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5 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 1 次行政會議次行政會議次行政會議次行政會議紀錄紀錄紀錄紀錄 

 

時時時時    間間間間：：：： 95 年年年年 10 月月月月 17 日日日日(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星期二)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2:00 

地地地地    點點點點：：：： 第二第二第二第二綜合大樓八樓國際會議廳綜合大樓八樓國際會議廳綜合大樓八樓國際會議廳綜合大樓八樓國際會議廳 

主主主主    席席席席：：：： 陳文村陳文村陳文村陳文村校長校長校長校長                                記錄記錄記錄記錄：：：：陳彩珠陳彩珠陳彩珠陳彩珠 

出出出出 席席席席 者者者者：：：：詳簽名單詳簽名單詳簽名單詳簽名單 

 

壹壹壹壹、、、、    報告報告報告報告事項事項事項事項：：：：        

一一一一、、、、校長報告校長報告校長報告校長報告：：：：    

    1    1    1    1、、、、歡迎新到任主管歡迎新到任主管歡迎新到任主管歡迎新到任主管((((全體與會同仁鼓掌歡迎全體與會同仁鼓掌歡迎全體與會同仁鼓掌歡迎全體與會同仁鼓掌歡迎))))。。。。    

                          2  2  2  2、、、、本校組織規程業經本校組織規程業經本校組織規程業經本校組織規程業經 94949494 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 4444 次校務會議修正次校務會議修正次校務會議修正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通過通過通過，，，，8888 月月月月 1111 日生效日生效日生效日生效。。。。                                                        

秘書室調整為秘書處秘書室調整為秘書處秘書室調整為秘書處秘書室調整為秘書處，，，，並依業務需要區分新的組織架構為並依業務需要區分新的組織架構為並依業務需要區分新的組織架構為並依業務需要區分新的組織架構為：：：：綜綜綜綜合業務合業務合業務合業務

組組組組、、、、議事與法規組議事與法規組議事與法規組議事與法規組、、、、公共事務組公共事務組公共事務組公共事務組、、、、國際事務中心與校友服務中心國際事務中心與校友服務中心國際事務中心與校友服務中心國際事務中心與校友服務中心。。。。    

       3       3       3       3、、、、本本本本學年學年學年學年校務會議代表人數校務會議代表人數校務會議代表人數校務會議代表人數精精精精減為減為減為減為 89898989 人人人人。。。。    

       4       4       4       4、、、、配配配配合合合合””””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校務會議業已通過校務會議業已通過校務會議業已通過校務會議業已通過「「「「國國國國    

                                    立清華大學教師學術卓越獎勵辦法立清華大學教師學術卓越獎勵辦法立清華大學教師學術卓越獎勵辦法立清華大學教師學術卓越獎勵辦法」」」」及及及及「「「「國立清華大學講座國立清華大學講座國立清華大學講座國立清華大學講座及特聘教授及特聘教授及特聘教授及特聘教授                

設置辦法設置辦法設置辦法設置辦法」」」」。。。。    

       5       5       5       5、、、、本校刻正與長庚醫院本校刻正與長庚醫院本校刻正與長庚醫院本校刻正與長庚醫院、、、、中研院應科中心中研院應科中心中研院應科中心中研院應科中心、、、、工研院工研院工研院工研院、、、、同步輻射中心及同步輻射中心及同步輻射中心及同步輻射中心及國衛國衛國衛國衛

院等單位積極進行合作計畫中院等單位積極進行合作計畫中院等單位積極進行合作計畫中院等單位積極進行合作計畫中，，，，並並並並積極參與積極參與積極參與積極參與竹北國竹北國竹北國竹北國家生醫園區之規家生醫園區之規家生醫園區之規家生醫園區之規劃劃劃劃。。。。    

       6       6       6       6、、、、垃圾信件及垃圾信件及垃圾信件及垃圾信件及 SPAM SPAM SPAM SPAM 郵件請計中郵件請計中郵件請計中郵件請計中研議大幅減量研議大幅減量研議大幅減量研議大幅減量方法方法方法方法或或或或聘工讀生刪除聘工讀生刪除聘工讀生刪除聘工讀生刪除。。。。    

二二二二、、、、馬馬馬馬偕偕偕偕醫院醫院醫院醫院健檢中心健檢中心健檢中心健檢中心趙芝苓主任趙芝苓主任趙芝苓主任趙芝苓主任簡報簡報簡報簡報：：：：國立清華大學國立清華大學國立清華大學國立清華大學主管健康檢查主管健康檢查主管健康檢查主管健康檢查套餐說明套餐說明套餐說明套餐說明。。。。    

三三三三、、、、張副校長代秘書長報告張副校長代秘書長報告張副校長代秘書長報告張副校長代秘書長報告：：：：教育部通知教育部通知教育部通知教育部通知，，，，本年度本年度本年度本年度””””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    

                研究中心計畫研究中心計畫研究中心計畫研究中心計畫””””改以書面審查改以書面審查改以書面審查改以書面審查，，，，明年再作實地查訪明年再作實地查訪明年再作實地查訪明年再作實地查訪。。。。    

四四四四、、、、教務處報告教務處報告教務處報告教務處報告：：：：((((詳附件一詳附件一詳附件一詳附件一))))。。。。    

五五五五、、、、學務處報告學務處報告學務處報告學務處報告：：：：((((詳附件二詳附件二詳附件二詳附件二))))。。。。    

六六六六、、、、總總總總務處報告務處報告務處報告務處報告：：：：((((詳附件三詳附件三詳附件三詳附件三))))。。。。    

七七七七、、、、研發研發研發研發處報告處報告處報告處報告：：：：((((詳附件詳附件詳附件詳附件四四四四))))。。。。    



八八八八、、、、圖書館圖書館圖書館圖書館報告報告報告報告：：：：((((詳附件詳附件詳附件詳附件五五五五))))。。。。    

九九九九、、、、計中計中計中計中報告報告報告報告：：：：((((詳附件詳附件詳附件詳附件六六六六))))。。。。    

十十十十、、、、人事室人事室人事室人事室報告報告報告報告：：：：((((詳附件詳附件詳附件詳附件七七七七))))。。。。    

        十十十十一一一一、、、、會計室會計室會計室會計室報告報告報告報告：：：：年度即將結束年度即將結束年度即將結束年度即將結束，，，，請各單位注意經費執行率請各單位注意經費執行率請各單位注意經費執行率請各單位注意經費執行率，，，，特別是資本特別是資本特別是資本特別是資本門門門門。。。。    

        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共教會報告共教會報告共教會報告共教會報告：：：：體育設施已耗資整修體育設施已耗資整修體育設施已耗資整修體育設施已耗資整修，，，，將安排體育室於校務會議報告管理將安排體育室於校務會議報告管理將安排體育室於校務會議報告管理將安排體育室於校務會議報告管理        

                                                                                維護規劃事宜維護規劃事宜維護規劃事宜維護規劃事宜。。。。    

 

    

                    (                    (                    (                    (其他報告詳見書面資料其他報告詳見書面資料其他報告詳見書面資料其他報告詳見書面資料))))    

    

貳貳貳貳、、、、    提案討論事項提案討論事項提案討論事項提案討論事項：：：：    

        一一一一、、、、    案由案由案由案由：：：：修正本校教師借調兼職兼課處理要點修正本校教師借調兼職兼課處理要點修正本校教師借調兼職兼課處理要點修正本校教師借調兼職兼課處理要點（（（（草案草案草案草案））））一案一案一案一案，，，，提請提請提請提請        討論討論討論討論。。。。    

            (            (            (            (詳如附件詳如附件詳如附件詳如附件八八八八))))    

                            提案單位提案單位提案單位提案單位：：：：人事室人事室人事室人事室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無異議通過送校務會議審議無異議通過送校務會議審議無異議通過送校務會議審議無異議通過送校務會議審議。。。。    

叁叁叁叁、、、、散會散會散會散會。。。。    

    

    

    

    

    

    

    

                                                                                                                                                

    

    

    



    

    

    

                                                                                                                                                                                                                                                                附件一附件一附件一附件一    

九十五學年度第一次行政會議九十五學年度第一次行政會議九十五學年度第一次行政會議九十五學年度第一次行政會議    

10/17/2006    
教務處教務處教務處教務處 94/95 業務報告業務報告業務報告業務報告        

                                                         

1. 完成改良式教學評量系統完成改良式教學評量系統完成改良式教學評量系統完成改良式教學評量系統、、、、試辦網路填卷一年成效良好試辦網路填卷一年成效良好試辦網路填卷一年成效良好試辦網路填卷一年成效良好。。。。 

2. 完成校共同課程整合完成校共同課程整合完成校共同課程整合完成校共同課程整合，，，，建立必修建立必修建立必修建立必修、、、、核心選修核心選修核心選修核心選修、、、、選修三個層級架構選修三個層級架構選修三個層級架構選修三個層級架構 

3. 改進目前招生制度缺失改進目前招生制度缺失改進目前招生制度缺失改進目前招生制度缺失，，，，試行高中推薦保送入學方案試行高中推薦保送入學方案試行高中推薦保送入學方案試行高中推薦保送入學方案 

4. 辦理工學院院招生辦理工學院院招生辦理工學院院招生辦理工學院院招生、、、、台聯大系統理學院碩士班聯招台聯大系統理學院碩士班聯招台聯大系統理學院碩士班聯招台聯大系統理學院碩士班聯招 

5. 推動學士逕讀博士推動學士逕讀博士推動學士逕讀博士推動學士逕讀博士、、、、碩博聯攻碩博聯攻碩博聯攻碩博聯攻、、、、五年學碩五年學碩五年學碩五年學碩雙學位雙學位雙學位雙學位、、、、四年雙專長學士四年雙專長學士四年雙專長學士四年雙專長學士 

6. 加強新生輔導加強新生輔導加強新生輔導加強新生輔導、、、、追蹤學習狀況追蹤學習狀況追蹤學習狀況追蹤學習狀況、、、、建立成績分析系統建立成績分析系統建立成績分析系統建立成績分析系統 

7. 建置外籍生網路招生系統及提供優秀外籍生獎學金建置外籍生網路招生系統及提供優秀外籍生獎學金建置外籍生網路招生系統及提供優秀外籍生獎學金建置外籍生網路招生系統及提供優秀外籍生獎學金 

8. 推動菁英留學推動菁英留學推動菁英留學推動菁英留學、、、、設置國際交流獎學金設置國際交流獎學金設置國際交流獎學金設置國際交流獎學金，，，，補助優出國交換生補助優出國交換生補助優出國交換生補助優出國交換生 

9. 與自強基金會合作與自強基金會合作與自強基金會合作與自強基金會合作，，，，加強辦理推廣教育加強辦理推廣教育加強辦理推廣教育加強辦理推廣教育 

10. 設置教學卓越發展中心提升教學品質設置教學卓越發展中心提升教學品質設置教學卓越發展中心提升教學品質設置教學卓越發展中心提升教學品質 

 

� 96 新增系所案均已核定新增系所案均已核定新增系所案均已核定新增系所案均已核定，，，，總量不變總量不變總量不變總量不變，，，，招生名額在總量內調整招生名額在總量內調整招生名額在總量內調整招生名額在總量內調整。。。。 

� 97/98 新增系所班組學程將由校規劃顧問委員會先作評估新增系所班組學程將由校規劃顧問委員會先作評估新增系所班組學程將由校規劃顧問委員會先作評估新增系所班組學程將由校規劃顧問委員會先作評估 

� 專任教師專任教師專任教師專任教師每學期每學期每學期每學期均需授課均需授課均需授課均需授課 

� 各科成績登錄時提供相對名次各科成績登錄時提供相對名次各科成績登錄時提供相對名次各科成績登錄時提供相對名次 

� 因應跨領域學習需求因應跨領域學習需求因應跨領域學習需求因應跨領域學習需求，，，，規劃雙專長學習計畫規劃雙專長學習計畫規劃雙專長學習計畫規劃雙專長學習計畫 

� 進行進行進行進行 96 系所評鑑準備工作系所評鑑準備工作系所評鑑準備工作系所評鑑準備工作 

� 請各單位提報激勵薪資教師推薦名單請各單位提報激勵薪資教師推薦名單請各單位提報激勵薪資教師推薦名單請各單位提報激勵薪資教師推薦名單 



� 研議學研議學研議學研議學生證生證生證生證/校園卡合一校園卡合一校園卡合一校園卡合一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二二二二    

                                                                                                                                                                                                                                                                                                                                                                                            

95 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 1 次行政會議次行政會議次行政會議次行政會議             95.10.17 

學務處報告事項學務處報告事項學務處報告事項學務處報告事項 

 

1. 改善學生住宿環境改善學生住宿環境改善學生住宿環境改善學生住宿環境，，，，補足大學部冷氣補足大學部冷氣補足大學部冷氣補足大學部冷氣，，，，整修室內外公共交誼廳設施整修室內外公共交誼廳設施整修室內外公共交誼廳設施整修室內外公共交誼廳設施，，，，定期逐齋修定期逐齋修定期逐齋修定期逐齋修

繕繕繕繕。。。。 

2. 規劃改建清齋規劃改建清齋規劃改建清齋規劃改建清齋，，，，預期增加約預期增加約預期增加約預期增加約 400 宿位宿位宿位宿位。。。。 

3. 規劃提供國際學生宿舍規劃提供國際學生宿舍規劃提供國際學生宿舍規劃提供國際學生宿舍。。。。 

4. 於新校地增建運動場地於新校地增建運動場地於新校地增建運動場地於新校地增建運動場地，，，，體育室已提出初步需求體育室已提出初步需求體育室已提出初步需求體育室已提出初步需求，，，，將由副校長召集委員會討論將由副校長召集委員會討論將由副校長召集委員會討論將由副校長召集委員會討論。。。。 

5. 與教務處合作與教務處合作與教務處合作與教務處合作，，，，96 學年度將招收體育資優生學年度將招收體育資優生學年度將招收體育資優生學年度將招收體育資優生。。。。 

6. 新聘課外活動組組長科管所王俊程及學生住宿組組長物理系林秀豪兩位教授新聘課外活動組組長科管所王俊程及學生住宿組組長物理系林秀豪兩位教授新聘課外活動組組長科管所王俊程及學生住宿組組長物理系林秀豪兩位教授新聘課外活動組組長科管所王俊程及學生住宿組組長物理系林秀豪兩位教授。。。。 

