二、審核各項儀器、設備之汰換，以及設置地點變更。 
三、審核共用儀器、設備之申請加入。 
四、審核各項儀器、設備之收費標準。 
五、審核本中心編制內及編制外工作人員考核、獎勵及工作輪調等事項。  
六、其他有關儀器、設備之共用事宜。 
第五條    本校「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所購置儀器、設備，以設置在

本中心儀器大樓為原則，並以本中心為管理單位，但情形特殊經本委員會核可
者，不在此限。 

本校各單位所經管非屬第二條規定之儀器、設備，亦得向本中心提出申請後，加入共同使
用。 
第六條    為提升研發能量及降低儀器、設備維修成本，本中心得將相同儀器、設備進行

統合規劃、維修，並建立儀器專家資料庫，以為諮詢之參考。 
第七條    本中心得提供各儀器、設備之使用狀況，作為本校未來儀器、設備採購或汰換

之參考。 
第八條    本中心就各項儀器、設備得酌收使用費，使用費可以現金或轉帳方式繳交，校

內使用單位繳交之使用費學校不重複收取管理費，所收取之使用費依本中心 20
％，主持人或所屬單位 80％之原則分配，校外使用單位繳交之使用費扣除管理
費後，餘額依本中心 20％，主持人或所屬單位 80％之原則分配；儀器使用費另
定之，並由本委員會核定後實施。 

前項分配中心使用費，作為中心行政運作費及推動共用設備相關業務。分配給主持人或所
屬單位之使用費，則作為該儀器運作、維護、管理、耗材等相關業務所需專款。 
第九條    加入本辦法之共同使用儀器在第八條所規範之 80%儀器使用費不足支付儀器運

作維修等相關費用時，在儀器設備使用費用完後，得向本中心提出補助費用之
申請。本中心得視經費許可及該儀器執行與管理之績效，由本委員會審定其儀
器服務狀況及需求之合理性，向本中心推薦。本中心核准之補助經費，其支用、
核銷等，悉依本中心規定辦理。 

第十條    本校各單位教師、研究人員有使用本中心儀器、設備之需要時，可透過本中心
網頁提出預約申請。本中心在不影響本校各單位或教師之使用下，亦得開放全
部或一部份儀器、設備供校外人士使用，並依審定之收費標準收費。 

第十一條  申請人經核准使用各項儀器、設備時，須依照各項儀器、設備之使用規範或須
知進行操作，除正常損耗外，如有故意或過失致儀器、設備破壞、毀損，或原
操作功能部分減少，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並得視情節輕重，禁止或限制一定期
間之使用。 

第十二條  本中心僅提供儀器、設備使用之服務，各項儀器、設備量測數據非經本中心同
意，不得用於商業廣告之標示、法律訴訟之證據等其他用途。 

第十三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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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本校校務基金 100年度概算編製報告                   會計室 99.4.21 

一、收支情形如下：  

１．業務收入 61億 151萬 3千元 

（1）教學收入  34億 2,830萬元 

A、學雜費收入 11億 2,600萬元 

B、學雜費減免(-) (-)4,870萬元 

C、建教合作收入   23億元  

D、推廣教育收入 5,100萬元 

（2）租金及權利金收入 800萬元 

權利金收入 800萬元 

（3）其他業務收入 26億 6,521萬 3千元 

A、學校教學研究補助收入 24億 4,821萬 3千元 

B、其他補助收入 1億 7,300萬元 

C、雜項業務收入（招生考試報名費收入） 4,400萬元 

２．業務外收入 2億 6,770萬元 

（1）財務收入 7,000萬元 

（2）其他業務外收入 1億 9,770萬元 

３．業務成本與費用 67億 5,915萬 7千元 

（1）教學成本 58億 3,754萬 7千元 

A、教學研究及訓輔成本 35億 3,504萬 7千元 

B、建教合作成本 22億 5,400萬元 

C、推廣教育成本 4,850萬元 

（2）其他業務成本（學生公費及獎勵金） 2億 2,041萬 3千元 

（3）管理及總務費用 6億 7,119萬 7千元 

（4）其他業務費用（招生考試試務費用） 3,000萬元 

４．業務外費用 2億 1,902萬元 

（1）其他業務外費用 2億 1,902萬元 

預計短絀 6億 896萬 4千元 

二、資本支出如下：  

１．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 10億 9,372萬 8千元 

（1）土地 438萬 4千元 

   A、東寧段 233、233-2、233-4地號土地 438萬 4千元 

  （2）房屋及建築 4億 9,100萬元 

A、成功校區東側教學舍後期更新整建工程-工學院(材料系、資        

源系部分) 

2億 5,450萬元 

B、成功校區東側教學舍後期更新整建工程(資訊系部分) 1億 9,550萬元 

C、成大防火科技大樓新建工程 3,500萬元 

D、整建老舊館舍，包括教學大樓、全校公共設施及無障礙 

環境等工程 

600萬元 

（3）機械及設備 4億 6,010萬元 

A、教學用儀器設備 2億 810萬元 

B、全校污染防治設備 3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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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碩士專班、雜項業務、建教合作、推廣教育、場地設備、

其他業務外設備及李國鼎獎座設備 

2億 4,900萬元 

（4）交通及運輸設備 1,948萬元 

A、教學用視訊設備 500萬元 

B、成功廳音響設備 600萬元 

C、公務轎車 2輛  118萬元 

D、碩士專班、建教合作、推廣教育、場地設備及李國鼎獎

座設備 

730萬元 

（5）什項設備 1億 1,876萬 4千元 

A、教學用圖書及什項設備 8,111萬 4千元 

B、一般行政設備及專項設備 400萬元 

C、碩士專班、建教合作、推廣教育、場地設備、其他業務

外設備及李國鼎獎座設備 

3,365萬元 

２．無形資產 2,385萬 9千元 

（1）教學用電腦軟體 1,174萬 3千元 

（2）碩士專班、建教合作及推廣教育電腦軟體 1,211萬 6千元 

３．遞延借項 6,500萬元 

（1）台南衛戌病院整修工程 2,000萬元 

（2）整建老舊館舍 2,500萬元 

（3）舊建築物補強工程 2,000萬元 

以上合計 11億 8,258萬 7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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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 98 學年度第 4 次校務會議延會紀錄 

時間：99 年 4 月 28 日（星期三）上午九時 

地點：光復校區國際會議廳第二演講室 

主席：賴校長明詔                            記錄：江芬芬 

出席：如附件 1, p 9 

壹、報告事項： 

一、主席報告： 

感謝各位於百忙之中來參加校務會議，因為議案眾多未及討論，我

們不得不在今天再開延會討論。首先請總務長報告一件重要的事情。 

二、總務長報告： 

教育部因被能源局列為耗電量之首惡，於 4 月 26 日召集各國立中等

以上學校總務長，討論節電的議題。以 98 年總用電量減 97 年總用電量

之差來排序，本校於第一類中排列第一，但若以增加比例來算，我們僅

增了 3%，因學校組織龐大，增加 3%，其增加的用電量即相當可觀。教育

部將以 6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的夏季用電量為指標，希望各校先以各種策

略推行節約用電，若已盡力節約仍無法達到目標，再敘明理由陳報。請

各代表轉知各單位同仁一起節約用電，總務處也會規劃一些措施於近日

公布實施，希望全校一起努力實施節約用電，為環保盡一份心力。 

 建議： 

能源中心將發展太陽能電池與發電機，以期減少一些用電量。 

建議總務處參考其他私立大學對用電的管理方法，例如元智大學。 

以中控中心將系所各個空間用電量加以管制，減少浪費。 

※異議處理： 

陳進成代表提出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校務會議議事規則」第 11 條條文

及增列第 16 條條文案，經附議並投票表決通過後列入討論。 

貳、討論事項：  

第二案（續） 提案人：陳明輝、陳進成 
案由：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校務會議議事規則」第 11 條條文及增列第 16

條條文，提請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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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修正對照表如下： 
國立成功大學校務會議議事規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一條 本會提案如下： 

 一 校長交議事項 

  二 各院所系與一級行政單位提

案事項 

  三 本會各委員會之提案 

  四 本會代表五人以上連署之提

案事項 

  前項各款提案，除校長交議事項

外，應先交由校務發展委員會審查

通過後始提會討論，審查不通過者

由主任秘書於會議中提出說明，若

有異議時，則經出席多數同意後，

列入議程討論。 

上述各款提案之“審查”係指提

案 

(1)是否屬校務會議審議事項 

(2)其案由、說明、擬辦等形式是

否完備 

第十一條 本會議提案，除

校長交議事項者外，應

先交由校務發展委員會

審查通過後始提會討

論，審查不通過者，由

主任秘書於會議中提出

說明。 

一  文字修正 

二  明定校務會議

提案之程序 

第十六條  

本會議事規則，未規定或規範不

周者，悉依內政部的”會議規

範”處理。 

  

擬辦：討論通過後施行。 
決議：修正通過「國立成功大學校務會議議事規則」第 11 條條文及增列第

16 條條文修正案（附件 2, p10）。 
 

第四案 提案單位：研究總中心 
案由：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研究發展成果管理辦法」，提請  討論。 

說明： 

一、國立成功大學技轉育成中心於民國 96 年 3 月 21 日經研究總中心 95
學年度評議委員會第 3 次會議通過修正設置辦法，將技術移轉服務

中心與創新育成中心組織合併，為求法規體系一致，應將該中心相

關法規進行修正，以符實際。 

二、本校人員職務上研發成果之權利申請及維護，須由本校負擔相關費

用者，應以具有研發成果推廣效應，符合成本效益原則。 

三、為符合大專校院產學合作實施辦法第 9 條規定暨國科會補助學術研

發成果管理與推廣作業要點 8 等規定，參酌本校校務基金進用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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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理人實施要點 7，擬將技轉育成中心人員績效獎金納入技轉育成中

心營運成本，以激勵人員從事產學合作業務。 

四、技轉育成中心目前正與全世界各地校友會以及工研院等校外單位洽

談與本校合作推廣本校研發成果事宜。該等校外單位有將本校研發

成果作最大效應推廣能量，且可為本校帶來重大產學合作利益，符

合大專校院產學合作辦法規定之要求，擬增列技轉中心得委託校外

單位進行研發成果推廣之規定。 

五、修正相關條文文字以及不合時宜之規定，以符合時勢需求，具體修

正條文以及修正條文對照表如議程附件 6。 

擬辦：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決議：修正通過「國立成功大學研究發展成果管理辦法」修正案（附件 3, p17） 

 

第五案 提案單位：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案由： 「國立成功大學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二點條文修正草

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鑑於校園性別平等教育工作範疇包括課程規劃、學術研究及安全與

友善空間規劃，99 年 1 月 5 日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會議討論通過將

教務長及總務長納入委員會之當然委員。 

二、「國立成功大學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與原

條文如議程附件 7。 

擬辦： 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國立成功大學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二點條文

修正案（附件4, p23） 
 

第六案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擬修訂「國立成功大學建教合作計畫行政管理費及節餘款支用細則」

（詳議程附件 8），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本案經98.12.02第681次主管會報、98.12.24研究發展會議、99.1.21

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及99.4.7校務發展委員會討論通過。 

二、依據本校校務基金管理與監督辦法第15條修訂本辦法。（議程附件9） 

三、配合本校校務基金管理與監督辦法第15條修正後之規定，將該辦法

修正程序修訂為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及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

正時亦同。另明訂計畫主持人離職或退休，其帳上節餘款餘額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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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方式。同時修訂現行辦法名稱使合宜。 

四、另依據98.05.21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97學年度第3次會議決議：將節

餘款分配之下限修正為1萬元。 

五、新擬節餘款計算分配方式，在計算節餘款分配時已將計畫經費執行

率納入考量，使符合計畫管理之精神，並鼓勵將經費做更好的運用。

另為簡化行政作業流程，計畫節餘款授權支用表核准層級修正為研

發長。以上修正已在97.05.07主管會報、97.06.19研發會議及

99.1.21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中獲得共識。 

六、詳細修訂情形請參考「國立成功大學建教合作計畫行政管理費及節

餘款支用細則」修正草案總說明及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擬辦：本案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決議：修正通過「國立成功大學建教合作計畫行政管理費及節餘款支用要點」

（附件 5, p25）。 

 

第七案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研究發

展處 
案由：「國立成功大學組織規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議程附件10），提請  討

論。 

說明： 

一、大學法第 33 條第二項，大學應輔導學生成立由全校學生選舉產生之

學生會及其他相關自治組織，以增進學生在校學習效果及自治能力。

本校組織規程第五章第四十三條所稱學生自治組織包括：學生會、

系學會、系學會聯合會。 
二、考量本校為增進學生在校學習效果及自治能力，其學生宿舍自治委

員會已明訂於本校宿舍管理規則第三條中，且已於 91.5.31 90 學年

度第 2 學期學生事務會議通過其組織辦法，其運作至今情形良好。

爰於 98.5.20 學務處學生自治團體溝通會議決議將學生宿舍自治委

員會納入學生自治團體中，配合修正本校組織章程第四十三、第四

十六至五十一條之文字。 

三、本案業經 98 年 12 月 16 日 682 主管會報及 99 年 4 月 7 日校務發展

委員會討論修正通過。 

四、檢附大學法第 33 條摘錄（議程附件 11）供參。 
擬辦：討論通過後，報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決議： 修正通過「國立成功大學組織規程」第 43、46、46-1 及 47 條條

文修正案（附件 6, p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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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擬修訂本校「講座設置要點」第三點之內容（議程附件 12），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本案經 99 年 3 月 3 日主管會報通過。 

二、擬新增其他講座之資格非適用本要點之規定。 

擬辦：擬通過後公告施行。 

決議：修正通過本校「講座設置要點」（附件 7, p31）。 

 

第九案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擬修訂「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 14條條文（議

程附件 13），提請 討論。 

說明： 

一、依據 98.07.13教育部台會（一）第 0980116989B號函說明三（如議

程附件 14）：「自籌收入之收支保管規定訂有『就地查核費』者，

請刪除或依該費用之性質另訂名稱，避免滋生不必要之困擾。」之

規定，廢止國科會研究計畫就地審計費之提撥，為廢止提撥後，學

校、學院（研究總中心）、系所（研究中心）支用比率之調整，擬

修訂「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 14條相關條文。 

二、本案曾提會議討論之過程如下： 
相關會議與時間 決議內容 

98.9.1 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討論修
訂「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及監
督辦法」第 14條條文 

同意廢止國科會研究計畫就地審計費之提撥。惟廢止提
撥後，學校、學院(研究總中心)、系所(研究中心)之支
用比率，請研發處研擬後，提下次主管會報及校務發展
委員會討論。 

98.9.9 第 678 次主管會報討論修訂
「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及監
督辦法」第 14條條文 

廢止就地審計費之提列後，就地審計費依本校現行作法
仍納為校控經費，由學校統籌運用。至於學院及研究總
中心、系所及研究中心管理費分配比率之調整，請研發
處進一步研議後再提出討論。 

98.10.15 邀請各學院院長及研究總
中心主任召開檢討會議，召開檢討會
議之前已先通知(98.09.15)各一級
單位主管請與所屬單位進行溝通並
取得內部共識，以利檢討會之進行。 

1. 學院及研究總中心、系所及研究中心之分配比率，
由各學院與所屬系所進行溝通調整，並取得共識。 

2. 原分配校 57%(已併入就地審計)，圖書館 10%，是否
能提撥部分比率給學院，由研發處與圖書館及會計
室先行協商。 

3. 下次會議(約兩個星期後)建議請圖書館及會計室列
席。 

98.11.3 馮達旋副校長兼代研發長
邀請社會科學院何志欽院長、會計室
石金鳳專門委員與本處同仁討論如
何修定國科會計畫管理費分配比率
事宜。 

1. 若圖書館願意提撥 1%給學院，校方亦同意配合提撥
1%給學院，使院分配比率可達 10%。 

2. 由馮副校長、社會科學院何院長及圖書館謝館長再
進行溝通，以取得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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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會議與時間 決議內容 

99.1.18 馮副校長與社科院何院長
及圖書館謝館長會面討論。 

討論未有結果。 

99.2.25本處邀集九院院長、研究總
中心、圖書館館長、會計室再次協商
管理費分配比率。 

決議管理費支用比率為學校 56%，各學院及系所（研究
總中心及研究中心）34％。院系分配比例授權各院由以
下三方案擇一，於一個月內函覆本處。 
(1)院 4％；系所 30％ 
(2)院 10％；系所 24％ 
(3)院 17％；系所 17％ 
 

99.3.17第 687次主管會報討論修訂
「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及監
督辦法」第 14條條文 

同意修訂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支用比率為學校 56%，各
學院及系所（研究總中心及研究中心）34％。 

 

三、建議案：各建教合作計畫案管理費提列 10﹪作為圖書館書刊經費，

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支用比率提列 56%納入校方統籌運用，34%授權

院、系（研究總中心、研究中心）統籌運用。 

     玆將現行規定及建議案各單位分配比率表列如下： 
 圖書館 校(含就地

審計 7.5%) 
學院及研究總

中心 
系所及研究

中心 
合計 

現行規
定 

10% 57% 
 

2.48% 
 

30.52% 
 

100% 

建議案 10% 56％ 
 

34% 100% 

擬辦：本案經校務會議討論通過後報教育部備查後實施。 

決議：修正通過「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 14條條文

修正案（附件 8, p34）。 

 

第十案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  
案由：修訂「國立成功大學學生獎懲要點」第十三點條文修正草案，提請  討

論。 

說明： 

一、依本校「研究生章程」第十一條條文「研究生…操行成績以六十分

為及格」(如議程附件 16)(奉教育部 98.12.22 台高(二)字第

0980216366 號函准予備查)。 

二、擬請同意修正本校「學生獎懲要點」第十三點有關研究生定期察看

其操行成績之基本分，由原七十分修正為六十分，並修正定期察看學

生處分及累計規定。 

三、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附件議程 15。 

擬辦：通過後，陳報教育部備查。 

決議：照案通過「國立成功大學學生獎懲要點」第十三點條文修正案（附

件 9, p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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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人事室  
案由：修正本校教師聘任辦法第 1、5條條文及本校教師聘約部分條文，

修正草案對照表(如議程附件 19、20)，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本案業提經本校 99 年 1 月 7 日 98 學年度第 4 次教師評審委員會及

99 年 2 月 23 日 98 學年度第 5 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 

二、本次修正重點及理由如下： 

（一）明訂助理教授未於限期內升等，擬以「育嬰」申請再續聘時，

須具有「養育三足歲以下子女」之適用條件 

（本校教師聘任辦法第 5條及本校教師聘約第 1條） 

理由：參考性別工作平等法及教育部函示規定，教師申請「育

嬰」留職停薪應準用之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申請育嬰

留職停薪之期間至該子女滿三歲止」之規定訂定，以資明

確。 

（二）載明新聘助理教授未依限於 6年內升等，第一次延長續聘（第7、

8年）期滿，如仍有育嬰以外之重大事由，得否申請第 9、10年

之再續聘，爰分甲、乙兩案，提會討論。 

（三）明訂教師評量制度內容（本校教師聘約第 2條） 

理由：依教育部 98年 12月 7日台學審字第 0980211625號函示

「本校教師評量要點第 6點之內容，依大學法第 19條規

定，應明訂於教師聘約中」辦理。 

（四）明訂教師不得有未經學校具名，逕自接受委託研究之情事 

（本校教師聘約第 7條） 

理由：依教育部 98年 5月 6日台高（三）字第 0980076683號

函及同年 7月 13日台人（一）字第 0980089039A號函示

「產學合作係以學校為契約主體，學校之個人仍不得自行

接受委託研究逕自訂約，校方宜在相關規章或在與專任教

師聘約中，明確規範學校接受委辦計畫之處理原則及違約

之議處等措施」之規定辦理。 

三、檢附本校教師聘任辦法現行全文乙份(如議程附件 21)，請  參閱。 

擬辦：討論通過後實施。 

決議： 

一、新聘助理教授未依限於 6年內升等，第一次延長續聘期滿，如仍有

育嬰以外之重大事由，得否申請第 9、10年之再續聘乙節，經投票

表決通過採行甲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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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修正通過本校教師聘任辦法第 1、5條條文及本校教師聘約部分條文

修正案（附件 10, p45）。 

 

第十二案  提案單位：財務處  
案由：為聘任專業經理人，擬修訂「國立成功大學財務處專業經理人考核

要點」第五點、第七點及第八點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如議程附件

22，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本案業經 99年 3月 15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討論通過(議程附件

23)。 

二、檢附「國立成功大學財務處專業經理人考核要點」(議程附件 24)供請參考。 

擬辦：討論通過後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國立成功大學財務處專業經理人考核要點」第五點、第

七點及第八點條文修正案（附件 11, p53）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12時 10分 

98-4 延會校務會議(99.04.28)紀錄-8-



附件 1 

國立成功大學 98 學年度第 4 次校務會議延會出(列)席名單 

時間：99 年 4 月 28 日上午 9 時 

地點：光復校區國際會議廳第 2 演講室 

出席：黃煌煇 馮達旋（黃正弘代） 湯銘哲 徐畢卿  陳景文 李偉賢  沈寶春

蘇慧貞（黃正弘代） 黃吉川（黃浩仁代）王偉勇（陳益源代） 王健文  

賴俊雄（閔慧慈代）  蔣為文  廖淑芳  傅永貴（柯文峰代）  柯文峰 

鄭靜  孫亦文 向克強（談永頤代） 郭宗枋  陳虹樺 黃浩仁 黃玲惠  

吳文騰 陳進成 林再興（謝秉志代） 李振誥 陳立輝  黃啟祥  蔡長泰

黃景川（朱聖浩代）游保杉  陳顯禎  趙隆山 楊澤民 尤瑞哲 蔡俊鴻

黃正能（趙儒民代）  黃啟鐘  張克勤（黃啟鐘代）  陳天送  洪飛義

劉大綱 曾永華 林志隆  鄭憲宗  李欣縈（曾盛豪代）林峰田  傅朝卿  

葉光毅  劉說芳 張有恆  王泰裕  廖俊雄  陳正忠 楊明宗  林麗娟     

林炳文（張少寧代）黃美智  姚維仁  謝淑珠 薛尊仁 林啟禎  葉宗烈

江美治  李碧雪 何志欽  陸偉明（楊雅婷代）王苓華 李劍如  陳廣明  

陳明輝 吳如容  陳志新  王茀婷 許永昱 王德瀛  林宏易（陳卿弘代）  

曾晴雯（張立杰代）  呂武隆  賴奕杰（余紹安代）  陳俊穎 

列席：楊明宗 張克勤  邱正仁  楊瑞珍 謝文真 張丁財（陶筱然代）李丁進   

謝錫堃（李忠憲代） 林仁輝（洪飛義代） 顏鴻森（張幸真代）蔡達智  

曹玫蓉 崔兆棠 

98-4 延會校務會議(99.04.28)紀錄-9-



附件 2      國立成功大學校務會議議事規則修訂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國立成功大學校務會議議事規則 國立成功大學校務會議規則 一、文字修正。 

二、依本校組織規程第十

六條第二項規定，校務會

議議事規則由校務會議

訂定之，爰修正本案名

稱，以求一致。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議事規則依據大學法

第十五條暨本校組織規程第十六

條之規定訂定之。 

第一條  本規則依據大學法第

十五條暨本校組織規程第十六

條之規定訂定之。 

文字修正。 

第二條  校務會議（以下簡稱本

會） 依本校組織規程第十四條之

規定組成之。 

第二條  校務會議（以下簡稱

本會） 依本校組織規程第十四

條之規定組成之。 

本條未修正。 

第三條  本會之代表，各學院應選

出學術或行政主管與教師代表，由

秘書室依據各學院教師人數，按比

例分配各學院名額，再由各該學院

依據自訂之校務會議代表推選辦法

產生。 

不屬於學院之代表，按前項

比例分配名額，由教務處就不屬

學院之各單位全體教師選舉產

生。 

前項比例分配名額，不足四

人者，以四人計。比例分配遇有

畸零時，按四捨五入方式計算之。 

本會之研究人員、助教、職

員、工友、大學部學生代表及研

究生代表，由各團體分別經推選

產生。 

第三條  本會議之代表，各學院

應選出學術或行政主管與教師

代表，由秘書室依據各學院教

師人數，按比例分配各學院名

額，再由各該學院依據自訂之

校務會議代表推選辦法產生。

不屬於學院之代表按前項比例

分配名額，由教務處就不屬學

院之各單位全體教師選舉產

生。 

前項比例分配名額，如不

足 4人時，以 4人計。比例分

配遇有畸零時按四捨五入方

式計算之。 

      本會議之研究人員、助

教、職員、工友、大學部學生

代表及研究生代表，由各團體

分別經推選產生。 

文字修正。 

第四條  本會代表除本校組織規程

第十四條規定之單位主管外，其

任期為一年，連選得連任。 

      

第四條  會議代表除本校組織規

程第十四條規定之單位主管外，

各代表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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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本會審議事項如下： 

一  校務發展計畫及預算。 

二  校組織規程、各單位設置辦

法及各種重要章則。 

三  學院、學系、研究所及其他

單位之設立、變更與停辦。 

四  教務、學生事務、總務、研

究發展及其他校內重要事

項。 

五  有關教學評鑑辦法之研議。 

六  本會所設委員會或專案小

組決議事項。 

七 會議提案及校長提議事項。 

第五條  本會議依大學法及本校

組織規程之規定，審議左列事

項： 

一、校務發展計畫及預算。 

二、本大學組織規程、各單位

設置辦法及各種重要章

則。 

三、學院、學系、研究所、及

其他單位之設立、變更與

停辦。 

四、教務、學生事務、總務、

研究發展及其他校內重

要事項。 

五、有關教學評鑑辦法之研

議。 

六、校務會議所設委員會或專

案小組決議事項。 

七、會議提案及校長提議事

項。 

一、文字修正。 

二、按大學設校務會議，議

決校務重大事項，校務

會議審議事項，依大學

法第16 條規定：「校務

會議審議下列事項：

一、校務發展計畫及預

算。二、組織規程及各

種重要章則。三、學院、

學系、研究所及附設機

構之設立、變更與停

辦。四、教務、學生事

務、總務、研究及其他

校內重要事項。五、有

關教學評鑑辦法之研

議。六、校務會議所設

委員會或專案小組決議

事項。七、會議提案及

校長提議事項。」，爰

訂定之。 

 

第六條  本會由校長召開，每學期

至少召開一次；經校務會議應出

席人員五分之一以上請求召開臨

時校務會議時，校長應於十五日

內召開之。 

第六條  本會議由校長召開，每

學期至少召開一次；經校務會議

應出席人員五分之一以上請求召

開臨時校務會議時，校長應於十

五日內召開之。 

文字修正。 

第七條  本會因事實需要，得邀請

或指定其他單位主管或相關人員

列席。 

第七條  本會議因事實需要，得

邀請或指定其他單位主管或相關

人員列席。 

文字修正。 

第八條  本會開會時校長為主席，

校長因故不能出席時，由校長就

本會代表中商請一人代理主席。  

第八條  本會議開會時校長為主

席，校長因故不能出席時，由校

長就出席人員中商請一人代理主

席。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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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  本會代表應親自出席會

議，因故不能出席時，除當然代

表得委託其職務代理人出席者

外，其餘者得以書面委託原推選

單位之成員代為出席，並享有會

議代表的權利及義務。每位代理

人僅能受委託一人為限。 

      本會代表在任期中因故無法

或不能擔任代表職務時，由秘書

室通知原推選單位，推舉代表遞

補，其任期以補足所遺任期為限。 

本會代表除已依規定請假或

委託他人代理出席者外，無正當

理由兩次不出席者，視為無法擔

任代表，由秘書室依前項規定辦

理。 

第九條  本會議開會時，應出席

人員因故不 能出席時，得由其職

務代理人或以委託書委由其原選

舉單位之成員代理出席，並享有

會議代表的權利及義務。 

一、擔任校務會議代表應出

席會議，因故不能出

席，當然代表得委由職

務代理人代為出席；推

選代表須委託原推選單

位成員代表出席。 

二、本會代表於任期中，因

事實上原因，例如教師

代表因奉准借調、休假

研究、留職留（停）薪

進修研究等，已無法擔

任代表出席校務會議

時，得由原推選單位推

選代表遞補，俾使校務

會議議事程序，得以順

利進行，爰增訂第二、

三項。 

第十條  本會非有應出席代表過

半數之出席，不得開議。 

前項應出席代表人數，以本

會全體代表總額減除因公假、差

假、上課或因病請假，且未委託

他人代理出席之代表人數計算

之。 

 

第十條  本會議非有應出席人員

過半數之出席，不得開議；非

有出席人員過半數之同意，不

得決議。提出本會之議案，除

校長交議及各處、院、系（所）

提議者外，應有出席人員五人

以上之連署。 

一、明定校務會議開會之額

數。 

二、依內政部會議規範第四

條規定，明定校務會議

應出席人數計算，應扣

除會議代表中因公差

假、上課或因病無法出

席之代表人數且未委託

他人代理出席之代表人

數，爰增訂第二項。 

三、提案表決通過計算標

準，移至第十四條第二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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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條  本會提案如下：  

一  校長交議事項。 

二  各院所系與一級行政單位

提案事項。  

三  本會各委員會之提案。  

四  本會代表五人以上連署之

提案事項。  

前項各款提案，除校長交議事

項者外，應先交由校務發展委

員會就程序事項預為審查（如

提案內容是否屬本會審議範

圍、提案程序是否完備或內容

有無與其他法規相衝突等）後

始提會討論；審查不通過者，

由主任秘書於會議中提出說

明。若有異議時，經出席代表

多數同意後，列入議程討論。 

第十一條 本會議提案，除校長交

議者外；應先交由校務發展委

員會審查通過後始提會審議；

審查不通過者，由主任秘書於

會議中提出說明。 

一、文字修正。 

二、明定校務會議提案之程

序。 

第十二條  臨時動議案件應有在

場出席代表五人以上之附議始

可提出，並經本會出席代表多數

之同意，方予討論。其決議依第

十四條辦理。 

第十二條  臨時動議案件需有

出席人員五人之附議始可成

案，其決議照第十條前段辦

理。 

臨時動議在程序上為宣

布開會後始得提出，因

未在事前以議案方式提

出，使出席代表有事前

知悉思考之機會，故須

經在場出席代表過半數

之同意，認為有逕行提

出之必要，始可進行討

論，以維議事之效率，

爰修正之。 

第十三條  本會代表對於同一議

案之發言，以每人不超過兩次，

每次不超過三分鐘為原則。但討

論修改或其他情況特殊經主席

同意者，不在此限。 

 
一、本條係新增。 
二、明定校務會議代表

就同一議案之發言
時間與次數，應有適
當之限制，以促進議
事效率之進行，爰參
考各國立大學校務
會議議事規則，如國
立政治大學、國立中
興大學、國立台北大
學皆有此項規定，爰
增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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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條 主席對每一議案之討

論，得於適當時機提請大會表

決，並宣布其決議；表決方式由

主席酌定採用舉手或投票等方

式行之。 

本會議案之決議，經出席

代表多數同意為之。 

第十三條  主席對每一議案之

審議，得於適當時機提請大

會表決，並宣佈其決議；表

決方式由主席酌情採用舉手

或投票等方式行之。 

一、條次依序調整。 

二、原條文第十條規定本

會議案表決額數，移

至本條第二項。 

三、依會議規範第五十八

條規定，係以「獲參

加表決」之人數計

算，亦即以在場出席

人數計算。故參照會

議規範規定，採取在

場人數為表決計算之

標準，以資明確。 

第十五條  列席人員有發言權，無

表決權。 

第十四條  列席人員有發言

權，無表決權。 

條次依序調整。 

第十六條  本會議事規則未規定

事項，準用內政部頒布會議規

範之規定。 

 一、本條係新增。 

二、明定本議事規則如

有未規定事項，準用

準用內政部頒布「會

議規範」之規定，以

求周延。 

第十七條  本議事規則，經校務會

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第十五條  本會議規則，經校

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

亦同。 

一、條次依序調整。 

二、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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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01008 

國立成功大學校務會議議事規則 

80年 05月 20日八十學年度第四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4年 11月 15日八十四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0年 10月 24日九十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5年 11月 1日九十五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延會修正通過 
98年 06月 24日九十七學年度第四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9年 4月 28日九十八學年度第四次校務會議延會修正通過 

第一條   本議事規則依據大學法第十五條暨本校組織規程第十六條之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校務會議（以下簡稱本會）依本校組織規程第十四條之規定組成之。 

第三條   本會之代表，各學院應選出學術或行政主管與教師代表，由秘書室依據各學院教

師人數，按比例分配各學院名額，再由各該學院依據自訂之校務會議代表推選辦法產生。 

不屬於學院之代表按前項比例分配名額，由教務處就不屬學院之各單位全體教師選

舉產生。 

前項比例分配名額，如不足四人時，以四人計。比例分配遇有畸零時按四捨五入方

式計算之。 

本會之研究人員、助教、職員、工友、大學部學生代表及研究生代表，由各團體分

別經推選產生。 

第四條   本會代表除本校組織規程第十四條規定之單位主管外，其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 

第五條   本會審議事項如下： 

一、校務發展計畫及預算。 

二、本大學組織規程、各單位設置辦法及各種重要章則。 

三、學院、學系、研究所、及其他單位之設立、變更與停辦。 

四、教務、學生事務、總務、研究發展及其他校內重要事項。 

五、有關教學評鑑辦法之研議。 

六、本會所設委員會或專案小組決議事項。 

七、會議提案及校長提議事項。 

第六條   本會由校長召開，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經校務會議應出席

人員五分之一以上請求召開臨時校務會議時，校長應於十五日內召開

之。 

第七條   本會因事實需要，得邀請或指定其他單位主管或相關人員列席。 

第八條   本會開會時校長為主席，校長因故不能出席時，由校長就本會代表中商請一人代

理主席。 

第九條   本會代表應親自出席會議，因故不能出席時，除當然代表得委託其職務代理人出

席者外，其餘者得以書面委託原推選單位之成員代為出席，並享有會議代表的權利及義

務。每位代理人僅能受委託一人為限。 

      本會代表在任期中因故無法或不能擔任代表職務時，由秘書室通知原推選單位，推舉

代表遞補，其任期以補足所遺任期為限。 

本會代表除已依規定請假或委託他人代理出席者外，無正當理由兩次不出席者，視

為無法擔任代表，由秘書室依前項規定辦理。。 

第十條   本會非有應出席代表過半數之出席，不得開議。 

前項應出席代表人數，以本會全體代表總額減除因公假、差假、上課或因病請假，

且未委託他人代理出席之代表人數計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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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條  本會提案如下：  

一  校長交議事項。 

二  各院所系與一級行政單位提案事項。  

三  本會各委員會之提案。  

四  本會代表五人以上連署之提案事項。  

前項各款提案，除校長交議事項者外，應先交由校務發展委員會就程序事項預為審查（如

提案內容是否屬本會審議範圍、提案程序是否完備或內容有無與其他法規相衝突等）後

始提會討論；審查不通過者，由主任秘書於會議中提出說明。若有異議時，經出席代表

多數同意後，列入議程討論。 

第十二條  臨時動議案件應有在場出席代表五人以上之附議始可提出，並經本會出席代表多

數之同意，方予討論。其決議依第十四條辦理。 

第十三條  本會代表對於同一議案之發言，以每人不超過兩次，每次不超過三分鐘為原則。

但討論修改或其他情況特殊經主席同意者，不在此限。 

第十四條  主席對每一議案之討論，得於適當時機提請大會表決，並宣布其決議；表決方式

由主席酌定採用舉手或投票等方式行之。 

本會議案之決議，經出席代表多數同意為之。 

第十五條  列席人員有發言權，無表決權。 

第十六條  本議事規則未規定事項，準用內政部頒布會議規範之規定。 

第十七條  本議事規則，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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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國立成功大學研究發展成果管理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條  修正條文  原條文  理由說明  
第
一
條 

為保障及推廣國立成功大學
(以下簡稱本校)之研究發展
成果，並鼓勵創新及提昇研
究水準，特依科學技術基本
法第六條，以及與政府科學
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
用辦法第十三條規定，訂定
本辦法。 

為保障及推廣本校之研究發
展成果，並鼓勵創新及提昇研
究水準，特依科學技術基本法
第六條第二項與政府科學技
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
辦法第十三條規定，訂定本辦
法。 

擴大法規依據以求實際。1 

第
二
條 

本辦法所稱本校研究發展成
果，係指本校支薪人員(以下
簡稱本校人員)因職務或非
職務上所產生之研究發展成
果，包括因研究發展所產生
具有可專利性之技術概念、
積體電路布局、產品、著作
權及其衍生之權利、營業秘
密、植物品種權，以及其他
技術資料。 
前項研究發展成果權利之歸
屬，屬著作者，應依著作權
法第十一條、第十二條之規
定﹔屬專利者，應依專利法
第七條、第八條之規定﹔屬
積體電路布局者，應依積體
電路電路布局保護法第七條
之規定﹔屬營業秘密者，應
依營業秘密法第三條、第四
條之規定；屬植物品種權
者，應依植物品種及種苗法
第八條、第九條之規定。 

本辦法所稱本校研究發展成
果，指本校支薪人員(以下簡
稱本校人員)因職務或非職務
上所產生之研究發展成果。 

 
前項研究發展成果，包括因研
究發展所產生具有可專利性
之技術思想、積體電路布局、
產品、著作權及其衍生之權
利、營業秘密、及其他技術資
料。 

前項研究發展成果權利之歸
屬，其屬著作者，依著作權法
第十一條、第十二條之規定﹔
其屬專利者，依專利法第七
條、第八條之規定﹔其屬積體
電路布局者，依積體電路電路
布局保護法第七條之規定﹔
其屬營業秘密者，依營業秘密
法第三條第一項之規定。 
 

1.研究發展成果應包含植
物品種及種苗法之品種
權。 

2.另增加植物品種及種苗
法之規定。 

3.「思想」無法由他人控
制擁有，故刪除「思想」
二字，改為「概念」。 

4.權利歸屬部分，營業秘
密法宜增列第三條全部
以及第四條之規定，以
求體例一致。2 

5. 文字修正 

第
三
條 

前條第一項所稱之「職務上
所產生之研究發展成果」，
係指由本校編列預算，補
助、委辦、出資或使用本校
實驗設備所產生之研發成
果，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
另有約定外，悉屬於本校。 

本校人員非職務上之創作屬
於前條第二項規定之研發成
果者，應主動告知主管單
位。是否屬於職務上之創作
發生爭議時，得由校長及有
關當事人各指定專家二人及
共同洽訂之法律專家至少一
人，組成認定小組認定之。 

本校人員進行前項情形之研
究工作擬使用本校之實驗設
備者，應報請所屬單位同
意，並與本校訂定契約，約
定研發成果之回饋比例。 

前條第一項所稱之「職務上所
產生之研究發展成果」，係指
由本校編列預算，補助、委
辦、出資或使用本校實驗設
備，所產生之研發成果，除法
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約定
外，屬於本校。 

本校人員非職務上之創作屬
於前條第二項規定之研發成
果者，應主動告知主管單位。
是否屬於職務上之創作發生
爭議時，得由校長及有關當事
人各指定專家二人及共同洽
訂之法律專家至少一人組成
認定小組認定之。 

本校人員進行前項情形之研
究工作擬使用本校之實驗設
備者，應報請所屬單位同意，
並與本校訂定契約，約定研發
成果之回饋比例。 

文字修正 

1 科學技術基本法第六條：「政府補助、委託或出資之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應依評選或審查之方式決定對象，評
選或審查應附理由。其所獲得之智慧財產權及成果，得將全部或一部歸屬於執行研究發展之單位所有或授權
使用，不受國有財產法之限制。前項智慧財產權及成果之歸屬及運用，應依公平及效益原則，參酌資本與勞
務之比例及貢獻，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之性質、運用潛力、社會公益、國家安全及對市場之影響，就其要
件、期限、範圍、比例、登記、管理、收益分配、資助機關介入授權第三人實施或收歸國有及相關程序等事
項之辦法，由行政院統籌規劃訂定；各主管機關並得訂定相關法規命令施行之。公立學校、公立研究機關（構）、
法人或團體接受第一項政府補助辦理採購，除我國締結之條約或協定另有規定者外，不適用政府採購法之規
定。但應受補助機關之監督；其監督管理辦法，由相關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2

 營業秘密法第三條：「受雇人於職務上研究或開發之營業秘密，歸雇用人所有。但契約另有約定者，從其約定。
受雇人於非職務上研究或開發之營業秘密，歸受雇人所有。但其營業秘密係利用雇用人之資源或經驗者，雇
用人得於支付合理報酬後，於該事業使用其營業秘密。」第四條：「出資聘請他人從事研究或開發之營業秘
密，其營業秘密之歸屬依契約之約定；契約未約定者，歸受聘人所有。但出資人得於業務上使用其營業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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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條 

本校人員職務上研發成果之專利
申請及維護、使用授權、技術移
轉，收益分配、委任、信託、訴訟
及其他相關事宜，由本校技轉育成
中心統籌管理。 

本校人員職務上研發成果之權利
申請及維護，若由本校負擔相關費
用者，應以具有研發成果推廣效
應，並符合成本效益為原則。 

本條所稱之使用授權與技術移
轉，應考量促進科學發展、人民福
祉、國家利益與安全及確保研發成
果創造最大價值，符合公平、公
正、公開之要求，依有償、非專屬
授權及國內優先之原則辦理。 

本條所稱有償，其範圍包括權利
金、衍生利益、技術股份及其他通
常使用之支付方式。 

本校人員職務上研發成果之專利申
請及維護、使用授權、技術移轉，
收益分配、委任、信託、訴訟及其
他相關事宜，由本校技術移轉服務
中心(以下簡稱技轉中心)統籌管
理。 

前項所稱之使用授權與技術移轉，
應考量促進科學發展、人民福祉、
國家利益與安全及確保研發成果創
造最大價值，符合公平、公正、公
開之要求，依有償、非專屬授權及
國內優先之原則辦理。 

第二項所稱有償，其範圍包括權利
金、衍生利益、技術股份持有及其
他業界慣用之支付方式。 

1.組織名稱修正 
2.專利申請及維護，應以具有

技術移轉創造實際收益為原
則，避免增加本校申請及維
護專利相關費用之負擔而缺
乏成效。 

3.「業界慣用」改為「通常使
用」。 

4. 文字修正 

第
五
條 

本校人員非職務上之研發成果，得
向技轉育成中心提出協助技術推
廣之申請。辦理方式及權益收入分
配，比照校外委託案件辦理。 

技轉育成中心為配合推廣研發成
果，亦得主動推薦。 

本校人員非職務上之研發成果，得
向技轉中心提出協助技術推廣之申
請。辦理方式及權益收入分配，比
照校外委託案件辦理。 

技轉中心為配合推廣研發成果，亦
得主動推薦。 

組織名稱修正 

第
六
條 

本管理辦法所規定之必要成本，包
括專利申請規費、委託校外單位推
廣費用及技轉育成中心營運成本
(含人事、業務、人員績效獎金、
各中心配合推廣等費用)等。 

前項所稱技轉育成中心之營運成
本，係指扣除回饋資助機關、規
費、委託校外單位推廣費用後，所
獲得利益餘額之 15%。 

本條資助機關不包含本校。 

本管理辦法所規定之必要成本，包
括專利申請規費及技轉中心營運成
本(含人事、業務、各中心配合推廣
等費用)。 

技轉中心之營運成本為扣除回饋資
助機關及規費成本後所獲得利益餘
額之 15%。 

前項資助機關不包含本校。 

1.組織名稱修正 
2.為符合大專校院產學合作實
施辦法第 9條規定、3暨國科
會補助學術研發成果管理與
推廣作業要點 84等規定，參
酌本校校務基金進用專業經
理人實施要點 7，5擬將技轉
育成中心人員績效獎金納入
技轉育成中心營運成本，以
激勵人員從事產學合作業
務。 

3. 文字修正 

第
七
條 

經技轉育成中心研擬，決定以非專
利形式保護之研發成果，得進行技
術授權及移轉等推廣事宜。該項研
發成果權益收入，扣除合約約定應
回饋資助機關及必要成本後，由創
作人與本校以下列比例分配之： 
創作人：70 %  
本 校：30 % (校方所得之 8.5 % 
及 17 % 應分別撥予創作人本職所
屬之一級單位及二級單位運用)。 

經技轉中心研擬，決定以非專利形
式保護之研發成果，得進行技術授
權及移轉等推廣事宜。研發成果權
益收入扣除合約約定應回饋資助機
關及必要成本後，由創作人與本校
以下列比例分配之： 
創作人：70 %  
本 校：30 % (校方所得之 8.5 % 及
17 % 應分別撥予創作人本職所屬之
一級單位及二級單位運用)。 

1. 組織名稱修正 
2. 文字修正 

3 大專校院產學合作辦法第九條：「學校得將產學合作所得利益之一定比例分配予產學合作有功人員或其所屬單
位；其分配比例及方式，由學校定之。」 

4
  國科會補助學術研發成果管理與推廣作業要點 8：「本會補助計畫所獲得歸屬於本會或計畫執行機關之研發成
果，經計畫執行機關完成技術移轉之成效優良，且符合下列條件者，得向本會申請技術移轉獎勵金。(一)技術
移轉案之實際收入達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者；其收入如屬股票，以股票面額計算之。(二)計畫執行機關訂有獎
勵金均使用於研發成果管理推廣用途並分配技術移轉有功人員之相關規定者。」 

5 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專業經理人實施要點 7:「專業經理人能為本校創造盈餘、增加財富收入或提昇經
營管理績效者另支給獎金。獎金發給之原則、額度、發放之時間及方式等相關事宜，由用人單位另訂之，並
提經主管會報及管理委員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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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八
條 

經技轉育成中心決定申請專
利之案件，所有相關申請及
第一階段維護費用由學校籌
措。該項推廣研發成果之權
益收入，扣除應回饋資助機
關及必要成本的部分後，以
下列比例分配之： 
創作人：70 % 
本 校：30 % (校方所得之
8.5 % 及 17 % 應分別撥予
創作人本職所屬之一級單位
及二級單位運用)。 

經技轉中心決定申請專利之
案件，所有相關申請及第一階
段維護費用由學校籌措。其推
廣研發成果之權益收入扣除
應回饋資助機關及必要成本
的部分後，以下列比例分配
之： 
創作人：70 % 
本 校：30 % (校方所得之
8.5 % 及 17 % 應分別撥予創
作人本職所屬之一級單位及
二級單位運用)。 

1. 組織名稱修正 
2. 文字修正 

第
九
條 

經技轉育成中心評估後，不
申請專利之案件，創作人可
以自費申請，但仍應以本校
作為專利申請權人提出。取
得專利權後，由技轉育成中
心評估是否管理、維護及推
廣。技轉育成中心決定代管
時，應將相關申請費用補助
創作人。該項推廣研發成果
之權益收入，扣除所有必要
成本及應回饋資助機關的部
分，以下列比例分配之： 
創作人：75 % 
本 校：25 % (校方所得之
8 % 及 20 % 應分別撥予創
作人本職所屬之一級單位及
二級單位運用)。 

經技轉中心評估後，不申請專
利之案件，創作人可以自費申
請，但仍應以本校作為專利申
請權人提出。取得專利權後，
由技轉中心評估是否管理、維
護及推廣。決定代管時，應將
相關申請費用補償創作人。其
推廣研發成果之權益收入扣
除所有必要成本及應回饋資
助機關的部分，以下列比例分
配之： 
創作人：75 % 
本 校：25 % (校方所得之 8 
% 及 20 % 應分別撥予創作人
本職所屬之一級單位及二級
單位運用)。 

1.組織名稱修正 
2.文字修正 

第
十
條 

技轉育成中心決定不為管
理、維護及推廣之專利，得
將該權利讓與創作人，該項
專利之權益收入，扣除回饋
資助機關後，以下列比例分
配之： 
創作人：85 % 
本 校：15 % (校方所得之
13 % 及 20 % 應分別撥予創
作人本職所屬之一級單位及
二級單位運用)。 

技轉中心決定不為管理、維護
及推廣之專利，得將該權利讓
與創作人，該項專利之權益收
入扣除回饋資助機關後，以下
列比例分配之： 
創作人：85 % 
本 校：15 % (校方所得之
13 % 及 20 % 應分別撥予創
作人本職所屬之一級單位及
二級單位運用)。 

1. 組織名稱修正 
2. 文字修正 

第
十
一
條 

本校人員與其他機關、團體
或個人進行之合作研究及受
委託進行研究，應向學校依
規定提出申請，以保障本校
及研究人員之權益，並以契
約約定研發成果歸屬及權益
收入分配，本校依約享有之
權益收入，並依本辦法第七
條規定之比例分配。 

前項本校人員有義務向技轉
育成中心即時告知研究成果
之發生，由技轉育成中心進
行研發成果管理及權益收入
分配之相關事宜。 

本校人員與其他機關、團體或
個人進行之合作研究及受委
託進行研究，應向技轉中心報
備，以保障本校及研究人員之
權益，並以契約約定研發成果
歸屬及權益收入分配，本校依
約享有之權益收入，依本辦法
第七條規定之比例分配。 

前項本校人員有義務向技轉
中心即時告知研究成果之發
生，由技轉中心進行研發成果
管理及權益收入分配之相關
事宜。 

1. 組織名稱修正 
2. 本校人員合作研究申

請程序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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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二
條 

本校人員參與校外研究計
畫，使用本校資源而產生之
研究成果，均應向技轉育成
中心提出成果推廣申請，以
保障本校及研究人員之權
益，並與本校訂定契約，載
明權利義務及產生之研發成
果權益收入分配。 

本校依約享有之權益收入，
並依本辦法第七條規定之比
例分配。 

本校人員參與外界研究計
畫，使用本校資源而產生之研
究成果，均應向技轉中心提出
成果推廣申請，以保障本校及
研究人員之權益，並與本校訂
定契約，載明權利義務及產生
之研發成果權益收入分配。 

本校依約享有之權益收入，依
本辦法第七條規定之比例分
配。 

1.文字修正，外界改為「校
外」。 

2.組織名稱修正 
 

第
十
三
條 

本校技轉育成中心得對運用
學校資源所產生之研究成果
進行了解，如有侵權或其他
違法行為之情形，得提請有
關單位依法處置。 

本校技轉中心得對運用學校
資源所產生之研究成果進行
了解，如有侵權行為之情形，
得提請有關單位依法處置。 

1.組織名稱修正 
2.增加「或其他違法」文
字。 

第
十
四
條 

為協助推動技轉育成中心相
關業務，由副校長、研發長、
研究總中心中心主任、各學
院院長、會計主任、本校法
律專家一人、技轉育成中心
主任組成推動委員會，由副
校長擔任召集人，定期開
會。 

為協助推動技轉中心相關業
務，由副校長、研發長、研究
總中心主任、各學院院長、會
計主任、本校法律專任教師一
人及創新育成中心主任組成
推動委員會，由副校長擔任召
集人定期開會。 

1.組織名稱修正 
2.為減輕法律系教師負
擔，爰修正為本校法律
專家一人與會。 

3. 文字修正 

第
十
五
條 

本校人員與技轉育成中心發
生之爭議無法達成協議時，
得由研究總中心中心主任及
有關當事人各指定專家二人
及共同洽訂之法律專家一
人，組成調解委員會，對於
相關事宜進行了解，並提出
具體建議，報請校長裁決。 

本校人員與技轉中心發生之
爭議無法達成協議時，得由研
究總中心主任及有關當事人
各指定專家二人及共同洽訂
之法律專家一人組成共五人
之調解委員會，對於相關事宜
進行了解及提出具體建議，報
請校長裁決。 

1. 組織名稱修正 
2. 文字修正 

第
十
六
條 

技轉育成中心得接受各公私
立大專校院及其他單位委
託，辦理研發成果推廣。除
法令或委託合約另有約定
外，技轉育成中心應於各項
權益收入中收取技術移轉服
務必要成本及相關費用。 
技轉育成中心得將本校研究
發展成果委託校外單位辦理
研發成果推廣。除法令或委
託合約另有約定外，技轉育
成中心得依研發成果推廣效
益，支付受委託單位相關費
用。 

技轉中心得接受各公私立大
專院校及其他單位委託，辦理
研發成果推廣。除法律或合約
另有規定外，比照本校人員，
於權益收入中收取技術移轉
服務成本。 

1.組織名稱修正 
2.本校服務與校外服務對象應
有區隔，校外服務應收取必要成
本為本辦法第六條定義，相關費
用應以本校目前以及未來營運
發展需求收取。 
3.技轉育成中心目前正與全世
界各地校友會以及工研院等校
外單位洽談與本校合作推廣本
校研發成果事宜。該等校外單位
有將本校研發成果作最大效應
推廣能量，且可為本校帶來重大
產學合作利益，符合大專校院產
學合作辦法規定之要求，擬增列
技轉中心得委託校外單位進行
研發成果推廣之規定。 
4.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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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成功大學研究發展成果管理辦法  
90 年 3 月 14 日 89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會議通過 
90 年 11 月 14 日 90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會議修正 
91 年 10 月 9 日 91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會議修正 

99 年 4 月 28 日 98 學年度第 4 次校務會議延會修正 
 

第一條 為保障及推廣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之研究發展成果，並鼓勵創新及提昇研
究水準，特依科學技術基本法第六條，以及與政府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
第十三條規定，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本校研究發展成果，係指本校支薪人員(以下簡稱本校人員)因職務或非
職務上所產生之研究發展成果，包括因研究發展所產生具有可專利性之技術概念、積體電
路布局、產品、著作權及其衍生之權利、營業秘密、植物品種權，以及其他技術資料。 

前項研究發展成果權利之歸屬，屬著作者，應依著作權法第十一條、第十二條之規定；
屬專利者，應依專利法第七條、第八條之規定；屬積體電路布局者，應依積體電路電路布
局保護法第七條之規定；屬營業秘密者，應依營業秘密法第三條、第四條之規定；屬植物
品種權者，應依植物品種及種苗法第八條、第九條之規定。 

第三條 前條第一項所稱之「職務上所產生之研究發展成果」，係指由本校編列預算，補助、
委辦、出資或使用本校實驗設備所產生之研發成果，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約定外，
悉屬於本校。 

本校人員非職務上之創作屬於前條第二項規定之研發成果者，應主動告知主管單位。
是否屬於職務上之創作發生爭議時，得由校長及有關當事人各指定專家二人及共同洽訂之
法律專家至少一人，組成認定小組認定之。 

本校人員進行前項情形之研究工作擬使用本校之實驗設備者，應報請所屬單位同意，
並與本校訂定契約，約定研發成果之回饋比例。 

第四條 本校人員職務上研發成果之專利申請及維護、使用授權、技術移轉，收益分配、委
任、信託、訴訟及其他相關事宜，由本校技轉育成中心統籌管理。 

本校人員職務上研發成果之權利申請及維護，若由本校負擔相關費用者，應以具有研
發成果推廣效應，並符合成本效益為原則。 

本條所稱之使用授權與技術移轉，應考量促進科學發展、人民福祉、國家利益與安全
及確保研發成果創造最大價值，符合公平、公正、公開之要求，依有償、非專屬授權及國
內優先之原則辦理。 

本條所稱有償，其範圍包括權利金、衍生利益、技術股份及其他通常使用之支付方式。 
第五條 本校人員非職務上之研發成果，得向技轉育成中心提出協助技術推廣之申請。辦理
方式及權益收入分配，比照校外委託案件辦理。 

技轉育成中心為配合推廣研發成果，亦得主動推薦。  
第六條 本管理辦法所規定之必要成本，包括專利申請規費、委託校外單位推廣費用及技轉
育成中心營運成本(含人事、業務、人員績效獎金、各中心配合推廣等費用)等。 

前項所稱技轉育成中心之營運成本，係指扣除回饋資助機關、規費、委託校外單位推
廣費用後，所獲得利益餘額之 15%。 

本條資助機關不包含本校。 
第七條 經技轉育成中心研擬，決定以非專利形式保護之研發成果，得進行技術授權及移轉

等推廣事宜。該項研發成果權益收入，扣除合約約定應回饋資助機關及必要成本後，由創
作人與本校以下列比例分配之： 
一 創作人：70 % 
二 本 校：30 % (校方所得之 8.5 % 及 17 % 應分別撥予創作人本職所屬之一級單位及

二級單位運用)。 
第八條 經技轉育成中心決定申請專利之案件，所有相關申請及第一階段維護費用由學校籌

措。該項推廣研發成果之權益收入，扣除應回饋資助機關及必要成本的部分後，以下列比
例分配之： 
一 創作人：70 % 
二 本 校：30 % (校方所得之 8.5 % 及 17 % 應分別撥予創作人本職所屬之一級單位及
二級單位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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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 經技轉育成中心評估後，不申請專利之案件，創作人可以自費申請，但仍應以本校
作為專利申請權人提出。取得專利權後，由技轉育成中心評估是否管理、維護及推廣。技
轉育成中心決定代管時，應將相關申請費用補助創作人。該項推廣研發成果之權益收入，
扣除所有必要成本及應回饋資助機關的部分，以下列比例分配之： 
一 創作人：75 % 
二 本 校：25 % (校方所得之 8 % 及 20 % 應分別撥予創作人本職所屬之一級單位及二

級單位運用)。 
第十條 技轉育成中心決定不為管理、維護及推廣之專利，得將該權利讓與創作人，該項專

利之權益收入，扣除回饋資助機關後，以下列比例分配之： 
一 創作人：85 % 
二 本 校：15 % (校方所得之 13 % 及 20 % 應分別撥予創作人本職所屬之一級單位及

二級單位運用)。 
第十一條 本校人員與其他機關、團體或個人進行之合作研究及受委託進行研究，應向學校

依規定程序提出申請，以保障本校及研究人員之權益，並以契約約定研發成果歸屬及權益
收入分配，本校依約享有之權益收入，並依本辦法第七條規定之比例分配。 

前項本校人員有義務向技轉育成中心即時告知研究成果之發生，由技轉育成中心進行
研發成果管理及權益收入分配之相關事宜。 

第十二條 本校人員參與校外研究計畫，使用本校資源而產生之研究成果，均應向技轉育成
中心提出成果推廣申請，以保障本校及研究人員之權益，並與本校訂定契約，載明權利義
務及產生之研發成果權益收入分配。 

本校依約享有之權益收入，並依本辦法第七條規定之比例分配。 
第十三條 本校技轉育成中心得對運用學校資源所產生之研究成果進行了解，如有侵權或其

他違法行為之情形，得提請有關單位依法處置。 
第十四條 為協助推動技轉育成中心相關業務，由副校長、研發長、研究總中心中心主任、

各學院院長、會計主任、本校法律專家一人、技轉育成中心主任組成推動委員會，由副校
長擔任召集人，定期開會。 

第十五條 本校人員與技轉育成中心發生之爭議無法達成協議時，得由研究總中心中心主任
及有關當事人各指定專家二人及共同洽訂之法律專家一人，組成調解委員會，對於相關事
宜進行了解，並提出具體建議，報請校長裁決。 

第十六條 技轉育成中心得接受各公私立大專校院及其他單位委託，辦理研發成果推廣。除
法令或委託合約另有約定外，技轉育成中心應於各項權益收入中收取技術移轉服務必要成
本及相關費用。 

技轉育成中心得將本校研究發展成果委託校外單位辦理研發成果推廣。除法令或委託
合約另有約定外，技轉育成中心得依研發成果推廣效益，支付受委託單位相關費用。 

第十七條 本辦法中如有未盡事宜，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十八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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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國立成功大學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二點修正對照表 

修改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二、本校另設性別平

等 教 育 委 員 會

(以下簡稱本委

員會)，委員 21

人，由校長、主

任 秘 書 、 學 務

長、教務長、總

務 長 、 人 事 主

任、教師代表 9

人，職工代表 2

人、學生代表 3

人及學生家長 1

人組成之。由校

長 擔 任 主 任 委

員；委員任期一

年 ， 連 選 得 連

任。每學期至少

開會一次。 

二、本校另置性別平等教

育委員會(以下簡稱

本委員會)，委員 19

名，由校長、主任秘

書、學務長、人事主

任、教師代表 9 名，

職工代表 2 名、學生

代表 3 名及學生家長

1名組成之。由校長擔

任主任委員；委員任

期一年，連選得連

任。每學期至少開會

一次。 

鑑於校園性別平等教

育工作範疇包括課程

規劃、學術研究及空間

規劃，於性平會中討論

將教務長及總務長納

入當然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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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設置要點 
93年 12月 8日 93學年第 2次校務會議通過 

94年 10月 5日 94學年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9年 4月 28日 98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延會修正通過 

一、本校為推動性別平等教育，營造無性別歧視教育環境及建立安全和諧校園， 

    特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第六條訂定本要點。 

二、本校另置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委員 21人，由校長、主

任秘書、學務長、教務長、總務長、人事主任、教師代表 9人，職工代表 2

人、學生代表 3人及學生家長 1人組成之。由校長擔任主任委員；委員任期一

年，連選得連任。每學期至少開會一次。 

三、本委員會教師代表宜自婦女性別教育、社會、法律、心理、醫療等相關領域 

    專長教師中，由校長優先遴聘之，學生代表由學生會產生，職員代表由人事 

    室推薦，技工代表由總務處推薦，學生家長代表由學務處推薦產生，報請校  

    長聘任之。委員之聘任宜考慮性別均衡之原則，女性委員名額不得少於二分 

    之一。 

四、為策畫與推動本校性別平等教育相關業務，應： 

(一)由本委員會統整學校各單位相關資源，擬訂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計畫與校園

性侵害及性騷擾之防治規定，建立機制，落實並檢視其實施成果。 

(二)由教務處研發並推廣性別平等教育之課程、教學及評量。 

    (三)由學務處規劃或辦理學生及家長性別平等教育相關活動及推動社區有 

        關性別平等之家庭教育與社會教育。 

(四)由人事室規劃或辦理教職員工性別平等教育相關活動。 

(五)由總務處規劃及建立性別平等之安全校園空間。 

(六)由本委員會調查及處理與性別平等教育法有關之案件。 

(七)由秘書室協調辦理其他關於學校或社區之性別平等教育事務。 

五、本會各項計畫之推動單位，應指定人員兼辦該單位有關性別平等之業務；並 

建立完整資料檔案。 

六、若有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發生，適用「國立成功大學校園性侵害及性騷擾

防治辦法」處理之。 

七、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性別平等教育法」規定辦理。 

八、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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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國立成功大學建教合作計畫行政管理費及節餘款支用要點」修正對照表 
 

修修正正名名稱稱  現現行行名名稱稱  說說明明  
國國立立成成功功大大學學建建教教合合作作計計畫畫行行政政管管理理費費及及節節餘餘款款支支用用

要要點點  

  

國國立立成成功功大大學學建建教教合合作作計計畫畫行行政政管管理理費費及及節節餘餘

款款支支用用細細則則  

  

修修訂訂現現

行行名名稱稱

使使合合

宜宜。。  

修修正正條條文文  現現行行條條文文  說說明明  

一一、、依依據據「「國國立立成成功功大大學學校校務務基基金金管管理理及及監監督督辦辦法法」」

第第十十五五條條規規定定，，特特訂訂定定本本要要點點。。  

  

一一、、依依據據「「國國立立成成功功大大學學校校務務基基金金管管理理及及監監督督辦辦

法法」」規規定定，，特特訂訂定定本本細細則則。。  

  

  

明明訂訂訂訂

定定本本要要

點點之之依依

據據，，並並做做

文文字字修修

訂訂  

二二、、為為支支援援本本校校各各單單位位之之教教學學及及研研究究發發展展，，授授權權各各單單

位位得得依依本本要要點點規規定定之之上上限限動動支支行行政政管管理理費費及及節節餘餘

款款。。  

  

二二、、為為支支援援本本校校各各單單位位之之教教學學及及研研究究發發展展，，授授權權

各各單單位位得得依依本本細細則則規規定定之之上上限限動動支支行行政政管管

理理費費及及節節餘餘款款。。  

  

文文字字修修

訂訂  

三三、、各各建建教教合合作作計計畫畫案案管管理理費費先先扣扣除除 1100﹪﹪作作為為圖圖書書館館

書書刊刊經經費費後後，，依依下下列列規規定定辦辦理理授授權權支支用用：：  

（（一一））專專題題研研究究案案：：  

１１．．國國科科會會專專題題研研究究計計畫畫：：扣扣除除就就地地審審計計費費後後，，支支

用用比比率率為為校校：：6600%%，，院院及及研研究究總總中中心心：：33%%，，系系、、

所所及及研研究究中中心心：：3377%%。。  

２２．．政政府府機機關關及及公公民民營營機機構構委委託託之之專專題題研研究究計計畫畫：：

支支用用比比率率為為校校：：5599%%((1100//1177))，，院院及及研研究究總總中中心心：：

66%%((11//1177))，，系系、、所所及及研研究究中中心心：：3355%%((66//1177))。。  

（（二二））服服務務性性試試驗驗及及調調查查案案：：  

１１．．內內業業：：支支用用比比率率為為校校：：9900%%((1188//2200))，，院院及及研研究究

總總中中心心：：1100%%  ((22//2200))。。  

２２．．外外業業：：支支用用比比率率為為校校：：9911%%((55//55..55))，，院院及及研研究究

總總中中心心：：99%%((00..55//55..55))。。  

  

  

三三、、各各建建教教合合作作計計畫畫案案管管理理費費先先扣扣除除 1100﹪﹪作作為為

圖圖書書館館書書刊刊經經費費後後，，依依下下列列規規定定辦辦理理授授權權支支

用用：：  

（（一一））專專題題研研究究案案：：  

１１．．國國科科會會專專題題研研究究計計畫畫：：扣扣除除就就地地審審計計費費

後後，，支支用用比比率率為為校校：：6600%%，，院院及及研研究究總總

中中心心：：33%%，，系系、、所所及及研研究究中中心心：：3377%%。。  

２２．．政政府府機機關關及及公公民民營營機機構構委委託託之之專專題題研研究究

計計畫畫：：支支用用比比率率為為校校：：5599%%((1100//1177))，，院院及及

研研究究總總中中心心：：66%%((11//1177))，，系系、、所所及及研研究究中中

心心：：3355%%((66//1177))。。  

（（二二））服服務務性性試試驗驗及及調調查查案案：：  

１１．．內內業業：：支支用用比比率率為為校校：：9900%%((1188//2200))，，院院

及及研研究究總總中中心心：：1100%%  ((22//2200))。。  

２２．．外外業業：：支支用用比比率率為為校校：：9911%%((55//55..55))，，院院及及

研研究究總總中中心心：：99%%((00..55//55..55))。。  

本本條條未未

修修訂訂。。  

３３．．若若以以計計畫畫書書簽簽約約之之委委託託案案：：支支用用方方式式比比照照政政府府

機機關關及及公公民民營營機機構構委委託託之之專專題題研研究究計計畫畫辦辦理理。。  

（（三三））人人員員交交流流訓訓練練案案：：  

１１．．內內業業支支用用比比率率為為校校：：7744%%((2200//2277))，，院院：：44%%((11//2277))，，

系系、、所所及及研研究究中中心心：：2222%%((66//2277))。。  

２２．．外外業業支支用用比比率率為為校校：：4444%%((55//1111..55))，，院院：：

44%%((00..55//1111..55))，，系系、、所所及及研研究究中中心心：：5522%%((66//1111..55))。。  

  

  

３３．．若若以以計計畫畫書書簽簽約約之之委委託託案案：：支支用用方方式式比比

照照政政府府機機關關及及公公民民營營機機構構委委託託之之專專題題

研研究究計計畫畫辦辦理理。。  

（（三三））人人員員交交流流訓訓練練案案：：  

１１．．內內業業支支用用比比率率為為校校：：7744%%((2200//2277))，，院院：：

44%%((11//2277))，，系系、、所所及及研研究究中中心心：：

2222%%((66//2277))。。  

２２．．外外業業支支用用比比率率為為校校：：4444%%((55//1111..55))，，院院：：

44%%((00..55//1111..55))，，系系、、所所及及研研究究中中心心：：

5522%%((66//1111..55))。。  

  

  

四四、、以以建建教教合合作作案案方方式式舉舉辦辦之之學學術術研研討討會會：：比比照照政政府府

機機關關及及公公民民營營機機構構委委託託之之專專題題研研究究計計畫畫辦辦理理。。  

  

四四、、以以建建教教合合作作案案方方式式舉舉辦辦之之學學術術研研討討會會：：比比

照照政政府府機機關關及及公公民民營營機機構構委委託託之之專專題題研研究究

計計畫畫辦辦理理。。  

  

本本條條未未

修修訂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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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各各建建教教合合作作計計畫畫案案執執行行結結案案後後節節餘餘款款之之授授權權支支用用

依依下下列列規規定定辦辦理理：：  

（（一一））經經校校長長核核准准降降低低管管理理費費標標準準之之計計畫畫案案執執行行結結束束

時時，，如如有有節節餘餘款款，，應應先先行行補補足足應應行行編編列列之之管管理理

費費，，再再依依以以下下原原則則分分配配節節餘餘款款。。  

（（二二））凡凡計計畫畫案案已已據據委委辦辦機機關關或或校校內內規規定定編編列列管管理理

費費且且節節餘餘款款新新台台幣幣（（以以下下同同））1100,,000000 元元以以下下者者，，

該該計計畫畫結結案案後後之之節節餘餘款款全全數數歸歸校校方方統統籌籌運運

用用；；節節餘餘款款大大於於 1100,,000000 元元者者，，  7700％％授授權權主主持持

人人使使用用，，其其餘餘依依校校（（1100//1177））、、院院或或研研究究總總中中心心

（（11//1177））、、系系所所或或研研究究中中心心（（66//1177））分分配配。。  

  

  

五五、、各各建建教教合合作作計計畫畫案案執執行行結結案案後後剩剩餘餘款款之之支支用用

依依下下列列規規定定辦辦理理：：  

（（一一））管管理理費費之之計計算算為為以以計計畫畫需需用用經經費費外外加加管管理理

費費之之方方式式計計算算者者：：先先行行提提撥撥管管理理費費應應佔佔計計

畫畫總總經經費費金金額額之之差差額額，，再再依依式式（（１１））之之公公

式式計計算算提提成成數數。。  

（（二二））已已按按計計畫畫總總經經費費計計算算管管理理費費提提成成者者：：節節餘餘

款款提提成成數數計計算算如如下下：：  

ＡＡ==  ((  計計畫畫剩剩餘餘款款  ))  ××（（1177––管管理理費費提提成成百百分分數數））××

((3300%%))------------((11))  

1122  

提提成成數數 AA 依依管管理理費費支支用用比比率率為為校校

（（1100//1177））、、院院或或研研究究總總中中心心（（11//1177））、、系系

所所或或研研究究中中心心（（66//1177））。。經經由由（（１１））式式提提

成成後後之之節節餘餘款款（（計計畫畫剩剩餘餘款款減減去去ＡＡ））大大

於於二二○○○○○○元元時時，，該該款款項項（（計計畫畫剩剩餘餘款款

減減去去ＡＡ））由由計計畫畫主主持持人人繼繼續續使使用用；；小小於於

二二○○○○○○元元（（含含））時時，，該該計計畫畫結結案案後後之之

剩剩餘餘款款全全數數歸歸校校方方統統籌籌運運用用。。  

  

本本項項修修

正正已已在在

9977..0055..0077

主主管管會會

報報及及

9977..0066..1199

研研發發會會

議議中中獲獲

得得共共

識識。。  

另另依依據據

9988..0055..2211

校校務務基基

金金管管理理

委委員員會會

9977 學學年年

度度第第 33

次次會會議議

決決議議：：節節

餘餘款款分分

配配之之下下

限限修修正正

為為 11 萬萬

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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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節餘款由計畫主持人繼續使用之部分，在年度

結束時如仍有剩餘，得併入下年度再使用。

計畫主持人離職或退休，其節餘款之餘額，

依校（10/17）、院或研究總中心（1/17）、系

所或研究中心（6/17）分配。但有特珠情形，

經計畫主持人於離職或退休生效日前專案

簽准者，不在此限。 

（四）由研發處依規定辦理計畫節餘款之分配，經研

發長核准後，由會計室依各單位、計畫主持人

單獨設帳管理。動支時依校內相關規定及行政

程序辦理。 

 

 

（三）節餘款由計畫主持人繼續使用之部分，在

年度結束時如仍有剩餘，得併入下年度再

使用。 

 

 

 

 

（四）由研發處依規定辦理各計畫主持人當年度

之節餘款提成及分配。經報請校長核准

後，依會計程序向學校申請使用，會計室

依校、系所及研究中心、計畫主持人單獨

設帳處理。 

 

 

明訂計

畫主持

人離職

或退

休，其帳

上節餘

款餘額

之處理

方式。 

 

為簡化

行政作

業流

程， 

計畫節

餘款授

權支用

表核准

層級修

訂為研

發長。另

文句重

新潤

飾。本項

修正已

在

97.05.07

主管會

報及

97.06.19

研發會

議中獲

得共

識。 

六、本要點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及校務會議通過後

實施，修正時亦同。 

 

六、本細則經研究發展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

實施，修正時亦同。 

 

 

 

 

 

配合「國

立成功

大學校

務基金

管理及

監督辦

法」第

15 條之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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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建教合作計畫行政管理費及節餘款支用要點 
                      第一四三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0.09.26 
                                        九十二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研究發展會議修正通過 92.12.31 
                                        九十二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研究發展會議修正通過 93.06.02 

九十三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研究發展會議修正通過 94.06.13 
九十八學年度第四次校務會議延會修正通過 99.04.28 

一、依據「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十五條規定，特訂定本要點。 
二、為支援本校各單位之教學及研究發展，授權各單位得依本要點規定之上限動支

行政管理費及節餘款。 
三、各建教合作計畫案管理費先扣除 10﹪作為圖書館書刊經費後，依下列規定辦

理授權支用： 
（一）專題研究案： 

１．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扣除就地審計費後，支用比率為校： 60%，院
及研究總中心：3%，系、所及研究中心：37%。 

２．政府機關及公民營機構委託之專題研究計畫：支用比率為校：
59%(10/17)，院及研究總中心：6%(1/17)，系、所及研究中心：35%(6/17)。 

（二）服務性試驗及調查案： 
１．內業：支用比率為校：90%(18/20)，院及研究總中心：10% (2/20)。 
２．外業：支用比率為校：91%(5/5.5)，院及研究總中心：9%(0.5/5.5)。 
３．若以計畫書簽約之委託案：支用方式比照政府機關及公民營機構委託

之專題研究計畫辦理。 
（三）人員交流訓練案： 

１．內業支用比率為校：74%(20/27)，院：4%(1/27)，系、所及研究中心：
22%(6/27)。 

２．外業支用比率為校：44%(5/11.5)，院：4%(0.5/11.5)，系、所及研究中
心：52%(6/11.5)。 

四、以建教合作案方式舉辦之學術研討會：比照政府機關及公民營機構委託之專題
研究計畫辦理。 

五、各建教合作計畫案執行結案後剩餘款之支用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經校長核准降低管理費標準之計畫案執行結束時，如有節餘款，應先行補足

應行編列之管理費，再依以下原則分配節餘款。 
（二）凡計畫案已據委辦機關或校內規定編列管理費且節餘款新台幣（以下同）

10,000 元以下者，該計畫結案後之節餘款全數歸校方統籌運用；節餘款
大於 10,000 元者， 70％授權主持人使用，其餘依校（10/17）、院或研
究總中心（1/17）、系所或研究中心（6/17）分配。 

（三）節餘款由計畫主持人繼續使用之部分，在年度結束時如仍有剩餘，得併入下
年度再使用。計畫主持人離職或退休，其節餘款之餘額，依校（10/17）、院
或研究總中心（1/17）、系所或研究中心（6/17）分配。但有特珠情形，經
計畫主持人於離職或退休生效日前專案簽准者，不在此限。 

（四）由研發處依規定辦理計畫節餘款之分配，經研發長核准後，由會計室依各單
位、計畫主持人單獨設帳管理。動支時依校內相關規定及行政程序辦理。 

六、本要點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及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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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國立成功大學組織規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五章  學生自治團體與社團  

第四十三條 

本規程所稱學生自治團體包括：  

  一、學生會。 

  二、系學會。 

    三、系學會聯合會。 

    四、學生宿舍自治委員會。 

第四十三條 

本規程所稱學生自治團體包括： 

  一、學生會。 

  二、系學會。 

    三、系學會聯合會。 

 

一、本條新增第四款。 

二、98.5.20 學生自治團

體溝  通會議決

議，學生宿舍自治

委員會納入學生自

治團體之規範，爰

新增本款。 

 第四十四條 

本大學學生組成學生會，大學部學

生及研究生可合併或各自成立，處

理大學部學生及研究生 
本身之事務，並推選代表出列席與

其學業、生活、獎懲有關之各種學

校會議，其組織辦法另訂。 

大學部學生及研究生出列席代

表，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之。 

本條文未修正。 

 第四十五條 

本大學各學系得設系學會，處理系

內學生本身之事務，系主任為指導

老師，該系學生為會員。 

系學會得組成系學會聯合會，處理

系學會間之共同事務。 
前二項之學生自治團體，其組織辦

法另訂之。學生會因故未依法成立

時，其出列席各種學校會議之職

權，由系學會聯合會行使之。 

本條文未修正。 

第四十六條 

本大學學生得向學生事務處申請

成立學生社團，促進其人格自由開

展與成熟，其相關辦法另訂之。 

本大學學生社團得組成學生社團

聯合會，負責推動、協調及促進各

學生社團之活動，其組織辦法另訂

之。 

學生社團聯合會得推選代表出列

席與學生社團有關之各種學校會

議。 

學生社團應聘請輔導老師。協助社

團之經營及輔導；另得聘請校外專

家指導技藝。 

第四十六條 

本大學學生得向學生事務處申請

成立學生社團，促進其人格自由開

展與成熟，其相關辦法另訂之。 

本大學學生社團得設立一聯合組

織，負責推動、協調及促進各學生

社團之活動，其組織辦法另訂之。 

學生社團應聘請輔導老師。協助社

團之經營及輔導；另得聘請校外專

家指導技藝。 

一、為避免相關辦法與

文件受影響，條文次

序不做調整。 

二、比照本規程第四十

四條學生會、第四十

五條系學會系學會

聯合會等規定，明定

學生社團聯合會之

名稱與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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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六條之一 

本大學得設學生宿舍自治委員

會，負責推動、協調及促進學生宿

舍自治及服務事務，其組織辦法另

訂之。 

學生宿舍自治委員會得推選代表

出列席與學生宿舍有關之各種學

校會議。 

 一、本條係新增。 

二、比照本規程第四十

四條學生會、第四十

五條系學會系學會

聯合會等規定，明定

學生宿舍自治委員

會之任務，其組成成

員、代表等組織辦

法，另定之。 

三、為避免本條文已降

條文之相關辦法與

文件受影響，條號改

為第四十六條之一。 

第四十七條 
第四十三條之學生自治團體，由學

生事務處輔導之。 

第四十七條 
第四十四條第一項之學生會、第四

十五條第一項之系學會及第二項

之系學會聯合會、第四十六條第二

項之社團聯合組織，均由學生事務

處輔導之。 

一、文字修正，明定第

四十三條之學生自

治團體由學生事務

處輔導之。 

二、為避免相關辦法與

文件受影響，條文次

序不做調整。 

第四十八條 

學生自治團體與社團之經費來源

為： 

一、學生繳納之會費。 

二、學校補助經費。 

三、其他收入。 

本條文第一、三款經費之取得、分

配及運用由學生事務處輔導稽核。 
本條文第二款經費之分配及運用

由學生事務處審議，並負責稽核。 

第四十八條 

學生自治團體與社團之經費來源

為： 

一、學生繳納之會費。 

二、學校補助經費。 

三、其他收入。 

本條文第一、三款經費之取得、分

配及運用由學生事務處輔導稽核。 

本條文第二款經費之分配及運用

由學生事務處審議，並負責稽核。 

為避免相關辦法與文件

受影響，條文次序不做

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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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國立成功大學講座設置要點修訂對照表 

 

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三、講座名稱： 

由本校校務基金自籌款預算
編列之講座，統稱「成功大
學講座」。由財團法人、民間
企業或熱心公益之團體、個
人贊助之講座統稱其他講
座。 

 

三、講座名稱： 
由本校校務基金自籌款預
算編列之講座，統稱「成功
大學講座」。其他講座（由
財團法人、民間企業或熱心
公益之團體、個人贊助之講
座）名稱得由贊助者與校長
商定之。 

文字修正 

五、講座獎助標準： 
由本校編制內專任教授擔任
「成功大學講座」者，除部
訂教授薪給外，另核發獎助
金每年八十萬元（其中六十
萬元為獎金，二十萬元為業
務費）作為教學研究經費，
獎助三年。 
特聘講座每月另支給新台幣
二萬元學術研究費。 

五、講座獎助標準： 
由本校編制內專任教授擔任
「成功大學講座」者，除部
訂教授薪給外，另核發獎助
金每年八十萬元（其中六十
萬元為獎金，二十萬元為業
務費）作為教學研究經費，
獎助三年。 
特聘講座每月另支給新台幣
二萬元學術研究費。 
由短期聘約聘任之教授擔任
成功大學其他講座者，獎助
金額及支付方式，由校長經
諮商後訂定之。 

刪除 

七、講座任期： 
本校教授擔任講座為終身榮
譽職，特聘講座聘期為 3年。 

七、講座任期： 
本校教授擔任講座為終身榮
譽職，特聘講座聘期為 3
年。短期聘約之校外學者擔
任講座及其他講座為非終身
榮譽職，其任期得視贊助經
費或本校所編列預算而定，
依個案處理。 

刪除 

十一、其他講座之名稱、資格、
獎助金額、支付方式及聘期
由贊助者與校長商定之。 

 

 新增 

十二、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
實施，修正時亦同。 

 

十一、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
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條序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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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國立成功大學講座設置要點 
 
86.10.22  86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通過 
90.03.14  89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1.12.25  91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2.10.29  92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5.10.25  95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6.07.05  95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延會修正通過 
97.06.25  96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9.04.28  98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延會修正通過 

一、宗旨、依據： 

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昇學術水準及師資陣容，依本校組織規

程第三十八條訂定講座設置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本校講座之設置除法

令另有規定者外，悉依本要點辦理。 

二、經費來源： 

本校講座之設置，除由校務基金自籌款預算編列外，財團法人、民間企業或

熱心公益之團體、個人，得以基金或定期捐贈方式贊助。 

三、講座名稱： 

由本校校務基金自籌款預算編列之講座，統稱「成功大學講座」。由財團法

人、民間企業或熱心公益之團體、個人贊助之講座統稱其他講座。 

四、講座資格： 

講座由本校教授或國內外著名學者擔任，並應具有下列基本條件之一： 

（一）中央研究院院士或國外院士。 

（二）曾獲總統科學獎。 

（三）曾獲教育部國家講座或學術獎。 

（四）曾獲財團法人傑出人才發展基金會傑出人才講座。 

（五）曾獲國科會特約研究人員或傑出研究獎三次（含）。 

（六）曾連續三次獲本校特聘教授並曾獲國科會傑出研究獎。 

（七）曾獲國際著名學術獎或在學術上有卓越貢獻。 

以上一至六款經講座審查委員會認定後通過，第七款需經講座審查委員會審

查通過。 

「成功大學講座」限由本校專任教授擔任，同一教授以主持一講座為限。 

本校得於講座中另遴聘本校講座人數之 5％（人數以整數計算，不得 4捨 5

入）為特聘講座。 

五、講座獎助標準： 

由本校編制內專任教授擔任「成功大學講座」者，除部訂教授薪給外，另核

發獎助金每年八十萬元（其中六十萬元為獎金，二十萬元為業務費）作為教

學研究經費，獎助三年。 

特聘講座每月另支給新台幣二萬元學術研究費。 

六、講座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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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教授擔任講座，應致力於本校學術水準之提升。依本要點聘任之校外講

座，其應擔負之學術任務由校長與講座商定。 

七、講座任期： 

本校教授擔任講座為終身榮譽職，特聘講座聘期為 3年。 

八、退休講座如繼續執行國科會計畫，在計畫執行期間，得依各系所規定之全職

專任教授規定指導研究生，並視需要保留研究空間。 

九、推薦審查、聘任程序： 

本校講座之遴聘應優先考慮被推薦人之學術成就。各單位得於每年十月底前

經由系（所）或院推薦之。推薦時應檢附被推薦人選之學經歷、論著目錄、

重要論著、具體學術成就證明、其他相關之證明文件及教學研究計畫，經講

座審查委員會審查通過後陳請校長敦聘之。 

特聘講座之遴聘得由校長聘請校外學者專家 3至 5人辦理外審，經講座審查

委員會審查通過後敦聘。特聘講座原則上為滿 20位講座時遴聘一人，聘期

三年。如特聘講座辭職、退休等原因出缺時重新遴聘。 

十、講座審查委員會之委員視個案而定。由教務長擔任召集人，另由校長聘請專

家學者若干人組成。 

十一、其他講座之名稱、資格、獎助金額、支付方式及聘期由贊助者與校長商定

之。 

十二、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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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十四條條文修訂對照表 
 

新修訂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四條 

各建教合作計畫案管理費先提列 10﹪作為
圖書館書刊經費後，依適當比例授權支用： 

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支用比率為學校
56%，各學院及系所（研究總中心及研究中
心）34％。其分配比例由各學院及系所（研
究總中心及研究中心）透過適當會議協商
訂定。 

 

 

 

 

 

 
公民營機構委託之專題研究計畫案、以計
畫書簽約之服務性試驗及調查案、以建教
合作案方式舉辦之學術研討會，此三類之
支 用 比 率 為 學 校 52.9% 
(90/100*10/17） ，學院或研究總中心 5.3% 
（90/100*1/17），系所或及研究中心 31.8%
（90/100*6/17）。 

 

屬內業之服務性試驗及調查案之支用比率
為學校 81% (90/100*18/20) ，學院或研究
總中心 9% (90/100*2/20)；屬外業之服務
性試驗及調查案之支用比率為學校 81.8% 
(90/100*5/5.5)，學院或研究總中心
8.2%(90/100*0.5/5.5)。 

屬內業之人員交流訓練案之支用比率為學
校 66.7%(90/100*20/27) ， 學 院
3.3%(90/100*1/27) ，系所或研究中心 20% 
(90/100*6/27) ；屬外業之人員交流訓練
案 之 支 用 比 率 為 學 校
39.1%(90/100*5/11.5) ， 學 院
3.9%(90/100*0.5/11.5)，系所或研究中心
47％(90/100* 6/11.5)。 

 

第十四條 

各建教合作計畫案管理費先提
列 10﹪作為圖書館書刊經費
後，依適當比例授權支用： 

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於扣除就
地審計費後，支用比率為學校
60%，學院及研究總中心 3%，
系所及研究中心 37%。（上述支
用比率換算為總基數為 100％
時, 支用比率為學校 57％【內
含就地審計 7.5％】，學院及研
究總中心 2.48%，系所及研究
中心 30.52%。） 

 

 

公民營機構委託之專題研究計
畫案、以計畫書簽約之服務性
試驗及調查案、以建教合作案
方式舉辦之學術研討會，此三
類 之 支 用 比 率 為 學 校
59%(10/17)，學院及研究總中
心 6%(1/17)，系所及研究中心
35%(6/17)。 

屬內業之服務性試驗及調查案
之 支 用 比 率 為 學 校
90%(18/20)，學院及研究總中
心 10% (2/20)；屬外業之服務
性試驗及調查案之支用比率為
學校 91%(5/5.5)，學院及研究
總中心 9%(0.5/5.5)。 

屬內業之人員交流訓練案之支
用比率為學校 74%(20/27)，學
院 4%(1/27)，系所及研究中心
22%(6/27)；屬外業之人員交流
訓練案之支用比率為學校
44%(5/11.5) ， 學 院
4%(0.5/11.5)，系所及研究中
心 52%(6/11.5)。 

 

依據98.07.13教育
部台會（一）第
0980116989B 號
函辦理：刪除國科
會計畫就地審計
費之提列（已於
98.9.1校務基金
管理委員會討論
通過），惟廢止提
撥後，學校提列比
率擬由 57％改為
56％，院系（研究
總中心及研究中
心）之提列比率擬
由 33％
（2.48+30.52=33）
調升為 34％。  

為求一致性，此部
分改為總基數 100
％之支用比率（含
圖書館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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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 
94年 3月 30日 93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延會通過 

奉教育部 94年 10月 25日台高(三)字第 0940142288號函核備 

94年 12月 28日 94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奉教育部 95年 5月 2日台高(三)字第 0950062186號函核備 

95年 6月 21日 94學年度第 5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6年 7月 5日 95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延會修正通過 

奉教育部 96年 8月 28日台高(三)字第 0960132093號函修正後核備 

96年 10月 3日 96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6年 12月 26日 96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奉教育部 97年 4月 25日台高(三)字第 0970063843號函核備 

97年 6月 25日 96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奉教育部 97年 10 月 07日台高（三）字第 0970198815號函修正後核備 

97年 11月 24日 97學年度第 1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 

97年 12月 31日 97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奉教育部 98年 2月 5日台高(三)字第 0980012326號函核備 

98年 4月 22日 97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9年 4月 28日 98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延會修正通過 

第一條 為因應高等教育發展趨勢，提升教育品質，增進教育績效，特設置「國立
成功大學校務基金」(以下簡稱本基金)。 

第二條 為有效運用、管理及監督本基金，以協助校務之推動，特依「國立大學校
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及教育部訂頒之「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
督辦法」之相關規定，訂定「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以
下簡稱本辦法)。 

第三條 本基金之收入來源如下： 
一 政府編列預算撥付：由教育部依預算程序編列撥付學校之經費。 

二 學雜費收入：每學期依教育部規定之收費標準，向註冊學生收取之學
費及雜費收入。 

三 推廣教育收入：依推廣教育實施辦法之規定辦理推廣教育及研習、訓
練等班次所收取之收入。 

四 建教合作收入：為外界提供訓練、研究及設計等服務所獲得之收入。 

五 場地設備管理收入：提供場所及設施等所收取之收入。 

六 捐贈收入：無償收受動產、不動產及其他一切有財產價值之權利或債
務之減少。 

七 投資取得之收益：依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第七條之一及本
辦法第二十三條規定所投資取得之有關收益。 

八 其他收入：不屬於上述各款之自籌收入。 

第四條 為落實本基金之有效管理及彈性運用，設置「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管理
委員會」 (以下簡稱管理委員會) 管理之。 

管理委員會置委員七人至十五人，由校長任召集人，其中不兼行政職務之
教師代表不得少於三分之一，必要時得聘請校外專業人士參與。委員任期
二年，由校長遴選提經校務會議同意後聘任之。 

管理委員會之設置要點另訂之。 

第五條 管理委員會之任務如下： 
一 學校教學、研究及推廣所需財源之規劃。 

二 學校建築及工程興建所需財源之規劃。 

三 校務基金年度概算擬編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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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校務基金開源措施之審議。 

五 校務基金經濟有效節流措施之審議。 

六 校務基金經費收支及運用之績效考核。 

七 第三條第三款至第七款收支管理規定之審議。 

八 其他關於校務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事項之審議。 

第六條 管理委員會得視任務之需要，分組辦事；所需工作人員，由學校現有人員
派兼為原則。但為使校務基金之收支、保管及運用發揮最大經濟效益，得
進用專業人員若干人，其權利、義務、待遇及福利，依學校法令規定，由
學校於契約中明定之。 

管理委員會每學期至少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 

管理委員會召開會議時，得請相關人員列席。 

第七條  本基金有關年度預算編製及執行、決算編造，除第三條第三款至第七  款
之有關收入，應依本辦法之相關規定另訂收支管理要點運作之，並受教育
部監督外，應依預算法、會計法、決算法、審計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八條 前條之收支管理規定，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 編制內教師及編制內研究人員本薪(年功薪)、加給以外之給與及編制外

人員之人事費支應原則。 
二 行政人員辦理第三條第三款至第七款之自籌收入業務有績效者之工作

酬勞支應原則。 
三 講座經費支應原則。 
四 教師教學及學術研究獎勵支應原則。   
五 出國旅費支應原則。 
六 公務車輛之增購、汰換及全時租賃支應原則。 
七 新興工程支應原則。 
八 因應自償性支出之舉借及其償還財源之控管機制。 

九 其他應規範經費之原則。 

前項第一款至第四款之給與，應在不造成學校虧損及國庫負擔前提下，及
不超過 5項自籌收入及學雜費收入兩項總和之 50﹪比率上限範圍辦理，其
支給基準另定之。惟上述第二款行政人員之工作酬勞，得由業務單位主管
提出申請，經行政程序簽奉校長核准後於 5 項自籌收入中支給，每月支給
之工作酬勞，由人事室、總務處控管，以不超過其專業加給之 60﹪比率為
限。 

第九條 第三條第二款至第七款之自籌收入，在第八條第二項之上限範圍內，得對
符合下列條件之編制內教師及編制內研究人員，給予本薪(年功薪)、加
給以外之給與： 
一 講座教授。 

二 特聘教授。 

三 非編制之行政或學術兼職。 

四 特殊任務編組之委員會委員。 

五 接受學校委託辦理專題研究者。 

六 持有技術股票作價之報酬。 

七 其他經管理委員會同意之給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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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各款中應另訂支給基準，提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後實施。 

第十條 第三條第二款至第七款之自籌收入，在第八條第二項之比率上限範圍內，
得聘僱下列編制外人員，以提昇學術水準及協助校務之運作。 
一 國外傑出學者。 

二 專案計畫教學人員。 

三 專案計畫研究人員。 

四 專案計畫工作人員。 

五 專案教學助理。 

六 專案經理人員。 

七 專業經理人員。 

八 兼任專家及顧問。 

九 博士後研究人員。  

十 工讀生。 

十一 其他經循行政程序簽准僱用之短期臨時人員。 

前項各款所置之人員應另訂支給基準，提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後實施。 

第十一條 第三條第三款之推廣教育收入，應衡量使用學校資源情形，由學校先從
收入總額中適當提列行政管理費。 

專案申請之學分班及非學分班，屬自辦班別者，應按計畫經費總金額中
提列 27%管理費；屬政府機關及公民營機構委託之班別，依委託單位之
規定提列，惟未及 27%時，應另編場地及水電等相關費用補足；外業班
別得按計畫經費總金額提列 15%管理費。 

如開班辦理在職訓練、技術人力養成訓練、專門技術訓練、代辦實習等
人員交流訓練案，在校內舉辦之內業至少應編列 27%管理費；在校外舉
辦之外業至少應編列 11.5%管理費。 

管理費經校長核准者，標準得降低之。 

第十二條 前條推廣教育所提列之 27%行政管理費，授權支用之比率為學校 20/27，
學院或研究總中心 1/27，系所或研究中心 6/27。 

推廣教育班之經費若有節餘，在補足應繳之計畫總金額 27%管理費後，
其節餘款由推廣教育開班單位繼續使用。 

教務處應訂定推廣教育收入收支管理要點，經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送
行政會議核備後，報教育部備查。 

第十三條 第三條第四款之建教合作收入，應衡量使用學校資源情形，適當提列行
政管理費。 

政府機關及公民營機構委託之專題研究計畫，應按計畫經費總金額編列
至少 17%管理費；但政府機關另訂有管理費標準者，不在此限。服務性
試驗、調查及人員交流訓練案之管理費編列比率，由研究發展處另訂辦
法規範，經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送行政會議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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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案件之管理費經校長核准者，標準得降低之。 

第十四條  各建教合作計畫案管理費先提列 10﹪作為圖書館書刊經費後，依適當
比例授權支用： 

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支用比率為學校 56%，各學院及系所（研究總中心
及研究中心）34％。其分配比例由各學院及系所（研究總中心及研究中
心）透過適當會議協商訂定。 

公民營機構委託之專題研究計畫案、以計畫書簽約之服務性試驗及調查
案、以建教合作案方式舉辦之學術研討會，此三類之支用比率為學校
52.9% (90/100*10/17），學院或研究總中心 5.3% （90/100*1/17），系
所或研究中心 31.8%（90/100*6/17）。 

屬 內 業 之 服 務 性 試 驗 及 調 查 案 之 支 用 比 率 為 學 校 81% 
(90/100*18/20) ，學院或研究總中心 9% (90/100*2/20)；屬外業之服
務性試驗及調查案之支用比率為學校 81.8% (90/100*5/5.5)，學院或
研究總中心 8.2%(90/100*0.5/5.5)。 

屬內業之人員交流訓練案之支用比率為學校 66.7%(90/100*20/27)，學
院 3.3%(90/100*1/27) ，系所或研究中心 20% (90/100*6/27) ；屬外
業之人員交流訓練案之支用比率為學校 39.1%(90/100*5/11.5)，學院
3.9%(90/100*0.5/11.5)，系所或研究中心 47％(90/100* 6/11.5)。 

第十五條 各建教合作計畫案執行結案後之節餘款，凡已提足 17%以上之管理費者
由計畫主持人依規定運用；未提足 17%者，則於依規定方式補足差額後
之節餘款運用之。 

補提之管理費依前條第三項之方式分配予學校、學院及總中心、系所及
研究中心。 

研究發展處應訂定建教合作收入收支管理要點，經管理委員會審議通
過，送行政會議核備後，報教育部備查。 

第十六條 第三條第五款之場地設備管理收入，其由學校控管者應由學校統籌運
用；由學院或研究總中心、系所或研究中心等單位控管者，於該項收入
總額提成 20%為學校管理費，80%分配至管理單位運用。 

場地設備管理收入須負擔稅負時，應於該項收入總額先行扣除後，再依
前項比率分配。 

總務處應訂定場地設備管理收入收支管理要點，經管理委員會審議通
過，送行政會議核備後，報教育部備查。 

第十七條 第三條第三款至第七款之自籌收入，得對下列事項予以鼓勵，表現優異
之行政及學術單位，或教職員工個人，得給與適度之經費或獎金，以獎
勵教學、研究或服務之傑出表現： 

一 國內外學術活動。 
二 學術研究。 
三 教學特優。 
四 產學合作或技術移轉成果特優。 

98-4 延會校務會議(99.04.28)紀錄-38-



五 績優教職員工。 
六 行政革新績效卓著。 
七 其他經管理委員會同意之獎勵。 

前項第一款至第六款中之各事項應訂定鼓勵或獎勵要點，經管理委員會
及校內相關會議通過後實施。 

第十八條 為推廣國際化，鼓勵教職員出國觀摩及參與學術活動，得以第三條第三
款至第七款之收入為財源支應因公派員出國案件，並由學校自行依所訂
要點審核。 

校長因公出國案件，仍應依「教育部及所屬機關學校因公派員出國案件
處理要點」第五點規定辦理。 

研究發展處應訂定因公派員出國案件處理要點，提報管理委員會審議通
過後，送校務會議核備。 

第十九條 為合理使用公務車輛，得彈性運用第三條第三款至第七款之收入為財
源，增購、汰換及全時租賃公務車輛。 

總務處應訂定公務車輛之使用、租賃要點，經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送
行政會議核備後，報教育部備查。 

第二十條 為有效安排新興工程規劃，及促進民間投資，節省政府之預算撥付，可
彈性運用第三條第三款至第七款之收入為財源，支應學校之新興工程。 

總務處應訂定新興工程之支應辦法，經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送校務會
議核備後，報教育部備查。 

第二十一條 為有效進行財務規劃，並因應自償性之宿舍、停車場、醫院等類型建
設工程或管理營運之支出，除可彈性運用第三條第三款至第七款之收
入及歷年基金盈餘為財源外，經管理委員會之審議通過後，得向金融
機構舉借。 

財務處應會同總務處就舉債控管、確保債務清償及債務無法清償之因
應措施等，訂定自償性支出之控管機制辦法，經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
送校務會議核備後，報教育部備查。 

第二十二條 學校收受之捐贈，應全數撥充校務基金，未指定用途之捐贈收入，由
學校統籌運用；收受指定用途之捐贈，其用途應與學校校務有關。 

收受之捐贈收入為現金時，應確實交付學校收受；為現金以外者，應
確實點交，屬不動產者，應由保管組辦妥所有權移轉登記。 

非由學校全權管控之指定捐贈收入，除經校長核准者外，一律提撥 5%
之行政管理費。 

學校收受之捐贈，不得與贈與人有不當利益之聯結。 

學校對熱心捐贈者，得比照教育部訂頒之「捐資教育事業獎勵辦法」
予以適當之獎勵。 

第二十三條 為充裕校務基金之財源，得將校務基金投資於下列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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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存放公民營金融機構。 
二 購買公債、國庫券或其他短期票券。 
三 投資於與校務或研究相關之公司與企業。 
四 其他具有收益性及安全性，並有助於增進效益之投資。 

投資取得之收益，應全數撥充校務基金統籌運用。 

第二十四條 前條第三款及第四款投資資金之來源如下： 

一 以研究成果或技術作價無償取得之股權。 
二 捐贈收入及歷年基金之盈餘。  
三 其他之法令未限制之經費來源。 

第二十五條 為使校務基金之收入及運用發揮最大經濟效益，管理委員會置執行長
一人，由財務長兼任之，負責第二十三條之相關投資事宜。 

第二十六條 財務處須擬訂每年度之財務調度及第二十三條各款之投資計畫，經管
理委員會通過後執行之；並於管理委員會及校務會議中報告執行情
形。 

本委員會召開會議時，財務長須列席報告校務基金資金運作情形。 

第二十七條 管理委員會對超過新臺幣伍仟萬元以上之第二十三條投資案，認為必
要時得聘請專業之機構及人員協助評估。 

第二十八條 學校在預算執行期間，因市況變動及業務之實際需要，需動用基金盈
餘，增加管理及總務費用之支出，或辦理非計畫型及計畫型之資本支
出，則須提經管理委員會之同意，專案報教育部核定或核轉行政核定
後辦理，並補辦預算。 

第二十九條 為監督校務基金之收支、保管及運用，於校務會議下設置「國立成功
大學經費稽核委員會」監督之。 

經費稽核委員會置委員七人至十五人，由校務會議成員推選產生。但
管理委員會之成員、總務及會計相關人員，不得擔任經費稽核委員會
之委員。 

經費稽核委員會所需工作人員，由學校現有人員派兼之。 

經費稽核委員會設置要點另訂之。 

第三十條 經費稽核委員會之任務如下： 

一 學校教學、研究及推廣計畫財務運用之事後稽核。 
二 校區建築與工程興建計畫、發包及執行等經費運用之事後稽核。 
三 各項經費收支及現金出納處理情形之事後稽核。 
四 校務基金年度決算之稽核。 
五 學校資產增置、擴充及改良等事項之事後稽核。 
六 校務基金經濟有效利用及開源節流措施之事後稽核。 
七 其他經費之事後稽核事項。 

前項稽核事項，以任期內發生與經費運用有關事項為限。但該事項涉及
以前任期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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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條 經費稽核委員會每學期至少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召開臨時會。 

經費稽核委員會召開會議時，得視稽核事項之需要，邀請管理委員會
或校內相關單位派員列席。 

經費稽核委員會得經委員會之決議，請管理委員會或校內相關單位提
供必要之資料以供查閱。 

經費稽核委員會應於校務會議中提出有關校務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
之稽核報報告。 

第三十二條 第三條第三款至第七款所定各種收入之收支情形，應由相關主管人
員、經費執行人員、使用及保管資產人員，負其執行預算、保管及使
用資產之相關責任，並由會計人員負責帳務處理及彙編財務報表。 

第三十三條 第三條第三款至第七款所定各種收入之收支、保管及運用，應設置專
帳處理，經費收支應有合法憑證，並依規定年限保存；建教合作收支，
應依建教合作機構之規定或契約辦理。 

前項所列各項收入之收支預計表、收支決算表，連同相關書表及全校
收支財務報表，應送教育部備查，並依相關規定上網公告，及接受教
育部派員或委請會計師查核。 

第三十四條 各行政及學術之第一、二級單位，就第三條第三款至第七款該單位歷
年之自行控管財源，得自訂相關管理辦法或專案申請，經管理委員會
通過後，執行本辦法第八條各款之規定事宜。 

第三十五條 各行政單位及院、系所中心等分配運用經費，未用罄之經費得延至次
一年度繼續使用。 

第三十六條 本辦法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及校務會議通過後，報教育部備查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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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國立成功大學學生獎懲要點第十三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十三、定期察看以一學年為

原則，期間定期察看

之學生的操行基本分

數為六十分。 
定期察看之學生，同

時予以記二大過、二

小過之處分；如於處

分日前已有其他懲處

者，則累計至二大

過、二小過。 

十三、定期察看以一年為原

則，其期間操行成績

基本分數大學生為六

十分，研究生為七十

分。 
定期察看視為記大過

二次、小過二次之處

分。 
 

一、修正定期查看為

一學年。 
二、修正定期察看研

究生操行基本分

數。 
三、修正定期察看處

分及累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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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立 成 功 大 學 學 生 獎 懲 要 點 
 

93年1月14日92學年度第2次校務會議通過 
93年2月12日教育部台訓(二)字第0930018037號書函 

                                       94年10月5日94學年度第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4年11月28日教育部台訓(二)字第0940161561號書函 

                                       95年3月15日94學年度第4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5年4月20日教育部台訓(二)字第0950054459號書函 
95年6月21日94學年度第5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5年8月30日教育部台訓(二)字第0950126035號函 
99年4月28日98學年度第4次校務會議延會修正通過 

 
一、本校為樹立優良校風，確收教育功效，依據大學法第32條，訂定本要點。 
二、凡本校學生按其所表現之優劣事實，須予獎勵或懲罰者，依本要點辦理之。 
三、獎懲區分： 

（一）獎勵：嘉獎、記小功、記大功、其他獎勵(獎章、獎牌、獎狀、獎金)。 
（二）懲罰：申誡、記小過、記大過、定期察看、退學。 

四、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予以嘉獎。 
（一）服務公勤，熱心努力，有具體優良成績者。 
（二）參加校內各種正規比賽，努力認真，堪為表率及成績特優者。 
（三）維護校產，愛惜公物，堪為表率有具體事實者。 
（四）有其他相當於上列各款情事，殊堪嘉許者。 

五、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予以記小功。 
（一）服行公勤，成績特優，堪為表率者。 
（二）參加校外各種正規比賽，成績特優(前三名)，為校爭光者。 
（三）代表學校參加各種競賽與活動，表現優異，堪為嘉許者。 
（四）熱心助人，扶助同學，有事實證明者。 
（五）熱心公益，增進團體福利，具有確切事實者。 
（六）急公好義，見義勇為，符合公益具有事實者。 
（七）有其他相當於上列各款情事者。 

六、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予以記大功或其他獎勵(獎章、獎牌、獎狀、獎金)等。 
（一）擔任公勤或社團工作，成績特優，且對樹立校風有特殊貢獻者。 
（二）在校期間，創造發明，或發表甚具價值之學術論文，有特殊貢獻者。 
（三）冒險犯難，捨己救人，堪為他人矜式，有益國家社會者。 
（四）具有傑出表現，有益於國家社會，具確切事實者。 
（五）參加全國性正規比賽，榮獲第一名，爭取校譽者。 
（六）有其他相當於上列各款情事者。 

七、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予以申誡。 
（一）擔任公勤幹部或其他工作，無故規避服務者。 
（二）言行不檢，舉止無禮，有違團體榮譽，情節輕微者。 
（三）無故不參加校內外重大慶典，全校性(含各院)集會及學生幹部講習者。 
（四）代表系、所、學校參加各種比賽，無故缺席者。 
（五）未經許可，濫用公物，或逾期未還公物，情節尚輕者。 
（六）有其他相當於上列各款情事者。 

八、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予以記小過。 
（一）故意對教職員工有不禮貌行為。 
（二）惡意攻訐，挑撥離間，惹是生非，破壞團體秩序者。 
（三）參加系、所、學校之各種活動，行為惡劣，有違團體榮譽者。 
（四）報告失實，欺瞞師長者。 
（五）毀損公物，情節較輕者。 
（六）違反校園車輛行車安全，不聽勸告者。 
（七）不遵守宿舍管理規則者。 
（八）在校內外舉辦活動，影響校園安全或安寧，經勸導無效者。 
（九）違反考試規則，情節較輕者。 
（十）在校外實習或服務，表現不佳，有損校譽者。 
（十一）違反網路使用規範或公約，情節嚴重者。 
（十二）擅自侵害著作人的法定權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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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對他人（教職員工、同學及其他社會成員）有性騷擾之行為，情節輕微者。 
（十四）有施暴、竊盜、侵佔、毀損、滋事或其他侵害他人權益之行為，情節較輕或其情可

憫者。 
（十五）有其他相當於上列各款情事者。 

九、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予以記大過或定期察看。 
（一）未經許可，撕揭或塗汙校內公告，或其他公用表冊文件者。 
（二）惡意批評或侮辱教職員工。 
（三）蓄意破壞公物，情節重大者。 
（四）蓄意擾亂學校行政，妨害教職員或同學執行公務者。 
（五）有施暴、竊盜、侵佔、毀損、滋事或其他不良行為，情節重大者。 
（六）違反宿舍管理規則，情節較嚴重者。 
（七）違反校規，經屢次勸導仍不改正者。 
（八）在校內外舉辦活動，影響校譽或校園安全，情節重大者。 
（九）違反考試規則，情節較重而具有悔意者。 
（十）建立色情暴力網站或其他利用網路從事不法行為，情節嚴重，影響校譽者。 
（十一）擅自侵害著作人的法定權益，情節重大，影響校譽者。 
（十二）擅自侵入他人資訊系統或設備，情節重大者。 
（十三）觸犯法令，經法院判刑確定，受緩刑之宣告而未經撤銷者。 
（十四）對他人（教職員工、同學及其他社會成員）有性騷擾之行為，情節重大者。 
（十五）有其他相當於上列各款情事者。 

十、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予以退學。 
（一）侮辱教職員工，情節重大者。 
（二）定期察看期間，再受處分者。 
（三）所受處分，累計滿三大過者。 
（四）經法院判刑確定，未受緩刑之宣告，嚴重影響校譽者。 
（五）施暴力於他人、竊盜、侵佔、縱火等具體事實，嚴重影響校譽或校園秩序與安寧者。 
（六）請人代考或為人代考者。 
（七）違反考試規則，情節重大且不具悔意者。 

十一、學生獎懲之處理程序，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學生獎懲案件，均應提經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依程序辦理。 
（二）嘉獎、記小功、申誡、記小過之獎懲，得會同導師、系所主管處理後，由學生事務長

核定後公告。 
（三）記大功或記大過以上之重大獎懲，應提獎懲委員會議審議通過，並經校長核定後公告。 
（四）獎懲委員會議審議有關學生重大獎懲時，除應通知有關系所主管、班級導師、及有關

人員列席外，並應通知當事學生列席說明。 
（五）經退學之處分，應移請教務處依有關規定辦理。 
（六）學生受記大功，或記大過以上之獎勵或處罰，應通知其家長或監護人。 

十二、學生之獎懲，在校期間內，功過可以互抵，但不能取消紀錄；退學，概不得因以前曾受獎
勵，要求折抵減免；定期察看亦同。 
學生對於學校之獎懲處分，認有違法或不當並損及其個人權益者，得依學校申訴辦法之規
定，向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申訴。 

十三、定期察看以一學年為原則，期間定期察看之學生的操行基本分數為六十分。 
定期察看之學生，同時予以記二大過、二小過之處分；如於處分日前已有其他懲處者，
則累計至二大過、二小過。 

十四、學生復學後，其原有獎懲仍屬有效。 
十五、違規之情狀特殊者，獎懲委員會或相關單位得減輕其處罰。 

依本要點合予記小過以下之處分者，得視其情節輕重與輔導之成效，以校園服務代替懲
處，其實施分則由學生事務會議訂定之。 

十六、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並報教育部備查，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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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 
「國立成功大學教師聘任辦法」第 1、5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甲案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第 一 條 
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三十三條及
有關法令規定，訂定本校教師聘任
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 一 條 
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三十二條及
有關法令規定，訂定本校教師聘
任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 五 條     
新聘教授及副教授於初續聘滿四
年之半年前，應經系（所）、院、
校教評會審議是否續聘，若不通過
則自第五年起不予續聘。新聘教授
於學術上有重大成就或貢獻者，得
直接長期聘任。 
新聘助理教授於到職六年內未能
升等者，自第七年起不予續聘。
但因懷孕生產、養育三足歲以下
子女或其他特殊情況等情事，經
教評會同意者，自第七年起得續
聘二年，如二年內仍未能升等者
，則不予續聘。 
前項但書續聘期間如仍有懷孕生
產、養育三足歲以下子女，且足
以影響其學術表現者，得於續聘
期限屆滿之半年前，經教評會同
意延長續聘二年。 
新聘講師原則比照辦理。 
新聘外籍教師須於近期內具使用
中文之能力。 
 
 
 

第 五 條 
新聘教授及副教授於初續聘滿
四年之半年前，應經系（所）、
院、校教評會審議是否續聘，若
不通過則自第五年起不予續聘
。新聘教授於學術上有重大成就
或貢獻者，得直接長期聘任。 
新聘助理教授於到職六年內未
能升等者，自第七年起不予續
聘。但情況特殊，經教評會同
意者，自第七年起得續聘二年
，如二年內仍未能升等者，則
不予續聘。 
前項但書情形因懷孕生產、育
嬰或其他重大事由者，經教評
會同意，得配合兩年一聘之聘
期再續聘。如再續聘聘期內仍
未能升等者，則不予續聘。 
新聘講師原則比照辦理。 
新聘外籍教師須於近期內具使
用中文之能力。 

1.性別工作平等法第16條規
定，受僱者得申請育嬰留職停
薪，期間至該子女滿三歲
止……。 

2.另教育部函示，教師申請「育
嬰」留職停薪應準用公務人員
留職停薪辦法所示「申請育嬰
留職停薪之期間至該子女滿
三歲止」之規定辦理。 

3.為明確規範條文字義，將本條
文所稱「育嬰」之審核標準，
明訂「以養育三足歲以下子女
者為限」，俾杜爭議。 

4.載明「續聘期間如仍有懷
孕生產、養育三足歲以下
子女者」始得於第9、10年
申請再續聘，且不作次數及年
限之限制，俾符性別工作平等
法規定。 

5.刪除「育嬰…」以外特殊情
況者得申請第 9、10 年再續聘
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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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教師聘約」第 1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甲案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一、本校教師聘任辦法及有關 法

令規定，教師初聘為一年、續
聘第一次為一年、以後每次續
聘為二年(屆齡退休奉准延長
服務之教師，其聘期依其延長
期限而定)。但外籍教師聘僱
期滿如有繼續聘僱之需要者
，應依「就業服務法」規定，
辦理申請展延。教師續聘時，
當於本聘約期滿前一個月另
送聘書。 

    八十五年八月一日起，新聘
教授及副教授於初續聘滿四
年之半年前，應經三級教評
會審議是否續聘，若不通過
則自第五年起不予續聘；新
聘助理教授於到職六年內未
能升等者，自第七年起不予
續聘。但因懷孕生產、養育
三足歲以下子女或其他特殊
情況等情事，經教評會同意
者，自第七年起得續聘二年
，如二年內仍未能升等者，
則不予續聘。 

    前項但書續聘期間如仍有懷
孕生產、養育三足歲以下子
女，且足以影響其學術表現
者，得於續聘期限屆滿之半
年前，經教評會同意延長續
聘二年。 

    新聘講師原則比照新聘助理
教授情形辦理。 

 

一、本校教師聘任辦法及有關 
法令規定，教師初聘為一
年、續聘第一次為一年、
以後每次續聘為二年(屆
齡退休奉准延長服務之教
師，其聘期依其延長期限
而定)。但外籍教師聘僱期
滿如有繼續聘僱之需要者
，應依「專科以上學校及
學術研究研究機構聘僱外
國教師與研究人員許可管
理辦法」第九條規定，辦
理申請展延。教師續聘時
，當於本聘約期滿前一個
月另送聘書。 

    八十五年八月一日起，新
聘教授及副教授於初續聘
滿四年之半年前，應經三
級教評會審議是否續聘，
若不通過則自第五年起不
予續聘；新聘助理教授於
到職六年內未能升等者，
自第七年起不予續聘，但
情況特殊，經教評會同意
者，自第七年起得續聘二
年，如二年內仍未能升等
者，則不予續聘；新聘講
師原則比照辦理新聘助理
教授情形辦理。 

    本校教師均應依本校教師
評量要點規定接受評量。 

1.查「專科以上學校及學術研
究機構聘僱外國教師與研究
人員許可及管理辦法」業於
98年 5月 13日廢止，爰配
合修正外籍教師聘僱之法源
依據為「就業服務法」。 

2.配合本校聘任辦法第 5條限
期升等制度規定修正（理
由同該條文之修正說明）
，並作文字修正。 

 

將教師評量制度改
列於新增條文中規
範，以資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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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教師聘約」第 2至 15條修正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二、本校教師均應依本校教師

評量要點規定接受評量，
評量不通過者，於次一年
起不予晉薪且不得申請休
假研究、借調、在外兼職
兼課。未通過評量之教師
應於二年內進行再評量。
再評量通過者，自次年起
恢復晉薪，得申請休假研
究、借調、在外兼職兼課；
未於二年內進行再評量或
再評量仍不通過者，則不
予續聘。 

 

 一、新增條文。 
二、依教育部 98 年 12 月 7 日

台學審字第 0980211625號
函示「教師評量要點第 6
點之內容，依大學法第 19
條規定，應明訂於教師聘
約中」規定增列。 

 

三、本校教師每學年以開授 14
小時之科目為原則，教師
每週授課時數應依本校教
師授課鐘點原則及超授鐘
點費、論文指導費計支要
點規定，授足應授時數。 

二、教授每週授課八小時、
副教授九小時、助理教
授九小時、講師十小時
(實習課程二小時作一
小時計算)，並得依規定
酌減授課時數。 

 
 

一、條次變更。 
二、配合本校教師授課鐘點原

則及超授鐘點費、論文指
導費計支要點規定規定，
作文字修正。 

 

四、本校教師於授課外，對於
學生心理、品德、生活、
言行，均有擔負輔導之責
任，並有擔任導師之義務。 

 

三、本校教師於授課外，對
於學生心理、品德、生
活、言行，均有擔負輔
導之責任，並有擔任導
師之義務。 

 

條次變更。 

五、本校教師在校外兼課、兼
職應依本校教師校外兼
課、兼職處理要點辦理，
並事先以書面報經學校核
准。 

四、本校教師除法令另有規
定外，不得在校外兼
課、兼職，如有特殊情
形者，依照本校教師校
外兼課、兼職處理要點
辦理。 

 

條次變更，並作文字修正。 

六、本校教師應遵守性別平等
教育法及性別平等工作法
等相關法令規定。 

 

 一、新增條文。 
二、依本校 97 學 年度第 4 次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決
議：「請人事室於教師聘書
增列教師應遵守性別平等
教育相關法規」辦理。 

 
七、本校教師對外承接補助（委

託）計畫，應依本校行政
作業程序辦理。本校教師
不得有未透過學校行政作
業而逕與各機關訂約，接
受委託研究情事，應由學
校具名簽訂合約。 

 

 一、新增條文。 
二、依教育部 98 年 5 月 6 日台

高（三）字第 0980076683
號函及同年 7 月 13 日 1 台
人（一）字第 0980089039A
號函示「校方宜在相關規
章或在與專任教師聘約
中，明確規範學校接受委
辦計畫之處理原則及違約
之議處等措施」之規定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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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本校同仁利用本校資源完
成具專利價值或以非專利
形式保護之研究發展成
果，其權利及義務依本校
研究發展成果管理辦法辦
理。 

 

五、凡本校同仁利用本校資
源完成具專利價值或以
非專利形式保護之研究
發展成果，其權利及義
務依本校研究發展成果
管理辦法辦理。 

 

條次變更並作文字修正。 

九、本校教師聘任、借調、研
究、講學、進修及休假研
究等除法令另有規定外，
均依本校教師聘任辦法、
本校教師借調處理要點、
本校教師出國講學及國內
外研究進修申請作業要點
及教授、副教授休假研究
辦法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
辦理。 

 

六、本校教師聘任、借調、
研究、講學、進修及休
假研究等除法令另有規
定外，均依本校教師聘
任辦法、本校教師借調
處理要點、本校教師出
國講學及國內外研究進
修申請作業要點及教
授、副教授休假研究辦
法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
辦理。 

 

條次變更。 

十、教師如涉有著作抄襲情
事，依本校教師著作抄襲
處理要點辦理。 

 

七、教師如涉有著作抄襲情
事，依本校教師著作抄
襲處理要點辦理。 

 

條次變更。 

十一、教師擬於聘約期滿後，
不再應聘時，應於聘約
期滿一個月前以書面通
知學校。如欲於聘約存
續期間內辭職者，應經
學校同意後，始得離
職。因特殊意外事故於
學期中提出辭職，其離
職時係在開學上課後
者，經學校同意，其薪
給得支至實際離職日；
其於開學上課前辭職
者，應自學年(期)開始之
日起停支薪給。 

八、教師擬於聘約期滿後，
不再應聘時，應於聘約
期滿一個月前以書面通
知學校。如欲於聘約存
續期間內辭職者，應經
學校同意後，始得離
職。因特殊意外事故於
學期中提出辭職，其離
職時係在開學上課後
者，經學校同意，其薪
給得支至實際離職日；
其於開學上課前辭職
者，應自學年(期)開始之
日起停支薪給。 

 

條次變更。 

十二、合聘教師之權利義務依 
本校校內單位間教師合
聘辦法辦理。 

 

九、合聘教師之權利義務依
本校校內單位間教師合
聘辦法辦理。 

 

條次變更。 

十三、外籍教師薪給支付方式：
按月撥入其銀行帳戶；
薪給數額依教師職別法
定薪額發給。 (月支薪
俸：        元；學術
研究費：      元；合
計        元) 

 

十、外籍教師薪給支付方
式：按月撥入其銀行帳
戶；薪給數額依教師職
別法定薪額發給。(月
支 薪 俸 ：        
元；學術研究費：      
元；合計        元) 

 

條次變更。 

十四、本聘約未盡事宜依其他
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一、本聘約未盡事宜依其
他相關法令規定辦
理。 

 

條次變更。 

十五、本聘約經校務會議通過
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十二、本聘約經校務會議通
過後實施，修訂時亦
同。 

 

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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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           國立成功大學教師聘任辦法 

80 年 03 月 27 日 79 學年度第 3 次校務會議通過 
81年 10月 07日 81 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4年 11月 15日 84 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8年 03月 17日 87 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0年 03月 14日 89 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4年 12月 28日 94 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5年 10月 25日 95 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追認通過 
97年 12月 31日 97 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9年 4月 28日 98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延會修正通過 
 

第 一 條    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三十三條及有關法令規定，訂定本校教師聘任辦法(以下簡稱本辦
法)。 

第 二 條    本校教師之聘任，應具備下列基本條件： 

             一、品德操守均佳及有足資證明之優良表現，對於擬聘系所之任務及發展有所益者。 

             二、講師應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一) 曾任教並獲有部頒講師證書，而成績優良者。 

                  (二) 在國內外大學或研究院所研究，得有碩士學位或同等學歷證書，而成績優良，並有
專門著作者。 

             三、助理教授應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一) 曾任教並獲有部頒助理教授證書，而成績優良者。 

                  (二) 具有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三) 具有碩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曾從事與所習學科有關之研究工作、專門職業或
職務四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四) 曾任講師三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四、副教授應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一) 曾任教並獲有部頒副教授證書，而成績優良者。 

                  (二) 具有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曾從事與所習學科有關之研究工作、專門職業或
職務四年以上，並有專門著作者。 

                  (三) 曾任助理教授三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五、教授應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一) 曾任教並獲有部頒教授證書，而成績優良者。 

                  (二) 具有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曾從事與所習學科有關之研究工作、專門職業或
職務八年以上，有創作或發明，在學術上有重要貢獻或重要專門著作者。 

                  (三) 曾任副教授三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重要專門著作者。 

             六、醫學院臨床醫學藥學等教師聘任資格依據教育部相關法規辦理。 

             七、各學系因特殊需要得延聘專業技術人員為專業教師，擔任大學部教學工作，其聘任資格
依據教育部相關法規辦理。 

第 三 條    本辦法前條所稱國內外大學或研究所，以公立及已立案之私立大學及研究所或經教育部認可
之國外大學及研究所為限。 

第 四 條    本校教師之聘任分為初聘、續聘及長期聘任三種。本校教師之聘任除短期以契約明定其權利
義務與聘期外，初聘為一年、續聘第一次為一年，第三年以後續聘之每次均為二年。教師長
期聘任實施要點另訂之。 

第 五 條    新聘教授及副教授於初續聘滿四年之半年前，應經系（所）、院、校教評會審議是否續聘，若
不通過則自第五年起不予續聘。新聘教授於學術上有重大成就或貢獻者，得直接長期聘任。 

新聘助理教授於到職六年內未能升等者，自第七年起不予續聘。但因懷孕生產、養育三足歲
以下子女或其他特殊情況等情事，經教評會同意者，自第七年起得續聘二年，如二年內仍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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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升等者，則不予續聘。 

前項但書續聘期間如仍有懷孕生產、養育三足歲以下子女，且足以影響其學術表現者，得於
續聘期限屆滿之半年前，經教評會同意延長續聘二年。 

新聘講師原則比照辦理。 

新聘外籍教師須於近期內具使用中文之能力。 

第 六 條    本校教師之聘任採聘期制，聘期屆滿得予續聘，聘期屆滿不再續聘謂之不續聘，聘期中由本
校主動解約者謂之解聘。暫時停止聘約關係者謂之停聘。教師不服解聘、停聘或不續聘處理
者，得向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申訴之。 

第 七 條    教師聘任後除短期以契約明定其權利義務與聘期、本辦法第五條規定、或有下列各款之一者
外，不得解聘、停聘或不續聘： 

             一、受有徒刑一年以上判決確定，未獲宣告緩刑者。 

             二、曾服公務，因貪污瀆職經判刑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者。 

             三、依法停止任用，或受休職處分尚未期滿，或因案停止職務，其原因尚未消滅者。 

             四、褫奪公權尚未復權者。 

             五、受禁治產之宣告，尚未撤銷者。 

             六、行為不檢有損師道，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者。 

             七、經合格醫師證明有精神病者。 

             八、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或違反聘約情節重大者。 

             有前項第六款、第八款情形者，應經本校三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及出席
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決議。 

             有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七款情形者，不得聘任為教師。其已聘任者，除有第七款情形者依規定
辦理退休或資遣外，應報請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後，予以解聘、停聘或不續聘。 

第 八 條    教師聘任之申請，須檢附下列資料或證件： 

             一、擬聘教師簽辦表。 

             二、履歷表。 

             三、畢業證書或學位證書。 

             四、著作。 

             五、服務證書。 

             六、推薦函三份。 

             七、其他足資證明資格之文件。 

第 九 條    新聘教師之聘任，應本公平、公正、公開之原則，於傳播媒體或學術刊物刊載徵聘資訊。教
師聘任之審查程序，初審由各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辦理，審查通過後向院推薦，複審由各
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辦理，審查通過後向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推薦。初審辦法由各系(所)制定，
報請院長轉校教評會核備後施行，複審辦法由各院制定，並提報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核備後
施行，修正時亦同。 

第 十 條    教師聘任以每學期辦理一次為原則，並以每學期開始(二月一日或八月一日)為起聘日期。各
院應於十二月十五日或六月十五日前完成推薦程序。 

第十一條    教師聘任經各院複審通過後，將有關資料向人事室提出。人事室彙整後提校教師評審委員會，
經討論通過後簽請校長核發聘任職級之聘書。 

第十二條    以學位辦理聘任助理教授或講師者，經系（所）依「專科以上學校以國外學歷送審教師資格
作業須知」之規定審核，如其修讀碩士或博士之修業時間符合規定，由系教評會比照升等辦
法辦理專門著作（包含學位論文）外審作業，外審結果彙提院、校級教評會完成聘任程序。 

經系（所）審核，其修讀碩士或博士之修業時間不符合規定者，得專案提三級教評會討論，
獲同意辦理著作外審者，由教務處比照升等辦法，將其論文、個人著作或作品送外審，外審
結果彙提院、校級教評會完成聘任程序。 

外審作業應於本辦法第十條規定之時限前完成。相關前置作業，聘任單位應視作業所需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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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辦理。 

聘任程序完成，依規定檢件由人事室報請教育部備查及核發教師證書，年資以教育部核定年
月起算。 

第十三條    非以學位辦理聘任且尚未獲有擬聘任職級之教師證書者，各院應於十月十五日（二月一日起
聘）或四月十五日（八月一日起聘）前將有關資料送教務處，比照升等辦法辦理著作外審，
外審結果彙提校教師評審委員會，經通過簽請校長核定後依規定檢件報請教育部核備及核發
教師證書，年資以教育部核定年月起計。 

第十四條    非屬學院之系(所)、體育室、通識教育中心與圖書館之教師聘任，其初審與複審比照系(所)、
院辦理；計算機與網路中心之教師聘任，初審比照系(所)辦理，複審由工學院教師評審委員
會辦理。 

第十五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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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教師聘約                                 
          87 年 12 月 23 日第 137 次行政會議通過 

88 年 6 月 9 日 87 學年度第 4 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88 年 10 月 6 日第 139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91 年 10 月 9 日 91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92 年 6 月 11 日 91 學年度第 5 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95 年 10 月 23 日 95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會議追認通過 
99 年 4 月 28 日 98 學年度第 4 次校務會議延會修正通過 

一、本校教師聘任辦法及有關法令規定，教師初聘為一年、續聘第一次為一年、以後每次續聘為
二年(屆齡退休奉准延長服務之教師，其聘期依其延長期限而定)。但外籍教師聘僱期滿如有
繼續聘僱之需要者，應依「就業服務法」規定，辦理申請展延。教師續聘時，當於本聘約期
滿前一個月另送聘書。 

    八十五年八月一日起，新聘教授及副教授於初續聘滿四年之半年前，應經三級教評會審議
是否續聘，若不通過則自第五年起不予續聘；新聘助理教授於到職六年內未能升等者，自第
七年起不予續聘。但因懷孕生產、養育三足歲以下子女或其他特殊情況等情事，經教評會同
意者，自第七年起得續聘二年，如二年內仍未能升等者，則不予續聘。 

     前項但書續聘期間如仍有懷孕生產、養育三足歲以下子女，且足以影響其學術表現者，得於
續聘期限屆滿之半年前，經教評會同意延長續聘二年。 

    新聘講師原則比照新聘助理教授情形辦理。 

二、本校教師均應依本校教師評量要點規定接受評量，評量不通過者，於次一年起不予晉薪且
不得申請休假研究、借調、在外兼職兼課。未通過評量之教師應於二年內進行再評量。再評
量通過者，自次年起恢復晉薪，得申請休假研究、借調、在外兼職兼課；未於二年內進行再
評量或再評量仍不通過者，則不予續聘。 

三、本校教師每學年以開授 14 小時之科目為原則，每週授課時數應依本校教師授課鐘點原則及
超授鐘點費、論文指導費計支要點規定，授足應授時數。 

四、本校教師於授課外，對於學生心理、品德、生活、言行，均有擔負輔導之責任，並有擔任
導師之義務。 

五、本校教師在校外兼課、兼職應依本校教師校外兼課、兼職處理要點辦理，並事先以書面報
經學校核准。 

六、本校教師應遵守性別平等教育法及性別平等工作法等相關法令規定。 
七、本校教師對外承接補助（委託）計畫，應依本校行政程序辦理，由學校具名簽訂合約，不

得有未透過學校行政作業而逕與各機關訂約，接受委託研究情事。 
八、本校同仁利用本校資源完成具專利價值或以非專利形式保護之研究發展成果，其權利及義

務依本校研究發展成果管理辦法辦理。 
九、本校教師聘任、借調、研究、講學、進修及休假研究等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均依本校教師

聘任辦法、本校教師借調處理要點、本校教師出國講學及國內外研究進修申請作業要點及
教授、副教授休假研究辦法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教師如涉有著作抄襲情事，依本校教師著作抄襲處理要點辦理。 
十一、教師擬於聘約期滿後，不再應聘時，應於聘約期滿一個月前以書面通知學校。如欲於聘

約存續期間內辭職者，應經學校同意後，始得離職。因特殊意外事故於學期中提出辭職，
其離職時係在開學上課後者，經學校同意，其薪給得支至實際離職日；其於開學上課前
辭職者，應自學年(期)開始之日起停支薪給。 

十二、合聘教師之權利義務依 本校校內單位間教師合聘辦法辦理。 
十三、外籍教師薪給支付方式：按月撥入其銀行帳戶；薪給數額依教師職別法定薪額發給。 

(月支薪俸：        元；學術研究費：      元；合計        元) 
十四、本聘約未盡事宜依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五、本聘約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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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國立成功大學財務處專業經理人考核要點」修正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原 條 文 說  明 

五、紅利發放標準： 

(一) 績效獎金發放乃依據專業經理

人執行之已實現與未實現投資

損益，於已扣除交易成本後之

投資淨報酬，高於既定投資報

酬率產生超額報酬時，得核定

超額報酬之一定比率作為績效

獎金。其績效獎金金額，累計

於年終考核時合併計算，扣除

必要支出後，以現金方式發放。 

(二) 專業經理人投資績 效，於已

扣除交易成本後之投資淨報

酬，未達既定投資報酬率，應

命其於一定期間內，提出檢討

改善專案報告，送諮詢委員會

審議。 

五、考核標準： 

(一) 績效獎金發放乃依據專業

經理人執行之已實現投資績

效，於已扣除交易成本後之

投資淨報酬，高於既定投資

報酬率產生超額報酬時，得

核定超額報酬之一定比率作

為績效獎金。其績效獎金金

額，累計於年終考核時合併

計算，扣除必要支出後，以

現金方式發放。 

(二) 專業經理人投資績 效，於

已扣除交易成本後之投資淨

報酬，未達既定投資報酬

率，應命其於一定期間內，

提出檢討改善專案報告，送

諮詢委員會審議。 

依投資諮詢

委員會委員

建議修正。 

 

七、專業經理人於每季考核期間內，須

在投資限額內至少投資 20%之金額

為原則，但不包含國立大學校院校

務基金設置條例第七條之一之第

一、二、三項之投資。 

七、專業經理人於每季考核期間

內，須在投資限額內至少投資

10%之金額為原則，但不包含國

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

第七條之一之第一、二、三項

之投資。 

依投資諮詢

委員會委員

建議修正。 

八、專業經理人之適任與否，依考核標

準當年評估績效，但聘任期間內，

如有下列情事之一，得研議予以解

聘：  

(一)有任何不正交易或投資行為，損

害本校權益者。 

(二)違反專業經理人忠實義務，損害

本校權益者。 

(三)提供、交付、洩漏或以任何方式

違反保密義務者。 

(四)其他違反本校校務基金投資之

相關規定者。 

八、專業經理人之適任與否，依考

核標準當年評估績效，但聘任

期間內，如有下列情事之一，

得隨時予以解聘：  

(一)有任何不正交易或投資行

為，損害本校權益者。 

(二)違反專業經理人忠實義務，

損害本校權益者。 

(三)提供、交付、洩漏或以任何

方式違反保密義務者。 

(四)其他違反本校校務基金投資

之相關規定者。 

依投資諮詢

委員會委員

建議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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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成功大學財務處專業經理人考核要點 

98年 11月 25日 98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通過 
99年 4月 28日 98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延會修正通過 

一、國立成功大學財務處（以下簡稱本處）為有效考核專業經理人執行校務基金之

投資績效，依本校校務基金進用專業經理人實施要點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專業經理人，係指依本校校務基金進用專業經理人實施要點第二點

規定，所進用之專業經理人。 

三、專業經理人之投資績效，配合本校會計年度，每季考核一次，並於聘任契約期

滿前進行考核。 

前項投資績效考核範圍，以考核期間內該專業經理人執行之已實現及未實現

投資損益為主。 

四、專業經理人應於每季底，提出該期內之相關完整投資績效報告，並檢附相關證

明資料，送交財務長作成考核建議並轉送投資諮詢委員會進行審查。 

五、紅利發放標準： 

（一）績效獎金發放乃依據專業經理人執行之已實現與未實現投資損益，於已

扣除交易成本後之投資淨報酬，高於既定投資報酬率產生超額報酬時，

得核定超額報酬之一定比率作為績效獎金。其績效獎金金額，累計於年

終考核時合併計算，扣除必要支出後，以現金方式發放。 

（二）專業經理人投資績效，於已扣除交易成本後之投資淨報酬，未達既定投

資報酬率，應命其於一定期間內，提出檢討改善專案報告，送諮詢委員

會審議。 

六、第五點所稱既定投資報酬率、績效獎金核定比率、發放方式及投資規範，由本

處參考本校投資諮詢委員會之建議酌定之，並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 

七、專業經理人於每季考核期間內，須在投資限額內至少投資 20%之金額為原則，

但不包含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第七條之一之第一、二、三項之投資。 

八、專業經理人之適任與否，依考核標準當年評估績效，但聘任期間內，如有下列

情事之一，得研議予以解聘： 

（一）有任何不正交易或投資行為，損害本校權益者。 

（二）違反專業經理人忠實義務，損害本校權益者。 

（三）提供、交付、洩漏或以任何方式違反保密義務者。 

（四）其他違反本校校務基金投資之相關規定者。 

九、本要點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提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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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 98 學年度第 5次校務會議紀錄 

時間：99年 6月 23日（星期三）上午九時 

地點：光復校區國際會議廳第二演講室 

主席：賴校長明詔                        記錄：江芬芬 

出席：如附件 1, p11 

壹、頒獎 

頒發本校榮譽教授： 

何英剛院士    杜正勝院士 

貳、報告事項： 

一、確認 98-4及延會會議紀錄暨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附表, p 12) 

二、主席報告： 

（一）好消息報告：本校榮獲行政院第二屆政府服務品質獎，是全國第一個獲

得此獎的大學。由於學校組織龐大運作複雜，要整合各個環節需要投入

相當的心力，因此更顯得難能可貴。特別感謝李主任秘書，帶領本校各

單位為教師、學生、社區及社會大眾提供高品質的服務，而這個榮譽也

是全校同仁共同努力的成果，謝謝大家！ 

（二）節約能源為全球共同努力的議題，教育部要求各級學校推動節能減碳，

本校因用電量成長很多，被列入觀察名單內。請各單位極力配合，確實

依總務處訂定的方法施行，在夏季 3個月的觀察期間，大幅的降低用電

量，使本校不再列入觀察名單。 

（三）因為政府財政的艱困，5年 5佰億計畫經費今年已減少 1/4，明年將減

至 1/2，而且明年的經費將由 1月改至 7月到位，因此學校的經費必須

要嚴格控管。因為 5年 5佰億計畫的施行，許多老師多依賴學校經費，

而沒有向其他研究單位提出計畫申請補助，形成一些排擠效應，例如國

科會的計畫申請，成大的申請量就不顯著。希望研發處協助老師多向外

申請補助，以平衡因 5年 5佰億計畫經費縮減帶來的衝擊。 

三、秘書室報告： 

（一）有關 99 年 4 月 21 日 98 學年度第 4 次校務會議中，有校務會議代表對

99 年 3 月 17 日 98 學年度第 3 次校務會議第一案推選校長遴選委員會

委員案決議有疑義乙節，經會中再次充分討論並表決，多數與會代表同

意確認該案決議。 

（二）建議下次推選校長遴選委員會委員時，研發處能於會前將候選人資料分

送校務會議代表參閱，以增加代表們對每位候選人之瞭解程度，俾能選

出最適宜的委員。 

（三）嗣後，校務會議遇有需投票之重要議案，應注重相關程序及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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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各一級單位及各委員會報告：略(請參見書面報告)。 

請各單位於每學期至少彙報一次，讓會議代表了解各單位業務執行情形。 

附帶決議：爾後校務會議代表對本校辦法的修正意見，須先經由行政程序

辦理，若相關單位未適當處置，則可逕向校務會議提案。此議

事修正由秘書室於下次校務會議提出修正案。 

參、討論事項：  

第一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本校 100學年度申請增設、調整院、系、所及學位學程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依教育部 99.5.20.台高（一）字第 0990083593號函（議程附件 1）及教

育部「大學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議程附件 2）辦理。 

二、依前開教育部「大學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第五條規定： 

(一)院、系、所未達附表四所定專任講師比例或專任師資數規定者，逐

年調整其各學制班別招生名額為前一學年度之百分之七十。 

(二)院、系、所及學位學程未達附表四所定生師比值規定者，逐年調整

其各學制班別招生名額為前一學年度之百分之八十。 

三、復依前開標準第八條規定，學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教育部得調整其招

生名額總量或各院、系、所及學位學程之招生名額。其第六項為： 

「院、系、所及學位學程經最近一次評鑑為未通過，且經再評鑑仍未通

過者，依情節輕重調整其招生名額為前一學年度招生名額百分之五十至

百分之七十，並得逐年調整至評鑑通過為止。」 

四、教育部核定學校可發展總量標準如下： 

(一)生師比：全校生師比應低於 32、日間學制生師比應在 25以下、研究

生生師比應在 12以下。（議程附件 2-附表一） 

(二)師資結構：全校專任講師數不得超過專任師資總數之百分之三十。 

1.申請增設：（議程附件 2-附表二） 

（1）碩士班：申請時實聘專任師資應有九人以上，其中三分之二

以上須具助理教授以上資格，且四人以上具副教授資格。 

（2）博士班：申請時實聘專任師資應有十一人以上，其中三分之

二以上須具助理教授以上資格，且四人以上具副教授資格。 

2.成立後每年檢核之師資質量基準：（議程附件 2-附表四） 

（1）學系：未設碩士班及博士班者，專任師資應達七人以上；設

碩士班者，專任師資應達九人以上；設博士班者，專任師資

應達十一人以上。 

（2）研究所（獨立所）：設碩士班者且招生名額在十五人以下者，

專任師資應達五人以上；招生名額在十六人以上者，專任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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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應達七人以上。設博士班者，專任師資應達七人以上。屬

藝術展演類、設計類及運動競技類之研究所，專任師資應達

四人以上。 

(三)應有校舍建築面積：（議程附件 2-附表五） 

五、依教育部規定計算方式，本校目前規模屬在可發展總量範圍內： 

(一)現有生師比：全校生師比為 20.6；日間部生師比為 19.36 ；研究生生

師比 9.1。 

(二)應須有校舍建築面積：264962平方公尺，現有校舍建築面積：

958842.25平方公尺。                   

六、經 99年 6月 9日校務發展委員會議討論通過之各單位所提非特殊項目

增設、調整申請案如下：  

【增設學系】 

工學院       「醫學工程研究所」增設「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原「醫學工程研究所」整併為「生物醫學工程學系」

碩、博士班。 

【系所合一整併案】 

社會科學院   「心理學系」與「認知科學研究所」系所合一整併； 

整併後「心理學系」組織包含心理學系大學部及認知

科學碩士班。 

七、有關本校申請「光電工程學系及光電科學與工程研究所整併」、「科技法

律研究所與法律學系整併」及「生物多樣性研究所與生命科學系整併」

3案調整案，業經 98年 11月 13日本校校務發展委員會議及 98年 11

月 25日校務會議討論通過，並於 98年 12月 4日以成大教字第

0982000582號函報部；經教育部 99年 3月 23日台高（一）字第

0990038965C號函復，上述 3案因未涉及領域變更，請逕行併 100學年

度非特殊項目報部。故上述 3案將依教育部意見併本次作業一併提報。 

 學士班 碩士班、博士班 

1000人以內 1001-3000人 3001人以上 400人以內 401-600人 601人以上 

文法商、管理及

教育類 
10 9 7 13 12 11 

理學類（不包括

醫學系、牙醫

系）護理及體育

類 

13 12 10 17 16 15 

工學、藝術、農

學、生命科學類 
17 16 14 21 20 19 

醫學系、牙醫學

系 
23 22 20 29 28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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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檢附本校現有系所一覽表（議程附件 3）供請參考。 

擬辦：討論通過後依限報部。 

決議：照案通過本校 100學年度申請增設、調整院、系、所及學位學程案如下： 

一、「醫學工程研究所」增設「生物醫學工程學系」，原「醫學工程研究所」

整併為「生物醫學工程學系」碩、博士班。 

二、「心理學系」與「認知科學研究所」系所合一整併，整併後「心理學系」

組織包含心理學系大學部及認知科學碩士班。 

第二案 提案單位：文學院、研發處 

案由：文學院擬修訂「國立成功大學華語中心設置辦法」及「國立成功大學外

語中心設置辦法」第二、三、四條條文，並修訂本校組織規程第三十條

條文，提請  討論。 

說明： 

一、因兩中心主任一職須負責中心業務之規劃與推展，故人選除須具備領導

能力外，亦須兼備服務熱忱。為利遴選適合人選，以增進業務推廣，擬

將原訂被推薦教師資格修訂為助理教授以上教師。「國立成功大學華語

中心設置辦法」及「國立成功大學外語中心設置辦法」修正對照表如議

程附件 4。並附上兩中心現有設置條文如議程附件 5、 6供參。 

二、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組織規程」第三十條華語中心與外語中心部分組

織，以符實際需要，修正對照表如議程附件 7，並附上本校組織規程第

三十條現有條文（議程附件 8）供參。 

擬辦： 

一、 「國立成功大學華語中心設置辦法」及「國立成功大學外語中心設置辦

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二、 本校組織規程第三十條有關華語中心與外語中心修訂部分，校務會議通

過後，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決議： 

一、照案通過「國立成功大學華語中心設置辦法」及「國立成功大學外語中

心設置辦法」修正案（附件 2, p15）。 

二、照案通過「國立成功大學組織規程」第三十條修正案（附件 3, p18）。 

第三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研發處 

案由：教務處擬增設「教學發展中心」，擬訂定「國立成功大學教學發展中心

設置辦法」，並修訂本校組織規程第七、十及三十條條文，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教務處目前組織架構分為四組（註冊組、教學資訊組、學術服務組、招

生組）、二中心（進修推廣教育中心、師資培育中心）及一室（體育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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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配合教育部頂尖大學計劃及區域教學資源中心專案計畫設有教師發

展中心、雲嘉南區域教學資源中心及三創中心等三個編制外中心。 

二、目前全國 52所國立大專校院中，共有 43所（逾 82％）已將教師（學）

發展中心以正式單位編制，以積極改進教師教學品質與學生學習能

力；同時，強化及落實教師教學專業成長單位功能亦為教育部獎勵大

學教學卓越計畫指標與行政評鑑的重點。 

三、另依本（99）年 1月 12日行政單位實地訪評委員建議略以：「研究生教

育與教師發展相關問題愈來愈多且愈形重要，…，且教師發展中心

（CFD）仍未體制化，建議校方進一步研議。」故本處積極研議該中

心納入編制之可行性。 

四、本校教師發展中心於 95年 10月 24日奉校長核准先於頂尖大學計劃補

助下運作，待日後運作成效良好，再循程序成立正式編制組織。該中

心成立 3年餘，積極辦理系列教師成長及教學助理(TA)培訓活動，成

效良好。為能提供本校教師更優質之教學資源與服務，本處特組成籌

劃小組，由副教務長王俊志教授擔任召集人，邀請教師發展中心何漣

漪主任、教育研究所于富雲所長及楊雅婷副教授等共同研議規劃有效

之執行策略及最適之行政組織，以提升與強化組織效能。 

五、為推動本校教學與學習之創新卓越，整合學校教學資源，以達教學精進

及學習增能之成效，經籌劃小組及本處處務會議多次討論後，建議整

合教務處現有「雲嘉南區域教學資源中心」及「教師發展中心」資源，

增設「教學發展中心」（Center for Teaching and Learning Development）

以統籌規劃執行本校教師發展、教學研發與教學資源整合各項相關業

務。「教學發展中心」增設規畫書詳如議程附件 9，設置辦法詳如議程

附件 10。（另檢附台大教學發展中心設置辦法如議程附件 11供參考） 

六、配合「教學發展中心」成立，且教務處教學資訊組電腦室業於 93年整

併入計網中心。為使教務處各單位名稱能更符合實際運作情況，「教學

資訊組」擬更名為「課務組」。 

七、本案業經教務處 99.05.06及 99.05.12 處務會議、99.05.26 主管會報及

99.06.09 校務發展委員會議討論通過。 

八、擬修訂「國立成功大學組織規程」第七、十及三十條教務處部份以符實

際需要，修正對照表如議程附件 12，並附上本校組織規程第七、十及

三十條現有條文（議程附件 13）供參。 

擬辦： 

一、本校組織規程第七、十、三十條有關教務處組織單位部分，校務會議通

過後，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二、「國立成功大學教學發展中心設置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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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照案通過「國立成功大學教學發展中心設置辦法」（附件 4, p19），增設

「教學發展中心」。 

二、照案通過「教學資訊組」更名為「課務組」。 

三、照案通過本校組織規程第七、十及三十條修正案（附件 5, p20）。 

第四案 提案單位：研究總中心、研發處 

案由：研究總中心擬將本校技轉育成中心增設為研究總中心所屬正式編制單

位，擬訂定「國立成功大學技轉育成中心設置辦法」，並修訂「國立成

功大學研究總中心設置辦法」部分條文及本校組織規程第十及三十條條

文，提請  討論。 

說明： 

一、目前我國主要大專校院從事產學合作業務，多為正式編制甚至為一級

單位組織。本校技轉育成中心在研發成果管理辦法等相關規定中，亦

為本校主要負責技術移轉及創業育成唯一單位，加上技轉育成中心近

年營運績效甚佳，每年為學校創收獲利數千萬元。為符合教育部激勵

大專校院產學合作實施辦法及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臺會綜三字第

0910032846號函等政策法令促進產學合作要求，並追求本校產學合作

中長期規劃，擬將本校技轉育成中心增設為研究總中心所屬正式編制

組織單位，納編規劃書如議程附件 14。 

二、擬訂定「國立成功大學技轉育成中心設置辦法」，修正對照表如議程附

件 15；並附上技轉育成中心現有設置辦法如議程附件 16。 

三、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組織規程」第十、三十條研究總中心部分組織，

以符實際需要，修正對照表如議程附件 17，並附上本校組織規程第十

條及第三十條現有條文（議程附件 18）供參。 

四、擬一併修正「國立成功大學研究總中心設置辦法」，修正對照表如議程

附件 19，並附上「國立成功大學研究總中心設置辦法」現行條文（議

程附件 20）供參。 

五、檢附教育部 99年 3月 23日來函（議程附件 21）。 

擬辦： 

一、本校組織規程第十、三十條有關技轉育成中心增設為研究總中心所屬

正式編制組織單位部分，校務會議通過後，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二、「國立成功大學研究總中心設置辦法」、「國立成功大學技轉育成中心設

置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決議： 

一、照案通過「國立成功大學技轉育成中心設置辦法」（附件 6, p22），增設

技轉育成中心為研究總中心所屬正式編制單位。 

二、修正通過「國立成功大學研究總中心設置辦法」修正案（附件 7, p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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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照案通過「國立成功大學組織規程」第十、三十條修正案（附件 8, p25）。 

第五案 提案單位：學務處、研發處 

案由： 「國立成功大學組織規程」第四十三條修正草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學生參與社團，從中學習自治管理能力與培養健全之人格，援引〈國

立成功大學組織規程〉第四十六條，得設立一聯合組織，負責推動、

協調及促進各學生社團之活動。為明訂其聯合組織名稱為「學生社團

聯合會」且確認此組織之學生自治團體定位，擬修正本組織規程第四

十三條文(如下表所列)。 

「國立成功大學組織規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二、本校組織規程學生自治團體與社團相關條文已於 99.4.28本校 98學年

度第 4次校務會議延會中討論，會議紀錄如議程附件 22。 

三、本案業經 99.05.02 學生社團聯合會議通過、99.05.12 學生自治團體溝

通會議及 99.5.17學務主管會議討論通過。 

擬辦： 校務會議通過後，報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國立成功大學組織規程」第四十三條修正案。 

第六案 提案單位：總務處、研發處 

案由：擬修訂「國立成功大學教職員宿舍配借及管理委員會設置辦

法」，並修訂「國立成功大學組織規程」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第

十款，提請  討論。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五章  學生自治團體與社團  

第四十三條 

本規程所稱學生自治團體包括：  

  一、學生會。 

  二、系學會。 

    三、系學會聯合會。 

    四、學生社團聯合會。 

    五、學生宿舍自治委員會。 

第四十三條 

本規程所稱學生自治團體包括： 

  一、學生會。 

  二、系學會。 

    三、系學會聯合會。 

    四、學生宿舍自治委員會。 

 

一、新增第四款學生社團聯合

會，原第四款學生宿舍自

治委員會配合修改條序

為第五款。 

二、依本規程第四十六條，得

設立一聯合組織，負責推

動、協調及促進各學生社

團之活動；故明訂其聯合

組織名稱為「學生社團聯

合會」，並確認其為學生

自治團體定位。 

三、本案業於 99.05.02學生社

團聯合會議通過、

99.05.12 學生自治團體

溝通會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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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為提昇議事效率，擬縮減委員人數、明確界定委員會之任務。擬修訂

「國立成功大學教職員宿舍配借及管理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對照表

如議程附件23，並附上現行條文如議程附件24。 

二、擬修訂「國立成功大學組織規程」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第十款，以符實

際需要，修正對照表如議程附件25，並附上本校組織規程第二十四條

現有條文（議程附件26）供參。 

擬辦： 

一、本校組織規程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第十款有關總務處修訂部分，校務會

議通過後，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二、「國立成功大學教職員宿舍配借及管理委員會設置辦法」經校務會議通

過後實施。 

決議： 

一、照案通過「國立成功大學教職員宿舍配借及管理委員會設置辦法」修

正案（附件 9, p27）。 

二、照案通過「國立成功大學組織規程」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第十款修正案

（附件 10, p29）。 

第七案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擬修訂「國立成功大學宿舍配借及管理辦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詳

如議程附件 27，並廢止「國立成功大學自強宿舍配借及管理辦法」、「國

立成功大學醫學院眷舍配借及管理辦法」，提請  討論。 

說明： 

一、依照院頒「宿舍管理手冊」之宿舍種類名稱，統一定義宿舍名稱及借

用對象，明確界定宿舍不得申請之借用條件。 

二、簡化各宿舍借用程序並求其一致性。 

三、明定借用申請、簽約遷入之程序及宿舍借用人應配合之事項。 

四、上列擬廢止 2項辦法條文內容多有不符合院頒「宿舍管理手冊」相關

規定，且該兩宿舍業已不再辦理配借，其管理相關規定並已納入新修

訂之「國立成功大學宿舍配借及管理辦法」，爰予廢止。 

五、檢附原條文如議程附件 28，供請參閱。 

擬辦：通過後，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國立成功大學宿舍配借及管理辦法」修正案（附件 11, p30），

並廢止「國立成功大學自強宿舍配借及管理辦法」、「國立成功大學醫

學院眷舍配借及管理辦法」。 

第八案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擬修訂「國立成功大學海外回國任教教師臨時眷舍借住管理辦法」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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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及條文內容，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詳如議程附件 29，提請  討論。 

說明： 

一、修正名稱為「國立成功大學國際學人短期多房間職務宿舍配借及管理

細則」，以符合「宿舍管理手冊」規定，並避免與母法名稱混淆。 

二、配合「國立成功大學宿舍配借及管理辦法」修正草案，重複或不合時

宜者予刪除，力求條文內容簡明扼要合乎需求。 

三、明定宿舍借用人騰遷應辦之事項。 

四、檢附原辦法條文如議程附件 30，供請參閱。 

擬辦：通過後立即實施。 

決議：修正通過「國立成功大學國際學人短期多房間職務宿舍配借及管理細

則」修正案（附件 12, p39）。 

第九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人事室  

案由：修正本校教師聘任辦法第 14條、研究人員聘任及升等辦法第 1、7、

11條及研究人員聘約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議程附件 31、32、

33)，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本案業提經本校 99年 5月 25日 98學年度第 7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通過。 

二、本校教師聘任辦法及教師聘約部分規定，前經本校 99年 4月 28日 98

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延會修正通過，茲以本校研究人員之聘任、升

等、聘期及申訴等事項，向係比照教師之規定辦理，爰擬配合修正案揭

規定。 

三、本次修正重點及理由如下： 

（一）配合學校組織架構變更，載明新增非屬學院之一級單位教師（研究

人員）聘任，院級教評會之權責歸屬，俾使非屬學院教師（研究人

員）之聘任，有所遵循。 

（本校教師聘任辦法第 14條、本校研究人員聘任及升等辦法第 11條） 

（二）增訂新聘助理研究員未依限於 6年內升等，擬以「育嬰」申請第 1

次延長續聘（第 7、8年）時，須具有「養育 3足歲以下子女」之

適用條件。 

（本校研究人員聘任及升等辦法第 7條及本校研究人員聘約第 1條） 

理由：參考性別工作平等法及教育部函示規定，教師申請「育嬰」留

職停薪應準用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申請育嬰留職停薪之期

間至該子女滿 3歲止」之規定訂定，以資明確。 

（三）增訂新聘助理研究員未依限於 6年內升等，第 1次延長續聘（第 7、

8年）期滿，如仍有懷孕生產、養育 3足歲以下子女，且足以影響

其學術表現者，經教評會同意第 2次延長續聘（第 9、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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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研究人員聘任及升等辦法第 7條） 

理由：比照教師限期升等--「第 2次延長續聘」之規定辦理。 

（四）依教育部規定，明訂研究人員不得有未經學校具名，簽訂承接計畫

合約，逕自接受委託研究之情事（本校研究人員聘約第 7條） 

四、檢附本校教師聘任辦法、教師聘約、研究人員聘任及升等辦法現行全文

（議程附件 34），請  參閱。 

擬辦：討論通過後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本校「教師聘任辦法」第 14條修正案（附件 13, p43）、本校

「研究人員聘任及升等辦法」第 1、7、11條修正案（附件 14, p47）及

本校「研究人員聘約」部分條文修正案（附件 15, p50）。 

第十案  提案單位：財務處  

案由：擬修訂本校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為因應教育部要求限時〈990731日前〉整合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收支管

理辦法及人事費支應原則一案，經召開相關單位共商本案(議程附件

35)，擬將本校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重分類為精簡後校務基金管理

及監督辦法、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辦法及人事費支應原則(議程附件

36)，俾憑辦理報部事宜。 

二、本案前經提 4/28主管會報簡報週知，送 5/10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

在案(議程附件 37)。 

三、本案法條文字修正係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委員王成彬律師、本校秘書

室法制組共同研議確認定案。 

擬辦：提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報教育部備查。 

決議： 

一、修正通過「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修正案（附件 16, 

p54）及「國立成功大學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辦法」（附件 17, p70）。 

二、照案通過「國立成功大學人事費支應原則」（附件 18, p75）。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11時 5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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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國立成功大學 98學年度第 5次校務會議出(列)席名單 

時間：99年 6月 23日上午 9時 

地點：光復校區國際會議廳第 2演講室 

出席：黃煌煇（湯銘哲代）  馮達旋  湯銘哲  徐畢卿  陳景文（洪國郎代） 

黃吉川 蘇慧貞 李偉賢 王偉勇 沈寶春  賴俊雄（謝菁玉代） 劉梅琴

王健文（劉靜貞代） 傅永貴 鄭靜  孫亦文 郭宗枋  陳虹樺  黃浩仁 

黃玲惠  吳文騰（游保杉代） 褚晴暉 陳進成 林再興 李振誥  黃啟祥  

陳建旭（朱世禹代）游保杉  陳顯禎  趙隆山 楊澤民 黃正能 蔡俊鴻  

王鴻博（孫亦文代）黃啟鐘  張克勤  陳天送  劉大綱 曾永華 李嘉猷

林志隆 莊文魁 孫永年（朱浩平代）連震杰 鄭憲宗 李欣縈（黃勝廣代）

王清正  劉說芳 張有恆  王泰裕  廖俊雄  陳正忠 楊明宗  楊朝旭

林麗娟 林其和 林炳文（張少寧代）楊倍昌 張明熙 陳清惠（顏妙芬代）

黃美智 葉才明  謝淑珠 洪崇傑（張勝勛代）楊友任 葉宗烈  李碧雪 

吳晉祥  何志欽  陸偉明 蔡維音 王苓華 李劍如  陳廣明  陳明輝 

吳如容  李金駿 陳志新  許永昱 王德瀛  林宏易（陳卿弘代）賴奕杰

曾晴雯（汪祐豪代）呂武隆（張立杰代） 陳俊穎  蘇晏良 

列席：楊明宗  張克勤  邱正仁  楊瑞珍 謝文真 張丁財 李丁進   謝錫堃 

王偉勇  林仁輝  楊惠郎  顏鴻森（褚晴暉代） 戴華 陳昌明 陳家進 

韓世偉 蔡達智 胡振揚 謝達斌 汪祐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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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國立成功大學 98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表 
99年 06月 23日 

決議案摘要 承辦單位執行情形 

第一案 

案由：本校 97-98學年度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廖美
玉委員，因退休退出本委員會，並由教師會
推薦會計系吳清在教授遞補一事，經簽奉  

核後，依規定須提經校務會議同意後聘任
之。提請  公決。 

決議：經投票通過會計系吳清在教授遞補為 97-98

學年度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委員，任期至 99

年 7月 31日止。 

 

第二案 

案由：「國立成功大學校務會議規則」修正草案，
提請  討論。 

決議：「國立成功大學校務會議議事規則」第 11

條條文保留暫不修正，但先加註「若有異議
時，經出席代表多數同意後，列入議程討
論」；其餘條文修正通過。 

 

第三案 

案由：國立成功大學行政單位進行法人化或組織改
變之程序應經由校務會議代表授權同意後始
得進行，提請  討論。 

決議：國立成功大學行政單位進行類法人化之組織
改變，應經由校務會議通過後始得進行。 

 

財務處： 

照案辦理。 

人事室： 

已於 99年 5月 14日製發
聘函。 

 

 

 

 

 

秘書室： 

修正條文公告施行。 

 

 

 

 

 

 

研究發展處： 

本案依決議辦理。若有組
織改變之提案，須經由校
務會議通過後始得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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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 98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延會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表 
99年 06月 23日 

決議案摘要 承辦單位執行情形 
第二案（續） 

案由：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校務會議議事規
則」第 11條條文及增列第 16條條文，
提請  討論。 

決議：修正通過「國立成功大學校務會議議事
規則」第 11條條文及增列第 16條條文
修正案。 

第四案 

案由：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研究發展成果管
理辦法」，提請  討論。 

決議：修正通過「國立成功大學研究發展成果
管理辦法」修正案。 

第五案 

案由：「國立成功大學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設
置要點」第二點條文修正草案，提請 討
論。 

決議：照案通過「國立成功大學性別平等教育
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二點條文修正案。 

第六案 
案由：擬修訂「國立成功大學建教合作計畫行

政管理費及節餘款支用細則」，提請  
討論。 

決議：修正通過「國立成功大學建教合作計畫
行政管理費及節餘款支用要點」。 

第七案 

案由：「國立成功大學組織規程」部分條文修
正草案，提請  討論。 

決議：修正通過「國立成功大學組織規程」第
43、46、46-1及 47 條條文修正案。 

第八案 

案由：擬修訂本校「講座設置要點」第三點之
內容，提請  討論。 

決議：修正通過本校「講座設置要點」。 

 

第九案 

案由：擬修訂「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及
監督辦法」第 14條條文，提請 討論。 

決議：修正通過「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管理
及監督辦法」第 14條條文修正案。 

 

 

秘書室： 

修正條文公告施行。 

 

 

 

 

 

研究總中心： 

照案施行。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照案辦理，網頁資料配合修正。 

 

 

 

 

研究發展處： 

修正通過之要點已公告於研發處建教組網頁
周知。 

 

 

 

研究發展處： 

定期將組織規程修正案呈報教育部核定。 

學生事務處： 

照案辦理。 

教務處： 

依決議辦理並公告周知。 

 

 

 

財務處： 

本案屬「支給基準」修訂，毋需報部備查。 

研究發展處： 

依教育部 99.02.05簡化國立大學校務基金收支
管理要點備查作業會議決議：…涉及支給金額
及動支程序之等其他規定，則授權各校自訂
「支給基準」，「支給基準」則毋需報部備查。
本案為各建教合作計畫案管理費授權支用比
例之修正，屬「支給基準」，毋需報部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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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案 

案由：修訂「國立成功大學學生獎懲要點」第十三

點條文修正草案，提請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國立成功大學學生獎懲要點」

第十三點條文修正案。 

第十一案 

案由：修正本校教師聘任辦法第 1、5條條文

及本校教師聘約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

照表，提請  討論。 

決議： 

一、新聘助理教授未依限於 6年內升等，

第一次延長續聘期滿，如仍有育嬰以

外之重大事由，得否申請第 9、10

年之再續聘乙節，經投票表決通過採

行甲案。 

二、修正通過本校教師聘任辦法第 1、5條

條文及本校教師聘約部分條文修正

案。 

第十二案 

案由：為聘任專業經理人，擬修訂「國立成功

大學財務處專業經理人考核要點」第五

點、第七點及第八點條文，提請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國立成功大學財務處
專業經理人考核要點」第五點、第七點
及第八點條文修正案。 

 

學生事務處： 

已奉教育部 99.06.07台訓(二)字第 0990089490

號函備查。 

 

 

人事室： 

本案修正通過之條文業以 99年 5月 19日成大

人室任字第 261號函轉各單位，並更新人事室

網頁公告周知。 

 

 

 

 

 

 

 

 

 

財務處： 

遵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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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國立成功大學文學院華語中心設置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擬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華語中心設置辦法 
第二條 本中心之任務為發展語言教

學及學術研究，其職掌如下： 
…… 

第三條 因業務推廣需要，本中心置主
任一人，由院長推薦文學院助
理教授以上教師，陳請校長聘
兼之，任期三年，得續聘一
次。本中心因教學、行政業務
需要，以自籌經費進用編制外
人員為原則。 

 
第四條  本中心之經費收支，以自給

自足為原則，並接受華語中
心諮詢委員會之指導。 

 

華語中心設置辦法 
第二條 中心之任務為發展語言

教學及學術研究，其職
掌如下： 
…… 

第三條 因業務推廣需要，華語中
心置主任一人，由院長
推薦文學院副教授以上
教師，呈請校長聘兼
之，任期三年，得續聘
一次。  

 
第四條  中心之經費收支，以自

給自足為原則，並接受
華語中心諮詢委員會之
指導。 

 

 
本條酌作文字修正。 
 
 
 
因應實際業務需要，
將主任資格由「副教
授以上教師」修正為
「助理教授以上教
師」 
明訂本中心所需人員
由中心自籌經費進用
編制外人員為原則。 
 
 

   

「國立成功大學文學院外語中心設置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擬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外語中心設置辦法 

第二條  本中心之任務為發展語言教

學及學術研究，其職掌如下： 

        ……… 

 

第三條 因業務推廣需要，本中心置主

任一人，由院長推薦文學院助

理教授以上教師，陳請校長聘

兼之，任期三年，得續聘一

次。本中心因教學、行政業務

需要，以自籌經費進用編制外

人員為原則。 

第四條  本中心之經費收支，以自給

自足為原則，並接受外語中

心諮詢委員會之指導。 

 

外語中心設置辦法 

第二條 中心之任務為發展語言

教學及學術研究，其職

掌如下： 

        …… 

第三條 因業務推廣需要，外語中

心置主任一人，由院長

推薦文學院副教授以上

教師，呈請校長聘兼

之，任期三年，得續聘

一次。 

 

第四條  中心之經費收支，以自

給自足為原則，並接受

外語中心諮詢委員會之

指導。 

 

本條酌作文字修正。 

 

 

 

修正主任資格條件，

由副教授改為助理教

授。 

明訂本中心所需人員

由自籌經費進用編制

外人員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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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文學院華語中心設置辦法 

97.10.29.97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通過 
99.06.23.98學年度第 5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為因應本校國際化需求，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十條設立「文學院華語中心」（以下簡

稱本中心），並訂定「國立成功大學文學院華語中心設置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中心之任務為發展語言教學及學術研究，其職掌如下： 

一、因應學校國際化政策，負責本校外籍人士/學生之華語課程。 

二、負責外籍人士/學生之華語推廣教學。 

三、與國外大學合作，開設多元課程，積極推展華語文教學。 

四、配合國家政策及學校發展，培養優秀之教學與研究人才。 

五、編撰華語教材、有聲書籍及華語能力測驗。 

第三條  因業務推廣需要，本中心置主任一人，由院長推薦文學院助理教授以上教師，陳請校

長聘兼之，任期三年，得續聘一次。本中心因教學、行政業務需要，以自籌經費進用

編制外人員為原則。 

第四條  本中心之經費收支，以自給自足為原則，並接受華語中心諮詢委員會之指導。 

第五條  本辦法提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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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文學院外語中心設置辦法 

97.10.29.97 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通過 

99.06.23.98 學年度第 5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為因應本校國際化需求，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十條設立「文學院外語中心」（以下簡

稱本中心），並訂定「國立成功大學文學院外語中心設置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中心之任務為發展語言教學及學術研究，其職掌如下： 

  一、全校英測相關事宜。 

  二、協助外文系大一二英語教學。 

  三、推廣教育各類外語進修班。 

  四、各種國際性及全國性英語檢測南部地區試務。 

  五、提供英文論文校稿服務。 

第三條  因業務推廣需要，本中心置主任一人，由院長推薦文學院助理教授以上教師，陳請校

長聘兼之，任期三年，得續聘一次。本中心因教學、行政業務需要，以自籌經費進用編

制外人員為原則。 

第四條  本中心之經費收支，以自給自足為原則，並接受外語中心諮詢委員會之指導。 

第五條  本辦法提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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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組織規程第三十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擬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三十條第五項 

研究總中心中心主任、計算機與網路中

心中心主任、校友聯絡中心中心主任、

生物科技中心中心主任、藝術中心中心

主任、微奈米科技研究中心中心主任由

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或同級以上

之研究人員或專業技術人員兼任，或由

職員擔任之；計算機與網路中心副中心

主任、華語中心主任、外語中心主任、

新聞中心主任、儀器設備中心主任、航

空太空科技研究中心主任、技轉育成中

心主任、教學資源中心主任、動物中心

主任、實習工廠主任由校長聘請副教授

以上教師或同級以上之研究人員或專

業技術人員兼任；華語中心主任、外語

中心主任由校長聘請助理教授以上教

師兼任。 

 

第三十條第五項 

研究總中心中心主任、計算機與網路中

心中心主任、校友聯絡中心中心主任、

生物科技中心中心主任、藝術中心中心

主任、微奈米科技研究中心中心主任由

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或同級以上

之研究人員或專業技術人員兼任，或由

職員擔任之；計算機與網路中心副中心

主任、華語中心主任、外語中心主任、

新聞中心主任、儀器設備中心主任、航

空太空科技研究中心主任、教學資源中

心主任、動物中心主任、實習工廠主任

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或同級以

上之研究人員或專業技術人員兼任。 

 

 

 

修訂華語中

心主任與外

語中心主任

之 聘 任 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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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國立成功大學教學發展中心設置辦法 
99.06.23.98學年度第5次校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整合與開發校內教學資源，以協助教師