7. 教育部政策教育部政策教育部政策教育部政策，，，，教官編制逐年減少教官編制逐年減少教官編制逐年減少教官編制逐年減少。。。。 

8. 規劃擴增大學部獎學金額度規劃擴增大學部獎學金額度規劃擴增大學部獎學金額度規劃擴增大學部獎學金額度，，，，自本學期起自本學期起自本學期起自本學期起，，，，大學部每班書卷獎自一名增為三名大學部每班書卷獎自一名增為三名大學部每班書卷獎自一名增為三名大學部每班書卷獎自一名增為三名(小小小小

班二名班二名班二名班二名)，，，，給予獎狀給予獎狀給予獎狀給予獎狀，，，，並配合原有校內外獎學金並配合原有校內外獎學金並配合原有校內外獎學金並配合原有校內外獎學金，，，，增發獎學金至增發獎學金至增發獎學金至增發獎學金至 15000 元元元元，，，，10000

元及元及元及元及 8000 元元元元。。。。凡多於三個名額之其他校內外獎學金凡多於三個名額之其他校內外獎學金凡多於三個名額之其他校內外獎學金凡多於三個名額之其他校內外獎學金，，，，仍可如前由其他同學申領仍可如前由其他同學申領仍可如前由其他同學申領仍可如前由其他同學申領。。。。 

9. 與教與教與教與教務處合作務處合作務處合作務處合作，，，，規劃規劃規劃規劃 96 學年度加強新生導航學年度加強新生導航學年度加強新生導航學年度加強新生導航。。。。試辦先由若干系選擇適當之大四試辦先由若干系選擇適當之大四試辦先由若干系選擇適當之大四試辦先由若干系選擇適當之大四

或研一學長或研一學長或研一學長或研一學長，，，，輔導大一同學之大學生活與學習輔導大一同學之大學生活與學習輔導大一同學之大學生活與學習輔導大一同學之大學生活與學習。。。。 

10. 梅竹賽多方溝通梅竹賽多方溝通梅竹賽多方溝通梅竹賽多方溝通，，，，希望建立共識希望建立共識希望建立共識希望建立共識。。。。 

 

 

 

 

 

 

 



 

 

 

附件三附件三附件三附件三    

    
9 5 . 1 0 . 1 79 5 . 1 0 . 1 79 5 . 1 0 . 1 79 5 . 1 0 . 1 7 行 政 會 議 總 務 處 報 告行 政 會 議 總 務 處 報 告行 政 會 議 總 務 處 報 告行 政 會 議 總 務 處 報 告     

    

一一一一、、、、    文書組文書組文書組文書組    

１１１１、、、、為協助新進同仁熟悉公文製作及公文管理系統操作為協助新進同仁熟悉公文製作及公文管理系統操作為協助新進同仁熟悉公文製作及公文管理系統操作為協助新進同仁熟悉公文製作及公文管理系統操作，，，，文書組於文書組於文書組於文書組於 9999 月月月月 12121212 日辦日辦日辦日辦

理理理理本年度第二次本年度第二次本年度第二次本年度第二次教育訓練教育訓練教育訓練教育訓練，，，，共共共共 40404040 名同仁報名參加名同仁報名參加名同仁報名參加名同仁報名參加。。。。    

    

二二二二、、、、    出納組出納組出納組出納組    

１１１１、、、、    為配合本校邁向國際化頂尖大學政策為配合本校邁向國際化頂尖大學政策為配合本校邁向國際化頂尖大學政策為配合本校邁向國際化頂尖大學政策，，，，自自自自 95.10.0395.10.0395.10.0395.10.03 起起起起，，，，自行收納統一收據自行收納統一收據自行收納統一收據自行收納統一收據

改以改以改以改以 A4A4A4A4、、、、中英雙語格式印掣中英雙語格式印掣中英雙語格式印掣中英雙語格式印掣，，，，原複寫三聯報表收據不再使用原複寫三聯報表收據不再使用原複寫三聯報表收據不再使用原複寫三聯報表收據不再使用。。。。    

２２２２、、、、    95959595 學年度第一學期學分費繳費期限為學年度第一學期學分費繳費期限為學年度第一學期學分費繳費期限為學年度第一學期學分費繳費期限為 99995.10.02~95.10.135.10.02~95.10.135.10.02~95.10.135.10.02~95.10.13，，，，已公告請同學已公告請同學已公告請同學已公告請同學

自行上網列印學分費繳費單繳費自行上網列印學分費繳費單繳費自行上網列印學分費繳費單繳費自行上網列印學分費繳費單繳費，，，，對有需要者本組仍提供列印對有需要者本組仍提供列印對有需要者本組仍提供列印對有需要者本組仍提供列印、、、、傳真等之傳真等之傳真等之傳真等之

服務服務服務服務。。。。    

    

三三三三、、、、    保管組保管組保管組保管組    

１１１１、、、、    完成完成完成完成固定資產折舊攤提固定資產折舊攤提固定資產折舊攤提固定資產折舊攤提作業作業作業作業、、、、95959595 年度全校財產火險投保作業年度全校財產火險投保作業年度全校財產火險投保作業年度全校財產火險投保作業、「、「、「、「東院宿舍東院宿舍東院宿舍東院宿舍

區區區區」」」」及及及及「「「「仙宮校區西南側續期擴校用地仙宮校區西南側續期擴校用地仙宮校區西南側續期擴校用地仙宮校區西南側續期擴校用地」」」」都市都市都市都市計劃變更程序計劃變更程序計劃變更程序計劃變更程序，，，，與修訂與修訂與修訂與修訂「「「「國國國國

立清華大學教職員宿舍管理費收支管理要點立清華大學教職員宿舍管理費收支管理要點立清華大學教職員宿舍管理費收支管理要點立清華大學教職員宿舍管理費收支管理要點」、」、」、」、「「「「本校本校本校本校教授教授教授教授、、、、副教授副教授副教授副教授、、、、助助助助

理教授理教授理教授理教授職務宿舍借住辦法職務宿舍借住辦法職務宿舍借住辦法職務宿舍借住辦法」」」」。。。。    

２２２２、、、、    全面調查眷舍區需求全面調查眷舍區需求全面調查眷舍區需求全面調查眷舍區需求，，，，並加裝瓦斯偵測器並加裝瓦斯偵測器並加裝瓦斯偵測器並加裝瓦斯偵測器，，，，以提升宿舍居住安全以提升宿舍居住安全以提升宿舍居住安全以提升宿舍居住安全。。。。    

３３３３、、、、    95.08.0195.08.0195.08.0195.08.01 起起起起租光復中學空間租光復中學空間租光復中學空間租光復中學空間((((約約約約 561561561561 坪坪坪坪))))，，，，期改善校內空間不足問題期改善校內空間不足問題期改善校內空間不足問題期改善校內空間不足問題。。。。    

４４４４、、、、    進行進行進行進行本校本校本校本校「「「「宜蘭園區宜蘭園區宜蘭園區宜蘭園區」」」」用地取得用地取得用地取得用地取得及本校及本校及本校及本校「「「「竹東校區竹東校區竹東校區竹東校區」」」」用地取得前置作業用地取得前置作業用地取得前置作業用地取得前置作業。。。。    

５５５５、、、、    進行不動產資訊系統規劃及測試進行不動產資訊系統規劃及測試進行不動產資訊系統規劃及測試進行不動產資訊系統規劃及測試，，，，預定預定預定預定 95959595 年年年年 12121212 月底前上線月底前上線月底前上線月底前上線，，，，將可大幅提將可大幅提將可大幅提將可大幅提

升原有帳務管理效率升原有帳務管理效率升原有帳務管理效率升原有帳務管理效率。。。。    

６６６６、、、、    協調處理協調處理協調處理協調處理「「「「東院與光明新村間圍牆坍塌案東院與光明新村間圍牆坍塌案東院與光明新村間圍牆坍塌案東院與光明新村間圍牆坍塌案」」」」復舊及費用分攤事宜復舊及費用分攤事宜復舊及費用分攤事宜復舊及費用分攤事宜。。。。    

７７７７、、、、    進行全校宿舍居住狀況調查進行全校宿舍居住狀況調查進行全校宿舍居住狀況調查進行全校宿舍居住狀況調查，，，，並針對部分教師反應單身宿舍居住品質不佳並針對部分教師反應單身宿舍居住品質不佳並針對部分教師反應單身宿舍居住品質不佳並針對部分教師反應單身宿舍居住品質不佳

問題問題問題問題，，，，全面進行需求調查問卷全面進行需求調查問卷全面進行需求調查問卷全面進行需求調查問卷，，，，將據以研議改善方案將據以研議改善方案將據以研議改善方案將據以研議改善方案。。。。    

    

四四四四、、、、    事務組事務組事務組事務組    

１１１１、、、、    為提供更佳之用餐環境與品質為提供更佳之用餐環境與品質為提供更佳之用餐環境與品質為提供更佳之用餐環境與品質，，，，重新美化小吃部整體環境與更新設備重新美化小吃部整體環境與更新設備重新美化小吃部整體環境與更新設備重新美化小吃部整體環境與更新設備，，，，並並並並

引進引進引進引進 7777----11111111 便利商店與咖啡簡餐店及委由一家廠商統一管理便利商店與咖啡簡餐店及委由一家廠商統一管理便利商店與咖啡簡餐店及委由一家廠商統一管理便利商店與咖啡簡餐店及委由一家廠商統一管理，，，，已於已於已於已於 95959595 年年年年 9999

月月月月 1111 日正式開始營業日正式開始營業日正式開始營業日正式開始營業。。。。    

２２２２、、、、    清華會館已於清華會館已於清華會館已於清華會館已於 95959595 年年年年 9999 月月月月 1111 日正式揭牌啟用日正式揭牌啟用日正式揭牌啟用日正式揭牌啟用，，，，初期可能初期可能初期可能初期可能由於地點較偏僻與尚由於地點較偏僻與尚由於地點較偏僻與尚由於地點較偏僻與尚

未習慣未習慣未習慣未習慣，，，，平均住房率僅三成多平均住房率僅三成多平均住房率僅三成多平均住房率僅三成多，，，，未來除多加宣導與提供學生家長未來除多加宣導與提供學生家長未來除多加宣導與提供學生家長未來除多加宣導與提供學生家長、、、、參加考參加考參加考參加考

試之考生住宿外試之考生住宿外試之考生住宿外試之考生住宿外，，，，尚請各單位主管於相關會議中多多協助宣導尚請各單位主管於相關會議中多多協助宣導尚請各單位主管於相關會議中多多協助宣導尚請各單位主管於相關會議中多多協助宣導。。。。    



３３３３、、、、    校園流浪犬雖經與學務處校園流浪犬雖經與學務處校園流浪犬雖經與學務處校園流浪犬雖經與學務處、、、、懷生社於懷生社於懷生社於懷生社於 95959595 年年年年 6666 月底研議認養機制月底研議認養機制月底研議認養機制月底研議認養機制，，，，將數量控將數量控將數量控將數量控

管在八隻以下管在八隻以下管在八隻以下管在八隻以下，，，，並經由評估機制在校園停留時間不超過一年並經由評估機制在校園停留時間不超過一年並經由評估機制在校園停留時間不超過一年並經由評估機制在校園停留時間不超過一年，，，，定位將改變定位將改變定位將改變定位將改變

為中途之家之中繼角色為中途之家之中繼角色為中途之家之中繼角色為中途之家之中繼角色，，，，期間如有不適合之犬隻將立刻送走期間如有不適合之犬隻將立刻送走期間如有不適合之犬隻將立刻送走期間如有不適合之犬隻將立刻送走，，，，校外之流浪校外之流浪校外之流浪校外之流浪

犬由社團協助結紮犬由社團協助結紮犬由社團協助結紮犬由社團協助結紮、、、、於一個月內尋找認養者於一個月內尋找認養者於一個月內尋找認養者於一個月內尋找認養者，，，，惟實施以來惟實施以來惟實施以來惟實施以來，，，，校內同仁遭流校內同仁遭流校內同仁遭流校內同仁遭流

浪犬攻擊事件仍時有所聞浪犬攻擊事件仍時有所聞浪犬攻擊事件仍時有所聞浪犬攻擊事件仍時有所聞，，，，由於校內屬開放空間由於校內屬開放空間由於校內屬開放空間由於校內屬開放空間、、、、出入口又多出入口又多出入口又多出入口又多，，，，流浪犬極流浪犬極流浪犬極流浪犬極

易流竄至校內易流竄至校內易流竄至校內易流竄至校內，，，，因此未來計畫將定期配合合格動物醫院主因此未來計畫將定期配合合格動物醫院主因此未來計畫將定期配合合格動物醫院主因此未來計畫將定期配合合格動物醫院主動以人道捕捉方動以人道捕捉方動以人道捕捉方動以人道捕捉方

式捕捉未經認養之流浪犬式捕捉未經認養之流浪犬式捕捉未經認養之流浪犬式捕捉未經認養之流浪犬，，，，以維護校內教職員工生行走之安全以維護校內教職員工生行走之安全以維護校內教職員工生行走之安全以維護校內教職員工生行走之安全。。。。    

４４４４、、、、    人社院餐廳由於地理位置特殊人社院餐廳由於地理位置特殊人社院餐廳由於地理位置特殊人社院餐廳由於地理位置特殊，，，，一般僅能營業週一至週五之中午時段一般僅能營業週一至週五之中午時段一般僅能營業週一至週五之中午時段一般僅能營業週一至週五之中午時段，，，，雖雖雖雖

於暑假期間經二次徵商於暑假期間經二次徵商於暑假期間經二次徵商於暑假期間經二次徵商，，，，仍只有校內風二餐廳提出經營企劃意願仍只有校內風二餐廳提出經營企劃意願仍只有校內風二餐廳提出經營企劃意願仍只有校內風二餐廳提出經營企劃意願，，，，經與人經與人經與人經與人

社院討論後社院討論後社院討論後社院討論後，，，，仍由人社院負管理與徵商之責仍由人社院負管理與徵商之責仍由人社院負管理與徵商之責仍由人社院負管理與徵商之責，，，，總務處與學務處協助督導總務處與學務處協助督導總務處與學務處協助督導總務處與學務處協助督導。。。。    

    

五五五五、、、、    營繕組營繕組營繕組營繕組    

１１１１、、、、    科管院台積館工程科管院台積館工程科管院台積館工程科管院台積館工程：：：：於於於於 94949494 年年年年 5555 月開工月開工月開工月開工，，，，預定預定預定預定 99995555 年年年年 9999 月月月月 30303030 日日日日完工完工完工完工，，，，土建工土建工土建工土建工

程已於程已於程已於程已於 95.10.0495.10.0495.10.0495.10.04 函報完工函報完工函報完工函報完工。。。。    

２２２２、、、、    科管院藝術案科管院藝術案科管院藝術案科管院藝術案：：：：於於於於 95959595 年年年年 5555 月開工月開工月開工月開工，，，，待取得使用執照後方可進場安裝待取得使用執照後方可進場安裝待取得使用執照後方可進場安裝待取得使用執照後方可進場安裝。。。。    

３３３３、、、、    光復路大門到圖書館段共同管溝統包工程光復路大門到圖書館段共同管溝統包工程光復路大門到圖書館段共同管溝統包工程光復路大門到圖書館段共同管溝統包工程：：：：於於於於 99995555 年年年年 5555 月開工月開工月開工月開工（（（（細部設計細部設計細部設計細部設計）））），，，，

工工工工程部分已於程部分已於程部分已於程部分已於 9999 月月月月 1111 日動工日動工日動工日動工，，，，預定預定預定預定 99996666 年年年年 2222 月月月月 28282828 日日日日完工完工完工完工，，，，目前工程進度目前工程進度目前工程進度目前工程進度 5555

％％％％。。。。    

４４４４、、、、    光電子室內裝修及無塵室工程光電子室內裝修及無塵室工程光電子室內裝修及無塵室工程光電子室內裝修及無塵室工程：：：：室內裝修於室內裝修於室內裝修於室內裝修於 99995555 年年年年 9999 月月月月 15151515 日日日日開工開工開工開工，，，，潔淨室潔淨室潔淨室潔淨室

於於於於 95959595 年年年年 9999 月月月月 24242424 日開工日開工日開工日開工，，，，預定預定預定預定 99996666 年年年年 2222 月月月月 28282828 日日日日完工完工完工完工，，，，目前工程進度目前工程進度目前工程進度目前工程進度 0000％％％％。。。。    

５５５５、、、、    機車立體鋼構停車場四樓增建工程機車立體鋼構停車場四樓增建工程機車立體鋼構停車場四樓增建工程機車立體鋼構停車場四樓增建工程：：：：99995555 年年年年 9999 月月月月 25252525 日日日日開工開工開工開工，，，，預定預定預定預定 99995555 年年年年 11111111

月月月月 25252525 日日日日完工完工完工完工，，，，目前工程進度目前工程進度目前工程進度目前工程進度 2222％％％％。。。。    

６６６６、、、、    誠齋慧齋學生宿舍防水工程誠齋慧齋學生宿舍防水工程誠齋慧齋學生宿舍防水工程誠齋慧齋學生宿舍防水工程：：：：於於於於 99995555 年年年年 7777 月月月月 19191919 日日日日開工開工開工開工，，，，已於已於已於已於 95.10.0195.10.0195.10.0195.10.01 函報函報函報函報

完工完工完工完工。。。。    

７７７７、、、、    耐震力二期詳評耐震力二期詳評耐震力二期詳評耐震力二期詳評：：：：於於於於 99995555 年年年年 5555 月月月月 17171717 日日日日開工開工開工開工，，，， 9 9 9 95555 年年年年 9999 月月月月 13131313 日完成評估日完成評估日完成評估日完成評估，，，，待待待待

10101010 月複審月複審月複審月複審，，，，目前工程進度目前工程進度目前工程進度目前工程進度 80808080％％％％。。。。    

８８８８、、、、    人社院人社院人社院人社院....綜合三館屋綜合三館屋綜合三館屋綜合三館屋頂及部分公設漏水檢修工程頂及部分公設漏水檢修工程頂及部分公設漏水檢修工程頂及部分公設漏水檢修工程：：：：94949494 年年年年 9999 月月月月 14141414 日開始設日開始設日開始設日開始設

計計計計，，，，於於於於 99995555 年年年年 9999 月月月月 14141414 日日日日開工開工開工開工，，，，預定預定預定預定 99995555 年年年年 10101010 月月月月 30303030 日日日日完工完工完工完工，，，，目前工程進度目前工程進度目前工程進度目前工程進度

30303030％％％％。。。。    

９９９９、、、、    排球場改善工程排球場改善工程排球場改善工程排球場改善工程：：：： 94 94 94 94 年年年年 11111111 月月月月 30303030 日開始設計日開始設計日開始設計日開始設計，，，，已於已於已於已於 99995555 年年年年 8888 月月月月 6666 日日日日開工開工開工開工，，，，

預定預定預定預定 99995555 年年年年 10101010 月月月月 9999 日日日日完工完工完工完工，，，，目前工程進度目前工程進度目前工程進度目前工程進度 35353535％％％％。。。。    

１０１０１０１０、、、、    游泳池土木裝修改善工程游泳池土木裝修改善工程游泳池土木裝修改善工程游泳池土木裝修改善工程：：：：細設計內容未通過細設計內容未通過細設計內容未通過細設計內容未通過，，，，先行執照申請先行執照申請先行執照申請先行執照申請，，，，預計預計預計預計 11111111

月發包月發包月發包月發包，，，，96969696 年年年年 2222 月完工月完工月完工月完工。。。。        

１１１１１１１１、、、、    田徑場改善工程田徑場改善工程田徑場改善工程田徑場改善工程：：：：95959595 年年年年 1111 月月月月 18181818 日開始設計監造日開始設計監造日開始設計監造日開始設計監造，，，，99995555 年年年年 8888 月月月月 4444 日日日日開工開工開工開工，，，，

預定預定預定預定 99995555 年年年年 10101010 月月月月 20202020 日日日日完工完工完工完工，，，，目前工程進度目前工程進度目前工程進度目前工程進度 10101010％％％％。。。。    

１２１２１２１２、、、、    新體育館整修工程新體育館整修工程新體育館整修工程新體育館整修工程：：：：95959595 年年年年 4444 月月月月 19191919 日開始細部設計日開始細部設計日開始細部設計日開始細部設計，，，，預計預計預計預計 99995555 年年年年 11110000 月月月月 2222

日設計案繳交期未報告日設計案繳交期未報告日設計案繳交期未報告日設計案繳交期未報告、、、、10101010 月底完成設計定稿並且發包月底完成設計定稿並且發包月底完成設計定稿並且發包月底完成設計定稿並且發包，，，，11111111 月開工月開工月開工月開工，，，，預預預預

定定定定 99996666 年年年年 2222 月月月月 28282828 日日日日完工完工完工完工，，，，目前工程進度目前工程進度目前工程進度目前工程進度 0000％％％％。。。。    

１３１３１３１３、、、、    行政大樓增建工程行政大樓增建工程行政大樓增建工程行政大樓增建工程：：：：預定預定預定預定於於於於 99995555 年年年年 10101010 月月月月 20202020 日日日日開工開工開工開工，，，，預定預定預定預定 99996666 年年年年 5555 月完工月完工月完工月完工，，，，

目前工程進度目前工程進度目前工程進度目前工程進度 0000％％％％。。。。    



１４１４１４１４、、、、    機車停車場步道改善機車停車場步道改善機車停車場步道改善機車停車場步道改善：：：：已於已於已於已於 99995555 年年年年 9999 月月月月 18181818 日日日日開工開工開工開工，，，，預定預定預定預定 99995555 年年年年 11111111 月月月月 16161616

日日日日完工完工完工完工，，，，目前工程進度目前工程進度目前工程進度目前工程進度 30303030％％％％。。。。    

１５１５１５１５、、、、    學生宿舍冷氣電源學生宿舍冷氣電源學生宿舍冷氣電源學生宿舍冷氣電源 ICICICIC 卡用電自動計費設備暨供電系統改善工程卡用電自動計費設備暨供電系統改善工程卡用電自動計費設備暨供電系統改善工程卡用電自動計費設備暨供電系統改善工程，，，，於於於於 95959595

年年年年 6666 月開工月開工月開工月開工，，，，已於已於已於已於 95.10.1195.10.1195.10.1195.10.11 辦理初驗辦理初驗辦理初驗辦理初驗。。。。    

１６１６１６１６、、、、    學生宿舍新建工程學生宿舍新建工程學生宿舍新建工程學生宿舍新建工程：：：：預定預定預定預定於於於於 99995555 年年年年 12121212 月開工月開工月開工月開工、、、、99997777 年年年年 6666 月完工月完工月完工月完工，，，，目前工程目前工程目前工程目前工程

設計規劃書報部審核中設計規劃書報部審核中設計規劃書報部審核中設計規劃書報部審核中。。。。    

１７１７１７１７、、、、    仙宮校區仙宮校區仙宮校區仙宮校區 CCCC 段道段道段道段道路鋪面工程路鋪面工程路鋪面工程路鋪面工程：：：：於於於於 95959595 年年年年 8888 月月月月 28282828 日開工日開工日開工日開工，，，，預定預定預定預定 95959595 年年年年 10101010 月月月月

6666 日完工日完工日完工日完工，，，，目前工程進度目前工程進度目前工程進度目前工程進度 48.548.548.548.5％％％％。。。。    

１８１８１８１８、、、、    學習資源中心規劃設計案學習資源中心規劃設計案學習資源中心規劃設計案學習資源中心規劃設計案：：：：於於於於 99995555 年年年年 3333 月月月月 26262626 日開始日開始日開始日開始，，，，預定基本設計經教預定基本設計經教預定基本設計經教預定基本設計經教

育部審查通過後育部審查通過後育部審查通過後育部審查通過後 60606060 天完成細部設計天完成細部設計天完成細部設計天完成細部設計；；；；基本設計經育部審查結果基本設計經育部審查結果基本設計經育部審查結果基本設計經育部審查結果 2222 項退件項退件項退件項退件，，，，

預計預計預計預計 10101010 月可將修訂版再報部審查月可將修訂版再報部審查月可將修訂版再報部審查月可將修訂版再報部審查。。。。    

１９１９１９１９、、、、    總圖書館至仙宮校區機車停車場間總圖書館至仙宮校區機車停車場間總圖書館至仙宮校區機車停車場間總圖書館至仙宮校區機車停車場間(B(B(B(B 段段段段))))道路道路道路道路、、、、排水系統與共同管道工排水系統與共同管道工排水系統與共同管道工排水系統與共同管道工

程程程程：：：：教育部工程構想書審查中教育部工程構想書審查中教育部工程構想書審查中教育部工程構想書審查中。。。。    

２０２０２０２０、、、、    教學資源大樓教學資源大樓教學資源大樓教學資源大樓((((紅樓改建紅樓改建紅樓改建紅樓改建))))新建工程新建工程新建工程新建工程：：：：預計預計預計預計 96969696 年年年年 10101010 月開工月開工月開工月開工，，，，預定預定預定預定 99998888 年年年年 8888

月完工月完工月完工月完工，，，，目前工程規則構想書依教育部審查會議意見修正中目前工程規則構想書依教育部審查會議意見修正中目前工程規則構想書依教育部審查會議意見修正中目前工程規則構想書依教育部審查會議意見修正中。。。。    

２１２１２１２１、、、、    仙宮校區建築計畫仙宮校區建築計畫仙宮校區建築計畫仙宮校區建築計畫：：：：於於於於 95959595 年年年年 2222 月月月月 23232323 日開始日開始日開始日開始，，，，預計預計預計預計 95959595 年年年年 10101010 月完成月完成月完成月完成，，，，目目目目

前工程進度前工程進度前工程進度前工程進度 90909090％％％％。。。。    

２２２２２２２２、、、、    仙宮校區環境影響仙宮校區環境影響仙宮校區環境影響仙宮校區環境影響((((或差異或差異或差異或差異))))評估評估評估評估：：：：於於於於 95959595 年年年年 7777 月月月月 19191919 日決選日決選日決選日決選，，，，於於於於 95959595 年年年年 8888

月月月月 11111111 日起算工期日起算工期日起算工期日起算工期，，，，預計預計預計預計 360360360360 日曆天取得環評許可日曆天取得環評許可日曆天取得環評許可日曆天取得環評許可。。。。    

２３２３２３２３、、、、    引進民間參與興建國立清華大學育成中心第引進民間參與興建國立清華大學育成中心第引進民間參與興建國立清華大學育成中心第引進民間參與興建國立清華大學育成中心第 2222 期規劃招商案期規劃招商案期規劃招商案期規劃招商案：：：：於於於於 95959595 年年年年 6666

月月月月 19191919 日起算工期日起算工期日起算工期日起算工期，，，，預定預定預定預定 96969696 年年年年 12121212 月月月月 31313131 日完成日完成日完成日完成，，，，目前規劃進度目前規劃進度目前規劃進度目前規劃進度 40404040％％％％。。。。    

２４２４２４２４、、、、    宜蘭園區整體規劃案宜蘭園區整體規劃案宜蘭園區整體規劃案宜蘭園區整體規劃案：：：：於於於於 94949494 年年年年 11111111 月月月月 8888 日決選日決選日決選日決選，，，，於於於於 94949494 年年年年 11111111 月月月月 15151515 日起日起日起日起

算工期算工期算工期算工期，，，，整體作業時程預估為整體作業時程預估為整體作業時程預估為整體作業時程預估為 480480480480 日曆天日曆天日曆天日曆天，，，，環評及開發許可環評及開發許可環評及開發許可環評及開發許可。。。。    

    

六六六六、、、、採購組採購組採購組採購組    

１１１１、、、、    本校採購系統電子化本校採購系統電子化本校採購系統電子化本校採購系統電子化，，，，於於於於 95959595 年年年年 1111 月月月月 25252525 日決標日決標日決標日決標。。。。採購系統在採購系統在採購系統在採購系統在 6666 月月月月 8888 日對日對日對日對