教學發展與學生學習，全面提升教學品質與學習成效，培養優秀人才，特

依本校組織規程第十條規定於教務處下設置「國立成功大學教學發展中心」

（以下簡稱本中心）。 

第二條 本中心置主任一人，綜理中心各項業務。主任由教務長就本校副教授以上

專任教師薦請校長聘兼之。 

第三條 本中心設諮議委員會，對中心之業務提供諮詢及評議。 

諮議委員會置委員若干人，除教務長、學務長為當然委員外，其餘委員

由主任就校內外相關領域學者專家推薦，經教務長同意後薦請校長聘兼

之，任期一年。 

諮議委員會會議由教務長擔任召集人及會議主席，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 

第四條 本中心分設兩個功能性工作小組，其職掌如下： 

一、 教師發展小組：規劃辦理教師教學與教學助理培訓等專業成長相關

課程，並提供教師職涯關懷與諮商服務。 

二、 教學研發小組：研究、規劃教學成效評估、課程發展及促進學生學

習效能等相關策略與開發整合本校教學資源。 

前項小組召集人由主任就本校專任教師薦請教務長聘兼之。 

第五條 本中心得視業務需要設置任務性工作小組，小組召集人由主任就本校專任

教師薦請教務長聘兼之。 

第六條 本中心因業務需要，得置專案教師、不佔缺兼任教師、研究人員、技術人

員及行政人員若干人。 

前項研究人員由本校既有專任教師及研究人員合聘或兼任，技術人員及行

政人員由教務處現有人員調派；其餘工作人員以本中心自籌經費進用編制

外人員為原則。 

第七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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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國立成功大學組織規程」修訂條文對照表  

擬修訂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 七 條   

本大學設置下列單位暨人員： 

一、教務處：置教務長一人，掌

理教務事項，得置副教務長一至

二人，協助綜理教務事項，並置

秘書一人。下設註冊、課務、學

術服務、招生四組，各組置組長

一人。另設體育室，置主任一

人，並置教師及運動教練若干

人，負責體育教學與體育活動事

項。 

第 七 條   

本大學設置下列單位暨人員： 

一、教務處：置教務長一人，

掌理教務事項，得置副教務長

一至二人，協助綜理教務事

項，並置秘書一人。下設註冊、

教學資訊、學術服務、招生四

組，各組置組長一人。另設體

育室，置主任一人，並置教師

及運動教練若干人，負責體育

教學與體育活動事項。 

配合「教學發展

中心」成立，且

教務處電腦室

業於 93.1.1整

併 入 計 網 中

心。為使教務處

各單位名稱能

更符合實際運

作情況，將「教

學資訊組」更名

為「課務組」。 

第 十 條   

教務處、研究發展處、研究總中

心及各學院因教學、研究、推廣

之需，設下列附屬單位：          

一、教務處： 

(一)進修推廣教育中心：置主任

一人，負責學校各項進修、推廣

教育之教學、規劃、學籍及計劃

審核。 

 (二)師資培育中心：置主任一

人，負責中等學校師培之招生與

課程規劃、實習、就業及地方教

育之輔導業務。 

（三）教學發展中心：置主任一

人，負責教師發展、教學研發與

教學資源整合、建立及規劃相關

業務。 

 

第 十 條   

教務處、研究發展處、研究總

中心及各學院因教學、研究、

推廣之需，設下列附屬單位：          

一、教務處： 

(一)進修推廣教育中心：置主

任一人，負責學校各項進修、

推廣教育之教學、規劃、學籍

及計劃審核。 

 (二)師資培育中心：置主任一

人，負責中等學校師培之招生

與課程規劃、實習、就業及地

方教育之輔導業務。 

 

教務處增設「教

學發展中心」，

明定其業務執

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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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修訂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 七 條   

本大學設置下列單位暨人員： 

一、教務處：置教務長一人，掌

理教務事項，得置副教務長一至

二人，協助綜理教務事項，並置

秘書一人。下設註冊、課務、學

術服務、招生四組，各組置組長

一人。另設體育室，置主任一

人，並置教師及運動教練若干

人，負責體育教學與體育活動事

項。 

第 七 條   

本大學設置下列單位暨人員： 

一、教務處：置教務長一人，

掌理教務事項，得置副教務長

一至二人，協助綜理教務事

項，並置秘書一人。下設註冊、

教學資訊、學術服務、招生四

組，各組置組長一人。另設體

育室，置主任一人，並置教師

及運動教練若干人，負責體育

教學與體育活動事項。 

配合「教學發展

中心」成立，且

教務處電腦室

業於 93.1.1整

併 入 計 網 中

心。為使教務處

各單位名稱能

更符合實際運

作情況，將「教

學資訊組」更名

為「課務組」。 

第三十條第二項 

教務長、副教務長、學生事務

長、副學生事務長、研發長、副

研發長、通識教育中心中心主

任、國際事務長、副國際事務

長、財務長、環境保護暨安全衛

生中心中心主任、學院副院長、

學系主任、研究所所長、科主

任、學程主任、體育室主任、進

修推廣教育中心主任、師資培育

中心主任、教學發展中心主任由

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 

第三十條第二項 

教務長、副教務長、學生事務

長、副學生事務長、研發長、

副研發長、通識教育中心中心

主任、國際事務長、副國際事

務長、財務長、環境保護暨安

全衛生中心中心主任、學院副

院長、學系主任、研究所所長、

科主任、學程主任、體育室主

任、進修推廣教育中心主任、

師資培育中心主任由校長聘請

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 

 

明訂「教學發展

中心」主任之聘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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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國立成功大學技轉育成中心設置辦法 
99年 6月 23日 98學年度第 5次校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技轉育成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 係依據本

校組織規程第十條及研究總中心設置辦法第四條之規定設立，旨在服務本
校及其他單位取得與運用研究發展成果及智慧財產權，並藉以衍生及培育
新事業單位，以落實本校研發成果於產業界，厚植本校永續經營之動力。 

 
第二條  本中心之任務如下： 

一、依據本校研發成果管理與運用相關政策，執行本校研發成果及智慧財
產權等相關權益之申請、管理、收益、技術移轉、使用授權、信託、
產品與品牌行銷，以及其他相關之事宜。 

二、協助研究團隊設立衍生事業單位並進駐本中心。 
三、提供進駐單位硬體設施、技術協助以及管理、行銷、財務等諮詢。 
四、協助進駐單位取得各項研發補助。 
五、建構產業資訊資料庫、提供產業人才培訓、以及其他與產業發展相關

業務。 
 
第三條  本中心置主任一人，綜理本中心業務。 

本中心主任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或同級以上之研究人員或專業技
術人員兼任。 

 
第四條  為協助推動技轉育成中心相關業務，由副校長、研發長、研究總中心中心

主任、各學院院長、會計主任、本校法律專家一人、技轉育成中心主任組
成推動委員會，由副校長擔任召集人，定期開會。 

 
第五條  本中心所需工作人員以自籌經費進用為原則，得置專案研究人員、專業經

理、副專業經理、助理專業經理、技術人員、行政人員以及其他專業工作人
員若干人，由本中心主任聘任。 

 
第六條  本中心接受各機關（構）、單位、法人或自然人（含經濟部、行政院國家

科學委員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等）發明專利之補助與獎勵、技術移轉獎
勵、傑出技術移轉貢獻獎、績優技術移轉中心之獎助、研發成果推廣活動
經費、創業育成回饋金以及相關產學合作經費等支應，應依本校研究發展
成果管理辦法及各該機關（構）單位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七條  本中心作業及管理細則另訂之。 
 
第八條  本設置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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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國立成功大學研究總中心設置辦法 

85年 5月 1日 84學年度第 5 次校務會議通過 

99年 6月 23日 98學年度第 5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本校為因應教學研究發展需要，規劃及整合校內各研究中心，在資源有效

應用下，以發揮整體效益， 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八條，設置「國立成功

大學研究總中心」<以下簡稱總中心>。 

 

第二條 總中心之主要任務如下： 

一、 規劃及整合各研究中心。 

二、 推動所屬各研究中心之研究業務及行政企業經營。 

三、 強化本校各研究中心與教學之配合。 

四、 整合不同領域之中心進行跨學門之合作研究。 

五、 推動本校各中心與國內外相關機構之合作。 

六、 統合本校資源，從事社會服務。 

七、 其他與產、官、學、研相關業務之推展。 

 

第三條 總中心置中心主任一人，綜理總中心業務。總中心中心主任由校長聘請本

校專任教師兼任之。 

 

第四條 總中心設行政、企劃及業務三組，各組置組長一人，由總中心中心主任簽

請校長聘任之。各組得置研究人員、技術人員及行政人員各若干人。總中

心下設航空太空科技研究中心、技轉育成中心，並得依需要，經相關委員

會評估後，設各類研究中心。 

本條文所指研究人員、技術人員及行政人員包括研究員、副研究員、助理

研究員、研究助理、技正、技士、技佐、稀少性科技技術師、秘書、專門

委員、專員、組員、管理員、事務員等人員，由本校總員額內調配，並得

視業務需要增置之。 

 

第五條 總中心設指導、評議委員會，其設置辦法另訂之。 

 

第六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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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研究總中心設置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理由說明 

第二條 總中心之主要任務如下： 

一、 規劃及整合各研究中心。 

二、 推動所屬各研究中心之研究業

務及行政企業經營。 

三、 強化本校各研究中心與教學之

配合。 

四、 整合不同領域之中心進行跨學

門之合作研究。 

五、 推動本校各中心與國內外相關

機構之合作。 

六、 統合本校資源，從事社會服務。 

七、 其他與產、官、學、研相關業

務之推展。 

第二條 總中心之主要任務如下： 

一、 規劃及整合各研究中心。 

二、 推動所屬各研究中心之研究業

務及行政企業經營。 

三、 強化本校各研究中心與教學之

配合。 

四、 整合不同領域之中心進行跨學

門之合作研究。 

五、 推動本校各院系所與國內外相

關機構之合作。 

六、 統合本校資源，從事社會服

務。 

七、 其他與產、官、學、研相關業

務之推展。 

採研發處建議，修正

文字「院系所」為「中

心」。 

第三條 總中心置中心主任一人，綜

理總中心業務。總中心中心主任由校

長聘請本校專任教師兼任之。 

第三條 總中心置主任一人，綜理總

中心業務。總中心中心主任由校長

聘請本校專任教師兼任之。 

 

修訂總中心主任為總

中心中心主任 

 

第四條 總中心設行政、企劃及業務

三組，各組置組長一人，由總中心中

心主任簽請校長聘任之。各組得置研

究人員、技術人員及行政人員各若干

人。總中心下設航空太空科技研究中

心、技轉育成中心，並得依需要，經

相關委員會評估後，設各類研究中

心。 

本條文所指研究人員、技術人員及行

政人員包括研究員、副研究員、助理

研究員、研究助理、技正、技士、技

佐、稀少性科技技術師、秘書、專門

委員、專員、組員、管理員、事務員

等人員，由本校總員額內調配，並得

視業務需要增置之。 

第四條 總中心設行政、企劃及業務

三組，各組置組長一人，由總中心

主任簽請校長聘任之。各組得置研

究人員、技術人員及行政人員各若

干人。總中心下得依需要設各類研

究中心。 

本條文所指研究人員、技術人員及

行政人員包括研究員、副研究員、

助理研究員、研究助理、技正、技

士、技佐、稀少性科技技術師、秘

書、專門委員、專員、組員、管理

員、事務員等人員，由本校總員額

內調配，並得視業務需要增置之。 

修訂總中心主任為總

中心中心主任 

 

 

 

 

 

配合「國立成功大學

組織規程」第八條研

究總中心編制組織修

正 

 第五條 目前已設之研究中心均應

納入總中心之體系內，未來規劃、

發展之中心經相關委員會評估後，

再簽請校長核准納入。 

採研發處建議，刪除

併入第四條。 

第五條 總中心設指導、評議委員

會，其設置辦法另訂之。 
第六條 總中心設指導、評議委員

會，其設置辦法另訂之。 

條次變更。 

第六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第七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並

報教育部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條次變更。 

依人事室建議，修正

程序不報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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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國立成功大學組織規程」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理由說明 

第 十 條  教務處、研究發
展處、研究總中心及各學院
因教學、研究、推廣之需，
設下列附屬單位： 

三、研究總中心： 
（一）航空太空科技研究

中心，置主任一人，
負責綜理與規劃航
太科技研發與產學
合作事項。 

（二）技轉育成中心，置主
任一人，負責綜理與
規劃技術移轉、創業
育成、智慧財產權管
理及產品與品牌行
銷事項。 

第 十 條  教務處、研究
發展處、研究總中心及各
學院因教學、研究、推廣
之需，設下列附屬單位： 

三、研究總中心：設航空
太空科技研究中心，置主
任一人，負責綜理與規劃
航太科技研發與產學合作
事項。 

目前我國主要大專校
院從事產學合作業
務，多為正式編制甚至
為一級單位組織。本校
技轉育成中心在研發
成果管理辦法等相關
規定中，亦為本校主要
負責技術移轉及創業
育成唯一單位，加上技
轉育成中心近年營運
績效甚佳，每年為學校
創收獲利數千萬元。為
符合教育部激勵大專
校院產學合作實施辦
法、教育部 99年 3月
23日台高（三）字第
0990046648號電子公
文及行政院國家科學
委員會臺會綜三字第
0910032846號函等政
策法令促進產學合作
要求，並追求本校產學
合作中長期規劃，擬將
本校技轉育成中心增
設為研究總中心所屬
正式編制組織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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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條  第五項 
    研究總中心中心主任、
計算機與網路中心中心主
任、校友聯絡中心中心主
任、生物科技中心中心主
任、藝術中心中心主任、微
奈米科技研究中心中心主任
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
或同級以上之研究人員或專
業技術人員兼任，或由職員
擔任之；計算機與網路中心
副中心主任、華語中心主
任、外語中心主任、新聞中
心主任、儀器設備中心主
任、航空太空科技研究中心
主任、技轉育成中心主任、
教學資源中心主任、動物中
心主任、實習工廠主任由校
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或同
級以上之研究人員或專業技
術人員兼任。 
 

第三十條  第五項 
    研究總中心中心主
任、計算機與網路中心中
心主任、校友聯絡中心中
心主任、生物科技中心中
心主任、藝術中心中心主
任、微奈米科技研究中心
中心主任由校長聘請副教
授以上教師或同級以上之
研究人員或專業技術人員
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
計算機與網路中心副中心
主任、華語中心主任、外
語中心主任、新聞中心主
任、儀器設備中心主任、
航空太空科技研究中心主
任、教學資源中心主任、
動物中心主任、實習工廠
主任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
上教師或同級以上之研究
人員或專業技術人員兼
任。 
 

 
增列技轉育成中心主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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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國立成功大學教職員宿舍配借及管理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原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為服務本校教職員工，照顧其

生活，提振其工作效能，茲依

據本校組織規程第二十四條規

定，設置「宿舍配借及管理委

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

並訂定本委員會設置辦法。 

第一條 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廿三

條之規定，設置宿舍配借

及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

本會）；並訂定本會設置辦

法。 

 

一、增列本委員會

設置之目的。 

二、修正依據之法

源條次。 

第二條 本委員會成員以總務長、主任

秘書、人事室主任為當然委

員，並由校務會議代表中推選

每學院教師代表一人、不屬學

院之教師代表一人及職員代表

一人組成之。 

       本委員會召集人由總務長兼

任；職員代表由人事室辦理票

選產生。 

 

第二條 本會成員以總務長、主任

秘書、人事室主任為當然

委員，並由校務會議就各

單位所推選之候選人推選

每學院教師代表二人、不

屬學院之教師代表一人及

職技人員二人（由人事室

辦理票選）組成之。以總

務長為委員會召集人。 

 

一、委員人數縮減

為 14人，以提

升議事效率。  

二、另提校務會議

修訂「國立成

功大學組織規

程」第 24條第

1項第 10款委

員人數。 

三、文字修正。 

第三條 本委員會委員任期一年，任期

至新學年之代表產生為止，連

選得連任之。 

第三條 本會委員任期一年（至新

學年之代表產生為止），得

連選連任之。 

文字修正。 

第四條 本委員會任務如下： 

一、研議本校教職員工宿舍配借及管理

相關規定之修訂。 

二、研議宿舍使用費、違約金及保證金

等之收費標準。 

三、研議宿舍配借特殊個案之處理。 

四、研議宿舍配借及管理重大爭議及違

規事件之處理。 

五、其他有關宿舍配借及管理事宜。 

第四條 本校有關教職員宿舍之配

借及管理事項，由本會研

議及審理之。 

 

明訂委員會主要任

務內容。 

第五條 本委員會每一學年至少應召開

會議一次。 

第五條 本會每一學年至少應召開

會議一次。 

文字修正。 

第六條 本委員會開會時，非有半數之

委員出席不得開議；非有出席

委員過半數之同意不得決議。 

第六條 本會開會時，非有半數之

委員出席不得開議；非有出

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不得決

議。 

文字修正。 

第七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第七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

實施，修訂時亦同。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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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教職員宿舍配借及管理委員會設置辦法 

86年 3月 26日 85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通過 

99年 6月 23日 98學年度第 5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為服務本校教職員工，照顧其生活，提振其工作效能，茲依據本校

組織規程第二十四條規定，設置「宿舍配借及管理委員會」(以下簡

稱本委員會)，並訂定本委員會設置辦法。 

第二條 本委員會成員以總務長、主任秘書、人事室主任為當然委員，並由

校務會議代表中推選每學院教師代表一人、不屬學院之教師代表一

人及職員代表一人組成之。 

        本委員會召集人由總務長兼任；職員代表由人事室辦理票選產生。 

第三條 本委員會委員任期一年，任期至新學年之代表產生為止，連選得連

任之。 

第四條 本委員會任務如下： 

一、研議本校教職員工宿舍配借及管理相關規定之修訂。 

二、研議宿舍使用費、違約金及保證金等之收費標準。 

三、研議宿舍配借特殊個案之處理。 

四、研議宿舍配借及管理重大爭議及違規事件之處理。 

五、其他有關宿舍配借及管理事宜。 

第五條 本委員會每一學年至少應召開會議一次。 

第六條 本委員會開會時，非有半數之委員出席不得開議；非有出席委員過

半數之同意不得決議。 

第七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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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              

 

國立成功大學組織規程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二十四條  

本大學設下列與教學、研究

及服務有關之委員會： 

 

十、宿舍配借及管理委員

會：研議有關教職員宿舍

之配借及管理事項。 

總務長 (召集人) 、主任

秘書、人事室主任為當然

委員，由校務會議就各單

位所推選之候選人推選各

學院教師代表各一人、不

屬學院之教師代表一人 

、及職員代表一人組成，

任期一年，得連任之。 

 

第二十四條  

本大學設下列與教學、研究

及服務有關之委員會： 

 

十、宿舍配借及管理委員

會：研議有關教職員宿舍

之配借及管理事項。 

總務長 (召集人) 、主任

秘書、人事室主任為當然

委員，由校務會議就各單

位所推選之候選人推選各

學院教師代表各二人、不

屬學院之教師代表一人 

、及職員代表二人組成，

任期一年，得連任之。 

 

配合「本校宿舍配借 

及管理委員會設置辦 

法」第 4條修訂委員人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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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國立成功大學宿舍配借及管理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原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本校為強化宿舍之配借
及管理，提高宿舍使用功
能，依行政院頒訂「宿舍
管理手冊」第五點訂定本
辦法。 

第一條 本校為強化宿舍之配借
及管理，提高宿舍使用
功能，特訂本辦法。 

增列本辦法訂定依據
之法源。 

第二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多房間職務宿舍：

係指提供本校有眷
隨居任所之現職人
員借用之宿舍。 

二、單房間職務宿舍：
係指提供本校現職
人員本人因職務上
需要借住之宿舍。 

三、國際學人短期多房
間職務宿舍：係指
提供有眷旅外回國
一年內延聘來校任
教之教授、副教
授、助理教授及具
有博士學位之講
師，至多借住兩學
年（四個學期）之
宿舍，簡稱學人宿
舍。 

四、主管臨時多房間職
務宿舍：係指提供
本校一級主管任職
期間配借且須於擔
任一級主管職務期
滿騰出交回之宿
舍，簡稱主管宿舍。 

五、一般多房間職務宿
舍：係指學人宿舍
及主管宿舍以外之
多房間職務宿舍；
本宿舍自八十年一
月八日起，已不再
辦理配借，現住戶
遷出，即變更為學
人宿舍或其他用途
使用。 

前項所稱「有眷」，係指
宿舍借用人有配偶、未
成年子女、父母或身心
障礙賴其扶養之已成
年子女之情形。 

 一、本條新增。 
二、參照「宿舍管理手

冊」之宿舍種類名
稱，統一定義學校
宿舍名稱及借用對
象。 

三、第 1項第 3款原稱
「海外回國任教
教師臨時眷舍」，
一般稱為「學人宿
舍」，適用對象不
限於歸國學人，以
因應國際化及實
際需要，為避免發
生混淆，予以名稱
修正。 

四、第 1項第 5款一般
多房間職務宿舍
不再辦理配借，係
依 80.1.8本校宿
舍配借及管理委
員會議之決議辦
理。包括醫學院及
航太所教職員專
用宿舍及眷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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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宿舍，分為多
房間職務宿舍及單房間
職務宿舍二類： 
一、多房間職務宿舍：

含學人宿舍、主管
宿舍及一般多房間
職務宿舍三種。 

      二、單房間職務宿舍：含
敬業及自強兩棟宿
舍。 

宿舍使用種類、等級之
認定與變更，須經宿舍
配借及管理委員會(以
下簡稱委員會)審議。 

 

第二條 本辨法所稱之宿舍，區分
如左： 

      一、有眷宿舍：分為下列
三種： 

（一）海外回國任教教
師臨時眷舍：本
宿舍專供有眷旅
外回國而於一年
內前來本校任教
之教授、副教
授、助理教授或
具有博士學位經
延聘為講師者申
請借住之宿舍。 

（二）主管臨時眷
舍：供本校一級
主管任職期間
配借而須於擔
任一級主管職
務期滿騰出交
回之宿舍。 

（三）職務眷舍：供
本校編制內教
職員與其隨同
任所之配偶及
扶養親屬者借
住之宿舍。 

       二、單身宿舍：供本校
編制內單身教職員
因職務上之需要借
住之宿舍，其管理細
則由總務處另訂之。 

編制內技工、駕駛、工
友因職務上之必須，得
另設單身專用宿舍供其
借住，其數量由宿舍配
借及管理委員會決定
之。 
宿舍使用性質之變更，
須經宿舍配借及管理委
員會審議。 

一、條次變更。 
二、參照「宿舍管理手

冊」修正宿舍種類
及名稱。 

三、部分內容移至第二
條集中定義。 

四、原第 2項有關技工
等另設單身專用宿
舍供其借住乙節，
納入本校單房間職
務宿舍配借及管理
細則修正，爰予刪
除。 

 
 

 第三條 為達到公平、合理之原
則，本辨法第二條所稱之
宿舍配借，應由宿舍配借
及管理委員會依本辦法
之規定審查配借。 

 

依本校 97 學年度第 1
次宿舍配借及管理委
員會會議決議：為把握
時效，宿舍申請案改為
提會報告，並依行政程
序修正本校宿舍配借
相關條文，爰刪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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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本校編制內教職員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申請
借用多房間職務宿舍： 

      一、配偶及扶養親屬均未
隨同居住者。 

      二、本人、配偶或未成年
子女在距離本校二
十公里範圍內有自
有房屋者。 

      三、本人或配偶已獲政府
輔助購置(建)住宅或
貸款者。 

      四、配偶為軍公教人員，
已借用政府機關首長
宿舍或多房間職務宿
舍者。 

第四條 本校編制內教職員有左
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申請
借住職務眷舍： 

      一、配偶及扶養親屬均未
隨同居住者。 

      二、本人、配偶或未成年
子女在距離本校二
十公里範圍內有自
有房屋者。 

      三、本人或配偶在距本校
四十公里範圍內已
購軍公教輔建住宅
或已獲住福會輔購
住宅貸款者。 

      四、配偶為軍公教人員而
在距離本校二十公
里範圍內借用政府
機關宿舍者。 

 

一、配合「宿舍管理手
冊」修正宿舍名
稱。 

二、「宿舍管理手冊」
第 7點第 2、3款
規定略以，經獲政
府輔助購置(建)
住宅或貸款者，除
申請單舍外，不得
申請借用宿舍；配
偶雙方同係軍公
教人員者，借用首
長宿舍或多房間
職務宿舍，以一戶
為限。綜上，原條
文 不 符 上 開 規
定，爰修正第 3、
4款。 

第五條 本校編制內教職員有下
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申
請借用單房間職務宿
舍： 

      一、有本辦法第四條第二
款情形者。 

     二、有本辦法第四條第
三、四款情形，而在
距離本校二十公里
範圍內者。 

 

第五條 本校編制內教職員有左
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申
請借住單身宿舍 

      一、有本辦法第四條第
二、三、四款情形
之一者。 

      二、家住距離本校二十公
里範圍之內，而其在
校年資未滿二年者。 

 

一、配合「宿舍管理手
冊」修正宿舍名
稱。 

二、為明確說明不得申
請借用單房間職務
宿舍之情形，內容
酌作修正。 

第六條 宿舍之借用，應填具申請
書並檢附戶籍等相關證
明文件送總務處資產管
理組登記候配，並由該處
視宿舍空出之實際情
形，依規定審查分配後，
簽請核定，並提委員會報
告。 

 

第六條 宿舍之配借： 
      一、海外回國任教教師臨

時眷舍：其配借及管
理辦法另訂之。 

      二、主管臨時眷舍及職務
眷舍：由宿舍配借及
管理委員會依本辦
法之規定審查配借
之，其受理申請及管
理由總務處負責執
行。 

      三、單身宿舍：為把握時
效得由總務處受理
申請，並依第八條
所訂之申請人積點
高低順序核准借
住，並提宿舍配借
及管理委員會追
認。 

第七條 借用宿舍，需填申請書送
總務處(資產管理組)
登記。 

一、配合 97學年度第
1 次宿舍配借及管
理委員會會議決
議，修正宿舍借用
程序。 

二、為簡化各宿舍借用
程序並求其一致
性，避免發生混
淆，原第六、七條
文字內容予整併刪
修。 

三、關於學人宿舍及單
房間職務宿舍另訂
細則規範乙節，併
於第十六條說明
之。 

＜續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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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申請借用宿舍，依計點標
準(如附表)核計積點，並
依積點高低排序列冊。如
積點相同者，以到職先後
為準；如同時到職，則以
戶籍地較遠者為優先。但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准
予優先借用宿舍，不受計
點標準之限制： 

      一、一級主管人員。 
      二、經校長提出或委員會

認係特殊個案，經出席
委員三分之二同意者。 

第八條 申請宿舍之計點標準如
附表： 

第九條 符合左列情形之一者，准
予優先借用宿舍，不受計
點標準之限制： 

        一、一級主管人員。 
        二、經校長提出或宿舍

配借及管理委員
會 認 係 特 殊 個
案，經出席委員之
三分之二(含)投
票贊同者。 

一、條次變更。 
二、原第八、九條文字

內容予整併刪修。 
三、為達到公平、合理

之原則，增列申請
借用宿舍積點排比
原則。(原內容條列
於單舍-細則九、
(二))。 

 
 

第八條 宿舍使用及配借事項，如
因校務發展之需要，得簽
請校長核定變更之，但應
向委員會報備。 

 本條係新增，以因應校
務發展之急迫性，爰增
訂之。 

 
 

第十條 醫學院、航太所教職員專
用宿舍之配借及管理辦
法另訂，但須提請校務會
議通過後施行，其修訂時
亦同。 

 

一、依自強(航太)及醫
學院有眷宿舍配借
及管理辦法規定，
現住戶遷出，該戶
即納入本校作為學
人宿舍用，即宿舍
已不再受理新申請
案。 

二、以上 2項辦法內容
多有不合時宜，且
本辦法已涵括現住
戶之宿舍管理事
項，爰依行政程序
另案辦理廢止，本
條次予以刪除。 

第九條 宿舍借用人申請案經核
准通知後，除有特殊原因
外，應於十五日內簽訂借
用契約、辦理公證等借用
手續並遷入，所需公證費
用由借用人負擔，逾期以
棄權論，且一年內不得再
行申請。 

第十一條 借用宿舍既經核准，應
於接獲通知後一週內
先簽訂借用契約，並於
簽約後一週內遷入，如
因故不能依限遷入
者，需提出說明，但最
長不得超過三個月，逾
期以棄權論。 

 

一、條次變更。 
二、參照「宿舍管理手

冊」第九點規定，
簽訂宿舍借用契約
應辦理公證，所需
公證費用由借用人
負擔。 

三、借用人逾期未辦理
手續遷入，以棄權
論，且一年內不得
再行申請之規定，
原條列於單舍-細
則八、(七)，予併
入並酌作文字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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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條 宿舍借用人未實際居
住，或將借用之宿舍出 
(分) 租、轉讓、轉借、
調換、增建、改建、經
營商業或作其他用途，
應即終止借用契約，並
責令搬遷，並不得再申
請借用宿舍。 
宿舍借用人如因特殊因
素需調換宿舍，應專案
簽請核准，始得調換。 

 

第十二條 宿舍借用人未實際居
住，或將借用之宿舍出 
(分) 租、轉讓、轉借
或作經商等用途，即取
消其借住權；並強制收
回。如欲進行互調時，
須經宿舍配借及管理
委員會之同意後，呈校
長核定之。 

 

一、條次變更。 
二、參照「宿舍管理手

冊」第十一點酌作
內容文字修正。 

三、宿舍借用人經核配
簽約後，不得私自
調換宿舍，經專案
簽准並重新訂定借
用契約後，始得換
住。 

第十一條 宿舍借用人，如因調
職、離職、停職、退休
或留職停薪而無執行
原任職務之事實時，應
在三個月內遷出；受撤
職、休職、免職處分或
借用期滿者，應在一個
月內遷出；宿舍借用人
如因故死亡，其遺眷亦
應於三個月內遷出，除
係七十二年五月一日
前配住者，原賴其撫養
之父母、未再婚之配偶
或未婚之未成年子
女，得繼續居住外，逾
期或拒不遷出者，則循
法律途徑，訴請強制收
回。 

 

第十三條 宿舍借用人，如因調
職、離職或退休時，應
在三個月內遷出，惟七
十二年四月廿九日以
前配住之宿舍，於退休
時仍依照行政院七十
四年五月十八日台七
十四人政肆字第一四
九二七號函規定辦
理，但受撤職、免職處
分者，應在一個月內遷
出，逾期或拒不遷出
者，則循法律途徑，訴
請強制收回。 

第十四條 宿舍借用人如因故死
亡，其遺眷亦應於六個
月內遷出、惟如係七十
二年四月廿九日前配
住者，原賴其撫養之父
母、配偶或未成年之子
女得繼續居住，但如無
需要或未實際居住滿
一年以上者，得予收
回，如拒不交還者，則
循法律途徑，訴請強制
收回。 

一、條次變更。 
二、參照「宿舍管理手

冊」第十點修正。 
三、原第十三、十四條

內容重複紊亂，文
字內容予整併刪
修。 

四、眷舍為七十二年五
月 一 日 前 配 住
者，一併予修正。 

第十二條 宿舍使用情形，總務處
應定期派員訪查，宿舍
借用人不得規避、妨礙
或拒絕。 

 一、本條係新增。 
二、參照「宿舍管理手

冊」第十四點增
列，以加強宿舍使
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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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條 具編制內人員身分之
宿舍借用人，應自簽約
日起，依規定按月扣繳
併入薪資內之房租津
貼數額，並不得申領交
通補助費。 

 

 一、本條係新增。 
二、依「全國軍公教員

工待遇支給要點」
規定將併入俸給
之房租津貼數額
按月如數扣回。 

三、校內所有宿舍區至
學 校 路 線 皆 在
1000 公尺以內，
依規定不得申請
交通補助費。 

第十四條 宿舍借用人進住後，除
對宿舍內所有設備及公
物負責保管及使用外，不
得任意變更所有建築及
設備，如因借用人故意或
過失，致生缺損，須負責
賠償；如屬自然毀損，經
有關單位認定後，得予修
繕或更換堪用品。 

 一、本條係新增。 
二、明定宿舍借用人對

宿舍內所有設備
及公物應負之保
管責任。 

第十五條 宿舍內外之整潔事項、 
安全及水電、瓦斯等費
用，應由借用人自行維護
及負擔；搬離宿舍時，應
騰空並繳清水、電及瓦斯
等費用後，向總務處資產
管理組辦理歸還手續。 

 一、增列條文。 
二、參照「宿舍管理手

冊」第十五、二十
點增列，落實使用
者付費之精神。 

第十六條 本校宿舍為加強服務
與管理，得由借用人籌
組自治管理委員會，其
成員、組織及服務、管
理項目等，得由該宿舍
自治管理委員會自行
研擬訂定自治公約。各
宿舍借用人應確實遵
守宿舍公約，注重公共
安全，並維護宿舍之整
潔、秩序與安寧。 
各宿舍自治管理委員會
為提昇住宿品質及使
用功能，得按月收取自
治管理費，用以支付管
理人員工資、公用水
電、燃料、文康用品及
宿舍家具設備之維
護、修繕等費用。 

 條文內容原條列於單
舍-細則第十六、十七
及二十條，為提高宿舍
居住品質，由借用人籌
組自治管理委員會自
行管理，此為共通事
項，爰予增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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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條 學人宿舍及單房間職
務宿舍，其借用程序、借
用期限及收費標準等，另
訂細則規範之。本辦法如
有未盡事宜依行政院頒
「宿舍管理手冊」中之有
關規定辦理，倘有涉及條
文內容之解釋者，由委員
會作成決議，陳請校長核
定後辦理。 

第十五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
依行政院頒「宿舍管理
手冊」中之有關規定辦
理，倘有涉及條文內容
之解釋者，由宿舍配借
及管理委員會作成決
議，呈請校長核定後辦
理之。 

 

一、條次變更。 
二、原第六條有關學

人宿舍及單房間
職務宿舍另訂細
則乙節，併入本條
文說明，並酌作文
字修正。 

第十八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
過，報請教育部核定後
實施，修正時亦同。 

 

第十六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
過後施行之，修訂時亦
同。 

 

一、條次變更。 
二、參照「宿舍管理手

冊」第五點規定；
本辦法須報請教
育部核定，爰予增
補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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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宿舍配借及管理辦法 
 

77年 4月 13日 76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通過 

81年 10月 7日 81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6年 3月 26日 85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8年 6 月 9日 87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5年 12月 20日 95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9年 6月 23日 98學年度第 5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本校為強化宿舍之配借及管理，提高宿舍使用功能，依行政院頒訂「宿舍管理手

冊」第五點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多房間職務宿舍：係指提供本校有眷隨居任所之現職人員借用之宿舍。 

二、單房間職務宿舍：係指提供本校現職人員本人因職務上需要借住之宿舍。 

三、國際學人短期多房間職務宿舍：係指提供有眷旅外回國一年內延聘來校任

教之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及具有博士學位之講師，至多借住兩學年（四

個學期）之宿舍，簡稱學人宿舍。 

四、主管臨時多房間職務宿舍：係指提供本校一級主管任職期間配借且須於擔

任一級主管職務期滿騰出交回之宿舍，簡稱主管宿舍。 

五、一般多房間職務宿舍：係指學人宿舍及主管宿舍以外之多房間職務宿舍；

本宿舍自八十年一月八日起，已不再辦理配借，現住戶遷出，即變更為學

人宿舍或其他用途使用。 

前項所稱「有眷」，係指宿舍借用人有配偶、未成年子女、父母或身心障礙賴其

扶養之已成年子女之情形。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宿舍，分為多房間職務宿舍及單房間職務宿舍二類： 

一、多房間職務宿舍：含學人宿舍、主管宿舍及一般多房間職務宿舍三種。 

       二、單房間職務宿舍：含敬業及自強兩棟宿舍。 

宿舍使用種類、等級之認定與變更，須經宿舍配借及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委員

會)審議。 

第四條 本校編制內教職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申請借用多房間職務宿舍： 

      一、配偶及扶養親屬均未隨同居住者。 

      二、本人、配偶或未成年子女在距離本校二十公里範圍內有自有房屋者。 

      三、本人或配偶已獲政府輔助購置(建)住宅或貸款者。 

      四、配偶為軍公教人員，已借用政府機關首長宿舍或多房間職務宿舍者。 

第五條 本校編制內教職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申請借用單房間職務宿舍： 

      一、有本辦法第四條第二款情形者。 

      二、有本辦法第四條第三、四款情形，而在距離本校二十公里範圍內者。 

第六條 宿舍之借用，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戶籍等相關證明文件送總務處資產管理組登記

候配，並由該處視宿舍空出之實際情形，依規定審查分配後，簽請核定，並提

委員會報告。 

第七條 申請借用宿舍，依計點標準(如附表)核計積點，並依積點高低排序列冊。如積點

相同者，以到職先後為準；如同時到職，則以戶籍地較遠者為優先。但符合下列

情形之一者，准予優先借用宿舍，不受計點標準之限制： 

      一、一級主管人員。 

      二、經校長提出或委員會認係特殊個案，經出席委員三分之二同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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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宿舍使用及配借事項，如因校務發展之需要，得簽請校長核定變更之，但應向委

員會報備。 

第九條 宿舍借用人申請案經核准通知後，除有特殊原因外，應於十五日內簽訂借用契

約、辦理公證等借用手續並遷入，所需公證費用由借用人負擔，逾期以棄權論，

且一年內不得再行申請。 

第十條 宿舍借用人未實際居住，或將借用之宿舍出 (分) 租、轉讓、轉借、調換、增建、

改建、經營商業或作其他用途，應即終止借用契約，並責令搬遷，並不得再申請

借用宿舍。 

宿舍借用人如因特殊因素需調換宿舍，應專案簽請核准，始得調換。 

第十一條 宿舍借用人，如因調職、離職、停職、退休或留職停薪而無執行原任職務之事

實時，應在三個月內遷出；受撤職、休職、免職處分或借用期滿者，應在一個

月內遷出；宿舍借用人如因故死亡，其遺眷亦應於三個月內遷出，除係七十二

年五月一日前配住者，原賴其撫養之父母、未再婚之配偶或未婚之未成年子

女，得繼續居住外，逾期或拒不遷出者，則循法律途徑，訴請強制收回。 

第十二條 宿舍使用情形，總務處應定期派員訪查，宿舍借用人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第十三條 具編制內人員身分之宿舍借用人，應自簽約日起，依規定按月扣繳併入薪資內

之房租津貼數額，並不得申領交通補助費。 

第十四條 宿舍借用人進住後，除對宿舍內所有設備及公物負責保管及使用外，不得任意

變更所有建築及設備，如因借用人故意或過失，致生缺損，須負責賠償；如屬

自然毀損，經有關單位認定後，得予修繕或更換堪用品。 

第十五條 宿舍內外之整潔事項、安全及水電、瓦斯等費用，應由借用人自行維護及負擔；

搬離宿舍時，應騰空並繳清水、電及瓦斯等費用後，向總務處資產管理組辦理

歸還手續。 

第十六條 本校宿舍為加強服務與管理，得由借用人籌組自治管理委員會，其成員、組織

及服務、管理項目等，得由該宿舍自治管理委員會自行研擬訂定自治公約。各

宿舍借用人應確實遵守宿舍公約，注重公共安全，並維護宿舍之整潔、秩序與

安寧。 

各宿舍自治管理委員會為提昇住宿品質及使用功能，得按月收取自治管理費，

用以支付管理人員工資、公用水電、燃料、文康用品及宿舍家具設備之維護、

修繕等費用。 

第十七條 學人宿舍及單房間職務宿舍，其借用程序、借用期限及收費標準等，另訂細則

規範之。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依行政院頒「宿舍管理手冊」中之有關規定辦理，

倘有涉及條文內容之解釋者，由委員會作成決議，陳請校長核定後辦理。 

第十八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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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 

國立成功大學海外回國任教教師臨時眷舍借住管理辦法 

修正對照表 

修 正 名 稱 現 行 名 稱 說     明 

國立成功大學國際學人短期多房
間職務宿舍配借及管理細則 

國立成功大學海外回國任教教師
臨時眷舍借住管理辦法 

一、名稱配合本校宿舍配
借及管理辦法第 2條
修正。 

二、為避免與母法發生混
淆，將「辦法」修正
為「細則」。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一 一、為加強自海外來校任教教師之
服務，特提供短期多房間職
務宿舍，依本校宿舍配借及
管理辦法第十七條訂定本細
則。 

 

第一條 為加強對回國任教教師
之服務，特提供臨時眷
舍；其借住及管理由宿
舍配借及管理委員會依
照本辦法之規定辦理。 

一、配合宿舍名稱修正。 
二、明定本辦法之依據。 

二、本宿舍供有眷旅外回國一年
內延聘來校任教之教授、副
教授、助理教授及具有博士
學位之講師至多借住兩學年
（四個學期）之宿舍。但有
特殊需要，且尚有空餘宿舍
可供配借，經簽請校長核准
者，得延長一年，並提宿舍
配借及管理委員會(以下簡
稱委員會)報告。 
前項經延長一年期滿後，為
禮遇特殊領域優秀人才，經
由相關系所、學院主管推
薦，教務長會簽意見，並經
校長核准者，得延長三年，
並提委員會報告，其數量不
超過總戶數十分之一為限。 

 

第二條 本眷舍供有眷旅外回國
一年內延聘來校任教之
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
及具有博士學位之講師
至多借住兩學年（四個學
期）之宿舍，如確有特殊
需要，且尚有空餘宿舍可
供配借，經簽請校長核
准，得延長一年，並提宿
舍配借及管理委員會報
告。 

       為禮遇特殊領域優秀人
才，經由相關系所院長推
薦，教務長會簽意見，並
經校長核准者，得延長三
年，並提宿舍配借及管理
委員會報告，其數量不超
過總戶數十分之一。 

一、第 1項「眷舍」名稱
與 72年 5月 1日以前
配住之「眷舍」易造
成誤解，爰予修正。 

二、第 2項補列說明經第
1 項簽延一年期滿
後，於特殊領域優秀
人才，得再簽准延長
3 年，學人宿舍最長
得借用 6年。 

三、凡符合本細則第二點之條件
者，應填具申請表，檢附戶
籍、應聘資料及入境證明
(或依本細則第八條簽准之
核定簽)，經由系（所）主
管及院長分別簽註意見
後，送交總務處資產管理組
登記候配，由總務處視宿舍
空出之實際情形，依規定審
查分配後，簽請校長核定，
並提委員會報告。 

第三條 凡符合本辦法第二條之
條件者，請填具申請表
（申請表請於總務處資
產管理組網站下載），經
由系（所）主管及院長分
別簽註意見後，送交總務
處（資產管理組）登記；
由總務處視宿舍空出之
實際情形；邀請有關單位
主管參加配借及管理委
員會分配後，簽請校長核
定。 

一、增列申請借用審配應
附之文件，並酌作文
字修正。 

二、配合 97 學年度第 1
次宿舍配借及管理委
員會會議決議，宿舍
由總務處依規定核
配，並提委員會報
告，爰宿舍借用程序
予以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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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宿舍借用人申請案經核准，
於接獲通知後，應向總務處
資產管理組辦理簽訂宿舍借
用契約等手續，並至財務處
出納組繳交水電、瓦斯、設
備、清潔維護等費用保證金
新台幣壹萬伍仟元整後，領
取鑰匙，除特殊原因外，應
於十五日內遷入，逾期以棄
權論。 
宿舍借用人進住後，應逕洽
該宿舍區自治管理委員會辦
理自治管理費繳交事宜。 
 

第四條 凡核准並經通知進住，需
先至總務處（出納組）繳
交水電、瓦斯、設備、清
潔維護等費用保證金新
台幣壹萬伍仟元整及「宿
舍管理費自動轉帳扣款
同意書」後，向總務處（資
產管理組）領取鑰匙，並
應於兩星期內遷入進
住；否則即以放棄論。 

一、配合本校組織規程修
正；總務處出納組改
置為財務處出納組。 

二、宿舍簽約進住程序，
酌作內容文字修正。 

 

 第五條 本眷舍限本人、配偶及其
直系親屬住用，並應於兩
星期內將本人及同住親
眷戶籍遷入，不得私自調
換、出租、轉讓或任令他
人進住。 

本條文內容與「本校宿舍
配借及管理辦法」重復，
或已不合時宜，予刪除。 

 第六條 進住後，除對宿舍內所有
設備及公物點收蓋章，負
責保管及使用外，不得任
意變更所有建築及設備。 

條文內容係宿舍借用人
共同應負之保管責任，已
調整併入「本校宿舍配借
及管理辦法」第 13條，
為免重復贅述，予刪除。 

 第七條 凡離職或獲得補助或貸
款購置住宅者，應於壹個
月以內，向總務處（資產
管理組）點交後遷讓，不
得以任何理由要求繼續
借住。 

條文內容係宿舍騰遷規
定，已調整併入「本校宿
舍配借及管理辦法」第
10條，及本細則第 5條，
為免重復贅述，予刪除 

 第八條 凡借住期滿者，應於期滿
後之壹個月內遷讓，並依
左列途徑協助解決其居
住問題： 
一、如有貸款購置公教
輔建住宅條件及機會
者，應即申請貸款購置
住宅。 
二、應照教育部所訂優
待辦法辦理貸款自購住
宅。 

因行政院整體住宅政策
整併，民眾自建、購屋或
租屋優惠多元，為免訊息
混淆之虞，爰予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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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宿舍借用人離職、借住期滿
者，應於兩個月內，結清宿
舍水、電及瓦斯等費用後，
向總務處資產管理組辦理歸
還宿舍手續，保證金於手續
辦妥後，無息退還，惟如有
尚未繳納水電、瓦斯、設備
清潔維護等費用時，則由總
務處就該保證金內如數扣繳
後，餘數退還。 

 

第九條 水電等費用保證金於借
住期滿遷出時，無息退
還，惟如有尚未繳納水
電、瓦斯、設備清潔維護
等費用時，則由總務處就
該保證金內如數扣繳
後，餘數退還。 

一、條次變更。 
二、整併修正宿舍借用

人騰遷應辦之事項。 

六、逾期而未遷離者，按月扣繳 
違約金，每月新台幣貳萬元 
整，但因特殊需要經校長核 
准延長借用者，每月則酌收 
延期使用費壹萬元整，並按 
月由出納組從借用人之月
薪 

內扣除。 

第十條 逾期而未遷離者，按月扣
繳違約金，每月新台幣貳
萬元整，但因特殊需要經
校長核准延長借住者，每
月則酌收延期使用費壹
萬元整，並按月由出納組
從借住人之月薪內扣除。 

一、條次變更。 
二、文字修正。 

七、來校講學或研究之旅外有眷
學人，包含客座教授、研究
講座、特案研究員及特案副
研究員等，當本宿舍尚有空
餘供配借時，得依本細則規
定簽請借用，每月繳納使用
費新台幣壹萬元整，借用期
間以聘期為限，逾期未遷離
者依本細則第六點規定辦理 
。 

第十一條 凡來校講學或研究之
旅外有眷學人（包含客
座教授、研究講座、特
案研究員及特案副研
究員等）當臨時眷舍有
空時，得依本辦法規定
申請借住，每月繳納新
台幣壹萬元整，借用期
間以聘期為限，逾期未
遷離者依本辦法第十
條規定辦理。 

一、條次變更。 
二、文字修正。 
三、定名費用名稱為「使

用費」 

八、凡未符合本細則第二點條件
之本校新聘編制內專任教師 
，因特殊情況且其學術研究
優異，得由相關系所、學院
主管推薦，教務長會簽意見 
，並經校長核准者，比照旅
外學人，依本細則規定，申
請配借宿舍。 

 

第十二條 凡未符合本辦法第二
條條件之本校新聘編
制內專任教師，因特殊
情況且其學術研究優
異，得由相關系所院長
推薦，教務長會簽意
見，並經校長核准者，
比照旅外學人，依本辦
法規定，申請配借臨時
眷舍。 

一、條次變更。 
二、文字修正。 

九、 本細則經校務會議討論通過 
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第十三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討
論通過後實施，修正時
亦同。 

一、條次變更。 
二、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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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國際學人短期多房間職務宿舍配借及管理細則 
71年 2月 20日 70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通過 
81年 10月 7日 81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6年 4月 16日 85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8年 6月 9日 87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9年 6月 21日 88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9年 6月 21日 88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0年 6月 6日 89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2年 2月 26日 91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5年 12月 20日 95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7年 6月 25日 96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9年 6月 23日 98學年度第 5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為加強自海外來校任教教師之服務，特提供短期多房間職務宿舍，依本校宿舍配借及管

理辦法第十七條訂定本細則。 

二、本宿舍供有眷旅外回國一年內延聘來校任教之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及具有博士學位

之講師至多借住兩學年（四個學期）之宿舍。但有特殊需要，且尚有空餘宿舍可供配借，

經簽請校長核准者，得延長一年，並提宿舍配借及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委員會)報告。 

前項經延長一年期滿後，為禮遇特殊領域優秀人才，經由相關系所、學院主管推薦，

教務長會簽意見，並經校長核准者，得延長三年，並提委員會報告，其數量不超過總

戶數十分之一為限。 

三、凡符合本細則第二點之條件者，應填具申請表，檢附戶籍、應聘資料及入境證明(或依

本細則第八點簽准之核定簽)，經由系（所）主管及院長分別簽註意見後，送交總務處

資產管理組登記候配，由總務處視宿舍空出之實際情形，依規定審查分配後，簽請校長

核定，並提委員會報告。 

四、宿舍借用人申請案經核准，於接獲通知後，應向總務處資產管理組辦理簽訂宿舍借用契

約等手續，並至財務處出納組繳交水電、瓦斯、設備、清潔維護等費用保證金新台幣壹

萬伍仟元整後，領取鑰匙，除特殊原因外，應於十五日內遷入，逾期以棄權論。 

宿舍借用人進住後，應逕洽該宿舍區自治管理委員會辦理自治管理費繳交事宜。 

五、宿舍借用人離職、借住期滿者，應於兩個月內，結清宿舍水、電及瓦斯等費用後，向總

務處資產管理組辦理歸還宿舍手續，保證金於手續辦妥後，無息退還，惟如有尚未繳納

水電、瓦斯、設備清潔維護等費用時，則由總務處就該保證金內如數扣繳後，餘數退還。 

六、逾期而未遷離者，按月扣繳違約金，每月新台幣貳萬元整，但因特殊需要經校長核准延

長借用者，每月則酌收延期使用費壹萬元整，並按月由出納組從借用人之月薪內扣除。 

七、來校講學或研究之旅外有眷學人，包含客座教授、研究講座、特案研究員及特案副研究

員等，當本宿舍尚有空餘供配借時，得依本細則規定簽請借用，每月繳納使用費新台幣

壹萬元整，借用期間以聘期為限，逾期未遷離者依本細則第六點規定辦理。 

八、凡未符合本細則第二點條件之本校新聘編制內專任教師，因特殊情況且其學術研究優

異，得由相關系所、學院主管推薦，教務長會簽意見，並經校長核准者，比照旅外學人，

依本細則規定，申請配借宿舍。 

九、本細則經校務會議討論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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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3 

國立成功大學教師聘任辦法第 14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 十四 條 

非屬學院之系(所)、體育室及

一級中心（處、館）之教師聘

任，其初審比照系(所)辦理，

複審除微奈米科技研究中

心、計算機與網路中心分別由

工學院、電機資訊學院教師評

審委員會辦理外，餘由非屬學

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辦理。 

第 十四 條 

非屬學院之系(所)、體育

室、通識教育中心與圖書館

之教師聘任，其初審與複審

比照系(所)、院辦理；計算

機與網路中心之教師聘

任，初審比照系(所)辦理，

複審由工學院教師評審委

員會辦理。 

配合學校組織架構變
更，載明新增非屬學院之
一級單位教師聘任，院級
教評會之權責歸屬，俾使
非屬學院教師之聘任，有
所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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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成功大學教師聘任辦法 

80 年 03 月 27 日 79 學年度第 3 次校務會議通過 

81年 10月 07日 81 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4年 11 月 15日 84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8年 03月 17日 87 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0年 03月 14日 89 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4年 12月 28日 94 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5年 10月 25日 95 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追認通過 

97年 12月 31日 97 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9年 4月 28日 98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延會修正通過 

99年 06月 23日 98 學年度第 5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 一 條    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三十三條及有關法令規定，訂定本校教師聘任辦法
(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校教師之聘任，應具備下列基本條件： 

             一、品德操守均佳及有足資證明之優良表現，對於擬聘系所之任務及發展有
所益者。 

             二、講師應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一) 曾任教並獲有部頒講師證書，而成績優良者。 

                  (二) 在國內外大學或研究院所研究，得有碩士學位或同等學歷證書，而
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三、助理教授應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一) 曾任教並獲有部頒助理教授證書，而成績優良者。 

                  (二) 具有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三) 具有碩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曾從事與所習學科有關之研究工
作、專門職業或職務四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四) 曾任講師三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四、副教授應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一) 曾任教並獲有部頒副教授證書，而成績優良者。 

                  (二) 具有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曾從事與所習學科有關之研究工
作、專門職業或職務四年以上，並有專門著作者。 

                  (三) 曾任助理教授三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五、教授應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一) 曾任教並獲有部頒教授證書，而成績優良者。 

                  (二) 具有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曾從事與所習學科有關之研究工
作、專門職業或職務八年以上，有創作或發明，在學術上有重要貢
獻或重要專門著作者。 

                  (三) 曾任副教授三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重要專門著作者。 

             六、醫學院臨床醫學藥學等教師聘任資格依據教育部相關法規辦理。 

             七、各學系因特殊需要得延聘專業技術人員為專業教師，擔任大學部教學工
作，其聘任資格依據教育部相關法規辦理。 

第 三 條    本辦法前條所稱國內外大學或研究所，以公立及已立案之私立大學及研究所
或經教育部認可之國外大學及研究所為限。 

第 四 條    本校教師之聘任分為初聘、續聘及長期聘任三種。本校教師之聘任除短期以
契約明定其權利義務與聘期外，初聘為一年、續聘第一次為一年，第三年以
後續聘之每次均為二年。教師長期聘任實施要點另訂之。 

第 五 條    新聘教授及副教授於初續聘滿四年之半年前，應經系（所）、院、校教師評審
委員會審議是否續聘，若不通過則自第五年起不予續聘。新聘教授於學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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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重大成就或貢獻者，得直接長期聘任。 

新聘助理教授於到職六年內未能升等者，自第七年起不予續聘。但因懷孕生
產、養育三足歲以下子女或其他特殊情況等情事，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同意者
，自第七年起得續聘二年，如二年內仍未能升等者，則不予續聘。 

前項但書續聘期間如仍有懷孕生產、養育三足歲以下子女，且足以影響其學
術表現者，得於續聘期限屆滿之半年前，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同意延長續聘二
年。 

新聘講師原則比照辦理。 

新聘外籍教師須於近期內具使用中文之能力。 

第 六 條    本校教師之聘任採聘期制，聘期屆滿得予續聘，聘期屆滿不再續聘謂之不續
聘，聘期中由本校主動解約者謂之解聘。暫時停止聘約關係者謂之停聘。教
師不服解聘、停聘或不續聘處理者，得向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申訴之。 

第 七 條    教師聘任後除短期以契約明定其權利義務與聘期、本辦法第五條規定、或有
下列各款之一者外，不得解聘、停聘或不續聘： 

             一、受有徒刑一年以上判決確定，未獲宣告緩刑者。 

             二、曾服公務，因貪污瀆職經判刑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者。 

             三、依法停止任用，或受休職處分尚未期滿，或因案停止職務，其原因尚未
消滅者。 

             四、褫奪公權尚未復權者。 

             五、受禁治產之宣告，尚未撤銷者。 

             六、行為不檢有損師道，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者。 

             七、經合格醫師證明有精神病者。 

             八、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或違反聘約情節重大者。 

             有前項第六款、第八款情形者，應經本校三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三分之二
以上出席及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決議。 

             有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七款情形者，不得聘任為教師。其已聘任者，除有第七
款情形者依規定辦理退休或資遣外，應報請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後，予以
解聘、停聘或不續聘。 

第 八 條    教師聘任之申請，須檢附下列資料或證件： 

             一、擬聘教師簽辦表。 

             二、履歷表。 

             三、畢業證書或學位證書。 

             四、著作。 

             五、服務證書。 

             六、推薦函三份。 

             七、其他足資證明資格之文件。 

第 九 條    新聘教師之聘任，應本公平、公正、公開之原則，於傳播媒體或學術刊物刊
載徵聘資訊。教師聘任之審查程序，初審由各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辦理，
審查通過後向院推薦，複審由各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辦理，審查通過後向本校
教師評審委員會推薦。初審辦法由各系(所)制定，報請院長轉校教評會核備
後施行，複審辦法由各院制定，並提報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核備後施行，修
正時亦同。 

第 十 條    教師聘任以每學期辦理一次為原則，並以每學期開始(二月一日或八月一日)
為起聘日期。各院應於十二月十五日或六月十五日前完成推薦程序。 

第十一條    教師聘任經各院複審通過後，將有關資料向人事室提出。人事室彙整後提校
教師評審委員會，經討論通過後簽請校長核發聘任職級之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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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條    以學位辦理聘任助理教授或講師者，經系（所）依「專科以上學校以國外學
歷送審教師資格作業須知」之規定審核，如其修讀碩士或博士之修業時間符
合規定，由系教師評審委員會比照升等辦法辦理專門著作（包含學位論文）
外審作業，外審結果彙提院、校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完成聘任程序。 

經系（所）審核，其修讀碩士或博士之修業時間不符合規定者，得專案提三
級教師評審委員會討論，獲同意辦理著作外審者，由教務處比照升等辦法，
將其論文、個人著作或作品送外審，外審結果彙提院、校級教師評審委員會
完成聘任程序。 

外審作業應於本辦法第十條規定之時限前完成。相關前置作業，聘任單位應
視作業所需時間提前辦理。 

聘任程序完成，依規定檢件由人事室報請教育部備查及核發教師證書，年資
以教育部核定年月起算。 

第十三條    非以學位辦理聘任且尚未獲有擬聘任職級之教師證書者，各院應於十月十五
日（二月一日起聘）或四月十五日（八月一日起聘）前將有關資料送教務處，
比照升等辦法辦理著作外審，外審結果彙提校教師評審委員會，經通過簽請
校長核定後依規定檢件報請教育部核備及核發教師證書，年資以教育部核定
年月起計。 

第十四條    非屬學院之系(所)、體育室及一級中心（處、館）之教師聘任，其初審比照
系(所)辦理，複審除微奈米科技研究中心、計算機與網路中心分別由工學院、
電機資訊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辦理外，餘由非屬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辦理。 

第十五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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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4 

國立成功大學研究人員聘任及升等辦法第 1、7、11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 一 條  

本校為聘任研究人員從事研究之需

要，特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四十條及

有關法令規定，訂定本校研究人員聘

任及升等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 一 條 

本校為聘任研究人員從事研究之需

要，特訂定本辦法。 

配合本校組織規程規
定，變更本辦法之研
訂依據。 

第 七 條     

新聘研究員及副研究員於初續聘滿四

年之半年前，應經系（所、中心）、院、

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是否續聘，若

不通過則自第五年起不予續聘。 

新聘助理研究員於到職六年內未能升

等者，自第七年起不予續聘。但因懷

孕生產、養育三足歲以下子女或其

他特殊情況等情事，經教師評審委

員會同意者，自第七年起得續聘二

年，如二年內仍未能升等者，則不

予續聘。 

前項但書續聘期間如仍有懷孕生

產、養育三足歲以下子女，且足以

影響其學術表現者，得於續聘期限

屆滿之半年前，經教師評審委員會

同意延長續聘二年。 

新聘研究助理原則比照辦理。 

第 七 條     

新聘研究員及副研究員於初續聘滿

四年之半年前，應經系（所、中心）、

院、校教評會審議是否續聘，若不

通過則自第五年起不予續聘。 

新聘助理研究員於到職六年內未能

升等者，自第七年起不予續聘。但

情況特殊，經教評會同意者，自第

七年起得續聘二年，如二年內仍未

能升等者，則不予續聘。新聘研究

助理原則比照辦理。 

 

比照教師限期升等並依
性別工作平等法規定，訂
定研究人員「延長續聘」
規定。 

 

第 十一 條     

非屬學院之系(所)、體育室及一級中心

（處、館）之研究人員聘任，其初審

比照系(所)辦理，複審除微奈米科技研

究中心、計算機與網路中心分別由工

學院、電機資訊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

辦理外，餘由非屬學院教師評審委員

會辦理。 

 1.新增條文。 

2.載明各單位之教評會
審議程序。 

第十二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

時亦同。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

正時亦同。 

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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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研究人員聘任及升等辦法 

81年 10月 7日 81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通過 
90年 11月 14日 90學年度第1次校務會議延會修訂通過 

96年 6月 27日 95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通過 
99年 06月 23日 98學年度第 5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本校為聘任研究人員從事研究之需要，特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四十條及有關法令規定，

訂定本校研究人員聘任及升等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之研究人員，係指本職為從事研究及相關工作之本校編制內專任人員。 

第三條 研究人員分研究員、副研究員、助理研究員及研究助理等四級，與教師等級之比照： 

研究員比照教授； 

副研究員比照副教授； 

助理研究員比照助理教授； 

研究助理比照講師； 

聘任資格如下： 

（一）研究員應具下列資格之一： 

1.任大學副研究員三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重要研究成果或專門著作者。 

2.具有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曾在大學或研究機構從事相關之研究工作八年

以上，並有重要研究成果或專門著作者。 

（二）副研究員應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1.任大學助理研究員三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重要研究成果或專門著作者。 

2.具有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曾在大學或研究機構從事相關之研究工作四年

以上，並有重要研究成果或專門著作者。 

（三）助理研究員應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1.任大學研究助理三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重要研究成果或專門著作者。 

2.具有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3.具有碩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曾在大學或研究機構從事相關之研究工作四年

以上，並有重要研究成果或專門著作者。 

（四）研究助理應具下列資格之一： 

1.具有碩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2.具有學士學位後，曾在大學或研究機構從事相關之研究工作六年以上，並有研究

成果或專門著作者。 

第四條 各單位研究人員之員額編制及職別等級，由其員額編制表中規定之，其資格審定、聘任、

升等有關事項由教師評審委員會辦理，聘任、升等程序依照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辦法規

定辦理。 

升等審查以研究佔 60％、服務佔 40％為原則。「研究人員著作（研究成果）審查意見

表」格式比照「教師著作審查意見表」另訂之。 

第五條  研究人員，除依計畫從事研究工作外，須執行所屬單位指定之相關工作，並得經所屬

單位同意兼任有關工作。如經系（所、中心）、院、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符合教

師資格者，得支援相關科目之教學，授課時數每週以不超過四小時為限，並得比照兼任

教師支領鐘點費。第六條 研究人員之聘期、解聘、停聘、不續聘及申訴等事項，比照

教師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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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研究人員之聘期、解聘、停聘、不續聘及申訴等事項，比照教師之規定。 

第七條  新聘研究員及副研究員於初續聘滿四年之半年前，應經系（所、中心）、院、校教師

評審委員會審議是否續聘，若不通過則自第五年起不予續聘。 

新聘助理研究員於到職六年內未能升等者，自第七年起不予續聘。但因懷孕生產、養育

三足歲以下子女或其他特殊情況等情事，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同意者，自第七年起得續聘

二年，如二年內仍未能升等者，則不予續聘。 

前項但書續聘期間如仍有懷孕生產、養育三足歲以下子女，且足以影響其學術表現者，

得於續聘期限屆滿之半年前，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同意延長續聘二年。 

新聘研究助理原則比照辦理。 

第八條 研究人員之待遇、福利、進修、年資晉薪、退休、撫卹、資遣、休假研究等事項，除有

關增加退休給與及申請延長服務之規定外，依其聘任之等級，比照教師之規定。 

第九條 研究人員應比照教師接受評量，由各系（所、中心）、院分別訂定其研究人員評量要點，

包括評量項目、標準及程序，並經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核備後實施。 

第十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十一條 非屬學院之系(所)、體育室及一級中心（處、館）之研究人員聘任，其初審比照系(所)

辦理，複審除微奈米科技研究中心、計算機與網路中心分別由工學院、電機資訊學院

教師評審委員會辦理外，餘由非屬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辦理。 

第十二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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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5 

國立成功大學研究人員聘約修正全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一、本聘約所稱研究人員為從事研
究及相關工作之本校編制內
專任人員。 

一、本聘約所稱研究人員為從事
研究及相關工作之本校編
制內專任人員。 

未修正。 

二、研究人員資格審定、聘任、升
等有關事項由本校教師評審
委員會辦理，聘任、升等程序
依照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辦
法規定辦理。 

二、研究人員資格審定、聘任、
升等有關事項由本校教師
評審委員會辦理，聘任、升
等程序依照本校教師聘任
及升等辦法規定辦理。 

未修正。 

三、新聘研究員及副研究員於初續

聘滿四年之半年前，應經系
（所、中心）、院、校教師評審
委員會審議是否續聘，若不通
過則自第五年起不予續聘。 

新聘助理研究員於到職六年內

未能升等者，自第七年起不予續

聘。但因懷孕生產、養育三足

歲以下子女或其他特殊情況

等情事，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同

意者，自第七年起得續聘二

年，如二年內仍未能升等者，

則不予續聘。 

前項但書續聘期間如仍有懷孕

生產、養育三足歲以下子女，

且足以影響其學術表現者，得

於續聘期限屆滿之半年前，經

教師評審委員會同意延長續聘

二年。 

新聘研究助理原則比照辦

理。 

三、新聘研究員及副研究員於初

續聘滿四年之半年前，應經
系（所、中心）、院、校教
評會審議是否續聘，若不通
過則自第五年起不予續
聘。新聘助理研究員於到職
六年內未能升等者，自第七
年起不予續聘。但情況特
殊，經教評會同意者，自第
七年起得續聘二年，如二年
內仍未能升等者，則不予續
聘。新聘研究助理原則比照
辦理。 

 

配合本校教師聘任

辦法第 5條教師限
期升等制度規定修
正。 

 

四、研究人員應比照教師依本校教
師評量要點規定接受評量。 

四、研究人員應比照教師依本校
教師評量要點規定接受評
量。 

未修正。 

五、研究人員差假及出國：比照本
校編制內專任教師辦理。 

五、差假及出國：比照本校編制
內專任教師辦理。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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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六、研究人員除依計畫從事研究工

作外，須執行所屬單位指定之
相關工作，並得經所屬單位同
意兼任有關工作。如經系
（所、中心）、院、校教師評
審委員會審議通過符合教師
資格者，得支援相關科目之教
學，授課時數每週以不超過四
小時為限，並得比照兼任老師
支領鐘點費。 

六、研究人員，除依計畫從事研

究工作外，須執行所屬單位
指定之相關工作，並得經所
屬單位同意兼任有關工
作。如經系（所、中心）、
院、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通過符合教師資格者，得支
援相關科目之教學，授課時
數每週以不超過四小時為
限，並得比照兼任老師支領
鐘點費。 

文字修正。 

七、研究人員在校外兼課、兼職應
依本校教師校外兼課、兼職處

理要點辦理，並事先以書面報
經學校核准。 

七、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不得在
校外兼課、兼職，如有特殊

情形者，比照本校教師校外
兼課、兼職處理要點規定辦
理。 

文字修正。 

八、研究人員應遵守性別平等教育
法及性別平等工作法等相關
法令規定。 

 

 一、新增條文。 

二、依本校 97學年
度第 4次性別
平等教育委員
會決議：「請人
事室於教師聘
書增列教師應

遵守性別平等
教育相關法
規」，研究人員
爰比照辦理。 

九、研究人員對外承接補助（委託）
計畫，應依本校行政程序辦
理，由學校具名簽訂合約，不
得有未透過學校行政作業而
逕與各機關訂約，接受委託研
究情事。 

 

 一、新增條文。 

二、依教育部 98年5

月6日台高（三）
字第0980076683

號函及同年7月
13日 1台人（一）
字第
0980089039A號

函示「校方宜在
相關規章或在與
專任教師聘約
中，明確規範學
校接受委辦計畫
之處理原則及違
約之議處等措
施」，研究人員爰
比照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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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十、研究人員利用本校資源完成具

專利價值或以非專利形式保
護之研究發展成果，其權利及
義務依本校研究發展成果管
理辦法辦理。 

八、利用本校資源完成具專利價

值或以非專利形式保護之
研究發展成果，其權利及義
務依本校研究發展成果管
理辦法辦理。 

條次變更並作文字

修正。 

十一、研究人員之聘期、停聘、解
聘、不續聘及申訴等事項，
比照教師之規定。 

九、研究人員之聘期、停聘、解
聘、不續聘及申訴等事項，
比照教師之規定。 

條次變更。 

十二、研究人員之待遇、福利、進
修、年資晉薪、退休、撫卹、
資遣、休假研究等事項，除
有關增加退休給與及申請

延長服務之規定外，依其聘
任之等級，比照教師之規定
辦理。 

十、研究人員之待遇、福利、進
修、年資晉薪、退休、撫卹、
資遣、休假研究等事項，除
有關增加退休給與及申請

延長服務之規定外，依其聘
任之等級，比照教師之規定
辦理。 

條次變更。 

十三、研究人員擬於聘約期滿後，

不再應聘時，應於聘約期滿
一個月前以書面通知學
校。如欲於聘約存續期間內
辭職者，應經學校同意後，
始得離職。因特殊意外事故
於聘期中提出辭職，經學校
同意，其薪給得支至實際離
職日。 

十一、研究人員擬於聘約期滿

後，不再應聘時，應於聘
約期滿一個月前以書面
通知學校。如欲於聘約存
續期間內辭職者，應經學
校同意後，始得離職。因
特殊意外事故於聘期中
提出辭職，經學校同意，
其薪給得支至實際離職

日。 

條次變更。 

十四、本聘約未盡事宜，依其他相
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二、本聘約未盡事宜，依其他
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條次變更。 

十五、本聘約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
施，修訂時亦同。 

十三、本聘約經校務會議通過後
實施，修訂時亦同。 

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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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研究人員聘約 
99年 06月 23日 98 學年度第 5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本聘約所稱研究人員為從事研究及相關工作之本校編制內專任人員。 
二、研究人員資格審定、聘任、升等有關事項由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辦理，聘任、升等程序依

照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辦法規定辦理。 
三、新聘研究員及副研究員於初續聘滿四年之半年前，應經系（所、中心）、院、校教師評審委員

會審議是否續聘，若不通過則自第五年起不予續聘。 
新聘助理研究員於到職六年內未能升等者，自第七年起不予續聘。但因懷孕生產、養育三足歲以下
子女或其他特殊情況等情事，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同意者，自第七年起得續聘二年，如二年內仍
未能升等者，則不予續聘。 
前項但書續聘期間如仍有懷孕生產、養育三足歲以下子女，且足以影響其學術表現者，得於續
聘期限屆滿之半年前，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同意延長續聘二年。 
新聘研究助理原則比照辦理。 

四、研究人員應比照教師依本校教師評量要點規定接受評量。 

五、研究人員差假及出國：比照本校編制內專任教師辦理。 
六、研究人員除依計畫從事研究工作外，須執行所屬單位指定之相關工作，並得經所屬單位同

意兼任有關工作。如經系（所、中心）、院、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符合教師資格者，
得支援相關科目之教學，授課時數每週以不超過四小時為限，並得比照兼任老師支領鐘點
費。 

七、研究人員在校外兼課、兼職應依本校教師校外兼課、兼職處理要點辦理，並事先以書面報
經學校核准。 

八、研究人員應遵守性別平等教育法及性別平等工作法等相關法令規定。 
九、研究人員對外承接補助（委託）計畫，應依本校行政程序辦理，由學校具名簽訂合約，不

得有未透過學校行政作業而逕與各機關訂約，接受委託研究情事。 
十、研究人員利用本校資源完成具專利價值或以非專利形式保護之研究發展成果，其權利及義

務依本校研究發展成果管理辦法辦理。 
十一、研究人員之聘期、停聘、解聘、不續聘及申訴等事項，比照教師之規定。 
十二、研究人員之待遇、福利、進修、年資晉薪、退休、撫卹、資遣、休假研究等事項，除有

關增加退休給與及申請延長服務之規定外，依其聘任之等級，比照教師之規定辦理。 
十三、研究人員擬於聘約期滿後，不再應聘時，應於聘約期滿一個月前以書面通知學校。如欲

於聘約存續期間內辭職者，應經學校同意後，始得離職。因特殊意外事故於聘期中提出辭
職，經學校同意，其薪給得支至實際離職日。 

十四、本聘約未盡事宜，依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五、本聘約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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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6 
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為因應高等教育發展趨

勢，提升教育品質，增進教育

績效，依「國立大學校院校務

基金設置條例」第二條規定，

設置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

(以下簡稱本基金)。 

第一條  為因應高等教育發展

趨勢，提升教育品質，增進

教育績效，特設置「國立成

功大學校務基金」(以下簡稱

本基金)。 

一、本條文字修正。 

二、依國立大學校院校務

基金設置條例第二條

規定，國立大學應設

置校務基金，爰明定

本校校務基金設立之

依據。 

第二條 為有效運用、管理及監

督本基金，以協助校務之推

動，參照「國立大學校院校務

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訂定本

辦法。 

第二條 為有效運用、管理及

監督本基金，以協助校務之

推動，特依「國立大學校院

校務基金設置條例」及教育

部訂頒之「國立大學校院校

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之

相關規定，訂定「國立成功

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

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本條文字修正。 

附件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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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 本基金之收入來源如

下： 

一 政府編列預算撥付：由教育

部依預算程序編列撥付學校

之經費。 

二 學雜費收入：每學期依教育

部規定之收費標準，向註冊

學生收取之學費及雜費收

入。 

三 推廣教育收入：依推廣教育

實施辦法之規定，辦理推廣

教育及研習、訓練等班次所

收取之收入。 

四 建教合作收入：為外界提供

訓練、研究及設計等服務所

獲得之收入。 

五 場地設備管理收入：提供場

所及設施等所收取之收入。 

六 捐贈收入：無償收受動產、

不動產及其他一切有財產價

值之權利或債務之減少。 

七 投資取得之收益：依國立大

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第

七條之一及本辦法第九條規

定所投資取得之有關收益。 

八 其他收入：不屬於上述各款

之自籌收入。 

第三條 本基金之收入來源如

下： 

一 政府編列預算撥付：由教

育部依預算程序編列撥付

學校之經費。 

二 學雜費收入：每學期依教

育部規定之收費標準，向

註冊學生收取之學費及雜

費收入。 

三 推廣教育收入：依推廣教

育實施辦法之規定辦理推

廣教育及研習、訓練等班

次所收取之收入。 

四 建教合作收入：為外界提

供訓練、研究及設計等服

務所獲得之收入。 

五 場地設備管理收入：提供

場所及設施等所收取之收

入。 

六 捐贈收入：無償收受動

產、不動產及其他一切有

財產價值之權利或債務之

減少。 

七 投資取得之收益：依國立

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

例第七條之一及本辦法第

二十三條規定所投資取得

之有關收益。 

八 其他收入：不屬於上述各

款之自籌收入。 

本條文字修正。 

第四條 為落實本基金之有效管

理及彈性運用，設置「國立成

功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以下簡稱管理委員會)管理

之。 

    管理委員會置委員七人

至十五人，由校長任召集人，

其中不兼行政職務之教師代

表不得少於三分之一，必要時

得聘請校外專業人士參與。委

員任期二年，由校長遴選提經

校務會議同意後聘任之。 

    管理委員會之設置要點另

訂之。 

第四條 為落實本基金之有效

管理及彈性運用，設置「國

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委

員會」 (以下簡稱管理委員

會) 管理之。 

管理委員會置委員七

人至十五人，由校長任召集

人，其中不兼行政職務之教

師代表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必要時得聘請校外專業人士

參與。委員任期二年，由校

長遴選提經校務會議同意後

聘任之。 

管理委員會之設置要

點另訂之。 

本條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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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管理委員會之任務如

下： 

一 學校教學、研究及推廣所

需財源之規劃。 

二 學校建築及工程興建所

需財源之規劃。 

三 本基金年度概算擬編之

審議。 

四 本基金開源措施之審議。 

五 本基金經濟有效節流措

施之審議。 

六 本基金經費收支及運用

之績效考核。 

七 第三條第三款至第七款

收支管理規定之審議。 

八 其他關於本基金收支、保

管及運用事項之審議。 

第五條 管理委員會之任務如

下： 

一 學校教學、研究及推廣所

需財源之規劃。 

二 學校建築及工程興建所需

財源之規劃。 

三 校務基金年度概算擬編之

審議。 

四 校務基金開源措施之審

議。 

五 校務基金經濟有效節流措

施之審議。 

六 校務基金經費收支及運用

之績效考核。 

七 第三條第三款至第七款收

支管理規定之審議。 

八 其他關於校務基金收支、

保管及運用事項之審議。 

本條文字修正。 

第六條  管理委員會得視任務之

需要，分組辦事；所需工作人

員，由現有人員派兼為原則。

但為使本基金發揮最大經濟效

益，得進用專業人員若干人，

其權利、義務、待遇及福利，

於契約中明定之。 

管理委員會每學期至

少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

開臨時會。 

        管理委員會召開會議

時，得請相關人員列席。 

第六條 管理委員會得視任務

之需要，分組辦事；所需工

作人員，由學校現有人員派

兼為原則。但為使校務基金

之收支、保管及運用發揮最

大經濟效益，得進用專業人

員若干人，其權利、義務、

待遇及福利，依學校法令規

定，由學校於契約中明定之。 

管理委員會每學期至少

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

開臨時會。 

管理委員會召開會議

時，得請相關人員列席。 

本條文字修正。 

第七條  本基金有關年度預算編

製及執行、決算編造，除第三

條第三款至第七款之有關收

入，應依本辦法另訂收支管理

規定，並受教育部監督外，應

依預算法、會計法、決算法、

審計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七條  本基金有關年度預算

編製及執行、決算編造，除

第三條第三款至第七款之有

關收入，應依本辦法之相關

規定另訂收支管理要點運作

之，並受教育部監督外，應

依預算法、會計法、決算法、

審計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

理。 

一、本條文字修正。 

二、依國立大學校院基金

設置條例第十條但書

規定，捐贈收入、場

地設備管理收入、推

廣教育收入、建教合

作收入及第七條之一

投資取得之有關收益

等五項自籌收入，由

各校自訂收支管理規

定，除受教育部之監

督外，不受預算法、

會計法、決算法、審

計法等規範，以資彈

性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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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條 前條之收支管理規

定，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  編制內教師及編制內研

究人員本薪(年功薪)、加

給以外之給與及編制外

人員之人事費支應原則。 

二 行政人員辦理第三條第

三款至第七款之自籌收

入業務有績效者之工作

酬勞支應原則。 

三 講座經費支應原則。 

四 教師教學及學術研究獎

勵 支應原則。   

五 出國旅費支應原則。 

六 公務車輛之增購、汰換及

全時租賃支應原則。 

七 新興工程支應原則。 

八 因應自償性支出之舉借

及其償還財源之控管機

制。 

九 其他應規範經費之原則。 

前項第一款至第四款之

給與，應在不造成學校虧損及

國庫負擔前提下，及不超過 5

項自籌收入及學雜費收入兩項

總和之 50﹪比率上限範圍辦

理，其支給基準另定之。惟上

述第二款行政人員之工作酬

勞，得由業務單位主管提出申

請，經行政程序簽奉校長核准

後於 5項自籌收入中支給，每

月支給之工作酬勞，由人事

室、總務處控管，以不超過其

專業加給之 60﹪比率為限。 

 

一、本條刪除。 

二、配合教育部「簡化國

立大學校務基金收支

管理要點備查會議紀

錄」，新訂「國立成功

大學校務基金自籌收

入收支管理辦法」，並

於第三點，予以明

定，以資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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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條 第三條第二款至第七

款之自籌收入，在第八條第二

項之上限範圍內，得對符合下

列條件之編制內教師及編制內

研究人員，給予本薪(年功薪)、

加給以外之給與： 

一 講座教授。 

二 特聘教授。 

三 非編制之行政或學術兼職。 

四 特殊任務編組之委員會委

員。 

五 接受學校委託辦理專題研

究者。 

六 持有技術股票作價之報酬。 

七 其他經管理委員會同意之

給與。 

前項各款中應另訂支給基準，

提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後

實施。 

一、本條刪除。 

二、配合教育部「簡化國

立大學校務基金收支

管理要點備查會議紀

錄」，新訂「國立成功

大學編制內教師及研

究人員本薪(年功

薪)、加給以外之給與

及編制外人員人事

費」及「辦理自籌收

入業務有績效之行政

人員工作酬勞」支應

原則，並於第三點，

予以明定，，以資適

用。 

 第十條 第三條第二款至第七

款之自籌收入，在第八條第二

項之比率上限範圍內，得聘僱

下列編制外人員，以提昇學術

水準及協助校務之運作。 

一 國外傑出學者。 

二 專案計畫教學人員。 

三 專案計畫研究人員。 

四 專案計畫工作人員。 

五 專案教學助理。 

六 專案經理人員。 

七 專業經理人員。 

八 兼任專家及顧問。 

九 博士後研究人員。  

十 工讀生。 

十一 其他經循行政程序簽准

僱用之短期臨時人員。 

前項各款所置之人員應另訂支

給基準，提校務基金管理委員

會通過後實施。 

一、本條刪除 

二、配合教育部「簡化國

立大學校務基金收支

管理要點備查會議紀

錄」， 新訂「國立成

功大學編制內教師及

研究人員本薪(年功

薪)、加給以外之給與

及編制外人員人事

費」及「辦理自籌收

入業務有績效之行政

人員工作酬勞」支應

原則，並於第四點，

予以明定，以資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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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條 第三條第三款之推

廣教育收入，應衡量使用學校

資源情形，由學校先從收入總

額中適當提列行政管理費。 

一、本條刪除。 

二、原條文第一項，推廣

教育收入，屬本辦法

第七條規定五項自籌

收入，配合教育部「簡

化國立大學校務基金

收支管理要點備查會

議紀錄」，新訂「國立

成功大學校務基金自

籌收入收支管理辦

法」，並於第四條，予

以明定，以資適用。 

專案申請之學分班及非學分

班，屬自辦班別者，應按計畫

經費總金額中提列 27%管理

費；屬政府機關及公民營機構

委託之班別，依委託單位之規

定提列，惟未及 27%時，應另

編場地及水電等相關費用補

足；外業班別得按計畫經費總

金額提列 15%管理費。 

如開班辦理在職訓練、技術人

力養成訓練、專門技術訓練、

代辦實習等人員交流訓練案，

在校內舉辦之內業至少應編列

27%管理費；在校外舉辦之外

業至少應編列 11.5%管理費。 

管理費經校長核准者，標準得

降低之。 

三、原條文第二、三及第

四項規定，屬推廣教

育收入提撥管理費之

比例，屬支給基準，

由教務處配合新訂或

修正相關規定，以資

適用。  

 

 

 第十二條 前條推廣教育所提

列之 27%行政管理費，授權支

用之比率為學校 20/27，學院或

研究總中心 1/27，系所或研究

中心 6/27。 

推廣教育班之經費若有節餘，

在補足應繳之計畫總金額 27%

管理費後，其節餘款由推廣教

育開班單位繼續使用。 

教務處應訂定推廣教育收入收

支管理要點，經管理委員會審

議通過，送行政會議核備後，

報教育部備查。 

一、本條刪除 

二、原條文係推廣教育收

入提列管理費之分配

基準，屬支給基準，

由教務處配合新訂或

修正相關規定，以資

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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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條 第三條第四款之建

教合作收入，應衡量使用學校

資源情形，適當提列行政管理

費。 

政府機關及公民營機構委託之

專題研究計畫，應按計畫經費

總金額編列至少 17%管理費；

但政府機關另訂有管理費標準

者，不在此限。服務性試驗、

調查及人員交流訓練案之管理

費編列比率，由研究發展處另

訂辦法規範，經管理委員會審

議通過，送行政會議核備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特殊案件之管理費經校長核准

者，標準得降低之。 

一、本條刪除 

二、原條文係建教合作收

入提列管理費之基

準，屬支給基準，由

研發處處配合新訂或

修正相關規定，以資

適用。  

 

 第十四條 各建教合作計畫案

管理費先提列 10﹪作為圖書館

書刊經費後，依適當比例授權

支用： 

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於扣除就

地審計費後，支用比率為學校 

60%，學院及研究總中心 3%，

系所及研究中心 37%。 

公民營機構委託之專題研究計

畫案、以計畫書簽約之服務性

試驗及調查案、以建教合作案

方式舉辦之學術研討會，此三

類之支用比率為學校

59%(10/17)，學院及研究總中

心 6%(1/17)，系所及研究中心

35%(6/17)。 

屬內業之服務性試驗及調查案

之支用比率為學校

90%(18/20)，學院及研究總中

心 10% (2/20)；屬外業之服務

性試驗及調查案之支用比率為

學校 91%(5/5.5)，學院及研究

總中心 9%(0.5/5.5)。 

屬內業之人員交流訓練案之支

用比率為學校 74%(20/27)，學

院 4%(1/27)，系所及研究中心

22%(6/27)；屬外業之人員交流

訓練案之支用比率為學校

44%(5/11.5)，學院

4%(0.5/11.5)，系所及研究中心

52%(6/11.5)。 

一、本條刪除 

二、原條文係建教合作計

畫提列管理費之分配

基準，屬支給基準，

由研發處配合新訂或

修正相關規定，以資

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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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五條 各建教合作計畫案執行

結案後之節餘款，凡已提足 17%以

上之管理費者由計畫主持人依規定

運用；未提足 17%者，則於依規定

方式補足差額後之節餘款運用之。 

補提之管理費依前條第三項之方式

分配予學校、學院及總中心、系所

及研究中心。 

研究發展處應訂定建教合作收入收

支管理要點，經管理委員會審議通

過，送行政會議核備後，報教育部

備查。 

一、本條刪除。 

二、原條文係建教合作

計畫案執行之節餘

款之運用，屬支給

基準，由研發處配

合新訂或修正相關

規定，以資適用。 

 第十六條 第三條第五款之場地設

備管理收入，其由學校控管者應由

學校統籌運用；由學院或研究總中

心、系所或研究中心等單位控管

者，於該項收入總額提成 20%為學

校管理費，80%分配至管理單位運

用。 

場地設備管理收入須負擔稅負時，

應於該項收入總額先行扣除後，再

依前項比率分配。 

總務處應訂定場地設備管理收入收

支管理要點，經管理委員會審議通

過，送行政會議核備後，報教育部

備查。 

一、本條刪除 

二、原條文係場地設備

管理收入之運用，

屬支給基準，由總

務處配合新訂或修

正相關規定，以資

適用。  

 第十七條 第三條第三款至第七款

之自籌收入，得對下列事項予以鼓

勵，表現優異之行政及學術單位，

或教職員工個人，得給與適度之經

費或獎金，以獎勵教學、研究或服

務之傑出表現： 

一 國內外學術活動。 

二 學術研究。 

三 教學特優。 

四 產學合作或技術移轉成果特

優。 

五 績優教職員工。 

六 行政革新績效卓著。 

七 其他經管理委員會同意之獎

勵。 

前項第一款至第六款中之各事項應

訂定鼓勵或獎勵要點，經管理委員

會及校內相關會議通過後實施。 

一、本條刪除 

二、配合教育部「簡化

國立大學校務基金

收支管理要點備查

會議紀錄」，  新訂

「國立成功大學編

制內教師及研究人

員本薪(年功薪)、加

給以外之給與及編

制外人員人事費」及

「辦理自籌收入業

務有績效之行政人

員工作酬勞」支應原

則，並於第五點，予

以 明 定 ， 以 資 適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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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八條 為推廣國際化，鼓勵教職

員出國觀摩及參與學術活動，得以

第三條第三款至第七款之收入為財

源支應因公派員出國案件，並由學

校自行依所訂要點審核。 

校長因公出國案件，仍應依「教育

部及所屬機關學校因公派員出國案

件處理要點」第五點規定辦理。 

研究發展處應訂定因公派員出國案

件處理要點，提報管理委員會審議

通過後，送校務會議核備。 

 

一、本條刪除。 

二、原條文屬五項自籌

收入之支給基準，

配合教育部「簡化

國立大學校務基金

收支管理要點備查

會議紀錄」，新訂

「國立成功大學校

務基金自籌收入收

支管理辦法」，並於

第五條，予以明

定，以資適用。 

 第十九條 為合理使用公務車輛，得

彈性運用第三條第三款至第七款之

收入為財源，增購、汰換及全時租

賃公務車輛。 

總務處應訂定公務車輛之使用、租

賃要點，經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

送行政會議核備後，報教育部備

查。 

一、本條刪除。 

二、原條文屬本辦法第

七條五項自籌收入

之支給基準，新訂

「國立成功大學校

務基金自籌收入收

支管理辦法」第六

條，予以明定，以

資適用。 

 第二十條 為有效安排新興工程規

劃，及促進民間投資，節省政府之

預算撥付，可彈性運用第三條第三

款至第七款之收入為財源，支應學

校之新興工程。 

總務處應訂定新興工程之支應辦

法，經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送校

務會議核備後，報教育部備查。 

一、本條刪除。 

二、原條文屬本辦法第

七條五項自籌收入

之支給基準，新訂

「國立成功大學校

務基金自籌收入收

支管理辦法」第七

條，予以明定，以

資適用。 

 第二十一條 為有效進行財務規

劃，並因應自償性之宿舍、停車場、

醫院等類型建設工程或管理營運之

支出，除可彈性運用第三條第三款

至第七款之收入及歷年基金盈餘為

財源外，經管理委員會之審議通過

後，得向金融機構舉借。 

財務處應會同總務處就舉債控管、

確保債務清償及債務無法清償之因

應措施等，訂定自償性支出之控管

機制辦法，經管理委員會審議通

過，送校務會議核備後，報教育部

備查。 

一、本條刪除。 

二、原條文屬原條文屬

五項自籌收入之支

給基準，新訂「國

立成功大學校務基

金自籌收入收支管

理辦法」，並於第八

條，予以明定，以

資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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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學校收受之捐贈，應

全數撥充本基金，未指定用

途之捐贈收入，由學校統籌

運用；收受指定用途之捐

贈，其用途應與學校校務有

關。 

 

學校收受之捐贈，不

得與贈與人有不當利益之

聯結。 

學校對熱心捐贈者，得

比照教育部訂頒之「捐資教

育事業獎勵辦法」，予以適當

之獎勵。 

第二十二條 學校收受之捐贈，應全

數撥充校務基金，未指定用途之捐

贈收入，由學校統籌運用；收受指

定用途之捐贈，其用途應與學校校

務有關。 

一、條次調整。 

二、原條文第2項及第3

項，改列「國立成

功大學校務基金自

籌收入收支管理辦

法第九條」。 

三、原條文第 1項、第 4

項、第 5項未修正。 

收受之捐贈收入為現金時，應確實

交付學校收受；為現金以外者，應

確實點交，屬不動產者，應由保管

組辦妥所有權移轉登記。 

非由學校全權管控之指定捐贈收

入，除經校長核准者外，一律提撥

5%之行政管理費。 

 

學校收受之捐贈，不得與贈與人有

不當利益之聯結。 

學校對熱心捐贈者，得比照教育部

訂頒之「捐資教育事業獎勵辦法」

予以適當之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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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 為充裕本基金之財源，本

基金得投資於下列項目： 

一 存放公民營金融機構。 

二 購買公債、國庫券或其他短期

票券。 

三 投資於與校務或研究相關之公

司與企業。 

四 其他具有收益性及安全性，並

有助於增進效益之投資。 

 

第二十三條 為充裕校務基金之財

源，得將校務基金投資於下列項目： 

一 存放公民營金融機構。 

二 購買公債、國庫券或其他短期票

券。 

三 投資於與校務或研究相關之公司

與企業。 

四 其他具有收益性及安全性，並有

助於增進效益之投資。 

投資取得之收益，應全數撥充校務基

金統籌運用。 

一、條次調整。 

二、文字修正。 

三、第二項已無訂

定之必要，爰

刪除之。 

第十條 前條第三款及第四款投資

資金之來源如下： 

一 以研究成果或技術作價無償取

得之股權。 

二 捐贈收入及歷年基金之盈餘。
  

三  其他之法令未限制之經費來

源。 

第二十四條 前條第三款及第四款投

資資金之來源如下： 

一 以研究成果或技術作價無償取得

之股權。 

二 捐贈收入及歷年基金之盈餘。
  

三 其他之法令未限制之經費來源。 

條次調整。 

 

第十一條  為使本基金之收入及

運用發揮最大經濟效益，管理委

員會置執行長一人，由財務長兼

任之，負責第九條之相關投資事

宜。 

 

第二十五條 為使校務基金之收入及

運用發揮最大經濟效益，管理委員會

置執行長一人，由財務長兼任之，負

責第二十三條之相關投資事宜。 

條次調整。 

第十二條  財務處須擬訂每年度

之財務調度及投資計畫，經管理

委員會通過後執行之；並於管理

委員會及校務會議中報告執行

情形。 

管理委員會召開會議時，

財務長須列席報告校務基金資

金運作情形。 

第二十六條 財務處須擬訂每年度之

財務調度及第二十三條各款之投資

計畫，經管理委員會通過後執行之；

並於管理委員會及校務會議中報告

執行情形。 

本委員會召開會議時，財務長須列席

報告校務基金資金運作情形。 

一、條次調整。 

二、文字修正。 

第十三條  管理委員會對超過新

臺幣伍仟萬元以上投資案，認為

必要時得聘請專業之機構及人

員協助評估。 

第二十七條 管理委員會對超過新臺

幣伍仟萬元以上之第二十三條投資

案，認為必要時得聘請專業之機構及

人員協助評估。 

一、條次調整。 

二、文字修正。 

第十四條 學校在預算執行期間，

因市況變動及業務實際需要，需

動用本基金盈餘，增加管理及總

務費用之支出，或辦理非計畫型

及計畫型之資本支出，須提經管

理委員會之同意，專案報教育部

核定或核轉行政院核定後辦

理，並補辦預算。 

第二十八條 學校在預算執行期間，

因市況變動及業務之實際需要，需動

用基金盈餘，增加管理及總務費用之

支出，或辦理非計畫型及計畫型之資

本支出，則須提經管理委員會之同

意，專案報教育部核定或核轉行政核

定後辦理，並補辦預算。 

一、條次調整。 

二、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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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條 為監督本基金之收支、

保管及運用，於校務會議下設置

「國立成功大學經費稽核委員

會」（以下簡稱經費稽核委員會）

監督之。 

經費稽核委員會置委員七

至十五人，由校務會議代表推選

產生。但管理委員會之委員、總

務及會計相關人員，不得擔任經

費稽核委員會之委員。 

 

第二十九條 為監督校務基金之收

支、保管及運用，於校務會議下設置

「國立成功大學經費稽核委員會」監

督之。 

經費稽核委員會置委員七人至十五

人，由校務會議成員推選產生。但管

理委員會之成員、總務及會計相關人

員，不得擔任經費稽核委員會之委

員。 

經費稽核委員會所需工作人員，由學

校現有人員派兼之。 

經費稽核委員會設置要點另訂之。 

一、條次調整。 

二、文字修正。 

第十六條 經費稽核委員會之任務

如下： 

一 學校教學、研究及推廣計畫財

務運用之事後稽核。 

二 校區建築與工程興建計畫、發

包及執行等經費運用之事後稽

核。 

三 各項經費收支及現金出納處理

情形之事後稽核。 

四 校務基金年度決算之稽核。 

五 學校資產增置、擴充及改良等

事項之事後稽核。 

六 校務基金經濟有效利用及開源

節流措施之事後稽核。 

七 其他經費之事後稽核事項。 

前項稽核事項，以任期內發生

與經費運用有關事項為限。但該事

項涉及以前任期者，不在此限。 

第三十條 經費稽核委員會之任務如

下： 

一 學校教學、研究及推廣計畫財務

運用之事後稽核。 

二 校區建築與工程興建計畫、發包

及執行等經費運用之事後稽核。 

三 各項經費收支及現金出納處理情

形之事後稽核。 

四 校務基金年度決算之稽核。 

五 學校資產增置、擴充及改良等事

項之事後稽核。 

六 校務基金經濟有效利用及開源節

流措施之事後稽核。 

七 其他經費之事後稽核事項。 

前項稽核事項，以任期內發生與經費

運用有關事項為限。但該事項涉及以

前任期者，不在此限。 

條次調整。 

第十七條 經費稽核委員會每學期

至少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召開

臨時會。 

經費稽核委員會召開會議

時，得視稽核事項之需要，邀請

管理委員會或校內相關單位派

員列席。 

經費稽核委員會得經委員

會之決議，請管理委員會或校內

相關單位提供必要之資料以供

查閱。 

經費稽核委員會應於校務會議

中提出有關校務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

之稽核報告。 

第三十一條 經費稽核委員會每學期

至少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召開臨時

會。 

經費稽核委員會召開會議時，得視稽

核事項之需要，邀請管理委員會或校

內相關單位派員列席。 

經費稽核委員會得經委員會之決

議，請管理委員會或校內相關單位提

供必要之資料以供查閱。 

經費稽核委員會應於校務會議中提

出有關校務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之

稽核報報告。 

條次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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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條 第三條第三款至第八款
所定各種收入之收支情形，應由
相關主管人員、經費執行人員、
使用及保管資產人員，負其執行
預算、保管及使用資產之相關責
任，並由會計人員負責帳務處理
及彙編財務報表。 

第三十二條 第三條第三款至第七款

所定各種收入之收支情形，應由相關

主管人員、經費執行人員、使用及保

管資產人員，負其執行預算、保管及

使用資產之相關責任，並由會計人員

負責帳務處理及彙編財務報表。 

一、條次調整。 

二、新訂「國立成

功大學校務基

金自籌收入收

支管理辦法」

第十條，併予

重申，以資遵

循。 

第十九條 第三條第三款至第八款所

定各種收入之收支、保管及運用，

應設置專帳處理，經費收支應有合

法憑證，並依規定年限保存；建教

合作收支，應依建教合作機構之規

定或契約辦理。 

前項所列各項收入之收支

預計表、收支決算表，連同相關

書表及全校收支財務報表，應送

教育部備查，並依相關規定上網

公告，及接受教育部派員或委請

會計師查核。 

第三十三條 第三條第三款至第七款

所定各種收入之收支、保管及運用，

應設置專帳處理，經費收支應有合法

憑證，並依規定年限保存；建教合作

收支，應依建教合作機構之規定或契

約辦理。 

前項所列各項收入之收支預計表、收

支決算表，連同相關書表及全校收支

財務報表，應送教育部備查，並依相

關規定上網公告，及接受教育部派員

或委請會計師查核。 

一、條次調整。 

二、新訂「國立成

功大學校務基

金自籌收入收

支管理辦法」

第十一條，併

予重申，以資

遵循。 

第二十條  各行政及學術單位，就第三
條第三款至第八款該單位歷年之自
行控管財源，得自訂支出管理規定
或專案申請，經管理委員會通過後
執行。 

第三十四條 各行政及學術之第一、

二級單位，就第三條第三款至第七款

該單位歷年之自行控管財源，得自訂

相關管理辦法或專案申請，經管理委

員會通過後，執行本辦法第八條各款

之規定事宜。 

一、條次調整。 

二、新訂「國立成

功大學校務基

金自籌收入收

支管理辦法」

第十二條，併

予重申，以資

遵循。 

第二十一條 各行政單位及院、系
所中心等分配運用經費，未用罄
之經費得延至次一年度繼續使
用。 

第三十五條 各行政單位及院、系所
中心等分配運用經費，未用罄之經費
得延至次一年度繼續使用。 

一、條次調整。 
二、新訂「國立成

功大學校務基
金自籌收入收
支管理辦法」
第十三條，併
予重申，以資
遵循。 

第二十二條 本辦法經管理委員會

及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

亦同。 

第三十六條 本辦法經校務基金管理

委員會及校務會議通過後，報教育部

備查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一、條次調整 

二、依應教育部 99

年 2月 12日台
高(三)字第
0990026830號
函文「支給基
準」毋須報部
備查規定，爰
予以刪除「報
教育部備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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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 

 94年 3月 30日 93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延會通過 

 奉教育部 94年 10月 25日台高(三)字第 0940142288號函核備 

 94年 12月 28日 94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奉教育部 95年 5月 2日台高(三)字第 0950062186號函核備 

 95年 6月 21日 94學年度第 5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6年 7月 5日 95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延會修正通過 

 奉教育部 96年 8月 28日台高(三)字第 0960132093號函修正後核備 

 96年 10月 3日 96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6年 12月 26日 96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奉教育部 97年 4月 25日台高(三)字第 0970063843號函核備 

 97年 6月 25日 96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奉教育部 97年 10 月 07日台高（三）字第 0970198815號函修正後核備 

 97年 11月 24日 97學年度第 1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 

 97年 12月 31日 97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奉教育部 98年 2月 5日台高(三)字第 0980012326號函核備 

 98年 4月 22日 97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9年 4月 28日 98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延會修正通過 

 99年 5月 10日 98學年度第 5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 

 99年 6月 23日 98學年度第 5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 為因應高等教育發展趨勢，提升教育品質，增進教育績效，依「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

金設置條例」第二條規定，設置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以下簡稱本基金)。 

二、 為有效運用、管理及監督本基金，以協助校務之推動，參照「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

管理及監督辦法」規定，訂定本辦法。 

三、 本基金之收入來源如下： 

一 政府編列預算撥付：由教育部依預算程序編列撥付學校之經費。 

二 學雜費收入：每學期依教育部規定之收費標準，向註冊學生收取之學費及雜費收入。 

三 推廣教育收入：依推廣教育實施辦法之規定，辦理推廣教育及研習、訓練等班次所收

取之收入。 

四 建教合作收入：為外界提供訓練、研究及設計等服務所獲得之收入。 

五 場地設備管理收入：提供場所及設施等所收取之收入。 

六 捐贈收入：無償收受動產、不動產及其他一切有財產價值之權利或債務之減少。 

七 投資取得之收益：依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第七條之一及本辦法第九條規定

所投資取得之有關收益。 

八 其他收入：不屬於上述各款之自籌收入。 

四、 為落實本基金之有效管理及彈性運用，設置「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以

下簡稱管理委員會)管理之。 

     管理委員會置委員七人至十五人，由校長任召集人，其中不兼行政職務之教師代表不

得少於三分之一，必要時得聘請校外專業人士參與。委員任期二年，由校長遴選提經

校務會議同意後聘任之。 

      管理委員會之設置要點另訂之。 

五、 管理委員會之任務如下： 

一 學校教學、研究及推廣所需財源之規劃。 

二 學校建築及工程興建所需財源之規劃。 

三 本基金年度概算擬編之審議。 

四 本基金開源措施之審議。 

五 本基金經濟有效節流措施之審議。 

六 本基金經費收支及運用之績效考核。 

七 第三條第三款至第七款收支管理規定之審議。 

八 其他關於本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事項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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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管理委員會得視任務之需要，分組辦事；所需工作人員，由現有人員派兼為原則。但

為使本基金發揮最大經濟效益，得進用專業人員若干人，其權利、義務、待遇及福利，

於契約中明定之。 

   管理委員會每學期至少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 

      管理委員會召開會議時，得請相關人員列席。 

七、 本基金有關年度預算編製及執行、決算編造，除第三條第三款至第七款之有關收入，

應依本辦法另訂收支管理規定，並受教育部監督外，應依預算法、會計法、決算法、

審計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八、 學校收受之捐贈，應全數撥充本基金，未指定用途之捐贈收入，由學校統籌運用；收

受指定用途之捐贈，其用途應與學校校務有關。 

      學校收受之捐贈，不得與贈與人有不當利益之聯結。 

      學校對熱心捐贈者，得比照教育部訂頒之「捐資教育事業獎勵辦法」，予以適當之獎

勵。 

九、 為充裕本基金之財源，本基金得投資於下列項目： 

一 存放公民營金融機構。 

二 購買公債、國庫券或其他短期票券。 

三 投資於與校務或研究相關之公司與企業。 

四 其他具有收益性及安全性，並有助於增進效益之投資。 

十、 前條第三款及第四款投資資金之來源如下： 

一 以研究成果或技術作價無償取得之股權。 

二 捐贈收入及歷年基金之盈餘。  

三 其他之法令未限制之經費來源。 

十一、為使本基金之收入及運用發揮最大經濟效益，管理委員會置執行長一人，由財務長兼

任之，負責第九條之相關投資事宜。 

十二、財務處須擬訂每年度之財務調度及投資計畫，經管理委員會通過後執行之；並於管理

委員會及校務會議中報告執行情形。 

管理委員會召開會議時，財務長須列席報告校務基金資金運  作情形。 

十三、管理委員會對超過新臺幣伍仟萬元以上投資案，認為必要時得聘請專業之機構及人員

協助評估。 

十四、學校在預算執行期間，因市況變動及業務實際需要，需動用本基金盈餘，增加管理及

總務費用之支出，或辦理非計畫型及計畫型之資本支出，須提經管理委員會之同意，

專案報教育部核定或核轉行政院核定後辦理，並補辦預算。 

十五、為監督本基金之收支、保管及運用，於校務會議下設置「國立成功大學經費稽核委員

會」（以下簡稱經費稽核委員會）監督之。 

經費稽核委員會置委員七至十五人，由校務會議代表推選產生。但管理委員會之委

員、總務及會計相關人員，不得擔任經費稽核委員會之委員。 

十六、經費稽核委員會之任務如下： 

一 學校教學、研究及推廣計畫財務運用之事後稽核。 

二 校區建築與工程興建計畫、發包及執行等經費運用之事後稽核。 

三 各項經費收支及現金出納處理情形之事後稽核。 

四 校務基金年度決算之稽核。 

五 學校資產增置、擴充及改良等事項之事後稽核。 

六 校務基金經濟有效利用及開源節流措施之事後稽核。 

七 其他經費之事後稽核事項。 

前項稽核事項，以任期內發生與經費運用有關事項為限。但該事項涉及以前任期者，

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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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經費稽核委員會每學期至少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召開臨時  會。 

經費稽核委員會召開會議時，得視稽核事項之需要，邀請管理委員會或校內相關單

位派員列席。 

經費稽核委員會得經委員會之決議，請管理委員會或校內相關單位提供必要之資料

以供查閱。 

經費稽核委員會應於校務會議中提出有關校務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之稽核報告。 
十八、第三條第三款至第八款所定各種收入之收支情形，應由相關主管人員、經費執行人員、

使用及保管資產人員，負其執行預算、保管及使用資產之相關責任，並由會計人員負
責帳務處理及彙編財務報表。 

十九、第三條第三款至第八款所定各種收入之收支、保管及運用，應設置專帳處理，經費收支應

有合法憑證，並依規定年限保存；建教合作收支，應依建教合作機構之規定或契約辦理。 

前項所列各項收入之收支預計表、收支決算表，連同相關書表及全校收支財務報表，應送

教育部備查，並依相關規定上網公告，及接受教育部派員或委請會計師查核。 
二十、各行政及學術單位，就第三條第三款至第八款該單位歷年之自行控管財源，得自訂支出管理規

定或專案申請，經管理委員會通過後執行。 
二十一、各行政單位及院、系所中心等分配運用經費，未用罄之經費得延至次一年度繼續使

用。 

二十二、本辦法經管理委員會及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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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7 

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辦法修訂對照表 

擬定條文 說明 

第一條  為有效管理及運用自籌收入，依國立大

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七

條規定訂定本辦法。 

明定本辦法之立法目的與依據。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自籌收入包括： 

一 推廣教育收入：依推廣教育實施辦法之

規定辦理推廣教育及研習、訓練等班次

所收取之收入。 

二 建教合作收入：為外界提供訓練、研究

及設計等服務所獲得之收入。 

三 場地設備管理收入：提供場所及設施等

所收取之收入。 

四 捐贈收入：無償收受動產、不動產及其

他一切有財產價值之權利或債務之減

少。 

五 投資取得之收益：依國立大學校院校務

基金設置條例第七條之一及國立成功

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

九條規定所投資取得之有關收益。 

六 其他收入：不屬於上述各款之自籌收

入。 

一、明定本辦法所稱自籌收入範圍。 

二、原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

辦法第三條第三至八款，改列本條。 

第三條  自籌收入得支應之用途如下： 

一  編制內教師及編制內研究人員本薪(年

功薪)、加給以外之給與及編制外人員

之人事費。 

二  行政人員辦理第二條第一款至第五款

之自籌收入業務有績效者之工作酬勞。 

三  講座經費。 

四  教師教學及學術研究獎勵。   

五  出國旅費。 

六  公務車輛之增購、汰換及全時租賃。 

七  新興工程支應原則。 

八  因應自償性支出之舉借及其償還財源

之控管機制。 

九  其他應規範經費。 

 

一、明定自籌收入得以支應用途，使得校

務基金中自籌收入在運用上更具障

性，以配合校務發展之所需。 

二、原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

辦法第八條，改列本條。 

 

第四條  第二條第一款之推廣教育收入，應衡量

使用學校資源情形，由學校先從收入總

額中適當提列行政管理費。 

 

一、明定推廣教育收入，應先提列行政管

理費。 

二、原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

辦法第十一條第一項，改列本條，並

修正推廣教育收入依據。 

 

附件二_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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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為推廣國際化，鼓勵教職員出國觀摩及

參與學術活動，得以自籌收入為財源支

應因公派員出國案件，並由學校依所訂

定之要點審核。 

校長因公出國案件，依「教育部及所屬

機關學校因公派員出國案件處理要點」

第五點規定辦理。 

研究發展處應訂定因公派員出國案件處

理要點，提報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以

下稱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實施。 

一、明定自籌收入得支應因公派員出國案

件，並由研究發展處訂定因公派員出

國案件處理要點，以為遵循。 

二、原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

辦法第十八條，改列本條。 

 

第六條  為合理使用公務車輛，得彈性運用自籌

收入為財源，增購、汰換及全時租賃公

務車輛。 

總務處應訂定公務車輛之使用、租賃要

點，經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實施。 

一、明定自籌收入得支應增購、汰換及全

時租賃公務車輛。 

二、原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

辦法第十九條，改列本條。 

第七條  為有效安排新興工程規劃，及促進民間

投資，節省政府之預算撥付，可彈性運

用自籌收入為財源，支應學校之新興工

程。 

總務處應訂定新興工程之支應要點，經

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實施。 

一 、明定自籌收入得支應學校之新興工

程。 

二、原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

辦法第二十條，改列本條。 

三、配合因應教育部 99年 2月 12日台高

(三)字第 0990026830號函「支給基準」

毋須報部備查規定，予以刪除「報教育

部備查」文字。 

第八條  為有效進行財務規劃，因應自償性之宿

舍、停車場、醫院等類型建設工程或管

理營運之支出，除可彈性運用自籌收入

及歷年基金盈餘為財源外，經校務基金

管理委員會之審議通過後，得向金融機

構舉借。 

財務處應會同總務處就舉債控管、確保

債務清償及債務無法清償之因應措施

等，訂定自償性支出之控管機制，經管

理委員會審議通過，送校務會議核備後

實施。 

一、明定自籌收入得支應自償性之宿舍、

停車場、醫院等類型建設工程或管理

營運所須支出。 

二、原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

辦法第二十一條，改列本條。 

三、配合因應教育部 99年 2月 12日台高

(三)字第 0990026830 號函「支給基

準」毋須報部備查規定，予以刪除「報

教育部備查」文字。另因應教育部台

高(三)字第 0990026830號函「支給基

準」毋須報部備查規定，予以刪除「報

教育部備查」文字。 

 

第九條  收受之捐贈收入為現金時，應確實交付

學校收受；現金以外者，應確實點交，

屬不動產者，應由總務處資產管理組辦

妥所有權移轉登記。 

非由學校全權管控之指定捐贈收入，除經

校長核准者外，一律提撥 5%之行政管理

費。 

 

一、原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

辦法第二十二條第二項及第 3項，改列

本條。 

二、「保管組」現已改為總務處「資產管理

組」，爰修正之。 

 

附件二_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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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條  自籌收入之收支情形，應由相關主管人

員、經費執行人員、使用及保管資產人

員，負其執行預算、保管及使用資產之

相關責任，並由會計人員負責帳務處理

及彙編財務報表。 

 

原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

第三十二條，並列本條。 

 

第十一條  自籌收入之收支、保管及運用，應設

置專帳處理，經費收支應有合法憑證，

並依規定年限保存；建教合作收支，應

依建教合作機構之規定或契約辦理。 

前項所列各項收入之收支預計表、收支

決算表，連同相關書表及全校收支財務

報表，應送教育部備查，並依相關規定

上網公告，及接受教育部派員或委請會

計師查核。 

原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

第三十三條，改列本條。 

第十二條  各行政及學術單位，就自籌收入該單

位歷年之自行控管財源，得自訂相關管

理規定或專案申請，經管理委員會通過

後執行。 

原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

第三十四條，改列本條。 

第十三條  各行政單位及院、系所中心等分配運

用經費，未用罄之經費得延至次一年度

繼續使用。 

原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

第三十五條，改列本條， 

第十四條  本辦法經管理委員會暨校務會議通

過，報教育部備查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明定本辦法訂定與修正程序，以資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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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辦法 

99年 5月 10日 98學年度第 5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 

99年 6月 23日 98學年度第 5次校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為有效管理及運用自籌收入，依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七條規定 

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自籌收入包括： 

一 推廣教育收入：依推廣教育實施辦法之規定辦理推廣教育及研習、訓練等班次所

收取之收入。 

二 建教合作收入：為外界提供訓練、研究及設計等服務所獲得之收入。 

三 場地設備管理收入：提供場所及設施等所收取之收入。 

四 捐贈收入：無償收受動產、不動產及其他一切有財產價值之權利或債務之減少。 

五 投資取得之收益：依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第七條之一及國立成功大學

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九條規定所投資取得之有關收益。 

六 其他收入：不屬於上述各款之自籌收入。 

第三條  自籌收入得支應之用途如下： 

一  編制內教師及編制內研究人員本薪(年功薪)、加給以外之給與及編制外人員之人

事費。 

二  行政人員辦理第二條第一款至第五款之自籌收入業務有績效者之工作酬勞。 

三  講座經費。 

四  教師教學及學術研究獎勵。   

五  出國旅費。 

六  公務車輛之增購、汰換及全時租賃。 

七  新興工程支應原則。 

八  因應自償性支出之舉借及其償還財源之控管機制。 

九  其他應規範經費。 

第四條  第二條第一款之推廣教育收入，應衡量使用學校資源情形，由學校先從收入總額中

適當提列行政管理費。 

第五條  為推廣國際化，鼓勵教職員出國觀摩及參與學術活動，得以自籌收入為財源支應因

公派員出國案件，並由學校依所訂定之要點審核。 

校長因公出國案件，依「教育部及所屬機關學校因公派員出國案件處理要點」第

五點規定辦理。 

研究發展處應訂定因公派員出國案件處理要點，提報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以下

稱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實施。 

第六條  為合理使用公務車輛，得彈性運用自籌收入為財源，增購、汰換及全時租賃公務車

輛。 

總務處應訂定公務車輛之使用、租賃要點，經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實施。 

第七條  為有效安排新興工程規劃，及促進民間投資，節省政府之預算撥付，可彈性運用自

籌收入為財源，支應學校之新興工程。 

總務處應訂定新興工程之支應要點，經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實施。 

第八條  為有效進行財務規劃，因應自償性之宿舍、停車場、醫院等類型建設工程或管理營

運之支出，除可彈性運用自籌收入及歷年基金盈餘為財源外，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

會之審議通過後，得向金融機構舉借。 

財務處應會同總務處就舉債控管、確保債務清償及債務無法清償之因應措施等，訂

定自償性支出之控管機制，經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送校務會議核備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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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  收受之捐贈收入為現金時，應確實交付學校收受；現金以外者，應確實點交，屬不

動產者，應由總務處資產管理組辦妥所有權移轉登記。 

非由學校全權管控之指定捐贈收入，除經校長核准者外，一律提撥 5%之行政管理

費。 

第十條  自籌收入之收支情形，應由相關主管人員、經費執行人員、使用及保管資產人員，

負其執行預算、保管及使用資產之相關責任，並由會計人員負責帳務處理及彙編財

務報表。 

第十一條  自籌收入之收支、保管及運用，應設置專帳處理，經費收支應有合法憑證，並依

規定年限保存；建教合作收支，應依建教合作機構之規定或契約辦理。 

前項所列各項收入之收支預計表、收支決算表，連同相關書表及全校收支財務報

表，應送教育部備查，並依相關規定上網公告，及接受教育部派員或委請會計師

查核。 

第十二條  各行政及學術單位，就自籌收入該單位歷年之自行控管財源，得自訂相關管理規

定或專案申請，經管理委員會通過後執行。 

第十三條  各行政單位及院、系所中心等分配運用經費，未用罄之經費得延至次一年度繼續

使用。 

第十四條  本辦法經管理委員會暨校務會議通過，報教育部備查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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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8 

國立成功大學編制內教師及研究人員本薪(年功薪)、加給以外之給與及編制外人員人事費及辦理自籌收入

業務有績效之行政人員工作酬勞支應原則對照表 

 

擬定條文 說明 

一、為因應校務發展需要，提昇教學品質及學術研

究水準，以追求學術卓越與強化國際競爭力，

特依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

八條及第九條規定，訂定本原則。 

明定本原則立法目的與依據。 

二、本原則之經費來源如下： 

(一)學雜費收入。 

(二)推廣教育收入。 

(三)建教合作收入。 

(四)場地設備管理收入。 

(五)捐贈收入。 

(六)投資取得之收益。 

明定本原則支應經費來源，並依本校校務

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三條規定，訂定收

入順序。 

三、本原則支應對象如下： 

(一)編制內教師及研究人員。 

(二)編制外人員。 

(三)辦理自籌收入業務有績效之編制內行政

人員。 

一、明定校務基金中自籌收入，得支給編

制內教師及編制內研究人員，給予本

薪(年功薪)、加給以外之給與。 

二、本點係原本校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

法第九條規定，並修正文字與依據條

項。 

四、編制內教師及研究人員本薪(年功薪)、加給以

外之給與支給項目如下： 

(一)講座教授獎助金。 

(二)特聘教授獎助金。 

(三)兼任非編制之行政或學術職務工作酬勞。 

(四)特殊任務編組之委員會委員 

(五)接受學校委託辦理專題研究之報酬。 

(六)持有技術股票作價之報酬。 

(七)學術研究活動及獎勵。 

(八)教學及服務特優獎勵。 

(九)產學合作或技術移轉成果特優獎勵。 

(十)行政革新績效卓著獎勵。 

(十一)建教合作專案主持人研究費。 

(十二)在職專班主管人員工作津貼。 

(十三)推廣教育專班主持人工作津貼。 

(十四)導師費。 

(十五)在職專班教師鐘點費。 

(十六)推廣教育教師鐘點費。 

(十七)論文口試費及指導費。 

(十八)其他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核同意之

給與。 

前項各款應另訂支給基準，提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以下簡稱管理委員會）通過後實施。 

一、明定校務基金中自籌收入，得支給編

制內教師及編制內研究人員，給予本

薪(年功薪)、加給以外之給與項目。 

二、本點係原本校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

辦法第十七條規定，並修正文字與依

據條項。 
 

附件二_3 

附件二_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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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編制外人員人事費支給項目如下： 

(一)國外傑出學者人事費。 

(二)專案計畫教學人員人事費。 

(三)專案計畫研究人員人事費。 

(四)專案計畫教學助理人事費。 

(五)專案經理人人事費。 

 (六)專案計畫工作人員人事費。 

(七)兼任專家及顧問報酬。 

(八)博士後研究人員人事費。 

(九)工讀金。 

(十)其他短期臨時人員人事費。 

(十一)外聘人員在職專班、推廣教育之教師鐘

點費。 

(十二)外聘人員酬金(論文口試費及指導費)。 

(十三)其他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核同意之

給與。 

前項各款應另訂支給基準，提管理委員會通過

後實施。 

一、明定明定校務基金中自籌收入，得支

給編制外人事費之項目。 

二、本點係原本校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

法第十條規定，並修正文字與依據條

項。 

 

六、辦理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業務有績效之行政人

員，得支給工作酬勞。 

前項應另訂支給基準，提管理委員會通過後實

施。 

明定行政人員辦理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業

務，績效良好者，得支給工作酬勞。 

七、本原則支應編制內教師及研究人員本薪(年功

薪)、加給以外之給與、編制外人員人事費及辦理

自籌業務有績效行政人員之工作酬勞：總支出金

額以自籌收入及學雜費收入總額 50%為支給上

限，辦理自籌業務有績效之行政人員，每月工作

酬勞以不超過其專業加給之 60﹪比率為限。但教

育部報院核定調整上限比率時，從其規定。 

明定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所支應編制內教師

及研究人員本薪以外之給與、編制外人員人

事費及行政人員之工作酬勞之最高上限。 

八、本原則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相關規定辦理 
明定本原則如有未盡事宜，準用其他相關

法令規定，以資周延。 

九、本原則經管理委員會通過，報教育部備查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明定本原則訂定與修正程序，以資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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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編制內教師及研究人員本薪(年功薪)、加給以外之給與及編制外人員人事費

及辦理自籌收入業務有績效之行政人員工作酬勞支應原則 
99年 5月 10日 98學年度第 5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 

99年 6月 23日 98學年度第 5次校務會議通過 
 

一、為因應校務發展需要，提昇教學品質及學術研究水準，以追求學術卓越與強化國際競爭

力，特依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八條及第九條規定，訂定本原則。 

二、本原則之經費來源如下： 

(一)學雜費收入。 

(二)推廣教育收入。 

(三)建教合作收入。 

(四)場地設備管理收入。 

(五)捐贈收入。 

(六)投資取得之收益。 

三、本原則支應對象如下： 

(一)編制內教師及研究人員。 

(二)編制外人員。 

(三)辦理自籌收入業務有績效之編制內行政人員。 

四、編制內教師及研究人員本薪(年功薪)、加給以外之給與支給項目如下： 

(一)講座教授獎助金。 

(二)特聘教授獎助金。 

(三)兼任非編制之行政或學術職務工作酬勞。 

(四)特殊任務編組之委員會委員 

(五)接受學校委託辦理專題研究之報酬。 

(六)持有技術股票作價之報酬。 

(七)學術研究活動及獎勵。 

(八)教學及服務特優獎勵。 

(九)產學合作或技術移轉成果特優獎勵。 

(十)行政革新績效卓著獎勵。 

(十一)建教合作專案主持人研究費。 

(十二)在職專班主管人員工作津貼。 

(十三)推廣教育專班主持人工作津貼。 

(十四)導師費。 

(十五)在職專班教師鐘點費。 

(十六)推廣教育教師鐘點費。 

(十七)論文口試費及指導費。 

(十八)其他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核同意之給與。 

前項各款應另訂支給基準，提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管理委員會）通過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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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編制外人員人事費支給項目如下： 

(一)國外傑出學者人事費。 

(二)專案計畫教學人員人事費。 

(三)專案計畫研究人員人事費。 

(四)專案計畫教學助理人事費。 

(五)專案經理人人事費。 

 (六)專案計畫工作人員人事費。 

(七)兼任專家及顧問報酬。 

(八)博士後研究人員人事費。 

(九)工讀金。 

(十)其他短期臨時人員人事費。 

(十一)外聘人員在職專班、推廣教育之教師鐘點費。 

(十二)外聘人員酬金(論文口試費及指導費)。 

(十三)其他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核同意之給與。 

前項各款應另訂支給基準，提管理委員會通過後實施。 

六、辦理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業務有績效之行政人員，得支給工作酬勞。 

前項應另訂支給基準，提管理委員會通過後實施。 

七、本原則支應編制內教師及研究人員本薪(年功薪)、加給以外之給與、編制外人員人事費及辦

理自籌業務有績效行政人員之工作酬勞：總支出金額以自籌收入及學雜費收入總額 50%為支

給上限，辦理自籌業務有績效之行政人員，每月工作酬勞以不超過其專業加給之 60﹪比率為

限。但教育部報院核定調整上限比率時，從其規定。 

八、本原則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相關規定辦理 

九、本原則經管理委員會通過，報教育部備查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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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 99 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紀錄 

時間：99年 10月 27日（星期三）上午九時 

地點：光復校區國際會議廳第二演講室 

出席：如附件 1, p 9 

主席：賴校長明詔                             記錄：江芬芬 

 

壹、頒獎 

一、教育部第 54屆學術獎 

機械工程學系陳聯文講座教授 

二、教育部第 54屆學術獎 

醫學系生物化學科暨生物化學暨分子生物學研究所吳華林特聘教授 

三、財團法人東元科技文教基金會第 17屆東元獎 

製造資訊與系統研究所鄭芳田講座教授 

四、吳大猷先生紀念獎 

生物資訊研究所王育民副教授 電機工程學系王振興副教授 

測量及空間資訊學系江凱偉助理教授 地球科學系林建宏助理教授  

數學系林景隆副教授 內科學科劉秉彥助理教授 

五、2009年聯合國發展中世界科學院農業科學獎 

    生物科技研究所楊惠郎特聘教授 

貳、選舉 

一、校務發展委員會 

王三慶、閔振發、曾淑芬、張錦裕、方銘川、王駿發、王泰裕、林清河、

丁仁方、王富美計 10位（任期二年）。 

二、經費稽核委員會 

閔振發、趙儒民、洪茂峰、葉光毅、何漣漪、丁仁方、陸偉明、陳昌明、

侯平君、楊明宗、朱  信計 11位（任期一年）。 

三、宿舍配借管理委員會 

陳昌明、郭宗枋、張素瓊、陳進成、曾盛豪、鄭泰昇、楊明宗、何漣漪、

陸偉明、陳明輝計 10位（任期一年）。 

上述各委員會當選委員請人事室辦理發聘。 

參、報告事項： 

一、確認 98學年度第 5次校務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確認 (附表 p 10)。 

二、主席報告： 

    各位校務會議代表早！今天我以沉重的心情站在這裡報告。最近這段

時間，由於幾位教師在計畫經費、差假的不實報銷，被檢調單位起訴或緩起

訴，本校遭受到各媒體的指責，成大陷入建校以來最嚴重的危機。社會大眾

也因這些教師尚未受到懲處，而對學校不諒解，並且降低對成功大學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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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因為我們獲得政府龐大經費的補助，卻沒做好經費控管的職責。 

雖然是少數教師的不當作為，但已深深的傷害成大校譽，身為校長，

責無旁貸我必須肩負起這個責任，在此向全體教職員生、所有校友及社會人

士，致上最深的歉意。 

目前正值 5年 5佰億第二期經費審查階段，有些政府相關單位明白表

示要對本校在經費補助上作出懲處，這將對學校的發展造成很大的影響。在

此呼籲所有的同仁及校友，一起為恢復成大的聲譽作努力，以下幾點是我們

亟需辦理的： 

一、在痛定思痛之際，我們必須加強同仁的法治教育，讓每位教師知道，政

府的經費並非個人私有。任何經費的執行，都必須遵守政府相關規定，

依法辦理而無任何妥協空間。請各位代表轉知其他同仁及行政人員，讓

他們明白這件事情的嚴重性。 

二、同時我們也要求人事、會計更加縝密稽核。但最根本的，還是各位老師

能確實依法行事，按規定辦理，由自己監督自己。 

三、至於懲處的方式，經過主管會報的討論決議，對於被起訴或緩起訴的教

師，將啟動教評會三級三審制度處以停聘一學年或一學期以上的措施，

讓社會了解教授有高標準的道德要求，也對守法的老師及社會大眾有所

交代。 

四、教師的專業在研究與教學，對繁瑣的行政業務常未深入了解，因此不小

心容易溢出規範。我們會嘗試與政府部門溝通，試著簡化這些業務，但

當前的法令依然必須遵行，因此呼籲各位老師一定要依法行事，照規定

辦理。 

在校內我們會虛心地聆聽各種意見，儘量朝理想改進。但對外時，希望

大家能團結一致，爲捍衛成功大學的聲譽來努力。這是我誠懇的呼籲，並再

一次向全體教職員生、所有校友及社會人士，致上最深的歉意。 

三、各一級單位各委員會報告：略 

肆、討論事項：  

第一案 提案單位：校長交議案 

案由：本校 99、100學年度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委員，業經由校長遴選，依規

定須提經校務會議同意後聘任之。名單如說明四，提請  公決。 

說明：  

一、依據本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二條規定辦理。 

二、前項規定為： 

本委員會由校長任召集人，另由校長遴選六至十四位委員提經校務會議

同意後聘任之，任期兩年並得連任。新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選舉產生

新任委員前由上屆委員繼續執行任務。委員中不兼行政職務之教師代表

不得少於三分之一，必要時得聘請校外專業人士參與。 

教師會得向校長推薦委員人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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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吳清在委員係教師會推薦之委員。 

四、校長遴選之委員名單如下： 

  行政主管：黃煌煇副校長、湯銘哲教務長、陳景文總務長、 

張有恆院長、李丁進主任 

  教授代表：張高評教授、簡錦樹教授、蔡文達教授、李清庭講座、 

簡金成教授、林清河特聘教授、李俊璋教授、 

張素瓊特聘教授 

擬辦：上述委員名單經校務會議同意後，請人事室發聘。 

決議： 

一、李清庭講座已借調國科會，經與會代表表決通過不宜擔任校務基金管理

委員會委員。 

二、經投票行使同意權結果，其餘遴選委員均獲出席代表過半數同意，通過。

請人事室辦理發聘。 

第二案 提案單位：校長交議案 

案由：本校擬與國立中興大學、國立中山大學及國立中正大學籌組台灣綜合大

學系統，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本校業經 97年第 4次校務會議(98年 6月 24日)討論通過與國立中興

大學及國立中山大學三校共同籌組台灣綜合大學系統在案。 

二、籌組計畫書於 98年 9月 15日報部審查，經教育部台高(二)字第

0980182004號函復三校須作若干修正，其中說明二第四項，建議再就

中南部區域內其他亦知名且教學、研究表現亦佳之大學可具互補性、支

持性者，另行考量妥適整合之可行性，以擴大系統規模(議程附件 1)。 

三、經原台灣綜合大學系統 (本校、中興、中山)三校校長、副校長聯席會

議(99年 1月 7日)討論，並考量中南部區域內知名大學之學術特色，

決議將國立中正大學納入本大學系統(議程附件 2)。 

四、本大學系統納入國立中正大學後，其計畫書業經原台灣綜合大學系統 

(本校、中興、中山)三校副校長聯席會議(99 年 6 月 25 日)修正(議程

附件 3)，並重新設計本大學系統之 LOGO(議程附件 4)。 

五、檢附修正之台灣綜合大學系統籌組計畫書 (議程附件 5)、建議之台灣綜

合大學系統英文名稱與 LOGO圖案，及國立中正大學納入「台灣綜合

大學系統」說明書(議程附件 6)。 

擬辦：經校務會議討論通過後進行籌組事宜。 

決議：通過國立中正大學納入籌組台灣綜合大學系統。 

第三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本校 101學年度擬申請增設、調整特殊項目院、系、所、學位學程案，

提請  討論。 

99-1校務會議(99.10.27)紀錄-3-



 4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 99年 9月 29日台高（一）字第 0990166475號函（議程附

件 7）及教育部 98年 6月 11日發布之「大學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

標準」（議程附件 8）辦理。 

二、依前揭標準第 9條第 2項規定，本次受理之特殊項目院、系、所、學位

學程案如次：  

（一）碩士班（含在職專班）增設案。 

（二）博士班增設、涉及領域變更之調整案。 

（三）醫學及其他涉及醫療相關類科之院、系、所及學位學程增設（包括

新增班次），涉及領域變更調整案。 

（四）師資培育相關學系增設、調整案。 

三、依前揭標準第四條規定，申請增設院、系、所及學位學程之相關學制班

別，應符合上開標準規定與附表一所定全校生師比值、日間學制生師比

值、研究生生師比值基準（議程附件 8-附表一）及附表二所定評鑑成績、

設立年限、師資結構條件（議程附件 8-附表二）規定。但學院未以其名

義對外招生者，不在此限。 

依前項規定申請增設博士班及博士學位學程者，並應符合附表三（議程

附件 8-附表三）所定學術條件規定。 

（一）學校各項生師比值應達下列基準： 

類型 基準 計算方式 

全校生師比值 應低於 32 全校加權學生數除以全校專任、兼任師資數總和 

日間學制生師比值 應低於 25 全校日間學制加權學生數除以全校專任、兼任師資數總和 

研究生生師比值 應低於 12 全校日、夜間學制碩士班、博士班學生數除以全校專任助

理教授級以上師資數總和 

（二）學生每人所需應有校舍建築面積基準（單位：平方公尺/每人）： 
 學士班 碩士班、博士班 

一千人以內 一千零一人

至三千人 

三千零一人

以上 

四百人以內 四百零一人

至六百人 

六百零一人

以上 

文法商、管理及教育

類 
10 9 7 13 12 11 

理學類（不包括醫學

系、牙醫系）護理及

體育類 
13 12 10 17 16 15 

工學、藝術、農學、

生命科學類 
17 16 14 21 20 19 

醫學系、牙醫學系 
23 22 20 29 28 27 

四、依教育部規定計算方式，本校符合附表一及附表五所列生師比及校舍空間之

規範： 

（一）現有生師比：全校生師比為 20.24；日間部生師比為 19.44；研究生

學 

生 

數 
類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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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師比 9.08。符合教育部規範。 

（二）應須有校舍建築面積：264962平方公尺，現有校舍建築面積：

699603.02平方公尺。 

（三）擬增設博士學位學程相關支援系所之評鑑成績、設立年限、師資結

構條件符合附表二規定。 

（四）擬增設博士學位學程支援師資學術成果符合附表三所列學術條件規

定。 

五、依教育部規定特殊項目碩、博士班新增案至多各 3案。經 99年 10月 13日

本校校務發展委員會議討論通過之各單位所提特殊項目申請案如下列 2

案：（並列第 1順位） 

【博士學位學程增設案】 

1.增設「前瞻生物科技博士學位學程」（與中研院合作之跨領域博士學位

學程） 

 （摘要表、檢核表如議程附件 9） 

2.增設「醫學資通訊工程博士學位學程」（與中研院合作之跨領域博士學

位學程）（摘要表、檢核表如議程附件 10） 

擬辦：討論通過後依限報部。 

決議：照案通過增設「前瞻生物科技博士學位學程」及「醫學資通訊工程博

士學位學程」。 

第四案 提案單位：財務處 

案由：為提升校務基金資金運用效益，擬刪除「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管理

及監督辦法」第十條及修改「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投資要點」第一

點、第五點及第十二點，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如議程附件 11、12，提

請  討論。 

說明： 

一、本案業經 99學年度第 1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討論通過。 

二、依據「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十條，目前可投資

資金來源僅非指定用途之捐贈收入約陸仟萬元，以 99年 9月 21日校

務基金約柒拾陸億元計算，僅佔 0.78%，為充裕校務基金投資收益，

擬放寬校務基金投資限額。 

三、檢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國立成功大學校務

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國立成

功大學校務基金投資要點」(議程附件 13、14、15、16)。 

擬辦：討論通過後實施。 

決議：本案暫予擱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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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案                             提案單位：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 

案由： 因應本校「生物實驗安全委員會」業務移轉至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

心，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員會設置辦法」第

五條，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本校於 99 年 9 月 29 日第 695 次主管會報修正通過「國立成功大學生

物實驗安全委員會設置要點」，由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負責相關業

務，故擬修正原有「國立成功大學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員會設置辦

法」第五條。 

二、檢附下列資料供參： 

（一）「國立成功大學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員會設置辦法」條文修正對

照表（議程附件 17）。 

（二）「國立成功大學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員會設置辦法」原條文（議

程附件 18）。 

（三）「國立成功大學生物實驗安全委員會設置要點」（議程附件 19）。 

擬辦：「國立成功大學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員會設置辦法」討論通過後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國立成功大學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五條

修正案(附件2, p13)。 

第六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人事室 

案由：擬修訂本校教師升等辦法部分條文，提請  討論。  

說明： 

一、依教育部訪視意見、「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修訂。 

二、本次擬修訂原第二、三、六、六之1、七、八、九、十、十一條。新增

第八、九、十、十一條。其餘條次變更。詳如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議

程附件20）。 

三、本案經99年6月25日98學年度第8次校教評會討論通過。 

四、99年10月13日99學年度第1次校務發展委員會議，對原條文第八條（修

訂後第十三條），有維持條文不修訂之提議，會議決議：兩案並列（即

維持原條文或修正對照表之修正後條文）提校務會議，併請  討論。 

五、教育部訪視意見、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國立成功大學教

師升等辦法，如議程附件21，請參考。 

擬辦：通過後自 100學年度起實施。 

決議：修正通過「國立成功大學教師升等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案（附件 3,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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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案 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由：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建教合作計畫行政管理費及節餘款支用要點」第

一點、第二點及第三點，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本案業經 99.10.8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及 99.10.13校務發展委員會討論

通過。 

二、配合 99.6.23第 5次校務會議通過本校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修正，           

本要點訂定依據「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十五條」

業已刪除，擬依新訂「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辦法」

修正之。 

三、依據 99.10.13校務發展委員會討論建議，將本要點之第一點及第二點    

條文合併。 

四、依據國科會 99年 7月 30日臺會綜二字第 0990053951號函修正頒布「行                                                                                                                                                                                  

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經費處理原則」第二點 (四)及

(六)規定，現行管理費不得用作非執行期限內之開支，於計畫執行期

限內之開支需以單據報銷，其餘待計畫結案後轉為賸餘款，再依相關

規定辦理支用。擬明定「國科會管理費賸餘款」依本要點第三點規定

辦理授權支用。 

五、詳細修訂情形請參考「國立成功大學建教合作計畫行政管理費及節餘     

款支用要點」修正草案對照表（議程附件 22）。 

六、檢附「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辦法」及「行政院國    

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經費處理原則」（議程附件 23）。 

擬辦：本案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決議：修正通過「國立成功大學建教合作計畫行政管理費及節餘款支用要點」

第一點、第二點及第三點修正案（附件 4, p25）。 

第八案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由：國立成功大學校務會議議事規則第十一條修正草案，如後附件 24, p129，

提請  討論。 

說明： 

一、依 99年 6月 23日 98學年度第 5次校務會議附帶決議：「爾後校務會

議代表對本校辦法的修正意見，須先經由行政程序辦理，若相關單位

未適當處置，則可逕向校務會議提案。此議事修正由秘書室於下次校

務會議提出修正案」。 

二、按各單位或校務會議代表如對於本校現行法規有修正提議，因涉及業

務主管單位實際執行面是否具體可行，事前宜有多方意見參與及縝密

討論，以避免倉促修法影響法規適用之安定性。故對現行校務會議所

通過法規，各單位或校務會議代表如有修正提議，應先向業務主管單

位提出，使其有周延、審慎評估之機會，如未獲業務主管單位適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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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時，始得向校務會議提出議案，爰新增本校校務會議議事規則第十

一條第三項，以資明確。 

三、檢附國立成功大學校務會議議事規則第十一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擬辦：通過後實施。 

決議：本案暫予擱置。 

第九案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由：國立成功大學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要點第八點、第九點修

正草案（議程附件 25），提請 討論。 

說明： 

ㄧ、依「高級中等以上學校軍訓教官申訴處理作業規定」第 3點：專科以上

學校，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得設申評會或納入學校相關申訴評議委員會

評議該校軍訓教官申訴案件(議程附件 26)；另教育部 98.11.06訪視本

校全民國防教育暨校園安全亦建議要設置軍訓教官申訴評議委員會或

納入學校相關申訴評議委員會，辦理軍訓教官之申訴案件。 

二、經提本校 99年 7月 14日第 691次主管會報討論，決議：「本校軍訓教

官之申訴案件納入學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辦理」。 

三、為求受理軍訓教官申訴案件，在適用上有所依循，爰修正本校教師申

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要點。 

四、檢附國立成功大學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要點現行條文供參

（議程附件 27,）。 

擬辦：通過後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國立成功大學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要點」第八

點、第九點修正案（附件 5, p28） 

第十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擬修訂本校「講座設置要點」、「特聘教授設置要點」及「延聘國外傑

出學者作業要點」，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如議程附件 28，提請  討論。 

說明： 

ㄧ、依本校 99.8.13「召開校務基金支應原則運用暨原成大管監辦法屬支給

基準條文因應會議記錄」提案一之決議辦理。 

二、本修正草案業經 99.10.8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討論並於 99.10.13本校 99

學年度第一次校務發展委員會修正通過。 

擬辦：討論通過後實施。 

決議：通過本校「講座設置要點」、「特聘教授設置要點」及「延聘國外傑出

學者作業要點」修正案，修正條文經秘書室與中文系教授及會計室討

論後，修正如附件 6, p32。 

伍、臨時動議：無 

陸、散會：12時 37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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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國立成功大學 99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出(列)席名單 

時間：99年 10月 27日上午 9時 

地點：光復校區國際會議廳第 2演講室 

出席：黃煌煇 馮達旋 湯銘哲 徐畢卿（李劍如代） 陳景文 蘇慧貞 李偉賢 

黃吉川（蘇芳慶代）賴俊雄 王文霞（蔡幸娟代）吳密察（李承機代）

張高評  陳玉女  傅永貴 柯文峰 閔振發 談永頤 郭宗枋 張敏政 

侯平君 洪建中（林鼎晏代）  游保杉（張錦裕代） 張錦裕  朱銘祥 

陳進成 楊毓民（陳慧英代） 李振誥（徐國錦代） 黃啟原  陳引幹

洪敏雄（陳引幹代） 宋見春  廖德祿  卿文龍（廖德祿代） 趙儒民 

黃正能 蔡展榮  林素貞 朱 信 鄭金祥 胡潛濱（鄭金祥代） 陳天送  

劉大綱 曾永華 詹寶珠 陳 敬 郭淑美 王清正 曾盛豪（陳昭宇代） 

林峰田 鄭泰昇 葉光毅 周君瑞 張有恆  王泰裕  魏健宏  康信鴻 

潘浙楠  鄭至甫（潘浙楠代） 楊明宗  吳清在 林炳文（張少寧代） 

王憶卿（何漣漪代） 何漣漪  潘偉豐（蔡美玲代） 王靜枝  張哲豪 

黃溫雅 楊孔嘉 薛尊仁 吳俊明（張翠砡代） 劉清泉 何志欽 王富美 

徐康良  李劍如  陳廣明（蘇重泰代）  陳明輝  吳如容  李永祥  

黃信復（李琛驊代）李金駿（朱怡婷代）林德韋（潘怡雯代）吳芳葦 

汪祐豪（陳妍延代） 邱霈政（林鈺銘代） 林武翰  柯善耀 李耀德 

 

列席：楊明宗 邱正仁 楊瑞珍 謝文真（程碧梧代） 張丁財 李丁進 蕭世裕

謝錫堃（林輝煌代） 林仁輝  楊惠郎  顏鴻森  陳志勇（劉憶芬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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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國立成功大學 98學年度第 5次校務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表 

99年 10月 27日 
決議案摘要 承辦單位執行情形 

第一案 

案由：本校 100學年度申請增設、調整院、系、所及
學位學程案，提請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本校 100學年度申請增設、調整院、

系、所及學位學程案如下： 

一、「醫學工程研究所」增設「生物醫學工程學

系」，原「醫學工程研究所」整併為「生物

醫學工程學系」碩、博士班。 

二、「心理學系」與「認知科學研究所」系所合

一整併，整併後「心理學系」組織包含心理

學系大學部及認知科學碩士班。 
 

第二案 

案由：文學院擬修訂「國立成功大學華語中心設置辦
法」及「國立成功大學外語中心設置辦法」第 2、
3、4條條文，並修訂本校組織規程第 30條條
文，提請  討論。 

決議： 

一、照案通過「國立成功大學華語中心設置辦法」

及「國立成功大學外語中心設置辦法」修正

案。 

二、照案通過「國立成功大學組織規程」第 30

條修正案。 
 

第三案 

案由：教務處擬增設「教學發展中心」，擬訂定「國
立成功大學教學發展中心設置辦法」，並修訂
本校組織規程第 7、10及 30條條文，提請  討
論。 

決議： 

一、照案通過「國立成功大學教學發展中心設置

辦法」，增設「教學發展中心」。 

二、照案通過「教學資訊組」更名為「課務組」。 

三、照案通過本校組織規程第 7、10 及 30 條修

正案。 
 

 

教務處： 

於 99年 6月 30日以成大
教字第 0992000397號函
報部；並獲教育部 99年
9月 21日台高(ㄧ)字第
0990154041M號函核定
通過。 

 

 

 

 

 

 

 

文學院： 

照案辦理。 

研究發展處： 

本處企劃組已於 99年 8

月 18日成大研發字第
0994000478號函送教育
部修訂相關條文。 

 

 

 

 

 

 

教務處： 
依決議辦理。組織規程修
訂部份請研發處彙整報
部。 
研究發展處： 

本處企劃組已於 99年 8

月 18日成大研發字第
0994000478號函送教育
部修訂相關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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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案 

案由：研究總中心擬將本校技轉育成中心增設為研究
總中心所屬正式編制單位，擬訂定「國立成功
大學技轉育成中心設置辦法」，並修訂「國立
成功大學研究總中心設置辦法」部分條文及本
校組織規程第 10及 30條條文，提請  討論。 

決議： 

一、照案通過「國立成功大學技轉育成中心設

置辦法」，增設技轉育成中心為研究總中心

所屬正式編制單位。 

二、修正通過「國立成功大學研究總中心設置

辦法」修正案。 

三、照案通過「國立成功大學組織規程」第 10、

30條修正案。 
第五案 

案由：「國立成功大學組織規程」第 43 條修正草案，
提請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國立成功大學組織規程」第 43條修
正案。 

第六案 

案由：擬修訂「國立成功大學教職員宿舍配借及管理
委員會設置辦法」，並修訂「國立成功大學組
織規程」第 24條第 1項第 10款，提請  討論。 

決議： 

一、照案通過「國立成功大學教職員宿舍配借

及管理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案。 

二、照案通過「國立成功大學組織規程」第 24

條第 1項第 10款修正案。 
第七案 

案由：擬修訂「國立成功大學宿舍配借及管理辦法」，
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詳如附件，並廢止「國立
成功大學自強宿舍配借及管理辦法」、「國立
成功大學醫學院眷舍配借及管理辦法」，提請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國立成功大學宿舍配借及管理辦法」
修正案，並廢止「國立成功大學自強宿舍配借
及管理辦法」、「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眷舍配
借及管理辦法」。 

 

 

 

研究總中心： 

照案辦理。 

研究發展處： 

本處企劃組已於 99年 8

月 18日成大研發字第
0994000478號函送教育
部修訂相關條文。 

 

 

 

 

 

 

 

 

研究發展處： 

本處企劃組已於 99年 8

月 18日成大研發字第
0994000478號函送教育
部修訂相關條文。 

 

總務處： 

照案辦理。 
研究發展處： 

本處企劃組已於 99年 8

月 18日成大研發字第
0994000478號函送教育
部修訂相關條文。 

 

 

 

總務處： 

照案辦理，並業經教育部
99年 8月 3日台總(一)

字第 0990127116號函核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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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案 

案由：擬修訂「國立成功大學海外回國任教教師臨時

眷舍借住管理辦法」名稱及條文內容，修正草

案條文對照表詳如附件，提請  討論。 
決議：修正通過「國立成功大學國際學人短期多房間

職務宿舍配借及管理細則」修正案。 

第九案 

案由：修正本校教師聘任辦法第 14條、研究人員聘任
及升等辦法第 1、7、11條及研究人員聘約部分
條文，提請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本校「教師聘任辦法」第 14條修正案、
本校「研究人員聘任及升等辦法」第 1、7、11

條修正案及本校「研究人員聘約」部分條文修
正案。 

第十案 
案由：擬修訂本校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案，提請  

討論。 
決議： 

一、修正通過「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及

監督辦法」修正案及「國立成功大學自籌

收入收支管理辦法」。 

二、照案通過「國立成功大學人事費支應原

則」。 

 

 

總務處： 

照案辦理。 

 

 

 

 

教務處： 

依決議辦理。 

人事室： 

業以本室 99.7.5成大人
室（任）字第 438號函轉
各單位知照辦理，並刊登
本室網頁公告在案。 

 

 

財務處： 

本處業於 99年 7月 15

日以成大財務字第

0994300156號函報教育

部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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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國立成功大學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員會設置辦法」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原有條文 說   明 

第五條  本委員會任務如下： 

一、審議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

心擬訂之環境保護、輻射防

護、安全衛生、生物實驗安

全、管理政策及規章。 

二、審議環境保護、輻射防護、

安全衛生自主管理、生物實

驗安全、計畫與措施、提案

及管理績效考核。 

三、審議本校環境保護、輻射防

護、安全衛生、生物實驗安

全、教育訓練實施計畫。 

四、研議作業環境測定結果應採

取之對策。 

五、審議健康管理及健康促進事

項。 

六、審議各單位自動檢查及環安

衛稽核事項。 

七、審議機械、設備或原料、材

料危害之預防及補救措施。 

八、審議本校環境保護、輻射防

護、安全衛生、生物實驗安

全、各項災害調查及分析報

告。 

九、審議承攬業務安全衛生管理

事項。 

十、其他有關環境保護及安全衛

生事項。 

 

第五條  本委員會任務如下： 

一、審議環境保護暨安全衛

生中心擬訂之環境保

護、輻射防護、安全衛

生、管理政策及規章。 

二、審議環境保護、輻射防

護、安全衛生自主管理、

計畫與措施、提案及管理

績效考核。 

三、審議本校環境保護、輻

射防護、安全衛生、教育

訓練實施計畫。 

四、研議作業環境測定結果

應採取之對策。 

五、審議健康管理及健康促

進事項。 

六、審議各單位自動檢查及

環安衛稽核事項。 

七、審議機械、設備或原料、

材料危害之預防及補救

措施。 

八、審議本校環境保護、輻

射防護、安全衛生、各項

災害調查及分析報告。 

九、審議承攬業務安全衛生

管理事項。 

十、其他有關環境保護及安

全衛生事項。 

 

 

委員會之任務說

明： 

增加生物實驗安

全相關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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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員會設置辦法 

97年 12月 31日 97 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通過 

99年 10月 27日 99 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推動校園環境永續經營之目標，依環境保護及勞  工
安全衛生等相關法令規定，特設置本校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
會），並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委員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校長擔任，副主任委員一人由校長指定一位副校長擔任，
執行長一人由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中心主任擔任。 

第三條  本委員會之組成，由校長、副校長、總務長、研發長、財務長、各學院院長、環境保
護暨安全衛生中心中心主任、研究總中心中心主任為當然委員；聘任委員若干人，由
執行長遴選本校相關專長教師，簽請校長聘任之。聘任委員任期兩年，期滿得續聘。 

第四條  本委員會每三個月開會一次，會議由主任委員擔任主席，主任委員不克出席時，由副
主任委員代理，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第五條  本委員會任務如下： 

一、審議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擬訂之環境保護、輻射防護、安全衛生、生物實驗安

全、管理政策及規章。 

二、審議環境保護、輻射防護、安全衛生自主管理、生物實驗安全、計畫與措施、提案

及管理績效考核。 

三、審議本校環境保護、輻射防護、安全衛生、生物實驗安全、教育訓練實施計畫。 

四、研議作業環境測定結果應採取之對策。 

五、審議健康管理及健康促進事項。 

六、審議各單位自動檢查及環安衛稽核事項。 

七、審議機械、設備或原料、材料危害之預防及補救措施。 

八、審議本校環境保護、輻射防護、安全衛生、生物實驗安全、各項災害調查及分析報

告。 

九、審議承攬業務安全衛生管理事項。 

十、其他有關環境保護及安全衛生事項。 

 

第六條  本委員會開會時，得邀請有關人員列席。 

第七條  本委員會得視實際需要，設相關專業工作小組。 

第八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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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國立成功大學教師升等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後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修  訂  說  明 

第 一 條  本校為鼓勵教師認真教學與從事學術研究，特
參照本校組織規程第三十六條暨相關法令訂
定教師升等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凡本校
教師升等之申請、推薦與審查，除法令另有規
定者外，悉依本辦法辦理。 

第 一 條  本校為鼓勵教師認真教學與從事學術研究，特
參照本校組織規程第三十六條暨相關法令訂
定教師升等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凡本校
教師升等之申請、推薦與審查，除法令另有規
定者外，悉依本辦法辦理。 

＊同原條文。 
 

第 二 條  本校教師申請升等，應具備下列各款條件： 

一、申請升助理教授者須有任講師滿三年（含）
以上，申請升副教授者須有任助理教授滿
三年（含）以上，申請升教授者須有任副
教授滿三年（含）以上之服務年資；具有
本校教師聘任辦法中較高職級教師之條件
者，其服務年資得不受本項規定之限制。
如在專業研究上有特殊傑出表現，在不違
反教育部相關規定情形下，以個案經三級
教師評審委員會出席委員四分之三（含）
以上通過者，得受理其升等之申請。 

二、品德操守均佳且擔任現職期間，其教學、
研究、服務與輔導等成績優良。 

三、申請升助理教授者應有相當於博士論文水
準之著作並有獨立研究之能力；申請升副
教授者應在該學術領域內有持續性著作並
有具體之貢獻；申請升教授者應在該學術
領域內有獨特及持續性著作並有重要具體
之貢獻。 

四、中華民國 86年 3月 21日前已取得講師、
助教證書之現職人員，如繼續任職而未中
斷，得依修正生效前原升等辦法之規定，
送審較高等級教師資格。但審定程序，仍
應依本辦法規定辦理。 

第 二 條  本校教師申請升等，應具備下列各款條件： 

一、申請升助理教授者須有任講師滿三年（含）
以上，申請升副教授者須有任助理教授滿
三年（含）以上，申請升教授者須有任副
教授滿三年（含）以上之服務年資；具有
本校教師聘任辦法中較高職級教師之條件
者，其服務年資得不受本項規定之限制。
如在專業研究上有特殊傑出表現，在不違
反教育部相關規定情形下，以個案經三級
教師評審委員會出席委員四分之三（含）
以上通過者，得受理其升等之申請。 

二、品德操守均佳且擔任現職期間，其教學、
研究與服務等成績優良。 

三、申請升助理教授者應有相當於博士論文水
準之著作並有獨立研究之能力；申請升副
教授者應在該學術領域內有持續性著作並
有具體之貢獻；申請升教授者應在該學術
領域內有獨特及持續性著作並有重要具體
之貢獻。 

四、中華民國 86年 3月 21日前已取得講師、
助教證書之現職人員，如繼續任職而未中
斷，得依修正生效前原升等辦法之規定，
送審較高等級教師資格。但審定程序，仍
應依本辦法規定辦理。 

＊依「專科以上學校教
師資格審定辦法」規
定，將第二款之「服
務」修正為「服務與
輔導」。 

＊其他部分同原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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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條  擬升等教師所提著作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有申請人個人之原創性，且非以整理、增

刪、組合或編排他人著作而成之編著或其
他非學術性著作。 

二、於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及申請升等前
三年（由申請升等該年之七月底往前推
算）內出版公開發行之學術性專書，或在
國內外知名學術性或專業刊物發表（含具
正式審查程序，並得公開及利用之電子期
刊），或經前開刊物出具證明將定期發表
之著作，自選一篇為代表作，其屬系列之
相關研究者，得合併為代表作。代表作並
應非為曾以其為代表作送審者。 

於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及申請升等前五
年（由申請升等該年之七月底往前推算）
內出版之著作，包括在國內外具有正式審
查程序研討會發表且集結成冊公開發行
（含以光碟發行）之學術會議論文，自選
至多五篇（代表作除外）列為參考作。 

但申請升等教師自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
及申請升等前五年內曾懷孕或生產者，得
申請以其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及申
請升等前五年內之著作為代表作，七年內
之著作為參考作。 

三、已發表或出版之學術性著作列表附送。 
四、代表作如係二人以上合著者，僅得由其中

一人送審；送審時，申請升等教師以外他

人須放棄以該著作作為代表著作送審之

權利。申請升等教師應附送其對該著作之

貢獻說明書，具體說明其參與部分，並由

合著人簽章證明之。但申請升等教師如 

為中央研究院院士，免繳交合著人簽章證

明；如為第一作者或為通信（訊）作者，

免繳交其國外合著人簽章證明部分。 

第 三 條    擬升等教師所提著作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在國內外知名學術性刊物發表或已為接

受且出具證明將定期發表，或經出版公
開發行之學術性著作。自選一篇於申請
升等前三年內出版者為代表作，其具有
連貫性者得合併為一代表作。 

自選至多五篇（代表作除外）於擔任現職或
五年內出版者列為參考作。 

二、已發表或出版之學術性著作列表附送。 
三、代表作如係二人以上合著者，申請升等

教師應附送其對該著作之貢獻說明書。 
 

＊參酌教育部「專科以
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
辦法」第 11條修正，
作較詳細規範。並增
加「曾懷孕或生產者」
得放寬著作年限之規
定。 

 

 
 
 
 
 
 
 
 
 
 
 
 
 
 
 
＊同原條文。 
＊參酌教育部「專科以
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
辦法」第 13條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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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條  服務年資之計算，應以教育部所頒現職證書內
記載之起資年月推算至該年之 7月底；無現職
證書者不得申請升等，專任教師經核准全時進
修、研究者，於升等時，其全時進修、研究年
資最多採計一年。對服務年資有疑義時由人事
室解釋。 

第 四 條  服務年資之計算，應以教育部所頒現職證書內
記載之起資年月推算至該年之 7月底；無現職
證書者不得申請升等，專任教師經核准全時進
修、研究者，於升等時，其全時進修、研究年
資最多採計一年。對服務年資有疑義時由人事
室解釋。 

＊同原條文。 
 

第 五 條  教師升等之審查程序，初審由各系（所）教師
評審委員會辦理，複審由各學院教師評審委員
會辦理。複審通過後始得向校教師評審委員會
推薦。 

第 五 條  教師升等之審查程序，初審由各系（所）教師
評審委員會辦理，複審由各學院教師評審委員
會辦理。複審通過後始得向校教師評審委員會
推薦。 

＊同原條文。 
 

第 六 條  擬升等教師所提著作送請校外專家四人審
查，其審查結果作為教師評審委員會辦理審查
升等時評定研究成績之參考。「教師著作審查
意見表」參照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著作
審查意見表」格式。 

第 六 條  擬升等教師所提著作送請校外專家三人審
查，其審查結果作為教師評審委員會辦理審查
升等時評定研究成績之參考。「教師著作審查
意見表」參照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著作
審查意見表」格式。 

＊依教育部訪視意見修
正送外審之人數為四
人。 

 

第 七 條  校教評會辦理審查時，其教學、服務與輔導成
績業經系、院教評會評定及格者，其研究成績
依著作外審結果審查之，其著作外審審查結
果，有三位審查委員給予及格者，除有改變外
審結果之事實外，予以通過。 

          著作外審成績滿分為 100分，擬升等講師、助
理教授者，以 70分為及格，未達 70分者為不
及格；擬升等副教授者，以 75 分為及格，未
達 75分者為不及格；擬升等教授者，以 80分
為及格，未達 80分者為不及格。 

第六條之 1 校教評會辦理審查時，其教學、服務與輔導成
績業經系、院教評會評定及格者，其研究成
績依著作外審結果審查之，其著作外審審查
結果，有二位審查人給予及格者，除有改變
外審結果之事實外，予以通過。 

           著作外審成績滿分為 100 分，擬升等講師、
助理教授者，以 70 分為及格，未達 70 分者
為不及格；擬升等副教授者，以 75分為及格，
未達 75分者為不及格；擬升等教授者，以 80
分為及格，未達 80分者為不及格。 

＊條次變更。 
＊配合第六條修正，原
「有二位審查人給予
及格者…」，修正為
「有三位審查委員給
予及格者…」。 

第 八 條  著作外審審查委員以具有教育部審定之教授
及中央研究院研究員資格者為原則。若無適當
之教授或研究員人選，對於送審副教授以下資
格案，可以具有教育部審定之副教授、助理教
授及中央研究院副研究員、助理研究員資格者
擔任之，但不得低階高審。 

 ＊新增條文。 
＊規範著作外審委員之
資格。 

第 九 條  審查委員之遴選，應配合申請人之學術專長，
如申請人送審著作跨不同學術專長領域，則以
代表著作之專長領域為主要考量依據。 
審查委員之遴選為顧及公平性與平衡性，依下
列原則辦理： 

 ＊新增條文。 
＊規範著作外審委員之
遴選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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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請人之研究指導教授，應迴避審查。 
二、申請人代表著作之合著人或共同研究人，

應迴避審查。 
三、與申請人有親屬關係者，應迴避審查。 
四、同一案件之審查委員避免均由同一學校或

機構之人員擔任。 
第 十 條  評審過程及審查委員之評審意見，除依規定提

供教師申訴受理機關及其他救濟機關外，應予
保密，以維持評審之公正性。 
申請人或經由他人有請託、關說、利誘、威脅
或其他干擾審查委員或審查程序情節嚴重
者，應即停止其升等審查程序，並通知申請
人，自通知日起二年內不受理其升等之申請。 

 ＊新增條文。參酌教育
部「專科以上學校教
師資格審定辦法」第
33條增訂。 

第十一條  初、複審決議後，未獲升等通過之申請人得向
系（所）、院申請提供外審審查意見供其參閱。
各系（所）、院提供之內容應另行打字為之，
且對審查委員之身分應予保密。 

 ＊新增條文。 
＊規範未通過升等之申
請人得申請參閱外審
意見。 

第十二條 初審辦法由各系（所）制定，經院長提經校教
師評審委員會核備後施行；複審辦法由各院制
定，並提報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核備後施行，
修正時亦同。 
各系（所）、院應於初審、複審辦法中訂定教學、
研究、服務與輔導之評審基準和所佔之權重、
及升等審查通過之標準。如有更嚴格之規定
者，從其規定。 
初審與複審均應就申請人之品德操守及自取得
現職職位後之教學、研究、服務與輔導等之實
際情形審慎考評，其所佔比率以教學（40％）、
研究（40％）、服務與輔導（20％）為原則。 

第 七 條  初審辦法由各系（所）制定，經院長提經校教
師評審委員會鑑核後施行；複審辦法由各院制
定，並提報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鑑核後施行，
修正時亦同。 
各系（所）、院應於初審、複審辦法中訂定審
查通過之標準。如有更嚴格之規定者，從其規
定。 
初審與複審均應就申請人之品德操守及自取
得現職職位後之教學、研究、服務與輔導等之
實際情形審慎考評，其所佔比率以教學（40
％）、研究（40％）、服務與輔導（20％）為原
則。 

＊條次變更。 
＊依本校組織規程第三
十六條文字修正。 

 
＊規範系（所）、院應訂
教學、研究、服務與
輔導之評審基準和所
佔之權重。 

第十三條  各系（所）每年可推薦升等之各級教師人數，
以該系（所）各級專任教師人數（升等以前）
之五分之一或已達升等年資之各級專任教師
人數之三分之一為原則（小數遞進為整數）。
但助理教授、講師（85年 8月 1日以後新聘者）
不在此限。對各級專任教師人數有疑義時，由
人事室解釋。 

第 八 條  各系（所）每年可推薦升等之各級教師人數之
上限為該系（所）各級專任教師人數（升等以
前）之五分之一（小數遞進為整數）或已達升
等年資之各級專任教師人數之三分之一（小數
遞進為整數）為原則，助理教授、講師（85
年 8月 1日以後新聘者）不在此限，對各級專
任教師人數有疑義時由人事室解釋。 

＊條次變更。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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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條  教師升等經各院複審通過後，由系（所）主任
及院長詳簽「教師升等系(所)教評會考評表」
連同「升等著作審查意見表」與升等著作以及
初複審有關資料等向教務處提出。教務處彙整
後提校教師評審委員會，經討論通過後，補發
新職級聘書及薪資（年資起算日期依教育部核
定日期辦理），並依規定檢件由人事室報請教
育部備查及核發教師證書。 

第 九 條  教師升等經各院複審通過後，由系（所）主任
及院長詳簽「教師升等系(所)教評會考評表」
連同「升等著作審查意見表」與升等著作以及
初複審有關資料等向教務處提出。教務處彙整
後提校教師評審委員會，經討論通過後，補發
新職級聘書及薪資（年資起算日期依教育部核
定日期辦理），並依規定檢件由人事室報請教
育部備查及核發教師證書。 

＊條次變更，內容同原
條文。 

 

第十五條  教師升等各程序預定時間如下： 
………（詳見表後） 

第 十 條  教師升等各程序預定時間如下： 
………（詳見表後） 

＊條次變更。 
＊第一款文字修正。 
＊刪除第二款。 

第十六條  非屬學院之系（所）、體育室及一級中心（處、
館）之教師升等，其初審比照系（所）辦理；
複審除微奈米科技研究中心、計算機與網路中
心分別由工學院、電機資訊學院教師評審委員
會辦理外，餘由非屬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辦
理。 

第十一條  非屬學院之系（所）、室、中心、館之教師升
等，其初審與複審比照系（所）院辦理；計算
機與網路中心之教師升等，其初審比照系（所）
辦理，複審由工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辦理。 

＊條次變更。 
＊配合學校組織架構變
更，載明新增非屬學
院之一級單位教師升
等，院級教評會之權
責歸屬。並修正計算
機與網路中心院級教
評會之歸屬。 

第十七條  申請人對初審結果有疑義時，得向院教師評審
委員會提出書面申復；申請人對複審結果有疑
義時，得向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提出書面申復，
其辦法另定之。 

第十二條  申請人對初審結果有疑義時，得向院教師評審
委員會提出書面申復；申請人對複審結果有疑
義時，得向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提出書面申復，
其辦法另定之。 

＊條次變更，內容同原
條文。 

第十八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
教師資格審定辦法」及相關法規規定辦理。 

第十三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
教師資格審定辦法」及相關法規規定辦理。 

＊條次變更，內容同原
條文。 

第十九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第十四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條次變更，內容同原
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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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條文 
第十五條    教師升等各程序預定時間如下： 

一、一般教師預訂時間表： 

各院應依作業

所需時間自行

訂定各系所向

院提出之時限 

各系所應依據

各院之規定自

行訂定初審時

間 

8月底以前 
11月 15日 

以        前 
11月底以前 

12月 15日 

以        前 

各院向教務處

提出著作外審

資料 

校完成著作外

審 

1.各院完成複

審 

2.向教務處提

出 

校教師評審 

委員會審議 

二、85年 8月 1日以後新聘助理教授、講師於到職滿五年尚未通過升等者，可於第六年（含）以後另適用下列預訂時間表： 

各院應依作業

所需時間自行

訂定各系所向

院提出之時限 

各系所應依據

各院之規定自

行訂定初審時

間 

2月底以前 
5月 15日 

以      前 
5月底以前 

6月 15日 

以      前 

各院向教務處

提出著作外審

資料 

校完成著作外

審 

1.各院完成複

審 

2.向教務處提

出 

校教師評審 

委員會審議 

三、以博士學位申請升等講師、助理教授者，亦得適用第二款預訂時間表，辦理升等。 
 
現行條文 
第 十 條    教師升等各程序預定時間如下： 

一、院不辦理外審預訂時間表： 

各院應依作業
所需時間自行
訂定各系所向
院提出之時限 
各系所應依據
各院之規定自
行訂定初審時
間 

8月底以前 
11月 15日 

以        前 
11月底以前 

12月 15日 

以        前 

各院向教務處

提出著作外審

資料 

校完成著作外

審 

1.各院完成複

審 

2.向教務處提

出 

校教師評審 

委員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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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院辦理外審預訂時間表： 

7 月底以前(若有必

要各單位可自行規

定) 

9月底以前 12月 15日以前 

申請人向系所提出 院完成複審並向教務處提

出 
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三、85年 8月 1日以後新聘助理教授、講師於到職滿五年尚未通過升等者，可於第六年（含）以後另適用下列預訂時間表： 
各院應依作業

所需時間自行

訂定各系所向

院提出之時限 

各系所應依據

各院之規定自

行訂定初審時

間 

2月底以前 
5月 15日 

以      前 
5月底以前 

6月 15日 

以      前 

各院向教務處

提出著作外審

資料 

校完成著作外

審 

1.各院完成複

審 

2.向教務處提

出 

校教師評審 

委員會審議 

四、以博士學位申請升等講師、助理教授者，亦得適用第三款預訂時間表，辦理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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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教師升等辦法 
7年 711月 16日 77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0年 03月 27日 79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1年 10月 07日 81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4年 11月 15日 84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6年 06月 11日 85學年度第 5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7年 01月 14日 86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7年 10月 21日 87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8年 03月 17日 87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8年 06月 09日 87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0年 06月 06日 89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1年 03月 20日 90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2年 06月 11日 91學年度第 5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3年 10月 20日 93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3年 12月 08日 93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4年 12月 28日 94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6年 07月 05日 95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延會修正通過 
97年 12月 31日 97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8年 06月 24日 97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9年 10月 27日 99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 一 條    本校為鼓勵教師認真教學與從事學術研究，特參照本校組織規程第三十六條暨相關法
令訂定教師升等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凡本校教師升等之申請、推薦與審查，除
法令另有規定者外，悉依本辦法辦理。 

第 二 條    本校教師申請升等，應具備下列各款條件： 

一、申請升助理教授者須有任講師滿三年（含）以上，申請升副教授者須有任助理教
授滿三年（含）以上，申請升教授者須有任副教授滿三年（含）以上之服務年
資；具有本校教師聘任辦法中較高職級教師之條件者，其服務年資得不受本項

規定之限制。如在專業研究上有特殊傑出表現，在不違反教育部相關規定情形
下，以個案經三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出席委員四分之三（含）以上通過者，得受
理其升等之申請。 

二、品德操守均佳且擔任現職期間，其教學、研究、服務與輔導等成績優良。 

三、申請升助理教授者應有相當於博士論文水準之著作並有獨立研究之能力；申請升
副教授者應在該學術領域內有持續性著作並有具體之貢獻；申請升教授者應在
該學術領域內有獨特及持續性著作並有重要具體之貢獻。 

四、中華民國 86年 3月 21日前已取得講師、助教證書之現職人員，如繼續任職而未
中斷，得依修正生效前原升等辦法之規定，送審較高等級教師資格。但審定程
序，仍應依本辦法規定辦理。 

第 三 條    擬升等教師所提著作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有申請人個人之原創性，且非以整理、增刪、組合或編排他人著作而成之編著或

其他非學術性著作。 
二、於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及申請升等前三年（由申請升等該年之七月底往前推

算）內出版公開發行之學術性專書，或在國內外知名學術性或專業刊物發表（含
具正式審查程序，並得公開及利用之電子期刊），或經前開刊物出具證明將定期
發表之著作，自選一篇為代表作，其屬系列之相關研究者，得合併為代表作。
代表作並應非為曾以其為代表作送審者。 

於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及申請升等前五年（由申請升等該年之七月底往前推算）
內出版之著作，包括在國內外具有正式審查程序研討會發表且集結成冊公開發
行（含以光碟發行）之學術會議論文，自選至多五篇（代表作除外）列為參考
作。 

但申請升等教師自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及申請升等前五年內曾懷孕或生產者，得

申請以其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及申請升等前五年內之著作為代表作，七年
內之著作為參考作。 

三、已發表或出版之學術性著作列表附送。 
四、代表作如係二人以上合著者，僅得由其中一人送審；送審時，申請升等教師以外

他人須放棄以該著作作為代表著作送審之權利。申請升等教師應附送其對該著
作之貢獻說明書，具體說明其參與部分，並由合著人簽章證明之。但申請升等
教師如為中央研究院院士，免繳交合著人簽章證明；如為第一作者或為通信（訊）
作者，免繳交其國外合著人簽章證明部分。 

第 四 條    服務年資之計算，應以教育部所頒現職證書內記載之起資年月推算至該年之 7月底；
無現職證書者不得申請升等，專任教師經核准全時進修、研究者，於升等時，其全時
進修、研究年資最多採計一年。對服務年資有疑義時由人事室解釋。 

第 五 條    教師升等之審查程序，初審由各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辦理，複審由各學院教師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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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委員會辦理。複審通過後始得向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推薦。 
第 六 條    擬升等教師所提著作送請校外專家四人審查，其審查結果作為教師評審委員會辦理審

查升等時評定研究成績之參考。「教師著作審查意見表」參照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
教師著作審查意見表」格式。 

第 七 條    校教評會辦理審查時，其教學、服務與輔導成績業經系、院教評會評定及格者，其研
究成績依著作外審結果審查之，其著作外審審查結果，有三位審查委員給予及格者，
除有改變外審結果之事實外，予以通過。 

         著作外審成績滿分為 100分，擬升等講師、助理教授者，以 70 分為及格，未達 70分
者為不及格；擬升等副教授者，以 75分為及格，未達 75分者為不及格；擬升等教授
者，以 80分為及格，未達 80分者為不及格。 

第 八 條   著作外審審查委員以具有教育部審定之教授及中央研究院研究員資格者為原則。若無
適當之教授或研究員人選，對於送審副教授以下資格案，可以具有教育部審定之副教
授、助理教授及中央研究院副研究員、助理研究員資格者擔任之，但不得低階高審。 

第 九 條    審查委員之遴選，應配合申請人之學術專長，如申請人送審著作跨不同學術專長領
域，則以代表著作之專長領域為主要考量依據。 
審查委員之遴選為顧及公平性與平衡性，依下列原則辦理： 
一、申請人之研究指導教授，應迴避審查。 
二、申請人代表著作之合著人或共同研究人，應迴避審查。 
三、與申請人有親屬關係者，應迴避審查。 
四、同一案件之審查委員避免均由同一學校或機構之人員擔任。 

第 十 條    評審過程及審查委員之評審意見，除依規定提供教師申訴受理機關及其他救濟機關
外，應予保密，以維持評審之公正性。 
申請人或經由他人有請託、關說、利誘、威脅或其他干擾審查委員或審查程序情節嚴
重者，應即停止其升等審查程序，並通知申請人，自通知日起二年內不受理其升等之
申請。 

第十一條    初、複審決議後，未獲升等通過之申請人得向系（所）、院申請提供外審審查意見供
其參閱。各系（所）、院提供之內容應另行打字為之，且對審查委員之身分應予保密。 

第十二條    初審辦法由各系（所）制定，經院長提經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核備後施行；複審辦法由
各院制定，並提報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核備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各系（所）、院應於初審、複審辦法中訂定教學、研究、服務與輔導之評審基準和所
佔之權重、及升等審查通過之標準。如有更嚴格之規定者，從其規定。 
初審與複審均應就申請人之品德操守及自取得現職職位後之教學、研究、服務與輔導
等之實際情形審慎考評，其所佔比率以教學（40％）、研究（40％）、服務與輔導（20
％）為原則。 

第十三條    各系（所）每年可推薦升等之各級教師人數，以該系（所）各級專任教師人數（升等
以前）之五分之一或已達升等年資之各級專任教師人數之三分之一為原則（小數遞進
為整數）。但助理教授、講師（85年 8 月 1日以後新聘者）不在此限。對各級專任教
師人數有疑義時，由人事室解釋。 

第十四條    教師升等經各院複審通過後，由系（所）主任及院長詳簽「教師升等系(所)教評會考
評表」連同「升等著作審查意見表」與升等著作以及初複審有關資料等向教務處提出。
教務處彙整後提校教師評審委員會，經討論通過後，補發新職級聘書及薪資（年資起
算日期依教育部核定日期辦理），並依規定檢件由人事室報請教育部備查及核發教師
證書。 

第十五條    教師升等各程序預定時間如下： 

一、一般教師預訂時間表： 

各院應依作業所

需時間自行訂定

各系所向院提出

之時限 

各系所應依據各

院之規定自行訂

定初審時間 

8 月底以前 
11月 15日 

以        前 
11月底以前 

12月 15日 

以        前 

各院向教務處提

出著作外審資料 
校完成著作外審 

1.各院完成複審 

2.向教務處提出 

校教師評審 

委員會審議 

二、85 年 8 月 1 日以後新聘助理教授、講師於到職滿五年尚未通過升等者，可於第
六年（含）以後另適用下列預訂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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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院應依作業所

需時間自行訂定

各系所向院提出

之時限 

各系所應依據各

院之規定自行訂

定初審時間 

2 月底以前 
5月 15日 

以      前 
5月底以前 

6月 15日 

以      前 

各院向教務處提

出著作外審資料 
校完成著作外審 

1.各院完成複審 

2.向教務處提出 

校教師評審 

委員會審議 

三、以博士學位申請升等講師、助理教授者，亦得適用第二款預訂時間表，辦理升等。 

第十六條    非屬學院之系（所）、體育室及一級中心（處、館）之教師升等，其初審比照系（所）
辦理；複審除微奈米科技研究中心、計算機與網路中心分別由工學院、電機資訊學院
教師評審委員會辦理外，餘由非屬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辦理。 

第十七條    申請人對初審結果有疑義時，得向院教師評審委員會提出書面申復；申請人對複審結
果有疑義時，得向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提出書面申復，其辦法另定之。 

第十八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及相關法規規定辦
理。 

第十九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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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國立成功大學建教合作計畫行政管理費及節餘款支用要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為有效運用本校建教合作計畫行

政管理費及節餘款，以支援各單位之

教學及研究發展，特依據「國立成功

大學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辦

法」第十二條訂定「國立成功大學建

教合作計畫行政管理費及節餘款支用

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一、依據「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管理

及監督辦法」第十五條規定，特訂定本

要點。 

原依據之「國立成功大學校

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

十五條業已刪除，爰配合新

修正「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

金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辦法」

修正之。 

二、為支援本校各單位之教學及研究發

展，授權各單位得依本要點規定之上限

動支行政管理費及節餘款。 

依據 99.10.13 校務發展委

員會討論建議，將本要點之

第一點及第二點條文合併。 

二、各建教合作計畫案管理費先扣除

10﹪作為圖書館書刊經費後，依下列

規定辦理授權支用： 

（一）專題研究案： 

1.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管理費及賸

餘款以原收入之經費為計算基準。支

用比率為校：56%，各學院及系所（研

究總中心及研究中心）：34％。其分

配比例由各學院及系所（研究總中心

及研究中心）透過適當會議協商訂定。 

2. 政府機關及公民營機構委託之專

題研究計畫：支用比率為校：52.9%，

院或研究總中心：5.3%，系所或研究

中心：31.8%。 

（二）服務性試驗及調查案： 

1.內業：支用比率為校：81% 

，院或研究總中心：9%。 

2.外業：支用比率為校：81.8% 

，院或研究總中心：8.2%。 

3.若以計畫書簽約之委託案：支用方

式比照政府機關及公民營機構委託之

專題研究計畫辦理。 

（三）人員交流訓練案： 

1.內業支用比率為 

校：66.7%，院：3.3%，系所或研究

中心：20%； 

2. 外業支用比率為 

校：39.1%，院：3.9%，系所或研究

中心：47%。 

三、各建教合作計畫案管理費先扣除 10

﹪作為圖書館書刊經費後，依下列規定

辦理授權支用： 

（一）專題研究案： 

1.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支用比率為

校：56%，各學院及系所（研究總中心

及研究中心）：34％。其分配比例由各

學院及系所（研究總中心及研究中心）

透過適當會議協商訂定。 

2. 政府機關及公民營機構委託之專題

研究計畫：支用比率為校：52.9%，院

或研究總中心：5.3%，系所或研究中

心：31.8%。 

（二）服務性試驗及調查案： 

1.內業：支用比率為校：81% 

，院或研究總中心：9%。 

2.外業：支用比率為校：81.8% 

，院或研究總中心：8.2%。 

3.若以計畫書簽約之委託案：支用方式

比照政府機關及公民營機構委託之專

題研究計畫辦理。 

（三）人員交流訓練案： 

1.內業支用比率為 

校：66.7%，院：3.3%，系所或研究中

心：20%； 

2. 外業支用比率為 

校：39.1%，院：3.9%，系所或研究中

心：47%。 

一、 條次調整。 

二、 依據國科會 99 年 7

月 30 日臺會綜二字

第 0990053951 號函

修正頒布「行政院國

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

題研究計畫經費處理

原則」第二點(四)及

(六)規定，現行管理

費不得用作非執行期

限內之開支，於計畫

執行期限內之開支需

以單據報銷，其餘待

計畫結案後轉為賸餘

款，再依相關規定辦

理支用，爰配合修正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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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建教合作案方式舉辦之學術研

討會：比照政府機關及公民營機構委

託之專題研究計畫辦理。 

四、以建教合作案方式舉辦之學術研討

會：比照政府機關及公民營機構委託之

專題研究計畫辦理。 

條次調整。 

四、各建教合作計畫案執行結案後節

餘款之授權支用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經校長核准降低管理費標準之

計畫案執行結束時，如有節餘款，應

先行補足應行編列之管理費，再依以

下原則分配節餘款。 

（二）凡計畫案已據委辦機關或校內

規定編列管理費且節餘款新台幣（以

下同）10,000元以下者，該計畫結案

後之節餘款全數歸校方統籌運用；節

餘款大於 10,000元者， 70％授權主

持人使用，其餘依校（10/17）、院或

研究總中心（1/17）、系所或研究中心

（6/17）分配。 

（三）節餘款由計畫主持人繼續使用

之部分，在年度結束時如仍有剩餘，

得併入下年度再使用。計畫主持人離

職或退休，其節餘款之餘額，依校

（10/17）、院或研究總中心（1/17）、

系所或研究中心（6/17）分配。但有

特珠情形，經計畫主持人於離職或退

休生效日前專案簽准者，不在此限。 

（四）由研發處依規定辦理計畫節餘

款之分配，經研發長核准後，由會計

室依各單位、計畫主持人單獨設帳管

理。動支時依校內相關規定及行政程

序辦理。 

五、各建教合作計畫案執行結案後節餘

款之授權支用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經校長核准降低管理費標準之計

畫案執行結束時，如有節餘款，應先行

補足應行編列之管理費，再依以下原則

分配節餘款。 

（二）凡計畫案已據委辦機關或校內規

定編列管理費且節餘款新台幣（以下

同）10,000元以下者，該計畫結案後之

節餘款全數歸校方統籌運用；節餘款大

於 10,000元者， 70％授權主持人使

用，其餘依校（10/17）、院或研究總中

心（1/17）、系所或研究中心（6/17）

分配。 

（三）節餘款由計畫主持人繼續使用之

部分，在年度結束時如仍有剩餘，得併

入下年度再使用。計畫主持人離職或退

休，其節餘款之餘額，依校（10/17）、

院或研究總中心（1/17）、系所或研究

中心（6/17）分配。但有特珠情形，經

計畫主持人於離職或退休生效日前專

案簽准者，不在此限。 

（四）由研發處依規定辦理計畫節餘款

之分配，經研發長核准後，由會計室依

各單位、計畫主持人單獨設帳管理。動

支時依校內相關規定及行政程序辦理。 

條次調整。 

五、本要點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及

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六、本要點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及校

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條次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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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建教合作計畫行政管理費及節餘款支用要點 

                              第 143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0.09.26 
                                        92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研究發展會議修正通過 92.12.31 
                                        92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研究發展會議修正通過 93.06.02 

93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研究發展會議修正通過 94.06.13 
98學年度第 3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 99.01.21 
98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延會修正通過 99.04.28 
98學年度第 5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 99.05.1 
99學年度第 1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 99.10.08 
99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9.10.27 

一、為有效運用本校建教合作計畫行政管理費及節餘款，以支援各單位之教學及研究發展，特依據

「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辦法」第十二條訂定「國立成功大學建教合作計畫

行政管理費及節餘款支用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各建教合作計畫案管理費先扣除 10﹪作為圖書館書刊經費後，依下列規定辦理授權支用： 

（一）專題研究案： 

１．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管理費及賸餘款以原收入之經費為計算基準。支用比率為校：

56%，各學院及系所（研究總中心及研究中心）：34％。其分配比例由各學院及系所

（研究總中心及研究中心）透過適當會議協商訂定。 

２．政府機關及公民營機構委託之專題研究計畫：支用比率為校：52.9%，院或研究總中

心：5.3%，系所或研究中心：31.8%。 

（二）服務性試驗及調查案： 

１．內業：支用比率為校：81%，院或研究總中心：9%。 

２．外業：支用比率為校：81.8%，院或研究總中心：8.2%。 

３．若以計畫書簽約之委託案：支用方式比照政府機關及公民營機構委託之專題研究計

畫辦理。 

（三）人員交流訓練案： 

１．內業支用比率為校：66.7%，院：3.3%，系所或研究中心：20%； 

２．外業支用比率為校：39.1%，院：3.9%，系所或研究中心：47%。 

三、以建教合作案方式舉辦之學術研討會：比照政府機關及公民營機構委託之專題研究計畫辦理。 

四、各建教合作計畫案執行結案後節餘款之授權支用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經校長核准降低管理費標準之計畫案執行結束時，如有節餘款，應先行補足應行編列之管理

費，再依以下原則分配節餘款。 

（二）凡計畫案已據委辦機關或校內規定編列管理費且節餘款新台幣（以下同）10,000元以下者，

該計畫結案後之節餘款全數歸校方統籌運用；節餘款大於 10,000元者， 70％授權主持人使

用，其餘依校（10/17）、院或研究總中心（1/17）、系所或研究中心（6/17）分配。 

（三）節餘款由計畫主持人繼續使用之部分，在年度結束時如仍有剩餘，得併入下年度再使用。計

畫主持人離職或退休，其節餘款之餘額，依校（10/17）、院或研究總中心（1/17）、系所或

研究中心（6/17）分配。但有特珠情形，經計畫主持人於離職或退休生效日前專案簽准者，

不在此限。 

（四）由研發處依規定辦理計畫節餘款之分配，經研發長核准後，由會計室依各單位、計畫主持人

單獨設帳管理。動支時依校內相關規定及行政程序辦理。 

五、本要點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及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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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國立成功大學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要點第八點、第九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八、本校軍訓教官申訴

案件，準用本要點

規定。如有未盡事

宜，得參酌教育部

高級中等以上學校

軍訓教官申訴處理

作業規定辦理。 

 一、本點係新增。 

二、依本校 99.7.14第 691次主

管會報決議：「本校軍訓教

官之申訴案件納入學校教

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辦

理。」，為求受理軍訓教官

申訴案件，在適用上有所依

循，爰增訂之。 

三、軍訓教官與教師在屬性仍有

所差異，為求個案在適用上

更具彈性與周延，爰增訂得

參酌教育部高級中等以上

學校軍訓教官申訴處理作

業規定，並以兼顧軍訓教官 

權益保障。 

九、本要點經校務會議

通過後實施，修正

時亦同。 

八、本要點經校務會

議通過後實施，

修訂時亦同。 

一、點次依序調整。 

二、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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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要點 

86.03.05八十五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6.04.16八十五學年度第四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6.10.22八十六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奉教育部 86.11.6台（86）申字第 86129000號函核定 
94.04.27九十三學年度第四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奉教育部 94.5.5台申字第 0940060528號書函核定 
94.12.28九十四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5.3.15九十四學年度第四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9.10.27九十九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目的：本校為確保學校對教師措施之合法性與合理性，促進校園和諧，依據教育部「教師申訴

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準則」及本校組織規程第廿四條之規定，設置本校教師申訴評議

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二、組織： 

（一）本會由下列人員(1)教授代表十人(2)法律學者一人(3)教育學者一人(4)學校行政人員一

人(5)本校教師會代表一人(6)社會公正人士一人共計十五人組成。其中未兼行政職務之

教師不得少於總額三分之二，且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 

因申訴案件之性質，本會得邀請有關之專家列席，以備諮詢。 

（二）本會委員為無給職。教授代表由各院院務會議先就該院未兼行政職之專任教授中推薦二

位（男女性各一人為原則），由校務會議推選之（性別條件優先滿足、各學院保障名額各

一人）；教師會代表一人由本校教師會推薦之；其他委員由校長遴選（任一性別委員各一

至二人）並經校務會議同意後聘請之。各委員之任期二年（至新學年之代表產生為止），

連選得連任之。 

前項委員因故出缺時，繼任委員之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止。 

（三）本會每學年度第一次會議由校長或其指定之人員召集之，以後則由選出之主席召集之。

主席由委員互選之，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 

前項主席因故不能主持會議時，由其指定委員一人代理主席。 

（四）本會開會應有委員二分之一以上親自出席；除評議之決議，應經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

同意外，其餘事項之決議，以出席委員過半數行之。評議之決定以無記名投票表決方式為

之，其評議經過及個別委員意見應對外嚴守秘密。表決結果應載明於當次會議紀錄；表決

票應當場封緘，經會議主席及委員推選之監票委員簽名，由本會妥當保存。 

廻避之委員不計入出席委員人數。 

前項會議經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書面請求，召集人應於二十日內召集之。 

（五）申訴人於案件開始評議前，得列舉其原因事實申請委員迴避，此項申請由本會決議之。

委員對申訴案件有利害關係者，應自行迴避。 

委員評議程序中，除經本會決議外，不得與當事人、代表利益之人或利害關係人為程序

外之接觸。 

（六）本會之經費由本校編列專款支應，工作人員由本校調配之。 

三、申訴要件： 

本校專任教師對本校有關其個人之措施，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益者，得提出申訴。 

前項申訴，依法得提起訴願或訴訟者，亦得於各該法定期間內提起之。 

四、申訴及處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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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校教師不服本校有關其個人權益之措施者，得向本會申訴，不服本會之評議者，得向

中央主管機關申評會提起再申訴。 

（二）教師申訴應於收受或知悉措施之次日起三十日內以書面為之。 

（三）申訴書應記載申訴人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明文件號碼、服務單位及職稱、住居所、

收受或知悉措施之年月日、申訴之事實及理由，希望獲得之具體補救、提起申訴之年月日、

受理申訴之申評會，載明本申訴事件有無提起訴願、訴訟，原措施係以書面作成者，另應

檢附原措施文書，並敍明其送逹之時間及方式；其有相關之文件及證據者，並應提出。 

申訴說明及應具備之書件應以中文書寫；其書件係引述外文者，應譯成中文，並應附原外

文資料。 

（四）提起申訴不合前項規定者，本會得酌定相當期限，通知申訴人補正。屆期未補正者，本

會得逕為評議。 

（五）本會應自收到申訴書之次日起十日內，以書面檢附申訴書影本及相關書件，通知為原措

施之單位提出說明。 

該單位應自前項書面通知之次日起二十日內，擬具說明書連同關係文件送本會，並應將

說明書抄送申訴人。但為原措施之單位認為申訴為有理由者，得自行撤銷或變更原措施，

並函知本會。 

屆前項期間未提出說明者，本會得逕為評議。 

第一項期間，於前條規定補正者，自補正之次日起算，未為補正者，自補正期限屆滿之

次日起算。 

（六）提起申訴之教師就申訴案件或相牽連之事件，同時或先後另行提起訴願、行政訴訟、民

事或刑事訴訟者，應即以書面通知本會。 

本會依前項通知或依職權知有前項情形時，應停止申訴案件之評議並以書面通知申訴

人；於停止原因消滅後經申訴人書面請求應繼續評議。 

申訴案件全部或一部之評議決定，以訴願或訴訟之法律關係是否成立為據者，本會於訴

願或訴訟評議終結前，應停止申訴案件之評議並以書面通知申訴人，於停止原因消滅後

應繼續評議。 

（七）本會就書面資料評議，以不公開為原則，評議時，得經本會議決議邀請申訴人、關係人、

學者專家、或有關機關指派之人員到場說明。 

（八）本會之評議決定，除依第四點之（六）規定停止評議者外，自收受申訴之次日起，應於

三個月內為之。必要時，得予延長，並通知申訴人。延長以一次為限，最長不得逾二個

月。 

（九）申訴案件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附理由為不受理之評議決定： 

1.提出申訴逾第四點之（二）規定之期間者。 

2.申訴人不適格者。 

3.非屬本會管轄之事項者。 

4.原措施已不存在或依申訴已無補救實益。 

5.對已決定或已撤回之申訴案件就同一原因事實重行提起申訴者。 

（十）本會評議前，認為必要時得推派委員三至五人審查，委員於詳閱卷證、研析事實及應行

適用之法規後，向本會提出審查意見。 

申訴無理由者，應為駁回之評議決定。有理由者應為有理由之評議決定，其有補救措施

並應於評議書主文中載明。 

（十一）本會評議案件，應指定人員製作評議紀錄附卷，委員於評議中所持與評議決定不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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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經其請求者，應列入委員會議紀錄。 

（十二）評議書應記載申訴人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明文件號碼、服務單位及職稱、住居

所、主文、事實及理由；其係不受理決定者得不記載事實。評議書由主席署名、評議

決定之年月日。並應附記如不服決定者，得於評議書送達之次日起三十日內，向中央

申評會提起再申訴。 

（十三）評議書由學校名義作成評議書正本，並以學校名義以足供存證查核之方式送達評議書

正本於申訴人、教育部、地區教師組織及相關機關，但該地區教師組織未依法設立者，

不在此限。 

五、評議決定有左列各款之一者即為確定： 

（一）申訴人、為原措施之學校於評議書送達之次日起三十日內未提起再申訴者。 

（二）再申訴評議書送達於申訴人者。 

六、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依有關法規之規定。 

七、評議之效力及執行： 

本校對評議書建議之補救措施，應予採行。如確有牴觸法律或本校校務會議通過之相關辦法、

或與本校其他正式會議決議事項牴觸經召開相關會議重新研討仍決議不予修訂者，應列舉具

體理由，函復本會並向中央申評會提起再申訴。 

八、本校軍訓教官申訴案件，準用本要點規定。如有未盡事宜，得參酌教育部高級中等以上學校軍

訓教官申訴處理規定辦理。 

九、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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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國立成功大學講座設置要點修訂對照表 
 

新修訂條文 原條文 說明 

二、經費來源： 
   本校講座之設置，除由校務基金

自籌款或教育部「發展國際一
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
經費編列預算支應外，並得由
財團法人、民間企業或熱心公
益之團體、個人，以基金或定
期捐贈方式贊助之。 

二、經費來源： 
    本校講座之設置，除由校

務基金自籌款預算編列
外，財團法人、民間企業或
熱心公益之團體、個人，得
以基金或定期捐贈方式贊
助。 

增加「或教育部
「發展國際一
流大學及頂尖
研究中心計畫」
經費編列預算
支應外，並得
由」文字 

十二、本要點經校務基金管理委
員會及校務會議通過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十二、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
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增加「校務基
金管理委員會
及」字樣 

 

 

國立成功大學特聘教授設置要點修訂對照表 

 

新修訂條文 原條文 說明 

二、經費來源： 
本校特聘教授之設置，除由校
務基金自籌款或教育部「發展
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
計畫」經費編列預算支應外，
並得由財團法人、民間企業或
熱心公益之團體、個人，以基
金或定期捐贈方式贊助之 

二、經費來源： 
本校特聘教授之設置，除由
校務基金自籌款預算編列
外，財團法人、民間企業或
熱心公益之團體、個人，得
以基金或定期捐贈方式贊
助。 

增加「或教育
部「發展國際
一流大學及頂
尖研究中心計
畫」經費編列
預算支應外，
並得由」文字 

九、本要點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
會及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修正時亦同。 

九、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
實施，修正時亦同。 

 

增加「校務基
金管理委員會
及」字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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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延聘國外傑出學者作業要點修訂對照表 
 

新修訂條文 原條文 說明 

四、補助性質分為兩類： 

(一)已獲國科會等校外管道補助
者，本校依行政院頒標準表
另再核給部分補助費，惟合
計最高不得超過行政院最高
標準表之上限為原則，如有
其他經費來源者不在此限。 

(二)未向校外其他單位申請補助
，逕行向本校申請經審查通
過者，依行政院頒標準表規
定範圍內核給補助費為原則
，如有其他經費來源者不在
此限。 

所需經費在本校校務基金或
教育部「發展國際一流大學
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經費
編列預算支應之。 

 

四、補助性質分為兩類： 

(一)已獲國科會等校外管道補助
者，本校依行政院頒標準表
另再核給部分補助費，惟合
計最高不得超過行政院最
高標準表之上限為原則，如
有其他經費來源者不在此
限。 

(二)未向校外其他單位申請補助
，逕行向本校申請經審查通
過者，依行政院頒標準表規
定範圍內核給補助費為原
則，如有其他經費來源者不
在此限。 

所需經費在本校自籌經費項下
支付。 

 

增加「校務
基金或教
育部「發展
國際一流
大學及頂
尖研究中
心計畫」經
費編列預
算支應之」
文字 

九、本要點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
會及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修正時亦同。 

九、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增加「校務
基金管理
委員會及」
字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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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成功大學講座設置要點 
 

86.10.22  86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通過 
90.03.14  89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1.12.25  91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2.10.29  92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5.10.25  95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6.7.5    95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延會修正通過 
97.6.25   96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9.4.28   98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延會修正通過 
99.10.27  99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宗旨、依據： 

    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昇學術水準及師資陣容，依本校組織規程第三十八條訂

定講座設置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本校講座之設置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悉依本要點辦理。 

二、經費來源： 

    本校講座之設置，除由校務基金自籌款或教育部「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

經費編列預算支應外，並得由財團法人、民間企業或熱心公益之團體、個人，以基金或定期

捐贈方式贊助之。 

三、講座名稱： 

    由本校校務基金自籌款預算編列之講座，統稱「成功大學講座」。由財團法人、民間企業或熱

心公益之團體、個人贊助之講座統稱其他講座。 

四、講座資格： 

講座由本校教授或國內外著名學者擔任，並應具有下列基本條件之一： 

（一）中央研究院院士或國外院士。 

（二）曾獲總統科學獎。 

（三）曾獲教育部國家講座或學術獎。 

（四）曾獲財團法人傑出人才發展基金會傑出人才講座。 

（五）曾獲國科會特約研究人員或傑出研究獎三次（含）。 

（六）曾連續三次獲本校特聘教授並曾獲國科會傑出研究獎。 

（七）曾獲國際著名學術獎或在學術上有卓越貢獻。 

以上一至六款經講座審查委員會認定後通過，第七款需經講座審查委員會審查通過。 

「成功大學講座」限由本校專任教授擔任，同一教授以主持一講座為限。 

本校得於講座中另遴聘本校講座人數之 5％（人數以整數計算，不得 4捨 5入）為特聘講座。 

五、講座獎助標準： 

由本校編制內專任教授擔任「成功大學講座」者，除部訂教授薪給外，另核發獎助金每年八十

萬元（其中六十萬元為獎金，二十萬元為業務費）作為教學研究經費，獎助三年。 

特聘講座每月另支給新台幣二萬元學術研究費。 

六、講座義務： 

    本校教授擔任講座，應致力於本校學術水準之提升。依本要點聘任之校外講座，其應擔負之

學術任務由校長與講座商定。 

七、講座任期： 

    本校教授擔任講座為終身榮譽職，特聘講座聘期為 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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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退休講座如繼續執行國科會計畫，在計畫執行期間，得依各系所規定之全職專任教授規定指

導研究生，並視需要保留研究空間。 

九、推薦審查、聘任程序： 

    本校講座之遴聘應優先考慮被推薦人之學術成就。各單位得於每年十月底前經由系（所）或

院推薦之。推薦時應檢附被推薦人選之學經歷、論著目錄、重要論著、具體學術成就證明、

其他相關之證明文件及教學研究計畫，經講座審查委員會審查通過後陳請校長敦聘之。 

特聘講座之遴聘得由校長聘請校外學者專家 3至 5人辦理外審，經講座審查委員會審查通過

後敦聘。特聘講座原則上為滿 20位講座時遴聘一人，聘期三年。如特聘講座辭職、退休等原

因出缺時重新遴聘。 

十、講座審查委員會之委員視個案而定。由教務長擔任召集人，另由校長聘請專家學者若干人組

成。 

十一、其他講座之名稱、資格、獎助金額、支付方式及聘期由贊助者與校長商定之。 

十二、本要點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及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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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特聘教授設置要點  

91年  6月 12日 90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延會通過 

91年 12月 25日 91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4年 12月 28日 94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5年 10月 25日 95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9年 10月 27日 99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宗旨： 

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勵本校教授致力於提昇學術水準，爭取更高榮譽，特訂

定「國立成功大學特聘教授設置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經費來源： 

本校特聘教授之設置，除由校務基金自籌款或教育部「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

經費編列預算支應外，並得由財團法人、民間企業或熱心公益之團體、個人，以基金或定期捐

贈方式贊助之。 

 

三、特聘教授資格： 

特聘教授由教授年資三年(含)以上之教授擔任，並應具有下列基本條件之一： 

（一）曾於三年（含）內獲國科會傑出研究獎或特約研究人員者。 

（二）曾獲國科會年度專題研究計畫研究主持費共達三次（含）以上者（原獲國科會甲等獎者

比照辦理）。 

（三）曾獲國內、外著名學術獎或在學術、教學、科技與民生上有傑出貢獻者。 

 前述條件均自取得教授資格後起算。 

 

四、特聘教授獎助金： 

擔任特聘教授之教授在其受聘專職期間，得連續支領每月壹萬元獎助金三年，以協助其教學

研究工作。每三年需再送審一次，連續二次通過審查者得支領每月貳萬元獎助金三年，連續

三次通過審查者得支領每月叁萬元獎助金三年，中斷後再通過審查者得依前次核定額度支領

獎助金三年。送審未獲通過者仍具有特聘教授榮銜，不再支領獎助金。 

    特聘教授獎助金支領期間最多三任，三任期滿者仍具有特聘教授榮銜，不再支領獎助金。 

 

五、特聘教授義務：  

依本要點聘任之特聘教授，應致力於提昇本校之學術水準及教學品質，並爭取更高榮譽。 

 

六、聘任、推薦審查程序： 

（一）符合特聘教授資格第（一）款之教授，經確認後聘任。 

（二）符合特聘教授資格(二-三)款之教授，得經由系、院於每年十月底前提出申請，送特聘

教授評審委員會審查，通過之名額視經費而定。推薦時應檢附被推薦人選之學經歷、著

作目錄、重要論著、具體學術成就證明和其他相關之證明文件。 

 

七、特聘教授如獲聘為本校講座教授時，特聘教授獎助金自動終止。本校講座於申領講座教授獎助

金三年期滿後得申請特聘教授獎助金，通過審查者得支領每月叁萬元獎助金三年。 

 

八、特聘教授評審委員會之委員由校長聘請專家學者若干人組成，另由教務長擔任召集人。 

 

九、本要點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及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99-1校務會議(99.10.27)紀錄-36-



 37 

國立成功大學延聘國外傑出學者作業要點 
 

93.3.17 92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通過 

99.10.27 99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 目的： 

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促進國際化及提昇研究水準，茲訂定「國立成功大學延聘

國外傑出學者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延聘對象： 

    在國外政府機關或學術、研究機構任職之顧問、專家或學者，不限國籍，以「客座講座」名稱

延聘。所需資格條件除應具擬從事研究領域之研究經驗，著有成就，有具體證明文件者外，

並須符合左列規定之一： 

(一)諾貝爾獎得主。 

(二)院士或具相當資格之專家、學者。 

(三)其他在各學術領域有特殊成就或獨到之才能，為國內外少見者。 

三、本校為辦理審查作業，依學院別組成審核小組，由校長聘請學者專家七至十人為委員，並由教

務長擔任召集人。委員任期一年，為無給職，負責審核聘任期限、補助費等相關事宜。    

四、補助性質分為兩類： 

(一)已獲國科會等校外管道補助者，本校依行政院頒標準表另再核給部分補助費，惟合計最高

不得超過行政院最高標準表之上限為原則，如有其他經費來源者不在此限。 

(二)未向校外其他單位申請補助，逕行向本校申請經審查通過者，依行政院頒標準表規定範圍

內核給補助費為原則，如有其他經費來源者不在此限。 

所需經費在本校校務基金或教育部「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經費編列預算支

應之。 

五、延聘期限：聘期至少以一個月為原則。 

六、講座之聘任，應提本校系、院、校三級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後，陳請 校長核定致聘。 

七、相關福利與義務： 

(一)參照行政院頒「各機關聘請國外顧問、專家及學者來台工作期間支付費用最高標準表」補

助講座來回程機票、保險費及國內交通費，並提供講座研究所需空間、設備及住宿優惠。 

(二)講座之義務以提昇本校學術研究水準為任務，協助指導或規劃本校相關之重點研究領域為

原則。 

八、本要點未盡事宜，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九、本要點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及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99-1校務會議(99.10.27)紀錄-37-



 1 

國立成功大學 99 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議程 

時間：100年 1月 5日（星期三）上午 9時 

地點：光復校區國際會議廳第二演講室 

出席：如附件 1, p6 

主席：賴校長明詔                             記錄：江芬芬 

壹、報告事項： 

一、確認 99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修正後確認(附表 p 7)。 

二、主席報告： 

今天是我以成大校長身分主持的最後一次校務會議，首先感謝這四年

來所有的校務會議代表的支持，在會議中提出許多觀點跟意見並尋求共識，

讓校務進步成長。更感謝一級主管們無私的貢獻與協助，使本校在教學、研

究、服務跟學生的培養都能有長足的進步。在各位同仁的努力與協助下，我

們一步步朝向頂尖邁進，相信在不久的將來我們會成為世界的頂尖大學。希

望各位同仁秉著為校精進的熱情，繼續支持、襄助新任的黃校長與新的行政

團隊，持續為邁向頂尖努力。 

雖然我與成大毫無淵源，四年來，我全然無私地奉獻給學校，為成大

的發展而努力。將來，我仍然會以成大的一份子自居，繼續關注並協助成大

的發展。再次謝謝各位代表！ 

三、各一級單位及各委員會報告：(請參見書面報告)略。 

四、大學自主治理之研究最新研究進度報告：略（經與會代表表決通過，將此報

告納入議程。） 

貳、討論事項： 

第一案 提案單位：財務處 

案由：擬修訂「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及「國立成功大學校

務基金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辦法」案，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如議程附件 1、

2，提請  討論。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台高(三)字第 0990194539 號函辦理(如議程附件 3)，另本

案業經 99學年度第 2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討論通過。 

二、本案因應教育部建請依「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修正本校管

監辦法第九條及第十條規定，另請刪除本校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辦法第二

條第六款。 

三、檢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管理

及監督辦法」及「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辦法」 (如

議程附件 4、5、6)。 

擬辦：提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報教育部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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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照案通過本校「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及「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收支

管理辦法」修正案（條文文字經中文系教授確認如附件 2, p9）。 

第二案 提案單位：人事室、教務處、秘書室 

案由：修正本校教師聘任辦法第 7條，並增列第 7條之 1條文，修正草案對照

表(如議程附件 7)，提請 討論。 

說明： 

一、依本校 99年 10月 26日主管會報臨時會議討論結論（如議程附件 8）

略以：「如何處置觸法的教師，請法制組協助人事室與教務處增訂本校

教師聘任辦法相關條文」辦理，並經本校 99年 12月 1日 99學年度第

4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 

二、本次修正重點及理由如下： 

（一）增列校園性侵害處理機制（修正第 7條條文） 

理由：配合教師法第 14條條文修正（如議程附件 9），增列「教師

涉有性侵害行為，學校應於三級教評會審議通過後即予停

聘，並靜候調查；或經學校性平會調查屬實（不需經教評會

審議），即報請教育部核准後，予以解聘。 

（二）明訂教師違反法令規定時之懲處標準（增列第 7條之 1條文） 

理由：為建立教師懲處機制，爰參酌高等行政法院相關判決，於案

揭條文增訂「教師聘任後，如假借其職務上之機會，違反法

令之規定，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應由三級教師評審委員會

依其違反情節輕重審議，獲緩起訴處分確定者，停聘 1學期

以上 3學期以下。被檢察官起訴者，停聘兩學期以上 5學期

以下」之罰則。 

（三）明訂教師教師停聘期間之聘任關係、薪資發給方式及復聘程序 

（增列第七條之二、第七條之三條文） 

理由：依教師法第十四條之二、第十四條之三條文規定修正（如議

程附件 9）。 

三、檢附原條文（如議程附件 10）供參。 

擬辦：本案討論通過後實施，並配合修正本校教師聘約。 

決議：修正通過本校「教師聘任辦法」修正案（附件 3, p16）。 

第三案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進用專案教學助理實施要點」、「國立成功大學聘

請兼任專家擔任教學要點」、「國立成功大學聘請教師及研究人員兼任非

編制職務實施要點」、「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專業經理人實施要

點」、「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專案工作人員實施要點」部分規定，

修正草案對照表（如議程附件 11），提請  討論。 

說明： 

一、配合本校新修正之「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及 99.8.13「召開校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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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支應原則運用暨原成大管監辦法屬支給基準條文因應會議紀錄」決

議事項辦理。 

二、本修正草案業經 99.10.8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 

擬辦：討論通過後施行。 

決議：照案通過本校「進用專案教學助理實施要點」、「聘請兼任專家擔任教學

要點」、「聘請教師及研究人員兼任非編制職務實施要點」、「校務基金進

用專業經理人實施要點」、「校務基金進用專案工作人員實施要點」修正

案（附件 4, p21）。 

第四案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由：本校校徽修正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依據本校 99年 10月 20日第 696次主管會報  校長指示辦理。（本校現

行校徽沒有英文校名） 

二、經將本校現行校徽 2枚、88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提案暨修正校徽 4

枚、圖書館謝館長提供修正校徽 1枚，並請工設系協助設計修正校徽 5

枚等，提 99年 11月 17日本校第 697次主管會報討論，決議採用 2枚

修正樣式提校務會議討論。 

三、修正重點 

【修正校徽 1】：現行校徽下半圈之梅花去除，加上英文校名，中央編鐘成

功兩字下方加上本校創校西元年”1931”； 

【修正校徽 2】：現行校徽外環加上英文校名及本校創校西元年”1931”。 

四、併附現行校徽供參（議程附件 12）。 

擬辦：討論通過後公告實施。 

決議：依校務會議代表意見，請工設系協助修正校徽（附件 5, p30）。 

第五案                         提案單位：醫學院、醫學系、教務處、人事室 

案由： 擬修正本校醫學院醫學系臨床教師設置辦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如

議程附件 13)，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本案業提經本校 99年 10月 29日 99學年度第 3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通過。 

二、依教育部於 99年 4月 7日以台參字第 0990049869C號令（如議程附件

14）修正發布施行之「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施行細則」第 11條條文規定，

大學校院附設醫院之專任醫事人員兼任同校臨床學科教師，其辦理教師

資格審查時，得以專任教師年資採計。爰配合修正醫學院醫學系臨床教

師設置辦法。 

三、檢附本校現行「醫學院醫學系臨床教師設置辦法」（如議程附件 15），

請  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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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辦：本案討論通過後，陳報教育部核定後施行。 

決議：照案通過本校「醫學院醫學系臨床教師設置辦法」修正案（附件6, p31）。 

第六案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由：擬修訂「國立成功大學學生獎懲要點」第十一條增列第四款條文，提請  

討論。  

說明： 

一、依據98學年度第1次學生獎懲委員會會議決議辦理。 

二、為提昇學生獎懲委員會作業程序效率，爾後當次之學生獎懲委員會會議

審議案件僅有符合本校『學生獎懲要點─第六條第五款』之獎勵案件

時，審議方式得改採通訊投票，經本會委員總數三分之二以上通過始得

決議，並經校長核定後公告。 

三、前述通訊投票，委員需於七日內回覆方得有效；若委員對於通訊投票有

異議時，可由當屆學生獎懲委員會討論議定。 

四、附「國立成功大學學生獎懲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如議程附件16)及原

條文(如議程附件17)。 

擬辦：通過後，陳教育部備查。 

決議：照案通過本校「學生獎懲要點」修正案（附件 7, p33）。 

第七案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自償性支出及建設控管辦法」第一條、第十條，

提請  討論。 

說明： 

一、依「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辦法」第 8條規定，修正

「國立成功大學自償性支出及建設控管辦法」第 1條法源依據及第 10

條制定程序。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送校務會議核備後實施。 

二、檢附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議程附件 18）及原條文（議程附件 19）。 

擬辦：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本校「自償性支出及建設控管辦法」修正案（附件 8, p36）。 

第八案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由：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新興工程支應辦法」名稱及第一條、第二條、

第八條條文，提請  討論。 

說明： 

一、為配合校務基金管監辦法之修訂及新訂「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自籌

收入收支管理辦法」，依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辦法第 7條規定，修正「國

立成功大學新興工程支應辦法」名稱為「國立成功大學新興工程支應

要點」，並修正第 1條法源依據、第 2條要點名稱，及第 8條制定程序，

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實施。 

二、本案修正業經 99年 10月 8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99學年度第 1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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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審議通過。 

三、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議程附件 20）及原條文（議程附件 21）。 

擬辦：討論通過後實施。 

決議：修正通過本校「新興工程支應要點」修正案（附件 9, p38）。 

第九案  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由：擬修訂本校「因公派員出國案件處理要點」第一條及第七條條文，提

請  討論。 

說明： 

ㄧ、依據 99年 8月 13日召開之『校務基金支應原則運用暨原成大管監辦法

屬支給基準條文因應會議』決議辦理，於 9月 10日前將修訂後之相關

辦法、準則或規定等提案至財務處，再由財務處一併提校務基金管理委

員會。 

二、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議程附件 22）及原要點（議程附件 23）。 

三、本案已提 99年 10月 8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 

擬辦：經校務會通過後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本校「因公派員出國案件處理要點」修正案（附件 10, p40）。 

參、臨時動議：無 

肆、散會：11時 4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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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國立成功大學 99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出(列)席名單 

時間：一百年 1月 5日上午 9時 

地點：光復校區國際會議廳第 2演講室 

出席：黃煌煇 馮達旋（黃正弘代） 湯銘哲 徐畢卿 陳景文 蘇慧貞 李偉賢 

黃吉川（蘇芳慶代） 蘇慧貞（黃正弘代） 賴俊雄  吳密察  楊芳枝 

陳玉女 楊金峯 傅永貴 柯文峰 閔振發 鄭 靜 孫亦文（林弘萍代） 

劉正千 談永頤  郭宗枋  張敏政 張素瓊 侯平君 洪建中 游保杉 

張錦裕  陳進成 楊毓民 李振誥 黃啟原 陳引幹 洪敏雄（陳引幹代） 

方一匡  廖德祿  卿文龍 趙儒民 黃正能 朱 信 鄭金祥  陳天送  

洪飛義 劉大綱 曾永華 詹寶珠 陳敬 李 強 郭淑美 王清正 林峰田 

鄭泰昇 葉光毅 周君瑞 張有恆 王泰裕 魏健宏（胡大瀛代） 潘浙楠  

鄭至甫  楊明宗 邱宏達 林其和 林炳文 郭余民 何漣漪  潘偉豐 

王靜枝 張哲豪 黃溫雅 簡伯武 薛尊仁 楊友任 吳俊明（張翠砡代） 

劉清泉 何志欽 王富美 翁明宏 李劍如 陳廣明 陳明輝  吳如容    

黃信復  李金駿  林德韋 吳芳葦 邱霈政 林武翰 李耀德 張鴻傑 

蘇晏良 

 

列席：楊明宗 邱正仁 楊瑞珍（陳榮杰代） 謝文真 張丁財 李丁進 謝錫堃

蕭世裕 林仁輝（洪飛義代） 顏鴻森（褚晴暉代）楊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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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 99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表 

100 年 1月 5日 

決議案摘要 承辦單位執行情形 

第一案 

案由：本校 99、100學年度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委員，

業經由校長遴選，依規定須提經校務會議同意後

聘任之。名單如說明四，提請  公決。 

決議：  

一、李清庭講座已借調國科會，經與會代表表決通

過不宜擔任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委員。 

二、經投票行使同意權結果，除李清庭講座外，其

餘遴選委員均獲出席代表過半數同意，通過。

請人事室辦理發聘。 

 

第二案 

案由：本校擬與國立中興大學、國立中山大學及國立

中正大學籌組台灣綜合大學系統，提請 討論。 

決議：通過國立中正大學納入籌組台灣綜合大學系統。 

 

第三案 

案由：本校 101學年度擬申請增設、調整特殊項目院、

系、所、學位學程案，提請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增設「前瞻生物科技博士學位學程」

及「醫學資通訊工程博士學位學程」。 

 

第五案 

案由：因應本校「生物實驗安全委員會」業務移轉至

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擬修正「國立成功大

學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五

條，提請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國立成功大學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

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五條修正案。 

 

 

財務處： 

照案辦理。 

 

 

 

 

 

 

 

 

 

秘書室： 

依決議辦理。 

 

 

 

教務處： 

業於 99年 11月 30日以

成大教字第 0992000723

號函報部審查。 

 

 

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

心： 

一、99 學年度第 1 次

校務會議通過「國立

成功大學環境保護

暨安全衛生委員會

設置辦法」第五條修

正案。 

二、99.12.16已召開「生

物實驗安全委員會」業

務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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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案 

案由：擬修訂本校教師升等辦法部分條文，提請  討論。 

決議：修正通過「國立成功大學教師升等辦法」部分條

文修正案。 

 

 

 

第七案 

案由：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建教合作計畫行政管理費

及節餘款支用要點」第一點、第二點及第三點，

提請  討論。 

決議：修正通過「國立成功大學建教合作計畫行政管理

費及節餘款支用要點」第一點、第二點及第三點

修正案。 

 

第九案 

案由：國立成功大學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要

點第八點、第九點修正草案，提請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國立成功大學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

織及評議要點」第八點、第九點修正案。 

 

第十案 

案由：擬修訂本校「講座設置要點」、「特聘教授設置

要點」及「延聘國外傑出學者作業要點」，提請  

討論。 

決議：通過本校「講座設置要點」、「特聘教授設置要點」

及「延聘國外傑出學者作業要點」修正案，修正

條文經秘書室與中文系教授及會計室討論後，修

正如附。 

 

 

教務處： 

更新本處網頁並函知各

系所。 

人事室： 

本案教務處已公告，本

室配合辦理。 

 

研究發展處： 

修正通過後之要點已

e-mail 通知研究總中

心、各行政單位、各學

院及系所轉知所屬單位

教師同仁，並已公告於

本處網頁。 

 

秘書室： 

依決議辦理。 

 

 

 

 

教務處： 

照案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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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修正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原 條 文 說  明 
第九條 為充裕本基金之財

源，本基金得投資於下列項目： 

一  存放公民營金融機構。 

二  購買公債、國庫券或其他短

期票券。 

三  投資與校務或研究相關之

公司及企業，除以研究成果

或技術作價無償取得股權

者外，得以捐贈收入作為投

資資金來源。 

四  其他具有收益性及安全

性，並有助於增進效益之投

資。 

第九條 為充裕本基金之財

源，本基金得投資於下列項目： 

一  存放公民營金融機構。 

二  購買公債、國庫券或其他短

期票券。 

三  投資於與校務或研究相關

之公司與企業。 

四  其他具有收益性及安全

性，並有助於增進效益之投

資。 

一、依教育部台高(三)字

第 0990194539號函

修正。 

二、已請中文系王偉勇教  

授作文辭修正。 

 第十條  前條第三款及第四款

投資資金之來源如下： 

一 以研究成果或技術作價無   

   償取得之股權。 

二 捐贈收入及歷年基金之盈  

   餘。 

三 其他之法令未限制之經費   

   來源。 

一、本條刪除。 

二、依教育部台高(三)字

第0990194539號函修

正。 

第十條  以下條次遞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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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辦法修正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原 條 文 說  明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自籌收

入包括： 

一 推廣教育收入：依推廣教

育實施辦法之規定辦理推

廣教育及研習、訓練等班

次所收取之收入。 

二 建教合作收入：為外界提

供訓練、研究及設計等服

務所獲得之收入。 

三 場地設備管理收入：提供

場所及設施等所收取之收

入。 

四 捐贈收入：無償收受動

產、不動產及其他一切有

財產價值之權利或債務之

減少。 

五 投資取得之收益：依國立

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

例第七條之一及國立成功

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

監督辦法第九條規定所投

資取得之有關收益。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自籌收

入包括： 

一 推廣教育收入：依推廣教

育實施辦法之規定辦理推

廣教育及研習、訓練等班

次所收取之收入。 

二 建教合作收入：為外界提

供訓練、研究及設計等服

務所獲得之收入。 

三 場地設備管理收入：提供

場所及設施等所收取之收

入。 

四 捐贈收入：無償收受動

產、不動產及其他一切有

財產價值之權利或債務之

減少。 

五 投資取得之收益：依國立

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

例第七條之一及國立成功

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

監督辦法第九條規定所投

資取得之有關收益。 

六 其他收入：不屬於上述各

款之自籌收入。 

一、刪除第六款。 

二、依教育部台高(三)字第

0990194539號函修正。 

第十四條  本辦法經管理委員

會及校務會議通過，報教育部

備查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第十四條  本辦法經管理委員

會暨校務會議通過，報教育部

備查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文字修正與本校管監辦法第

二十二條用字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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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 

 94年 3月 30日 93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延會通過 

 奉教育部 94年 10月 25日台高(三)字第 0940142288號函核備 

 94年 12月 28日 94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奉教育部 95年 5月 2日台高(三)字第 0950062186號函核備 

 95年 6月 21日 94學年度第 5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6年 7月 5日 95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延會修正通過 

 奉教育部 96年 8月 28日台高(三)字第 0960132093號函修正後核備 

 96年 10月 3日 96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6年 12月 26日 96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奉教育部 97年 4月 25日台高(三)字第 0970063843號函核備 

 97年 6月 25日 96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奉教育部 97年 10 月 07日台高（三）字第 0970198815號函修正後核備 

 97年 11月 24日 97學年度第 1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 

 97年 12月 31日 97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奉教育部 98年 2月 5日台高(三)字第 0980012326號函核備 

 98年 4月 22日 97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9年 4月 28日 98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延會修正通過 

 99年 5月 10日 98學年度第 5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 

 99年 6月 23日 98學年度第 5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年 1月 5日 99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 為因應高等教育發展趨勢，提升教育品質，增進教育績效，依「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

金設置條例」第二條規定，設置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以下簡稱本基金)。 

二、 為有效運用、管理及監督本基金，以協助校務之推動，參照「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

管理及監督辦法」規定，訂定本辦法。 

三、 本基金之收入來源如下： 

一 政府編列預算撥付：由教育部依預算程序編列撥付學校之經費。 

二 學雜費收入：每學期依教育部規定之收費標準，向註冊學生收取之學費及雜費收入。 

三 推廣教育收入：依推廣教育實施辦法之規定，辦理推廣教育及研習、訓練等班次所收

取之收入。 

四 建教合作收入：為外界提供訓練、研究及設計等服務所獲得之收入。 

五 場地設備管理收入：提供場所及設施等所收取之收入。 

六 捐贈收入：無償收受動產、不動產及其他一切有財產價值之權利或債務之減少。 

七 投資取得之收益：依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第七條之一及本辦法第九條規定

所投資取得之有關收益。 

八 其他收入：不屬於上述各款之自籌收入。 

四、 為落實本基金之有效管理及彈性運用，設置「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以

下簡稱管理委員會)管理之。 

     管理委員會置委員七人至十五人，由校長任召集人，其中不兼行政職務之教師代表不

得少於三分之一，必要時得聘請校外專業人士參與。委員任期二年，由校長遴選提經

校務會議同意後聘任之。 

      管理委員會之設置要點另訂之。 

五、 管理委員會之任務如下： 

一 學校教學、研究及推廣所需財源之規劃。 

二 學校建築及工程興建所需財源之規劃。 

三 本基金年度概算擬編之審議。 

四 本基金開源措施之審議。 

五 本基金經濟有效節流措施之審議。 

六 本基金經費收支及運用之績效考核。 

七 第三條第三款至第七款收支管理規定之審議。 

八 其他關於本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事項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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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管理委員會得視任務之需要，分組辦事；所需工作人員，由現有人員派兼為原則。但

為使本基金發揮最大經濟效益，得進用專業人員若干人，其權利、義務、待遇及福利，

於契約中明定之。 

   管理委員會每學期至少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 

      管理委員會召開會議時，得請相關人員列席。 

七、 本基金有關年度預算編製及執行、決算編造，除第三條第三款至第七款之有關收入，

應依本辦法另訂收支管理規定，並受教育部監督外，應依預算法、會計法、決算法、

審計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八、 學校收受之捐贈，應全數撥充本基金，未指定用途之捐贈收入，由學校統籌運用；收

受指定用途之捐贈，其用途應與學校校務有關。 

      學校收受之捐贈，不得與贈與人有不當利益之聯結。 

      學校對熱心捐贈者，得比照教育部訂頒之「捐資教育事業獎勵辦法」，予以適當之獎

勵。 

九、 為充裕本基金之財源，本基金得投資於下列項目： 

一 存放公民營金融機構。 

二 購買公債、國庫券或其他短期票券。 

三投資與校務或研究相關之公司及企業，除以研究成果或技術作價無償取得股權者外，

得以捐贈收入作為投資資金來源。 

四 其他具有收益性及安全性，並有助於增進效益之投資。 

十、為使本基金之收入及運用發揮最大經濟效益，管理委員會置執行長一人，由財務長兼任

之，負責第九條之相關投資事宜。 

十一、財務處須擬訂每年度之財務調度及投資計畫，經管理委員會通過後執行之；並於管理

委員會及校務會議中報告執行情形。 

管理委員會召開會議時，財務長須列席報告校務基金資金運  作情形。 

十二、管理委員會對超過新臺幣伍仟萬元以上投資案，認為必要時得聘請專業之機構及人員

協助評估。 

十三、學校在預算執行期間，因市況變動及業務實際需要所增加資本支出，如需動用本基金   

盈餘支應，應提經管理委員會之同意後辦理。 

十四、為監督本基金之收支、保管及運用，於校務會議下設置「國立成功大學經費稽核委員

會」（以下簡稱經費稽核委員會）監督之。 

經費稽核委員會置委員七至十五人，由校務會議代表推選產生。但管理委員會之委

員、總務及會計相關人員，不得擔任經費稽核委員會之委員。 

十五、經費稽核委員會之任務如下： 

一 學校教學、研究及推廣計畫財務運用之事後稽核。 

二 校區建築與工程興建計畫、發包及執行等經費運用之事後稽核。 

三 各項經費收支及現金出納處理情形之事後稽核。 

四 校務基金年度決算之稽核。 

五 學校資產增置、擴充及改良等事項之事後稽核。 

六 校務基金經濟有效利用及開源節流措施之事後稽核。 

七 其他經費之事後稽核事項。 

前項稽核事項，以任期內發生與經費運用有關事項為限。但該事項涉及以前任期者，

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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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經費稽核委員會每學期至少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召開臨時會。 

經費稽核委員會召開會議時，得視稽核事項之需要，邀請管理委員會或校內相關單位

派員列席。 

經費稽核委員會得經委員會之決議，請管理委員會或校內相關單位提供必要之資料以

供查閱。 

經費稽核委員會應於校務會議中提出有關校務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之稽核報告。 
十七、第三條第三款至第八款所定各種收入之收支情形，應由相關主管人員、經費執行人員、

使用及保管資產人員，負其執行預算、保管及使用資產之相關責任，並由會計人員負
責帳務處理及彙編財務報表。 

十八、第三條第三款至第八款所定各種收入之收支、保管及運用，應設置專帳處理，經費收支應

有合法憑證，並依規定年限保存；建教合作收支，應依建教合作機構之規定或契約辦理。 

前項所列各項收入之收支預計表、收支決算表，連同相關書表及全校收支財務報表，應送

教育部備查，並依相關規定上網公告，及接受教育部派員或委請會計師查核。 
十九、各行政及學術單位，就第三條第三款至第八款該單位歷年之自行控管財源，得自訂支出管理規

定或專案申請，經管理委員會通過後執行。 
二十、各行政單位及院、系所中心等分配運用經費，未用罄之經費得延至次一年度繼續使用。 

二十一、本辦法經管理委員會及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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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辦法 

99年 5月 10日 98學年度第 5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 

99年 6月 23日 98學年度第 5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年 1月 5日 99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為有效管理及運用自籌收入，依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七條規定 

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自籌收入包括： 

         一 推廣教育收入：依推廣教育實施辦法之規定辦理推廣教育及研習、訓練等班

次所收取之收入。 

二 建教合作收入：為外界提供訓練、研究及設計等服務所獲得之收入。 

三 場地設備管理收入：提供場所及設施等所收取之收入。 

四 捐贈收入：無償收受動產、不動產及其他一切有財產價值之權利或債務之減

少。 

五 投資取得之收益：依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第七條之一及國立成功

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九條規定所投資取得之有關收益。 

第三條  自籌收入得支應之用途如下： 

一  編制內教師及編制內研究人員本薪(年功薪)、加給以外之給與及編制外人員

之人事費。 

二  行政人員辦理第二條第一款至第五款之自籌收入業務有績效者之工作酬勞。 

三  講座經費。 

四  教師教學及學術研究獎勵。   

五  出國旅費。 

六  公務車輛之增購、汰換及全時租賃。 

七  新興工程支應原則。 

八  因應自償性支出之舉借及其償還財源之控管機制。 

九  其他應規範經費。 

第四條  第二條第一款之推廣教育收入，應衡量使用學校資源情形，由學校先從收入總額中

適當提列行政管理費。 

第五條  為推廣國際化，鼓勵教職員出國觀摩及參與學術活動，得以自籌收入為財源支應因

公派員出國案件，並由學校依所訂定之要點審核。 

校長因公出國案件，依「教育部及所屬機關學校因公派員出國案件處理要點」第

五點規定辦理。 

研究發展處應訂定因公派員出國案件處理要點，提報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以下

稱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實施。 

第六條  為合理使用公務車輛，得彈性運用自籌收入為財源，增購、汰換及全時租賃公務車

輛。 

總務處應訂定公務車輛之使用、租賃要點，經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實施。 

第七條  為有效安排新興工程規劃，及促進民間投資，節省政府之預算撥付，可彈性運用自

籌收入為財源，支應學校之新興工程。 

總務處應訂定新興工程之支應要點，經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實施。 

第八條  為有效進行財務規劃，因應自償性之宿舍、停車場、醫院等類型建設工程或管理營

運之支出，除可彈性運用自籌收入及歷年基金盈餘為財源外，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

會之審議通過後，得向金融機構舉借。 

 財務處應會同總務處就舉債控管、確保債務清償及債務無法清償之因應措施等，

訂定自償性支出之控管機制，經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送校務會議核備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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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  收受之捐贈收入為現金時，應確實交付學校收受；現金以外者，應確實點交，屬不

動產者，應由總務處資產管理組辦妥所有權移轉登記。 

 非由學校全權管控之指定捐贈收入，除經校長核准者外，一律提撥 5%之行政管理

費。 

第十條  自籌收入之收支情形，應由相關主管人員、經費執行人員、使用及保管資產人員，

負其執行預算、保管及使用資產之相關責任，並由會計人員負責帳務處理及彙編財

務報表。 

 

第十一條  自籌收入之收支、保管及運用，應設置專帳處理，經費收支應有合法憑證，並依

規定年限保存；建教合作收支，應依建教合作機構之規定或契約辦理。 

前項所列各項收入之收支預計表、收支決算表，連同相關書表及全校收支財務

報表，應送教育部備查，並依相關規定上網公告，及接受教育部派員或委請會

計師查核。 

第十二條  各行政及學術單位，就自籌收入該單位歷年之自行控管財源，得自訂相關管理規

定或專案申請，經管理委員會通過後執行。 

第十三條  各行政單位及院、系所中心等分配運用經費，未用罄之經費得延至次一年度繼續

使用。 

第十四條  本辦法經管理委員會及校務會議通過，報教育部備查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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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國立成功大學教師聘任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 七 條 

教師聘任後除有本辦法第五條規定、或
下列各款之一者外，不得解聘、停聘或
不續聘： 
 
一、受有期徒刑一年以上判決確定，未

獲宣告緩刑。 
二、曾服公務，因貪污瀆職經判刑確定

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 
三、依法停止任用，或受休職處分尚未

期滿，或因案停止職務，其原因尚
未消滅。 

四、褫奪公權尚未復權。 
五、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六、行為不檢有損師道，經有關機關查

證屬實。 
七、經合格醫師證明有精神病。 
八、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有具體

事實或違反聘約情節重大。 
九、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確
認有性侵害行為屬實。 

 
有前項第六款或第八款規定情事之一

者，應經本校三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
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及出席委員三分之
二以上之審議通過。 
 
有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七款及第九款情
形者，不得聘任為教師。其已聘任者，
除有第七款情形者，依規定辦理退休或
資遣，及第九款情形者，依第四項規定
辦理外，應報請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
後，予以解聘、停聘或不續聘。 
 
 

教師涉有第一項第九款情形者，應於知

悉之日起一個月內經本校三級教師評

審委員會審議通過後予以停聘，並靜候

調查；如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

查屬實者，即報請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

准後，予以解聘。 

 

第 七 條 

教師聘任後除短期以契約明定其權
利義務與聘期、本辦法第五條規
定、或有下列各款之一者外，不得
解聘、停聘或不續聘： 

一、受有期徒刑一年以上判決確
定，未獲宣告緩刑者。 

二、曾服公務，因貪污瀆職經判刑確
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者。 

三、依法停止任用，或受休職處分
尚未期滿，或因案停止職務，
其原因尚未消滅者。 

四、褫奪公權尚未復權者。 

五、受禁治產之宣告，尚未撤銷者。 

六、行為不檢有損師道，經有關機
關查證屬實者。 

七、經合格醫師證明有精神病者。 

八、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有
具體事實或違反聘約情節重大
者。 

 

 

 

有前項第六款、第八款情形者，應
經本校三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三
分之二以上出席及出席委員三分之
二以上之決議。 

 

有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七款情形者，
不得聘任為教師。其已聘任者，除
有第七款情形者依規定辦理退休或
資遣外，應報請主管教育行政機關
核准後，予以解聘、停聘或不續聘。 

 

1.配合98年11月25

日教師法第十四

條條文修正，增訂

本條第一項第九

款、第四項，並修

正第一項第五

款、第二、三項。 

2.查短期聘與一般聘

教師同屬教師法

之適用對象，爰將

其納入本條文規

範，並建議刪除本

條第一項「短期以

契約明定其權利

義務與聘期」等文

字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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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 七 條之一 

教師聘任後，如假借其職務上行使審查

公權力或使用公部門經費之機會，違反

法令之規定，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應

由三級教師評審委員會依其違反情節

輕重審議，獲緩起訴處分確定者，停聘

一學期以上三學期以下；被檢察官起訴

者，得停聘兩學期以上五學期以下。 

 

 

 1.本條係新增。 

2.明定教師違反法令

規定時，經檢察官

依刑事訴訟法規

定，處以緩起訴處

分或提起公訴時，

得經三級教師評審

委員會依其違反情

節輕重，停聘一定

期間，俾使教師違

反法令規定之處理

機制，更臻完備。 

第 七 條之二 

教師停聘期間，本校應予保留底缺，俟

停聘期滿或停聘原因消滅，並經三級教

師評審委員會審查後依行政程序通過，

回復其聘任關係。 

 

教師停聘期間屆滿前或停聘原因未消

滅前聘約期限屆滿者，三級教師評審委

員會仍應依規定審查是否繼續聘任。 

 1.本條係新增。 

2.依教師法第 14 條

之2條文規定，將

教師停聘期間之

聘任關係及復聘

程序納入規範。 

第 七 條之三 

依第七條規定停聘之教師，停聘期間應

發給半數本薪（年功薪）；除因緩起訴

處分停聘者外，停聘原因消滅後回復聘

任者，其本薪（年功薪）應予補發。但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教師受有期徒刑或拘役之執行或受

罰金之判決而易服勞役者，其停聘

期間不發給本薪（年功薪）。 

二、教師依第七條第四項規定停聘者，

其停聘期間不發給本薪（年功

薪），俟調查結果無此事實並回復

聘任者，補發全部本薪（年功薪）。 

 1.本條係新增。 

2.依教師法第 14 條

之3條文規定，將

教師停聘期間之

薪資發給方式納

入規範。 

99-2校務會議(100.01.05)紀錄-17-



 18 

國立成功大學教師聘任辦法 

80年 03月 27日 79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通過 
81年 10月 07日 81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4年 11月 15日 84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8年 03月 17日 87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0年 03月 14日 89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4年 12月 28日 94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5年 10月 25日 95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追認通過 
97年 12月 31日 97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9年 4月 28日 98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延會修正通過 
99年 06月 23日 98學年度第 5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年 01月 05日 99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 一 條    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三十三條及有關法令規定，訂定本校教師聘任辦法(以下簡稱本辦
法)。 

第 二 條    本校教師之聘任，應具備下列基本條件： 

             一、品德操守均佳及有足資證明之優良表現，對於擬聘系所之任務及發展有所益者。 

             二、講師應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一) 曾任教並獲有部頒講師證書，而成績優良者。 

                  (二) 在國內外大學或研究院所研究，得有碩士學位或同等學歷證書，而成績優良，並有
專門著作者。 

             三、助理教授應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一) 曾任教並獲有部頒助理教授證書，而成績優良者。 

                  (二) 具有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三) 具有碩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曾從事與所習學科有關之研究工作、專門職業或
職務四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四) 曾任講師三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四、副教授應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一) 曾任教並獲有部頒副教授證書，而成績優良者。 

                  (二) 具有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曾從事與所習學科有關之研究工作、專門職業或
職務四年以上，並有專門著作者。 

                  (三) 曾任助理教授三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五、教授應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一) 曾任教並獲有部頒教授證書，而成績優良者。 

                  (二) 具有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曾從事與所習學科有關之研究工作、專門職業或
職務八年以上，有創作或發明，在學術上有重要貢獻或重要專門著作者。 

                  (三) 曾任副教授三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重要專門著作者。 

             六、醫學院臨床醫學藥學等教師聘任資格依據教育部相關法規辦理。 

             七、各學系因特殊需要得延聘專業技術人員為專業教師，擔任大學部教學工作，其聘任資格
依據教育部相關法規辦理。 

第 三 條    本辦法前條所稱國內外大學或研究所，以公立及已立案之私立大學及研究所或經教育部認可
之國外大學及研究所為限。 

第 四 條    本校教師之聘任分為初聘、續聘及長期聘任三種。本校教師之聘任除短期以契約明定其權利
義務與聘期外，初聘為一年、續聘第一次為一年，第三年以後續聘之每次均為二年。教師長
期聘任實施要點另訂之。 

第 五 條    新聘教授及副教授於初續聘滿四年之半年前，應經系（所）、院、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是否
續聘，若不通過則自第五年起不予續聘。新聘教授於學術上有重大成就或貢獻者，得直接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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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聘任。 

新聘助理教授於到職六年內未能升等者，自第七年起不予續聘。但因懷孕生產、養育三足
歲以下子女或其他特殊情況等情事，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同意者，自第七年起得續聘二年，
如二年內仍未能升等者，則不予續聘。 

前項但書續聘期間如仍有懷孕生產、養育三足歲以下子女，且足以影響其學術表現者，得
於續聘期限屆滿之半年前，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同意延長續聘二年。 

新聘講師原則比照辦理。 

新聘外籍教師須於近期內具使用中文之能力。 

第 六 條    本校教師之聘任採聘期制，聘期屆滿得予續聘，聘期屆滿不再續聘謂之不續聘，聘期中由本
校主動解約者謂之解聘。暫時停止聘約關係者謂之停聘。教師不服解聘、停聘或不續聘處理
者，得向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申訴之。 

第 七 條    教師聘任後除有本辦法第五條規定、或下列各款之一者外，不得解聘、停聘或不續聘： 

一、受有期徒刑一年以上判決確定，未獲宣告緩刑。 

二、曾服公務，因貪污瀆職經判刑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 

三、依法停止任用，或受休職處分尚未期滿，或因案停止職務，其原因尚未消滅。 

四、褫奪公權尚未復權。 

五、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六、行為不檢有損師道，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 

七、經合格醫師證明有精神病。 

八、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或違反聘約情節重大。 

九、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侵害行為屬實。 

有前項第六款或第八款規定情事之一者，應經本校三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三分之二以上
出席及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審議通過。 

有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七款及第九款情形者，不得聘任為教師。其已聘任者，除有第七款情
形者，依規定辦理退休或資遣，及第九款情形者，依第四項規定辦理外，應報請主管教育
行政機關核准後，予以解聘、停聘或不續聘。 

教師涉有第一項第九款情形者，應於知悉之日起一個月內經本校三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通過後予以停聘，並靜候調查；如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屬實者，即報請主管教
育行政機關核准後，予以解聘。 

第七條之一  教師聘任後，如假借其職務上行使審查公權力或使用公部門經費之機會，違反法令之規定，
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應由三級教師評審委員會依其違反情節輕重審議，獲緩起訴處分確定
者，停聘一學期以上三學期以下；被檢察官起訴者，得停聘兩學期以上五學期以下。 

第七條之二  教師停聘期間，本校應予保留底缺，俟停聘期滿或停聘原因消滅，並經三級教師評審委員會
審查後依行政程序通過，回復其聘任關係。 

教師停聘期間屆滿前或停聘原因未消滅前聘約期限屆滿者，三級教師評審委員會仍應依規
定審查是否繼續聘任。 

第七條之三  依第七條規定停聘之教師，停聘期間應發給半數本薪（年功薪）；除因緩起訴處分停聘者外，
停聘原因消滅後回復聘任者，其本薪（年功薪）應予補發。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 

一、教師受有期徒刑或拘役之執行或受罰金之判決而易服勞役者，其停聘期間不發給本薪
（年功薪）。 

二、教師依第七條第四項規定停聘者，其停聘期間不發給本薪（年功薪），俟調查結果無此
事實並回復聘任者，補發全部本薪（年功薪）。 

第 八 條    教師聘任之申請，須檢附下列資料或證件： 

             一、擬聘教師簽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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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履歷表。 

             三、畢業證書或學位證書。 

             四、著作。 

             五、服務證書。 

             六、推薦函三份。 

             七、其他足資證明資格之文件。 

第 九 條    新聘教師之聘任，應本公平、公正、公開之原則，於傳播媒體或學術刊物刊載徵聘資訊。教
師聘任之審查程序，初審由各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辦理，審查通過後向院推薦，複審由各
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辦理，審查通過後向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推薦。初審辦法由各系(所)制定，
報請院長轉校教評會核備後施行，複審辦法由各院制定，並提報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核備後
施行，修正時亦同。 

第 十 條    教師聘任以每學期辦理一次為原則，並以每學期開始(二月一日或八月一日)為起聘日期。各
院應於十二月十五日或六月十五日前完成推薦程序。 

第十一條    教師聘任經各院複審通過後，將有關資料向人事室提出。人事室彙整後提校教師評審委員會，
經討論通過後簽請校長核發聘任職級之聘書。 

第十二條    以學位辦理聘任助理教授或講師者，經系（所）依「專科以上學校以國外學歷送審教師資格
作業須知」之規定審核，如其修讀碩士或博士之修業時間符合規定，由系教師評審委員會比
照升等辦法辦理專門著作（包含學位論文）外審作業，外審結果彙提院、校級教師評審委員
會完成聘任程序。 

經系（所）審核，其修讀碩士或博士之修業時間不符合規定者，得專案提三級教師評審委員
會討論，獲同意辦理著作外審者，由教務處比照升等辦法，將其論文、個人著作或作品送外
審，外審結果彙提院、校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完成聘任程序。 

外審作業應於本辦法第十條規定之時限前完成。相關前置作業，聘任單位應視作業所需時間
提前辦理。 

聘任程序完成，依規定檢件由人事室報請教育部備查及核發教師證書，年資以教育部核定年
月起算。 

第十三條    非以學位辦理聘任且尚未獲有擬聘任職級之教師證書者，各院應於十月十五日（二月一日起
聘）或四月十五日（八月一日起聘）前將有關資料送教務處，比照升等辦法辦理著作外審，
外審結果彙提校教師評審委員會，經通過簽請校長核定後依規定檢件報請教育部核備及核發
教師證書，年資以教育部核定年月起計。 

第十四條    非屬學院之系(所)、體育室及一級中心（處、館）之教師聘任，其初審比照系(所)辦理，複
審除微奈米科技研究中心、計算機與網路中心分別由工學院、電機資訊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
辦理外，餘由非屬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辦理。 

第十五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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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國立成功大學進用專案教學助理實施要點」修正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一、國立成功大學（以下

簡稱本校）為因應教

學研究需要，特依本

校編制內教師及研究

人員本薪（年功薪）、

加給以外之給與及編

制外人員人事費及辦

理自籌收入業務有績

效之行政人員工作酬

勞支應原則，訂定本

要點。 

 

一、本校為因應教學研究

需要，特依教育部部

頒國立大學校務基金

進用教學人員研究人

員及工作人員實施原

則及本校校務基金管

理及監督辦法第十條

等有關法令規定，訂

定國立成功大學進用

專案教學助理實施要

點（以下簡稱本要

點）。 

 

配合本校新修正之校務基

金管理及監督辦法，修正

本要點之訂定依據。 

十五、本要點經校務基金

管理委員會及校務會

議通過後實施，修正

時亦同。 

十五、本要點經校務基金

管理委員會及校務會

議通過，報教育部備

查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配合本校新修正之校務基

金管理及監督辦法，修正

本要點之訂定程序。 

 

 

「國立成功大學聘請兼任專家擔任教學要點」修正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十、本要點經校務基金管

理委員會及校務會議

通過後實施，修正時

亦同。 

 

十、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

過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配合本校新修正之校務基

金管理及監督辦法，修正

本要點之訂定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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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聘請教師及研究人員兼任非編制職務實施要點」修正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一、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

本校)為因應校務發展

需要，特依本校編制內

教師及研究人員本薪

(年功薪)、加給以外之

給與及編制外人員人事

費及辦理自籌收入業務

有績效之行政人員工作

酬勞支應原則，訂定本

要點。 

一、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

稱本校)為因應校務發

展需要，特依本校校務

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

第九條規定，訂定「國

立成功大學聘請教師

及研究人員兼任非編

制職務實施要點」。 

配合本校新修正之校務基金

管理及監督辦法，修正本要

點之訂定依據。 

 

 

 

「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專業經理人實施要點」修正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一、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

稱本校)為因應校務發

展需要，特依本校編制

內教師及研究人員本

薪(年功薪)、加給以外

之給與及編制外人員

人事費及辦理自籌收

入業務有績效之行政

人員工作酬勞支應原

則第五條規定，訂定本

要點。 

一、國立成功大學(以下

簡稱本校)為因應校

務發展需要，特依本

校校務基金管理及

監督辦法第十條規

定，訂定「國立成功

大學校務基金進用

專業經理人實施要

點」（以下簡稱本要

點）。 

配合本校新修正之校務基
金管理及監督辦法，修正本
要點之訂定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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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專案工作人員實施要點」修正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七、專案工作人員之報酬，除
因計畫關係需另訂支給
標準經專案簽准或依委
託計畫單位約定另訂標
準支給外，其餘人員依本
校專案工作人員待遇支
給標準表支給（附表
一），但各該用人經費如
有困難時，得酌減之。另
以校管理費進用之契
（聘）僱人員依本校契僱
人員暨聘僱人員薪點支
給待遇標準表支給（附表
二）。 
新進專案工作人員依其
學歷自最低薪級起薪，服
務滿一年成績優良者得
晉一級，是否晉級由各用
人單位或計畫主持人自
行考核決定。 
新進專案工作人員如有
符合本校「聘僱人員採計
曾任年資提敘薪級原則」
規定之服務年資時，得於
本職最高薪範圍內提敘
薪級，但每滿一年最多提
敘一級。 
專案工作人員年終工作
獎金之發給，除委託計畫
單位另有規定外，由各用
人單位或計畫主持人自
行考核後，得視經費盈餘
分級發給，最高不得超過
軍公教人員當年度年終
工作獎金之上限。 

七、專案工作人員之報酬，除
因計畫關係需另訂支給
標準經專案簽准或依委
託計畫單位約定另訂標
準支給外，其餘人員均依
本校專案工作人員待遇
支給標準表支給，但各該
用人經費如有困難時，得
酌減之。 
新進專案工作人員依其
學歷自最低薪級起薪，服
務滿一年成績優良者得
晉一級，是否晉級由各用
人單位或計畫主持人自
行考核決定。 
新進專案工作人員如有
符合本校「聘僱人員採計
曾任年資提敘薪級原則」
規定之服務年資時，得於
本職最高薪範圍內提敘
薪級，但每滿一年最多提
敘一級。 
專案工作人員年終工作
獎金之發給，除委託計畫
單位另有規定外，由各用
人單位或計畫主持人自
行考核後，得視經費盈餘
分級發給，最高不得超過
軍公教人員當年度年終
工作獎金之上限。 

配合本校校務基金管理
及監督辦法之修正，將原
管監辦法屬支給基準
者，應提經管委會審議，
爰修訂契聘僱人員待遇
標準表之訂定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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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進用專案教學助理實施要點 
97年10月29日97學年度第1次校務會議通過  

  97年12月31日97學年度第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年1月5日99學年度第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因應教學研究需要，特依本校編制內教師及研究人員本薪
(年功薪)、加給以外之給與及編制外人員人事費及辦理自籌收入業務有績效之行政人員工
作酬勞支應原則，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專案教學助理，係指自九十七學年度起，在本校校務基金學雜費收入及五項自
籌收入項下，以約聘方式進用之編制外人員。 

三、為因應教學實驗課程需求，各系所現職新制助教（86年 3月 21日以後聘任者）離職後，其
工作應優先以研究生獎助學金聘請碩、博士班學生協助辦理。 

前項職缺如經評估確有需要，經專案簽准，得擬訂「進用計畫書」，提經系（所）務會議通
過，報經院長同意，循行政程序簽會教務處、人事室、會計室，並陳請校長核定後，始可
進用專案教學助理，遞補該職缺。 

前項「進用計畫書」期限，以五年為限。 

四、專案教學助理之聘任，應具備下列基本條件及資格，其人事管理業務由人事室綜理： 
（一）品行端正，無不良紀錄者。 
（二）大學或獨立學院以上（含）畢業，成績優良者。 
（三）所習學科與擬任職務性質相近者。 

五、專案教學助理之聘任，須檢附下列證件資料，提經系（所）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循行政程
序簽請校長聘任之： 
（一）簽奉核准之進用計畫書。 
（二）擬聘人員簽辦表。 
（三）履歷表。 
（四）畢業證書或學位證書。 
（五）其他足資證明資格之文件。 
另聘任單位得依實際需要請應聘人提供下列證件資料： 
（一）服務證明書。 
（二）推薦函。 

六、專案教學助理聘期採學年制，一年一聘。 
專案教學助理續聘時，應經系（所）務會議審議通過。 

七、專案教學助理未經學校同意不得在校外兼課、兼職，並不得同時受聘為本校兼任教師。 
八、專案教學助理自實際到職之日起薪，其敘薪標準依「本校專案教學助理待遇支給標準表」（如

附表一）規定辦理；惟特殊情況經專案簽准者，不在此限。 
    專案教學助理曾於公立機關（構）、公私立大專校院，擔任與擬任職務工作性質相近且程度

相當之公務人員或教學研究人員年資，得在本職最高薪範圍內按年採計，提敘薪級。 
九、專案教學助理不得申請利用部分辦公時間或全時進修；至公餘時間或利用事、慰勞假進修，

以不影響工作為原則，並須向學校報備。 
十、專案教學助理服務至學年終了任滿一年者，由聘任單位辦理考核，以作為薪點晉級及續聘

之依據。 
十一、專案教學助理應依勞工保險條例、全民健康保險法及勞工退休金條例相關規定，參加勞

保、全民健保及勞工退休金（外國籍人士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資格不符參加勞保者，
可選擇參加國際技術合作人員綜合保險，保險費由本校負擔百分之六十五，自付百分之
三十五。 

十二、專案教學助理之聘期、報酬標準、差假、福利、保險、退休及其他權利義務等事項，以
契約（契約書格式如附表二）定之。 

十三、專案教學助理於聘約期間，如因工作不力，或有其他不當行為，或違反契約應履行義務
時，得終止契約並予解聘；除扣償溢領之酬金外，如有損害並追償違約之損害賠償。 

十四、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依國立大學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實施原則、
勞動基準法、勞工退休金條例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五、本要點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及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十六、本要點施行期限，至中華民國一○二年七月三十一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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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成功大學聘請兼任專家擔任教學要點 

89年 1月 19日 88學年度第 4次校教評會通過 
93年 6月 16日 92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4年 3月 23日 93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年 1月 5日 99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為應本校各系所教學需要，訂定本校聘請兼任專家擔任教學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兼任專家，係指具有特殊專業實務、造詣或成就，足以勝任教學工作者。 

三、比照教授標準支領鐘點費之兼任專家應具下列資格之一： 

    (一)現任政府機關或公營事業之簡任級或相當簡任級之主管或首長，並曾從事與應聘科目

性質相關之工作六年以上。 

    (二)曾從事與應聘科目性質相關之專業性工作十五年以上，具有特殊造詣或成就者。 

四、比照副教授標準支領鐘點費之兼任專家應具下列資格：  

    曾從事與應聘科目性質相關之專業性工作十二年以上，具有特殊造詣或成就者。 

五、比照助理教授標準支領鐘點費之兼任專家應具下列資格：  

曾從事與應聘科目性質相關之專業性工作九年以上，具有特殊造詣或成就者。 

六、比照講師標準支領鐘點費之兼任專家應具下列資格：  

曾從事與應聘科目性質相關之專業性工作六年以上，具有特殊造詣或成就者。 

七、兼任專家之聘任、聘期有關事項，比照兼任教師，並經系(所)、院、校三級教師評審委員

會審議。 

八、兼任專家專業實務具體事蹟、特殊造詣或成就之認定，先由系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將相關資

料，送請校外學者或專家二人審查後，提三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審查意見表另訂之。 

    兼任專家獲有國際級大獎之殊榮，同時獲校外學者或專家二人審查之肯定，並經三級教師

評審委員會出席委員四分之三（含）以上通過者，得依其原符合比照支領鐘點費等級，聘

為比照支領較高一等級鐘點費之兼任專家。 

九、兼任專家每週授課時數比照兼任教師之規定，並按同級兼任教師標準支給授課鐘點費。聘

任滿三年後，其所從事相關之專業性工作年資符合較高職級之資格且表現優異者，得專案

提經系（所）、院、校三級教評會審議，通過後聘任為較高職級之兼任專家，並自校教評

會審定之日生效。 

十、本要點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及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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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聘請教師及研究人員兼任非編制職務實施要點 

97年 06月 25日 96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通過 
                                 教育部 97年 10月 7日台高(三)字第 0970198815號函同意備查 

98年 06月 24日 97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通過 

100年 1月 5日 99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通過 

一. 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因應校務發展需要，特依本校編制內教師及研究人員本薪

(年功薪)、加給以外之給與及編制外人員人事費及辦理自籌收入業務有績效之行政人員工

作酬勞支應原則，訂定本要點。。 

二. 本校各單位為推動校務或提升學術水準，得專案簽奉同意，以本校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

法第三條第二款至第七款收入提撥之管理費或節餘款聘請編制內教師兼任非編制之行政或

學術職務，或聘請編制內研究人員兼任非編制之行政職務。 

三. 各單位擬聘本校教師及研究人員兼任非編制職務時，應敘明該職務之聘期、性質及工作內

容；如擬支給工作酬勞者，須另敘明其職責程度、等級、支給金額及其經費來源等相關事

項，循行政程序簽奉核准後始可聘兼，其工作酬勞之核給依第五點之規定辦理。 

四. 本校教師及研究人員兼任非編制職務，其聘期依實際需要而定，至多一（學）年一聘。如

因業務需要，得再續聘。 

五. 本校教師及研究人員兼任非編制職務，其工作酬勞支給標準及審核程序如下： 

 （一）兼任職務屬主管性質者，比照「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及「公立大專院校校

長及教師兼任主管人員主管職務加給支給表」之規定，支給相當職等之主管加給。但

有下列情形者，不在此限： 

     1.單位訂有較嚴格之支給規定者。 

     2.經費不足，須衡酌支給者。 

     3.因特殊業務需要另支較高之標準，經審定有案者。       

 （二）兼任職務非屬主管性質者，依其工作內容及職責程度自訂工作酬勞標準。 

前項第一款第三目及第二款之工作酬勞，應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管理委員會）

審議通過，始可支給。 

六. 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之工作酬勞標準係以職務為準。經審定有案之非編制職務，再續聘或

新聘教師及研究人員兼任時，按已審定之工作酬勞支給，不須再送管理委員會審議。 

七. 兼任編制內主管職務之教師及研究人員，同時兼任非編制職務時，不得再另支工作酬勞；

惟兼任之非編制職務，其工作酬勞高於編制內主管職務之主管加給時，補發其差額。 

    未兼任編制內主管職務之教師及研究人員，同時兼任 2個以上非編制職務時，以擇領 1個

工作酬勞為限。 

八. 本要點經管理委員會及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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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專案工作人員實施要點 

94年 03月 30日 93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延會通過 
94年 12月 28日 94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6年 03月 28日 95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7年 03月 26日 96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7年 12月 31日 97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8年 09月 30日 98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年 01月 05日 99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因應校務發展需要，特依教育部「國立大學校務基金進

用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實施原則」及「勞動基準法」訂定「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

金進用專案工作人員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專案工作人員，係指為辦理行政或執行專案計畫工作，在本校年度校務基金學

雜費收入及五項自籌收入項下 50﹪範圍內，以本校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三條第二款

至第七款收入進用之編制外人員。 

三、各單位或計畫主持人因業務需要擬進用前項專案工作人員時，應循各計畫主管單位規定之

行政程序簽奉核准後辦理進用事宜，進用後之人事管理由人事室綜理。 

四、專案工作人員以約聘（僱）方式進用，其遴聘資格由各用人單位或專案計畫需要訂定，並

以公開方式甄審為原則。 

五、專案工作人員聘期，以一年一聘為原則，但計畫期限在一年以內者，應按實際所需時間聘

（僱）。如因計畫持續需要，得續聘至計畫執行期限結束時止。 

    新進專案工作人員得先予試用，試用期間以三個月為原則，試用期滿表現良好者再予續聘

（僱）。 

六、專案工作人員於聘（僱）期間，須接受單位主管或計畫主持人督導及工作指派，並有遵守

性別平等教育規定、本校及合作機構有關規定之義務，如有違反，致本校利益受有損害，

得終止契約。 

七、專案工作人員之報酬，除因計畫關係需另訂支給標準經專案簽准或依委託計畫單位約定另

訂標準支給外，其餘人員依本校專案工作人員待遇支給標準表支給（附表一），但各該用人

經費如有困難時，得酌減之。另以校管理費進用之契（聘）僱人員依本校契僱人員暨聘僱

人員薪點支給待遇標準表支給（附表二）。 

新進專案工作人員依其學歷自最低薪級起薪，服務滿一年成績優良者得晉一級，是否晉級

由各用人單位或計畫主持人自行考核決定。 

新進專案工作人員如有符合本校「聘僱人員採計曾任年資提敘薪級原則」規定之服務年資

時，得於本職最高薪範圍內提敘薪級，但每滿一年最多提敘一級。 

專案工作人員年終工作獎金之發給，除委託計畫單位另有規定外，由各用人單位或計畫主

持人自行考核後，得視經費盈餘分級發給，最高不得超過軍公教人員當年度年終工作獎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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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上限。 

八、專案工作人員每日正常工作時間不得超過八小時，每二週工作總時數不超過八十四小時，

但本校得視業務需要，經雙方協議後採輪班制或調整每日上下班時間。 

    本校如因經費受限，於商請專案工作人員延長工時服務，經其同意以補休假方式處理時，

不另支給延長工時之工資；惟用人單位主管或計畫主持人得視經費狀況專案發給延長工時

之工資。 

九、專案工作人員於聘（僱）期間，不得在校內外兼職或兼課，如因業務需要須依校內相關規

定經專案簽准。 

十、專案工作人員欲終止契約時，若無不須預告本校之情形，應依本校臨時人員工作規則第九

條之規定提出書面申請，並辦妥離職手續；如未於規定期間提出，致本校受有損害者，本

校得依相關法律請求損害賠償。 

十一、專案工作人員應依勞工保險條例、全民健康保險法及勞工退休金條例相關規定參加勞保、

全民健保及勞工退休金（外國籍人士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資格不符參加勞保者，可選

擇參加國際技術合作人員綜合保險，保險費由本校負擔 65%，自付 35%。 

      上述應由雇主負擔之費用由各該用人經費來源提撥。 

十二、專案工作人員於聘（僱）期間，得依本校有關規定享有下列權益： 

      （一）享有勞工安全衛生法令相關規定之保障。 

      （二）請領本校識別證與校內汽機車通行證。 

      （三）圖書館、計算機與網路中心及體育場所等公共設施，得依各單位規定使用之。 

      （四）其他經專案簽准之福利事項。 

十三、專案工作人員之資遣費及退休金，悉依勞動基準法及勞工退休金條例相關規定辦理；職

業災害補償依勞動基準法、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勞工保險條例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四、專案工作人員於聘（僱）期間應簽訂契約，契約中明定其聘期、報酬標準、工作時間、

差假、考核、獎懲、福利、保險、退休、資遣、職業災害補償、到離職等權利義務事項。 

十五、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依國立大學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實施原則、

本校臨時人員工作規則、勞動基準法、勞工退休金條例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六、本要點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及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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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專業經理人實施要點 
96年 12月 26日 96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通過 
97年 12月 31日 97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8年 09月 30日 98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年 01月 05日 99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因應校務發展需要，特依本校編制內教師及研究人員本薪

(年功薪)、加給以外之給與及編制外人員人事費及辦理自籌收入業務有績效之行政人員工作

酬勞支應原則第五條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專業經理人，係指相關領域具有專長之專業經理人才，並由本校各單位因應其

業務需要，在年度校務基金學雜費收入及五項自籌收入項下 50﹪範圍內，以本校校務基金

管理及監督辦法第三條第二款至第七款收入進用之編制外人員。 

三、專業經理人之任務在於帶領專業團隊，有效運用本校可用資金或資源，在一定時間內創造

盈餘、增加財富收入或提昇經營管理績效。 

四、專業經理人之進用，應將人選提經主管會報及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管理委員會）

審議通過，循行政程序簽奉核准後進用。進用後之人事管理由人事室綜理。 

五、專業經理人以聘用方式進用，以一年一聘為原則。 

專業經理人服務滿一年時，所屬主管應就其工作表現、服務績效及目標達成率等加以考核，

決定是否續聘或晉（減）薪，並循行政程序簽奉核准；至於晉（減）薪級數則視其工作績效

而定。 

六、專業經理人於聘用期間，須接受所屬主管之督導及工作指派，並遵守性別平等

教育相關規定及本校相關規定，如有違反，得隨時予以解聘。  

七、專業經理人應依公平、公開、公正方式進用，其進用資格及薪資支給標準另訂之，並提經

管理委員會及校務會議通過。 

專業經理人能為本校創造盈餘、增加財富收入或提昇經營管理績效者另支給獎金。獎金發給

之原則、額度、發放之時間及方式等相關事宜，由用人單位另訂之，並提經主管會報及管理

委員會通過。 

八、專業經理人之上班時間比照本校編制內職員依政府機關辦公日曆出勤。請假依勞動基準法、

性別工作平等法及勞工請假規則等規定辦理。 

九、專業經理人於聘用期間，不得在校內外兼職或兼課，如因業務需要須依校內相關規定專案

簽准。 

十、專業經理人於聘期屆滿前自請離職，應於十日前提出書面申請並辦妥離職手續。 

十一、專業經理人應依相關規定參加勞工保險、全民健保及勞工退休金。其勞保、全民健保及

勞工退休準備金應由雇主負擔之費用由各該用人經費來源提撥。 

十二、專業經理人於聘用期間，得依本校有關規定享有下列權益： 

  （一）請領本校識別證與校內汽機車通行證。    

  （二）圖書館、計算機與網路中心及體育場所等公共設施，得依各單位規定使用之。 

  （三）其他經專案簽准之福利事項。 

十三、專業經理人於聘用期間應簽訂契約，契約中明定其聘期、薪資、工作時間、差假、考核、

獎懲、福利、退休、資遣、職業災害補償、到離職等權利義務事項。 

十四、本要點未規定事項，依「國立成功大學臨時人員工作規則」、「勞動基準法」、「勞工

退休金條例」及其他相關法令辦理。 

十五、本要點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及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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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修正校徽 1 修正校徽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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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醫學系臨床教師設置辦法」修正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醫學系
（以下簡稱本系）為提昇醫學
教育品質，強化臨床教學，特
設置臨床教師，並訂定「國立
成功大學醫學院醫學系臨床
教師設置辦法」（以下簡稱本
辦法）。 

 

一、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以
下簡稱本院）醫學系為提
昇醫學教育品質，強化臨
床教學，特設置臨床教
師。 

一、原「醫學院（以下簡稱本
院）」增修為「醫學院醫
學系（以下簡稱本系）」。 

二、秘書室初審意見：法規名
稱為「辦法」，其體例應
為「第 1條…」，爰建議
修正各條次用語。 

第二條 

醫學院附設醫院無教職之專
任主治醫師兼負本系臨床教
學工作，經本系聘為兼任教師
通過本校審查取得部定教師
資格者，則改聘為同級臨床教
師。臨床教師之分級暨升等之
審查，比照本系教師升等辦法
辦理，升等年資之採計比照專
任教師。 

二、本院附設醫院無教職之專
任主治醫師兼負本院臨
床教學工作，經本院聘為
兼任教師通過本校審查
取得部定教師資格者則
改聘為同級臨床教師。臨
床教師之分級暨升等之
審查，比照本院醫學系臨
床醫學教師升等辦法辦
理，升等年資之採計比照
兼任教師。 

一、原「本院」修改為「醫學
院」及「本系」。 

二、另依教育部 99.7.29台學審
字第 0990124035 號函
示，「專任醫事人員兼任
同校臨床學校教師，其辦
理教師資格審查時得以
專任教師年資採計」，爰
配合修正。 

第三條 

臨床教師不佔本系專任教師
名額，並不支薪及鐘點費。 

三、臨床教師不佔本院專任教
師名額，並不支薪及鐘點
費。 

原「本院」修改為「本系」。 

第四條 

本系臨床學科專任教師出缺
時，得由該學科之臨床教師依
教評會三級三審，審查通過後
提請改聘為同級之專任教師。 

四、本院醫學系臨床學科專任
教師出缺時得由該學科
之臨床教師依教評會三
級三審，審查通過後提請
改聘為同級之專任教師。 

原「本院醫學系」修改為「本
系」。 

第五條 

臨床教師負醫療服務及教學
研究任務，不得擔任醫學院行
政主管。 

五、臨床教師負醫療服務及教
學研究任務，不得擔任本
院行政主管。 

原「本院」修改為「醫學院」。 

第六條 

醫學院院務會議通過建教合
作之公立醫院，且其院長為醫
學院教授借調擔任，負有營運
權責，而其專任主治醫師之教
學、研究、服務符合本系標準
者，得比照本辦法辦理，惟升
等年資之採計比照兼任教師。 

六、本院院務會議通過建教合
作之公立醫院，且其院長
為本院教授借調擔任，負
有營運權責，而其專任主
治醫師之教學、研究、服
務符合本院標準者，得比
照本辦法辦理。 

1.原「本院」修改為「醫學院」
及「本系」。 

2.明定與本校建教合作且院
長為本校教師借調擔任之
公立醫院專任主治醫師升
等年資之採計，仍依兼任教
師規定辦理（折半計算）。 

第七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報教
育部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
同。 

七、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報
教育部核定後施行，修正
時亦同。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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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醫學系臨床教師設置辦法 

                             86年6月11日85學年度第2次校務會議通過 

91年6月12日99學年度第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年1月5日99學年度第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醫學系（以下簡稱本系）為提昇醫學教育品質，強化

臨床教學，特設置臨床教師，並訂定「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醫學系臨床

教師設置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醫學院附設醫院無教職之專任主治醫師兼負本系臨床教學工作，經本系聘

為兼任教師通過本校審查取得部定教師資格者，則改聘為同級臨床教

師。臨床教師之分級暨升等之審查，比照本系教師升等辦法辦理，升等

年資之採計比照專任教師。 

第三條  臨床教師不佔本系專任教師名額，並不支薪及鐘點費。 

第四條  本系臨床學科專任教師出缺時，得由該學科之臨床教師依教評會三級三

審，審查通過後提請改聘為同級之專任教師。 

第五條  臨床教師負醫療服務及教學研究任務，不得擔任醫學院行政主管。 

第六條  醫學院院務會議通過建教合作之公立醫院，且其院長為醫學院教授借調擔

任，負有營運權責，而其專任主治醫師之教學、研究、服務符合本系標準

者，得比照本辦法辦理，惟升等年資之採計比照兼任教師。 

第七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報教育部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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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本校學生獎懲要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十一、學生獎懲之處理程序，依

下列規定辦理。 

（一）學生獎懲案件，均應提經

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

依程序辦理。 

（二）嘉獎、記小功、申誡、記

小過之獎懲，得會同導

師、系所主管處理後，由

學生事務長核定後公告。 

（三）記大功或記大過以上之重

大獎懲，應提獎懲委員會

議審議通過，並經校長核

定後公告。 

（四）但記大功以上，符合本要

點第六點第五款規定，得

採通訊方式投票，經本會

委員總數三分之二以上同

意後通過。 

（五）獎懲委員會議審議有關學

生重大獎懲時，除應通知

有關系所主管、班級導

師、及有關人員列席外，

並應通知當事學生列席說

明。 

（六）經退學之處分，應移請教

務處依有關規定辦理。 

（七）學生受記大功，或記大過

以上之獎勵或處罰，應通

知其家長或監護人。 

十一、學生獎懲之處理程序，依 

下列規定辦理。 

（一）學生獎懲案件，均應提經

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

依程序辦理。 

（二）嘉獎、記小功、申誡、記

小過之獎懲，得會同導

師、系所主管處理後，由

學生事務長核定後公告。 

（三）記大功或記大過以上之重

大獎懲，應提獎懲委員會

議審議通過，並經校長核

定後公告。 

 

 

 

 

 

 

（四）獎懲委員會議審議有關學

生重大獎懲時，除應通知

有關系所主管、班級導

師、及有關人員列席外，

並應通知當事學生列席說

明。 

（五）經退學之處分，應移請教

務處依有關規定辦理。 

（六）學生受記大功，或記大過

以上之獎勵或處罰，應通

知其家長或監護人。 

 

 

 

 

 

 

 

 

 

 

 

 

 

 
 

為提昇學生獎

懲委員會作業

程序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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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立 成 功 大 學 學 生 獎 懲 要 點 
 

93年1月14日92學年度第2次校務會議通過 
93年2月12日教育部台訓(二)字第0930018037號書函 
94年10月5日94學年度第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4年11月28日教育部台訓(二)字第0940161561號書函 
95年3月15日94學年度第4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5年4月20日教育部台訓(二)字第0950054459號書函 
95年6月21日94學年度第5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5年8月30日教育部台訓(二)字第0950126035號函 
99年4月28日98學年度第4次校務會議延會修正通過 
99年6月07日教育部台訓(二)字第0990089490號書函 
100年1月5日99學年度第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  、本校為樹立優良校風，確收教育功效，依據大學法第32條，訂定本要點。 
二  、凡本校學生按其所表現之優劣事實，須予獎勵或懲罰者，依本要點辦理之。 
三  、獎懲區分： 

（一）獎勵：嘉獎、記小功、記大功、其他獎勵(獎章、獎牌、獎狀、獎金)。 
（二）懲罰：申誡、記小過、記大過、定期察看、退學。 

四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予以嘉獎。 
（一）服務公勤，熱心努力，有具體優良成績者。 

  （二）參加校內各種正規比賽，努力認真，堪為表率及成績特優者。 
  （三）維護校產，愛惜公物，堪為表率有具體事實者。 
  （四）有其他相當於上列各款情事，殊堪嘉許者。 
五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予以記小功。 

（一）服行公勤，成績特優，堪為表率者。 
  （二）參加校外各種正規比賽，成績特優(前三名)，為校爭光者。 
  （三）代表學校參加各種競賽與活動，表現優異，堪為嘉許者。 
  （四）熱心助人，扶助同學，有事實證明者。 
  （五）熱心公益，增進團體福利，具有確切事實者。 
  （六）急公好義，見義勇為，符合公益具有事實者。 
  （七）有其他相當於上列各款情事者。 
六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予以記大功或其他獎勵(獎章、獎牌、獎狀、獎金)等。 
  （一）擔任公勤或社團工作，成績特優，且對樹立校風有特殊貢獻者。 
  （二）在校期間，創造發明，或發表甚具價值之學術論文，有特殊貢獻者。 
  （三）冒險犯難，捨己救人，堪為他人矜式，有益國家社會者。 

（四）具有傑出表現，有益於國家社會，具確切事實者。 
（五）參加全國性正規比賽，榮獲第一名，爭取校譽者。 
（六）有其他相當於上列各款情事者。 

七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予以申誡。 
（一）擔任公勤幹部或其他工作，無故規避服務者。 

  （二）言行不檢，舉止無禮，有違團體榮譽，情節輕微者。 
  （三）無故不參加校內外重大慶典，全校性(含各院)集會及學生幹部講習者。 
  （四）代表系、所、學校參加各種比賽，無故缺席者。 
  （五）未經許可，濫用公物，或逾期未還公物，情節尚輕者。 
  （六）有其他相當於上列各款情事者。 
八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予以記小過。 

（一）故意對教職員工有不禮貌行為。 
  （二）惡意攻訐，挑撥離間，惹是生非，破壞團體秩序者。 
  （三）參加系、所、學校之各種活動，行為惡劣，有違團體榮譽者。 
  （四）報告失實，欺瞞師長者。 
  （五）毀損公物，情節較輕者。 
  （六）違反校園車輛行車安全，不聽勸告者。 
  （七）不遵守宿舍管理規則者。 
  （八）在校內外舉辦活動，影響校園安全或安寧，經勸導無效者。 
  （九）違反考試規則，情節較輕者。 
  （十）在校外實習或服務，表現不佳，有損校譽者。 

（十一）違反網路使用規範或公約，情節嚴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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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擅自侵害著作人的法定權益者。 
（十三）對他人（教職員工、同學及其他社會成員）有性騷擾之行為，情節輕微者。 
（十四）有施暴、竊盜、侵佔、毀損、滋事或其他侵害他人權益之行為，情節較輕或其情

可憫者。 
（十五）有其他相當於上列各款情事者。 

九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予以記大過或定期察看。 
（一）未經許可，撕揭或塗汙校內公告，或其他公用表冊文件者。 
（二）惡意批評或侮辱教職員工。 
（三）蓄意破壞公物，情節重大者。 
（四）蓄意擾亂學校行政，妨害教職員或同學執行公務者。 
（五）有施暴、竊盜、侵佔、毀損、滋事或其他不良行為，情節重大者。 
（六）違反宿舍管理規則，情節較嚴重者。 
（七）違反校規，經屢次勸導仍不改正者。 
（八）在校內外舉辦活動，影響校譽或校園安全，情節重大者。 
（九）違反考試規則，情節較重而具有悔意者。 
（十）建立色情暴力網站或其他利用網路從事不法行為，情節嚴重，影響校譽者。 
（十一）擅自侵害著作人的法定權益，情節重大，影響校譽者。 
（十二）擅自侵入他人資訊系統或設備，情節重大者。 
（十三）觸犯法令，經法院判刑確定，受緩刑之宣告而未經撤銷者。 
（十四）對他人（教職員工、同學及其他社會成員）有性騷擾之行為，情節重大者。 
（十五）有其他相當於上列各款情事者。 

十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予以退學。 
（一）侮辱教職員工，情節重大者。 
（二）定期察看期間，再受處分者。 
（三）所受處分，累計滿三大過者。 
（四）經法院判刑確定，未受緩刑之宣告，嚴重影響校譽者。 
（五）施暴力於他人、竊盜、侵佔、縱火等具體事實，嚴重影響校譽或校園秩序與安寧者。 
（六）請人代考或為人代考者。 
（七）違反考試規則，情節重大且不具悔意者。 

十一、學生獎懲之處理程序，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學生獎懲案件，均應提經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依程序辦理。 
（二）嘉獎、記小功、申誡、記小過之獎懲，得會同導師、系所主管處理後，由學生事務長

核定後公告。 
（三）記大功或記大過以上之重大獎懲，應提獎懲委員會議審議通過，並經校長核定後公告。 
（四）但記大功以上，符合本要點第六點第五款規定，得採通訊方式投票，經本會委員總數

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後通過。 
（五）獎懲委員會議審議有關學生重大獎懲時，除應通知有關系所主管、班級導師、及有關

人員列席外，並應通知當事學生列席說明。 
（六）經退學之處分，應移請教務處依有關規定辦理。 
（七）學生受記大功，或記大過以上之獎勵或處罰，應通知其家長或監護人。 

十二、學生之獎懲，在校期間內，功過可以互抵，但不能取消紀錄；退學，概不得因以前曾受獎
勵，要求折抵減免；定期察看亦同。 
學生對於學校之獎懲處分，認有違法或不當並損及其個人權益者，得依學校申訴辦法之
規定，向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申訴。 

十三、定期察看以一學年為原則，期間定期察看之學生的操行基本分數為六十分。 
定期察看之學生，同時予以記二大過、二小過之處分；如於處分日前已有其他懲處者，
則累計至二大過、二小過。 

十四、學生復學後，其原有獎懲仍屬有效。 
十五、違規之情狀特殊者，獎懲委員會或相關單位得減輕其處罰。 

依本要點合予記小過以下之處分者，得視其情節輕重與輔導之成效，以校園服務代替懲
處，其實施分則由學生事務會議訂定之。 

十六、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並報教育部備查，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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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國立成功大學自償性支出及建設控管辦法修正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為健全本校進

行自償性支出

及建設之財務

管理，依據本校

校務基金自籌

收入收支管理

辦法第八條之

規定，訂定「國

立成功大學自

償性支出及建

設控管辦法」

(以下簡稱本辦

法)。 

第一條 為健全本校進行

自償性支出及建

設之財務管理，

依據本校校務基

金管理及監督辦

法第二十一條之

規定，訂定「國

立成功大學自償

性支出及建設控

管辦法」(以下簡

稱本辦法)。 

配合新訂本校校務

基金自籌收入收支

管理辦法，修正法

源依據。 

第十條 本辦法經校務

基金管理委員

會審議後，提交

校務會議通過

後實施，修正時

亦同。 

第十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

議通過，報教育

部核備後施行，

修訂時亦同。 

依校務基金自籌收
入收支管理辦法第
八條規定，修正制
定程序，免提報教
育部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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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自償性支出及建設控管辦法 

                               94年 3月 30日 93學年度第三次校務會議延會通過 
  教育部 94.10.25台高（三）字第 0940142288號函核備 

99年 10月 8日 99學年度第 1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訂通過 
100年 1月 50日 99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為健全本校進行自償性支出及建設之財務管理，依據本校校務基金自籌收
入收支管理辦法第八條之規定，訂定「國立成功大學自償性支出及建設控
管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自償性支出及建設，係指計畫於營運期間向使用者收取相當費
用，以供全部或部分償付其原投資成本之支出或建設。 

第三條  本校生活服務性設施之提供或其他可供營運項目，以自償性支出或建設方
式辦理為原則。 

第四條  本校自償性支出或建設計畫，應優先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鼓勵
民間參與投資；如因性質特殊或民間無意願投資之自償性支出或建設，始
得評估自辦。 

第五條  本校自辦自償性支出或建設，應強化財務規劃及成本效益評估，其可行性
得聘請校內專業教師若干人組成小組協助審查並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審議通過後據以執行。 
前項自償性支出或建設之財務規劃及成本效益評估，得委託專業機構辦
理。 

第六條  本校自辦自償性支出或建設之自籌項目經費來源不足時，經由校務基金管
理委員會審議通過向金融機構舉借之金額上限不得高於校務基金歷年賸
餘之 20％。 
前項向金融機構舉借時，應就利率水準、償還年期等評比甄選適當行庫
辦理。 

第七條  辦理自償性支出或建設，應於計畫完工營運後，每半年檢討營運情形及債
務負擔狀況，如有無法達成原訂自償率之虞時，管理單位應即檢討提出改
進措施。 

第八條  自償性支出或建設之營收，應個別列帳控管。 

第九條  舉借債務之清償，除由營運收入按月攤還外，得就自籌項目經費提撥一定
比例金額，充當舉借還款準備金。 

        前項提撥比例由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之。 

第十條  本辦法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後，提交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
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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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國立成功大學新興工程支應辦法對照表 

 

修 正 名 稱 現 行 名 稱 說     明 

國立成功大學新興工程支應要點 國立成功大學新興工程支應辦法 配合國立成功大學
校務基金自籌收入
收支管理辦法第七
條規定，名稱「辦法」
修正為「要點」。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一、本要點依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
金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辦法第
七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一條 本辦法依國立成功大學校院
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
廿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配合新訂本校校務
基金自籌收入收支
管理辦法，修正法源
依據，並修正條次為
點次(以下同)。 

二、本要點新興工程總工程建造經
費達 1千萬元（含）以上之新
建、增建、改建、修建工程及
相關設施，如房屋建築、運動
場地、整地、管線、道路、展
示、室內裝修、環保、機電、
校園整體規劃及景觀等工程
計劃構想書，均須提校務基金
管理委員會審議。又總經費達
查核金額以上之工程計畫應
報部審議。前項所稱總工程建
造經費，指公共工程及房屋建
築計畫，依行政院所定「公共
建設工程經費編列估算手冊」
編列之工程建造費及規劃、設
計監造階段作業費用。 

第二條 本辦法新興工程總工程建造
經費達 1 千萬元（含）以上
之新建、增建、改建、修建
工程及相關設施，如房屋建
築、運動場地、整地、管線、
道路、展示、室內裝修、環
保、機電、校園整體規劃及
景觀等工程計劃構想書，均
須提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
議。又總經費達查核金額以
上之工程計畫應報部審議。
前項所稱總工程建造經費，
指公共工程及房屋建築計
畫，依行政院所定「公共建
設工程經費編列估算手冊」
編列之工程建造費及規劃、
設計監造階段作業費用。 

辦法改要點 

七、捐贈收入、場地設備管理收
入、推廣教育收入、建教合作
收入及投資取得收益等經費
來源辦理新興工程，依本要點
辦理。其他經費來源辦理新興
工程者，依行政院訂頒之「政
府公共工程計畫與經費審議
作業要點」辦理。 

第七條 捐贈收入、場地設備管理收
入、推廣教育收入、建教合
作收入及投資取得收益等經
費來源辦理新興工程，依本
辦法辦理。其他經費來源辦
理新興工程者，依行政院訂
頒之「政府公共工程計畫與
經費審議作業要點」辦理。 

辦法改要點 

八、本要點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及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
時亦同。。 

第八條 本辦法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
會及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修正時亦同。 

 

辦法改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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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新興工程支應要點 
94年 3月 30日 93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延會通過 
95年 3月 15日 94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9年 10月 8日 99學年度第 1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 
100年 1月 5日 99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本要點依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辦法第七條第二項規定訂定
之。 

二、本要點新興工程總工程建造經費達 1千萬元（含）以上之新建、增建、改建、
修建工程及相關設施，如房屋建築、運動場地、整地、管線、道路、展示、室
內裝修、環保、機電、校園整體規劃及景觀等工程計劃構想書，均須提校務基
金管理委員會審議。又總經費達查核金額以上之工程計畫應報部審議。前項所
稱總工程建造經費，指公共工程及房屋建築計畫，依行政院所定「公共建設工
程經費編列估算手冊」編列之工程建造費及規劃、設計監造階段作業費用。 

三、工程計畫構想書提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並獲同意辦理之新興工程計畫，
應依下列程序辦理： 

主辦單位及早展開綜合規劃，提出約百分之三十規劃設計之必要圖説，總工程
建造經費之概算、基本資料表，於第一年度之預算籌編先期會審會議開始三個
月前，先行提送校園規劃及運用委員會辦理工程專業審議。 

由主辦單位辦理綜理分期規劃者，得就計畫中個別完整之分標工程計畫依前款
規定，送校園規劃及運用委員會辦理工程專業審議。主辦單位依第一款所提送
之必要圖說，總工程經費之概算及基本資料表，應包括書面資料，並參酌「公
共工程施工綱要規範實施要點」與「公共工程招標文件增列提供標案資料作業
要點」規定辦理。 

四、為健全新興工程之推動，主辦單位應先行編列預算或籌措經費，用以辦理新興
工程計畫有關之先期規劃構想及綜合規劃與設計等作業，並依「公共工程規劃
設計服務廠商評選作業注意事項」辦理規劃設計廠商之評選作業及規劃設計事
實。 

五、總工程建造費未達１千萬元之公共工程及房屋建築計畫，由主辦單位依一般行
政程序辦理，並提具概要圖說及經費預算，送校園規劃及運用委員會審議。 

六、全數由捐贈者興建後再贈與本校之工程案件，主辦單位不須依前述程序辦理，
僅須將捐贈者、捐贈金額、建築物樓地板面積、規劃用途、預定興建時程等基
本資料提報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備查及校園規劃及運用委員會審議。 

另如有議定捐贈者使用樓地板面積比例及期限者，得另訂協議規範之，並提校
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 

七、捐贈收入、場地設備管理收入、推廣教育收入、建教合作收入及投資取得收益
等經費來源辦理新興工程，依本要點辦理。其他經費來源辦理新興工程者，依
行政院訂頒之「政府公共工程計畫與經費審議作業要點」辦理。 

八、本要點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及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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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     國立成功大學因公派員出國案件處理要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原條文 備註及說明 

一、本校為推廣國際化，鼓勵教

職生出國觀摩參與學術活

動，依據「國立成功大學校

務基金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辦

法」第五條，特訂定「國立

成功大學因公派員出國案件

處理要點」（以下簡稱本要

點）。 

一、 本校為推廣國際化，鼓勵教

職生出國觀摩參與學術活

動，特依據「國立成功大學

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要點」

第十八條，特訂定「國立成

功大學因公派員出國案件處

理要點」（以下簡稱本要

點）。 

修訂法源依

據 

七、本要點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

會及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修正時亦同。 

 

 

七、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修訂本要點

經校務基金

管理委員會

通過後，再

提校務會議

通過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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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因公派員出國案件處理要點 

94年 03月 30日 93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延會修訂 

95年 03月 15日 94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6年 12月 26日 96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年 01月 05日 99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本校為推廣國際化，鼓勵教職生出國觀摩參與學術活動，依據「國立成功大學校務
基金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辦法」第五條，特訂定「國立成功大學因公派員出國案件處
理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補助項目分為三類： 
（一）教師及編制內研究人員出國參加國際會議。 
（二）研究生出國參加國際會議並發表論文及學生參加國際學術競賽。 
（三）教職員生因校務發展需要出國考察、訓練、進修、開會及研究等。 

三、教師及編制內研究人員出國參加國際會議補助： 
（一） 凡本校教師(含醫院臨床教師、專案計畫教師)及研究人員出席國際重要會議

發表論文，且為大會主席、分組主席、議程委員或受邀發表特邀專題講演、
接受表揚等重要關鍵地位，足以提升國際形象者，且向國科會或其它單位申
請經費補助，但未獲補助、未獲全額補助或已獲補助他案而不得再申請者，
才可向學校提出申請。 

（二） 本要點為部分補助。補助範圍含機票、註冊費。補助款由校方相關預算額度
內補助至多一半，其所屬系、院支付至少一半配合款。校方每人每案最高補
助貳萬元，每人每一會計年度經由本要點補助以一次為限。 

（三） 申請者必須於會議舉行前二週備妥申請表及相關文件向研發處提出申請，報
請校長核定。申請者並須於回國後一個月內檢據核銷並繳交出國開會心得報
告一份，學校得擇優刊載於《成大新聞》或《成大校刊》。 

四、研究生出國參加國際會議並發表論文及學生參加國際學術競賽活動補助: 
（一） 凡本校博士班研究生出國參加國際重要會議並發表論文，須先向國科會、李

國鼎科技發展基金會、傑出人才發展基金會、本校教務處或其它單位申請經
費補助，但未獲補助或未獲全額補助者，才可向本校提出申請。 

（二） 凡本校學生(包含大學部、碩士班及博士班學生)以本校名義代表參加國際性
學術競賽活動，且未獲校外其它單位補助者，得依本要點申請補助。 

（三） 本要點為部分補助。補助範圍含機票、註冊費。補助款由校方相關預算額度
內補助至多一半，其所屬系、院支付至少一半配合款。校方每人每案最高補
助貳萬元，學生每人在每一學期間獲本要點補助以一次為限。 

（四） 申請者必須於會議舉行前二週備妥申請表及附件，經由系、院推薦提報研發
處，逾期不予受理。由研發處邀請學術小組審查後簽報校長核定，同一會議
或競賽最多補助三人為原則。 

五、教職員生因校務發展需要出國考察、訓練、進修、開會及研究補助： 
（一） 因業務需要，有助提升行政品質或執行學校交辦目標，並事先專案簽報校長

核准者。 
（二） 補助經費均依行政院「國外出差旅費」規定辦理，並於返國一月內提出相關

報告。 

六、本要點所需經費在校務基金自籌經費下支應。 

七、本要點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及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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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 99 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紀錄 

時間：100年 3月 30日（星期三）上午九時 

地點：光復校區國際會議廳第二演講室 

出席：如附件 1, p6 

主席：黃校長煌煇                             記錄：江芬芬 

壹、頒獎 

一、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99年度傑出研究獎 

化學系葉晨聖教授、化學系陳淑慧教授、工程科學系黃悅民教授 

系統及船舶機電工程學系黃正弘教授、資訊工程學系簡仁宗教授 

資訊工程學系吳宗憲教授、工業與資訊管理學系黃宇翔教授 

教育研究所陸偉明教授、藥理學科暨研究所王憶卿教授 

生物化學科暨生物化學暨分子生物學研究所莊偉哲教授 

醫學系內科學科張定宗教授、口腔醫學科暨研究所謝達斌教授、 

二、98年大專生研究創作獎指導教授 

機械工程學系林仁輝教授、機械工程學系溫昌達助理教授 

土木工程學系郭振銘副教授、環境工程學系朱信教授 

工程科學系黃悅民教授、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洪敏雄教授 

電機工程學系蘇炎坤教授、資訊工程學系李同益教授 

工業設計學系謝孟達副教授、都市計劃學系張學聖助理教授 

交通管理科學系鄭永祥助理教授、臨床醫學研究所謝清河助理教授 

細胞生物與解剖學研究所郭余民教授 

三、本校名譽教授 

健康照護科學研究所施陳美津名譽教授 

四、本校特聘講座 

微生物及免疫學研究所賴明詔特聘講座  

五、本校講座 

    公共衛生研究所王榮德講座、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黃肇瑞講座 

生物化學暨分子生物學研究所吳華林講座 

六、本校特聘教授 

化學工程學系吳季珍特聘教授、資源工程學系李振誥特聘教授 

護理學系徐畢卿特聘教授、工業與資訊管理學系黃宇翔特聘教授 

貳、報告事項： 

一、99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並確認：確認。(附表 1, p 7) 

二、主席報告： 

1.今天是我上任以來的第一次校務會議，請大家不吝指教。希望大家表達意

見時能禮貌地提出理性、客觀的建言，透過充分的溝通尋求共識，共同營

造一個合諧的議事氛圍。 

2.我們有最佳的行政團隊，為學術提供最好的支援服務。對於各院系所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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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與意見，盡快處理；若未能立即辦理，就要即時告知、充分溝通，使對

方了解。 

3.下星期開始，每天清晨跟傍晚，我們會在學生活動中心周圍播放優美清柔

的音樂，讓大家懷著輕鬆愉悅的心情在校園活動。若反應良好，再逐步擴

展到其他校區，建設健康快樂的成功大學。 

4.最近發生教師訴訟案件，對學校形象造成傷害。希望各系所主管多多關照

教師同仁，注意經費報支的相關規定，依法合理使用。並妥適地指導研究

生，經營良好的師生關係。學務處將推動成立研究生學生會，建立研究生

的溝通管道，讓學校的問題能就近在校內獲得解決。學校也正設法強化律

師團隊，以提供強力的法律支援。 

5.「684號大法官解釋」推翻了「382號大法官解釋」，擴大保護學生的受教

權。各校都必須重新檢視各項相關法規，對此作出因應。本校的相關法規

由陳主秘來籌組委員進行研議；學務處則須強化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的功

能以對應現狀。 

6.教育部希望成大進行研究推動自主管理，由學校自訂校務基金 5項自籌款

管理辦法，可以使學校鬆綁。但如何把自主治理訂得公平合理？如何說服

審計部？是我們必須努力的方向。大前提則是：對成大不利的不推行、非

校務會議通過的不執行。 

7.5年 5百億計畫第二期即將公布，所送計畫書及簡報，我們都盡力作了充足

的準備，因此不管結果如何，就以平常心來看待吧！ 

8.本校與日本關東地區大學時有學術交流，關係良好。311大地震重傷日本關

東地區，當地嚴重欠缺水電，學生進行研究必定困難重重。請各系所調查

評估，可提供多少名額給日本的研究生來校研究。彙整研議後我們將再聯

合 T4聯盟各校，透過相關管道傳達給日本，表達綜合大學聯盟的關懷與實

質的支持。 

 

 三、校務基金 101年度概算編製情形報告：（附表 2,p 9） 

四、各一級單位及各委員會報告：(請參見書面報告) 

附帶決議：請經費稽核委員會在適當的時地，提出檢討該委員會「內部稽

核實施要點」及「設置要點」。 

 

參、討論事項： 

第一案                            提案單位：校長交議案 

案由：本校新任成大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董監事名單，提請追認。並將本

校有關成大創投業務移撥財務處執行。 

說明： 

一、經 99學年度第 3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決議通過。（議程附件 1） 

二、本校擔任成大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法人代表，已於 100年 2月 16日

奉校長核定，由財務處利德江財務長、研究總中心蔡明祺中心主任、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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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中心蕭世裕中心主任代表本校擔任該公司董事，並由會計系王明隆教

授代表本校擔任該公司監察人，任期自 100年 2月 16日至 102年 6月

10日止。 

三、本校財務處已成立運作多年，有關本校校務基金投資及管理業務，應移

撥至財務處，以達專權專責與事權統一效能。（議程附件 2） 

擬辦：校務會議通過後副知成大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並將本校有關成大

創業投資公司窗口改為財務處。 

決議： 

一、經無記名投票表決通過追認本校新任成大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董監事

名單。 

二、表決通過本校有關成大創業投資公司窗口改為財務處。 

第二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研發處、研究總中心、

工學院、電資學院 

案由：擬修訂本校組織規程之第十條第三項附屬單位設置辦法，並修訂本校組

織規程相關條文，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本校組織規程於 99年 8月 1日經教育部核定生效。規程之第十條第三

項核定為「本條文所列附屬單位之設置辦法，應提校務會議通過後實

施。但法令另有規定需報請教育部核定者，從其規定。」。 

二、承上所列，需配合修訂之附屬單位為：教務處推廣教育中心(議程附件

3)、研發處儀器設備中心(議程附件 4)、研究總中心航空太空科技研究

中心(議程附件 5)、工學院機械與化工實習工廠(議程附件 6)、電資學

院電機實習工廠(議程附件 7)共 5個設置辦法。 

三、教務處擬修改「進修推廣教育中心」為「推廣教育中心」。同時修改組

織規程相關條文。 

擬辦： 

一、各附設單位之設置辦法經校務辦會議通過後實施。 

二、本校組織規程相關條文「進修推廣教育中心」變更為「推廣教育中心」，

校務會議通過後，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本校教務處推廣教育中心設置辦法及本校組織規程相關條文修

正案（附件 2, p11）。其餘未討論之辦法及條文留待延會繼續討論。 

第三案 提案單位：醫學院、研發處 

案由：擬修訂「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動物中心設置辦法」名稱及條文(議程附件

8)，並修訂本校組織規程相關條文(議程附件 9)，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比照台大、陽明及國防等校，將「醫學院動物中心」修訂為「醫學院實

驗動物中心」。同時修改組織規程相關條文。 

二、95年 1月 17日因動物實驗管理業務需要，已簽奉 校長核定，將一名

99-3校務會議(100.03.30)紀錄-3-



 4 

技士修編為技正，故修訂本辦法第三條條文，以符合需求。 

三、依本校組織規程第十條第一級單位之附屬單位及其設置辦法之規定，修

訂本辦法第六條條文。 

擬辦： 

一、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二、本校組織規程第十條及第三十條之「動物中心」變更為「實驗動物中心」，

校務會議通過後，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實驗動物中心設置辦法」及本校組織規

程相關條文修正案（附件 3, p14）。 

第四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擬修正本校講座設置要點名稱及相關條文，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本次主要修正內容如下： 

（一）將「講座設置要點」名稱修正為「講座設置辦法」。 

（二）明定講座分為講座與特聘講座，並明定資格與審查方式。其中講座資

格配合國科會修正傑出獎給獎辦法刪除原第六款資格。 

（三）新增明定特聘講座、講座辭職或退休後之權益。 

二、本修正內容已加會秘書室法制組，並經 100年 3月 2日第 702次主管會

報、100年 3月 16日校務發展委員會與 100年 3月 21日校務基金管理

委員會與 100年 3月 25日講座審查委員會討論通過。 

三、檢附講座設置要點修正對照表（議程附件 10）、原條文（議程附件 11）

與台灣大學（議程附件 12）、清華大學（議程附件 13）、交通大學（議

程附件 14）與陽明大學（議程附件 15）辦法供參。 

擬辦：擬討論通過後公告實施。 

決議：修正通過國立成功大學講座設置辦法修正案（附件 4, p18）。 

第五案 提案單位：財務處 

案由：擬修訂「國立成功大學編制內教師及研究人員本薪(年功薪)、加給以外

之給與及編制外人員人事費及辦理自籌收入業務有績效行政人員之工

作酬勞支應原則」及「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辦法」

案（議程附件 16），提請  討論。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臺高(三)字第 0990218116號函辦理(議程附件 17)。 

二、本案因應教育部建請依『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修

正本校人事費支應原則第三、五、六、七點規定及自籌收入收支管理

辦法第三條第九款。 

三、本案業經 99學年度第 3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 

四、檢陳原條文(議程附件 18)供核。 

擬辦：提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報教育部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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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修正通過「國立成功大學編制內教師及研究人員本薪(年功薪)、加給以

外之給與及編制外人員人事費及辦理自籌收入業務有績效行政人員之

工作酬勞支應原則」修正案；照案通過「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自籌收

入收支管理辦法」修正案（附件 5, p24）。 

 

肆、散會：11:30（吳如容代表提清點人數，會場人數未達出席人數過半數，因

此結束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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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國立成功大學 99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出(列)席名單 

時間：一百年 3月 30日上午 9時 

地點：光復校區國際會議廳第 2演講室 

出席：顏鴻森  蘇慧貞 何志欽 黃吉川  林啟禎  黃正亮 黃文星 黃正弘 

陳進成  賴俊雄 王文霞 吳密察  楊芳枝  陳玉女 傅永貴 柯文峰

孫亦文  劉正千 談永頤 崔祥辰 張敏政 張素瓊 洪建中（劉宗霖代）

游保杉（劉瑞祥代）李森墉  朱銘祥 劉瑞祥 楊毓民 李振誥 黃啟原 

陳引幹 洪敏雄 方一匡 宋見春  廖德祿  卿文龍 趙儒民 黃正能 

蔡展榮 朱 信 鄭金祥  胡潛濱  陳天送  洪飛義 劉大綱 曾永華 

詹寶珠 陳敬 李 強 郭淑美 王清正 曾盛豪 林峰田 周君瑞 張有恆 

王泰裕 胡大瀛（蔡東峻代）康信鴻 潘浙楠  鄭至甫 楊明宗林其和

吳清在（陳政芳代） 林炳文（陳鵬升代） 楊倍昌  郭余民  王憶卿 

何漣漪（王憶卿代） 潘偉豐 王靜枝 張哲豪 黃溫雅 楊孔嘉 薛尊仁

吳晉祥  周楠華 吳俊明  劉清泉 蔡志方 丁仁方 陸偉明 王富美 

翁明宏 李劍如 陳廣明 陳明輝  吳如容  黃信復  李金駿  林德韋 

吳芳葦 汪祐豪 邱霈政 林武翰 張銓絢 張鴻傑（李剛伯代）張吾玉 

蘇晏良 

 

列席：楊明宗  林仁輝  謝錫堃  湯銘哲 利德江  蔡明祺 楊瑞珍 張丁財 

李丁進  陳響亮  王偉勇  蕭世裕 黃肇瑞  謝文眞 戴  華 陳志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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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國立成功大學 99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表 

100年 3月 30日 

決議案摘要 承辦單位執行情形 

第一案 

案由：擬修訂「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

辦法」及「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自籌收入

收支管理辦法」案，提請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本校「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

及「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辦法」修正

案。 

 

 

 

第二案 

案由：修正本校教師聘任辦法第 7條，並增列第 7

條之 1條文，提請 討論。 

決議：修正通過本校「教師聘任辦法」修正案。 

 

 

第三案 

案由：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進用專案教學助理實

施要點」、「國立成功大學聘請兼任專家擔任

教學要點」、「國立成功大學聘請教師及研究

人員兼任非編制職務實施要點」、「國立成功

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專業經理人實施要點」、

「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專案工作人員

實施要點」部分規定，提請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本校「進用專案教學助理實施要

點」、「聘請兼任專家擔任教學要點」、「聘請教

師及研究人員兼任非編制職務實施要點」、「校

務基金進用專業經理人實施要點」、「校務基金

進用專案工作人員實施要點」修正案。 

 

第四案 

案由：本校校徽修正案，提請 討論。 

決議：依校務會議代表意見，請工設系協助修正校

徽。 

 

財務處： 

教育部臺高(三)字第
0990218116號函要求修正
人事費支應原則，而該案需
連帶修正自籌收入收支管
理辦法，因此此案俟人事費
支應原則於 99學年度第 3

次校務會議討論通過後再
行一併報教育部備查。 

 

 

 

人事室： 

修正後條文業於本室網頁
公告周知。 

教務處： 

照案辦理。 
 
 
人事室： 

修正後條文業於本室網頁
公告周知。 

 

 

 

 

 

 

 

 

 

 

 

 

秘書室： 
照案辦理，感謝工設系的協
助。並已於學校網頁更新修
正校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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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案 

案由：擬修正本校醫學院醫學系臨床教師設置辦

法，提請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本校「醫學院醫學系臨床教師設置

辦法」修正案。 

 

 

 

第六案 

案由：擬修訂「國立成功大學學生獎懲要點」第十

一條增列第四款條文，提請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本校「學生獎懲要點」修正案。 

 

第七案 

案由：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自償性支出及建設控

管辦法」第一條、第十條，提請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本校「自償性支出及建設控管辦法」

修正案。 

 

第八案 

案由：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新興工程支應辦法」

名稱及第一條、第二條、第八條條文，提請  

討論。 

決議：修正通過本校「新興工程支應要點」修正案。 

 

第九案 

案由：擬修訂本校「因公派員出國案件處理要點」

第一條及第七條條文，提請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本校「因公派員出國案件處理要點」

修正案。 

 

教務處： 

照案辦理。 

人事室： 

本辦法前函報教育部核定，
目前僅核定其第 2條條文，
餘仍審議中。 

 

 

 

 

學務處： 

已奉教育部 100年 3月 8日
臺訓(一) 字第 1000032359

號函准予修正備查。 

 

 

總務處： 

已於資產管理組網頁相關
法規公告更新。 

 

 

 

 

總務處： 

已於營繕組網頁相關法規
公告更新。 

 

 

 

研發處： 

依決議辦理，並上網公告。 

 

99-3校務會議(100.03.30)紀錄-8-



 9 

附表 2 

 

      國立成功大學 101年度校務基金概算編製情形報告： 
一、收支情形如下：  

１．業務收入 65億 8,193萬 7千元 

（1）教學收入  39億 2,730萬元 

A、學雜費收入 11億 2,500萬元 

B、學雜費減免(-) (-)4,870萬元 

C、建教合作收入   28億元  

D、推廣教育收入 5,100萬元 

（2）租金及權利金收入 800萬元 

權利金收入 800萬元 

（3）其他業務收入 26億 4,663萬 7千元 

A、學校教學研究補助收入 24億 3,163萬 7千元 

B、其他補助收入 1億 7,500萬元 

C、雜項業務收入（招生考試報名費收入） 4,000萬元 

２．業務外收入 2億 9,920萬元 

（1）財務收入 6,300萬元 

（2）其他業務外收入 2億 3,620萬元 

３．業務成本與費用 71億 9,159萬 8千元 

（1）教學成本 62億 7,149萬 8千元 

A、教學研究及訓輔成本 35億 8,949萬 8千元 

B、建教合作成本 26億 4,300萬元 

C、推廣教育成本 3,900萬元 

（2）其他業務成本（學生公費及獎勵金） 2億 1,900萬元 

（3）管理及總務費用 6億 7,110萬元 

（4）其他業務費用（招生考試試務費用） 3,000萬元 

４．業務外費用 2億 1,900萬元 

（1）其他業務外費用 2億 1,900萬元 

預計短絀 5億 2,946萬 1千元 

二、資本支出如下：  

１．固定資產建設改良擴充 8億 8,906萬 9千元 

（1）土地 32萬 4千元 

   A、育樂段 34地號土地 32萬 4千元 

  （2）土地改良物 2,000萬元 

     A、歸仁擴增校地基礎建設(含道路及水溝工程等) 2,000萬元 

  （3）房屋及建築 2億 1,100萬元 

A、成功校區東側教學舍後期更新整建工程-工學院(材料系、

資 

        源系部分) 

1億 1,000萬元 

B、成功校區東側教學舍後期更新整建工程(資訊系部分) 7,500萬元 

C、整建老舊館舍，包括教學大樓、全校公共設施及無障礙 

環境等工程 

2,6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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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機械及設備 5億 0,175萬元 

A、教學用儀器設備 1億 9,705萬元 

B、全校污染防治設備 200萬元 

C、碩士專班、權利金、業務外、建教合作、推廣教育、場

地設備及捐款指定用途設備 

3億 0,270萬元 

（5）交通及運輸設備 1,480萬元 

A、教學用視訊設備 500萬元 

B、垃圾壓縮車 1輛 350萬元 

C、建教合作、推廣教育、場地設備及捐款指定用途設備 630萬元 

（6）什項設備 1億 4,119萬 5千元 

A、教學用圖書及什項設備 8,454萬 5千元 

B、一般行政設備及專項設備 400萬元 

C、碩士專班、權利金、業務外、建教合作、推廣教育、場

地設備及捐款指定用途設備 

5,265萬元 

２．無形資產 1,879萬 4千元 

（1）教學用電腦軟體 1,109萬 3千元 

（2）碩士專班、建教合作、推廣教育及場地設備電腦軟體 770萬 1千元 

３．遞延借項 4,500萬元 

（1）整建老舊館舍 2,500萬元 

（2）舊建築物補強工程 2,000萬元 

以上合計 9億 5,286萬 3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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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國立成功大學推廣教育中心設置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一、為因應社會上終身學習的需

求，及配合學校整體發展的

方針，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

十條，特設置成功大學推廣

教育中心（以下簡稱本中

心），以規劃本校推廣教育工

作。 

一、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十條，為

因應社會上終身學習的需

求，及配合學校整體發展的方

針，特設置成功大學推廣教育

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以

規劃本校推廣教育工作。 

 

部份文字修訂 

三、本中心置中心主任一人，中

心主任由教務長就專任教

授簽請校長聘兼之，並置職

員若干人，其員額由本校總

員額內調配之。中心主任除

綜理推廣教育有關事務

外，並兼任本校推廣教育委

員會執行秘書。 

三、本中心置中心主任一人，中心

主任由教務長就專任教授簽

請校長聘兼之，並置職員若干

人，其員額由本校總員額內調

配之。中心主任除綜理推廣教

育有關事務外，並兼任本校推

廣教育委員會執行秘書。 

部份文字修訂 

一級單位稱中心主

任，二級單位稱主

任。 

四、本中心得視業務需要設置任

務工作小組，由中心主任向

教務長、校長推薦本校教師

兼任工作小組召集人。 

四、本中心得視業務需要設置任務

工作小組，由中心主任向教務

長、校長推薦本校教師兼任工

作小組召集人。 

同上 

六、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六、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並報請

教育部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配合「本校組織規程」

修正。 

 

國立成功大學推廣教育中心設置要點 
89.06.14八十八學年度第三次校務會議通過 

                                89.08.30教育部台（89）高（二）字第八九一０八三四一號函核定 

                                   94.03.30九十三學年度第三次校務會議延會修正通過 

100.03.30九十九學年度第三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 為因應社會上終身學習的需求，及配合學校整體發展的方針，依據本校組織

規程第十條，特設置成功大學推廣教育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以規劃本

校推廣教育工作。 

二、 本中心隸屬教務處，負責學校各項推廣教育之教學、規劃、學籍及計畫審核，

並依本校推廣教育委員會之指導辦理中心業務。 

三、 本中心置主任一人，由教務長就專任教授簽請校長聘兼之，並置職員若干

人，其員額由本校總員額內調配之。主任除綜理推廣教育有關事務外，並兼

任本校推廣教育委員會執行秘書。 

四、 本中心得視業務需要設置任務工作小組，由主任向教務長、校長推薦本校教

師兼任工作小組召集人。 

五、 本中心得聘請不佔缺兼任教師教授推廣教育課程。 

六、 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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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規程第 10丶 30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擬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 十 條 

教務處、研究發展處、研究總中心及各學院因教

學、研究、推廣之需，設下列附屬單位： 

一、教務處： 

(一) 推廣教育中心：置主任一人，負責
學校各項進修、推廣教育之教學、規劃、
學籍及計劃審核。 

(二) 師資培育中心：置主任一人，負責

中等學校師培之招生與課程規劃、實習、

就業及地方教育之輔導業務。 

(三) 教學發展中心：置主任一人，負責

教師發展、教學研發與教學資源整合、建

立及規劃相關業務。 

二、研究發展處：設儀器設備中心，置主任一

人，負責學校共用貴重儀器設備之管理、

運作、支援研究、技術諮詢、訓練與維修

事項 。  

三、研究總中心： 

(一) 航空太空科技研究中心，置主任一人，

負責綜理與規劃航太科技研發與產學

合作事項。 

(二) 技轉育成中心，置主任一人，負責綜理

與規劃技術移轉、創業育成、智慧財產

權管理及產品與品牌行銷事項。 

四、文學院： 

(一) 華語中心：置主任一人，負責中心政

策釐訂事項。 

(二) 外語中心：置主任一人，負責中心政

策釐訂事項。 

五、工學院： 

(一) 機械實習工廠：置主任一人，負責提供

實作訓練及技術諮詢事項。 

(二) 化工實習工廠：置主任一人，負責提供

實作訓練及技術諮詢事項。 

六、電機資訊學院：設電機實習工廠，置主任

一人，負責提供實作訓練及技術諮詢事項。 

七、醫學院： 

(一) 教學資源中心：置主任一人，負責督

導中心之各項業務事項。 

(二)動物中心：置主任一人，負責中心之

管理及營運事項。 

(三) 附設醫院。 

本條文所列單位得視業務需要置職員及稀少性科

技人員等若干人。 

本條文所列附屬單位之設置辦法，應提校務會議

通過後實施。但法令另有規定需報請教育部核定

者，從其規定。 

第 十 條 

教務處、研究發展處、研究總中心及各學院因教

學、研究、推廣之需，設下列附屬單位： 

一、教務處： 

(一) 進修推廣教育中心：置主任一人，
負責學校各項進修、推廣教育之教學、規

劃、學籍及計劃審核。 

(二) 師資培育中心：置主任一人，負責

中等學校師培之招生與課程規劃、實習、

就業及地方教育之輔導業務。 

(三) 教學發展中心：置主任一人，負責

教師發展、教學研發與教學資源整合、建

立及規劃相關業務。 

二、研究發展處：設儀器設備中心，置主任一

人，負責學校共用貴重儀器設備之管理、

運作、支援研究、技術諮詢、訓練與維修

事項 。  

三、研究總中心： 

(一) 航空太空科技研究中心，置主任一人，

負責綜理與規劃航太科技研發與產學

合作事項。 

(二) 技轉育成中心，置主任一人，負責綜理

與規劃技術移轉、創業育成、智慧財產

權管理及產品與品牌行銷事項。 

四、文學院： 

(一) 華語中心：置主任一人，負責中心政

策釐訂事項。 

(二) 外語中心：置主任一人，負責中心政

策釐訂事項。 

五、工學院： 

(三) 機械實習工廠：置主任一人，負責提供

實作訓練及技術諮詢事項。 

(四) 化工實習工廠：置主任一人，負責提供

實作訓練及技術諮詢事項。 

六、電機資訊學院：設電機實習工廠，置主任

一人，負責提供實作訓練及技術諮詢事項。 

七、醫學院： 

(一) 教學資源中心：置主任一人，負責督

導中心之各項業務事項。 

(二)動物中心：置主任一人，負責中心之

管理及營運事項。 

(三) 附設醫院。 

本條文所列單位得視業務需要置職員及稀少性科

技人員等若干人。 

本條文所列附屬單位之設置辦法，應提校務會議

通過後實施。但法令另有規定需報請教育部核定

者，從其規定。 

 

 

 

 

教務處修訂

進修推廣教

育中心為推

廣 教 育 中

心。 

(進修推廣

教育中心原

有關進修學

生之相關業

務自 99 年 9

月 1 日起移

轉 至 註 冊

組，目前進

修推廣教育

中心業務項

目為推廣教

育 相 關 業

務） 

99-3校務會議(100.03.30)紀錄-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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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條  
 本大學校長須具備教授資格，副校長、學院院
長、附設醫院院長由校長聘請教授兼任。但以
契約方式進用之副校長，不在此限。 
教務長、副教務長、學生事務長、副學生事務
長、研發長、副研發長、通識教育中心中心主
任、國際事務長、副國際事務長、財務長、環
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中心主任、學院副院
長、學系主任、研究所所長、科主任、學程主
任、體育室主任、進修推廣教育中心主任、師
資培育中心主任、教學發展中心主任由校長聘
請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 
總務長、主任秘書、圖書館館長及博物館館長
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或由職員擔
任之；副總務長及圖書館副館長由校長聘請副
教授以上教師兼任。 
人文社會科學中心中心主任由校長聘請人文
社會科學領域之教授或同級之研究員兼任之。 
研究總中心中心主任、計算機與網路中心中心
主任、校友聯絡中心中心主任、生物科技中心
中心主任、藝術中心中心主任、微奈米科技研
究中心中心主任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
或同級以上之研究人員或專業技術人員兼
任，或由職員擔任之；計算機與網路中心副中
心主任、新聞中心主任、儀器設備中心主任、
航空太空科技研究中心主任、技轉育成中心主
任、教學資源中心主任、動物中心主任、實習
工廠主任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或同級
以上之研究人員或專業技術人員兼任；華語中
心主任、外語中心主任由校長聘請助理教授以
上教師兼任。 
軍訓室主任由校長自職級相當人員或教育部
推薦之軍訓教官二至三人中擇聘之。軍訓室主
任因故出缺，由學務長或自本校職級相當人員
中簽請校長核准後代理，期限至新任主任到職
日止。 
本大學各處、館、室、中心分組辦事，除人事
室、會計室外，所置之組長及圖書館分館主
任，由校長聘請助理教授以上教學人員或同級
以上之研究人員或專業技術人員兼任，或由職
員擔任之。 
本條文第一項至第七項所稱之教師或研究人
員，包含本校以校務基金進用之專案教師及研
究人員。 
本大學校長任期四年，得續聘一次。 
副校長及由教師或研究人員兼任之行政單位
主管及副主管任期四年為一任，得續聘一次。 
前項兼任人員除體育室主任及第二十七、二十
八條之院、系、所主管及科主任及學院副院長
外，均應配合校長之更替辭去兼職，但如經新
任校長續予聘兼者，得續任至任期屆滿為止。 

 

第三十條 
  本大學校長須具備教授資格，副校長、學院院
長、附設醫院院長由校長聘請教授兼任。但以
契約方式進用之副校長，不在此限。 
教務長、副教務長、學生事務長、副學生事務
長、研發長、副研發長、通識教育中心中心主
任、國際事務長、副國際事務長、財務長、環
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中心主任、學院副院
長、學系主任、研究所所長、科主任、學程主
任、體育室主任、進修推廣教育中心主任、師
資培育中心主任、教學發展中心主任由校長聘
請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 
總務長、主任秘書、圖書館館長及博物館館長
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或由職員擔任
之；副總務長及圖書館副館長由校長聘請副教
授以上教師兼任。 
人文社會科學中心中心主任由校長聘請人文社
會科學領域之教授或同級之研究員兼任之。 
研究總中心中心主任、計算機與網路中心中心
主任、校友聯絡中心中心主任、生物科技中心
中心主任、藝術中心中心主任、微奈米科技研
究中心中心主任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或
同級以上之研究人員或專業技術人員兼任，或
由職員擔任之；計算機與網路中心副中心主
任、新聞中心主任、儀器設備中心主任、航空
太空科技研究中心主任、技轉育成中心主任、
教學資源中心主任、動物中心主任、實習工廠
主任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或同級以上之
研究人員或專業技術人員兼任；華語中心主
任、外語中心主任由校長聘請助理教授以上教
師兼任。 
軍訓室主任由校長自職級相當人員或教育部推
薦之軍訓教官二至三人中擇聘之。軍訓室主任
因故出缺，由學務長或自本校職級相當人員中
簽請校長核准後代理，期限至新任主任到職日
止。 
本大學各處、館、室、中心分組辦事，除人事
室、會計室外，所置之組長及圖書館分館主任，
由校長聘請助理教授以上教學人員或同級以上
之研究人員或專業技術人員兼任，或由職員擔
任之。 
本條文第一項至第七項所稱之教師或研究人
員，包含本校以校務基金進用之專案教師及研
究人員。 
本大學校長任期四年，得續聘一次。 
副校長及由教師或研究人員兼任之行政單位主
管及副主管任期四年為一任，得續聘一次。 
前項兼任人員除體育室主任及第二十七、二十
八條之院、系、所主管及科主任及學院副院長
外，均應配合校長之更替辭去兼職，但如經新
任校長續予聘兼者，得續任至任期屆滿為止。 

 

 

 

 

 

 

 

 

 

教務處修訂

進修推廣教

育中心為推

廣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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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動物中心設置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訂後名稱 原名稱 說明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實驗

動物中心設置辦法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動物

中心設置辦法 

比照台大、陽明及國防

等校，將名稱修訂為

「實驗動物中心」 

修訂後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一條  依本校組織規程

第十條，設置醫學

院實驗動物中心

(以下簡稱本中

心)。 

第一條  依本校組織規程

第十條，設置醫學

院動物中心(以下

簡稱本中心)。 

台大、陽明及國防等校

均為「實驗動物中

心」。 

第三條  本中心置主任一

人，綜理中心各項

業務。中心主任由

醫學院院長推薦

本校具有資格之

教師，提請校長聘

兼之。本中心並得

置技正、組員、技

士、技佐若干人。 

第三條  本中心置主任一

人，綜理中心各項

業務。中心主任由

醫學院院長推薦

本校具有資格之

教師，提請校長聘

兼之。本中心並得

置組員、技士、技

佐若干人。 

95年 1月 17日因業務

需要(本校動物實驗管

理業務)簽奉 校長核

定，將一名技士修編為

技正。 

第五條：本中心提供之動

物、接受委託代養

動物及其他相關

業務，依本校建教

合作辦法收費，收

費標準及管理辦

法由醫學院訂定

並經院務會議通

過後實施。 

第五條：本中心提供之動

物、接受委託代養

動物及其他相關

業務，依本校建教

合作辦法收費，收

費標準及管理辦

法另訂之。 

99.3.16校發會建議，

另訂之辦法明訂由醫

學院院務會議通過。 

第六條  本辦法經院務會

議及校務會議通

過後實施，修正時

亦同。 

第六條  本辦法經院務會

議及校務會議通

過，並報請教育部

核定後實施，修正

時亦同。 

依本校組織規程第十

條一級單位之附屬單

位及其設置辦法修法。 

99-3校務會議(100.03.30)紀錄-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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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動物中心設置辦法 
86.04.16八十五學年度第四次校務會議通過 

100.03.30九十九學年度第三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依本校組織規程第十條，設置醫學院實驗動物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 

第二條：本中心的主要功能在生產供應高品質的實驗動物，疾病模式動物，至研究

開發實驗動物領域相關科技，並提供本校研究人員進行動物實驗的相關技

術及資訊等服務。 

第三條：本中心置主任一人，綜理中心各項業務。中心主任由醫學院院長推薦本校

具有資格之教師，提請校長聘兼之。本中心並得置技正、組員、技士、技

佐若干人。 

第四條：本中心接受醫學院動物管理委員會之督導。 

第五條：本中心提供之動物、接受委託代養動物及其他相關業務，依本校建教合作

辦法收費，收費標準及管理辦法由醫學院訂定並經院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第六條：本辦法經院務會議及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99-3校務會議(100.03.30)紀錄-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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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規程第 10、30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擬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 十 條 

教務處、研究發展處、研究總中心及各學院因教學、

研究、推廣之需，設下列附屬單位： 

一、教務處： 

(一) 進修推廣教育中心：置主任一人，負責學

校各項進修、推廣教育之教學、規劃、學籍及

計劃審核。 

(二) 師資培育中心：置主任一人，負責中等學

校師培之招生與課程規劃、實習、就業及地方

教育之輔導業務。 

(三) 教學發展中心：置主任一人，負責教師發

展、教學研發與教學資源整合、建立及規劃相

關業務。 

二、研究發展處：設儀器設備中心，置主任一人，

負責學校共用貴重儀器設備之管理、運作、支

援研究、技術諮詢、訓練與維修事項 。  

三、研究總中心： 

(一) 航空太空科技研究中心，置主任一人，負責

綜理與規劃航太科技研發與產學合作事項。 

(二) 技轉育成中心，置主任一人，負責綜理與規

劃技術移轉、創業育成、智慧財產權管理及

產品與品牌行銷事項。 

四、文學院： 

(一) 華語中心：置主任一人，負責中心政策釐

訂事項。 

(二) 外語中心：置主任一人，負責中心政策釐

訂事項。 

五、工學院： 

(五) 機械實習工廠：置主任一人，負責提供實

作訓練及技術諮詢事項。 

(六) 化工實習工廠：置主任一人，負責提供實

作訓練及技術諮詢事項。 

六、電機資訊學院：設電機實習工廠，置主任一人，

負責提供實作訓練及技術諮詢事項。 

七、醫學院： 

(一) 教學資源中心：置主任一人，負責督導中

心之各項業務事項。 

(二) 實驗動物中心：置主任一人，負責中心之

管理及營運事項。 

(三) 附設醫院。 

本條文所列單位得視業務需要置職員及稀少性科技人

員等若干人。 

本條文所列附屬單位之設置辦法，應提校務會議通過

後實施。但法令另有規定需報請教育部核定者，從其

規定。 

第 十 條 

教務處、研究發展處、研究總中心及各學院因教學、

研究、推廣之需，設下列附屬單位： 

一、教務處： 

(一) 進修推廣教育中心：置主任一人，負責學

校各項進修、推廣教育之教學、規劃、學籍及

計劃審核。 

(二) 師資培育中心：置主任一人，負責中等學

校師培之招生與課程規劃、實習、就業及地方

教育之輔導業務。 

(三) 教學發展中心：置主任一人，負責教師發

展、教學研發與教學資源整合、建立及規劃相

關業務。 

二、研究發展處：設儀器設備中心，置主任一人，

負責學校共用貴重儀器設備之管理、運作、支

援研究、技術諮詢、訓練與維修事項 。  

三、研究總中心： 

(一) 航空太空科技研究中心，置主任一人，負責

綜理與規劃航太科技研發與產學合作事項。 

(二) 技轉育成中心，置主任一人，負責綜理與規

劃技術移轉、創業育成、智慧財產權管理及

產品與品牌行銷事項。 

四、文學院： 

(一) 華語中心：置主任一人，負責中心政策釐

訂事項。 

(二) 外語中心：置主任一人，負責中心政策釐

訂事項。 

五、工學院： 

(七) 機械實習工廠：置主任一人，負責提供實

作訓練及技術諮詢事項。 

(八) 化工實習工廠：置主任一人，負責提供實

作訓練及技術諮詢事項。 

六、電機資訊學院：設電機實習工廠，置主任一人，

負責提供實作訓練及技術諮詢事項。 

七、醫學院： 

(一) 教學資源中心：置主任一人，負責督導中

心之各項業務事項。 

(二)動物中心：置主任一人，負責中心之管理

及營運事項。 

(三) 附設醫院。 

本條文所列單位得視業務需要置職員及稀少性科技人

員等若干人。 

本條文所列附屬單位之設置辦法，應提校務會議通過

後實施。但法令另有規定需報請教育部核定者，從其

規定。 

 

 

 

 

 

 

 

 

 

 

 

 

 

 

 

 

 

 

 

 

 

 

 

 

 

 

 

 

 

 

 

 

 

醫學院修訂

動物中心為

實驗動物中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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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條  
 本大學校長須具備教授資格，副校長、學院院長、
附設醫院院長由校長聘請教授兼任。但以契約方式
進用之副校長，不在此限。 
教務長、副教務長、學生事務長、副學生事務長、
研發長、副研發長、通識教育中心中心主任、國際
事務長、副國際事務長、財務長、環境保護暨安全
衛生中心中心主任、學院副院長、學系主任、研究
所所長、科主任、學程主任、體育室主任、進修推
廣教育中心主任、師資培育中心主任、教學發展中
心主任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 
總務長、主任秘書、圖書館館長及博物館館長由校
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副總
務長及圖書館副館長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
兼任。 
人文社會科學中心中心主任由校長聘請人文社會
科學領域之教授或同級之研究員兼任之。 
研究總中心中心主任、計算機與網路中心中心主
任、校友聯絡中心中心主任、生物科技中心中心主
任、藝術中心中心主任、微奈米科技研究中心中心
主任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或同級以上之研
究人員或專業技術人員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計
算機與網路中心副中心主任、新聞中心主任、儀器
設備中心主任、航空太空科技研究中心主任、技轉
育成中心主任、教學資源中心主任、實驗動物中心
主任、實習工廠主任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或
同級以上之研究人員或專業技術人員兼任；華語中
心主任、外語中心主任由校長聘請助理教授以上教
師兼任。 
軍訓室主任由校長自職級相當人員或教育部推薦
之軍訓教官二至三人中擇聘之。軍訓室主任因故出
缺，由學務長或自本校職級相當人員中簽請校長核
准後代理，期限至新任主任到職日止。 
本大學各處、館、室、中心分組辦事，除人事室、
會計室外，所置之組長及圖書館分館主任，由校長
聘請助理教授以上教學人員或同級以上之研究人
員或專業技術人員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 
本條文第一項至第七項所稱之教師或研究人員，包
含本校以校務基金進用之專案教師及研究人員。 
本大學校長任期四年，得續聘一次。 
副校長及由教師或研究人員兼任之行政單位主管
及副主管任期四年為一任，得續聘一次。 
前項兼任人員除體育室主任及第二十七、二十八條
之院、系、所主管及科主任及學院副院長外，均應
配合校長之更替辭去兼職，但如經新任校長續予聘
兼者，得續任至任期屆滿為止。 

 

第三十條 
  本大學校長須具備教授資格，副校長、學院院長、

附設醫院院長由校長聘請教授兼任。但以契約方式
進用之副校長，不在此限。 
教務長、副教務長、學生事務長、副學生事務長、
研發長、副研發長、通識教育中心中心主任、國際
事務長、副國際事務長、財務長、環境保護暨安全
衛生中心中心主任、學院副院長、學系主任、研究
所所長、科主任、學程主任、體育室主任、進修推
廣教育中心主任、師資培育中心主任、教學發展中
心主任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 
總務長、主任秘書、圖書館館長及博物館館長由校
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副總
務長及圖書館副館長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
兼任。 
人文社會科學中心中心主任由校長聘請人文社會
科學領域之教授或同級之研究員兼任之。 
研究總中心中心主任、計算機與網路中心中心主
任、校友聯絡中心中心主任、生物科技中心中心主
任、藝術中心中心主任、微奈米科技研究中心中心
主任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或同級以上之研
究人員或專業技術人員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計
算機與網路中心副中心主任、新聞中心主任、儀器
設備中心主任、航空太空科技研究中心主任、技轉
育成中心主任、教學資源中心主任、動物中心主
任、實習工廠主任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或同
級以上之研究人員或專業技術人員兼任；華語中心
主任、外語中心主任由校長聘請助理教授以上教師
兼任。 
軍訓室主任由校長自職級相當人員或教育部推薦
之軍訓教官二至三人中擇聘之。軍訓室主任因故出
缺，由學務長或自本校職級相當人員中簽請校長核
准後代理，期限至新任主任到職日止。 
本大學各處、館、室、中心分組辦事，除人事室、
會計室外，所置之組長及圖書館分館主任，由校長
聘請助理教授以上教學人員或同級以上之研究人
員或專業技術人員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 
本條文第一項至第七項所稱之教師或研究人員，包
含本校以校務基金進用之專案教師及研究人員。 
本大學校長任期四年，得續聘一次。 
副校長及由教師或研究人員兼任之行政單位主管
及副主管任期四年為一任，得續聘一次。 
前項兼任人員除體育室主任及第二十七、二十八條
之院、系、所主管及科主任及學院副院長外，均應
配合校長之更替辭去兼職，但如經新任校長續予聘
兼者，得續任至任期屆滿為止。 

 

醫學院修訂

動物中心為

實驗動物中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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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國立成功大學講座設置要點修正草案對照表 

一、 條文名稱修正 
修正名稱 原條文名稱  

國立成功大學講座設置辦法 國立成功大學講座設置要點 條文名稱修正為

辦法 

 
二、條文內容修正 
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校為提昇學術水準及師

資陣容，依本校組織規程

第三十八條訂定本辦法。

本校講座之設置除法令另

有規定者外，悉依本辦法

辦理。 

一、宗旨、依據： 

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

校）為提昇學術水準及師資陣

容，依本校組織規程第三十八

條訂定講座設置要點（以下簡

稱本要點）。本校講座之設置

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悉依本

要點辦理。 

1.點修正為條，並

依條文格式刪

除宗旨、依據。 

2.要點修正為辦

法。 

第二條  本校講座之設置，除由校務

基金自籌款或教育部相關

經費支應外，並得由財團法

人、民間企業或熱心公益之

團體、個人，以基金或定期

捐贈方式贊助之。 

二、經費來源： 

本校講座之設置，除由校務基

金自籌款或教育部「發展國際

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

畫」經費編列預算支應外，並

得由財團法人、民間企業或熱

心公益之團體、個人，以基金

或定期捐贈方式贊助之。 

1. 點修正為條，

並依條文格式

刪除經費來

源。 

2. 將教育部經費

來源修正為教

育部相關經

費。 

第三條 由本校校務基金自籌款或教

育部相關經費支應之講座，

統稱「成功大學講座」。由財

團法人、民間企業或熱心公

益之團體、個人贊助之講座

統稱「捐贈講座」。 

三、講座名稱： 

由本校校務基金自籌款預算

編列之講座，統稱「成功大學

講座」。由財團法人、民間企業

或熱心公益之團體、個人贊助

之講座統稱其他講座。 

1. 點修正為條，

並依條文格式

刪除講座名

稱。 

2. 增訂講座經費

來源，包含教

育部相關經

費。 

3. 將校外捐助成

立之講座名稱

修正為捐贈講

座。 

第四條 本校講座、特聘講座由本校

教授擔任，其榮銜為終身榮

譽，聘任程序依第九條規

範，並應具有下列學術榮譽

成就之一，且近五年持續有

傑出表現： 

四、講座資格： 

講座由本校教授或國內外著

名學者擔任，並應具有下列基

本條件之一： 

（一）中央研究院院士或國外

院士。 

1. 點修正為條，

並依條文格式

刪除講座資

格。 

2. 明定本校講座

分為講座與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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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講座   

應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一）諾貝爾獎級學者。 

（二）中央研究院院士或國外

院士。 

（三）曾獲總統科學獎。 

（四）曾獲教育部國家講座或

學術獎。 

（五）曾獲財團法人傑出人才

發展基金會傑出人才講

座。 

（六）曾獲國科會特約研究人

員或傑出研究獎三次以

上（連續 3次獲聘本校

特聘教授期滿視為 1次

國科會傑出獎）。 

（七）獲得其他同等級之學術

榮譽成就。 

二、特聘講座   

由本校講座擔任並應具有下

列資格之一： 

（一）前款第一至四目資格。 

（二）獲得其他同等級之學術

榮譽成就。 

（二）曾獲總統科學獎。 

（三）曾獲教育部國家講座或

學術獎。 

（四）曾獲財團法人傑出人才

發展基金會傑出人才講

座。 

（五）曾獲國科會特約研究人

員或傑出研究獎三次

（含）。 

（六）曾連續三次獲本校特聘

教授並曾獲國科會傑出

研究獎。 

（七）曾獲國際著名學術獎或

在學術上有卓越貢獻。 

以上一至六款經講座審查委員

會認定後通過，第七款需經講

座審查委員會審查通過。 

「成功大學講座」限由本校專任

教授擔任，同一教授以主持一

講座為限。 

本校得於講座中另遴聘本校講

座人數之 5％（人數以整數計

算，不得 4捨 5入）為特聘講

座。 

聘講座並明定

資格。 

3. 新增諾貝爾獎

級學者為講座

與特聘講座資

格之一。 

4. 修正本校講座

資格：刪除原

第六款資格。

因國科會傑出

獎已修改只能

獲獎一次規

定，改為可重

複獲獎，爰配

合修正，並條

次調整。 

5. 原第七款修正

為獲得其他同

等級之學術榮

譽成就，並條

次調整。 

6. 成大講座限由

本校專任教授

擔任與同一教

授以主持一講

座為限文字修

正並調整至第

五條。 

7. 特聘講座名額

規定修正至第

九條。 

8. 將審查程序明

定在第九條。 

第五條  講座獎助標準如下： 

一、講座   

除部訂教授薪給外，另核發

獎助金每年新臺幣（以下同）

八十萬元（其中六十萬元為

獎金，二十萬元為業務費）

作為教學研究經費，獎助三

年，以一次為限。 

二、特聘講座 

除部訂教授薪給外，每月另

五、講座獎助標準： 

由本校編制內專任教授擔任

「成功大學講座」者，除部

訂教授薪給外，另核發獎助

金每年八十萬元（其中六十

萬元為獎金，二十萬元為業

務費）作為教學研究經費，

獎助三年。 

特聘講座每月另支給新台幣

二萬元學術研究費。 

1.點修正為條，並

依條文格式修

正文字。 

2.明定講座與特

聘講座獎助標

準。 

3.明定講座獎助

以一次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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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給二萬元學術研究費，獎

助期限為三年，借調期間停

止發給。如連續獲獎時，得

連續支領。 

第六條 本校教授擔任講座、特聘講

座，應致力於本校學術水準

之提升。 

六、講座義務： 

    本校教授擔任講座，應致力

於本校學術水準之提升。依

本要點聘任之校外講座，其

應擔負之學術任務由校長與

講座商定。 

 

1. 點 修 正 為

條。 

2. 義務主體加

上 特 聘 講

座。 

3. 刪除校外講

座 義 務 文

字。 

第七條 講座與特聘講座辭職或退休

後，應頒予名譽講座、名譽

特聘講座，並比照現職人員

使用學校設施；其若欲繼續

進行研究者，學校或原屬系

所並得提供經費補助及相關

配合措施。如繼續執行國科

會計畫，在計畫執行期間，

並得依各系所規定之全職專

任教授規定指導研究生。 

七、講座任期： 

本校教授擔任講座為終身榮

譽職，特聘講座聘期為三年。 

1. 點 修 正 為

條，並依條

文格式修正

文字。 

2. 明定講座與

特聘講座為

終 身 榮 譽

職。 

3. 明定講座與

特聘講座退

休 後 之 權

益，並將原

第八點放置

本條。 

第八條  講座審查委員會之委員視

個案而定。由教務長擔任召

集人，另由校長聘請專家學

者若干人組成。 

八、退休講座如繼續執行國科會

計畫，在計畫執行期間，得依

各系所規定之全職專任教授規

定指導研究生，並視需要保留

研究空間。 

1.點修正為條。 

2.原第八點併至

第七條。 

3.原第十點講座

審查委員會改

為第八條，置

於審查程序之

前。 

第九條  推薦審查、聘任程序如下： 

一、講座 

各單位得於每年十月底前

經由系（所）與院推薦之。

推薦時應檢附被推薦人選

之學經歷、論著目錄、重要

論著、具體學術成就證明、

其他相關之證明文件及教

學研究計畫。具講座資格第

九、推薦審查、聘任程序： 

本校講座之遴聘應優先考慮

被推薦人之學術成就。各單

位得於每年十月底前經由系

（所）或院推薦之。推薦時

應檢附被推薦人選之學經

歷、論著目錄、重要論著、

具體學術成就證明、其他相

關之證明文件及教學研究計

1. 點 修 正 為

條，並依條文

格式修正文

字。 

2. 明訂推薦程

序需經系與

院二級。 

3. 明定特聘講

座與講座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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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至六目經講座審查委員

會認定；第七目須經講座審

查委員會審查，必要時得送

請校外委員審查，通過後陳

請校長敦聘之。 

二、特聘講座 

經講座審查委員會審查，必

要時得請校外委員審查，通

過後陳請校長敦聘之。 

特聘講座名額以講座人數 5

％為限（人數以整數計算，

不得 4捨 5入）。 

畫，經講座審查委員會審查

通過後陳請校長敦聘之。 

特聘講座之遴聘得由校長聘

請校外學者專家 3 至 5 人辦

理外審，經講座審查委員會

審查通過後敦聘。特聘講座

原則上為滿 20位講座時遴聘

一人，聘期三年。如特聘講

座辭職、退休等原因出缺時

重新遴聘。 

查程序。 

 

   十、講座審查委員會之委員視個

案而定。由教務長擔任召集

人，另由校長聘請專家學者

若干人組成。 

改為第八條。 

第十條  「捐贈講座」名稱、資格、

獎助金額、支付方式及聘期

等，由贊助者與校長另行商

定之。 

十一、其他講座之名稱、資格獎

助金額、支付方式及聘期

由贊助者與校長商定之。 

1. 點 修 正 為

條，並條次

調整。 

2. 將其他講座

修正為捐贈

講座。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校務基金管理

委員會及校務會議通過

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十二、本要點經校務基金管理委

員會及校務會議通過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1. 點 修 正 為

條，並條次調

整。 

2. 要點修正為

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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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講座設置辦法 
86.10.22  86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通過 
90.03.14  89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1.12.25  91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2.10.29  92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5.10.25  95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6.7.5    95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延會修正通過 
97.6.25   96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9.4.28   98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延會修正通過 
99.10.27  99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3.30  99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本校為提昇學術水準及師資陣容，依本校組織規程第三十八條訂定本辦

法。本校講座之設置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悉依本辦法辦理。 

第二條  本校講座之設置，除由校務基金自籌款或教育部相關經費支應外，並得

由財團法人、民間企業或熱心公益之團體、個人，以基金或定期捐贈方

式贊助之。 

第三條  由本校校務基金自籌款或教育部相關經費支應之講座，統稱「成功大學

講座」。由財團法人、民間企業或熱心公益之團體、個人贊助之講座統

稱「捐贈講座」。 

第四條  本校講座、特聘講座由本校教授擔任，其榮銜為終身榮譽，聘任程序依

第九條規範，並應具有下列學術榮譽成就之一，且近五年持續有傑出表

現： 

一、講座   

應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一）諾貝爾獎級學者。 

（二）中央研究院院士或國外院士。 

（三）曾獲總統科學獎。 

（四）曾獲教育部國家講座或學術獎。 

（五）曾獲財團法人傑出人才發展基金會傑出人才講座。 

（六）曾獲國科會特約研究人員或傑出研究獎三次以上（連續 3

次獲聘本校特聘教授期滿視為 1次國科會傑出獎）。 

（七）獲得其他同等級之學術榮譽成就。 

二、特聘講座   

由本校講座擔任，並應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一）前款第一至四目資格。 

（二）獲得其他同等級之學術榮譽成就。 

第五條  講座獎助標準如下： 

一、講座   

除部訂教授薪給外，另核發獎助金每年新臺幣（以下同）八十萬元

（其中六十萬元為獎金，二十萬元為業務費）作為教學研究經費，

獎助三年，以一次為限。 

二、特聘講座 

除部訂教授薪給外，每月另支給二萬元學術研究費，獎助期限為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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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借調期間停止發給。如連續獲獎時，得連續支領。 

第六條  本校教授擔任講座、特聘講座，應致力於本校學術水準之提升。 

第七條  講座與特聘講座辭職或退休後，應頒予名譽講座、名譽特聘講座，並比

照現職人員使用學校設施；若欲繼續進行研究者，學校或原屬系所並得

提供經費補助及相關配合措施。如繼續執行國科會計畫，在計畫執行期

間，並得依各系所規定之全職專任教授規定指導研究生。 

第八條  講座審查委員會之委員視個案而定。由教務長擔任召集人，另由校長聘

請專家學者若干人組成。 

第九條  推薦審查、聘任程序如下： 

一、講座 

各單位得於每年十月底前經由系（所）與院推薦之。推薦時應檢附

被推薦人選之學經歷、論著目錄、重要論著、具體學術成就證明、

其他相關之證明文件及教學研究計畫。具講座資格第一至六目經講

座審查委員會認定；第七目須經講座審查委員會審查（必要時得送

請校外委員審查），通過後陳請校長敦聘之。 

二、特聘講座 

經講座審查委員會審查（必要時得送請校外委員審查），通過後陳

請校長敦聘之。 

特聘講座獎助名額以講座人數 5％為限（人數以整數計算，不得 4

捨 5入）。 

第十條  「捐贈講座」名稱、資格、獎助金額、支付方式及聘期等，由贊助者與

校長另行商定之。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及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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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國立成功大學編制內教師及研究人員本薪(年功薪)、加給以外之 