全校各單位做測驗板全校各單位做測驗板全校各單位做測驗板全校各單位做測驗板上線教育訓練後上線教育訓練後上線教育訓練後上線教育訓練後，，，，於於於於 8888 月月月月 2222 日日日日驗收完成驗收完成驗收完成驗收完成並正式上線並正式上線並正式上線並正式上線。。。。

操作手冊亦掛在網業中供各單位操作使用操作手冊亦掛在網業中供各單位操作使用操作手冊亦掛在網業中供各單位操作使用操作手冊亦掛在網業中供各單位操作使用，，，，讓各單位更清楚於操作採購系讓各單位更清楚於操作採購系讓各單位更清楚於操作採購系讓各單位更清楚於操作採購系

統之介面統之介面統之介面統之介面。。。。    

２２２２、、、、    本組全力配合拔尖計劃並執行採購事宜本組全力配合拔尖計劃並執行採購事宜本組全力配合拔尖計劃並執行採購事宜本組全力配合拔尖計劃並執行採購事宜，，，，因拔尖計劃預算分因拔尖計劃預算分因拔尖計劃預算分因拔尖計劃預算分 2222 年或年或年或年或 3333 年年年年

編列編列編列編列，，，，其採購案需分期付款方式辦理其採購案需分期付款方式辦理其採購案需分期付款方式辦理其採購案需分期付款方式辦理，，，，採購合約中要列明採購合約中要列明採購合約中要列明採購合約中要列明--------以後年度所需以後年度所需以後年度所需以後年度所需

經費如未獲立法院審議通過或經部份刪減經費如未獲立法院審議通過或經部份刪減經費如未獲立法院審議通過或經部份刪減經費如未獲立法院審議通過或經部份刪減，，，，得依政府採購法第得依政府採購法第得依政府採購法第得依政府採購法第 64646464 條規定辦條規定辦條規定辦條規定辦

理理理理。。。。故採購案件仍需符合預算法規定來辦理採購故採購案件仍需符合預算法規定來辦理採購故採購案件仍需符合預算法規定來辦理採購故採購案件仍需符合預算法規定來辦理採購。。。。    

    

七七七七、、、、    環安中心環安中心環安中心環安中心    

１１１１、、、、    國立清華大學列管實驗室化學藥品國立清華大學列管實驗室化學藥品國立清華大學列管實驗室化學藥品國立清華大學列管實驗室化學藥品『『『『大清除大清除大清除大清除』』』』案案案案，，，，本校已於本校已於本校已於本校已於 95959595 年年年年 2222 月月月月 16161616

日與國立成功大學環境資源管理中心日與國立成功大學環境資源管理中心日與國立成功大學環境資源管理中心日與國立成功大學環境資源管理中心（（（（ERMRCERMRCERMRCERMRC））））相關人員達成相關處理模相關人員達成相關處理模相關人員達成相關處理模相關人員達成相關處理模

式式式式，，，，待待待待 ERMRCERMRCERMRCERMRC 報教育部核准後執行報教育部核准後執行報教育部核准後執行報教育部核准後執行。。。。    

２２２２、、、、    95959595 年年年年 6666 月月月月 30303030 日辦理日辦理日辦理日辦理 95959595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實驗場所管理人之實務管理實驗場所管理人之實務管理實驗場所管理人之實務管理實驗場所管理人之實務管理」」」」教育訓練教育訓練教育訓練教育訓練 3333 小小小小

時時時時，，，，並製作研習證明書予參與訓練之人員並製作研習證明書予參與訓練之人員並製作研習證明書予參與訓練之人員並製作研習證明書予參與訓練之人員。。。。    



３３３３、、、、    95959595年年年年6666月完成本年度實驗場所安全衛生委外檢查及輔導受檢單位進行缺失月完成本年度實驗場所安全衛生委外檢查及輔導受檢單位進行缺失月完成本年度實驗場所安全衛生委外檢查及輔導受檢單位進行缺失月完成本年度實驗場所安全衛生委外檢查及輔導受檢單位進行缺失

改善改善改善改善，，，，共計輔導共計輔導共計輔導共計輔導 14141414 個單位個單位個單位個單位，，，，93939393 間實驗場所間實驗場所間實驗場所間實驗場所，，，，下半年安排改善後複檢下半年安排改善後複檢下半年安排改善後複檢下半年安排改善後複檢。。。。    

４４４４、、、、    95959595 年年年年 6666 月月月月 5555 日辦理列管單位管理人環安衛工作說明會日辦理列管單位管理人環安衛工作說明會日辦理列管單位管理人環安衛工作說明會日辦理列管單位管理人環安衛工作說明會。。。。    

５５５５、、、、    95959595 年年年年 6666 月完成月完成月完成月完成 95959595 年度上半年實驗場所作業環境委外測定年度上半年實驗場所作業環境委外測定年度上半年實驗場所作業環境委外測定年度上半年實驗場所作業環境委外測定((((化學系化學系化學系化學系 7777 點點點點、、、、化化化化

工系工系工系工系 3333 點點點點、、、、動機系動機系動機系動機系 2222 點及生科系點及生科系點及生科系點及生科系 1111 點點點點))))，，，，化學系有化學系有化學系有化學系有 2222 點超過法規規定點超過法規規定點超過法規規定點超過法規規定，，，，已已已已

通知改善通知改善通知改善通知改善，，，，並安排於半年複檢並安排於半年複檢並安排於半年複檢並安排於半年複檢。。。。    

６６６６、、、、    95959595 年辦理年辦理年辦理年辦理 94949494 年度本校建年度本校建年度本校建年度本校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缺失改善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缺失改善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缺失改善築物公共安全檢查缺失改善，，，，由營繕組主辦由營繕組主辦由營繕組主辦由營繕組主辦，，，，環環環環

安中心協辦安中心協辦安中心協辦安中心協辦。。。。    

７７７７、、、、    於於於於 95959595 年年年年 9999 月月月月 7777 日首次以外語方式辦理外籍生日首次以外語方式辦理外籍生日首次以外語方式辦理外籍生日首次以外語方式辦理外籍生「「「「一般性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一般性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一般性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一般性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及及及及「「「「危險物及有害物通識教育訓練危險物及有害物通識教育訓練危險物及有害物通識教育訓練危險物及有害物通識教育訓練」。」。」。」。    

８８８８、、、、    99995555 年年年年 9999 月月月月 9999 日日日日辦理辦理辦理辦理本年度新進列管人員教育訓練本年度新進列管人員教育訓練本年度新進列管人員教育訓練本年度新進列管人員教育訓練，，，，含含含含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

練練練練及及及及危害通識教育訓練危害通識教育訓練危害通識教育訓練危害通識教育訓練。。。。並安排並安排並安排並安排 95959595 年年年年 10101010 月月月月 11111111、、、、12121212 日晚上補訓日晚上補訓日晚上補訓日晚上補訓。。。。    

９９９９、、、、    99995555 年年年年 9999 月至月至月至月至 10101010 月協助衛生保健組辦理本年度新進列管人員健康檢查月協助衛生保健組辦理本年度新進列管人員健康檢查月協助衛生保健組辦理本年度新進列管人員健康檢查月協助衛生保健組辦理本年度新進列管人員健康檢查。。。。((((提提提提

供健檢名冊資料及受檢項目供健檢名冊資料及受檢項目供健檢名冊資料及受檢項目供健檢名冊資料及受檢項目))))    

１０１０１０１０、、、、    95959595 年開辦大學部安全衛生通識課年開辦大學部安全衛生通識課年開辦大學部安全衛生通識課年開辦大學部安全衛生通識課 2222 學分學分學分學分，，，，規劃一系列實驗室安全衛生課規劃一系列實驗室安全衛生課規劃一系列實驗室安全衛生課規劃一系列實驗室安全衛生課

程程程程。。。。    

１１１１１１１１、、、、    應化工系要求應化工系要求應化工系要求應化工系要求，，，，安排安排安排安排 95959595 年年年年 9999 月月月月 18181818、、、、19191919、、、、29292929 日及日及日及日及 10101010 月月月月 3333 日日日日委託校外環委託校外環委託校外環委託校外環

安專家對該系之實驗場所做一全面之環安衛體檢安專家對該系之實驗場所做一全面之環安衛體檢安專家對該系之實驗場所做一全面之環安衛體檢安專家對該系之實驗場所做一全面之環安衛體檢，，，，並由專家提出危害因子並由專家提出危害因子並由專家提出危害因子並由專家提出危害因子

與改善措施報告供單位進行改善與改善措施報告供單位進行改善與改善措施報告供單位進行改善與改善措施報告供單位進行改善，，，，以消除災害事故風險以消除災害事故風險以消除災害事故風險以消除災害事故風險。。。。    

１２１２１２１２、、、、    實驗場所安全衛生設施改善之特別預算補助對象實驗場所安全衛生設施改善之特別預算補助對象實驗場所安全衛生設施改善之特別預算補助對象實驗場所安全衛生設施改善之特別預算補助對象：：：：材料中心材料中心材料中心材料中心、、、、環安中環安中環安中環安中

心心心心、、、、物理系物理系物理系物理系、、、、材料系材料系材料系材料系、、、、生科系生科系生科系生科系、、、、化學系化學系化學系化學系、、、、電子所電子所電子所電子所、、、、動機系及工科系等動機系及工科系等動機系及工科系等動機系及工科系等 9999 個個個個

單位單位單位單位。。。。    

１３１３１３１３、、、、    因應法規之修訂因應法規之修訂因應法規之修訂因應法規之修訂，，，，於於於於 95959595 年年年年 9999 月底至月底至月底至月底至 10101010 月初首次辦理勞工安全衛生在職月初首次辦理勞工安全衛生在職月初首次辦理勞工安全衛生在職月初首次辦理勞工安全衛生在職

教育訓練教育訓練教育訓練教育訓練，，，，共計共計共計共計 5555 個場次個場次個場次個場次。。。。    

１４１４１４１４、、、、    為為為為調節實驗場所之原水水質調節實驗場所之原水水質調節實驗場所之原水水質調節實驗場所之原水水質，，，，本校化學本校化學本校化學本校化學、、、、化工廢水處理廠於化工廢水處理廠於化工廢水處理廠於化工廢水處理廠於 95959595 年年年年 8888 月月月月

增設兩座增設兩座增設兩座增設兩座 25252525 噸之調整槽噸之調整槽噸之調整槽噸之調整槽，，，，藉以提升放流水處理效果藉以提升放流水處理效果藉以提升放流水處理效果藉以提升放流水處理效果，，，，達到排放標準達到排放標準達到排放標準達到排放標準。。。。    

１５１５１５１５、、、、    為加強本校資源回收工作為加強本校資源回收工作為加強本校資源回收工作為加強本校資源回收工作，，，，95959595 年年年年 9999 月月月月 20202020 日起委託合法回收商至各單位日起委託合法回收商至各單位日起委託合法回收商至各單位日起委託合法回收商至各單位

進行資源回收進行資源回收進行資源回收進行資源回收，，，，以提升各單位回收意願以提升各單位回收意願以提升各單位回收意願以提升各單位回收意願。。。。    

１６１６１６１６、、、、    配合行政院環保署推動本校廢乾電池回收工作配合行政院環保署推動本校廢乾電池回收工作配合行政院環保署推動本校廢乾電池回收工作配合行政院環保署推動本校廢乾電池回收工作，，，，自自自自 95959595 年年年年 7777 月至月至月至月至 9999 月回月回月回月回

收總量為收總量為收總量為收總量為 140140140140 公斤公斤公斤公斤    

１７１７１７１７、、、、    本本本本(95)(95)(95)(95)年編列特別預算年編列特別預算年編列特別預算年編列特別預算 551551551551 萬元改善實驗場所安全衛生相關事項萬元改善實驗場所安全衛生相關事項萬元改善實驗場所安全衛生相關事項萬元改善實驗場所安全衛生相關事項，，，，依本依本依本依本

年度實驗場所安全衛生委外檢查之結果年度實驗場所安全衛生委外檢查之結果年度實驗場所安全衛生委外檢查之結果年度實驗場所安全衛生委外檢查之結果，，，，按照缺失之危害程度排列補助之按照缺失之危害程度排列補助之按照缺失之危害程度排列補助之按照缺失之危害程度排列補助之

優先順序優先順序優先順序優先順序，，，，以協助列管單位進行改善以協助列管單位進行改善以協助列管單位進行改善以協助列管單位進行改善。。。。目前受補助之單位計化學系目前受補助之單位計化學系目前受補助之單位計化學系目前受補助之單位計化學系、、、、物理物理物理物理

系系系系、、、、生科系生科系生科系生科系、、、、動機系動機系動機系動機系、、、、材料系材料系材料系材料系、、、、材料中心及電子所等材料中心及電子所等材料中心及電子所等材料中心及電子所等 7777 個單位個單位個單位個單位。。。。    

１８１８１８１８、、、、    環安衛業務環安衛業務環安衛業務環安衛業務 eeee 化業務化業務化業務化業務    

(1)(1)(1)(1)第一階段第一階段第一階段第一階段：：：：99995555 年年年年 8888 月月月月完成實驗場所基本資料之完成實驗場所基本資料之完成實驗場所基本資料之完成實驗場所基本資料之 eeee 化化化化。。。。    

(2)(2)(2)(2)第二階段第二階段第二階段第二階段：：：：預計預計預計預計 95959595 年年年年 10101010 月完成月完成月完成月完成廢棄物申報暫存量系統廢棄物申報暫存量系統廢棄物申報暫存量系統廢棄物申報暫存量系統及及及及職業災害申報職業災害申報職業災害申報職業災害申報

系統系統系統系統    

(3)(3)(3)(3)第三階段第三階段第三階段第三階段：：：：列管毒性化學物質之採購申請及申報系統列管毒性化學物質之採購申請及申報系統列管毒性化學物質之採購申請及申報系統列管毒性化學物質之採購申請及申報系統，，，，        

(4)(4)(4)(4)第第第第四四四四階段階段階段階段：：：：建置建置建置建置「「「「化學品交換平台化學品交換平台化學品交換平台化學品交換平台」。」。」。」。    



    

八八八八、、、、    駐衛警察隊駐衛警察隊駐衛警察隊駐衛警察隊    

１１１１、、、、    95959595 年年年年 09090909 月份清理校園廢棄腳踏車共月份清理校園廢棄腳踏車共月份清理校園廢棄腳踏車共月份清理校園廢棄腳踏車共 2590259025902590 部部部部，，，，並公告車主認領並公告車主認領並公告車主認領並公告車主認領，，，，無人認領無人認領無人認領無人認領