        給與及編制外人員人事費及辦理自籌收入業務有績效之行政人員 

        工作酬勞支應原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原 條 文 說  明 

三、本原則支應對象如下： 

(一)編制內教師及研究人員。 

(二)編制外人員。 

(三)辦理 5項自籌業務有績 

效之行政人員。 

三、本原則支應對象如下： 

(一)編制內教師及研究人員。 

(二)編制外人員。 

(三)辦理自籌收入業務有績效

之編制內行政人員。 

1. 依教育部台高(三)字

第 0990218116號函

修正。 

2. 配合修正辦理自籌收

入業務有績效之行政

人員為「辦理 5項自

籌業務有績效之行政

人員」，以茲明確。 

五、編制外人員人事費支給項目

如下： 

(一)國外傑出學者人事費。 

(二)專案教學人員人事費。 

(三)專案研究人員人事費。 

(四)專案教學助理人事費。 

(五)專案經理人人事費。 

(六)專業經理人人事費。 

(七)專案工作人員人事費。 

(八)兼任專家及顧問報酬。 

(九)博士後研究人員人事費。 

(十)工讀金。 

(十一)其他短期臨時人員人

事費。 

(十二)外聘人員在職專班、推

廣教育之教師鐘點費。 

(十三)外聘人員酬金(論文口

試費及指導費)。 

(十四)其他經校務基金管理

委員會審核同意之給

與。 

前項各款應另訂支給基準，提管

理委員會通過後實施。 

五、編制外人員人事費支給項目

如下： 

(一)國外傑出學者人事費。 

(二)專案計畫教學人員人事

費。 

(三)專案計畫研究人員人事

費。 

(四)專案計畫教學助理人事

費。 

(五)專案經理人人事費。 

(六)專業經理人人事費。 

(七)專案計畫工作人員人事

費。 

(八)兼任專家及顧問報酬。 

(九)博士後研究人員人事費。 

(十)工讀金。 

(十一)其他短期臨時人員人事

費。 

(十二)外聘人員在職專班、推

廣教育之教師鐘點費。 

(十三)外聘人員酬金(論文口

試費及指導費)。 

(十四)學生參加競賽獎金。 

(十五)其他經校務基金管理委

員會審核同意之給與。 

前項各款應另訂支給基準，提管

理委員會通過後實施。 

1. 依教育部台高(三)字

第 0990218116號函

修正。 

2. 刪除本點第十四款，

另訂於自籌收入收支

管理辦法第三條第 9

款。 

3. 刪除計畫兩字。 

 

六、辦理校務基金 5項自籌業務

有績效之行政人員，得支給

工作酬勞。 

前項應另訂支給基準，提管

理委員會通過後實施。 

六、辦理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業務

有績效之行政人員，得支給

工作酬勞。 

前項應另訂支給基準，提管

理委員會通過後實施。 

1. 依教育部台高(三)字

第 0990218116號函

修正。 

2. 配合修正辦理自籌收

入業務有績效之行政

人員為「辦理 5項自

籌業務有績效之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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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以茲明確。 

七、本原則支應編制內教師及研

究人員本薪(年功薪)、加給

以外之給與、編制外人員人

事費及辦理 5項自籌業務有

績效行政人員之工作酬勞：

總支出金額以自籌收入及學

雜費收入總額 50%為支給上

限，辦理 5項自籌業務有績

效之行政人員，每月工作酬

勞以不超過其專業加給之 60

﹪比率為限。但教育部報院

核定調整上限比率時，從其

規定。 

七、本原則支應編制內教師及研究

人員本薪(年功薪)、加給以外

之給與、編制外人員人事費及

辦理自籌業務有績效行政人

員之工作酬勞：總支出金額以

自籌收入及學雜費收入總額

50%為支給上限，辦理自籌業

務有績效之行政人員，每月工

作酬勞以不超過其專業加給

之 60﹪比率為限。但教育部報

院核定調整上限比率時，從其

規定。 

1. 依教育部台高(三)字

第 0990218116號函

修正。 

2. 配合修正辦理自籌收

入業務有績效之行政

人員為「辦理 5項自

籌業務有績效之行政

人員」，以茲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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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辦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原 條 文 說  明 

第三條  自籌收入得支應之用

途如下： 

一  編制內教師及編制內研究

人員本薪(年功薪)、加給

以外之給與及編制外人員

之人事費。 

二  行政人員辦理第二條第一

款至第五款之自籌收入業

務有績效者之工作酬勞。 

三  講座經費。 

四  教師教學及學術研究獎

勵。   

五  出國旅費。 

六  公務車輛之增購、汰換及

全時租賃。 

七  新興工程支應原則。 

八  因應自償性支出之舉借及

其償還財源之控管機制。 

九  學生參加競賽獎金。 

十  其他應規範經費。 

第三條  自籌收入得支應之用

途如下： 

一  編制內教師及編制內研究

人員本薪(年功薪)、加給

以外之給與及編制外人員

之人事費。 

二  行政人員辦理第二條第一

款至第五款之自籌收入業

務有績效者之工作酬勞。 

三  講座經費。 

四  教師教學及學術研究獎

勵。   

五  出國旅費。 

六  公務車輛之增購、汰換及

全時租賃。 

七  新興工程支應原則。 

八  因應自償性支出之舉借及

其償還財源之控管機制。 

九  其他應規範經費。 

一、 依教育部台高(三)字第

0990218116號函修正。 

二、 增訂第九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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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編制內教師及研究人員本薪(年功薪)、加給以外之

給與及編制外人員人事費及辦理自籌收入業務有績效之行政人

員工作酬勞支應原則 
99年 5月 10日 98學年度第 5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 

  99年 6月 23日 98學年度第 5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9年 10月 8日 99學年度第 1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 

99年 11月 9日教育部台高(三)字第 0990194539號函修正通過 

100年 3月 30日 99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現行條文 

一、為因應校務發展需要，提昇教學品質及學術研究水準，以追求學術卓越與強化國際競爭

力，特依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八條及第九條規定，訂定本原則。 

二、本原則之經費來源如下： 

(一)學雜費收入。 

(二)推廣教育收入。 

(三)建教合作收入。 

(四)場地設備管理收入。 

(五)捐贈收入。 

(六)投資取得之收益。 

三、本原則支應對象如下： 

(一)編制內教師及研究人員。 

(二)編制外人員。 

(三)辦理 5項自籌業務有績效之行政人員。 

四、編制內教師及研究人員本薪(年功薪)、加給以外之給與支給項目如下： 

(一)講座教授獎助金。 

(二)特聘教授獎助金。 

(三)兼任非編制之行政或學術職務工作酬勞。 

(四)特殊任務編組之委員會委員 

(五)接受學校委託辦理專題研究之報酬。 

(六)持有技術股票作價之報酬。 

(七)學術研究活動及獎勵。 

(八)教學及服務特優獎勵。 

(九)產學合作或技術移轉成果特優獎勵。 

(十)行政革新績效卓著獎勵。 

(十一)建教合作專案主持人研究費。 

(十二)在職專班主管人員工作津貼。 

(十三)推廣教育專班主持人工作津貼。 

(十四)導師費。 

(十五)在職專班教師鐘點費。 

(十六)推廣教育教師鐘點費。 

(十七)論文口試費及指導費。 

(十八)其他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核同意之給與。 

前項各款應另訂支給基準，提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管理委員會）通過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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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編制外人員人事費支給項目如下： 

(一)國外傑出學者人事費。 

(二)專案計畫教學人員人事費。 

(三)專案計畫研究人員人事費。 

(四)專案計畫教學助理人事費。 

(五)專案經理人人事費。 

(六)專業經理人人事費。 

(七)專案計畫工作人員人事費。 

(八)兼任專家及顧問報酬。 

(九)博士後研究人員人事費。 

(十)工讀金。 

(十一)其他短期臨時人員人事費。 

(十二)外聘人員在職專班、推廣教育之教師鐘點費。 

(十三)外聘人員酬金(論文口試費及指導費)。 

(十四)其他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核同意之給與。 

前項各款應另訂支給基準，提管理委員會通過後實施。 

六、辦理校務基金 5項自籌業務有績效之行政人員，得支給工作酬勞。 

前項應另訂支給基準，提管理委員會通過後實施。 

七、本原則支應編制內教師及研究人員本薪(年功薪)、加給以外之給與、編制外人員人事費及辦

理 5項自籌業務有績效行政人員之工作酬勞：總支出金額以自籌收入及學雜費收入總額 50%

為支給上限，辦理 5項自籌業務有績效之行政人員，每月工作酬勞以不超過其專業加給之 60

﹪比率為限。但教育部報院核定調整上限比率時，從其規定。 

八、本原則如有未盡事宜，悉依相關規定辦理 

九、本原則經管理委員會通過，報教育部備查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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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辦法 

99年 5月 10日 98學年度第 5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 

99年 6月 23日 98學年度第 5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年 1月 5日 99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年 3月 30日 99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為有效管理及運用自籌收入，依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七條規定 訂定

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自籌收入包括： 

一 推廣教育收入：依推廣教育實施辦法之規定辦理推廣教育及研習、訓練等班次所收取之

收入。 

二 建教合作收入：為外界提供訓練、研究及設計等服務所獲得之收入。 

三 場地設備管理收入：提供場所及設施等所收取之收入。 

四 捐贈收入：無償收受動產、不動產及其他一切有財產價值之權利或債務之減少。 

五 投資取得之收益：依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第七條之一及國立成功大學校院校

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九條規定所投資取得之有關收益。 

第三條  自籌收入得支應之用途如下： 

一  編制內教師及編制內研究人員本薪(年功薪)、加給以外之給與及編制外人員之人事費。 

二  行政人員辦理第二條第一款至第五款之自籌收入業務有績效者之工作酬勞。 

三  講座經費。 

四  教師教學及學術研究獎勵。   

五  出國旅費。 

六  公務車輛之增購、汰換及全時租賃。 

七  新興工程支應原則。 

八  因應自償性支出之舉借及其償還財源之控管機制。 

九  學生參加競賽獎金。 

十  其他應規範經費。 

第四條  第二條第一款之推廣教育收入，應衡量使用學校資源情形，由學校先從收入總額中適當提

列行政管理費。 

第五條  為推廣國際化，鼓勵教職員出國觀摩及參與學術活動，得以自籌收入為財源支應因公派員

出國案件，並由學校依所訂定之要點審核。 

校長因公出國案件，依「教育部及所屬機關學校因公派員出國案件處理要點」第五點規定

辦理。 

研究發展處應訂定因公派員出國案件處理要點，提報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以下稱管理委

員會）審議通過後實施。 

第六條  為合理使用公務車輛，得彈性運用自籌收入為財源，增購、汰換及全時租賃公務車輛。總

務處應訂定公務車輛之使用、租賃要點，經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實施。 

第七條  為有效安排新興工程規劃，及促進民間投資，節省政府之預算撥付，可彈性運用自籌收入

為財源，支應學校之新興工程。總務處應訂定新興工程之支應要點，經管理委員會審議通

過後實施。 

第八條  為有效進行財務規劃，因應自償性之宿舍、停車場、醫院等類型建設工程或管理營運之支

出，除可彈性運用自籌收入及歷年基金盈餘為財源外，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之審議通過

後，得向金融機構舉借。 

 財務處應會同總務處就舉債控管、確保債務清償及債務無法清償之因應措施等，訂定自償

性支出之控管機制，經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送校務會議核備後實施。 

第九條  收受之捐贈收入為現金時，應確實交付學校收受；現金以外者，應確實點交，屬不動產者，

應由總務處資產管理組辦妥所有權移轉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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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由學校全權管控之指定捐贈收入，除經校長核准者外，一律提撥 5%之行政管理費。 

第十條  自籌收入之收支情形，應由相關主管人員、經費執行人員、使用及保管資產人員，負其執

行預算、保管及使用資產之相關責任，並由會計人員負責帳務處理及彙編財務報表。 

第十一條  自籌收入之收支、保管及運用，應設置專帳處理，經費收支應有合法憑證，並依規定年

限保存；建教合作收支，應依建教合作機構之規定或契約辦理。 

前項所列各項收入之收支預計表、收支決算表，連同相關書表及全校收支財務報表，應送

教育部備查，並依相關規定上網公告，及接受教育部派員或委請會計師查核。 

第十二條  各行政及學術單位，就自籌收入該單位歷年之自行控管財源，得自訂相關管理規定或專

案申請，經管理委員會通過後執行。 

第十三條  各行政單位及院、系所中心等分配運用經費，未用罄之經費得延至次一年度繼續使用。 

第十四條  本辦法經管理委員會及校務會議通過，報教育部備查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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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 99 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延會紀錄 

時間：100年 4月 27日（星期三）上午九時 

地點：光復校區國際會議廳第二演講室 

出席：如附件 1, p5 

主席：黃校長煌煇                             記錄：江芬芬 

 

壹、報告事項： 

主席報告： 

一、5年 5百億第二期計畫經費，本校因為在教師經費核銷過程有行政瑕疵，

被扣減 1億，但仍維持 4個研究中心。請各中心主任及各學院院長務必

參加今天下午的經費規劃說明會，第二期計畫偏重在教學品質的提升；

研究方面則要加強論文的質和優秀年輕人才的引進。 

二、第 704次主管會報通過放寬餐費請款的額度，待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

過即可實施。這是我們自主治理的第一步，將來再逐步修改不合理的規

定，制定學校合宜的法規，取代目前公教合一但不適合學術環境的規定。 

三、對於教授受到不合理的評定，學校將協助處理。秘書室法制組會提供法

律諮詢，讓各級教評會委員了解法規及程序的適法性，避免發生錯誤。 

四、請各位校務會議代表出席本會及發言時，依照本校校務會議議事規則之

規定辦理，以提升本會之議事效率。 

 

貳、討論事項： 

 

第二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研發處、研究總中心、

工學院、電資學院 

案由：擬修訂本校組織規程之第十條第三項附屬單位設置辦法，並修訂本校組

織規程相關條文，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本校組織規程於 99年 8月 1日經教育部核定生效。規程之第十條第三

項核定為「本條文所列附屬單位之設置辦法，應提校務會議通過後實

施。但法令另有規定需報請教育部核定者，從其規定。」。 

二、承上所列，需配合修訂之附屬單位為：教務處推廣教育中心(議程附件

3)、研發處儀器設備中心(議程附件 4)、研究總中心航空太空科技研究

中心(議程附件 5)、工學院機械與化工實習工廠(議程附件 6)、電資學

院電機實習工廠(議程附件 7)共 5個設置辦法。 

三、教務處擬修改「進修推廣教育中心」為「推廣教育中心」。同時修改組

織規程相關條文。 

擬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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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各附設單位之設置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二、本校組織規程相關條文變更為「推廣教育中心」，校務會議通過後，報

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決議：延續 3月 30日 99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未討論部分，照案通過本校「航

空太空科技研究中心設置辦法」、「工學院實習工廠設置辦法」修正案；

修正通過本校「儀器設備中心設置辦法」、「電機資訊學院實習工廠設

置辦法」修正案（附件 2,p6）。 

第六案                               提案單位：財務處 

案由： 配合「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之修改，擬修正「國

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投資要點」第一點、第五點及第十二點，提請  討

論。 

說明： 

一、本校業依教育部臺高(三)字第 0990194539號函修正本校管監辦法，且

經 100年 1月 5日校務會議討論通過。 

二、配合本校管監辦法之修改，修正本要點之相關援引條例。 

三、本案業經 99學年度第 3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討論通過。 

四、檢陳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議程附件 19）、原條文（議程附件 20）及

「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議程附件 21)供核。 

擬辦：討論通過後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投資要點」第一點、第五點及第十二

點修正案（附件3, p13）。 

附帶決議：請財務處於每次校務會議提出投資項目及現況報告，供校務會議代

表瞭解學校投資情形。 

第七案 提案單位：趙儒民、柯文峰、閔振發、黃正能、

黃啟原、蔡展榮、陳明輝、李永祥、

方一匡、吳俊明、吳清在、陳  敬、

孫亦文、徐康良、吳如容、王文霞、

周楠華等 17人（法源：本校校務會議

議事規則第十一條之提案規定） 

案由：「校園自主治理」制度在成大正以專案研究名義積極規劃中，未來若實

施此案將改變成大現行組織架構。此為本校之重大事件；故推行此制

度之前，必須使全體正式編制內教職員工充分了解此方案實施內容，

並以無記名方式彙整其意見供校務會議參考，再經校務會議討論通過

後實施，提請  討論。  

說明： 

一、100年1月12日國內各報大幅報導，教育部吳部長於全國大學校長會議

宣布：成功大學與金門大學將於明年試辦大學「校園自主治理」，相

關新聞未見校方補充說明或澄清該項報導，致使校園內產生一些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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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根據【大學自主治理計畫方案】草案，校內將成立「治理委員會」。

「治理委員會」之成立乃是學校運作決定程序及決定單位之重大改

變，而學校組織之改動牽涉廣泛，將嚴重影響校務之運作。故此案要

執行時宜敦請教育部明確以公文說明其法律判斷，表明主管機關對於

「校園自主治理」方案確定認為合法以及其法律依據，以供成大全體

成員慎重考量之基礎。 

三、此項實質改變學校決策方式並對本校發展造成重大影響之「校園自主

治理」方案，應屬本校組織變更之重大事件，此校園自主治理案須廣

納全體正式編制內教職員工意見，再提交校務會議討論。 

擬辦： 

一、執行此案之前，行政團隊必須充分說明【成功大學校園自主治理方案】

之適法性； 

二、校務會議審議【成功大學校園自主治理方案】前，必須經過各系所、

獨立研究中心、各處、室等編制內之教職員工以無記名方式表決及意

見統計，並將資料彙整，再經校務會議充分討論並通過後始得實施。 

決議：因校務會議代表提出清點人數，未達應出席人數過半數，此案移下次會

議再討論。 

第八案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教授、副教授休假研究辦法」，修正草案對照表

（議程附件 22），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本案業經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 99年 10月 29日 99學年度第 3次會議

及 100年 1月 6日 99學年度第 6次會議審議通過。 

二、本次修正重點如下： 

（一）增訂教授職前連續在國內公立大學校院擔任教授之年資均得納入休

假研究年資計算（第三條）。 

（二）修訂升等教授後休假研究年資應自教授起資年月重新計算，不得併

計副教授年資（第三條）。 

（三）增訂逾期繳交休假研究報告者，所逾期間應予扣除休假研究年資（第

五條、第十條）。 

（四）增訂教師申請休假研究後所餘之服務年資得保留併入下次申請休假

研究計算（第五條）。 

（五）增訂本次修正條文自 100學年度第 2學期起施行。（第十三條）。 

三、另增修訂現行條文未規定，惟依慣例已在執行之規定重點如下： 

（一）增訂休假研究辦理期程，並增訂休假研究核准後如有變更或取消之

程序（第七條）。 

（二）增訂休假研究期間不得兼任行政主管及不得校外兼課之限制（第八

條）。 

（三）增訂休假研究報告審議程序（第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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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增訂教師應將休假研究服務義務履行完畢後始得退休（第十一條、

第十二條）。 

四、檢附原條文（議程附件 23）及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 99年 10月 29日

99學年度第 3次會議及 100年 1月 6日 99學年度第 6次會議紀錄摘

錄（議程附件 24）供參。 

擬辦：討論通過後自 100學年度第 2學期起施行。 

決議：因校務會議代表提出清點人數，未達應出席人數過半數，此案移下次

會議再討論。 

 

肆、臨時動議：無 

伍、散會：12時 1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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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國立成功大學 99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出(列)席名單 

時間：一百年 3月 30日上午 9時 

地點：光復校區國際會議廳第 2演講室 

出席：何志欽 黃吉川（李旺龍代） 林啟禎 黃正亮 黃文星 黃正弘 陳進成  

賴俊雄 吳奕芳 張高評 王文霞（張高評代）吳密察 傅永貴 柯文峰

鄭 靜 孫亦文（柯文峰代） 談永頤 崔祥辰 張敏政 游保杉 張錦裕  

朱銘祥 劉瑞祥 楊毓民 李振誥 黃啟原（趙儒民代） 方一匡廖德祿

宋見春（林育芸代） 卿文龍 趙儒民 黃正能 蔡展榮 鄭金祥 胡潛濱    

洪飛義 劉大綱 曾永華 陳敬 李 強 莊文魁 郭淑美 曾盛豪 林峰田 

周君瑞  張有恆（潘浙楠代） 王泰裕  胡大瀛（蔡東峻代） 康信鴻 

潘浙楠 鄭至甫 吳清在（王泰裕代）邱宏達 王憶卿 何漣漪 王靜枝

林炳文（陳鵬升代）張哲豪 黃溫雅  周楠華 丁仁方 王富美 翁明宏 

李劍如 陳廣明 陳明輝  吳如容  黃信復  李金駿  李永祥 林德韋 

吳芳葦 汪祐豪（林武翰代） 邱霈政 林武翰 柯善耀 李德耀 張吾玉 

 

列席：利德江  楊瑞珍  張丁財  李丁進（黃啟雲代）  蕭世裕（蕭慧如代） 

黃肇瑞（王鴻博代） 陳響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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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國立成功大學儀器設備中心設置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理由說明 

第一條  本校為配合研

究及建教合作之需要，提

升教學與學術研究水

準，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

十條規定，於研究發展處

下設置「國立成功大學儀

器設備中心」（以下簡稱

本中心） 

第一條  本校為配合研

究及建教合作之需要，提

升教學與學術研究水

準，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

十一條規定，於研究發展

處下設置「國立成功大學

儀器設備中心」（以下簡

稱本中心） 

修正為組織規程第十條 

第三條  本中心置主任

一人，經研發長推薦副教

授以上教師或同級以上

之研究人員或專業技術

人員，由校長聘兼之，綜

理本中心各項業務，任期

三年，得連任一次。 

第三條  本中心設主任
一人，經研發長推薦人
選，由校長聘兼之，綜理
本中心各項業務，任期三
年，得連任一次。 

文字修訂 

 將原條文中「人選」的條件

註明清楚。 

第四條  本中心設審議

委員會，由委員九至十五

人組成，每年至少開會一

次，負責審議本中心發展

方針、工作計畫、經費預

算、執行績效及工作人員

考核等事項。研發長（兼

召集人）、主任(兼委員

會執行秘書)為當然委

員，其餘委員由研發長推

薦人選簽請校長聘任，任

期一年，得連續聘兼之。 

第四條  本中心設審議
委員會，由委員九至十
五人組成，每年至少開
會一次，負責審議本中
心發展方針、工作計
畫、經費預算、執行績
效及工作人員考核等事
項。研發長（兼召集
人），中心主任為當然
委員兼委員會執行秘
書，其餘委員由研發長
推薦人選簽請校長聘
任，任期一年，得連續
聘兼之。 

文字修訂 

第七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

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第七條 本設置辦法經校

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

時亦同。 

文字修訂。本辦法已於 98.5.25

研究發展會議通過，本次送校務

會議通過，完成修正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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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儀器設備中心設置辦法 

85年 5月 1日 84學年度第 5次校務會議通過 

100年 4月 27日 99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延會修正通過 

  

第一條  本校為配合研究及建教合作之需要，提升教學與學術研究水準，依據本校
組織規程第十條規定，於研究發展處下設置「國立成功大學儀器設備中心」
（以下簡稱本中心） 

  
第二條  本中心之主要任務如下： 

一、 整合及規劃共用儀器設備。 
二、 提供儀器分析及分析技術之相關諮詢服務。 
三、 支援設備製作與儀器維修及校正。. 
四、 接受公民營機構委託檢測、分析與評估。 
五、 培訓儀器分析與儀器維修人才。 
六、 進行量測技術研究。 
七、 研究其他與儀器相關課題。 

  
第三條  本中心設主任一人，經研發長推薦副教授以上教師或同級以上之研究人員

或專業技術人員，由校長聘兼之，綜理本中心各項業務，任期三年，得連
任一次。 

  
第四條  本中心設審議委員會，由委員九至十五人組成，每年至少開會一次，負責

審議本中心發展方針、工作計畫、經費預算、執行績效及工作人員考核等
事項。研發長（兼召集人）、主任(兼委員會執行秘書)為當然委員，其餘
委員由研發長推薦人選簽請校長聘任，任期一年，得連續聘兼之。 

  
第五條  本中心設儀器分析、機電維修、及量測技術三組，各置組長一人。各組組

長由中心主任推薦教師或研究人員經研發長簽請校長聘兼之。 
  
第六條  本中心置研究人員、組員、技士及貴儀稀少性科技人員若干人，處理本中

心各項業務。所需人力於學校總員額內調配之。另因業務需要得經校長同
意延聘校內外諮詢委員若干人。 

  
第七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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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航空太空科技研究中心設置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理由說明 

第一條 本校為提昇航空

太空科技能力及研究發

展之需要，依據本校組織

規程第十條與研究總中

心設置辦法第六條之規

定，設置「國立成功大學

航空太空科技研究中心」

(以下簡稱本中心)。 

第一條 本校為提昇航空太

空科技能力及研究發展之

需要，依據國立成功大學研

究總中心設置辦法第六條

之規定，設置「國立成功大

學航空太空科技研究中心」

(以下簡稱本中心)。 

文字修訂 

第五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

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第五條 本辦法經研究總中

心評議委員會通過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依 98年校務會議建議，變更研總

附屬單位設置辦法修正程序。 

 

國立成功大學航空太空科技研究中心設置辦法 
82年 6月 16日 81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通過 

82年 8月 19日台(82)高 04682號函修正 
84年 2月 23日台(84)高 008436號函修正 

84年 10月 16日台(84)高 050384號函修正 
84年 12月 30日台(84)高 064661號函修正 

94年 9月 21日研究總中心 94學年度評議委員會第 1次會議修正通過 
100年 4月 27日 99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本校為提昇航空太空科技能力及研究發展之需要，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十

條與研究總中心設置辦法第六條之規定，設置「國立成功大學航空太空科

技研究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 

第二條 本中心之主要任務如下： 

一、配合國防需要進行航太相關計畫之研究發展。 

二、協助國家太空計畫之執行及研究發展工作之進行。 

三、支援民航技術研究發展計畫。 

四、從事航太工業方面之研究發展計畫。 

五、訓練高級航太科技人才。 

六、作為產業界及學術界研發工作之橋樑。 

七、推動國際航太科技合作研究。 

八、其他航太相關課題。 

第三條 本中心置主任一人，綜理與規劃航太科技研發與產業合作事宜；主任由校

長聘請本校專任副教授以上教師或職級相當人員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

任期三年，得連任一次。 

第四條 本中心設計畫管理及工程兩組，各組置組長一人，由中心主任簽請研究總

中心主任聘任之。各組得置研究人員、技術人員及行政人員若干人。 

第五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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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工學院實習工廠設置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理由說明 

第一條 為配合教學演練，印證理

論與實際，提供實作訓練、測試、

檢驗及技術諮詢之所需。依據本校

組織規程第十條規定，設置工學院

實習工廠（以下簡稱實習工廠）。 

第一條 為配合教學演練，印證理

論與實際，提供實作訓練、測試、

檢驗及技術諮詢之所需。依據本

校組織規程第十一條規定，設置

工學院實習工廠（以下簡稱實習

工廠）。 

修正為組織規程第

十條 

第二條 實習工廠得依教學及研究

實際需要，設機械、化工實習工

廠，並得視需要增設其他專業實習

工廠。 

第二條 實習工廠得依教學及研究

實際需要，設置機械、化工實習工

廠，並得視需要增設其他專業實習

工廠。 

文字修訂 

(設單位，置人力) 

第四條 實習工廠主任由工學院院

長兼任，負責各專業實習工廠業務

之規劃與推動。各專業實習工廠各

置工廠主任一人，負責執行該專業

實習工廠之相關業務。各專業工廠

主任由相關系所主管推薦副教授

以上具相關專業之教師，經簽請院

長轉呈校長聘兼之。各專業實習工

廠並得依實際需要置職員若干

人，其員額由本校總員額編制內調

配。 

第四條 實習工廠主任由工學院院

長兼任，負責各專業實習工廠業務

之規劃與推動。各專業實習工廠各

設置工廠主任一人，負責執行該專

業實習工廠之相關業務。各專業工

廠主任由相關系所主管推薦副教

授以上具相關專業之教師，經簽請

院長轉呈校長聘兼之。各專業實習

工廠並得依實際需要設置職員若

干人，其員額由本校總員額編制內

調配。 

文字修訂 

第五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

實施，修正時亦同。 

第五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

並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修正時

亦同。 

依 98年校務會議建

議，變更工學院附屬

單位設置辦法修正

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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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工學院實習工廠設置辦法 
 92.10.29.92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通過 

93.1.13 教育部台高（二）字第 0920191017 號函准予備查 

100.4.27.99 學年度第 3 次校務會議延會修正通過 

第一條 為配合教學演練，印證理論與實際，提供實作訓練、測試、檢驗及技術諮

詢之所需。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十條規定，設置工學院實習工廠（以下簡

稱實習工廠）。 

第二條 實習工廠得依教學及研究實際需要，設機械、化工實習工廠，並得視需要

增設其他專業實習工廠。 

第三條 專業實習工廠之主要工作項目如下： 

一、提供教學實驗及實作訓練，以印證課程理論，並支援教師及學生研究。 

二、工廠使用器材設備之管理與維修工作。 

三、得接受校內各單位之委託，協助人才訓練、物品製作及測試檢驗工作。 

四、得接受校外單位之委託，協助人才訓練及技術諮詢服務，以促進產學合

作。 

第四條 實習工廠主任由工學院院長兼任，負責各專業實習工廠業務之規劃與推

動。各專業實習工廠各置工廠主任一人，負責執行該專業實習工廠之相關

業務。各專業工廠主任由相關系所主管推薦副教授以上具相關專業之教

師，經簽請院長轉呈校長聘兼之。各專業實習工廠並得依實際需要置職員

若干人，其員額由本校總員額編制內調配。 

第五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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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電機資訊學院實習工廠設置辦法修正對照表 

  修  正  後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註 

第一條 電機資訊學院爲配合教學演

練，印證理論與實際，提供

實作訓練、測試、檢驗及技

術諮詢之所需。依據本校組

織規程第十條規定，設電機

資訊學院實習工廠（以下簡

稱實習工廠）。 

第一條  爲配合教學演練，印證理論

與實際，提供實作訓練、測

試、檢驗及技術諮詢之所

需。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十

一條規定，設置電機資訊學

院實習工廠（以下簡稱實習

工廠）。 

酌增部份文字修
正 

第二條  實習工廠依教學及研究實際

需要，設電機實習工廠，並

得視需要增設其他專業實習

工廠。 

第二條  實習工廠得依教學及研究

實際需要，設置電機實習工

廠，並得視需要增設其他專

業實習工廠。 

酌增部份文字修
正 

第三條  專業實習工廠之主要工作項

目如下： 

一、提供教學實驗及實作訓練，以印

證課程理論，並支援教師及學生研究。 

二、實習工廠使用器材設備之管理與

維修工作。 

三、得接受校內各單位之委託，協助

人才訓練、物品製作及測試檢驗工作。 

四、得接受校外單位之委託，協助人

才訓練及技術諮詢服務，以促進產學

合作。 

 

第三條  專業實習工廠之主要工作

項目如下： 

一、提供教學實驗及實作訓練，以印

證課程理論，並支援教師及學生研

究。 

二、工廠使用器材設備之管理與維修

工作。 

三、得接受校內各單位之委託，協助

人才訓練、物品製作及測試檢驗工

作。 

四、得接受校外單位之委託，協助人

才訓練及技術諮詢服務，以促進產學

合作。 

五、得接受校內各單位之委託，協助

各單位檢測用電相關之安全。 

酌增部份文字修

正。 

工作項目於第三

條第三項中已列

明,故刪除第三條

第五項辦法。 

第四條  實習工廠主任由電機資訊學

院院長兼任，負責實習工廠業務之規

劃與推動。各專業實習工廠置工廠主

任一人，負責執行各專業實習工廠之

相關業務。各專業實習工廠主任由相

關系所主管推薦副教授（含）以上具

相關專業之教師，經簽請院長轉呈校

長聘兼之。各專業實習工廠並得以依

實際需要置職員若干人，其員額由本

校總員額內調配。 

第四條  實習工廠主任由電機資訊

學院院長兼任，負責實習工廠業務之

規劃與推動。各專業實習工廠設置工

廠主任一人，負責執行各專業實習工

廠之相關業務。各專業實習工廠主任

由相關系所主管推薦副教授（含）以

上具相關專業之教師，經簽請院長轉

呈校長聘兼之。各專業實習工廠並得

以依實際需要設置職員若干人，其員

額由本校總員額內調配。 

 

第五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第五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 

        並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依本校組織規程

第十條第三項修

正並報部核定，辦

法配合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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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電機資訊學院實習工廠設置辦法    

                                    92.10.29. 92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通過 
93.1.13 教育部台高（二）字第 0920191018號核備 
100.4.27.99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延會修正通過 

 

第一條  電機資訊學院爲配合教學演練，印證理論與實際，提供實作訓練、測試、

檢驗及技術諮詢之所需。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十條規定，設電機資訊學院

實習工廠（以下簡稱實習工廠）。 

 

第二條  實習工廠依教學及研究實際需要，設電機實習工廠，並 

得視需要增設其他專業實習工廠。 

 

第三條  專業實習工廠之主要工作項目如下： 

一、提供教學實驗及實作訓練，以印證課程理論，並支援教師及學生研

究。 

二、工廠使用器材設備之管理與維修工作。 

三、得接受校內各單位之委託，協助人才訓練、物品製作及測試檢驗工

作。 

四、得接受校外單位之委託，協助人才訓練及技術諮詢服務，以促進產

學合作。 

 

第四條  實習工廠主任由電機資訊學院院長兼任，負責實習工廠業務之規劃與推

動。各專業實習工廠置工廠主任一人，負責執行各專業實習工廠之相關業

務。各專業實習工廠主任由相關系所主管推薦副教授（含）以上具相關專

業之教師，經簽請院長轉呈校長聘兼之。各專業實習工廠並得以依實際需

要置職員若干人，其員額由本校總員額內調配。 

 

第五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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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投資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一、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

校）為管理本校校務基金投

資事宜，依國立大學校院校

務基金設置條例第七條之一

第四項、第十條、國立成功

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

法第九條第四項，訂定本要

點。 

一、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

校）為管理本校校務基金投

資事宜，依國立大學校院校

務基金設置條例第七條之一

第四項、第十條、國立成功

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

法第二十三條第四項、第二

十四條，訂定本要點。 

一、本校業依教育部台高

(三)字第 0990194539

號函修正本校管監辦

法，且於 100年 1月

5日校務會議討論通

過。 

二、配合本校管監辦法之

修改，修正本要點之

援引條例。 

五、本校校務基金之投資限額以

本校上年度決算之現金及應

收款項扣減流動負債後淨額

之 10%為限。 

五、本校校務基金之投資資金來

源依「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管

理及監督辦法」第二十四條之規

定： 

(一)以研究成果或技術作價無  

    償取得之股權。 

(二)捐贈收入及歷年基金之盈 

    餘。 

(三)其他之法令未限制之經費 

    來源。 

   投資限額係以本校上年度決

算之現金及應收款項扣減流

動負債後淨額之 10%為限。 

一、本校業依教育部台高

(三)字第 0990194539

號函修正本校管監辦

法，且於 100年 1月

5日校務會議討論通

過。 

二、配合本校管監辦法之

修改，刪除本要點援

引管監辦法條例之相

關部分。 

十二、本要點經校務基金管理委

員會及校務會議通過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十二、本要點經校務基金管理委

員會審議，提校務會議通過並

報教育部備查後實施，修正時

亦同。 

配合本校新修正之校務基

金管理及監督辦法，修正

本要點之訂定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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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投資要點 

98年 11月 25日 98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通過 

99年 2月 11日教育部台高(三)字第 0990024624號函備查 

100年 4月 27日 99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管理本校校務基金投資事宜，依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

設置條例第七條之一第四項、第十條、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九條第四

項，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投資，係依「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第七條之一第四項之規定，並

著重具有收益性及安全性，有助於增進效益及具安全性之風險考量與管控機制之投資，如

收益性證券、收益型股票投資。其他投資項目仍依相關法令辦理。 

三、本校校務基金之投資事宜，由本校財務處依相關規範處理之。 

四、本校設投資諮詢委員會提供並協助本校投資相關策略決策之諮詢。 

    投資諮詢委員會設置要點另訂之。 

五、本校校務基金之投資限額以本校上年度決算之現金及應收款項扣減流動負債後淨額之 10%

為限。 

六、本校校務基金投資項目、金額及期間，依第二點規定及考量校務基金收支狀況，確保本校

各項事務推動之資金支應無虞之原則下，由本校投資諮詢委員會參酌各項資料提出投資建

議，供本校財務處參酌辦理。財務處得視需要，聘任專案經理人，並負責監督，於一定期

間考核專業經理人投資績效。 

七、本校校務基金投資方向、策略及執行情形，本校財務處應於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開會時提

出投資績效報告。 

八、本校校務基金之各項投資標的皆應設立停損點，各投資標的停損點之損失額度以不高於購

買價格之 15%為原則。 

九、財務處就校務基金之相關投資事宜，應執行本要點投資風險控管程序。 

十、本校投資取得之收益，應全數撥充校務基金統籌運用。 

十一、執行本要點之相關主管人員、經費執行人員、使用及保管資產人員，應負其執行預算、

保管及使用資產之相關責任，並由會計人員負責投資相關之帳務處理及彙編財務報表。 

十二、本要點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及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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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 99 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紀錄 
時間：100年 6月 1日（星期三）上午九時卅分 
地點：光復校區國際會議廳第二演講室 
出席：如附件 1, p2 

主席：黃校長煌煇                             記錄：江芬芬 
壹、報告事項： 
一、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並確認：修正後確認。(附表 1, p3) 
二、主席報告： 

本次加開的本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為的是討論目前國內各大學要
推動的彈性薪資，其評量範疇應包涵教學、研究及產學合作。但國科會從去
年 10月起動的補助方案卻限定於研究成果，同時要求各校的辦法必須經校
務會議討論通過，才能動支這項經費，否則即予回收。 

今天我們希望能理性的將這辦法的草案，經過大家的集思廣義，研議
出公平、公正，讓更多人受惠，且符合教育部與國科會要求的一體適用辦法，
因此特別召開本次會議。 

貳、討論事項： 
第一案                            提案單位：校長交議案 
案由：研發處研擬「國立成功大學延攬、留住及獎勵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

支給原則(草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本案業經 100.5.4第 705次主管會報及 100.5.10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討

論通過。 

二、依教育部 99年 8月 17日台人(三)字第 0990133004號函(議程附件 1)
及國科會 99年 8月 23日臺會綜二字第 0990060971號函(議程附件 2)
辦理。 

三、研發處擬提「國立成功大學延攬、留住及獎勵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支
給原則(草案)」採三案併陳，甲案為研發處研擬、乙案為教師會建議、
丙案為折衷方案。 

四、檢附「國立成功大學延攬、留住及獎勵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支給原則
(草案)」(議程附件 3)。 

擬辦：本案經校務會議通過，報請教育部及國科會備查後實施。 

決議：經過逐條熱烈討論，但尚有疑慮未取得共識，校長裁示延會再繼續討
論。請研發處提供參考資料，並依今天已決議條文及各位校務會議代
表意見修正後，提下次會議討論。 

附帶決議：此案支給原則由國科會、教育部及 5 年 5 百億經費優先支給，本
校校務基金作適當配合，請納入本校校務基金管理辦法，提校務
基金管理委員會審核。 

討論重點： 

一、支給對象之專業技術人員、技術教師及編制外經營管理人才，其身份的
認定。 

二、特聘教授獲得績優加給之公平性。 

三、各學院分配額度之合理計算。 
參、臨時動議：無 

肆、散會：12 時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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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國立成功大學 99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出(列)席名單 

時間：一百年 6月 1日上午 9時 30分 

地點：光復校區國際會議廳第 2演講室 

出席：顏鴻森（黃文星代） 蘇慧貞（陳昌明代） 何志欽 黃吉川  黃正亮

林啟禎（李劍如代） 黃文星 黃正弘（陳貞夙代） 陳進成  賴俊雄 

吳奕芳  張高評 王文霞  陳玉女 楊金峯 傅永貴  柯文峰 鄭 靜 

孫亦文  劉正千 談永頤  崔祥辰 張素瓊 洪建中 游保杉 張錦裕 

楊毓民（陳雲代）  李振誥  黃啟原  洪敏雄（陳引幹代） 陳引幹

宋見春 廖德祿（卿文龍代） 卿文龍 趙儒民 蔡展榮 朱 信 鄭金祥  

陳天送 洪飛義 劉大綱（陳璋玲代） 曾永華 詹寶珠 陳 敬 莊文魁 

李 強  郭淑美 王清正  曾盛豪 林峰田 周君瑞  張有恆 王泰裕 

胡大瀛（蔡東峻代）潘浙楠 鄭至甫 楊明宗 邱宏達 林其和 郭余民  

何漣漪  潘偉豐  王靜枝 張哲豪（林玲伊代） 黃溫雅（楊孔嘉代） 

楊孔嘉 簡伯武 薛尊仁 林錫璋 吳俊明（張翠砡代）蔡志方 陸偉明 

王富美 翁明宏 李劍如 陳廣明 陳明輝 吳如容 黃信復（李琛驊代）  

李永祥  林德韋 林武翰 張吾玉 

 

列席：楊明宗 林仁輝（李旺龍代） 謝錫堃  利德江 李丁進（吳惠珍代）

蔡明祺 楊瑞珍  蕭世裕（蕭慧如代） 陳昌明 黃肇瑞（王鴻博代）

陳響亮 張丁財  謝文眞（朱芳慧代） 陳志勇（陳妙芬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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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 99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及延會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表 

100年 6月 1日 

決議案摘要 承辦單位執行情形 

第一案 

案由：本校新任成大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董監事

名單，提請追認。並將本校有關成大創投業

務移撥財務處執行。。 

決議： 

一、經無記名投票表決通過追認本校新任成大

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董監事名單。 

二、表決通過本校有關成大創業投資公司窗口

改為財務處。 

 

第二案 

案由：擬修訂本校組織規程之第十條第三項附屬單

位設置辦法，並修訂本校組織規程相關條

文，提請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本校教務處推廣教育中心設置辦法

及本校組織規程相關條文修正案。其餘未討

論之辦法及條文留待延會繼續討論。 

 

 

第三案 

案由：擬修訂「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動物中心設置辦

法」名稱及條文，並修訂本校組織規程相關條

文，提請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實驗動物中心

設置辦法」及本校組織規程相關條文修正案。 

 

第四案 

案由：擬修正本校講座設置要點名稱及相關條文，

提請 討論。 

決議：修正通過國立成功大學講座設置辦法修正

案。 

 

 

財務處：照案辦理。 

 

 

 

 

 

 

 

 

 

教務處：照案辦理。 

研發處： 

本處企劃組將於今年8月併

同其他相關修訂函送教育

部備查。 

 

 

 

 

醫學院：照案辦理。 

研發處： 

本處企劃組將於今年 8月

併同其他相關修訂函送教

育部備查。 

 

 

教務處：照案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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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案 

案由：擬修訂「國立成功大學編制內教師及研究人

員本薪(年功薪)、加給以外之給與及編制外人

員人事費及辦理自籌收入業務有績效行政人

員之工作酬勞支應原則」及「國立成功大學

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辦法」案，提請 

討論。 

決議：修正通過「國立成功大學編制內教師及研究

人員本薪(年功薪)、加給以外之給與及編制

外人員人事費及辦理自籌收入業務有績效

行政人員之工作酬勞支應原則」修正案；照

案通過「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收

支管理辦法」修正案。 

 

財務處： 

業經 100年 4月 28日教育

部臺高(三)字第

1000066925號函備查。 

 

 

 

 

 

 

 

 

 

 

第二案（續） 

  案由：擬修訂本校組織規程之第十條第三項附屬單

位設置辦法，並修訂本校組織規程相關條文，

提請  討論。 

  決議：延續 3月 30日 99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未

討論部分，照案通過本校「航空太空科技研究

中心設置辦法」、「工學院實習工廠設置辦法」

修正案；修正通過本校「儀器設備中心設置辦

法」、「電機資訊學院實習工廠設置辦法」修

正案。 

 

第六案 

案由：配合「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

法」之修改，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

金投資要點」第一點、第五點及第十二點，

提請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投資要點」

第一點、第五點及第十二點修正案。 

附帶決議：請財務處於每次校務會議提出投資項目

及現況報告，供校務會議代表瞭解學校

投資情形，並將此要求列入「國立成功

大學校務基金投資要點」。 

 

 

研究總中心：照案辦理。 

工學院：照案辦理。 

電資學院：照案辦理。 

研發處： 

儀設中心設置辦法修訂通

過後實施。 

 

 

 

 

 

財務處：照案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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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 99 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延會紀錄【101年第二案決議再更新版】 

時間：100年 6月 20日（星期一）上午九時卅分 

地點：光復校區國際會議廳第二演講室 

出席：如附件 1, p4 

主席：黃校長煌煇                             紀錄：江芬芬 

壹、報告事項 

主席報告： 

有關蔡志方代表對彈性薪資之合法性的疑慮，本人非常贊同亦表重視，

已於第一時間請主秘傳真給教育部高教司楊副司長參考。並建議不以「薪資」

來定義，或可解決適法性問題，此部分本校全依教育部規定辦理。但今天我們

還是要先將支給原則訂好，以免擔耽誤本校一千多位同仁的權利。 

去年系所評鑑列入觀察的單位，今年複查已全數通過。代表著用心改善，

就能夠贏得好成績。 

本年校務評鑑於八月底繳交報告，上週自評後，委員們發現有許多資料

不夠齊全。請將自評委員意見發送各單位、系所，各單位主管請親自審核各項

資料依審查意見作完善修正，才能呈現理想的結果。 

貳、討論事項： 

第一案                            提案單位：校長交議案 

案由：研發處研擬「國立成功大學延攬、留住及獎勵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

支給原則(草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本案業經 100.5.4第 705次主管會報及 100.5.10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討

論通過。 

二、依教育部 99年 8月 17日台人(三)字第 0990133004號函及國科會 99

年 8月 23日臺會綜二字第 0990060971號函辦理。 

三、研發處擬提「國立成功大學延攬、留住及獎勵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支

給原則(草案)」採三案併陳，甲案為研發處研擬、乙案為教師會建議、

丙案為折衷方案。 

四、檢附「國立成功大學延攬、留住及獎勵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支給原則

(草案)」(議程附件 1)及各學院分配金額試算表（議程附件 2）。 

擬辦：本案經校務會議通過，報請教育部及國科會備查後實施。 

決議：修正通過「國立成功大學延攬、留住及獎勵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支

給原則」（附件 1, p5），各學院分配額度之計算方式經投票表決，已列

入原則第十二點。 

附帶決議： 

一、教學優良→教務處；優良導師→學務處；產學優良→研發處；請各處召

集各系所主管研議，制定統一、公正的評審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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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請教務處研究學生對教師的評量是否與教師給分有對比關係，以為教師

評量的客觀參考。 

第二案 提案單位：趙儒民、柯文峰、閔振發、黃正能、

黃啟原、蔡展榮、陳明輝、李永祥、

方一匡、吳俊明、吳清在、陳  敬、

孫亦文、徐康良、吳如容、王文霞、

周楠華等 17人（法源：本校校務會議

議事規則第十一條之提案規定） 

案由：「校園自主治理」制度在成大正以專案研究名義積極規劃中，未來若實

施此案將改變成大現行組織架構。此為本校之重大事件；故推行此制

度之前，必須使全體正式編制內教職員工充分了解此方案實施內容，

並以無記名方式彙整其意見供校務會議參考，再經校務會議討論通過

後實施，提請  討論。  

說明： 

一、100年1月12日國內各報大幅報導，教育部吳部長於全國大學校長會議

宣布：成功大學與金門大學將於明年試辦大學「校園自主治理」，相

關新聞未見校方補充說明或澄清該項報導，致使校園內產生一些疑慮。 

二、根據【大學自主治理計畫方案】草案，校內將成立「治理委員會」。

「治理委員會」之成立乃是學校運作決定程序及決定單位之重大改

變，而學校組織之改動牽涉廣泛，將嚴重影響校務之運作。故此案要

執行時宜敦請教育部明確以公文說明其法律判斷，表明主管機關對於

「校園自主治理」方案確定認為合法以及其法律依據，以供成大全體

成員慎重考量之基礎。 

三、此項實質改變學校決策方式並對本校發展造成重大影響之「校園自主

治理」方案，應屬本校組織變更之重大事件，此校園自主治理案須廣

納全體正式編制內教職員工意見，再提交校務會議討論。 

擬辦： 

一、執行此案之前，行政團隊必須充分說明【成功大學校園自主治理方案】

之適法性。 

二、校務會議審議【成功大學校園自主治理方案】前，必須經過各系所、

獨立研究中心、各處、室等編制內之教職員工以無記名方式表決及意

見統計，並將資料彙整，再經校務會議充分討論並通過後始得實施。 

決議： 

一、本校必須於教育部有明確的適法性規定說明後再執行本案。 

二、有關「校園自主治理」制度，將至各學院（含醫院）詳細說明，並讓

教職員工充分表達意見，亦將進行全面性無記名調查，徵詢其支持或

不支持之意見，統計後送校務會議，作為校務會議代表投票之參考。 

第三案 提案單位：人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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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教授、副教授休假研究辦法」，修正草案對照表

（議程附件 3），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本案業經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 99年 10月 29日 99學年度第 3次會議

及 100年 1月 6日 99學年度第 6次會議審議通過。 

二、本次修正重點如下： 

（一）增訂教授職前連續在國內公立大學校院擔任教授之年資均得納入休

假研究年資計算（第三條）。 

（二）修訂升等教授後休假研究年資應自教授起資年月重新計算，不得併

計副教授年資（第三條）。 

（三）增訂逾期繳交休假研究報告者，所逾期間應予扣除休假研究年資（第

五條、第十條）。 

（四）增訂教師申請休假研究後所餘之服務年資得保留併入下次申請休假

研究計算（第五條）。 

（五）增訂本次修正條文自 100學年度第 2學期起施行。（第十三條）。 

三、另增修訂現行條文未規定，惟依慣例已在執行之規定重點如下： 

（一）增訂休假研究辦理期程，並增訂休假研究核准後如有變更或取消之

程序（第七條）。 

（二）增訂休假研究期間不得兼任行政主管及不得校外兼課之限制（第八

條）。 

（三）增訂休假研究報告審議程序（第十條）。 

（四）增訂教師應將休假研究服務義務履行完畢後始得退休（第十一條、

第十二條）。 

四、檢附原條文（議程附件 4）及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 99年 10月 29日 99

學年度第 3次會議及 100年 1月 6日 99學年度第 6次會議紀錄摘錄（議

程附件 5）供參。 

擬辦：討論通過後自 100學年度第 2學期起施行。 

決議：修正通過「國立成功大學教授、副教授休假研究辦法」（附件 2, p8），

自 100學年度第 2學期起施行。 

 

參、臨時動議：無 

肆、散會：12時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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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國立成功大學 99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延會出(列)席名單 

時間：一百年 6月 20日上午 9時 30分 

地點：光復校區國際會議廳第 2演講室 

出席：顏鴻森（黃正弘代） 蘇慧貞 何志欽 黃吉川（朱聖緣代）  黃正亮

黃文星（陳勁甫代） 黃正弘 陳進成 賴俊雄 張高評 王文霞 陳玉女 

楊金峯 傅永貴（柯文峰代） 柯文峰 鄭 靜 談永頤  崔祥辰 張敏政

洪建中 游保杉 張錦裕 劉瑞祥 楊毓民（陳雲代）  李振誥  洪敏雄  

陳引幹 黃啟原（趙儒民代） 廖德祿  卿文龍 趙儒民 黃正能 蔡展榮  

陳天送  洪飛義（莊士賢代） 曾永華（洪茂峰代）  洪茂峰  詹寶珠 

陳 敬 莊文魁 王清正 曾盛豪 林峰田（吳豐光代） 周君瑞  張有恆 

王泰裕（陳梁軒代）胡大瀛（陳勁甫代）潘浙楠（溫敏杰代） 鄭至甫 

楊明宗 吳清在 林炳文（陳鵬升代） 周楠華 吳俊明 何漣漪 王靜枝

郭余民（吳梨華代）  張哲豪  楊孔嘉  簡伯武（張翠砡代） 蔡志方 

徐康良  陳廣明（吳岱麟代） 陳明輝  吳如容  黃信復  李永祥 

 

列席：楊明宗 王三慶 林仁輝 利德江 李丁進（蔡素枝代） 楊瑞珍  陳響亮

蔡明祺（陳榮杰代）蕭世裕（蕭慧如代） 楊惠郎 黃肇瑞（王鴻博代）

張丁財 謝文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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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國立成功大學延攬、留住及獎勵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支給原則 

99 學年度第 4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 100.05.10 

99 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延會通過 100.06.20 

 

一、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遴聘及獎勵具有國際聲望或特殊優秀人才，特依據教育

部「延攬及留住大專校院特殊優秀人才實施彈性薪資方案」及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以下

簡稱國科會)「補助大專校院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施」，訂定本支給原則。 

二、本支給原則所需經費，由教育部「邁向頂尖大學計畫」經費、教育部編列經費、本校校務

基金 5項自籌收入及學雜費收入經費、及國科會「行政院國家科學技術發展基金」補助專

款經費等款項支應。 

現職與新聘績優加給之每點折合率，每年視前項經費狀況另定之。若未獲教育部及國科會

補助，本支給原則停止適用。 

三、本支給原則適用對象如下： 

(一)本校特殊優秀教研人員(含專任教師、研究人員、專業技術人員、技術教師)及編制外經

營管理人才。 

(二)國科會之補助金額僅適用於學術研究、產學研究或跨領域研究績效傑出人員，不含教

學績效傑出人員、行政工作績效卓著人員、自公立大專校院及公立學術研究機關（構）

退休之人員。 

四、本支給原則第三點之適用對象，按月支領現職績優加給，其每月支給基準依研究、教學及

服務合併計算如下： 

(一) 研究： 

1、五年內曾獲本校特聘講座教授者，支給 100點績優加給。 

2、五年內曾獲本校講座教授者，支給 80 點績優加給。 

3、現任本校特聘教授第三次者，支給 60 點績優加給。 

4、現任本校特聘教授第二次者，支給 40 點績優加給。 

5、現任本校特聘教授第一次者，支給 20 點績優加給。 

6、另由各學院自訂審查標準(依三至五年內成果，應有具體事蹟)給予點數，以 60點   

為上限。 

7、曾獲國家/國際級以上或同等獎項者，支給 40點績優加給。 

上開第一至第五目須擇一計算，與第六、第七目加給之點數採合併計算。 

(二) 教學： 

1、五年內曾獲本校教學傑出者，支給 40 點績優加給。 

2、五年內曾獲本校教學優良或跨領域通識課程優良者，支給 20點績優加給。 

3、另由各學院自訂審查標準(應有具體事蹟)給予點數，以 40點為上限。 

4、曾獲國家/國際級以上或同等獎項者，支給 40點績優加給。 

上開各目加給之點數採合併計算。 

(三)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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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對本校有具體貢獻者，由校核定給予點數，以 40點為上限。 

2、五年內曾獲本校產學合作成果特優教師者，支給 20點績優加給。 

3、五年內曾獲本校全校特優導師者，支給 20點績優加給。 

4、五年內曾獲本校各學院優良導師者，支給 10點績優加給。 

5、由各學院自訂審查標準(應有具體事蹟)給予點數，以 20點為上限。 

6、曾獲國家/國際級以上或同等獎項者，支給 40點績優加給。 

上開各目加給之點數採合併計算。 

五、上開研究、教學、服務各項點數採合併計算，其獎勵由各學院分級，全校累計比例如下： 

(一)特一級：核給比例佔全校專任教研人員人數之 1~2%為原則，獲補助人才之年薪資與校

內同職等人員薪資比例約 2：1~3.5：1。 

(二)特二級：核給比例佔全校專任教研人員人數之 2~4%為原則，獲補助人才之年薪資與校

內同職等人員薪資比例約 1.8：1。 

(三)優一級：核給比例佔全校專任教研人員人數之 3~6%為原則，獲補助人才之年薪資與校

內同職等人員薪資比例約 1.6：1。 

(四)優二級：核給比例佔全校專任教研人員人數之 8~12%為原則，獲補助人才之年薪資與校

內同職等人員薪資比例約 1.4：1。 

(五)優三級：核給比例佔全校專任教研人員人數之 10~15%為原則，獲補助人才之年薪資與

校內同職等人員薪資比例約 1.2：1。 

(六)優四級：核給比例佔全校專任教研人員人數之 15~25%為原則，獲補助人才之年薪資與

校內同職等人員薪資比例約 1.1：1。 

六、本支給原則第三點適用對象之加給，首次適用於 99年 10月 1日起至 100年 7月 31日止。

後續年度自政府有彈性調薪且校內審查通過當年 8月 1日起核給，給與期間為一年。 

支領本支給原則第三點適用對象之加給者，如有留職停薪、離職、退休或不予聘任時，停

止適用。留職停薪者，於復薪之日起繼續支給至期滿為止。 

七、本校為審議本支給原則核定之點數，得設彈性薪資審查委員會(以下簡稱審查委員會)，置委

員十一至十三人，校長為當然委員兼召集人，各學院至少一人，其餘委員由校內外相關領

域之學者專家組成，經研發長提請校長聘任之。 

八、本支給原則第三點適用對象之新聘人員由各學院推薦，經審查委員會審議通過者，得支領

新聘績優加給(含其所需之教學、研究及行政支援)，期限最多三年。本支給原則第三點適用

對象之新聘人員以國內第一次聘任為限，其資格條件及支給基準如下： 

(一)知名國際院士或國際知名學者專家，得視其專業領域 、學術地位、特殊技術及工作經

歷等，參考其原國外服務單位待遇標準，簽奉校長核准後，其加給點數由審查委員會

決定之，至少支給 40點。 

(二) 新聘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或職級相當之研究人員或專業技術人員，曾為國外知名

學術研究機構或公司聘任同級職務且在學術上有具體貢獻者，加給點數由審查委員會

決定之，至多以 40點為限。 

九、審查核給本支給原則加給程序如下： 

(一) 本支給原則第三點適用對象之現職人員，由教師提出申請，各學院審查後，將相關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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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送研發處。 

(二) 本支給原則第三點適用對象之新聘人員經學院推薦，將相關資料送研發處。 

(三) 本支給原則第三點適用對象之現職及新聘人員，非屬學院者，依其屬性向相近學院提

出申請。 

前項相關資料經研發處彙整，送審查委員會審議通過並核定者，得支給彈性薪資加給，自

當年起發放。 

十、本支給原則第三點適用對象獲得加給者，應兼顧教學、研究、服務各面向績效之提升，維

持或優於原申請時之表現，並於支給期間屆滿前一個月繳交執行績效報告。 

前項執行績效報告由各學院初審，審查委員會複審作為下一年度核給績優加給之依據。 

十一、下列各款獎助僅得擇一較高者領取，並優先領取國科會之獎助，同一部會獎項不得重複

支領，若有差額，由本校另行處理： 

(一) 本支給原則之獎助。 

(二) 本校現有之獎助，包含「國立成功大學講座設置辦法」、「國立成功大學特聘教授設

置要點」、「國立成功大學教學特優教師獎勵與遴選要點」、「跨領域通識課程優良獎

勵與遴選要點」、「國立成功大學優良導師獎勵與遴選實施要點」及「國立成功大學

產學合作成果特優教師獎勵與遴選要點」。 

(三) 國科會「補助大專校院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施申請案」之獎助。 

十二、各學院可分配之額度，依各院編制內專任教師及研究人員（不含助教及當學年度新進教

師）之人數佔四分之一及國科會與建教合作計畫之管理費佔四分之三分配之。各院獲前

點獎助人員支領額度之加總，不得超過各院可分配之額度。 

十三、本支給原則未盡事宜，依教育部「延攬及留住大專校院特殊優秀人才實施彈性薪資方案」

相關規定辦理。 

十四、本支給原則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及校務會議通過，報請教育部及國科會備查後實施，

修正時亦同。 

99-4 延會校務會議(100.06.20)紀錄-7-



 8 

附件 3     本校教授、副教授休假研究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第一條 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昇

教師學術研究品質，並與其他學校、學

術研究機關（構）及研發單位進行學術

交流，特訂定國立成功大學教授、副教

授休假研究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一條 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

提昇教師學術研究品質，並與其他

學校、學術研究機關（構）及研發

單位進行學術交流，特訂定國立成

功大學教授、副教授休假研究辦法

（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教授、副教授，指經教育部

審查合格之編制內專任教授、副教授

（以下簡稱教師）。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教授、副教授（以下簡

稱本校教師），指經教育部審查合格

者。 

第三條  教授在本校或國內公立大學校院連續

任專任教授七學期（年）以上，且在

本校連續服務滿四學期（年），得申請

休假研究一學期（年）。副教授在本校

連續任專任副教授七學期（年）以上，

得申請休假研究一學期（年）。 

教授服務年資不足前述規定且於升等

為教授後初次申請休假研究者得合併

副教授服務年資計算，惟其再次申請

休假研究之服務年資應自返校後之新

學期開始重行起算。前述教授、副教

授服務年資如合併計算休假研究時，

則須以副教授應具備之休假研究資格

條件申請並審查。 

申請休假研究一學年，可分段休假研

究兩個學期。惟分段休假研究應同時

申請，並於第一段休假研究開始之日

起二學年內完成，但因情況特殊經簽

奉校長核准者不在此限。 

教授或副教授申請休假研究除須具有

前述服務年資外，並須符合第四條所

規定之資格條件方得提出申請。 

第三條 在本校連續任專任教授或副教授七

學期以上，得申請休假研究一學

期。在本校連續任專任教授或副教

授七年以上，得申請休假研究一學

年，或分段休假研究兩個學期。分

段休假研究應同時申請，並於核准

之日起二學年內完成，但因情況特

殊經簽奉校長核准者不在此限。教

授服務年資不足前述規定且於升

等為教授後初次申請休假研究者

得合併副教授服務年資計算，惟其

再次申請休假研究之服務年資應

自返校後之新學期開始重行起

算。前述教授、副教授服務年資如

合併計算休假研究時，則須以副教

授應具備之休假研究資格條件申

請並審查。 

教授或副教授申請休假研究除須

具有前述服務年資外，並須符合第

四條所規定之資格條件方得提出

申請。 

第四條 本校教授申請休假研究須具備最近三

年內有著作（或作品）出版或於國內

外著名之學術性刊物公開發表論

文，成績優良者之資格條件。 

本校副教授申請休假研究須具有左

列資格條件之一： 

一 最近三年內曾獲得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

會研究計畫且擔任計畫主持人者。 

二 最近三年內有著作出版或於國內外著名

之學術性刊物公開發表論文五篇以上，

成績優良者。 

三 最近三年內有三件以上創作或發明取得

本國或其他國家專利者。 

第四條 本校教授申請休假研究須具備最

近三年內有著作（或作品）出版或

於國內外著名之學術性刊物公開

發表論文，成績優良者之資格條

件。 

本校副教授申請休假研究須具有

左列資格條件之一： 

（一）最近三年內曾獲得行政院國家科學

委員會研究計畫且擔任計畫主持

人者。 

（二）最近三年內有著作出版或於國內外

著名之學術性刊物公開發表論文

五篇以上，成績優良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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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四 最近三年內有舉辦兩次以上個展，且展出

之作品不重複者，送繳之資料須包括：

所舉辦個展之畫冊（或錄影帶、光碟）、

公私立美術及展覽機構之展演、典藏證

明。 

（三）最近三年內有三件以上創作或發明

取得本國或其他國家專利者。 

（四）最近三年內有舉辦兩次以上個展，

且展出之作品不重複者，送繳之資

料須包括：所舉辦個展之畫冊（或

錄影帶、光碟）、公私立美術及展

覽機構之展演、典藏證明。 

第五條 有關休假研究年資之相關計算規定如

下： 

一 扣除年資： 

（一）休假研究一學年者，扣除七年之年

資；休假研究一學期者，扣除三年六

個月之年資。 

（二）進修、研究、講學每一學期未在校授

課者，扣除三年六個月之年資。但下

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1 在本校服務未滿三年六個月者，僅扣

除其實際服務年資。 

2 進修、研究、講學期間完全在寒暑假

者，不予扣除。 

3 留職停薪、停聘、進修、研究、講學

及休假研究等期間之年資，應予扣

除。前後年資視為連續。 

4 借調其他機關（構）並依規定鐘點返

校授課且未支鐘點費者，折半計算服

務年資，折算後之年資最多以採計 2

年為限。借調前後年資視為連續。 

（三）未於休假研究期滿返校三個月內繳交

報告者，依其所逾期間扣除年資。 

二 保留年資：得申請休假研究之服務年資合

計超過申請應扣除之年資者，超過部分得

予保留併入下次申請休假研究時計算。 

第五條 申請休假研究前經核准借調其他

機關（構）服務累計未逾四年並依

規定鐘點返校授課且未支鐘點費

者，折半計算服務年數。 

 第六條 曾以留職方式在國內外進修、研究

（含休假研究）、講學一個學期

（含）以上未在校授課者，其申請

休假研究之服務年數應自返校後

之新學期開始重新計算。 

前述進修、研究（含休假研究）、講學如在

本校連續任專任教授或副教授滿

三年半以上申請者，於申請休假研

究時，其在國內外進修、研究（含

休假研究）、講學未在校授課每一

學期應予扣減服務年資三年半以

抵充休假研究時間，剩餘之服務年

資可自返校後之新學期累計計算

申請休假研究服務年數，惟須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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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進修、研究、講學期滿返校服務義

務年限屆滿後始可申請休假研

究，如因情況特殊，經系、所、院、

校教評會通過，並陳奉校長核准者

不在此限。分段休假研究結束再申

請休假研究之服務年資，以第一段

核准休假研究起始日一年後之新

學期起算。 

曾因故暫停聘任後復聘或因育

嬰、侍親等原因留職停薪者，其服

務年資之計算，應扣除其未到校授

課期間後，再行併計前後年資。 

 

第六條 休假研究人數，每系（所）每學年不得

超過該系（所）教授員額百分之十五、

副教授員額百分之五之合計人數，惟依

上述規定計算後仍未達一人者，得以一

人計，當學年未申請使用之教授、副教

授休假研究員額不予保留。系（所）合

一者，應合併計算。在不影響教學情形

下，教授、副教授休假研究員額及上、

下學期休假研究員額可略作彈性調整分

配。休假教師原擔任課程，由該系（所）

相關教師分任，不得因此增加員額。 

第七條 休假研究人數，每所、系每學年不

得超過該所、系教授員額百分之十

五、副教授員額百分之五之合計人

數，不足一人者得以一人計，當學

年未申請使用之教授、副教授休假

研究員額不予保留。所系（科）合

一者，應合併計算。另在不影響教

學情形下，教授、副教授休假研究

員額及上、下學期休假研究員額可

略作彈性調整分配。休假教師原擔

任課程，由該所、系相關教師分任，

不得因此增加員額。 

第七條 本校於每年四月及十月辦理休假研究之

申請，教師應提出研究計畫，並經三級

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通過。 

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除審核申請教師之

資格外，並應根據其對本校之貢獻及系

（科）所正常教學工作持續推動之需求

擇優核准。 

休假研究經核准後，如有變更或取消

者，應於休假研究開始前，經行政程序

簽奉校長核准。 

第八條 本校教師申請休假研究，應於每學

期開始前三個月，提出研究計畫，

經三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通過

後，從事核准之學術研究工作，不

得擔任與休假研究計畫無關之專

任工作，若在本校授課，不得再支

領鐘點費，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

核申請教師之資格外，並根據其對

本校之貢獻及系所正常教學工作

持續推動之需求擇優核准。 

 

第八條 休假研究期間應從事核准之學術研究工

作，不得兼任行政主管職務或擔任與休

假研究計畫無關之專任工作，且未經核

准不得在校外兼課；若在本校授課，不

得再支領鐘點費。 

 

第九條 教師休假研究期間以支領一份專任薪

給為限，得由本校或其他學校、學術研

究機關（構）及研發單位發給。若其他

學校、學術研究機關（構）及研發單位

第九條 教師休假研究期間以支領一份專任

薪給為限，得由本校或其他學校、

學術研究機關（構）及研發單位發

給。若其他學校、學術研究機關（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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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發給之薪給未達教師現支薪給標準

時，由本校補足差額。 

 

及研發單位發給之薪給未達教師現

支薪給標準時，由本校補足差額。 

 

第十條 教師休假研究期滿返校服務，應於返校

三個月內就從事之學術研究成果提出書

面報告，經系（所、科）、院主管核章，

送人事室彙提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

議。逾期未繳交報告者，所逾期間應予

扣除休假研究年資。所提報告與原計畫

不符者，並須敘明充分理由。  

 

第十條 教師休假研究期滿返校服務，須於

返校三個月內就從事之學術研究成

果提出書面報告，未提者不得再申

請休假研究。所提報告與原計畫不

符者，需敘明充份理由，否則亦不

得再申請休假研究。 

第十一條 凡經休假研究一學期（年）之教師，

應返校服務滿兩學期（年）後，方得

在國內、外進修、研究（含休假研

究）、講學。 

第十一條 屆滿退休年齡延長服務之教授，

不得申請休假研究。 

第十二條 教師具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申請

休假研究： 

一 於延長服務期間內者。 

二 休假研究期限屆滿後，返校履行服務義

務期間內者。 

三 進修、研究、講學期限屆滿後，返校履

行服務義務期間內者。因情況特殊，經

系（所）、院、校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

並陳奉校長核准者，不在此限。 

四 未依本辦法第十條規定提出報告或所

提報告未經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通過者。 

五 最近一次教師評量未通過者。 

六 其他經教師評審會委員會審議通過，處

一定期間之停權措施者。 

 

第十二條 凡經休假研究一學年之教師，應

返校服務滿兩年；休假研究一學期

之教師，應返校服務滿一年後，方

得在國內、外進修、研究（含休假

研究）、講學。 

第十三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

時亦同。 

          

 

第十三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施行，

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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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教授、副教授休假研究辦法  

86.06.11(85)學年度第五次校務會議通過 
89.06.21(88)學年度第四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1.06.12(90)學年度第三次校務會議延會修正通過 
91.10.09(91)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通過 
91.12.25(91)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議確認 

92.02.26(91)學年度第三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94.12.28（94）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100.6.20(99)學年度第四次校務會議延會修訂通過 

第 一 條 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昇教師學術研究品質，並與其他學校、學術研
究機關（構）及研發單位進行學術交流，特訂定國立成功大學教授、副教授休假研
究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辦法所稱教授、副教授，指經教育部審查合格之編制內專任教授、副教授（以下
簡稱教師）。 

第 三 條 教授在本校或國內公立大學校院連續任專任教授七學期（年）以上，且在本校連續
服務滿四學期（年），得申請休假研究一學期（年）。副教授在本校連續任專任副
教授七學期(年)以上，得申請休假研究一學期(年)。 

教授服務年資不足前述規定且於升等為教授後初次申請休假研究者得合併副教授服
務年資計算，惟其再次申請休假研究之服務年資應自返校後之新學期開始重行起算。
前述教授、副教授服務年資如合併計算休假研究時，則須以副教授應具備之休假研究
資格條件申請並審查。 

申請休假研究一學年，可分段申請休假研究兩個學期。惟分段休假研究應同時申請，
並於第一段休假研究開始之日起二學年內完成，但因情況特殊經簽奉校長核准者不在
此限。 

教授或副教授申請休假研究除須具有前述服務年資外，並須符合第四條所規定之資格
條件方得提出申請。 

第 四 條 本校教授申請休假研究須具備最近三年內有著作（或作品）出版或於國內外著名之
學術性刊物公開發表論文，成績優良者之資格條件。 

     本校副教授申請休假研究須具有左列資格條件之一： 

一  最近三年內曾獲得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研究計畫且擔任計畫主持人者。 

二  最近三年內有著作出版或於國內外著名之學術性刊物公開發表論文五篇以上，成績
優良者。 

三  最近三年內有三件以上創作或發明取得本國或其他國家專利者。 

四  最近三年內有舉辦兩次以上個展，且展出之作品不重複者，送繳之資料須包括：所
舉辦個展之畫冊（或錄影帶、光碟）、公私立美術及展覽機構之展演、典藏證明。 

第 五 條  有關休假研究年資之相關計算規定如下： 
一  扣除年資： 
（一）休假研究一學年者，扣除七年之年資；休假研究一學期者，扣除三年六個月之

年資。 
（二）進修、研究、講學每一學期未在校授課者，扣除三年六個月之年資，但下列情

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1 在本校服務未滿三年六個月者，僅扣除其實際服務年資。 
2 進修、研究、講學期間完全在寒暑假者，不予扣除。 
3 留職停薪、停聘、進修、研究、講學及休假研究等期間之年資，應予扣除。前
後年資視為連續。 

4 借調其他機關（構）並依規定鐘點返校授課且未支鐘點費者，折半計算服務年
資，折算後之年資最多以採計 2年為限。借調前後年資視為連續。 

（三）未於休假研究期滿返校三個月內繳交報告者，依其所逾期間扣除年資。 
二  保留年資：得申請休假研究之服務年資合計超過申請應扣除之年資者，超過部分得

予保留併入下次申請休假研究時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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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條  休假研究人數，每系（所）每學年不得超過該系（所）教授員額百分之十五、副教
授員額百分之五之合計人數，惟依上述規定計算後仍未達一人者，得以一人計，當學
年未申請使用之教授、副教授休假研究員額不予保留。系（所）合一者，應合併計算。
在不影響教學情形下，教授、副教授休假研究員額及上、下學期休假研究員額可略作
彈性調整分配。休假教師原擔任課程，由該系（所）相關教師分任，不得因此增加員
額。 

第 七 條 本校於每年四月及十月辦理休假研究之申請，教師應提出研究計畫，並經三級教師
評審委員會審查通過。 
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除審核申請教師之資格外，並應根據其對本校之貢獻及系（科）
所正常教學工作持續推動之需求擇優核准。 
休假研究經核准後，如有變更或取消者，應於休假研究開始前，經行政程序簽奉校長
核准。 

第 八 條 休假研究期間應從事核准之學術研究工作，不得兼任行政主管職務或擔任與休假研
究計畫無關之專任工作，且未經核准不得在校外兼課；若在本校授課，不得再支領
鐘點費。 

第 九 條 教師休假研究期間以支領一份專任薪給為限，得由本校或其他學校、學術研究機關
（構）及研發單位發給。若其他學校、學術研究機關（構）及研發單位發給之薪給
未達教師現支薪給標準時，由本校補足差額。 

第 十 條 教師休假研究期滿返校服務，應於返校三個月內就從事之學術研究成果提出書面報
告，經系（所、科）、院主管核章，送人事室彙提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逾期
未繳交報告者，所逾期間應予扣除休假研究年資。所提報告與原計畫不符者，並須
敘明充份理由。 

第十一條 凡經休假研究一學期（年）之教師，應返校服務滿兩學期（年），方得在國內、外
進修、研究（含休假研究）、講學。 

第十二條 教師具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申請休假研究： 

一  於延長服務期間內者。 

二  休假研究期限屆滿後，返校履行服務義務期間內者。 

三  進修、研究、講學期限屆滿後，返校履行服務義務期間內者。因情況特殊，經系（所）、
院、校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並陳奉校長核准者不在此限。 

四  未依本辦法第十條規定提出報告或所提報告未經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者。 

五  最近一次教師評量未通過者。 

六  其他經師評審會委員審議通過，處一定期間之停權措施者。 

第十三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99-4 延會校務會議(100.06.20)紀錄-13-



 1 

國立成功大學 99 學年度第 5次校務會議紀錄 

時間：100年 6月 29日（星期三）上午九時 

地點：光復校區國際會議廳第二演講室 

出席：如附件 1, p9 

主席：黃校長煌煇                             記錄：江芬芬 

壹、報告事項： 

一、主席報告： 

暑假即將開始，大家可以在放假的時候放鬆心情、調適身心，為下一

個學期作好準備。 

昨天監察委員蒞校視察，對本校觀感頗佳，尤其稱讚校園的規劃完善，

美中不足的是經費報支案的陰影，減損了我們頂尖的光環。針對計畫節餘款

能否繼續使用，學校已著手研究。請院系主管務必轉知所屬老師，經費的使

用及報銷一定要依規定辦理。若有特殊情形，請以專簽辦理。 

 二、校務基金投資情形報告：略 

三、醫學院醫學系臨床教師設置辦法案報告：（附件 2,p10） 

四、各一級單位及各委員會報告：(請參見書面報告)略     

貳、討論事項： 

第一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本校 101學年度申請增設、調整院、系、所及學位學程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依教育部 100.6.3.台高（一）字第 1000097465號函（議程附件 3）及教

育部「大學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議程附件 4）辦理。 

二、依前開教育部「大學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第五條規定： 

(一)院、系、所未達附表四所定專任講師比例或專任師資數規定者，逐

年調整其各學制班別招生名額為前一學年度之百分之七十。 

(二)院、系、所及學位學程未達附表四所定生師比值規定者，逐年調整

其各學制班別招生名額為前一學年度之百分之八十。 

三、復依前開標準第八條規定，學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教育部得調整其招

生名額總量或各院、系、所及學位學程之招生名額。其第六項為： 

「院、系、所及學位學程經最近一次評鑑為未通過，且經再評鑑仍未通

過者，依情節輕重調整其招生名額為前一學年度招生名額百分之五十至

百分之七十，並得逐年調整至評鑑通過為止。」 

四、教育部核定學校可發展總量標準如下： 

(一)生師比：全校生師比應低於 32、日間學制生師比應在 25以下、研究

生生師比應在 12以下。（議程附件 4-附表一） 

(二)師資結構：全校專任講師數不得超過專任師資總數之百分之三十。 

1.申請增設：（議程附件 4-附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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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碩士班：申請時實聘專任師資應有九人以上，其中三分之二

以上須具助理教授以上資格，且四人以上具副教授資格。 

（2）博士班：申請時實聘專任師資應有十一人以上，其中三分之

二以上須具助理教授以上資格，且四人以上具副教授資格。 

2.成立後每年檢核之師資質量基準：（議程附件 4-附表四） 

（1）學系：未設碩士班及博士班者，專任師資應達七人以上；設

碩士班者，專任師資應達九人以上；設博士班者，專任師資

應達十一人以上。 

（2）研究所（獨立所）：設碩士班者且招生名額在十五人以下者，

專任師資應達五人以上；招生名額在十六人以上者，專任師

資應達七人以上。設博士班者，專任師資應達七人以上。屬

藝術展演類、設計類及運動競技類之研究所，專任師資應達

四人以上。 

(三)應有校舍建築面積：（議程附件 4-附表五） 

五、依教育部規定計算方式，本校目前規模屬在可發展總量範圍內： 

(一)現有生師比：全校生師比為 20.24；日間部生師比為 19.44 ；研究生

生師比 9.08。 

(二)應須有校舍建築面積：274533平方公尺，現有校舍建築面積：

699603.02平方公尺。                   

六、經 100年 6月 15日校務發展委員會議討論通過之各單位所提非特殊項

目增設、調整申請案如下： 

【增設全英語學位學程】 

工學院    「能源國際學士學位學程」 

「尖端材料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醫學院    「神經科學國際博士學位學程」（與中研院合作之跨領域博

士學位學程）（屬特殊項目增設） 

【申請系所整併】 

工學院    「材料科學及工程學系」與「奈米科技暨微系統工程研究

所」系所合一；整併後「材料科學及工程學系」組織包含

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及奈微科技博士班。 

 學士班 碩士班、博士班 

1000人以內 1001-3000人 3001人以上 400人以內 401-600人 601人以上 

文法商、管理及

教育類 
10 9 7 13 12 11 

理學類（不包括

醫學系、牙醫系）

護理及體育類 

13 12 10 17 16 15 

工學、藝術、農

學、生命科學類 
17 16 14 21 20 19 

醫學系、牙醫學

系 
23 22 20 29 28 27 

99-5校務會議(100.06.29)紀錄-2-



 3 

七、檢附本校現有系所一覽表（議程附件 5）供請參考。 

擬辦：討論通過後依限報部。 

決議： 

一、照案通過【增設全英語學位學程】工學院「能源國際學士學位學程」及

「尖端材料國際碩士學位學程」；【申請系所整併】工學院「材料科學及

工程學系」與「奈米科技暨微系統工程研究所」系所合一；整併後「材

料科學及工程學系」組織包含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及奈微科技博士

班。 

二、修正通過【增設全英語學位學程】醫學院「跨領域神經科學國際研究生

博士學位學程」。 

三、由教務處備文依限報部。 

第二案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由：「國立成功大學安心就學濟助辦法」（草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依 100.3.2第 702次主管會議校長指示研擬、100.3.23第 703次主管會

報及 100.4.20第 704次主管會報決議辦理。 

二、本處分別於 4月 1 日與 4 月 13 日邀集會計室、人事室、財務處及法制

組等相關單位召開『安心就學濟助辦法籌備會議』。 

三、經 100.5.10之 99年第 4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討論通過。 

四、國立成功大學安心就學濟助辦法評估，如議程附件 6，辦理對象擬以已

申請教育部就學貸款後仍無力負擔生活費者為優先考量。 

五、國立成功大學安心就學濟助辦法草案，議程附件 6-1；申請書議程附件

6-2；還款計畫書議程附件 6-3。 

六、國立成功大學安心就學濟助標準與經費預估，以 99學年度為例，學生

家庭年收入低於 30萬元以下且申辦教育部貸款後仍無力負擔在學期間

生活費者，預估申請人數為 178人(申請率 30%預估)，並以每月生活費

為 6仟、7仟及 8仟元，分別估算每學期所需經費如下：(申請金額仍得

依照學生實際提出之經濟需求及事由審議。) 

金額/月 
金額/學期 

(一學期以 6個月計算) 
人數 總計 

8,000元 48,000元 

178 

8,544,000 元 

7,000元 42,000元 7,476,000 元 

6,000元 36,000元 6,408,000 元 

擬辦：經校務會議討論通過後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國立成功大學安心就學濟助辦法」（附件 3, p13） 

第三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人事室 

案由：本校教師聘任辦法修正草案對照表（議程附件 7），提請 討論。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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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案業經 100年 4月 26日 99學年度第 9次校教評會審議通過。 

二、案揭聘任辦法前經本校 100年 1月 5日 99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

通過，並增訂教師遭緩起訴處分或遭起訴之懲處規定。為期周妥，本案

前函請教育部釋示，獲教育部 100年 4月 7日臺人(二)字第 1000050089

號函覆（議程附件 8），來函意旨為本校增訂之規定不得違反相關法規

之規定。依此檢視本校教師聘任辦法，部分條文適法性確有疑義，如第

七條之一規定教師被處以緩起訴處分時予以停聘，因緩起訴處分原因無

法消滅，與教師法第 14-2條規定未盡相符；第七條之三規定停聘教師

如因緩起訴處分停聘不補發半數本薪之規定，與教師法第 14-3條規定

不符等，爰再行修正案揭規定。 

三、本次修正重點如下： 

（一）增列「教師未通過評量，不予續聘」之規定（修正第七條條文）。 

（二）修正教師停聘之相關規定（修正第七條之一、第七條之三等條文）。 

（三）新增教師違反法令規定，但情節輕微未達解聘、停聘、不續聘時之

懲處標準（新增第八條）。 

（四）新增教師有特殊優良事蹟得列入教師評量、升等參考之獎勵措施。

（新增第九條） 

四、檢附本校教師聘任辦法現行全文（議程附件 9），請 參閱。 

擬辦：通過後實施。 

決議：修正通過本校「教師聘任辦法」修正案（附件 4, p15）。 

第四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人事室 

案由：本校教師聘約修正草案對照表(議程附件 10)，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本案及本校教師聘任辦法修正草案業經 100年 4月 26日 99學年度第 9

次校教評會審議通過。  

二、本次修正重點如下： 

（一）增訂教師不續聘及停聘相關規定（修訂第二點、新增第三點）。 

（二）新增教師違反法令規定，但情節輕微未達解聘、停聘、不續聘時之

懲處標準（新增第四點）。 

（三）新增教師有特殊優良事蹟應列入教師評量、升等參考之獎勵措施（新

增第五點）。 

（四）刪除本校外籍專任教師薪給支付方式與薪給數額之條文（現行條文

第十三點）。 

三、檢附現行本校教師聘約全文（議程附件 11），請  參閱。 

擬辦：通過後實施。 

決議：修正通過本校「教師聘約」修正案（附件 5, p21） 

第五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人事室 

案由：擬修正本校、各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草案對照表(議程

附件 12、13)，提請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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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本案業經 100年 4月 26日 99學年度第 9次校教評會及 100年 5月 27

日 99學年度第 10次校教評會審議通過。 

二、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重點及理由如下： 

 增列「上一級教評會得代行次一級教評會職權」之規定（第 6條） 

理由：為使三級教評會議事程序得以順利運作，明定本校教評會在一定

條件下，得代為行使下一級教評會職權之機制，以利於校務推動及

健全發展。 

三、本校各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重點及理由如下： 

（一）增列「上一級教評會得代行次一級教評會職權」之規定（第 6條）

理由同上。 

（二）明確規範非屬學院之範圍，修正規範微奈米科技研究中心及計算機

與網路中心院級教師評審委員會之歸屬（第 10條） 

理由：配合本校教師聘任辦法第 14條規定之修正，並依其學術領域屬性，

規範微奈米科技研究中心之院級教師評審委員會歸屬工學院；計算

機與網路中心之院級教師評審委員會歸屬電機資訊學院。 

四、檢附現行本校、各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全文（議程附件 14、15），

請  參閱。 

擬辦：通過後實施。 

決議：修正通過本校、各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案（附件 6, p26） 

第六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人事室 

案由： 擬修訂本校教師升等辦法第三條、第十五條第二款，修訂條文對照表

如說明七，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教育部衡酌教師升等著作年限之合理性，修正「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

格審定辦法」第十一條。送審之代表著作維持五年內之規定，參考著

作由五年內放寬為七年；另女性教師懷孕及生產應予保障，得延長前

述著作年限二年。 

二、另「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 39 條第二項：「前項經本部

授權自行審查教師資格之學校，得自行訂定較本辦法更嚴格之審查程

序及基準。」本校為教育部授權自行審查教師資格之學校，在此次教

育部修正放寬送審著作年限之前，本校教師升等辦法已採「代表著作

現職三年內，參考著作現職五年內」之較嚴格規定。 

三、考量不同學院系所之學術領域屬性，擬配合修正送審著作年限，並授

權學院系所可訂定較短之年限規定。 

四、依本校教師聘任辦法第五條第二項規定略以：「新聘助理教授於到職六

年內未能升等者，自第七年起不予續聘。……」、第四項：「新聘講師

原則比照辦理。」。 

五、本校教師升等每年於上學期辦理一次。惟考量新聘助理教授與新聘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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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應於六年內升等之規定，本校教師升等辦法第十五條第二款規定：

「85 年 8 月 1 日以後新聘助理教授、講師於到職滿五年尚未通過升等

者，可於第六年（含）以後另適用下列預訂時間表：……」，給予到職

滿五年尚未通過升等者，可於下學期申請升等之機會。 

六、為鼓勵新進教師及早準備升等，擬進一步放寬，新聘助理教授、講師，

只要滿可提升等年資，即可於上學期或下學期提出升等之申請。 
七、修訂條文如對照表：（如議程） 

八、本案經 100年 3月 22日 99學年度第 8次校教評會討論通過。 

九、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十一條文、國立成功大學教師升等

辦法，如議程附件 16，請參考。 

擬辦：討論通過後實施。 

決議：修正通過本校「教師升等辦法」第三條、第十五條第二款修正案（附件7, p34）。 

第七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擬修訂本校學則部分條文，提請  討論。 

說明： 

一、茲配合大法官會議釋字第684號意旨，檢視本校教務規章有無損害學生

權益之條文修訂，以維護學生受教權利。 

二、本案業經100年5月24日99學年度第2次教務會議通過在案。 

三、修正條文對照表（議程附件17）、學則全文（議程附件18）。 

擬辦：通過後，報教育部備查後實施。 

決議：修正通過國立成功大學學則修正案（附件 8, p39） 

第八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擬修訂本校研究生章程部分條文，提請  討論。 

說明： 

一、茲配合大法官會議釋字第 684號意旨，檢視本校教務規章有無損害學

生權益之條文修訂，以維護學生受教權利。 

二、本案業經 100年 5月 24日 99學年度第 2次教務會議通過在案。 

三、修正條文對照表（議程附件 19）、研究生章程全文（議程附件 20）。 

擬辦：通過後，報教育部備查後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國立成功大學研究生章程修正案（附件 9, p51） 

第九案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修訂本校「專案教師契約書」及「專案研究人員契約書」，部分修正條

文對照表（ 議程附件 21、22），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本案業經 100年 6月 1日第 707次主管會報通過。 

二、為凝聚專案教師及專案研究人員對本校之向心力，減少渠等人員與編

制內專任教師、研究人員之差異，擬研議使專案教師及專案研究人員

之職稱與本校編制內專任教師、研究人員一致，爰予以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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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為避免與編制內專任人員有所混淆，於文書上將稱呼占缺之專案教師

為教師(預算經費)，不占缺之專案教師為教師（計畫經費）；占缺之

專案研究人員為研究人員(預算經費)，不占缺之專案研究人員為研究

人員（計畫經費）。 

四、本次增訂重點如下： 

（一）刪除契約書內「專案」之文字。 

（二）增訂「薪資經費來源」項目。 

（三）明訂不適用教師法之規定。 

五、檢附現行本校「專案教師契約書」及「專案研究人員契約書」各乙份

（議程附件 23、24），請  參閱。 

擬辦：討論通過後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本校「專案教師契約書」及「專案研究人員契約書」修正案

（附件 10, p55） 

第十一案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擬修訂本校「契僱人員暨聘僱人員薪點支給待遇標準表」中有關「律師

專業」職務加給及支給相關規定，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如議程附件 28，

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本案業經本（100）年 4月 28日契(聘)僱管理委員會 99學年度第 2次

會議、本（100）年 5月 4日第 705次主管會報及本（100）年 5月 10

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99學年度第 4次會議討論通過。 

二、秘書室為網羅人才，並反應聘任律師現行應有正常合理之薪資待遇，

以聘任符合本校需求之合適人選，於本（100）年 2 月 18 日簽請調整

律師專業職務加給，並奉  校長本（100）年 3月 11日核定在案(議程

附件 29)，爰配合修正。 

三、查本校「契僱人員暨聘僱人員薪點支給待遇標準表」之律師職務加給

標準，前係參考公務人員第六、七、八職等法制人員專業加給及業界待

遇標準訂定，本次擬提高現行律師職務加給僱用辦事員由 20,000 元提

高為 30,000 元，其餘類別、級數依序調高，茲將現行及擬調整後標準

列表如下： 
    類別 

     級 
        數 
職稱 

律師專業 

 1 2 3 4 5 6 備註 

校聘律師
（三級） 

現行 20000 20800 21600 22400 23200 24000 每級差額
800元不變 調整後 30000 30800 31600 32400 33200 34000 

校聘律師 

（二級） 

現行 20800 22000 23200 24400 25600 26800 每級差額
1200元不變 調整後 30800 32000 33200 34400 35600 36800 

校聘律師 

（一級） 

現行 22000 23600 25200 26800 28400 30000 每級差額
1600元不變 調整後 32000 33600 35200 36800 38400 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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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開支領律師專業加給，須具律師證照及實際執行律師業務 2 年以上工作經驗，並在本校法
制單位負責法制、訴願及訴訟等業務。 

四、本案校聘律師於調整職務加給前後之薪資比較如下： 

律師職務加給調整前後薪資比較表 

職稱 起敘薪點 起敘薪給 律師職務加給 起敘薪資合計 

校聘律師（三級） 240薪點 28,224元 
現行 20,000元 現行 48,224元 

調整後 30,000元 調整後 58,224元 

校聘律師（二級） 280薪點 32,928元 
現行 20,800元 現行 53,728元 

調整後 30,800元 調整後 63,728元 

校聘律師（一級） 320薪點 37,632元 
現行 22,000元 現行 59,632元 

調整後 32,000元 調整後 69,632元 

五、檢附本校現行之「契僱人員暨聘僱人員薪點支給待遇標準表」 (議程

附件 30)，請 參閱 

擬辦：討論通過後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本校「契僱人員暨聘僱人員薪點支給待遇標準表」中有關「律

師專業」職務加給及支給相關規定（附件 11,p59）。 

第十五案 提案單位：財務處 

案由：擬修訂「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辦法」案（議程附件

35），提請  討論。 

說明： 

一、為研發處提案訂定「國立成功大學自籌經費支應各類會議、講習、訓

練或研討(習)會支給要點」，且本案已經 99學年度第 4次校務基金管

理委員會通過，故擬配合修正本校支應原則「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

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辦法」。 

二、本案擬於「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辦法」第三條自

籌收入得支應之用途新增第十款會議、講習、訓練或研討(習)會支給。 

三、檢陳原條文(議程附件 36)供核。 

擬辦：審議通過後，報教育部備查。 

決議：照案通過「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辦法」第三條條

文修正案（附件 12, p60） 

 

參、臨時動議：無 

肆、散會：12時 1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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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國立成功大學 99學年度第 5次校務會議出(列)席名單 

時間：一百年 6月 29日上午 9時 

地點：光復校區國際會議廳第 2演講室 

出席：顏鴻森 蘇慧貞 何志欽 黃吉川 林啟禎 黃正亮（洪國郎代）黃文星 

黃正弘 陳進成  賴俊雄 吳奕芳  張高評 王文霞  陳玉女 楊金峯 

傅永貴 柯文峰 劉正千（吳銘志代）談永頤 崔祥辰 張敏政 侯平君 

洪建中 游保杉 劉瑞祥 楊毓民 黃啟原 洪敏雄（陳引幹代）陳引幹

廖德祿 卿文龍 趙儒民 黃正能（趙儒民代）蔡展榮 朱 信 鄭金祥  

陳天送 劉大綱 曾永華 陳 敬 李 強 王清正 林峰田（吳豐光代） 

葉光毅 周君瑞 張有恆 王泰裕 胡大瀛（蔡東峻代）康信鴻 楊明宗 

吳清在 林其和 林炳文（陳鵬升代）何漣漪 王靜枝 張哲豪 楊友任 

周楠華 吳俊明（張翠砡代）劉清泉 蔡志方 丁人方 陸偉明 王富美 

翁明宏（王富美代）徐康良 李劍如 陳明輝 吳如容 李永祥 林德韋

黃信復（李琛驊代）陳廣明（蘇重泰代）汪祐豪（張朝棟代） 

林武翰（顏婉容代） 

 

列席：楊明宗 林仁輝 利德江 蔡明祺（陳榮杰代） 張丁財 李丁進 陳響亮 

楊瑞珍（程碧梧代）蕭世裕（蕭慧如代）黃肇瑞（王鴻博代）謝文眞 

楊惠郎 戴華 

99-5校務會議(100.06.29)紀錄-9-



 10 

附件 2 

本校「醫學院醫學系臨床教師設置辦法」報告案 

一、本校醫學院醫學系臨床教師設置辦法，前經本校 100年 1月 5日 99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後，依該辦法第七條規定函報教育部核定，惟獲教育部

100年 1月 24日臺學審字第 1000007821號函復以，案內辦法修正草案第 2條：

『醫學院…升等年資之採計比照專任教師。』，同意辦理，並自本條修正發布

日起，向學校最低一級教評會申請者適用之。 

二、嗣後本校於 100年 3月 9日再函請教育部核定，惟獲教育部 100年 4月 7日臺

學審字第 1000046613號函復以，因本校醫學院醫學系臨床教師設置辦法，並

無報部核定之法源依據，爰該辦法第 7條「報教育部核定」之文字，建請刪除。 

三、本案擬依據教育部前開函示意旨，將本校醫學院醫學系臨床教師設置辦法第 7

條刪除「報教育部核定」之文字(如附件 1劃線部分)，並自本辦法於 100年 1

月 5日經本會修正通過後之次一學期（即 100年 2月 1日）起，醫學系臨床教

師升等年資之採計比照專任教師，100年 2月 1日以前之升等年資採計仍依修

正前辦法規定，比照兼任教師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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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醫學系臨床教師設置辦法 

                    教育部86年7月10日台（86）高（三）字第86079226號函核定 

教育部91年9月25日台（91）高（二）字第91144950號函核定 

100年1月5日99學年度第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醫學系（以下簡稱本系）為提昇醫學教育品質，強化

臨床教學，特設置臨床教師，並訂定「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醫學系臨床

教師設置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醫學院附設醫院無教職之專任主治醫師兼負本系臨床教學工作，經本系聘

為兼任教師通過本校審查取得部定教師資格者，則改聘為同級臨床教

師。臨床教師之分級暨升等之審查，比照本系教師升等辦法辦理，升等

年資之採計比照專任教師。 

第三條  臨床教師不佔本系專任教師名額，並不支薪及鐘點費。 

第四條  本系臨床學科專任教師出缺時，得由該學科之臨床教師依教評會三級三

審，審查通過後提請改聘為同級之專任教師。 

第五條  臨床教師負醫療服務及教學研究任務，不得擔任醫學院行政主管。 

第六條  醫學院院務會議通過建教合作之公立醫院，且其院長為醫學院教授借調擔

任，負有營運權責，而其專任主治醫師之教學、研究、服務符合本系標準

者，得比照本辦法辦理，惟升等年資之採計比照兼任教師。 

第七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報教育部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99-5校務會議(100.06.29)紀錄-11-



 12 

 

99-5校務會議(100.06.29)紀錄-12-



 13 

附件3             國立成功大學安心就學濟助辦法 

100年 6月 29日 99 學年度第 5次校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結合校園及社會各界力量，協助本校清

寒學子安心就學，俾順利完成學業，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經費來源與使用，以社會大眾各方捐贈金額及動用其孳息部分為

限。 

第三條  為妥善保管及使用前條經費，本校特組成「安心就學濟助管理委員會」

（以下簡稱本委員會）。本委員會置委員七人，由學務長、教務長、財

務長、生活輔導組組長、教師代表一人及學生代表二人組成。由學務長

擔任召集人，並為會議主席，其中教師代表由本校教師會推派、學生代

表由學生會推派大學部一人及研究所一人。 

第四條  本委員會之職權如下： 

一、審議申請金額之核定。 

二、監督經費之運作和業務之執行。 

三、制定或修正相關規定。 

四、其他有關事宜 

第五條  依本辦法申請安心就學濟助方案(下稱本方案)之申請人應符合下列條

件： 

一、限具中華民國國籍並設有戶籍，且於本校具正式學籍之學生。但研究

所在職專班學生，不得申請。 

二、全戶家庭年收入不得逾新臺幣(以下同)30萬元。 

三、須品行端正，無不良紀錄。 

第六條   申請人有下列情形者，將優先考量核定： 

一、當學期已申貸教育部就學貸款，仍無力負擔生活費者。 

二、家境清寒，在校外、校內服務或社團活動表現優良者。 

第七條  申請人應於每學期開學後兩週內，向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提出申請。 

第八條  申請人申請本方案時應將家庭經濟狀況與事由敘明，預估當學期所需之

生活費。提出申請金額，每月不得逾 8仟元。 

第九條    本委員會得視經費多寡，保留本方案核定金額及名額之權利，不受申請

人申請之拘束。 

第十條    本方案以學生為申請人，申請人為未成年人時，應得法定代理人之同

意，並由法定代理人擔任保證人；申請人已成年者，應得父母之同意，

並以三親等內之已成年親屬一人擔任保證人。保證人應為中華民國國民

且設有戶籍。 

第十一條 申請本方案者，應由申請人填具申請書，經與班導師或指導教授晤談、

記錄並陳送系（所）主任及院長核閱後，再提交本委員會審理。 

第十二條  本方案之申請人應檢附下列文件： 

一、申請書。 

二、申請人所有之經本校指定金融機構存簿封面影本。 

三、申請日期前 3個月內全戶戶籍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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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財政部國稅局前一年度全戶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 

五、本校安心就學濟助方案契約書。 

六、還款計畫書。 

七、獎懲紀錄證明書。 

八、校內外社團活動成績優異證明或其他有利於申請之資料。 

第十三條 本方案申請經本委員會審定通過後，以電子郵件方式通知申請人，並按

月撥付至申請人之帳戶。 

第十四條 本方案獲核定後，借用人除主動申請提前償還借款外，應依下列規定償

還：  

一、繼續在國內就學者，得至最後教育階段學業完成後償還。  

二、服義務兵役者，得至服役期滿後償還。  

三、參加教育實習者，得至實習期滿後償還。  

四、因故退學或休學者，應於退學或休學後償還。  

五、出國留學、出國定居或出國就業者應於出國前一次償還。 

申請人除有前項第一至第四款之情形，得以書面並檢附相關文件提出

展延申請外，申請人應自各階段學業完成日後滿三年之次日起，一次或

分期償還。申請人如有前項第五款情形，應主動通知本校並償還全部核

給金額。 

申請人於開始分期償還後，自開始償還日當年度起算之前一年度每月平

均所得不足 2萬 5仟元者，或為當年度低收入戶者，得以書面並檢附相

關文件提出申請緩繳，緩繳期間免息，期間每次為一年，以 2 次為限。 

第十五條 本方案之還款控管機制另訂之。 

第十六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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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國立成功大學教師聘任辦法」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 七 條 

教師聘任後除有本辦法第五條規

定或下列各款之一者外，不得解

聘、停聘或不續聘： 

一、受有期徒刑一年以上判決確

定，未獲宣告緩刑。 

二、曾服公務，因貪污瀆職經判刑

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 

三、依法停止任用，或受休職處分

尚未期滿，或因案停止職務，

其原因尚未消滅。 

四、褫奪公權尚未復權。 

五、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

銷。 

六、行為不檢有損師道，經有關機

關查證屬實。 

七、經合格醫師證明有精神病。 

八、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有

具體事實或違反聘約情節重

大。 

九、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

查確認有性侵害行為屬實。 

 

有本校教師評量要點第六點、本辦

法第五條不予續聘情形及前項第

六款或第八款規定情事之一者，應

經本校三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

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及出席委員三

分之二以上之審議通過。 

 

有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七款及第九

款情形者，不得聘任為教師。其已

聘任者，除有第七款情形者，依規

定辦理退休或資遣，及第九款情形

者，依第四項規定辦理外，應報請

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後，予以解

聘、停聘或不續聘。 

 

教師涉有第一項第九款情形者，應

於知悉之日起一個月內經本校三

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後予

第 七 條 

教師聘任後除有本辦法第五條規

定、或下列各款之一者外，不得解

聘、停聘或不續聘： 

一、受有期徒刑一年以上判決確

定，未獲宣告緩刑。 

二、曾服公務，因貪污瀆職經判刑

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 

三、依法停止任用，或受休職處分

尚未期滿，或因案停止職務，

其原因尚未消滅。 

四、褫奪公權尚未復權。 

五、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

銷。 

六、行為不檢有損師道，經有關機

關查證屬實。 

七、經合格醫師證明有精神病。 

八、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有

具體事實或違反聘約情節重

大。 

九、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

查確認有性侵害行為屬實。 

 

有前項第六款或第八款規定情事

之一者，應經本校三級教師評審委

員會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及出

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審議通過。 

 

 

 

有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七款及第九

款情形者，不得聘任為教師。其已

聘任者，除有第七款情形者，依規

定辦理退休或資遣，及第九款情形

者，依第四項規定辦理外，應報請

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後，予以解

聘、停聘或不續聘。 

 

教師涉有第一項第九款情形者，應

於知悉之日起一個月內經本校三

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後予

 

一、將本校教師評量要

點第六點有關教師

不續聘之適用規定

明列，以資明確。 

 

 

 

 

 

 

 

 

 

 

 

 

 

 

 

 

 

 

二、本條文第一項所列

除外情形亦應經本

校三級教評會審議

通過，爰予以明

列，以資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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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以停聘，並靜候調查；如經學校性

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屬實者，即

報請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後，予

以解聘。 

 

以停聘，並靜候調查；如經學校性

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屬實者，即

報請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後，予

以解聘。 

 

第 七 條之一 

教師聘任後，如假借其職務上行使

公權力或使用公部門經費之機會，

違反法令之規定，經有關機關查證

屬實並遭起訴者，應由三級教師評

審委員會依本辦法第七條規定及其

違反情節輕重審議，得停聘兩學期

以上五學期以下。 

 

 

第 七 條之一 

教師聘任後，如假借其職務上行使

審查公權力或使用公部門經費之機

會，違反法令之規定，經有關機關

查證屬實，應由三級教師評審委員

會依其違反情節輕重審議，獲緩起

訴處分確定者，停聘一學期以上三

學期以下；被檢察官起訴者，得停

聘兩學期以上五學期以下。 

 

一、依教師法第 14-2條
規定略以，教師停
聘期間，學校應保
留底缺，俟停聘原
因消滅並經教評會
通過後，回復其聘
任關係。如教師係
遭緩起訴處分而停

聘，因停聘原因不
會消滅，無法依教
師法規定辦理回復
聘任，爰予以修訂。 

二、遭起訴者仍須依本
辦法第七條規定，
就其遭起訴事實加
以審議，爰予以修
訂。 

第 七 條之三 

依第七條規定停聘之教師，停聘期

間應發給半數本薪（年功薪）；依

前條規定回復聘任者，其本薪（年

功薪）應予補發。但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不在此限： 

 

一、教師受有期徒刑或拘役之執行

或受罰金之判決而易服勞役

者，其停聘期間不發給本薪（年

功薪）。 

二、教師依第七條第四項規定停聘

者，其停聘期間不發給本薪（年

功薪），俟調查結果無此事實並

回復聘任者，補發全部本薪（年

功薪）。 

 

第 七 條之三 

依第七條規定停聘之教師，停聘期

間應發給半數本薪（年功薪）；除

因緩起訴處分停聘者外，停聘原因

消滅後回復聘任者，其本薪（年功

薪）應予補發。但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不在此限： 

一、教師受有期徒刑或拘役之執行

或受罰金之判決而易服勞役

者，其停聘期間不發給本薪（年

功薪）。 

二、教師依第七條第四項規定停聘

者，其停聘期間不發給本薪（年

功薪），俟調查結果無此事實並

回復聘任者，補發全部本薪（年

功薪）。 

 

現行條文規定教師如因緩

起訴處分停聘者，恢復聘任

後仍不補發半數本薪（年功

薪）之規定與教師法第14-3

條規定不符，爰予以修訂，

並酌作文字修正，以資明

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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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 八 條 

教師有本辦法第七條第一項第六

款、第八款或第七條之一或違反學

術倫理之行為，惟未被起訴或情節

未達解聘、停聘、不續聘，或行為

有損校譽者，應由三級教師評審委

員會依其情節輕重審議，得處或併

處一定期間之懲處，懲處措施如

下： 

一、不得擔任各級行政、學術主管

職務。 

二、不得擔任教評會及其他指定委

員會之委員。 

三、不得辦理借調。 

四、不得申請及執行出國講學、國

內外研究、進修計畫。 

五、不得休假研究。 

六、不得申請研究計畫。 

七、不得執行研究計畫。 

八、不得辦理晉級加俸。 

九、不得於校外兼職、兼課。 

十、不得指導新研究生或其他指定

年級研究生。 

十一、不得核給學術、研究獎勵。 

十二、不得推薦參加校外活動。 

十三、不得升等。 

十四、核減或停發學術研究費。 

十五、其他。 

 

 一、本條新增。 

二、本校現行並未針對教師

懲處訂定相關規定，教

師如有違反法令規定

之行為但情節未達解

聘、停聘、不續聘時，

往例均由三級教評會

自行討論決議，為使教

師懲處有所依循，爰增

訂本條文。 

以下第九條至十六條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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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教師聘任辦法 
80 年 03 月 27 日 79 學年度第 3 次校務會議通過 

81年 10月 07日 81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4年 11月 15日 84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8年 03月 17日 87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0年 03月 14日 89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4年 12月 28日 94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5年 10月 25日 95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追認通過 
97年 12月 31日 97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9年 4月 28日 98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延會修正通過 
99年 06月 23日 98學年度第 5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年 01月 05日 99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年 06月 29日 99學年度第 5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 一 條   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三十三條及有關法令規定，訂定本校教師聘任辦法(以下簡稱本辦
法)。 

第 二 條    本校教師之聘任，應具備下列基本條件： 
             一、品德操守均佳及有足資證明之優良表現，對於擬聘系所之任務及發展有所益者。 

             二、講師應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一) 曾任教並獲有部頒講師證書，而成績優良者。 
                  (二) 在國內外大學或研究院所研究，得有碩士學位或同等學歷證書，而成績優良，並有

專門著作者。 
             三、助理教授應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一) 曾任教並獲有部頒助理教授證書，而成績優良者。 
                  (二) 具有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三) 具有碩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曾從事與所習學科有關之研究工作、專門職業或

職務四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四) 曾任講師三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四、副教授應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一) 曾任教並獲有部頒副教授證書，而成績優良者。 

                  (二) 具有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曾從事與所習學科有關之研究工作、專門職業或
職務四年以上，並有專門著作者。 

                  (三) 曾任助理教授三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五、教授應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一) 曾任教並獲有部頒教授證書，而成績優良者。 
                  (二) 具有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曾從事與所習學科有關之研究工作、專門職業或

職務八年以上，有創作或發明，在學術上有重要貢獻或重要專門著作者。 
                  (三) 曾任副教授三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重要專門著作者。 
             六、醫學院臨床醫學藥學等教師聘任資格依據教育部相關法規辦理。 
             七、各學系因特殊需要得延聘專業技術人員為專業教師，擔任大學部教學工作，其聘任資格

依據教育部相關法規辦理。 
第 三 條    本辦法前條所稱國內外大學或研究所，以公立及已立案之私立大學及研究所或經教育部認可

之國外大學及研究所為限。 
第 四 條    本校教師之聘任分為初聘、續聘及長期聘任三種。本校教師之聘任除短期以契約明定其權利

義務與聘期外，初聘為一年、續聘第一次為一年，第三年以後續聘之每次均為二年。教師長
期聘任實施要點另訂之。 

第 五 條    新聘教授及副教授於初續聘滿四年之半年前，應經系（所）、院、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是否
續聘，若不通過則自第五年起不予續聘。新聘教授於學術上有重大成就或貢獻者，得直接長
期聘任。 
新聘助理教授於到職六年內未能升等者，自第七年起不予續聘。但因懷孕生產、養育三足歲
以下子女或其他特殊情況等情事，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同意者，自第七年起得續聘二年，如二
年內仍未能升等者，則不予續聘。 
前項但書續聘期間如仍有懷孕生產、養育三足歲以下子女，且足以影響其學術表現者，得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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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聘期限屆滿之半年前，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同意延長續聘二年。 
新聘講師原則比照辦理。 
新聘外籍教師須於近期內具使用中文之能力。 

第 六 條    本校教師之聘任採聘期制，聘期屆滿得予續聘，聘期屆滿不再續聘謂之不續聘，聘期中由本
校主動解約者謂之解聘。暫時停止聘約關係者謂之停聘。教師不服解聘、停聘或不續聘處理
者，得向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申訴之。 

第 七 條    教師聘任後除有本辦法第五條規定、或下列各款之一者外，不得解聘、停聘或不續聘： 
一、受有期徒刑一年以上判決確定，未獲宣告緩刑。 
二、曾服公務，因貪污瀆職經判刑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 
三、依法停止任用，或受休職處分尚未期滿，或因案停止職務，其原因尚未消滅。 
四、褫奪公權尚未復權。 
五、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六、行為不檢有損師道，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 
七、經合格醫師證明有精神病。 

八、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或違反聘約情節重大。 
九、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侵害行為屬實。 
有本校教師評量要點第六點、本辦法第五條不予續聘情形及前項第六款或第八款規定情事
之一者，應經本校三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及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
審議通過。 
有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七款及第九款情形者，不得聘任為教師。其已聘任者，除有第七款情
形者，依規定辦理退休或資遣，及第九款情形者，依第四項規定辦理外，應報請主管教育
行政機關核准後，予以解聘、停聘或不續聘。 
教師涉有第一項第九款情形者，應於知悉之日起一個月內經本校三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通過後予以停聘，並靜候調查；如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屬實者，即報請主管教
育行政機關核准後，予以解聘。 

第七條之一  教師聘任後，如假借其職務上行使審查公權力或使用公部門經費之機會，違反法令之規定，

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並遭起訴者，應由三級教師評審委員會依本辦法第七條規定及其違反情
節輕重審議，得停聘兩學期以上五學期以下。 

第七條之二  教師停聘期間，本校應予保留底缺，俟停聘期滿或停聘原因消滅，並經三級教師評審委員會
審查後依行政程序通過，回復其聘任關係。 
教師停聘期間屆滿前或停聘原因未消滅前聘約期限屆滿者，三級教師評審委員會仍應依規定
審查是否繼續聘任。 

第七條之三  依第七條規定停聘之教師，停聘期間應發給半數本薪（年功薪）；依前條規定回復聘任者，其
本薪（年功薪）應予補發。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教師受有期徒刑或拘役之執行或受罰金之判決而易服勞役者，其停聘期間不發給本薪（

年功薪）。 
二、教師依第七條第四項規定停聘者，其停聘期間不發給本薪（年功薪），俟調查結果無此

事實並回復聘任者，補發全部本薪（年功薪）。 

第 八 條    教師有本辦法第七條第一項第六款、第八款或第七條之一或違反學術倫理之行為，惟未被起
訴或情節未達解聘、停聘、不續聘，或行為有損校譽者，應由三級教師評審委員會依其情節
輕重審議，得處或併處一定期間之懲處，懲處措施如下： 
一、不得擔任各級行政、學術主管職務。 
二、不得擔任教評會及其他指定委員會之委員。 
三、不得辦理借調。 
四、不得申請及執行出國講學、國內外研究、進修計畫。 
五、不得休假研究。 
六、不得申請研究計畫。 
七、不得執行研究計畫。 
八、不得辦理晉級加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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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不得於校外兼職、兼課。 
十、不得指導新研究生或其他指定年級研究生。 
十一、不得核給學術、研究獎勵。 

十二、不得推薦參加校外活動。 
十三、不得升等。 
十四、核減或停發學術研究費。 
十五、其他。 

第 九 條    教師聘任之申請，須檢附下列資料或證件： 
             一、擬聘教師簽辦表。 
             二、履歷表。 
             三、畢業證書或學位證書。 
             四、著作。 
             五、服務證書。 
             六、推薦函三份。 

             七、其他足資證明資格之文件。 
第 十 條    新聘教師之聘任，應本公平、公正、公開之原則，於傳播媒體或學術刊物刊載徵聘資訊。教

師聘任之審查程序，初審由各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辦理，審查通過後向院推薦，複審由各
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辦理，審查通過後向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推薦。初審辦法由各系(所)制定，
報請院長轉校教評會核備後施行，複審辦法由各院制定，並提報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核備後
施行，修正時亦同。 

第十一條    教師聘任以每學期辦理一次為原則，並以每學期開始(二月一日或八月一日)為起聘日期。各
院應於十二月十五日或六月十五日前完成推薦程序。 

第十二條    教師聘任經各院複審通過後，將有關資料向人事室提出。人事室彙整後提校教師評審委員會，
經討論通過後簽請校長核發聘任職級之聘書。 

第十三條    以學位辦理聘任助理教授或講師者，經系（所）依「專科以上學校以國外學歷送審教師資格
作業須知」之規定審核，如其修讀碩士或博士之修業時間符合規定，由系教師評審委員會比

照升等辦法辦理專門著作（包含學位論文）外審作業，外審結果彙提院、校級教師評審委員
會完成聘任程序。 
經系（所）審核，其修讀碩士或博士之修業時間不符合規定者，得專案提三級教師評審委員
會討論，獲同意辦理著作外審者，由教務處比照升等辦法，將其論文、個人著作或作品送外
審，外審結果彙提院、校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完成聘任程序。 
外審作業應於本辦法第十條規定之時限前完成。相關前置作業，聘任單位應視作業所需時間
提前辦理。 
聘任程序完成，依規定檢件由人事室報請教育部備查及核發教師證書，年資以教育部核定年
月起算。 

第十四條    非以學位辦理聘任且尚未獲有擬聘任職級之教師證書者，各院應於十月十五日（二月一日起
聘）或四月十五日（八月一日起聘）前將有關資料送教務處，比照升等辦法辦理著作外審，
外審結果彙提校教師評審委員會，經通過簽請校長核定後依規定檢件報請教育部核備及核發

教師證書，年資以教育部核定年月起計。 
第十五條   非屬學院之系(所)、體育室及一級中心（處、館）之教師聘任，其初審比照系(所)辦理，複審

除微奈米科技研究中心、計算機與網路中心分別由工學院、電機資訊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辦
理外，餘由非屬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辦理。 

第十六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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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 

國立成功大學教師聘約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一、本校教師聘任辦法及有關法令規
定，教師初聘為一年、續聘第一
次為一年、以後每次續聘為二年(
屆齡退休奉准延長服務之教師，
其聘期依其延長期限而定)。但外
籍教師聘僱期滿如有繼續聘僱之
需要者，應依「就業服務法」規
定，辦理申請展延。教師續聘時
，當於本聘約期滿前一個月另送
聘書。 
八十五年八月一日起，新聘教授

及副教授於初續聘滿四年之半
年前，應經三級教師評審委員會
審議是否續聘，若不通過則自第
五年起不予續聘；新聘助理教授
於到職六年內未能升等者，自第
七年起不予續聘。但因懷孕生產
、養育三足歲以下子女或其他特
殊情況等情事，經教師評審委員
會同意者，自第七年起得續聘二
年，如二年內仍未能升等者，則
不予續聘。 

前項但書續聘期間如仍有懷孕
生產、養育三足歲以下子女，且
足以影響其學術表現者，得於續
聘期限屆滿之半年前，經教師評
審委員會同意延長續聘二年。 
新聘講師原則比照新聘助理教
授情形辦理。 

一、本校教師聘任辦法及有關法令
規定，教師初聘為一年、續聘
第一次為一年、以後每次續聘
為二年(屆齡退休奉准延長服
務之教師，其聘期依其延長期
限而定)。但外籍教師聘僱期滿
如有繼續聘僱之需要者，應依
「就業服務法」規定，辦理申
請展延。教師續聘時，當於本
聘約期滿前一個月另送聘書。 
八十五年八月一日起，新聘教

授及副教授於初續聘滿四年之
半年前，應經三級教師評審委
員會審議是否續聘，若不通過
則自第五年起不予續聘；新聘
助理教授於到職六年內未能升
等者，自第七年起不予續聘。
但因懷孕生產、養育三足歲以
下子女或其他特殊情況等情事
，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同意者，
自第七年起得續聘二年，如二
年內仍未能升等者，則不予續

聘。 
前項但書續聘期間如仍有懷孕
生產、養育三足歲以下子女，
且足以影響其學術表現者，得
於續聘期限屆滿之半年前，經
教師評審委員會同意延長續聘
二年。 
新聘講師原則比照新聘助理教
授情形辦理。 

未修正。 

二、本校教師聘任後除有本校教師評量

要點第六點規定、本校教師聘任辦

法第五條或第七條第一項各款情形

者外，不得解聘、停聘或不續聘。 

二、本校教師聘任後除有本校教師聘

任辦法第五條規定、或第七條第

一項各款情形者外，不得解聘、

停聘或不續聘。 

將本校教師評量要點
第六點有關教師
不續聘之適用規
定明列，以資明
確。 

三、教師聘任後，如假借其職務上行

使公權力或使用公部門經費之機

會，違反法令之規定，經有關機關

查證屬實並遭起訴者，應由三級教

師評審委員會依本辦法第七條規

定及其違反情節輕重審議，得停聘

兩學期以上五學期以下。 

 1.本條係新增。 
2.配合新修正之本校教

師聘任辦法第七
條之一條文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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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四、教師有本辦法第七條第一項第

六款、第八款或第七條之一或

違反學術倫理之行為，惟未被

起訴或情節未達解聘、停聘、

不續聘，或行為有損校譽者，

應由三級教師評審委員會依其

情節輕重審議，得處或併處一

定期間之懲處，懲處措施如下： 

（一）不得擔任各級行政、學術主

管職務。 

（二）不得擔任教評會及其他指定

委員會之委員。 

（三）不得辦理借調。 

（四）不得申請及執行出國講學、

國內外研究、進修計畫。 

（五）不得休假研究。 

（六）不得申請研究計畫。 

（七）不得執行研究計畫。 

（八）不得辦理晉級加俸。 

（九）不得於校外兼職、兼課。 

（十）不得指導新研究生或其他指

定年級研究生。 

（十一）不得核給學術、研究獎勵。 

（十二）不得推薦參加校外活動。 

（十三）不得升等。 

（十四）核減或停發學術研究費。 

（十五）其他。 

 

 1.本條係新增。 
2.配合新修正之本校教

師聘任辦法第八
條修正。 

五、…… 二、…… 條次變更。 

六、…… 三、…… 條次變更。 

七、…… 四、…… 條次變更。 

八、…… 五、…… 條次變更。 

九、…… 六、…… 條次變更。 

十、…… 七、…… 條次變更。 

十一、…… 八、…… 條次變更。 

十二、…… 九、…… 條次變更。 

十三、…… 十、…… 條次變更。 

十四、…… 十一、…… 條次變更。 

十五、…… 十二、…… 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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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十三、外籍教師薪給支付方式：按

月撥入其銀行帳戶；薪給數
額依教師職別法定薪額發
給。(月支薪俸：    元；學
術研究費：    元；合計     

元) 

一、本條刪除。 

二、依專科以上學校及
學術研究機構聘
僱外國教師與研
究人員許可及管
理辦法規定，外籍
教師聘約應載明
薪給支付方式與
薪給數額，該辦法
已於 98年 5月 13

日廢止，且本校外
籍教師薪給支付
方式及薪給數額

標準均與本國籍
教師無異，爰擬刪
除本條文。 

十六、…… 十四、…… 條次變更。 

十七、…… 十五、…… 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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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教師聘約                                 
          87年 12月 23日第 137次行政會議通過 
88年 6月 9日 87學年度第 4 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88年 10月 6 日第 139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91年 10月 9日 91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92年 6月 11日 91 學年度第 5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95年 10月 25日 95 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追認通過 
99年 4月 28日 98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延會修正通過 

100年 06月 29日 99學年度第 5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本校教師聘任辦法及有關法令規定，教師初聘為一年、續聘第一次為一年、以後每次續聘

為二年(屆齡退休奉准延長服務之教師，其聘期依其延長期限而定)。但外籍教師聘僱期滿

如有繼續聘僱之需要者，應依「就業服務法」規定，辦理申請展延。教師續聘時，當於本

聘約期滿前一個月另送聘書。 

八十五年八月一日起，新聘教授及副教授於初續聘滿四年之半年前，應經三級教師評審委

員會審議是否續聘，若不通過則自第五年起不予續聘；新聘助理教授於到職六年內未能升

等者，自第七年起不予續聘。但因懷孕生產、養育三足歲以下子女或其他特殊情況等情事

，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同意者，自第七年起得續聘二年，如二年內仍未能升等者，則不予續

聘。 

前項但書續聘期間如仍有懷孕生產、養育三足歲以下子女，且足以影響其學術表現者，得

於續聘期限屆滿之半年前，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同意延長續聘二年。 

    新聘講師原則比照新聘助理教授情形辦理。 

二、本校教師聘任後除有本校教師評量要點第六點規定、本校教師聘任辦法第五條或第七條第一項各款情

形者外，不得解聘、停聘或不續聘。 

三、教師聘任後，如假借其職務上行使公權力或使用公部門經費之機會，違反法令之規定，經有關機關查

證屬實並遭起訴者，應由三級教師評審委員會依本辦法第七條規定及其違反情節輕重審議，得停聘兩

學期以上五學期以下。 

四、教師有本辦法第七條第一項第六款、第八款或第七條之一或違反學術倫理之行為，惟未被起

訴或情節未達解聘、停聘、不續聘，或行為有損校譽者，應由三級教師評審委員會依其情節

輕重審議，得處或併處一定期間之懲處，懲處措施如下： 

（一）不得擔任各級行政、學術主管職務。 

（二）不得擔任教評會及其他指定委員會之委員。 

（三）不得辦理借調。 

（四）不得申請及執行出國講學、國內外研究、進修計畫。 

（五）不得休假研究。 

（六）不得申請研究計畫。 

（七）不得執行研究計畫。 

（八）不得辦理晉級加俸。 

（九）不得於校外兼職、兼課。 

（十）不得指導新研究生或其他指定年級研究生。 

（十一）不得核給學術、研究獎勵。 

（十二）不得推薦參加校外活動。 

（十三）不得升等。 

（十四）核減或停發學術研究費。 

（十五）其他。 

五、本校教師均應依本校教師評量要點規定接受評量，評量不通過者，於次一年起不予晉薪且不得申請休

假研究、借調、在外兼職兼課。未通過評量之教師應於二年內進行再評量。再評量通過者，自次年起

恢復晉薪，得申請休假研究、借調、在外兼職兼課；未於二年內進行再評量或再評量仍不通過者，則

不予續聘。 

六、本校教師每學年以開授 14小時之科目為原則，每週授課時數應依本校教師授課鐘點原則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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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授鐘點費、論文指導費計支要點規定，授足應授時數。 

七、本校教師於授課外，對於學生心理、品德、生活、言行，均有擔負輔導之責任，並有擔任

導師之義務。 

八、本校教師在校外兼課、兼職應依本校教師校外兼課、兼職處理要點辦理，並事先以書面報

經學校核准。 

九、本校教師應遵守性別平等教育法及性別工作平等法等相關法令規定。 

十、本校教師對外承接補助（委託）計畫，應依本校行政程序辦理，由學校具名簽訂合約，不

得有未透過學校行政作業而逕與各機關訂約，接受委託研究情事。 

十一、本校同仁利用本校資源完成具專利價值或以非專利形式保護之研究發展成果，其權利及

義務依本校研究發展成果管理辦法辦理。 

十二、本校教師聘任、借調、研究、講學、進修及休假研究等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均依本校教

師聘任辦法、本校教師借調處理要點、本校教師出國講學及國內外研究進修申請作業要點

及教授、副教授休假研究辦法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三、教師如涉有著作抄襲情事，依本校教師著作抄襲處理要點辦理。 

十四、教師擬於聘約期滿後，不再應聘時，應於聘約期滿一個月前以書面通知學校。如欲於聘

約存續期間內辭職者，應經學校同意後，始得離職。因特殊意外事故於學期中提出辭職，

其離職時係在開學上課後者，經學校同意，其薪給得支至實際離職日；其於開學上課前辭

職者，應自學年(期)開始之日起停支薪給。 

十五、合聘教師之權利義務依本校校內單位間教師合聘辦法辦理。 

十六、本聘約未盡事宜依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七、本聘約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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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6 

國立成功大學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五條    
本會審議事項，除有關法令另
有規定外，應經系（所）、院
教師評審委員會（研究人員比
照之）審議通過，向本會提出
審議。  
本校教師之聘任、聘期、解
聘、停聘、不續聘，應依本
校教師聘任辦法辦理。教師
聘任辦法另訂之。 
 
 
 
 
 
本校教師之升等，應依本校教
師升等辦法辦理。教師升等
辦法另訂之。  
本校名譽教授之聘任，應依本
校名譽教授設置辦法辦理。名
譽教授設置辦法另訂之。  
研究人員之聘任、聘期、升
等、解聘、停聘、不續聘，
應依本校研究人員聘任及升
等辦法辦理。  
系（所）、院教師評審委員會
設置辦法另訂之。 

 

第五條    
本會審議事項，除有關法令另
有規定外，應經系（所）、院
教師評審委員會（研究人員比
照之）審議通過，向本會提出
審議。  
本校教師之聘任、聘期、解聘、
停聘、不續聘，應依本校教師
聘任辦法辦理。教師聘任辦法
另訂之。  
教師解聘、停聘、不續聘案如
事證明確，而院教評會所作之
決議與法令規定顯然不合
時，本會得逕依規定審議變更
之。  
本校教師之升等，應依本校教
師升等辦法辦理。教師升等辦
法另訂之。  
本校名譽教授之聘任，應依本
校名譽教授設置辦法辦理。名
譽教授設置辦法另訂之。  
研究人員之聘任、聘期、升等、
解聘、停聘、不續聘，應依本
校研究人員聘任及升等辦法辦
理。  
系（所）、院教師評審委員會
設置辦法另訂之。 
 

原第五條第三項規定移至第

六條第一項規範，以資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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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六條  
教師解聘、停聘、不續聘案如
事證明確，而院教評會所作之
決議與法令規定顯然不合
時，本會得逕依規定審議變更
之。必要時得請當事人或系
(所)、院代表列席說明。 
 
院教評會因故無法決議時，經
本校通知其於一定期限內為
之，逾期仍未為決議者，得
由教務長陳請校長同意後，
由本會代為議決。 

 一、本條係新增。 
二、第一項原為第五條第三

項，改列本條第一項。 
三、依教育部 98.7.28 台人

(二)字第 0980122490 號
函略以，為避免教評會怠
於處理教師停聘、解聘、
不續聘之案件，損及學生
受教權，請各校於知悉教
師涉有教師法第14條第1

項各款情事之日起，宜於
2個月內完成審議。 

四、據前，為使本校三級教評
會議事程序得以順利運
作，明定本校教評會在一
定條件下，得代為行使院
教評會職權之機制，以利
於校務推動，爰增訂第二
項。 

第七條…… 第六條…… 條次變更。 

第八條…… 第七條…… 條次變更。 

第九條…… 第八條…… 條次變更。 

第十條…… 第九條…… 條次變更。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第十條  

本設置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

實施，修正時亦同。 

條次變更並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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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 
77年 11月 16日 77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0年 3月 27日 79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1年 10月 7日 81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4年 11月 15日 84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5年 2月 12日教育部台(85)審字第 84066581號函備查 

88年 3月 17日 87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8年 6月 15日教育部台(88)審字第 88065052號函備查 

89年 10月 25日 89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0年 4月 2日教育部台(90)審字第 90043613 號函核備 

91年 12月 25日 91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3年 6月 16日 92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4年 3月 30日 93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延會修正通過 

94年 6月 22日 93學年度第 5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4年 7月 20日教育部台學審字第 0940096432號函核定 

97年 3月 26日 96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年 6月 29日 99學年度第 5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依據大學法第二十條與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組織規程第三十二

條及相關法令規定，設置國立成功大學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二條 本會設置委員若干人，由下列人員組成之： 

        一、當然委員：教務長（兼召集人），各學院院長。召集人因故無法主持

或遇有迴避情形時，其代理主席之產生，由本會委員共推之。 

        二、推選委員：已同時擔任系、院級教評會委員者，不得再擔任之。 

（一）各學院由院務會議自該院非系、所主管之專任教授推選二人（無

特殊原因不得出自同一科、系、所），任期二年，每年改選一人，

連選得連任。若學院教師未足六十人者，推選專任教授代表一人，

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 

（二）非屬學院之單位共同推選非系、所主管專任教授代表一人，任期

一年，連選得連任。 

（三）本校教師會推選專任教授代表一人，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 

三、候補委員：各學院、非屬學院、教師會應推選出與推選委員同額之候

補委員，推選方式、資格與推選委員相同，任期一年，連

選得連任。 

各學院、非屬學院之當然委員與推選委員中，任一性別委員應占該學院委

員總數（當然委員與推選委員合計）三分之一以上。 

本會推選委員在任期中出缺或奉准借調、休假研究、留職留（停）薪進修

研究等，由原推選單位之候補委員依序遞補，其任期以補足所遺任期為限。 

本會開會時委員應親自出席不得委託他人代表出席，並請委員勿經常無故

缺席，俾利會務運作。  

第三條 本會每學期開會一次為原則，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第四條 本會審議事項： 

        一、專任教師之聘任、聘期、升等、解聘、停聘、不續聘、資遣原因之認

定等事項。 

        二、兼任教師之聘任、聘期、解聘、停聘等事項。 

        三、研究人員之聘任、聘期、升等、解聘、停聘、不續聘、資遣等事項。 

        四、名譽教授之聘任事項。 

        五、其他有關教師評審之重要事項，及有關規定需由本會審議之事項。 

第五條 本會審議事項，除有關法令另有規定外，應經系（所）、院教師評審委員

會（研究人員比照之）審議通過，向本會提出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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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教師之聘任、聘期、解聘、停聘、不續聘，應依本校教師聘任辦法辦

理。教師聘任辦法另訂之。 

本校教師之升等，應依本校教師升等辦法辦理。教師升等辦法另訂之。 

本校名譽教授之聘任，應依本校名譽教授設置辦法辦理。名譽教授設置辦

法另訂之。 

研究人員之聘任、聘期、升等、解聘、停聘、不續聘，應依本校研究人員

聘任及升等辦法辦理。 

系（所）、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另訂之。 

第六條  教師解聘、停聘、不續聘案如事證明確，而院教評會所作之決議與法令規

定顯然不合時，本會得逕依規定審議變更之。必要時得請當事人或系

(所)、院代表列席說明。 

院教評會因故無法決議時，經本校通知其於一定期限內為之，逾期仍未為

決議者，得由教務長陳請校長同意後，由本會代為議決。 

第七條 本會開會時非有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不得開議。非有出席委員三分之

二以上之同意不得決議（有應行迴避之情事者，不計入出席委員人數）。 

第八條 本會委員在審議案件時，如本人或其配偶、前配偶、四親等內之血親或三

親等內之姻親為當事人或有利害關係時應自行迴避。未自行迴避者，得經

本會決議請該委員迴避。 

本會委員就審議案件如認為有前項以外之特殊事由應迴避時，得向本會申

請迴避。 

有具體事實足認本會委員就審議案件有偏頗之虞者，當事人得向本會申請

該委員迴避，並應舉其原因事實。 

前二項申請，由本會決議之。 

本會委員如有擔任兩級以上之教評會委員，對同一審議案，依迴避原則處

理，並只得於前一級教評會中投票，因故未出席前一級教評會者，方得於

後一級教評會投票。但該審議案如須該委員說明時，本會得請該委員說明

之。  

第九條 經本會審議通過之案件，送請校長核定辦理，另應將本會工作情形或建議

事項提行政會議報告。 

第十條 本會開會時主任秘書及人事室主任列席，並得視事實需要邀請其他有關人

員列席報告或說明。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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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各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五條    
教師之聘任、聘期、解聘、
停聘、不續聘，悉依本校聘
任辦法，先由系（所）教師
評審委員會辦理初審，通過
後送院教評會辦理複審，通
過後再提本校教師評審委員
會審議。各院聘任複審辦法
另訂之。 

 

 

 

 

教師之升等悉依本校教師升
等辦法，先由系（所）教師

評審委員會辦理初審，通過
後送院教評會辦理複審，通
過後再向本校教師評審委員
會推薦。各院教師升等複審
辦法另訂之。 

第五條    
教師之聘任、聘期、解聘、停
聘、不續聘，悉依本校聘任辦
法，先由系（所）教師評審委
員會辦理初審，通過後送院教
評會辦理複審，通過後再提本
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各院
聘任複審辦法另訂之。 

教師解聘、停聘或不續聘案如
事證明確，而系（所）教師評
審委員會所作之決議與法令

規定顯然不合時，院教評會得
逕依規定審議變更之。 

教師之升等悉依本校教師升
等辦法，先由系（所）教師評

審委員會辦理初審，通過後送
院教評會辦理複審，通過後再
向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推
薦。各院教師升等複審辦法另
訂之。 

原第五條第二項規定移至

第六條第一項，以資明確。 

第六條   
教師解聘、停聘或不續聘案

如事證明確，而系（所）教
師評審委員會所作之決議與
法令規定顯然不合時，院教
評會得逕依規定審議變更
之。必要時得請當事人或系
(所)代表列席說明。 
 
系(所)教評會因因故無法決
議時，經本校通知其於一定
期限內為之，逾期仍未為決
議者，得由院長陳請校長同
意後，由院教評會代為議

決。 
 

 一、本條係新增。 
二、第一項原為第五條第二

項，改列本條第一項。 
三、依教育部 98.7.28 台人

(二)字第0980122490號
函略以，為避免教評會
怠於處理教師停聘、解
聘、不續聘之案件，損
及學生受教權，請各校
於知悉教師涉有教師
法第 14 條第 1 項各款
情事之日起，宜於 2個
月內完成審議。 

四、據前，為使三級教評會
議事程序得以順利運
作，明定學院教評會在
一定條件下，得代為行
使系所教評會職權之
機制，以利於校務推
動，爰增訂第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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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七條   

院教評會開會時非有委員三

分之二以上之出席不得開

議。非經出席委員三分之二

以上之同意不得決議（有應

行迴避之情事者，不計入出

席委員人數）。並得視事實需

要由召集人邀請其他有關人

員列席報告或說明。 

 

第六條   

院教評會開會時非有委員三

分之二以上之出席不得開

議。非經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

上之同意不得決議（有應行迴

避之情事者，不計入出席委員

人數）。並得視事實需要由召

集人邀請其他有關人員列席

報告或說明。 

 

條次變更。 

第八條…… 第七條…… 條次變更。 

第九條…… 第八條…… 條次變更。 

第十條   

非屬學院之系（所）、體育室

及一級中心（處、館）等之

院級教師評審委員會，應比

照本辦法設置，由副教務長

（兼召集人）召集開會。 

微奈米科技研究中心之院級
教師評審委員會歸屬工學
院。計算機與網路中心之院

級教師評審委員會歸屬電機
資訊學院。 

第九條   

非屬學院之系（所）、室、中

心、館等之院級教師評審委員

會，應比照本辦法設置，由副

教務長（兼召集人）召集開

會。 

計算機與網路中心之院級教

師評審委員會歸屬工學院。 

 

一、條次變更。 

二、明確規範非屬學院之範

圍。 

三、依本校教師聘任辦法第

十四條之規定，修正微

奈米科技研究中心、計

算機與網路中心院級

教師評審委員會之歸

屬。 

第十一條…… 第十條…… 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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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各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             
80年 3月 27日 79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4年 11 月 15日 84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1年 12月 25日 91 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3年 6月 16日 92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4年 3月 30日 93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延會修正通過 

97年 3月 26日 96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7年 10月 29日 97 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年 6月 29日 99 學年度第 6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依據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組織規程第三十二條及相關法令規

定，訂定國立成功大學各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院教評會）設置

辦法。 

第二條  院教評會設置委員若干人，由下列人員組成之：  

一、當然委員：院長（兼召集人）。召集人因故無法主持或遇有迴避情形

時，其代理主席之產生，由院教評會委員共推之。 

        各系（所）主管得為當然委員，由各學院自行訂定。 

二、推選委員：推選委員人數不得少於當然委員，由院務會議自該院非兼

系所主管之專任教授推選之，必要時得自校內他院或校外選聘專長相

近之教授擔任之。 

推選委員人數、院內外成員比例，由各學院自行訂定。 

            已同時擔任系、校級教評會委員者，不得再擔任之。 

各單位至少須有一名委員，委員任期二年，每年改選二分之一，連選得連任。 

教師奉准借調、休假研究、帶職帶薪或留職停薪進修研究，不得擔任本會

委員。 

本會推選委員在任期中出缺，由候補委員遞補後不足時，另行推選委員遞

補，其任期以補足所遺任期為限。 

委員推選辦法由各學院自行訂定。  

第三條  院教評會每學期開會一次為原則，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第四條  院教評會審議左列事項： 

一、專任教師之聘任、聘期、升等、解聘、停聘、不續聘、資遣原因之認

定等事項。 

二、兼任教師之聘任、聘期、解聘、停聘等事項。 

三、教師升等初審未通過者之申復。申復辦法另訂之。 

四、名譽教授之聘任事項。 

五、其他有關教師評審之重要事項，及有關規定需由院教評會審議之事項。 

第五條  教師之聘任、聘期、解聘、停聘、不續聘，悉依本校聘任辦法，先由系（所）

教師評審委員會辦理初審，通過後送院教評會辦理複審，通過後再提本校

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各院聘任複審辦法另訂之。 

教師之升等悉依本校教師升等辦法，先由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辦理初

審，通過後送院教評會辦理複審，通過後再向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推薦。

各院教師升等複審辦法另訂之。 

第六條  教師解聘、停聘或不續聘案如事證明確，而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所作

之決議與法令規定顯然不合時，院教評會得逕依規定審議變更之。必要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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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請當事人或系（所）代表列席說明。 

系（所）教評會因因故無法決議時，經本校通知其於一定期限內為之，逾

期仍未為決議者，得由院長陳請校長同意後，由院教評會代為議決。 

第七條  院教評會開會時非有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不得開議。非經出席委員三

分之二以上之同意不得決議（有應行迴避之情事者，不計入出席委員人

數）。並得視事實需要由召集人邀請其他有關人員列席報告或說明。 

第八條  本會委員在審議案件時，如本人或其配偶、前配偶、四親等內之血親或三

親等內之姻親為當事人或有利害關係時應自行迴避。未自行迴避者，得經

本會決議請該委員迴避。 

本會委員就審議案件如認為有前項以外之特殊事由應迴避時，得向本會申

請迴避。 

有具體事實足認本會委員就審議案件有偏頗之虞者，當事人得向本會申請

該委員迴避，並應舉其原因事實。 

前二項申請，由本會決議之。 

本會委員如有擔任兩級以上之教評會委員，對同一審議案，依迴避原則處

理，並只得於前一級教評會中投票，因故未出席前一級教評會者，方得於

後一級教評會投票。但該審議案如須該委員說明時，本會得請該委員說明

之。  

第九條  各院應依據本辦法訂定院教評會設置辦法，經院務會議通過後，提報校教

師評審委員會核備後實施。 

第十條  非屬學院之系（所）、體育室及一級中心（處、館）等之院級教師評審委

員會，應比照本辦法設置，由副教務長（兼召集人）召集開會。 

微奈米科技研究中心之院級教師評審委員會歸屬工學院。計算機與網路中

心之院級教師評審委員會歸屬電機資訊學院。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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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7            教師升等辦法修正對照表 
條次 修  訂  後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修  訂  說  

明 第三條 擬升等教師所提著作應符合下
列規定： 
一、有申請人個人之原創性，

且非以整理、增刪、組合
或編排他人著作而成之
編著或其他非學術性著
作。 

二、已出版公開發行之專書，
或於國內外學術或專業
刊物發表（含具正式審查
程序，並得公開及利用之
電子期刊），或經前開刊
物出具證明將定期發
表，或在國內外具有正式
審查程序研討會發表且
集結成冊出版公開發行
（含以光碟發行）之著
作。 

三、自行擇定代表著作及參考
著作；其屬系列之相關研
究者，得合併為代表著
作。代表著作並應非為曾
以其為代表著作送審
者。參考著作至多五篇
（代表作除外）。已發表
或出版之學術性著作列
表附送。 

四、代表著作應為送審人取得
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及
送審前五年內之著作；參
考著作應為送審人取得
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及
送審前七年內之著作。但
送審人曾於前述期限內
懷孕或生產者，得申請延
長前述年限二年。 

五、代表作如係二人以上合著
者，僅得由其中一人送
審；送審時，申請升等教
師以外他人須放棄以該
著作作為代表著作送審
之權利。申請升等教師應
附送其對該著作之貢獻
說明書，具體說明其參與
部分，並由合著人簽章證
明之。但申請升等教師如
為中央研究院院士，免繳
交合著人簽章證明；如為
第一作者或為通信（訊）
作者，免繳交其國外合著
人簽章證明部分。 

 

擬升等教師所提著作應符合下列
規定： 
一、有申請人個人之原創性，且

非以整理、增刪、組合或編
排他人著作而成之編著或
其他非學術性著作。 

二、於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
及申請升等前三年（由申請
升等該年之七月底往前推
算）內出版公開發行之學術
性專書，或在國內外知名學
術性或專業刊物發表（含具
正式審查程序，並得公開及
利用之電子期刊），或經前
開刊物出具證明將定期發
表之著作，自選一篇為代表
作，其屬系列之相關研究
者，得合併為代表作。代表
作並應非為曾以其為代表
作送審者。 

於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及
申請升等前五年（由申請升
等該年之七月底往前推算）
內出版之著作，包括在國內
外具有正式審查程序研討
會發表且集結成冊公開發
行（含以光碟發行）之學術
會議論文，自選至多五篇
（代表作除外）列為參考
作。 

但申請升等教師自取得前一等
級教師資格後及申請升等
前五年內曾懷孕或生產
者，得申請以其取得前一等
級教師資格後及申請升等
前五年內之著作為代表
作，七年內之著作為參考
作。 

三、已發表或出版之學術性著作
列表附送。 

四、代表作如係二人以上合著
者，僅得由其中一人送審；
送審時，申請升等教師以外
他人須放棄以該著作作為
代表著作送審之權利。申請
升等教師應附送其對該著
作之貢獻說明書，具體說明
其參與部分，並由合著人簽
章證明之。但申請升等教師
如為中央研究院院士，免繳
交合著人簽章證明；如為第
一作者或為通信（訊）作
者，免繳交其國外合著人簽
章證明部分。 

 
＊配合「專科以
上學校教師
資格審定辦
法」修訂，放
寬送審著作
年限。惟各學
院、系(所)如
有更短年限
之規定者，從
其規定。 

＊第一款同原
條文。 

＊第五款同原
第四款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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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條 教師升等各程序預定時間如下： 
…… 
二、85年 8月 1日以後新聘助

理教授、講師可另適用下
列預訂時間表： 

 

教師升等各程序預定時間如下： 
…… 
二、85年 8月 1日以後新聘助理

教授、講師於到職滿五年尚
未通過升等者，可於第六年
（含）以後另適用下列預訂
時間表： 

＊放寬新聘助
理教授、講
師，只要滿可
提 升 等 年
資，即可於上
學期或下學
期提出升等
之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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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教師升等辦法 
77年 11月 16日 77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0年 03月 27日 79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1年 10月 07日 81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4年 11月 15日 84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6年 06月 11日 85學年度第 5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7年 01月 14日 86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7年 10月 21日 87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8年 03月 17日 87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8年 06月 09日 87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0年 06月 06日 89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1年 03月 20日 90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2年 06月 11日 91學年度第 5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3年 10月 20日 93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3年 12月 08日 93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4年 12月 28日 94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6年 07月 05日 95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延會修正通過 

97年 12月 31日 97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8年 06月 24日 97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9年 10月 27日 99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年 6月 29日 99學年度第 5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 一 條    本校為鼓勵教師認真教學與從事學術研究，特參照本校組織規程第三十六條暨相

關法令訂定教師升等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凡本校教師升等之申請、推薦與審

查，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悉依本辦法辦理。 

第 二 條    本校教師申請升等，應具備下列各款條件： 

一、申請升助理教授者須有任講師滿三年（含）以上，申請升副教授者須有任

助理教授滿三年（含）以上，申請升教授者須有任副教授滿三年（含）以

上之服務年資；具有本校教師聘任辦法中較高職級教師之條件者，其服務

年資得不受本項規定之限制。如在專業研究上有特殊傑出表現，在不違反

教育部相關規定情形下，以個案經三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出席委員四分之三

（含）以上通過者，得受理其升等之申請。 

二、品德操守均佳且擔任現職期間，其教學、研究、服務與輔導等成績優良。 

三、申請升助理教授者應有相當於博士論文水準之著作並有獨立研究之能力；申

請升副教授者應在該學術領域內有持續性著作並有具體之貢獻；申請升教授

者應在該學術領域內有獨特及持續性著作並有重要具體之貢獻。 

四、中華民國 86 年 3 月 21 日前已取得講師、助教證書之現職人員，如繼續任

職而未中斷，得依修正生效前原升等辦法之規定，送審較高等級教師資格。

但審定程序，仍應依本辦法規定辦理。 

第 三 條    擬升等教師所提著作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有申請人個人之原創性，且非以整理、增刪、組合或編排他人著作而成之

編著或其他非學術性著作。 

二、已出版公開發行之專書，或於國內外學術或專業刊物發表（含具正式審查

程序，並得公開及利用之電子期刊），或經前開刊物出具證明將定期發表，

或在國內外具有正式審查程序研討會發表且集結成冊出版公開發行（含以

光碟發行）之著作。 

三、自行擇定代表著作及參考著作；其屬系列之相關研究者，得合併為代表著

作。代表著作並應非為曾以其為代表著作送審者。參考著作至多五篇（代

表作除外）。已發表或出版之學術性著作列表附送。 

四、代表著作應為送審人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及送審前五年內之著作；參

考著作應為送審人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及送審前七年內之著作。但送

審人曾於前述期限內懷孕或生產者，得申請延長前述年限二年。 

五、代表作如係二人以上合著者，僅得由其中一人送審；送審時，申請升等教

師以外他人須放棄以該著作作為代表著作送審之權利。申請升等教師應附

送其對該著作之貢獻說明書，具體說明其參與部分，並由合著人簽章證明

之。但申請升等教師如為中央研究院院士，免繳交合著人簽章證明；如為

第一作者或為通信（訊）作者，免繳交其國外合著人簽章證明部分。 

第 四 條    服務年資之計算，應以教育部所頒現職證書內記載之起資年月推算至該年之 7 月

底；無現職證書者不得申請升等，專任教師經核准全時進修、研究者，於升等時，

其全時進修、研究年資最多採計一年。對服務年資有疑義時由人事室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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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條    教師升等之審查程序，初審由各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辦理，複審由各學院教

師評審委員會辦理。複審通過後始得向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推薦。 

第 六 條    擬升等教師所提著作送請校外專家四人審查，其審查結果作為教師評審委員會辦

理審查升等時評定研究成績之參考。「教師著作審查意見表」參照教育部「專科以

上學校教師著作審查意見表」格式。 

第 七 條    校教評會辦理審查時，其教學、服務與輔導成績業經系、院教評會評定及格者，

其研究成績依著作外審結果審查之，其著作外審審查結果，有三位審查委員給予

及格者，除有改變外審結果之事實外，予以通過。 

          著作外審成績滿分為 100分，擬升等講師、助理教授者，以 70分為及格，未達 70

分者為不及格；擬升等副教授者，以 75 分為及格，未達 75 分者為不及格；擬升

等教授者，以 80分為及格，未達 80 分者為不及格。 

第 八 條   著作外審審查委員以具有教育部審定之教授及中央研究院研究員資格者為原則。若

無適當之教授或研究員人選，對於送審副教授以下資格案，可以具有教育部審定

之副教授、助理教授及中央研究院副研究員、助理研究員資格者擔任之，但不得

低階高審。 

第 九 條    審查委員之遴選，應配合申請人之學術專長，如申請人送審著作跨不同學術專長

領域，則以代表著作之專長領域為主要考量依據。 

審查委員之遴選為顧及公平性與平衡性，依下列原則辦理： 

一、申請人之研究指導教授，應迴避審查。 

二、申請人代表著作之合著人或共同研究人，應迴避審查。 

三、與申請人有親屬關係者，應迴避審查。 

四、同一案件之審查委員避免均由同一學校或機構之人員擔任。 

第 十 條    評審過程及審查委員之評審意見，除依規定提供教師申訴受理機關及其他救濟機

關外，應予保密，以維持評審之公正性。 

申請人或經由他人有請託、關說、利誘、威脅或其他干擾審查委員或審查程序

情節嚴重者，應即停止其升等審查程序，並通知申請人，自通知日起二年內不

受理其升等之申請。 

第十一條    初、複審決議後，未獲升等通過之申請人得向系（所）、院申請提供外審審查意見

供其參閱。各系（所）、院提供之內容應另行打字為之，且對審查委員之身分應予

保密。 

第十二條    初審辦法由各系（所）制定，經院長提經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核備後施行；複審辦

法由各院制定，並提報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核備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各系（所）、院應於初審、複審辦法中訂定教學、研究、服務與輔導之評審基準

和所佔之權重、及升等審查通過之標準。如有更嚴格之規定者，從其規定。 

初審與複審均應就申請人之品德操守及自取得現職職位後之教學、研究、服務

與輔導等之實際情形審慎考評，其所佔比率以教學（40％）、研究（40％）、服

務與輔導（20％）為原則。 

第十三條    各系（所）每年可推薦升等之各級教師人數，以該系（所）各級專任教師人數（升

等以前）之五分之一或已達升等年資之各級專任教師人數之三分之一為原則（小

數遞進為整數）。但助理教授、講師（85年 8 月 1日以後新聘者）不在此限。對各

級專任教師人數有疑義時，由人事室解釋。 

第十四條    教師升等經各院複審通過後，由系（所）主任及院長詳簽「教師升等系(所)教評會

考評表」連同「升等著作審查意見表」與升等著作以及初複審有關資料等向教務

處提出。教務處彙整後提校教師評審委員會，經討論通過後，補發新職級聘書及

薪資（年資起算日期依教育部核定日期辦理），並依規定檢件由人事室報請教育部

備查及核發教師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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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條    教師升等各程序預定時間如下： 

一、一般教師預訂時間表： 

各院應依作業所需

時間自行訂定各系

所向院提出之時限 

各系所應依據各院

之規定自行訂定初

審時間 

8 月底以前 
11月 15 日 

以        前 
11月底以前 

12月 15日 

以        前 

各院向教務處提

出著作外審資料 
校完成著作外審 

1.各院完成複審 

2.向教務處提出 

校教師評審 

委員會審議 

二、85年 8月 1日以後新聘助理教授、講師，可另適用下列預訂時間表： 

各院應依作業所需

時間自行訂定各系

所向院提出之時限 

各系所應依據各院

之規定自行訂定初

審時間 

2 月底以前 
5 月 15日 

以      前 
5 月底以前 

6 月 15日 

以      前 

各院向教務處提

出著作外審資料 
校完成著作外審 

1.各院完成複審 

2.向教務處提出 

校教師評審 

委員會審議 

三、以博士學位申請升等講師、助理教授者，亦得適用第二款預訂時間表，辦

理升等。 

第十六條    非屬學院之系（所）、體育室及一級中心（處、館）之教師升等，其初審比照系（所）

辦理；複審除微奈米科技研究中心、計算機與網路中心分別由工學院、電機資訊

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辦理外，餘由非屬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辦理。 

第十七條    申請人對初審結果有疑義時，得向院教師評審委員會提出書面申復；申請人對複

審結果有疑義時，得向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提出書面申復，其辦法另定之。 

第十八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及相關法規規

定辦理。 

第十九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99-5校務會議(100.06.29)紀錄-38-



 39 

附件8        學則修正對照表 
擬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備      註 
刪除  日間部 進修學士班已停招 

第二章  入 學  
第六條  凡經本校錄取之新生、轉學生
應於規定日期來校辦理入學手續，逾期
未辦理者，取消其入學資格。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於註冊開始
前，向教務處申請保留入學資格： 
一、因重病住院須長期療養，並持有健
保局特約區域醫院以上之證明。 
二、因教育實習持有證明或服兵役持有
入營服役通知書。 
三、僑生及外國學生因故不能按時來校
報到入學。 
四、因其他不可抗力因素而無法於當學
期註冊入學。 
五、懷孕、生產者，檢附健保局特約區
域醫院以上證明。 
六、哺育三歲以下子女之需要者，檢附
戶籍謄本。 
前項一至五款保留入學資格年限，除服
兵役依法定役期保留外，以一年或一學
期為限；第六款保留入學資格依申請理
由實際需要年限核定。 

第二章  入 學  
第六條  凡經本校錄取之新生、轉學
生應於規定日期來校辦理入學手
續，逾期未辦理者，即取消其入學資
格。有關役男學生入學後，須依規定
申辦緩徵或儘後召集，逾期未辦理致
影響個人就學權益或妨害兵役者，依
相關法規處理。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於註冊開
始前，向教務處申請保留入學資格： 
一、因重病住院須長期療養，並持有
健保局特約區域醫院以上出具之證
明者。 
二、因服義務役持有入營服役 通知
書。 
三、僑生及外國學生因故不能按時來
校報到入學者。 
四、因其他不可抗力因素而無法於當
學期註冊入學者。 
五、因懷孕、生產或哺育三歲以下幼
兒之需要，不能按時入學，持相關證
明文件。 
前項一至四款保留入學資格以一年
為限或至所服兵役期滿為限，第五款
保留入學資格以三年為限。 

1.刪除兵役相關規定。 
2.增列因教育實習需
要持有證明文件者
得辦理保留入學。  

3.明定懷孕、生產檢附
之證明。哺育三歲以
下子女檢附戶籍謄
本。其申請保留入學
年限依實際需要年
限核定之。 

第三章 繳費、註冊、選課 
第八條  本校學生於每學期開學之
始，須依照下列規定辦理繳費、註冊、
選課等手續： 
一、繳費、註冊：學生應按照規定期限
內繳交各項應繳費用，繳費後視同已註
冊。逾期未繳費，除書面請准延緩註冊
或特殊狀況經專簽核准外，餘視同未註
冊，應令退學。每學期補改棄選日期截
止後，學生應依規定期限補繳各項學分
費，若至學期末學分費尚未繳清者，次
學期不得註冊，若為應屆畢業生，則暫
不發予學位證書。                        
二、選課：按照教務處排定之各學系
(所)科目時間表，於規定時間內按照下
列規定辦理選課。 
 
 
(一)依照學生選課注意事項規定辦理
選課事宜。本校學生選課注意事項另定
之。 
(二)學生選課第一學年至第三學年每
學期不得少於十六學分不得多於廿五

第三章 繳費、註冊、選課 
第八條  本校學生於每學期開學之
始，須依照下列規定辦理繳費、註
冊、選課等手續： 
一、繳費、註冊：學生應按照規定期
限內繳交各項應繳費用，繳費後視同
已註冊。逾期未繳費，除書面請准延
緩註冊及特殊狀況外，餘視同未註冊 
，應令退學。每學期補改棄選日期截
止後，學生應依規定期限補繳各項學
分費，若至學期末學分費尚未繳清
者，次學期不得註冊，若為應屆畢業
生，則暫不發予學位證書。                        
 
二、選課：按照教務處教學資訊組排
定之各學系(所)科目時間表，於規定
時間內按照下列規定到各學系(所)
辦理選課；未依期限辦理選課者，即
令退學。 
(一)依照學生選課注意事項規定辦
理選課事宜。學生選課注意事項及選
課須知另定之。 
(二)學生選課第一學年至第三學年

 
1. 文字修正。 
2. 進修學士班已停
招。 

3. 依大法官釋字第
684號意旨刪除未
依期限辦理選課
者，即令退學之規
定。 

4. 選課須知併入學生
選課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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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分，第四學年每學期不得少於九學分
不得多於廿五學分。五、七年制學系，
其應屆畢(結)業學年比照上述第四學
年規定，其餘學年比照上述第一、二、
三學年規定。但學期學業成績優良者，
次學期得加選一至二科目學分，學期學
業成績優良標準由各學系(所)訂定
之。情況特殊經專案簽請教務長核准
者，不受最低應修學分數限制，惟至少
應修習一個科目。 
(三)醫學院各學系，如因特殊原因須延
長一年始能參加實習者，如能提出實習
該學年每學期學分數超過九學分以上
者，其應屆畢業年度每學期選課得不受
前(二)目「不得少於九學分」之限制。
上述之學系，應屆及延畢生(大五或大
八)選課學分數在九學分（含）以上者，
且全學期在醫院或校外實習而不在學
校上課者，其費用則繳學費全額及雜費
五分之四。 
(四)學生學期修習科目在九學分(含)
以下者，得不受本學則第廿一條第二、
三項退學規定之限制。體育、軍訓(護
理)選修課程學分數，應併入該學期總
修學分數內核計。 
(五)重修或補修之科目，應儘先修習。
已修習及格之科目不得重選。不得選
修衝堂之科目，違者衝堂科目均以零
分計。 
(六)已選修之科目於學期考試前六週
以前得申請退選，但不得超過兩科，退
選後修讀總學分仍不得低於最低應修
學分數，並經學系(所)主任核准後送註
冊組辦理退選，退選科目於中、英文成
績單上均留退選記錄。退選科目不退
費。 
(七)選修他校課程依本校校際選課辦
法辦理，本校校際選課辦法另定之，並
報教育部備查。 
選修暑修課程依本校暑期開班授課實
施辦法辦理，本校暑期開班授課實施辦
法另定之，並報教育部備查。 
 (八)本校學生校內或校際選課，得以
遠距教學方式實施，所修學分及成績計
算方式依本學則相關規定辦理。 

每學期不得少於十六學分不得多於
廿五學分，第四學年每學期不得少於
九學分不得多於廿五學分。五、七年
制學系，其應屆畢(結)業學年比照上
述第四學年規定，其餘學年比照上述
第一、二、三學年規定。但學期學業
成績優良者，次學期得加選一至二科
目學分，學期學業成績優良標準由各
學系(所)訂定之。情況特殊經專案簽
請教務長核准者，不受最低應修學分
數限制，惟至少應修習一個科目。 
(三)醫學院各學系，如因特殊原因須
延長一年始能參加實習者，如能提出
實習該學年每學期學分數超過九學
分以上者，其應屆畢業年度每學期選
課得不受前(二)目「不得少於九學
分」之限制。上述之學系，應屆及延
畢生(大五或大八)選課學分數在九
學分以上者，且全學期在醫院或校外
實習而不在學校上課者，其費用則繳
學費全額及雜費五分之四。 
(四)學生學期修習科目在九學分
(含)以下者，得不受本學則第廿一條
第二、三項退學規定之限制。體育、
軍訓(護理)選修課程學分數，應併入
該學期總修學分數內核計。 
(五)重修或補修之科目，應儘先修
習。已修習及格之科目不得重選。不
得選修衝堂之科目，違者衝堂科目均
以零分計。 
(六)已選修之科目於學期考試前六
週以前得申請退選，但不得超過兩
科，退選後修讀總學分仍不得低於最
低應修學分數，並經學系(所)主任核
准後送註冊組辦理退選，退選科目於
中、英文成績單上均留退選記錄。 
(七)本校學生凡符合日、夜互選、校
際選課規定及暑期修課者，得相互選
課或選修他校課程，日、夜相互選
課、校際選課及暑期開班授課實施辦
法另定之，報教育部備查後實施。 
 
 (八)本校學生校內或校際選課，得
以遠距教學方式實施，所修學分依本
學則相關規定辦理。 

第四章 缺席、曠課 
第九條 
學生因請假而缺課者，稱為缺席，無故
缺席者稱為曠課。學生請假辦法另定
之。 

第四章 缺席、曠課 
第九條 
學生因請假而缺課者，稱為缺席，無
故缺席者稱為曠課。學生請假辦法另
定之。 

本條未修訂。缺、曠
課定義供參考 

第十條 
學生曠課、請假缺席，任課教師得斟酌
扣分，惟因公請假，或因病請假而經醫

第十條  學生曠課一小時，扣所缺科
目學業成績分數一分，請假缺席三小
時，扣所缺科目學業成績分數一分。

刪除請假扣分之標
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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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診斷出具證明書，或因懷孕、生產、
哺育三歲以下幼兒而核准之事（病）
假、產假，其缺席不扣分。 

因公請假，或因病請假而經醫生診斷
出具證明書，或因懷孕、生產、哺育
三歲以下幼兒而核准之事（病）假、
產假，其缺席不扣分。 
 

刪除 第十一條學生請假無論因病因事均
不得逾全學期上課時間三分之一。但
經專案簽准者除外。學生於某一科目
缺席時數(無論因病、事)逾該科目全
學期上課時數三分之一，由教務處查
明予以扣考該科目之處分。 

刪除全學期出席率、
扣考之規定 

刪除 第十二條學生於某一科目曠課時數
逾該科目全學期上課時數九分之一
時，由教務處於學期考試舉行前查明
公佈，予以扣考該科目之處分。學生
於一學期中曠課時數累積逾四十五
小時者，即予退學處分。 

刪除曠課扣考及曠課
退學之規定 

第五章 轉學、轉系、輔系、雙主修 
第十一條 --------------。 

第五章 轉學、轉系、輔系、雙主修 
第十三條 -------------。 

條次變動 

第十二條 學士班學生修業滿  一學
年以上，得於第二學年開始前申請轉
系。降級轉系者，其在二系重複修習年
限，不列入轉入學系之最高修業年限併
計；本校學生申請轉系辦法另定之，並
報教育部備查。 

第十四條 學生轉系規定如下： 
一、本校各學系修讀學士學位學生
於第二學年開始前得申請轉系；於
第三學年開始前申請者，得轉入性
質相近學系三年級或性質不同學系
二年級肄業；其因特殊原因於第四
學年開始前申請者，得轉入性質相
近學系或輔系三年級肄業。其於更
高年級申請者，依其已修科目與學
分，得申請轉入性質相近學系或輔
系適當年級肄業。 
所謂性質相近學系，即自轉入年級
起，可在規定修業年限內(不包括因
成績較差得延長之年限)修完應修
之科目與學分者即可視同性質相
近，否則，即為性              質
不同，應予降級轉系。降級轉系者，
其在二系重複修習年限，不列入轉
入學系之最高修業年限併計。 
依照前項規定，申請轉入三年級學
生，至少須能抵免四十八學分。 
本校學士班、進修學士班不得相互
轉系。 
二、學生申請轉系辦法另定之，並
報教育部備查後實施 

1.條次變動。 
2.簡化條文，詳細條文
於學生申請轉系辦
法另定之。 

3.刪除本校學士
班、進修學士班不
得相互轉系。 

第十三條 ----------------。 第十五條 --------------。 條次變動 
第六章 休學、復學、退學、開除學籍
及申訴 
第十四條 學生休學規定如下： 
一、學生因故得以學期為單位申請休
學，學士班學生申請休學須經家長或監
護人同意。休學累計以二學年為原則，
期滿因重病再經醫院證明申請休學

第六章 休學、復學、退學、開除學
籍及申訴 
第十六條 學生休學規定如下： 
一、學生因故經家長或監護人之書面
同意，得一次申請休學一學期、一學
年或二學年。休學累計以二學年為原
則，期滿因重病再經醫院證明申請休

1.條次變動 
2.文字修正。 
3.明定因哺育三歲
以下子女休學者
檢附戶籍謄本證
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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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經專案簽請教務長核准後，酌予延
長休學期限，但至多以二學年為限。新
生及轉學生入學第一學期，須於完成註
冊後，始得申請休學。。 
二、休學期間應徵服役者，須檢同徵集
令或軍人補給證影本，向本校申請延長
休學至服役期滿為止，服役期間不計入
休學累計。因懷孕、生產申請休學者，
應檢具健保局特約區域醫院以上證
明，申請休學期間至多以二學期為限，
且不計入休學期限內。 
為哺育三歲以下子女休學者，應檢附戶
籍謄本提出申請，期限依實際需要核
定，且不計入休學期限內。 
三、應屆畢業生未修足規定科目與學
分，須於延長修業期限之第二學期重修
或補              修者，第一學期得
免予註冊辦理休學，得不受休學累計二
學年之限制。註冊者，至少應選修一門
科目。 
四、修業七年(含實習)醫學系學生，修
滿四年課程且已修畢該系一二八學分
以上者，經依「報考大學同等學力認定
標準」之規定考取並就讀研究所者，於
醫學系辦理休學。於碩士班修業期間得
向醫學系申請休學二年為限，若經碩士
班逕修讀博士班得再延長休學，共六學
年為限，該休學期間不列入醫學系修業
年限。 
五、學生休學應於學期開始至學期考試
前向教務處註冊組辦理申請手續。 
六、因重大事故致無法參加補考者，得
檢具證明，經教務處核准後，未參加期
末考試之學期，得以休學論處，惟其休
學累計學期數仍應符合學則相關規定。 
七、請准休學學生，其休學學期內已有
成績者，不予計算。 
 

學者，經專案簽請教務長核准後，酌
予延長休學年限，但至多以二學年為
限。新生及轉學生入學第一學期，須
於完成註冊後，始得申請休學。。 
二、休學期間應征服役者，須檢同征
集令或軍人補給證影本，向本校申請
延長休學至服役期滿為止，服役期間
不計入休學累計，因懷孕、生產申請
休學者，應檢具健保局特約區域醫院
以上出具之證明書，申請休學期間至
多以二學期為限，且不計入休學年限
內。 
為哺育三歲以下幼兒休學者，應檢具
證明文件提出申請，至 
多以二學年為限，且不計入休學年
限。 
三、應屆畢業生未修足規定科目與學
分，須於延長修業期限之第二學期重
修或補              修者，第一學
期得免予註冊辦理休學，得不受休學
累計二學年之限制。註冊者，至少應
選修一門科目。 
四、修業七年(含實習)醫學系學生，
修滿四年課程且已修畢該系一二八
學分以上者，經依「報考大學同等學
力認定標準」之規定考取並就讀研究
所者，於醫學系辦理休學。於碩士班
修業期間得向醫學系申請休學二年
為限，若經碩士班逕修讀博士班得再
延長休學，共六學年為限，該休學期
間不列入醫學系修業年限。 
五、學生休學應於學期開始至學期考
試前向教務處註冊組辦理申請手
續，經核准並辦妥離校手續，即發給
休學證明書。 
六、因重大事故致無法參加補考者，
得檢具證明，經教務處核准後，未參
加期末考試之學期，得以休學論處，
惟其休學累計學期數仍應符合學則
相關規定。 
七、請准休學學生，其休學學期內
已有成績者，不予計算。 

 
 
 
 
 
 

第十五條 -------------。 第十七條 ---------------。 條次變動 
第十六條 退學、開除學籍及申訴規定
如下： 
一、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應予退學：  
(一) 自動申請退學者。 
(二) 入學或轉學資格經本校審核不合
者。 
(三) 逾期未註冊或休學逾期未復學
者。 
(四) 操行成績不及格或犯有重大過失

第十八條 退學、開除學籍及申訴規
定如下： 
一、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應予退學，並由本校通知其家長或監
護人辦理退學離校手續。 
(一) 學生因故經家長或監護人同意
自請退學者。 
(二) 入學或轉學資格經本校審核不
合者。 
(三) 逾期未註冊或休學逾期未復學

 
1.條次變動。 
2.文字修正。 
3.刪除由本校通知其
家長或監護人辦理
退學離校手續。 

4.增訂學士班學生申
請自動退學仍須經
家長同意之規定。 

99-5校務會議(100.06.29)紀錄-42-



 43 

經學生獎懲委員會議議決並經校長核
定退學者。 
(五) 修業期限屆滿，仍未修足所屬學
系規定應修科目與學分者。 
(六) 依本學則其他有關條文之規定應
令退學者。 
學生未成年申請自動退學者，須經家長
或監護人同意。  

者。 
(四) 操行成績不及格或犯有重大過
失經學生獎懲委員會議議決並經校
長核定退學者。 
(五) 修業期限屆滿，仍未修足所屬
學系規定應修科目與學分者。 
(六) 依本學則其他有關條文之規
定應令退學者。 

第十七條 -------------。 第十八條之一 -----------。 條次變動 
第七章 考試、成績、補考、重讀 
第十八條 -------------。 

第七章 考試、成績、補考、重讀 
第十九條 ---------------。 

條次變動 

第十九條  學士班學生成績分學業
(包括實習)、操行兩種，各種成績核
計均採百分記分法以一百分為滿
分，六十分為及格。除操行、體育、
及軍訓(護理)及服務學習成績之計
算辦法另定外，各科目學期成績由授
課教師根據臨時考試、期中考試、學
期考試及平時成績計算，填入學期成
績記載表，送交教務處註冊組，學生
成績永 
久保存，紙本學期成績記載表應保存
10年。 
一、學期學業平均成績計算如下： 
(一) 以科目之學分數乘該科目成績
為學分積。 
(二) 以學分總數除總學分積為學期
平均成績。 
(三) 學期學業平均成績之計算，不
含暑修包括不及格科目成績在內。 
二、畢業成績計算：以各學期(含暑
修)修習學分數總和除成績積分總
和。 
三、學業成績之等第如下： 
優等；九十分至一百分者。 
甲等：八十分至未滿九十分者。 
乙等：七十分至未滿八十分者。 
丙等：六十分至未滿七十分者。 
丁等：未滿六十分者。 
四、凡某科成績不滿六十分者為不及
格，不給學分。 
五、學生各科成績一經送交教務處後
不得更改。如有計算錯誤或漏列時，
應依照本校「教師繳交及更正成績要
點」辦理。其要點另定之。 

第二十條  學士班學生成績分學
業(包括實習)、操行兩種，各種成
績核計均採百分記分法以一百分
為滿分，六十分為及格。除操行、
體育、及軍訓(護理)及服務學習成
績之計算辦法另定外，各科目學期
成績由授課教師根據臨時考試、期
中考試、學期考試及平時成績計
算，填入學期成績記載表，送交教
務處註冊組，學生成績永久保存，
紙本學期成績記載表應保存 10
年。 
一、學期學業平均成績計算如下： 
(一) 以科目之學分數乘該科目成
績為學分積。 
(二) 以學分總數除總學分積為學
期平均成績。 
(三) 學期學業平均成績之計算，
不含暑修包括不及格科目成績在
內。 
二、畢業成績計算：以各學期(含
暑修)修習學分數總和除成績積分
總和。 
三、學業成績之等第如下： 
優等；九十分至一百分者。 
甲等：八十分至未滿九十分者。 
乙等：七十分至未滿八十分者。 
丙等：六十分至未滿七十分者。 
丁等：未滿六十分者。 
四、凡某科成績不滿六十分者為不
及格，不給學分。 
五、凡任意缺考或扣考之科目成績
以零分計算。 
六、學生各科成績一經送交註冊組
後不得更改。如有計算錯誤或漏列
時，應依照本校「教師繳交及更正
成績要點」辦理。其要點另定之。 

 
1. 條次變動。 
2. 刪除扣考之規
定。 

第二十條 --------------。 第廿一條 -------------。 條次變動 
第廿一條 學生因重大事故，不能參
加學期考試，需補考者應依「學生請
假辦法」辦理請假手續，請假期間所

第廿二條 學生因重大事故，不能
參加學期考試，需補考者應依「學
生請假辦法」辦理請假手續，請假

 
1.條次變動。 
2.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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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之應考科目均列入請假。 
需補考者由教務處簽發學期考試補
考通知單，交由學生送任課教師自行
辦理補考。 
因病請假補考成績超過六十分，概以
六十分計算。因公請假、或考試時間
衝堂補考者，其補考成績以實際成績
計算。 
學生因懷孕、生產、哺育三歲以下子
女而核准之事（病）假、產假，得採
補考或其他補救措施彈性處理，其成
績按實際成績計算。 

期間所有之應考科目均列入請假。 
需補考者由教務處教學資訊組簽
發學期考試補考通知單，交由學生
送任課教師自行辦理補考。 
因病請假補考成績超過六十分，概
以六十分計算。因公請假、或考試
時間衝堂補考者，其補考成績以實
際成績計算。 
學生因懷孕、生產、哺育三歲以下
幼兒而核准之事（病）假、產假，
得採補考或其他補救措施彈性處
理，其成績按實際成績計算。 

第八章  畢業 
第廿二條 本校採學年（學期）學分
制，學士班學生修業期限，除醫學系
修業七年(均包括實習一年)、建築學
系建築設計組修業五年外，其他各學
系、學位學程修業年限均為四年。 
在規定修業期限內，未修滿該學
系、學分學程、教育學程、輔系應
修學分者，得延長修業期限，其延
長期間，以二年為限。 
修讀雙主修學生延長修業期限，依
其修習辦法之規定辦理。 
身心障礙學生或各直轄市、縣(市)
政府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
委員會鑑定為身心障礙安置就學
者，因身心狀況及學習需要，得延
長其修業期限，最長以四學年為限。 
學生因懷孕、生產或哺育三歲以下子
女之需要，持健保局特約區域醫院以
上之證明書或戶籍謄本提出申請，其
延長之修業期限依實際需要核定。 

第八章  畢業 
第廿三條 本校採學年（學期）學
分制，學生修業期限，除醫學系
修業七年(均包括實習一年)、建
築學系建築設計組修業五年外，
其他各學系學士班均為四年。 
在規定修業期限內，未修滿該學
系應修學分者，得延長修業期限
一學期至二學年。 
修讀雙主修學生之延長修業期
限，依其修習辦法之規定辦理。 
身心障礙學生或各直轄市、縣
(市)政府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
學輔導委員會鑑定為身心障礙安
置就學或懷孕、生產、哺育三歲
以下幼兒者，因身心狀況及學習
需要，得延長其修業期限，最長
以四學年為限。 
 

 
1. 條次變動。 
2. 增列因修學分學
程、教育學程、
輔系等得延長修
業年限。 

3. 增列學生因懷
孕、生產或哺育
三歲以下子女之
需要，持健保局
特約區域醫院以
上之證明書或戶
籍謄本，其延長
修業期限依實際
需要核定。 

第廿三條 ------------。 第廿四條 ------------。 條次變動 
第廿四條 ------------。     第廿五條 ------------。 條次變動 
第廿五條學生畢業條件規定如下： 
一、修讀學士學位學生，依法修業
期滿，修滿應修學分，有實習年限
者，實習完畢者，經考核成績合格
者，由本校授予學士學位證書。 
二、學生修業期間應依本校「英語
能力及成就鑑定測驗實施辦法」通
過各學系訂定之英文檢定門檻，其
辦法另定之。 
三、學生應依本校「服務學習課程實
施辦法」修習服務學習課程，其辦法
另定之。 
 

第廿六條學生畢業條件規定如下： 
一、修讀學士學位學生，依法修
業期滿，修滿應修學分，有實習
年限者，實習完畢者，經考核成
績合格者，由本校授予學士學位
證書。 
二、學生修業期間應依本校「英
語能力及成就鑑定測驗實施辦
法」通過各學系訂定之英文檢定
門檻，其辦法另定之。 
三、學生應依本校「服務學習教育
課程辦法」修習服務學習課程，
其辦法另定之。 

 
1. 條次變動。 
2. 「服務學習教育
課程辦法」已於
98.04.21 九十
七學年度第二次
教務會議修訂通
過通過名稱修正
為「服務學習課
程實施辦法」。 

第廿六條 -------------。 第廿六條之一 ------------。 條次變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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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則                  
                   奉教育部 91.10.02台(91)高(二)字第九一一四七三八七號函准予備查 

                   奉教育部 92.07.11台高(二)字第０九二００九八三五六號函准予備查 
                             92.10.22 九十二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奉教育部 93.03.09台高(二)字第０九三００二二一五九號函准予備查 
                 93.05.10 九十二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奉教育部 93.09.10台高(二)字第０九三０一一七三八０號函准予備查 
95.6.13 94學年度第 3次教務會議及 95.10.25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奉教育部 96.01.29台高(二)字第 0960008528號函准予備查 
96.07.05  95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延會會議修正通過 

奉教育部 96.07.24台高(二)字第 0960110010號函准予備查 
         97.6.4 96學年度第 3次教務會議及 97.06.25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奉教育部 97.08.14台高(二)字第 0970158282號函准予備查 
                                             100.06.29 99學年度第 5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條  本校依據大學法暨其施行細則、學位授予法暨其施行細則及有關法令，訂定本學則。 
 
第二條  本校學生入學、保留入學資格、休學、復學、退學、轉學、轉系、輔系、雙主修、成

績考核、畢業、出國期間有關學籍處理、暑期修課、校際選課及其他有關事項等有關
學籍事宜，悉依本學則辦理。 

 
  第二章 入 學 
 
第三條  本校於學年之始，公開招收各學系學士班一年級新生或酌量情形招收各學系學士班

二、三年級轉學生，其招生簡章另定之。另依有關規定，得酌收海外僑生及外國學生。
本校招收外國學生入學辦法另定之，並報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第三條之一 本校與國外大學校院學生得依本校「與國外學校辦理跨國雙學位實施辦法」之規定 
第四條  凡在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或同等學校畢業，或合於教育法令規定同修讀

跨國雙學位，其辦法另定之，並報教育部備查。等學力資格之學生，經入學考試合格
後，錄取為本校各學系學士班一年級新生。 

第五條  本校各學系修讀學士學位學生遇有缺額時，得辦理轉學考試，招收轉學生。但一年級
及應屆畢(結)業年級不得招收轉學生，招生簡章另定之。 

        前項缺額不含保留入學資格、休學造成之缺額；辦理轉學招生後，學生總數不超過原
核定及分發新生總數。 

     轉學生報考資格及相關規定依本校轉學生招生辦法辦理，轉學生招生辦法另定並報請
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轉入本校學生，其學分抵免依本校辦理學生抵免學分辦法，抵免學分辦法另定並報請
教育部備查後實施。 

第六條  凡經本校錄取之新生、轉學生應於規定日期來校辦理入學手續，逾期未辦理者，取消
其入學資格。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於註冊開始前，向教務處申請保留入學資格： 
一、因重病住院須長期療養，並持有健保局特約區域醫院以上之證明。 
二、因教育實習持有證明或服兵役持有入營服役通知書。 
三、僑生及外國學生因故不能按時來校報到入學。 
四、因其他不可抗力因素而無法於當學期註冊入學。 
五、懷孕、生產者，檢附健保局特約區域醫院以上證明。 
六、哺育三歲以下子女之需要者，檢附戶籍謄本。 
前項一至五款保留入學資格年限，除服兵役依法定役期保留外，以一年或一學期為限；  

第七條  本校學生入學所繳證明文件，如有假借、冒用、偽造、變造及入學考試舞弊等第六款
保留入學資格依申請理由實際需要年限核定。情事，一經查明，即開除學籍，不發給
與修業有關之任何證明文件，並由學校通知其家長或監護人。如在畢業後始發覺者，
除依法追繳其畢業證書外，並公告取消其畢業資格。 

第七條之一本校對於學生學籍之管理，應永久保存。 
 
  第三章 繳費、註冊、選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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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本校學生於每學期開學之始，須依照下列規定辦理繳費、註冊、選課等手續： 

一、繳費、註冊：學生應按照規定期限內繳交各項應繳費用，繳費後視同已註冊。逾期
未繳費，除書面請准延緩註冊或特殊狀況經專簽核准外，餘視同未註冊，應令退學。
每學期補改棄選日期截止後，學生應依規定期限補繳各項學分費，若至學期末學分
費尚未繳清者，次學期不得註冊，若為應屆畢業生，則暫不發予學位證書。                        

二、選課：按照教務處排定之各學系(所)科目時間表，於規定時間內按照下列規定辦理
選課。 

(一)依照學生選課注意事項規定辦理選課事宜。本校學生選課注意事項另定之。 
(二)學生選課第一學年至第三學年每學期不得少於十六學分不得多於廿五學

分，第四學年每學期不得少於九學分不得多於廿五學分。五、七年制學系，
其應屆畢(結)業學年比照上述第四學年規定，其餘學年比照上述第一、二、
三學年規定。但學期學業成績優良者，次學期得加選一至二科目學分，學期
學業成績優良標準由各學系(所)訂定之。情況特殊經專案簽請教務長核准
者，不受最低應修學分數限制，惟至少應修習一個科目。 

(三)醫學院各學系，如因特殊原因須延長一年始能參加實習者，如能提出實習該
學年每學期學分數超過九學分以上者，其應屆畢業年度每學期選課得不受前
(二)目「不得少於九學分」之限制。上述之學系，應屆及延畢生(大五或大
八)選課學分數在九學分（含）以上者，且全學期在醫院或校外實習而不在
學校上課者，其費用則繳學費全額及雜費五分之四。 

(四)學生學期修習科目在九學分(含)以下者，得不受本學則第廿一條第二、三項
退學規定之限制。體育、軍訓(護理)選修課程學分數，應併入該學期總修學
分數內核計。 

(五)重修或補修之科目，應儘先修習。已修習及格之科目不得重選。不得選修衝
堂之科目，違者衝堂科目均以零分計。 

(六)已選修之科目於學期考試前六週以前得申請退選，但不得超過兩科，退選後
修讀總學分仍不得低於最低應修學分數，並經學系(所)主任核准後送註冊組
辦理退選，退選科目於中、英文成績單上均留退選記錄。退選科目不退費。 

(七)選修他校課程依本校校際選課辦法辦理，本校校際選課辦法另定之，並報教
育部備查。 

選修暑修課程依本校暑期開班授課實施辦法辦理，本校暑期開班授課實施辦法另
定之，並報教育部備查。 

(八)本校學生校內或校際選課，得以遠距教學方式實施，所修學分及成績計算方
式依本學則相關規定辦理。 

 
  第四章 缺席、曠課 
 
第九條   學生因請假而缺課者，稱為缺席，無故缺席者稱為曠課。學生請假辦法另定之。 
第十條   學生曠課請假缺席，任課教師得斟酌扣分，惟因公請假，或因病請假而經醫生診斷出

具證明書，或因懷孕、生產、哺育三歲以下幼兒而核准之事（病）假、產假，其缺席
不扣分。 

 
  第五章 轉學、轉系、輔系、雙主修 
 
第十一條  本校學生因故申請轉學，須經家長或監護人連署同意，經核准並辦妥退學手續後，          

發給修業證明書，惟入學資格未經核准者，不得發給。一經發給修業證明書後，即
不得要求返回本校肄業。 

第十二條 學士班學生修業滿一學年以上，得於第二學年開始前申請轉系。降級轉系者，其在
二系重複修習年限，不列入轉入學系之最高修業年限併計；本校學生申請轉系辦法
另定之，並報教育部備查。 

第十三條  學士班學生選讀輔系或雙主修規定如下： 
一、學生經本校及簽約之他校同意，得依其志趣，選定本校或簽約之他校設有輔系學系

為輔系，並以本校或簽約之他校一系為限；選定本校或簽約之他校設有雙主修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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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雙主修，並以本校或簽約之他校一系為限。 
二、學生修讀輔系或雙主修辦法另定之，並報教育部備查後實施。 

 
  第六章 休學、復學、退學、開除學籍及申訴 
 
第十四條 學生休學規定如下： 

一、學生因故得以學期為單位申請休學，學士班學生申請休學須經家長或監護人同意。
休學累計以二學年為原則，期滿因重病再經醫院證明申請休學者，經專案簽請教務
長核准後，酌予延長休學期限，但至多以二學年為限。新生及轉學生入學第一學期，
須於完成註冊後，始得申請休學。。 

二、休學期間應徵服役者，須檢同徵集令或軍人補給證影本，向本校申請延長休學至服
役期滿為止，服役期間不計入休學累計。因懷孕、生產申請休學者，應檢具健保局
特約區域醫院以上證明，申請休學期間至多以二學期為限，且不計入休學期限內。 
為哺育三歲以下子女休學者，應檢附戶籍謄本提出申請，期限依實際需要核定，且
不計入休學期限內。 

三、應屆畢業生未修足規定科目與學分，須於延長修業期限之第二學期重修或補              
修者，第一學期得免予註冊辦理休學，得不受休學累計二學年之限制。註冊者，至
少應選修一門科目。 

四、修業七年(含實習)醫學系學生，修滿四年課程且已修畢該系一二八學分以上者，經
依「報考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之規定考取並就讀研究所者，於醫學系辦理休學。
於碩士班修業期間得向醫學系申請休學二年為限，若經碩士班逕修讀博士班得再延
長休學，共六學年為限，該休學期間不列入醫學系修業年限。 

五、學生休學應於學期開始至學期考試前向教務處註冊組辦理申請手續。 
六、因重大事故致無法參加補考者，得檢具證明，經教務處核准後，未參加期末考試之

學期，得以休學論處，惟其休學累計學期數仍應符合學則相關規定。 
七、請准休學學生，其休學學期內已有成績者，不予計算。 

第十五條 學生復學規定如下： 
一、學生休學期滿應持復學通知書辦理復學，編入原肄業學系(所)相銜接之學年或學期

肄業。 
二、學生於學期中途或學期考試前休學者，復學時應編入原休學學年或學期肄業。              

前項原肄業學系變更或停辦時，應輔導學生至適當學系肄業。 
第十六條 退學、開除學籍及申訴規定如下： 

一、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予退學：  
(一) 自動申請退學者。 
(二) 入學或轉學資格經本校審核不合者。 
(三) 逾期未註冊或休學逾期未復學者。 
(四) 操行成績不及格或犯有重大過失經學生獎懲委員會議議決並經校長核定退

學者。 
(五) 修業期限屆滿，仍未修足所屬學系規定應修科目與學分者。 
(六) 依本學則其他有關條文之規定應令退學者。 

學生未成年申請自動退學者，須經家長或監護人同意。 
二、學生有下列情形者，即予開除學籍： 

             (一) 有本學則第七條之情形者。 
             (二) 犯有重大過失經學生獎懲委員會議議決並經校長核定者。 

三、應予退學學生除本條文第一款第(二)目外其入學資格經本校備查者，得向本校申請
發給修業證明書，但對於開除學籍之學生由學校通知其家長或監護人，並不得發給
有關學業之證明書，亦不得報考本校入學或轉學考試。 

四、依本條文第一、二款之處分有異議者，得於公告後規定期限內，向本校學生              
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申訴。申訴、訴願及行政訴訟期間學生學籍及成績之處              
理相關規定如下： 
(一)申訴結果未確定前，不因申訴之提起，而停止原處分之執行。但在校生                

(依學校規定提起申訴者)得繼續在校肄業。申訴期間之各項學籍處理，                
除不發給學位證書外，其餘均比照在校生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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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訴結果如維持原處分，其留校繼續肄業期間所修學分及成績不予採認，                
並依規定退費。其修業證明書所載修業截止日期以原處分之日期為準。            
另為處分得復學之學生，因特殊事故無法及時復學時，應輔導復學，其復學
前之離校期間，並得補辦休學，以一學期為限。 

(三)經校內申訴未獲救濟者，得依法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原處分經上級主             
管機關決定或行政法院判決顯係違法或不當時，應另為處分。另為處分             
得復學之學生，因特殊事故無法及時復學時，應輔導復學，其復學前之             
離校期間，並得補辦休學。 

第十七條  學生休、退學退費，依「大專校院學生休退學退費作業要點」辦理退費。 
 
  第七章 考試、成績、補考、重讀 
 
第十八條 本校學生考試除入學考試外，分下列三種： 

一、臨時考試：由任課教師於上課時間內隨堂舉行之。 
二、期中考試：於每學期期中舉行之。 
三、學期考試：於每學期結束時在規定時間內舉行之。 

          本校各項入學考試及學生在校各種考試試卷保存時間均為一年。 
第十九條  學士班學生成績分學業(包括實習)、操行兩種，各種成績核計均採百分記分法以一

百分為滿分，六十分為及格。除操行、體育、及軍訓(護理)及服務學習成績之計算
辦法另定外，各科目學期成績由授課教師根據臨時考試、期中考試、學期考試及平
時成績計算，填入學期成績記載表，送交教務處註冊組，學生成績永久保存，紙本
學期成績記載表應保存 10年。 

一、學期學業平均成績計算如下： 
(一) 以科目之學分數乘該科目成績為學分積。 
(二) 以學分總數除總學分積為學期平均成績。 
(三) 學期學業平均成績之計算，不含暑修包括不及格科目成績在內。 

二、畢業成績計算：以各學期(含暑修)修習學分數總和除成績積分總和。           
三、學業成績之等第如下： 

優等；九十分至一百分者。 
甲等：八十分至未滿九十分者。 
乙等：七十分至未滿八十分者。 
丙等：六十分至未滿七十分者。 
丁等：未滿六十分者。 

四、凡某科成績不滿六十分者為不及格，不給學分。 
五、學生各科成績一經送交教務處後不得更改。如有計算錯誤或漏列時，應依照本校「教

師繳交及更正成績要點」辦理。其要點另定之。 
第二十條 學生學期學業成績不及格之處理，規定如下： 

一、學期學業成績不及格科目均不予補考，必修科目應令重修。 
二、累計兩次學期學業成績不及格科目之學分數達該學期修習科目總學分數二分之一

者，應令退學。 
三、僑生、外國學生、海外回國升學之蒙藏生、原住民族籍學生、派外人員子女學生及

符合教育部規定條件之大學運動績優學生，學期學業成績不及格科目之學分數，一
學期修習學分總數達三分之二不及格，另一學期修習學分總數逾二分之一不及格
者，應令退學。 

四、身心障礙學生或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委員會鑑定為
身心障礙安置就學者，不適用因學業成績退學規定。 

第廿一條 學生因重大事故，不能參加學期考試，需補考者應依「學生請假辦法」辦理請假手
續，請假期間所有之應考科目均列入請假。需補考者由教務處簽發學期考試補考通
知單，交由學生送任課教師自行辦理補考。因病請假補考成績超過六十分，概以六
十分計算。因公請假、或考試時間衝堂補考者，其補考成績以實際成績計算。學生
因懷孕、生產、哺育三歲以下子女而核准之事（病）假、產假，得採補考或其他補
救措施彈性處理，其成績按實際成績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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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畢業 
 
第廿二條  本校採學年（學期）學分制，學士班學生修業期限，除醫學系修業七年(均包括實

習一年)、建築學系建築設計組修業五年外，其他各學系、學位學程修業年限均為四
年。 
在規定修業期限內，未修滿該學系、學分學程、教育學程、輔系應修學分者，得延
長修業期限，其延長期間，以二年為限。 
修讀雙主修學生延長修業期限，依其修習辦法之規定辦理。 
身心障礙學生或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委員會鑑定為
身心障礙安置就學者，因身心狀況及學習需要，得延長其修業期限，最長以四學年
為限。 
學生因懷孕、生產或哺育三歲以下子女之需要，持健保局特約區域醫院以上之證明
書或戶籍謄本提出申請，其延長之修業期限依實際需要核定。 

第廿三條 學士班學生符合下列「成績優異」標準者，修滿該學系規定之全部應修科目與學分，
得專案簽請教務長核准提前一學期或一學年畢業： 

一、修滿畢業科目與學分，各學期學業成績平均在八十分以上，或學業成績累計名次在
該系該年級（班）學生數前百分之十以內。 

二、各學期操行成績八十分以上。 
第廿四條 應屆畢業生未修足規定科目與學分須於延長修業期限之第二學期重修或補修者，          

第一學期得免予註冊，辦理休學，註冊者至少應選修一科目。 
第廿五條  學生畢業條件規定如下： 

一、修讀學士學位學生，依法修業期滿，修滿應修學分，有實習年限者，實習完畢者，
經考核成績合格者，由本校授予學士學位證書。 

二、學生修業期間應依本校「英語能力及成就鑑定測驗實施辦法」通過各學系訂定之英
文檢定門檻，其辦法另定之。 

三、學生應依本校「服務學習課程實施辦法」修習服務學習課程，其辦法另定之。 
第廿六條  應屆畢業生成績優異者，得申請逕行修讀博士學位，其辦法另定之。 
 
  第九章 更改姓名、出生年月日 
 
第廿七條 入學新生姓名、出生年月日，應以身分證所載者為準。入學資格證件所載與身分          

證不符者，應即更正。 
第廿八條 在校生及畢(肄)業校友申請更改姓名、出生年月日者，應檢具戶政機關發給之證          

件，報請原校辦理，其畢業校友之學位(畢業)證書，並由原校改註加蓋校印。 
 
第十章 研究生 
 

第廿九條 報考本校碩士班研究生，應繳驗具有學士學位證書或證明書，以同等學力報考者，
應繳驗有關同等學力證件。報考博士班研究生，應繳驗具有碩士學位證書或證明書，
以同等學力報考者應繳驗有關同等學力證件。 

第卅條   研究生修業期限、轉所、成績考查及學位考試，應依照本校研究生章程及學位考試
細則之規定辦理。章程及細則另定之，並報教育部備查後實施。 

第卅一條 研究生報考、入學、註冊、保留入學資格、休學、復學、更改姓名、出生年月日、
違犯校規之處置、申訴及應屆畢業與畢業資格等事項，均比照本學則有關各條之規
定辦理。 

 
  第十一章 出國 
第卅二條 本校學生於肄業期間出國(含赴大陸)，有關學業與學籍之處理，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本規定適用之學生如下： 
 (一) 經教育部選派、委派或本校同意出國(含赴大陸)進修、研究、受訓、實習、

表演及比賽者。 
 (二) 經本校同意於寒暑假從事研習主修學科、外國語文或從事學位論文相關研

究資料之蒐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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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經本校同意為有合作關係之外國大專院校交換學生或於寒暑假期間訪問國
外姐妹校者。 

 (四) 經本校同意參加國際會議發表論文、學術研討或體育競賽活動者。 
 (五) 經立案文教、藝術團體選派出國參與重要文教體育活動事先報經教育部同

意在案者。 
 (六) 其他本校函報教育部核准在案者。 

二、申請出國進修、研究、研習主修學科、外國語文及從事學位論文相關研習之國外
大專院校，以教育部認可者為限。 

三、申請出國應以不影響正常課業為原則；進修、研究者，最長一年，餘依實際所需
時間核定最長三個月。 

四、本校學生依第一項第(一)(二)(三)款之規定出國進修、研究、研習主修學科、              
外國語文、交換學生或從事論文相關研究者，可不辦理休學，並於出國期間所習
之科目學分，(學分之計算原則以授課滿十八小時為一學分)得酌予採認，出國進
修期間並得列入學業年限計算，至多以一年為限。 

五、本校學生未辦理休學申請出國，除合約另有規定依其規定，或情形特殊經專案簽
准外，仍須辦理註冊依規定繳費(寒暑假期間免)。出國期間為一學期或一學年者，
本校不須辦理選課，否則仍須選課。出國期間影響註冊選課者，須委託他人辦理
註冊選課；影響學期考試者，得准返校後補行考試。 

六、經核准至簽約之國外學校修讀跨國雙學位之學生，於出國期間所習之科目學分，
得酌予採認，出國進修期間以二年為限，並列入修業期限計算。 

七、在學役男出國應依內政部役男出境處理辦法及有關規定辦理。 
八、申請出國作業流程、所需繳填資料及相關注意事項悉依本校學生出國參加學術體

育活動實施辦法規定辦理。 
 
  第十二章 附則 
 
第卅三條 本學則如有未盡事宜，依教育部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卅四條 本學則經校務會議通過報請教育部備查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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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9 

研究生章程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備      註 

第三章 註冊、選課 

第七條 研究生入學註冊後，依各該學

系(所)規定之科目表辦理選課，其應修

課程及研究論文須經指導教授及學系

(所)主任（所長）核准。 

指導教授須為本校教師，其資格及選任

應依系(所)規定並經學系（所）主任（所

長）同意。 

第三章 註冊、選課 

第七條 研究生入學註冊後，應經

學系(所)主任認定本校指導教授，

並依各該學系(所)規定之科目表辦

理選課，其應修課程及研究論文須

經指導教授及學系(所)主任核准。 

 

 

明定指導教授之資格

及選任方式，爰修正

之。 

第八條  研究生退選科目，均應於本校

學則規定退選期限內，經學系(所)主任

（所長）及任課教師之核准，向教務處

辦理退選手續，退選科目不退費。 

第八條  研究生退選科目，均應於

本校學則規定退選期限內，經學系

(所)主任及任課教師之核准，向教

務處辦理退選手續。 

 

明定退選科目不退費

之規定 

第四章 修業期限、學分、成績、轉所 

第九條 碩士班研究生修業期限以一

至四年為限。 

碩士在職專班之修業年限以一年至四

年為限，但未在規定之修業期限內修滿

應修課程或未完成學位論文者，修業期

限得再延長一年為限。 

博士班研究生修業期限以二至七年為

限。 

逕攻博士學位者修業期限至少三年，至

多七年為限。 

碩博士班在職生未在規定修業期限修

滿應修課程或未完成學位論文者，修業

期限得再延長一年為限。 

前項「在職生」身分之界定，以入學時

之報考身分為準。 

學生因懷孕、生產或哺育三歲以下子女

之需要，持健保局特約區域醫院以上證

明或戶籍謄本提出申請，其延長之修業

期限依實際需要核定。 

第四章 修業期限、學分、成績、轉

所 

第九條 碩士班研究生修業期限以

一至四年為限。 

碩士在職專班之修業年限以一年

至四年為限，但未在規定之修業期

限內修滿應修課程或未完成學位

論文者，修業期限得再延長一年為

限。 

博士班研究生修業期限以二至七

年為限。 

逕攻博士學位者修業期限至少三

年，至多七年為限。 

碩博士班在職生未在規定修業期限

修滿應修課程或未完成學位論文

者，修業期限得再延長一年為限。 

前項「在職生」身分之界定，以入

學時之報考身分為準。 

 

 

 

 

 

 

學生因懷孕、生產或哺

育三歲以下子女之需

要，持健保局特約區域

醫院以上證明或戶籍

謄本提出申請，其延長

之期限依實際需要核

定。 

第十二條 研究生修業滿一學年以上

除特殊情形，經原肄業學系(所)與擬轉

入之學系(所)雙方主任（所長）認可，

並經教務長核准者外，不得轉所(組)，

並以一次為限，一經核准即不得再返原

學系所組。 

第十二條 研究生除因特殊情形，

經原肄業學系(所)與擬轉入之學

系(所)雙方主任認可，並經教務處

轉呈請校長核准者外，不得轉所

(組)。轉所(組)應於第二學年開始

前申請，並以一次為限，一經核准

即不得再返原學系所組。 

 

1. 文字修正。 

2. 簡化流程。 

第十三條 研究生有下列情形之一，應

令退學： 

一、修業期限屆滿，仍未通過學位考試

第十三條 研究生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應令退學： 

一、有第九條規定在修業期限屆

 

1.所著論文、創作、展

演、書面報告或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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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二、博士班研究生資格考核未依該學系

(所)規定年限及次數完成者。 

三、學位考試不及格，經重考一次仍不

及格者。 

四、逾期未註冊或休學逾期未復學者。 

五、操行成績不及格者。 

六、入學資格經審核不合格者。 
七、所著論文、創作、展演、書面報告

或技術報告有抄襲或舞弊情事，於學系

（所）組成專案調查小組調查屬實後、

經學系（所）務會議、院相關會議同意

送學生獎懲委員會決議並經校長核定

退學者。 

八、其他符合各學系(所)修業規章中之

退學規定，經學系（所）務會議、院相

關會議同意送學生獎懲委員會決議並

經校長核定退學者。 

 

滿，而仍未修足應修科目與學分者。 

二、博士班研究生資格考核未依該

學系(所)規定年限及次數完成者。 

三、學位考試不及格，經重考一次

仍不及格者。 

四、逾期未註冊或休學逾期未復學

者。 

五、操行成績不及格者。 

六、入學資格經審核不合格者。 

七、所著論文、創作、展演、書面

報告或技術報告有抄襲或舞弊情事

經調查屬實者。 

 

八、其他符合各學系(所)修業規章

中之退學規定，並經學系（所）務

會議決議退學者。 

 

研究生在校期間，如有違犯校規，

或其他違法不端情事，得依本校學

生獎懲辦法，視其情節輕重，予以

退學或其他適當之處分。 

報告有抄襲或舞弊

情事，於學系（所）

組成專案調查小組

調查屬實後、經學系

（所）務會議、院相

關會議同意送學生

獎懲委員會決議並

經校長核定退學者。 

2.其他符合各學系

(所)修業規章中之

退學規定，經學系

（所）務會議、院相

關會議同意送學生

獎懲委員會決議並

經校長核定退學者。 

3.刪除研究生在校期

間，如有違犯校規，

或其他違法不端情

事，得依本校學生獎

懲辦法，視其情節輕

重，予以退學或其他

適當之處分之規定。 

 

 

99-5校務會議(100.06.29)紀錄-52-



 53 

研 究 生 章 程  

          奉教育部 87.12.14台(87)高(二)字第八七一三二八○五號函准予備查 
               奉教育部 89.03.13台(89)高(二)字第八九○二七八八三號函准予修正備查 
               奉教育部 89.10.24台(89)高(二)字第八九一三五八八七號函准予修正備查 
               奉教育部 90.05.02台(90)高(二)字第九○○六○四一一號函准予修正備查 
           奉教育部 92.04.09台(92)高(二)字第○九二○○五一四一七號函准予修正備查 

95.6.13 94學年度第 3次教務會議及 95.10.25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奉教育部 96.01.29台高(二)字第 0960008528號函准予備查 

97.6.4 96學年度第 3次教務會議及 97.06.25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奉教育部 97.08.14台高(二)字第 0970158282號函准予備查 

98.06.23 97學年度第 3次教務會議及 98.09.30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奉教育部 98.12.22台高(二)字第 0980216366號函准予備查 

100.06.29 99學年度第 5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條 本校為配合國家建設，提高學術研究，特遵照「大學法及其施行細則」設立學系(所)

碩士班及博士班，培養高級專門人才，並依據部頒「學位授予法」、「學位授予法施行

細則」、本校「碩、博士班研究生招生辦法」及本校學則第三十條之規定訂定本章程。 

第二條 本校碩士班及博士班研究生入學、註冊、選課、修業期限、學分、成績、轉所、退學、

畢業及授予學位等悉依照本章程辦理。 

  第二章 入學 

第三條 凡國內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大學，或經教育部認可之外國大學畢業，得有學士學位，

或合於同等學力規定者，經本校碩士班研究生入學考試錄取者，或以公開方式辦理對校

內外大學部畢業生及應屆畢業學生甄試錄取之學生，得入本校碩士班肄業。 

第四條 凡國內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大學，或經教育部認可之外國大學研究所畢業得有碩士學

位，或合於同等學力規定者，經本校博士班研究生入學考試錄取者，得入本校博士班

肄業。本校應屆畢業學士班學生、碩士班研究生，合於逕行修讀博士學位資格者，得

申請逕行修讀博士學位。其申請辦法另訂之。 

第五條 申請入學之外國研究生，符合第三條或第四條資格規定經本校審查或甄試合格者，得

入本校碩士班或博士班就學。 

第六條 本校招收碩士班及博士班研究生，均應訂定招生簡章並成立招生委員會，由校長任主任

委員，各學系(所)亦應組成招生小組秉公正、公平、公開原則，依本校碩、博士班研究

生招生辦法辦理招生事項。本校招生辦法由教務會議另訂之，並報教育部核定。 

第三章 註冊、選課 

第七條 研究生入學註冊後，依各該學系(所)規定之科目表辦理選課，其應修課程及研究論文

須經指導教授及學系(所)主任（所長）核准。 

指導教授須為本校教師，其資格及選任應依系(所)規定並經學系（所）主任（所長）同

意。 

第八條  研究生退選科目，均應於本校學則規定退選期限內，經學系(所)主任（所長）及任課

教師之核准，向教務處辦理退選手續，退選科目不退費。 

第四章 修業期限、學分、成績、轉所 

第九條 碩士班研究生修業期限以一至四年為限。 

碩士在職專班之修業年限以一年至四年為限，但未在規定之修業期限內修滿應修課程或

未完成學位論文者，修業期限得再延長一年為限。 

博士班研究生修業期限以二至七年為限。 

逕攻博士學位者修業期限至少三年，至多七年為限。 

碩博士班在職生未在規定修業期限修滿應修課程或未完成學位論文者，修業期限得再延

長一年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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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在職生」身分之界定，以入學時之報考身分為準。 

學生因懷孕、生產或哺育三歲以下子女之需要，持健保局特約區域醫院以上證明或戶籍

謄本提出申請，其延長之修業期限依實際需要核定。 

第十條  碩士班研究生至少須修滿二十四學分；博士班研究生至少須修滿十八學分；逕攻博士

學位研究生至少須修滿三十學分。碩士論文六學分、博士論文十二學分，均另計。 

第十一條研究生各科目學期成績(計算方式比照學士班規定)及論文考試成績均以一百分為滿

分，七十分為及格；未達七十分者不給學分。必修科目不及格者，不得補考，應令重

修。操行成績以六十分為及格。 

但修讀教育學程課程成績以六十分為及格，不及格者，不得補考。教育學程課程之學分

及成績，均不列入學期平均成績及學期修習學分數內計算。 

研究生修讀學士班課程成績以六十分為及格，不及格者，不得補考。學士班課程之學分

及成績不列入學期平均成績及學期修習學分數內計算。但情況特殊經學系所同意專案簽

請教務長核准者，不在此限。 

研究生學期學業及畢業成績計算方法如下： 

一、學期學業平均成績：  

(一) 以科目之學分數乘該科目成績為學分積。 

           (二) 以學分總數除總學分積為學期平均成績。 

           (三) 學期學業平均成績之計算包括不及格科目成績在內。 

        二、畢業成績：以學業平均成績與學位考試成績之平均，為其畢業成績。 

第十二條 研究生修業滿一學年以上除特殊情形，經原肄業學系(所)與擬轉入之學系(所)雙方

主任（所長）認可，並經教務長核准者外，不得轉所(組)，並以一次為限，一經核

准即不得再返原學系所組。 

第五章 退學 

第十三條 研究生有下列情形之一，應令退學： 

一、修業期限屆滿，仍未通過學位考試者。 

二、博士班研究生資格考核未依該學系(所)規定年限及次數完成者。 

三、學位考試不及格，經重考一次仍不及格者。 

四、逾期未註冊或休學逾期未復學者。 

五、操行成績不及格者。 

六、入學資格經審核不合格者。 

七、所著論文、創作、展演、書面報告或技術報告有抄襲或舞弊情事，於學系（所）組

成專案調查小組調查屬實後、經學系（所）務會議、院相關會議同意送學生獎懲

委員會決議並經校長核定退學者。 

八、其他符合各學系(所)修業規章中之退學規定，經學系（所）務會議、院相關會議同

意送學生獎懲委員會決議並經校長核定退學者。 

  第六章 畢業及授予學位 

第十四條 研究生合於左列各項規定者，准予畢業。 

          一、在規定年限內修滿應修之科目與學分者。 

          二、依照本校研究生學位考試細則，通過學位考試者。 

          研究生學位考試細則另訂之，並報教育部備查。 

第十五條 合於前條規定之碩、博士班研究生，由本校碩、博士學位考試委員會考試通過後，          

由本校授予碩、博士學位並發給學位證書。 

第七章 附則 

第十六條 本章程如有未盡事宜者，悉依本校學則有關之規定。 

第十七條 本章程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公告施行，並報教育部備查，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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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 

「國立成功大學專案教師契約書」名稱及第三點、第五點、第十五點規定修正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國立成功大學教師契約書 國立成功大學專案教師契約書 刪除「專案」之文字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甲方）為應

專 案 教 學 需 要 ， 聘 任            

（以下簡稱乙方）為教授（講座、副

教授、助理教授、講師），經雙方同

意訂立契約，共同遵守約定條款如

下： 

 

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甲方）

為應專案教學需要，聘任            

（以下簡稱乙方）為專案（講

座、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

講師），經雙方同意訂立契約，

共同遵守約定條款如下： 

 

刪除「專案」之文字 

三、薪資經費來源及報酬 

(一)薪資經費來源：□計畫經費(委

託或委辦單位：     

    計畫名稱：              

□本校預算經費) 

(二)報酬：（依專案計畫書規定填

寫，惟擔任基礎、體育……等課

程教學之教師薪資以依授課鐘

點費計算為原則。） 

三、報酬：（依專案計畫書規定

填寫，惟擔任基礎、體育……等

課程教學之專案教師薪資以依

授課鐘點費計算為原則。） 

為明確教師(計畫經費)

之薪資經費來源，爰增

訂相關文字。 

五、授課時數：授課時數除應依專案

計畫書規定填寫外，擔任基礎、

體育……等課程教學之教師每

週基本授課時數以十二小時以

上為原則。 

五、授課時數：專案教師之授課

時數，除應依專案計畫書規

定填寫外，擔任基礎、體

育……等課程教學之專案教

師每週基本授課時數以十二

小時以上為原則。 

刪除「專案」之文字 

十五、乙方在約聘期間不適用「教師

法」、「國立成功大學教師借調

處理要點」、「國立成功大學教

師出國講學及國內外研究進

修申請作業要點」、「國立成功

大學教授、副教授休假研究辦

法」、「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

條例」及公教人員婚、喪、生

育、子女教育補助等相關規

定。 

十五、乙方在約聘期間不適用

「國立成功大學教師借調

處理要點」、「國立成功大

學教師出國講學及國內外

研 究 進修 申 請作業 要

點」、「國立成功大學教

授、副教授休假研究辦

法」、「學校教職員退休、

撫卹條例」及公教人員

婚、喪、生育、子女教育

補助等相關規定。 

依教師法第三條規

定：「本法於公立及已

立案之私立學校編制

內，按月支給待遇，並

依法取得教師資格之

專任教師適用之。」，

爰明訂教師（計畫經

費）不適用教師法之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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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教師契約書 
98年 6月 24日 97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通過 

100年 6月 29日 99學年度第 5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甲方）為應專案教學需要，聘任            （以下簡稱乙方）為教授（講座、
副教授、助理教授、講師），經雙方同意訂立契約，共同遵守約定條款如下： 
一、聘任期間：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二、工作內容：（依專案計畫書規定填寫。） 
三、薪資經費來源及報酬 

(一)薪資經費來源：□計畫經費(委託或委辦單位：        計畫名稱：              
□本校預算經費) 

(二)報酬：（依專案計畫書規定填寫，惟擔任基礎、體育……等課程教學之教師薪資以依授課鐘點費
計算為原則。） 

四、服務時間：比照甲方編制內專任教師規定辦理。 
五、授課時數：授課時數除應依專案計畫書規定填寫外，擔任基礎、體育……等課程教學之教師每週基

本授課時數以十二小時以上為原則。 
六、到職及離職：乙方接到甲方聘任通知後，應依規定辦理到職手續。聘期屆滿，乙方即需離職，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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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差假：比照甲方編制內專任教師之規定辦理。 
八、出國：比照甲方「專任教師申請出國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九、乙方非經本校書面同意不得在校內外兼課或兼職。 
十、保險：乙方若符合「勞工保險條例」及「全民健康保險法」之被保險人資格者，應於到職時，由甲

方辦理加保手續；聘約期滿或中途離職，應辦理退保。來自國外未具參加勞工保險或全民健康保險
投保資格者，可請甲方協助辦理「國際技術合作人員綜合保險」。保險費由乙方負擔 35％，本校專
案計畫補助百分之 65％。如乙方不擬參加此項保險，應以親筆簽名之書函向甲方聲明。 

十一、退休：甲方參照勞工退休金條例為乙方提繳勞工退休金（外國籍人士比照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離
職儲金給與辦法提撥離職儲金）相關退休事宜。上述乙方自願提繳勞工退休金（離職儲金）之費
用，由甲方於發放薪資中代為扣繳。 

十二、研發成果歸屬：乙方在約聘期間，其工作內容所產生研發成果之智慧財產權歸甲方所有，並依「國
立成功大學研究發展成果管理辦法」辦理相關事宜。 

十三、福利： 
(一)請領甲方識別證與校內汽機車通行證。 
(二)依甲方之規定使用各項公共設施及參加校內文康活動。 
(三)其他經專案簽准之福利事項。 

十四、年終工作獎金：比照甲方編制內專任教師，依「軍公教人員年終工作獎金（慰問金）發給注意事
項」規定辦理，惟甲方用人經費遇有困難時，得酌減之。 

十五、乙方在約聘期間不適用「教師法」、「國立成功大學教師借調處理要點」、「國立成功大學教師出國
講學及國內外研究進修申請作業要點」、「國立成功大學教授、副教授休假研究辦法」、「學校教職
員退休、撫卹條例」及公教人員婚、喪、生育、子女教育補助等相關規定。 

十六、乙方於聘約有效期間，如因教學研究不力，或違反契約應履行義務，或有其他不當行為，經有關
單位查證屬實時，甲方得終止本契約並予解聘；除扣償溢領之酬金外，如有損害並追償違約之損
害賠償。 

十七、甲方於計畫執行期限內如因故計畫終止，本契約亦應同時終止。 
十八、本契約如有未盡事宜，依「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專案教學人員實施要點」及其他相關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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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契約書須俟計畫簽約完成始生效。 
2、乙方之前如曾因他案與本校簽訂聘任契約書，其聘期與本契約聘期重疊時，前契約書在本契約
書生效時同時終止。 

3、本契約書制式內容係經甲方校務會議通過生效，不得擅自更動，如被更動，該更動條款視為無
效。 

立契約人     
甲     方：國立成功大學                乙      方： 
代  表 人：黃 煌 煇                  身分證字號： 
地     址：701台南市大學路一號        （無中華民國身分證者請填護照號碼） 
甲方用人單位主管簽章：                 戶 籍 地 址： 
                                       聯 絡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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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專案研究人員契約書」名稱及第三點規定修正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國立成功大學研究人員契約書 國立成功大學專案研究人員契

約書 

刪除「專案」之文字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甲方）

為應專案教學需要，聘任            

（以下簡稱乙方）為（研究員、

副研究員、助理研究員、研究

助理），經雙方同意訂立契約，

共同遵守約定條款如下： 

 

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甲方）

為應專案教學需要，聘任            

（以下簡稱乙方）為專案（研

究員、副研究員、助理研究員、

研究助理），經雙方同意訂立契

約，共同遵守約定條款如下： 

 

 

刪除「專案」之文字 

三、薪資經費來源及報酬 

(一)薪資經費來源：□計畫

經費(委託或委辦單位：         

    計畫名稱：              

□本校預算經費) 

(二)報酬：（依專案計畫書規

定填寫。） 

三、報酬：（依專案計畫書規定

填寫。） 

為明確研究人員(計畫經

費)之薪資經費來源，爰增

訂相關文字。 

 

附件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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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研究人員契約書 
98年 6月 24日 97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通過 

100年 6月 29日 99學年度第 5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甲方）為應專案研究需要，聘任            （以下簡稱乙方）為（研
究員、副研究員、助理研究員、研究助理），經雙方同意訂立契約，共同遵守約定條款如下： 
一、聘任期間：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二、工作內容： 

（依專案計畫書規定填寫。） 
三、薪資經費來源及報酬 

(一)薪資經費來源：□計畫經費(委託或委辦單位：        計畫名稱：              
□本校預算經費) 

(二)報酬：（依專案計畫書規定填寫。） 
四、服務時間：比照甲方編制內專任研究人員規定辦理。 
五、到職及離職：乙方接到甲方聘任通知後，應依規定辦理到職手續。聘期屆滿，乙方即需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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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差假：比照甲方編制內專任研究人員之規定辦理。 
七、出國：比照甲方「專任教師申請出國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八、乙方非經本校書面同意不得在校內外兼課或兼職。 
九、保險：乙方若符合「勞工保險條例」及「全民健康保險法」之被保險人資格者，應於到職

時，由甲方辦理加保手續；聘約期滿或中途離職，應辦理退保。來自國外未具參加勞工保
險或全民健康保險投保資格者，可請甲方協助辦理「國際技術合作人員綜合保險」。保險費
由乙方負擔 35％，本校專案計畫補助 65％。如乙方不擬參加此項保險，應以親筆簽名之書
函向甲方聲明。 

十、退休：甲方參照勞工退休金條例為乙方提繳勞工退休金（外國籍人士比照各機關學校聘僱
人員離職儲金給與辦法提撥離職儲金）相關退休事宜。上述乙方自願提繳勞工退休金（離
職儲金）之費用，由甲方於發放薪資中代為扣繳。 

十一、福利： 
(一)請領甲方識別證與校內汽機車通行證。 
(二)依甲方之規定使用各項公共設施及參加校內文康活動。 
(三)其他經專案簽准之福利事項。 

十二、年終工作獎金：比照甲方編制內專任教師，依「軍公教人員年終工作獎金（慰問金）發
給注意事項」規定辦理，惟甲方用人經費遇有困難時，得酌減之。 

十三、研發成果歸屬：乙方在約聘期間，其工作內容所產生研發成果之智慧財產權歸甲方所有，
並依「國立成功大學研究發展成果管理辦法」辦理相關事宜。 

十四、乙方在約聘期間不適用「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條例」及公教人員婚、喪、生育、子女
教育補助……等相關規定。 

十五、乙方於聘約有效期間，如因教學研究不力，或違反契約應履行義務，或有其他不當行為，
經有關單位查證屬實時，甲方得終止本契約並予解聘；除扣償溢領之酬金外，如有損害
並追償違約之損害賠償。 

十六、甲方於計畫執行期限內如因故計畫終止，本契約亦應同時終止。 
十七、本契約如有未盡事宜，依「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專案教學人員實施要點」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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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本契約書須俟計畫簽約完成始生效。 
2、乙方之前如曾因他案與本校簽訂聘任契約書，其聘期與本契約聘期重疊時，前契約書在
本契約書生效時同時終止。 

3、本契約書制式內容係經甲方校務會議通過生效，不得擅自更動，如被更動，該更動條款
視為無效。 

 
立契約人     
甲     方：國立成功大學                乙      方： 
代  表 人：黃 煌 煇                  身分證字號： 
地     址：701台南市大學路一號       （無中華民國身分證者請填護照號碼） 
甲方用人單位主管簽章：                 戶 籍 地 址： 
                                       聯 絡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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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國立成功大學契僱人員暨聘僱人員薪點支給待遇標準表             
級數 薪點 薪給 各職稱敘薪標準 備註 

54 450 52,920 

                     
 

  一、本表作為契(聘)僱人員敘薪基礎，並
為日後調薪之依據。 

二、新進契(聘)僱人員除經專案簽准外，
一律以「僱用辦事員」職稱進用，並
自該職稱最低薪點起薪。聘(僱)期間
通過內部陞遷遴選程序者，自核准之
日起改依所調任職稱之最低薪點起
薪，如原支薪點高於調任職稱之最低
薪點時，敘同數額薪點之薪給。 

三、經用人單位依「本校契僱人員暨聘僱
人員進用資格標準表」認定該職務確
需具特殊專長能力者，得視其專長與
工作表現，依下列標準簽准支給第 1
級職務加給。爾後並得視其工作表現
與貢獻度於年度考核後，再行簽准逐
級支給職務加給。職務加給之核給於
認定上有疑義時，由人事室彙提契
(聘)僱人員管理委員會審議。              

職稱 
 
 

   級 
類 數 
別 

僱用辦事員 
僱用助理員 僱用組員 

僱用技佐 僱用技士 

1 2 3 1 2 3 1 2 3 

資訊 

技術 
1000 2000 3000 3000 4000 5000 5000 6000 7000 

專業 

證照 
500 1000 1500 1000 1500 2000 1500 2000 2500 

語文 

能力 
1000 2000 3000 3000 4000 5000 5000 6000 7000 

 
類別 

 
 

   級 
職 數 
稱 

律師 

1 2 3 4 5 6 

校聘律師

(三級) 
30000 30800 31600 32400 33200 34000 

校聘律師

(二級) 
30800 32000 33200 34400 35600 36800 

校聘律師

(一級) 
32000 33600 35200 36800 38400 40000 

※依 96 年 12 月 19 日修正前之本表備註
三，專案簽准較「同職稱同級人員」提
高敘薪標準者，如有符合修正後之規
定，得於本表修正施行後擇一支給，惟
如擇領修正後之標準者，原提高之薪點
應調降回原敘薪點。 

四、公務人員退休後再任有給之公職，及
軍職退伍支領退休俸或生活補助費之
員再任之工作報酬每月達第一職等本
俸最高俸額及專業加給合計 31200
元，需停支月退休金(俸)，停支優惠
存款。 

五、本表薪點折合率每點 117.6 元。遇中
央公教人員待遇調整時，得比照調整
本支給待遇標準表。 

53 445 52,332 450 
52 440 51,744 │ 
51 435 51,156 425 
50 430 50,568   

49 425 49,980  
 
 
 
 
 

僱僱校 

用用聘 

技組律 

士員師 

    ︵    

    一 

    級 

    ︶ 
 
 

425 
 
│ 
 

320 
  

  
  
  
  

  
  

 48 420 49,392 

47 415 48,804 

 

 

  
46 410 48,216 415 
45 405 47,628 │ 
44 400 47,040 390 
43 395 46,452   
42 390 45,864 

 
 

 

 
僱僱校 

用用聘 

技助律 

佐理師 

  員︵ 

    二 

    級 

     ︶ 
 

 

 
 
 

390 
 
│ 
 

280 
 
 
 
 
 

41 385 45,276 

40 380 44,688 

 

  
39 375 44,100 380 
38 370 43,512 │ 
37 365 42,924 355 
36 360 42,336   
35 355 41,748 

 

   

僱 校 

用 聘 

辦 律 

事 師 

員 ︵ 

   三 

    級 

    ︶ 

 
 
 
 
 
 
  

355 
 
│ 
 

240 
  

  

34 350 41,160 
33 345 40,572 
32 340 39,984 
31 335 39,396 

30 330 38,808 

29 325 38,220 

28 320 37,632 

27 315 37,044 

  

26 310 36,456 

25 305 35,868 

24 300 35,280 

23 295 34,692 

22 290 34,104 

21 285 33,516 

20 280 32,928 

19 275 32,340 

 

18 270 31,752 

17 265 31,164 

16 260 30,576    

僱 
 
用 
 
書 
 
記 
 
 
 
 
 

260 
 
│ 
 

185 
   

15 255 29,988 

14 250 29,400 

13 245 28,812 

12 240 28,224 

11 235 27,636 

  

10 230 27,048 

9 225 26,460 

8 220 25,872 

7 215 25,284 

6 210 24,696 

5 205 24,108 

4 200 23,520 

3 195 22,932 

2 190 22,344 
1 185 21,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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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 

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辦法修正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原 條 文 說  明 

第三條 自籌收入得支應之

用途 如下： 

一  編制內教師及編制內

研究人員本薪(年功

薪)、加給以外之給與

及編制外人員之人事

費。 

二  行政人員辦理第二條

第一款至第五款之自

籌收入業務有績效者

之工作酬勞。 

三  講座經費。 

四  教師教學及學術研究

獎勵。 

五  出國旅費。 

六  公務車輛之增購、汰換

及全時租賃。 

七  新興工程支應原則。 

 八  因應自償性支出之舉

借及其償還財源之控

管機制。 

九  學生參加競賽獎金。 

十  會議、講習、訓練或研

討(習)會支給。 

十一  其他應規範經費。 

第三條 自籌收入得支應之

用途 如下： 

一  編制內教師及編制內

研究人員本薪(年功

薪)、加給以外之給與

及編制外人員之人事

費。 

二  行政人員辦理第二條

第一款至第五款之自

籌收入業務有績效者

之工作酬勞。 

三  講座經費。 

四  教師教學及學術研究

獎勵。 

五  出國旅費。 

六  公務車輛之增購、汰換

及全時租賃。 

七  新興工程支應原則。 

 八  因應自償性支出之舉

借及其償還財源之控

管機制。 

九  學生參加競賽獎金。 

十  其他應規範經費。 

一、配合研發處提案修

正。 

二、依教育部 99年 7月

5 日臺高(三)字第

0990104427號函，各

校依教學研究等推

動業務需要，以五項

自 籌 經 費 辦 理 會

議、講習、訓練或研

討（習）會需依管監

辦法明定於各校校

務基金收支管理規

定，並清楚明訂支給

標準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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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辦法 

99年 5月 10日 98學年度第 5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 

99年 6月 23日 98學年度第 5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年 1月 5日 99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年 3月 30日 99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年 4月 28日教育部臺高(三)字第 1000066925號函通過 

100年 6月 29日 99學年度第 5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為有效管理及運用自籌收入，依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七條規定訂定本
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自籌收入包括： 
一 推廣教育收入：依推廣教育實施辦法之規定辦理推廣教育及研習、訓練等班次所收取之收

入。 
二 建教合作收入：為外界提供訓練、研究及設計等服務所獲得之收入。 
三 場地設備管理收入：提供場所及設施等所收取之收入。 
四 捐贈收入：無償收受動產、不動產及其他一切有財產價值之權利或債務之減少。 
五 投資取得之收益：依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第七條之一及國立成功大學校院校務

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九條規定所投資取得之有關收益。 
第三條  自籌收入得支應之用途如下： 

一  編制內教師及編制內研究人員本薪(年功薪)、加給以外之給與及編制外人員之人事費。 
二  行政人員辦理第二條第一款至第五款之自籌收入業務有績效者之工作酬勞。 
三  講座經費。 
四  教師教學及學術研究獎勵。   
五  出國旅費。 
六  公務車輛之增購、汰換及全時租賃。 
七  新興工程支應原則。 
八  因應自償性支出之舉借及其償還財源之控管機制。 
九  學生參加競賽獎金。 
十  會議、講習、訓練或研討(習)會支給。 
十一  其他應規範經費。 

第四條  第二條第一款之推廣教育收入，應衡量使用學校資源情形，由學校先從收入總額中適當提
列行政管理費。 

第五條  為推廣國際化，鼓勵教職員出國觀摩及參與學術活動，得以自籌收入為財源支應因公派員
出國案件，並由學校依所訂定之要點審核。 

        校長因公出國案件，依「教育部及所屬機關學校因公派員出國案件處理要點」第五點規定
辦理。 

        研究發展處應訂定因公派員出國案件處理要點，提報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以下稱管理委
員會）審議通過後實施。 

第六條  為合理使用公務車輛，得彈性運用自籌收入為財源，增購、汰換及全時租賃公務車輛。總
務處應訂定公務車輛之使用、租賃要點，經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實施。 

第七條  為有效安排新興工程規劃，及促進民間投資，節省政府之預算撥付，可彈性運用自籌收入
為財源，支應學校之新興工程。總務處應訂定新興工程之支應要點，經管理委員會審議通
過後實施。 

第八條  為有效進行財務規劃，因應自償性之宿舍、停車場、醫院等類型建設工程或管理營運之支
出，除可彈性運用自籌收入及歷年基金盈餘為財源外，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之審議通過
後，得向金融機構舉借。 
 財務處應會同總務處就舉債控管、確保債務清償及債務無法清償之因應措施等，訂定自償
性支出之控管機制，經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送校務會議核備後實施。 

第九條  收受之捐贈收入為現金時，應確實交付學校收受；現金以外者，應確實點交，屬不動產者，
應由總務處資產管理組辦妥所有權移轉登記。 
 非由學校全權管控之指定捐贈收入，除經校長核准者外，一律提撥 5%之行政管理費。 

第十條  自籌收入之收支情形，應由相關主管人員、經費執行人員、使用及保管資產人員，負其執
行預算、保管及使用資產之相關責任，並由會計人員負責帳務處理及彙編財務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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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條  自籌收入之收支、保管及運用，應設置專帳處理，經費收支應有合法憑證，並依規定     
年限保存；建教合作收支，應依建教合作機構之規定或契約辦理。 

        前項所列各項收入之收支預計表、收支決算表，連同相關書表及全校收支財務報表，應送
教育部備查，並依相關規定上網公告，及接受教育部派員或委請會計師查核。 

第十二條  各行政及學術單位，就自籌收入該單位歷年之自行控管財源，得自訂相關管理規定或專
案申請，經管理委員會通過後執行。 

第十三條  各行政單位及院、系所中心等分配運用經費，未用罄之經費得延至次一年度繼續使用。 
第十四條  本辦法經管理委員會及校務會議通過，報教育部備查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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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 99 學年度第 5次校務會議延會紀錄 

時間：100年 7月 7日（星期四）上午九時 

地點：光復校區國際會議廳第二演講室 

出席：如附件 1, p6 

主席：黃校長煌煇                             記錄：江芬芬 

壹、報告事項： 

一、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並確認：修正後確認(附表 1, p7)。 

（一）修正會議紀錄： 

1.第一案附帶決議： 

(1)教學優良→教務處；優良導師→學務處；產學優良→研發處；請各處召

集各系所主管研議，制定統一、公正的評審方法。 

(2)請教務處研究學生對教師的評量是否與教師給分有對比關係，以為教師

評量的客觀參考。 

2.第二案附帶決議：增聘請法律系蔡志方教授為「校園自主」小組校內諮詢顧問。 

3.修正第二案決議內容，增列一、本校必須於教育部有明確的適法性規定說

明後再執行本案。 

（二）建議事項： 

吳清在教授建議：舉辦「校園自主治理方案」說明會時，宜在通告上書明，

會後將進行無記名調查，提高教職員工的參與度。 

二、主席報告： 

許多大學對「校園自主」都相當的熱衷，但教育部認為只有成大最具備執

行的條件，因為我們的產學能力最強。上星期在中興大學開會時，教育部官

員當著所有大學校長面前說：「成功大學的校園自主若不成功，沒有任何學校

可以成功；只有成功大學做成功了，其他學校才能照這模式做。」由此可見，

我們的能量、校風是被認可的。校園自主需要融合各方意見，以教職員工的

最佳利益為考量，研議出最有保障、最合理的制度，讓學校的發展更為宏觀。 

貳、討論事項： 

第十案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進用契僱人員暨聘僱人員實施要點」名稱及相關

條文暨其契約書第 9點、第 16點規定及具結書內容，修正草案條文對照

表如議程附件 25、26，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本案業經本（100）年 4月 28日契(聘)僱管理委員會 99學年度第 2次會

議及本（100）年 5月 4日第 705次主管會報討論通過。 

二、本次修訂重點如下： 

（一）因本要點之實施及修正程序，本次擬增列須經校務會議審核通過，較

為慎重，爰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三條規定，將本校「進用契僱人員暨

聘僱人員實施要點」名稱修正為「進用契僱人員暨聘僱人員實施辦

法」，以資週延。 

（二）依教育部來函規定，將辦理事務維持中立注意事項及迴避進用之規定

增（修）訂於旨揭實施要點、契約書中。 

（三）依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決議，將契(聘)僱人員應遵守性別平等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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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之規定列入旨揭契約書中。 

（四）將本要點之修訂程序改列須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使修訂程序較為完

整。 

三、檢附本校現行之「進用契僱人員暨聘僱人員實施要點」及其契約書(議程

附件 27)。 

擬辦：討論通過後實施。 

決議：修正通過「國立成功大學進用契僱人員暨聘僱人員實施辦法」暨其契約

書、具結書修正案（附件 2, p8）。 

第十二案 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由：擬訂定「國立成功大學校級研究中心設置暨管理辦法」（草案），提請  討

論。 

說明： 

一、本校「邁向頂尖大學計畫推動總中心」業務會議於 100年 4月 17日決議，

由本處研擬校級研究中心之設置、管考、退場機制相關原則。 

二、檢附本辦法草案（議程附件 31）。 

擬辦：討論通過後實施。 

決議：修正通過「國立成功大學校級研究中心設置暨管理辦法」（附件 3, p23）。 

第十三案 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由：擬訂定「國立成功大學院級中心設置暨管理原則」（草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本校「邁向頂尖大學計畫推動總中心」業務會議於 100年 4月 17日決議，

由本處研擬院級編制內中心之設置、管考、退場機制相關原則。 

二、檢附本原則草案（議程附件 32）。 

擬辦：討論通過後實施。 

決議：修正通過「國立成功大學院級中心設置暨管理原則」（附件 4, p24）。 

第十四案 提案單位：人文社會科學中心 

案由：修訂本校「人文社會科學中心設置辦法」第四條條文，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本中心為有效推動業務、整合校內研究人力與資源，擬修正中心設置辦

法第四條條文。 

二、修正條文如對照表（議程附件 33）。 

三、檢附原條文（議程附件 34）。 

擬辦：討論通過後實施。 

決議：修正通過本校「人文社會科學中心設置辦法」第四條修正案（附件 5, p25）。 

第十六案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研發處 

案由：擬將學務處「學生輔導組」更名為「心理健康與諮商輔導組」，並修正組

織規程第七條條文（議程附件 37），以符合定位明確、強調專業及擴大服

務之目標，提請  討論。 

說明： 

一、名稱重疊性高：目前「學生輔導組」與「生活輔導組」在業務的區分上，

容易造成師生及學生家長的混淆；而「學輔組」的簡稱又與教務處「學

術服務組」的簡稱「學服組」極其相似，以致經常造成行政作業及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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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困擾。 

二、強調專業：本校自 93學年度起，已陸續增聘 7位具有專業證照之心理師；

因此，在專業輔導方面已得到全校師生的信賴。 

三、服務對象：因應學校要求支援教職員心理諮商服務，本組心理諮商的對

象，範圍從「學生」擴大為本校教職員工，擬將「學生輔導組」更名為

「心理健康與諮商輔導組」，以擴大服務本校教職員工。 

四、服務定位：現代校園心理健康已從過去的「輔導」角色更轉為積極的「心

理健康預防」角色，擬以「心理健康與諮商輔導」更正向的用詞，增加

使用者的可近性。 

擬辦：討論通過後，組織規程報請教育部核定。 

決議：照案通過學務處「學生輔導組」更名為「心理健康與諮商輔導組」，及

組織規程第七條修正案（附件 6, p27）。 

第十七案 提案單位：總務處、研發處 

案由：擬修正本校組織規程第 24條之校園規劃委員會相關條文，提請  討論。 

說明： 

一、依校園規劃及運用委員會工作小組 100年 5月 9日 99學年度第 9次會議

辦理，為研議校舍建築之配置、校園發展、環境及景觀之規劃等校園規

劃事項暨縮短決策時程、增進行政效能，提修訂「國立成功大學校園規

劃及運用委員會設置辦法」第 2條，修訂召集人為校長及副召集人為總

務長，並經 100年 6月 1日第 707次主管會報討論，增列財務長為當然

委員。 

二、為辦理前述「國立成功大學校園規劃及運用委員會設置辦法」第 2條修

正事宜，提請修訂「國立成功大學組織規程」第 24條第 1項第 9款相關

條文。 

三、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及原條文(節錄)（議程附件 38）。 

擬辦：本提案通過後，組織規程報請教育部核定；校園規劃及運用委員會設置辦

法之修訂，依程序提行政會議討論通過後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本校組織規程第 24條修正案（附件 7, p28）；本校「校園規劃

及運用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案請提第 164次行政會議報告追認。 

第十八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人事室 

案由：擬修訂本校教師評量要點第十二條，修訂條文對照表如說明三，提請  討論。 

說明： 

ㄧ、為明確規範非屬學院之系(所)、體育室及一級中心（處、館）、微奈米

科技研究中心、計算機與網路中心院級教師評審委員會之歸屬。 

二、本校教師聘任辦法第十四條業已修正為：「非屬學院之系(所)、體育室

及一級中心（處、館）之教師聘任，其初審比照系(所)辦理，複審除微

奈米科技研究中心、計算機與網路中心分別由工學院、電機資訊學院教

師評審委員會辦理外，餘由非屬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辦理。」教師升等

辦法相關條文亦已配合修正為：「……之教師升等，其初審比照系(所)

辦理；……。」。 

三、修訂條文對照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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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後條文 原  條  文 說    明 
十二、非屬學院之系(所)、體育

室及一級中心（處、館）
之教師評量，其初審比照
系(所)辦理；複審除微奈
米科技研究中心、計算機
與網路中心分別由工學
院、電機資訊學院教師評
審委員會辦理外，餘由非
屬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辦
理。 

十二、非屬學院之系（所）、
室、中心、館、處之
教師評量，其初審與
複審比照系（所）院
辦理；計算機與網路
中心之教師評量，其
初審比照系（所）辦
理，複審由工學院教
師評審委員會辦理。 

 

＊明確規範非屬學院
之系(所)、體育室
及一級中心（處、
館）、微奈米科技研
究中心、計算機與
網路中心院級教師
評審委員會之歸
屬。 

四、本案經 100年 5月 27日 99學年度第 10次校教評會討論通過，檢附原

條文（議程附件 39）。 

擬辦：通過後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本校教師評量要點第十二點修正案（附件 8, p29）。 

附帶決議：計算機與網路中心的教師工作性質與電資學院教師不同，在升等與評量

時須作適當的區隔，合理的評量。 

第十九案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專案工作人員實施要點」及其契約

書、「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專業經理人實施要點」及其契約書，修

正草案對照表（議程附件 40），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本案業經本校 99年 10月 20日第 696次、100年 4月 20日第 704次主

管會報及 99年 12月 8日 99學年度第 2次、100年 5月 10日 99學年度

第 4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討論通過。 

二、本次修正重點及理由如下： 

（一）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三條及第八條規定，將本校「國立成功大學校務

基金進用專案工作人員實施要點」名稱修正為「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

金進用專案工作人員實施辦法」，另辦法條文分條書寫，冠以「第某

條」字樣，並得分為項、款、目，俾提升法規周延性。 

（二）修訂人員進用之經費來源依據：依新修正之本校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

辦法修正。 

（三）修訂人員進用之經費來源依據：依新修正之本校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

辦法修正。 

（四）增訂公餘進修規定，以資明確。另增訂請領差旅費標準。 

（五）增訂其他以本校校務基金非自籌經費進用之人員，除另有規定外，得

比照本辦法辦理，俾利管理。 

三、檢附本校現行校務基金進用專案工作人員實施要點及其契約書與本校現行校

務基金進用專業經理人實施要點及其契約書各乙份（議程附件 41）。 

擬辦：討論通過後實施。 

決議：修正通過「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專案工作人員實施辦法」及其契約

書、「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專業經理人實施辦法」及其契約書修正

案（附件 9, p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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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案 提案單位：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案由：「國立成功大學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二點條文修正草案（議

程附件 42）及「國立成功大學校園性侵害及性騷擾防治辦法」修正草案

（議程附件 43），提請  討論。 

說明： 

一、鑑於校園性別平等教育工作範疇包括全校各單位工作之統合，故於 100

年 3月 16日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會議討論通過由主任秘書擔任性平會之

執行秘書，以利會務之運作。 

二、教育部於 2月 14日來函指示依「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準則」新修正

規定，請各級學校配合修正各校之防治辦法，爰提出「國立成功大學性

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二點條文修正草案及「國立成功大學校

園性侵害及性騷擾防治辦法」修正草案。 

三、檢附現行條文（議程附件 44）。 

擬辦：通過後實施。 

決議：修正通過「國立成功大學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二、八點修

正案（附件 10, p49）及「國立成功大學校園性侵害及性騷擾防治辦法」

修正案（附件 11, p51）。 

 

參、臨時動議：無 

肆、散會：12時 2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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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國立成功大學 99學年度第 5次校務會議延會出(列)席名單 

時間：一百年 7月 7日上午 9時 

地點：光復校區國際會議廳第 2演講室 

出席：顏鴻森 蘇慧貞  何志欽 黃吉川（林朝成代） 林啟禎 黃正亮 黃文星 黃

正弘  陳進成  張高評 王文霞 陳玉女 傅永貴（柯文峰代） 柯文峰    

崔祥辰 張敏政 侯平君 游保杉（劉瑞祥代） 劉瑞祥 楊毓民  黃啟原  洪

敏雄（陳引幹代）  陳引幹 方一匡 廖德祿 趙儒民 黃正能 蔡展榮 鄭金

祥  陳天送  劉大綱  曾永華  陳 敬 李 強  郭淑美  葉光毅 林峰田

（吳豐光代）  周君瑞（謝孟達代）  張有恆  王泰裕  潘浙楠 胡大瀛

（蔡東峻代）  鄭至甫  楊明宗  吳清在  林炳文（王順賢代） 郭余民  

何漣漪  張哲豪（林玲伊代）  吳俊明  劉清泉（吳俊明代） 蔡志方 王

富美 李劍如 陳廣明（楊文英代） 陳明輝 吳如容  李金駿黃信復（李琛

驊代）李永祥 

 

列席：楊明宗 李清庭  利德江 蔡明祺（陳顯禎代） 楊瑞珍 張丁財 李丁進  陳

響亮 蕭世裕（蕭慧如代） 黃肇瑞（陳元方代）謝文眞 戴 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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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國立成功大學 99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延會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表 
100年 7月 7日 

決議案摘要 承辦單位執行情形 

第一案 

案由：研發處研擬「國立成功大學延攬、留住及獎勵特
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支給原則」(草案)，提請 討
論。 

決議：修正通過「國立成功大學延攬、留住及獎勵特殊
優秀人才彈性薪資支給原則」，各學院分配額度之
計算方式經投票表決，已列入原則第十二點。 

附帶決議： 
一、教學優良→教務處；優良導師→學務處；產學優

良→研發處；請各處召集各系所主管研議，制定
統一、公正的評審方法。 

二、請教務處研究學生對教師的評量是否與教師給分
有對比關係，以為教師評量的客觀參考。 

 

第二案 

案由：「校園自主治理」制度在成大正以專案研究名義
積極規劃中，未來若實施此案將改變成大現行組
織架構。此為本校之重大事件；故推行此制度之
前，必須使全體正式編制內教職員工充分了解此
方案實施內容，並以無記名方式彙整其意見供校
務會議參考，再經校務會議討論通過後實施，提
請  討論。 

決議： 
一、本校必須於教育部有明確的適法性規定說明後再

執行本案。 
二、有關「校園自主治理」制度，將至各學院（含醫

院）詳細說明，並讓教職員工充分表達意見，亦
將進行全面性無記名調查，徵詢其支持或不支持
之意見，統計後送校務會議，作為校務會議代表
投票之參考。 

附帶決議：增聘請法律系蔡志方教授為「校園自主」小組
校內諮詢顧問。 

 

第三案 

案由：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教授、副教授休假研究辦
法」，提請  討論。 

決議：修正通過「國立成功大學教授、副教授休假研究
辦法」，自 100學年度第 2學期起施行。 

 

研發處： 

照案辦理並備文報
教育部及國科會備
查。 

 

 

 

 

 

 

 

 

 

 

秘書室： 

依決議辦理。 

 

 

 

 

 

 

 

 

 

 

 

 

 

 

 

 

 

人事室： 

照案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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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國立成功大學進用契僱人員暨聘僱人員實施辦法修正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國立成功大學進用契僱人員暨
聘僱人員實施辦法 

國立成功大學進用契僱人員
暨聘僱人員實施要點 

因本要點之實施及修正程
序，增列須經校務會議審議
通過，較為慎重，爰依中央
法規標準法第三條規定，將
本校「進用契僱人員暨聘僱
人員實施要點」名稱修正為
「進用契僱人員暨聘僱人
員實施辦法」，以資週延。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第一條  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
稱本校）為促進行政人
力彈性多元化及因應
校務發展需要，特依大
學法、教育部「國立大
專校院行政人力契僱
化實施原則」、「國立成
功大學校務基金進用
專案工作人員實施要
點」及「勞動基準法」，
訂定「國立成功大學進
用契僱人員暨聘僱人
員實施辦法」（以下簡
稱本辦法）。 

一、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
本校）為促進行政人力彈
性多元化及因應校務發
展需要，特依大學法、教
育部「國立大專校院行政
人力契僱化實施原則」、
「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
金進用專案工作人員實
施要點」及「勞動基準
法」，訂定「國立成功大
學進用契僱人員暨聘僱
人員實施要點」（以下簡
稱本要點）。 

1.名稱修訂。 
2.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八
條規定，辦法條文應分條
書寫，冠以「第某條」字
樣，爰配合修訂為「第一
條」。 

3.「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
進用專案工作人員實施
要點」名稱擬修訂為「國
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進
用專案工作人員實施辦
法」，目前正辦理中，爰
配合修訂。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契僱人員，
係指本校編制內職員
列委任或跨列委任各
職等職務出缺時，得控
留員額改以契約用人
方式進用之編制外人
員；所需經費由控留職
員員額之經費支應，並
以服務費用列支。 
本辦法所稱聘僱人
員，係指為支援行政人
力進用之編制外人
員。聘僱人員除工作內
容與建教合作及國科
會計畫完全相關者，所
需經費得以校管理費
收入支應外，其餘人員
均由本校校務基金年
度預算列支。 

二、本要點所稱契僱人員，係
指本校編制內職員列委
任或跨列委任各職等職
務出缺時，得控留員額改
以契約用人方式進用之
編制外人員；所需經費由
控留職員員額之經費支
應，並以服務費用列支。 
本要點所稱聘僱人員，係
指為支援行政人力進用
之編制外人員。聘僱人員
除工作內容與建教合作
及國科會計畫完全相關
者，所需經費得以校管理
費收入支應外，其餘人員
均由本校校務基金年度
預算列支。 

1.配合名稱之變更作文字
修正。 

2.同第一條說明 2。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契僱人員
暨聘僱人員（以下簡稱
契（聘）僱人員）之人
事管理，悉由「本校契
僱人員暨聘僱人員管
理委員會」（以下簡稱
管委會）依本辦法之規
定辦理。 

三、本要點所稱契僱人員暨聘
僱人員（以下簡稱契（聘）
僱人員）之人事管理，悉
由「本校契僱人員暨聘僱
人員管理委員會」（以下
簡稱管委會）依本要點之
規定辦理。 

1.配合名稱之變更作文字
修正。 

2. 同第一條說明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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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管委會置主任委員一
人，由主任秘書擔任；
委員八至十人，以下列
方式產生： 

一、當然委員三人：研發
長、人事室主任及會
計主任。 

二、指定委員二人：由校
長就本校人員指定
之。 

三、票選委員三至五人：
由契（聘）僱人員票
選產生。行政、教學
及研究單位至少各一
人。但各一級單位擔
任代表人數，以一人
為限。 

    委員任期一年，期滿
得連任。 

四、管委會置主任委員一人，
由主任秘書擔任；委員八
至十人，以下列方式產
生： 

（一）當然委員三人：研發
長、人事室主任及會
計主任。 

（二）指定委員二人：由校
長就本校人員指定
之。 

（三）票選委員三至五人：
由契（聘）僱人員票
選產生。行政、教學
及研究單位至少各
一人。但各一級單位
擔任代表人數，以一
人為限。 

    委員任期一年，期滿得連
任。 

同第一條說明 2。 

第五條  管委會開會時，應有全
體委員過半數之出
席，始得開會，其決議
以出席委員過半數之
同意為之；可否同數時
取決於主任委員。 
管委會開會時得視事
實需要邀請有關人員
列席。管委會委員為職
缺候選人時，應行迴
避。 
前項決議出席委員人
數之計算應扣除迴避
委員。 

五、管委會開會時，應有全體
委員過半數之出席，始得
開會，其決議以出席委員
過半數之同意為之；可否
同數時取決於主任委員。 
管委會開會時得視事實
需要邀請有關人員列
席。管委會委員為職缺候
選人時，應行迴避。 

    前項決議出席委員人數
之計算應扣除迴避委員。 

同第一條說明 2。 

第六條  管委會之任務如下: 
一、契（聘）僱人員之進

用審核事項。 
二、契（聘）僱人員之續

聘審核事項。 
三、契（聘）僱人員之考

核及獎懲審議事項。 
四、其他有關契（聘）僱

人員管理之相關事項。 

六、管委會之任務如下: 
（一）契（聘）僱人員之進

用審核事項。 
（二）契（聘）僱人員之續

聘審核事項。 
（三）契（聘）僱人員之考

核及獎懲審議事項。 
（四）其他有關契（聘）僱

人員管理之相關事
項。 

同第一條說明 2。 

第七條  各單位欲進用契（聘）
僱人員時，須敘明進用
理由、工作內容及所需
人員應具資格條件，循
行政程序簽奉核准
後，始得辦理進用。 
契（聘）僱人員之聘
（僱）資格依「國立
成功大學契僱人員暨
聘僱人員進用資格標
準表」（如附表一）辦
理。 

七、各單位欲進用契（聘）
僱人員時，須敘明進用
理由、工作內容及所需
人員應具資格條件，循
行政程序簽奉核准
後，始得辦理進用。 
契（聘）僱人員之聘（僱）
資格依「國立成功大學契
僱人員暨聘僱人員進用
資格標準表」（如附表
一）辦理。 

同第一條說明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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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各單位編制內職員職
務出缺時，得彈性先行
調整單位內部現有職
員人力，並就調整後所
遺職缺改以進用契僱
人員。 
各單位進用契（聘）僱
人員時，除經專案簽准
外，一律以「僱用辦事
員」職稱進用。 
各單位進用「僱用書
記」、「僱用辦事員」以
外職稱之契（聘）僱人
員，應從校內現有契
（聘）僱人員先行遴
選，無適當人選時，始
得對外辦理甄選。 

八、各單位編制內職員職務
出缺時，得彈性先行調
整單位內部現有職員
人力，並就調整後所遺
職缺改以進用契僱人
員。 
各單位進用契（聘）僱人
員時，除經專案簽准外，
一律以「僱用辦事員」職
稱進用。 
各單位進用「僱用書
記」、「僱用辦事員」以外
職稱之契（聘）僱人員，
應從校內現有契（聘）僱
人員先行遴選，無適當人
選時，始得對外辦理甄
選。 

同第一條說明 2。 

第九條  各單位辦理進用時，應
注意其公平性、正當
性，及擬任人員所具資
格條件與擬任職務間
之適當性。 
機關首長之配偶及三
親等以內血親、姻親，
不得進用為本機關或
所屬機關之契（聘）僱
人員；各級主管之配偶
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
親，在其主管單位中應
迴避進用。 
應迴避任用之人員，在
各該主管接任以前任
用者，不受前項之限
制。 

九、各單位辦理進用時，應
注意其公平性、正當
性，及擬任人員所具資
格條件與擬任職務間
之適當性。 
機關首長之配偶及三親
等以內血親、姻親，不得
進用為本機關或所屬機
關之契（聘）僱人員；各
級主管之配偶及三親等
以內血親、姻親，在其主
管單位中應迴避進用。 
應迴避任用之人員，在各
該主管接任以前任用
者，不受前項之限制。 

同第一條說明 2。 

第十條  契（聘）僱人員之進
用，除本校與本校附設
高級工業職業進修學
校現有契（聘）僱人員
初任時係經公開甄選
進用者，得專案簽准免
經甄審互為遷調外，均
應辦理公開甄選，由用
人單位二人、人事室一
人及管委會主任委員
指定委員一人組成甄
選小組，用人單位主管
擔任召集人，辦理面
試、業務測驗等事宜，
公告及甄選工作由人
事室主辦，用人單位協
辦，甄試評定分數後依
成績高低順序造冊，簽
請校長核定並書面提
管委會報告。 
面試及業務測驗成績
所佔百分比由用人單

十、契（聘）僱人員之進用，
除本校與本校附設高級
工業職業進修學校現有
契（聘）僱人員初任時係
經公開甄選進用者，得專
案簽准免經甄審互為遷
調外，均應辦理公開甄
選，由用人單位二人、人
事室一人及管委會主任
委員指定委員一人組成
甄選小組，用人單位主管
擔任召集人，辦理面試、
業務測驗等事宜，公告及
甄選工作由人事室主
辦，用人單位協辦，甄試
評定分數後依成績高低
順序造冊，簽請校長核定
並書面提管委會報告。 
面試及業務測驗成績所
佔百分比由用人單位視
需要自行訂定，但面試或
業務測驗其中一項之成

同第一條說明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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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視需要自行訂定，但
面試或業務測驗其中
一項之成績所佔百分
比最高不得超過六十
％，最低不得低於四十
％。業務測驗科目由用
人單位依業務需要自
訂，命題作業須嚴守秘
密。 

績所佔百分比最高不得
超過六十％，最低不得低
於四十％。業務測驗科目
由用人單位依業務需要
自訂，命題作業須嚴守秘
密。 

第十一條  各單位辦理公開甄
選，除正取名額外，
得增列候補名額，其
名額不得逾職缺
數，候補期間為四個
月，自甄選結果確定
之翌日起算。該項候
補之名額及期間，應
同時於對外甄選公
告內載明。 

十一、各單位辦理公開甄選，
除正取名額外，得增列
候補名額，其名額不得
逾職缺數，候補期間為
四個月，自甄選結果確
定之翌日起算。該項候
補之名額及期間，應同
時於對外甄選公告內
載明。 

同第一條說明 2。 

第十二條  契（聘）僱人員之聘
期，初聘至年終聘期
屆滿得予續聘，每次
續聘以一年為原
則，但以不超過六十
五歳屆滿之日止為
限。 
新進契（聘）僱人員
應先予試用，試用期
間以三個月為原
則，試用期滿表現良
好者再予續聘
（僱）。 

十二、契（聘）僱人員之聘期，
初聘至年終聘期屆滿得
予續聘，每次續聘以一年
為原則，但以不超過六十
五歳屆滿之日止為限。 
新進契（聘）僱人員應先
予試用，試用期間以三個
月為原則，試用期滿表現
良好者再予續聘（僱）。 

同第一條說明 2。 

第十三條  契（聘）僱人員於聘
（僱）期間，應接受
單位主管督導及工
作指派，並有遵守本
校相關規定之義
務，依法令辦理業務
時，應維持公正中
立。如有違反，致本
校利益受有損害，得
終止契約。 
契（聘）僱人員欲終
止契約時，若無不須
預告本校之情形，應
依本校臨時人員工
作規則第九條之規
定提出書面申請，並
辦妥離職手續；如未
於規定期間提出，致
本校受有損害者，本
校得依相關法律請
求損害賠償。 

十三、契（聘）僱人員於聘（僱）
期間，應接受單位主管
督導及工作指派，並有
遵守本校相關規定之
義務，如有違反，致本
校利益受有損害，得終
止契約。 

      契（聘）僱人員欲終止
契約時，若無不須預告
本校之情形，應依本校
臨時人員工作規則第
九條之規定提出書面
申請，並辦妥離職手
續；如未於規定期間提
出，致本校受有損害
者，本校得依相關法律
請求損害賠償。 

1.同第一條說明 2。 
2.依教育部 100年 2月 9日
臺人(二)字第
1000003371號函略以，為
使工友及臨時人員瞭解
其權利義務，各機關學校
應將「行政院及所屬各機
關學校工友及臨時人員
辦理事務維持中立注意
事項」於工作規則或勞動
契約中載明，爰配合修
訂。 

第十四條  契（聘）僱人員之報
酬依「本校契僱人員
暨聘僱人員薪點支

十四、契（聘）僱人員之報酬
依「本校契僱人員暨聘
僱人員薪點支給待遇

同第一條說明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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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待遇標準表」（如
附表二）規定支給；
惟遇特殊情況經專
案簽准者，不在此
限。 
新進契（聘）僱人員
除經專案簽准外，一
律自「僱用辦事員」
職稱最低薪點起薪。 
本辦法施行前已進
用之聘僱人員，其薪
給依本要點第十六
點規定辦理。 

標準表」（如附表二）
規定支給；惟遇特殊情
況經專案簽准者，不在
此限。 
新進契（聘）僱人員
除經專案簽准外，一
律自「僱用辦事員」
職稱最低薪點起薪。 
本要點施行前已進用
之聘僱人員，其薪給
依本要點第十六點規
定辦理。 

第十五條  新進契（聘）僱人員
如有符合「本校聘僱
人員採計曾任年資
提敘薪級原則」規定
之服務年資時，得於
各該職稱最高薪點
範圍內，採認提敘薪
級，但每滿一年最多
提敘一級。 

十五、新進契（聘）僱人員如
有符合「本校聘僱人員
採計曾任年資提敘薪
級原則」規定之服務年
資時，得於各該職稱最
高薪點範圍內，採認提
敘薪級，但每滿一年最
多提敘一級。 

同第一條說明 2。 

第十六條  於本辦法施行前進
用之聘僱人員，除以
高中學歷進用者，予
以改任為「僱用書
記」職稱外，其餘一
律改任為「僱用辦事
員」職稱，並依各該
職稱所列薪點換支
薪給。 
本辦法施行前進用
且未具大學以上學
歷資格之聘僱人
員，其薪給仍依原
「本校聘僱人員薪
點支給待遇標準表」
辦理支薪，並敘至所
具學歷最高薪點為
止；俟其取得大學以
上學歷後，始得依前
項規定標準支薪。 
本辦法施行前進用
且具有碩士學歷資
格之聘僱人員，其薪
給仍依前項待遇標
準表辦理支薪至該
學歷所敘最高薪點
為止。 

十六、於本要點施行前進用之
聘僱人員，除以高中學
歷進用者，予以改任為
「僱用書記」職稱外，
其餘一律改任為「僱用
辦事員」職稱，並依各
該職稱所列薪點換支
薪給。 
本要點施行前進用且
未具大學以上學歷資
格之聘僱人員，其薪
給仍依原「本校聘僱
人員薪點支給待遇標
準表」辦理支薪，並
敘至所具學歷最高薪
點為止；俟其取得大
學以上學歷後，始得
依前項規定標準支
薪。 
本要點施行前進用且
具有碩士學歷資格之
聘僱人員，其薪給仍
依前項待遇標準表辦
理支薪至該學歷所敘
最高薪點為止。 

1.配合名稱之變更作文字
修正。 

2.同第一條說明 2。 

第十七條  契（聘）僱人員服務
至年終滿一年者，由
用人單位依「本校契
僱人員暨聘僱人員
考核作業要點」辦理
考核，以作為晉級及
續聘（僱）之依據。 

十七、契（聘）僱人員服務至
年終滿一年者，由用人
單位依「本校契僱人員
暨聘僱人員考核作業
要點」辦理考核，以作
為晉級及續聘（僱）之
依據。 

同第一條說明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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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條  契（聘）僱人員之請
假，依勞動基準法、
勞工請假規則、性別
工作平等法及本校
相關適法規定辦
理。奉派出差，並得
比照本校編制內之
相當職級人員請領
差旅費；公餘時間或
利用事假、特別休假
進修，以不影響工作
為原則並須向學校
報備。 

十八、契（聘）僱人員之請假，
依勞動基準法、勞工請
假規則、性別工作平等
法及本校相關適法規
定辦理。奉派出差，並
得比照本校編制內之
相當職級人員請領差
旅費；公餘時間或利用
事假、特別休假進修，
以不影響工作為原則
並須向學校報備。 

同第一條說明 2。 

第十九條  契（聘）僱人員之獎
懲，參照「公務人員
考績法」暨其施行細
則及「本校職員獎懲
實施要點」等相關法
令規定辦理。 

十九、契（聘）僱人員之獎懲，
參照「公務人員考績
法」暨其施行細則及
「本校職員獎懲實施
要點」等相關法令規定
辦理。 

同第一條說明 2。 

第二十條  契（聘）僱人員於聘
（僱）期間，不得在
校內、外兼職或兼
課，如因業務需要須
依校內相關規定經
專案簽准。 

二十、契（聘）僱人員於聘（僱）
期間，不得在校內、外
兼職或兼課，如因業務
需要須依校內相關規
定經專案簽准。 

同第一條說明 2。 

第二十一條  契（聘）僱人員應
依勞工保險條
例、全民健康保險
法及勞工退休金
條例相關規定參
加勞保、全民健保
及勞工退休金(外
國籍人士提撥勞
工退休準備金)。 

二十一、契（聘）僱人員應依
勞工保險條例、全民
健康保險法及勞工
退休金條例相關規
定參加勞保、全民健
保及勞工退休金(外
國籍人士提撥勞工
退休準備金)。 

同第一條說明 2。 

第二十二條  契（聘）僱人員於
聘（僱）期間，得
依本校有關規定
享有下列權益： 

一、享有勞工安全衛生法
令相關規定之保障。 

二、請領本校識別證與校
內汽機車通行證。 

三、參加校內文康活動。 
四、圖書館、計算機與網

路中心及體育場所等
公共設施，得依各單位
規定使用之。 

五、入股本校員工消費合
作社。 

六、參加本校公教優惠儲
蓄存款。 

七、其他經專案簽准之福
利事項。 

二十二、契（聘）僱人員於聘
（僱）期間，得依本
校有關規定享有下列
權益： 

(一)享有勞工安全衛生法
令相關規定之保障。 

(二)請領本校識別證與校
內汽機車通行證。 

(三)參加校內文康活動。 
(四)圖書館、計算機與網路

中心及體育場所等公
共設施，得依各單位規
定使用之。 

(五)入股本校員工消費合
作社。 

(六)參加本校公教優惠儲
蓄存款。 

(七)其他經專案簽准之福
利事項。 

同第一條說明 2。 

第二十三條  契（聘）僱人員之
資遣費及退休
金，悉依勞動基準

二十三、契（聘）僱人員之資
遣費及退休金，悉依
勞動基準法及勞工

同第一條說明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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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及勞工退休金
條例相關規定辦
理；職業災害補償
依勞動基準法、職
業災害勞工保護
法、勞工保險條
例、就業保險法及
相關法令規定辦
理。 

退休金條例相關規
定辦理；職業災害補
償依勞動基準法、職
業災害勞工保護
法、勞工保險條例、
就業保險法及相關
法令規定辦理。 

第二十四條  契（聘）僱人員之
聘期、工作時間、
差假、報酬標準、
考核、獎懲、福
利、退休、資遣、
職業災害補償、到
離職、保險及其他
相關權利義務事
項以契約（如附表
三）明定。 

二十四、契（聘）僱人員之聘
期、工作時間、差
假、報酬標準、考
核、獎懲、福利、退
休、資遣、職業災害
補償、到離職、保險
及其他相關權利義
務事項以契約（如附
表三）明定。 

同第一條說明 2。 

第二十五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
宜，依國立大專校
院行政人力契僱
化實施原則、國立
成功大學校務基
金進用專案工作
人員實施要點、國
立成功大學臨時
人員工作規則、勞
動基準法、勞工退
休金條例及其他
相關法令規定辦
理。 

二十五、本要點如有未盡事
宜，依國立大專校院
行政人力契僱化實
施原則、國立成功大
學校務基金進用專
案工作人員實施要
點、國立成功大學臨
時人員工作規則、勞
動基準法、勞工退休
金條例及其他相關
法令規定辦理。 

1.配合名稱之變更作文字
修正。 

2.同第一條說明 2。 

第二十六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
議通過後實施，修
正時亦同。 

二十六、本要點經主管會報通
過後施行，修正時亦
同。 

1.配合名稱之變更作文字
修正。 

2.同第一條說明 2。 
3.本校編制外職員有契
(聘)僱人員及專案工作
人員兩類，鑑於本校「校
務基金進用專案工作人
員實施要點」之實施及修
正程序較為嚴謹，皆須經
主管會報及校務會議審
議，爰配合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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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進用契僱人員暨聘僱人員契約書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九、服務守則： 
(一)遵守政府之相關法令及甲方合

於法理之工作指派、管理規定，
不得為圖私利，而有犧牲或損害
甲方利益之行為。    

(二)愛護公物，不得毀損；遵守工作
秩序，維護工作場所安全；保守
職務上之機密，離職後亦同。 

(三)不得利用職務圖利自己或他
人，並不得接受不正當之利益、
餽贈或報酬。 

(四)不得有其他行為不檢，或足以損
害甲方聲譽之行為。 

(五)乙方非經本校書面同意不得在
校內外兼職或兼課。   

（六）遵守性別平等教育相關法規。 
（七）乙方依法令辦理業務時，應維

持公正中立。 
乙方如違反（一）至（七）款，致
甲方利益受有損害，乙方應依法負
損害賠償之責並負法律責任。 

九、服務守則： 
(一)遵守政府之相關法令及甲方合

於法理之工作指派、管理規
定，不得為圖私利，而有犧牲
或損害甲方利益之行為。    

(二)愛護公物，不得毀損；遵守工
作秩序，維護工作場所安全；
保守職務上之機密，離職後亦
同。 

(三)不得利用職務圖利自己或他
人，並不得接受不正當之利
益、餽贈或報酬。 

(四)不得有其他行為不檢，或足以
損害甲方聲譽之行為。 

(五)乙方非經本校書面同意不得在
校內外兼職或兼課。   
乙方如違反（一）至（五）款，
致甲方利益受有損害，乙方應
依法負損害賠償之責並負法律
責任。 

 

1.依本校性別平等教
育委員會 97學年度
第 4次會議決議，將
職員工應遵守性別
平等教育規定列入
契約書規範。 

2.依教育部 100年 2月
9日臺人(二)字第
1000003371號函略
以，為使工友及臨時
人員瞭解其權利義
務，各機關學校應將
「行政院及所屬各
機關學校工友及臨
時人員辦理事務維
持中立注意事項」於
工作規則或勞動契
約中載明，爰配合修
訂。 

十六、契約終止： 
(一)甲方得依所訂之臨時人員工作

規則第五條、第六條之規定終
止契約。 

(二)乙方欲終止契約時，若無不須
預告甲方之情形，應依甲方所
訂之臨時人員工作規則第九條
之規定提出書面申請，並辦妥
離職手續；如未於規定期間提
出，致甲方受有損害者，甲方
得依相關法律請求乙方損害賠
償。 

(三)甲、乙雙方應遵守本校進用契
僱人員暨聘僱人員實施要點中
有關迴避進用之規定，且乙方
應具結非屬上開應迴避進用之
人員（如後附具結書），如有具
結不實情事，甲方得依相關法
規終止契約。 

十六、契約終止： 
(一)甲方得依所訂之臨時人員工

作規則第五條、第六條之規定
終止契約。 

(二)乙方欲終止契約時，若無不須
預告甲方之情形，應依甲方所
訂之臨時人員工作規則第九
條之規定提出書面申請，並辦
妥離職手續；如未於規定期間
提出，致甲方受有損害者，甲
方得依相關法律請求乙方損
害賠償。 

(三)甲、乙雙方應遵守本校進用契
僱人員暨聘僱人員實施要點
中有關迴避進用之規定。乙方
承諾非屬前項應迴避進用之
人員（如後附具結書），如有
違反，或有不實情事，致甲方
誤信而有損害之虞者，甲方得
依相關法規終止契約。 

作文字修正，以資周
延。 

 

具結書內容： 
具結人      為擔任 國立成功
大學之臨時人員，本人確無「公務人員
任用法」規定（各機關長官對於配偶及
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不得在本機關
任用，或任用為直接隸屬機關之長官。
對於本機關各級主管長官之配偶及三親
等以內血親、姻親，在其主管單位中應
迴避任用）之情事，若有違反，或有不
實情事者，願負法律及契約責任，特立
具結書為證。 

具結書內容： 
具結人      為擔任 國立
成功大學 之臨時人員，茲聲明本人
非屬進用時之機關首長或其上級機
關首長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
親，亦非屬進用單位主管之配偶及三
親等以內血親、姻親，若有違反，或
有不實情事者，願負法律及契約責
任，特立具結書為證。 

依教育部 100年 3月 3
日臺人（一）字第
1000026846A號函所
附之具結書範例配合
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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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進用契僱人員暨聘僱人員實施辦法 

94年12月21日第610次主管會報通過 
96年1月3日第629次主管會報修正第1、4、6、7、8、10、18點、附表一及附表二 

96年8月8日第640次主管會報修正第2點 
                                                          96年12月19日第647次主管會報修正第19點、附表一及附表二 

97年6月4日第657次主管會報修正第1、4、12、13、18、21、22、24、25點及新增第23點 
97年12月10日第666次主管會報修正第10、15、22點、附表二及附表三 

99年3月3日第686次主管會報修正第4點 
99年7月14日第691次主管會報修正第9點、附表一、附表二及附表三 

99年12月29日第699次主管會報修正附表三 
100年7月7日99學年度第5次校務會議延會修正法規名稱、第13、26條及附表二、附表三 

第一條  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促進行政人力彈性多元化及因應校務發展需要，特依大
學法、教育部「國立大專校院行政人力契僱化實施原則」、「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進用
專案工作人員實施辦法」及「勞動基準法」，訂定「國立成功大學進用契僱人員暨聘僱人
員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契僱人員，係指本校編制內職員列委任或跨列委任各職等職務出缺時，得控留
員額改以契約用人方式進用之編制外人員；所需經費由控留職員員額之經費支應，並以服
務費用列支。 
本辦法所稱聘僱人員，係指為支援行政人力進用之編制外人員。聘僱人員除工作內容與建
教合作及國科會計畫完全相關者，所需經費得以校管理費收入支應外，其餘人員均由本校
校務基金年度預算列支。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契僱人員暨聘僱人員（以下簡稱契（聘）僱人員）之人事管理，悉由「本校契
僱人員暨聘僱人員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管委會）依本辦法之規定辦理。 

第四條  管委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主任秘書擔任；委員八至十人，以下列方式產生： 
一、當然委員三人：研發長、人事室主任及會計主任。 
二、指定委員二人：由校長就本校人員指定之。 
三、票選委員三至五人：由契（聘）僱人員票選產生。行政、教學及研究單位至少各一

人。但各一級單位擔任代表人數，以一人為限。 
委員任期一年，期滿得連任。 

第五條  管委會開會時，應有全體委員過半數之出席，始得開會，其決議以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
為之；可否同數時取決於主任委員。 
管委會開會時得視事實需要邀請有關人員列席。管委會委員為職缺候選人時，應行迴避。 
前項決議出席委員人數之計算應扣除迴避委員。 

第六條  管委會之任務如下: 
一、契（聘）僱人員之進用審核事項。 
二、契（聘）僱人員之續聘審核事項。 
三、契（聘）僱人員之考核及獎懲審議事項。 
四、其他有關契（聘）僱人員管理之相關事項。 

第七條  各單位欲進用契（聘）僱人員時，須敘明進用理由、工作內容及所需人員應具資格條件，
循行政程序簽奉核准後，始得辦理進用。 
契（聘）僱人員之聘（僱）資格依「國立成功大學契僱人員暨聘僱人員進用資格標準表」
（如附表一）辦理。 

第八條  各單位編制內職員職務出缺時，得彈性先行調整單位內部現有職員人力，並就調整後所遺
職缺改以進用契僱人員。 
各單位進用契（聘）僱人員時，除經專案簽准外，一律以「僱用辦事員」職稱進用。 
各單位進用「僱用書記」、「僱用辦事員」以外職稱之契（聘）僱人員，應從校內現有契
（聘）僱人員先行遴選，無適當人選時，始得對外辦理甄選。 

第九條  各單位辦理進用時，應注意其公平性、正當性，及擬任人員所具資格條件與擬任職務間之
適當性。 
機關首長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不得進用為本機關或所屬機關之契（聘）僱
人員；各級主管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在其主管單位中應迴避進用。 
應迴避任用之人員，在各該主管接任以前任用者，不受前項之限制。 

第十條  契（聘）僱人員之進用，除本校與本校附設高級工業職業進修學校現有契（聘）僱人員初
任時係經公開甄選進用者，得專案簽准免經甄審互為遷調外，均應辦理公開甄選，由用人
單位二人、人事室一人及管委會主任委員指定委員一人組成甄選小組，用人單位主管擔任
召集人，辦理面試、業務測驗等事宜，公告及甄選工作由人事室主辦，用人單位協辦，甄
試評定分數後依成績高低順序造冊，簽請校長核定並書面提管委會報告。 
面試及業務測驗成績所佔百分比由用人單位視需要自行訂定，但面試或業務測驗其中一
項之成績所佔百分比最高不得超過六十％，最低不得低於四十％。業務測驗科目由用人
單位依業務需要自訂，命題作業須嚴守秘密。 

第十一條  各單位辦理公開甄選，除正取名額外，得增列候補名額，其名額不得逾職缺數，候補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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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為四個月，自甄選結果確定之翌日起算。該項候補之名額及期間，應同時於對外甄選
公告內載明。 

第十二條  契（聘）僱人員之聘期，初聘至年終聘期屆滿得予續聘，每次續聘以一年為原則，但以
不超過六十五歳屆滿之日止為限。 
新進契（聘）僱人員應先予試用，試用期間以三個月為原則，試用期滿表現良好者再
予續聘（僱）。 

第十三條  契（聘）僱人員於聘（僱）期間，應接受單位主管督導及工作指派，並有遵守本校相關
規定之義務，依法令辦理業務時，應維持公正中立。如有違反，致本校利益受有損害，
得終止契約。 
契（聘）僱人員欲終止契約時，若無不須預告本校之情形，應依本校臨時人員工作規則
第九條之規定提出書面申請，並辦妥離職手續；如未於規定期間提出，致本校受有損害
者，本校得依相關法律請求損害賠償。 

第十四條  契（聘）僱人員之報酬依「本校契僱人員暨聘僱人員薪點支給待遇標準表」（如附表二）
規定支給；惟遇特殊情況經專案簽准者，不在此限。 
新進契（聘）僱人員除經專案簽准外，一律自「僱用辦事員」職稱最低薪點起薪。 
本辦法施行前已進用之聘僱人員，其薪給依本要點第十六點規定辦理。 

第十五條  新進契（聘）僱人員如有符合「本校聘僱人員採計曾任年資提敘薪級原則」規定之服務
年資時，得於各該職稱最高薪點範圍內，採認提敘薪級，但每滿一年最多提敘一級。 

第十六條  於本辦法施行前進用之聘僱人員，除以高中學歷進用者，予以改任為「僱用書記」職稱
外，其餘一律改任為「僱用辦事員」職稱，並依各該職稱所列薪點換支薪給。 
本辦法施行前進用且未具大學以上學歷資格之聘僱人員，其薪給仍依原「本校聘僱人員
薪點支給待遇標準表」辦理支薪，並敘至所具學歷最高薪點為止；俟其取得大學以上學
歷後，始得依前項規定標準支薪。 
本辦法施行前進用且具有碩士學歷資格之聘僱人員，其薪給仍依前項待遇標準表辦理支
薪至該學歷所敘最高薪點為止。 

第十七條  契（聘）僱人員服務至年終滿一年者，由用人單位依「本校契僱人員暨聘僱人員考核作
業要點」辦理考核，以作為晉級及續聘（僱）之依據。 

第十八條  契（聘）僱人員之請假，依勞動基準法、勞工請假規則、性別工作平等法及本校相關適
法規定辦理。奉派出差，並得比照本校編制內之相當職級人員請領差旅費；公餘時間或
利用事假、特別休假進修，以不影響工作為原則並須向學校報備。 

第十九條  契（聘）僱人員之獎懲，參照「公務人員考績法」暨其施行細則及「本校職員獎懲實施
要點」等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二十條  契（聘）僱人員於聘（僱）期間，不得在校內、外兼職或兼課，如因業務需要須依校內
相關規定經專案簽准。 

第二十一條  契（聘）僱人員應依勞工保險條例、全民健康保險法及勞工退休金條例相關規定參加
勞保、全民健保及勞工退休金(外國籍人士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 

第二十二條  契（聘）僱人員於聘（僱）期間，得依本校有關規定享有下列權益： 
一、享有勞工安全衛生法令相關規定之保障。 
二、請領本校識別證與校內汽機車通行證。 
三、參加校內文康活動。 
四、圖書館、計算機與網路中心及體育場所等公共設施，得依各單位規定使用之。 
五、入股本校員工消費合作社。 
六、參加本校公教優惠儲蓄存款。 
七、其他經專案簽准之福利事項。 

第二十三條  契（聘）僱人員之資遣費及退休金，悉依勞動基準法及勞工退休金條例相關規定辦理；
職業災害補償依勞動基準法、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勞工保險條例、就業保險法及相
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二十四條  契（聘）僱人員之聘期、工作時間、差假、報酬標準、考核、獎懲、福利、退休、資
遣、職業災害補償、到離職、保險及其他相關權利義務事項以契約（如附表三）明定。 

第二十五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依國立大專校院行政人力契僱化實施原則、國立成功大學校務
基金進用專案工作人員實施要點、國立成功大學臨時人員工作規則、勞動基準法、勞
工退休金條例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二十六條  本辦法經主管會報及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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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國立成功大學契僱人員暨聘僱人員進用資格標準表 

類           別 

行政人員 技術人員 

職稱 所具知能條件 職稱 所具知能條件 

僱 
用 
組 
員 

1.國內外研究所畢業具有碩士學位並具與擬任工作
性質相近且職責程度相當之重要工作經驗 8 年以
上者。 

2.任本校僱用助理員8年以上，服務成績優良，且最
近3年考核結果均晉敘有案者。 

3.任本校僱用助理員3年以上，支本校僱用助理員最
高薪點，且最近3年考核結果均晉敘有案者。 

4.符合本職稱上述知能條件之一，並經用人單位認定
該職務確需具特殊專長能力者，得依規定及標準支
給職務加給。 

僱 
用 
技 
士 

1.國內外研究所畢業具有碩士學位並具與擬任
工作性質相近且職責程度相當之重要工作經
驗8年以上者。 

2.任本校僱用技佐8年以上，服務成績優良，且
最近3年考核結果均晉敘有案者。 

3.任本校僱用技佐3年以上，支本校僱用技佐最
高薪點，且最近3年考核結果均晉敘有案者。 

4.符合本職稱上述知能條件之一，並經用人單位
認定該職務確需具特殊專長能力者，得依規定
及標準支給職務加給。 

僱 
用 
助 
理 
員 

1.國內外研究所畢業具有碩士學位者。 
2.國內外大學以上學校畢業者，任本校僱用辦事員8
年以上，服務成績優良，且最近3年考核結果均晉
敘有案者。 

3.國內外大學以上學校畢業者，任本校僱用辦事員3
年以上，支本校僱用辦事員最高薪點，且最近3年
考核結果均晉敘有案者。 

4.符合本職稱上述知能條件之一，並經用人單位認定
該職務確需具特殊專長能力者，得依規定及標準支
給職務加給。 

僱 
用 
技 
佐 

1.國內外研究所畢業具有碩士學位者。 
2.國內外大學以上學校畢業者，任本校僱用辦
事員 8年以上，服務成績優良，且最近 3年
考核結果均晉敘有案者。 

3.國內外大學以上學校畢業者，任本校僱用辦
事員3年以上，支本校僱用辦事員最高薪點，
且最近3年考核結果均晉敘有案者。 

4.符合本職稱上述知能條件之一，並經用人單
位認定該職務確需具特殊專長能力者，得依
規定及標準支給職務加給。 

職稱 所具知能條件 

僱 
用 
辦 
事 
員 

1.國內外大學以上學校畢業者。 
2.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畢業並具特殊專業證照或能力檢定者。 
3.符合本職稱所具知能條件第1點，並經用人單位認定該職務確需具特殊專長能力者，得依規定及標準支給
職務加給。 

僱書
用記 

高級中等學校畢業者。 

註： 
1.契（聘）僱人員應具有本表所列相當職稱之知能條件之一。 
2.各用人單位得應業務需要，自行增訂遴選資格條件。 
3.本校編制內職員列委任或跨列委任各職等職務出缺，改以進用契僱人員時，除經專案簽准外，一律以
「僱用辦事員」職稱進用。 

4.各用人單位進用「僱用組員」、「僱用助理員」、「僱用技士」、「僱用技佐」等職稱之契(聘)僱人員，應
從校內現有契（聘）僱人員先行遴選，無適當人選時，始得對外辦理甄選。 

5.經用人單位認定該職務確需具特殊專長能力，且符合下列規定者，得擇一支給職務加給： 
(1)資訊技術加給：須為實際從事程式系統規劃、設計、分析、開發者。 
(2)專業證照加給：須為該職務確因業務所需具專業證照者。 
(3)語文能力加給：須為該職務確因業務所需具語文能力專長，且其工作內容 50%以上須使用該項語文

者。 
(4)律師專業加給：須具律師證照及實際執行律師業務 2年以上工作經驗，並在本校法制單位負責法

制、訴願及訴訟等業務。 
(5)其他特殊專長得比照資訊技術加給標準專案簽准辦理。 
上項職務加給，由用人單位視其專長與工作表現，依本校「契僱人員暨聘僱人員薪點支給待遇標準表」
備註三之規定專案簽准支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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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契僱人員暨聘僱人員薪點支給待遇標準表         附表二            
級數 薪點 薪給 各職稱敘薪標準 備註 

54 450 52,920 

                     
 

  一、本表作為契(聘)僱人員敘薪基
礎，並為日後調薪之依據。 

二、新進契(聘)僱人員除經專案簽准
外，一律以「僱用辦事員」職稱
進用，並自該職稱最低薪點起
薪。聘(僱)期間通過內部陞遷遴
選程序者，自核准之日起改依所
調任職稱之最低薪點起薪，如原
支薪點高於調任職稱之最低薪
點時，敘同數額薪點之薪給。 

三、經用人單位依「本校契僱人員
暨聘僱人員進用資格標準表」認
定該職務確需具特殊專長能力
者，得視其專長與工作表現，依
下列標準簽准支給第 1 級職務
加給。爾後並得視其工作表現與
貢獻度於年度考核後，再行簽准
逐級支給職務加給。職務加給之
核給於認定上有疑義時，由人事
室彙提契(聘)僱人員管理委員
會審議。              

職稱 
 
 

   級 
類 數 
別 

僱用辦事員 
僱用助理員 僱用組員 

僱用技佐 僱用技士 

1 2 3 1 2 3 1 2 3 

資訊 

技術 
1000 2000 3000 3000 4000 5000 5000 6000 7000 

專業 

證照 
500 1000 1500 1000 1500 2000 1500 2000 2500 

語文 

能力 
1000 2000 3000 3000 4000 5000 5000 6000 7000 

 
類別 

 
 

   級 
職 數 
稱 

律師 

1 2 3 4 5 6 

校聘律師

(三級) 
30000 30800 31600 32400 33200 34000 

校聘律師

(二級) 
30800 32000 33200 34400 35600 36800 

校聘律師

(一級) 
32000 33600 35200 36800 38400 40000 

※依 96年 12月 19日修正前之本表
備註三，專案簽准較「同職稱同級
人員」提高敘薪標準者，如有符合
修正後之規定，得於本表修正施行
後擇一支給，惟如擇領修正後之標
準者，原提高之薪點應調降回原敘
薪點。 

四、公務人員退休後再任有給之公
職，及軍職退伍支領退休俸或生
活補助費之員再任之工作報酬
每月達第一職等本俸最高俸額
及專業加給合計 31200元，需停
支月退休金(俸)，停支優惠存
款。 

五、本表薪點折合率每點 117.6元。
遇中央公教人員待遇調整時，得
比照調整本支給待遇標準表。 

53 445 52,332 450 
52 440 51,744 │ 
51 435 51,156 425 
50 430 50,568   

49 425 49,980  
 
 
 
 
 

僱僱校 
用用聘 
技組律 
士員師 
    ︵    
    一 
    級 
    ︶ 

 
 

425 
 
│ 
 

320 
  

  
  
  
  

  
  

 48 420 49,392 

47 415 48,804 

 

 

  
46 410 48,216 415 
45 405 47,628 │ 
44 400 47,040 390 
43 395 46,452   
42 390 45,864 

 
 

 

 
僱僱校 
用用聘 
技助律 
佐理師 
  員︵ 
    二 

    級 
     ︶ 

 

 

 
 
 

390 
 
│ 
 

280 
 
 
 
 
 

41 385 45,276 

40 380 44,688 

 

  
39 375 44,100 380 
38 370 43,512 │ 
37 365 42,924 355 
36 360 42,336   
35 355 41,748 

 

   

僱 校 
用 聘 
辦 律 
事 師 
員 ︵ 
   三 
    級 
    ︶ 
 
 
 
 
 
 
  

355 
 
│ 
 

240 
  

  

34 350 41,160 
33 345 40,572 
32 340 39,984 

31 335 39,396 

30 330 38,808 

29 325 38,220 

28 320 37,632 

27 315 37,044 

  

26 310 36,456 

25 305 35,868 

24 300 35,280 

23 295 34,692 

22 290 34,104 

21 285 33,516 

20 280 32,928 

19 275 32,340 

 

18 270 31,752 

17 265 31,164 

16 260 30,576 
   

僱 
 
用 
 
書 
 
記 
 
 
 
 
 

260 
 
│ 
 

185 
  
  
  

15 255 29,988 

14 250 29,400 

13 245 28,812 

12 240 28,224 

11 235 27,636 

  

10 230 27,048 

9 225 26,460 

8 220 25,872 

7 215 25,284 

6 210 24,696 

5 205 24,108 

4 200 23,520 

3 195 22,932 

2 190 22,344 

1 185 21,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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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國立成功大學契僱人員暨聘僱人員契約書 
 

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甲方）為應業務需要，聘（僱）用              君（以下簡稱乙方）

為              （職稱），經雙方訂立條款如下： 

一、聘（僱）期間：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契約期滿，終止勞雇關係。 
二、工作內容： 

三、工作場所：乙方接受甲方之監督指揮，由甲方視業務需要指定之，必要時並得派往甲方所
在地以外之其他地點，擔任本契約所定之工作。 

四、工作報酬：甲方每月給付乙方新台幣         元，一次發給。自報到日起支，離職日停支。 
五、經費來源： 
六、到職及離職：乙方應於起聘日報到，並依規定辦妥到職手續後始予聘（僱）用；離職時，

應依規定辦妥離職手續後始得離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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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甲方編制內職員實施週休二日制，於符合勞動基準法情況下，乙方同意將休假日(應
放假之紀念日、勞動節日)調移。上班時間依實際需求就下列方案擇一實施： 

  □週一至週五上午自 8時至 12時，下午自 13時至 17時。上下班簽到退時間，得前後
各彈性 30分鐘。 

  □其他： 
（輪班人員及特殊上班時間者，請務必填列。例如：週一至週五上午自 9時至 13時，
下午自 14時至 18時） 

(二)甲方得視業務需要，經甲乙雙方協議後採輪班制或調整每日上下班時間及休息時間。 
(三)甲方因業務需要，於商請乙方延長工時服務，乙方應事前填寫加班申請單，並同意以補休

假方式處理，不另支給延長工時之工資，惟甲方得視經費狀況專案發給延長工時之工資。 

八、請假、特別休假及相關給假：乙方之請假依勞動基準法、勞工請假規則、性別工作平等法及甲
方相關規定辦理。特別休假由甲乙雙方協商後排定，乙方原則上同意於契約年度之上半年內休
畢可休日數之一半，並於契約年度內全數休畢；除可歸責於甲方之原因者外，不另支給未休假
日數之工資。公餘時間或利用事假、特別休假進修，以不影響工作為原則並須向學校報備。 

九、服務守則： 
(一)遵守政府之相關法令及甲方合於法理之工作指派、管理規定，不得為圖私利，而有犧

牲或損害甲方利益之行為。    
(二)愛護公物，不得毀損；遵守工作秩序，維護工作場所安全；保守職務上之機密，離職

後亦同。 
(三)不得利用職務圖利自己或他人，並不得接受不正當之利益、餽贈或報酬。 
(四)不得有其他行為不檢，或足以損害甲方聲譽之行為。 

(五)乙方非經本校書面同意不得在校內外兼職或兼課。 
   （六）遵守性別平等教育相關法規。 
   （七）乙方依法令辦理業務時，應維持公正中立。 

乙方如違反（一）至（五）款，致甲方利益受有損害，乙方應依法負損害賠償之責並負法律責任。 
十、考核：依甲方「契僱人員暨聘僱人員考核作業要點」等有關規定辦理。乙方年終考核考列

丙等，應依勞動基準法有關規定，不予續聘(僱)。除考列丙等原因係因違反甲方所訂之臨時
人員工作規則第五條規定之各款情事者，甲方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不發給資遣費外，餘依
勞動基準法第十一條規定辦理。 

十一、獎懲：參照公務人員考績法暨其施行細則及甲方所訂之職員獎懲實施要點等相關法令規
定辦理。 

十二、職業災害補償：甲方應依勞動基準法、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勞工保險條例、就業保險
法及相關規定辦理職業災害之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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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保險：甲方應於乙方聘(僱)期間，依勞工保險條例、全民健康保險法相關規定爲其加入
勞保及全民健保；資格不符加入勞保之規定者，可選擇加入國際技術合作人員綜合保險，
保險費由甲方負擔 65%，乙方負擔 35%。 
上述乙方負擔之費用，由甲方於發放薪資中代為扣繳。 

十四、年終工作獎金：視用人經費及年終考核結果，比照甲方編制內職員，依「軍公教人員年
終工作獎金（慰問金）發給注意事項」有關規定辦理；惟甲方用人經費遇有困難時，得
酌減之。 

十五、福利： 
(一)享有勞工安全衛生法令相關規定之保障。 
(二)請領甲方識別證與校內汽機車通行證。 
(三)依甲方之規定使用各項公共設施及參加校內文康活動。 
(四)入股甲方員工消費合作社。 
(五)參加甲方公教優惠儲蓄存款。 
(六)其他經專案簽准之福利事項。 

十六、契約終止： 
(一)甲方得依所訂之臨時人員工作規則第五條、第六條之規定終止契約。 
(二)乙方欲終止契約時，若無不須預告甲方之情形，應依甲方所訂之臨時人員工作規則

第九條之規定提出書面申請，並辦妥離職手續；如未於規定期間提出，致甲方受有
損害者，甲方得依相關法律請求乙方損害賠償。 

(三)甲、乙雙方應遵守本校進用契僱人員暨聘僱人員實施要點中有關迴避進用之規定，
且乙方應具結非屬上開應迴避進用之人員（如後附具結書），如有具結不實情事，
甲方得依相關法規終止契約。 

十七、業務移交：甲方調整乙方所擔任之工作或本契約終止時，乙方應將其經管之事務及物品
辦理移交。如未辦妥移交，致甲方受有損害者，甲方得依相關法律請求乙方損害賠償。 

十八、資遣：甲方終止契約時，如依勞動基準法規定應給與資遣費，其金額依勞工退休金條例
之規定計算。 

十九、退休：甲方依勞動基準法、勞工退休金條例相關規定為乙方辦理勞工退休金(外國籍人士
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及相關退休事宜。 

      上述乙方自願提繳勞工退休金之費用，由甲方於發放薪資中代為扣繳。 
二十、本契約如有未盡事宜，依國立大專校院行政人力契僱化實施原則、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

金進用專案工作人員實施要點、國立成功大學進用契僱人員暨聘僱人員實施要點、國立
成功大學臨時人員工作規則、勞動基準法、勞工退休金條例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二十一、甲乙雙方因本契約發生訴訟時，同意以甲方所在地之管轄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二十二、本契約書一式三份，甲方（人事室）、甲方用人單位及乙方各執一份。 
※附註：1.乙方之前曾因他案與甲方簽訂聘（僱）契約書，其聘期與本契約書聘期重疊時，前

契約書在本契約書生效時同時終止。 
2.本契約書制式內容係經甲方主管會報通過生效，不得擅自更動，如被更動，本契約
書視為無效。 

立契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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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人：校長  黃煌煇                身分證字號：  

地  址：台南市大學路一號            戶 籍 地 址： 

甲方用人單位主管簽章： 聯 絡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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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  結  書 

      

具結人      為擔任 國立成功大學  

之臨時人員，本人確無「公務人員任用法」規定（各機關長官對

於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不得在本機關任用，或任用為

直接隸屬機關之長官。對於本機關各級主管長官之配偶及三親等

以內血親、姻親，在其主管單位中應迴避任用）之情事，若有違

反，或有不實情事者，願負法律及契約責任，特立具結書為證。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具  結  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職稱： 

戶籍所在地：  

聯 絡 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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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國立成功大學校級研究中心設置暨管理辦法 

100年 7月 7日 99學年度第 5次校務會議延會通過 

第一條 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規範各校級研究中心之設置與管理，以達卓越發展與

永續營運之目標，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設「國立成功大學校級研究中心設置管理評議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辦

理各校級研究中心設置、管理及裁撤之評議業務。本委員會由校長召集，遴聘教務長、

主任秘書、研發長、研究總中心中心主任、人事室主任及相關領域之教授或研究人員

合計 9-11人組成，並由研發長擔任執行秘書。本委員會開會時得視需要邀請相關人員

列席。 

第三條  本校校級研究中心得依下列原則提出申請設置： 

一、經校長交付設置者。 

二、為配合政府政策或推動重大校務，由本校專任教授經行政程序共同提出申請者。 

第四條  申請設置校級研究中心應研擬設置計畫書及設置辦法備審，其內容應包括： 

一、設置計畫書：成立目的、組織架構、中心定位、業務範圍、運作空間、經費來源、

預期成果、自我評鑑指標及方式、相關單位配合措施，計畫書內容應涵蓋現有運

作能力及過去執行績效等。 

二、設置辦法：設置依據、目的、組織、中心主任及相關人員選任方式、任期與考核方

式、經費來源等。 

第五條  各校級研究中心之計畫書與設置辦法，須送本委員會與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依本校

行政程序修訂組織規程，並報請教育部核定。 

第六條  各校級研究中心所需經費及人力以自給自足與自行籌措為原則。 

第七條  各中心成立滿一年(以會計年度為基準)後，每年必須向本委員會提出工作報告及規

劃，並接受第一次評鑑，爾後每年至少評鑑一次，由本委員會執行各中心評鑑工作，

評鑑辦法另訂之。 

第八條  評鑑工作包括下列項目，其百分比由本委員會議定之： 

      一、營運方向與設置宗旨之相符性。 

      二、符合設置宗旨之研究成果、服務活動、人才培訓，以及校內教學研究配合情形 

      三、 參與研究中心營運人員及其具體貢獻。 

      四、支薪之專、兼任人員聘僱情形。 

      五、年度經費收入支出總額及明細。 

      六、相關管理制度之建立情形。 

      七、未來三年之展望。 

第九條  各校級研究中心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予裁撤： 

一、經中心主任提出裁撤申請者。 

二、 經本委員會評鑑不符原設置目的，或經評鑑未達原設置功能，已無存續必要者。 

前項經本委員會決議後，各校級研究中心應於收受通知後六個月內將決議事項執行完

畢，並送本委員會核備，未完成者視為已裁撤。 

第十條  各校級研究中心經本委員會決議裁撤者，經校務會議通過後，依本校行政程序修訂組

織規程，並報教育部核定後裁撤。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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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國立成功大學院級中心設置暨管理原則 

100年 7月 7日 99學年度第 5次校務會議延會通過 

一、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規範各學院中心設置、管理及發展，特訂定本

原則。 

二、各學院得設各中心，並依本原則組成評議委員會 (以下簡稱委員會)，辦理各

中心設置、管理及裁撤之評議業務，其辦法另訂之。委員會由院長召集相關領

域之教授五至七人組成，開會時得視需要邀請相關人員列席 

三、申請設置各中心應研擬設置計畫書及設置辦法備審，其內容由各學院自訂。 

四、各中心可依其性質設置，審核事項如下： 

（一）編制外中心：經委員會評議通過，須提送院務會議討論通過後，送校主

管會報核備。 

（二）編制內中心：須納入組織規程者，經委員會評議通過，提送院務會議、

校主管會報、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再依行政程序修正組織規程並報

請教育部核定。 

五、各中心所需經費及人力，以自給自足、自行籌措為原則。 

六、各中心成立滿一年(以會計年度為基準)後須進行評鑑，嗣後每二年至少評鑑一

次；其評鑑內容、項目及其百分比，由委員會議定之。 

七、各中心裁撤之事宜，由委員會議定之。各中心經委員會決議裁撤者，依本原則

第四點規定完成裁撤程序。 

八、本原則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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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國立成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中心設置辦法第四條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四條  本中心為有效執行任

務，下設三組，各組業

務職掌如下： 

一、行政作業組：負責本中

心各項行政業務工

作；並設置本中心專屬

網站，發佈計畫之相關

活動訊息與成果。 

二、研究教育組：規劃與發

展主題研究社群、活化

相關領域之研究與教

學能量、落實本校與國

內跨領域學術發展、培

育青年學者。 

三、企劃整合組：整合本校

及國內現有研究資

源，推動本校與國內外

人文社會科學相關機

構之合作與學術交流。 

各組置組長一人，督導各項業務

之執行，由中心主任聘請助理教

授以上教學人員或同級以上之研

究人員或專業技術人員兼任。 

本中心得置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相

關專長背景教師、研究人員、職

員及以校務基金進用之專案教

師、研究人員若干人，其聘任評

審要點由本中心另訂之。 

第四條  本中心為有效執行任

務，下設三組，各組業

務職掌如下： 

一、行政作業組：負責本中

心各項行政業務工

作；並設置本中心專屬

網站，發佈計畫之相關

活動訊息與成果。 

二、研究教育組：規劃與發

展主題研究社群、活化

相關領域之研究與教

學能量、落實本校與國

內的跨領域學術發

展、培育青年學者。 

三、企劃整合組：整合本校

以及國內現有研究資

源，推動本校與國內外

人文社會科學相關機

構之合作與學術交流。 

各組置組長一人，督導

各項業務之執行，由中

心主任聘請助理教授以

上教學人員或同級以上

之研究人員或專業技術

人員兼任。 

本中心得置人文社會科

學領域相關專長背景教

師、研究人員、職員及

以校務基金進用之專案

教師、研究人員若干人。 

增加部份

文字 

 

說明：為了

讓中心有

效推動業

務、整合校

內研究人

力與資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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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中心設置辦法 

96年 12月 26日 96 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通過 
97年 10月 29日 97 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8年 9月 30日 98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年 7月 7日 99學年度第 5次校務會議延會修正通過 

 

第一條 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升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之研究水準，推動跨領域
學術整合與創新之人文社會學之卓越研究，強化人文社會科學價值及影響，特依
本校組織規程第八條，設置「國立成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中心」 (以下簡稱本中
心) 。 

第二條 本中心之任務如下： 

一、整合國內外及本校相關院系所之研究資源與能量。 

二、強化具有區域特性之研究主題，發展台灣主體性與全球化相關之議題。 

三、建立活躍的研究社群，並培育人文社會青年學者。 

四、其他與人文社會研究相關工作之推動。 

第三條 本中心置中心主任一人，綜理各項業務，由校長聘請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之教授或
同級研究員兼任之。 

第四條 本中心為有效執行任務，下設三組，各組業務職掌如下： 

一、行政作業組：負責本中心各項行政業務工作；並設置本中心專屬網站，發
佈計畫之相關活動訊息與成果。 

二、研究教育組：規劃與發展主題研究社群、活化相關領域之研究與教學能量、
落實本校與國內跨領域學術發展、培育青年學者。 

三、企劃整合組：整合本校及國內現有研究資源，推動本校與國內外人文社會
科學相關機構之合作與學術交流。 

各組置組長一人，督導各項業務之執行，由中心主任聘請助理教授以上教學人
員或同級以上之研究人員或專業技術人員兼任。 

本中心得置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相關專長背景教師、研究人員、職員及以校務基
金進用之專案教師、研究人員若干人，其聘任評審要點由本中心另訂之。 

第五條 本中心設立諮議委員會，對本中心的研究發展提供相關建言。諮議委員會成員由
校長擔任主任委員，另由校長敦聘副校長、文學院院長、社會科學院院長、研發
長及國內外人文社會科學領域聲望卓著之學者，共九至十一人組成之。諮議委員
任期二年，得連任。諮議委員會每年至少開會一次，視需要得召開臨時會議。本
中心辦公空間由校方規劃提供，所需經費由年度預算勻支，並應積極爭取校外研
究資源。 

第六條  本中心設審議委員會，審核中心年度計畫、各子計畫申請經費及相關業務之推
動。審議委員會以中心主任為召集人，中心主任推薦校內相關領域之教師或研究
人員六至十人報請校長聘兼之。審議委員任期二年，得連任。審議委員會每學期
至少開會一次，視需要得召開臨時會議。 

第七條  本中心行政及研究空間由校方規劃提供，所需經費由年度預算勻支，並應積極
爭取校外研究資源。 

第八條  本中心延聘之各類教學人員於受聘期間依本校相關規定予以減授鐘點；惟教師
全時擔任研究學者期間，經專案簽准得免授鐘點。前項人員受聘期間並得比照
訪問學者申請配住宿舍。 

第九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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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國立成功大學組織規程第七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國立成功大學組織規程 
 

第一條至第六條  (略) 

 

第 七 條  本大學設置下列單位暨人員： 
第一項：(略) 

第二項： 

      學生事務處：置學生事務長一人，掌理學生事務事項，得置副學生事務長一

至二人，協助綜理學生事務事項，並置秘書一人。下設生活輔導、住宿服務、課外

活動指導、心理健康與諮商輔導、衛生保健、僑生輔導、生涯發展與就業輔導七組，

各組置組長一人。衛生保健組另置醫事人員若干人。另設軍訓室，置主任一人，軍

訓教官及護理教師若干人，負責軍訓與護理課程之規劃與教學，並支援校園暨學生

安全之維護、學生災難救助之處理及生活輔導相關事宜。 

第三項至第七項（略） 

 

第八條至第五十一條（略） 

擬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學生事務處：置學生事務長一人，掌
理學生事務事項，得置副學生事務長
一至二人，協助綜理學生事務事項，
並置秘書一人。下設生活輔導、住宿
服務、課外活動指導、心理健康與諮
商輔導、衛生保健、僑生輔導、生涯
發展與就業輔導七組，各組置組長一
人。衛生保健組另置醫事人員若干
人。另設軍訓室，置主任一人，軍訓
教官及護理教師若干人，負責軍訓與
護理課程之規劃與教學，並支援校園
暨學生安全之維護、學生災難救助之
處理及生活輔導相關事宜。 

學生事務處：置學生事務長一人，掌理學生
事務事項，得置副學生事務長一至二人，協
助綜理學生事務事項，並置秘書一人。下設
生活輔導、住宿服務、課外活動指導、學生
輔導、衛生保健、僑生輔導、生涯發展與就
業輔導七組，各組置組長一人。衛生保健組
另置醫事人員若干人。另設軍訓室，置主任
一人，軍訓教官及護理教師若干人，負責軍
訓與護理課程之規劃與教學，並支援校園暨
學生安全之維護、學生災難救助之處理及生
活輔導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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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國立成功大學組織規程 
第二十四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二十四條 
九、校園規劃及運用委員
會：研議校舍建築之配置、
校園發展、環境及景觀之規
劃等事項。 
校長(召集人)、總務長 (副
召集人)、研發長、財務長、
各學院院長、附設醫院院長
為當然委員，及由校長聘請
有關專長之教師、職員及學
生若干人組成，任期一年，
得連任之。 

第二十四條 
九、校園規劃及運用委員
會：研議校舍建築之配置、
校園發展、環境及景觀之規
劃等事項。 
總務長 (召集人)、研發
長、各學院院長、附設醫院
院長為當然委員，及由校長
聘請有關專長之教師、職員
及學生若干人組成，任期一
年，得連任之。 

 
 
依校園規劃及運用委
員會工作小組建議，
修正召集人、增設副
召集人及財務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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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國立成功大學教師評量要點 

91年 12月 25日  91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通過 

92年 06月 11日  91學年度第 5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95年 11月 01日  95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延會修訂通過 

96年 06月 27日  95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97年 12月 31日  97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100年 7月 7日  99學年度第 5次校務會議延會修訂通過 

一、  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昇本校教學、研究與服務品質，維持本校教育水準，

特依本校組織規程第三十三條訂定本校教師評量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凡本校專任教師，均應依本要點接受評量。 

    教授及副教授每滿五年接受一次評量，助理教授、講師及教學單位助教（86 年 3 月 21

日前取得證書者）每滿三年接受一次評量。 

    符合下列條件之一，經系（所）、院教評會確認者，得免接受評量： 

    (一)獲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者。 

    (二)曾獲頒教育部學術獎或國家講座、本校講座及經本校認可之國內外著名大學講座教

授者。 

    (三)曾獲國際著名學術獎或在學術上有卓越貢獻，經系（所）、院教評會認可者。 

    (四)曾獲頒國科會傑出研究獎三次（含）以上、甲（優）等研究獎或研究主持費共十次

（含）以上者（一次傑出研究獎相當於三次甲等研究獎）。曾獲選本校教學特優教師

或「教學傑出」奬者，相當於一次傑出研究獎；「教學優良」奬者，相當兩次研究主

持費。 

    (五)年滿六十歲者（但初聘者除外）。 

    (六)曾獲其他教學、研究、輔導及服務獎項或其成果具體卓著，經系（所）、院教師評審

委員會認可免接受評量者。 

三、  教師之評量須經初審、複審評量通過者方為通過，初審通過者始得辦理複審。初審由各

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辦理，複審由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辦理。 

四、  教師評量應綜合教學、研究、輔導及服務成效等予以客觀審慎之評量。教師在教學、研

究、輔導及服務任一項目有特出之績效，應予以肯定。 

    各系（所）、院須分別訂定其教師評量要點，包括評量項目、標準及程序，並經校教師評

審委員會核備後實施。各系（所）、院有更嚴格之規定者，從其規定。 

    教學單位 86 年 3 月 21 日前取得證書之助教，其評量準則由教務處會同人事室另訂之，

提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核備後實施。各系（所）應依據該準則訂定系（所）之評量項目、

標準及程序，提經院教師評審委員會核備後實施。 

五、  新聘教授及副教授依本校教師聘任辦法第五條規定，通過續聘者，視同通過第一次評量。 

      新聘助理教授及講師依本校教師聘任辦法第五條規定，於規定年限內，不需接受評量。

通過升等時，視同通過第一次評量。 

六、  本校專任教師依本要點評量不通過者，於次一年起不予晉薪且不得申請休假研究、借調、

在外兼職兼課。未通過評量之專任教師應於二年內進行再評量。再評量通過者，自次年

起恢復晉薪，得申請休假研究、借調、在外兼職兼課；未於二年內進行再評量或再評量

仍不通過者，則不予續聘。 

七、  凡最近一次評量不通過者不得提出升等；不得延長服務年限；且不得擔任各級教評會委

員，如為現任委員者，由候補委員遞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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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必須接受評量之教師，須提出相關資料接受審查。未提出者，以該年度未通過評量論。

但當年度有帶職帶薪或留職停薪情形（如休假研究、借調、出國講學或進修、育嬰、侍

親、…）不在校致未能提出者，俟返校服務後順延辦理。 

九、  自本要點通過施行之日起算，任教授或副教授滿五年者，接受第一次評量；任助理教授

或講師滿三年者，接受第一次評量。惟至 93 年 7月 31日止，任教授或副教授已滿五年、

任助理教授或講師已滿三年者，得自行提出自 93學年度起接受第一次評量。 

應接受評量年數之計算，不包括留職停薪（如出國講學或進修、育嬰、侍親、…）及懷

孕產假（每次以一年計）期間，但借調期間折半計算。通過升等教師，依其升等後職稱，

自該學年度起算其應接受評量年數。對應接受評量年數之計算有疑義時由人事室解釋。 

十、  教師評審委員若為受評當事人，應迴避與自身評量有關之討論及議決。各次會議之召開

均須達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議；經出席委員過二分之一同意始得決議。 

十一、各系級單位應於 4 月 15 日前完成初審送院辦理複審。各院級單位於 5 月 15 日前完成複

審送教務處彙整簽請校長核定後公佈通過名單。 

十二、非屬學院之系(所)、體育室及一級中心（處、館）之教師評量，其初審比照系(所)辦理；

複審除微奈米科技研究中心、計算機與網路中心分別由工學院、電機資訊學院教師評審

委員會辦理外，餘由非屬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辦理。 

十三、受評量教師對初審結果不服者，得向院教師評審委員會提出書面申復；對複審結果不服

者，得向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提出書面申復。對申復結果不服者，得向校教師申訴評議委

員會提出書面申訴。 

十四、編制內專任研究人員之評量比照教師辦理。 

十五、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規辦理。 

十六、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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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專案工作人員實施要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專案
工作人員實施辦法 

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專案
工作人員實施要點 

因本要點之實施及修正程
序，需經校務會議審議通
過，較為慎重，爰依中央法
規標準法第三條規定，將本
校「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
進用專案工作人員實施要
點」名稱修正為「國立成功
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專案工作
人員實施辦法」，以資周延。  

修正條文 現行規定 說明 
第一條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     

校）為因應校務發展需要，
特依教育部「國立大學校務
基金進用教學人員研究人
員及工作人員實施原則」及
「勞動基準法」訂定「國立
成功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專
案工作人員實施辦法」（以
下簡稱本辦法）。 

一、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
為因應校務發展需要，特依教
育部「國立大學校務基金進用
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
實施原則」及「勞動基準法」
訂定「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
進用專案工作人員實施要點」
（以下簡稱本要點）。 

 

1.名稱修訂。 
2.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八條
規定，辦法條文應分條書
寫，冠以「第某條」字樣，
爰配合修訂為「第一
條」。 

 

第二條本辦法所稱專案工作人
員，係指為辦理行政或執行
專案計畫工作，依「本校編
制內教師及研究人員本薪
(年功薪)、加給以外之給與
及編制外人員人事費及辦
理自籌收入業務有績效之
行政人員工作酬勞支應原
則」進用之編制外人員。 

二、本要點所稱專案工作人員，係
指為辦理行政或執行專案計畫
工作，在本校年度校務基金學
雜費收入及五項自籌收入項下
50﹪範圍內，以本校校務基金
管理及監督辦法第三條第二款
至第七款收入進用之編制外人
員。 

1.配合名稱之變更作文字
修正。 

2.同第一條說明 2 
3.依新修正之校務基金管
理及監督辦法修正經費
來源依據。 

 

第三條各單位或計畫主持人因業
務需要擬進用前項專案工
作人員時，應循各計畫主管
單位規定之行政程序簽奉
核准後辦理進用事宜，進用
後之人事管理由人事室綜
理。 

三、各單位或計畫主持人因業務需
要擬進用前項專案工作人員
時，應循各計畫主管單位規定
之行政程序簽奉核准後辦理進
用事宜，進用後之人事管理由
人事室綜理。 

同第一條說明 2 

第四條 專案工作人員以約聘（僱）
方式進用，其遴聘資格由各
用人單位或專案計畫需要
訂定，並以公開方式甄審為
原則。 

      機關首長之配偶及三親等
以內血親、姻親，不得進用
為本機關或所屬機關之專
案工作人員；各級主管、計
畫主持人或共同主持人之
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
親，不得進用為主管單位或
該計畫案之專案工作人員。 

四、專案工作人員以約聘（僱）方
式進用，其遴聘資格由各用人
單位或專案計畫需要訂定，並
以公開方式甄審為原則。 

1.同第一條說明 2 
2.依據教育部 99 年 3月 10
日 臺 人 （ 一 ） 字 第
0990031591號函以，基於
維持機關及學校用人公
平、公正並符合社會期
待，應將迴避進用規定納
入勞動契約，爰配合增訂
迴避進用規定。 

 

第五條專案工作人員聘期，以一年五、專案工作人員聘期，以一年一同第一條說明 2 

附件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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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聘為原則，但計畫期限在
一年以內者，應按實際所需
時間聘（僱）。如因計畫持
續需要，得續聘至計畫執行
期限結束時止。 

      新進專案工作人員得先予
試用，試用期間以三個月為
原則，試用期滿表現良好者
再予續聘（僱）。 

聘為原則，但計畫期限在一年
以內者，應按實際所需時間聘
（僱）。如因計畫持續需要，
得續聘至計畫執行期限結束
時止。 

    新進專案工作人員得先予試
用，試用期間以三個月為原
則，試用期滿表現良好者再予
續聘（僱）。 

 

第六條專案工作人員於聘（僱）期
間，須接受單位主管或計畫
主持人督導及工作指派，並
有遵守性別平等教育規
定、本校及合作機構有關規
定之義務，依法令辦理業務
時，應維持公正中立。如有
違反，致本校利益受有損
害，得終止契約。 

     
 

六、專案工作人員於聘（僱）期間，
須接受單位主管或計畫主持人
督導及工作指派，並有遵守性
別平等教育規定、本校及合作
機構有關規定之義務，如有違
反，致本校利益受有損害，得
終止契約。 

 

1.同第一條說明 2 
2.依教育部 100年 2月 9日
臺人(二)字第
1000003371號函略以，為
使工友及臨時人員瞭解
其權利義務，各機關學校
應將「行政院及所屬各機
關學校工友及臨時人員
辦理事務維持中立注意
事項」於工作規則或勞動
契約中載明，爰配合修
訂。 

第七條專案工作人員之報酬，除因
計畫關係需另訂支給標準
經專案簽准或依委託計畫
單位約定另訂標準支給
外，其餘人員依本校專案
工作人員待遇支給標準表
支給（附表一），但各該用
人經費如有困難時，得酌
減之。另以校管理費進用
之契（聘）僱人員依本校
契僱人員暨聘僱人員薪點
支給待遇標準表支給（附
表二）。 

       新進專案工作人員依其學
歷自最低薪級起薪，服務
滿一年成績優良者得晉一
級，是否晉級由各用人單
位或計畫主持人自行考核
決定。 

       新進專案工作人員如有符
合本校「聘僱人員採計曾
任年資提敘薪級原則」規
定之服務年資時，得於本
職最高薪範圍內提敘薪
級，但每滿一年最多提敘
一級。 

       專案工作人員年終工作獎
金之發給，除委託計畫單
位另有規定外，由各用人
單位或計畫主持人自行考
核後，得視經費盈餘分級
發給，最高不得超過軍公

七、專案工作人員之報酬，除因計
畫關係需另訂支給標準經專
案簽准或依委託計畫單位約
定另訂標準支給外，其餘人員
依本校專案工作人員待遇支
給標準表支給（附表一），但
各該用人經費如有困難時，得
酌減之。另以校管理費進用之
契（聘）僱人員依本校契僱人
員暨聘僱人員薪點支給待遇
標準表支給（附表二）。 

    新進專案工作人員依其學歷
自最低薪級起薪，服務滿一年
成績優良者得晉一級，是否晉
級由各用人單位或計畫主持
人自行考核決定。 

    新進專案工作人員如有符合
本校「聘僱人員採計曾任年資
提敘薪級原則」規定之服務年
資時，得於本職最高薪範圍內
提敘薪級，但每滿一年最多提
敘一級。 

    專案工作人員年終工作獎金
之發給，除委託計畫單位另有
規定外，由各用人單位或計畫
主持人自行考核後，得視經費
盈餘分級發給，最高不得超過
軍公教人員當年度年終工作
獎金之上限。 

同第一條說明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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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人員當年度年終工作獎
金之上限。 

第八條專案工作人員每日正常工
作時間不得超過八小時，
每二週工作總時數不超過
八十四小時，但本校得視
業務需要，經雙方協議後
採輪班制或調整每日上下
班時間。 

       本校如因經費受限，於商
請專案工作人員延長工時
服務，經其同意以補休假
方式處理時，不另支給延
長工時之工資；惟用人單
位主管或計畫主持人得視
經費狀況專案發給延長工
時之工資。 

       專案工作人員之請假，依
勞動基準法、勞工請假規
則、性別工作平等法及本
校相關規定辦理。奉派出
差，並得比照本校編制內
之相當職級人員請領差旅
費。 

       專案工作人員利用公餘時
間或利用事假、特別休假
進修，以不影響工作為原
則，並須向單位主管報備。 

八、專案工作人員每日正常工作時
間不得超過八小時，每二週工
作總時數不超過八十四小
時，但本校得視業務需要，經
雙方協議後採輪班制或調整
每日上下班時間。 

    本校如因經費受限，於商請專
案工作人員延長工時服務，經
其同意以補休假方式處理
時，不另支給延長工時之工
資；惟用人單位主管或計畫主
持人得視經費狀況專案發給
延長工時之工資。 

 

1.同第一條說明 2 
2.增訂專案工作人員請假 
及公餘進修規定，以資明
確。 

3.相當職級之判定，依校務
基金管理委員會建議，擬
以薪資總額為分級依據，
並參照公務人員得請領簡
任級差旅費標準辦理。  

第九條專案工作人員於聘（僱）期
間，不得在校內外兼職或兼
課，如因業務需要須依校內
相關規定經專案簽准。 

九、專案工作人員於聘（僱）期間，
不得在校內外兼職或兼課，如
因業務需要須依校內相關規定
經專案簽准。 

同第一條說明 2 

第十條專案工作人員欲終止契約
時，若無不須預告本校之
情形，應依本校臨時人員
工作規則第九條之規定提
出書面申請，並辦妥離職
手續；如未於規定期間提
出，致本校受有損害者，
本校得依相關法律請求損
害賠償。 

十、專案工作人員欲終止契約時，
若無不須預告本校之情形，應
依本校臨時人員工作規則第九
條之規定提出書面申請，並辦
妥離職手續；如未於規定期間
提出，致本校受有損害者，本
校得依相關法律請求損害賠
償。 

同第一條說明 2 

第十一條專案工作人員應依勞工
保險條例、全民健康保險
法及勞工退休金條例相關
規定參加勞保、全民健保
及勞工退休金（外國籍人
士提撥勞工退休準備
金）；資格不符參加勞保
者，可選擇參加國際技術
合作人員綜合保險，保險
費由本校負擔 65%，自付
35%。 

十一、專案工作人員應依勞工保險
條例、全民健康保險法及勞
工退休金條例相關規定參加
勞保、全民健保及勞工退休
金（外國籍人士提撥勞工退
休準備金）；資格不符參加勞
保者，可選擇參加國際技術
合作人員綜合保險，保險費
由本校負擔 65%，自付同第
一條說明 235%。 

      上述應由雇主負擔之費用

同第一條說明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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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應由雇主負擔之費
用由各該用人經費來源提
撥。 

由各該用人經費來源提撥。 

第十二條專案工作人員於聘（僱）
期間，得依本校有關規定
享有下列權益：  

（一）享有勞工安全衛生法 
令相關規定之保障。 

（二）請領本校識別證與校  
內汽機車通行證。 

（三）圖書館、計算機與網路
中心及體育場所等公
共設施，得依各單位規
定使用之。 

（四）其他經專案簽准之福利
事項。 

十二、專案工作人員於聘（僱）期
間，得依本校有關規定享有
下列權益：  

（一）享有勞工安全衛生法 令
相關規定之保障。 

（二）請領本校識別證與校  
內汽機車通行證。 

（三）圖書館、計算機與網路
中心及體育場所等公共
設施，得依各單位規定
使用之。 

（四）其他經專案簽准之福利
事項。 

同第一條說明 2 

第十三條專案工作人員之資遣費
及退休金，悉依勞動基準
法及勞工退休金條例相關
規定辦理；職業災害補償
依勞動基準法、職業災害
勞工保護法、勞工保險條
例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三、專案工作人員之資遣費及退
休金，悉依勞動基準法及勞
工退休金條例相關規定辦
理；職業災害補償依勞動基
準法、職業災害勞工保護
法、勞工保險條例及相關法
令規定辦理。 

同第一條說明 2 

第十四條專案工作人員於聘（僱）
期間應簽訂契約，契約中
明定其聘期、報酬標準、
工作時間、差假、考核、
獎懲、福利、保險、退休、
資遣、職業災害補償、到
離職等權利義務事項。 

十四、專案工作人員於聘（僱）期
間應簽訂契約，契約中明定
其聘期、報酬標準、工作時
間、差假、考核、獎懲、福
利、保險、退休、資遣、職
業災害補償、到離職等權利
義務事項。 

同第一條說明 2 

第十五條以本校校務基金非自籌
經費進用之專案工作人
員，除另有規定外，比照
本辦法辦理。 

 增訂非自籌經費進用之專案
工作人員，得比照本辦法辦
理規定，俾利管理。 

第十六條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依
國立大學校務基金進用教
學人員研究人員及工作人
員實施原則、本校臨時人
員工作規則、勞動基準
法、勞工退休金條例及其
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五、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依國
立大學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
員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實施
原則、本校臨時人員工作規
則、勞動基準法、勞工退休
金條例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
辦理。 

1.配合名稱之變更作文字修
正。 

2.同第一條說明 2 
3.點次變更。 

第十七條本辦法經校務基金管理
委員會及校務會議通過後
實施，修正時亦同。 

 

十六、本要點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
會及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修正時亦同。 

 

1.配合名稱之變更作文字修
正。 

2.同第一條說明 2 
3.點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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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專案工作人員契約書」第八點、第九點、第十四點規定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八、差假及進修： 
    乙方之請假依勞動基準法、勞

工請假規則、性別工作平等法
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奉派出
差，並得比照本校編制內之相
當職級人員請領差旅費。 

    特別休假由甲乙雙方協商後排
定，乙方原則上同意於契約年
度之上半年內休畢可休日數之
一半，並於契約年度內全數休
畢；除可歸責於甲方之原因者

外，不另支給未休假日數之工
資。 

    公餘時間或利用事假、特別休
假進修，以不影響工作為原
則，並須向單位主管報備。 

八、請假、特別休假及相關給假： 
    乙方之請假依勞動基準法、勞

工請假規則、性別工作平等法
及甲方「適用勞動基準法人員
給假一覽表」等相關適法規定
辦理。 

    特別休假由甲乙雙方協商後排
定，乙方原則上同意於契約年
度之上半年內休畢可休日數
之一半，並於契約年度內全數
休畢；除可歸責於甲方之原因

者外，不另支給未休假日數之
工資。 

一、增訂專案工作人員 
   公餘進修規定，並酌

作文字修正，以資明
確。 

二、相當職級之判定，依
校務基金管理委員
會建議，擬以薪資總
額為分級依據，並參
照公務人員得請領
簡任級差旅費標準
辦理。 

 

九、服務守則： 
（一）遵守政府之相關法令及甲

方合於法理之工作指派、
管理規定，不得為圖私
利，而有犧牲或損害甲方
利益之行為。 

（二）愛護公物，不得毀損；遵守

工作秩序，維護工作場所安
全；保守職務上之機密，離
職後亦同。 

（三）不得利用職務圖利自己或
他人，並不得接受不正當
之利益、餽贈或報酬。 

（四）不得有其他行為不檢，或
足以損害甲方聲譽之行
為。 

（五）乙方於聘（僱）期間，不
得在校內外兼職或兼課，

如因業務需要須依校內相
關規定經專案簽准。 

（六）遵守性別平等教育相關法
規。 

（七）乙方依法令辦理業務時，
應維持公正中立。 

    乙方如違反（一）至（七） 款，    

致甲方利益受有損害，乙方應依
法負損害賠償之責並負法律責
任。 

九、服務守則： 
（一）遵守政府之相關法令及甲

方合於法理之工作指派、
管理規定，不得為圖私
利，而有犧牲或損害甲方
利益之行為。 

（二）愛護公物，不得毀損；遵守

工作秩序，維護工作場所安
全；保守職務上之機密，離
職後亦同。 

（三）不得利用職務圖利自己或
他人，並不得接受不正當
之利益、餽贈或報酬。 

（四）不得有其他行為不檢，或
足以損害甲方聲譽之行
為。 

（五）乙方於聘（僱）期間，不
得在校內外兼職或兼課，

如因業務需要須依校內相
關規定經專案簽准。 

（六）遵守性別平等教育相關法
規。 

   乙方如違反（一）至（六） 款，    

致甲方利益受有損害，乙方應依
法負損害賠償之責並負法律責

任。 

依教育部 100 年 2 月 9
日 臺 人 ( 二 ) 字 第
1000003371 號函略以，
為使工友及臨時人員瞭
解其權利義務，各機關學
校應將「行政院及所屬各
機關學校工友及臨時人

員辦理事務維持中立注
意事項」於工作規則或勞
動契約中載明，爰配合修
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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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契約終止： 
（一）甲方得依所訂之臨時人員

工作規則第五條、第六條
規定終止契約。 

（二）乙方欲終止契約時，若無
不須預告甲方之情形，應
依甲方所訂之臨時人員工
作規則第九條規定提出書
面申請，並辦妥離職手
續；如未於規定期間提
出，致甲方受有損害者，
甲方得依相關法律請求乙
方損害賠償。 

（三）甲、乙雙方應遵守本校校
務基金進用專案工作人員
實施要點有關迴避進用規
定，且乙方應具結非屬上
開應迴避進用之人員，如
有具結不實情事，甲方得
依相關法規終止契約。   

十四、契約終止： 
（一）甲方得依所訂之臨時人員

工作規則第五條、第六條
規定終止契約。 

（二）乙方欲終止契約時，若無
不須預告甲方之情形，應
依甲方所訂之臨時人員工
作規則第九條規定提出書
面申請，並辦妥離職手
續；如未於規定期間提
出，致甲方受有損害者，
甲方得依相關法律請求乙
方損害賠償。 

 

依教育部 99年 3月 10日
臺 人 （ 一 ） 字 第
0990031591號函及 99年
10月 22日臺人（一）字
第 0990162558 號函規
定，基於維持機關及學校
用人公平、公正並符合社
會期待，應將迴避進用規
定納入勞動契約，爰配合
增訂迴避進用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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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專案工作人員實施辦法 

94年 03月 30日 93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延會通過 
94年 12月 28日 94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6年 03月 28日 95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7年 03月 26日 96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7年 12月 31日 97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8年 09月 30日 98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年 01月 05日 99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年 07月 07日 99學年度第 5次校務會議延會修正通過 

第一條 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因應校務發展需要，特依教育部「國立大學校務基金
進用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實施原則」及「勞動基準法」訂定「國立成功大學校
務基金進用專案工作人員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本辦法所稱專案工作人員，係指為辦理行政或執行專案計畫工作，依「本校編制內教師
及研究人員本薪(年功薪)、加給以外之給與及編制外人員人事費及辦理自籌收入業務有
績效之行政人員工作酬勞支應原則」進用之編制外人員。 

第三條各單位或計畫主持人因業務需要擬進用前項專案工作人員時，應循各計畫主管單位規定
之行政程序簽奉核准後辦理進用事宜，進用後之人事管理由人事室綜理。 

第四條專案工作人員以約聘（僱）方式進用，其遴聘資格由各用人單位或專案計畫需要訂定，
並以公開方式甄審為原則。 

      機關首長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不得進用為本機關或所屬機關之專案工作人
員；各級主管、計畫主持人或共同主持人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不得進用為
主管單位或該計畫案之專案工作人員。 

第五條專案工作人員聘期，以一年一聘為原則，但計畫期限在一年以內者，應按實際所需時間
聘（僱）。如因計畫持續需要，得續聘至計畫執行期限結束時止。 

      新進專案工作人員得先予試用，試用期間以三個月為原則，試用期滿表現良好者再予續
聘（僱）。 

第六條專案工作人員於聘（僱）期間，須接受單位主管或計畫主持人督導及工作指派，並有遵
守性別平等教育規定、本校及合作機構有關規定之義務，依法令辦理業務時，應維持公
正中立。如有違反，致本校利益受有損害，得終止契約。     

第七條專案工作人員之報酬，除因計畫關係需另訂支給標準經專案簽准或依委託計畫單位約定
另訂標準支給外，其餘人員依本校專案工作人員待遇支給標準表支給（附表一），但各該
用人經費如有困難時，得酌減之。另以校管理費進用之契（聘）僱人員依本校契僱人員
暨聘僱人員薪點支給待遇標準表支給（附表二）。 

       新進專案工作人員依其學歷自最低薪級起薪，服務滿一年成績優良者得晉一級，是否晉
級由各用人單位或計畫主持人自行考核決定。 

       新進專案工作人員如有符合本校「聘僱人員採計曾任年資提敘薪級原則」規定之服務年
資時，得於本職最高薪範圍內提敘薪級，但每滿一年最多提敘一級。 

       專案工作人員年終工作獎金之發給，除委託計畫單位另有規定外，由各用人單位或計畫
主持人自行考核後，得視經費盈餘分級發給，最高不得超過軍公教人員當年度年終工作
獎金之上限。 

第八條專案工作人員每日正常工作時間不得超過八小時，每二週工作總時數不超過八十四小
時，但本校得視業務需要，經雙方協議後採輪班制或調整每日上下班時間。 

       本校如因經費受限，於商請專案工作人員延長工時服務，經其同意以補休假方式處理
時，不另支給延長工時之工資；惟用人單位主管或計畫主持人得視經費狀況專案發給延
長工時之工資。 

       專案工作人員之請假，依勞動基準法、勞工請假規則、性別工作平等法及本校相關規定
辦理。奉派出差，並得比照本校編制內之相當職級人員請領差旅費。 

       專案工作人員利用公餘時間或利用事假、特別休假進修，以不影響工作為原則，並須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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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主管報備。 

第九條專案工作人員於聘（僱）期間，不得在校內外兼職或兼課，如因業務需要須依校內相關
規定經專案簽准。 

第十條專案工作人員欲終止契約時，若無不須預告本校之情形，應依本校臨時人員工作規則第
九條之規定提出書面申請，並辦妥離職手續；如未於規定期間提出，致本校受有損害者，
本校得依相關法律請求損害賠償。 

第十一條專案工作人員應依勞工保險條例、全民健康保險法及勞工退休金條例相關規定參加勞
保、全民健保及勞工退休金（外國籍人士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資格不符參加勞保者，
可選擇參加國際技術合作人員綜合保險，保險費由本校負擔 65%，自付 35%。 

       上述應由雇主負擔之費用由各該用人經費來源提撥。 

第十二條專案工作人員於聘（僱）期間，得依本校有關規定享有下列權益：  

      一、享有勞工安全衛生法 令相關規定之保障。 

      二、請領本校識別證與校  內汽機車通行證。 

      三、圖書館、計算機與網路中心及體育場所等公共設施，得依各單位規定使用之。 

      四、其他經專案簽准之福利事項。 

第十三條專案工作人員之資遣費及退休金，悉依勞動基準法及勞工退休金條例相關規定辦理；
職業災害補償依勞動基準法、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勞工保險條例及相關法令規定辦
理。 

第十四條專案工作人員於聘（僱）期間應簽訂契約，契約中明定其聘期、報酬標準、工作時間、
差假、考核、獎懲、福利、保險、退休、資遣、職業災害補償、到離職等權利義務事
項。 

第十五條以本校校務基金非自籌經費進用之專案工作人員，除另有規定外，比照本辦法辦理。 

第十六條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依國立大學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實施原
則、本校臨時人員工作規則、勞動基準法、勞工退休金條例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十七條本辦法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及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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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專案工作人員契約書  

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甲方）為應業務需要，以校務基金聘（僱）                      君
（以下簡稱乙方）為專案工作人員，經雙方訂立條款如下： 
一、聘（僱）期間：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契約期滿，終止勞雇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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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以外之其他地點，擔任本契約所定之工作。 
四、工作報酬：甲方每月給付乙方新台幣         元，一次發給。惟因計畫尚未撥款致無法及時

發給者，得俟經費撥下後一次補足。 
               自報到日起支，離職日停支。 
五、計畫案名稱及經費來源：                                                  。 
六、到職及離職：乙方應於起聘日報到，並依規定辦妥到職手續後始予聘（僱）用；離職時，

應依規定辦妥離職手續後始得離職。 
七、工作時間： 

（一）乙方每日正常工作時間不得超過八小時，每二週工作總時數不超過八十四小時。為
比照甲方編制內職員實施週休二日制，於符合勞動基準法情況下，乙方同意將休假
日(應放假之紀念日、勞動節日)調移。上班時間依實際需求就下列方案擇一實施： 

     □週一至週五上午自 8時至 12時，下午自 13時至 17時。上下班簽到退時間，得前
後各彈性 30分鐘。 

       □其他：                          （輪班人員及特殊上班時間者，請務必填列。
例如：週一至週五上午自 9時至 13時，下午自 14時至 18時） 

（二） 甲方得視業務需要，經甲乙雙方協議後採輪班制或調整每日上下班時間及休息時間。 
     （三）甲方因業務需要，於商請乙方延長工時服務，乙方應填寫加班申請單，並同意以補

休假方式處理，不另支給延長工時之工資；惟用人單位主管或計畫主持人得視經費
狀況專案發給延長工時之工資。 

八、差假及進修： 
     乙方之請假依勞動基準法、勞工請假規則、性別工作平等法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奉派出

差，並得比照本校編制內之相當職級人員請領差旅費。 
     特別休假由甲乙雙方協商後排定，乙方原則上同意於契約年度之上半年內休畢可休日數之

一半，並於契約年度內全數休畢；除可歸責於甲方之原因者外，不另支給未休假日數之工
資。 

         公餘時間或利用事假、特別休假進修，以不影響工作為原則，並須向單位主管報備。 
九、服務守則： 
     （一）遵守政府之相關法令及甲方合於法理之工作指派、管理規定，不得為圖私利，而

有犧牲或損害甲方利益之行為。 
            （二）愛護公物，不得毀損；遵守工作秩序，維護工作場所安全；保守職務上之機密，離

職後亦同。 
      （三）不得利用職務圖利自己或他人，並不得接受不正當之利益、餽贈或報酬。 
     （四）不得有其他行為不檢，或足以損害甲方聲譽之行為。 
     （五）乙方於聘（僱）期間，不得在校內外兼職或兼課，如因業務需要須依校內相關規

定經專案簽准。 
（六）遵守性別平等教育相關法規。 
（七）乙方依法令辦理業務時，應維持公正中立。 

       乙方如違反（一）至（七） 款，致甲方利益受有損害，乙方應依法負損害賠償之責並
負法律責任。 

 十、考核及獎懲：乙方於服務滿一年時，得由用人單位主管或計畫主持人自行考核，決定其是
否晉薪；乙方之獎懲由用人單位主管或計畫主持人視需要參照甲方相關規定
辦理。 

十一、職業災害補償：甲方應依勞動基準法、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勞工保險條例及相關規定
辦理職業災害之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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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保險：甲方應於乙方聘（僱）期間，依勞工保險條例、全民健康保險法相關規定爲其加
入勞保及全民健保；資格不符加入勞保之規定者，可選擇加入國際技術合作人員
綜合保險，保險費由甲方負擔 65%，乙方負擔 35%。 

         上述乙方負擔之費用，由甲方於發放薪資中代為扣繳。 
十三、福利： 

    （一）享有勞工安全衛生法令相關規定之保障。 
    （二）請領識別證與汽機車通行證。 
    （三）圖書館、計算機與網路中心及體育場所等公共設施，得依各單位規定使用之。 

      （四）其他經專案簽准之福利事項。 
十四、契約終止： 
     （一）甲方得依所訂之臨時人員工作規則第五條、第六條規定終止契約。 
     （二）乙方欲終止契約時，若無不須預告甲方之情形，應依甲方所訂之臨時人員工作規

則第九條規定提出書面申請，並辦妥離職手續；如未於規定期間提出，致甲方受
有損害者，甲方得依相關法律請求乙方損害賠償。 

      （三）甲、乙雙方應遵守本校校務基金進用專案工作人員實施要點有關迴避進用規定，
且乙方應具結非屬上開應迴避進用之人員，如有具結不實情事，甲方得依相關法
規終止契約。 

十五、業務移交：甲方調整乙方所擔任之工作或本契約終止時，乙方應將其經管之事務及物品辦
理移交。如未辦妥移交，致甲方受有損害者，甲方得依相關法律請求乙方損害
賠償。 

十六、資遣：甲方終止契約時，如依勞動基準法規定應給與資遣費，其金額依勞工退休金條例
之規定計算。 

十七、退休：甲方依勞動基準法及勞工退休金條例相關規定為乙方辦理勞工退休金（外國籍人
士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及相關退休事宜。 

          上述乙方自願提繳勞工退休金之費用，由甲方於發放薪資中代為扣繳。 
十八、專案工作人員年終工作獎金之發給，除委託計畫單位另有規定外，由各用人單位或計畫

主持人自行考核後，得視經費盈餘分級發給，最高不得超過軍公教人員當年度年終工作
獎金之上限。 

十九、本契約如有未盡事宜，依甲方所訂之臨時人員工作規則及校務基金進用專案工作人員實
施要點、勞動基準法、勞工退休金條例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二十、甲乙雙方因本契約發生訴訟時，同意以甲方所在地之管轄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二十一、本契約書一式三份，甲方（人事室）、甲方用人單位及乙方各執一份。 
※附註：1、本契約書需俟計畫簽約完成始生效。 
        2、乙方之前曾因他案與甲方簽訂聘（僱）契約書，其聘期與本契約書聘期重疊時，前

契約書在本契約書生效時同時終止。 
        3、本契約書制式內容係經甲方校務會議通過生效，不得擅自更動；如被更動，該條款

視為無效。 
立契約人 
甲  方：國立成功大學                   乙       方：                  （簽名） 
代表人：校長  黃  煌  煇               身分證字號：                                 
                                       （無中華民國身分證者，請填統一證號） 
地  址：台南市大學路一號               戶 籍 地 址：                                 
                                                                                     
甲方用人單位主管簽章：                    聯 絡 電 話：                                 
（或計畫主持人）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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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專業經理人實施要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專業

經理人實施辦法 

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專業

經理人實施要點 

因本要點之實施及修正
程序，需經校務會議審
議通過，較為慎重，爰
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三
條規定，將本校「國立
成功大學校務基金進用
專業經理人實施要點」
名稱修正為「國立成功
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專業
經理人實施辦法」，以資
周延。  

修正條文 現行規定 說明 

第一條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
本校)為因應校務發展需
要，特依本校編制內教師
及研究人員本薪 (年功
薪)、加給以外之給與及編
制外人員人事費及辦理自
籌收入業務有績效之行政
人員工作酬勞支應原則第
五條規定，訂定本辦法。 

一、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
校)為因應校務發展需要，特
依本校編制內教師及研究人
員本薪(年功薪)、加給以外
之給與及編制外人員人事費
及辦理自籌收入業務有績效
之行政人員工作酬勞支應原
則第五條規定，訂定本要點。 

 

1.名稱修訂。 
2.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八條規定，辦法條文
應分條書寫，冠以「第
某條」字樣，爰配合
修訂為「第一條」。 

 

第二條本辦法所稱專業經理人，
係指由本校各單位為因應

其業務需要進用相關領域
具有專長之專業經理人
才。 

二、本要點所稱專業經理人，係
指相關領域具有專長之專業

經理人才，並由本校各單位
因應其業務需要，在年度校
務基金學雜費收入及五項自
籌收入項下 50﹪範圍內，以
本校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
法第三條第二款至第七款收
入進用之編制外人員。 

1.配合名稱之變更作文     
字修正。 

2.同第一條說明 2 
3.人員進用之經費來
源，已配合本校新修
正之校務基金管理及
監督辦法修正於本要
點第一點，爰刪除。 

4.就人員定義酌作文字
修正。 

第三條專業經理人之任務在於帶
領專業團隊，有效運用本
校可用資金或資源，在一
定時間內創造盈餘、增加

財富收入或提昇經營管理
績效。 

三、專業經理人之任務在於帶領
專業團隊，有效運用本校可
用資金或資源，在一定時間
內創造盈餘、增加財富收入

或提昇經營管理績效。 
 

同第一條說明 2 

第四條專業經理人之進用，應將
人選提經主管會報及校務
基金管理委員會（以下簡
稱管理委員會）審議通
過，循行政程序簽奉核准
後進用。進用後之人事管
理由人事室綜理。 

四、專業經理人之進用，應將人
選提經主管會報及校務基金
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管理
委員會）審議通過，循行政
程序簽奉核准後進用。進用
後之人事管理由人事室綜
理。 

同第一條說明 2 

第五條專業經理人以聘用方式進
用，以一年一聘為原則。 

五、專業經理人以聘用方式進    
用，以一年一聘為原則。 

同第一條說明 2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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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經理人服務滿一年
時，所屬主管應就其工作
表現、服務績效及目標達

成率等加以考核，決定是
否續聘或晉（減）薪，並
循行政程序簽奉核准；至
於晉（減）薪級數則視其
工作績效而定。 

  專業經理人服務滿一年時，
所屬主管應就其工作表現、
服務績效及目標達成率等加

以考核，決定是否續聘或晉
（減）薪，並循行政程序簽
奉核准；至於晉（減）薪級
數則視其工作績效而定。 

 