之腳踏車訂於之腳踏車訂於之腳踏車訂於之腳踏車訂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18181818 日日日日，，，，開放全校教職員工生免費認養開放全校教職員工生免費認養開放全校教職員工生免費認養開放全校教職員工生免費認養。。。。    

２２２２、、、、    清華會館後方機車停車場清華會館後方機車停車場清華會館後方機車停車場清華會館後方機車停車場，，，，經重新規劃整理後經重新規劃整理後經重新規劃整理後經重新規劃整理後，，，，於於於於 9999 月月月月 22222222 日起開放本校日起開放本校日起開放本校日起開放本校

教職員工生停放機車教職員工生停放機車教職員工生停放機車教職員工生停放機車，，，，已紓解西門機車停車位不足的情況已紓解西門機車停車位不足的情況已紓解西門機車停車位不足的情況已紓解西門機車停車位不足的情況。。。。    

３３３３、、、、    本本本本（（（（95959595））））學年度各項車證申請資料如下學年度各項車證申請資料如下學年度各項車證申請資料如下學年度各項車證申請資料如下：：：：教職員工腳踏車識別證教職員工腳踏車識別證教職員工腳踏車識別證教職員工腳踏車識別證－－－－318318318318 張張張張；；；；

教職員工機車識別證教職員工機車識別證教職員工機車識別證教職員工機車識別證－－－－742742742742 張張張張；；；；教職員工汽車識教職員工汽車識教職員工汽車識教職員工汽車識別證別證別證別證－－－－1542154215421542 張張張張。。。。學生腳踏學生腳踏學生腳踏學生腳踏

車識別證車識別證車識別證車識別證－－－－2731273127312731 張張張張；；；；學生機車識別證學生機車識別證學生機車識別證學生機車識別證－－－－4691469146914691 張張張張；；；；學生汽車識別證學生汽車識別證學生汽車識別證學生汽車識別證－－－－336336336336 張張張張。。。。    

    

    

    

    

    

    

    

    

    

    

    

    

    

    

    

    

    

    

    

    

    

    

    

    

    

    

    

    



    

    

    

    

                                                                                                                                                                                                                                                                    附件附件附件附件四四四四    

95959595 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 1111 次行政會議報告次行政會議報告次行政會議報告次行政會議報告    ————    研發處研發處研發處研發處    

『『『『綜合企劃組綜合企劃組綜合企劃組綜合企劃組』』』』 

一一一一、、、、目前正推動與校外合作的案子包括竹北國家生醫園區目前正推動與校外合作的案子包括竹北國家生醫園區目前正推動與校外合作的案子包括竹北國家生醫園區目前正推動與校外合作的案子包括竹北國家生醫園區、、、、工研院工研院工研院工研院、、、、長庚醫院與中長庚醫院與中長庚醫院與中長庚醫院與中

研研研研院等合作案院等合作案院等合作案院等合作案。。。。 

二二二二、、、、95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邁向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補助各院新進邁向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補助各院新進邁向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補助各院新進邁向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補助各院新進 1-2 年教師特殊開辦年教師特殊開辦年教師特殊開辦年教師特殊開辦

費費費費』』』』，，，，已核定補助已核定補助已核定補助已核定補助 17 件件件件，，，，共計金額共計金額共計金額共計金額 2,150 萬元萬元萬元萬元。。。。 

三三三三、、、、生醫研究相關教師之專長與研究能量調查已於生醫研究相關教師之專長與研究能量調查已於生醫研究相關教師之專長與研究能量調查已於生醫研究相關教師之專長與研究能量調查已於 95959595 年年年年 10101010 月月月月 13131313 日彙總完畢日彙總完畢日彙總完畢日彙總完畢。。。。    

四四四四、「、「、「、「獎勵教師學術卓越委員會獎勵教師學術卓越委員會獎勵教師學術卓越委員會獎勵教師學術卓越委員會」」」」將於將於將於將於 95959595 年年年年 11111111 月月月月 10101010 日七院及共教會提出名單送教日七院及共教會提出名單送教日七院及共教會提出名單送教日七院及共教會提出名單送教

務處後務處後務處後務處後，，，，擇日召開進行複審會議擇日召開進行複審會議擇日召開進行複審會議擇日召開進行複審會議。。。。    

五五五五、、、、國科會公開徵求國科會公開徵求國科會公開徵求國科會公開徵求「「「「杜聰明杜聰明杜聰明杜聰明----宏博研究獎宏博研究獎宏博研究獎宏博研究獎」」」」之德國學者專家提名申請之德國學者專家提名申請之德國學者專家提名申請之德國學者專家提名申請案案案案，，，，欲提名欲提名欲提名欲提名

人人人人（（（（即申請人即申請人即申請人即申請人））））請於請於請於請於 95959595 年年年年 12121212 月月月月 31313131 日期限內登入該會研究人才個人網日期限內登入該會研究人才個人網日期限內登入該會研究人才個人網日期限內登入該會研究人才個人網，，，，於於於於

線上完成相關申請作業後送出線上完成相關申請作業後送出線上完成相關申請作業後送出線上完成相關申請作業後送出，，，，並由提名系所發文函送該會辦理並由提名系所發文函送該會辦理並由提名系所發文函送該會辦理並由提名系所發文函送該會辦理。。。。    

六六六六、、、、2007200720072007 年度潘文淵研究傑出獎年度潘文淵研究傑出獎年度潘文淵研究傑出獎年度潘文淵研究傑出獎，，，，有意推薦與申請者有意推薦與申請者有意推薦與申請者有意推薦與申請者，，，，請於請於請於請於 96969696 年年年年 2222 月月月月 28282828 日前將資日前將資日前將資日前將資

料逕寄該會辦理料逕寄該會辦理料逕寄該會辦理料逕寄該會辦理。。。。 

『『『『技術服務組技術服務組技術服務組技術服務組』』』』    

一一一一、、、、專利審查專利審查專利審查專利審查    

� 94(94(94(94(下下下下))))迄今向專利主管機關提出迄今向專利主管機關提出迄今向專利主管機關提出迄今向專利主管機關提出 32323232 件申請案件申請案件申請案件申請案((((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 13131313 件件件件，，，，美國美國美國美國 19191919 件件件件))))。。。。    

� 94(94(94(94(下下下下))))迄今獲證有迄今獲證有迄今獲證有迄今獲證有 13131313 件件件件((((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 11111111 件件件件，，，，美國美國美國美國 2222 件件件件))))。。。。    

二二二二、、、、科權會審查通過率科權會審查通過率科權會審查通過率科權會審查通過率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申請件數申請件數申請件數申請件數    通過件數通過件數通過件數通過件數    通過率通過率通過率通過率(%)(%)(%)(%)    

95.3.2495.3.2495.3.2495.3.24    28282828    22222222`̀̀̀    79%79%79%79%    

95.6.295.6.295.6.295.6.2    24242424    18181818    75%75%75%75%    

95.9.2995.9.2995.9.2995.9.29    49494949    40404040    82%82%82%82%    



三三三三、、、、國科會專利補助申請國科會專利補助申請國科會專利補助申請國科會專利補助申請    

    

申請日申請日申請日申請日

期期期期    
申請件數申請件數申請件數申請件數    補助費用補助費用補助費用補助費用    

95.0195.0195.0195.01    17171717    488,176488,176488,176488,176    

95.0495.0495.0495.04    24242424    698,594698,594698,594698,594    

四四四四、、、、技術移轉案件技術移轉案件技術移轉案件技術移轉案件    

95959595 年上半年度已完成簽約案件共計年上半年度已完成簽約案件共計年上半年度已完成簽約案件共計年上半年度已完成簽約案件共計 4444 件件件件，，，，技術移轉權利金共計新台幣技術移轉權利金共計新台幣技術移轉權利金共計新台幣技術移轉權利金共計新台幣 1,500,0001,500,0001,500,0001,500,000

元整元整元整元整。。。。    

五五五五、、、、95959595 年度上學期進行及規劃之主要工作年度上學期進行及規劃之主要工作年度上學期進行及規劃之主要工作年度上學期進行及規劃之主要工作    

� 參加參加參加參加『『『『2006200620062006 台北國際發明暨技術交易展覽會台北國際發明暨技術交易展覽會台北國際發明暨技術交易展覽會台北國際發明暨技術交易展覽會』』』』    

� 智慧財產權培訓課程智慧財產權培訓課程智慧財產權培訓課程智慧財產權培訓課程    

� 專利審查專利審查專利審查專利審查 : : : :95.9 95.9 95.9 95.9 召開科權會召開科權會召開科權會召開科權會;;;;完成完成完成完成 24242424 件專利案審查件專利案審查件專利案審查件專利案審查；；；；共計通過補助申請各國共計通過補助申請各國共計通過補助申請各國共計通過補助申請各國

專利共專利共專利共專利共 40404040 件件件件。。。。    

� 申請國科會專利補助申請國科會專利補助申請國科會專利補助申請國科會專利補助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件數件數件數件數    補助費用補助費用補助費用補助費用    

95.0795.0795.0795.07    15151515    581,190581,190581,190581,190    

� 技術移轉案件及工研院專利專屬授權活動技術移轉案件及工研院專利專屬授權活動技術移轉案件及工研院專利專屬授權活動技術移轉案件及工研院專利專屬授權活動    

六六六六、、、、技術移轉技術移轉技術移轉技術移轉    

            ●●●●    專利及技術授權合約洽談中專利及技術授權合約洽談中專利及技術授權合約洽談中專利及技術授權合約洽談中 4444 件件件件    

●●●●    95.3 95.3 95.3 95.3 ----95.1295.1295.1295.12: : : : 參與工研院參與工研院參與工研院參與工研院 3G3G3G3G 與與與與 WLANWLANWLANWLAN 專利專屬授權活動專利專屬授權活動專利專屬授權活動專利專屬授權活動（（（（ 7 7 7 7 專利專利專利專利 4  4  4  4 技術技術技術技術））））    

●●●●洽談其他專利委託及加入工研院專利專屬授權活動洽談其他專利委託及加入工研院專利專屬授權活動洽談其他專利委託及加入工研院專利專屬授權活動洽談其他專利委託及加入工研院專利專屬授權活動    

『『『『學術合作組學術合作組學術合作組學術合作組』』』』 

已完成已完成已完成已完成: 

♦ 9/26-29 校長等赴韓國參加校長等赴韓國參加校長等赴韓國參加校長等赴韓國參加第第第第 12 屆東亞研究型大學協會總會屆東亞研究型大學協會總會屆東亞研究型大學協會總會屆東亞研究型大學協會總會，，，，並與主辦學校韓並與主辦學校韓並與主辦學校韓並與主辦學校韓

國浦項科技大學國浦項科技大學國浦項科技大學國浦項科技大學（（（（POSTECH））））簽訂簽訂簽訂簽訂 MOU;另另另另，，，，亦透過駐韓代表處大使安排與亦透過駐韓代表處大使安排與亦透過駐韓代表處大使安排與亦透過駐韓代表處大使安排與

首爾大學首爾大學首爾大學首爾大學(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簽訂簽訂簽訂簽訂 MOU。。。。 

♦ 印度印度印度印度 JAMIA MILLIA ISLAMIA (JMI)學校學校學校學校 MOU 校長已簽署校長已簽署校長已簽署校長已簽署，，，，已快遞寄至該校已快遞寄至該校已快遞寄至該校已快遞寄至該校 

♦ 10/16(一一一一)下午南韓國立忠南大學教授等下午南韓國立忠南大學教授等下午南韓國立忠南大學教授等下午南韓國立忠南大學教授等 5 人來人來人來人來訪訪訪訪 

    

    

    



    

    

                                                                                                                                                                                                                                                                附件五附件五附件五附件五    

    
95 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 1 次行政會議次行政會議次行政會議次行政會議 

圖書館業務報告圖書館業務報告圖書館業務報告圖書館業務報告 95.10.17 

一一一一、、、、建校建校建校建校 50 週年紀錄片週年紀錄片週年紀錄片週年紀錄片 

自自自自 7 月月月月中中中中旬旬旬旬起起起起，，，，陸續進行紀錄片主題相關人物之拍攝訪談陸續進行紀錄片主題相關人物之拍攝訪談陸續進行紀錄片主題相關人物之拍攝訪談陸續進行紀錄片主題相關人物之拍攝訪談，，，，包括教職員工生及包括教職員工生及包括教職員工生及包括教職員工生及

校友等校友等校友等校友等。。。。因時值暑期因時值暑期因時值暑期因時值暑期，，，，擬訪談人物邀約不易擬訪談人物邀約不易擬訪談人物邀約不易擬訪談人物邀約不易，，，，目前仍持續進行目前仍持續進行目前仍持續進行目前仍持續進行安排中安排中安排中安排中。。。。預計於預計於預計於預計於

完成訪談後召開腳本會議討論完成訪談後召開腳本會議討論完成訪談後召開腳本會議討論完成訪談後召開腳本會議討論，，，，並逐步進行影片後製與校稿工作並逐步進行影片後製與校稿工作並逐步進行影片後製與校稿工作並逐步進行影片後製與校稿工作。。。。 

二二二二、、、、學習資源中心學習資源中心學習資源中心學習資源中心 

1. 30%規劃設計報告規劃設計報告規劃設計報告規劃設計報告：：：：已於已於已於已於 95 年年年年 5 月月月月 25 日日日日提報提報提報提報 30%之設計圖說送教之設計圖說送教之設計圖說送教之設計圖說送教育部審育部審育部審育部審

查查查查，，，，教育部並於教育部並於教育部並於教育部並於 8 月月月月 23 日函知審查意見日函知審查意見日函知審查意見日函知審查意見，，，，將另提報修正之設計圖說與審查將另提報修正之設計圖說與審查將另提報修正之設計圖說與審查將另提報修正之設計圖說與審查

意見之答覆說明送審意見之答覆說明送審意見之答覆說明送審意見之答覆說明送審。。。。 

2. 參訪圖書館參訪圖書館參訪圖書館參訪圖書館：：：：圖書館規劃同仁於暑假期間參訪數所大型大學圖書館與近二年圖書館規劃同仁於暑假期間參訪數所大型大學圖書館與近二年圖書館規劃同仁於暑假期間參訪數所大型大學圖書館與近二年圖書館規劃同仁於暑假期間參訪數所大型大學圖書館與近二年

啟用之大學圖書館新館啟用之大學圖書館新館啟用之大學圖書館新館啟用之大學圖書館新館，，，，以借鏡他館經驗以借鏡他館經驗以借鏡他館經驗以借鏡他館經驗，，，，做為細部規劃之參考做為細部規劃之參考做為細部規劃之參考做為細部規劃之參考。。。。 

3. 進行細部設計之前置作業進行細部設計之前置作業進行細部設計之前置作業進行細部設計之前置作業：：：： 

 精算館藏成長量與典藏空間精算館藏成長量與典藏空間精算館藏成長量與典藏空間精算館藏成長量與典藏空間、、、、估算典藏所需設備估算典藏所需設備估算典藏所需設備估算典藏所需設備，，，，並確認各機能空間之並確認各機能空間之並確認各機能空間之並確認各機能空間之

動線關係動線關係動線關係動線關係，，，，與配置樓層方位與配置樓層方位與配置樓層方位與配置樓層方位。。。。 

 擬定營運準則擬定營運準則擬定營運準則擬定營運準則，，，，作為細部規劃設計之依據與設計檢核清單作為細部規劃設計之依據與設計檢核清單作為細部規劃設計之依據與設計檢核清單作為細部規劃設計之依據與設計檢核清單。。。。 

三三三三、、、、圖書館委員選派圖書館委員選派圖書館委員選派圖書館委員選派 

1. 配合本校組織規程第配合本校組織規程第配合本校組織規程第配合本校組織規程第 29 條有關圖書館委員會議組成之條文修正條有關圖書館委員會議組成之條文修正條有關圖書館委員會議組成之條文修正條有關圖書館委員會議組成之條文修正，，，，已函請各已函請各已函請各已函請各

學院及共教會選派出席圖書館委員學院及共教會選派出席圖書館委員學院及共教會選派出席圖書館委員學院及共教會選派出席圖書館委員會議代表會議代表會議代表會議代表，，，，以議決圖書館之政策與服務相以議決圖書館之政策與服務相以議決圖書館之政策與服務相以議決圖書館之政策與服務相

關事宜關事宜關事宜關事宜。。。。 

2. 為考量館藏發展之完整性為考量館藏發展之完整性為考量館藏發展之完整性為考量館藏發展之完整性，，，，仍循往例函請各系仍循往例函請各系仍循往例函請各系仍循往例函請各系、、、、所所所所、、、、中心等教學單位選派圖中心等教學單位選派圖中心等教學單位選派圖中心等教學單位選派圖

書館委員一人書館委員一人書館委員一人書館委員一人，，，，以協助建置各領域之教學與研究所需館藏以協助建置各領域之教學與研究所需館藏以協助建置各領域之教學與研究所需館藏以協助建置各領域之教學與研究所需館藏。。。。 

 

    

    

    

    

    

    

    

    



    

                                                                                                                                                                                                                                                            附件六附件六附件六附件六    

    
行政會議行政會議行政會議行政會議    

計算機與通訊中心報告計算機與通訊中心報告計算機與通訊中心報告計算機與通訊中心報告    

95.10.17 

一一一一....    本中心秉持為全校教職員工生服務的精神本中心秉持為全校教職員工生服務的精神本中心秉持為全校教職員工生服務的精神本中心秉持為全校教職員工生服務的精神，，，，在二樓設置諮詢服務的單一窗口在二樓設置諮詢服務的單一窗口在二樓設置諮詢服務的單一窗口在二樓設置諮詢服務的單一窗口，，，，電電電電

話為話為話為話為 31000 31000 31000 31000 ＝＝＝＝““““善意鈴鈴鈴善意鈴鈴鈴善意鈴鈴鈴善意鈴鈴鈴””””我們心存善意並誠懇的為大家服務我們心存善意並誠懇的為大家服務我們心存善意並誠懇的為大家服務我們心存善意並誠懇的為大家服務，，，，請多加利用請多加利用請多加利用請多加利用。。。。

二樓用戶區二樓用戶區二樓用戶區二樓用戶區 31000310003100031000 電話服務時間延長為上午電話服務時間延長為上午電話服務時間延長為上午電話服務時間延長為上午 8888：：：：00000000----晚上晚上晚上晚上 10101010：：：：00000000。。。。    

二二二二....    各單位若有會議各單位若有會議各單位若有會議各單位若有會議、、、、研討會研討會研討會研討會、、、、計畫計畫計畫計畫…………等活動等活動等活動等活動，，，，需要需要需要需要 120120120120 人之會議室及印製宣傳海報人之會議室及印製宣傳海報人之會議室及印製宣傳海報人之會議室及印製宣傳海報，，，，

可利用本中心遠距教室及大圖輸出的服務可利用本中心遠距教室及大圖輸出的服務可利用本中心遠距教室及大圖輸出的服務可利用本中心遠距教室及大圖輸出的服務。。。。詳細內容請參閱學習科技組網址詳細內容請參閱學習科技組網址詳細內容請參閱學習科技組網址詳細內容請參閱學習科技組網址

http://learning.cc.nthu.edu.tw/http://learning.cc.nthu.edu.tw/http://learning.cc.nthu.edu.tw/http://learning.cc.nthu.edu.tw/    

三三三三....    本中心為推動本中心為推動本中心為推動本中心為推動『『『『無線清華無線清華無線清華無線清華，，，，清華無限清華無限清華無限清華無限』，』，』，』，對無線網路設定與使用服務對無線網路設定與使用服務對無線網路設定與使用服務對無線網路設定與使用服務，，，，預計預計預計預計 11111111 月月月月

份在綜二館大樓川堂舉辦無線網路設定與使用及諮詢服務份在綜二館大樓川堂舉辦無線網路設定與使用及諮詢服務份在綜二館大樓川堂舉辦無線網路設定與使用及諮詢服務份在綜二館大樓川堂舉辦無線網路設定與使用及諮詢服務，，，，以協以協以協以協助全校教職員工助全校教職員工助全校教職員工助全校教職員工

生充分善用校園無線區域網路環境生充分善用校園無線區域網路環境生充分善用校園無線區域網路環境生充分善用校園無線區域網路環境，，，，聯絡人聯絡人聯絡人聯絡人：：：：林平梓林平梓林平梓林平梓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分機請洽分機請洽分機請洽分機請洽 31235312353123531235。。。。    

四四四四....    教育部最新統計在教育部最新統計在教育部最新統計在教育部最新統計在 95959595 年年年年 5555 月月月月 29292929 日日日日～～～～9999 月月月月 27272727 日間日間日間日間，，，，本校疑似違反智慧財產權檢本校疑似違反智慧財產權檢本校疑似違反智慧財產權檢本校疑似違反智慧財產權檢

舉舉舉舉 223223223223 件件件件（（（（原原原原 94949494 全年度有全年度有全年度有全年度有 384384384384 件件件件），），），），成長率驚人成長率驚人成長率驚人成長率驚人。。。。其中疑似違反智慧財產權檢舉其中疑似違反智慧財產權檢舉其中疑似違反智慧財產權檢舉其中疑似違反智慧財產權檢舉

信中信中信中信中，，，，全都是使用以全都是使用以全都是使用以全都是使用以 P2PP2PP2PP2P 方式傳輸檔案的軟體方式傳輸檔案的軟體方式傳輸檔案的軟體方式傳輸檔案的軟體，，，，來進行非法軟體來進行非法軟體來進行非法軟體來進行非法軟體、、、、影音等資料的影音等資料的影音等資料的影音等資料的

散播散播散播散播。。。。目前本中心正在測試相關防制設備目前本中心正在測試相關防制設備目前本中心正在測試相關防制設備目前本中心正在測試相關防制設備，，，，預期十月中旬採購預期十月中旬採購預期十月中旬採購預期十月中旬採購。。。。    

五五五五....    本中心與教務處合辦本中心與教務處合辦本中心與教務處合辦本中心與教務處合辦““““提昇校園數位化教學環境計畫提昇校園數位化教學環境計畫提昇校園數位化教學環境計畫提昇校園數位化教學環境計畫””””，，，，此計畫將訓練種子助教此計畫將訓練種子助教此計畫將訓練種子助教此計畫將訓練種子助教

（（（（研究生及電子通訊社學生研究生及電子通訊社學生研究生及電子通訊社學生研究生及電子通訊社學生））））使用數位內容製作環境使用數位內容製作環境使用數位內容製作環境使用數位內容製作環境，，，，製作出高品質的數位內製作出高品質的數位內製作出高品質的數位內製作出高品質的數位內

容容容容，，，，培育培育培育培育他們學習科技上的技術與實務經驗他們學習科技上的技術與實務經驗他們學習科技上的技術與實務經驗他們學習科技上的技術與實務經驗，，，，使其成為優質的助教及多媒體技術使其成為優質的助教及多媒體技術使其成為優質的助教及多媒體技術使其成為優質的助教及多媒體技術

支援人才支援人才支援人才支援人才，，，，各系所若在招生宣傳有製作多媒體的需求可與各系所若在招生宣傳有製作多媒體的需求可與各系所若在招生宣傳有製作多媒體的需求可與各系所若在招生宣傳有製作多媒體的需求可與曾正宜曾正宜曾正宜曾正宜組長聯繫組長聯繫組長聯繫組長聯繫。。。。    

六六六六....    完成完成完成完成「「「「統計所統計所統計所統計所」」」」連接校園網路頻寬升級為連接校園網路頻寬升級為連接校園網路頻寬升級為連接校園網路頻寬升級為 100M100M100M100M 頻寬之作業頻寬之作業頻寬之作業頻寬之作業，，，，提供更快捷之校園提供更快捷之校園提供更快捷之校園提供更快捷之校園

網路連線環境網路連線環境網路連線環境網路連線環境。。。。    

七七七七....    完成完成完成完成「「「「物理系物理系物理系物理系」」」」更換新的更換新的更換新的更換新的 Routing ModeRouting ModeRouting ModeRouting Mode 連線作業連線作業連線作業連線作業，，，，提供更有彈性的網路使用環提供更有彈性的網路使用環提供更有彈性的網路使用環提供更有彈性的網路使用環

境境境境。。。。    

八八八八....    完成完成完成完成「「「「清華會館清華會館清華會館清華會館（（（（第三招待所第三招待所第三招待所第三招待所）」）」）」）」以以以以 100100100100MMMM 頻寬連接校園網路工程頻寬連接校園網路工程頻寬連接校園網路工程頻寬連接校園網路工程。。。。    

九九九九....    簡化無線簡化無線簡化無線簡化無線網路網路網路網路 PEAPPEAPPEAPPEAP 認證作業認證作業認證作業認證作業，，，，進行測試數位憑證進行測試數位憑證進行測試數位憑證進行測試數位憑證委外委外委外委外作業作業作業作業，，，，用戶初次用戶初次用戶初次用戶初次使用使用使用使用時時時時，，，，

省略下載安裝本校無線區域網路數位憑證省略下載安裝本校無線區域網路數位憑證省略下載安裝本校無線區域網路數位憑證省略下載安裝本校無線區域網路數位憑證。。。。    

十十十十....    進行協助住宿組學生宿舍監視錄影系進行協助住宿組學生宿舍監視錄影系進行協助住宿組學生宿舍監視錄影系進行協助住宿組學生宿舍監視錄影系統之網路建置統之網路建置統之網路建置統之網路建置，，，，並在義齋並在義齋並在義齋並在義齋、、、、禮齋及雅齋等三禮齋及雅齋等三禮齋及雅齋等三禮齋及雅齋等三

齋成立管理中心齋成立管理中心齋成立管理中心齋成立管理中心。。。。    

十一十一十一十一....    持續進行持續進行持續進行持續進行「「「「本校網路電話系統建置本校網路電話系統建置本校網路電話系統建置本校網路電話系統建置」」」」之規劃之規劃之規劃之規劃。。。。    

十二十二十二十二....    更新更新更新更新 Domain Name ServerDomain Name ServerDomain Name ServerDomain Name Server、、、、BACKUP SERVERBACKUP SERVERBACKUP SERVERBACKUP SERVER 完成完成完成完成。。。。    

十三十三十三十三....    爲提昇選課效能爲提昇選課效能爲提昇選課效能爲提昇選課效能，，，，更新更新更新更新 AP SERVERAP SERVERAP SERVERAP SERVER 等相關軟硬體設備完成等相關軟硬體設備完成等相關軟硬體設備完成等相關軟硬體設備完成。。。。    

十四十四十四十四....    本組網頁伺服器因硬碟故障本組網頁伺服器因硬碟故障本組網頁伺服器因硬碟故障本組網頁伺服器因硬碟故障，，，，更換主機完成更換主機完成更換主機完成更換主機完成。。。。    

十五十五十五十五....    加強資通安全管理機制加強資通安全管理機制加強資通安全管理機制加強資通安全管理機制。。。。    

十六十六十六十六....    異地備源設備建立處理中異地備源設備建立處理中異地備源設備建立處理中異地備源設備建立處理中。。。。    

十七十七十七十七....    爲提昇校務系統的效能與服務爲提昇校務系統的效能與服務爲提昇校務系統的效能與服務爲提昇校務系統的效能與服務，，，，持續就軟硬體的更新做評估持續就軟硬體的更新做評估持續就軟硬體的更新做評估持續就軟硬體的更新做評估。。。。    

十八十八十八十八....    持續開發不動產管理系統持續開發不動產管理系統持續開發不動產管理系統持續開發不動產管理系統。。。。    



十九十九十九十九....    身心障礙通報系統完成身心障礙通報系統完成身心障礙通報系統完成身心障礙通報系統完成，，，，驗收中驗收中驗收中驗收中。。。。    

二十二十二十二十....    兵役系統完成新生線上申請兵役系統完成新生線上申請兵役系統完成新生線上申請兵役系統完成新生線上申請、、、、審核審核審核審核、、、、舊生資料維護舊生資料維護舊生資料維護舊生資料維護，，，，其他功能其他功能其他功能其他功能持續開發中持續開發中持續開發中持續開發中。。。。    