第六條專業經理人於聘用期間，
須接受所屬主管之督導及
工作指派，並遵守性別平
等教育相關規定及本校相
關規定，依法令辦理業
務時，應維持公正中

立，如有違反，得隨時予
以解聘。 

 

六、專業經理人於聘用期間，須
接受所屬主管之督導及工作
指派，並遵守性別平等教育
相關規定及本校相關規定，
如有違反，得隨時予以解聘。 

 

1.同第一條說明 2 
2.依教育部 100 年 2 月

9 日臺人 (二)字第
1000003371 號函略
以，為使工友及臨時
人員瞭解其權利義

務，各機關學校應將
「行政院及所屬各機
關學校工友及臨時人
員辦理事務維持中立
注意事項」於工作規
則或勞動契約中載
明，爰配合修訂。 

第七條專業經理人應依公平、公
開、公正方式進用，其進
用資格及薪資支給標準另
訂之，並提經管理委員會
及校務會議通過。 

      機關首長之配偶及三親等
以內血親、姻親，不得進
用為本機關或所屬機關之
專業經理人；各級主管之
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
姻親，在其主管單位中應
迴避進用。 
專業經理人能為本校創造
盈餘、增加財富收入或提
昇經營管理績效者另支給
獎金。獎金發給之原則、
額度、發放之時間及方式

等相關事宜，由用人單位
另訂之，並提經主管會報
及管理委員會通過。 

七、專業經理人應依公平、公開、
公正方式進用，其進用資格
及薪資支給標準另訂之，並
提經管理委員會及校務會議
通過。 

專業經理人能為本校創造盈
餘、增加財富收入或提昇經
營管理績效者另支給獎金。
獎金發給之原則、額度、發
放之時間及方式等相關事
宜，由用人單位另訂之，並
提經主管會報及管理委員會
通過。 

1.同第一條說明 2 
2.依據教育部 99年 3月
10 日台人（一）字第
0990031591 號函以，
基於維持機關及學校

用人公平、公正並符
合社會期待，應將迴
避進用規定納入勞動
契約，爰配合增訂迴
避進用規定。 

 

第八條專業經理人之上班時間比
照本校編制內職員依政府
機關辦公日曆出勤。 
專業經理人之請假依勞
動基準法、性別工作平等
法及勞工請假規則及本
校相關規定辦理。奉派出
差，並得比照本校編制內

八、專業經理人之上班時間比照
本校編制內職員依政府機關
辦公日曆出勤。請假依勞動
基準法、性別工作平等法及
勞工請假規則等規定辦理。 

1.同第一條說明 2 
2.增訂專業經理人差假 
及公餘進修規定，以
資明確。 

3.相當職級之判定，依
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建議，擬以薪資總額
為分級依據，並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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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相當職級人員請領差
旅費。 
專業經理人利用公餘時

間或利用事假、特別休假
進修，以不影響工作為原
則，並須向單位主管報
備。 

公務人員得請領簡任
級差旅費標準辦理。 

第九條專業經理人於聘用期間，
不得在校內外兼職或兼
課，如因業務需要須依校
內相關規定專案簽准。 

九、專業經理人於聘用期間，不
得在校內外兼職或兼課，如
因業務需要須依校內相關規
定專案簽准。 

同第一條說明 2 
 

第十條專業經理人於聘期屆滿前
自請離職，應於十日前提
出書面申請並辦妥離職手

續。 

十、專業經理人於聘期屆滿前自
請離職，應於十日前提出書
面申請並辦妥離職手續。 

同第一條說明 2 
 

第十一條專業經理人應依相關規
定參加勞工保險、全民
健保及勞工退休金。其
勞保、全民健保及勞工
退休準備金應由雇主
負擔之費用由各該用
人經費來源提撥。 

十一、專業經理人應依相關規定
參加勞工保險、全民健保
及勞工退休金。其勞保、
全民健保及勞工退休準
備金應由雇主負擔之費
用由各該用人經費來源
提撥。 

同第一條說明 2 
 

第十二條專業經理人於聘用期
間，得依本校有關規定
享有下列權益： 

  （一）請領本校識別證與校     

內汽機車通行證。    
  （二）圖書館、計算機與網

路中心及體育場所等
公共設施，得依各單
位規定使用之。 

  （三）其他經專案簽准之福  
利事項。 

 

十二、專業經理人於聘用期間，
得依本校有關規定享有
下列權益： 

  （一）請領本校識別證與校

內汽機車通行證。    
  （二）圖書館、計算機與網

路中心及體育場所等
公共設施，得依各單位
規定使用之。 

  （三）其他經專案簽准之福
利事項。 

 

同第一條說明 2 
 

第十三條專業經理人於聘用期間
應簽訂契約，契約中明
定其聘期、薪資、工作

時間、差假、考核、獎
懲、福利、退休、資遣、
職業災害補償、到離職
等權利義務事項。 

十三、專業經理人於聘用期間應
簽訂契約，契約中明定其
聘期、薪資、工作時間、

差假、考核、獎懲、福利、
退休、資遣、職業災害補
償、到離職等權利義務事
項。 

同第一條說明 2 
 

第十四條本辦法未規定事項，依
「國立成功大學臨時人
員工作規則」、「勞動基
準法」、「勞工退休金條
例」及其他相關法令辦
理。 

十四、本要點未規定事項，依「國
立成功大學臨時人員工作
規則」、「勞動基準法」、
「勞工退休金條例」及其
他相關法令辦理。 

 

1.配合名稱之變更作文     
字修正。 

2.同第一條說明 2 
 

 
99-5 延會校務會議(100.07.07)紀錄-43-



 44 

第十五條本辦法經校務基金管理
委員會及校務會議通
過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十五、本要點經校務基金管理委
員會及校務會議通過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1.配合名稱之變更作文     
字修正。 

2.同第一條說明 2 

 

「國立成功大學專業經理人契約書」第七點、第十五點、第十六點規定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七、差假及進修： 
 乙方之請假依勞動基準法、性
別工作平等法及勞工請假規
則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奉派
出差，並得比照本校編制內之
相當職級人員請領差旅費。 
公餘時間或利用事假、特別休
假進修，以不影響工作為原
則，並須向單位主管報備。 

七、差假規定：乙方之請假依勞
動基準法、性別工作平等法
及勞工請假規則等規定辦
理。經指派出差者，得比照
甲方編制內之相當職級人員
請領差旅費。 

一、增訂專業經理人差
假及公餘進修規
定，以資明確。 

二、相當職級之判定，
依校務基金管理
委員會建議，擬以
薪資總額為分級
依據，並參照公務
人員得請領簡任
級差旅費標準辦
理。 

十五、服務義務與紀律： 
  （一）遵守政府之相關法令及

甲方之工作指派、管理
規定，不得為圖私利，
而有犧牲或損害甲方
利益之行為。  

   （二）愛護公物，遵守工作秩
序，維護工作場所安
全，保守職務上之機
密。 

  （三）不得利用職務圖利自己
或他人，並不得接受不
正當之利益、餽贈或報
酬。 

  （四）不得有其他行為不檢，
或足以損害甲方聲譽
之行為。 

  （五）乙方非經本校書面同意
不得在校內外兼職或
兼課。 

（六）遵守性別平等教育相關
法規。 

（七）乙方依法令辦理業務  
時，應維持公正中立。 

     乙方如違反（一）至（七）
款，致甲方利益受有損害，乙
方應負損害賠償之責並負法律
責任。 

十五、服務義務與紀律： 
  （一）遵守政府之相關法令

及甲方之工作指派、
管理規定，不得為圖
私利，而有犧牲或損
害甲方利益之行為。  

   （二）愛護公物，遵守工作
秩序，維護工作場所
安全，保守職務上之
機密。 

  （三）不得利用職務圖利自
己或他人，並不得接
受不正當之利益、餽
贈或報酬。 

  （四）不得有其他行為不檢，
或足以損害甲方聲譽
之行為。 

  （五）乙方非經本校書面同
意不得在校內外兼職
或兼課。 

（六）遵守性別平等教育相
關法規。 

     乙方如違反（一）至（六）
款，致甲方利益受有損害，
乙方應負損害賠償之責並
負法律責任。 

 

依教育部 100年 2月 9
日 臺 人 ( 二 ) 字 第
1000003371 號 函 略
以，為使工友及臨時人
員瞭解其權利義務，各
機關學校應將「行政院
及所屬各機關學校工
友及臨時人員辦理事
務維持中立注意事項」
於工作規則或勞動契
約中載明，爰配合修
訂。 

十六、契約終止： 
（一）甲方於計畫執行期限內如因

故計畫中止或乙方對於甲方
指定之工作不能勝任，甲方
得終止契約，但應依「勞動

十六、契約終止： 
（一）甲方於計畫執行期限內如

因故計畫中止或乙方對於
甲方指定之工作不能勝
任，甲方得終止契約，但應

依教育部 99 年 3 月 10
日 臺 人 （ 一 ） 字 第
0990031591 號函及 99
年 10月 22日臺人（一）
字第 0990162558號函規

附

件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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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準法」規定之期間以書面
預告乙方。 

（二）乙方請假超過規定之日數或
有違反第十五點規定之情事
者，甲方得終止契約。 

（三）乙方欲終止契約時，若無不
須預告甲方之情形，應於十
日前提出書面申請並辦妥離
職手續；如未於規定期間提
出，致甲方受有損害者，甲
方得依相關法律請求乙方損
害賠償。 

（四）甲、乙雙方應遵守本校校務
基金進用專業經理人實施要
點有關迴避進用之規定，且
乙方應具結非屬上開應迴避
進用之人員，如有具結不實
情事，甲方得依相關法規終
止契約。 

依「勞動基準法」規定之期
間以書面預告乙方。 

（二）乙方請假超過規定之日數
或有違反第十五點規定之
情事者，甲方得終止契約。 

（三）乙方欲終止契約時，若無
不須預告甲方之情形，應於
十日前提出書面申請並辦
妥離職手續；如未於規定期
間提出，致甲方受有損害
者，甲方得依相關法律請求
乙方損害賠償。 

 

定，基於維持機關及學
校用人公平、公正並符
合社會期待，應將迴避
進用規定納入勞動契
約，爰配合增訂迴避進
用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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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專業經理人實施辦法 
96年 12月 26日 96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通過 

97年 12月 31日 97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8年 09月 30日 98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年 01月 05日 99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年 07月 07日 99學年度第 5次校務會議延會修正通過 

第一條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因應校務發展需要，特依本校編制內教師及研究人員本
薪(年功薪)、加給以外之給與及編制外人員人事費及辦理自籌收入業務有績效之行政人
員工作酬勞支應原則第五條規定，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本辦法所稱專業經理人，係指由本校各單位為因應其業務需要進用相關領域具有專長之
專業經理人才。 

第三條專業經理人之任務在於帶領專業團隊，有效運用本校可用資金或資源，在一定時間內創
造盈餘、增加財富收入或提昇經營管理績效。 

第四條專業經理人之進用，應將人選提經主管會報及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管理委員
會）審議通過，循行政程序簽奉核准後進用。進用後之人事管理由人事室綜理。 

第五條專業經理人以聘用方式進用，以一年一聘為原則。 
      專業經理人服務滿一年時，所屬主管應就其工作表現、服務績效及目標達成率等加以考

核，決定是否續聘或晉（減）薪，並循行政程序簽奉核准；至於晉（減）薪級數則視其
工作績效而定。 

第六條專業經理人於聘用期間，須接受所屬主管之督導及工作指派，並遵守性別平等教育相關
規定及本校相關規定，依法令辦理業務時，應維持公正中立，如有違反，得隨時予
以解聘。 

第七條專業經理人應依公平、公開、公正方式進用，其進用資格及薪資支給標準另訂之，並提
經管理委員會及校務會議通過。 

      機關首長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不得進用為本機關或所屬機關之專業經理人；
各級主管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在其主管單位中應迴避進用。 
專業經理人能為本校創造盈餘、增加財富收入或提昇經營管理績效者另支給獎金。獎金
發給之原則、額度、發放之時間及方式等相關事宜，由用人單位另訂之，並提經主管會
報及管理委員會通過。 

第八條專業經理人之上班時間比照本校編制內職員依政府機關辦公日曆出勤。 
專業經理人之請假依勞動基準法、性別工作平等法及勞工請假規則及本校相關規定辦
理。奉派出差，並得比照本校編制內之相當職級人員請領差旅費。 
專業經理人利用公餘時間或利用事假、特別休假進修，以不影響工作為原則，並須向單
位主管報備。 

第九條專業經理人於聘用期間，不得在校內外兼職或兼課，如因業務需要須依校內相關規定專
案簽准。 

第十條專業經理人於聘期屆滿前自請離職，應於十日前提出書面申請並辦妥離職手續。 
第十一條專業經理人應依相關規定參加勞工保險、全民健保及勞工退休金。其勞保、全民健保

及勞工退休準備金應由雇主負擔之費用由各該用人經費來源提撥。 
第十二條專業經理人於聘用期間，得依本校有關規定享有下列權益： 
  一、請領本校識別證與校內汽機車通行證。    
  二、圖書館、計算機與網路中心及體育場所等公共設施，得依各單位規定使用之。 
  三、其他經專案簽准之福利事項。 
第十三條專業經理人於聘用期間應簽訂契約，契約中明定其聘期、薪資、工作時間、差假、考

核、獎懲、福利、退休、資遣、職業災害補償、到離職等權利義務事項。 
第十四條本辦法未規定事項，依「國立成功大學臨時人員工作規則」、「勞動基準法」、「勞

工退休金條例」及其他相關法令辦理。 
第十五條本辦法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及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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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專業經理人契約書 
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甲方）為應業務需要，以校務基金聘用                  君 
（以下簡稱乙方）為                  (單位)             （職稱），經雙方訂立條款如下： 
一、聘用期間：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契約期滿未續約者，當然終止契約，如須提前終止契約悉依勞動基準法及有關規定辦理。 
二、工作內容：  
三、工作場所：由甲方視業務需要指定之，必要時並得派往甲方所在地以外之其他地點工作，    

乙方不得異議。 
四、工作報酬：新台幣            元，自報到日起支，離職日停支。能為本校創造盈餘、增

加財富收入或提昇經營管理績效者另支給獎金，並依據甲方所訂標準發給。 
五、經費來源：  
六、工作時間： 

（一）乙方工作時間比照甲方編制內職員依政府機關辦公日曆出勤。甲方得視業務需要經
甲、乙雙方協商同意後，採輪班或調整每日上下班時間。 

（二）甲方因業務需要得徵求乙方同意延長工作時間或休假日須照常工作。延長工作時間以
補休 為原則，如因業務需要擬改發加班費，須簽奉校長核准，加班費標準依勞動基準
法之相關規定辦理。  

七、差假及進修： 
乙方之請假依勞動基準法、性別工作平等法及勞工請假規則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奉派出
差，並得比照本校編制內之相當職級人員請領差旅費。 

    公餘時間或利用事假、特別休假進修，以不影響工作為原則，並須向單位主管報備。 
八、考核及獎懲：乙方於服務滿一年時，應由其所屬主管加以考核，決定是否續聘或晉（減）薪，

其晉（減）薪級數視其工作績效而定；所屬主管並得參照甲方相關規定辦理
乙方之獎懲。  

九、保險：甲方應於乙方聘用期間，依「勞工保險條例」、「全民健康保險法」相關規定爲其加入
勞保及全民健保；資格不符加入勞保之規定者，可選擇加入國際技術合作人員綜合
保險，保險費由甲方負擔 65%，乙方負擔 35%。 

十、資遣：甲方終止勞動契約時，如依勞動基準法規定應給與資遣費，其金額依勞工退休金條例
之規定計算。 

十一、退休： 
（一）甲方應於乙方聘用期間，依「勞工退休金條例」之規定爲其加入勞工退休金；資格不

符加入勞工退休金之規定者，由甲方依「國立成功大學聘僱人員離職儲金給與要點」
之規定為其加入離職儲金。 

（二）乙方依勞動基準法規定，被強制退休或自請退休時，應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相關規
定領取退休金；參加離職儲金者，於離職時由甲方依規定發給其離職儲金。 

十二、到職及離職：乙方應於起聘日報到，並依規定辦妥到職手續後始可支薪；離職時，應辦妥
離職手續後始得領取離職證明。 

十三、職業災害及普通傷病補助：  
甲方應依「勞動基準法」、「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勞工保險條例」、「就業保險法」及
相關規定辦理。 

十四、福利： 
    （一）享有勞工安全衛生法令相關規定之保障。 
    （二）依甲方之規定使用各項公共設施。 
    （三）其他經專案簽准之福利事項。 
十五、服務義務與紀律： 
  （一）遵守政府之相關法令及甲方之工作指派、管理規定，不得為圖私利，而有犧牲或損

害甲方利益之行為。  
   （二）愛護公物，遵守工作秩序，維護工作場所安全，保守職務上之機密。 
  （三）不得利用職務圖利自己或他人，並不得接受不正當之利益、餽贈或報酬。 
  （四）不得有其他行為不檢，或足以損害甲方聲譽之行為。 
  （五）乙方非經本校書面同意不得在校內外兼職或兼課。 

（六）遵守性別平等教育相關法規。 
（七）乙方依法令辦理業務  時，應維持公正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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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方如違反（一）至（七）款，致甲方利益受有損害，乙方應負損害賠償之責並負法律責
任。 

十六、契約終止： 
  （一）甲方於計畫執行期限內如因故計畫中止或乙方對於甲方指定之工作不能勝任，甲方

得終止契約，但應依「勞動基準法」規定之期間以書面預告乙方。 
   （二）乙方請假超過規定之日數或有違反第十五點規定之情事者，甲方得終止契約。 
   （三）乙方欲終止契約時，若無不須預告甲方之情形，應於十日前提出書面申請並辦妥離

職手續；如未於規定期間提出，致甲方受有損害者，甲方得依相關法律請求乙方損
害賠償。 

（四）甲、乙雙方應遵守本校校務基金進用專業經理人實施要點有關迴避進用之規定，且
乙方應具結非屬上開應迴避進用之人員，如有具結不實情事，甲方得依相關法規終
止契約。 

十七、甲方調整乙方所擔任之工作或本契約終止時，乙方應將其經管之事務及物品辦理移交。 
十八、本契約未規定事項，依「國立成功大學臨時人員工作規則」、「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進

用專業經理人實施要點」、「勞動基準法」、「勞工退休金條例」及其他相關法令辦理。 
十九、甲乙雙方因本契約發生爭訟時，同意以台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二十、本契約書一式三份，甲方（人事室）、甲方用人單位及乙方各執一份。 
※附註：1、本契約書需俟用人案核定或計畫簽約完成始生效。 

2、乙方之前曾因他案與本校簽訂聘用契約書，其聘期與本契約書聘期重疊時，前契
約書在本契約書生效時同時終止。 

        3、本契約書制式內容係經甲方校務會議通過生效，不得擅自更動；如被更動，該條款
視為無效。 

立契約人 
甲  方：國立成功大學                   乙       方：（簽名）                      
代表人：校長  黃  煌  煇              身分證字號：  
地  址：台南市大學路一號               戶 籍 地 址： 
甲方用人單位主管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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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 

國立成功大學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條文 

修改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二、本校另設性別平等教育委員

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置

委員 21人，由校長、學務

長、教務長、總務長、人事

主任、教師代表 10人，職

工代表 2人、學生代表 3人

及學生家長 1人組成之。由

校長擔任主任委員;主任秘

書擔任執行秘書；委員任期

一年，連選得連任。每學期

至少開會一次。 

二、本校另置性別平等教育委

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

會)，委員 21人，由校長、

主任秘書、學務長、教務

長、總務長、人事主任、

教師代表 9人，職工代表

2人、學生代表 3人及學

生家長 1人組成之。由校

長擔任主任委員；委員任

期一年，連選得連任。每

學期至少開會一次。 

鑑於校園性別平等教育工作範

疇涵蓋全校各單位之業務，請

討論將主任秘書擔任執行秘書

納入本辦法之第二條文內，以

利統籌及推動全校之性別平等

教育工作，因故主任秘書不再

納入委員。多出之 1名員額納

入教師代表人數，教師代表人

數增為 10名。 

八、本要點經本委員會通過並簽

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

亦同。 

 

八、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

實施，修正時亦同。 

 

因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乃依「性別平等教育法」設立

並由校長召集，故本校之「性

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設置要點」

及修正經本委員會通過後由校

長核定即可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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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設置要點 

 

93年 12月 8日 93學年第 2次校務會議通過 

94年 10月 5日 94學年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9年 4月 28日 98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延會修正通過 

100年 7月 7日 99學年度第 5次校務會議延會修正通過 
 

一、 本校為推動性別平等教育，營造無性別歧視教育環境及建立安全和諧 

校園，特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第六條訂定本要點。 

二、本校另設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置委員 21人， 

由校長、學務長、教務長、總務長、人事主任、教師代表 10人，職 

工代表 2人、學生代表 3人及學生家長 1人組成之。由校長擔任主任 

委員;主任秘書擔任執行秘書；委員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每學期 

    至少開會一次三、本委員會教師代表宜自婦女性別教育、社會、法律、 

心理、醫療等相關領域專長教師中，由校長優先遴聘之，學生代表由學生會產生，職員代

表由人事室推薦，技工代表由總務處推薦，學生家長代表由學務處推薦產生，報請校長聘

任之。委員之聘任宜考慮   

    性別均衡之原則，女性委員名額不得少於二分之一。 

四、為策畫與推動本校性別平等教育相關業務，應： 

(一)由本委員會統整學校各單位相關資源，擬訂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計畫與校園性侵害及性

騷擾之防治規定，建立機制，落實並檢視其實施成果。 

(二)由教務處研發並推廣性別平等教育之課程、教學及評量。 

(三)由學務處規劃或辦理學生及家長性別平等教育相關活動及推動社區有關性別平等之家

庭教育與社會教育。 

(四)由人事室規劃或辦理教職員工性別平等教育相關活動。 

(五)由總務處規劃及建立性別平等之安全校園空間。 

(六)由本委員會調查及處理與性別平等教育法有關之案件。 

(七)由秘書室協調辦理其他關於學校或社區之性別平等教育事務。 

五、本會各項計畫之推動單位，應指定人員兼辦該單位有關性別平等之業 

務；並建立完整資料檔案。 

六、若有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發生，適用「國立成功大學校園性侵害 

及性騷擾防治辦法」處理之。 

七、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性別平等教育法」規定辦理。 

八、本要點經本委員會通過並簽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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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國立成功大學校園性侵害及性騷擾防治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原條文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條 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預

防、處理性侵害及性騷擾事件，特依

性別平等教育法（以下簡稱本法）與

教育部頒布「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防

治準則」（以下簡稱本準則），訂定

本辦法。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條 為預防及處理性侵害及性騷擾事件，

特依教育部於中華民國 94年 3月 30

日頒布之「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

準則」（以下簡稱本準則），訂定「國

立成功大學校園性侵害及性騷擾防

治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指性侵害及性騷擾，定義如

下： 

一、性侵害：指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所稱性

侵害犯罪之行為。 

二、性騷擾：指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未

達性侵害之程度者： 

（一） 以明示或暗示之方式，從事不

受歡迎且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

之言詞或行為，致影響他人之人

格尊嚴、學習或工作之機會或表

現者。 

（二） 以性或性別有關之行為，作為

自己或他人獲得、喪失或減損其

學習或工作有關權益之條件者。 

第二條  根據「性別平等教育法」（以下簡稱

本法）第二條，本辦法所指之性侵害

及性騷擾之定義如下： 

一、性侵害：指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所稱性

侵害犯罪之行為。 

二、性騷擾：指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未

達性侵害之程度者： 

(1) 以明示或暗示之方式，從事不受歡

迎且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

詞或行為，致影響他人之人格尊

嚴、學習或工作之機會或表現者。 

(2) 以性或性別有關之行為，作為自己

或他人獲得、喪失或減損其學習或

工作有關權益之條件者。 

第三條  本辦法所指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

件，包括不同學校間所發生者，本辦法

所使用之名詞定義如下： 

一、教師：指專任教師、兼任教師、代理

教師、代課教師、護理教師、教官及

其他執行教學、研究或教育實習之人

員。 

二、職員、工友：指前款教師以外，固定

或定期執行學校事務之人員。 

三、學生：指具有學籍、接受進修推廣教

育者或交換學生。 

第三條  本辦法所指之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

事件，包括不同學校間所發生者，本

辦法所使用之名詞定義如下： 

一、教師：指專任教師、兼任教師、代理

教師、代課教師、護理教師、教官及

其他執行教學、研究或教育實習之人

員。 

二、職工：指前款教師以外，於學校執行

行政事務或庶務之人員。 

三、學生：指在學或接受進修推廣教育者。 

第四條  為推動校園性侵害及性騷擾防治教

育，提升教職員工生尊重他人與自己

性或身體自主之知能，本校應積極採

行下列措施：  

一、針對教職員工生，每年定期舉辦校園

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之教育宣導活

動，並評鑑其實施成效。 

二、針對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以下簡稱

第四條  為推動校園性侵害及性騷擾防治教

育，提升教職員工生尊重他人與自

己性或身體自主之知能，本校應積

極採行下列措施：  

一、針對教職員工生，每年定期舉辦校園

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之教育宣導活

動，並評鑑其實施成效。 

二、針對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以下簡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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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平會）及負責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

事件處置相關單位之人員，每年定期

辦理相關之在職進修活動。 

三、鼓勵前款人員參加校內外校園性侵害

或性騷擾事件處置研習活動，並予以公

差登記及經費補助。 

四、利用多元管道，公告周知本準則所規

範之事項，並納入教職員工聘約及學生

手冊。 

五、鼓勵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被害人

或檢舉人儘早申請調查或檢舉，以利蒐

證及調查處理。 

校性平會）及負責校園性侵害或性騷

擾事件處置相關單位之人員，每年定

期辦理相關之在職進修活動。 

三、鼓勵前款人員參加校內外校園性侵害

或性騷擾事件處置研習活動，並予以

公差登記及經費補助。 

四、利用多元管道，公告周知本準則所規

範之事項，並納入教職員工聘約及學

生手冊。 

五、鼓勵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被害人

或檢舉人儘早申請調查或檢舉，以利

蒐證及調查處理。 

第五條  於處理相關案件時，本校應主動提供

下列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及救濟等

資訊予相關人員： 

一、校園性騷擾或性侵害事件之界

定、類型及相關法規。 

二、被害人之權益保障及學校所提供之必

要協助。 

三、申請調查、申復及救濟之機制。 

四、相關之主管機關及權責單位。 

五、提供資源協助之團體及網絡。 

六、其他性平會認為必要之事項。 

第五條  於處理相關案件時，本校應主動提供

下列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及救濟等

資訊予相關人員： 

一、校園性騷擾或性侵害事件之界

定、類型及相關法規。 

二、被害人之權益保障及學校所提供之必

要協助。 

三、申請調查、申復及救濟之機制。 

四、相關之主管機關及權責單位。 

五、提供資源協助之團體及網絡。 

六、其他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認為必

要之事項。 

第二章  校園安全規劃 

第六條  為防治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本校應

採取下列措施改善校園危險空間： 

一、依空間配置、管理與保全、標示系統、

求救系統與安全路線、照明與空間穿

透性及其他空間安全要素等，定期檢

討校園空間與設施之使用情形及檢視

校園整體安全。 

二、記錄校園內曾經發生性侵害或性騷擾

事件之空間，並依實際需要繪製校園

危險地圖。 

第二章  校園安全規劃 

第六條  為防治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總務處

應定期檢視校園整體安全，依空間配

置、管理與保全、標示系統、求救系

統與安全路線、照明與空間穿透性及

其他空間安全要素，定期檢討校園空

間及設施之使用情形，並記錄校園內

曾經發生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之空

間、製作校園空間檢視報告及依據實

際需要繪製校園危險地圖，以利校園

空間改善。 

第七條  總務處應定期舉行校園空間安全檢

視說明會，邀集專業空間設計者、教

職員工生及其他校園使用者參與，公

告前條檢視成果及相關紀錄，並檢視

校園危險空間改善進度。 

第七條  總務處應定期舉行校園空間安全檢

視說明會，邀集專業空間設計者、師

生職員及其他校園使用者參與，公告

前條檢視成果、檢視報告及相關紀

錄，並檢視校園危險空間改善進度。 

第三章   校內外教學及人際互動注意事項 

第八條  學校教職員工生於進行校內外教學

活動、執行職務及人際互動時，應尊

重性別多元及個別差異。 

第三章   校內外教學與人際互動注意事項 

第八條  學校教職員工生於進行校內外教學

與人際互動時，應尊重性別多元與

個別差異。 

第九條  教師於執行教學、指導、訓練、評鑑

、管理、輔導或提供學生工作機會時

第九條  教師於執行教學、指導、訓練、評鑑

、管理、輔導或提供學生工作機會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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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與性或性別有關之人際互動上，

不得發展有違專業倫理之關係。 

教師發現師生關係有違反前項專業

倫理之虞，應迴避或陳報本校相關

單位主管處理。 

，在與性或性別有關之人際互動上，

不得發展有違專業倫理之關係。  

教師發現其與學生間之關係有違

反前項專業倫理之虞時，應主動迴

避教學、指導、訓練、評鑑、管理、

輔導或提供學生工作機會。 

第十條  本校教職員工生應尊重他人與自己之

性或身體之自主，避免不受歡迎之追

求行為，並不得以強制或暴力手段處

理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衝突。 

第十條  學校教職員工生應尊重他人與自己

之性或身體之自主，不得有下列行

為： 

一、不受歡迎之追求行為。 

二、以強制或暴力手段處理與性或性別有

關之衝突。 

三、其他有違善良風俗之行為。 

第四章  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之處理機制、程

序及救濟方法 

第十一條  本校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申訴案

件之收件單位為學生事務處心理健

康與諮商輔導組。但本校校長為加

害人時，應向教育部申請調查或檢

舉。 

本校接獲申請或檢舉而無管轄權

者，應將該案件於七日內移送其他

有管轄權者，並通知當事人。 

對於已公開之相關案件雖未經當

事人提出申訴，為維護校譽與本校

教職員工生之權益，校性平會應主

動處理。處理程序同申訴案件方

式。 

本校學生事務處心理健康與諮商

輔導組受理申訴後，除有本法第二

十九條第二項所定事由外，應於三

個工作日內將該事件交由校性平

會調查處理。 

收件單位於接獲校園性侵害或性

騷擾之申訴案件後，應指派專人處

理相關行政事宜，相關單位並應配

合協助。 

 

第四章  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之處理機制、程

序及救濟方法 

第十一條  本校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申訴案

件之收件單位為學生事務處學生輔

導組。若學校之首長為加害人時，

應向學校所屬主管機關申請調查。

接獲申請或檢舉之學校或主管機關

無管轄權者，應將該案件於七日內

移送其他有管轄權者。 

對於已公開之相關案件雖未經當

事人提出申訴，為維護校譽與本

校教職員工生之權益，校性平會

應主動處理。處理程序同申訴案

件方式。 

本校學生事務學生輔導組受理申

訴後，除有本法第二十九條第二

項所定事由外，應於三個工作日

內將該事件交由校性平會調查處

理。 

收件單位於接獲校園性侵害或性

騷擾之申訴案件後，應指派專人

處理相關行政事宜，學校相關單

位並應配合協助。 

第十二條  校園性騷擾或性侵害事件之被害

人或其法定代理人（以下簡稱申請

人）、檢舉人，得以正式具名之書

面資料或口頭方式提出申訴或檢

舉；其以言詞為之者，應作成紀

錄，經向申請人或檢舉人朗讀或使

閱覽，確認其內容無誤後，由其簽

名或蓋章。 

第十二條  校園性騷擾或性侵害事件之被害

人或其法定代理人（以下簡稱申

請人）、檢舉人得以正式具名之書

面資料或口頭方式提出申訴；其

以言詞申請調查者，學校應作成

紀錄，經向申請人或檢舉人朗讀

或使閱覽，確認其內容無誤後，

由其簽名或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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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書面或言詞作成之紀錄，應

載明下列事項： 

一、申請人或檢舉人姓名、身分證明文件

字號、服務或就學之單位及職稱、住

居所、聯絡電話及申請調查日期。 

二、申請人委任代理人代為申請調查者，

應檢附委任書，並載明其姓名、身分

證明文件字號、住居所、聯絡電話。 

三、申請調查之事實內容及其相關證據。 

前項書面或言詞作成之紀錄，應

載明下列事項： 

一、申請人或檢舉人姓名、身分證明文件

字號、服務或就學之單位及職稱、住

居所、聯絡電話及申請調查日期。 

二、申請人委任代理人代為申請調查者，

應檢附委任書，並載明其姓名、身分

證明文件字號、住居所、聯絡電話。 

三、申請調查之事實內容及其相關證據。 

第十三條  性平會應於收件單位接獲申請調

查或檢舉日起二十日內，以書面通

知申請人或檢舉人是否受理。不受

理之書面通知應敘明理由，並告知

申請人或檢舉人申復之期限及受

理單位。 

申請人或檢舉人於前項之期限內

未收到通知或接獲不受理通知之

次日起二十日內，得以書面具明理

由，向本校提出申復；其以言詞為

之者，應作成紀錄，經向申請人或

檢舉人朗讀或使閱覽，確認其內容

無誤後，由其簽名或蓋章。前項不

受理之申復以一次為限。 

           性平會接獲申復後，應於二十日

內以書面通知申復人申復結果。申

復有理由者，性平會將著手調查處

理。 

第十三條  校性平會應於收件單位接獲申請

調查或檢舉日起二十日內，以書

面通知申請人或檢舉人是否受

理。不受理之書面通知應敘明理

由，並告知申請人或檢舉人申復

之期限及受理單位。 

申請人或檢舉人於前項之期限內

未收到通知或接獲不受理通知之

次日起二十日內，得以書面具明

理由，向學校提出申復；其以言

詞為之者，學校應作成紀錄，經

向申請人或檢舉人朗讀或使閱

覽，確認其內容無誤後，由其簽

名或蓋章。前項不受理之申復以

一次為限。 

校性平會接獲申復後，應於二十

日內以書面通知申復人申復結

果。申復有理由者，校性平會將

著手調查處理。 

第十四條  經媒體報導之校園性侵害或性騷

擾事件，應視同檢舉，本校應主動

將事件交由性平會調查處理。疑似

被害人不願配合調查時，仍應提供

必要之輔導或協助。 

 

第十五條  性平會受理申訴後，應於七日內進

行處理並調查之，並於六十日內提

出調查報告，但重大案件者得於三

個月內提出。 

處理期間，當事人可以要求輔佐人

陪同接受調查。輔佐人得由當事人

自行指定，性平會亦得邀請相關人

員參與調查工作。 

調查結束後，性平會應就調查過程

及決議，向學生獎懲委員會、校教

師評審委員會、人事室或總務處提

出報告與處置建議。 

第十四條  校性平會受理申訴後，應於七日

內進行處理並調查之，並於六十

日內提出調查報告，但重大案件

者得於三個月內提出。 

處理期間，當事人可以要求輔佐

人陪同接受調查。輔佐人得由當

事人自行指定，校性平會亦得邀

請相關人員參與調查工作。 

調查結束後，校性平會應就調查

過程及決議，向學生獎懲委員

會、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人事室

或總務處提出報告與處置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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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條   為調查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的申

訴案件，性平會得成立調查小

組。調查小組設置以三人或五人

為原則，其成員之組成，依本法

第三十條第三項規定。  

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當事人

之輔導人員，應迴避該事件之調

查工作；參與校園性侵害或性騷

擾事件之調查及處理人員，亦應

迴避對該當事人之輔導工作。 

本校對於擔任調查小組之成員，

應予公差假登記，並得依法令或

學校規定支給交通費或相關費

用。 

第十五條  為調查與本校相關之校園性侵害

或性騷擾的申訴案件，校性平會得

成立調查小組。調查小組設置以三

人或五人為原則，其成員之組成，

依本法第三十條第三項之規定。 

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當事人

之輔導人員，應迴避該事件之調查

工作；參與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

件之調查及處理人員，亦應迴避對

該當事人之輔導工作。相關處理人

員有涉入個案情事者，應迴避調查

與輔導工作。 

學校或主管機關針對擔任調查小

組之成員，應予公差假登記，並依

法令或學校規定支給交通費或相

關費用。 

第十七條  本校知悉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

件時，應由本校校安中心依行政規

定向教育部進行通報; 性侵害事件

應由性平會依相關法令規定向社

政主管機關進行通報。 

除有調查必要、基於公共安全考量

或法規另有特別規定者外，本校進

行通報時，對於當事人及檢舉人之

姓名或其他足以辨識其身分之資

料，應予以保密。 

第十六條  學校知悉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

件時，應向所屬主管或上級機關

通報。 

校性平會處理校園性侵害或性騷

擾事件時，應依相關法律規定通

報，除有調查必要、基於公共安

全之考量或法規另有特別規定者

外，對於當事人及檢舉人之姓名

或其他足以辨識其身分之資料，

應予以保密。 

第十八條  本校教職員工生確涉入性騷擾或

性侵犯事件應依相關法令予以懲

處。對在心智喪失、精神耗弱等狀

況下之受害人實施性行為者，不得

以受害人無拒絕為由，規避性侵犯

責任。 

第十七條  學校教職員工生確涉入性騷擾或

性侵犯事件應依相關法令予以懲

處。對在心智喪失、精神耗弱等狀

況下之受害人實施性行為者，不得

以受害人無拒絕為由規避性侵犯

責任。 

第十九條  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之當事

人、檢舉人及證人之姓名及其他足

以辨識身分之資料，除有調查之必

要或基於公共安全之考量者外，應

予保密。負有保密義務者，包括參

與處理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

之所有人員。 

負保密義務者洩密時，應依刑法

或其他相關法規處罰。 

 本校就記載有當事人、檢舉

人、證人姓名之原始文書應予封

存，不得供閱覽或提供予偵查、

審判機關以外之人。但法律另有

規定者，不在此限。 

第十八條  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之當事

人、檢舉人及證人之姓名及其他

足以辨識身分之資料，學校除有

調查之必要或基於公共安全之考

量者外，應予保密。負有保密義

務者，包括學校內負責處理校園

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之所有人

員。負保密義務者洩密時，應依

刑法或其他相關法規處罰。 

學校就記載有當事人、檢舉人、

證人姓名之原始文書應予封存，

不得供閱覽或提供予偵查、審判

機關以外之人。但法律另有規定

者不在此限。除原始文書外，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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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原始文書外，調查處理校園性

侵害或性騷擾事件人員對外所另

行製作之文書，應將當事人、檢

舉人、證人之真實姓名及其他足

以辨識身分之資料刪除，並以代

號為之。 

查處理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

人員對外所另行製作之文書，應

將當事人、檢舉人、證人之真實

姓名及其他足以辨識身分之資料

刪除，並以代號為之。 

第二十條  本辦法所指具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

調查專業素養之專家學者，應符合

下列資格之一： 

一、持有中央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調查知能培訓

結業證書，且經中央或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所設性別平等教育委員

會核可並納入調查專業人才庫者。 

二、曾調查處理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

有具體績效，且經中央或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所設性別平等教育委

員會核可並納入調查專業人才庫者。 

 

第十九條  本辦法所指具性侵害或性騷擾事

件調查專業素養之專家學者，應符

合下列資格之一： 

一、 持有中央或直轄市、縣（市）主管

機關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調查知能

培訓結業證書，且經中央或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所設性別平等教育

委員會核可並納入調查專業人才庫

者。 

二、 曾調查處理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

件有具體績效，且經中央或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所設性別平等教育

委員會核可並納入調查專業人才庫

者。 

本組調查處理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

事件時，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當事人為未成年者，接受調查時得由

法定代理人陪同。 

二、行為人與被害人、檢舉人或證人有權

力不對等之情形者，應避免其對質。    

必要時，得於不違反保密義務之範圍

內另作成書面資料，交由行為人閱覽

或告以要旨。 

三、申請人撤回申請調查時，學校或主管

機關得繼續調查處理。 

第二十一條   本校調查處理校園性侵害或性騷

擾事件時，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當事人為未成年者，接受調查時得由法

定代理人陪同。 

二、行為人與被害人、檢舉人或證人有權力

不對等之情形者，應避免其對質。 

三、基於調查之必要時，得於不違反保密義

務之範圍內另作成書面資料，交由行為

人閱覽或告以要旨。 

四、申請人撤回申請調查時，得經性平會之

決議或行為人之請求，繼續調查處理。 

 

第二十二條  性平會之調查處理不受該事件

司法程序是否進行及處理結果

之影響。 

前項調查程序，不因行為人喪

第二十條  校性平會之調查處理不受該事件

司法程序是否進行及處理結果之

影響。前項之調查程序，不因行為

人喪失原身分而中止。申訴者如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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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原身分而中止。申訴人如因

個人權益考量要求暫緩調

查，性平會得視情況決定之。 

個人權益考量要求暫緩調查，校性

平會得視情況決定之。 

第二十三條  為保障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

當事人之受教權或工作權，本校

必要時得為下列處置： 

一、彈性處理當事人之出缺勤紀錄或成績

考核，並積極協助其課業或職務，得

不受請假、教師及學生成績考核相關

規定之限制。 

二、尊重被害人之意願，減低當事人雙方

互動之機會。 

三、避免報復情事。 

四、減低行為人再度加害之可能。 

五、其他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認為必要之

處置。 

前項必要之處置，應經性平會決

議通過後執行。 

第二十一條  為保障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

件當事人之受教權或工作權，於

必要時進行下列處置： 

一、彈性處理當事人之出缺勤紀錄或成績

考核，並積極協助其課業或職務。 

二、尊重被害人之意願，減低當事人雙方

互動之機會。 

三、採取必要處置，以避免報復情事。 

四、減低行為人再度加害之可能。 

五、其他必要之處置。 

第二十四條   性平會應視當事人之身心狀

況，主動轉介至各相關機構，必

要時對當事人提供下列適當協

助： 

一、心理諮商輔導。 

二、法律諮詢管道。 

三、課業協助。 

四、經濟協助。 

五、其他性平會認為必要之協助。 

 

第二十二條  校性平會應視當事人之身心狀

況，主動轉介至各相關機構，必

要時對當事人提供下列協助： 

一、心理諮商輔導。 

二、法律諮詢管道。 

三、課業協助。 

四、經濟協助。 

五、其他校性平會認為必要之協助。 

第二十五條  基於尊重專業判斷及避免重複

詢問原則，本校對於與校園性侵

害或性騷擾事件有關之事實認

定，應依據性平會之調查報告。 

加害人依本法第二十五條第三

項規定，提出書面陳述意見，應

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決定懲處之權責單位於召開會議審議

前，應通知加害人提出書面陳述意見。 

二、 教師涉性侵害事件者，於性平會召開

會議前，應通知加害人提出書面陳述

意見，並依前款規定辦理。 

加害人前項所提書面意見，除有

本法第三十二條第三項所定之

情形外，決定懲處之權責單位不

得要求性平會重新調查，亦不得

自行調查。 

第二十三條  對於與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

件有關之事實認定，應依據校性

平會之調查報告。 

校性平會調查報告建議之懲處

涉及改變加害人身分時，應給予

其書面陳述意見之機會。 

 

第二十六條  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經性 第二十四條  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經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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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會調查屬實後，將依相關法律

或法規規定處理。若其他機關依

相關法律或法規有處理權限

時，本校應將該事件移送其他權

責機關處理；並得依本法第二十

五條規定，命加害人為下列一款

或數款之處置： 

一、經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之同意，向被

害人道歉。 

二、接受八小時性別平等教育相關課程。 

三、接受心理輔導。 

四、其他符合教育目的之措施。  

本校執行前項處置時，應採取必

要之措施，以確保加害人之配合

遵守。 

性平會若證實申訴不實或有誣

告之事實者，應依法對申請人為

適當之處理。學生交由學生事務

處，職工分別交由人事室或總務

處，教師交由校教師評審委員會

處理。 

性平會調查屬實後，將依相關法

律或法規規定處理。若其他機關

依相關法律或法規有處理權限

時，學校應將該事件移送其他權

責機關處理；學校除依相關法律

或法規處理外，並得依性別平等

教育法第二十五條命加害人為

下列一款或數款之處置： 

一、經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之同意，向

被害人道歉。 

二、接受八小時性別平等教育相關課程。 

三、接受心理輔導。 

四、其他符合教育目的之措施。  

學校執行時並應採取必要之措

施，以確保加害人之配合遵守。 

校性平會若證實申訴不實或有

誣告之事實者，應依法對申請人

為適當之處理。   

學生交由學生事務處依規定處

理，職工分別交由人事室或總務

處，教師交由校教師評審委員會

處理。 

第二十七條  本校將處理結果以書面通知申

請人及行為人時，應一併提供調

查報告，並告知申復之期限及受

理單位。學生事務申訴受理單位

為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教師事

務為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職員

事務為職工申訴評議委員會。 

申請人或行為人對本校處理之

結果不服者，得於收到書面通知

次日起二十日內，以書面具明理

由向受理單位申復；其以言詞為

之者，受理單位應作成紀錄，經

向申請人或行為人朗讀或使閱

覽，確認其內容無誤後，由其簽

名或蓋章。 

除受理單位發現調查程序有重

大瑕疵或有足以影響原調查認

定之新事實、新證據時，得要求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重新調

查，否則不得要求重新調查。 

性平會於接獲前項重新調查之

要求時，應另組調查小組；其調

查小組處理程序，依本辦法相關

之規定。 

第二十五條  學校將處理結果以書面通知申

請人及行為人時，應告知申復之

期限及受理單位。學生事務申訴

受理單位為學生申訴評議委員

會，教師事務為教師申訴評議委

員會，職員事務為職工申訴評議

委員會。 

申請人及行為人對學校處理之

結果不服者，得於收到書面通知

次日起二十日內，以書面具明理

由向受理單位申復；其以言詞為

之者，受理單位應作成紀錄，經

向申請人或行為人朗讀或使閱

覽，確認其內容無誤後，由其簽

名或蓋章。 

除受理單位發現調查程序有重

大瑕疵或有足以影響原調查認

定之新事實、新證據時，得要求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重新調

查，否則不得要求重新調查。 

校性平會於接獲前項重新調查

之要求時，應另組調查小組；其

調查小組處理程序，依本辦法相

關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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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條 本校接獲申復後，依下列程序處

理： 

一、由秘書室收件後，應即組成審議小組，

並於三十日內作成決定並附決定之理

由，以書面通知申復人申復結果。 

二、前款審議小組應包括性別平等教育相

關專家學者、法律專業人員三人或五

人，其小組成員之組成，女性人數應

占成員總數二分之一以上，具校園性

侵害或性騷擾調查專業素養人員之專

家學者人數於學校應占成員總數三分

之一以上。 

三、原性平會委員及原調查小組成員不得

擔任審議小組成員。 

四、審議小組召開會議時由小組成員推舉

召集人，並主持會議。 

五、審議會議進行時，得視需要給予申復

人陳述意見之機會，並得邀所設性平

會相關委員或調查小組成員列席說

明。 

六、申復有理由時，將申復決定通知相關

權責單位，由其重為決定。 

第二十六條 學校接獲申復後，應於二十日

內以書面通知申復人申復結

果。 

 

第二十九條  性平會建立之檔案資料，分為原

始檔案與報告檔案，並應指定專

責單位保管。 

            前項原始檔案應予保密，其內容

包括下列資料： 

一、事件發生之時間、樣態。 

二、事件相關當事人（包括檢舉人、被害人、

加害人）。 

三、事件處理人員、流程及紀錄。 

四、事件處理所製作之文書、取得之證據及

其他相關資料。 

五、加害人之姓名、職稱或學籍資料、家庭

背景等。 

第一項報告檔案，包括下列資料： 

一、事件發生之時間、樣態以及以代號呈

現之各該當事人。 

二、事件處理過程及結論。 

第二十七條  校性平會建立之檔案資料，應分

為原始檔案與報告檔案並指定

專責單位保管。 

            前項原始檔案應予保密，其內容

包括下列資料： 

一、事件發生之時間、樣態。 

二、事件相關當事人（包括檢舉人、被害

人、加害人）。 

三、事件處理人員、流程及紀錄。 

四、事件處理所製作之文書、取得之證據

及其他相關資料。 

五、加害人之姓名、職稱或學籍資料、家

庭背景等。 

第一項報告檔案，應包括下列資料： 

一、事件發生之時間、樣態以及以代號呈

現之各該當事人。 

二、事件處理過程及結論。 

 
第二十八條   校性平會為顧及當事人雙方的權

益，對於申訴案件必要時得指派專

案小組進行調解。調解程序如下： 

一、調解之前應先有詳盡的個別會談，以

了解雙方立場，並提出初步評估。 

二、召開調解會議，除申訴者和被控者應

出席外，雙方均可由輔佐人陪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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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事件經調解成功者，應做成調解書，

並應經雙方當事人簽字。 

第五章  附  則 

第三十條  性平會之業務由學生事務處心理

健康與諮商輔導組協助處理，對外

發言由秘書室統籌辦理。 

第五章  附  則 

第二十九條  校性平會之業務由學生事務處

學生輔導組協助處理，對外發言

由秘書室統籌辦理。 

第三十一條  本辦法所需經費於本校相關支

出項目下支應。 

第三十條  本辦法所需經費於本校相關支出

項目下支應。 

第三十二條  本辦法若有未盡事宜，依相關規

定辦理。 

第三十一條  本辦法若有未盡事宜，依相關規

定辦理。 

第三十三條  本辦法之修正經性平會通過及

簽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並公告周

知，修正時亦同。 

第三十二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99-5 延會校務會議(100.07.07)紀錄-60-



 61 

國立成功大學校園性侵害及性騷擾防治辦法 
93年 12月 8日 93學年第 2次校務會議通過 

                                                          94年 10月 5日 94學年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9年 4月 28日 98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延會修正通過 

                                                   100年 7月 7日 99學年度第 5次校務會議延會修正通過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條  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預防、處理性侵害及性騷擾事件，特依性別平等教
育法（以下簡稱本法）與教育部頒布「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準則」（以下簡稱本
準則），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指性侵害及性騷擾，定義如下： 

    一、性侵害：指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所稱性侵害犯罪之行為。 

    二、性騷擾：指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未達性侵害之程度者： 

    （一） 以明示或暗示之方式，從事不受歡迎且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   

           為，致影響他人之人格尊嚴、學習或工作之機會或表現者。 

    （二） 以性或性別有關之行為，作為自己或他人獲得、喪失或減損其學習或工作
有關權益之條件者。 

第三條  本辦法所指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包括不同學校間所發生者，本辦法所使用之名
詞定義如下： 

一、教師：指專任教師、兼任教師、代理教師、代課教師、護理教師、教官及其他執
行教學、研究或教育實習之人員。 

二、職員、工友：指前款教師以外，固定或定期執行學校事務之人員。 
三、學生：指具有學籍、接受進修推廣教育者或交換學生。 

第四條  為推動校園性侵害及性騷擾防治教育，提升教職員工生尊重他人與自己性或身體自主
之知能，本校應積極採行下列措施：  

一、針對教職員工生，每年定期舉辦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之教育宣導活動，並評
鑑其實施成效。 

二、針對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以下簡稱性平會）及負責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處置
相關單位之人員，每年定期辦理相關之在職進修活動。 

 三、鼓勵前款人員參加校內外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處置研習活動，並予以公差登
記 及經費補助。 

 四、利用多元管道，公告周知本準則所規範之事項，並納入教職員工聘約及學生手冊。 

 五、鼓勵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被害人或檢舉人儘早申請調查或檢舉，以利蒐證及
調查處理。 

第五條  於處理相關案件時，本校應主動提供下列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及救濟等資訊予相關人
員： 

一、校園性騷擾或性侵害事件之界定、類型及相關法規。 

二、被害人之權益保障及學校所提供之必要協助。 

三、申請調查、申復及救濟之機制。 

四、相關之主管機關及權責單位。 

五、提供資源協助之團體及網絡。 

六、其他性平會認為必要之事項。 

第二章  校園安全規劃 

第六條  為防治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本校應採取下列措施改善校園危險空間： 
一、依空間配置、管理與保全、標示系統、求救系統與安全路線、照明與空間穿透性及

其他空間安全要素等，定期檢討校園空間與設施之使用情形及檢視校園整體安全。 
二、記錄校園內曾經發生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之空間，並依實際需要繪製校園危險地圖。 

第七條  總務處應定期舉行校園空間安全檢視說明會，邀集專業空間設計者、教職員工生及其
他校園使用者參與，公告前條檢視成果及相關紀錄，並檢視校園危險空間改善進度。 

第三章   校內外教學及人際互動注意事項 

第八條  學校教職員工生於進行校內外教學活動、執行職務及人際互動時，應尊重性別多元及
個別差異。 

第九條  教師於執行教學、指導、訓練、評鑑、管理、輔導或提供學生工作機會時，在與性或
性別有關之人際互動上，不得發展有違專業倫理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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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發現師生關係有違反前項專業倫理之虞，應迴避或陳報本校相關單位主管處理。 
第十條  本校教職員工生應尊重他人與自己之性或身體之自主，避免不受歡迎之追求行為，並

不得以強制或暴力手段處理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衝突。 
第四章  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之處理機制、程序及救濟方法 

第十一條  本校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申訴案件之收件單位為學生事務處心理健康與諮商輔導 

          組。但本校校長為加害人時，應向教育部申請調查或檢舉。 

本校接獲申請或檢舉而無管轄權者，應將該案件於七日內移送其他有管轄權者，並通
知當事人。對於已公開之相關案件雖未經當事人提出申訴，為維護校譽與本校教職員
工生之權益，校性平會應主動處理。 

處理程序同申訴案件方式。本校學生事務處心理健康與諮商輔導組受理申訴後，除有          

本法第二十九條第二項所定事由外，應於三個工作日內將該事件交由校性平會調查處          

理。  

          收件單位於接獲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之申訴案件後，應指派專人處理相關行政事宜， 

          相關單位並應配合協助。 

第十二條  校園性騷擾或性侵害事件之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以下簡稱申請人）、檢舉人，得
以正式具名之書面資料或口頭方式提出申訴或檢舉；其以言詞為之者，應作成紀錄，
經向申請人或檢舉人朗讀或使閱覽，確認其內容無誤後，由其簽名或蓋章。 

          前項書面或言詞作成之紀錄，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申請人或檢舉人姓名、身分證明文件字號、服務或就學之單位及職稱、住居所、聯
絡電話及申請調查日期。 

二、申請人委任代理人代為申請調查者，應檢附委任書，並載明其姓名、身分證明文件
字號、住居所、聯絡電話。 

三、申請調查之事實內容及其相關證據。 

第十三條  性平會應於收件單位接獲申請調查或檢舉日起二十日內，以書面通知申請人或檢舉
人是否受理。不受理之書面通知應敘明理由，並告知申請人或檢舉人申復之期限及受
理單位。 

申請人或檢舉人於前項之期限內未收到通知或接獲不受理通知之次日起二十日內，得
以書面具明理由，向本校提出申復；其以言詞為之者，應作成紀錄，經向申請人或檢
舉人朗讀或使閱覽，確認其內容無誤後，由其簽名或蓋章。前項不受理之申復以一次
為限。 

性平會接獲申復後，應於二十日內以書面通知申復人申復結果。申復有理由者，性平
會將著手調查處理。 

第十四條  經媒體報導之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應視同檢舉，本校應主動將事件交由性平
會調查處理。疑似被害人不願配合調查時，仍應提供必要之輔導或協助。 

第十五條  性平會受理申訴後，應於七日內進行處理並調查之，並於六十日內提出調查報告，
但重大案件者得於三個月內提出。 

          處理期間，當事人可以要求輔佐人陪同接受調查。輔佐人得由當事人自行指定，性
平會亦得邀請相關人員參與調查工作。 

          調查結束後，性平會應就調查過程及決議，向學生獎懲委員會、校教師評審委員會、 

          人事室或總務處提出報告與處置建議。 

第十六條  為調查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的申訴案件，性平會得成立調查小組。調查小組設置以
三人或五人為原則，其成員之組成，依本法第三十條第三項規定。  

          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當事人之輔導人員，應迴避該事件之調查工作；參與校園
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之調查及處理人員，亦應迴避對該當事人之輔導工作。 
本校對於擔任調查小組之成員，應予公差假登記，並得依法令或學校規定支給交通費          

或相關費用。 
第十七條  本校知悉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時，應由本校校安中心依行政規定向教育部進行

通報;性侵害事件應由性平會依相關法令規定向社政主管機關進行通報。 
          除有調查必要、基於公共安全考量或法規另有特別規定者外，本校進行通報時，對

於當事人及檢舉人之姓名或其他足以辨識其身分之資料，應予以保密。 
第十八條  本校教職員工生確涉入性騷擾或性侵犯事件應依相關法令予以懲處。對在心智喪失、          

精神耗弱等狀況下之受害人實施性行為者，不得以受害人無拒絕為由，規避性侵犯責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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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條  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之當事人、檢舉人及證人之姓名及其他足以辨識身分之料，          

除有調查之必要或基於公共安全之考量者外，應予保密。負有保密義務者，包括參與
處理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之所有人員。負保密義務者洩密時，應依刑法或其他相 

關法規處罰。  

本校就記載有當事人、檢舉人、證人姓名之原始文書應予封存，不得供閱覽或提供予
偵查、審判機關以外之人。但法律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除原始文書外，調查處理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人員對外所另行製作之文書，應
將當事人、檢舉人、證人之真實姓名及其他足以辨識身分之資料刪除，並以代號為
之。 

第二十條  本辦法所指具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調查專業素養之專家學者，應符合下列資格之一： 
一、持有中央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調查知能培訓結業證書

，且經中央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所設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核可並納入調查
專業人才庫者。 

二、曾調查處理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有具體績效，且經中央或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所設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核可並納入調查專業人才庫者。 

第二十一條  本校調查處理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時，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當事人為未成年者，接受調查時得由法定代理人陪同。 

二、行為人與被害人、檢舉人或證人有權力不對等之情形者，應避免其對質。 

三、基於調查之必要時，得於不違反保密義務之範圍內另作成書面資料，交由行為人閱
覽或告以要旨。 

四、申請人撤回申請調查時，得經性平會之決議或行為人之請求，繼續調查處理。 
第二十二條  性平會之調查處理不受該事件司法程序是否進行及處理結果之影響。 

前項調查程序，不因行為人喪失原身分而中止。申訴人如因個人權益考量要求暫
緩調查，性平會得視情況決定之。 

第二十三條  為保障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當事人之受教權或工作權，本校必要時得為下列處 
            置： 

一、彈性處理當事人之出缺勤紀錄或成績考核，並積極協助其課業或職務，得不受                
請假、教師及學生成績考核相關規定之限制。 

二、尊重被害人之意願，減低當事人雙方互動之機會。 
三、避免報復情事。 
四、減低行為人再度加害之可能。 
五、其他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認為必要之處置。 

前項必要之處置，應經性平會決議通過後執行。 
第二十四條  性平會應視當事人之身心狀況，主動轉介至各相關機構，必要時對當事人提供下

列適當協助： 

一、心理諮商輔導。 

二、法律諮詢管道。 

三、課業協助。 

四、經濟協助。 

五、其他性平會認為必要之協助。 
第二十五條 基於尊重專業判斷及避免重複詢問原則，本校對於與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有關

之事實認定，應依據性平會之調查報告。 
加害人依本法第二十五條第三項規定，提出書面陳述意見，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決定懲處之權責單位於召開會議審議前，應通知加害人提出書面陳述意見。 
二、教師涉性侵害事件者，於性平會召開會議前，應通知加害人提出書面陳述意見，並

依前款規定辦理。 
加害人前項所提書面意見，除有本法第三十二條第三項所定之情形外，決定懲處之
權責單位不得要求性平會重新調查，亦不得自行調查。 

第二十六條  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經性平會調查屬實後，將依相關法律或法規規定處理。
若其他機關依相關法律或法規有處理權限時，本校應將該事件移送其他權責機關
處理；並得依本法第二十五條規定，命加害人為下列一款或數款之處置： 

一、經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之同意，向被害人道歉。 

二、接受八小時性別平等教育相關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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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接受心理輔導。 

四、其他符合教育目的之措施。 

本校執行前項處置時，應採取必要之措施，以確保加害人之配合遵守。 

性平會若證實申訴不實或有誣告之事實者，應依法對申請人為適當之處理。學生
交由學生事務處，職工分別交由人事室或總務處，教師交由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處
理。 

第二十七條  本校將處理結果以書面通知申請人及行為人時，應一併提供調查報告，並告知申
復之期限及受理單位。學生事務申訴受理單位為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教師事務
為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職員事務為職工申訴評議委員會。 

申請人或行為人對本校處理之結果不服者，得於收到書面通知次日起二十日內，
以書面具明理由向受理單位申復；其以言詞為之者，受理單位應作成紀錄，經向
申請人或行為人朗讀或使閱覽，確認其內容無誤後，由其簽名或蓋章。 

除受理單位發現調查程序有重大瑕疵或有足以影響原調查認定之新事實、新證據
時，得要求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重新調查，否則不得要求重新調查。 

性平會於接獲前項重新調查之要求時，應另組調查小組；其調查小組處理程序，
依本辦法相關之規定。 

第二十八條 本校接獲申復後，依下列程序處理： 
一、由秘書室收件後，應即組成審議小組，並於三十日內作成決定並附決定之理由以書

面通知申復人申復結果。 
二、前款審議小組應包括性別平等教育相關專家學者、法律專業人員三人或五人，                

其小組成員之組成，女性人數應占成員總數二分之一以上，具校園性侵害或性                
騷擾調查專業素養人員之專家學者人數於學校應占成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 

三、原性平會委員及原調查小組成員不得擔任審議小組成員。 
四、審議小組召開會議時由小組成員推舉召集人，並主持會議。 
五、審議會議進行時，得視需要給予申復人陳述意見之機會，並得邀所設性平會相             

關委員或調查小組成員列席說明。 
六、申復有理由時，將申復決定通知相關權責單位，由其重為決定。 

第二十九條  性平會建立之檔案資料，分為原始檔案與報告檔案，並應指定專責單位保管。 

            前項原始檔案應予保密，其內容包括下列資料： 

一、事件發生之時間、樣態。 

二、事件相關當事人（包括檢舉人、被害人、加害人）。 

三、事件處理人員、流程及紀錄。 

四、事件處理所製作之文書、取得之證據及其他相關資料。 

五、加害人之姓名、職稱或學籍資料、家庭背景等。 

    第一項報告檔案，包括下列資料： 

一、事件發生之時間、樣態以及以代號呈現之各該當事人。 

二、事件處理過程及結論。 

第五章  附  則 

第三十條  性平會之業務由學生事務處心理健康與諮商輔導組協助處理，對外發言由秘書室統
籌辦理。 

第三十一條  本辦法所需經費於本校相關支出項目下支應。 

第三十二條  本辦法若有未盡事宜，依相關規定辦理。 

第三十三條  本辦法之修正經性平會通過及簽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並公告周知，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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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 100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會議紀錄 

時間：100 年 10 月 26 日（星期三）上午九時 
地點：成功校區圖書館 B1 會議廳 

出席：如附件 1, p12 

主席：黃校長煌煇                             記錄：江芬芬 

壹、頒獎 
一、教育部第 15屆國家講座 

藥理學科暨研究所簡伯武講座 
二、100 年度吳大猷先生紀念獎 

化學系吳耀庭副教授、系統及船舶機電工程學系沈聖智副教授 
三、99 年度大專學生參與專題研究計畫研究創作獎 

工業設計學系陸定邦副教授與李盛弘同學 
機械工程學系陳國聲教授與畢家興同學 
機械工程學系溫昌達助理教授與陳亭萱同學 
材料科學及工程學系陳貞夙教授與鄭文惠同學 
都市計劃學系張學聖助理教授與方思怡同學 

貳、選舉 
一、校務發展委員會： 

王文霞  蔡文達  陳天送  劉濱達  楊明宗  張智仁  簡伯武  陳志鴻  

任卓穎  陸偉明（任期二年新學年之代表產生為止） 

二、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 
張淑麗  閔振發  陳淑慧  李森墉  孫永年  徐明福  嵇允嬋  高雅慧  

王富美  王建平（任期二年新學年之代表產生為止）（原侯平君請辭委員由
王建平遞補） 

三、經費稽核委員會： 
翁嘉聲  閔振發  陳淑慧  趙儒民  李嘉猷  葉光毅  邱正仁  何漣漪  

蔡維音  曾淑芬  陳明輝（任期一年至新學年之代表產生為止） 

四、宿舍配借管理委員會： 
朱芳慧  鄭  靜  趙儒民  曾永華  葉光毅  陳正忠  何漣漪  蔡維音  

曾淑芬  陳明輝（任期一年至新學年之代表產生為止） 

上述各委員會當選委員請人事室辦理發聘 
參、報告事項： 

一、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確認(附表 p13)。 
二、主席報告： 

1.很高興我們有這些優秀的老師與學生得獎，希望教務處、研發處多多推薦
及協助老師參加各種獎項的評選，有些特殊獎項或可研議由學校逕行推
薦。 

2.5年 5百億經費必須在 12月底達到 75%的執行率才能保有預定的補助額
度，今年採分配到院的方式，執行率到目前普遍偏低，請各院儘速執行，
若此方式無法有效推動，明年將變更分配方式，以提高執行效率。 

3.全球大學排名因為評比標準不同常有顯著差異，而各校數值基礎不同也會
影響排名結果。這次英國泰晤士報所作的全球大學排名，本校落於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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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引起校友的質疑，也讓我們相當疑惑。或許問題出在某些定義不
明的數據，如教師員額是否包含兼任、外籍生有沒有包括僑生及語言中
心學生等，諸如此類數值，已責成人事室及國際處更正。不過對於排名，
我們只當參考勿需太過在意，因為厚植實力才是我們重要的課題。 

4.「校園自主治理」計畫案已經完成，隨後將安排時間，請何副校長對各學
院與附屬單位報告及說明。 

5.對於有些老師在報支經費時，因無心之過而違反了規定，請不要驚慌，第
一時間先向學校尋求協助。我們會提供法律諮詢並全程陪伴支援。 

6.「延攬、留住及獎勵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支給原則」的條文雖然未盡完
善，但受制於時效，只能先依循辦理，明年再深入討論。另外為激勵行
政人員，我們也將研議職工的績效獎勵辦法，期使行政服務更加完善。 

三、本校與國家衛生研究院簽訂合作協議書報告案：修正通過（附件 2, p17）。 
四、校務基金投資績效報告：(書面資料已分送請參閱) 
五、各一級單位及各委員會報告：(書面資料已分送請參閱) 

人事室：人事室每月 10日更新全校各項人員統計資料，為本校統一版本，
請須要此類資訊的單位上人事室網頁查詢。 

肆、討論事項：  

第一案                                     提案單位：校長交議案 

案由：本校 99-100 學年度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吳清在委員，因故退出本委員
會，並由教師會推薦物理系陳家駒教授遞補一事，經簽奉  核後，依規
定須提經校務會議同意後聘任之。提請  公決。 

說明： 
一、依據本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二條規定辦理。 
二、前項規定為： 

本委員會由校長任召集人，另由校長遴選六至十四位委員提經校務會議
同意後聘任之，任期兩年並得連任。新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選舉產
生新任委員前由上屆委員繼續執行任務。委員中不兼行政職務之教師
代表不得少於三分之一，必要時得聘請校外專業人士參與。 
教師會得向校長推薦委員人選。 

三、檢陳奉  核後簽陳影本（議程附件 2）。 
擬辦：本案經校務會議同意後，請人事室發聘。 

決議：經投票行使同意權結果，陳家駒教授獲出席代表過半數同意通過遞補為
99-100 學年度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委員，請人事室辦理發聘。 

第二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本校 102學年度擬申請增設、調整特殊項目院、系、所、學位學程案，
提請 討論。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 100 年 8 月 3 日發布之「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
條件標準」（議程附件 3）辦理。 

二、依前揭標準第 9 條第 2 項規定，本次受理之特殊項目院、系、所、學位
學程案如次：  

（一）碩士班（含在職專班）增設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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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博士班增設、涉及領域變更之調整案。 

（三）醫學及其他涉及醫療相關類科之院、系、所及學位學程增設（包括
新增班次），涉及領域變更調整案。 

（四）師資培育相關學系增設、調整案。 
三、依前揭標準第四條規定，申請增設院、系、所及學位學程之相關學制班

別，應符合上開標準規定與附表一所定全校生師比值、日間學制生師比
值、研究生生師比值基準（如附件 3-附表一）、附表二所定專任助理教
授以上師資結構之基準（如附件 3-附表二）及附表三所定評鑑成績、設
立年限、師資條件（如附件 3-附表三）規定。但學院未以其名義對外招
生者，不在此限。 
依前項規定申請增設博士班及博士學位學程者，並應符合附表四（如附
件 3-附表四）所定學術條件規定。 

（一）學校各項生師比值應達下列基準： 

類型 基準 計算方式 

全校生師比值 應低於 32 全校加權學生數除以全校專任、兼任師資數總和 

日間學制生師比值 應低於 25 全校日間學制加權學生數除以全校專任、兼任師資數總和 

研究生生師比值 應低於 12 全校日、夜間學制碩士班、博士班學生數除以全校專任助

理教授級以上師資數總和 

（二）學生每人所需應有校舍建築面積基準（單位：平方公尺/每人）： 
 學士班 碩士班、博士班 

一千人以

內 

一千零一

人至三千

人 

三千零一

人以上 

四百人以

內 

四百零一

人至六百

人 

六百零一

人以上 

文法商、管理及教育

類 
10 9 7 13 12 11 

理學類（不包括醫學

系、牙醫系）護理及

體育類 13 12 10 17 16 15 

工學、藝術、農學、

生命科學類 
17 16 14 21 20 19 

醫學系、牙醫學系 
23 22 20 29 28 27 

四、依教育部規定計算方式，本校符合附表一及附表五所列生師比及校舍空
間之規範： 

（一）現有生師比：全校生師比為 20.36；日間部生師比為 19.25；研究生
生師比 9.1。 
符合教育部規範。 

（二）應須有校舍建築面積：266316 平方公尺，現有校舍建築面積：
813382.84 平方公尺。 

五、依據教育部 100 年 9 月 30 日臺高(一)字第 1000177626D 號函示，本校
101 學年度招生名額總量核復結果通過三案如下： 

學 
生 

數 類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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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材料科學及工程學系」與「奈米科技暨微系統工程研究所」系所合
一；整併後「材料科學及工程學系」組織包含學士班、碩士班、博
士班及奈微科技博士班。 

（二）增設「能源國際學士學位學程」 
（三）增設「尖端材料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六、「跨領域神經科學國際研究生博士學位學程」（全英語學位學程）業經 100
年 6月 29日校務會議通過提 101學年度一般項目增設案，依據教育部
100 年 9 月 30 日臺高(一)字第 1000177626D 號函示緩議，應於 102學年
度特殊項目增設案提報，擬併入本次特殊項目院、系、所、學位學程申
請通過案依限報部申請。 

七、經 100年 10月 12日校務發展委員會議討論通過之各單位所提特殊項目
增設、調整申請案如下：（增設碩、博士班申請案，每校至多各提 3 案，
外國學生專班及全英語授課之碩博士班不在此限。） 

【更名案】 

  理學院「太空天文與電漿科學研究所」更名為「太空與電漿科學研究所」 

【全英語博士學位學程增設案】  

醫學院  分子與細胞生物研究生博士學位學程(與中央研究院合作) 
傳染性疾病及訊息研究國際博士學位學程 

【碩、博士班增設案】 

管理學院    交通管理科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社會科學院  法律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理學院      太空與電漿科學研究所博士班 

電資學院    多媒體系統與智慧型運算工程博士學位學程 

擬辦：討論通過後依限報部。 

決議：照案通過【更名案】理學院「太空天文與電漿科學研究所」更名為「太
空與電漿科學研究所」；【全英語博士學位學程增設案】醫學院「分子與
細胞生物研究生博士學位學程」(與中央研究院合作)、傳染性疾病及訊
息研究國際博士學位學程；【碩、博士班增設案】管理學院「交通管理
科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社會科學院「法律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理學院
「太空與電漿科學研究所博士班」及電資學院「多媒體系統與智慧型運
算工程博士學位學程」。 

第三案 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由：本校「校級研究中心設置暨管理辦法」第五、第十條修正草案，提請  討
論。 

說明： 
一、依校長交辦，將編制外中心納入審核及裁撤程序。 
二、修正條文對照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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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五條  委員會依中心性質，審核程

序如下： 

一、編制內中心：計畫書與設置辦法

經本委員會與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後 ， 依 本 校 行 政 程 序 修 訂                  

組織規程，並報請教育部核定。 

二、編制外中心：計畫書與設置辦法

經本委員會與主管會報審議通過

後，提請校務會議核備。 
 

第五條  各校級研究中心之計畫

書與設置辦法，須送本委員會與

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依本校行

政程序修訂組織規程，並報請教

育部核定。 

 

明定編制外中心

亦納入本辦法管

理範圍，爰新增第

二款規定。 

第十條  各校級研究中心經本

委員會決議裁撤者，

準用本辦法第五條規

定，辦理裁撤程序。 

第十條  各校級研究中心經本委

員會決議裁撤者，經校務會議通

過後，依本校行政程序修訂組織

規程，並報教育部核定後裁撤。 

明定編制內外中

心之裁撤程序。 

三、檢附原條文（議程附件 4） 

擬辦：討論通過後施行。 
決議：照案通過本校「校級研究中心設置暨管理辦法」第五、第十條修正案

（附件 3, p20）。 
附帶決議：本校「校級研究中心設置暨管理辦法」第二條有關委員會的組成，

建議降低行政主管；增加專業委員，請參考校務會議代表意見修
正，於下次會議提會討論。 

第四案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由：「國立成功大學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設置與申訴處理辦法」修正草案，
提請  討論。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 100 年 6 月 10 日臺訓(一)字第 1000100521 號書函辦理(議

程附件 5)。 
二、教育部為因應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六八四號解釋，特於本年 6 月

8 日以臺訓(一)字第 1000068208C 號令發布「大學及專科學校學生申訴
案處理原則」，全文共 22 點(議程附件 6)，期落實學生權利保障之意
旨。 

三、本校基於前開之意旨、實務運作之需要及妥適處理學生之訴求，且就
會議程序與實質功能之並重、委員之出席時間及學生申訴案件日期之
不確定等相關因素予以綜合考量，擬請配合修正本校學生申訴評議委
員會設置與申訴處理辦法相關條文內容，由是，對於學生權益之維護，
將益形周延。 

四、擬請配合修正「國立成功大學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設置與申訴處理辦
法」第三條、第四條、第五條、第六條、第七條與第八條等條文，詳
修正草案對照表（議程附件 7）。 

五、檢附原條文（議程附件 8）。 
擬辦：校務會議通過，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決議：修正通過本校「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設置與申訴處理辦法」修正案（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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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4, p21）。 

第五案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由： 「國立成功大學學生獎懲要點」修訂草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臺訓（三）字第 1000109280 號函 (議程附件 9)【性別平
等教育法部份條文修正案】新增性霸凌定義，爰配合修正本校學生獎
懲要點第八條第十三款、第十四款及、第九條第五款及第十四款等條
文。 

二、另依 99 學年度第一次獎懲會議建議緩起訴確認者之處分，增列為第
十五款條文。 

三、修正條文對照表（議程附件 10）。 
四、檢附現行國立成功大學學生獎懲要點全文（議程附件 11）。 

擬辦：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並報請教育部備查。 

決議：修正通過本校「學生獎懲要點」修正案（附件5, p26）。 

第六案 提案單位：財務處 

案由：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投資要點」第七點，提請  討論。  
說明： 

一、配合本校99學年度第3次校務會議延會及第4次校務會議決議要求修正
(議程附件12)，修正條文對照表如下： 
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七、本校校務基金投資方向、策

略及執行情形，本校財務處

應於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及校務會議開會時提出投

資績效報告。 

七、本校校務基金投資方向、

策略及執行情形，本校財

務處應於校務基金管理委

員會開會時提出投資績效

報告。 

   配合本校 99學年度第 3次

校務會議延會及第 4次校

務會議決議要求修正。 

二、本案業經100學年度第1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 
三、檢陳原條文 (議程附件13)供參。 

擬辦：討論通過後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本校「校務基金投資要點」修正案（附件 6, p30）。 

第七案 提案單位：財務處 

案由：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投資諮詢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三點及第四點，提
請  討論。 

說明： 
一、本案業經 100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 

二、修正本要點第三點「…召集人由校長擔任；…」為「…召集人由校長
指定之副校長擔任；…」以符行政程序。 

三、修正本要點第四點「本委員會每季至少召開會議一次，…」為「本委
員會每半年至少召開會議一次，…」以配合校外委員與會。 

四、檢陳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原條文 (議程附件 14)供參。 

擬辦：討論通過後實施。 
決議：修正通過本校「投資諮詢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案（附件 7, p31）。 

第八案 提案單位：博物館、研發處 

案由：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博物館設置辦法」第二條、第三條、第五條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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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組織規程」第八條，提請  討論。 
說明： 

一、依 100 年 2 月 16 日第 701 次主管會報 鈞長指示本館「籌設校史組，
以保存、累積校史資料，並負責校史編輯工作」。經本館於 7 月 20

日召開 99 學年度諮詢委員會議討論決議，本館組織編制仍維持四組，
除擬新成立之校史組外，另三組由本館自行研擬修訂。另相關條文依
人事室及 100 年 9 月 29 日主管會報討論意見修正。 

二、檢附修正草案對照表（議程附件 15）、現行博物館設置辦法（議程附
件 16）及組織規程第八條（議程附件 17），請 參閱。 

擬辦：討論通過後實施。 
決議：修正通過本校「博物館設置辦法」修正案；照案通過本校「組織規程」

第八條修正案（附件 8, p32）。 

第九案  提案單位：通識教育中心、研發處 

案由：擬修訂「國立成功大學通識教育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三條，並請一併
修訂本校組織規程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第四款，修正條文對照表（議程
附件 18），提請 討論。 

說明： 
ㄧ、本校學生組成之「教務改革工作坊」於校長座談會中提案，希望通識教

育及課程規劃之決策單位，比照教務會議增設大學部代表三人。 

二、目前本校通識教育委員會成員為通識教育中心主任（召集人）、教務長、
各學院院長（當然委員）及校長聘任之委員，計 17 位。 

三、99學年第 2次通識教育委員會會議建議，比照本校課程委員會，增設
通識教育委員會學生代表 1人。 

四、本案業經 100年 9月 29日主管會報討論通過。 
五、附陳本校通識教育委員會設置辦法（議程附件 19）、 組織規程第廿四

條（議程附件 20），請參酌。 
擬辦：本案經校務會議通過後，通識教育委員會增設學生代表 1 人，並修訂

相關條文。 
決議：照案通過本校「通識教育委員會設置辦法」及本校「組織規程」第二

十四條第一項第四款修正案（附件 9, p34）。 

第十案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進用契僱人員暨聘僱人員實施辦法」、「國立成
功大學契僱人員暨聘僱人員進用資格標準表」、「國立成功大學契僱人
員暨聘僱人員薪點支給待遇標準表」及「國立成功大學契僱人員暨聘
僱人員契約書」（第十點及第二十點）名稱及相關規定，修正草案條文
對照表（議程附件 21~24），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本案業經本（100）年 7 月 4 日本校 99 學年度第 3 次契僱人員暨聘僱人

員管理委員會、本（100）年 7 月 20 日本校第 709 次主管會報及本（100）
年 9 月 26 日 100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 

二、修正重點如下： 
（一）更改本校契僱人員暨聘僱人員職稱「僱用」為「校聘僱」，並補述不

同意見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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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依本校「進用契僱人員暨聘僱人員實施要點」進用人員目前達 171

人，已成為本校不可或缺之行政人力，惟依是類人員之職稱均冠有
「僱用」兩字（如僱用辦事員、僱用助理員等），常易使渠等誤以為
本校對編制外契（聘）僱人員有尊卑之分。為表示本校對契（聘）
僱人員之重視並提升渠等對本校之向心力，爰於本（100）年 6 月
10 日簽奉  校長核准將「僱用」兩字統一改由「校聘」取代（如校
聘辦事員、校聘助理員等），復經本（100）年 9 月 26 日 100 學年度
第 1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決議將原研議之「校聘」職稱改由「校
聘僱」取代，爰配合修正提案內容。 

2.惟「校聘僱」職稱較之原有「僱用」無明顯差異，恐有失原修法意
旨之疑慮，爰奉  校長批示「請人事對名稱再斟酌後，提校務會議
討論」，再提意見如下： 

（1）是類人員之進用，係依教育部「國立大專校院行政人力契僱化
實施原則」辦理，與行政院院頒「聘用人員聘用條例」及「行
政院暨所屬機關約僱人員僱用辦法」無涉。爰依前開原則，各
大專校院均得自行訂定所屬校務基金進用人員進用或管理要
點，並以契約詳列相關權益，至其職稱則為學校自訂。如臺灣
大學、清華大學等大專校院均以「約用人員」進用，而本校附
設醫院則冠以「院聘人員」職稱。 

（2）另參考政府部門人員進用相關法規，「聘用」一詞多用於各機關
以契約定期聘用專業或技術人員，至非專業或技術人員則以「僱
用」辦理，二者相較顯有差別。如以激勵及加強向心力方向考
量，「校聘」職稱顯較「校僱」為佳。 

3.基上，是類人員職稱依規定為學校自訂，而案內修改職稱乙節，係
學校重視渠等人員重要表態方式，考量「校聘僱」與「校僱」無明
顯差異情況下，爰建議職稱修改為「校聘」，方足以彰顯學校對其
重視與期許，否則仍以維持現行「僱用」職稱為宜，以減少全面換
發職章與識別證之行政負荷。 

（二）調整本校契僱人員暨聘僱人員薪點折合率： 
1.100 年度下半年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調增 3％案業經行政院核定自
本（100）年 7 月 1 日生效，其中有關各機關聘用、約僱人員酬金薪
點折合率，在每點新臺幣 121.1 元範圍內，得自行核定支給。查本
校現行折合率每點 117.6 元，爰擬依本校慣例配合修正薪點折合率
每點為新臺幣 121.1 元，並追溯至本（100）年 7 月 1 日生效。 

2.配合修正「學校教職員及軍職人員退休（伍）後退休俸或生活補助
費之員再任之工作報酬每月達當年度第一職等本俸最高俸額及專業
加給合計數額者（現為 32,160 元），需停支月退休金(俸)，停支優
惠存款」規定。 

3.檢附本校契僱人員暨聘僱人員薪點調整前後人事經費增加估算表
（議程附件 25），請  參閱。 

三、檢附本校現行之「進用契僱人員暨聘僱人員實施辦法」、「契僱人員暨
聘僱人員進用資格標準表」、「契僱人員暨聘僱人員契約書」及「契僱人
員暨聘僱人員薪點支給待遇標準表」(議程附件 26），請 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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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辦：本案討論通過後，辦理下列事項： 
一、有關職稱變更部分通過後於 101 年度實施並辦理契約書換約、職章及識

別證統一更新。 
二、查公務人員退休法自 99.8.4 修法後，擇領或兼領月退休金之公務人員再

任由政府編列預算支給俸（薪）給、待遇或公費之專任公職者，停止領
受月退休金權利（年滿 65 歲則不得再任）；有關學校教職員及軍職人員
退休再任公職規定修正案，刻正於立法院審議中，如該法經立法院修正
通過渠等人員比照公務人員辦理，請授權由人事室配合修正，簽請  校
長核定後提相關會議報告；至本校其他法規如僅涉及契（聘）僱人員職
稱變更部分亦同。 

決議：有關契(聘)僱人員職稱修正為校聘人員，其餘條文照案通過。本校「進
用校聘人員實施辦法」、「校聘人員進用資格標準表」、「校聘人員薪點
支給待遇標準表」及「校聘人員契約書」（附件 10, p36）。 

第十一案  提案單位：校長交議案 

案由：擬修訂「國立成功大學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二條、
第三條及第四條條文（議程附件 27）暨「國立成功大學組織規程」第
二十四條第一項第十一款（議程附件 28），提請 討論。 

說明： 
ㄧ、本校於 99 年 10 月 27 日 99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會議通過「國立成功大學

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員會設置辦法」，為符合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
及自動檢查辦法」作部分條文修正。 

二、檢附下列資料供參： 

（一）現有「國立成功大學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員會設置辦法」（議程附
件 29）。 

（二）「勞工安全衛生組織管理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11 條及第 12 條規定（議
程附件 30）。 

（三）全台四所國立大學之安委會人數彙整表（議程附件 31）。 
（四）台大、清大、交大及興大之安委會設置相關辦法（議程附件 32）。 

擬辦：討論通過後實施。組織規程條文修訂部分，報請教育部核定。 
決議：修正通過本校「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員會設置辦法」及「組織規程」

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第十一款修正案（附件 11, p44）。 

第十二案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專案工作人員實施辦法之附表

「國立成功大學專案工作人員薪點支給待遇標準表」（議程附件
33-1），及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專業經理人實施辦法之附表
「國立成功大學專業經理人進用資格及薪資支給標準表」（議程附
件 34-1）、「國立成功大學財務處專業經理人進用資格及薪資支給標
準表」（議程附件 35-1），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本案業經本校 100 年 9 月 26 日 100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

會追認通過。 
二、本次修正重點及理由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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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00 年度下半年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調增 3％案業經行政院核定自
本（100）年 7 月 1 日生效，其中有關各機關聘用、約僱人員酬金
薪點折合率，在每點新臺幣 121.1 元範圍內，得自行核定支給。查
本校現行折合率每點 117.6 元，爰擬配合修正旨揭專案工作人員、
專業經理人支給待遇標準，薪點折合率每點為新臺幣 121.1 元，並
追溯至本（100）年 7 月 1 日生效。 

（二）另國科會、衛生署等計畫委託機關亦陸續來函，配合本（100）年
軍公教員工待遇調增，調高計畫案所聘研究助理之薪點折合率。 

（三）本（100）年 7 月份調薪，適逢計畫案結案期限，本室業已依據上
開來函函知本校各計畫主持人依規定辦理計畫案專案工作人員調
薪事宜。        

（四）檢附本校現行之「國立成功大學專案工作人員薪點支給待遇標準
表」（議程附件 33-2）、「國立成功大學專業經理人進用資格及薪資
支給標準表」（議程附件 34-2）、「國立成功大學財務處專業經理人
進用資格及薪資支給標準表」（議程附件 35-2）、本校專案工作人
員 100 年 7 月 1 日起調薪每月增加人事費一覽表（議程附件 36），
請  參閱。 

擬辦；追認通過，照案辦理。 
決議：追認通過本校「校務基金進用專案工作人員實施辦法」之附表「專

案工作人員薪點支給待遇標準表」及「校務基金進用專業經理人實
施辦法」之附表「專業經理人進用資格及薪資支給標準表」、「財務
處專業經理人進用資格及薪資支給標準表」修正案（附件 12, p46）。 

第十三案                                 提案單位：校長交議案 
案由：本校 100 至 101 學年度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委員，除教授代表十人由

校務會議推選、教師會代表由本校教師會推薦外，其他委員由校長遴
選（名單如說明二），並提經校務會議同意後聘請之。 

說明：  
一、依據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要點第二點（一）、（二） 規

定辦理： 

（一）本會由下列人員(1)教授代表十人(2)法律學者一人(3)教育學者一人
(4)學校行政人員一人(5)本校教師會代表一人(6)社會公正人士一人
共計十五人組成。其中未兼行政職務之教師不得少於總額三分之二，
且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 

（二）本會委員為無給職。教授代表由各院院務會議先就該院未兼行政職之
專任教授中推薦二位（男女性各一人為原則），由校務會議推選之（性
別條件優先滿足、各學院保障名額各一人）；教師會代表一人由本校
教師會推薦之；其他委員由校長遴選（任一性別委員各一至二人）並
經校務會議同意後聘請之。各委員之任期二年（至新學年之代表產生
為止），連選得連任之。 

二、由校長遴選之委員名單如下： 
（一）法律學者：法律系蔡志方教授。 
（二）教育學者：教育所所長于富雲教授。 
（三）學校行政人員：通識中心主任王偉勇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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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社會公正人士：法律顧問王成彬律師。 
擬辦：上述委員名單經校務會議同意後聘請之。 
決議：經投票行使同意權結果，遴選委員均獲出席代表過半數同意通過為 100

至 101 學年度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委員。請人事室辦理發聘。 

伍、臨時動議： 
                                                 提案人：吳如容 

案由：「校園自主治理」計畫案的研究成員應遵守迴避原則，將來實施校園自
主時，不能出任校園自主治理委員會的委員。 

決議：照案通過。 

陸、散會：12時 1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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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國立成功大學 100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會議出(列)席名單 

時間：一百年 10 月 26 日上午 9 時 

地點：成功校區圖書館 B1 會議廳 

 

出席： 

顏鴻森（黃吉川代）蘇慧貞  何志欽 黃吉川  林啟禎 黃正亮  黃文星 黃正弘 

陳進成  賴俊雄 吳奕芳  陳昌明  張勝柏 吳玫瑛  楊芳枝  朱芳慧   柯文峰

傅永貴（柯文峰代）閔振發 鄭  靜  許瑞榮 陳淑慧  林慶偉 談永頤  張敏政

曾盛豪（黃勝廣代） 曾淑芬（王浩文代）李亞夫 王育民（曾大千代） 張錦裕

游保杉（劉瑞祥代）  施明璋（褚晴暉代）  劉瑞祥  楊毓民  林再興  洪敏雄 

蕭政宗 林裕城（卿文龍代） 陳曉華  趙儒民 楊澤民  陳介力 張克勤  蘇芳慶 

洪飛義 陳璋玲（蕭政宗代） 曾永華 李嘉猷 陳  敬  李  強  張大緯  陳世明

林峰田（吳豐光代）葉光毅 曾元琦 張有恆 王泰裕 呂錦山 蔡燿全（王瑜琳代） 

潘浙楠  溫敏杰  蔡佳良  林其和（賴明德代）  林炳文（陳鵬升代）  陳國東 

何漣漪  李俊璋（蘇慧貞代）呂佩融  徐阿田 蔡佩珍  黃美智 楊俊佑  吳晉祥 

葉宗烈  胥直利  姚維仁  蔡維音  程炳林 王富美  涂國誠  李劍如  陳明輝 

吳如容 陳廣明（蘇重泰代）  謝漢東 李金駿  王凱弘 顏婉容  林忠毅 葉柏廷  

林立祥 陳柏言  王靖媛（鄭懷文代） 林彥伯 莊鈞凱 

 

列席： 

楊明宗  利德江 蔡明祺  楊瑞珍 張丁財  李丁進  陳響亮  王偉勇  謝文真

黃肇瑞（張守進代） 吳華林  陳昌明  陳志勇（陳炳宏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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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國立成功大學 99 學年度第 5 次校務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表 
100 年 10 月 26 日 

決議案摘要 承辦單位執行情形 
第一案 

案由：本校 101 學年度申請增設、調整院、系、所及
學位學程案，提請  討論。 

決議： 
一、照案通過【增設全英語學位學程】工學院「能

源國際學士學位學程」及「尖端材料國際碩士
學位學程」；【申請系所整併】工學院「材料科
學及工程學系」與「奈米科技暨微系統工程研
究所」系所合一；整併後「材料科學及工程學
系」組織包含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及奈微
科技博士班。 

二、修正通過【增設全英語學位學程】醫學院「跨
領域神經科學國際研究生博士學位學程」。 

三、由教務處備文依限報部。 
 

第二案 

案由：「國立成功大學安心就學濟助辦法」（草案），
提請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國立成功大學安心就學濟助辦法」。 

 

第三案 

案由：本校教師聘任辦法修正草案對照表，提請 討論。 
決議：修正通過本校「教師聘任辦法」修正案。 

 

 

 

第四案 

案由：本校教師聘約修正草案對照表，提請  討論。 

決議：修正通過本校「教師聘約」修正案。 

 

 

 

 

第五案 

案由：擬修正本校、各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
修正草案對照表，提請  討論。 

決議：修正通過本校、各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
法修正案。 

 

 

第六案 

案由：擬修訂本校教師升等辦法第三條、第十五條第
二款，修訂條文對照表如說明七，提請  討論。 

決議：修正通過本校「教師升等辦法」第三條、第十五條
第二款修正案。 

 

 

教務處： 

奉教育部 100 年 9 月 30日台高(ㄧ)字第
1000177626D 號函核定通過：增設「能
源國際學士學位學程」及「尖端材料國
際碩士學位學程」；整併「材料科學及
工程學系」與「奈米科技暨微系統工程
研究所」系所合一及整併後「材料科學
及工程學系」組織包含學士班、碩士
班、博士班及奈微科技博士班。 

「跨領域神經科學國際研究生博士學
位學程」：擬併入 102 學年度特殊項目
系所增設申請案，俟通過後，再報部申
請。 

 

 

學務處： 

於 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開始照案實施。 

 

 

人事室： 

修正後條文業於 100 年 9 月 7 日以成大
人室(任)字第 660 號函轉知本校各單位
周知。 

教務處： 

已更新本處網頁。 

 

人事室： 

修正後之聘約業於 100 年 9 月 7 日以成
大人室(任)字第 660 號函轉知本校各單
位周知。 

教務處： 

照案辦理 

 

人事室： 

修正後條文業於 100 年 9 月 7 日以成大
人室(任)字第 660 號函轉知本校各單位
周知。 

教務處： 

已更新本處網頁。 

 

人事室： 

本案教務處已公告，本室配合辦理。 

教務處： 

已更新本處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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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案 

案由：擬修訂本校學則部分條文，提請  討論。 

決議：修正通過國立成功大學學則修正案。 

 

 

 

第八案 

案由：擬修訂本校研究生章程部分條文，提請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國立成功大學研究生章程修正案。 

 

 

 

第九案 

案由：修訂本校「專案教師契約書」及「專案研究人
員契約書」，部分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附，提請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本校「專案教師契約書」及「專案研
究人員契約書」修正案。 

 

第十一案 

案由：擬修訂本校「契僱人員暨聘僱人員薪點支給待
遇標準表」中有關「律師專業」職務加給及支
給相關規定，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如附，提請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本校「契僱人員暨聘僱人員薪點支給
待遇標準表」中有關「律師專業」職務加給及
支給相關規定。 

 

 

第十五案 

案由：擬修訂「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收支
管理辦法」，提請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收
支管理辦法」第三條條文修正案。 

 

 

教務處： 

奉教育部100.09.02台高(二)字第
1000147906號函准予備查部分條文，
尚未備查的條文，依教育部意見修改
後再提會討論。 
 

教務處： 

奉教育部100.09.02台高(二)字第
1000147906號函准予備查部分條文，
尚未備查的條文，依教育部意見修改
後，再提會討論。 
 

人事室： 

修正後之契約書業於本室網頁公告周
知。 

 

 

 

 

人事室： 

依決議修正後刊登於本校「法規彙編」
及本室網頁。 

 

 

 

 

 

 

 

財務處： 

本案業經 100.09.08 教育部臺高(三)

字第 1000155383 號函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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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 99 學年度第 5 次校務會議延會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表 
100 年 10 月 26 日 

決議案摘要 承辦單位執行情形 
第十案 

案由：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進用契僱人員暨聘僱人
員實施要點」名稱及相關條文暨其契約書第 9

點、第 16 點規定及具結書內容，修正草案條文
對照表如附，提請  討論。 

決議：修正通過「國立成功大學進用契僱人員暨聘僱
人員實施辦法」暨其契約書、具結書修正案。 

 

第十二案 

案由：擬訂定「國立成功大學校級研究中心設置暨管
理辦法」（草案），提請  討論。 

決議：修正通過「國立成功大學校級研究中心設置暨
管理辦法」。 

 

第十三案 

案由：擬訂定「國立成功大學院級中心設置暨管理原
則」（草案），提請  討論。 

決議：修正通過「國立成功大學院級中心設置暨管理
原則」。 

 

第十四案 

案由：修訂本校「人文社會科學中心設置辦法」第四
條條文，提請  討論。 

決議：修正通過本校「人文社會科學中心設置辦法」
第四條修正案。 

 

第十六案 

案由：擬將學務處「學生輔導組」更名為「心理健康
與諮商輔導組」，並修正組織規程第七條條文，
以符合定位明確、強調專業及擴大服務之目
標，提請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學務處「學生輔導組」更名為「心理
健康與諮商輔導組」，及組織規程第七條修正
案。 

 

第十七案 

案由：擬修正本校組織規程第 24 條之校園規劃委員會
相關條文，提請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本校組織規程第 24 條修正案；本校「校
園規劃及運用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案請提第
164 次行政會議報告追認。 

 

 

人事室： 

依決議修正後刊登於本校「法規彙編」
及本室網頁。 

 

 

 

 

 

研發處： 

本案業已公告，並受理校級研究中心
申請案，預計 12 月中審議。 

 

 

 

研發處： 

已公告，並由學院配合後續事宜。 

 

 

 

 

人文社會科學中心： 

已修正且已將最新之辦法公告在網
頁。 

 

 

 

學務處： 

更名案已由研發處報部核定中，俟核
定後發函各單位週知。 

研發處： 

組織規程條文修正案已奉 100 年 9 月
27 日臺高字第 1000171900 號教育部
核定。 

 

總務處： 

遵照辦理。「校園規劃及運用委員會
設置辦法」待第 164 次行政會議召開
時，提送會議報告。 

研發處： 

組織規程條文修正案已奉 100 年 9 月
27 日臺高字第 1000171900 號教育部
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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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案 

案由：擬修訂本校教師評量要點第十二條，修訂條文對照
表如說明三，提請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本校教師評量要點第十二點修正案。 
附帶決議：計算機與網路中心的教師工作性質與電資學院

教師不同，在升等與評量時須作適當的區隔，合理
的評量。 

 

第十九案 

案由：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專案工作
人員實施要點」及其契約書、「國立成功大學校
務基金進用專業經理人實施要點」及其契約書，
修正草案對照表，提請  討論。 

決議：修正通過「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專案工作
人員實施辦法」及其契約書、「國立成功大學校
務基金進用專業經理人實施辦法」及其契約書修
正案。 

第二十案 

案由：「國立成功大學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設置要點」
第二點條文修正草案及「國立成功大學校園性
侵害及性騷擾防治辦法」修正草案，提請  討
論。 

決議：修正通過「國立成功大學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設置要點」第二、八點修正案及「國立成功大
學校園性侵害及性騷擾防治辦法」修正案。 

 

 

 
教務處： 

已更新本處網頁。 

人事室： 

本案教務處已公告，本室配合辦理。 

 

 

 

 

人事室： 

修正後之辦法及契約書業於本室網頁
公告周知。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依決議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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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本校與國家衛生研究院簽訂合作協議書報告案：  

一、查本校與國家衛生研究院簽訂「癌症研究合作協議書」(民國 96 年 7 月 1 日至

101 年 6 月 30 日)，前於民國 96 年 7 月 5 日經 95 學年度第 4 次校務會議決議

通過。 

二、次查本案經與國家衛生研究院簽訂癌症研究合作協議至今，對於雙方共同推動

設立國家癌症研究南部中心，以提升我國癌症研究水準，成效顯著。尤其癌症

研究合作病房之設置，無論在教學、研究、醫療服務與交流，均達到雙方及病

友多贏之目的。 

三、為妥適規劃雙方是否同意續約事宜，前依協議書之規定，經與國家衛生研究院

共同審慎評估後，雙方對於按原有協議書之內容簽訂續約 5 年(101 年 7 月 1

日至 106 年 6 月 30 日)(如附件)，均表同意，茲為規劃續約事宜，爰提本次校

務會議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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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研究合作協議書(草案) 

國家衛生研究院(以下稱甲方)與國立成功大學及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以下稱乙方及乙方醫
院)，基於雙方學術合作辦法，致力於推展癌症臨床試驗與基礎研究，共同推動設立國家癌症研究中心-

南部中心，以提昇我國癌症研究水準，並樹立醫療研究合作之典範。為使雙方之權益關係明確，並本互
惠雙贏之原則，共同簽署本合作協議書，條款如后： 

第一條：合作地點 

乙方醫院提供醫院大樓之部份房舍，作為甲方癌症研究所進行癌症研究及雙方合作之用，以下稱
「癌症研究合作病房」。「癌症研究合作病房」以推動雙方癌症研究之臨床業務為主，合作期間不
得變更用途或轉租、轉借院外使用。合作如終止時，甲方應將「癌症研究合作病房」併同其已改
裝設施、固定設備一併無條件交予乙方醫院。 

第二條：「癌症研究合作病房」合作模式與運作原則 

一、癌症研究旨在發展有效的癌症新診療方法及新抗癌藥物，並進行符合相關法規之臨床試驗，提
供癌症病患各項治療、研究及相關之醫療服務。 

二、甲方研究主治醫師得依乙方醫院所定程序申請聘為乙方醫院主治醫師，除共同參與教學、訓練
與研究外，並負責「癌症研究合作病房」之患者治療、照護、值班、巡房之臨床職責，其薪資、
保險等相關費用由甲方負責。 

三、甲方於「癌症研究合作病房」執行之所有醫療收入，悉歸乙方醫院，該部分成本亦由乙方醫院
負擔（包括診間、病房設備、儀器、護理、醫技、藥事、工友、衛耗材、水電、設施維護、清
潔等）。 

四、「癌症研究合作病房」所需空間由乙方醫院提供，至少應包含臨床研究病房 30 床及門診區空間，
雙方應就臨床研究病床數及其位置進行協商。雙方得於適當地點掛牌，署名 

成 大 醫 院

國家衛生研究院 癌症研究
合作病房等字樣。 

五、甲方研究主治醫師之門診時間及每週診次，由甲方規劃與乙方醫院協調後執行，診間由乙方醫
院提供，可與乙方醫院醫師共用。將來視臨床研究業務推展及空間規劃狀況，再協調擁有獨立
診間。 

六、甲方招聘之研究醫師（fellows）應參與乙方醫院研究醫師訓練計畫，雙方研究醫師應輪派至對
方病房，乙方醫院應每月輪派至少二名住院醫師至「癌症研究合作病房」。 

七、雙方人員應共同參與相關科會、晨會、病例與研究會議。 

八、甲方符合資格人員得依乙方醫院所定程序受聘加入乙方醫院人體試驗委員會（IRB），並參與人
體試驗委員會之運作。 

九、因癌症研究醫療業務發生醫事糾紛時，由乙方醫院負責統一處理及發言，甲方應盡力協助之。
相關費用之支出、損害賠償責任以雙方協調分攤為原則。 

第三條：癌症研究合作與交流 

一、甲方研究人員符合資格者，得依乙方所定程序，受聘為乙方相關系所不佔缺教師，並可擔任研
究生之指導老師外，並得依乙方相關所定程序申請使用乙方之研究設備。惟非經甲乙雙方同意，
不得參與其組織政策、預算支配及人事問題或其他行政工作，並依其所屬專任機構兼課、兼職
相關規定辦理。 

二、乙方及乙方醫院教師、醫師及研究人員符合資格者，可依甲方所定程序，受聘成為甲方合聘或
兼任研究人員。乙方及乙方醫院受聘研究人員得依甲方所定程序向甲方提出研究計畫、申請研
究經費、空間及研究人力支援、使用研究設備及參與學術活動。 

三、雙方醫師、研究人員所提出共同執行之研究計畫，若因合作研究而獲得之成果及相關技術之專
利權、著作權、及其他相關智慧財產權及其衍生利益之分配，由雙方本互惠之原則於合作個案
之協議另訂定之。 

第四條：其他 

一、乙方醫院應視甲方癌症研究中心與其一級單位為平行單位，得收發公文，並邀請列席參與院內
行政會議，以有效配合乙方醫院的行政管理運作。 

二、甲方癌症研究中心之醫務、研究人員及行政支援同仁，應納入乙方醫院人事管理系統，並比照
乙方醫院員工之規定，申請使用停車場、會議室、圖書館、電話、網路資訊系統及員工宿舍等
乙方醫院設施。 

三、「癌症研究合作病房」如有改裝設施之必要時，經甲方及乙方醫院書面同意後，始得裝設，因裝
潢與修繕所衍生之設計費、工程費、材料費、工資等費用，概由甲方負責，但不得損害原有建
築。合作結束時得依改裝後之現狀交還，不涉任何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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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合作協議書如有未盡事宜，由雙方協議增訂補充條款或換文辦理。 

第五條：合作期間 

雙方願以共同合作研究為目標，同意自民國 101年7 月1日起訂定五年合約；雙方應於合約屆滿
一年前，以書面通知對方期滿後是否續約，如未通知視同不續約。 

第六條：附則 

本協議書壹式十九份，含正本三份、副本十六份，甲方正本乙份、副本四份，乙方正本二份，副
本十二份。 

 
代表人： 

甲方：國家衛生研究院                  乙方：國立成功大學 
院長：                         校長： 
院址：苗栗縣 350竹南鎮科研路 35號            校址：台南市 701大學路1

號 

中 華 民 國 ○ 年 ○ 月 ○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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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國立成功大學校級研究中心設置暨管理辦法 
100年 7月 7日 99學年度第五次校務會議延會通過 

100年 10月 26日 100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規範各校級研究中心之設置與管理，以達卓越發展與
永續營運之目標，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設「國立成功大學校級研究中心設置管理評議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辦
理各校級研究中心設置、管理及裁撤之評議業務。本委員會由校長召集，遴聘教務長、
主任秘書、研發長、研究總中心中心主任、人事室主任及相關領域之教授或研究人員
合計 9-11人組成，並由研發長擔任執行秘書。本委員會開會時得視需要邀請相關人員
列席。 

第三條  本校校級研究中心得依下列原則提出申請設置： 
一、經校長交付設置者。 
二、為配合政府政策或推動重大校務，由本校專任教授經行政程序共同提出申請者。 

第四條  申請設置校級研究中心應研擬設置計畫書及設置辦法備審，其內容應包括： 
一、設置計畫書：成立目的、組織架構、中心定位、業務範圍、運作空間、經費來源、

預期成果、自我評鑑指標及方式、相關單位配合措施，計畫書內容應涵蓋現有運
作能力及過去執行績效等。 

二、設置辦法：設置依據、目的、組織、中心主任及相關人員選任方式、任期與考核
方式、經費來源等。 

第五條  委員會依中心性質，審核程序如下： 

一、編制內中心：計畫書與設置辦法經本委員會與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依本校行政

程序修訂組織規程，並報請教育部核定。 

二、編制外中心：計畫書與設置辦法經本委員會與主管會報審議通過後，提請校務會

議核備。 

第六條  各校級研究中心所需經費及人力以自給自足與自行籌措為原則。 
第七條  各中心成立滿一年(以會計年度為基準)後，每年必須向本委員會提出工作報告及規

劃，並接受第一次評鑑，爾後每年至少評鑑一次，由本委員會執行各中心評鑑工作，
評鑑辦法另訂之。 

第八條  評鑑工作包括下列項目，其百分比由本委員會議定之： 

一、營運方向與設置宗旨之相符性。 

二、符合設置宗旨之研究成果、服務活動、人才培訓，以及校內教學研究配合情形 

三、 參與研究中心營運人員及其具體貢獻。 

四、支薪之專、兼任人員聘僱情形。 

五、年度經費收入支出總額及明細。 

六、相關管理制度之建立情形。 

七、未來三年之展望。 
第九條  各校級研究中心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予裁撤： 

一、經中心主任提出裁撤申請者。 
二、經本委員會評鑑不符原設置目的，或經評鑑未達原設置功能，已無存續必要者。 

前項經本委員會決議後，各校級研究中心應於收受通知後六個月內將決議事項執行完
畢，並送本委員會核備，未完成者視為已裁撤。 

第十條  各校級研究中心經本委員會決議裁撤者，準用本辦法第五條規定，辦理裁撤程序。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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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國立成功大學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設置與申訴處理辦法修正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三條  申訴主體：  
一、學生、學生會及其他相關學生自治

組織(以下簡稱申訴人)對於學校之
處分(含懲處、其他措施或決議，以
下簡稱處分)，認為違法或不當，致
損其權益，經行政程序處理仍不服
者，得向本會提出申訴。 

    二、前款所稱學生，指對其處分時，具本
校學籍者。 

三、第一款行政程序處理，指申訴人不
服原單位之處分而提起申訴者，得
由所屬一級單位先予協調。惟校級
獎懲、退學、開除學籍或類此處分
不在此限。 

第三條  學生對於學校有關受教權益所為之
處分認為有違法或不當致損其權
益，或學生會及其他相關學生自治
組織，不服學校之懲處或其他措施
及決議之事件，經行政程序處理仍
不服者，得向本會提出申訴。 
前項所定學生，指學校對其處分
時，具學生身分者。 

1.依教育部明令，
修正相關條文內
容。 
 

2.增列第三款條文內
容，訂定行政程序
之處理，對於學生
的在學權益較能周
延地維護與妥適地
處理學生的訴求，
有助於輔導功能的
良性發揮。 

第四條  組織：   
一、本會置委員二十至二十三人 

，均為無給職，由大學部學生代
表四人、研究生學生代表二至三
人，教務處、學務處代表各一人，
各學院、法律系、教育所、心理
系推薦助理教授以上之專任教師
一人，教務處推薦非屬學院教師
一人，及學校教師會代表一人擔
任之；其中未兼行政職務之教師
代表不得少於總額二分之一，已
擔任學生獎懲委員會委員者不得
擔任之，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
總數三分之一以上。另學校得聘
請醫師、法學、社會學、心理學
之專業人士擔任諮詢顧問。  

二、學生代表於每學年開始前一 
個月內，由學生會推選產生大學
部代表；由各學院院長輪流推薦
產生研究生代表，均報學生事務
處核備。(學生會如未能依時組
成，即請課外活動指導組輔導系
學會聯合會幹部代表之) 

三、學生事務長擔任臨時召集人 
，俟主席選出後由主席主持會
議，得邀請相關人員列席，行政
業務由生活輔導組承辦之。 
臨時召集人因故不克出席時， 
得請所屬相關主管代理之。 

四、本會開會應有委員二分之一 
以上出席，事項之決議、評議書
之決議，以出席委員三分之二
(含)以上同意後行之。出席委員
與實際參與議案表決人數不一致
時，以實際參與議案表決之人數
為準。 

五、本會之經費由學生事務處支應。  
六、本會委員或諮詢顧問均陳報 

校長聘任之，任期一年，得連任
之。 

第四條  組織：   
一、本會置委員十九至二十三人 

，均為無給職，由大學部學生
代表四人、研究生學生代表二
至三人，教務處、學務處代表
各一人，各學院推薦助理教授
以上之專任教師一人，教務處
推薦非屬學院教師一人，及學
校教師會代表一人擔任之(其
中未兼行政職務之教師代表不
得少於總額二分之一；已擔任
學生獎懲委員會委員者不得擔
任之；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
總數三分之一以上)。另學校得
聘請醫師、法學、社會學、心
理學之專業人士擔任諮詢顧
問。  

 
二、學生代表於每學年開始前一 

個月內，由學生會推選產生大
學部代表；由各學院院長輪流
推薦產生研究生代表，均報學
生事務處核備。(學生會如未能
依時組成，即請課外活動指導
組輔導系學會聯合會幹部代表
之) 

三、學生事務長擔任臨時召集人 
，俟主席選出後由主席主持會
議，得邀請相關人員列席，行
政業務由生活輔導組承辦之。 
臨時召集人因故不克出席時， 
得請所屬相關主管代理之。 

四、本會開會應有委員二分之一 
以上出席，事項之決議、評議
書之決議，以出席委員三分之
二(含)以上同意後行之。  

五、本會之經費由學生事務處支應。  
六、本會委員或諮詢顧問均呈報 

校長聘任之，任期一年，得連
任之。 

 
1.依教育部明令，調
整委員之組成，納
入法制與輔導相關
領域之專業委員。 

 
2.申訴會議之召開，
得考量會議程序與
實質功能並重、委
員之出席時間、及
學生申訴案件日期
之不確定等相關因
素，故擬增列第四
款後段條文內容，
以符合實務運作與
評議機能。 

 
3.參考司法院人事審
議委員會審議規
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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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申訴及處理程序： 
一、 申訴人（學生會及其他相關學生自治組織應經其

組織內部之最高行政會議決議後提出）之申訴應

依第三條第三款之程序於知悉處分之次日起十日
內以書面向本會提出申訴 
，逾期學校不予受理；申訴人因不可抗力致逾期

限者，於其原因消滅後十日內，得以書面向本會
聲明理由請求許可。 

二、 申訴案件申請書(簡稱申訴書)應以中文書寫與簽

名蓋章，記載申訴人姓名、學號、系級、住址、
申訴之事實及理由，希望獲得之補救，並檢附有關
之文件及證據交由生活輔導組處理。若申訴書不

合規定，經通知未於期限內補正者，得以書面通
知不受理或不予評議。 

三、 本會就書面資料評議，會議不公開舉行，得通知

申訴人、原處分單位之代表及關係人到會說明。如
其逾越申訴範圍，應以書面駁回，並建議處理方
式，且於處理特殊案件時，得經本會決議，組成

調查小組調查之。 
四、 本會收件後，除有應不受理或停止評議情形，逕

行通知申訴人及原處分單位外，應於三十日內完

成評議，必要時得予延長，並通知申訴人，延長以
一次為限，最長不得逾期二個月，但涉及退學、開
除學籍或類此處分之申訴不得延長。申訴人向學

校提起申訴，同一案件以一次為原則，撤回亦同。 
 
五、 申訴人於本會評議決定書(簡稱評議書)送達前，

得撤回申訴。原處分單位應於知悉申訴案時重行審
查原處分是否合法妥當，其認申訴為有理由者，得
自行撤銷或變更原處分，並通知申訴人與本會。 

六、 申訴程序中，申訴人或其他關係人，就申訴事件
或其他牽連之事項，提出訴願或訴訟者，應即以書
面通知本會，本會應即停止評議，並通知申訴人，

俟停止原因消滅後，經申訴人書面請求，應繼續
評議，並得以書面通知申訴人；惟退學、開除學
籍或類此處分之申訴不在此限。 

七、 退學、開除學籍或類此處分之申訴，學校於評議
決定未確定前，學生得向學校提出繼續在校肄業之
書面請求。學校接到上項請求後，應徵詢本會之意

見，並衡酌該生生活，學習狀況於七日內書面答
覆，並載明學籍相關之權利與義務。  

八、 依前款申訴經學校同意在校 

肄業者，學校不得授給畢業證書外，其他修課、
成績考核、獎懲得比照在校生處理。  

九、 除第四款與第五款規定外， 

本會應對申訴案件提出討論並經評議，決議後擬定
評議書由主席署名。本會之評議及表決，委員個別
意見，應對外嚴守秘密;涉及學生隱私之申訴案，

申訴人之基本資料應予保密。  
十、 評議書應包括主文、事實、理由等內容，如有建

議補救措施，並應提出具體建議；對於評議不受

理之申訴案件，亦應作成評議書，惟其內容只列主
文和理由。  

十一、申訴程序中，評議委員、申訴人、原處分單位或

其他關係人，應就申訴之案件採取迴避原則，以免
影響本會評議之公正性。  

十二、評議書應陳校長核定，並以學校名義送達申訴人

及原處分單位。 
十三、申訴人因行政處分，經依第三條第三款之程序提

出校級申訴後而不服其決定，學校應附記「如有

不服本申訴決定，得於本評議決定書送達次日起三
十日內，繕具訴願書，檢附原處分書與評議決定
書，經學校原處分單位附具答辯書後送教育部提

起訴願」；如因行政處分以外之懲處、其他措施或
決議，經提出申訴後而不服其決定，應附記「如
有不服本申訴決定，得按其性質依法提起訴訟，

請求救濟」。 
 

第五條  申訴及處理程序： 
一、 學生、學生會及其他相關學生自治組織（應經

其組織內部之最高行政會議決議後提出）之申

訴應於知悉措施之次日起十日內以書面向本會
提出申訴，逾期學校不予受理；申請人因不可
抗力致逾期限者，得向本會聲明理由請求許可。 

 
 
二、 申訴書應記載申訴人姓名、學號、系級、住址、

申訴之事實及理由，希望獲得之補救，並檢附
有關之文件及證據交由生輔組處理。  

 

 
 
 

三、 本會就書面資料評議，會議不公開舉行，得通
知申訴人、原處分單位之代表及關係人到會說
明。如其逾越申訴範圍，應以書面駁回，並建

議處理方式，且於處理特殊案件時，應組成小
組，秘密調查。 

四、 本會收件後，除有應不受理或中止評議情形，

逕行通知申訴人及原處分單位外，應於二十日
內完成評議，必要時得予延長，並通知申訴人，
延長以一次為限，最長不得逾期二個月，但涉

及退學、開除學籍或類此處分之申訴不得延
長。(學生、學生會及其他相關學生自治組織向
學校提起申訴，同一案件以一次為原則) 

五、 申訴人於本會未作成評議決定書前，得撤回申
訴書。原處分單位應於知悉申訴案時重行審查
原處分是否合法妥當，其認申訴為有理由者，

得自行撤銷或變更原處分，並通知申訴人與本
會。 

六、 申訴程序中，申訴人、原處分單位或其他關係

人，就申訴事件或其他牽連之事項，提出訴願、
民事、刑事或行政訴訟者，應即以書面通知本
會，本會應即中止評議，俟訴訟終結後續議；

惟退學與開除學籍之申訴不在此限。 
 
七、 退學或開除學籍之申訴，學校於評議決定未確

定前，學生得向學校提出繼續在校肄業之書面
請求。學校接到上項請求後，應徵詢本會之意
見，並衡酌該生生活，學習狀況於一週內書面

答覆，並載明學籍相關之權利與義務。  
八、 學生申訴經學校同意在校肄 

業者，學校不得授給畢業證書外，其他修課成

績考核、獎懲得比照在校生處理。  
九、 本會應對申訴案件提出討論並經評議，決議後

擬定評議書由主席署名。本會之評議及表決，

委員個別意見，應對外嚴守祕密;涉及學生隱私
之申訴案，申訴人之基本資料應予保密。  

 

十、 評議決定書應包括主文、事實、理由等內容，
如有建議補救措施，並應提出具體建議；對於
不受理之申訴案件亦應作成評議書，惟其內容

只列主文和理由。  
十一、申訴程序中，評議委員、申訴人、原處分單

位或其他關係人，應就申訴之案件採取迴避原

則，以免影響本會評議之公正性。  
十二、評議書應呈校長核備，並由本會送達申訴人

及原處分單位。 

十三、對於退學、開除學籍或類此足以改變學生身
分之處分，經提出申訴後未獲救濟者，學校應
附記「如有不服本申訴決定，得於申訴評議書

送達後次日起三十日內，繕具訴願書，經學校
原處分單位檢卷答辯後送教育部提起訴願。」 

 
1.依教育部明令，配合修
訂相關條款。 

 
2.修訂部份內容，踐行正當
處理程序，以符本會行政

運作、評議機能與學生權
益之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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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評議效力：  
一、本會之評議決定，如原處分 

單位或原措施單位認與法規牴觸
或事實上窒礙難行者，應於十日
內列舉理由依行政程序陳報校
長，校長得交付本會再議(以一次
為限)。 
否則，評議書經核定後，學校應
依評議決定執行。 

二、退學、開除學籍或類此處分之申訴，
經評議確定維持原處分者，依下列
規定辦理： 

      (一)修業證明書所載修業截止日
期，以原處分日期為準。  

      (二)申訴期間所修習科目學分，得發
給學分證明書。  

(三)役男『離校學生緩徵原因消
滅名冊』，於申訴結果確定後
三十日內冊報。 

(四)退費基準依專科以上學校向
學生收取費用辦法第八條及
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取辦
法第十五條之規定辦理。 

 
 

三、訴願及行政訴訟獲救濟之輔導： 
(一)依訴願決定或行政訴訟判決

撤銷原退學、開除學籍或類
此處分者，其因特殊事故無
法及時復學時， 
本校應輔導其復學；對已入
營無法復學之役男，本校應
保留其學籍，俟其退伍後，
輔導優先復學；復學前之離
校期間並得補辦休學。  

(二)依訴願決定或行政訴訟判決
撤銷原退學、開除學籍或類
此處分者，應依本校規定辦
理復學程序。 

第六條  評議效力：  
一、本會之評議，如原處分單位 

認與法規牴觸或事實上窒礙難
行者，應於十日內列舉理由依
行政程序陳報校長，校長得交
付本會再議(以一次為限)。 
否則，評議書經完成行政程序
後，學校應即採行。 

 
二、退學之申訴，經評議確定維持原

處分者，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修業證明書所載修業截止日

期以原處分日期為準。  
      (二)申訴期間所修習科目學分，得

發給學分證明書。  
三、退學或開除學籍之申訴，經評議

確定維持原處分者，其兵役、退
費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役男『離校學生緩徵原因

消滅名冊』於申訴結果確
定後三十日內冊報。 

(二)退費基準依專科以上學校
向學生收取費用辦法第八
條及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
收取辦法第十五條之規定
辦理。 

四、訴願及行政訴訟獲救濟之輔導： 
(一)依訴願決定或行政訴訟判

決另為處分並同意學生復
學者，其因特殊事故無法
及時復學時，本校應輔導
其復學；對已入營無法復
學之役男，學校應保留其
學籍，俟其退伍後，輔導
優先復學；復學前之離校
期間並得補辦休學。  

 
(二)依訴願決定或行政訴訟判

決另為處分並同意學生復
學者，應依本校規定辦理
復學程序。 

 
1.依教育部明令，配
合修訂相關條文內
容。 

 
2.刪除本條原第三款
與第四款號次，變
更款次。 

第七條  學生申訴以申訴人受到處分， 
        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其權益為前

提，不同於意見反應，故如有第三條
第一款以外之意見表達、興革期望或
請求事項，應向職權所屬或業務主管
之單位反映，以利先行善盡教育與服
務義務，期以獲得即時之訊息、支援
或輔導，避免無實益之行政爭訟與期
待差距。 

 增列條文內容，使
學生了解申訴制度
之功能，乃於在學
權益受損之救濟性
質，有別於一般事
項之建議或期待。 

第八條  有關性侵害或性騷擾之申訴案件，由
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處理。 

第七條  有關性侵害或性騷擾之申訴案件，
由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處
理。 

變更條次。 

第九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報請教育部
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第八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報請教育
部核定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變更條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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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設置與申訴處理辦法 
 

86.04.16 85學年度第四次校務會議通過 

90.11.14 90 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延會修訂通過 

91.03.20 90 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91.12.25 91 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92.02.25 教育部台訓(一)字第 0920024104 號函核定 

94.04.27 93 學年度第四次校務會議通過 

94.06.22 93 學年度第五次校務會議通過 

94.07.15 教育部台訓(二)字第 0940096627 號函核定 

95.06.21 94 學年度第五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95.11.01 95 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延會修訂通過 

95.12.18 教育部台訓(二)字第 0950187848 號函核定 

97.03.26 96 學年度第三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97.04.16 教育部台訓(二)字第 0970057571 號函核定 

97.12.31 97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98.01.20 教

育部台訓(二)字第 0980009274 號函核定 

98.04.22 97 學年度第三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98.05.12 教育部台訓(二)字第 09800078630號函核定 

100.10.26 100 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大學法第三十三條第四項暨本校組織規程第二十四條定之。 
 
第二條  本校為公平、公正處理學生在校學習、生活上之有關事項，並確保學生權益，特設置

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三條  申訴主體： 

一、 學生、學生會及其他相關學生自治組織(以下簡稱申訴人)對於學校之處分(含懲處、其
他措施或決議，以下簡稱處分)，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其權益，經行政程序處理仍不
服者，得向本會提出申訴。 

二、 前款所稱學生，指對其處分時，具本校學籍者。 
三、 第一款行政程序處理，指申訴人不服原單位之處分而提起申訴者，得由所屬一級單位

先予協調。惟校級獎懲、退學、開除學籍或類此處分不在此限。 
 
第四條  組織：   

一、 本會置委員二十至二十三人，均為無給職，由大學部學生代表四人、研究生學生代表
二至三人，教務處、學務處代表各一人，各學院、法律系、教育所、心理系推薦助理
教授以上之專任教師一人，教務處推薦非屬學院教師一人，及學校教師會代表一人擔
任之；其中未兼行政職務之教師代表不得少於總額二分之一，已擔任學生獎懲委員會
委員者不得擔任之，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另學校得聘請醫師、
法學、社會學、心理學之專業人士擔任諮詢顧問。  

二、 學生代表於每學年開始前一個月內，由學生會推選產生大學部代表；由各學院院長輪
流推薦產生研究生代表，均報學生事務處核備。(學生會如未能依時組成，即請課外活
動指導組輔導系學會聯合會幹部代表之) 

三、 學生事務長擔任臨時召集人，俟主席選出後由主席主持會議，得邀請相關人員列席 
，行政業務由生活輔導組承辦之。臨時召集人因故不克出席時，得請所屬相關主管代
理之。 

四、 本會開會應有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事項之決議﹑評議書之決議，以出席委員三分
之二(含)以上同意後行之。出席委員與實際參與議案表決人數不一致時，以實際參與
議案表決之人數為準。 

五、 本會之經費由學生事務處支應。  
六、 本會委員或諮詢顧問均呈報校長聘任之，任期一年，得連任之。 

 
第五條  申訴及處理程序： 

一、 申訴人（學生會及其他相關學生自治組織應經其組織內部之最高行政會議決議後提出）
之申訴應依第三條第三款之程序於知悉處分之次日起十日內以書面向本會提出申訴，
逾期學校不予受理；申訴人因不可抗力致逾期限者，於其原因消滅後十日內，得以書
面向本會聲明理由請求許可。 

二、 申訴案件申請書(簡稱申訴書)應以中文書寫與簽名蓋章，記載申訴人姓名、學號、系
級、住址、申訴之事實及理由，希望獲得之補救，並檢附有關之文件及證據交由生活
輔導組處理。若申訴書不合規定，經通知未於期限內補正者，得以書面通知不受理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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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予評議。  
三、 本會就書面資料評議，會議不公開舉行，得通知申訴人、原處分單位之代表及關係人

到會說明。如其逾越申訴範圍，應以書面駁回，並建議處理方式，且於處理特殊案件
時，得經本會決議，組成調查小組調查之。 

四、 本會收件後，除有應不受理或停止評議情形，逕行通知申訴人及原處分單位外，應於
三十日內完成評議，必要時得予延長，並通知申訴人，延長以一次為限，最長不得逾
期二個月，但涉及退學、開除學籍或類此處分之申訴不得延長。申訴人向學校提起申
訴，同一案件以一次為原則，撤回亦同。 

五、 申訴人於本會評議決定書(簡稱評議書)送達前，得撤回申訴。原處分單位應於知悉申
訴案時重行審查原處分是否合法妥當，其認申訴為有理由者，得自行撤銷或變更原處
分，並通知申訴人與本會。 

六、 申訴程序中，申訴人或其他關係人，就申訴事件或其他牽連之事項，提出訴願或訴訟
者，應即以書面通知本會，本會應即停止評議，並通知申訴人，俟停止原因消滅後，
經申訴人書面請求，應繼續評議，並得以書面通知申訴人；惟退學、開除學籍或類此
處分之申訴不在此限。 

七、 退學、開除學籍或類此處分之申訴，學校於評議決定未確定前，學生得向學校提出繼
續在校肄業之書面請求。學校接到上項請求後，應徵詢本會之意見，並衡酌該生生活，
學習狀況於七日內書面答覆，並載明學籍相關之權利與義務。  

八、 依前款申訴經學校同意在校肄業者，學校不得授給畢業證書外，其他修課、成績考核、
獎懲得比照在校生處理。  

九、 除第四款與第五款規定外，本會應對申訴案件提出討論並經評議，決議後擬定評議書
由主席署名。本會之評議及表決，委員個別意見，應對外嚴守秘密;涉及學生隱私之申
訴案，申訴人之基本資料應予保密。  

十、 評議書應包括主文、事實、理由等內容，如有建議補救措施，並應提出具體建議；對
於評議不受理之申訴案件亦應作成評議書，惟其內容只列主文和理由。  

十一、申訴程序中，評議委員、申訴人、原處分單位或其他關係人，應就申訴之案件採取迴
避原則，以免影響本會評議之公正性。  

十二、評議書應陳校長核定，並以學校名義送達申訴人及原處分單位。 
十三、申訴人因行政處分，經依第三條第三款之程序提出校級申訴後而不服其決定，學校應

附記「如有不服本申訴決定，得於本評議決定書送達次日起三十日內，繕具訴願書，
檢附原處分書與評議決定書，經學校原處分單位附具答辯書後送教育部提起訴願」；如
因行政處分以外之懲處、其他措施或決議，經提出申訴後而不服其決定，應附記「如
有不服本申訴決定，得按其性質依法提起訴訟，請求救濟」。 
 

第六條  評議效力：  
一、 本會之評議決定，如原處分單位或原措施單位認與法規牴觸或事實上窒礙難行者，應

於十日內列舉理由依行政程序陳報校長，校長得交付本會再議(以一次為限)。否則，
評議書經核定後，學校應依評議決定執行。 

二、 退學、開除學籍或類此處分之申訴，經評議確定維持原處分者，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修業證明書所載修業截止日期以原處分日期為準。  
      (二)申訴期間所修習科目學分，得發給學分證明書。  

(三)役男『離校學生緩徵原因消滅名冊』於申訴結果確定後三十日內冊報。 
(四)退費基準依專科以上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辦法第八條及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

取辦法第十五條之規定辦理 
三、 訴願及行政訴訟獲救濟之輔導：   

(一)依訴願決定或行政訴訟判決撤銷原退學、開除學籍或類此處分者，其因特殊事故
無法及時復學時，本校應輔導其復學；對已入營無法復學之役男，學校應保留其
學籍，俟其退伍後，輔導優先復學；復學前之離校期間並得補辦休學。  

(二)依訴願決定或行政訴訟判決撤銷原退學、開除學籍或類此處分者，應依本校規定
辦理復學程序。 

 
第七條  學生申訴以申訴人受到處分，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其權益為前提，不同於意見反應，

故如有第三條第一款以外之意見表達、興革期望或請求事項，應向職權所屬或業務主
管之單位反映，以利先行善盡教育與服務義務，期以獲得即時之訊息、支援或輔導，
避免無實益之行政爭訟與期待差距。 

 
第八條  有關性侵害或性騷擾之申訴案件，由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處理。 
 
第九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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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本校學生獎懲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八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予以
記小過。 

（一）故意對教職員工有不禮貌行
為。 

（二）惡意攻訐，挑撥離間，惹是生
非，破壞團體秩序者。 

（三）參加系、所、學校之各種活動，
行為惡劣，有違團體榮譽者。 

（四）報告失實，欺瞞師長者。 
（五）毀損公物，情節較輕者。 
（六）違反校園車輛行車安全，不聽

勸告者。 
（七）不遵守宿舍管理規則者。 
（八）在校內外舉辦活動，影響校園

安全或安寧，經勸導無效者。 
（九）違反考試規則或學術倫理，情

節較輕者。 
（十）在校外實習或服務，表現不

佳，有損校譽者。 
（十一）違反網路使用規範或公約，

情節嚴重者。 
（十二）擅自侵害著作人的法定權益

者。 
（十三）對他人（教職員工、同學及

其他社會成員）有性騷擾、
性侵害或性霸凌之行為，情
節輕微。 

 
 
 
 
 
（十四）有施暴、竊盜、侵佔、毀損、

滋事、霸凌或其他侵害他人
權益之行為，情節較輕或其
情可憫者。 

（十五）觸犯法令，經檢察官宣告，
受緩起訴處分確定者。 

（十六）有其他相當於上列各款情事
者。 

八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予以
記小過。 

（一）故意對教職員工有不禮貌行
為。 

（二）惡意攻訐，挑撥離間，惹是生
非，破壞團體秩序者。 

（三）參加系、所、學校之各種活動，
行為惡劣，有違團體榮譽者。 

（四）報告失實，欺瞞師長者。 
（五）毀損公物，情節較輕者。 
（六）違反校園車輛行車安全，不聽

勸告者。 
（七）不遵守宿舍管理規則者。 
（八）在校內外舉辦活動，影響校園

安全或安寧，經勸導無效者。 
（九）違反考試規則，情節較輕者。 
（十）在校外實習或服務，表現不

佳，有損校譽者。 
（十一）違反網路使用規範或公約，

情節嚴重者。 
（十二）擅自侵害著作人的法定權益

者。 
（十三）對他人（教職員工、同學及

其他社會成員）有性騷擾之
行為，情節輕微。 

 
 
 
 
 
 
 
（十四）有施暴、竊盜、侵佔、毀損、

滋事或其他侵害他人權益
之行為，情節較輕或其情可
憫者。 

 
 
（十五）有其他相當於上列各款情事

者。 

 
 
 
 
 
 
 
 
 
 
 
 
 
 
 
增列違反學術倫
理加以規範。 
 
 
 
 
 
依教育部臺訓
（三）字第
1000109280 號函
【性別平等教育
法部份條文修正
案】，配合增列修
改。 
 
 
 
增列霸凌行為加
以規範。 
 
 
增列第十五款。 
 
條次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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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予以退
學。 

（一）侮辱教職員工，情節重大者。 
（二）定期察看期間，再受處分者。 
（三）所受處分，累計滿三大過者。 
（四）經法院判刑確定，未受緩刑之

宣告，嚴重影響校譽者。 
（五）施暴力於他人、竊盜、侵佔、

縱火等具體事實，嚴重影響校
譽或校園秩序與安寧者。 

（六）請人代考或為人代考者。 
（七）違反考試規則或學術倫理，情

節重大且不具悔意者。 
 

十、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予以退
學。 

（一）侮辱教職員工，情節重大者。 
（二）定期察看期間，再受處分者。 
（三）所受處分，累計滿三大過者。 
（四）經法院判刑確定，未受緩刑之

宣告，嚴重影響校譽者。 
（五）施暴力於他人、竊盜、侵佔、

縱火等具體事實，嚴重影響校
譽或校園秩序與安寧者。 

（六）請人代考或為人代考者。 
（七）違反考試規則，情節重大且不

具悔意者。 
 

 
 
 
 
 
 
 
 
 
 
 
增列違反學術倫
理加以規範。 

 

九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予以
記大過或定期察看。 

（一）未經許可，撕揭或塗汙校內公
告，或其他公用表冊文件者。 

（二）惡意批評或侮辱教職員工。 
（三）蓄意破壞公物，情節重大者。 
（四）蓄意擾亂學校行政，妨害教職

員或同學執行公務者。 
（五）有施暴、竊盜、侵佔、毀損、

滋事、霸凌或其他不良行為，
情節重大者。 

（六）違反宿舍管理規則，情節較嚴
重者。 

（七）違反校規，經屢次勸導仍不改
正者。 

（八）在校內外舉辦活動，影響校譽
或校園安全，情節重大者。 

（九）違反考試規則或學術倫理，情
節較重而具有悔意者。 

（十）建立色情暴力網站或其他利用
網路從事不法行為，情節嚴
重，影響校譽者。 

（十一）擅自侵害著作人的法定權
益，情節重大，影響校譽者。 

（十二）擅自侵入他人資訊系統或設
備，情節重大者。 

（十三）觸犯法令，經法院判刑確
定，受緩刑之宣告而未經撤銷
者。 

（十四）對他人（教職員工、同學及
其他社會成員）有性騷擾、性
侵害或性霸凌之行為，情節重
大者。 

（十五）有其他相當於上列各款情事
者。 

九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予以
記大過或定期察看。 

（一）未經許可，撕揭或塗汙校內公
告，或其他公用表冊文件者。 

（二）惡意批評或侮辱教職員工。 
（三）蓄意破壞公物，情節重大者。 
（四）蓄意擾亂學校行政，妨害教職

員或同學執行公務者。 
（五）有施暴、竊盜、侵佔、毀損、

滋事或其他不良行為，情節重
大者。 

（六）違反宿舍管理規則，情節較嚴
重者。 

（七）違反校規，經屢次勸導仍不改
正者。 

（八）在校內外舉辦活動，影響校譽
或校園安全，情節重大者。 

（九）違反考試規則，情節較重而具
有悔意者。 

（十）建立色情暴力網站或其他利用
網路從事不法行為，情節嚴
重，影響校譽者。 

（十一）擅自侵害著作人的法定權
益，情節重大，影響校譽者。 

（十二）擅自侵入他人資訊系統或設
備，情節重大者。 

（十三）觸犯法令，經法院判刑確
定，受緩刑之宣告而未經撤銷
者。 

（十四）對他人（教職員工、同學及
其他社會成員）有性騷擾之行
為，情節重大者。 

 
（十五）有其他相當於上列各款情事

者。 

 
 
 
 
 
 
 
 
增列霸凌行為加
以規範。 
 
 
 
 
 
 
 
增列違反學術倫
理加以規範。 
 
 
 
 
 
 
 
 
 
依教育部臺訓
（三）字第
1000109280 號函
【性別平等教育
法部份條文修正
案】，配合增列修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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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立 成 功 大 學 學 生 獎 懲 要 點 

93年1月14日92學年度第2次校務會議通過 
93年2月12日教育部臺訓(二)字第0930018037號書函 
94年10月5日94學年度第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4年11月28日教育部臺訓(二)字第0940161561號書函 
95年3月15日94學年度第4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5年4月20日教育部臺訓(二)字第0950054459號書函 
95年6月21日94學年度第5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5年8月30日教育部臺訓(二)字第0950126035號函 
99年4月28日98學年度第4次校務會議延會修正通過 
99年6月07日教育部臺訓(二)字第0990089490號書函 
100年1月05日99學年度第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年3月08日教育部臺訓(二)字第1000032359號書函 
100年10月26日100學年度第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  、本校為樹立優良校風，確收教育功效，依據大學法第32條，訂定本要點。 
二  、凡本校學生按其所表現之優劣事實，須予獎勵或懲罰者，依本要點辦理之。 
三  、獎懲區分： 

（一）獎勵：嘉獎、記小功、記大功、其他獎勵(獎章、獎牌、獎狀、獎金)。 
（二）懲罰：申誡、記小過、記大過、定期察看、退學。 

四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予以嘉獎。 
（一）服務公勤，熱心努力，有具體優良成績者。 

  （二）參加校內各種正規比賽，努力認真，堪為表率及成績特優者。 
  （三）維護校產，愛惜公物，堪為表率有具體事實者。 
  （四）有其他相當於上列各款情事，殊堪嘉許者。 
五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予以記小功。 

（一）服行公勤，成績特優，堪為表率者。 
  （二）參加校外各種正規比賽，成績特優(前三名)，為校爭光者。 
  （三）代表學校參加各種競賽與活動，表現優異，堪為嘉許者。 
  （四）熱心助人，扶助同學，有事實證明者。 
  （五）熱心公益，增進團體福利，具有確切事實者。 
  （六）急公好義，見義勇為，符合公益具有事實者。 
  （七）有其他相當於上列各款情事者。 
六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予以記大功或其他獎勵(獎章、獎牌、獎狀、獎金)等。 
  （一）擔任公勤或社團工作，成績特優，且對樹立校風有特殊貢獻者。 
  （二）在校期間，創造發明，或發表甚具價值之學術論文，有特殊貢獻者。 
  （三）冒險犯難，捨己救人，堪為他人矜式，有益國家社會者。 

（四）具有傑出表現，有益於國家社會，具確切事實者。 
（五）參加全國性正規比賽，榮獲第一名，爭取校譽者。 
（六）有其他相當於上列各款情事者。 

七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予以申誡。 
（一）擔任公勤幹部或其他工作，無故規避服務者。 

  （二）言行不檢，舉止無禮，有違團體榮譽，情節輕微者。 
  （三）無故不參加校內外重大慶典，全校性(含各院)集會及學生幹部講習者。 
  （四）代表系、所、學校參加各種比賽，無故缺席者。 
  （五）未經許可，濫用公物，或逾期未還公物，情節尚輕者。 
  （六）有其他相當於上列各款情事者。 
八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予以記小過。 

（一）故意對教職員工有不禮貌行為。 
  （二）惡意攻訐，挑撥離間，惹是生非，破壞團體秩序者。 
  （三）參加系、所、學校之各種活動，行為惡劣，有違團體榮譽者。 
  （四）報告失實，欺瞞師長者。 
  （五）毀損公物，情節較輕者。 
  （六）違反校園車輛行車安全，不聽勸告者。 
  （七）不遵守宿舍管理規則者。 
  （八）在校內外舉辦活動，影響校園安全或安寧，經勸導無效者。 
  （九）違反考試規則或學術倫理，情節較輕者。 
  （十）在校外實習或服務，表現不佳，有損校譽者。 

（十一）違反網路使用規範或公約，情節嚴重者。 
（十二）擅自侵害著作人的法定權益者。 
（十三）對他人（教職員工、同學及其他社會成員）有性騷擾、性侵害或性霸凌之行為，情

節輕微。 
（十四）有施暴、竊盜、侵佔、毀損、滋事、霸凌或其他侵害他人權益之行為，情節較輕或

其情可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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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觸犯法令，經檢察官宣告，受緩起訴處分確定者。 
（十六）有其他相當於上列各款情事者。 

九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予以記大過或定期察看。 
（一）未經許可，撕揭或塗汙校內公告，或其他公用表冊文件者。 
（二）惡意批評或侮辱教職員工。 
（三）蓄意破壞公物，情節重大者。 
（四）蓄意擾亂學校行政，妨害教職員或同學執行公務者。 
（五）有施暴、竊盜、侵佔、毀損、滋事、霸凌或其他不良行為，情節重大者。 
（六）違反宿舍管理規則，情節較嚴重者。 
（七）違反校規，經屢次勸導仍不改正者。 
（八）在校內外舉辦活動，影響校譽或校園安全，情節重大者。 
（九）違反考試規則或學術倫理，情節較重而具有悔意者。 
（十）建立色情暴力網站或其他利用網路從事不法行為，情節嚴重，影響校譽者。 
（十一）擅自侵害著作人的法定權益，情節重大，影響校譽者。 
（十二）擅自侵入他人資訊系統或設備，情節重大者。 
（十三）觸犯法令，經法院判刑確定，受緩刑之宣告而未經撤銷者。 
（十四）對他人（教職員工、同學及其他社會成員）有性騷擾、性侵害或性霸凌之行為，情

節重大者。 
（十五）有其他相當於上列各款情事者。 

十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予以退學。 
（一）侮辱教職員工，情節重大者。 
（二）定期察看期間，再受處分者。 
（三）所受處分，累計滿三大過者。 
（四）經法院判刑確定，未受緩刑之宣告，嚴重影響校譽者。 
（五）施暴力於他人、竊盜、侵佔、縱火等具體事實，嚴重影響校譽或校園秩序與 
      安寧者。 
（六）請人代考或為人代考者。 
（七）違反考試規則或學術倫理，情節重大且不具悔意者。 

十一、學生獎懲之處理程序，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學生獎懲案件，均應提經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依程序辦理。 
（二）嘉獎、記小功、申誡、記小過之獎懲，得會同導師、系所主管處理後，由學生事務

長核定後公告。 
（三）記大功或記大過以上之重大獎懲，應提獎懲委員會議審議通過，並經校長核定後公

告。 
（四）但記大功以上，符合本要點第六點第五款規定，得採通訊方式投票，經本會委員總

數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後通過。 
（五）獎懲委員會議審議有關學生重大獎懲時，除應通知有關系所主管、班級導師、及有

關人員列席外，並應通知當事學生列席說明。 
（六）經退學之處分，應移請教務處依有關規定辦理。 
（七）學生受記大功，或記大過以上之獎勵或處罰，應通知其家長或監護人。 

十二、學生之獎懲，在校期間內，功過可以互抵，但不能取消紀錄；退學，概不得因以前曾受獎
勵，要求折抵減免；定期察看亦同。 
學生對於學校之獎懲處分，認有違法或不當並損及其個人權益者，得依學校申訴辦法之規
定，向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申訴。 

十三、定期察看以一學年為原則，期間定期察看之學生的操行基本分數為六十分。 
定期察看之學生，同時予以記二大過、二小過之處分；如於處分日前已有其他懲處者，則
累計至二大過、二小過。 

十四、學生復學後，其原有獎懲仍屬有效。 
十五、違規之情狀特殊者，獎懲委員會或相關單位得減輕其處罰。 

依本要點合予記小過以下之處分者，得視其情節輕重與輔導之成效，以校園服務代替懲
處，其實施分則由學生事務會議訂定之。 

十六、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並報教育部備查，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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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投資要點 
98年 11月 25日 98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通過 

99年 2月 11日教育部台高(三)字第 0990024624 號函備查 
100年 4月 27日 99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年 10月 26日 100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管理本校校務基金投資事宜，依國立大學校
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第七條之一第四項、第十條、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管理
及監督辦法第九條第四項，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投資，係依「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第七條之一第四項
之規定，並著重具有收益性及安全性，有助於增進效益及具安全性之風險考量
與管控機制之投資，如收益性證券、收益型股票投資。其他投資項目仍依相關
法令辦理。 

三、本校校務基金之投資事宜，由本校財務處依相關規範處理之。 

四、本校設投資諮詢委員會提供並協助本校投資相關策略決策之諮詢。 

    投資諮詢委員會設置要點另訂之。 

 

五、本校校務基金之投資限額以本校上年度決算之現金及應收款項扣減流動負債後
淨額之 10%為限。 

六、本校校務基金投資項目、金額及期間，依第二點規定及考量校務基金收支狀況，
確保本校各項事務推動之資金支應無虞之原則下，由本校投資諮詢委員會參酌
各項資料提出投資建議，供本校財務處參酌辦理。財務處得視需要，聘任專案
經理人，並負責監督，於一定期間考核專業經理人投資績效。 

七、本校校務基金投資方向、策略及執行情形，本校財務處應於校務基金管理委員
會及校務會議開會時提出投資績效報告。 

八、本校校務基金之各項投資標的皆應設立停損點，各投資標的停損點之損失額度
以不高於購買價格之 15%為原則。 

九、財務處就校務基金之相關投資事宜，應執行本要點投資風險控管程序。 

十、本校投資取得之收益，應全數撥充校務基金統籌運用。 

十一、執行本要點之相關主管人員、經費執行人員、使用及保管資產人員，應負其
執行預算、保管及使用資產之相關責任，並由會計人員負責投資相關之帳務
處理及彙編財務報表。 

十二、本要點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及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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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國立成功大學投資諮詢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三、本委員會置諮詢委員五至七

名，由財務長就校內外學者、

專家中提名，校外委員不得少

於三分之一，經校長同意並向

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報備後聘

任之。委員任期兩年，期滿得

續聘之；召集人由校長指定之

副校長擔任；執行秘書由財務

長兼任。 

三、本委員會置諮詢委員五至七

名，由財務長就校內外學

者、專家中提名，校外委員

不得少於三分之一，經校長

同意並向校務基金管理委員

會報備後聘任之。委員任期

兩年，期滿得續聘之；召集

人由校長擔任；執行秘書由

財務長兼任。 

   修正本要點第

三點以符行政

程序。 

 

國立成功大學投資諮詢委員會設置要點 
98年 11月 25日 98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通過 

100年 10月 26日 100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協助管理本校校務基金投資事宜，依國立成功大學校務

基金投資要點第四點規定，特設置本校投資諮詢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 ，並訂定本要

點。 

二、本委員會之任務為有關資產配置、投資方式、投資工具、投資額度、投資時機、風險控管、

投資損益處理、專業經理人員獎酬制度、投資績效考核等投資事宜之諮詢與建議，作為本

校財務處評估校務基金投資決策之參考。 

三、本委員會置諮詢委員五至七名，由財務長就校內外學者、專家中提名，校外委員不得少於

三分之一，經校長同意並向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報備後聘任之。委員任期兩年，期滿得續

聘之；召集人由校長指定之副校長擔任；執行秘書由財務長兼任。 

四、本委員會每季至少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開會時以召集人為主席；召集人

不克出席時，由委員互推一人為主席。 

五、本委員會開議時，得視需要邀請相關人員或單位代表列席。 

六、本委員會委員均為無給職。但非由本校人員兼任者，得依規定支給出席費及交通費。 

七、本委員會之行政事務工作，由本校財務處兼辦。 

八、本要點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提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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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國立成功大學博物館設置辦法修正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二條  本館為本校一級單位，主要
任務為維護校史，推動校內
外各項典藏、研究、展示、
推廣等工作。本館設下列四
組，分別執行相關業務。 

一、校史組：本校校史與
相關文物之研究。 

二、蒐研組：針對校園博
物館重要藏品或專長
領域進行蒐藏、研
究、數位化及管理維
護。 

三、展示組：各項研究成
果之展覽籌劃與執
行。 

四、推廣組：教育推廣活
動、志工培訓、導覽
安排及出版。 

第二條  本館為本校一級單位，主要
任務為維護校史、推動校內
外各項典藏、研究、展示、
推廣等工作。本館設下列四
組，分別執行相關業務。 

一、典藏組：典藏庫與文
物之蒐藏、管理、維
護及數位化工作。 

二、研究組：針對校史、
重要藏品或專長領域
進行各項研究、出版
計畫。 

三、展示組：各項研究成
果之展覽籌劃與執
行。 

四、推廣組：教育推廣活
動、志工培訓、導覽
安排。 

博物館新設校史
組，原典藏、研
究二組合併為蒐
研組。 

第三條  本館置館長一人，綜理各項
業務，任期四年，得連任一
次。館長由校長聘請副教授
級以上教師兼任或由職員
擔任之。 

第三條  本館置館長一人，綜理各項
業務，任期四年，得連任一
次。館長由校長聘請副教授
級以上教師兼任或由職員
擔任之。本館得置副館長一
人，推動及整合各組業務工
作，執行館長交辦事項，由
館長提名副教授級以上教
師，經校長同意兼任之。 

原副館長設置刪
除。 

第五條  本館設立諮詢委員會，諮議
博物館各項事務。…….. 

第五條  本館設立諮詢委員會，研議
博物館各項事務。…….. 