二十一二十一二十一二十一....    僑僑僑僑外生系完成學生資料查詢外生系完成學生資料查詢外生系完成學生資料查詢外生系完成學生資料查詢、、、、學生名冊學生名冊學生名冊學生名冊、、、、成績名冊成績名冊成績名冊成績名冊、、、、保費名冊保費名冊保費名冊保費名冊，，，，其他功能其他功能其他功能其他功能持續開持續開持續開持續開

發中發中發中發中。。。。    

二十二二十二二十二二十二....    持續進行持續進行持續進行持續進行導師生系統導師生系統導師生系統導師生系統、、、、學生住宿學生住宿學生住宿學生住宿、、、、助貸系統助貸系統助貸系統助貸系統、、、、校友系統校友系統校友系統校友系統等等等等程式程式程式程式維護維護維護維護及新增功能及新增功能及新增功能及新增功能....。。。。    

二十三二十三二十三二十三....    完成完成完成完成 95959595 學年度學年度學年度學年度博士博士博士博士班入學考試班入學考試班入學考試班入學考試、、、、產業研發碩士專班及台聯大轉學生聯合招生業產業研發碩士專班及台聯大轉學生聯合招生業產業研發碩士專班及台聯大轉學生聯合招生業產業研發碩士專班及台聯大轉學生聯合招生業

務務務務。。。。    

二十四二十四二十四二十四....    進行開發教務處進行開發教務處進行開發教務處進行開發教務處「「「「發展國際一流大學經費發展國際一流大學經費發展國際一流大學經費發展國際一流大學經費」」」」規項目中規項目中規項目中規項目中「「「「校長獎學金校長獎學金校長獎學金校長獎學金」、「」、「」、「」、「優秀外籍優秀外籍優秀外籍優秀外籍

博士生獎學金博士生獎學金博士生獎學金博士生獎學金」」」」及及及及「「「「加強基礎教育加強基礎教育加強基礎教育加強基礎教育」」」」中之助教臨時工資中之助教臨時工資中之助教臨時工資中之助教臨時工資、、、、工讀金申報系統工讀金申報系統工讀金申報系統工讀金申報系統。。。。    

二十五二十五二十五二十五....    人事系統之人事系統之人事系統之人事系統之離職退休離職退休離職退休離職退休、、、、回任職務作業及助理計畫薪資子系統程序修改測試中回任職務作業及助理計畫薪資子系統程序修改測試中回任職務作業及助理計畫薪資子系統程序修改測試中回任職務作業及助理計畫薪資子系統程序修改測試中。。。。    

二十六二十六二十六二十六....    人事系統之勞健保子系統已上線人事系統之勞健保子系統已上線人事系統之勞健保子系統已上線人事系統之勞健保子系統已上線，，，，並由事務組核對資料中並由事務組核對資料中並由事務組核對資料中並由事務組核對資料中，，，，公健保子系統已上公健保子系統已上公健保子系統已上公健保子系統已上

線線線線，，，，大部大部大部大部分功能已完成分功能已完成分功能已完成分功能已完成，，，，其餘功能開發中其餘功能開發中其餘功能開發中其餘功能開發中。。。。    

二十七二十七二十七二十七....    人事系統之專任人事系統之專任人事系統之專任人事系統之專任、、、、兼任教師續聘作業子系統已開發兼任教師續聘作業子系統已開發兼任教師續聘作業子系統已開發兼任教師續聘作業子系統已開發，，，，由人事室測試中由人事室測試中由人事室測試中由人事室測試中。。。。專任專任專任專任、、、、合合合合

聘晉級與續聘系統正在了解規格並開發中聘晉級與續聘系統正在了解規格並開發中聘晉級與續聘系統正在了解規格並開發中聘晉級與續聘系統正在了解規格並開發中。。。。配合人事室將新聘教師配合人事室將新聘教師配合人事室將新聘教師配合人事室將新聘教師、、、、職員職員職員職員、、、、助理助理助理助理

的報表整合並修改版本的報表整合並修改版本的報表整合並修改版本的報表整合並修改版本。。。。    

二十八二十八二十八二十八....    人事離職儲金系統已開發完成上線人事離職儲金系統已開發完成上線人事離職儲金系統已開發完成上線人事離職儲金系統已開發完成上線，，，，並由人事室測試中並由人事室測試中並由人事室測試中並由人事室測試中。。。。    

二十九二十九二十九二十九....    學校行政單位學校行政單位學校行政單位學校行政單位、、、、教育單位之一教育單位之一教育單位之一教育單位之一、、、、二級主管照片介紹開發中二級主管照片介紹開發中二級主管照片介紹開發中二級主管照片介紹開發中。。。。    

三十三十三十三十....    年終獎金程式因欄位變更年終獎金程式因欄位變更年終獎金程式因欄位變更年終獎金程式因欄位變更，，，，修改中修改中修改中修改中。。。。    

三十一三十一三十一三十一....    助理續聘子系統規格瞭解中助理續聘子系統規格瞭解中助理續聘子系統規格瞭解中助理續聘子系統規格瞭解中。。。。    

三十二三十二三十二三十二....    轉系審查系統之程式轉系審查系統之程式轉系審查系統之程式轉系審查系統之程式已完成開發並上線已完成開發並上線已完成開發並上線已完成開發並上線。。。。    

三十三三十三三十三三十三....    95959595 學年度起新生學號改為七碼學年度起新生學號改為七碼學年度起新生學號改為七碼學年度起新生學號改為七碼，，，，新舊生學號並存新舊生學號並存新舊生學號並存新舊生學號並存，，，，已完成新生資料轉入程式以已完成新生資料轉入程式以已完成新生資料轉入程式以已完成新生資料轉入程式以

及其他相關程式修改及其他相關程式修改及其他相關程式修改及其他相關程式修改。。。。    

三十四三十四三十四三十四....    95959595 學年度起學年度起學年度起學年度起，，，，原科系改名為醫環系原科系改名為醫環系原科系改名為醫環系原科系改名為醫環系，，，，已完成學生學籍資料及相關程式修改已完成學生學籍資料及相關程式修改已完成學生學籍資料及相關程式修改已完成學生學籍資料及相關程式修改。。。。    

三十五三十五三十五三十五....    95959595 學年度起學年度起學年度起學年度起，，，，新增台灣研究教師在職進修碩士專班以及大學部可逕讀博士之規新增台灣研究教師在職進修碩士專班以及大學部可逕讀博士之規新增台灣研究教師在職進修碩士專班以及大學部可逕讀博士之規新增台灣研究教師在職進修碩士專班以及大學部可逕讀博士之規

則則則則，，，，已完成修改學分費計算程式已完成修改學分費計算程式已完成修改學分費計算程式已完成修改學分費計算程式。。。。    

三十六三十六三十六三十六....    自五月中起自五月中起自五月中起自五月中起，，，，依課務組需求持續修改選課系統相關程式依課務組需求持續修改選課系統相關程式依課務組需求持續修改選課系統相關程式依課務組需求持續修改選課系統相關程式，，，，各階段選課皆已順利結各階段選課皆已順利結各階段選課皆已順利結各階段選課皆已順利結

束束束束。。。。    

三十七三十七三十七三十七....    依教務處的需求依教務處的需求依教務處的需求依教務處的需求，，，，進行註冊進行註冊進行註冊進行註冊、、、、排課排課排課排課、、、、選課選課選課選課、、、、學籍管理學籍管理學籍管理學籍管理、、、、成績管理等系統之功能及成績管理等系統之功能及成績管理等系統之功能及成績管理等系統之功能及

報表維護報表維護報表維護報表維護。。。。    

三十八三十八三十八三十八....    薪資開放郵局帳戶入帳薪資開放郵局帳戶入帳薪資開放郵局帳戶入帳薪資開放郵局帳戶入帳，，，，完成薪資完成薪資完成薪資完成薪資、、、、校內各項撥款校內各項撥款校內各項撥款校內各項撥款、、、、學生註冊繳費學生註冊繳費學生註冊繳費學生註冊繳費、、、、學生住宿押學生住宿押學生住宿押學生住宿押

金等系統銀行轉帳相關作業的修改金等系統銀行轉帳相關作業的修改金等系統銀行轉帳相關作業的修改金等系統銀行轉帳相關作業的修改，，，，並持續進行各系統下所有報表按銀行戶分別並持續進行各系統下所有報表按銀行戶分別並持續進行各系統下所有報表按銀行戶分別並持續進行各系統下所有報表按銀行戶分別

列冊的新增功能列冊的新增功能列冊的新增功能列冊的新增功能。。。。    

三十九三十九三十九三十九....    交通銀行自交通銀行自交通銀行自交通銀行自 8888 月月月月 21212121 日改為日改為日改為日改為兆豐銀行兆豐銀行兆豐銀行兆豐銀行，，，，完成行庫資料的新增與維護完成行庫資料的新增與維護完成行庫資料的新增與維護完成行庫資料的新增與維護，，，，及新舊存款及新舊存款及新舊存款及新舊存款

帳號的對照轉換帳號的對照轉換帳號的對照轉換帳號的對照轉換，，，，並修改薪資並修改薪資並修改薪資並修改薪資、、、、校內各項撥款校內各項撥款校內各項撥款校內各項撥款、、、、學生註冊繳費學生註冊繳費學生註冊繳費學生註冊繳費、、、、學生住宿押金學生住宿押金學生住宿押金學生住宿押金、、、、

銀行帳務等系統系統的銀行轉帳格式與轉帳對照表等作業銀行帳務等系統系統的銀行轉帳格式與轉帳對照表等作業銀行帳務等系統系統的銀行轉帳格式與轉帳對照表等作業銀行帳務等系統系統的銀行轉帳格式與轉帳對照表等作業。。。。    

四十四十四十四十....    薪資系統配合人事各子系統作業薪資系統配合人事各子系統作業薪資系統配合人事各子系統作業薪資系統配合人事各子系統作業，，，，新增交通津貼新增交通津貼新增交通津貼新增交通津貼、、、、公保費公保費公保費公保費、、、、勞保費勞保費勞保費勞保費、、、、健保費健保費健保費健保費、、、、離離離離

職儲金等代發代扣作業功能職儲金等代發代扣作業功能職儲金等代發代扣作業功能職儲金等代發代扣作業功能。。。。    

四十一四十一四十一四十一....    協助人事助理計畫薪資子系統的歷史資料建置與校核協助人事助理計畫薪資子系統的歷史資料建置與校核協助人事助理計畫薪資子系統的歷史資料建置與校核協助人事助理計畫薪資子系統的歷史資料建置與校核，，，，薪資系統並進行相關作業薪資系統並進行相關作業薪資系統並進行相關作業薪資系統並進行相關作業

的配合調整與修正的配合調整與修正的配合調整與修正的配合調整與修正。。。。    

四十二四十二四十二四十二....    學生註冊繳費系統自學生註冊繳費系統自學生註冊繳費系統自學生註冊繳費系統自 95959595 學年度起學年度起學年度起學年度起，，，，繳費單按舊生與新生分批不同時印製繳費單按舊生與新生分批不同時印製繳費單按舊生與新生分批不同時印製繳費單按舊生與新生分批不同時印製，，，，並開並開並開並開



放信用卡繳費放信用卡繳費放信用卡繳費放信用卡繳費，，，，完成相關配套功能作業完成相關配套功能作業完成相關配套功能作業完成相關配套功能作業。。。。    

四十三四十三四十三四十三....    95959595 學年度學年度學年度學年度上學期上學期上學期上學期遠距教室主播遠距教室主播遠距教室主播遠距教室主播課程課程課程課程 2222 門門門門及收播課程及收播課程及收播課程及收播課程 3333 門門門門。。。。    

四十四四十四四十四四十四....    94949494 學年度下學期計有學年度下學期計有學年度下學期計有學年度下學期計有 1893189318931893 門課程使用門課程使用門課程使用門課程使用 eeee----learninglearninglearninglearning 平台平台平台平台，，，，依各課程之實際使用依各課程之實際使用依各課程之實際使用依各課程之實際使用

需求擴增課程容量限額需求擴增課程容量限額需求擴增課程容量限額需求擴增課程容量限額。。。。    

四十五四十五四十五四十五....    太陽能國際研討會拍攝太陽能國際研討會拍攝太陽能國際研討會拍攝太陽能國際研討會拍攝、、、、環境安全新生訓練拍攝環境安全新生訓練拍攝環境安全新生訓練拍攝環境安全新生訓練拍攝。。。。    

四十六四十六四十六四十六....    進行進行進行進行「「「「校園授權軟體校園授權軟體校園授權軟體校園授權軟體」」」」採購採購採購採購規劃規劃規劃規劃。。。。    

四十七四十七四十七四十七....    協助新生網路選課協助新生網路選課協助新生網路選課協助新生網路選課、、、、帳號申請及宿網申請帳號申請及宿網申請帳號申請及宿網申請帳號申請及宿網申請。。。。    

四十八四十八四十八四十八....    為提升用戶區良好的使用環境為提升用戶區良好的使用環境為提升用戶區良好的使用環境為提升用戶區良好的使用環境，，，，更換電腦教室三個人電腦更換電腦教室三個人電腦更換電腦教室三個人電腦更換電腦教室三個人電腦 40404040 台台台台。。。。    

四十九四十九四十九四十九....    95959595 學年度上學期學年度上學期學年度上學期學年度上學期教室借用教室借用教室借用教室借用，，，，截至目前為止共截至目前為止共截至目前為止共截至目前為止共 16161616 門課程門課程門課程門課程，，，，計計計計 175175175175 小時小時小時小時。。。。    

    

    

    

    

    

    

    

    

    

    

    

    

    

 

    

    

    

    

    

    

    

    

    

    

    

    

    

    



    

                                                                                                                                                                                                                                                                    附件七附件七附件七附件七    

                國立清華大學國立清華大學國立清華大學國立清華大學 95959595 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 1111 次行政會議人事室工作報告次行政會議人事室工作報告次行政會議人事室工作報告次行政會議人事室工作報告    

95/10/1795/10/1795/10/1795/10/17    

一一一一、、、、本本本本（（（（95959595））））年年年年 7777 月完成本校專月完成本校專月完成本校專月完成本校專、、、、兼任教師續聘作業事宜兼任教師續聘作業事宜兼任教師續聘作業事宜兼任教師續聘作業事宜，，，，並製發聘書並製發聘書並製發聘書並製發聘書。。。。    