 

 

國立成功大學組織規程修正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八條 

本大學因教學、研究、推廣之需，
設下列單位暨人員： 

十、博物館：置館長一人，掌理博
物館相關業務。下設校史、蒐
研、展示、推廣四組，各置組
長一人。 

第八條 

本大學因教學、研究、推廣之需，
設下列單位暨人員： 

十、博物館：置館長一人，掌理博
物館相關業務。下設典藏、研
究、展示、推廣四組，各置組
長一人。 

博物館新設校史
組，原典藏、研究
二組合併為蒐研
組。 

 

100-1校務會議(100.10.26)紀錄-32-



 33 

國立成功大學博物館設置辦法 

96 年 7 月 5 日 95 學年度第 4 次校務會議延會通過 
100 年 10 月 26 日 100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 一 條 為發揚優良校史傳統，維護重要典藏品，提供師生研究成果發表暨公眾
文教推廣服務，特依據國立成功大學組織規程第八條，設置「國立成功
大學博物館」(以下簡稱本館)。 

第 二 條 本館為本校一級單位，主要任務為維護校史，推動校內外各項典藏、研
究、展示、推廣等工作。本館設下列四組，分別執行相關業務。 
一、校史組： 本校校史與相關文物之研究。 
二、蒐研組： 針對校園博物館重要藏品或專長領域進行蒐藏、研究、數

位化及管理維護。 
三、展示組： 各項研究成果之展覽籌劃與執行。 
四、推廣組： 教育推廣活動、志工培訓、導覽安排。 

第 三 條 本館置館長一人，綜理各項業務，任期四年，得連任一次。館長由校長
聘請副教授級以上教師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 

第 四 條 本館各組置組長一人，以督導各項業務之執行，由館長報請校長聘請助
理教授以上教師或職級相當人員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各組得置研究、
行政與技術人員若干人。 

第 五 條 本館設立諮詢委員會，諮議博物館各項事務。諮詢委員會由校長擔任主
任委員，並聘請校內外相關學者專家十至十四人為委員，任期兩年，得
連任；委員為無給職，校外委員可支領車馬費。諮詢委員會置執行秘書
一人，由館長兼任之。諮詢委員會每學年至少開會一次，並得視需要召
開臨時會議。 

第 六 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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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國立成功大學通識教育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內容 原條文內容 

第三條 

本委員會由通識教育中心中心主任擔任召

集人，教務長、各學院院長為當然委員；

大學部學生代表一人，由學生會推舉產

生。另由校長聘請教授若干人為委員，任

期一年，得連任之。 

第三條  

本委員會由通識教育中心主任擔

任召集人，教務長及各學院院長為

當然委員，另由校長聘請教授若干

人為委員，任期一年，得連任之。 

 

 

國立成功大學組織規程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內容 原條文內容 

第二十四條   

本大學設下列與教學、研究及服務有關之

委員會： 

四、通識教育委員會： 

研議通識教育政策及課程之規劃事項。 

通識教育中心中心主任為召集人，教務

長、各學院院長為當然委員；大學部學生

代表一人，由學生會推舉產生。另由校長

聘請教授若干人為委員，任期一年，得連

任之。 

第二十四條   

本大學設下列與教學、研究及服務

有關之委員會： 

四、通識教育委員會： 

研議通識教育政策及課程之規劃

事項。 

通識教育中心中心主任（召集

人）、各學院院長及教務長為當然

委員，另由校長聘請教授若干人為

委員，任期一年，得連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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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通識教育委員會設置辦法  

         84.12.13 八十四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3.12.08 九十三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 年 10 月 26 日 100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二十四條，特設置通識教育委員會 

 (以下簡稱本委員會)。 

第二條 本委員會為一研議通識教育政策及課程規劃之決策單位。 

 有關通識課程之研擬，由通識教育中心負責，並向本委員 

 會提出審議。 

第三條 本委員會由通識教育中心中心主任擔任召集人，教務長、各學院

院長為當然委員；大學部學生代表一人，由學生會推舉產生。另由校

長聘請教授若干人為委員，任期一年，得連任之。 

第四條 本委員會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會議。其職掌如下： 

 一、通識教育發展方向與政策之決定。 

 二、通識教育重大計畫之審議。 

 三、通識教育課程規劃之複審。 

 四、其他相關事項。 

第五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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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 
國立成功大學進用校聘人員實施辦法 

94年12月21日第610次主管會報通過 

96年1月3日第629次主管會報修正第1、4、6、7、8、10、18點、附表一及附表二 

96年8月8日第640次主管會報修正第2點 

                                                          96年12月19日第647次主管會報修正第19點、附表一及附表二 

97年6月4日第657次主管會報修正第1、4、12、13、18、21、22、24、25點及新增第23點 

97年12月10日第666次主管會報修正第10、15、22點、附表二及附表三 

99年3月3日第686次主管會報修正第4點 

99年7月14日第691次主管會報修正第9點、附表一、附表二及附表三 

99年12月29日第699次主管會報修正附表三 

100年7月7日99學年度第5次校務會議修正法規名稱、第13、26條及附表二、附表三 

100年10月26日100學年度第1次校務會議修正法規名稱、職稱及附表一、附表二、附表三 

第一條  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促進行政人力彈性多元化及因應校務發展需要，特
依大學法、教育部「國立大專校院行政人力契僱化實施原則」、「國立成功大學校務
基金進用專案工作人員實施辦法」及「勞動基準法」，訂定「國立成功大學進用校聘
人員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占缺校聘人員，係指本校編制內職員列委任或跨列委任各職等職務出缺
時，得控留員額改以契約用人方式進用之編制外人員；所需經費由控留職員員額之經
費支應，並以服務費用列支。 
本辦法所稱不占缺校聘人員，係指為支援行政人力進用之編制外人員。不占缺校聘人
員除工作內容與建教合作及國科會計畫完全相關者，所需經費得以校管理費收入支應
外，其餘人員均由本校校務基金年度預算列支。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校聘人員之人事管理，悉由「本校校聘人員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管委
會）依本辦法之規定辦理。 

第四條  管委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主任秘書擔任；委員八至十人，以下列方式產生： 
一、當然委員三人：研發長、人事室主任及會計主任。 
二、指定委員二人：由校長就本校人員指定之。 
三、票選委員三至五人：由校聘人員票選產生。行政、教學及研究單位至少各一人。

但各一級單位擔任代表人數，以一人為限。 
委員任期一年，期滿得連任。 

第五條  管委會開會時，應有全體委員過半數之出席，始得開會，其決議以出席委員過半數之
同意為之；可否同數時取決於主任委員。 
管委會開會時得視事實需要邀請有關人員列席。管委會委員為職缺候選人時，應行迴
避。 
前項決議出席委員人數之計算應扣除迴避委員。 

第六條  管委會之任務如下: 
一、校聘人員之進用審核事項。 
二、校聘人員之續聘審核事項。 
三、校聘人員之考核及獎懲審議事項。 
四、其他有關校聘人員管理之相關事項。 

第七條  各單位欲進用校聘人員時，須敘明進用理由、工作內容及所需人員應具資格條件，循
行政程序簽奉核准後，始得辦理進用。 
校聘人員之聘用資格依「國立成功大學校聘人員進用資格標準表」（如附表一）辦理。 

第八條  各單位編制內職員職務出缺時，得彈性先行調整單位內部現有職員人力，並就調整後
所遺職缺改以進用占缺校聘人員。 
各單位進用校聘人員時，除經專案簽准外，一律以「校聘辦事員（校聘律師三級）」職
稱進用。 
各單位進用「校聘書記」、「校聘辦事員（校聘律師三級）」以外職稱之校聘人員，應從
校內現有校聘人員先行遴選，無適當人選時，始得對外辦理甄選。 

第九條  各單位辦理進用時，應注意其公平性、正當性，及擬任人員所具資格條件與擬任職務
間之適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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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首長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不得進用為本機關或所屬機關之校聘人
員；各級主管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在其主管單位中應迴避進用。 
應迴避任用之人員，在各該主管接任以前任用者，不受前項之限制。 

第十條  校聘人員之進用，除本校與本校附設高級工業職業進修學校現有校聘人員初任時係經
公開甄選進用者，得專案簽准免經甄審互為遷調外，均應辦理公開甄選，由用人單位
二人、人事室一人及管委會主任委員指定委員一人組成甄選小組，用人單位主管擔任
召集人，辦理面試、業務測驗等事宜，公告及甄選工作由人事室主辦，用人單位協辦，
甄試評定分數後依成績高低順序造冊，簽請校長核定並書面提管委會報告。 

面試及業務測驗成績所佔百分比由用人單位視需要自行訂定，但面試或業務測驗其中
一項之成績所佔百分比最高不得超過六十％，最低不得低於四十％。業務測驗科目由
用人單位依業務需要自訂，命題作業須嚴守秘密。 

第十一條  各單位辦理公開甄選，除正取名額外，得增列候補名額，其名額不得逾職缺數，候
補期間為四個月，自甄選結果確定之翌日起算。該項候補之名額及期間，應同時於
對外甄選公告內載明。 

第十二條  校聘人員之聘期，初聘至年終聘期屆滿得予續聘，每次續聘以一年為原則，但以不
超過六十五歳屆滿之日止為限。 
新進校聘人員應先予試用，試用期間以三個月為原則，試用期滿表現良好者再予續聘
用。 

第十三條  校聘人員於聘用期間，應接受單位主管督導及工作指派，並有遵守本校相關規定之
義務，依法令辦理業務時，應維持公正中立。如有違反，致本校利益受有損害，得
終止契約。 
校聘人員欲終止契約時，若無不須預告本校之情形，應依本校臨時人員工作規則第
九條之規定提出書面申請，並辦妥離職手續；如未於規定期間提出，致本校受有損
害者，本校得依相關法律請求損害賠償。 

第十四條  校聘人員之報酬依「本校校聘人員薪點支給待遇標準表」（如附表二）規定支給；惟
遇特殊情況經專案簽准者，不在此限。 
新進校聘人員除經專案簽准外，一律自「校聘辦事員」職稱最低薪點起薪。 

本辦法施行前已進用之聘僱人員，其薪給依本要點第十六點規定辦理。 
第十五條  新進校聘人員如有符合「本校聘僱人員採計曾任年資提敘薪級原則」規定之服務年

資時，得於各該職稱最高薪點範圍內，採認提敘薪級，但每滿一年最多提敘一級。 

第十六條  於本辦法施行前進用之聘僱人員，除以高中學歷進用者，予以改任為「校聘書記」
職稱外，其餘一律改任為「校聘辦事員」職稱，並依各該職稱所列薪點換支薪給。 
本辦法施行前進用且未具大學以上學歷資格之聘僱人員，其薪給仍依原「本校聘僱人
員薪點支給待遇標準表」辦理支薪，並敘至所具學歷最高薪點為止；俟其取得大學以
上學歷後，始得依前項規定標準支薪。 
本辦法施行前進用且具有碩士學歷資格之聘僱人員，其薪給仍依前項待遇標準表辦理
支薪至該學歷所敘最高薪點為止。 

第十七條  校聘人員服務至年終滿一年者，由用人單位依「本校校聘人員考核作業要點」辦理
考核，以作為晉級及續聘用之依據。 

第十八條  校聘人員之請假，依勞動基準法、勞工請假規則、性別工作平等法及本校相關適法
規定辦理。奉派出差，並得比照本校編制內之相當職級人員請領差旅費；公餘時間
或利用事假、特別休假進修，以不影響工作為原則並須向學校報備。 

第十九條  校聘人員之獎懲，參照「公務人員考績法」暨其施行細則及「本校職員獎懲實施要
點」等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二十條  校聘人員於聘用期間，不得在校內、外兼職或兼課，如因業務需要須依校內相關規
定經專案簽准。 

第二十一條  校聘人員應依勞工保險條例、全民健康保險法及勞工退休金條例相關規定參加勞
保、全民健保及勞工退休金(外國籍人士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 

第二十二條  校聘人員於聘用期間，得依本校有關規定享有下列權益： 
一、享有勞工安全衛生法令相關規定之保障。 
二、請領本校識別證與校內汽機車通行證。 
三、參加校內文康活動。 
四、圖書館、計算機與網路中心及體育場所等公共設施，得依各單位規定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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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五、入股本校員工消費合作社。 
六、參加本校公教優惠儲蓄存款。 
七、其他經專案簽准之福利事項。 

第二十三條  校聘人員之資遣費及退休金，悉依勞動基準法及勞工退休金條例相關規定辦理；
職業災害補償依勞動基準法、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勞工保險條例、就業保險法
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二十四條  校聘人員之聘期、工作時間、差假、報酬標準、考核、獎懲、福利、退休、資遣、
職業災害補償、到離職、保險及其他相關權利義務事項以契約（如附表三）明定。 

第二十五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依國立大專校院行政人力契僱化實施原則、國立成功大學
校務基金進用專案工作人員實施要點、國立成功大學臨時人員工作規則、勞動基
準法、勞工退休金條例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二十六條  本辦法經主管會報及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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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國立成功大學校聘人員進用資格標準表 

類           別 

行政人員 技術人員 

職稱 所具知能條件 職稱 所具知能條件 

校 
聘 
組 
員 
︵ 
校 
聘 
律 
師 
一 
級 
︶ 

1.國內外研究所畢業具有碩士學位並具與擬任
工作性質相近且職責程度相當之重要工作經
驗8年以上者。 

2.任本校校聘助理員 8年以上，服務成績優良，
且最近3年考核結果均晉敘有案者。 

3.任本校校聘助理員 3 年以上，支本校校聘助
理員最高薪點，且最近 3 年考核結果均晉敘
有案者。 

4.符合本職稱上述知能條件之一，並經用人單
位認定該職務確需具特殊專長能力者，得依
規定及標準支給職務加給。 

校 
聘 
技 
士 

1.國內外研究所畢業具有碩士學位並具與擬任
工作性質相近且職責程度相當之重要工作經
驗 8年以上者。 

2.任本校校聘技佐8年以上，服務成績優良，且
最近 3年考核結果均晉敘有案者。 

3.任本校校聘技佐3年以上，支本校校聘技佐最
高薪點，且最近3年考核結果均晉敘有案者。 

4.符合本職稱上述知能條件之一，並經用人單位
認定該職務確需具特殊專長能力者，得依規定
及標準支給職務加給。 

 

校 
聘 
助 
理 
員 
︵ 
校 
聘 
律 
師 
二 
級 
︶ 

1.國內外研究所畢業具有碩士學位者。 
2.國內外大學以上學校畢業者，任本校校聘辦
事員 8年以上，服務成績優良，且最近 3年
考核結果均晉敘有案者。 

3.國內外大學以上學校畢業者，任本校校聘辦
事員 3 年以上，支本校校聘辦事員最高薪
點，且最近3年考核結果均晉敘有案者。 

4.符合本職稱上述知能條件之一，並經用人單
位認定該職務確需具特殊專長能力者，得依
規定及標準支給職務加給。 

校 
聘 
技 
佐 

1.國內外研究所畢業具有碩士學位者。 
2.國內外大學以上學校畢業者，任本校校聘辦事
員 8年以上，服務成績優良，且最近 3年考核
結果均晉敘有案者。 

3.國內外大學以上學校畢業者，任本校校聘辦事
員 3年以上，支本校校聘辦事員最高薪點，且
最近 3年考核結果均晉敘有案者。 

4.符合本職稱上述知能條件之一，並經用人單位
認定該職務確需具特殊專長能力者，得依規定
及標準支給職務加給。 

職稱 所具知能條件 

  ︵ 
校校 
聘聘 
辦律 
事師 
員三 
  級 
  ︶ 

1.國內外大學以上學校畢業者。 
2.國內外專科以上學校畢業並具特殊專業證照或能力檢定者。 
3.符合本職稱所具知能條件第 1點，並經用人單位認定該職務確需具特殊專長能力者，得依規定及標
準支給職務加給。 

校書
聘記 

高級中等學校畢業者。 

註： 

1.校聘人員應具有本表所列相當職稱之知能條件之一。 

2.各用人單位得應業務需要，自行增訂遴選資格條件。 

3.本校編制內職員列委任或跨列委任各職等職務出缺，改以進用占缺校聘人員時，除經專案簽准外，一律以「校聘辦事員」職

稱進用。 

4.各用人單位進用「校聘組員」、「校聘助理員」、「校聘技士」、「校聘技佐」等職稱之校聘人員，應從校內現有校聘人員先行遴

選，無適當人選時，始得對外辦理甄選。 

5.經用人單位認定該職務確需具特殊專長能力，且符合下列規定者，得擇一支給職務加給： 

(1)資訊技術加給：須為實際從事程式系統規劃、設計、分析、開發者。 

(2)專業證照加給：須為該職務確因業務所需具專業證照者。 

(3)語文能力加給：須為該職務確因業務所需具語文能力專長，且其工作內容 50%以上須使用該項語文者。 

(4)律師專業加給：須具律師證照及實際執行律師業務 2年以上工作經驗，並在本校法制單位負責法制、訴願及訴訟等業務。 

(5)其他特殊專長得比照資訊技術加給標準專案簽准辦理。 

上項職務加給，由用人單位視其專長與工作表現，依本校「校聘人員薪點支給待遇標準表」備註三之規定專案簽准支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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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成功大學校聘人員薪點支給待遇標準表                   附表二 
 

級數 薪點 薪給 各職稱敘薪標準 備註 
54 450 54,495      一、本表作為校聘人員敘薪基礎，並為日後調薪之依據。 

 

二、新進校聘人員除經專案簽准外，一律以「校聘辦事員」職稱

進用，並自該職稱最低薪點起薪。聘用期間通過內部陞遷遴

選程序者，自核准之日起改依所調任職稱之最低薪點起薪，

如原支薪點高於調任職稱之最低薪點時，敘同數額薪點之薪

給。 

 

三、經用人單位依「本校校聘人員進用資格標準表」認定該職務

確需具特殊專長能力者，得視其專長與工作表現，依下列標

準簽准支給第 1 級職務加給。爾後並得視其工作表現與貢獻

度於年度考核後，再行簽准逐級支給職務加給。職務加給之

核給於認定上有疑義時，由人事室彙提校聘人員管理委員會

審議。 

 
職稱 

 
 

   級 
類 數 
別 

校聘辦事員 
校聘助理員 校聘組員 

校聘技佐 校聘技士 

1 2 3 1 2 3 1 2 3 

資訊 

技術 
1000 2000 3000 3000 4000 5000 5000 6000 7000 

專業 

證照 
500 1000 1500 1000 1500 2000 1500 2000 2500 

語文 

能力 
1000 2000 3000 3000 4000 5000 5000 6000 7000 

 
類別 

 
 

   級 
職 數 
稱 

律師 

1 2 3 4 5 6 

校聘律師

(三級) 
30000 30800 31600 32400 33200 34000 

校聘律師

(二級) 
30800 32000 33200 34400 35600 36800 

校聘律師

(一級) 
32000 33600 35200 36800 38400 40000 

 

※依 96 年 12 月 19 日修正前之本表備註三，專案簽准較「同職

稱同級人員」提高敘薪標準者，如有符合修正後之規定，得於

本表修正施行後擇一支給，惟如擇領修正後之標準者，原提高

之薪點應調降回原敘薪點。 

 

四、學校教職員退休後再任有給之公職，及軍職退伍支領退休俸

或生活補助費之員再任之工作報酬每月達當年度第一職等

本俸最高俸額及專業加給合計數額者，需停支月退休金

(俸)，停支優惠存款。 

 

五、本表薪點折合率每點 121.1 元。遇中央公教人員待遇調整時，

得比照調整本支給待遇標準表。 

53 445 53,889 450 

52 440 53,284 │ 

51 435 52,678 425 

50 430 52,073   

49 425 51,467  

 

 

 

 

 

校校校 

聘聘聘 

技組律 

士員師 

    ︵    

    一 

    級 

    ︶ 

 

 
425 
 
│ 
 

320 
  

  
  
  
  

  
  

 
48 420 50,862 
47 415 50,256     

46 410 49,651 415 

45 405 49,045 │ 

44 400 48,440 390 

43 395 47,834   

42 390 47,229    

 

校校校 

聘聘聘 

技助律 

佐理師 

  員︵ 

    二 

    級 

     ︶ 

 

 

 
 
 

390 
 
│ 
 

280 
 
 
 
 
 

41 385 46,623 

40 380 46,018    
39 375 45,412 380 
38 370 44,807 │ 
37 365 44,201 355 
36 360 43,596   
35 355 42,990     

校 校 

聘 聘 

辦 律 

事 師 

員 ︵ 

   三 

    級 

    ︶ 

 
 
 
 
 
 
  
355 
 

│ 
 

240 
  

  

34 350 42,385 

33 345 41,779 
32 340 41,174 
31 335 40,568 

30 330 39,963 

29 325 39,357 
28 320 38,752 

27 315 38,146 

  

26 310 37,541 

25 305 36,935 

24 300 36,330 

23 295 35,724 

22 290 35,119 

21 285 34,513 

20 280 33,908 

19 275 33,302  

18 270 32,697 

17 265 32,091 

16 260 31,486    

校 

 

聘 

 

書 

 

記 
 
 
 
 
 

260 
 
│ 
 

185 
  
  
  

15 255 30,880 

14 250 30,275 

13 245 29,669 

12 240 29,064 

11 235 28,458 

  

10 230 27,853 

9 225 27,247 

8 220 26,642 

7 215 26,036 

6 210 25,431 

5 205 24,825 

4 200 24,220 

3 195 23,614 

2 190 23,009 

1 185 22,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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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表三 

國立成功大學校聘人員契約書 
 

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甲方）為應業務需要，聘用              君（以下簡稱乙方）為              

（職稱），經雙方訂立條款如下： 

一、聘用期間：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契約期滿，終止勞雇關係。 
二、工作內容： 

三、工作場所：乙方接受甲方之監督指揮，由甲方視業務需要指定之，必要時並得派往甲方所
在地以外之其他地點，擔任本契約所定之工作。 

四、工作報酬：甲方每月給付乙方新台幣          元，一次發給。自報到日起支，離職日停
支。 

五、經費來源： 
六、到職及離職：乙方應於起聘日報到，並依規定辦妥到職手續後始予聘用；離職時，應依規

定辦妥離職手續後始得離職。 
七、工作時間： 

(一）乙方每日正常工作時間不得超過八小時，每二週工作總時數不超過八十四小時。為比
照甲方編制內職員實施週休二日制，於符合勞動基準法情況下，乙方同意將休假日(應
放假之紀念日、勞動節日)調移。上班時間依實際需求就下列方案擇一實施： 

  □週一至週五上午自 8時至 12時，下午自 13時至 17時。上下班簽到退時間，得前後
各彈性 30分鐘。 

  □其他： 
（輪班人員及特殊上班時間者，請務必填列。例如：週一至週五上午自 9 時至 13 時，
下午自 14時至 18時） 

(二)甲方得視業務需要，經甲乙雙方協議後採輪班制或調整每日上下班時間及休息時間。 
(三)甲方因業務需要，於商請乙方延長工時服務，乙方應事前填寫加班申請單，並同意以補

休假方式處理，不另支給延長工時之工資，惟甲方得視經費狀況專案發給延長工時之工
資。 

八、請假、特別休假及相關給假：乙方之請假依勞動基準法、勞工請假規則、性別工作平等法
及甲方相關規定辦理。特別休假由甲乙雙方協商後排定，乙方原則上同意於契約年度之上半
年內休畢可休日數之一半，並於契約年度內全數休畢；除可歸責於甲方之原因者外，不另支

給未休假日數之工資。公餘時間或利用事假、特別休假進修，以不影響工作為原則並須向學
校報備。 

九、服務守則： 
(一)遵守政府之相關法令及甲方合於法理之工作指派、管理規定，不得為圖私利，而有犧

牲或損害甲方利益之行為。    
(二)愛護公物，不得毀損；遵守工作秩序，維護工作場所安全；保守職務上之機密，離職

後亦同。 
(三)不得利用職務圖利自己或他人，並不得接受不正當之利益、餽贈或報酬。 
(四)不得有其他行為不檢，或足以損害甲方聲譽之行為。 
(五)乙方非經本校書面同意不得在校內外兼職或兼課。 

   （六）遵守性別平等教育相關法規。 
   （七）乙方依法令辦理業務時，應維持公正中立。 

乙方如違反（一）至（七）款，致甲方利益受有損害，乙方應依法負損害賠償之責並負法律
責任。 

十、考核：依甲方「校聘人員考核作業要點」等有關規定辦理。乙方年終考核考列丙等，應依
勞動基準法有關規定，不予續聘用。除考列丙等原因係因違反甲方所訂之臨時人員工作規則
第五條規定之各款情事者，甲方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不發給資遣費外，餘依勞動基準法第
十一條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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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獎懲：參照公務人員考績法暨其施行細則及甲方所訂之職員獎懲實施要點等相關法令規
定辦理。 

十二、職業災害補償：甲方應依勞動基準法、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勞工保險條例、就業保險
法及相關規定辦理職業災害之補償。 

十三、保險：甲方應於乙方聘(僱)期間，依勞工保險條例、全民健康保險法相關規定爲其加入
勞保及全民健保；資格不符加入勞保之規定者，可選擇加入國際技術合作人員綜合保險，
保險費由甲方負擔 65%，乙方負擔 35%。 
上述乙方負擔之費用，由甲方於發放薪資中代為扣繳。 

十四、年終工作獎金：視用人經費及年終考核結果，比照甲方編制內職員，依「軍公教人員年
終工作獎金（慰問金）發給注意事項」有關規定辦理；惟甲方用人經費遇有困難時，得
酌減之。 

十五、福利： 
(一)享有勞工安全衛生法令相關規定之保障。 
(二)請領甲方識別證與校內汽機車通行證。 
(三)依甲方之規定使用各項公共設施及參加校內文康活動。 
(四)入股甲方員工消費合作社。 
(五)參加甲方公教優惠儲蓄存款。 
(六)其他經專案簽准之福利事項。 

十六、契約終止： 
(一)甲方得依所訂之臨時人員工作規則第五條、第六條之規定終止契約。 
(二)乙方欲終止契約時，若無不須預告甲方之情形，應依甲方所訂之臨時人員工作規則

第九條之規定提出書面申請，並辦妥離職手續；如未於規定期間提出，致甲方受有
損害者，甲方得依相關法律請求乙方損害賠償。 

(三)甲、乙雙方應遵守本校進用校聘人員實施辦法中有關迴避進用之規定，且乙方應具
結非屬上開應迴避進用之人員（如後附具結書），如有具結不實情事，甲方得依相
關法規終止契約。 

十七、業務移交：甲方調整乙方所擔任之工作或本契約終止時，乙方應將其經管之事務及物品
辦理移交。如未辦妥移交，致甲方受有損害者，甲方得依相關法律請求乙方損害賠償。 

十八、資遣：甲方終止契約時，如依勞動基準法規定應給與資遣費，其金額依勞工退休金條例
之規定計算。 

十九、退休：甲方依勞動基準法、勞工退休金條例相關規定為乙方辦理勞工退休金(外國籍人士
提撥勞工退休準備金)及相關退休事宜。 

      上述乙方自願提繳勞工退休金之費用，由甲方於發放薪資中代為扣繳。 
二十、本契約如有未盡事宜，依國立大專校院行政人力契僱化實施原則、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

金進用專案工作人員實施要點、國立成功大學進用校聘人員實施辦法、國立成功大學臨
時人員工作規則、勞動基準法、勞工退休金條例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二十一、甲乙雙方因本契約發生訴訟時，同意以甲方所在地之管轄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二十二、本契約書一式三份，甲方（人事室）、甲方用人單位及乙方各執一份。 
※附註：1.乙方之前曾因他案與甲方簽訂聘用契約書，其聘期與本契約書聘期重疊時，前契約

書在本契約書生效時同時終止。 
2.本契約書制式內容係經甲方主管會報通過生效，不得擅自更動，如被更動，本契約

書視為無效。 

立契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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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人：校長  黃煌煇                身分證字號：  

地  址：台南市大學路一號            戶 籍 地 址： 

甲方用人單位主管簽章： 聯 絡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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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  結  書 

      

具結人      為擔任 國立成功大學  

之臨時人員，本人確無「公務人員任用法」規定（各機關長官對於配偶及三親等以

內血親、姻親，不得在本機關任用，或任用為直接隸屬機關之長官。對於本機關各

級主管長官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在其主管單位中應迴避任用）之情事，

若有違反，或有不實情事者，願負法律及契約責任，特立具結書為證。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具  結  人：          （簽章）  

身分證字號：  

職稱： 

戶籍所在地：  

聯 絡 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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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國立成功大學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員會設置辦法」條文修正對照表 

擬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二條 本委員會置主任委

員一人由校長擔任，

副主任委員一人由校

長指定一位副校長擔

任，執行祕書一人由

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

中心中心主任擔任。 

第二條 本委員會置主任委

員一人由校長擔任，

副主任委員一人由校

長指定一位副校長擔

任，執行長一人由環

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

心中心主任擔任。 

文字修訂（依「勞工

安全衛生組織管理

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11 條及附表四）。 

 

第三條 本委員會之組成，由

校長、副校長、主任

秘書、總務長、研發

長、各學院院長、環

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

心中心主任及研究總

中心中心主任為當然

委員；聘任委員由各

學院推選教職員工一

人，簽請校長聘任

之。聘任委員任期兩

年，期滿得續聘。 

第三條 本委員會之組成，

由校長、副校長、總

務長、研發長、財務

長、各學院院長、環

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

心中心主任、研究總

中心中心主任為當然

委員；聘任委員若干

人，由執行長遴選本

校相關專長教師，簽

請校長聘任之。聘任

委員任期兩年，期滿

得續聘。 

1.「勞工安全衛生組

織管理及自動檢查

辦法」第 11 條明訂

委員會之組成、遴

選、及任期。其中，

工會或勞工選舉之

代表應佔委員人數

之三分之一以上。 

2.新加入主任秘書

（校安應變小組召

集人）為當然委

員。 

3.修正後的委員會組

成為當然委員 16

名，選任委員 9

名，符合上開規

定。 

第四條 本委員會每三個月

至少開會一次，會議

紀錄保存至少三年以

上，會議由主任委員

擔任主席，主任委員

不克出席時，由副主

任委員代理，必要時

得召開臨時會議。 

第四條 本委員會每三個月

開會一次，會議由主

任委員擔任主席，主

任委員不克出席時，

由副主任委員代理，

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

議。 

文字修訂（依「勞工

安全衛生組織管理

及自動檢查辦法」第

12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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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組織規程」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第十一款修正對照表 

擬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二十四條  本大學設下列

與教學、研究及服務有關之

委員會： 

十一、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

委員會：審議環境保護及安

全衛生事項。 

由校長（主任委員）、副校

長、主任秘書、總務長、研

發長、各學院院長、環境保

護暨安全衛生中心中心主任

及研究總中心中心主任為當

然委員；並由校長兼主任委

員，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

心中心主任為執行秘書，聘

任委員若干人組成。聘任委

員由各學院推選教職員工一

人，簽請校長聘任之。聘任

委員任期二年，期滿得續

聘。 

 

第二十四條  本大學設下列

與教學、研究及服務有關之

委員會： 

十一、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

委員會：審議環境保護及安

全衛生事項。 

由校長（主任委員）、副校

長、總務長、研發長、財務

長、各學院院長、環境保護

暨安全衛生中心中心主任、

研究總中心中心主任為當然

委員，並由校長兼主任委

員，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

心中心主任為執行長，聘任

委員若干人組成。聘任委員

由執行長遴選相關專長之教

師，簽請校長聘任之。聘任

委員任期二年，期滿得續

聘。 

 

 

 

 

 

 

 

文字配合委員會設

置辦法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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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員會設置辦法 

97 年 12 月 31 日 97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會議通過 

99 年 10 月 27 日 99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會議通過 

100 年 10 月 26 日 100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會修正通過 

第一條  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推動校園環境永續經營之目標，依環境保護及勞工
安全衛生等相關法令規定，特設置本校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
會），並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委員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校長擔任，副主任委員一人由校長指定一位副校長擔任，
執行祕書一人由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中心主任擔任。 

第三條  本委員會之組成，由校長、副校長、主任秘書、總務長、研發長、各學院院長、環境
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中心主任、研究總中心中心主任為當然委員；聘任委員由各學院
推選教職員工一人，簽請校長聘任之。聘任委員任期兩年，期滿得續聘。 

第四條  本委員會每三個月至少開會一次，會議紀錄保存至少三年以上，會議由主任委員擔任
主席，主任委員不克出席時，由副主任委員代理，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第五條  本委員會任務如下： 

一、審議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擬訂之環境保護、輻射防護、安全衛生、生物實驗安

全、管理政策及規章。 

二、審議環境保護、輻射防護、安全衛生自主管理、生物實驗安全、計畫與措施、提案

及管理績效考核。 

三、審議本校環境保護、輻射防護、安全衛生、生物實驗安全、教育訓練實施計畫。 

四、研議作業環境測定結果應採取之對策。 

五、審議健康管理及健康促進事項。 

六、審議各單位自動檢查及環安衛稽核事項。 

七、審議機械、設備或原料、材料危害之預防及補救措施。 

八、審議本校環境保護、輻射防護、安全衛生、生物實驗安全、各項災害調查及分析報

告。 

九、審議承攬業務安全衛生管理事項。 

十、其他有關環境保護及安全衛生事項。 

第六條  本委員會開會時，得邀請有關人員列席。 

第七條  本委員會得視實際需要，設相關專業工作小組。 

第八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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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數 薪點 薪給

43 395 47,834   一、本表作為專案工作人員敘薪基礎
42 390 47,229    ，並為日後調薪之依據。
41 385 46,623   二、新進專案工作人員，依學歷自本
40 380 46,018     薪第一級起薪。在聘僱期間取得
39 375 45,412     較高學歷時，得於取得畢業證書
38 370 44,807     後之次月起改以新學歷之最低薪
37 365 44,201   395   級起薪，如原支薪級超過新學歷
36 360 43,596   ︳  之最低薪級時得以原薪級核算待
35 355 42,990   300  遇。
34 350 42,385   三、用人單位或計畫主持人經費如有
33 345 41,779     困難，得酌減之。
32 340 41,174   四、適用本表專案工作人員依服務成
31 335 40,568    績評定結果做為續聘僱及屆滿一
30 330 39,963   355  年晉支薪級之依據。
29 325 39,357   ︳ 五、本表適用範圍：除因計畫關係須
28 320 38,752   265  另訂支給標準經專案簽准及經國
27 315 38,146    科會核聘用之研究助理外，其餘
26 310 37,541     人員均依照本表支給。
25 305 36,935   六、經用人單位或計畫主持人認定確
24 300 36,330    需具特殊專長能力之職務，得比
23 295 35,724    照本校「進用契僱人員暨聘僱人
22 290 35,119    人員實施要點」及其附表之規定
21 285 34,513    ，專案簽准支給職務加給。
20 280 33,908   七、公教人員退休後再任有給之公職
19 275 33,302     ，及軍職退伍支領退休俸或生活
18 270 32,697     補助費之人員再任之工作報酬每
17 265 32,091     月達公務人員委任第一職等本俸
16 260 31,486   285   最高俸額及專業加給合計數者，
15 255 30,880   280 ︳  需停支月退休金（俸）停支優惠
14 250 30,275   ︳ 220   存款。
13 245 29,669   205 八、本表自１００年７月１日起薪點
12 240 29,064     折合率調整為每點 121.1元。遇
11 235 28,458   260   中央公教人員待遇調整時，得比
10 230 27,853   ︳   照調整本支給標準表。
9 225 27,247   185

8 220 26,642    
7 215 26,036   

6 210 25,431   

5 205 24,825   

4 200 24,220   

3 195 23,614   

2 190 23,009   

1 185 22,403   

  

  

  

附件12      國立成功大學專案工作人員薪點支給待遇標準表

備註

高

中

五

專

三

專

大

學

碩

士

 各學歷敘薪標準

97年03月26日96學年度第3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年07月01日依中央軍公教人員待遇調整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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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數 薪點 薪給

43 395 46,452   一、本表作為專案工作人員敘薪基礎
42 390 45,864    ，並為日後調薪之依據。
41 385 45,276   二、新進專案工作人員，依學歷自本
40 380 44,688     薪第一級起薪。在聘僱期間取得
39 375 44,100     較高學歷時，得於取得畢業證書
38 370 43,512     後之次月起改以新學歷之最低薪
37 365 42,924   395   級起薪，如原支薪級超過新學歷
36 360 42,336   ︳  之最低薪級時得以原薪級核算待
35 355 41,748   300  遇。
34 350 41,160   三、用人單位或計畫主持人經費如有
33 345 40,572     困難，得酌減之。
32 340 39,984   四、適用本表專案工作人員依服務成
31 335 39,396    績評定結果做為續聘僱及屆滿一
30 330 38,808   355  年晉支薪級之依據。
29 325 38,220   ︳ 五、本表適用範圍：除因計畫關係須
28 320 37,632   265  另訂支給標準經專案簽准及經國
27 315 37,044    科會核聘用之研究助理外，其餘
26 310 36,456     人員均依照本表支給。
25 305 35,868   六、經用人單位或計畫主持人認定確
24 300 35,280    需具特殊專長能力之職務，得比
23 295 34,692    照本校「進用契僱人員暨聘僱人
22 290 34,104    人員實施要點」及其附表之規定
21 285 33,516    ，專案簽准支給職務加給。
20 280 32,928   七、公教人員退休後再任有給之公職
19 275 32,340     ，及軍職退伍支領退休俸或生活
18 270 31,752     補助費之人員再任之工作報酬每
17 265 31,164     月達公務人員委任第一職等本俸
16 260 30,576   285   最高俸額及專業加給合計數者，
15 255 29,988   280 ︳  需停支月退休金（俸）停支優惠
14 250 29,400   ︳ 220   存款。
13 245 28,812   205 八、本表自９４年０１月０１日起實
12 240 28,224     施薪點折合率每點 117.6元。遇
11 235 27,636   260   中央公教人員待遇調整時，得比
10 230 27,048   ︳  照調整本支給標準表。
9 225 26,460   185

8 220 25,872   

7 215 25,284   

6 210 24,696   

5 205 24,108   

4 200 23,520   

3 195 22,932   

2 190 22,344   

1 185 21,756   

  

  

  

國立成功大學專案工作人員薪點支給待遇標準表

備註

高

中

五

專

三

專

大

學

碩

士

 各學歷敘薪標準

97年03月26日96學年度第3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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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專業經理人進用資格及薪資支給標準表 
                                        96年 12月 26 日 96學年度第 2 次校務會議通過 
一、進用資格標準                  100年 7月 1日依中央軍公教人員待遇調整修正 

職稱 所具資格條件 

專業經理 具博士以上學歷相關科系畢業，並有擬任職務相關工作經驗3年以上； 
或具碩士以上學歷相關科系畢業，並有擬任職務相關工作經驗 9年以上。 

副專業經理 具碩士以上學歷相關科系畢業，並有擬任職務相關工作經驗6年以上。 

助理專業經理 具碩士以上學歷相關科系畢業，並有擬任職務相關工作經驗3年以上。 

備註：1.專業經理人應具有本表所列相當職稱之資格條件之一。 
      2.各用人單位得應業務需要，於甄選人員時自行增訂遴選資格條件。 
 
二、薪資支給標準 

    助理專業經理 副專業經理 專業經理 說明 

薪級 薪資 薪
級 薪資 薪

級 薪資 
參照本校編制內職員、研究總中
心行政人員及國科會之薪資標
準，研議其薪資支給標準如左
表： 
1.專業經理： 

薪級及薪資總額共區分為13
級，係參考國科會博士學歷
及研究總中心管理師之薪資
標準訂其起薪，並參考第九
職等職員之薪資訂其上限。 

2.副專業經理： 
薪級及薪資總額共區分為12
級，係參考第七職等職員之
薪資而訂。 

3.助理專業經理： 
  薪級及薪資總額共區分為 12
級，係參考研究總中心副管
理師之薪資標準訂其起薪，
並參考第六職等職員之薪資
訂其上限。 

4.訂定彈性薪資，使用人單位
或計畫主持人得於每一級之
薪資範圍內，視情形核定其
薪資。     

12 55402-56636 12 59315-60755 13 71260-72701 

11 54269-55401 11 57976-59314 12 69818-71259 

10 53136-54268 10 56637-57975 11 68377-69817 

9 52004-53135 9 55402-56636 10 66935-68376 

8 50974-52003 8 54269-55401 9 65596-66934 

7 49944-50973 7 53136-54268 8 64258-65595 

6 48914-49943 6 52004-53135 7 62919-64257 

5 47884-48913 5 50974-52003 6 61580-63021 

4 46546-47883 4 49944-50973 5 60345-61888 

3 45413-46545 3 48914-49943 4 59315-60755 

2 44280-45412 2 47884-48913 3 57976-59314 

1 42992-44279 1 46546-47883 2 56637-57975 

    1 55402-56636 

備註：1.本表為專業經理人敘薪及晉薪之標準，除因業務需要或計畫關係需另訂支給標準經專案簽  
        准；或依委託計畫單位約定另訂標準支給外，其餘人員均依本表支薪，但各該用人經費如有 
        困難時，得酌減之。       
      2.新進專業經理人除經專案簽准外，一律以「助理專業經理」職稱進用。 
      3.專業經理人自其擔任職稱之第一級起薪。其曾任年資扣除進用所需之年資後，如仍有符合  本校「聘僱人

員採計曾任年資提敘薪級原則」規定之服務年資時，得依本表提敘薪級。  
      4.用人單位或計畫主持人得於每一級之薪資範圍內，斟酌經費狀況、資格條件及延攬人才之難易度核給其薪

資。核定後，在同一級之範圍內，每半年得視其工作績效增減其薪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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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專業經理人進用資格及薪資支給標準表  
                                                      96 年 12月 26日 96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通過 
一、進用資格標準 

職稱 所具資格條件 

專業經理 具博士以上學歷相關科系畢業，並有擬任職務相關工作經驗3年以上； 
或具碩士以上學歷相關科系畢業，並有擬任職務相關工作經驗 9年以上。 

副專業經理 具碩士以上學歷相關科系畢業，並有擬任職務相關工作經驗6年以上。 

助理專業經理 具碩士以上學歷相關科系畢業，並有擬任職務相關工作經驗3年以上。 

備註：1.專業經理人應具有本表所列相當職稱之資格條件之一。 
      2.各用人單位得應業務需要，於甄選人員時自行增訂遴選資格條件。 
 
二、薪資支給標準 

    助理專業經理 副專業經理 專業經理 說明 

薪級 薪資 薪
級 薪資 薪

級 薪資 
參照本校編制內職員、研究總中
心行政人員及國科會之薪資標
準，研議其薪資支給標準如左
表： 
1.專業經理： 

薪級及薪資總額共區分為13
級，係參考國科會博士學歷
及研究總中心管理師之薪資
標準訂其起薪，並參考第九
職等職員之薪資訂其上限。 

2.副專業經理： 
薪級及薪資總額共區分為12
級，係參考第七職等職員之
薪資而訂。 

3.助理專業經理： 
  薪級及薪資總額共區分為 12
級，係參考研究總中心副管
理師之薪資標準訂其起薪，
並參考第六職等職員之薪資
訂其上限。 

4.訂定彈性薪資，使用人單位
或計畫主持人得於每一級之
薪資範圍內，視情形核定其
薪資。     

12 53801-55000 12 57601-59000 13 69201-70600 

11 52701-53800 11 56301-57600 12 67801-69200 

10 51601-52700 10 55001-56300 11 66401-67800 

9 50501-51600 9 53801-55000 10 65001-66400 

8 49501-50500 8 52701-53800 9 63701-65000 

7 48501-49500 7 51601-52700 8 62401-63700 

6 47501-48500 6 50501-51600 7 61101-62400 

5 46501-47500 5 49501-50500 6 59801-61200 

4 45201-46500 4 48501-49500 5 58601-60100 

3 44101-45200 3 47501-48500 4 57601-59000 

2 43001-44100 2 46501-47500 3 56301-57600 

1 41750-43000 1 45201-46500 2 55001-56300 

    1 53801-55000 

備註：1.本表為專業經理人敘薪及晉薪之標準，除因業務需要或計畫關係需另訂支給標準經專案簽  
        准；或依委託計畫單位約定另訂標準支給外，其餘人員均依本表支薪，但各該用人經費如有 
        困難時，得酌減之。       
      2.新進專業經理人除經專案簽准外，一律以「助理專業經理」職稱進用。 
      3.專業經理人自其擔任職稱之第一級起薪。其曾任年資扣除進用所需之年資後，如仍有符合    本校「聘僱

人員採計曾任年資提敘薪級原則」規定之服務年資時，得依本表提敘薪級。  
      4.用人單位或計畫主持人得於每一級之薪資範圍內，斟酌經費狀況、資格條件及延攬人才之難易度核給其薪

資。核定後，在同一級之範圍內，每半年得視其工作績效增減其薪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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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財務處專業經理人進用資格及薪資支給標準表 
                            96年 12月 26日 96學年度第 2 次校務會議通過 

一、進用資格標準表                                     100年 7月 1日依中央軍公教人員待遇調整修正 

類別 擔任職務等級 所具資格條件 

一級主管級 
專業經理人 

相當 
一級單位主管 

具學士以上學歷，且曾擔任金融機構經理或相當等級以上之主管職務，具有
8年以上之資歷；或曾從事財務管理、金融投資等相關工作 8年以上，並具
有證劵商高級業務員之證照；或具有金融產品交易、證券、期貨等實務操作
經驗5年以上，其中至少 3年有操作國內衍生性或避險性（對沖）商品之經
驗，並可提供足以認定該 3年操作績效達穩定報酬之證明。 

一級副主管
級 

專業經理人 

相當 
一級單位副主

管 

具學士以上學歷，且曾擔任金融機構經理或相當等級以上之主管職務，具有
6年以上之資歷；或曾從事財務管理、金融投資等相關工作 6年以上，並具
有證劵商高級業務員之證照；或具有金融產品交易、證券、期貨等實務操作
經驗4年以上，其中至少 3年有操作國內衍生性或避險性（對沖）商品之經
驗，並可提供足以認定該 3年操作績效達穩定報酬之證明。 

二級主管級 
專業經理人 

相當 
二級單位主管 

具學士以上學歷，且曾擔任金融機構經理或相當等級以上之主管職務，具有
5年以上之資歷；或曾從事財務管理、金融投資等相關工作 5年以上，並具
有證劵商高級業務員之證照；或具有操作國內衍生性或避險性（對沖）商品
之經驗3年以上，並可提供足以認定該 3年操作績效達穩定報酬之證明。 

其  他 
對於未具備上述職務所需資格條件之特殊優異人才，如可提供得認定足堪勝任職務之績效證
明或其他相關證明，用人單位得專案簽准，將人選提經主管會報及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
其資格。 

附註：1.專業經理人應具有本表所列相當職務等級之資格條件之一。 
      2.各用人單位得應業務需要，於甄選人員時自行增訂遴選資格條件。 
二、薪資支給標準表 

二級主管級 
專業經理人 

一級副主管級 
專業經理人 

一級主管級 
專業經理人 

薪級 薪資 薪級 薪資 薪級 薪資 

16 88183 14 97291 12 107939 

15 86850 13 95294 11 107275 

14 85521 12 93965 10 106611 

13 84188 11 92632 9 104613 

12 82859 10 91303 8 103285 

11 81531 9 89970 7 101951 

10 80197 8 88641 6 100623 

9 78869 7 87313 5 99289 

8 76207 6 85979 4 97961 

7 75208 5 84651 3 96632 

6 74209 4 81989 2 95299 

5 73216 3 80990 1 93970 

4 72217 2 79991   

3 71218 1 78998   

2 70219     

1 69220     

附註：1.本表為專業經理人敘薪及晉薪之標準。 
      2.專業經理人自其擔任職務所需類別之第一級起薪。其曾任年資扣除進用所需之年資後，如仍有符合本校「聘

僱人員採計曾任年資提敘薪級原則」規定之服務年資時，得依本表提敘薪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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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成功大學財務處專業經理人進用資格及薪資支給標準表    
一、進用資格標準表                            96年 12月 26日 96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通過 

類別 擔任職務等級 所具資格條件 

一級主管級 
專業經理人 

相當 
一級單位主管 

具學士以上學歷，且曾擔任金融機構經理或相當等級以上之主管職務，具有
8年以上之資歷；或曾從事財務管理、金融投資等相關工作 8年以上，並具
有證劵商高級業務員之證照；或具有金融產品交易、證券、期貨等實務操作
經驗5年以上，其中至少 3年有操作國內衍生性或避險性（對沖）商品之經
驗，並可提供足以認定該 3年操作績效達穩定報酬之證明。 

一級副主管
級 

專業經理人 

相當 
一級單位副主

管 

具學士以上學歷，且曾擔任金融機構經理或相當等級以上之主管職務，具有
6年以上之資歷；或曾從事財務管理、金融投資等相關工作 6年以上，並具
有證劵商高級業務員之證照；或具有金融產品交易、證券、期貨等實務操作
經驗4年以上，其中至少 3年有操作國內衍生性或避險性（對沖）商品之經
驗，並可提供足以認定該 3年操作績效達穩定報酬之證明。 

二級主管級 
專業經理人 

相當 
二級單位主管 

具學士以上學歷，且曾擔任金融機構經理或相當等級以上之主管職務，具有
5年以上之資歷；或曾從事財務管理、金融投資等相關工作 5年以上，並具
有證劵商高級業務員之證照；或具有操作國內衍生性或避險性（對沖）商品
之經驗3年以上，並可提供足以認定該 3年操作績效達穩定報酬之證明。 

其  他 
對於未具備上述職務所需資格條件之特殊優異人才，如可提供得認定足堪勝任職務之績效證
明或其他相關證明，用人單位得專案簽准，將人選提經主管會報及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
其資格。 

附註：1.專業經理人應具有本表所列相當職務等級之資格條件之一。 
      2.各用人單位得應業務需要，於甄選人員時自行增訂遴選資格條件。 
二、薪資支給標準表 

二級主管級 
專業經理人 

一級副主管級 
專業經理人 

一級主管級 
專業經理人 

薪級 薪資 薪級 薪資 薪級 薪資 

16 85635 14 94480 12 104820 

15 84340 13 92540 11 104175 

14 83050 12 91250 10 103530 

13 81755 11 89955 9 101590 

12 80465 10 88665 8 100300 

11 79175 9 87370 7 99005 

10 77880 8 86080 6 97715 

9 76590 7 84790 5 96420 

8 74005 6 83495 4 95130 

7 73035 5 82205 3 93840 

6 72065 4 79620 2 92545 

5 71100 3 78650 1 91255 

4 70130 2 77680   

3 69160 1 76715   

2 68190     

1 67220     

附註：1.本表為專業經理人敘薪及晉薪之標準。 
      2.專業經理人自其擔任職務所需類別之第一級起薪。其曾任年資扣除進用所需之年資後，如  
        仍有符合本校「聘僱人員採計曾任年資提敘薪級原則」規定之服務年資時，得依本表提敘薪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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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專案工作人員 100 年 7 月 1 日起調薪每月增加人事費一

覽表 
         

 

項

目 
經費項目 人數 薪資差額 

勞保(公

提)差額 

健保(公

提)差額 

勞退(公

提)差額 
小計 

 

1  
校務基金                                  
(含年度預算經

費、管理費) 
143 人 $172,984  $6,315  $8,833  $10,050  $198,182  

 

2  頂尖計畫 175 人 $201,956  $8,840  $9,742  $11,082  $231,620  

 

小  計 318 人 $374,940  $15,155  $18,575  $21,132  $429,802  

         

 

備註：本統計表係以本校專案工作人員 318人計算而得，另計畫項下 856人為

計畫內自行勻支，不列於上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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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 100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紀錄 

時間：100年 12 月 28 日（星期三）上午九時 

地點：成功大學光復校區國際會議廳第二演講室 

主席：黃校長煌煇                             紀錄：張郁訢 
參加人員：如附件 1，P11。 

壹、 頒獎 

「友善校園創意提案競賽」頒獎名單 

一、 建構有愛無礙的溫馨校園 

特優獎：從缺 

優等獎第 1名：計網中心校聘辦事員陳怜吟小姐 

優等獎第 2名：教務處課務組校聘辦事員林嘉惠小姐 

二、 建立多元開放的平等校園：從缺 

三、 創造普世價值的學習環境 

特優獎：土木系郭振銘副教授 

優等獎第 1名：研究總中心專案工作人員吳曜熙先生 

優等獎第 2名：都計系李冠德同學 

四、 營造自律守法的法治校園 

特優獎：秘書室謝漢東秘書 

優等獎第 1名：建築學系專案工作人員陳冠帆先生 

優等獎第 2名：人事室工友陳志新先生 

五、 其他有助於增進校園和諧，改善校園環境，並能提出具體作法之建議方案 

特優獎：附設醫院研究助理吳士良先生 

優等獎第 1名：土木系郭振銘副教授、博士班黃晟豪同學、林智強同學 

優等獎第 2名：研究總中心專案工作人員吳曜熙先生 

貳、 報告事項： 

一、 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確認（附表 P.7）。 

二、 主席報告： 

(一) 再 3天即是 101 年新年；再 22天也要過農曆新年了。希望大家注意身

體，保持健康及愉快的心情過年。 

(二) 本校 80 周年校慶活動均已順利舉辦完畢，感謝全校教職員工生的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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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有些活動辦得相當成功，部分大型活動將再檢討其效果，以作為

來年校慶之參考。 

(三) 12 月 7-9 日為本校校務評鑑及性別平等教育、體育、環境保護暨安全

衛生等三類專業評鑑。本校一般評鑑結果不錯。性別平等教育部分，

今年雖有性別平等的案件，但委員對於本校之處理給予肯定。體育評

鑑方面，除操場有兩塊未鋪跑道部分需修補外，其餘體育設施亦獲肯

定。本校 100年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方面表現得不錯，但 98年改善部

分仍需加強。正式評鑑結果將於明年 6 月公布。 

(四) 研發處花很多心力研擬彈性薪資之分配，但沒有法規是一次制定就可

以完整的。真正好的團體可以容許提出不同的意見。如對研究、教學、

服務、審核、分配、門檻等有任何修改意見，請以溫和理性之方式隨

時提供研發處參考、修訂。 

(五) 教育部針對五年五百億之規定經常有變化，學校只能被動因應教育部

之變化做反應。發現各單位經費用不完的部分，會先進行收回，以期

達成教育部之經費執行期程。回收之經費，如有需求，亦會再核給。

明年頂尖計畫之經費，可能規劃朝向使院、系自主運作方向進行，以

發揮院系特色。目前各學院國際化經費補助標準不一，明年國際化經

費仍考慮下放至單位，但國際化組會頒布統一準則，供各單位參考，

以制定出單位內之補助辦法。 

(六) 前陣子電資學院學生出車禍令本校衝擊很大。總務處已與市府討論本

校周邊交通之設施改善。請學務處規劃於校園附近交通流量較大，但

未配置警衛之出入口，請學生以工讀之方式進行安全指揮，協助減少

車禍發生之可能性。 

(七) 本校計畫報支之瑕疵已減少，但舊案尚未完結。如老師對於規定不太

了解，請務必詢問相關行政單位。若詢問過程中，行政處室同仁態度

不佳，請 email給校長以進行後續之處理。明（12月 29日）日在力行

校區崇華廳辦理法治教育專題演講，請人事室再發 email，通知教職員

務必撥冗參加。 

三、 因應「學生輔導組」更名為「心理健康與諮商輔導組」，修訂「國立成功大

學導師制實施辦法」、「國立成功大學優良導師獎勵與遴選實施要點」及「國

立成功大學各系導師輔導工作獎勵實施要點」相關條文，將辦法或要點內

「學生輔導組」修訂為「心理健康與諮商輔導組」報告案（附件 2, P.12）。 

四、 各一級單位及各委員會報告：略，請參閱書面報告。 

五、 財務處報告：略，請參閱議程所附書面報告。 

參、 討論事項： 

第一案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由：「國立成功大學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設置與申訴處理辦法」部分規定修

正草案，提請  討論。 

說明： 

 
100-2校務會議(100.12.28)紀錄-2-



3 
 

一、 依據教育部 100 年 11 月 21 日臺訓(一)字第 1000208548 號函辦理(如議

程附件 2)。 

二、 教育部函請修正下列項目： 

(一) 第 3條第 1款，建請刪除「經行政程序處理仍不服者」，並刪除同

條第 3款，以符合大學法第 33條第 4項之意旨。 

(二) 第 4條第 1款相關部分請修正為「擔任學生獎懲委員會之委員或負

責學生獎懲決定、調查之人員，不得擔任申評會委員」。 

(三) 第 5條第 6款請依本部原則第 11點修正並增列相關規定。 

(四) 第 5條第 13款請刪除「依第三條第三款之程序提出校級」等文字。 

(五) 第 8條請修正為「學生申訴制度應列入學生手冊，廣為宣導，使學

生了解申訴制度之功能。學生因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提起申

訴，其屬性別平等教育法第二十八條第二項申請調查之性質者，依

性別平等教育法相關規定處理」。 

三、 教育部發布「大學及專科學校學生申訴案處理原則」，全文共 22 點(如

議程附件 3)。 

四、 本校基於上開之意旨與實務運作之需要，擬請配合修正「國立成功大學

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設置與申訴處理辦法」第三條、第四條、第五條與

第八條等條文，詳如修正草案對照表，如議程附件 4。 

五、 檢附原條文，如議程附件 5。 

擬辦： 

一、 校務會議通過，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二、 請研發處配合教育部核定辦法修正本校組織規程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第

十九款條文內容。 

決議：照案通過「國立成功大學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設置與申訴處理辦法」第

三條、第四條、第五條與第八條條文修正案（附件 3, P13）。 

第二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擬修訂本校學則部分條文，提請  討論。 

說明： 

一、 本案業經 100年 11 月 22日 100學年度第 1次教務會議通過在案。 

二、 100.5.24  99學年度第二學期教務會議及 100.6.29  99學年度第 5次校

務會議修正通過本學則部分條文，並報教育部備查，其中第 6、10 及

22 條未獲備查（教育部函復文如議程附件 6）。除第 10條維持原條文不

修正外，第 6及 22條依教育部函復意見提本案討論。 

三、 修正條文對照表（如議程附件 7）、學則全文（如議程附件 8）。 

擬辦：通過後，報教育部備查後實施。 

決議：修正通過本校學則第 6及 22條修正案（附件 4, P19）。 

第三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擬修訂本校研究生章程部分條文，提請  討論。 

說明： 

一、 本案業經 100年 11 月 22日 100學年度第 1次教務會議通過在案。 

二、 100.5.24  99 學年度第二學期教務會議及 100.06.29  99 學年度第 5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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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會議修正通過本章程部分條文，經報教育部備查，其中第 8 及 9

條未獲備查（教育部函復文如議程附件 6）。除第 8 條維持原條文不修

正外，第 9條依教育部函復意見提本案討論。 

三、 修正條文對照表（如議程附件 9）、研究生章程全文（如議程附件 10）。 

擬辦：通過後，報教育部備查後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本校研究生章程第 9條修正案（附件 5, P30）。 

第四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擬修訂「國立成功大學特聘教授設置要點」第二點（如議程附件 11），

提請  討論。 

說明： 

一、 因應教育部第一期與第二期頂大計畫名稱之不同，爰將本校特聘教授設

置要點第二點經費來源中原教育部「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

計畫」，修訂為教育部「邁向頂尖大學計畫」。 

二、 檢附本校特聘教授設置要點之現行條文供參(如議程附件 12）。 

三、 本案業經於 100 年 11 月 2 日本校第 715 次主管會報及 100 月 12 月 22

日本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討論通過。 

擬辦：通過後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國立成功大學特聘教授設置要點」第二點修正案（附件 6, 

P35）。 

第五案            提案單位：秘書室、教務處 

案由：擬訂定本校博、碩士學位論文抄襲、舞弊處理要點草案（如議程附件

13），提請討論。 

說明： 

一、 本案業經 100 年 11 月 30 日第 717 次主管會報及 100 年 12 月 14 日校

務發展委員會討論通過在案。 

二、 依學位授予法第七條之二規定各大學對其所授予之學位，如發現論文、

創作、展演、書面報告或技術報告有抄襲或舞弊情事，經調查屬實者，

應予撤銷，並公告註銷其已發之學位證書。 

三、 為維護高等教育品質與學術尊嚴，防範本校博、碩士學位論文抄襲、舞

弊等情事發生，特依據學位授予法第七條之二規定，訂定本要點。 

擬辦：修正通過後實施。 

決議：通過本校博、碩士學位論文抄襲、舞弊處理要點（附件 7, P37）。 

第六案            提案單位：秘書室、研發處 

案由：擬修訂「國立成功大學校務發展委員會設置辦法」部分條文（如議程附

件 14），及「國立成功大學組織規程」第二十四條第一款（如議程附件

15），提請  討論。 

說明： 

一、 依 100 年 10 月 12 日 100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發展委員會臨時動議之決

議辦理（議程附件 16）。 

二、 修訂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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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將原列席人員主任秘書、財務長、校友聯絡中心中心主任及學生代

表修訂為出席人員。 

(二) 明定校發會一般事項與特別事項之出席人數及決議人數。 

(三) 明定校發會委員應親自出席，但當然委員得指派代理人出席，以利

議事程序之進行。 

三、 檢附「國立成功大學校務發展委員會設置辦法」現行條文（議程附件 17）

及「國立成功大學組織規程」第二十四條摘錄（議程附件 18）。 

擬辦：「國立成功大學校務發展委員會設置辦法」通過後實施；組織規程報請

教育部核定。 

決議：修正通過「國立成功大學校務發展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二條、第四條、

第五條、第七條（附件 8, P39）及「國立成功大學組織規程」第二十四

條第一款修正案（附件 9, P43）。 

第七案            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由：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建教合作計畫行政管理費及節餘款支用要點」第

四點(詳議程附件 19)，提請  討論。 

說明： 

一、 本案業經 100 年 10 月 19 日第 714 次主管會報及 100 年 11 月 16 日校

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討論通過。 

二、 為提升教師研究效能，使經費能夠彈性運用，擬修訂「國立成功大學建

教合作計畫行政管理費及節餘款支用要點」，將計畫結案後之節餘款大

於 10,000 元者，70％授權主持人使用之比例，提高至全數授權主持人

使用。 

三、 詳細修訂情形請參考「國立成功大學建教合作計畫行政管理費及節餘款

支用要點」修正草案對照表。 

擬辦：本案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國立成功大學建教合作計畫行政管理費及節餘款支用要點」

第四點修正案（附件 10, P44）。 

第八案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擬修正本校校務基金進用專案研究人員實施要點第六點及第八點，修正

草案對照表（如議程附件 20），提請  討論。 

說明： 

一、 本修正案業經本校 100年 11月 16日第 716 次主管會報及 100年 12月

22 日 100 學年度第 3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 

二、 依國立大學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實施原則第五

點規定，研究人員之聘任程序比照教學人員辦理。同實施原則第四點規

定，教學人員之聘任程序依學校教師聘任之規定。 

三、 次依本校教師聘任辦法第十三條規定，以學位辦理聘任助理教授或講師

者，由系教師評審委員會比照升等辦法辦理專門著作外審作業。 

四、 本校教師升等辦法前依教育部訪視委員建議，修正擬升等教師所提著作

應送校外專家 4人審查，並提 99年 10月 27日本校 99學年度第 1次校

務會議審議通過在案，爰配合上開升等辦法，修正本校校務基金進用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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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研究人員實施要點第六點及第八點規定，將專案研究人員之聘任及升

等著作外審人數修正為 4人。 

擬辦：本案討論通過後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本校校務基金進用專案研究人員實施要點第六點及第八點修正

案（附件 11, P46）。 

第九案            提案單位：研究總中心 

案由：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研究發展成果管理辦法」，提請  討論。 

說明： 

一、 依技轉育成中心推動委員會 100 學年度第 1 次會議決議(議程附件 21)

及本校第 717次主管會報決議辦理。 

二、 本校研發成果權利申請維護成本效益考量下，創作人如欲申請專利應分

擔部分成本，以減輕本校負擔，並提升實質專利與技轉授權成效。 

三、 創作人分擔部分或全部成本後，並依本辦法內容調整技轉收益分配方

案。 

四、 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議程附件 22)、現行條文(議程附件 23)、行政院國

家科學委員會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議程附件 24)、本

校第 549次主管會報紀錄(議程附件 25)、國立臺灣大學研究發展成果及

技術移轉管理要點(議程附件 26)。 

擬辦：通過後實施。 

決議：修正通過「國立成功大學研究發展成果管理辦法」修正案（附件 12, 

P49）。 

 

肆、 臨時動議：（無） 

伍、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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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國立成功大學 100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表 
100年 12月 28日 

決議案摘要 承辦單位執行情形 
第一案 
案由：本校 99-100 學年度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吳清在委

員，因故退出本委員會，並由教師會推薦物理系
陳家駒教授遞補一事，經簽奉  核後，依規定須
提經校務會議同意後聘任之。提請  公決。 

決議：經投票行使同意權結果，陳家駒教授獲出席代表
過半數同意通過遞補為99-100學年度校務基金管
理委員會委員，請人事室辦理發聘。 

 
第二案 
案由：本校 102 學年度擬申請增設、調整特殊項目院、

系、所、學位學程案，提請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更名案】理學院「太空天文與電漿科

學研究所」更名為「太空與電漿科學研究所」；【全
英語博士學位學程增設案】醫學院「分子與細胞
生物研究生博士學位學程」(與中央研究院合
作)、傳染性疾病及訊息研究國際博士學位學程；
【碩、博士班增設案】管理學院「交通管理科學
系碩士在職專班」、社會科學院「法律學系碩士在
職專班」、理學院「太空與電漿科學研究所博士班」
及電資學院「多媒體系統與智慧型運算工程博士
學位學程」。 

 
 
 
 
 
 
 
 
 
 

第三案 
案由：本校「校級研究中心設置暨管理辦法」第五、第

十條修正草案，提請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本校「校級研究中心設置暨管理辦法」

第五、第十條修正案（附件 3, P.20）。 

附帶決議：本校「校級研究中心設置暨管理辦法」第二

條有關委員會的組成，建議降低行政主管；

增加專業委員，請參考校務會議代表意見修

正，於下次會議提會討論。 
 

第四案 
案由：「國立成功大學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設置與申訴處

理辦法」修正草案，提請  討論。 
決議：修正通過本校「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設置與申訴

 
財務處： 
照案辦理。 
 
 
 
 
 
 
 
教務處： 
本處依教育部規定於 100 年 12 月
23 日期限內提報。 
 
12 月 28 日會議補充報告： 

由於「分子與細胞生物研究生博士

學位學程學程」及「傳染性疾病及

訊息研究國際博士學位學程」為全

英語教學，考量能使其更突顯並強

調是跨國際之學程，修改如下： 

原案名：分子與細胞生物研究生博

士學位學程 

擬更名：分子與細胞生物學國際研

究生博士學位學程 

 
原案名：傳染性疾病及訊息研究國

際博士學位學程 

擬更名：傳染性疾病及訊息研究國

際研究生博士學位學程 

 
 
研發處： 
擬依程序提本校主管會報通過
後，再續提校務會議討論。 
 
 
 
 
 
 
 
 
學務處： 
一、照案辦理。 
二、奉教育部 100 年 11月 21 日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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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 100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表 
100年 12月 28日 

決議案摘要 承辦單位執行情形 
處理辦法」修正案。 

 
 
 
 
 
第五案 
案由：「國立成功大學學生獎懲要點」修訂草案，提請  討

論。 
決議：修正通過本校「學生獎懲要點」修正案。 

 
 
 
 
 
 
 
 
 
 
 
 
 
第六案 
案由：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投資要點」第七

點，提請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本校「校務基金投資要點」修正案。 
 

第七案 
案由：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投資諮詢委員會設置要點」

第三點及第四點，提請  討論。 
決議：修正通過本校「投資諮詢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

案。 
 
第八案 
案由：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博物館設置辦法」第二條、

第三條、第五條暨「國立成功大學組織規程」第
八條，提請  討論。 

決議：修正通過本校「博物館設置辦法」修正案；照案
通過本校「組織規程」第八條修正案。 

 
第九案 
案由：擬修訂「國立成功大學通識教育委員會設置辦法」

第三條，並請一併修訂本校組織規程第二十四條
第一項第四款，提請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本校「通識教育委員會設置辦法」及本
校「組織規程」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第四款修正案。 

 
第十案 

訓(一)字第 1000208548號函回
覆：請修正後重新報部。因
此，擬提請校務會議修正本辦
法第三條、第四條、第五條與
第八條等條文內容。 

 
 
學務處： 
一、本修正案經本處於 100 年 11

月 7 日函陳教育部備查，教育
部於同月 14 日函覆表示本要
點第九點記大過或定期察看
部分於規範之明確性有所不
足，故未予通過備查，惟此並
不影響本修正辦法之適用性。 

二、前項教育部認為不同意備查之
條文，並非本次修正案之重
點，且該條文本校已行之多
年，惟既教育部認有未明確之
處，為維學生權益，擬將依函
示意見辦理。 

 
 
 
財務處： 
照案辦理。 
 
 
 
財務處： 
照案辦理。 
 
 
 
 
博物館： 
本案已呈報教育部進行相關程序。 
 
研發處： 
本案將配合報請教育部核定。 

 
 
通識教育中心： 
照案辦理。 
 
研發處： 
本案將配合報請教育部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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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 100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表 
100年 12月 28日 

決議案摘要 承辦單位執行情形 
案由：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進用契僱人員暨聘僱人員

實施辦法」、「國立成功大學契僱人員暨聘僱人員
進用資格標準表」、「國立成功大學契僱人員暨聘
僱人員薪點支給待遇標準表」及「國立成功大學
契僱人員暨聘僱人員契約書」（第十點及第二十
點）名稱及相關規定，提請  討論。 

決議：有關契(聘)僱人員職稱修正為校聘人員，其餘條文
照案通過。本校「進用校聘人員實施辦法」、「校
聘人員進用資格標準表」、「校聘人員薪點支給待
遇標準表」及「校聘人員契約書」。 

 
第十一案 
案由：擬修訂「國立成功大學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員

會設置辦法」第二條、第三條及第四條條文暨「國
立成功大學組織規程」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第十一
款，提請  討論。 

決議：修正通過本校「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員會設置
辦法」及「組織規程」第二十四條第一項第十一
款修正案。 

 
 
 
 
 
第十二案 
案由：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專案工作人員

實施辦法之附表「國立成功大學專案工作人員薪
點支給待遇標準表」，及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進
用專業經理人實施辦法之附表「國立成功大學專
業經理人進用資格及薪資支給標準表」、「國立成
功大學財務處專業經理人進用資格及薪資支給標
準表」，提請  討論。 

決議：追認通過本校「校務基金進用專案工作人員實施
辦法」之附表「專案工作人員薪點支給待遇標準
表」及「校務基金進用專業經理人實施辦法」之
附表「專業經理人進用資格及薪資支給標準表」、
「財務處專業經理人進用資格及薪資支給標準
表」修正案。 

 
第十三案 
案由：本校 100 至 101學年度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委員，

除教授代表十人由校務會議推選、教師會代表由
本校教師會推薦外，其他委員由校長遴選，並提
經校務會議同意後聘請之。 

決議：經投票行使同意權結果，遴選委員均獲出席代表
過半數同意通過為 100至 101 學年度教師申訴評
議委員會委員。請人事室辦理發聘。 

 

臨時動議                            提案人：吳如容 

人事室： 
業依決議辦理，並以 100.11.28 成
大人室(任)字第 889 號函各單位知
照，及更新登載於校首頁法規彙
編、本室網頁人事法規項下供參
考。 
 
 
 
 
 
 
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 
依修正後條文執行。 
 
研發處： 
本案將配合報請教育部核定。 
 
 
 
 
 
 
 
 
人事室： 
業照案辦理，並登載於本室網頁公
告周知。 
 
 
 
 
 
 
 
 
 
 
 
 
 
秘書室： 
已惠請人事室製發聘書，並於 100
年 12 月召開 100 學年度教師申訴
評議委員會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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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 100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表 
100年 12月 28日 

決議案摘要 承辦單位執行情形 

案由：「校園自主治理」計畫案的研究成員應遵守迴避

原則，將來實施校園自主時，不能出任校園自主

治理委員會的委員。 

決議：照案通過。 
 

秘書室： 
照案辦理。 
 
提案人補充報告： 
本案所指研究成員係指黃校長煌
煇、陳主任秘書進成、何副校長志
欽、楊永年教授、蔡志芳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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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國立成功大學 100 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出(列)席名單 

時間：100年 12 月 28 日上午 9時 

地點：光復校區國際會議廳第二演講室 

 

出席： 

顏鴻森（黃文星代） 蘇慧貞 何志欽 黃吉川 林啟禎 黃正亮 黃文星  

黃正弘（巫苑瑩代） 陳進成 賴俊雄 吳玫瑛 楊芳枝 吳奕芳 朱芳慧  

傅永貴（柯文峰代） 柯文峰 談永頤 張敏政 李亞夫 王育民 游保杉  

李森墉 楊毓民 林再興 蔡文達 蕭政宗 林裕城 陳曉華 趙儒民 楊澤民  

陳介力 蘇芳慶 洪飛義 陳璋玲 曾永華 李嘉猷 陳 敬 李 強 張大緯 

吳宗憲（李強代） 林峰田 葉光毅 曾元琦 張有恆 王泰裕 呂錦山  

蔡燿全 潘浙楠（張有恆代） 陳正忠 溫敏杰 蔡佳良 林其和 林炳文  

陳國東 何漣漪 李俊璋 徐阿田 黃美智 李經維 黃朝慶 吳晉祥 葉宗烈  

姚維仁 蔡維音 陳勁 王富美 涂國誠 李劍如 陳明輝 吳如容 謝漢東  

李金駿 林忠毅 楊承峰 李佳融 莊鈞凱 

 

列席： 
楊明宗 林仁輝 利德江 蔡明祺（王泰裕代） 楊瑞珍 張丁財 李丁進  

陳響亮 謝文真 吳華林 陳志勇（陳妙芬代） 陳顯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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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報告單位：學生事務處 

 

案由：修訂「國立成功大學導師制實施辦法」、「國立成功大學優良導師獎勵與遴選

實施要點」及「國立成功大學各系導師輔導工作獎勵實施要點」相關條文，

將辦法或要點內「學生輔導組」修訂為「心理健康與諮商輔導組」。 

說明： 

一、「學生輔導組」更名為「心理健康與諮商輔導組」，業經 100年 9月 27 日臺

高字第 1000171900 號教育部核復修訂組織異動，檢附研發處企劃組函（附

件一）。 

二、修訂對照表詳如附件二。 

三、檢附修訂後實施辦法及實施要點如下： 

(一)、國立成功大學導師制實施辦法。（附件三） 

(二)、國立成功大學優良導師獎勵與遴選實施要點。（附件四） 

(三)、國立成功大學各系導師輔導工作獎勵實施要點。（附件五） 

擬辦：校務會議報告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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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國立成功大學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設置與申訴處理辦法部分規定修正草案對照表 
100 年 12 月 28 日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三條  申訴主體：  
一、學生、學生會及其他相關學生

自治組織(以下簡稱申訴人)對
於學校之處分(含懲處、其他
措施或決議，以下簡稱處
分)，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
其權益，得向本會提出申訴。 

     
二、前款所稱學生，指對其處分

時，具本校學籍者。 
 

第三條  申訴主體：  
    一、學生、學生會及其他相關學生

自治組織(以下簡稱申訴人)對
於學校之處分(含懲處、其他
措施或決議，以下簡稱處
分)，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
其權益，經行政程序處理仍不
服者，得向本會提出申訴。 

二、前款所稱學生，指對其處分
時，具本校學籍者。 

三、第一款行政程序處理，指申訴
人不服原單位之處分而提起
申訴者，得由所屬一級單位先
予協調。惟校級獎懲、退學、
開除學籍或類此處分不在此
限。 

 
依據教育部 100
年 11 月 21 日臺
訓 ( 一 ) 字 第
1000208548 號函
辦理，配合修正相
關條文內容。 

第四條  組織：   
一、本會置委員二十至二十五人 

，均為無給職，由大學部學生
代表四人、研究生學生代表二
至三人，教務處、學務處代表
各一人，各學院、法律系、教
育所、心理系推薦助理教授以
上之專任教師一人，教務處推
薦非屬學院教師一人，及學校
教師會代表一人擔任之；其中
未兼行政職務之教師代表不
得少於總額二分之一，擔任學
生獎懲委員會之委員或負責
學生獎懲決定、調查之人員，
不得擔任本會委員，任一性別
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
以上。另學校得聘請醫師、法
學、社會學、心理學之專業人
士擔任諮詢委員。  

二、學生代表於每學年開始前一 
個月內，由學生會推選產生大
學部代表；由各學院院長輪流
推薦產生研究生代表，均報學
生事務處核備。(學生會如未
能依時組成，即請課外活動指
導組輔導系學會聯合會幹部
代表之) 

三、學生事務長擔任臨時召集人 
，俟主席選出後由主席主持會
議，得邀請相關人員列席，行
政業務由生活輔導組承辦之。 
臨時召集人因故不克出席時， 
得請所屬相關主管代理之。 

四、本會開會應有委員二分之一 
以上出席，事項之決議、評議
書之決議，以出席委員三分之
二(含)以上同意後行之。出席
委員與實際參與議案表決人
數不一致時，以實際參與議案
表決之人數為準。 

第四條  組織：   
一、本會置委員二十至二十三人 

，均為無給職，由大學部學生
代表四人、研究生學生代表二
至三人，教務處、學務處代表
各一人，各學院、法律系、教
育所、心理系推薦助理教授以
上之專任教師一人，教務處推
薦非屬學院教師一人，及學校
教師會代表一人擔任之；其中
未兼行政職務之教師代表不
得少於總額二分之一，已擔任
學生獎懲委員會委員者不得
擔任之，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
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另學校
得聘請醫師、法學、社會學、
心理學之專業人士擔任諮詢
顧問。 

 
二、學生代表於每學年開始前一 

個月內，由學生會推選產生大
學部代表；由各學院院長輪流
推薦產生研究生代表，均報學
生事務處核備。(學生會如未
能依時組成，即請課外活動指
導組輔導系學會聯合會幹部
代表之) 

三、學生事務長擔任臨時召集人 
，俟主席選出後由主席主持會
議，得邀請相關人員列席，行
政業務由生活輔導組承辦之。 
臨時召集人因故不克出席時， 
得請所屬相關主管代理之。 

四、本會開會應有委員二分之一 
以上出席，事項之決議、評議
書之決議，以出席委員三分之
二(含)以上同意後行之。出席
委員與實際參與議案表決人
數不一致時，以實際參與議案
表決之人數為準。 

 
1.依教育部上開函
文，配合修正相
關條文內容。 

 
2.另依人事室告知 
，本校已聘有法
律顧問 1 名，不
宜再增聘顧問，
故擬將本會「諮
詢顧問」更名為
「諮詢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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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會之經費由學生事務處支
應。  

六、本會委員或諮詢委員，均陳報 
校長聘任之，任期一年，得連
任之。 

五、本會之經費由學生事務處支
應。  

六、本會委員或諮詢顧問均陳報 
校長聘任之，任期一年，得連
任之。 

第五條  申訴及處理程序： 
一、 申訴人（學生會及其他相關學

生自治組織應經其組織內部
之最高行政會議決議後提出）
之申訴應於知悉處分之次日
起十日內以書面向本會提出
申訴，逾期學校不予受理；申
訴人因不可抗力致逾期限者 
，於其原因消滅後十日內，得
以書面向本會聲明理由請求
許可。 

二、 申訴案件申請書(簡稱申訴書)
應以中文書寫與簽名蓋章，記
載申訴人姓名、學號、系級、
住址、申訴之事實及理由，希
望獲得之補救，並檢附有關之
文件及證據交由生活輔導組
處理。若申訴書不合規定，經
通知未於期限內補正者，得以
書面通知不受理或不予評議。 

三、 本會就書面資料評議，會議不
公開舉行，得通知申訴人、原
處分單位之代表及關係人到
會說明。如其逾越申訴範圍，
應以書面駁回，並建議處理方
式，且於處理特殊案件時，得
經本會決議，組成調查小組調
查之。 

四、 本會收件後，除有應不受理或
停止評議情形，逕行通知申訴
人及原處分單位外，應於三十
日內完成評議，必要時得予延
長，並通知申訴人，延長以一
次為限，最長不得逾期二個
月，但涉及退學、開除學籍或
類此處分之申訴不得延長。申
訴人向學校提起申訴，同一案
件以一次為原則，撤回亦同。 

五、 申訴人於本會評議決定書(簡
稱評議書)送達前，得撤回申
訴。原處分單位應於知悉申訴
案時重行審查原處分是否合
法妥當，其認申訴為有理由
者，得自行撤銷或變更原處
分，並通知申訴人與本會。 

六、(一)申訴程序中，申訴人或其
他關係人，就申訴事件或
其他牽連之事項，提出訴
願或訴訟者，應即以書面
通知學校，由學校轉知本
會。 

(二)本會依前目通知或依職權
知前目情事時，應停止評
議，並通知申訴人；俟停
止原因消滅後，經申訴人
書面請求，應繼續評議，
並以書面通知申訴人。申
訴案件全部或一部之評議

第五條  申訴及處理程序： 
一、申訴人（學生會及其他相關學

生自治組織應經其組織內部
之最高行政會議決議後提出）
之申訴應依第三條第三款之
程序於知悉處分之次日起十
日內以書面向本會提出申訴 
，逾期學校不予受理；申訴人
因不可抗力致逾期限者，於其
原因消滅後十日內，得以書面
向本會聲明理由請求許可。 

二、 申訴案件申請書(簡稱申訴書)
應以中文書寫與簽名蓋章，記
載申訴人姓名、學號、系級、
住址、申訴之事實及理由，希
望獲得之補救，並檢附有關之
文件及證據交由生活輔導組
處理。若申訴書不合規定，經
通知未於期限內補正者，得以
書面通知不受理或不予評議。 

三、 本會就書面資料評議，會議不
公開舉行，得通知申訴人、原
處分單位之代表及關係人到
會說明。如其逾越申訴範圍，
應以書面駁回，並建議處理方
式，且於處理特殊案件時，得
經本會決議，組成調查小組調
查之。 

四、 本會收件後，除有應不受理或
停止評議情形，逕行通知申訴
人及原處分單位外，應於三十
日內完成評議，必要時得予延
長，並通知申訴人，延長以一
次為限，最長不得逾期二個
月，但涉及退學、開除學籍或
類此處分之申訴不得延長。申
訴人向學校提起申訴，同一案
件以一次為原則，撤回亦同。 

五、 申訴人於本會評議決定書(簡
稱評議書)送達前，得撤回申
訴。原處分單位應於知悉申訴
案時重行審查原處分是否合
法妥當，其認申訴為有理由
者，得自行撤銷或變更原處
分，並通知申訴人與本會。 

六、 申訴程序中，申訴人或其他關
係人，就申訴事件或其他牽連
之事項，提出訴願或訴訟者，
應即以書面通知本會，本會應
即停止評議，並通知申訴人，
俟停止原因消滅後，經申訴人
書面請求，應繼續評議，並得
以書面通知申訴人；惟退學、
開除學籍或類此處分之申訴
不在此限。 

 

 
1.依教育部上開函
文，配合修正相
關條款。 

 
2.修訂部份內容，
踐行正當處理程
序。 

 
100-2校務會議(100.12.28)紀錄-14-



15 
 

決定，以訴願或訴訟之法
律關係是否成立為據者，
本會於訴願或訴訟程序終
結前，應停止評議，並以
書面通知申訴人；於停止
原因消滅後，應繼續評
議，並以書面通知申訴
人。 

(三)退學、開除學籍或類此處
分之申訴案件，不適用前
二目規定。 

七、 退學、開除學籍或類此處分之
申訴，學校於評議決定未確定
前，學生得向學校提出繼續在
校肄業之書面請求。學校接到
上項請求後，應徵詢本會之意
見，並衡酌該生生活，學習狀
況於七日內書面答覆，並載明
學籍相關之權利與義務。 

八、 依前款申訴經學校同意在校 
肄業者，學校不得授給畢業證
書外，其他修課、成績考核、
獎懲得比照在校生處理。  

九、 除第四款與第五款規定外， 
本會應對申訴案件提出討論
並經評議，決議後擬定評議書
由主席署名。本會之評議及表
決，委員個別意見，應對外嚴
守秘密;涉及學生隱私之申訴
案，申訴人之基本資料應予保
密。  

十、 評議書應包括主文、事實、理
由等內容，如有建議補救措
施，並應提出具體建議；對於
評議不受理之申訴案件，亦應
作成評議書，惟其內容只列主
文和理由。  

十一、申訴程序中，評議委員、申訴
人、原處分單位或其他關係
人，應就申訴之案件採取迴避
原則，以免影響本會評議之公
正性。  

十二、評議書應陳校長核定，並以學
校名義送達申訴人及原處分
單位。 

十三、申訴人因行政處分，經申訴後
而不服其決定，學校應附記
「如有不服本申訴決定，得於
本評議決定書送達次日起三
十日內，繕具訴願書，檢附原
處分書與評議決定書，經學校
原處分單位附具答辯書後送
教育部提起訴願」；如因行政
處分以外之懲處、其他措施或
決議，經提出申訴後而不服其
決定，應附記「如有不服本申
訴決定，得按其性質依法提起
訴訟，請求救濟」。 

 

 

 

 
 
 
 
 
 
 
 
 
七、 退學、開除學籍或類此處分之

申訴，學校於評議決定未確定
前，學生得向學校提出繼續在
校肄業之書面請求。學校接到
上項請求後，應徵詢本會之意
見，並衡酌該生生活，學習狀
況於七日內書面答覆，並載明
學籍相關之權利與義務。 

八、 依前款申訴經學校同意在校 
肄業者，學校不得授給畢業證
書外，其他修課、成績考核、
獎懲得比照在校生處理。  

九、 除第四款與第五款規定外， 
本會應對申訴案件提出討論
並經評議，決議後擬定評議書
由主席署名。本會之評議及表
決，委員個別意見，應對外嚴
守祕密;涉及學生隱私之申訴
案，申訴人之基本資料應予保
密。  

十、 評議書應包括主文、事實、理
由等內容，如有建議補救措
施，並應提出具體建議；對於
評議不受理之申訴案件，亦應
作成評議書，惟其內容只列主
文和理由。  

十一、申訴程序中，評議委員、申訴
人、原處分單位或其他關係
人，應就申訴之案件採取迴避
原則，以免影響本會評議之公
正性。  

十二、評議書應陳校長核定，並以學
校名義送達申訴人及原處分
單位。 

十三、申訴人因行政處分，經依第三
條第三款之程序提出校級申
訴後而不服其決定，學校應附
記「如有不服本申訴決定，得
於本評議決定書送達次日起
三十日內，繕具訴願書，檢附
原處分書與評議決定書，經學
校原處分單位附具答辯書後
送教育部提起訴願」；如因行
政處分以外之懲處、其他措施
或決議，經提出申訴後而不服
其決定，應附記「如有不服本
申訴決定，得按其性質依法提
起訴訟，請求救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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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學生申訴制度應列入學生手
冊，廣為宣導，使學生了解申
訴制度之功能。 
學生因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
事件提起申訴，其屬性別平等
教育法第二十八條第二項申
請調查之性質者，依性別平等
教育法相關規定處理。 

第八條  有關性侵害或性騷擾之申訴
案件，由本校「性別平等教育
委員會」處理。 

依教育部上開函
文，配合修正相關
條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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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設置與申訴處理辦法 
 

86.04.16 85 學年度第四次校務會議通過 
90.11.14 90 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延會修訂通過 
91.03.20 90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91.12.25 91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92.02.25 教育部台訓(一)字第 0920024104 號函核定 
94.04.27 93 學年度第四次校務會議通過 
94.06.22 93 學年度第五次校務會議通過 
94.07.15 教育部台訓(二)字第 0940096627 號函核定 
95.06.21 94 學年度第五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95.11.01 95 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延會修訂通過 
95.12.18 教育部台訓(二)字第 0950187848 號函核定 
97.03.26 96學年度第三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97.04.16 教育部台訓(二)字第 0970057571 號函核定 
97.12.31 97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98.01.20 教
育部台訓(二)字第 0980009274 號函核定 
98.04.22 97學年度第三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98.05.12 教育部台訓(二)字第 09800078630號函核定 
100.10.26 100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100.12.28 100 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大學法第三十三條第四項暨本校組織規程第二十四條定之。 
 
第二條  本校為公平、公正處理學生在校學習、生活上之有關事項，並確保學生權益，特設置學

生申訴評議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三條  申訴主體： 

一、 學生、學生會及其他相關學生自治組織(以下簡稱申訴人)對於學校之處分(含懲處 
、其他措施或決議，以下簡稱處分)，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其權益，得向本會提出申
訴。 

二、 前款所稱學生，指對其處分時，具本校學籍者。 
 
第四條  組織：   

一、 本會置委員二十至二十五人，均為無給職，由大學部學生代表四人、研究生學生代表二
至三人，教務處、學務處代表各一人，各學院、法律系、教育所、心理系推薦助理教授
以上之專任教師一人，教務處推薦非屬學院教師一人，及學校教師會代表一人擔任之；
其中未兼行政職務之教師代表不得少於總額二分之一，擔任學生獎懲委員會之委員或負
責學生獎懲決定、調查之人員，不得擔任本會委員，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
一以上。另學校得聘請醫師、法學、社會學、心理學之專業人士擔任諮詢委員。 

二、 學生代表於每學年開始前一個月內，由學生會推選產生大學部代表；由各學院院長輪流
推薦產生研究生代表，均報學生事務處核備。(學生會如未能依時組成，即請課外活動
指導組輔導系學會聯合會幹部代表之) 

三、 學生事務長擔任臨時召集人，俟主席選出後由主席主持會議，得邀請相關人員列席 
，行政業務由生活輔導組承辦之。臨時召集人因故不克出席時，得請所屬相關主管代理
之。 

四、 本會開會應有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事項之決議、評議書之決議，以出席委員三分之
二(含)以上同意後行之。出席委員與實際參與議案表決人數不一致時，以實際參與議案
表決之人數為準。 

五、 本會之經費由學生事務處支應。  
六、 本會委員或諮詢委員，均陳報校長聘任之，任期一年，得連任之。 

 
第五條  申訴及處理程序： 

一、 申訴人（學生會及其他相關學生自治組織應經其組織內部之最高行政會議決議後提出）
之申訴應於知悉處分之次日起十日內以書面向本會提出申訴，逾期學校不予受理；申訴
人因不可抗力致逾期限者，於其原因消滅後十日內，得以書面向本會聲明理由請求許可。 

二、 申訴案件申請書(簡稱申訴書)應以中文書寫與簽名蓋章，記載申訴人姓名、學號、系級、
住址、申訴之事實及理由，希望獲得之補救，並檢附有關之文件及證據交由生活輔導組
處理。若申訴書不合規定，經通知未於期限內補正者，得以書面通知不受理或不予評議。  

三、 本會就書面資料評議，會議不公開舉行，得通知申訴人、原處分單位之代表及關係人到
會說明。如其逾越申訴範圍，應以書面駁回，並建議處理方式，且於處理特殊案件時，
得經本會決議，組成調查小組調查之。 

四、 本會收件後，除有應不受理或停止評議情形，逕行通知申訴人及原處分單位外，應於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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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日內完成評議，必要時得予延長，並通知申訴人，延長以一次為限，最長不得逾期二
個月，但涉及退學、開除學籍或類此處分之申訴不得延長。申訴人向學校提起申訴，同
一案件以一次為原則，撤回亦同。 

五、 申訴人於本會評議決定書(簡稱評議書)送達前，得撤回申訴。原處分單位應於知悉申訴
案時重行審查原處分是否合法妥當，其認申訴為有理由者，得自行撤銷或變更原處分，
並通知申訴人與本會。 

六、 (一)申訴程序中，申訴人或其他關係人，就申訴事件或其他牽連之事項，提出訴願或
訴訟者，應即以書面通知學校，由學校轉知本會。 

(二)本會依前目通知或依職權知前目情事時，應停止評議，並通知申訴人；俟停止原
因消滅後，經申訴人書面請求，應繼續評議，並以書面通知申訴人。申訴案件全
部或一部之評議決定，以訴願或訴訟之法律關係是否成立為據者，本會於訴願或
訴訟程序終結前，應停止評議，並以書面通知申訴人；於停止原因消滅後，應繼
續評議，並以書面通知申訴人。 

(三)退學、開除學籍或類此處分之申訴案件，不適用前二目規定 
七、 退學、開除學籍或類此處分之申訴，學校於評議決定未確定前，學生得向學校提出繼續

在校肄業之書面請求。學校接到上項請求後，應徵詢本會之意見，並衡酌該生生活，學
習狀況於七日內書面答覆，並載明學籍相關之權利與義務。  

八、 依前款申訴經學校同意在校肄業者，學校不得授給畢業證書外，其他修課、成績考核、
獎懲得比照在校生處理。  

九、 除第四款與第五款規定外，本會應對申訴案件提出討論並經評議，決議後擬定評議書由
主席署名。本會之評議及表決，委員個別意見，應對外嚴守秘密;涉及學生隱私之申訴
案，申訴人之基本資料應予保密。  

十、 評議書應包括主文、事實、理由等內容，如有建議補救措施，並應提出具體建議；對於
評議不受理之申訴案件亦應作成評議書，惟其內容只列主文和理由。  

十一、申訴程序中，評議委員、申訴人、原處分單位或其他關係人，應就申訴之案件採取迴避
原則，以免影響本會評議之公正性。  

十二、評議書應陳校長核定，並以學校名義送達申訴人及原處分單位。 
十三、申訴人因行政處分，經申訴後而不服其決定，學校應附記「如有不服本申訴決定，得於

本評議決定書送達次日起三十日內，繕具訴願書，檢附原處分書與評議決定書，經學校
原處分單位附具答辯書後送教育部提起訴願」；如因行政處分以外之懲處、其他措施或
決議，經提出申訴後而不服其決定，應附記「如有不服本申訴決定，得按其性質依法提
起訴訟，請求救濟」。 

 
第六條  評議效力：  

一、 本會之評議決定，如原處分單位或原措施單位認與法規牴觸或事實上窒礙難行者，應於
十日內列舉理由依行政程序陳報校長，校長得交付本會再議(以一次為限)。否則，評議
書經核定後，學校應依評議決定執行。 

二、 退學、開除學籍或類此處分之申訴，經評議確定維持原處分者，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修業證明書所載修業截止日期以原處分日期為準。  
      (二)申訴期間所修習科目學分，得發給學分證明書。  

(三)役男『離校學生緩徵原因消滅名冊』於申訴結果確定後三十日內冊報。 
(四)退費基準依專科以上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辦法第八條及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取

辦法第十五條之規定辦理 
三、 訴願及行政訴訟獲救濟之輔導：   

(一)依訴願決定或行政訴訟判決撤銷原退學、開除學籍或類此處分者，其因特殊事故無
法及時復學時，本校應輔導其復學；對已入營無法復學之役男，學校應保留其學籍，
俟其退伍後，輔導優先復學；復學前之離校期間並得補辦休學。  

(二)依訴願決定或行政訴訟判決撤銷原退學、開除學籍或類此處分者，應依本校規定辦
理復學程序。 
 

第七條  學生申訴以申訴人受到處分，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其權益為前提，不同於意見反應，
故如有第三條第一款以外之意見表達、興革期望或請求事項，應向職權所屬或業務主管
之單位反映，以利先行善盡教育與服務義務，期以獲得即時之訊息、支援或輔導，避免
無實益之行政爭訟與期待差距。 

 
第八條  學生申訴制度應列入學生手冊，廣為宣導，使學生了解申訴制度之功能。 

學生因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提起申訴，其屬性別平等教育法第二十八條第二項申請
調查之性質者，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相關規定處理。 

 

第九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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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學則條文修正對照表 

擬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三條之一 本校與國(境)外

大學校院之學生得依本校與

境外大學校院辦理雙聯學制

實施辦法之規定修讀雙聯學

位，其辦法另定之，並報教育

部備查。 

第三條之一 本校與國外大學

校院學生得依本校「與國外學

校辦理跨國雙學位實施辦法」

之規定修讀跨國雙學位，其辦

法另定之，並報教育部備查。 

配合雙聯學制修正辦

法名稱 

第六條  凡經本校錄取之新

生、轉學生應於規定日期來校

辦理入學手續，逾期未辦理

者，取消其入學資格。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於

註冊開始前，向教務處申請保

留入學資格，不計入休學年

限： 

 

 

 

一、因重病住院須長期療養，

並持有健保局特約區域醫院

以上之證明。 

二、因教育實習持有證明或服

兵役持有入營服役通知書。 

三、僑生及外國學生因故不能

按時來校報到入學。 

四、懷孕、生產者，檢附相關

證明文件。 

五、哺育三歲以下子女之需要

者，檢附戶籍謄本。 

 

前項一至四款保留入學資格年

限，除服兵役依法定役期保留

外，以一年或一學期為限；第

五款保留入學資格依相關證明

文件核定年限。 

第六條  凡經本校錄取之新

生、轉學生應於規定日期來校

辦理入學手續，逾期未辦理

者，即取消其入學資格。有關

役男學生入學後，須依規定申

辦緩徵或儘後召集，逾期未辦

理致影響個人就學權益或妨害

兵役者，依相關法規處理。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於

註冊開始前，向教務處申請保

留入學資格： 

一、因重病住院須長期療養，

並持有健保局特約區域醫院以

上出具之證明者。 

二、因服義務役持有入營服役 

通知書。 

三、僑生及外國學生因故不能

按時來校報到入學者。 

四、因其他不可抗力因素而無

法於當學期註冊入學者。 

五、因懷孕、生產或哺育三歲

以下幼兒之需要，不能按時入

學，持相關證明文件。 

前項一至四款保留入學資格以

一年為限或至所服兵役期滿為

限，第五款保留入學資格以三

年為限。 

1. 刪除兵役及不可抗

力相關規定。 

2. 增列因教育實習需

要持有證明文件者 

得辦理保留入學。  

3. 增列依大學法規

定，懷孕、生產與

哺育三歲以下子女

得申請保留入學，

依相關證明文件核

定年限。  

第十四條 學生休學規定如

下： 

一、學生因故得以學期為單位

申請休學，學士班學生申請休

第十四條 學生休學規定如

下： 

一、學生因故得以學期為單位

申請休學，學士班學生申請休

1.與本學則第 22 條第

五項規定一致 

2.刪除醫學系辦理休

學相關規定，本校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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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須經家長或監護人同意。休

學累計以二學年為原則，期滿

因重病再經醫院證明申請休學

者，經專案簽請教務長核准

後，酌予延長休學期限，但至

多以二學年為限。新生及轉學

生入學第一學期，須於完成註

冊後，始得申請休學。 

二、休學期間應徵服役者，須

檢同徵集令或軍人補給證影

本，向本校申請延長休學至服

役期滿為止，服役期間不計入

休學累計。因懷孕、生產申請

休學者，應檢附相關證明文

件，申請休學期間至多以二學

期為限，且不計入休學期限

內。 

為哺育三歲以下子女休學者，

應檢附戶籍謄本提出申請，期

限依實際需要核定，且不計入

休學期限內。 

三、 

四、修業七年(含實習)醫學系

學生，修滿四年課程且已修畢

該系一二八學分以上者，經依

「報考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

準」之規定考取並就讀研究所

者，於醫學系辦理休學。於碩

士班修業期間得向醫學系申請

休學，若經碩士班逕修讀博士

班得再延長休學，共六學年為

限，該休學期間不列入醫學系

修業年限。 

五、 

六、 

七、 

學須經家長或監護人同意。休

學累計以二學年為原則，期滿

因重病再經醫院證明申請休學

者，經專案簽請教務長核准

後，酌予延長休學期限，但至

多以二學年為限。新生及轉學

生入學第一學期，須於完成註

冊後，始得申請休學。 

二、休學期間應徵服役者，須

檢同徵集令或軍人補給證影

本，向本校申請延長休學至服

役期滿為止，服役期間不計入

休學累計。因懷孕、生產申請

休學者，應檢具健保局特約區

域醫院以上出具之證明書，申

請休學期間至多以二學期為

限，且不計入休學期限內。 

為哺育三歲以下子女休學者，

應檢附戶籍謄本提出申請，期

限依實際需要核定，且不計入

休學期限內。 

三、 

四、修業七年(含實習)醫學系學

生，修滿四年課程且已修畢該

系一二八學分以上者，經依「報

考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之

規定考取並就讀研究所者，於

醫學系辦理休學。於碩士班修

業期間得向醫學系申請休學二

年為限，若經碩士班逕修讀博

士班得再延長休學，共六學年

為限，該休學期間不列入醫學

系修業年限。 

五、 

六、 

七、 

年限已於本條第一項

規範 

 

 

 

 

 

 

第十六條 退學、開除學籍及

申訴規定如下： 

一、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應予退學：  

(一)  

(二)  

第十六條 退學、開除學籍及

申訴規定如下： 

一、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應予退學：  

(一)  

(二)  

為方便查看，將本學則

第 20 條第 2、3 項因學

業成績規定應令退學一

併條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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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四)  

(五）學業成績依本學則第二十

條第二、三項之規定應令

退學者。 

(六) 修業期限屆滿，仍未修足

所屬學系規定應修科目

與學分者。 

(七) 依本學則其他有關條文

之規定應令退學者。 

學生未成年申請自動退學者，

須經家長或監護人同意。 

(三)。 

(四)  

(五) 修業期限屆滿，仍未修足

所屬學系規定應修科目

與學分者。 

(六) 依本學則其他有關條文之

規定應令退學者。 

 

 

 

學生未成年申請自動退學者，

須經家長或監護人同意。 

第廿二條 本校採學年（學期）

學分制，學生修業期限，除醫

學系修業七年(均包括實習一

年)、建築學系建築設計組修業

五年外，其他各學系學士班、

學士學位學程修業年限均為四

年。 

在規定修業期限內，未修滿該

學系、學分學程、教育學程、

輔系應修學分者，得延長修業

期限，其延長期間，以二學年

為限。 

修讀雙主修學生延長修業期

限，依其修習辦法之規定辦

理。 

身心障礙學生或各直轄市、縣

(市)政府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

就學輔導委員會鑑定為身心

障礙安置就學者，因身心狀況

及學習需要，得延長其修業期

限，最長以四學年為限。 

學生因懷孕、生產或哺育三歲

以下子女之需要，其延長修業

期限依相關證明文件核定年

限。 

第廿二條 本校採學年（學期）   

學分制，學生修業期限，除醫

學系修業七年(均包括實習一

年)、建築學系建築設計組修業

五年外，其他各學系學士班均

為四年。 

 

在規定修業期限內，未修滿該

學系應修學分者，得延長修業

期限一學期至二學年。 

 

 

修讀雙主修學生之延長修業期

限，依其修習辦法之規定辦

理。 

身心障礙學生或各直轄市、縣

(市)政府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

就學輔導委員會鑑定為身心障

礙安置就學或懷孕、生產、哺

育三歲以下幼兒者，因身心狀

況及學習需要，得延長其修業

期限，最長以四學年為限。 

 

1.增訂因修學分學

程、教育學程、輔系等

得延長修業年限。 

2.增訂學生因懷孕、生

產或哺育三歲以下子

女之需要，其延長修業

期限依相關證明文件

核定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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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         則                                          

                   奉教育部 91.10.02 台(91)高(二)字第九一一四七三八七號函准予備查 

                   奉教育部 92.07.11 台高(二)字第０九二００九八三五六號函准予備查 

                             92.10.22 九十二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奉教育部 93.03.09 台高(二)字第０九三００二二一五九號函准予備查 

                 93.05.10 九十二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奉教育部 93.09.10 台高(二)字第０九三０一一七三八０號函准予備查 

95.6.13 94 學年度第 3次教務會議及 95.10.25 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奉教育部 96.01.29 台高(二)字第 0960008528 號函准予備查 

96.07.05  95 學年度第 4 次校務會議延會會議修正通過                               

奉教育部 96.07.24 台高(二)字第 0960110010 號函准予備查 

         97.6.4 96 學年度第 3 次教務會議及 97.06.25 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奉教育部 97.08.14 台高(二)字第 0970158282 號函准予備查 

                                             100.06.29 99 學年度第 5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奉教育部 100.09.02 台高(二)字第 1000147906 號函准予備查 

   100.11.22 100 學年度第 1 次教務會議及 100.12.28.100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條  本校依據大學法暨其施行細則、學位授予法暨其施行細則及有關法令，訂定本學則。 

 

第二條  本校學生入學、保留入學資格、休學、復學、退學、轉學、轉系、輔系、雙主修、        成

績考核、畢業、出國期間有關學籍處理、暑期修課、校際選課及其他有關事項等        

有關學籍事宜，悉依本學則辦理。 

 

  第二章 入 學 

 

第三條  本校於學年之始，公開招收各學系學士班一年級新生或酌量情形招收各學系學士班        

二、三年級轉學生，其招生簡章另定之。另依有關規定，得酌收海外僑生及外國學        

生。本校招收外國學生入學辦法另定之，並報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第三條之一 本校與國（境）外大學校院之學生得依本校與境外大學校院辦理雙聯學制實施辦法

之規定修讀雙聯學位，其辦法另定之，並報教育部備查。。 

第四條  凡在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或同等學校畢業，或合於教育法令規定同等        

學力資格之學生，經入學考試合格後，錄取為本校各學系學士班一年級新生。 

第五條  本校各學系修讀學士學位學生遇有缺額時，得辦理轉學考試，招收轉學生。但一年        

級及應屆畢(結)業年級不得招收轉學生，招生簡章另定之。 

        前項缺額不含保留入學資格、休學造成之缺額；辦理轉學招生後，學生總數不超過        

原核定及分發新生總數。 

     轉學生報考資格及相關規定依本校轉學生招生辦法辦理，轉學生招生辦法另定            

並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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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轉入本校學生，其學分抵免依本校辦理學生抵免學分辦法，抵免學分辦法另定            

並報請教育部備查後實施。 

第六條  凡經本校錄取之新生、轉學生應於規定日期來校辦理入學手續，逾期未辦理者，取消其

入學資格。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於註冊開始前，向教務處申請保留入學資格，不計入休學年

限： 

一、因重病住院須長期療養，並持有健保局特約區域醫院以上之證明。 

二、因教育實習持有證明或服兵役持有入營服役通知書。 

三、僑生及外國學生因故不能按時來校報到入學。 

四、懷孕、生產者，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五、哺育三歲以下子女之需要者，檢附戶籍謄本。 

前項一至四款保留入學資格年限，除服兵役依法定役期保留外，以一年或一學期為限；

第五款保留入學資格依相關證明文件核定年限。 

第七條  本校學生入學所繳證明文件，如有假借、冒用、偽造、變造及入學考試舞弊等情事，        

一經查明，即開除學籍，不發給與修業有關之任何證明文件，並由學校通知其家長或監

護人。如在畢業後始發覺者，除依法追繳其畢業證書外，並公告撇銷其畢業資格。 

第七條之一本校對於學生學籍之管理，應永久保存。 

 

  第三章 繳費、註冊、選課 

 

第八條  本校學生於每學期開學之始，須依照下列規定辦理繳費、註冊、選課等手續： 

一、繳費、註冊：學生應按照規定期限內繳交各項應繳費用，繳費後視同已註冊。逾期

未繳費，除書面請准延緩註冊或特殊狀況經專簽核准外，餘視同未註冊，應令退學。

每學期補改棄選日期截止後，學生應依規定期限補繳各項學分費，若至學期末學分

費尚未繳清者，次學期不得註冊，若為應屆畢業生，則暫不發予學位證書。                        

二、選課：按照教務處排定之各學系(所)科目時間表，於規定時間內按照下列規定辦理

選課。 

(一)依照學生選課注意事項規定辦理選課事宜。本校學生選課注意事項另定之。 

(二)學生選課第一學年至第三學年每學期不得少於十六學分不得多於廿五學分，

第四學年每學期不得少於九學分不得多於廿五學分。五、七年制學系，其應

屆畢(結)業學年比照上述第四學年規定，其餘學年比照上述第一、二、三學

年規定。但學期學業成績優良者，次學期得加選一至二科目學分，學期學業

成績優良標準由各學系(所)訂定之。情況特殊經專案簽請教務長核准者，不

受最低應修學分數限制，惟至少應修習一個科目。 

(三)醫學院各學系，如因特殊原因須延長一年始能參加實習者，如能提出實習該

學年每學期學分數超過九學分以上者，其應屆畢業年度每學期選課得不受前

(二)目「不得少於九學分」之限制。上述之學系，應屆及延畢生(大五或大八)

選課學分數在九學分（含）以上者，且全學期在醫院或校外實習而不在學校

上課者，其費用則繳學費全額及雜費五分之四。 

(四)學生學期修習科目在九學分(含)以下者，得不受本學則第廿一條第二、三項退

學規定之限制。體育、軍訓(護理)選修課程學分數，應併入該學期總修學分

數內核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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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重修或補修之科目，應儘先修習。已修習及格之科目不得重選。不得選修衝

堂之科目，違者衝堂科目均以零分計。 

(六)已選修之科目於學期考試前六週以前得申請退選，但不得超過兩科，退選後

修讀總學分仍不得低於最低應修學分數，並經學系(所)主任核准後送註冊組

辦理退選，退選科目於中、英文成績單上均留退選記錄。退選科目不退費。 

(七)選修他校課程依本校校際選課辦法辦理，本校校際選課辦法另定之，並報教

育部備查。 

選修暑修課程依本校暑期開班授課實施辦法辦理，本校暑期開班授課實施辦法另

定之，並報教育部備查。 

              (八)本校學生校內或校際選課，得以遠距教學方式實施，所修學

分及成績計算方式依本學則相關規定辦理。 

 

  第四章 缺席、曠課 

 

第九條  學生因請假而缺課者，稱為缺席，無故缺席者稱為曠課。學生請假辦法另定之。 

第十條  學生曠課一小時，扣所缺科目學業成績分數一分，請假缺席三小時，扣所缺科目學業成

績分數一分。因公請假，或因病請假而經醫生診斷出具證明書，或因懷孕、生產、哺育

三歲以下幼兒而核准之事（病）假、產假，其缺席不扣分。 

 

  第五章 轉學、轉系、輔系、雙主修 

 

第十一條  本校學生因故申請轉學，須經家長或監護人連署同意，經核准並辦妥退學手續後，          

發給修業證明書，惟入學資格未經核准者，不得發給。一經發給修業證明書後，即不

得要求返回本校肄業。 

第十二條 學士班學生修業滿一學年以上，得於第二學年開始前申請轉系。降級轉系者，其在二

系重複修習年限，不列入轉入學系之最高修業年限併計；本校學生申請轉系辦法另

定之，並報教育部備查。 

第十三條  學士班學生選讀輔系或雙主修規定如下： 

一、學生經本校及簽約之他校同意，得依其志趣，選定本校或簽約之他校設有輔系學

系為輔系，並以本校或簽約之他校一系為限；選定本校或簽約之他校設有雙主修

學系為雙主修，並以本校或簽約之他校一系為限。 

二、學生修讀輔系或雙主修辦法另定之，並報教育部備查後實施。 

 

第六章 休學、復學、退學、開除學籍及申訴 

 

第十四條 學生休學規定如下： 

一、學生因故得以學期為單位申請休學，學士班學生申請休學須經家長或監護人同

意。休學累計以二學年為原則，期滿因重病再經醫院證明申請休學者，經專案簽

請教務長核准後，酌予延長休學期限，但至多以二學年為限。新生及轉學生入學

第一學期，須於完成註冊後，始得申請休學。 

二、休學期間應徵服役者，須檢同徵集令或軍人補給證影本，向本校申請延長休學至

服役期滿為止，服役期間不計入休學累計。因懷孕、生產申請休學者，應檢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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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證明文件，申請休學期間至多以二學期為限，且不計入休學期限內。為哺育三

歲以下子女休學者，應檢附戶籍謄本提出申請，期限依實際需要核定，且不計入

休學期限內。 

三、應屆畢業生未修足規定科目與學分，須於延長修業期限之第二學期重修或補              

修者，第一學期得免予註冊辦理休學，得不受休學累計二學年之限制。註冊者，

至少應選修一門科目。 

四、修業七年(含實習)醫學系學生，修滿四年課程且已修畢該系一二八學分以上者，

經依「報考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之規定考取並就讀研究所者，於醫學系辦理

休學。於碩士班修業期間得向醫學系申請休學，若經碩士班逕修讀博士班得再延

長休學，共六學年為限，該休學期間不列入醫學系修業年限。 

五、學生休學應於學期開始至學期考試前向教務處註冊組辦理申請手續。 

六、因重大事故致無法參加補考者，得檢具證明，經教務處核准後，未參加期末考試

之學期，得以休學論處，惟其休學累計學期數仍應符合學則相關規定。 

七、請准休學學生，其休學學期內已有成績者，不予計算。 

第十五條 學生復學規定如下： 

          一、學生休學期滿應持復學通知書辦理復學，編入原肄業學系(所)相銜接之學年或學

期肄業。 

          二、學生於學期中途或學期考試前休學者，復學時應編入原休學學年或學期肄業。              

前項原肄業學系變更或停辦時，應輔導學生至適當學系肄業。 

第十六條 退學、開除學籍及申訴規定如下： 

一、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予退學：  

(一) 自動申請退學者。 

(二) 入學或轉學資格經本校審核不合者。 

(三) 逾期未註冊或休學逾期未復學者。 

(四) 操行成績不及格或犯有重大過失經學生獎懲委員會議議決並經校長核定退學

者。 

(五）學業成績依本學則第二十條第二、三項之規定應令退學者。 

(六) 修業期限屆滿，仍未修足所屬學系規定應修科目與學分者。 

(七) 依其他有關條文之規定應令退學者。 

學生未成年申請自動退學者，須經家長或監護人同意。 

          二、學生有下列情形者，即予開除學籍： 

             (一) 有本學則第七條之情形者。 

             (二) 犯有重大過失經學生獎懲委員會議議決並經校長核定者。 

          三、應予退學學生除本條文第一款第(二)目外其入學資格經本校備查者，得向本校申

請發給修業證明書，但對於開除學籍之學生由學校通知其家長或監護人，並不得

發給有關學業之證明書，亦不得報考本校入學或轉學考試。 

          四、依本條文第一、二款之處分有異議者，得於公告後規定期限內，向本校學生              

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申訴。申訴、訴願及行政訴訟期間學生學籍及成績之處              

理相關規定如下： 

            (一)申訴結果未確定前，不因申訴之提起，而停止原處分之執行。但在校生                

(依學校規定提起申訴者)得繼續在校肄業。申訴期間之各項學籍處理，                

除不發給學位證書外，其餘均比照在校生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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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申訴結果如維持原處分，其留校繼續肄業期間所修學分及成績不予採認，                

並依規定退費。其修業證明書所載修業截止日期以原處分之日期為準。            

另為處分得復學之學生，因特殊事故無法及時復學時，應輔導復學，其復學前

之離校期間，並得補辦休學，以一學期為限。 

            (三)經校內申訴未獲救濟者，得依法提起訴願及行政訴訟；原處分經上級主             

管機關決定或行政法院判決顯係違法或不當時，應另為處分。另為處分             

得復學之學生，因特殊事故無法及時復學時，應輔導復學，其復學前之             

離校期間，並得補辦休學。 

第十七條  學生休、退學退費，依「大專校院學生休退學退費作業要點」辦理退費。 

 

  第七章 考試、成績、補考、重讀 

 

第十八條 本校學生考試除入學考試外，分下列三種： 

          一、臨時考試：由任課教師於上課時間內隨堂舉行之。 

          二、期中考試：於每學期期中舉行之。 

          三、學期考試：於每學期結束時在規定時間內舉行之。 

          本校各項入學考試及學生在校各種考試試卷保存時間均為一年。 

第十九條  學士班學生成績分學業(包括實習)、操行兩種，各種成績核計均採百分記分法以          

一百分為滿分，六十分為及格。除操行、體育、及軍訓(護理)及服務學習成績之計算

辦法另定外，各科目學期成績由授課教師根據臨時考試、期中考試、學期考試及平時

成績計算，填入學期成績記載表，送交教務處註冊組，學生成績永久保存，紙本學期

成績記載表應保存 10年。 

          一、學期學業平均成績計算如下： 

             (一) 以科目之學分數乘該科目成績為學分積。 

             (二) 以學分總數除總學分積為學期平均成績。 

             (三) 學期學業平均成績之計算，不含暑修包括不及格科目成績在內。 

          二、畢業成績計算：以各學期(含暑修)修習學分數總和除成績積分總和。 

          三、學業成績之等第如下： 

              優等；九十分至一百分者。 

              甲等：八十分至未滿九十分者。 

              乙等：七十分至未滿八十分者。 

              丙等：六十分至未滿七十分者。 

              丁等：未滿六十分者。 

          四、凡某科成績不滿六十分者為不及格，不給學分。 

          五、學生各科成績一經送交教務處後不得更改。如有計算錯誤或漏列時，應依照本校

「教師繳交及更正成績要點」辦理。其要點另定之。 

第二十條 學生學期學業成績不及格之處理，規定如下： 

          一、學期學業成績不及格科目均不予補考，必修科目應令重修。 

二、累計兩次學期學業成績不及格科目之學分數達該學期修習科目總學分數二分之一

者，應令退學。 

三、僑生、外國學生、海外回國升學之蒙藏生、原住民族籍學生、派外人員子女學生

及符合教育部規定條件之大學運動績優學生，學期學業成績不及格科目之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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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一學期修習學分總數達三分之二不及格，另一學期修習學分總數逾二分之一

不及格者，應令退學。 

四、身心障礙學生或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委員會鑑定

為身心障礙安置就學者，不適用因學業成績退學規定。 

第廿一條 學生因重大事故，不能參加學期考試，需補考者應依「學生請假辦法」辦理請假手續，

請假期間所有之應考科目均列入請假。需補考者由教務處簽發學期考試補考通知單，

交由學生送任課教師自行辦理補考。因病請假補考成績超過六十分，概以六十分計

算。因公請假、或考試時間衝堂補考者，其補考成績以實際成績計算。學生因懷孕、

生產、哺育三歲以下子女而核准之事（病）假、產假，得採補考或其他補救措施彈性

處理，其成績按實際成績計算。 

 

第八章 畢業 

 

第廿二條 本校採學年（學期）學分制，學生修業期限，除醫學系修業七年(均包括實習一年)、

建築學系建築設計組修業五年外，其他各學系學士班、學士學位學程修業年限均為四

年。 

在規定修業期限內，未修滿該學系、學分學程、教育學程、輔系應修學分者，得延長

修業期限，其延長期間，以二學年為限。 

修讀雙主修學生延長修業期限，依其修習辦法之規定辦理。 

身心障礙學生或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委員會鑑定為身

心障礙安置就學者，因身心狀況及學習需要，得延長其修業期限，最長以四學年為限。 

學生因懷孕、生產或哺育三歲以下子女之需要，其延長修業期限依相關證明文件核定

年限。 

第廿三條 學士班學生符合下列「成績優異」標準者，修滿該學系規定之全部應修科目與學分，

得專案簽請教務長核准提前一學期或一學年畢業： 

一、 修滿畢業科目與學分，各學期學業成績平均在八十分以上，或學業成績累計名

次在該系該年級（班）學生數前百分之十以內。 

二、各學期操行成績八十分以上。 

第廿四條 應屆畢業生未修足規定科目與學分須於延長修業期限之第二學期重修或補修者，          

第一學期得免予註冊，辦理休學，註冊者至少應選修一科目。 

第廿五條  學生畢業條件規定如下： 

一、修讀學士學位學生，依法修業期滿，修滿應修學分，有實習年限者，實習完畢者，

經考核成績合格者，由本校授予學士學位證書。 

二、學生修業期間應依本校「英語能力及成就鑑定測驗實施辦法」通過各學系訂定之

英文檢定門檻，其辦法另定之。 

三、學生應依本校「服務學習課程實施辦法」修習服務學習課程，其辦法另定之。 

第廿六條  應屆畢業生成績優異者，得申請逕行修讀博士學位，其辦法另定之。 

  第九章 更改姓名、出生年月日 

 

第廿七條 入學新生姓名、出生年月日，應以身分證所載者為準。入學資格證件所載與身分          

證不符者，應即更正。 

第廿八條 在校生及畢(肄)業校友申請更改姓名、出生年月日者，應檢具戶政機關發給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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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報請原校辦理，其畢業校友之學位(畢業)證書，並由原校改註加蓋校印。 

 

第十章 研究生 

 

第廿九條 報考本校碩士班研究生，應繳驗具有學士學位證書或證明書，以同等學力報考者，          

應繳驗有關同等學力證件。報考博士班研究生，應繳驗具有碩士學位證書或證明書，

以同等學力報考者應繳驗有關同等學力證件。 

第卅條   研究生修業期限、轉所、成績考查及學位考試，應依照本校研究生章程及學位考試細

則之規定辦理。章程及細則另定之，並報教育部備查後實施。 

第卅一條 研究生報考、入學、註冊、保留入學資格、休學、復學、更改姓名、出生年月日、          

違犯校規之處置、申訴及應屆畢業與畢業資格等事項，均比照本學則有關各條之規定

辦理。 

 

  第十一章 出國 

第卅二條 本校學生於肄業期間出國(含赴大陸)，有關學業與學籍之處理，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本規定適用之學生如下： 

             (一) 經教育部選派、委派或本校同意出國(含赴大陸)進修、研究、受訓、實習、

表演及比賽者。 

             (二) 經本校同意於寒暑假從事研習主修學科、外國語文或從事學位論文相關研究

資料之蒐集者。 

             (三) 經本校同意為有合作關係之外國大專院校交換學生或於寒暑假期間訪問國

外姐妹校者。 

             (四) 經本校同意參加國際會議發表論文、學術研討或體育競賽活動者。 

             (五) 經立案文教、藝術團體選派出國參與重要文教體育活動事先報經教育部同意

在案者。 

             (六) 其他本校函報教育部核准在案者。 

          二、申請出國進修、研究、研習主修學科、外國語文及從事學位論文相關研習之國外

大專院校，以教育部認可者為限。 

          三、申請出國應以不影響正常課業為原則；進修、研究者，最長一年，餘依實際所需

時間核定最長三個月。 

          四、本校學生依第一項第(一)(二)(三)款之規定出國進修、研究、研習主修學科、              

外國語文、交換學生或從事論文相關研究者，可不辦理休學，並於出國期間所習

之科目學分，(學分之計算原則以授課滿十八小時為一學分)得酌予採認，出國進

修期間並得列入學業年限計算，至多以一年為限。 

          五、本校學生未辦理休學申請出國，除合約另有規定依其規定，或情形特殊經專案簽

准外，仍須辦理註冊依規定繳費(寒暑假期間免)。出國期間為一學期或一學年

者，本校不須辦理選課，否則仍須選課。出國期間影響註冊選課者，須委託他人

辦理註冊選課；影響學期考試者，得准返校後補行考試。 

          六、經核准至簽約之國外學校修讀跨國雙學位之學生，於出國期間所習之科目學分，

得酌予採認，出國進修期間以二年為限，並列入修業期限計算。 

          七、在學役男出國應依內政部役男出境處理辦法及有關規定辦理。 

          八、申請出國作業流程、所需繳填資料及相關注意事項悉依本校學生出國參加學術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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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活動實施辦法規定辦理。 

 

  第十二章 附則 

 

第卅三條 本學則如有未盡事宜，依教育部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卅四條 本學則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公告施行，並報教育部備查，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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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 

研究生章程修正條文對照表 

擬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四章 修業期限、學分、成

績、轉所 

第九條 碩士班研究生修業期

限以一至四年為限。 

碩士在職專班之修業年限以一

年至四年為限，但未在規定之

修業期限內修滿應修課程或未

完成學位論文者，修業期限得

再延長一年為限。 

博士班研究生修業期限以二至

七年為限。 

逕攻博士學位者修業期限至

少三年，至多七年為限。 

碩博士班在職生未在規定修

業期限修滿應修課程或未完

成學位論文者，修業期限得再

延長一年為限。 

前項「在職生」身分之界定，

以入學時之報考身分為準。 

身心障礙學生或各直轄市、縣

(市)政府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

就學輔導委員會鑑定為身心

障礙安置就學者，因身心狀況

及學習需要，得延長其修業期

限，最長以四學年為限。 

學生因懷孕、生產或哺育三歲

以下子女之需要，其延長修業

期限依相關證明文件核定年

限。 

第四章 修業期限、學分、成

績、轉所 

第九條 碩士班研究生修業期

限以一至四年為限。 

碩士在職專班之修業年限以一

年至四年為限，但未在規定之

修業期限內修滿應修課程或未

完成學位論文者，修業期限得

再延長一年為限。 

博士班研究生修業期限以二至

七年為限。 

逕攻博士學位者修業期限至少

三年，至多七年為限。 

碩博士班在職生未在規定修業

期限修滿應修課程或未完成學

位論文者，修業期限得再延長

一年為限。 

前項「在職生」身分之界定，

以入學時之報考身分為準。 

 

依大學法第 26 條規

定，增訂身心障礙學生

及學生因懷孕、生產或

哺育三歲以下子女之

需要，延長其修業期

限。 

  

 

第十三條 研究生有下列情形

之一，應令退學： 

一、修業期限屆滿，仍未通過

學位考試者。 

二、博士班研究生資格考核未

依該學系(所)規定年限及

次數完成者。 

三、學位考試不及格，經重考

一次仍不及格者。 

第十三條 研究生有下列情形

之一，應令退學： 

一、修業期限屆滿，仍未通過

學位考試者。 

二、博士班研究生資格考核未

依該學系(所)規定年限及次數

完成者。 

三、學位考試不及格，經重考

一次仍不及格者。 

1.文字修正。 

2.第七款增列且違反

學術倫理情節重大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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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逾期未註冊或休學逾期未

復學者。 

五、操行成績不及格者。 

六、原入學資格經審核不合格

者。 

七、所著論文、創作、展演、

書面報告或技術報告有抄

襲或舞弊情事，於學系（所）

組成專案調查小組調查屬

實且違反學術倫理情節重

大者、經學系（所）務會議、

院相關會議同意送學生獎

懲委員會決議並經校長核

定退學者。 

八、其他符合各學系(所)修業

規章中之退學規定，經學

系（所）務會議、院相關

會議同意送學生獎懲委員

會決議並經校長核定退學

者。 

 

四、逾期未註冊或休學逾期未

復學者。 

五、操行成績不及格者。 

六、入學資格經審核不合格者。 

 

七、所著論文、創作、展演、

書面報告或技術報告有抄襲或

舞弊情事，於學系（所）組成

專案調查小組調查屬實後、經

學系（所）務會議、院相關會

議同意送學生獎懲委員會決議

並經校長核定退學者。 

 

 

八、其他符合各學系(所)修業規

章中之退學規定，經學系（所）

務會議、院相關會議同意送學

生獎懲委員會決議並經校長核

定退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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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究  生  章  程  

          奉教育部 87.12.14 台(87)高(二)字第八七一三二八○五號函准予備查 

               奉教育部 89.03.13 台(89)高(二)字第八九○二七八八三號函准予修正備查 

               奉教育部 89.10.24 台(89)高(二)字第八九一三五八八七號函准予修正備查 

               奉教育部 90.05.02 台(90)高(二)字第九○○六○四一一號函准予修正備查 

           奉教育部 92.04.09 台(92)高(二)字第○九二○○五一四一七號函准予修正備查 

95.6.13 94 學年度第 3次教務會議及 95.10.25 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奉教育部 96.01.29 台高(二)字第 0960008528 號函准予備查 

97.6.4 96 學年度第 3 次教務會議及 97.06.25 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奉教育部 97.08.14 台高(二)字第 0970158282 號函准予備查 

98.06.23 97 學年度第 3次教務會議及 98.09.30 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奉教育部 98.12.22 台高(二)字第 0980216366 號函准予備查 

100.06.29 99 學年度第 5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奉教育部 100.09.02 台高(二)字第 1000147906 號函准予備查

100.11.22 100 學年度第 1 次教務會議及 100.12.28 100 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條 本校為配合國家建設，提高學術研究，特遵照「大學法及其施行細則」設立學系( 

        所)碩士班及博士班，培養高級專門人才，並依據部頒「學位授予法」、「學位授 

        予法施行細則」、本校「碩、博士班研究生招生辦法」及本校學則第三十條之規定 

        訂定本章程。 

第二條 本校碩士班及博士班研究生入學、註冊、選課、修業期限、學分、成績、轉所、退 

        學、畢業及授予學位等悉依照本章程辦理。 

 

  第二章 入學 

 

第三條 凡國內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大學，或經教育部認可之外國大學畢業，得有學士學位 

        ，或合於同等學力規定者，經本校碩士班研究生入學考試錄取者，或以公開方式辦 

        理對校內外大學部畢業生及應屆畢業學生甄試錄取之學生，得入本校碩士班肄業。 

第四條 凡國內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大學，或經教育部認可之外國大學研究所畢業得有碩士 
學位，或合於同等學力規定者，經本校博士班研究生入學考試錄取者，得入本校博士班
肄業。本校應屆畢業學士班學生、碩士班研究生，合於逕行修讀博士學位資格者，得申

請逕行修讀博士學位。其申請辦法另訂之。 

第五條  申請入學之外國研究生，符合第三條或第四條資格規定經本校審查或甄試合格者， 

 得入本校碩士班或博士班就學。 

第六條  本校招收碩士班及博士班研究生，均應訂定招生簡章並成立招生委員會，由校長任 

  主任委員，各學系(所)亦應組成招生小組秉公正、公平、公開原則，依本校碩、博士班

研究生招生辦法辦理招生事項。本校招生辦法由教務會議另訂之，並報教育部核定。 

 

第三章 註冊、選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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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研究生入學註冊後，依各該學系(所)規定之科目表辦理選課，其應修課程及研究論文須

經指導教授及學系(所)主任（所長）核准。 

指導教授須為本校教師，其資格及選任應依系(所)規定並經學系（所）主任（所長）同

意。 

第八條  研究生退選科目，均應於本校學則規定退選期限內，經學系(所)主任及任課教師之核

准，向教務處辦理退選手續。 

 

第四章 修業期限、學分、成績、轉所 

 

第九條 碩士班研究生修業期限以一至四年為限。 

碩士在職專班之修業年限以一年至四年為限，但未在規定之修業期限內修滿應修課程或

未完成學位論文者，修業期限得再延長一年為限。 

博士班研究生修業期限以二至七年為限。 

逕攻博士學位者修業期限至少三年，至多七年為限。 

碩博士班在職生未在規定修業期限修滿應修課程或未完成學位論文者，修業期限得再延

長一年為限。 

前項「在職生」身分之界定，以入學時之報考身分為準。 

身心障礙學生或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委員會鑑定為身心

障礙安置就學者，因身心狀況及學習需要，得延長其修業期限，最長以四學年為限。 

學生因懷孕、生產或哺育三歲以下子女之需要，其延長修業期限依相關證明文件核定年

限。 

第十條  碩士班研究生至少須修滿二十四學分；博士班研究生至少須修滿十八學分；逕攻博 

士學位研究生至少須修滿三十學分。碩士論文六學分、博士論文十二學分，均另計。 

第十一條研究生各科目學期成績(計算方式比照學士班規定)及論文考試成績均以一百分為滿

分，七十分為及格；未達七十分者不給學分。必修科目不及格者，不得補考，應令重修。

操行成績以六十分為及格。 

但修讀教育學程課程成績以六十分為及格，不及格者，不得補考。教育學程課程之學分

及成績，均不列入學期平均成績及學期修習學分數內計算。 

研究生修讀學士班課程成績以六十分為及格，不及格者，不得補考。學士班課程之學分

及成績不列入學期平均成績及學期修習學分數內計算。但情況特殊經學系所同意專案簽

請教務長核准者，不在此限。 

研究生學期學業及畢業成績計算方法如下： 

一、學期學業平均成績：  

(一) 以科目之學分數乘該科目成績為學分積。 

           (二) 以學分總數除總學分積為學期平均成績。 

           (三) 學期學業平均成績之計算包括不及格科目成績在內。 

        二、畢業成績：以學業平均成績與學位考試成績之平均，為其畢業成績。 

第十二條 研究生修業滿一學年以上除特殊情形，經原肄業學系(所)與擬轉入之學系(所)雙方主

任（所長）認可，並經教務長核准者外，不得轉所(組)，並以一次為限，一經核准即

不得再返原學系所組。 

 

第五章 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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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條 研究生有下列情形之一，應令退學： 

一、修業期限屆滿，仍未通過學位考試者。 

二、博士班研究生資格考核未依該學系(所)規定年限及次數完成者。 

三、學位考試不及格，經重考一次仍不及格者。 

四、逾期未註冊或休學逾期未復學者。 

五、操行成績不及格者。 

六、原入學資格經審核不合格者。 

七、所著論文、創作、展演、書面報告或技術報告有抄襲或舞弊情事，於學系（所）組

成專案調查小組調查屬實且違反學術倫理情節重大，經學系（所）務會議、院相關

會議同意送學生獎懲委員會決議並經校長核定退學者。 

八、其他符合各學系(所)修業規章中之退學規定，經學系（所）務會議、院相關會議同

意送學生獎懲委員會決議並經校長核定退學者。 

 

  第六章 畢業及授予學位 

 

第十四條 研究生合於左列各項規定者，准予畢業。 

          一、在規定年限內修滿應修之科目與學分者。 

          二、依照本校研究生學位考試細則，通過學位考試者。 
          研究生學位考試細則另訂之，並報教育部備查。 

第十五條 合於前條規定之碩、博士班研究生，由本校碩、博士學位考試委員會考試通過後， 

          由本校授予碩、博士學位並發給學位證書。 

 

第七章 附則 

 

第十六條 本章程如有未盡事宜者，悉依本校學則有關之規定。 

第十七條 本章程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公告施行，並報教育部備查，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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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6 

修正規定 原行規定 說明 

二、經費來源： 

本校特聘教授之設置，除由校

務基金自籌款或教育部「邁向

頂尖大學計畫」經費編列預算

支應外，並得由財團法人、民

間企業或熱心公益之團體、個

人，以基金或定期捐贈方式贊

助之。 

二、經費來源： 

本校特聘教授之設置，除由校

務基金自籌款或教育部「發展

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

心計畫」經費編列預算支應

外，並得由財團法人、民間企

業或熱心公益之團體、個人，

以基金或定期捐贈方式贊助

之。 

配合教育部第二期頂大計畫

名稱爰修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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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特聘教授設置要點  

91 年  6月 12日 90學年度第 3 次校務會議延會通過 

91 年 12月 25日 91學年度第 2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4年 12月 28日 94學年度第 2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5 年 10月 25日 95學年度第 1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9 年 10月 27日 99學年度第 1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 年 12月 28日 100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宗旨： 

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勵本校教授致力於提昇學術水準，爭取更高榮譽，特訂

定「國立成功大學特聘教授設置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經費來源： 

本校特聘教授之設置，除由校務基金自籌款或教育部「邁向頂尖大學計畫」經費編列預算支

應外，並得由財團法人、民間企業或熱心公益之團體、個人，以基金或定期捐贈方式贊助之。 

 

三、特聘教授資格： 

特聘教授由教授年資三年(含)以上之教授擔任，並應具有下列基本條件之一： 

（一）曾於三年（含）內獲國科會傑出研究獎或特約研究人員者。 

（二）曾獲國科會年度專題研究計畫研究主持費共達三次（含）以上者（原獲國科會甲等獎

者比照辦理）。 

（三）曾獲國內、外著名學術獎或在學術、教學、科技與民生上有傑出貢獻者。 

 前述條件均自取得教授資格後起算。 

 

四、特聘教授獎助金： 

擔任特聘教授之教授在其受聘專職期間，得連續支領每月壹萬元獎助金三年，以協助其教學

研究工作。每三年需再送審一次，連續二次通過審查者得支領每月貳萬元獎助金三年，連續

三次通過審查者得支領每月叁萬元獎助金三年，中斷後再通過審查者得依前次核定額度支領

獎助金三年。送審未獲通過者仍具有特聘教授榮銜，不再支領獎助金。 

    特聘教授獎助金支領期間最多三任，三任期滿者仍具有特聘教授榮銜，不再支領獎助金。 

 

五、特聘教授義務：  

依本要點聘任之特聘教授，應致力於提昇本校之學術水準及教學品質，並爭取更高榮譽。 

 

六、聘任、推薦審查程序： 

（一）符合特聘教授資格第（一）款之教授，經確認後聘任。 

（二）符合特聘教授資格(二-三)款之教授，得經由系、院於每年十月底前提出申請，送特聘

教授評審委員會審查，通過之名額視經費而定。推薦時應檢附被推薦人選之學經歷、

著作目錄、重要論著、具體學術成就證明和其他相關之證明文件。 

 

七、特聘教授如獲聘為本校講座教授時，特聘教授獎助金自動終止。本校講座於申領講座教授獎

助金三年期滿後得申請特聘教授獎助金，通過審查者得支領每月叁萬元獎助金三年。 

 

八、特聘教授評審委員會之委員由校長聘請專家學者若干人組成，另由教務長擔任召集人。 

 

九、本要點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及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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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7 

國立成功大學博、碩士學位論文抄襲、舞弊處理要點 

100.12.28 100學年度第2次校務會議通過 

一、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維護高等教育品質與學術倫理，防範本校博、

碩士學位論文有抄襲、舞弊等情事發生，本於公平、公正及客觀之原則，特依

據學位授予法第七條之二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博、碩士學位論文，係指本校依學位授予法所授予博、碩士學位之

論文。 

三、為調查、審議及認定本校博、碩士學位論文有無抄襲、舞弊情事，相關學系(所、

專班、學程)應組成調查小組，學院應組成博、碩士學位論文抄襲舞弊審議委

員會（以下簡稱審定委員會）。 

四、本校博、碩士學位論文疑涉有抄襲或其他舞弊情事時，調查程序如下： 

（一）本校各單位知悉或接獲檢舉本校博、碩士學位論文有抄襲或其他舞弊情

事時，應檢附具體違反情形及相關資料，送交被檢舉人所屬學系(所、專

班、學程)受理。 

（二）被檢舉人所屬或相關學系(所、專班、學程)應於接獲案件後二十日內成

立調查小組，調查小組由被檢舉人所屬或相關學系（所、專班、學程）

主管推薦學系（所）教師及校內外專業領域之公正學者專家三至五人，

簽請院長遴聘，並以該學系（所、專班、學程）主管為召集人。若學系

（所、專班、學程）主管須迴避時，召集人由院長就所屬或相關學系(所、

專班、學程)之教師指定一人擔任。開會前，調查小組委員身分應予保密。 

（三）調查小組應於組成後一個月內完成調查，並提出調查報告。必要時，得

延長一個月。 

（四）調查小組於進行調查時，得以書面通知被檢舉人在期限內提出書面說明

或到場陳述意見。未於通知期限內提出說明書或到場陳述意見者，視為

放棄陳述之機會。 

（五）調查小組必要時得邀請被檢舉人之指導教授列席說明。 

（六）調查小組完成調查後，應將調查報告提交院審定委員會審定。 

五、院審定委員會審議程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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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審定委員會由被檢舉人所屬學院院長、院內教師及校內外專業領域之公

正學者專家，共五至七人組成，由院長推薦簽請校長遴聘之。開會前，

審定委員會委員身分應予保密。 

（二）審定委員會以院長為召集人並為會議主席。若院長須迴避時，召集人由

教務長擔任；若院長及教務長均須迴避時，則由校長指定副校長一人擔

任。 

（三）審定委員會開會時，應有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

上同意，方得決議。   

（四）審定委員會開會時，應以書面通知被檢舉人提出說明或到場陳述 意見。

未於通知期限內提出說明書或到場陳述意見者，視為放棄陳述之機會。  

（五）審定委員會必要時得邀請被檢舉人之指導教授列席說明。 

六、院審定委員會審議決定如下： 

（一）審定委員會審定被檢舉人學位論文抄襲或舞弊，違反學術倫理不成立

時，應以書面通知檢舉人與被檢舉人。 

（二）審定委員會審定被檢舉人學位論文確有抄襲或其他舞弊情事，違反學術

倫理者，簽請校長核定後通知教務處，由教務處撤銷被檢舉人之學位、

公告註銷並追繳已發之學位證書。另發函國家圖書館及本校圖書館撤下

被檢舉人之論文紙本及電子檔案。 

七、為維護調查、審定之客觀性與公平性，與被檢舉人現有或曾有論文指導師生關

係、口試委員、三親等內之血親、四親等內之姻親、學術合作關係或其他利害

關係者，皆不得擔任調查小組與審定委員會之委員。 

八、對於博、碩士學位論文抄襲、舞弊案，經審定成立並作出撤銷處分後應公告之，

對檢舉人身分應予嚴格保密。 

九、以創作、展演、書面報告或技術報告等取得博、碩士學位者，涉有抄襲或其他

舞弊情事者，準用本要點。 

十、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依教育部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十一、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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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國立成功大學校務發展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二條  本會設委員若干人，由下列

人員組成之： 

一  當然委員：校長、副校長、教

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

研發長、國際事務長、研究總

中心中心主任、財務長、校友

聯絡中心中心主任、各學院院

長、附設醫院院長。 

二  推選委員：包括教師委員與學

生委員，總人數為前款當然委

員實際人數加一至二人。 

(一)教師委員（非兼任行政職務之

教師）： 

各學院保障名額各一人，任期

二年，每年改選二分之一為原

則，得連選連任。先由各學

院、教務處(軍訓室、體育室、

通識教育中心及未有所屬學

院之系、所)等單位推薦候選

人，再由校務會議應出席人員

推選之，任期至新任委員產生

為止。委員任期中如因故無法

或不能擔任委員職務時，由推

選當年度之次高票候選人遞

補之（須先滿足各學院保障名

額各一人之條件），其任期以

補足所遺任期為限。各學院、

處推薦候選人之人數以該單

位校務會議代表人數之三分

之一為原則，但應至少推薦二

人。 

(二)學生委員：大學部學生與研究

生各一人，由學生自治團體推

選產生，任期二年，得連選連

任。委員任期中如因故無法或

不能擔任委員職務時，由學生

自治團體另行推選遞補之，其

第二條  本會設委員若干人，由左列

人員組成之： 

一  當然委員：校長、副校長、

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

長、研發長、國際事務長、

研究總中心主任、各學院院

長、附設醫院院長。 

 

二   推選委員(非兼任行政職務

之教師)： 

推選委員人數為前款當然委員實

際人數加一人。各學院保障名額

各一人，任期二年，每年改選二

分之一為原則，得連選連任。先

由各學院、教務處(軍訓室、體育

室、通識教育中心及未有所屬學

院之系、所)等單位推薦候選人，

再由校務會議應出席人員推選

之，任期至新任委員產生為止。

各學院、處推薦候選人之人數以

該單位校務會議代表人數之三分

之一為原則，但應至少推薦二人。 

1.依 100年 10月

12日 100學年

度第 1 次校務

發展委員會臨

時 動 議 之 決

議 ， 將 財 務

長、校友聯絡

中心主任及學

生代表明定為

出席人員，爰

修正之。 

2.明訂委員出缺

遞補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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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期以補足所遺任期為限。 

第四條  本會每學期至少開會一次，

必要時主任委員可召開臨時會議。 

本會之決議，以過半數委員

之出席，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行

之。但學院、學系、研究所及重要

附設單位之設立、變更、停辦或有

關校務發展重大事項，須經出席委

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 

本會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

因公假、差假、上課或因病請假不

能出席時，除當然委員得委託其職

務代理人出席者外，其餘委員得以

書面委託原推選單位之成員代理出

席，並享有委員的權利及義務。 

 

第四條  本會每學期至少開會一次，

必要時主任委員可召開臨時會議。 

一、本條新增第

二項及第三

項。 

二、明定本會一

般事項與特

別事項之出

席人數及決

議人數。 

三、明定本會委

員應親自出

席，但因故

不 能 出 席

時，當然委

員得指派代

理人出席；

推選委員得

委託原推選

單位之成員

代理出席，

以利議事程

序之進行。 

第五條  本會審議下列事項： 

一  校務中長程發展計畫之修訂。 

二  學院、學系、研究所及重要附

設單位之設立、變更、停辦。 

三  年度預算及財務計畫。 

四  國際學術合作、締結姊妹校事

項。 

五  科際整合計畫有關事項。 

六  其他有關校務發展事項。 

第五條  本會審議左列事項： 

一  校務發展計畫。 

二  學院、學系、研究所及重要附

設單位之設立、變更、停辦。 

三  年度預算及財務計畫。 

四  國際學術合作、締結姊妹校事

項。 

五  科際整合計畫有關事項。 

六  其他有關校務發展事項。 

文字修正 

第七條  本會開會時主任秘書、會計

主任、人事室主任及新聞中心主任

列席，並得視實際需要邀請其他人

員列席。 

第七條  本會開會時主任秘書、會計

主任、人事室主任、校友聯絡中心

主任及大學部學生、研究生各一人

代表列席，並得視實際需要邀請其

他人員列席。 

校友聯絡中心中

心主任及大學部

學生、研究生代

表均改為出席人

員，爰配合修正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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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校務發展委員會設置辦法  

  76 年 07 月 15 日七十五學年度第三次校務會議通過 
  82 年 12 月 22日八十二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4 年 11 月 15 日八十四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5 年 04 月 17 日八十四學年度第四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7 年 06 月 10日八十六學年度第四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1 年 12 月 25日九十一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5.11.01 九十五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延會修正通過 
  97.03.26 九十六學年度第三次校務會議附帶修正通過 
  100.12.28 一○○學年度第二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為加強校務發展計畫先期作業，落實校務發展目標，注重事前之效益評估，以及事後之
績效考核，促進計畫作業發揮預期之功能，特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二十四條之規定設立
校務發展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二條  本會設委員若干人，由下列人員組成之： 
一  當然委員：校長、副校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研發長、國際事務長、

研究總中心中心主任、財務長、校友聯絡中心中心主任、各學院院長、

附設醫院院長。 
二  推選委員：包括教師委員與學生委員，總人數為前款當然委員實際人數加一至二人。 

(一)教師委員（非兼任行政職務之教師）： 
各學院保障名額各一人，任期二年，每年改選二分之一為原則，得連選連任。先
由各學院、教務處(軍訓室、體育室、通識教育中心及未有所屬學院之系、所)等
單位推薦候選人，再由校務會議應出席人員推選之，任期至新任委員產生為止。

委員任期中如因故無法或不能擔任委員職務時，由推選當年度之次高票候選人遞
補之（須先滿足各學院保障名額各一人之條件），其任期以補足所遺任期為限。
各學院、處推薦候選人之人數以該單位校務會議代表人數之三分之一為原則，但
應至少推薦二人。 

(二)學生委員：大學部學生與研究生各一人，由學生自治團體推選產生，任期二年，
得連選連任。委員任期中如因故無法或不能擔任委員職務時，由學生自治團體另

行推選遞補之，其任期以補足所遺任期為限。 

第三條  本會設主任委員一人，由校長兼任之。 

第四條  本會每學期至少開會一次，必要時主任委員可召開臨時會議。 

本會之決議，以過半數委員之出席，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但學院、學系、研究
所及重要附設單位之設立、變更、停辦或有關校務發展重大事項，須經出席委員三分之
二以上同意行之。 

本會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因公假、差假、上課或因病請假不能出席時，除當然委員得

委託其職務代理人出席者外，其餘委員得以書面委託原推選單位之成員代理出席，並享
有委員的權利及義務。 

第五條  本會審議下列事項： 
一  校務中長程發展計畫之修訂。 

二  學院、學系、研究所及重要附設單位之設立、變更、停辦。 
三  年度預算及財務計畫。 
四  國際學術合作、締結姊妹校事項。 
五  科際整合計畫有關事項。 
六  其他有關校務發展事項。 

第六條  經本會審議通過之重大案件，應再提請校務會議討論通過後實施，但如受時間所限急需
辦理者，得先行辦理，再提校務會議追認之。本會工作情形及決議事項，應提校務會議
報告。 

第七條  本會開會時主任秘書、會計主任、人事室主任及新聞中心主任列席，並得視實際需要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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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其他人員列席。 

第八條  本設置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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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9 

國立成功大學組織規程第二十四條第一款修訂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二十四條   本大學設下列與教

學、研究及服務有關之委員會： 

一、校務發展委員會：規劃校務之

發展及重大校務事項之研擬。 

校長(召集人)、副校長、教務

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研

發長、國際事務長、研究總中

心中心主任、財務長、校友聯

絡中心中心主任、各學院院長

及附設醫院院長為當然委

員；由校務會議應出席人員就

各單位所推選之候選人推選

教師代表（非兼任行政職務

者）若干人為委員，其中各學

院保障名額各一人，任期二

年，每年改選二分之一為原

則，連選得連任；由學生自治

團體推選大學部學生及研究

生各一人為委員，任期二年，

連選得連任。推選委員人數為

當然委員實際人數加一至二

人。 

 

第二十四條   本大學設下列與教

學、研究及服務有關之委員會： 

一、校務發展委員會：規劃校務之

發展及重大校務事項之研擬。 

校長(召集人)、副校長、教務

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研

發長、國際事務長、研究總中

心中心主任、各學院院長及附

設醫院院長為當然委員，由校

務會議應出席人員就各單位

所推選之候選人推選教師代

表（非兼任行政職務者）若干

人為委員，其中各學院保障名

額各一人。教師代表人數為全

體委員之二分之一，任期二

年，每年改選二分之一為原

則，連選得連任。大學部學生

及研究生列席代表各一人。 

 

依 100 年 10 月 12

日 100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發展委員會

臨時動議之決議，

將財務長、校友聯

絡中心中心主任及

學生代表修訂為出

席人員，爰修正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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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0 

國立成功大學建教合作計畫行政管理費及節餘款支用要點 
                      第 143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0.09.26 

                                        92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研究發展會議修正通過 92.12.31 

                                        92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研究發展會議修正通過 93.06.02 

93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 次研究發展會議修正通過 94.06.13 

98 學年度第 3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 99.01.21 

98 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延會修正通過 99.04.28 

98 學年度第 5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 99.05.10 

99 學年度第 1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 99.10.08 

99 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9.10.27 

100 學年度第 2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 100.11.16 

100 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12.28 

一、為有效運用本校建教合作計畫行政管理費及節餘款，以支援各單位之教學及研

究發展，特依據「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辦法」第十二條訂

定「國立成功大學建教合作計畫行政管理費及節餘款支用要點」(以下簡稱本

要點)。 

二、各建教合作計畫案管理費先扣除 10﹪作為圖書館書刊經費後，依下列規定辦

理授權支用： 

（一）專題研究案： 

１．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管理費及賸餘款以原收入之經費為計算基準。支

用比率為校：56%，各學院及系所（研究總中心及研究中心）：34％。

其分配比例由各學院及系所（研究總中心及研究中心）透過適當會議協

商訂定。 

２．政府機關及公民營機構委託之專題研究計畫：支用比率為校：52.9%，

院或研究總中心：5.3%，系所或研究中心：31.8%。 

（二）服務性試驗及調查案： 

１．內業：支用比率為校：81%，院或研究總中心：9%。 

２．外業：支用比率為校：81.8%，院或研究總中心：8.2%。 

３．若以計畫書簽約之委託案：支用方式比照政府機關及公民營機構委託之

專題研究計畫辦理。 

（三）人員交流訓練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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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內業支用比率為校：66.7%，院：3.3%，系所或研究中心：20%； 

２．外業支用比率為校：39.1%，院：3.9%，系所或研究中心：47%。 

三、以建教合作案方式舉辦之學術研討會：比照政府機關及公民營機構委託之專題

研究計畫辦理。 

四、各建教合作計畫案執行結案後節餘款之授權支用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經校長核准降低管理費標準之計畫案執行結束時，如有節餘款，應先行補足

應行編列之管理費，再依以下原則分配節餘款。 

（二）凡計畫案已據委辦機關或校內規定編列管理費且節餘款新台幣（以下同）

10,000 元以下者，該計畫結案後之節餘款全數歸校方統籌運用；節餘款大於

10,000 元者， 全數授權主持人使用。 

（三）節餘款由計畫主持人繼續使用之部分，在年度結束時如仍有剩餘，得併入下

年度再使用。計畫主持人離職或退休，其節餘款之餘額，依校（10/17）、院

或研究總中心（1/17）、系所或研究中心（6/17）分配。但有特珠情形，經計

畫主持人於離職或退休生效日前專案簽准者，不在此限。 

（四）由研發處依規定辦理計畫節餘款之分配，經研發長核准後，由會計室依各單

位、計畫主持人單獨設帳管理。動支時依校內相關規定及行政程序辦理。 

五、本要點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及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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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1 
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專案研究人員實施要點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六、專案研究人員之審查程序，依系

（所、處、一級中心、館、室）

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教評

會）通過，循行政程序，由所屬

學院院長（非屬學院召集人），

報請校教評會審議之二級審查

程序辦理。 

專案研究人員以學位送審者，由

系（所、處、一級中心、館、室）

將其專門著作（包含學位論文）

送請所屬系（所、處、一級中心、

館、室）以外學者、專家 4 人評

審；以專門著作或重要研究成果

送審者，由院（非屬學院）將其

專門著作或重要研究成果送請

校外學者、專家 4 人評審，外審

結果彙提校教評會完成聘任程

序。 
曾任與擬任職務等級相當之編

制內研究人員者，得免辦理專門

著作或重要研究成果外審。 

 

六、專案研究人員之審查程序，依系

（所、處、一級中心、館、室）

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教評

會）通過，循行政程序，由所屬

學院院長（非屬學院召集人），

報請校教評會審議之二級審查

程序辦理。 

專案研究人員以學位送審者，由

系（所、處、一級中心、館、室）

將其專門著作（包含學位論文）

送請所屬系（所、處、一級中心、

館、室）以外學者、專家 3 人評

審；以專門著作或重要研究成果

送審者，由院（非屬學院）將其

專門著作或重要研究成果送請

校外學者、專家 3 人評審，外審

結果彙提校教評會完成聘任程

序。 
曾任與擬任職務等級相當之編

制內研究人員者，得免辦理專門

著作或重要研究成果外審。 

 

配合本校教師升等辦

法第六條條文之修

正，將擬聘專案研究

人員之著作外審人數

修正為 4 人。 

八、符合升等條件之專案研究人員，

得比照編制內研究人員，依「國

立成功大學研究人員聘任及升

等辦法」辦理升等，惟審查程序

如下：由系（所、處、一級中心、

館、室）教評會初審通過後，將

其專門著作或重要研究成果陳

請所屬院(非屬學院)彙送教務

處，送請校外學者、專家 4 人評

審後，再將外審結果彙提校教評

會審議，完成升等審查程序。 

 

八、符合升等條件之專案研究人員，

得比照編制內研究人員，依「國

立成功大學研究人員聘任及升

等辦法」辦理升等，惟審查程序

如下：由系（所、處、一級中心、

館、室）教評會初審通過後，將

其專門著作或重要研究成果陳

請所屬院 (非屬學院)彙送教務

處，送請校外學者、專家 3 人評

審後，再將外審結果彙提校教評

會審議，完成升等審查程序。 

配合本校教師升等辦

法第六條條文之修

正，將專案研究人員

擬升等之著作外審人

數修正為 4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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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專案研究人員實施要點 
98 年 6 月 24日 97 學年度第 4 次校務會議通過 

100 年 12 月 28 日 100 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通過 
一、本校為因應研究需要，特依教育部部頒國立大學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工作人

員實施原則，訂定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專案研究人員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專案研究人員，係指在本校校務基金學雜費收入及五項自籌收入項下，以約聘方
式進用之編制外人員。 

專案研究人員分為研究員、副研究員、助理研究員及研究助理。 

三、各單位具下列情事之一者，得擬訂「專案計畫書」，提經系（所、處、館、室）務會議或一
級中心會議通過，循行政程序簽會研究發展處、教務處、人事室、會計室並陳請校長核定後，
逕行辦理專案研究人員遴聘事宜。 
（一）單位有研究人員缺額，擬先試聘者。 
（二）單位因業務需要且有相關經費支援者。 

四、專案研究人員聘任之申請，須檢附下列證件資料： 
（一）簽奉核准專案計畫書。 
（二）擬聘專案研究人員簽辦表。 
（三）履歷表。 
（四）畢業證書或學位證書。 
（五）著作目錄。 
（六）其他足資證明資格之文件。 
另聘任單位得依實際需要請應聘人提供下列證件資料： 
（一）服務證明書。 
（二）推薦函。 

五、專案研究人員之遴聘資格，依「國立成功大學研究人員聘任及升等辦法」辦理；但初聘及續
聘年齡已達七十歲以上者，需經專案簽准。 

    專案研究人員聘任後之人事管理由人事室綜理。 
六、專案研究人員之審查程序，依系（所、處、一級中心、館、室）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循行

政程序，由所屬學院院長（非屬學院召集人），報請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之二級審查程序
辦理。 

        專案研究人員以學位送審者，由系（所、處、一級中心、館、室）將其專門著作（包含
學位論文）送請所屬系（所、處、一級中心、館、室）以外學者、專家 4 人評審；以專門著
作或重要研究成果送審者，由院（非屬學院）將其專門著作或重要研究成果送請校外學者、
專家 4 人評審，外審結果彙提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完成聘任程序。 

    曾任與擬任職務等級相當之編制內研究人員者，得免辦理專門著作或重要研究成果外審。 

七、專案研究人員之聘期以一年一聘為原則；如因計畫持續需要，得續聘至計畫執行期限結束時
止。 
專案研究人員續聘時，應比照編制內專任研究人員辦理研究評鑑，經系（所、處、一級中心、
館、室）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以作為續聘與否之參據。 

八、符合升等條件之專案研究人員，得比照編制內研究人員，依「國立成功大學研究人員聘任及
升等辦法」辦理升等，惟審查程序如下：由系（所、處、一級中心、館、室）教師評審委員
會初審通過後，將其專門著作或重要研究成果陳請所屬院(非屬學院)彙送教務處，送請校外
學者、專家 4 人評審後，再將外審結果彙提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完成升等審查程序。 

九、專案研究人員自實際到職之日起薪，其待遇標準，以參照本校編制內專任研究人員待遇標準
支給為原則。 
如計畫經費有困難時，得酌減待遇；如專案計畫已另訂標準時，得依所訂標準支給待遇；如
須在校務基金學雜費收入及五項自籌收入項下，以高於前開專任研究人員待遇標準支給待遇
時，應經專案簽准並提送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 

十、專案研究人員轉任編制內專任研究人員時，應依新聘研究人員聘任程序重新審查。其曾任與
擬任職務等級相當之專案研究人員年資，且服務成績優良者，得在本職最高薪範圍內按年採
計提敘薪級；並得比照編制內專任研究人員年資計算辦理升等，惟不得採計為退休撫卹之年
資。 

十一、專案研究人員應依勞工保險條例、全民健康保險法加入勞保、全民健保；並參照勞工退休
金條例提繳勞工退休金（外國籍人士比照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離職儲金給與辦法提撥離職
儲金）；資格不符加入勞保之規定者，可選擇加入國際技術合作人員綜合保險，保險費由
本校負擔 65%，自付 35%。 

十二、專案研究人員之聘期、報酬標準、差假、福利、保險、退休及其他權利義務等事項，以契
約（契約書格式如附表）定之。 

十三、專案研究人員於聘約有效期間，如因教學研究不力，或違反契約應履行義務，或有其他不
當行為，經有關單位查證屬實時，得終止契約並予解聘；除扣償溢領之酬金外，如有損害
並追償違約之損害賠償。 

十四、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依「國立大學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實施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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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勞工退休金條例」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五、以本校校務基金非自籌經費進用之編制外研究人員，得比照本要點辦理。 
十六、本要點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及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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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2 

國立成功大學研究發展成果管理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本校研究發展成

果，係指本校支薪人員(以下簡

稱本校人員)因職務或非職務上

所產生之研究發展成果，包括因

研究發展所產生具有可專利性

之技術概念、積體電路布局、產

品、商標權、著作權及其衍生之

權利、營業秘密、植物品種權，

以及其他技術資料。 

 

前項研究發展成果權利之歸

屬，屬著作者，應依著作權法之

規定﹔屬專利者，應依專利法之

規定﹔屬商標者，應依商標法之

規定；屬積體電路布局者，應依

積體電路電路布局保護法之規

定﹔屬營業秘密者，應依營業秘

密法之規定；屬植物品種權者，

應依植物品種及種苗法之規定。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本校研究發展成

果，係指本校支薪人員(以下簡

稱本校人員)因職務或非職務上

所產生之研究發展成果，包括因

研究發展所產生具有可專利性

之技術概念、積體電路布局、產

品、著作權及其衍生之權利、營

業秘密、植物品種權，以及其他

技術資料。 

前項研究發展成果權利之歸

屬，屬著作者，應依著作權法第

十一條、第十二條之規定﹔屬專

利者，應依專利法第七條、第八

條之規定﹔屬積體電路布局

者，應依積體電路電路布局保護

法第七條之規定﹔屬營業秘密

者，應依營業秘密法第三條、第

四條之規定；屬植物品種權者，

應依植物品種及種苗法第八

條、第九條之規定。 

1. 增列商標權。 

2. 避免智慧財產權

相關法律修正條

次變動，刪除各

項法規原有準據

條次，以為周

延。 

第六條 

本辦法所規定之必要成本，包括

委託校外單位推廣費用及技轉

育成中心營運成本(含人事、業

務、人員績效獎金、各中心配合

推廣等費用)等。 

前項所稱技轉育成中心之營運

成本係指扣除回饋資助機關、委

託校外單位推廣費用後，所獲得

利益餘額之 15%。 

本條資助機關不包含本校。 

 

各級政府獎補助本校技術移

第六條  

本管理辦法所規定之必要成

本，包括專利申請規費、委託校

外單位推廣費用及技轉育成中

心營運成本(含人事、業務、人

員績效獎金、各中心配合推廣等

費用)等。 

前項所稱技轉育成中心之營運

成本，係指扣除回饋資助機關、

規費、委託校外單位推廣費用

後，所獲得利益餘額之 15%。 

本條資助機關不包含本校。 

1.文字修正。 

2.本辦法修正後，未

來分配技轉收益

時，不再歸墊專利費

用，擬刪除「專利申

請規費」文字。 

3.因應國科會及各部

會要求各項獎補助

金應提撥一定比例

獎補助有功人員，援

例本校主管會報第

五四九次會議決

議，訂定分配獎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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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創業育成、產學合作發放之

各項獎補助金，除法令規定或契

約約定外，其分配標準如下: 

（一）創作人:40%。 

（二）技轉育成中心營運費用：

40%。 

 (三）有功人員：20%。 

前項第三款所稱之有功人員應

依工作酬勞發放規定核實認定

之。 

有功人員標準。 

第七條 

本校研發成果申請專利時，創作

人應選擇下表甲乙丙三種方式

之一，以個人計畫經費(需明列

該科目款項)或個人自有款項，

繳付專利申請及維護費用後，本

校方得進行專利申請及維護程

序。 

 

除本辦法另有規定或創作人專

簽核准外，於專利申請及維護期

間內，創作人不得變動前項負擔

比例。 

 

創作人申請及維護專利案，如獲

得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

者，創作人得以下表分攤比例再

乘以40%計算負擔費用，其餘由

本校負擔。 

 

創作人選擇申請美國專利時，創

作人得依第一項及第三項之分

攤比例減半負擔，其餘費用由本

校負擔。 

 

 

專利費

用負擔

方式  

本校

分攤

比例 

創作人

分攤比

例  

甲  80%  20%  

乙  50%  50%  

丙  0%  100%  
 

第七條  

經技轉育成中心研擬，決定以非

專利形式保護之研發成果，得進

行技術授權及移轉等推廣事

宜。該項研發成果權益收入，扣

除合約約定應回饋資助機關及

必要成本後，由創作人與本校以

下列比例分配之： 

創作人：70 %  

本 校：30 % (校方所得之 8.5 % 

及17 % 應分別撥予創作人本職

所屬之一級單位及二級單位運

用)。 

 

 

1.依技轉育成中心

100 學年度第 1 次推

動委員會決議，創作

人申請專利應由創

作人分擔為原則。 

2.為本校申請專利及

維護成本效益考量

下，創作人申請專利

應分擔部分成本，以

減輕本校負擔，並提

升專利與技轉授權

效益。 

3.國科會於 100 年 7

月 1日起施行專利費

用補助新規定，採兩

階段補助，申請時補

助 40%專利申請費

用，獲證後再補助

40%專利申請及維護

費。依技轉育成中心

經驗，預估國科會未

獲專利權無補助專

利費用之部分，本校

及創作人應共同負

擔約 40%。 

4.為鼓勵本校創作人

以申請美國專利為

優先考量，應降低創

作人分擔比例，以提

供誘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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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本校研發成果移轉授權、讓與及

其衍生權益收入，包含協調、調

解、和解、仲裁、訴訟等爭端解

決機制所得補償金、賠償金、和

解金、違約金以及其他類似性質

之收入，應扣除回饋資助機關、

委託校外單位推廣費用、技轉育

成中心之營運成本後，以下列方

式進行分配： 

（一）非專利形式及其衍生權益

收入，創作人應分配比例為

60%。 

（二）以專利形式及其衍生權益

收入，專利相關費用由資助機關

或政府計畫經費全額負擔者，創

作人應分配比例為60%； 

（三）以專利形式及其衍生權

益、收入，創作人非依前款方式

而負擔一部分或全部專利相關

費用者，創作人之分配比例如下

表所示。 

專利費用負

擔方式 

創作人專利

技轉權益分

配比例 

甲  65%  

乙  70%  

丙  75%  

 

創作人因離職、退休或死亡等情

事未於本校繼續服務者，創作人

依本辦法所得之權益，除法令規

定或契約約定外，本校仍應保

障。 

 

第八條  

經技轉育成中心決定申請專利

之案件，所有相關申請及第一階

段維護費用由學校籌措。該項推

廣研發成果之權益收入，扣除應

回饋資助機關及必要成本的部

分後，以下列比例分配之： 

創作人：70 % 

本 校：30 % (校方所得之 8.5 % 

及 17 % 應分別撥予創作人本職

所屬之一級單位及二級單位運

用)。 

1.研發成果推廣有關

爭端解決之賠償金

等相關費用，應認列

屬於研發成果衍生

收益，以為明確。 

2.搭配前條創作人分

擔專利成本方案，明

訂本校技轉收益創

作人分配方案。 

3.考量創作人依第七

條負擔部分或全部

專利相關費用，應按

風險分擔原則提高

分配比例。 

4.為保障本校創作人

應有權益並鼓勵申

請有價值專利，應明

訂創作人離職後，如

本校繼續移轉授權

該專利並取得收益

者，除法令或契約約

定外，原創作人利益

分配比例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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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 

 

本校研發成果移轉授權、讓與，

應本於本校發展及成本效益最

大化考量，以非專屬授權、境內

製造實施為原則。專屬授權及境

外製造實施，應經技轉育成中心

依相關法令進行書面評估。 

 

本校研發成果推廣之利益迴

避、移轉授權、讓與或終止維護

及其他權益保障事項另訂之。 

 

本校研發成果欲以專利形式推

廣維護時，應依成本效益分析以

該專利可移轉授權為原則，並得

委託或信託創作人或第三人辦

理專利申請、維護等各項程序。 

第九條  

經技轉育成中心評估後，不申請

專利之案件，創作人可以自費申

請，但仍應以本校作為專利申請

權人提出。取得專利權後，由技

轉育成中心評估是否管理、維護

及推廣。技轉育成中心決定代管

時，應將相關申請費用補助創作

人。該項推廣研發成果之權益收

入，扣除所有必要成本及應回饋

資助機關的部分，以下列比例分

配之： 

創作人：75 % 

本 校：25 % (校方所得之 8 % 

及 20 % 應分別撥予創作人本職

所屬之一級單位及二級單位運

用)。 

1.依國科會科學技術

研究發展成果歸屬

及運用辦法第五至

七條規定，以非專屬

授權、境內製造實施

為原則。 

2.另依同辦法第四條

規定增列利益迴

避、風險控管、讓與

終止以及權益保障

事項，依前項要求應

另訂之。 

3.專利申請應以具有

成本效益且有技轉

案件為原則。 

4.受限於我國國際地

位與智慧財產權得

喪變更之現實所需

（尤以中國大陸專

利申請維護），本校

研發成果欲以專利

維護推廣時，得委託

或信託創作人或第

三人進行專利申請

維護程序，俾取得專

利權後，依相關法令

或契約，將專利權益

返還或回饋本校。 

 
100-2校務會議(100.12.28)紀錄-52-



53 
 

第十條 

 

創作人未依第七條選擇負擔專

利費用，或負擔後因可歸責於創

作人或第三人之事由不繼續負

擔，而由本校繼續負擔者，創作

人不得向本校請求第八條之分

配利益。該項原應分配創作人之

利益，除支付技轉育成中心營運

成本或前項補助單位回饋金

外，應全數繳付本校。 

第十條 

技轉育成中心決定不為管理、維

護及推廣之專利，得將該權利讓

與創作人，該項專利之權益收

入，扣除回饋資助機關後，以下

列比例分配之： 

創作人：85 % 

本 校：15 % (校方所得之 13 % 

及 20 % 應分別撥予創作人本職

所屬之一級單位及二級單位運

用)。 

本校各單位如補助

創作人負擔專利費

用者，應自技轉衍生

收入提供一定比例

回饋該單位。 

第十一條 

本校人員與其他機關、團體或個

人進行之合作研究及受委託進

行研究，應向學校依規定提出申

請，以保障本校及研究人員之權

益，並以契約約定研發成果歸屬

及權益收入分配，本校依約享有

之權益收入，並依本辦法第八條

規定之比例分配。 

前項本校人員有義務向技轉育

成中心即時告知研究成果之發

生，由技轉育成中心進行研發成

果管理及權益收入分配之相關

事宜。 

第十一條  

本校人員與其他機關、團體或個

人進行之合作研究及受委託進

行研究，應向學校依規定提出申

請，以保障本校及研究人員之權

益，並以契約約定研發成果歸屬

及權益收入分配，本校依約享有

之權益收入，並依本辦法第七條

規定之比例分配。 

前項本校人員有義務向技轉育

成中心即時告知研究成果之發

生，由技轉育成中心進行研發成

果管理及權益收入分配之相關

事宜。 

權益分配依第八條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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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條  

本校人員參與校外研究計畫，使

用本校資源而產生之研究成

果，均應向技轉育成中心提出成

果推廣申請，以保障本校及研究

人員之權益，並與本校訂定契

約，載明權利義務及產生之研發

成果權益收入分配。 

本校依約享有之權益收入，並依

本辦法第八條規定之比例分配。 

第十二條  

本校人員參與校外研究計畫，使

用本校資源而產生之研究成

果，均應向技轉育成中心提出成

果推廣申請，以保障本校及研究

人員之權益，並與本校訂定契

約，載明權利義務及產生之研發

成果權益收入分配。 

本校依約享有之權益收入，並依

本辦法第七條規定之比例分配。 

權益分配依第八條

規定。 

第十三條  

本校技轉育成中心得對運用學

校資源所產生之研究成果進行

了解，如有侵權或其他違法行為

之情形，得提請有關單位依法處

置。 

 

創作人因抄襲、仿冒或其他可歸

責於創作人之事由，致本校研發

成果侵害第三人權利，本校因此

負擔任何損害賠償、損失補償或

其他權益損失者，創作人應負擔

相關法律責任，惟本校得於法令

許可範圍內提供最大協助。 

第十三條  

本校技轉育成中心得對運用學

校資源所產生之研究成果進行

了解，如有侵權或其他違法行為

之情形，得提請有關單位依法處

置。 

本校研發成果侵害

第三人權利屬可歸

責於創作人事由，創

作人應自負相關法

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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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研究發展成果管理辦法                            

90 年 3 月 14 日 89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會議通過 

90 年 11 月 14日 90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會議修正 

91 年 10 月 9 日 91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會議修正 

99 年 4 月 28日 98 學年度第 4 次校務會議延會修正 

100 年 12 月 28 日 100 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 

 

第一條 為保障及推廣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之研究發展成果，並鼓勵創新及提昇研究水

準，特依科學技術基本法第六條，以及與政府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第

十三條規定，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本校研究發展成果，係指本校支薪人員(以下簡稱本校人員)因職務或非職務

上所產生之研究發展成果，包括因研究發展所產生具有可專利性之技術概念、積體電路

布局、產品、商標權、著作權及其衍生之權利、營業秘密、植物品種權，以及其他技術

資料。 

 

前項研究發展成果權利之歸屬，屬著作者，應依著作權法之規定﹔屬專利者，應依專利

法之規定﹔屬商標者，應依商標法之規定；屬積體電路布局者，應依積體電路電路布局

保護法之規定﹔屬營業秘密者，應依營業秘密法之規定；屬植物品種權者，應依植物品

種及種苗法之規定。 

第三條 前條第一項所稱之「職務上所產生之研究發展成果」，係指由本校編列預算，補助、委

辦、出資或使用本校實驗設備所產生之研發成果，除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約定外，

悉屬於本校。 

本校人員非職務上之創作屬於前條第二項規定之研發成果者，應主動告知主管單位。是

否屬於職務上之創作發生爭議時，得由校長及有關當事人各指定專家二人及共同洽訂之

法律專家至少一人，組成認定小組認定之。 

本校人員進行前項情形之研究工作擬使用本校之實驗設備者，應報請所屬單位同意，並

與本校訂定契約，約定研發成果之回饋比例。 

第四條 本校人員職務上研發成果之專利申請及維護、使用授權、技術移轉，收益分配、委任、

信託、訴訟及其他相關事宜，由本校技轉育成中心統籌管理。 

本校人員職務上研發成果之權利申請及維護，若由本校負擔相關費用者，應以具有研發

成果推廣效應，並符合成本效益為原則。 

本條所稱之使用授權與技術移轉，應考量促進科學發展、人民福祉、國家利益與安全及

確保研發成果創造最大價值，符合公平、公正、公開之要求，依有償、非專屬授權及國

內優先之原則辦理。 

本條所稱有償，其範圍包括權利金、衍生利益、技術股份及其他通常使用之支付方式。 

第五條 本校人員非職務上之研發成果，得向技轉育成中心提出協助技術推廣之申請。辦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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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權益收入分配，比照校外委託案件辦理。 

技轉育成中心為配合推廣研發成果，亦得主動推薦。  

第六條 本辦法所規定之必要成本，包括委託校外單位推廣費用及技轉育成中心營運成本(含人

事、業務、人員績效獎金、各中心配合推廣等費用)等。 

前項所稱技轉育成中心之營運成本係指扣除回饋資助機關、委託校外單位推廣費用後，

所獲得利益餘額之 15%。 

本條資助機關不包含本校。 

 

各級政府獎補助本校技術移轉、創業育成、產學合作發放之各項獎補助金，除法令規定

或契約約定外，其分配標準如下: 

（一）創作人:40%。 

（二）技轉育成中心營運費用：40%。 

 (三）有功人員：20%。 

 

前項第三款所稱之有功人員應依工作酬勞發放規定核實認定之。 

 

第七條 本校研發成果申請專利時，創作人應選擇下表甲乙丙三種方式之一，以個人計畫經費(需

明列該科目款項)或個人自有款項，繳付專利申請及維護費用後，本校方得進行專利申請

及維護程序。 

 

除本辦法另有規定或創作人專簽核准外，於專利申請及維護期間內，創作人不得變動前

項負擔比例。 

 

創作人申請及維護專利案，如獲得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者，創作人得以下表分攤

比例再乘以40%計算負擔費用，其餘由本校負擔。 

 

創作人選擇申請美國專利時，創作人得依第一項及第三項之分攤比例減半負擔，其餘費

用由本校負擔。 

 

專利費用負擔方式  本校分攤比例 創作人分攤比例  

甲  80%  20%  

乙  50%  50%  

丙  0%  100%  

 

第八條 本校研發成果移轉授權、讓與及其衍生權益收入，包含協調、調解、和解、仲裁、訴訟

等爭端解決機制所得補償金、賠償金、和解金、違約金以及其他類似性質之收入，應扣

除回饋資助機關、委託校外單位推廣費用、技轉育成中心之營運成本後，以下列方式進

行分配： 

（一）非專利形式及其衍生權益收入，創作人應分配比例為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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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以專利形式及其衍生權益收入，專利相關費用由資助機關或政府計畫經費全額負

擔者，創作人應分配比例為60%； 

（三）以專利形式及其衍生權益、收入，創作人非依前款方式而負擔一部分或全部專利

相關費用者，創作人之分配比例如下表所示。 

 

專利費用負擔方式 創作人專利技轉權益分配比例 

甲  65%  

乙  70%  

丙  75%  

 

創作人因離職、退休或死亡等情事未於本校繼續服務者，創作人依本辦法所得之權益，

除法令規定或契約約定外，本校仍應保障。 

 

第九條 本校研發成果移轉授權、讓與，應本於本校發展及成本效益最大化考量，以非專屬授權、

境內製造實施為原則。專屬授權及境外製造實施，應經技轉育成中心依相關法令進行書

面評估。 

 

本校研發成果推廣之利益迴避、移轉授權、讓與或終止維護及其他權益保障事項另訂之。 

 

本校研發成果欲以專利形式推廣維護時，應依成本效益分析以該專利可移轉授權為原

則，並得委託或信託創作人或第三人辦理專利申請、維護等各項程序。 

 

第十條 創作人未依第七條選擇負擔專利費用，或負擔後因可歸責於創作人或第三人之事由不繼

續負擔，而由本校繼續負擔者，創作人不得向本校請求第八條之分配利益。該項原應分

配創作人之利益，除支付技轉育成中心營運成本或前項補助單位回饋金外，應全數繳付

本校。 

第十一條 本校人員與其他機關、團體或個人進行之合作研究及受委託進行研究，應向學校依規

定提出申請，以保障本校及研究人員之權益，並以契約約定研發成果歸屬及權益收入

分配，本校依約享有之權益收入，並依本辦法第八條規定之比例分配。 

前項本校人員有義務向技轉育成中心即時告知研究成果之發生，由技轉育成中心進行

研發成果管理及權益收入分配之相關事宜。 

第十二條 本校人員參與校外研究計畫，使用本校資源而產生之研究成果，均應向技轉育成中心

提出成果推廣申請，以保障本校及研究人員之權益，並與本校訂定契約，載明權利義

務及產生之研發成果權益收入分配。 

本校依約享有之權益收入，並依本辦法第八條規定之比例分配。 

 

第十三條 本校技轉育成中心得對運用學校資源所產生之研究成果進行了解，如有侵權或其他違

法行為之情形，得提請有關單位依法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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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人因抄襲、仿冒或其他可歸責於創作人之事由，致本校研發成果侵害第三人權利，

本校因此負擔任何損害賠償、損失補償或其他權益損失者，創作人應負擔相關法律責

任，惟本校得於法令許可範圍內提供最大協助。 

 

第十四條 為協助推動技轉育成中心相關業務，由副校長、研發長、研究總中心中心主任、各學

院院長、會計主任、本校法律專家一人、技轉育成中心主任組成推動委員會，由副校

長擔任召集人，定期開會。 

第十五條 本校人員與技轉育成中心發生之爭議無法達成協議時，得由研究總中心中心主任及有

關當事人各指定專家二人及共同洽訂之法律專家一人，組成調解委員會，對於相關事

宜進行了解，並提出具體建議，報請校長裁決。 

第十六條 技轉育成中心得接受各公私立大專校院及其他單位委託，辦理研發成果推廣。除法令

或委託合約另有約定外，技轉育成中心應於各項權益收入中收取技術移轉服務必要成

本及相關費用。 

技轉育成中心得將本校研究發展成果委託校外單位辦理研發成果推廣。除法令或委託

合約另有約定外，技轉育成中心得依研發成果推廣效益，支付受委託單位相關費用。 

第十七條  本辦法中如有未盡事宜，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十八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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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 100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紀錄 

時間：101年 4 月 11 日（星期三）上午九時 

地點：成功大學光復校區國際會議廳第二演講室 

主席：黃校長煌煇                             紀錄：張郁訢 

參加人員：如附件 1，P.7。 

壹、 頒獎： 

一、 行政院 2011 年傑出科技貢獻獎  

製造資訊與系統研究所 鄭芳田講座教授 

二、 本校名譽教授  

統計學系 楊教授明宗 

三、 本校 101學年度講座教授，共 4名 

系統系黃正弘 工資管系林清河 電機系方炎坤 電機系李清庭 

四、 本校 101學年度新聘特聘教授者，共計 17名 

數學系吳順益 化學系孫亦文 材料系劉全璞 材料系廖峻德 

製造所陳裕民 資訊系郭耀煌 資訊系曾新穆 工設系吳豐光 

交管系林正章 工資管系李昇暾 口腔所謝達斌 藥理所沈孟儒 

環醫所廖寶琦 小兒學科王志堯 環醫所郭浩然 教育所于富雲 

外文系閔慧慈 

五、 100 年度本校產學合作成果特優教師 

1、電資學院   電機工程學系     楊家輝教授 

2、生科學院   生物科技研究所   黃玲惠教授 

六、 100 年度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傑出特約研究員獎 

1、工學院   化學工程學系     吳逸謨教授 

2、工學院   航空太空工程學系   胡潛濱教授 

七、 100 年度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傑出研究獎 

1、工學院   化學工程學系     鄧熙聖教授 

2、工學院   環境工程學系     李文智教授 

3、醫學院   生理學科暨研究所   蔡少正教授 

4、工學院   醫學工程研究所     蘇芳慶教授 

5、工學院   水利及海洋工程學系   許泰文教授 

貳、 報告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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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確認（附表 P.5） 

二、 主席報告： 

(一) 感謝今天各位代表踴躍出席，使得會議準時開議。 

(二) 上個月北部學校出現因經費核銷而有教授交保之事件。教育部與國科

會主委對此非常謹慎，召開會議請各大學自行清查，是否有一開始讓

教授方便，而後變成便宜行事，進而被廠商誤導違法之情形。 

目前本校經會計室的協助，報帳瑕疵的問題已經逐漸減少。希望各位

老師以本校上次經驗為戒，若有無法支用之科目，可與其他計畫或系

上經費調控運用。經費應覈實報支，以避免增加自己的困擾。 

如接獲約談通知，可與主任秘書聯絡，學校將盡量予以協助。主管會

議已通過，對於違規之事項給予行政處分，以示社會責任，期望取得

檢調單位之從寬處理。 

(三) 成大是一個可以有各種不同聲音的學校。尊重大家所表達的意見，期

望是共同討論方式，而不是出現謾罵、傷害對方的行為。 

(四) 有一位甄試本校學生的家長來信讚許三位交管系學生，十分熱心協助

校外人士。另外，也收到校外信件，反應查詢成績時同仁電話禮貌不

佳。同仁面對校外詢問時，應注重回應禮貌。如對所詢問之業務不了

解，可幫忙詢問。下次若再接獲校外反應，將請人事室查處。 

三、 各一級單位及各委員會報告：略，請參閱書面報告。 

參、 討論事項： 

第一案            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由：研擬本校組織規程第二十七條、第二十七條之一、第二十八條及第二十

八條之一修正草案（如議程附件 1），提請  討論。 

說明： 

一、 依教育部 100 年 9 月 27 日臺高字第 1000171900 號函說明（議程附件

2），本校組織規程第 27及 28條有關學術主管規定(議程附件 3)，請依大

學法第 13條（議程附件 4）明定其續聘、解聘之程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 

二、 關於院長續聘、解聘原已規範於本校「學院院長遴選作業準則」第八

條及第九條，現明訂於組織規程第廿七條之一。 

三、 目前各系所主管續聘、解聘依原組織規程第廿八條，規範於各系所主

管推選辦法，現將參照院長續聘、解聘比例，增修組織規程第廿八條之

一，明確規範。 

四、 本案業提 101年 3 月 21日校務發展委員會議討論修訂。 

擬辦： 

一、 本校組織規程經校務會議通過並報部核定後實施。 

二、 系所已依修正前規定組成續聘、解聘委員會者，得繼續辦理續聘、解

聘作業。 

決議：修正通過本校組織規程第二十七條、第二十七條之一、第二十八條及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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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條之一修正案（附件 2, P.8）。 

 

第二案            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由：修正「國立成功大學學院院長遴選作業準則」第八條及第九條（如議程

附件 5），提請  討論。 

說明： 

一、 本案業提 101年 3 月 21日校務發展委員會議討論修訂。 

二、 檢附本校學院院長遴選作業準則（議程附件 6）供參。 

擬辦：本準則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決議：修正通過「國立成功大學學院院長遴選作業準則」第八條及第九條（附

件 3, P.11）。 

 

第三案            提案單位：財務處 

案由：擬修訂「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二點及第四點，

提請  討論。 

說明： 

一、 由於本會議之召開，關於出席委員人數，於調查時經常僅勉強達出席

人數最低門檻值，為利本會議之召開，特予修正本要點二。 

二、 本案於 101.03.05簽奉  校長核定憑辦(議程附件 7)。 

三、 本案另再經 101.03.21校務發展委員會修正通過，檢附修正草案對照表

(議程附件 8)及原條文(議程附件 9)供參。 

擬辦：本案經校務會議通過，另陳報教育部核備後實施。 

決議：修正通過「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設置要點」第四點（附件

4, P.13）。另，第二點有關設定委員出席人數門檻或重要議案決議人數

門檻，請財務處重新研擬後，再提會討論。 

 

第四案            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由：擬修訂「國立成功大學校級研究中心設置暨管理辦法」第二條，提請  討

論。 

說明： 

一、 100 年 10 月 26 日 100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會議決議：「本校『校級研究

中心設置暨管理辦法』第二條有關委員會的組成，建議降低行政主管；

增加專業委員，請參考校務會議代表意見修正，於下次會議提會討論。」 

二、 依校務會議決議，擬修訂辦法第二條「本委員會由校長召集，遴聘教

務長、主任秘書、研發長、研究總中心中心主任、人事室主任及相關領

域之教授或研究人員合計『13~15』人組成，並由研發長擔任執行秘書。」

委員會人數由現有 9~11 人，擴大規模至 13~15 人。專業委員部分酌增

2~4 位，則兼任行政主管之相關領域教授或研究人員人數不得少於全體

委員二分之一。 

三、 檢附「國立成功大學校級研究中心設置暨管理辦法」第二條修訂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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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如議程附件 10），及現行辦法（如議程附件 11），請參酌。 

四、 本案已提 100年 12 月 21日第 718次主管會報討論。 

擬辦：通過後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擬修訂「國立成功大學校級研究中心設置暨管理辦法」第二條

（附件 5, P.15）。 

 

第五案            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由：「能源科技與策略研究中心」、「尖端光電科技中心」、「傳染性疾病及訊

息研究中心」及「前瞻醫療器材科技中心」擬設置為校級「編制外中心」，

其設置辦法如議程附件 12至 15，提請  核備。 

說明： 

一、 依據本校校級研究中心設置暨管理辦法（如議程附件 16）辦理。 

二、 本校於 101 年 1 月 5 日召開校級研究中心設置管理評議委員會，決議

推薦上述四個研究中心為校級「編制外中心」（會議紀錄如議程附件

17），並已提 101 年 2 月 8日第 720 次主管會報及 101年 3 月 21 日 100

學年度第 3次校務發展委員會通過。 

三、 檢附四個研究中心之設置計畫書供參： 

「能源科技與策略研究中心」如議程附件 18、「尖端光電科技中心」如

議程附件 19、「傳染性疾病及訊息研究中心」如議程附件 20、「前瞻醫

療器材科技中心」如議程附件 21。 

擬辦：校務會議核備後設立。 

決議：照案通過「能源科技與策略研究中心」、「尖端光電科技中心」、「傳染性

疾病及訊息研究中心」及「前瞻醫療器材科技中心」為校級「編制外中

心」。 

 

肆、 臨時動議：（無） 

伍、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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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國立成功大學 100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表 
101 年 4月 11 日 

決議案摘要 承辦單位執行情形 
第一案 
案由：「國立成功大學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設置與申訴

處理辦法」部分規定修正草案，提請  討論。 
決議：案通過「國立成功大學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設置

與申訴處理辦法」第三條、第四條、第五條與第
八條條文修正案。 

 

 
學務處： 
一、奉教育部 101 年 2月 1 日臺訓

(一)字第 1010013662 號函：第
8 條第 2 項「學生因校園性侵
害、或性騷擾事件提起申
訴，....」修正為「學生因校園
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
事件提起申訴，其屬性別平等
教育法第二十八條第二項申
請調查之性質者，依性別平等
教育法相關規定處理」，予以
核定。 

二、遵照辦理，公布實施。 
 

第二案 
案由：擬修訂本校學則部分條文，提請  討論。 
決議：修正通過本校學則第 6 及 22 條修正案。 

 

 
教務處：業於 101 年 2月 3 日成大

教字第 1012000051 號函
報部備查並業奉教育部
101.2.13 臺高 (二 )字第
1010020174 號備查第 16
及 22 條修正條文，第 3條
之 1 將依教育部意見修
正，第 6 條再提會討論。 

 
第三案 
案由：擬修訂本校研究生章程部分條文，提請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本校研究生章程第 9 條修正案。 
 

 
教務處：業於 101 年 2月 3 日成大

教字第 1012000051 號函
報部備查並業奉教育部
101.2.13 臺高 (二 )字第
1010020174號備查第 9條
修正條文，第 13 條則將依
教育部意見修正。 

 
第四案 
案由：擬修訂「國立成功大學特聘教授設置要點」第二

點，提請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國立成功大學特聘教授設置要點」第

二點修正案。 
 

 
教務處： 
依決議辦理。 

第五案 
案由：擬訂定本校博、碩士學位論文抄襲、舞弊處理要

點草案，提請討論。 
決議：通過本校博、碩士學位論文抄襲、舞弊處理要點。 

 

 
秘書室：遵照辦理，並公告施行。 
 
教務處：照案辦理，並函知各系所

及網頁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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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 100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表 
101 年 4月 11 日 

決議案摘要 承辦單位執行情形 
 

第六案 
案由：擬修訂「國立成功大學校務發展委員會設置辦法」

部分條文，及「國立成功大學組織規程」第二十
四條第一款，提請  討論。 

決議：修正通過「國立成功大學校務發展委員會設置辦
法」第二條、第四條、第五條、第七條及「國立
成功大學組織規程」第二十四條第一款修正案。 

 

 
秘書室： 
照案辦理。 
 
研發處： 
本處將於今年 8 月併同其他相關
修正案函送教育部修訂。 

第七案 
案由：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建教合作計畫行政管理費

及節餘款支用要點」第四點，提請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國立成功大學建教合作計畫行政管理

費及節餘款支用要點」第四點修正案。 
 

 
研發處： 
已函知全校教師並公告於本處建
教合作組網頁相關規章。 
 
 

第八案 
案由：擬修正本校校務基金進用專案研究人員實施要點

第六點及第八點，修正草案對照表，提請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本校校務基金進用專案研究人員實施要

點第六點及第八點修正案。 

 
人事室： 
本室業於 101年 2月 8日以成大人
室(任)字第 086 號函轉本校各單位
周知。 
 
 

第九案 
案由：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研究發展成果管理辦法」，

提請  討論。 
決議：修正通過「國立成功大學研究發展成果管理辦法」

修正案。 
 

 
研究總中心： 
照案執行。 
 

 

 
100-3校務會議(101.04.11)紀錄-6-



7 
 

附件 1 

國立成功大學 100 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出(列)席名單 

時間：101年 4 月 11 日（星期三）上午九時 

地點：成功大學光復校區國際會議廳第二演講室 

 

出席： 

顏鴻森 蘇慧貞 何志欽 林清河 林啟禎 黃正亮 黃文星 黃正弘 陳進成 

張勝柏 吳玫瑛 楊芳枝 吳奕芳 傅永貴 柯文峰 閔振發 陳 靜 許瑞榮 

談永頤 曾盛豪 張敏政 曾淑芬（王浩文代） 李亞夫 游保杉 李森墉 

楊毓民 林再興 洪敏雄 方一匡 吳致平 蕭政宗 林裕城  

陳曉華（鄧維光代） 趙儒民 楊澤民 林素貞 陳介力 張克勤 蘇芳慶 

洪飛義 陳璋玲 曾永華 李嘉猷 詹寶珠 陳 敬 李 強 張大緯（李強代） 

吳宗憲 林峰田 陳世明 曾元琦 張有恆（王明隆代） 王泰裕  

呂錦山（廖俊雄代） 蔡燿全（張心馨代） 潘浙楠 溫敏杰 蔡佳良  

林其和（吳俊忠代） 林炳文（林秀娟代） 陳國東 何漣漪 李俊璋 呂佩融 

蔡佩珍 黃美智（張瑩如代） 楊友任 黃朝慶 楊俊佑（林秀娟代） 吳晉祥 

胥直利 蔡維音 王富美 鄭中平 涂國誠 李劍如 陳廣明 陳明輝 吳如容 

謝漢東 李金駿 王凱弘 顏婉容 林忠毅 葉柏廷 楊承峰 陳柏言  

莊鈞凱（李亦修代） 陳威志 

 

列席： 
利德江 蔡明祺（陳榮杰代） 楊瑞珍 張丁財 李丁進 陳響亮 王偉勇  

蕭世裕（蕭慧如代） 黃肇瑞（劉全璞代） 謝文真 吳華林 褚晴暉 李俊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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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國立成功大學組織規程」第二十七條及第二十八條修正對照表 

擬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二十七條 本大學各學院院長之產生，由
各該學院組成遴選委員會，遴
選二至三人院長候選人報請
校長擇聘之。 

各學院院長任期三年為一
任，得連任一次。 

各學院遴選委員會及續聘評
鑑委員會之組織、作業及有關
院長遴選、續聘、解聘程序，

由各學院院務會議依本校學
院院長遴選作業準則所制定
之院長遴選辦法中規定之，該
辦法經報請校長核備後施
行。新設立之學院院長，在未
成立足夠系所前，由校長聘請
教授兼代之。 

各學院副院長應配合院長之
更替辭去兼職，但如經新任院
長續予聘兼者，得續任之。 

第二十七條 本大學各學院院長之產生，由
各該學院組成遴選委員會，遴
選二至三人院長候選人報請
校長擇聘之。各學院遴選委員
會之組織、作業及有關院長遴
選、續聘、解聘程序，由各學
院院務會議依本校學院院長
遴選作業準則所制定之院長
遴選辦法中規定之，該辦法經
報請校長核備後施行。新設立
之學院院長，在未成立足夠系

所前，由校長聘請教授兼代
之。 
 

           各學院院長及副院長任期三
年為一任，得連任一次。 
各學院副院長應配合院長之
更替辭去兼職，但如經新任院
長續予聘兼者，得續任至任期
屆滿為止。 

1.院長任期
說明移至第
二項，並刪
除副院長任
期說明。 

 
 

2.本項增列
續聘評鑑委
員會。 

第二十七條之一 

學院院長之續聘，於任期屆滿

六個月前組成院長續聘評鑑
委員會，續聘評鑑委員會比照
遴選委員會方式組成，就院長
是否續聘做成決定，送院務會
議備查。續聘評鑑委員會應有
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始得
開議，應有出席委員三分之二
以上之贊成，方得作成決定院
長續聘之決議。若院長獲同意
續聘，則報請校長續聘；若院
長未獲同意續聘，則依各該學
院院長遴選辦法規定重新遴

選。 

院長在任期間如發生重大事
件致有不適任之虞者，由院務
會議代表二分之一以上或全
院教師二分之一以上連署提
案，經院務會議代表三分之二
以上出席，出席代表三分之二
以上議決通過，報請校長核
定，解除其院長職務。 

 

  
 

續聘及解聘
依『學院院
長遴選作業
準則』第八
及九條規
訂。 

 
100-3校務會議(101.04.11)紀錄-8-



9 
 

第二十八條  本大學各學系主任及各研究
所所長之產生，由各該學
系、研究所組成推選委員

會，公開徵求推薦人選，推
選一至三人報請該院院長，
轉請校長擇聘之。只推選一
人者，如未獲同意，應重新
推選，但以一次為限。各系
（所）主管推選委員會應有
五人以上委員，且副教授以
上委員不得少於二分之一。 

各系 (所)主管任期三年為
一任，得連任一次。 

各系(所)推選委員會之組

織、作業及有關系主任(所長)
之推選、續聘、解聘程序，
由各系(所)務會議所制定之
系主任(所長)推選辦法中規
定之，該辦法經院務會議通
過，並報請校長核備後施行。 

新設立之學系主任、研究所
所長，由該院院長報請校長
聘兼之。體育室主任之產
生，準用本條之規定。 

 

第二十八條  本大學各學系主任及各研究
所所長之產生，由各該學
系、研究所組成推選委員

會，公開徵求推薦人選，推
選一至三人報請該院院長
及轉請校長擇聘之。只推選
一人者，如未獲同意，應重
新推選，但以一次為限。各
系（所）主管推選委員會應
有五人以上委員，且副教授
以上委員不得少於二分之
一。各系(所)推選委員會之
組織、作業及有關系主任(所
長)之推選、續聘、解聘程
序，由各系(所)務會議所制

定之系主任(所長)推選辦法
中規定之，該辦法經院務會
議通過，並報請校長核備後
施行。 
 

            新設立之學系主任、研究所
所長，由該院院長報請校長
聘兼之。體育室主任之產
生，準用本條之規定。 

 
各系主任(所長)任期三年為
一任，得連任一次。 

 
系主任（所
長）任期移

至續任第二
項。 

第二十八條之一 

系(所)主管續聘應經系(所)務
會議代表三分之二以上出
席，三分之二以上決議，或依
該系主任(所長)推選辦法規
定，按行政程序報請校長續聘
之；若系(所)主管未獲同意續
聘，則依各該系主任(所長)推
選辦法規定重新遴選。 

系 (所)主管在任期間如發生
重大事件致有不適任之虞

者，由系(所)務會議代表二分
之一以上或全系(所)教師二分
之一以上連署提案，經系(所)
務會議代表三分之二以上出
席，出席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議
決通過，報請校長核定，解除
其系(所)主管職務。 

 
 
 

 
 
1.系(所)務
會議代表比
例參照院長
續聘規格，
或可依系所
情形自訂。 
2.解聘程序
比例參照院
長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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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織規程第廿七、第廿七條之一、第廿八條及第廿八條之一 

                               101 年 4月 11 日 100 學年度第三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第二十七條  

           本大學各學院院長之產生，由各該學院組成遴選委員會，遴選二至三人院長候選人

報請校長擇聘之。 

各學院院長任期三年為一任，得連任一次。 

各學院遴選委員會及續聘評鑑委員會之組織、作業及有關院長遴選、續聘、解聘程

序，由各學院院務會議依本校學院院長遴選作業準則所制定之院長遴選辦法中規定

之，該辦法經報請校長核備後施行。新設立之學院院長，在未成立足夠系所前，由

校長聘請教授兼代之。 

          各學院副院長應配合院長之更替辭去兼職，但如經新任院長續予聘兼者，得續 

          任之。 

第二十七條之一 

學院院長之續聘，於任期屆滿六個月前組成院長續聘評鑑委員會，續聘評鑑委員會

比照遴選委員會方式組成，就院長是否續聘做成決定，送院務會議備查。續聘評鑑

委員會應有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議，應有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贊成，

方得作成決定院長續聘之決議。若院長獲同意續聘，則報請校長續聘；若院長未獲

同意續聘，則依各該學院院長遴選辦法規定重新遴選。 

院長在任期間如發生重大事件致有不適任之虞者，由院務會議代表二分之一以上或

全院教師二分之一以上連署提案，經院務會議代表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出席代表三

分之二以上議決通過，報請校長核定，解除其院長職務。 

第二十八條   

            本大學各學系主任及各研究所所長之產生，由各該學系、研究所組成推選委員會，

公開徵求推薦人選，推選一至三人報請該院院長，轉請校長擇聘之。只推選一人

者，如未獲同意，應重新推選，但以一次為限。各系（所）主管推選委員會應有

五人以上委員，且副教授以上委員不得少於二分之一。 

各系 (所)主管任期三年為一任，得連任一次。 

各系(所)推選委員會之組織、作業及有關系主任(所長)之推選、續聘、解聘程序，

由各系(所)務會議所制定之系主任(所長)推選辦法中規定之，該辦法經院務會議通

過，並報請校長核備後施行。 

新設立之學系主任、研究所所長，由該院院長報請校長聘兼之。體育室主任之產

生，準用本條之規定。 

第二十八條之一 

系(所)主管續聘應經系(所)務會議代表三分之二以上出席，三分之二以上決議，或依

該系主任(所長)推選辦法規定，按行政程序報請校長續聘之；若系(所)主管未獲同意

續聘，則依各該系主任(所長)推選辦法規定重新遴選。 

系 (所)主管在任期間如發生重大事件致有不適任之虞者，由系(所)務會議代表二分

之一以上或全系(所)教師二分之一以上連署提案，經系(所)務會議代表三分之二以上

出席，出席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議決通過，報請校長核定，解除其系(所)主管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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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國立成功大學學院院長遴選作業準則第八及第九條修訂對照表 

擬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八、 學院院長之續聘，於任期屆滿

六個月前組成院長續聘評鑑

委員會，續聘評鑑委員會比照

遴選委員會方式組成，就院長

是否續聘做成決定，送院務會

議備查。續聘評鑑委員會應有

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始得

開議，應有出席委員三分之二

以上之贊成，方得作成決定院

長續聘之決議。若院長獲同意

續聘，則報請校長續聘；若院

長未獲同意續聘，則依各該學

院院長遴選辦法規定重新遴

選。 

八、 學院院長之續聘，於任期屆滿

六個月前組成院長續聘評鑑委

員會，續聘委員會比照遴選委

員會方式組成，就院長是否續

聘做成決定，送院務會議備

查。續聘評鑑委員會應有三分

之二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議，

應有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

贊成，方得作成決定院長續聘

與否之決議。若院長獲同意續

聘，則報請校長續聘；若院長

未獲同意續聘，則依各該學院

院長遴選辦法規定重新遴選。 

文字修正。 

（因前案組

織章程刪除

「與否」之文

字，故本準則

亦依據刪除） 

九、 院長在任期間如發生重大事

件致有不適任之虞者，由院務

會議代表二分之一以上或全

院教師二分之一以上連署提

案，經院務會議代表三分之二

以上出席，出席代表三分之二

以上議決通過，報請校長核

定，解除其院長職務。 

九、 院長在任期間如發生重大事件致

不適任之慮者，由院務會議代表

二分之一以上或全院教師二分之

一以上連署提案，經院務會議代

表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及出席代

表三分之二以上議決通過，報請

校長核定，解除其院長職務。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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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學院院長遴選作業準則 

                      101 年 4 月 11 日 100 學年度第三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一、 國立成功大學學院院長遴選作業準則(以下簡稱本準則)依本校組織規程第廿

七條之有關規定訂定之。 

二、 學院院長之產生、續聘及解聘依本準則辦理。各學院應訂定院長遴選、續聘

及解聘辦法。 

三、 學院院長人選應具備教授資格。 

     學院院長三年為一任，得連任一次。 

 學期中聘兼者，任期自次一學期起（八月一日或二月一日）計算。 

四、 各學院應於院長因故出缺兩個月內或任期屆滿五個半月前組成遴選委員會，

進行遴選作業。遴選委員會得經該院對侯選人行使同意權後，遴選二至三位

院長候選人，於卸任院長任期屆滿一個月前報請校長擇聘之。 

遴選作業期間，如遇本校組織規程第二十七條修訂，在其完成法定程序前，

已組成遴選委員會者，仍依原規定遴選之。 

五、 學院院長遴選委員以十一至十五人組成，其中校長指定二至三人，其餘委員

由各該學院院務會議推舉之。遴選委員中院外委員至少三人，且教授級委員

不得少於二分之一。    

六、 學院院長遴選委員會推選一人為主席兼召集人。 

七、 遴選委員會須公開徵求及主動尋覓院長候選人，並依院長遴選辦法所訂院長

人選資格之規定，對候選人進行資格審查。 

八、 學院院長之續聘，於任期屆滿六個月前組成院長續聘評鑑委員會，續聘評鑑

委員會比照遴選委員會方式組成，就院長是否續聘做成決定，送院務會議備

查。續聘評鑑委員會應有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議，應有出席委員三

分之二以上之贊成，方得作成決定院長續聘之決議。若院長獲同意續聘，則

報請校長續聘；若院長未獲同意續聘，則依各該學院院長遴選辦法規定重新

遴選。 

九、 院長在任期間如發生重大事件致有不適任之虞者，由院務會議代表二分之一

以上或全院教師二分之一以上連署提案，經院務會議代表三分之二以上出

席，及出席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議決通過，報請校長核定，解除其院長職務。 

十、 學院院長遴選辦法須經學院院務會議通過，並報請學校核備後實施，修正時

亦同。 

十一、本準則未盡事宜，悉依相關規定辦理。 

十二、本準則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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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四、本委員會之行政工作由

財務處支援，委員會之重要

決議由財務處提校務會議備

查。 

四、本委員會之行政工作由

秘書室支援，委員會之重要

決議由秘書室提校務會議備

查。 

配合業務移轉修訂 

 

 

 

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設置要點  
89 年 6 月 21 日 88 學年度第 4 次校務會議通過  

89 年 10 月 25 日 89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會議修訂  
90 年 10 月 24 日 90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會議修訂  

94 年 3 月 30 日  93 學年度第 3 次校務會議延會通過  
奉教育部 94 年 10 月 25 日台高 (三 )字第 0940142288 號核備  

96 年 12 月 26 日 96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會議修訂  
奉教育部 97 年 4 月 25 日台高 (三 )字第 0970063843 號核備  

101 年 04 月 11 日 100 學年度第 3 次校務會議修訂  

 
一、本校為有效管理及運用校務基金，依教育部「國立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

法」第二條之規定設置「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
員會），並訂定本要點。 

二、本委員會由校長任召集人，另由校長遴選六至十四位委員提經校務會議同意後
聘任之，任期兩年並得連任。新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產生新任委員前由上屆
委員繼續執行任務。委員中不兼行政職務之教師代表不得少於三分之一，必要
時得聘請校外專業人士參與。 
教師會得向校長推薦委員人選。 

三、本委員會之任務如下： 
(一) 學校教學、研究及推廣所需財源之規劃。 
(二) 學校建築及工程興建所需財源之規劃。 
(三) 校務基金年度概算擬編之審議。 
(四) 校務基金開源措施之審議。 
(五) 校務基金經濟有效節流措施之審議。 
(六) 校務基金經費收支及運用之績效考核。 
(七) 「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三條第三款至第七款收支管

理規定之審議。 
(八) 其他關於校務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事項之審議。 

四、本委員會之行政工作由財務處支援，委員會之重要決議由財務處提校務會議備
查。 

五、管理委員會得視任務之需要，分組辦事；所需工作人員，由學校現有人員派兼
為原則。但為使校務基金之收支、保管及運用發揮最大經濟效益，得進用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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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若干人，其權利、義務、待遇及福利，依學校法令規定，由學校於契約中
明定之。 
本委員會每學期至少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 
本委員會召開會議時，得請相關人員列席。 

六、為使校務基金之收入及運用發揮最大經濟效益，本委員會置執行長一人，由財
務長兼任之，負責「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二十三條之相
關投資事宜。 

七、財務處須擬訂每年度之財務調度及投資計畫，經本委員會通過後執行之；並於
本委員會會議中報告執行情形。 
本委員會召開會議時，財務長須列席報告校務基金資金運作情形。 

八、第六點第一項之投資案超過新臺幣伍仟萬元以上者，本委員會認為必要時得聘
請專業之機構及人員協助評估。 

九、本設置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報教育部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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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國立成功大學校級研究中心設置暨管理辦法第二條修訂辦法對照表 

修訂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條 

本校設「國立成功大學校級研究中心

設置管理評議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

員會)，辦理各校級研究中心設置、管

理及裁撤之評議業務。本委員會由校

長召集，遴聘教務長、主任秘書、研

發長、研究總中心中心主任、人事室

主任及相關領域之教授或研究人員合

計 13-15 人組成，並由研發長擔任執

行秘書。未兼任行政主管之相關領域

教授或研究人員人數不得少於全體委

員二分之一。本委員會開會時得視需

要邀請相關人員列席。 

 

第二條 

本校設「國立成功大學校級研究中心

設置管理評議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

員會)，辦理各校級研究中心設置、管

理及裁撤之評議業務。本委員會由校

長召集，遴聘教務長、主任秘書、研

發長、研究總中心中心主任、人事室

主任及相關領域之教授或研究人員合

計 9-11 人組成，並由研發長擔任執行

秘書。本委員會開會時得視需要邀請

相關人員列席。 

 

依校務會議決

議，提高未兼任

行政主管之相關

領域教授或研究

人員人數不得少

於全體委員二分

之一委員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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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校級研究中心設置暨管理辦法 
100 年 7 月 7日 99 學年度第五次校務會議延會通過 

100 年 10 月 26 日 100 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通過 

101 年 4 月 11日 100 學年度第三次校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規範各校級研究中心之設置與管理，以達卓越發展與永續

營運之目標，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設「國立成功大學校級研究中心設置管理評議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辦理各

校級研究中心設置、管理及裁撤之評議業務。本委員會由校長召集，遴聘教務長、主

任秘書、研發長、研究總中心中心主任、人事室主任及相關領域之教授或研究人員合

計 13-15 人組成，並由研發長擔任執行秘書。未兼任行政主管之相關領域教授或研究人

員人數不得少於全體委員二分之一。本委員會開會時得視需要邀請相關人員列席。。 

第三條  本校校級研究中心得依下列原則提出申請設置： 

一、經校長交付設置者。 

二、為配合政府政策或推動重大校務，由本校專任教授經行政程序共同提出申請者。 

第四條  申請設置校級研究中心應研擬設置計畫書及設置辦法備審，其內容應包括： 

一、設置計畫書：成立目的、組織架構、中心定位、業務範圍、運作空間、經費來源、

預期成果、自我評鑑指標及方式、相關單位配合措施，計畫書內容應涵蓋現有運

作能力及過去執行績效等。 

二、設置辦法：設置依據、目的、組織、中心主任及相關人員選任方式、任期與考核

方式、經費來源等。 

第五條  委員會依中心性質，審核程序如下： 

一、編制內中心：計畫書與設置辦法經本委員會與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依本校行政

程序修訂組織規程，並報請教育部核定。 

二、編制外中心：計畫書與設置辦法經本委員會與主管會報審議通過後，提請校務會

議核備。 

第六條  各校級研究中心所需經費及人力以自給自足與自行籌措為原則。 

第七條  各中心成立滿一年(以會計年度為基準)後，每年必須向本委員會提出工作報告及規劃，並

接受第一次評鑑，爾後每年至少評鑑一次，由本委員會執行各中心評鑑工作，評鑑辦法

另訂之。 

第八條  評鑑工作包括下列項目，其百分比由本委員會議定之： 

     一、營運方向與設置宗旨之相符性。 

     二、符合設置宗旨之研究成果、服務活動、人才培訓，以及校內教學研究配合情形 

     三、 參與研究中心營運人員及其具體貢獻。 

     四、支薪之專、兼任人員聘僱情形。 

     五、年度經費收入支出總額及明細。 

     六、相關管理制度之建立情形。 

     七、未來三年之展望。 

第九條  各校級研究中心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予裁撤： 

一、經中心主任提出裁撤申請者。 

二、經本委員會評鑑不符原設置目的，或經評鑑未達原設置功能，已無存續必要者。 

前項經本委員會決議後，各校級研究中心應於收受通知後六個月內將決議事項執行

完畢，並送本委員會核備，未完成者視為已裁撤。 

第十條  各校級研究中心經本委員會決議裁撤者，準用本辦法第五條規定，辦理裁撤程序。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100-3校務會議(101.04.11)紀錄-16-



1 
 

國立成功大學 100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紀錄（102.01.02修正報告事項） 

時間：101年 6 月 27 日（星期三）上午九時 

地點：成功大學光復校區國際會議廳第二演講室 

主席：黃校長煌煇紀錄：張郁訢 

參加人員：如附件 1，P.7。 

壹、 頒獎： 

本校 101年度產學合作成果特優教師 

獲獎人：工學院系統及船舶機電工程學系方銘川教授 

電機資訊學院電機工程學系郭泰豪教授 

貳、 報告事項： 

一、 確認上次會議決議案暨執行情形報告：確認（附表 P.6）。 

二、 主席報告： 

(一) 近來油電上漲，大環境不佳，社會出現許多自殺跳樓的新聞，請多關

注師生同仁身心狀況。如果同仁心情鬱卒，或發現學生心情不好，請

與學校心理輔導師聯絡，以紓解壓力。自下學期開始，學務處安排研

究生納入導師制度，以協助研究生之輔導。 

(二) 學期結束後，建議同仁與家人出外旅遊，放鬆心情後再回來做研究。 

(三) 學校行政運作上不甚順暢。例如校務發展委員會每次參與人數不是很

多，亦未發揮應有之複審功能。許多系所需瞭解之資訊經常無法傳達，

如帳單之報支、佔缺之兼任教授改為不佔缺，缺額用來延聘專任教授

等等。將考慮改變校務發展委員會為系所主管參與之型態。另考慮於

校務會議內成立分類小組，相關議案由小組先行討論後再送交校務會

議決議，以增加校務會議效能，避免浪費代表時間。 

(四) 近來張明熙教授團隊以新台幣四億元進行技術移轉，刷新台灣學術界

技轉金額的最高紀錄；顏副校長明天將帶領團隊至台北，展現成大系

統性整理保存、研究、典藏之校園文化資產，成大應走出自己的特色。 

三、 各一級單位及各委員會報告：略，請參閱書面報告。 

※蔡燿全委員建議，依校長裁示： 

請財務處、會計室於校務會議提供長期投資明細表、損益表、資產負債表及

現金流量表。 

 

參、 討論事項： 

第一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本校 102學年度申請增設、調整院、系、所及學位學程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教育部 101.6.1.臺高（一）字第 1010100282 號函及教育部 100 年 8

月 3日發布「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如議程附

件 1, P.14)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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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依前開標準第五條規定： 

(一) 院、所、系、科與學位學程未達附表五所定生師比值規定者，調整

其各學制班別招生名額為前一學年度之百分之八十至百分之九十。 

(二) 院、所、系、科與學位學程未達附表五所定專任講師比率或專任師

資數規定者，調整其各學制班別招生名額為前一學年度之百分之七

十至百分之九十。 

三、 教育部復依前開標準第八條規定，得調整招生名額總量或各院、系、

所及學位學程之招生名額。略以：「院、所、系、科與學位學程最近一

次評鑑成績為未通過或列有三等或四等，且經再評鑑仍未通過或追蹤

評鑑未達二等以上者，依情節輕重調整其招生名額為前一學年度招生

名額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七十，並得逐年調整至評鑑通過為止。」 

四、 教育部核定學校可發展總量標準如下： 

(一) 生師比：全校生師比應低於 32、日間學制生師比應低於 25 以下、

研究生生師比應低於 12以下。（詳如議程附件 1-附表一, P.19） 

(二) 師資結構：全校專任助理教授應達專任師資總數之百分之七十以

上。 

1. 申請增設：（詳如議程附件 1-附表三, P.23） 

（1） 碩士班：申請時實聘專任師資應有九人以上，其中三分之二

以上須具助理教授以上資格，且四人以上具副教授資格。 

（2） 博士班：申請時實聘專任師資應有十一人以上，其中三分之

二以上須具助理教授以上資格，且四人以上具副教授資格。 

2. 成立後每年檢核之師資質量基準：（詳如議程附件 1-附表五, P.25） 

（1） 學系：專任講師應低於百分之三十；未設碩士班及博士班

者，專任師資應達七人以上；設碩士班者，專任師資應達九

人以上；設博士班者，專任師資應達十一人以上。 

（2） 研究所（獨立所）：設碩士班者且招生名額在十五人以下者，

專任師資應達五人以上；招生名額在十六人以上者，專任師

資應達七人以上。設博士班者，專任師資應達七人以上。屬

藝術展演類、設計類及運動競技類之研究所，專任師資應達

四人以上。 

(三) 應有校舍建築面積：（詳如議程附件 1-附表七, P.28） 

 學士班 碩士班、博士班 

1000 人

以內 

1001-3000

人 

3001 人

以上 

400 人以

內 

401-600

人 

601 人以

上 

文法商、管

理及教育類 
10 9 7 13 12 11 

理學類（不

包括醫學
13 12 10 17 16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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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依教育部規定計算方式，本校目前規模屬在可發展總量範圍內： 

(一) 現有生師比：全校生師比為 20.36；日間部生師比為 19.25；研究生

生師比 9.09。 

(二) 應須有校舍建築面積：266316 平方公尺，現有校舍建築面積：

813382.84 平方公尺。 

六、 經 101年 6月 13 日校務發展委員會議討論通過非特殊項目增設、調整

申請案如下： 

【增設全英語學位學程】 

工學院「自然災害減災及管理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七、 檢附本校現有系所一覽表（如議程附件 2, P.31）供請參考。 

擬辦：討論通過後依限報部。 

決議：照案通過 102 學年度工學院申請增設自然災害減災及管理國際碩士學

位學程案。 

 

第二案            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由：環安衛中心因業務需要擬增設生物污染及輻射防護組，並將本校環境保

護暨安全衛生中心設置辦法第六條所列輻射防護業務併入該組，茲修訂

「國立成功大學組織規程」第八條第十三項條文、「國立成功大學環境

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設置辦法」第四、六條條文，增列第八條，提請討

論。 

說明： 

一、 生物實驗安全業務 

(一) 相關業務原屬研發處業務，於 99 年 6 月移轉至本中心，負責審查

國科會等之生物相關計畫（移轉簽文如議程附件 8, P.45）。 

(二) 生物實驗安全性的管理及其相關污染防治、甚至後續污染物質的處

理方式都需要有專業實務經驗的專任教師帶領，方能深入瞭解問題

核心，擬訂完善的解決策略及方法，以符合相關法令規定，故擬增

設生物污染及輻射防護組之正式編制，以負責該項業務。 

(三) 目前國內各研究計畫資助單位已陸續要求欲申請研究計畫之實驗

室需有「生物實驗室等級(P-1、P-2、P-3)區分，目前校內各院、系/

系、牙醫系）

護理及體育

類 

工學、藝

術、農學、

生命科學類 

17 16 14 21 20 19 

醫學系、牙

醫學系 
23 22 20 29 28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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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及中心尚未有生物實驗室等級之認定，若無專業的生物實驗安全

管理，實難以推動此項業務。 

二、 本校輻射防護業務涵蓋理、工、醫、生命、電資學院及部份研究單位，

為整合全校輻防業務，擬將其自本中心之環境保護組獨立出來，唯為

考量合乎學校人事精簡原則，故將該業務與生物實驗安全合併，納入

生物污染及輻射防護組以強化管理。 

三、 本案已經第 725 次主管會報討論通過，遂修正本校組織規程第八條第

十三項及本中心原相關設置辦法。 

四、 檢附下列資料供參： 

(一) 「國立成功大學組織規程」條文修正對照表（議程附件 3, P.35） 

(二) 「國立成功大學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設置辦法」條文修正對照

表（議程附件 4, P.36） 

(三) 現有「國立成功大學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設置辦法」（議程附

件 5, P.38） 

(四) 【修正後】國立成功大學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組織架構(議程

附件 6, P.39) 

(五) 研發處回覆本中心增組簽文 101A490032影本（議程附件 7, P.40） 

(六) 研發處業務移轉簽文（議程附件 8, P.45） 

五、 本案已於 101年 6月 13日 100學年度第四次校務發展委員會討論通過。 

擬辦：本案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組織規程條文修訂部分，報請教育部核定。 

決議：照案通過「國立成功大學組織規程」第八條第十三項條文（附件 2，P.8）、

「國立成功大學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設置辦法」第四、六條條文，

增列第八條修正案（附件 3，P.11）。 

 

第九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教師升等辦法辦法」部分條文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據 101年 3月 3日臺學審字 1010035456號函（議程附件 23, P.81）

函示有關對送審代表作之解釋及對現行部份條文做修正，並於 101

年 4月 16日經校教評會及 6月 13日校務發展委員會討論通過。 

二、 本次修正重點及理由如下： 

(一) 修正講師、助教其升等應具備條件之文字定義（修正第 2 條第 4款

條文）。 

理由：依據目前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做修正。 

(二) 明確定義代表作為校級教評會送請外審者（修正第 3 條第 3 款條

文）。 

理由：依據教育部 101 年 3 月 3 日臺學審字第 1010035456 號函示

做修正，「代表著作應非為曾以其為代表著作送審者」，係指代表著

作已經校級審定通過或不通過者，不得再作為代表著作重新送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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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系級外審結果為及格，惟未經校級送審，該代表作可視為「未完

成審定」之代表著作，系、院級升等辦法可自行規定。 

(三) 對於著作外審送請校外專家四人之審查結果，明定有三位審查委員

給予及格者為通過（修正第 7條條文）。 

理由：校教評會回歸作形式審查，例外情形則循申復或申訴管道處

理。 

(四) 新增與調整教師升等其一般教師預定時間表（修正第 15 條第 1 款

條文）。 

理由：配合 100年本校教師升等辦法修正送審 4名外審委員，目前

一般於上學期辦理升等時，約有 100位申請人，需送 400 位校外專

家做審查，其工作量相當大且時間急迫，依原訂時程執行有困難，

故予調整及新增時段。 

三、 檢附部分條文修正前後對照表（議程附件 24, P.82）、本校現行教師升

等辦法全文（議程附件 25, P.84）。 

擬辦：本案通過後公告施行。 

決議：修正「國立成功大學教師升等辦法辦法」（附件 4，P.14）。 

 
第十九案           提案代表：楊芳枝、林啟禎、張敏政、 

葉光毅、鄭靜、陳介力 

案由：移除光復校區成功湖畔蔣介石銅像。 

說明： 

一、 本校光復校區榕園旁，成功湖畔的蔣介石前總統銅像經常引起爭議，

並屢遭校內外人士毀損破壞。 

二、 本校作為一流頂尖大學，肩負著守護民主與堅持自由的責任。而蔣介

石的銅像代表的是白色恐怖時代崇拜獨裁者的痛苦記憶。這個銅像存

在本校校園的中心，形同對大學教育追尋學術自由的反諷。 

三、 從威權走向民主化過程的國家，將獨裁者的銅像移除是轉型正義實踐

的一部份。為免此爭議性銅像傷害本校的自由傳統和未來校園特色規

劃的可能性，建議將該銅像自目前位置移除。 

擬辦：通過後移除銅像。 

決議：為求周延，於一個月內成立一委員會收集相關資料，必要時得召開公聽

會，最遲於 101 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提出如何決議之建議案供校務會

議代表進行決議。委員會共 9名成員，包含提案人代表 2 名（楊芳枝教

授、陳介力教授）、教師會代表 1 名、學生會代表 1 名、行政代表 1 名

（校長指派）、校友代表 1名（校友聯絡中心推薦）、博物館校史組代表

1 名、趙儒民教授、陳玉女教授。 

 

肆、 臨時動議：（無） 

 
伍、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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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國立成功大學 100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決議案 101年 6月 27日執行情形報告表 

決議案摘要 承辦單位執行情形 

第一案 
案由：研擬本校組織規程第二十七條、第二十七

條之一、第二十八條及第二十八條之一修
正草案，提請討論。 

決議：修正通過本校組織規程第二十七條、第
二十七條之一、第二十八條及第二十八條
之一修正案。 

 

 
研發處： 
本辦法修訂通過後，續報部核
定後實施。 

第二案 
案由：修正「國立成功大學學院院長遴選作業準

則」第八條及第九條，提請討論。 
決議：修正通過「國立成功大學學院院長遴選

作業準則」第八條及第九條。 
 

 
研發處： 
本辦法修訂通過後公布實施。 

第三案 
案由：擬修訂「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委員

會設置要點」第二點及第四點，提請討論。 
決議：修正通過「國立成功大學校務基金管理

委員會設置要點」第四點。另，第二點有
關設定委員出席人數門檻或重要議案決
議人數門檻，請財務處重新研擬後，再提
會討論。 

 

 
財務處： 
照案辦理，再提 100-4校務會
議討論。 

第四案 
案由：擬修訂「國立成功大學校級研究中心設置

暨管理辦法」第二條，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國立成功大學校級研究中心

設置暨管理辦法」第二條。 
 

 
研發處： 
本辦法通過後公布實施。 

第五案 
案由：「能源科技與策略研究中心」、「尖端光電

科技中心」、「傳染性疾病及訊息研究中
心」及「前瞻醫療器材科技中心」擬設置
為校級「編制外中心」，其設置辦法如議
程附件 12至 15，提請核備。 

決議：照案通過「能源科技與策略研究中心」、
「尖端光電科技中心」、「傳染性疾病及訊
息研究中心」及「前瞻醫療器材科技中心」
為校級「編制外中心」。（各中心設置辦法
如附件 6-9, P.17-20） 

 

 
研發處： 
四個編制外校級研究中心通
過後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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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國立成功大學 100 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出(列)席名單 
時間：101年 6 月 27 日（星期三）上午九時 

地點：成功大學光復校區國際會議廳第二演講室 

出席： 

黃煌煇、顏鴻森、蘇慧貞、何志欽、林清河、林啟禎（李劍如代）、黃正亮、黃

文星（陳引幹代）、黃正弘、陳進成、賴俊雄（陳玉女代）、陳昌明（請假）、翁

嘉聲（請假）、張勝柏、吳玫瑛、楊芳枝、吳奕芳、朱芳慧、傅永貴、柯文峰、

閔振發（請假）、鄭靜、許瑞榮（請假）、陳淑慧、林慶偉（柯文峰代）、談永頤、

曾盛豪、（請假）張敏政、曾淑芬（請假）、李亞夫（何盧勳代）、王育民、游保

杉、張錦裕、李森墉、施明璋、劉瑞祥、楊毓民（張鑑祥代）、林再興（請假）、

陳家榮（請假）、洪敏雄（請假）、蔡文達（劉全璞代）、方一匡、吳致平（請假）、

蕭政宗、林裕城、陳曉華（鄧維光代）、趙儒民、楊澤民、楊名、林素貞（請假）、

陳介力、張克勤（請假）、蘇芳慶（陳天送代）、洪飛義（請假）、陳璋玲、曾永

華、李嘉猷、詹寶珠（張順志代）、陳敬（林輝堂代）、陳中和（請假）、李強（請

假）、張大緯（請假）、吳宗憲、盧文祥（請假）、林峰田（吳豐光代）、陳世明（請

假）、葉光毅、曾元琦、張有恆、王泰裕（請假）、呂錦山、蔡燿全、潘浙楠（陳

正忠代）、陳正忠、溫敏杰、邱正仁（請假）、蔡佳良、林其和、林炳文（楊俊佑

代）、黃金鼎（請假）、陳國東（請假）、何漣漪、李俊璋、呂佩融（請假）、徐阿

田、蔡佩珍、黃美智、李經維、楊友任、許博翔（請假）、陳志鴻（請假）、黃朝

慶（請假）、楊俊佑、吳晉祥、葉宗烈、胥直利、姚維仁（請假）、蔡維音、陳勁

（請假）、程炳林（請假）、王富美、鄭中平、涂國誠、李劍如、陳廣明、陳明輝、

吳如容、謝漢東、李金駿、王凱弘、顏婉容（請假）、林忠毅（陳香蓉代）、葉柏

廷（請假）、楊承峰、李佳融（請假）、林立祥（請假）、張峻源（請假）、陳柏言

（請假）、王靖媛（請假）、林洳卉（請假）、林彥伯（請假）、莊鈞凱（鄭羽辰代）、

陳威志（請假） 

列席： 

陳志鴻（請假）、王駿發（請假）、吳文騰（請假）、高強（請假）、楊明宗（請假）、

柯慧貞（請假）、張克勤（請假）、王三慶（請假）、張高評、吳萬益（請假）、李

清庭（請假）、徐明福（請假）、林仁輝、陳景文（請假）、謝錫堃、李偉賢（請

假）、湯銘哲（請假）、徐畢卿（請假）、蕭瓊瑞（請假）、利德江、蔡明祺（蔡達

智代）、楊瑞珍、張丁財、李丁進、陳響亮、王偉勇、蕭世裕（蕭慧如代）、黃肇

瑞（劉全璞代）、謝文真、吳華林、褚晴暉、戴華（請假）、李俊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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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國立成功大學組織規程 

 
第一條~第七條 (略) 

 
第八條本大學因教學、研究、推廣之需，設下列單位暨人員： 

 

一、研究發展處：置研發長一人，掌理學術研究與發展事項，得置副研發長一至二人，

協助綜理學術研究與發展事項。下設企劃、建教合作二組，各組置組長一人，研

究人員若干人。 

 

二、研究總中心：置中心主任一人，掌理本大學各研究中心業務之規劃、推動與整合。

下設行政、企劃、業務三組，各組置組長一人，研究人員若干人。 

 

三、計算機與網路中心：置中心主任一人，掌理計算機與網路支援教學、研究及行政

資訊處理事項，得置副中心主任一人，襄助中心主任處理業務。下設網路作業、

校務資訊、教學研究、行政諮詢四組，各組置組長一人。 

 

四、校友聯絡中心：置中心主任一人，掌理校友聯絡、凝聚校友力量協助校務發展等

相關事項。 

 

五、生物科技中心：置中心主任一人，掌理生物科技中心相關業務，下設教學、研究、

企劃三組，各組置組長一人。 

 

六、藝術中心：置中心主任一人，掌理藝術中心相關業務，下設展示、演藝、教育三

組，各組置組長一人。 

 

七、微奈米科技研究中心：置中心主任一人，掌理各院系所與微系統及奈米技術相關

教學與研究工作，下設行政業務、共同實驗室、研究教育、技術推廣四組，各組

置組長一人。 

 

八、通識教育中心：置中心主任一人，掌理本校通識教育有關事務。下設行政、教學、

企劃三組，各組置組長一人。 

 

九、國際事務處：置國際事務長一人，掌理國際學術合作及國際教育相關事務，得置

副國際事務長一人，協助綜理國際學術合作及國際教育相關事務。下設國際合作、

國際學生事務二組，各置組長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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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博物館：置館長一人，掌理博物館相關業務。下設典藏、研究、展示、推廣四組，

各置組長一人。 

 

十一、財務處：置財務長一人，掌理校務基金規劃與調度相關事務。下設規劃、理財、

管控、出納四組，各置組長一人，研究人員若干人。 

 

十二、人文社會科學中心：置中心主任一人，綜理各項業務。下設行政作業、研究教

育、企劃整合三組，各置組長一人。 

 

十三、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置中心主任一人，掌理環境保護及工作場所安全衛

生相關業務。下設綜合企劃、環境保護、安全衛生、生物污染及輻射防護組四

組，各置組長一人。 

 

本條文所列單位得視業務需要置職員及稀少性科技人員等若干人。九十年八月二日以後不得進

用資訊科技人員，前已進用之資訊科技人員，得繼續留任至其離職為止，其升等並

依原規定辦理。 

各該單位之設置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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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組織規程第八條條文修正對照表 

擬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八條 

本大學因教學、研究、推廣之

需，設下列單位暨人員： 

一、研究發展處：…… 

二、研究總中心：…… 

三、計算機與網路中心：…… 

四、校友聯絡中心：…… 

五、生物科技中心：…… 

六、藝術中心：…… 

七、微奈米科技研究中心：…… 

八、通識教育中心：…… 

九、國際事務處：…… 

十、博物館：…… 

十一、財務處：…… 

十二、人文社會科學中心：…… 

十三、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

心：置中心主任一人，掌

理環境保護及工作場所

安全衛生相關業務。下設

綜合企劃、環境保護、安

全衛生、生物污染及輻射

防護組四組，各置組長一

人。 

 

第八條 

本大學因教學、研究、推廣之

需，設下列單位暨人員： 

二、研究發展處：…… 

二、研究總中心：…… 

三、計算機與網路中心：…… 

四、校友聯絡中心：…… 

五、生物科技中心：…… 

六、藝術中心：…… 

七、微奈米科技研究中心：…… 

八、通識教育中心：…… 

九、國際事務處：…… 

十、博物館：…… 

十一、財務處：…… 

十二、人文社會科學中心：…… 

十三、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

心：置中心主任一人，

掌理環境保護及工作場

所安全衛生相關業務。

下設綜合企劃、環境保

護、安全衛生三組，各

置組長一人。 

 

 

一、原生物實驗安全委員會

組織章程是以醫學院院長

為當然委員兼召集人，委員

會業務偏重於生物醫學實

驗安全性的管理及審核。 

參酌與本校規模類似友校

多年經驗，生物實驗安全性

的管理及其相關污染防

治、甚至後續污染物質的處

理方式都需要有實際經驗

的專任教師帶領，方能深入

問題核心，完善的解決相關

問題，故擬增加生物實驗安

全組的編制。 

二、本校輻防業務涵蓋理、

工、醫、生命、電資學院及

部份研究單位，為整合全校

輻防業務，擬自本中心之環

境保護組獨立出來，與生物

實驗安全組合為生物污染

及輻射防護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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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國立成功大學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設置辦法 
97年 12月 31日 97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通過 

教育部民國 98年 3月 13日台高(二)字第 0980026306號函同意核定 

101年 6月 27日 100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昇校園環境保護及維護工作場所人員之作業安全與

衛生，特依本校組織規程第八條規定，設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以下簡稱本中

心），並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本中心任務為制訂、規劃、推動、執行本校校園環境保護及工作場所安全衛生相關管理，

以及各單位執行環境保護與安全衛生措施之追蹤考核等事項。 

第三條本中心置中心主任一人，綜理中心各項業務，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 

第四條本中心依業務需要，設下列各組： 

一、綜合企劃組 

二、環境保護組 

三、安全衛生組 

四、生物污染及輻射防護組 

第五條綜合企劃組掌理下列事項： 

一、環境保護及安全衛生事項之綜合規劃。 

二、環境保護及安全衛生計畫、方案與重要業務之追蹤考核。 

三、環境保護及安全衛生相關法令規章之彙整、宣導。 

四、環境保護及安全衛生管理要點、相關措施之擬訂。 

五、環境保護及安全衛生之教育、訓練、宣導及支援。 

六、環安衛資訊網站管理維護及數位化業務。 

七、其他有關本中心綜合性之業務。 

第六條環境保護組掌理下列事項： 

一、校園水、空氣、土壤、噪音污染防治之規劃、檢測與輔導改善。 

二、實驗室、實習場所運作危害性物質及毒性化學物質之監督與追蹤。 

三、實驗室、實習場所危害性廢棄物處置之執行與督導。 

四、其他與環境保護相關業務。 

第七條安全衛生組掌理下列事項： 

一、職業災害防制與衛生管理計畫之釐訂，執行之推動、定期重點檢查、改善及督導。 

二、職業安全與作業環境衛生教育、訓練之規劃及實施。 

三、實驗室、實習場所危險性機械設備之調查列管、定期檢查與改善之督導。 

四、職業災害之預防、搶救、調查、分析及紀錄，職業災害統計之辦理。 

五、實驗室、實習場所相關人員健康管理事項。 

六、其他勞工安全衛生法令規範之事項。 

第八條生物污染及輻射防護組掌理下列事項： 

一、實驗室、實習場所之生物性安全衛生規範之規劃、制定、督導與管理。 

二、生物醫療廢棄物處置之執行與督導。 

三、基因重組實驗審查、生物材料輸出入審查。 

四、生物性實驗室安全等級評定。 
五、輻射源之管制、追蹤、監督及其安全之管理。 

六、輻射污染防護及輻射廢料處理之規劃及督導。 

七、其他與生物實驗、輻射防護相關法令規範之事項。 

第九條本中心各組置組長一人，由中心主任依業務性質遴選助理教授以上教師陳請校長聘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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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由具相關專長與資格之職技人員擔任。 

第十條本中心各組依業務需要置職技人員若干人，所需員額由本校總員額中調配之；或依本校

進用契僱人員暨聘僱人員實施要點，進用相關專長人員擔任。 

第十一條本中心依業務需要，得訂定本校環境保護、安全衛生各項管制要點，其要點另訂之。 

第十二條各學院及研究總中心，應督導所屬系、所、中心落實執行本校各項環境保護及安全衛

生之政策與措施。 

第十三條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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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設置辦法」條文修正對照表 

擬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四條本中心依業務需要，設下列

各組： 

一、綜合企劃組 

二、環境保護組 

三、安全衛生組 

四、生物污染及輻射防護組 

第四條本中心依業務需要， 

設下列各組： 

一、綜合企劃組 

二、環境保護組 

三、安全衛生組 

 

一、本條新增第四款。 

二、為確保本校教職員工生

從事生物實驗及輻射相

關研究與教學之安全，並

維護環境之永續發展，於

中心設置辦法增設生物

污染及輻射防護組。 

第六條環境保護組掌理下列事項： 

一、校園水、空氣、土壤、噪音

污染防治之規劃、檢測與輔

導改善。 

二、實驗室、實習場所運作危害

性物質及毒性化學物質之監

督與追蹤。 

三、實驗室、實習場所危害性廢

棄物處置之執行與督導。 

四、其他與環境保護相關業務。 

 

第六條環境保護組掌理下列事項： 

一、校園水、空氣、土壤、噪音

污染防治之規劃、檢測與輔導

改善。 

二、實驗室、實習場所運作危害

性物質及毒性化學物質之監

督與追蹤。 

三、實驗室、實習場所危害性廢

棄物處置之執行與督導。 

四、輻射源之管制、追蹤、監督

及其安全之管理。 

五、輻射污染及輻射廢料處理之

規劃及督導。 

六、生物性污染防制業務。 

七、其他與環境保護相關業務。 

本條刪除第四、五、六款。

業務移轉至生物污染及輻射

防護組。 

。 

 
100-4校務會議(101.06.27)紀錄-13-



14 
 

第八條生物污染及輻射防護組掌理
下列事項： 

一、實驗室、實習場所之生物性安

全衛生規範之規劃、制定、督導

與管理。 

二、生物醫療廢棄物處置之執行與

督導。 

三、基因重組實驗審查、生物材

料輸出入審查。 

四、生物性實驗室安全等級評

定。 
五、輻射源之管制、追蹤、監督及

其安全之管理。 

六、輻射污染防護及輻射廢料處理

之規劃及督導。 

七、其他與生物實驗、輻射防護相

關法令規範之事項。 

 

 

 

說明生物污染及輻射防護組

掌理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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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國立成功大學教師升等辦法 

77 年 11 月 16 日 77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0 年 03 月 27 日 79 學年度第 3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1 年 10 月 07 日 81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4 年 11 月 15 日 84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6 年 06 月 11 日 85 學年度第 5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7 年 01 月 14 日 86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7 年 10 月 21 日 87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8 年 03 月 17 日 87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8 年 06 月 09 日 87 學年度第 4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0 年 06 月 06 日 89 學年度第 3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1 年 03 月 20 日 90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2 年 06 月 11 日  91 學年度第 5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3 年 10 月 20 日  93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3 年 12 月 08 日  93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4 年 12 月 28 日  94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6 年 07 月 05 日  95 學年度第 4 次校務會議延會修正通過 
97 年 12 月 31 日  97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8 年 06 月 24 日  97 學年度第 4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9 年 10 月 27 日  99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 年 6 月 29 日  99 學年度第 5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 年 6 月 27 日 100 學年度第 4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本校為鼓勵教師認真教學與從事學術研究，特參照本校組織規程第三十六條暨相關法令

訂定教師升等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凡本校教師升等之申請、推薦與審查，

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悉依本辦法辦理。 

第二條本校教師申請升等，應具備下列各款條件： 

一、申請升助理教授者須有任講師滿三年（含）以上，申請升副教授者須有任助

理教授滿三年（含）以上，申請升教授者須有任副教授滿三年（含）以上之

服務年資；具有本校教師聘任辦法中較高職級教師之條件者，其服務年資得

不受本項規定之限制。如在專業研究上有特殊傑出表現，在不違反教育部相

關規定情形下，以個案經三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出席委員四分之三（含）以上

通過者，得受理其升等之申請。 

二、品德操守均佳且擔任現職期間，其教學、研究、服務與輔導等成績優良。 

三、申請升助理教授者應有相當於博士論文水準之著作並有獨立研究之能力；申

請升副教授者應在該學術領域內有持續性著作並有具體之貢獻；申請升教授

者應在該學術領域內有獨特及持續性著作並有重要具體之貢獻。 

四、中華民國 86 年 3 月 21 日前已取得講師、助教證書之現職人員，如繼續任教

而未中斷，得依修正生效前原升等辦法之規定，送審較高等級教師資格。但

審定程序，仍應依本辦法規定辦理。 

第三條擬升等教師所提著作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有申請人個人之原創性，且非以整理、增刪、組合或編排他人著作而成之編

著或其他非學術性著作。 

二、已出版公開發行之專書，或於國內外學術或專業刊物發表（含具正式審查程

序，並得公開及利用之電子期刊），或經前開刊物出具證明將定期發表，或

在國內外具有正式審查程序研討會發表且集結成冊出版公開發行（含以光碟

發行）之著作。 

三、自行擇定代表著作及參考著作；其屬系列之相關研究者，得合併為代表著作。

代表著作並應非為曾以其為代表著作送校辦理外審者。參考著作至多五篇

（代表作除外）。已發表或出版之學術性著作列表附送。 

四、代表著作應為送審人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及送審前五年內之著作；參考

著作應為送審人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及送審前七年內之著作。但送審人

曾於前述期限內懷孕或生產者，得申請延長前述年限二年。 

五、代表作如係二人以上合著者，僅得由其中一人送審；送審時，申請升等教師

以外他人須放棄以該著作作為代表著作送審之權利。申請升等教師應附送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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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該著作之貢獻說明書，具體說明其參與部分，並由合著人簽章證明之。但

申請升等教師如為中央研究院院士，免繳交合著人簽章證明；如為第一作者

或為通信（訊）作者，免繳交其國外合著人簽章證明部分。 

第四條服務年資之計算，應以教育部所頒現職證書內記載之起資年月推算至該年之 7 月底；無

現職證書者不得申請升等，專任教師經核准全時進修、研究者，於升等時，其全

時進修、研究年資最多採計一年。對服務年資有疑義時由人事室解釋。 

第五條教師升等之審查程序，初審由各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辦理，複審由各學院教師評審

委員會辦理。複審通過後始得向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推薦。 

第六條擬升等教師所提著作送請校外專家四人審查，其審查結果作為教師評審委員會辦理審查

升等時評定研究成績之依據。「教師著作審查意見表」參照教育部「專科以上學

校教師著作審查意見表」格式。 

第七條校教評會辦理審查時，其教學、服務與輔導成績業經系、院教評會評定及格者，其研究

成績依著作外審結果審查之，其著作外審審查結果，有三位審查委員給予及格

者，除有改變外審結果之事實外，予以通過。 

著作外審成績滿分為 100 分，擬升等講師、助理教授者，以 70 分為及格，未達 70 分者為不

及格；擬升等副教授者，以 75 分為及格，未達 75 分者為不及格；擬升等教授者，

以 80 分為及格，未達 80 分者為不及格。 

第八條著作外審審查委員以具有教育部審定之教授及中央研究院研究員資格者為原則。若無適

當之教授或研究員人選，對於送審副教授以下資格案，可以具有教育部審定之副

教授、助理教授及中央研究院副研究員、助理研究員資格者擔任之，但不得低階

高審。 

第九條審查委員之遴選，應配合申請人之學術專長，如申請人送審著作跨不同學術專長領域，

則以代表著作之專長領域為主要考量依據。 

審查委員之遴選為顧及公平性與平衡性，依下列原則辦理： 

一、申請人之研究指導教授，應迴避審查。 

二、申請人代表著作之合著人或共同研究人，應迴避審查。 

三、與申請人有親屬關係者，應迴避審查。 

四、同一案件之審查委員避免均由同一學校或機構之人員擔任。 

第十條評審過程及審查委員之評審意見，除依規定提供教師申訴受理機關及其他救濟機關外，

應予保密，以維持評審之公正性。 

申請人或經由他人有請託、關說、利誘、威脅或其他干擾審查委員或審查程序情

節嚴重者，應即停止其升等審查程序，並通知申請人，自通知日起二年內不受理

其升等之申請。 

第十一條初、複審決議後，未獲升等通過之申請人得向系（所）、院申請提供外審審查意見供

其參閱。各系（所）、院提供之內容應另行打字為之，且對審查委員之身分應予

保密。 

第十二條初審辦法由各系（所）制定，經院長提經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核備後施行；複審辦法由

各院制定，並提報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核備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各系（所）、院應於初審、複審辦法中訂定教學、研究、服務與輔導之評審基準

和所佔之權重、及升等審查通過之標準。如有更嚴格之規定者，從其規定。 

初審與複審均應就申請人之品德操守及自取得現職職位後之教學、研究、服務與

輔導等之實際情形審慎考評，其所佔比率以教學（40％）、研究（40％）、服務與

輔導（20％）為原則。 

第十三條各系（所）每年可推薦升等之各級教師人數，以該系（所）各級專任教師人數（升等

以前）之五分之一或已達升等年資之各級專任教師人數之三分之一為原則（小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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遞進為整數）。但助理教授、講師（85 年 8月 1 日以後新聘者）不在此限。對各

級專任教師人數有疑義時，由人事室解釋。 

第十四條教師升等經各院複審通過後，由系（所）主任及院長詳簽「教師升等系(所)教評會考

評表」連同「升等著作審查意見表」與升等著作以及初複審有關資料等向教務處

提出。教務處彙整後提校教師評審委員會，經討論通過後，補發新職級聘書及薪

資（年資起算日期依教育部核定日期辦理），並依規定檢件由人事室報請教育部

備查及核發教師證書。 

第十五條教師升等各程序預定時間如下： 

一、一般教師預訂時間表： 

各院應依作業所

需時間自行訂定

各系所向院提出

之時限 

各系所應依據各

院之規定自行訂

定初審時間 

8 月 15 日 

以前 
11 月底以前 

12月 15 日 

以前 
12 月底以前 

各院向教務處提

出著作外審資料 
校完成著作外審 

1.各院完成複審 

2.向教務處提出 

校教師評審 

委員會審議 

二、85 年 8 月 1 日以後新聘助理教授、講師，可另適用下列預訂時間表： 

各院應依作業所

需時間自行訂定

各系所向院提出

之時限 

各系所應依據各

院之規定自行訂

定初審時間 

2 月底以前 
5 月 15日 

以前 
5 月底以前 

6 月 15日 

以前 

各院向教務處提

出著作外審資料 
校完成著作外審 

1.各院完成複審 

2.向教務處提出 

校教師評審 

委員會審議 

三、以博士學位申請升等講師、助理教授者，亦得適用第二款預訂時間表，辦理

升等。 

第十六條非屬學院之系（所）、體育室及一級中心（處、館）之教師升等，其初審比照系（所）

辦理；複審除微奈米科技研究中心、計算機與網路中心分別由工學院、電機資訊

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辦理外，餘由非屬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辦理。 

第十七條申請人對初審結果有疑義時，得向院教師評審委員會提出書面申復；申請人對複審結

果有疑義時，得向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提出書面申復，其辦法另定之。 

第十八條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及相關法規規定辦

理。 

第十九條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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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教師升等辦法部份條文修正前後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條 

四、中華民國 86 年 3月 21 日前已取得講師、助教證書之

現職人員，如繼續任教而未中斷，得依修正生效前原

升等辦法之規定，送審較高等級教師資格。但審定程

序，仍應依本辦法規定辦理。 

第二條 

四、中華民國 86 年 3月 21 日前已取得講師、助教證書之

現職人員，如繼續任職而未中斷，得依修正生效前原

升等辦法之規定，送審較高等級教師資格。但審定程

序，仍應依本辦法規定辦理。 

依目前教育部

「專科以上學校

教師資格審定辦

法」做修正 

第三條擬升等教師所提著作應符合下列規定： 

三、自行擇定代表著作及參考著作；其屬系列之相關研究

者，得合併為代表著作。代表著作並應非為曾以其為

代表著作送校辦理外審者。參考著作至多五篇（代表

作除外）。已發表或出版之學術性著作列表附送。 

 

第三條擬升等教師所提著作應符合下列規定： 

三、自行擇定代表著作及參考著作；其屬系列之相關研究

者，得合併為代表著作。代表著作並應非為曾以其為

代表著作送審者。參考著作至多五篇（代表作除外）。

已發表或出版之學術性著作列表附送。 

 

依據教育部101年
3 月 3 日臺學審字
第 1010035456 號
函示做修正，「代
表著作應非為曾
以其為代表著作
送審者」，係指代
表著作已經校級
審定通過或不通
過者，不得再作為
代表著作重新送
審。若系級外審結
果為及格，惟未經
校級送審，該代表
作可視為「未完成
審定」之代表著
作，系、院級升等
辦法可自行規定。 
 

第六條 

擬升等教師所提著作送請校外專家四人審查，其審查結果

作為教師評審委員會辦理審查升等時評定研究成績之依

據。「教師著作審查意見表」參照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教

師著作審查意見表」格式。 

 

第六條 

擬升等教師所提著作送請校外專家四人審查，其審查結果

作為教師評審委員會辦理審查升等時評定研究成績之參

考。「教師著作審查意見表」參照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教

師著作審查意見表」格式。 

 

依第七條文內容

做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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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五條教師升等各程序預定時間如下： 

一、一般教師預訂時間表： 

各院應依作業
所需時間自行
訂定各系所向
院提出之時限
各系所應依據

各院之規定自
行訂定初審時
間 

8 月 15 日 
以前 

11 月底 
以前 

12 月 15 日 
以前 

12 月底 
以前 

各院向教

務處提出
著作外審
資料 

校完成著
作外審 

1.各院完成

複審 
2.向教務處

提出 

校教師評

審委員會
審議 

 

第十五條教師升等各程序預定時間如下： 

一、一般教師預訂時間表： 

各院應依作業
所需時間自行
訂定各系所向
院提出之時限
各系所應依據

各院之規定自
行訂定初審時
間 

8 月底 
以前 

11 月 15 日 
以前 

11 月底 
以前 

12月 15日 
以前 

各院向教

務處提出
著作外審
資料 

校完成著
作外審 

1.各院完

成複審 
2.向教務
處提出 

校教師評

審委員會
審議 

 

配合 100 年本校

教師升等辦法修

正送審 4 名外審

委員及目前實際

之運作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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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 100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延會紀錄 

時間：101年 7 月 10 日（星期三）上午九時 

地點：成功大學光復校區國際會議廳第二演講室 

主席：黃校長煌煇紀錄：張郁訢 

參加人員：如附件 1，P.7。 

壹、 報告事項： 

一、 主席報告： 

謝謝各位校務會議代表在暑假期間出席本次延會。 

(一) 最近國內發生許多事情。希望轉達系上老師，請學生多注意自身安全。

另外，除了教授學問外，也能多多關懷，並教導學生做人的道理。 

(二) 明年開始國內大學將朝學用合一的大方向進行。請教務長、院長注意如

何減少學生學習內容與職場之間的落差。因應國家科技發展方向，請計

網中心提升全校網路水準。也請研發處及研究總中心注意專利的保存及

維護，使本校專利建置更健全。 

(三) 日前與顏副校長、何副校長及陳主任秘書至教育部拜會教育部長及司

長，討論本校推行試辦自主方案。教育部長將責成高教司司長，對自主

案能釋放的內容以具體條列方式正式函文本校。本校將依教育部來函再

作討論。例如經費核銷希望能朝以總經費控管等。 

(四) 有關教育部目前推動大學合併案，本校與臺南藝術大學最近將一同舉行

記者招待會，共同發表兩校之間將先採實質合作模式。日後是否能順利

合併，尚須經由雙方校務會議通過，共同寫計畫書報教育部審查。 

貳、 討論事項： 

第三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人事室 

案由：擬修正本校教師聘任辦法及教師聘約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如議程

附件 9)，提請討論。 

說明： 

一、 本案業經 101年 4 月 16日 100學年度第 5次校教評會審議通過。 

二、 案揭辦法係配合教育部 101年 1月 4日修正公布之教師法第 14條修正

條文規定、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100 學年度第 2次會議決議及教

育部 100年 8月 3日臺人(一)字第 1000120583 號函規定辦理。 

三、 另本校為因應國外學者休假研究期間到校任教之需，於 84 年 11月 15

日校務會議通過「專任教師短聘制度」，並明定於本校教師聘任辦法

中。惟依現行大學法、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教師法等相關法令規定，

編制內專任教師並無「短期聘任」之法源依據，爰修正相關條文。 

四、 本次教師聘任辦法修正重點及理由如下： 

(一) 廢止「專任教師短聘制度」之規定(修正第 4條條文) 

理由：本校現有編制內短聘專任教師計 3人（數學系 1人、內科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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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人、外科學科 1 人），均非屬「因應國外學者休假研究期間

到校任教之需」而延攬之師資，與原設置之目的有違；為期本

校教師聘任符合法制，避免滋生困擾，爰取消編制內專任教師

以短期契約聘任方式之作法，以資周妥。 

(二) 增列教師聘任後解聘、停聘、不續聘之適用條款（修正第 7 條條

文） 

理由：1.配合教師法第 14條修正條文(如議程附件 10)，增列教師聘任

後違反性侵害犯罪防治法及性別平等教育法等相關規定之解

聘、停聘、不續聘適用條款。 

2.另本校教師如有違反學術倫理行為之情事者，本校學術倫理

審議委員會得按其情節輕重作成停聘、解聘、不續聘之建

議，函轉校教評會為後續處置，爰配合修正教師聘任辦法第

7 條，以資周延。 

五、 本次教師聘約修正重點及理由如下： 

(一) 增列教師應遵守『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準則』第 7、8 條條文內

容之規定（修正第 9 點） 

理由：依本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100 學年度第 2次會議決議，應將

『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準則』第 7、8 條之條文(如議程附

件 11)內容，納入教師聘約中，爰配合修正。 

(二) 增列教師依規定兼任校外職務，並以兼職單位名義承接補助(委託)

計畫者，仍應循行政程序經本校許可；並規範教師承接補助（委託）

計畫，應遵守相關會計法規（修正第 10 點） 

理由：依教育部 100 年 8 月 3 日臺人(一)字第 1000120583 號函(議程

附件 12)規定，各校應建立專任教師承接委託研究計畫之內部管

理機制，並將相關規範納入聘約，爰配合修正本校教師聘約，

以資明確。 

六、 檢附本校教師聘任辦法、教師聘約現行全文（如議程附件 13），請參

閱。 

擬辦：通過後實施。 

決議：修正通過本校教師聘任辦法（附件 2, P.8）及教師聘約（附件 3, P.15）修

正案。 

[附帶決議]：針對校內基金會是否得承接計畫乙節，請研發處調查後，再由校長

召集基金會負責人進行座談。 

 
第四案            提案單位：圖書館、研發處 

案由：擬修訂「國立成功大學圖書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二條條文，同時修訂與

本辦法相關之組織規程第二十四條第七項，提請討論。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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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依據教育部 100年 10 月 21日臺高字第 1000919755B 號函辦理。為落

實大學法第 33 條第 1 項之規定，學生代表出席校內與學生學業、生

活及訂定獎懲有關規章之會議，相關文件請參見議程附件 14。 

二、 檢附「國立成功大學圖書委員會設置辦法」及第二條修正草案條文對

照表供參閱，請參見議程附件 15。 

三、 檢附「國立成功大學組織規程」現行條文及第二十四條第七項修正草

案條文對照表供參閱，請參見議程附件 16。 

四、 本案已於 101年 4 月 11日主管會報討論通過。 

擬辦：本案通過後實施。組織規程條文修訂部分，報請教育部核定。 

決議：照案通過圖書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二條修正案（附件 4, P.19）及組織規程

第二十四條第七項修正案（附件 5, P.20）。 

 
第五案            提案單位：校長交議案 

案由：有關自主治理試辦方案之無記名調查事宜，提請 討論。 

說明： 

一、 99 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延會第二案決議，要求校方自主治理試辦方

案對編制內教職員工進行無記名調查，結果供校務會議參考。 

二、 茲為使無記名調查工作能公開透明、公正與方便的原則下進行，擬以

網路方式辦理，並請校務會議推選代表與計網中心共同參與以確保公

平可信。 

三、 問卷設計草案說明後討論。 

擬辦：在無記名的原則下，請計網中心及校務會議所推選之會議代表參與下，

進行問卷調查。 

決議：一、原則上以票箱辦理紙本無記名投票。 

二、另組成專案小組委員會討論、規劃問卷調查、具體方式。專案小組

委員會成員共 6名，包含教師代表 3名（柯文峰、蔡維音、方一匡）、

職員代表 1 名（吳如容）、學生代表１名（另行推派）、計中代表 1

名（陳日昇），請柯文峰代表擔任委員會召集人。 

 
第七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擬修訂「國立成功大學特聘教授設置要點」第四點（議程附件 19），提

請討論。 

說明： 

一、 有關本校「特聘教授設置要點」第 4 點修正，於 100 年 12 月 27 日召

集研發長及九院院長討論決議、101 年 1月 6日會辦法制秘書並簽請

校長核示、101 年 2 月 29 日第 2 次特聘教授審查委員會確認，並於

101 年 4 月 18 日主管會報、101 年 5 月 23 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提

案通過，提本次會議討論。 

二、 檢附「特聘教授設置要點」現行條文供參（議程附件 20）。 

擬辦：通過後公告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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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照案通過特聘教授設置要點第四點修正案（附件 6, P.24）。 

 
 
第八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講座設置辦法」第四點（議程附件 21），提請討

論。 

說明： 

一、 本案於 101年 4月 27日 100學年度第 4次講座審查委員會會議決議通

過，並於 101 年 5 月 2 日主管會報、5 月 23 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及 6月 13日校務發展委員會提案通過，提本次會議討論。 

二、 修正緣由係配合本校特聘教授設置要點有關特聘教授獎助金條文做修

正，詳細說明請參考修正條文對照表。 

三、 檢附「國立成功大學講座設置辦法」現行條文（議程附件 22）供參。 

擬辦：通過後公告辦理。 

決議：照案通過講座設置辦法第四點修正案（附件 7, P.26）。 

 
第十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師資培育中心) 

案由：擬修訂「國立成功大學師資培育中心設置要點」名稱及第二條條文，提

請 討論。 

說明： 

一、 依教育部 100年 8月 2日臺中(二)字第 1000136664號函說明二及說明

四辦理（如議程附件 26），以符合教育部評鑑標準。 

二、 旨揭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如議程附件 27，原條文如議程附件 28。 

三、 本案業經 101年 5 月 22日 100學年度第 2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擬辦：通過後，報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師資培育中心設置辦法名稱及第二條條文修正案（附件 8, P.29）。 

 
第十四案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 

案由：擬修訂「國立成功大學安心就學濟助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

（如議程附件 37），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校長 101.4.12 指示（如議程附件 38）及本校本（100）學年度第 1

次安心就學濟助管理委員會議決議辦理。 

二、 修正條文已於 101.5.24 經本校 100學年度第 3次安心就學濟助管理委

員會議審議及 101.5.30第 727次主管會報討論通過。 

三、 附「國立成功大學安心就學濟助辦法」原條文(如議程附件 39)。 

擬辦：通過後公告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安心就學濟助辦法修正案（附件 9, P.31）。 

 
第十七案           提案單位：醫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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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擬修訂「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醫學系臨床教師設置辦法」第五條，提請

討論。 

說明： 

一、 修訂第五條臨床教師得擔任醫學院行政主管，詳如修訂對照表（議程

附件 44）。 

二、 本案業經 101.5.10 醫學院院務會議通過，並經 101.5.30本校主管會報

討論決議：本案同意先提送 6 月 13 日校務發展委員會討論並於 6 月

15 日校教評會討論通過後，再提校務會議討論。 

三、 本案已提 101.6.13 校務發展委員會及 101.6.15校教評會討論。 

四、 檢附「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醫學系臨床教師設置辦法」現行辦法（議

程附件 45）及 100 年 6 月 29 日 99 學年度第 5 次校務會議本校「醫

學院醫學系臨床教師設置辦法」報告案摘錄（議程附件 46）供參。 

擬辦：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臨床教師設置辦法第五條修正案（附件 10, P.35）。 

[附帶決議]：校長將與醫學院院長、醫院院長討論，進一步釐清與合理化臨床教

師的權利義務及員額比例問題。 

 
第十八案           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由：擬修正「國立成功大學延攬、留住及獎勵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支給原

則」，提請討論。 

說明： 

一、 本案業經 101 年 4 月 18 日第 724 次主管會報及 101 年 5 月 23 日 100

學年度第 5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討論通過。 

二、 本校 99年度彈性薪資業於 100 年 11月 8日「99年度彈性薪資審查委

員會」審查通過，獎勵金額總計 1億 7,786萬元（含國科會補助金額

7,231 萬元），獲獎教師共 661 人（含獲 99 年度國科會補助大專校院

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施之教師 177人），詳細統計資料如議程附件 47。 

三、 目前 100年度彈性薪資作業進行中，預計 7月底完成審查並撥款。 

四、 為利彈性薪資實施更加完善，已請全校教師及各單位持續提供建議，

本次重大修訂為： 

(一) 各學院給點標準不一，若依每點計算折合率實有困難，故擬以研

究、教學、服務合計之點數為各學院排序之依據，不再有依點數計

算折合率。 

(二) 適用對象新增編制外特殊優秀教研人員，係依「國立成功大學邁向

頂尖大學計畫延攬優秀人才作業要點」聘任之人員。 

(三) 教學傑出與特聘第二次支給點數同為 40 點，教學優良與特聘第一

次支給點數同為 20 點，然特聘教授審查機制較教學優良更為嚴

謹，且教學、服務採計年限皆為五年內，特聘僅採計現任，部份教

師反應不公，教學比重過高，因此擬將研究、教學、服務校承認點

數之採計年限皆修改為三年內，統計表如議程附件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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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教學優良與特聘第一次支給點數相同，部份教師反應相差過於懸

殊，故擬將教學優良或跨領域通識課程優良支給點數降低為 10

點，並將教學優良與教學傑出合併，點數採計僅擇一擇優支給。 

(五) 將全校特優導師與各學院優良導師合併，點數採計僅擇一擇優支

給。 

(六) 國家/國際級以上或同等獎項，經學院審查通過得給予點數，以 40

點為上限，增訂年限為三年內。 

(七) 為避免各學院各等級獲獎者相差過於懸殊，增訂各等級應設定門檻

標準條文。 

五、 本次修訂之支給原則，適用於 101年度彈性薪資實施。 

六、 詳細修訂情形請參考「國立成功大學延攬、留住及獎勵特殊優秀人才

彈性薪資支給原則」修正草案對照表（議程附件 49）。 

七、 檢附「國立成功大學延攬、留住及獎勵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支給原

則」現行條文（議程附件 50）供參。 

擬辦：本案經校務會議通過，報請教育部同意備查後實施。 

決議：修正通過延攬、留住及獎勵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支給原則修正案（附

件 11, P.36）。 

 
第二十案           提案單位：校長交議案 

案由：「國立成功大學校務會議議事規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如議程附件，提

請討論。 

說明： 

一、 本校校務會議議事規則對於本會議事進行中可否在會場內攝影、錄影

或錄音，尚未規定。為求明確，維持會場秩序，並尊重出席代表個人

權益，爰增訂第十六條。 

二、 本校校務會議為凝聚校內共識，審議大學法第十六條所規定事項，惟

囿於會議場所座位限制及議事程序順利進行之考量，對於教職員工生

旁聽採行申請制，並明定旁聽人應遵守議事規範，不得有妨礙議場秩

序或議事進行之行為，爰增訂第十七條、第十八條及第十九條。 

三、 檢附國立成功大學校務會議議事規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擬辦：通過後實施。 

決議：修正通過校務會議議事規則修正案（附件 12, P.47）。 

 
參、 臨時動議： 

本次會議因時間有限，所有提案未能討論完畢。尚未討論之第六、十一、十

二、十三、十五、十六案，納入 101 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討論。 

 
肆、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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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國立成功大學 100 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出(列)席名單 
時間：101年 6 月 27 日（星期三）上午九時 

地點：成功大學光復校區國際會議廳第二演講室 

出席： 

黃煌煇、顏鴻森（黃文星代）、蘇慧貞（陳進成代）、何志欽（利德江代）、林清河

（林大惠代）、林啟禎（李劍如代）、黃正亮（洪國郎代）、黃文星、黃正弘、陳進

成、賴俊雄、陳昌明（請假）、翁嘉聲（請假）、張勝柏（請假）、吳玫瑛（請假）、

楊芳枝（口試）、吳奕芳、朱芳慧（請假）、傅永貴（柯文峰代）、柯文峰、閔振發

（請假）、鄭靜（公假）、許瑞榮、陳淑慧（請假）、林慶偉（許瑞榮代）、談永頤、

曾盛豪、張敏政（請假）、曾淑芬（請假）、李亞夫（出國）、王育民（曾大千代）、

游保杉、張錦裕、李森墉（口試）、施明璋（請假）、劉瑞祥（請假）、楊毓民（陳

雲代）、林再興、陳家榮（出差）、洪敏雄（請假）、蔡文達（許聯崇 

代）、方一匡、吳致平、蕭政宗、林裕城（卿文龍代）、陳曉華（出國）、趙儒民、

楊澤民、楊名（請假）、林素貞（請假）、陳介力、張克勤、蘇芳慶（出差）、洪飛

義（請假）、陳璋玲（請假）、曾永華（詹寶珠代）、李嘉猷、詹寶珠、陳敬、陳中

和、李強（請假）、張大緯（請假）、吳宗憲、盧文祥（請假）、林峰田、陳世明（出

國）、葉光毅、曾元琦（出國）、張有恆、王泰裕（出國）、呂錦山（出國）、蔡燿

全（張心馨代）、潘浙楠（出國）、陳正忠（請假）、溫敏杰、邱正仁（請假）、蔡

佳良（請假）、林其和（吳俊忠代）、林炳文（楊俊佑代）、黃金鼎（請假）、陳國

東（請假）、何漣漪、李俊璋（請假）、呂佩融、徐阿田（請假）、蔡佩珍（請假）、

黃美智、李經維（出國）、楊友任（請假）、許博翔（門診）、陳志鴻（請假）、黃

朝慶（門診）、楊俊佑、吳晉祥（請假）、葉宗烈、胥直利、姚維仁、蔡維音、陳

勁、程炳林、王富美、鄭中平（請假）、涂國誠（請假）、李劍如、陳廣明、陳明

輝、吳如容、謝漢東、李金駿（請假）、王凱弘（請假）、顏婉容（請假）、林忠毅

（請假）、葉柏廷（請假）、楊承峰、李佳融（請假）、林立祥（請假）、張峻源（請

假）、陳柏言（請假）、王靖媛（吳承彥代）、林洳卉（請假）、林彥伯（請假）、莊

鈞凱（鄭羽辰代）、陳威志 

列席： 

陳志鴻（請假）、王駿發（請假）、吳文騰（請假）、高強（請假）、楊明宗（請假）、

柯慧貞（請假）、張克勤、王三慶（請假）、張高評（請假）、吳萬益（請假）、李

清庭（口試）、徐明福（請假）、林仁輝（請假）、陳景文（口試）、謝錫堃（請假）、

李偉賢（請假）、湯銘哲（請假）、徐畢卿（請假）、蕭瓊瑞（請假）、利德江、蔡

明祺（陳榮杰代）、楊瑞珍、張丁財、李丁進（黃啟雲代）、陳響亮（王士豪代）、

王偉勇（請假）、蕭世裕（出國）、黃肇瑞（余謙代）、謝文真、吳華林、褚晴暉、

戴華（出國）、李俊璋（請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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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國立成功大學教師聘任辦法 

80 年 03 月 27 日 79 學年度第 3 次校務會議通過 
81 年 10 月 07日 81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4 年 11 月 15日 84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8 年 03 月 17 日 87學年度第 2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0 年 03 月 14日 89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4 年 12 月 28日 94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5 年 10 月 25日 95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會議追認通過 
97 年 12 月 31 日 97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9年 4月 28日 98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延會修正通過 
99 年 06 月 23日 98 學年度第 5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 年 01 月 05 日 99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 年 06 月 29 日 99學年度第 6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 年 07 月 10日 100 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延會修正通過 
 

第一條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三十三條及有關法令規定，訂定本校教師聘任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本校教師之聘任，應具備下列基本條件： 

一、品德操守均佳及有足資證明之優良表現，對於擬聘系所之任務及發展有所益者。 

二、講師應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一) 曾任教並獲有部頒講師證書，而成績優良者。 

                  (二) 在國內外大學或研究院所研究，得有碩士學位或同等學歷證書，而成績優良，並有
專門著作者。 

三、助理教授應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一) 曾任教並獲有部頒助理教授證書，而成績優良者。 

                  (二) 具有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三) 具有碩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曾從事與所習學科有關之研究工作、專門職業或
職務四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四) 曾任講師三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四、副教授應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一) 曾任教並獲有部頒副教授證書，而成績優良者。 

                  (二) 具有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曾從事與所習學科有關之研究工作、專門職業或
職務四年以上，並有專門著作者。 

                  (三) 曾任助理教授三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五、教授應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一) 曾任教並獲有部頒教授證書，而成績優良者。 

                  (二) 具有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曾從事與所習學科有關之研究工作、專門職業或
職務八年以上，有創作或發明，在學術上有重要貢獻或重要專門著作者。 

                  (三) 曾任副教授三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重要專門著作者。 

六、醫學院臨床醫學藥學等教師聘任資格依據教育部相關法規辦理。 

七、各學系因特殊需要得延聘專業技術人員為專業教師，擔任大學部教學工作，其聘任資格依據教育部相
關法規辦理。 

第三條本辦法前條所稱國內外大學或研究所，以公立及已立案之私立大學及研究所或經教育部認可之國外
大學及研究所為限。 

第四條本校教師之聘任分為初聘、續聘及長期聘任三種。本校教師之聘任，初聘為一年、續聘第一次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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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三年以後續聘之每次均為二年。教師長期聘任實施要點另訂之。 

第五條新聘教授及副教授於初續聘滿四年之半年前，應經系（所）、院、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是否續聘

，若不通過則自第五年起不予續聘。新聘教授於學術上有重大成就或貢獻者，得直接長期聘
任。 

新聘助理教授於到職六年內未能升等者，自第七年起不予續聘。但因懷孕生產、養育三足歲
以下子女或其他特殊情況等情事，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同意者，自第七年起得續聘二年，如二
年內仍未能升等者，則不予續聘。 

前項但書續聘期間如仍有懷孕生產、養育三足歲以下子女，且足以影響其學術表現者，得於
續聘期限屆滿之半年前，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同意延長續聘二年。 

新聘講師原則比照辦理。 

新聘外籍教師須於近期內具使用中文之能力。 

第六條本校教師之聘任採聘期制，聘期屆滿得予續聘，聘期屆滿不再續聘謂之不續聘，聘期中由本校主動
解約者謂之解聘。暫時停止聘約關係者謂之停聘。教師不服解聘、停聘或不續聘處理者，得
向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申訴之。 

第七條教師聘任後除有本辦法第五條規定、或下列各款之一者外，不得解聘、停聘或不續聘： 

一、受有期徒刑一年以上判決確定，未獲宣告緩刑。 

二、曾服公務，因貪污瀆職經判刑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 

三、曾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條第一項所定之罪，經判刑確定。 

四、依法停止任用，或受休職處分尚未期滿，或因案停止職務，其原因尚未消滅。 

五、褫奪公權尚未復權。 

六、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七、行為不檢有損師道，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 

八、經合格醫師證明有精神病。 

九、教學不力、不能勝任工作或違反學術倫理，有具體事實或違反聘約情節重大。 

十、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侵害行為屬實。 

十一、知悉學校發生疑似校園性侵害事件，未依性別平等教育法規定通報，致再度
發生校園性侵害事件；或偽造、變造、湮滅或隱匿他人所犯校園性侵害事件
之證據，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 

有本校教師評量要點第六點、本辦法第五條不予續聘情形及前項第七款或第九款規定情事之
一者，應經本校三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及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審議
通過。 

有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八款、第十款及第十一款情形者，不得聘任為教師。其已聘任者，除
依下列規定辦理外，應報請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後，予以解聘、停聘或不續聘： 
一、有第八款情形者，依規定辦理退休或資遣。 
二、有第十款情形者，依第四項規定辦理。 
三、有第三款或第十一款情形者，應報請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後，予以解聘。 

教師涉有第一項第十款情形者，應於知悉之日起一個月內經本校三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
過後予以停聘，並靜候調查；如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屬實者，即報請主管教育行
政機關核准後，予以解聘。 

為避免聘任之教師有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八款、第十款及第十一款規定之情事，學校
應依規定辦理通報、資訊之蒐集及查詢。 

第七條之一教師聘任後，如假借其職務上行使審查公權力或使用公部門經費之機會，違反法令之規定，
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並遭起訴者，應由三級教師評審委員會依本辦法第七條規定及其違反情
節輕重審議，得停聘兩學期以上五學期以下。 

第七條之二教師停聘期間，本校應予保留底缺，俟停聘期滿或停聘原因消滅，並經三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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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後依行政程序通過，回復其聘任關係。 

教師停聘期間屆滿前或停聘原因未消滅前聘約期限屆滿者，三級教師評審委員會仍應依規定
審查是否繼續聘任。 

第七條之三依第七條規定停聘之教師，停聘期間應發給半數本薪（年功薪）；依前條規定回復聘任者，其
本薪（年功薪）應予補發。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教師受有期徒刑或拘役之執行或受罰金之判決而易服勞役者，其停聘期間不發給本薪（
年功薪）。 

二、教師依第七條第四項規定停聘者，其停聘期間不發給本薪（年功薪），俟調查結果無此
事實並回復聘任者，補發全部本薪（年功薪）。 

第八條教師有本辦法第七條第一項第九款或第七條之一之情事，惟未被起訴或情節未達解聘、停聘、不續

聘，或行為有損校譽者，應由三級教師評審委員會依其情節輕重審議，得處或併處一定期間

之懲處，懲處措施如下： 

一、不得擔任各級行政、學術主管職務。 

二、不得擔任教評會及其他指定委員會之委員。 

三、不得辦理借調。 

四、不得申請及執行出國講學、國內外研究、進修計畫。 

五、不得休假研究。 

六、不得申請研究計畫。 

七、不得執行研究計畫。 

八、不得辦理晉級加俸。 

九、不得於校外兼職、兼課。 

十、不得指導新研究生或其他指定年級研究生。 

十一、不得核給學術、研究獎勵。 

十二、不得推薦參加校外活動。 

十三、不得升等。 

十四、核減或停發學術研究費。 

十五、其他。 

第九條教師聘任之申請，須檢附下列資料或證件： 

一、擬聘教師簽辦表。 

二、履歷表。 

三、畢業證書或學位證書。 

四、著作。 

五、服務證書。 

六、推薦函三份。 

七、其他足資證明資格之文件。 

第十條新聘教師之聘任，應本公平、公正、公開之原則，於傳播媒體或學術刊物刊載徵聘資訊。教師聘任

之審查程序，初審由各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辦理，審查通過後向院推薦，複審由各院教師
評審委員會辦理，審查通過後向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推薦。初審辦法由各系(所)制定，報請
院長轉校教評會核備後施行，複審辦法由各院制定，並提報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核備後施
行，修正時亦同。 

第十一條教師聘任以每學期辦理一次為原則，並以每學期開始(二月一日或八月一日)為起聘日期。各院應
於十二月十五日或六月十五日前完成推薦程序。 

第十二條教師聘任經各院複審通過後，將有關資料向人事室提出。人事室彙整後提校教師評審委員會，經
討論通過後簽請校長核發聘任職級之聘書。 

第十三條以學位辦理聘任助理教授或講師者，如為國外學歷，應由系（所）依「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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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之規定審核，其修讀碩士或博士之修業時間如符合規定，由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比
照升等辦法辦理專門著作（或學位論文）外審作業，外審結果彙提院、校級教師評審委員會
完成聘任程序。 

經系（所）審核，其修讀碩士或博士之修業時間不符合規定者，得專案提三級教師評審委員
會討論，獲同意辦理著作外審者，由教務處比照升等辦法，將其論文、個人著作或作品送外
審，外審結果彙提院、校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完成聘任程序。 

外審作業應於本辦法第十條規定之時限前完成。相關前置作業，聘任單位應視作業所需時間
提前辦理。 

聘任程序完成，依規定檢件由人事室報請教育部備查及核發教師證書，年資以教育部核定年
月起算。 

第十四條非以學位辦理聘任且尚未獲有擬聘任職級之教師證書者，各院應於十月十五日（二月一日起聘）
或四月十五日（八月一日起聘）前將有關資料送教務處，比照升等辦法辦理著作外審，外審
結果彙提校教師評審委員會，經通過簽請校長核定後依規定檢件報請教育部核備及核發教師
證書，年資以教育部核定年月起計。 

第十五條非屬學院之系(所)、體育室及一級中心（處、館）之教師聘任，其初審比照系(所)辦理，複審除微
奈米科技研究中心、計算機與網路中心分別由工學院、電機資訊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辦理
外，餘由非屬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辦理。 

第十六條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國立成功大學教師聘任辦法」部分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四條 

本校教師之聘任分為初聘、續聘

及長期聘任三種。本校教師之聘

任，初聘為一年，續聘第一次為

一年，第三年以後續聘之每次均

為二年。教師長期聘任實施要點

另訂之。 

第四條 

本校教師之聘任分為初聘、續聘

及長期聘任三種。本校教師之聘

任除短期以契約明定其權利義

務與聘期外，初聘為一年，續聘

第一次為一年，第三年以後續聘

之每次均為二年。教師長期聘任

實施要點另訂之。 

為符法制，爰廢止專任教師

得以契約明定短期聘任之規

定。 

第七條 
教師聘任後除有本辦法第五條
規定、或下列各款之一者外，不
得解聘、停聘或不續聘： 
 
一、受有期徒刑一年以上判決確

定，未獲宣告緩刑。 
二、曾服公務，因貪污瀆職經判
刑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
案。 

三、曾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
第二條第一項所定之
罪，經判刑確定。 

四、依法停止任用，或受休職處
分尚未期滿，或因案停止職
務，其原因尚未消滅者。 

第七條 
教師聘任後除有本辦法第五條
規定、或下列各款之一者外，不
得解聘、停聘或不續聘： 
 
一、受有期徒刑一年以上判決確

定，未獲宣告緩刑。 
二、曾服公務，因貪污瀆職經判

刑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
案。 

三、依法停止任用，或受休職處
分尚未期滿，或因案停止職
務，其原因尚未消滅者。 

四、褫奪公權尚未復權。 
五、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

銷。 

一、 配合101年1月4日教師法
第14條條文修正，增訂本
條第一項第三款、第十一
款，並修正第二、三項，增
列第五項。 

二、 另查「本校學術倫理審議

委員會設置及審議辦法」
第19條規定：「倫理委員
會認定被檢舉人有違反
學術倫理行為之情事
者，得按其情節輕重，
作成下列處分之建議，
並函轉相關單位或委員
會為後續處置。．．．
四、停聘、解聘、不續
聘．．．。」爰修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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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五、褫奪公權尚未復權。 

六、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
銷。 

七、行為不檢有損師道，經有關
機關查證屬實。。 

八、經合格醫師證明有精神
病。。 

九、教學不力、不能勝任工作或
違反學術倫理，有具體事實
或違反聘約情節重大。 

十、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調查確認有性侵害行為屬
實。 

十一、知悉學校發生疑似校園
性侵害事件，未依性別
平等教育法規定通報，
致再度發生校園性侵害

事件；或偽造、變造、
湮滅或隱匿他人所犯校
園性侵害事件之證據，
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 

 
有本校教師評量要點第六點、本
辦法第五條不予續聘情形及前
項第七款或第九款規定情事之
一者，應經本校三級教師評審委

員會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及
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審議
通過。 
 

有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八款、第十

款及第十一款情形者，不得聘任

為教師。其已聘任者，除依下

列規定辦理外，應報請主管

教育行政機關核准後，予以

解聘、停聘或不續聘： 

一、有第八款情形者，依規

定辦理退休或資遣。 

二、有第十款情形者，依第

四項規定辦理。 

三、有第三款或第十一款情

形者，應報請主管教育

行政機關核准後，予以

解聘。 

 

六、行為不檢有損師道，經有關

機關查證屬實。 
七、經合格醫師證明有精神病。 
八、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

有具體事實或違反聘約情節
重大。 

九、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調查確認有性侵害行為屬
實。 

 
有本校教師評量要點第六點、本
辦法第五條不予續聘情形及前
項第六款或第八款規定情事之

一者，應經本校三級教師評審委
員會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及
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審議
通過。 

 
有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七款及第
九款情形者，不得聘任為教師。
其已聘任者，除有第七款情形
者，依規定辦理退休或資遣，及
第九款情形者，依第四項規定辦
理外，應報請主管教育行政機關
核准後，予以解聘、停聘或不續
聘。 

 
 
教師涉有第一項第九款情形
者，應於知悉之日起一個月內經
本校三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通過後予以停聘，並靜候調查。
或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調查屬實者，即報請主管教育行
政機關核准後，予以解聘。 

條第一項第九款，以資

周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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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教師涉有第一項第十款情形

者，應於知悉之日起一個月內經

本校三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通過後予以停聘，並靜候調查。

或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調查屬實者，即報請主管教育行

政機關核准後，予以解聘。 

 

為避免聘任之教師有第一項

第一款至第八款、第十款及

第十一款規定之情事，學校

應依規定辦理通報、資訊之

蒐集及查詢。 

第八條 

教師有本辦法第七條第一項第

九款或第七條之一之情事，惟未

被起訴或情節未達解聘、停聘、

不續聘，或行為有損校譽者，應

由三級教師評審委員會依其情

節輕重審議，得處或併處一定期

間之懲處，懲處措施如下： 

一、不得擔任各級行政、學術主

管職務。 

二、不得擔任教評會及其他指定

委員會之委員。 

三、不得辦理借調。 

四、不得申請及執行出國講學、

國內外研究、進修計畫。 

五、不得休假研究。 

六、不得申請研究計畫。 

七、不得執行研究計畫。 

八、不得辦理晉級加俸。 

九、不得於校外兼職、兼課。 

十、不得指導新研究生或其他指

定年級研究生。 

十一、不得核給學術、研究獎

勵。 

十二、不得推薦參加校外活動。 

十三、不得升等。 

十四、核減或停發學術研究費。 

十五、其他。 

 

第八條 

教師有本辦法第七條第一項第

六款、第八款或第七條之一或違

反學術倫理之行為，惟未被起訴

或情節未達解聘、停聘、不續

聘，或行為有損校譽者，應由三

級教師評審委員會依其情節輕

重審議，得處或併處一定期間之

懲處，懲處措施如下： 

一、不得擔任各級行政、學術主

管職務。 

二、不得擔任教評會及其他指定

委員會之委員。 

三、不得辦理借調。 

四、不得申請及執行出國講學、

國內外研究、進修計畫。 

五、不得休假研究。 

六、不得申請研究計畫。 

七、不得執行研究計畫。 

八、不得辦理晉級加俸。 

九、不得於校外兼職、兼課。 

十、不得指導新研究生或其他指

定年級研究生。 

十一、不得核給學術、研究獎

勵。 

十二、不得推薦參加校外活動。 

十三、不得升等。 

十四、核減或停發學術研究費。 

十五、其他。 

 

配合教師聘任辦法第 7 條之修

正，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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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十三條 

以學位辦理聘任助理教授或講

師者，如為國外學歷，應由系

（所）依「大學辦理國外學歷

採認辦法」之規定審核，其修

讀碩士或博士之修業時間如符

合規定，由系(所)教師評審委員

會比照升等辦法辦理專門著作

（或學位論文）外審作業，外審

結果彙提院、校級教師評審委員

會完成聘任程序。 

 

經系（所）審核，其修讀碩士或

博士之修業時間不符合規定

者，得專案提三級教師評審委員

會討論，獲同意辦理著作外審

者，由教務處比照升等辦法，將

其論文、個人著作或作品送外

審，外審結果彙提院、校級教師

評審委員會完成聘任程序。 

 

外審作業應於本辦法第十條規

定之時限前完成。相關前置作

業，聘任單位應視作業所需時間

提前辦理。 

 

聘任程序完成，依規定檢件由人

事室報請教育部備查及核發教

師證書，年資以教育部核定年月

起算 

第十三條 

以學位辦理聘任助理教授或講

師者，經系（所）依「專科以上

學校以國外學歷送審教師資格

作業須知」之規定審核，如其修

讀碩士或博士之修業時間符合

規定，由系教師評審委員會比照

升等辦法辦理專門著作（包含學

位論文）外審作業，外審結果彙

提院、校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完成

聘任程序。 

 

經系（所）審核，其修讀碩士或

博士之修業時間不符合規定

者，得專案提三級教師評審委員

會討論，獲同意辦理著作外審

者，由教務處比照升等辦法，將

其論文、個人著作或作品送外

審，外審結果彙提院、校級教師

評審委員會完成聘任程序。 

 

外審作業應於本辦法第十條規

定之時限前完成。相關前置作

業，聘任單位應視作業所需時間

提前辦理。 

 

聘任程序完成，依規定檢件由人

事室報請教育部備查及核發教

師證書，年資以教育部核定年月

起算 

查「專科以上學校以國外學歷送

審教師資格作業須知」業經教育

部96年3月29日廢止，爰配合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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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國立成功大學教師聘約 
87 年 12 月 23日第 137 次行政會議通過 

88 年 6 月 9日 87學年度第 4 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88 年 10 月 6日第 139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91 年 10 月 9日 91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92 年 6 月 11日 91 學年度第 5 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95 年 10 月 25日 95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會議追認通過 
99 年 4 月 28日 98 學年度第 4 次校務會議延會修正通過 
100 年 06 月 29 日 99學年度第 6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 年 7 月 10日 100 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延會修正通過 

一、本校教師聘任辦法及有關法令規定，教師初聘為一年、續聘第一次為一年、以後每次續聘

為二年(屆齡退休奉准延長服務之教師，其聘期依其延長期限而定)。但外籍教師聘僱期滿

如有繼續聘僱之需要者，應依「就業服務法」規定，辦理申請展延。教師續聘時，當於本

聘約期滿前一個月另送聘書。 

八十五年八月一日起，新聘教授及副教授於初續聘滿四年之半年前，應經三級教師評審委

員會審議是否續聘，若不通過則自第五年起不予續聘；新聘助理教授於到職六年內未能升

等者，自第七年起不予續聘。但因懷孕生產、養育三足歲以下子女或其他特殊情況等情事

，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同意者，自第七年起得續聘二年，如二年內仍未能升等者，則不予續

聘。 

前項但書續聘期間如仍有懷孕生產、養育三足歲以下子女，且足以影響其學術表現者，得

於續聘期限屆滿之半年前，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同意延長續聘二年。 

新聘講師原則比照新聘助理教授情形辦理。 

二、本校教師聘任後除有本校教師評量要點第六點規定、本校教師聘任辦法第五條或第七條第一項各款

情形者外，不得解聘、停聘或不續聘。 

三、教師聘任後，如假借其職務上行使公權力或使用公部門經費之機會，違反法令之規定，經有關機關查

證屬實並遭起訴者，應由三級教師評審委員會依本辦法第七條規定及其違反情節輕重審議，得停聘兩

學期以上五學期以下。 

四、教師有本校教師聘任辦法第七條第一項第九款或第七條之一之情事，惟未被起訴或情節未

達解聘、停聘、不續聘，或行為有損校譽者，應由三級教師評審委員會依其情節輕重審議

，得處或併處一定期間之懲處，懲處措施如下： 

（一）不得擔任各級行政、學術主管職務。 

（二）不得擔任教評會及其他指定委員會之委員。 

（三）不得辦理借調。 

（四）不得申請及執行出國講學、國內外研究、進修計畫。 

（五）不得休假研究。 

（六）不得申請研究計畫。 

（七）不得執行研究計畫。 

（八）不得辦理晉級加俸。 

（九）不得於校外兼職、兼課。 

（十）不得指導新研究生或其他指定年級研究生。 

（十一）不得核給學術、研究獎勵。 

（十二）不得推薦參加校外活動。 

（十三）不得升等。 

（十四）核減或停發學術研究費。 

（十五）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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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校教師均應依本校教師評量要點規定接受評量，評量不通過者，於次一年起不予晉薪且不得申請休

假研究、借調、在外兼職兼課。未通過評量之教師應於二年內進行再評量。再評量通過者，自次年起

恢復晉薪，得申請休假研究、借調、在外兼職兼課；未於二年內進行再評量或再評量仍不通過者，則

不予續聘。 

六、本校教師每學年以開授 14 小時之科目為原則，每週授課時數應依本校教師授課鐘點原則及

超授鐘點費、論文指導費計支要點規定，授足應授時數。 

七、本校教師於授課外，對於學生心理、品德、生活、言行，均有擔負輔導之責任，並有擔任

導師之義務。 

八、本校教師在校外兼課、兼職應依本校教師校外兼課、兼職處理要點辦理，並事先以書面報

經學校核准。 

九、本校教師於執行教學、指導、訓練、評鑑、管理、輔導或提供學生工作機會時，在與性或

性別有關之人際互動上，不得發展有違專業倫理之關係。 

本校教師發現師生關係有違反前項專業倫理之虞，應主動迴避或陳報學校處理。 

本校教師應尊重他人與自己之性或身體之自主，避免不受歡迎之追求行為，並不得以強制

或暴力手段處理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衝突。 

除上開規定外，本校教師應遵守性別平等教育法及性別工作平等法等相關法令規定。 

十、本校教師對外承接補助（委託）計畫，應依本校行政程序辦理，由學校具名簽訂合約，不

得有未透過學校行政作業而逕與各機關訂約，接受委託研究情事。 

本校教師依規定兼任校外職務，除經本校許可外，不得以兼職單位名義承接補助(委託)計畫

，違反者依本校教師聘任辦法之規定辦理。 

本校教師承接補助（委託）計畫，除應遵守補助(委託)單位之規範事項外，應依會計相關法

規辦理各項經費使用事宜。 

十一、本校同仁利用本校資源完成具專利價值或以非專利形式保護之研究發展成果，其權利及

義務依本校研究發展成果管理辦法辦理。 

十二、本校教師聘任、借調、研究、講學、進修及休假研究等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均依本校教

師聘任辦法、本校教師借調處理要點、本校教師出國講學及國內外研究進修申請作業要

點及教授、副教授休假研究辦法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三、教師如涉有著作抄襲情事，依本校教師著作抄襲處理要點辦理。 

十四、教師擬於聘約期滿後，不再應聘時，應於聘約期滿一個月前以書面通知學校。如欲於聘

約存續期間內辭職者，應經學校同意後，始得離職。因特殊意外事故於學期中提出辭職

，其離職時係在開學上課後者，經學校同意，其薪給得支至實際離職日；其於開學上課

前辭職者，應自學年(期)開始之日起停支薪給。 

十五、合聘教師之權利義務依本校校內單位間教師合聘辦法辦理。 

十六、本聘約未盡事宜依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七、本聘約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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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教師聘約」第 4、9、10 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四、教師有本校教師聘任辦法第
七條第一項第九款或第七
條之一之情事，惟未被起訴
或情節未達解聘、停聘、不
續聘，或行為有損校譽者，
應由三級教師評審委員會
依其情節輕重審議，得處或
併處一定期間之懲處，懲處
措施如下： 
（一）不得擔任各級行政、

學術主管職務。 
（二）不得擔任教評會及其

他指定委員會之委員
。 

（三）不得辦理借調。 
（四）不得申請及執行出國

講學、國內外研究、
進修計畫。 

（五）不得休假研究。 
（六）不得申請研究計畫。 
（七）不得執行研究計畫。 
（八）不得辦理晉級加俸。 
（九）不得於校外兼職、兼

課。 
（十）不得指導新研究生或

其他指定年級研究生
。 

（十一）不得核給學術、研究
獎勵。 

（十二）不得推薦參加校外活
動。 

（十三）不得升等。 
（十四）核減或停發學術研究

費。 
（十五）其他。 

 

四、教師有本辦法第七條第一項
第六款、第八款或第七條之
一或違反學術倫理之行為
，惟未被起訴或情節未達解
聘、停聘、不續聘，或行為
有損校譽者，應由三級教師
評審委員會依其情節輕重
審議，得處或併處一定期間
之懲處，懲處措施如下： 
（一）不得擔任各級行政、

學術主管職務。 
（二）不得擔任教評會及其

他指定委員會之委員
。 

（三）不得辦理借調。 
（四）不得申請及執行出國

講學、國內外研究、
進修計畫。 

（五）不得休假研究。 
（六）不得申請研究計畫。 
（七）不得執行研究計畫。 
（八）不得辦理晉級加俸。 
（九）不得於校外兼職、兼

課。 
（十）不得指導新研究生或

其他指定年級研究生
。 

（十一）不得核給學術、研
究獎勵。 

（十二）不得推薦參加校外
活動。 

（十三）不得升等。 
（十四）核減或停發學術研

究費。 
（十五）其他。 

 

配合本校教師聘
任辦法第7條之
修正，酌作文字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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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九、本校教師於執行教學、指導

、訓練、評鑑、管理、輔導

或提供學生工作機會時，在

與性或性別有關之人際互動

上，不得發展有違專業倫理

之關係。 

 
本校教師發現師生關係有
違反前項專業倫理之虞，應
主動迴避或陳報學校處理。 

 
本校教師應尊重他人與自
己之性或身體之自主，避免
不受歡迎之追求行為，並不
得以強制或暴力手段處理
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衝突。 
 
除上開規定外，本校教師應
遵守性別平等教育法及性
別工作平等法等相關法令
規定。 

 

九、本校教師應遵守性別平等
教育法及性別工作平等法
等相關法令規定。 

 

依本校性別平
等教育委員會
100 學年度第 2
次會議決議，將
『校園性侵害
或性騷擾防治
準則』第 7、8
條 之 條 文 內
容，納入教師聘
約中。 

十、本校教師對外承接補助（委
託）計畫，應依本校行政程
序辦理，由學校具名簽訂合
約，不得有未透過學校行政
作業而逕與各機關訂約，接
受委託研究情事。 
本校教師依規定兼任校外
職務，除經本校許可外，不
得以兼職單位名義承接補
助(委託)計畫，違反者依本校
教師聘任辦法之規定辦理。 
本校教師承接補助（委託）
計畫，除應遵守補助(委託)
單位之規範事項外，應依會
計相關法規辦理各項經費
使用事宜。 
 

 

十、本校教師對外承接補助（委
託）計畫，應依本校行政程
序辦理，由學校具名簽訂合
約，不得有未透過學校行政
作業而逕與各機關訂約，接
受委託研究情事。 

 

依教育部100年
8 月 3 日臺人
( 一 ) 字 第
1000120583 號
函規定，各校應
建立專任教師
承接委託研究
計畫之內部管
理機制，並將相
關規範納入聘
約，爰配合修正
本校教師聘約
第 10 點，並增
列第二、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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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國立成功大學圖書委員會設置辦法  
79 年 5 月 2日第 113 次行政會議通過 

85 年 4 月 17 日 84學年度第 4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8 年 10 月 20日 88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4 年 12 月 28日 94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 年 7 月 10日 100 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延會修正通過 

第一條 

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二十四條第七項訂定國立成功大學圖書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設置

辦法。 

第二條本委員會由下列人員組成之。 

一、當然委員：以圖書館館長為當然委員兼召集人。 

二、院推薦委員：設十三至十四人，由校長分配名額請各學院推薦校內專任教師聘任之，

任期二年，每年改聘二分之一，得連聘之。 

三、學生委員：學生會推舉二人擔任，任期一年，得連任之。 

第三條 

本會審議下列事項： 

一、經費之分配與運用。 

二、管理章則。 

三、中、長期發展計劃。 

四、其他有關改進運作事項。 

第四條 

本會每學期開會一次為原則，遇有重要事項，得召開臨時會議，開會時得通知有關單位代

表列席說明。 

第五條 

經本會審議通過之案件，送請校長核定後辦理，另應將本會工作情形或建議事項提行政會

議報告。 

第六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立成功大學圖書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二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明 

 
100-4 延會校務會議(101.07.10)紀錄-19-



20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明 

第二條本委員會由下列人員組成之。 

一、當然委員：以圖書館館長為

當然委員兼召集人。 

二、院推薦委員：設十三至十四

人，由校長分配名額請各學

院推薦校內專任教師聘任

之，任期二年，每年改聘二

分之一，得連聘之。 

三、學生委員：學生會推舉二人

擔任，任期一年，得連任之。 

第二條本會設委員十三至十五人，以

圖書館館長為當然委員兼召

集人，其餘委員由校長分配

名額請各學院推薦校內專任

教師聘任之，任期二年，每

年改聘二分之一，得連聘

之。 

落實大學法第 33 條第

1 項之規定，學生代表

出席校內與學生學

業、生活及訂定獎懲有

關規章之會議。 

附件 5 

國立成功大學組織規程(第二十四條) 

 
第一條~第二十四條 (略)  

第二十四條本大學設下列與教學、研究及服務有關之委員會： 

 

一、校務發展委員會：規劃校務之發展及重大校務事項之研擬。 

校長(召集人)、副校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研發長、國際事務長、研

究總中心中心主任、各學院院長及附設醫院院長為當然委員，由校務會議應出席人

員就各單位所推選之候選人推選教師代表（非兼任行政職務者）若干人為委員，其

中各學院保障名額各一人。教師代表人數為全體委員之二分之一，任期二年，每年

改選二分之一為原則，連選得連任。大學部學生及研究生列席代表各一人。 

 

  二、經費稽核委員會：為有效監督校務基金之收支、保管及運用。 

由校務會議教授代表中推選十一名委員，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其委員推選辦

法另訂之，但本委員會之委員不得與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之成員重疊。掌理本校

總務及會計相關人員不得擔任本委會之委員。本委員會設召集人一人，由委員互

選產生。 

 

三、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為有效管理及運用校務基金。 

校長任召集人，另由校長遴選六至十四位委員提經校務會議同意後聘任之，任期兩

年，連選經校務會議同意得連任，委員中不兼行政職務之教師代表不得少於三分之

一，必要時得聘請校外專業人士參與。 

 

四、通識教育委員會：研議通識教育政策及課程之規劃事項。 

通識教育中心中心主任（召集人）、各學院院長及教務長為當然委員，另由校長聘

請教授若干人為委員，任期一年，得連任之。 

 

五、推廣教育委員會：研議推廣教育之發展及規劃事項。 

教務長（召集人）、研發長、各學院院長、附設醫院院長為當然委員，另由校長聘

請教授若干人為委員，任期一年，得連任之。 

 

六、出版委員會：研議有關出版刊物之編審、叢書規劃及著書獎勵等事項。 

臺高字第 1000171900 號函   核定本 

自 100 年 8 月 1 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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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校長就教授或副教授聘請召集人及委員若干人組成，任期二年，得連任之，教務

處學術服務組組長為執行秘書。 

 

七、圖書委員會：研議有關圖書館政策及發展事項。 

圖書館館長 (召集人) 為當然委員，及由校長聘請教師若干人組成，任期二年，得

連任之。學生代表二人，任期一年，得連任之。 

 

八、計算機與網路委員會：研議有關計算機與網路中心政策及發展事項。 

計算機與網路中心中心主任(召集人)為當然委員，及由校長聘請教師若干人組成，

任期一年，得連任之。 

 

九、校園規劃及運用委員會：研議校舍建築之配置、校園發展、環境及景觀之規劃等事

項。 

校長 (召集人)、總務長(副召集人)、研發長、財務長、各學院院長、附設醫院院

長為當然委員，及由校長聘請有關專長之教師、職員及學生若干人組成，任期一年，

得連任之。 

 

十、宿舍配借及管理委員會：研議有關教職員宿舍之配借及管理事項。 

總務長 (召集人) 、主任秘書、人事室主任為當然委員，由校務會議就各單位所推

選之候選人推選各學院教師代表各一人、不屬學院之教師代表一人、及職員代表一

人組成，任期一年，得連任之。 

 

十一、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員會：審議環境保護及安全衛生事項。 

由校長（主任委員）、副校長、總務長、研發長、財務長、各學院院長、環境保

護暨安全衛生中心中心主任、研究總中心中心主任為當然委員，並由校長兼主任

委員，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中心主任為執行長，聘任委員若干人組成。聘任

委員由執行長遴選相關專長之教師，簽請校長聘任之。聘任委員任期二年，期滿

得續聘。 

 

十二、名譽博士學位審查委員會：甄選對學術、文化或專業上有特殊成就或貢獻者，授

與名譽博士學位事宜。 

校長(召集人)、副校長、教務長、及有關學院院長、學系主任、研究所所長、教

授代表五至七人，校長得聘請校外知名人士一至二人組成。 

 

十三、學術榮譽推薦委員會：搜集各項榮譽資料並推薦本校師生申請各項榮譽獎項事宜。 

教務長(召集人)為當然委員，及由校長聘請委員若干人組成。 

 

十四、校友傑出成就獎委員會：甄選校友傑出成就獎人選事宜。 

校長(召集人)、校友聯絡中心中心主任為當然委員，及由校長聘請校內外委員若

干人組成，任期一年，得連任之。 

 

十五、職員甄審委員會：審議職員之甄選及陞遷等事宜。 

置委員五人至二十三人，由校長就教職員中指定之 ，並指定一人為主席，人事

室主任為當然委員。但委員每滿四人應有二人由職員票選產生之。委員任期一

年，期滿得連任。 

 

十六、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評議本校教師對本校有關其個人措施，認為違法或不當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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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害其權益所提出之申訴案件。 

教授代表十人、學校行政人員一人、教育學者一人、法律專業人員一人、本校教

師會代表一人、社會公正人士一人共十五人組成，其中未兼行政職務之教師不得

少於總額三分之二，且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互選一人為主

席。委員任期二年，得連任之。本委員會設置要點另訂之。 

 

十七、職工申訴評議委員會：評議本校職員及工友對本校有關其個人措施，認為違法或

不當致損害其權益所提出之申訴案件。 

行政人員及技術人員代表各三人、駐警代表一人、工友代表一人、教師代表三人、

法律專業人員一人、校友代表一人共十三人組成，且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

三分之一以上，互選一人為召集人。委員任期二年，得連任之。 

 

十八、學生獎懲委員會：討論及決議有關學生獎懲重大事項。 

校長（會議主席）、學生事務長及教務長為當然委員，並由校長聘請教師若干人、

專業委員兩名、大學部學生代表三人及研究生代表一人（由各學院院長輪流推薦）

組成，任期一年，得連任之。 

 

十九、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學生對於學校有關受教權益所為之處分認為有違法或不當

致損其權益，或學生會及其他相關學生自治組織，不服學校之懲處或其他措施及

決議之事件，經行政程序處理仍不服者之申訴與評議。 

學生事務長為臨時召集人。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置委員十九至二十三人，均為無

給職；由大學部學生代表四人、研究生學生代表二至三人，教務處、學務處代表

各一人，各學院推薦助理教授以上之專任教師一人，教務處推薦非屬學院教師一

人，及學校教師會代表一人擔任之(其中未兼行政職務之教師代表不得少於總額

二分之一；已擔任學生獎懲委員會委員者不得擔任之；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

數三分之一以上)。另學校得聘請醫師、法學、社會學、心理學之專業人士擔任

諮詢顧問。 

 

二十、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推動性別平等教育、營造無性別歧視教育環境及建立安全

和諧校園。 

校長、學務長、教務長、總務長、人事室主任、教師代表十人、職工代表兩人、

學生代表三人及學生家長一名共二十一人組成，由主任秘書擔任執行秘書。委員

任期一年，得連任；本委員會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且女性

委員不得少於二分之一。 

 

二十一、交通安全教育委員會：策訂年度交通安全教育計畫與年度工作項目。 

副校長（兼召集人）、學務長、總務長、軍訓室主任、各學院分別推薦教師一

名、學生會推薦學生兩名、交管系推薦兩名專業教師及校外委員兩名組成。任

期一年，得連任之。 

 

二十二、校園交通管理委員會：本校機動車輛管制辦法及車輛管理問題之審議。 

總務長（召集人）、學務長、附設醫院總務室主任為當然委員，另由各學院分

別推薦代表一人、職工代表一人、學生會代表二人、交管系、建築系、都計系

推薦專業教師三人組成。任期一年，得連任之。 

 

二十三、工友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審議查核與監督工友退休準備停提撥、提撥數額、

存儲及支用、給付數額等事項。總務長（主任委員）、主任秘書、會計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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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友代表六人（互推一人為副主任委員），共九人組成之。工友代表任期三年，

連選得連任，連任人數不得超過二分之一。 

 

二十四、資訊安全管理委員會：為使本校之資訊安全管理機制充分發揮功能。 

本委員會設委員十一人，由副校長（資訊安全長）擔任當然委員兼召集人，計

算機與網路中心中心主任為當然委員兼協同召集人，計算機與網路中心網路作

業組組長及校務資訊組組長亦為當然委員，其餘委員由校長聘請本校專任助理

教授以上或行政單位二級主管以上具資訊安全實務經驗者組成，任期二年。 

 

本條文所列委員會之設置辦法另訂之。 

本大學因實際需要，經校務會議或行政會議通過，得增設、變更、或撤銷各種委員會，

並同時修改本規程有關條文，不受第五十條之限制。 

本大學所設各委員會之系統架構見本規程附表三「國立成功大學委員會組織系統表」。 

 

第二十五條~ 第五十一條(略)。 

 

 

 

「國立成功大學組織規程」第二十四條第七項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明 

第二十四條 

七、圖書委員會：研議有關圖書館政

策及發展事項。 

圖書館館長 (召集人) 為當然委

員，及由校長聘請教師若干人組

成，任期二年，得連任之。學生

代表二人，任期一年，得連任之。 

第二十四條 

七、圖書委員會：研議有關圖書館

政策及發展事項。 

圖書館館長 (召集人) 為當

然委員，及由校長聘請教師若

干人組成，任期二年，得連任

之。 

落實大學法第 33條第

1項之規定，學生代表

出席校內與學生學

業、生活及訂定獎懲有

關規章之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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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國 立 成 功 大 學 特 聘 教 授 設 置 要 點 
91年6月12日90學年度第3次校務會議延會通過 

91年12月25日91學年度第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4年12月28日94學年度第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5年10月25日95學年度第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9年10月27日99學年度第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年12月28日   100學年度第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年7月10日 100學年度第4次校務會議延會修正通過 

一、宗旨： 

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勵本校教授致力於提昇學術水準，爭取更高榮譽，特訂

定「國立成功大學特聘教授設置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經費來源： 

本校特聘教授之設置，除由校務基金自籌款或教育部「邁向頂尖大學計畫」經費編列預算支

應外，並得由財團法人、民間企業或熱心公益之團體、個人，以基金或定期捐贈方式贊

助之。 

三、特聘教授資格： 

特聘教授由教授年資三年（含）以上之教授擔任，並應具有下列基本條件之一： 

（一）曾於三年（含）內獲國科會傑出研究獎或特約研究人員者。 

（二）曾獲國科會年度專題研究計畫研究主持費共達三次（含）以上者（原獲國科會甲等

獎者比照辦理）。 

（三）曾獲國內、外著名學術獎或在學術、教學、科技與民生上有傑出貢獻者。 

前述條件均自取得教授資格後起算。 

四、特聘教授獎助金： 

擔任特聘教授之教授在其受聘專職期間，得連續支領每月壹萬元獎助金三年，以協助其教學研

究工作。每三年需再送審一次，連續二次通過審查者得支領每月貳萬元獎助金三年，連續

三次通過審查者得支領每月參萬元獎助金三年，中斷後再通過審查者得依前次核定額度支

領獎助金三年。送審未獲通過者仍具有特聘教授榮銜，不再支領獎助金。 

特聘教授獎助金支領期間最多三任，三任期滿者仍具有特聘教授榮銜，不再支領獎助金。 

五、特聘教授義務： 

依本要點聘任之特聘教授，應致力於提昇本校之學術水準及教學品質，並爭取更高榮譽。 

六、聘任、推薦審查程序： 

（一）符合特聘教授資格第（一）款之教授，經確認後聘任。 

（二）符合特聘教授資格（二-三）款之教授，得經由系、院於每年十月底前提出申請，

送特聘教授評審委員會審查，通過之名額視經費而定。推薦時應檢附被推薦人選之

學經歷、著作目錄、重要論著、具體學術成就證明和其他相關之證明文件。 

七、特聘教授如獲聘為本校講座教授時，特聘教授獎助金自動終止。本校講座於申領講座教授

獎助金三年期滿後得申請特聘教授獎助金，通過審查者得支領每月參萬元獎助金三年。 

八、特聘教授評審委員會之委員由校長聘請專家學者若干人組成，另由教務長擔任召集人。 

九、本要點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及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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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特聘教授設置要點第四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四、特聘教授獎助金： 

擔任特聘教授之教授在其受聘專職

期間，得連續支領每月壹萬元獎助

金三年，以協助其教學研究工作。

每三年需再送審一次，二次通過審

查者得支領每月貳萬元獎助金三

年，三次通過審查者得支領每月參

萬元獎助金三年。送審未獲通過者

仍具有特聘教授榮銜，不再支領獎

助金。 

特聘教授獎助金支領期間最多三

任，三任期滿者仍具有特聘教授榮

銜，不再支領獎助金。 

四、特聘教授獎助金： 

擔任特聘教授之教授在其受聘專職

期間，得連續支領每月壹萬元獎助

金三年，以協助其教學研究工作。

每三年需再送審一次，連續二次通

過審查者得支領每月貳萬元獎助金

三年，連續三次通過審查者得支領

每月參萬元獎助金三年，中斷後再

通過審查者得依前次核定額度支領

獎助金三年。送審未獲通過者仍具

有特聘教授榮銜，不再支領獎助

金。 

特聘教授獎助金支領期間最多三

任，三任期滿者仍具有特聘教授榮

銜，不再支領獎助金。 

為放寬通過審查

之次數限制，爰刪

除「連續」，以符

所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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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國立成功大學講座設置辦法 
 

86.10.22  86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通過 
90.03.14  89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1.12.25  91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2.10.29  92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5.10.25  95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6.7.5    95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延會修正通過 
97.6.25   96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9.4.28   98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延會修正通過 
99.10.27  99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3.21  99學年度第 3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 
100.3.30  99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7.10  100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延會修正通過 
 

第一條本校為提昇學術水準及師資陣容，依本校組織規程第三十八條訂定本辦

法。本校講座之設置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悉依本辦法辦理。 

第二條 本校講座之設置，除由校務基金自籌款或教育部相關經費支應外，並得

由財團法人、民間企業或熱心公益之團體、個人，以基金或定期捐贈方

式贊助之。 

第三條 由本校校務基金自籌款或教育部相關經費支應之講座，統稱「成功大學

講座」。由財團法人、民間企業或熱心公益之團體、個人贊助之講座統

稱「捐贈講座」。 

第四條本校講座、特聘講座由本校教授擔任，其榮銜為終身榮譽，聘任程序依第

九條規範，並應具有下列學術榮譽成就之一，且近五年持續有傑出表現： 

一、講座   

應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一）諾貝爾獎級學者。 

（二）中央研究院院士或國外院士。 

（三）曾獲總統科學獎。 

（四）曾獲教育部國家講座或學術獎。 

（五）曾獲財團法人傑出人才發展基金會傑出人才講座。 

（六）曾獲國科會特約研究人員或傑出研究獎三次以上（3 次獲聘

本校特聘教授視為 1次國科會傑出獎）。 

（七）獲得其他同等級之學術榮譽成就。 

二、特聘講座   

由本校講座擔任，並應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一）前款第一至四目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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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獲得其他同等級之學術榮譽成就。 

第五條  講座獎助標準如下： 

一、講座   

除部訂教授薪給外，另核發獎助金每年新臺幣（以下同）八十萬元（其

中六十萬元為獎金，二十萬元為業務費）作為教學研究經費，獎助三年，

以一次為限。 

二、特聘講座 

除部訂教授薪給外，每月另支給二萬元學術研究費，獎助期限為三年，

借調期間停止發給。如連續獲獎時，得連續支領。 

第六條  本校教授擔任講座、特聘講座，應致力於本校學術水準之提升。 

第七條  講座與特聘講座辭職或退休後，應頒予名譽講座、名譽特聘講座，並比

照現職人員使用學校設施；其若欲繼續進行研究者，學校或原屬系所並

得提供經費補助及相關配合措施。如繼續執行國科會計畫，在計畫執行

期間，並得依各系所規定之全職專任教授規定指導研究生。 

第八條  講座審查委員會之委員視個案而定。由教務長擔任召集人，另由校長聘

請專家學者若干人組成。 

第九條  推薦審查、聘任程序如下： 

一、講座 

各單位得於每年十月底前經由系（所）與院推薦之。推薦時應檢附被推

薦人選之學經歷、論著目錄、重要論著、具體學術成就證明、其他相關

之證明文件及教學研究計畫。具講座資格第一至六目經講座審查委員會

認定；第七目須經講座審查委員會審查（必要時得送請校外委員審查），

通過後陳請校長敦聘之。 

二、特聘講座 

經講座審查委員會審查（必要時得送請校外委員審查），通過後陳請校

長敦聘之。 

特聘講座獎助名額以講座人數 5％為限（人數以整數計算，不得 4捨 5

入）。 

第十條  「捐贈講座」名稱、資格、獎助金額、支付方式及聘期等，由贊助者與

校長另行商定之。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及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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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講座設置辦法」修正條文前後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四條 

一、講座 

（六）曾獲國科會特

約研究人員或傑

出研究獎三次以

上（3次獲聘本校

特聘教授視為1次

國科會傑出獎）。 

第四條 

一、講座 

（六）曾獲國科會特

約研究人員或傑

出研究獎三次以

上（連續3次獲聘

本校特聘教授期

滿視為1次國科會

傑出獎）。 

 

配合本校特聘教授設

置要點有關特聘教授

獎助金條文做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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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國立成功大學師資培育中心設置辦法 

 
92 年 10 月 29 日 92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會議通過 

教育部中華民國 93 年 1月 14 日台中（二）字第 0920195712 號函核定 
97 年 12 月 31 日 97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教育部中華民國 98 年 4月 1 日台中（二）字第 0980053772 號函核定 
101 年 7月 10日 100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延會修正通過 

 
 

一、本校依發展特色及中等學校師資培育需要，依據大學法第十三條第二項、師資培育

法第五條、大學設立師資培育中心辦法第二條及本校組織規程第十條之規定，於教

務處下設置「師資培育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 

 

二、本中心應置至少五名與任教學科專長相符之專任教師；其員額得由本校現有員額調

配運用。本中心專任教師每週於中心授課時數應達 4小時以上。 

 

三、本中心下設四個工作群，主要辦理以下業務： 

（一）招生與課程工作群：負責招生甄試、開設教育專業課程、並按中等學校師資類科

分別規劃分科與教學實習課程、審核課程學分等。其招生與修習辦法由教務

會議另定之。 

（二）實習輔導工作群：釐訂與執行實習教師整體輔導計畫、遴選教育實習機構並辦理

簽約、推介學生實習、實習成績彙整等。 

（三）就業輔導工作群：辦理輔導畢業生參加教師資格考試、教師甄試等事宜。 

（四）地方教育輔導工作群：結合各級主管機關、教師進修機構共同規畫以辦理輔導區

地方教育輔導工作與教師在職進修，並辦理實習輔導教師、實習指導教師研

習。 

 

四、本中心置主任一人，綜理本中心各項業務，由教務長推薦具有副教授以上資格之教

師，簽請校長聘兼之。任期三年，得連任一次。本中心各工作群各置召集人一人，

由中心主任推薦具教育專長之教師兼任，各工作群得置職員若干名，由本校總員額

內調充。 

 

五、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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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師資培育中心設置要點 

名稱與第二條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國立成功大學師資培育中

心設置辦法 

國立成功大學師資培育中

心設置要點 

名稱由「要點」修正為「辦法」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條 

本中心應置至少五名與任

教學科專長相符之專任教

師；其員額得由本校現有員

額調配運用。本中心專任教

師每週於中心授課時數應

達 4 小時以上。  

 
 

二、本中心應置至少五名與

任教學科專長相符之

專任教師；其員額得由

本校現有員額調配運

用。   

 
 

1.教育部臺中(二)字第 1000136664 號函說明

二：「師資培育之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含開

設教育學程專責單位，以下簡稱中心）之

專任教師員額（以下簡稱員額）得與校內

教育相關研究所（以下簡稱教研所）合聘，

並應依以下事項辦理：……（四）中心員額

與教研所合聘者，其主聘應以中心為主

聘，且該專任教師每週於中心授課時數應

達 4小時以上，以維護中心之主體性。（五）

以上規範請納入學校組織規程／章程或中

心設置辦法明定，報本部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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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國立成功大學安心就學濟助辦法 
100 年 6 月 29日 99 學年度第 5 次校務會議通過 

101 年 7 月 10日 100 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延會修正通過 

第一條  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結合校園及社會各界力量，協助本校清寒學子安心就
學，俾順利完成學業，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經費來源與使用，以社會大眾各方捐贈金額及動用其孳息部分為限。 
第三條 為妥善保管及使用前條經費，本校特組成「安心就學濟助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

員會）。本委員會置委員七人，由學務長、教務長、財務長、生活輔導組組長、教
師代表一人及學生代表二人組成。由學務長擔任召集人，並為會議主席。教師代表
由本校教師會推派、學生代表由學生會推派大學部一人及研究所一人，任期一年，
得連任之。 

第四條  本委員會之職權如下： 
一、審議申請金額之核定。 
二、監督經費之運作和業務之執行。 
三、制定或修正相關規定。 
四、其他有關事宜 

第五條 依本辦法申請安心就學濟助方案(下稱本方案)之申請人應符合下列條件： 
一、限具中華民國國籍並設有戶籍，且於本校具正式學籍之學生。但研究所在職專

班學生，不得申請。 
二、全戶家庭年收入以不逾新臺幣(以下同)30 萬元為原則。 
三、須品行端正，無不良紀錄。 
四、第 2 次以上申請本方案之申請人，大學部學生之前一學期平均成績應達 65 分、

研究生之前一學期平均成績應達 75 分。但成績如未達規定，經導師或指導教

授證明其成績或相關表現確有提升，且有具體事證者，不在此限。 
第六條申請人有下列情形者，將優先考量核定： 

一、當學期已申貸教育部就學貸款，仍無力負擔生活費者。 
二、家境清寒，在校外、校內服務或社團活動表現優良者。 

第七條  申請人應於每學期開學後兩週內，向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提出申請。 
第八條  申請人申請本方案時應將家庭經濟狀況與事由敘明，預估當學期所需之生活費。提

出申請金額，每月不得逾 8 仟元。 
第九條本委員會得視經費多寡，保留本方案核定金額及名額之權利，不受申請人申請之拘束。 
第十條本方案以學生為申請人，申請人為未成年人時，應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並由法定代理

人擔任保證人；申請人已成年者，應得父母之同意，並以三親等內之已成年親屬一
人擔任保證人。保證人應為中華民國國民且設有戶籍。 

第十一條 申請本方案者，應由申請人填具申請書，經與班導師或指導教授晤談、記錄並陳送
系（所）主任及院長核閱後，再提交本委員會審理。 

第十二條 本方案之申請人應檢附下列文件： 
一、申請書。 
二、申請人所有之經本校指定金融機構存簿封面影本。 
三、申請日期前 3 個月內全戶戶籍謄本。 
四、財政部國稅局前一年度全戶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 
五、本校安心就學濟助方案承諾書。 
六、圓夢還願計畫書。 
七、歷年成績單，首次申請者免附。 
八、獎懲紀錄證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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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校內外社團活動成績優異證明或其他有利於申請之資料。 
第十三條 本方案申請經本委員會審定通過後，以電子郵件方式通知申請人，並按月撥付至申

請人之帳戶。 
申請人如在申請之學期間發生小過以上之懲處案件，且未以校園服務替代者，自核
定後之次月開始不予撥付。 

第十四條 獲本方案濟助者，於優先償還教育部就學貸款後，應履行圓夢還願計畫，得以一次
或分次，不定期與不定額之方式捐還本校。 

第十五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100-4 延會校務會議(101.07.10)紀錄-32-



33 
 

 

國立成功大學安心就學濟助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為妥善保管及使用前條經
費，本校特組成「安心就學濟
助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本
委員會）。本委員會置委員七
人，由學務長、教務長、財務
長、生活輔導組組長、教師代
表一人及學生代表二人組
成。由學務長擔任召集人，並
為會議主席。教師代表由本校
教師會推派、學生代表由學生
會推派大學部一人及研究所
一人，任期一年，得連任之。 

第三條 為妥善保管及使用前條經
費，本校特組成「安心就學濟
助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本
委員會）。本委員會置委員七
人，由學務長、教務長、財務
長、生活輔導組組長、教師代
表一人及學生代表二人組
成。由學務長擔任召集人，並
為會議主席，其中教師代表由
本校教師會推派、學生代表由
學生會推派大學部一人及研
究所一人。 

 
新增任期 

第五條 依本辦法申請安心就學濟助
方案(下稱本方案)之申請人應
符合下列條件： 

一、限具中華民國國籍並設有戶籍，
且於本校具正式學籍之學生。但研
究所在職專班學生，不得申請。 

二、全戶家庭年收入以不逾新臺幣(以
下同)30 萬元為原則。 

三、須品行端正，無不良紀錄。 
四、第 2次以上申請本方案之申請人，

大學部學生之前一學期平均成績
應達 65分、研究生之前一學期平
均成績應達 75分。但成績如未達
規定，經導師或指導教授證明其成
績或相關表現確有提升，且有具體
事證者，不在此限。 

第五條 依本辦法申請安心就學濟助
方案(下稱本方案)之申請人應
符合下列條件： 

一、限具中華民國國籍並設有戶籍，且
於本校具正式學籍之學生。但研究
所在職專班學生，不得申請。 

二、全戶家庭年收入不得逾新臺幣(以
下同)30 萬元。 

三、須品行端正，無不良紀錄。 

 

新增第 2 次以
上申請者應達
一定成績要求
之規定 

第十二條 本方案之申請人應檢附下
列文件： 

一、申請書。 
二、申請人所有之經本校指定金融機構

存簿封面影本。 
三、申請日期前3個月內全戶戶籍謄本。 
四、財政部國稅局前一年度全戶綜合所

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 
五、本校安心就學濟助方案承諾書 
六、圓夢還願計畫書。 
七、歷年成績單，首次申請者免附。 
八、獎懲紀錄證明書。 
九、校內外社團活動成績優異證明或其

他有利於申請之資料。 

第十二條 本方案之申請人應檢附下
列文件： 

一、申請書。 
二、申請人所有之經本校指定金融機

構存簿封面影本。 
三、申請日期前 3 個月內全戶戶籍謄

本。 
四、財政部國稅局前一年度全戶綜合

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 
五、本校安心就學濟助方案契約書。 
六、還款計畫書。 
 
七、獎懲紀錄證明書。 
八、校內外社團活動成績優異證明或

其他有利於申請之資料。 

一、契約書改為
承諾書 

二、新增成績單 
三、修正計畫書

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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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三條 本方案申請經本委員會審
定通過後，以電子郵件方式
通知申請人，並按月撥付至
申請人之帳戶。 
申請人如在申請之學期間
發生小過以上之懲處案
件，且未以校園服務替代
者，自核定後之次月開始不
予撥付。 

第十三條 本方案申請經本委員會審
定通過後，以電子郵件方式
通知申請人，並按月撥付至
申請人之帳戶。 

 
新增品行之考
核 

第十四條 獲本方案濟助者，於優先償

還教育部就學貸款後，應履

行圓夢還願計畫，得以一次

或分次，不定期與不定額之

方式捐還本校。 

第十四條 本方案獲核定後，借用人除
主動申請提前償還借款
外，應依下列規定償還： 

一、繼續在國內就學者，得至最後教育
階段學業完成後償還。 

二、服義務兵役者，得至服役期滿後償
還。 

三、參加教育實習者，得至實習期滿後
償還。 

四、因故退學或休學者，應於退學或休
學後償還。 

五、出國留學、出國定居或出國就業者
應於出國前一次償還。 

申請人除有前項第一至第四款之情
形，得以書面並檢附相關文件提出展延
申請外，申請人應自各階段學業完成日
後滿三年之次日起，一次或分期償還。
申請人如有前項第五款情形，應主動通
知本校並償還全部核給金額。 
申請人於開始分期償還後，自開始償還
日當年度起算之前一年度每月平均所
得不足 2 萬 5 仟元者，或為當年度低收
入戶者，得以書面並檢附相關文件提出
申請緩繳，緩繳期間免息，期間每次為
一年，以 2 次為限。 

修正捐還規定 

(刪除) 第十五條本方案之還款控管機制另訂
之。 

刪除 

第十五條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第十六條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修正條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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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醫學系臨床教師設置辦法 

86年6月11日85學年度第5次校務會議通過 

86年7月10日教育部台高（三）字第86079226號函核定通過 

91年6月12日90學年度第3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91年9月25日教育部台高（二）字第91144950號函核定通過 

99年09月16日醫學院院務會議修訂通過 

99年10月29日99學年度第3次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修訂通過 

100年1月5日99學年度第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年6月29日99學年度第5次校務會議核備 

101年5月23日醫學院行政主管會議修訂通過 

101年7月10日100學年度第4次校務會議延會修訂通過 

 

第一條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醫學系（以下簡稱本系）為提昇醫學教育品質，

強化臨床教學，特設置臨床教師，並訂定「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醫學

系臨床教師設置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醫學院附設醫院無教職之專任主治醫師兼負本系臨床教學工作，經本

系聘為兼任教師通過本校審查取得部定教師資格者，則改聘為同級臨

床教師。臨床教師之分級暨升等之審查，比照本系教師升等辦法辦

理，升等年資之採計比照專任教師。 

第三條 臨床教師不佔本系專任教師名額，並不支薪及鐘點費。 

第四條 本系臨床學科專任教師出缺時，得由該學科之臨床教師依教評會三級

三審，審查通過後提請改聘為同級之專任教師。 

第五條 臨床教師負醫療服務及教學研究任務，得擔任醫學院行政主管。 

第六條 醫學院院務會議通過建教合作之公立醫院，且其院長為醫學院教授借

調擔任，負有營運權責，而其專任主治醫師之教學、研究、服務符合

本系標準者，得比照本辦法辦理，惟升等年資之採計比照兼任教師。 

第七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醫學系臨床教師設置辦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五條 
臨床教師負醫療服務及教學
研究任務，得擔任醫學院行政
主管。 

第五條 
臨床教師負醫療服務及教學
研究任務，不得擔任醫學院行
政主管。 

 
修訂臨床教師得擔任醫學院
行政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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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國立成功大學延攬及留住特殊優秀人才獎勵支給原則 

99 學年度第 4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 100.05.10 

99 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延會通過 100.06.20 

教育部臺高(三)字第 1000125962 號函同意備查 100.07.26 

100 學年度第 5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 101.05.23 

100 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延會通過 101.07.10 
 

一、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遴聘及獎勵具有國際聲望或特殊優秀人才，特依據教育

部「延攬及留住大專校院特殊優秀人才實施彈性薪資方案」及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以下

簡稱國科會)「補助大專校院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施」，訂定本支給原則。 

二、本支給原則所需經費，由教育部「邁向頂尖大學計畫」經費、教育部編列經費、本校校務

基金 5 項自籌收入及學雜費收入經費、及國科會「行政院國家科學技術發展基金」補助專

款經費等款項支應。 

若未獲教育部及國科會補助，本支給原則停止適用。 

三、本支給原則適用對象如下： 

(一)本校編制內特殊優秀教研人員(含專任教師、比照專任教師支薪之教研人員、專業技術

人員、技術教師)及編制外經營管理人才。 

(二)國科會之補助金額僅適用於學術研究、產學研究或跨領域研究績效傑出人員，不含教

學績效傑出人員、行政工作績效卓著人員、自公立大專校院及公立學術研究機關（構）

退休之人員。 

(三)本校編制外依「國立成功大學邁向頂尖大學計畫延攬優秀人才作業要點」聘任之特殊

優秀教研人員。 

四、本支給原則第三點第一款之適用對象，按月支領現職績優加給，其每月支給基準依研究、

教學及服務合併計算如下： 

(一)研究： 

1、三年內曾獲本校特聘講座教授者，支給 100 點績優加給。 

2、三年內曾獲本校講座教授者，支給 80 點績優加給。 

3、三年內曾獲本校特聘教授第三次者，支給 60 點績優加給。 

4、三年內曾獲本校特聘教授第二次者，支給 40 點績優加給。 

5、三年內曾獲本校特聘教授第一次者，支給 20 點績優加給。 

6、另由各學院自訂審查標準(依三年內成果，應有具體事蹟)給予點數，以 40 點為上限。 

7、三年內曾獲國家/國際級以上或同等獎項者，經學院審查通過得給予點數，以 40 點為

上限。 

上開第一至第六目須擇一計算，與第七目加給之點數採合併計算。 

(二)教學： 

1、三年內曾獲本校教學傑出者，支給 40 點績優加給；三年內曾獲本校教學優良者，支

給 10 點績優加給，二者擇一擇優支給。 

2、三年內曾獲本校跨領域通識課程優良者，支給 10 點績優加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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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另由各學院自訂審查標準(應有具體事蹟)給予點數，以 20 點為上限。 

4、三年內曾獲國家/國際級以上或同等獎項者，經學院審查通過得給予點數，以 40 點為

上限。 

上開第一至第三目須擇一計算，與第四目加給之點數採合併計算，總計點數以 60 點為上

限。 

(三)服務： 

1、三年內曾獲本校產學合作成果特優教師者，支給 20 點績優加給。 

2、三年內曾獲本校全校特優導師者，支給 20 點績優加給；三年內曾獲本校各學院優良

導師者，支給 10 點績優加給，二者擇一擇優支給。 

3、對本校有具體貢獻者，由校核定給予點數，以 40 點為上限。 

4、由各學院自訂審查標準(應有具體事蹟)給予點數，以 20 點為上限。 

5、三年內曾獲國家/國際級以上或同等獎項者，經學院審查通過得給予點數，以 40 點為

上限。 

上開第一至第四目須擇一計算，與第五目加給之點數採合併計算，總計點數以 60 點為上

限。 

五、前點研究、教學、服務各款點數採合併計算，其獎勵由各學院依點數排序，全校累計比率

如下： 

(一)特一級：核給比例佔全校專任教研人員人數之 1~2%為原則，獲補助人才之年薪資與校內

同職等人員薪資比例約 2：1~3.5：1。 

(二)特二級：核給比例佔全校專任教研人員人數之 2~4%為原則，獲補助人才之年薪資與校內

同職等人員薪資比例約 1.8：1。 

(三)優一級：核給比例佔全校專任教研人員人數之 3~6%為原則，獲補助人才之年薪資與校內

同職等人員薪資比例約 1.6：1。 

(四)優二級：核給比例佔全校專任教研人員人數之 8~12%為原則，獲補助人才之年薪資與校

內同職等人員薪資比例約 1.4：1。 

(五)優三級：核給比例佔全校專任教研人員人數之 10~15%為原則，獲補助人才之年薪資與校

內同職等人員薪資比例約 1.2：1。 

(六)優四級：核給比例佔全校專任教研人員人數之 15~25%為原則，獲補助人才之年薪資與校

內同職等人員薪資比例約 1.1：1。 

各學院須自訂各等級門檻標準，提報本校延攬及留住特殊優秀人才獎勵審查委員會(以下 

簡稱審查委員會)核定。 

六、本支給原則第三點第一、二款適用對象之加給，首次適用於 99年 10 月 1 日起至 100 年 7

月 31 日止。後續年度自政府有彈性調薪且校內審查通過當年 8 月 1日起核給，給與期間為

一年。 

支領本支給原則第三點第一、二款適用對象之加給者，如有留職停薪、離職、退休或不予

聘任時，停止適用。留職停薪者，於復薪之日起繼續支給至期滿為止。 

七、本校為審議本支給原則核定之點數及各學院自訂之門檻標準，得設審查委員會，置委員十

一至十三人，校長為當然委員兼召集人，各學院至少一人，其餘委員由校內外相關領域之

學者專家組成，經研發長提請校長聘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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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本支給原則第三點第一款編制內新聘人員由各學院推薦，經審查委員會審議通過者，得支

領新聘績優加給(含其所需之教學、研究及行政支援)，期限最多三年。 

前項編制內新聘人員以國內第一次聘任為限，其資格條件及支給基準如下： 

(一)知名國際院士或國際知名學者專家，得視其專業領域、學術地位、特殊技術及工作經

歷等，參考其原國外服務單位待遇標準，簽奉校長核准後，其加給點數由審查委員會決

定之，至少支給 40 點。 

(二)新聘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或職級相當之研究人員或專業技術人員，曾為國外知名

學術研究機構或公司聘任同級職務且在學術上有具體貢獻者，加給點數由審查委員會決

定之，至少支給 20 點。 

九、本支給原則第三點第三款編制外人員之聘任及支薪，依「國立成功大學邁向頂尖大學計畫

延攬優秀人才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十、審查核給本支給原則加給程序如下： 

(一)本支給原則第三點第一款適用對象之現職人員，由教師提出申請，各學院審查後，將

相關資料送研發處。 

(二)本支給原則第三點第一款適用對象之新聘人員經學院推薦，將相關資料送研發處。 

(三)本支給原則第三點第一款適用對象之現職及新聘人員，非屬學院者，依其屬性向相近

學院提出申請。 

前項相關資料經研發處彙整，送審查委員會審議通過並核定者，得支給獎勵加給，自當年

起發放。 

十一、本支給原則第三點第二款獲得加給者，應兼顧教學、研究、服務各面向績效之提升，維

持或優於原申請時之表現，並於支給期間屆滿前一個月繳交執行績效報告。 

前項執行績效報告由各學院初審，審查委員會複審作為下一年度核給績優加給之依據。 

十二、下列各款獎助僅得擇一較高者領取，並優先領取國科會之獎助，同一部會獎項不得重複

支領，若有差額，由本校另行處理： 

(一)本支給原則之獎助。 

(二)本校現有之獎助，包含「國立成功大學講座設置辦法」、「國立成功大學特聘教授設

置要點」、「國立成功大學教學特優教師獎勵與遴選要點」、「國立成功大學跨領域通識

課程優良教師獎勵與遴選要點」、「國立成功大學優良導師獎勵與遴選實施要點」及「國

立成功大學產學合作成果特優教師獎勵與遴選要點」。 

(三)國科會「補助大專校院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施申請案」之獎助。 

十三、各學院可分配之額度，依各院編制內專任教師及研究人員（不含助教及當學年度新進教

師）之人數佔四分之一及國科會與建教合作計畫之管理費佔四分之三分配之。各院獲前

點獎助人員支領額度之加總，不得超過各院可分配之額度。 

十四、本支給原則未盡事宜，依教育部「延攬及留住大專校院特殊優秀人才實施彈性薪資方案」

相關規定辦理。 

十五、本支給原則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及校務會議通過，報請教育部備查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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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延攬、留住及獎勵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支給原則」 

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國立成功大學延攬及留住特

殊優秀人才獎勵支給原則 

國立成功大學延攬、留住及獎

勵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支

給原則 

依據 99-4 校務基金管理委員

會決議修正本原則名稱。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

本校）為遴聘及獎勵具有國際

聲望或特殊優秀人才，特依據

教育部「延攬及留住大專校院

特殊優秀人才實施彈性薪資

方案」及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

會(以下簡稱國科會)「補助大

專校院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

施」，訂定本支給原則。 

一、國立成功大學（以下簡稱

本校）為遴聘及獎勵具有國際

聲望或特殊優秀人才，特依據

教育部「延攬及留住大專校院

特殊優秀人才實施彈性薪資

方案」及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

會(以下簡稱國科會)「補助大

專校院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

施」，訂定本支給原則。 

本條未修正。 

二、本支給原則所需經費，由

教育部「邁向頂尖大學計畫」

經費、教育部編列經費、本校

校務基金 5項自籌收入及學雜

費收入經費、及國科會「行政

院國家科學技術發展基金」補

助專款經費等款項支應。 

若未獲教育部及國科會補助 

，本支給原則停止適用。 

二、本支給原則所需經費，由

教育部「邁向頂尖大學計畫」

經費、教育部編列經費、本校

校務基金 5項自籌收入及學雜

費收入經費、及國科會「行政

院國家科學技術發展基金」補

助專款經費等款項支應。 

現職與新聘績優加給之每點

折合率，每年視前項經費狀況

另定之。若未獲教育部及國科

會補助，本支給原則停止適

用。 

一、各學院給點標準不一，若

依每點計算折合率實有困

難，爰刪除之。 

二、修訂本支給原則在經費來

源有變動時，另修訂之。 

三、本支給原則適用對象如

下： 

(一)本校編制內特殊優秀教研

人員(含專任教師、比照專任教

師支薪之教研人員、專業技術

人員、技術教師)及編制外經營

管理人才。 

(二)國科會之補助金額僅適用

三、本支給原則適用對象如

下： 

(一)本校特殊優秀教研人員(含

專任教師、研究人員、專業技

術人員、技術教師)及編制外經

營管理人才。 

(二)國科會之補助金額僅適用

於學術研究、產學研究或跨領

一、本點適用對象新增第三款

編制外人員。 

二、本點第一款加註編制內，

並納入比照專任教師支

薪之教研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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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於學術研究、產學研究或跨領

域研究績效傑出人員，不含教

學績效傑出人員、行政工作績

效卓著人員、自公立大專校院

及公立學術研究機關（構）退

休之人員。 

(三)本校編制外依「國立成功

大學邁向頂尖大學計畫延攬

優秀人才作業要點」聘任之特

殊優秀教研人員。 

域研究績效傑出人員，不含教

學績效傑出人員、行政工作績

效卓著人員、自公立大專校院

及公立學術研究機關（構）退

休之人員。 

四、本支給原則第三點第一款

之適用對象，按月支領現職績

優加給，其每月支給基準依研

究、教學及服務合併計算如

下： 

(一) 研究： 

1、三年內曾獲本校特聘講

座教授者，支給 100 點

績優加給。 

2、三年內曾獲本校講座教

授者，支給 80 點績優加

給。 

3、三年內曾獲本校特聘教

授第三次者，支給 60 點

績優加給。 

4、三年內曾獲本校特聘教

授第二次者，支給 40 點

績優加給。 

5、三年內曾獲本校特聘教

授第一次者，支給 20 點

績優加給。 

6、另由各學院自訂審查標

準(依三年內成果，應有

具體事蹟)給予點數，以

40 點為上限。 

7、三年內曾獲國家/國際級

以上或同等獎項者，經

學院審查通過得給予點

四、本支給原則第三點之適用

對象，按月支領現職績優加

給，其每月支給基準依研究、

教學及服務合併計算如下： 

(一) 研究： 

1、五年內曾獲本校特聘講

座教授者，支給 100 點

績優加給。 

2、五年內曾獲本校講座教

授者，支給 80 點績優加

給。 

3、現任本校特聘教授第三

次者，支給 60 點績優加

給。 

4、現任本校特聘教授第二

次者，支給 40 點績優加

給。 

5、現任本校特聘教授第一

次者，支給 20 點績優加

給。 

6、另由各學院自訂審查標

準(依三至五年內成果，

應有具體事蹟 )給予點

數，以 60 點為上限。 

7、曾獲國家/國際級以上或

同等獎項者，支給 40 點

績優加給。 

上開第一至第五目須擇一

一、增訂本點適用對象為第三

點第一款之人員。 

點數 特聘 教學 

20 

第一次 

每年 12萬 

獎勵三年 

教學優良 

一次 3萬 

40 

第二次 

每年 24萬 

獎勵三年 

教學傑出 

每年 12萬 

獎勵三年 

二、教學傑出與特聘第二次支

給點數同為 40 點，教學

優良與特聘第一次支給

點數同為 20 點，然特聘

教授審查機制較教學優

良更為嚴謹，且教學、服

務採計年限皆為五年

內，特聘僅採計現任，部

份教師反應不公，教學比

重過高，爰研究、教學、

服務採計年限皆修正為

三年內。 

三、各學院自訂審查標準給予

之點數，研究降低至 40

點為上限；教學降低至 20

點為上限。 

四、國家/國際級以上或同等獎

項，由學院認定，採計年

限同為三年內。 

五、研究點數採計修正為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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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數，以 40 點為上限。 

上開第一至第六目須擇一

計算，與第七目加給之點數採

合併計算。 

(二) 教學： 

1、三年內曾獲本校教學傑

出者，支給 40 點績優加

給；三年內曾獲本校教

學優良者，支給 10 點績

優加給，二者擇一擇優

支給。 

2、三年內曾獲本校跨領域

通識課程優良者，支給 10

點績優加給。 

3、另由各學院自訂審查標

準(應有具體事蹟)給予

點數，以 20 點為上限。 

4、三年內曾獲國家/國際級

以上或同等獎項者，經

學院審查通過得給予點

數，以 40 點為上限。 

上開第一至第三目須擇一

計算，與第四目加給之點數採

合併計算，總計點數以 60 點

為上限。 

(三) 服務： 

1、三年內曾獲本校產學合

作成果特優教師者，支

給 20 點績優加給。 

2、三年內曾獲本校全校特

優導師者，支給 20 點績

優加給；三年內曾獲本

校各學院優良導師者，

支給 10 點績優加給，二

者擇一擇優支給。 

3、對本校有具體貢獻者，

由校核定給予點數，以

40 點為上限。 

計算，與第六、第七目加給之

點數採合併計算。 

 

 

(二) 教學： 

1、五年內曾獲本校教學傑

出者，支給 40 點績優加

給。 

2、五年內曾獲本校教學優

良或跨領域通識課程優

良者，支給 20 點績優加

給。 

3、另由各學院自訂審查標

準(應有具體事蹟 )給予

點數，以 40 點為上限。 

4、曾獲國家/國際級以上或

同等獎項者，支給 40 點

績優加給。 

上開各目加給之點數採合

併計算。 

(三) 服務： 

1、對本校有具體貢獻者，

由校核定給予點數，以

40 點為上限。 

2、五年內曾獲本校產學合

作成果特優教師者，支

給 20 點績優加給。 

3、五年內曾獲本校全校特

優導師者，支給 20 點績

優加給。 

4、 五年內曾獲本校各

學院優良導師者，支給

10 點績優加給。 

5、由各學院自訂審查標準

(應有具體事蹟)給予點

數，以 20 點為上限。 

6、曾獲國家/國際級以上或

同等獎項者，支給 40 點

至第六目擇一，與第七目

合併計算。 

六、教學優良與特聘第一次支

給點數相同，部份教師反

應相差過於懸殊，故爰將

教學優良或跨領域通識課

程優良支給點數降低為 10

點，並將教學優良與教學

傑出合併，點數採計僅擇

一擇優支給。 

七、教學點數採計修正為第一

至第三目擇一，與第四目

合併計算，並增訂上限為

60 點。 

八、將全校特優導師與各學院

優良導師合併，點數採計

僅擇一擇優支給。 

九、服務項目，原第一目順序

移至第三目，點數採計修

正為第三與第四目擇一，

與第一、第二及第五目合

併計算，並增訂上限為 60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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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4、由各學院自訂審查標準

(應有具體事蹟)給予點

數，以 20 點為上限。 

5、三年內曾獲國家/國際級

以上或同等獎項者，經

學院審查通過得給予點

數，以 40 點為上限。 

上開第一至第四目須擇一

計算，與第五目加給之點數採

合併計算，總計點數以 60 點

為上限。 

績優加給。 

上開各目加給之點數採合

併計算。 

五、前點研究、教學、服務各

款點數採合併計算，其獎勵由

各學院依點數排序，全校累計

比率如下： 

(一)特一級：核給比例佔全校

專任教研人員人數之 1~2%為

原則，獲補助人才之年薪資與

校內同職等人員薪資比例約

2：1~3.5：1。 

(二)特二級：核給比例佔全校

專任教研人員人數之 2~4%為

原則，獲補助人才之年薪資與

校內同職等人員薪資比例約

1.8：1。 

(三)優一級：核給比例佔全校

專任教研人員人數之 3~6%為

原則，獲補助人才之年薪資與

校內同職等人員薪資比例約

1.6：1。 

(四)優二級：核給比例佔全校

專任教研人員人數之 8~12%為

原則，獲補助人才之年薪資與

校內同職等人員薪資比例約

1.4：1。 

(五)優三級：核給比例佔全校

專任教研人員人數之 10~15%

為原則，獲補助人才之年薪資

五、上開研究、教學、服務各

項點數採合併計算，其獎勵由

各學院分級，全校累計比率如

下： 

(一)特一級：核給比例佔全校

專任教研人員人數之 1~2%為

原則，獲補助人才之年薪資與

校內同職等人員薪資比例約

2：1~3.5：1。 

(二)特二級：核給比例佔全校

專任教研人員人數之 2~4%為

原則，獲補助人才之年薪資與

校內同職等人員薪資比例約

1.8：1。 

(三)優一級：核給比例佔全校

專任教研人員人數之 3~6%為

原則，獲補助人才之年薪資與

校內同職等人員薪資比例約

1.6：1。 

(四)優二級：核給比例佔全校

專任教研人員人數之 8~12%為

原則，獲補助人才之年薪資與

校內同職等人員薪資比例約

1.4：1。 

(五)優三級：核給比例佔全校

專任教研人員人數之 10~15%

為原則，獲補助人才之年薪資

一、增訂點數為學院排序之依

據。 

二、為避免各學院各等級獲獎

者相差過於懸殊，各等級

應設定門檻標準，爰增訂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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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校內同職等人員薪資比例

約 1.2：1。 

(六)優四級：核給比例佔全校

專任教研人員人數之 15~25%

為原則，獲補助人才之年薪資

與校內同職等人員薪資比例

約 1.1：1。 

各學院須自訂各等級門檻標

準，提報本校延攬及留住特殊

優秀人才獎勵審查委員會(以

下簡稱審查委員會)核定。 

與校內同職等人員薪資比例

約 1.2：1。 

(六)優四級：核給比例佔全校

專任教研人員人數之 15~25%

為原則，獲補助人才之年薪資

與校內同職等人員薪資比例

約 1.1：1。 

六、本支給原則第三點第一、

二款適用對象之加給，首次適

用於 99 年 10 月 1 日起至 100

年 7 月 31 日止。後續年度自

政府有彈性調薪且校內審查

通過當年 8 月 1 日起核給，給

與期間為一年。 

支領本支給原則第三點第

一、二款適用對象之加給者，

如有留職停薪、離職、退休或

不予聘任時，停止適用。留職

停薪者，於復薪之日起繼續支

給至期滿為止。 

六、本支給原則第三點適用對

象之加給，首次適用 

於 99年 10月 1日起至 100年

7 月 31 日止。後續年度自政府

有彈性調薪且校內審查通過

當年 8 月 1 日起核給，給與期

間為一年。 

支領本支給原則第三點適用

對象之加給者，如有留職停

薪、離職、退休或不予聘任

時，停止適用。留職停薪者，

於復薪之日起繼續支給至期

滿為止。 

明定本點適用對象為第三點

第一、二款之人員。 

七、本校為審議本支給原則核

定之點數及各學院自訂之門

檻標準，得設審查委員會，置

委員十一至十三人，校長為當

然委員兼召集人，各學院至少

一人，其餘委員由校內外相關

領域之學者專家組成，經研發

長提請校長聘任之。 

七、本校為審議本支給原則核

定之點數，得設彈性薪資審查

委員會(以下簡稱審查委員

會)，置委員十一至十三人，校

長為當然委員兼召集人，各學

院至少一人，其餘委員由校內

外相關領域之學者專家組

成，經研發長提請校長聘任

之。 

增訂各學院自訂之門檻標準

由審查委員會審議。 

八、本支給原則第三點第一款

編制內新聘人員由各學院推

薦，經審查委員會審議通過

者，得支領新聘績優加給(含其

所需之教學、研究及行政支

八、本支給原則第三點適用對

象之新聘人員由各學院推

薦，經審查委員會審議通過

者，得支領新聘績優加給(含其

所需之教學、研究及行政支

一、新聘人員分為編制內及編

制外，本點加註適用對象

為第三點第一款之人

員，爰修正之。 

二、原新聘教授、副教授、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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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期限最多三年。 

前項編制內新聘人員以國內

第一次聘任為限，其資格條件

及支給基準如下： 

(一)知名國際院士或國際知名

學者專家，得視其專業領域、

學術地位、特殊技術及工作經

歷等，參考其原國外服務單位

待遇標準，簽奉校長核准後，

其加給點數由審查委員會決

定之，至少支給 40 點。 

(二) 新聘教授、副教授、助理

教授或職級相當之研究人員

或專業技術人員，曾為國外知

名學術研究機構或公司聘任

同級職務且在學術上有具體

貢獻者，加給點數由審查委員

會決定之，至少支給 20 點。 

援)，期限最多三年。本支給原

則第三點適用對象之新聘人

員以國內第一次聘任為限，其

資格條件及支給基準如下： 

(一)知名國際院士或國際知名

學者專家，得視其專業領域、

學術地位、特殊技術及工作經

歷等，參考其原國外服務單位

待遇標準，簽奉校長核准後，

其加給點數由審查委員會決

定之，至少支給 40 點。 

(二) 新聘教授、副教授、助理

教授或職級相當之研究人員

或專業技術人員，曾為國外知

名學術研究機構或公司聘任

同級職務且在學術上有具體

貢獻者，加給點數由審查委員

會決定之，至多以 40 點為限。 

理教授或職級相當之研

究人員或專業技術人

員，支給點數至多以 40

點為限，恐無法實質獎勵

新聘人員，爰修正為至少

支給 20 點。 

九、本支給原則第三點第三款

編制外人員之聘任及支薪，依

「國立成功大學邁向頂尖大

學計畫延攬優秀人才作業要

點」規定辦理。 

 一、本點係新增。 

二、依教育部訂頒「邁向頂尖

大學計畫」需支應 10%於

彈性薪資用途，該筆用途

應有 30%使用於國際人

才，20%使用於新進年輕

人才，若當年度未達該使

用額度及比例，該筆經費

應繳回，爰增訂之。 

三、「國立成功大學邁向頂尖

大學計畫延攬優秀人才

作業要點」如附件五。 

十、審查核給本支給原則加給

程序如下： 

(一)本支給原則第三點第一款

適用對象之現職人員，由教師

提出申請，各學院審查後，將

相關資料送研發處。 

(二)本支給原則第三點第一款

適用對象之新聘人員經學院

九、審查核給本支給原則加給

程序如下： 

(一)本支給原則第三點適用對

象之現職人員，由教師提出申

請，各學院審查後，將相關資

料送研發處。 

(二)本支給原則第三點適用對

象之新聘人員經學院推薦，將

一、點次依序調整。 

二、明定本點適用對象為第三

點第一款之人員。 

三、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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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推薦，將相關資料送研發處。 

(三)本支給原則第三點第一款

適用對象之現職及新聘人

員，非屬學院者，依其屬性向

相近學院提出申請。 

前項相關資料經研發處彙

整，送審查委員會審議通過並

核定者，得支給獎勵加給，自

當年起發放。 

相關資料送研發處。 

(三)本支給原則第三點適用對

象之現職及新聘人員，非屬學

院者，依其屬性向相近學院提

出申請。 

前項相關資料經研發處彙

整，送審查委員會審議通過並

核定者，得支給彈性薪資加

給，自當年起發放。 

十一、本支給原則第三點第二

款獲得加給者，應兼顧教學、

研究、服務各面向績效之提

升，維持或優於原申請時之表

現，並於支給期間屆滿前一個

月繳交執行績效報告。 

前項執行績效報告由各學院

初審，審查委員會複審作為下

一年度核給績優加給之依據。 

十、本支給原則第三點適用對

象獲得加給者，應兼顧教學、

研究、服務各面向績效之提

升，維持或優於原申請時之表

現，並於支給期間屆滿前一個

月繳交執行績效報告。 

前項執行績效報告由各學院

初審，審查委員會複審作為下

一年度核給績優加給之依據。 

一、點次依序調整。 

二、明定本點適用對象為第三

點第二款之人員。 

十二、下列各款獎助僅得擇一

較高者領取，並優先 

領取國科會之獎助，同

一部會獎項不得重複

支領，若有差額，由本

校另行處理： 

(一)本支給原則之獎助。 

(二)本校現有之獎助，包含「國

立成功大學講座設置辦法」、

「國立成功大學特聘教授設

置要點」、「國立成功大學教學

特優教師獎勵與遴選要點」、

「國立成功大學跨領域通識

課程優良教師獎勵與遴選要

點」、「國立成功大學優良導師

獎勵與遴選實施要點」及「國

立成功大學產學合作成果特

優教師獎勵與遴選要點」。 

(三)國科會「補助大專校院獎

勵特殊優秀人才措施申請案」

十一、下列各款獎助僅得擇一

較高者領取，並優先 

領取國科會之獎助，同

一部會獎項不得重複

支領，若有差額，由本

校另行處理： 

(一)本支給原則之獎助。 

(二)本校現有之獎助，包含「國

立成功大學講座設置辦法」、

「國立成功大學特聘教授設

置要點」、「國立成功大學教學

特優教師獎勵與遴選要點」、

「跨領域通識課程優良獎勵

與遴選要點」、「國立成功大學

優良導師獎勵與遴選實施要

點」及「國立成功大學產學合

作成果特優教師獎勵與遴選

要點」。 

(三)國科會「補助大專校院獎

勵特殊優秀人才措施申請案」

一、點次依序調整。 

二、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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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之獎助。 之獎助。 

十三、各學院可分配之額度，

依各院編制內專任教師及研

究人員（不含助教及當學年度

新進教師）之人數佔四分之一

及國科會與建教合作計畫之

管理費佔四分之三分配之。各

院獲前點獎助人員支領額度

之加總，不得超過各院可分配

之額度。 

十二、各學院可分配之額度，

依各院編制內專任教師及研

究人員（不含助教及當學年度

新進教師）之人數佔四分之一

及國科會與建教合作計畫之

管理費佔四分之三分配之。各

院獲前點獎助人員支領額度

之加總，不得超過各院可分配

之額度。 

點次依序調整。 

十四、本支給原則未盡事宜，

依教育部「延攬及留住大專校

院特殊優秀人才實施彈性薪

資方案」相關規定辦理。 

十三、本支給原則未盡事宜，

依教育部「延攬及留住大專校

院特殊優秀人才實施彈性薪

資方案」相關規定辦理。 

點次依序調整。 

十五、本支給原則經校務基金

管理委員會及校務會議通

過，報請教育部備查後實施，

修正時亦同。 

十四、本支給原則經校務基金

管理委員會及校務會議通

過，報請教育部及國科會備查

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一、點次依序調整。 

二、依國科會 100 年 7月 25

日臺會綜二字第

1000048379 號函(如附件

六)指示，本支給原則無須

報國科會同意，爰刪除

之。 

 

 
100-4 延會校務會議(101.07.10)紀錄-46-



47 
 

 

附件 12 

國立成功大學校務會議議事規則 

80 年 05 月 20日八十學年度第四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4 年 11 月 15 日八十四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0 年 10 月 24 日九十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5 年 11 月 1日九十五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延會修正通過 
98 年 06 月 24 日九十七學年度第四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9 年 4 月 28日九十八學年度第四次校務會議延會修正通過 
101 年 7 月 10 日一 00學年度第四次校務會議延會修正通過 

第一條 本議事規則依據大學法第十五條暨本校組織規程第十六條之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校務會議（以下簡稱本會）依本校組織規程第十四條之規定組成之。 

第三條本會之代表，各學院應選出學術或行政主管與教師代表，由秘書室依據各學院教師人

數，按比例分配各學院名額，再由各該學院依據自訂之校務會議代表推選辦法產生。 

不屬於學院之代表按前項比例分配名額，由教務處就不屬學院之各單位全體教師選

舉產生。 

前項比例分配名額，如不足四人時，以四人計。比例分配遇有畸零時按四捨五入方

式計算之。 

本會之研究人員、助教、職員、工友、大學部學生代表及研究生代表，由各團體分

別經推選產生。 

第四條本會代表除本校組織規程第十四條規定之單位主管外，其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 

第五條本會審議事項如下： 

一、校務發展計畫及預算。 

二、本大學組織規程、各單位設置辦法及各種重要章則。 

三、學院、學系、研究所、及其他單位之設立、變更與停辦。 

四、教務、學生事務、總務、研究發展及其他校內重要事項。 

五、有關教學評鑑辦法之研議。 

六、本會所設委員會或專案小組決議事項。 

七、會議提案及校長提議事項。 

第六條本會由校長召開，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經校務會議應出席人員五

分之一以上請求召開臨時校務會議時，校長應於十五日內召開之。 

第七條本會因事實需要，得邀請或指定其他單位主管或相關人員列席。 

第八條本會開會時校長為主席，校長因故不能出席時，由校長就本會代表中商請一人代理主

席。 

第九條本會代表應親自出席會議，因故不能出席時，除當然代表得委託其職務代理人出席者

外，其餘者得以書面委託原推選單位之成員代為出席，並享有會議代表的權利及義務。每

位代理人僅能受委託一人為限。 

本會代表在任期中因故無法或不能擔任代表職務時，由秘書室通知原推選單位，推舉代表遞

補，其任期以補足所遺任期為限。 

本會代表除已依規定請假或委託他人代理出席者外，無正當理由兩次不出席者，視

為無法擔任代表，由秘書室依前項規定辦理。。 

第十條本會非有應出席代表過半數之出席，不得開議。 

前項應出席代表人數，以本會全體代表總額減除因公假、差假、上課或因病請假，

且未委託他人代理出席之代表人數計算之。 

第十一條本會提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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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校長交議事項。 

二、各院所系與一級行政單位提案事項。 

三、本會各委員會之提案。 

四、本會代表五人以上連署之提案事項。 

前項各款提案，除校長交議事項者外，應先交由校務發展委員會就程序事項預為審

查（如提案內容是否屬本會審議範圍、提案程序是否完備或內容有無與其他法規相衝突

等）後始提會討論；審查不通過者，由主任秘書於會議中提出說明。若有異議時，經出

席代表多數同意後，列入議程討論。 

第十二條臨時動議案件應有在場出席代表五人以上之附議始可提出，並經本會出席代表多數

之同意，方予討論。其決議依第十四條辦理。 

第十三條本會代表對於同一議案之發言，以每人不超過兩次，每次不超過三分鐘為原則。但

討論修改或其他情況特殊經主席同意者，不在此限。 

第十四條主席對每一議案之討論，得於適當時機提請大會表決，並宣布其決議；表決方式由

主席酌定採用舉手或投票等方式行之。 

本會議案之決議，經出席代表多數同意為之。 

第十五條列席人員有發言權，無表決權。 

第十六條本會開會時，非經主席徵詢出席代表同意，不得於會場內攝影、錄影或錄音。違反

者經制止仍不聽從，主席得強制其離開會場，並得經本會決議，處以停止出席權一次之處

分。 

第十七條本會得斟酌會場旁聽席位之多寡，開放本校教職員工生申請旁聽。 

旁聽申請方式如下： 

一、秘書室於本會開議前五日在網頁上公告並開放登記。 

二、登記日期於本會開會前一日截止，且依登記順序至額滿為止。 

旁聽人應於會議當天，攜帶身分證明文件，向秘書室領取旁聽證後，始得入場旁聽。 

第十八條旁聽人員在會場旁聽時，應遵守下列事項： 

一、依會務人員引導簽名、入座。 

二、不得參與表決、發言、提案。但經主席同意者，得表達意見，以三分鐘為限。 

三、不得有鼓譟、喧鬧、破壞公物、妨礙或干擾本會進行之行為。 

四、禁止攜帶標語、海報、各式布條、旗幟、棍棒、無線麥克風或其他危險物品。 

五、不得於會場攝影、錄影或錄音。 

第十九條旁聽人員違反前條第二款至第五款規定、有妨礙會議秩序或有其他不當行為者，主

席得終止其旁聽，強制離開會場；情節重大者，並得移送法辦。 

第二十條本議事規則未規定事項，準用內政部頒布會議規範之規定。 

第二十一條本議事規則，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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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校務會議議事規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原條文 修正理由 

第十六條本會開會時，非經主

席徵詢出席代表同意，不得

於會場內攝影、錄影或錄

音。違反者經制止仍不聽

從，主席得強制其離開會

場，並得經本會決議處以停

止出席權一次之處分。 

 

 一、本條係新增。 

二、基於維持會場秩序，並

尊重出席代表之人格

權、肖像權等個人權

益，非經主席徵詢出席

與會代表同意，不得於

會場內攝影、錄影或錄

音。 

三、參考會議規範第14條第1

項：「處分之決議：會眾

有左列情事之一者，得經

出席人之提議，過半數之

通過為處分之決議。」 

；第 2 項：「一、無故不出

席會議，連續二次以上

者。二、發言違反禮貌，

損及其他會眾之人格及

信譽者。三、違反議事規

則，不服主席糾正，妨礙

議場秩序者。」，爰明定

違反者，得強制離場並處

予停止出席權之處分，以

維議事程序。 

第十七條本會得斟酌會場旁聽

席位之多寡，開放本校教職

員工生申請旁聽。 

旁聽申請方式如下： 

一、秘書室於本會開議前五日

在網頁上公告並開放

登記。 

二、登記日期於本會開會前

一日截止，且依登記順

序至額滿為止。 

旁聽人應於會議當天，

攜帶身分證明文件，向秘書

室領取旁聽證後，始得入場

旁聽。 

 

 一、本條係新增。 

二、明定本會得視會場旁聽

席位之多寡，開放申請

旁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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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條旁聽人員在會場旁聽

時，應遵守下列事項： 

一、依會務人員引導簽名、入

座。 

二、不得參與表決、發言、提

案。但經主席同意者，得

表達意見，以三分鐘為

限。 

三、不得有鼓譟、喧鬧、破壞

公物、妨礙或干擾本會進

行之行為。 

四、禁止攜帶標語、海報、各

式布條、旗幟、棍棒、無

線麥克風或其他危險物

品。 

五、不得於會場攝影、錄影或

錄音。 

 

 一、本條係新增。 

二、旁聽人有共同維護會場

秩序之責任，明定會議

進行中，均應保持肅

靜，遵守議事規範，不

得有妨礙議場秩序或議

事進行之行為。 

第十九條旁聽人員違反前條第

二款至第五款規定、有妨礙

會議秩序或有其他不當行

為者，主席得終止其旁聽，

強制離開會場；情節重大

者，並得移送法辦。 

 

 明定旁聽人員違反前條第二

款至第五款規定或有妨礙會

議秩序者，主席得本於議事

指揮權終止其旁聽，強制離

開會場。情節重大者，並得

依社會秩序維護移送警察機

關偵辦。。 

 

第二十條本議事規則未規定事

項，準用內政部頒布會議規

範之規定。 

第十六條本議事規則未規

定事項，準用內政部頒布

會議規範之規定。 

條次調整。 

第二十一條本議事規則，經校

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

亦同。 

第十七條本議事規則，經校

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

時亦同。 

條次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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