二二二二、、、、本本本本（（（（95959595））））年年年年 8888 月完成專任教師及研究人員月完成專任教師及研究人員月完成專任教師及研究人員月完成專任教師及研究人員 94949494 學年度年資學年度年資學年度年資學年度年資（（（（功功功功））））加薪加薪加薪加薪（（（（俸俸俸俸））））事事事事

宜宜宜宜，，，，並核發年資加薪並核發年資加薪並核發年資加薪並核發年資加薪（（（（俸俸俸俸））））通知書通知書通知書通知書。。。。    

三三三三、、、、本本本本（（（（95959595））））年年年年 8888 月完成外籍專月完成外籍專月完成外籍專月完成外籍專、、、、兼任教師工作聘僱許可兼任教師工作聘僱許可兼任教師工作聘僱許可兼任教師工作聘僱許可，，，，並製發聘書並製發聘書並製發聘書並製發聘書。。。。    

四四四四、、、、本本本本（（（（95959595））））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 1111 學期新聘專任教師學期新聘專任教師學期新聘專任教師學期新聘專任教師 33333333 位位位位、、、、約聘教師約聘教師約聘教師約聘教師 3333 位及約聘研究人員位及約聘研究人員位及約聘研究人員位及約聘研究人員 1111

位均已於本年位均已於本年位均已於本年位均已於本年 8888 月底前報到月底前報到月底前報到月底前報到。。。。其中其中其中其中 9999 位已領有教師證書位已領有教師證書位已領有教師證書位已領有教師證書，，，，餘餘餘餘 27272727 位刻正報部請位刻正報部請位刻正報部請位刻正報部請

頒頒頒頒教師證書中教師證書中教師證書中教師證書中。。。。    

五五五五、、、、95959595 年年年年 8888 月月月月 1111 日通過升等之教師計有日通過升等之教師計有日通過升等之教師計有日通過升等之教師計有 24242424 人人人人，，，，均已函報教育部核發教師證書均已函報教育部核發教師證書均已函報教育部核發教師證書均已函報教育部核發教師證書。。。。    

六六六六、、、、本本本本（（（（95959595））））年年年年 7777 月通函本校兼任教師之任職機關月通函本校兼任教師之任職機關月通函本校兼任教師之任職機關月通函本校兼任教師之任職機關（（（（構構構構）、）、）、）、學校同意至本校兼課事學校同意至本校兼課事學校同意至本校兼課事學校同意至本校兼課事

宜宜宜宜。。。。    

七七七七、、、、原科中心新聘原科中心新聘原科中心新聘原科中心新聘 3333 位三等核能技術師一案位三等核能技術師一案位三等核能技術師一案位三等核能技術師一案，，，，經本經本經本經本(95)(95)(95)(95)年年年年 6666 月月月月 22222222 日本校日本校日本校日本校 94949494 學年度學年度學年度學年度

第第第第 7777 次職技人員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次職技人員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次職技人員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次職技人員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並經教育部本並經教育部本並經教育部本並經教育部本(95)(95)(95)(95)年年年年 9999 月月月月 6666 日函復同意日函復同意日函復同意日函復同意

在案在案在案在案。。。。    

八八八八、、、、於本於本於本於本（（（（95））））年年年年 9 月月月月 2 日函請本校各教學單位轉知所屬專任教師辦理校外兼職評日函請本校各教學單位轉知所屬專任教師辦理校外兼職評日函請本校各教學單位轉知所屬專任教師辦理校外兼職評日函請本校各教學單位轉知所屬專任教師辦理校外兼職評

估估估估。。。。本次計發出本次計發出本次計發出本次計發出 97 張評估表張評估表張評估表張評估表，，，，目前尚有目前尚有目前尚有目前尚有 5 張未收回張未收回張未收回張未收回，，，，自行填寫交至本室者計自行填寫交至本室者計自行填寫交至本室者計自行填寫交至本室者計 4

張張張張。。。。有關未收回之評估表有關未收回之評估表有關未收回之評估表有關未收回之評估表，，，，已請其系已請其系已請其系已請其系（（（（所所所所））））轉知轉知轉知轉知教師盡快完成相關程序並送回教師盡快完成相關程序並送回教師盡快完成相關程序並送回教師盡快完成相關程序並送回

本室本室本室本室。。。。 

九九九九、、、、人事人事人事人事 eeee 化作業化作業化作業化作業    

((((一一一一))))為使本校各項人事作業得以更迅速及準確為使本校各項人事作業得以更迅速及準確為使本校各項人事作業得以更迅速及準確為使本校各項人事作業得以更迅速及準確，，，，95959595 學年度兼任教師授課鐘點費學年度兼任教師授課鐘點費學年度兼任教師授課鐘點費學年度兼任教師授課鐘點費

及續聘作業及續聘作業及續聘作業及續聘作業，，，，本室初次規劃並由計算機與通訊中心開發程式本室初次規劃並由計算機與通訊中心開發程式本室初次規劃並由計算機與通訊中心開發程式本室初次規劃並由計算機與通訊中心開發程式，，，，並請各教學並請各教學並請各教學並請各教學

單位於本校單位於本校單位於本校單位於本校「「「「校務資訊管理系統校務資訊管理系統校務資訊管理系統校務資訊管理系統」」」」線上作業竣事線上作業竣事線上作業竣事線上作業竣事。。。。    

((((二二二二))))本校契約進用本校契約進用本校契約進用本校契約進用（（（（專題計畫專題計畫專題計畫專題計畫））））人員線上人員線上人員線上人員線上（（（（webwebwebweb 化化化化））））申辦作業申辦作業申辦作業申辦作業，，，，預定於本預定於本預定於本預定於本(95)(95)(95)(95)

年年年年 10101010 月正式上線月正式上線月正式上線月正式上線。。。。    

((((三三三三))))本室與計算機通訊中心合作開發教師本室與計算機通訊中心合作開發教師本室與計算機通訊中心合作開發教師本室與計算機通訊中心合作開發教師、、、、職技職技職技職技、、、、助理人員以助理人員以助理人員以助理人員以 webwebwebweb 化方式申請化方式申請化方式申請化方式申請

「「「「在職證明在職證明在職證明在職證明」」」」作業系統完成作業系統完成作業系統完成作業系統完成，，，，已於已於已於已於 95959595 年年年年 6666 月月月月 19191919 日清人字第日清人字第日清人字第日清人字第 0950002745095000274509500027450950002745 號號號號

函知本校各單位函知本校各單位函知本校各單位函知本校各單位，，，，請自請自請自請自 95 95 95 95 年年年年 6666 月月月月 11119999 日起至本校日起至本校日起至本校日起至本校「「「「校務資訊管理系統校務資訊管理系統校務資訊管理系統校務資訊管理系統」」」」線線線線

上操作上操作上操作上操作，，，，列印紙本請單位主管核章列印紙本請單位主管核章列印紙本請單位主管核章列印紙本請單位主管核章，，，，送至人事室辦理送至人事室辦理送至人事室辦理送至人事室辦理。。。。    

十十十十、、、、人事法令宣導人事法令宣導人事法令宣導人事法令宣導    



((((一一一一))))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 95.10.295.10.295.10.295.10.2 台參字第台參字第台參字第台參字第 0950143638C0950143638C0950143638C0950143638C 號令訂定號令訂定號令訂定號令訂定「「「「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

辦法辦法辦法辦法」，」，」，」，同年月同年月同年月同年月 4444 日廢止日廢止日廢止日廢止「「「「國外學歷查証國外學歷查証國外學歷查証國外學歷查証((((驗驗驗驗))))及認定作業要點及認定作業要點及認定作業要點及認定作業要點」」」」並自並自並自並自 95959595 年年年年

10101010 月月月月 4444 日生效日生效日生效日生效。。。。    

((((二二二二))))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 95.8.2495.8.2495.8.2495.8.24 台人台人台人台人((((一一一一))))字第字第字第字第 0950120905C0950120905C0950120905C0950120905C 號令修正號令修正號令修正號令修正「「「「教師借調處理原教師借調處理原教師借調處理原教師借調處理原

則則則則」，」，」，」，修正重點為教師借調期間每次至多修正重點為教師借調期間每次至多修正重點為教師借調期間每次至多修正重點為教師借調期間每次至多 4444 年年年年，，，，借調期滿歸建後得再行借調借調期滿歸建後得再行借調借調期滿歸建後得再行借調借調期滿歸建後得再行借調。。。。

但總借調年數合計不得逾但總借調年數合計不得逾但總借調年數合計不得逾但總借調年數合計不得逾 8888 年年年年，，，，學校如定有較嚴格之規定者學校如定有較嚴格之規定者學校如定有較嚴格之規定者學校如定有較嚴格之規定者，，，，從其規定從其規定從其規定從其規定。。。。    

    
((((三三三三))))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 95959595....10101010....3333 台人台人台人台人（（（（三三三三））））字第字第字第字第 0950141476C0950141476C0950141476C0950141476C 號令修正號令修正號令修正號令修正「「「「公立專科以上學公立專科以上學公立專科以上學公立專科以上學

校辦理教授副教授延長服務案件處理要點校辦理教授副教授延長服務案件處理要點校辦理教授副教授延長服務案件處理要點校辦理教授副教授延長服務案件處理要點」」」」第四點第四點第四點第四點、、、、第六點第六點第六點第六點，，，，修正重點為修正重點為修正重點為修正重點為

辦理延長服務學校任教一年以上者辦理延長服務學校任教一年以上者辦理延長服務學校任教一年以上者辦理延長服務學校任教一年以上者，，，，得申請延長服務得申請延長服務得申請延長服務得申請延長服務，，，，教授教授教授教授、、、、副教授延長副教授延長副教授延長副教授延長

服務期間得兼任行政職務服務期間得兼任行政職務服務期間得兼任行政職務服務期間得兼任行政職務。。。。 

((((四四四四)94)94)94)94 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 7777 次職技人員評審委員會修正通過次職技人員評審委員會修正通過次職技人員評審委員會修正通過次職技人員評審委員會修正通過「「「「本校職技人員陞任評分標本校職技人員陞任評分標本校職技人員陞任評分標本校職技人員陞任評分標

準表準表準表準表」。」。」。」。    

((((五五五五)95)95)95)95 年年年年 9999 月月月月 29292929 日日日日 95959595 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 1111 次校教評會決議次校教評會決議次校教評會決議次校教評會決議：：：：請各系所於辦理新聘教師請各系所於辦理新聘教師請各系所於辦理新聘教師請各系所於辦理新聘教師

作業時作業時作業時作業時，，，，請其檢具相關工作證明文件併同辦理提敍薪級請其檢具相關工作證明文件併同辦理提敍薪級請其檢具相關工作證明文件併同辦理提敍薪級請其檢具相關工作證明文件併同辦理提敍薪級。。。。    

((((六六六六))))本校組織規程修正案業經教育部本校組織規程修正案業經教育部本校組織規程修正案業經教育部本校組織規程修正案業經教育部95.8.1495.8.1495.8.1495.8.14台高台高台高台高((((二二二二))))字第字第字第字第0950118570950118570950118570950118574444號函核號函核號函核號函核

定定定定，，，，並同意追溯自並同意追溯自並同意追溯自並同意追溯自 95959595 年年年年 8888 月月月月 1111 日起生效日起生效日起生效日起生效。。。。    

十一十一十一十一、、、、為加強各教學單位同仁了解教師業務之法規及應行注意事項為加強各教學單位同仁了解教師業務之法規及應行注意事項為加強各教學單位同仁了解教師業務之法規及應行注意事項為加強各教學單位同仁了解教師業務之法規及應行注意事項，，，，經規劃辦理經規劃辦理經規劃辦理經規劃辦理 95959595

年度教師業務作業說明會年度教師業務作業說明會年度教師業務作業說明會年度教師業務作業說明會，，，，於本年於本年於本年於本年 8888 月月月月 31313131 日邀集各教學單位及教務處等人日邀集各教學單位及教務處等人日邀集各教學單位及教務處等人日邀集各教學單位及教務處等人

員計員計員計員計 55555555 人參加人參加人參加人參加。。。。    

    

十二十二十二十二、、、、訂定本校契約進用人員管理要點自訂定本校契約進用人員管理要點自訂定本校契約進用人員管理要點自訂定本校契約進用人員管理要點自 95959595 年年年年 6666 月月月月 1111 日實施日實施日實施日實施，，，，原本校進用專案計原本校進用專案計原本校進用專案計原本校進用專案計

畫工作人員聘僱作業要點並於同日停止適用畫工作人員聘僱作業要點並於同日停止適用畫工作人員聘僱作業要點並於同日停止適用畫工作人員聘僱作業要點並於同日停止適用。。。。該要點實施後該要點實施後該要點實施後該要點實施後，，，，各單位應行配各單位應行配各單位應行配各單位應行配

合事項及約用技術人員專業津貼表業經本年合事項及約用技術人員專業津貼表業經本年合事項及約用技術人員專業津貼表業經本年合事項及約用技術人員專業津貼表業經本年 9999 月月月月 20202020 日本校日本校日本校日本校 95959595 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 1111 次次次次

約用人員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約用人員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約用人員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約用人員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並已通函轉知本校各單位知照並已通函轉知本校各單位知照並已通函轉知本校各單位知照並已通函轉知本校各單位知照。。。。    

十三十三十三十三、、、、95959595 年年年年 9999 月月月月 28282828 日辦理教師節茶會日辦理教師節茶會日辦理教師節茶會日辦理教師節茶會，，，，會會會會中除表揚中除表揚中除表揚中除表揚 94949494 學年度傑出教學研究獎學年度傑出教學研究獎學年度傑出教學研究獎學年度傑出教學研究獎（（（（10101010

人人人人））））及及及及 95959595 年資深優良教師年資深優良教師年資深優良教師年資深優良教師（（（（46464646 人人人人））））外外外外，，，，並介紹新進教師並介紹新進教師並介紹新進教師並介紹新進教師（（（（48484848 人人人人）。）。）。）。 

十四十四十四十四、、、、95 年年年年 10 月及月及月及月及 11 月辦理一級主管月辦理一級主管月辦理一級主管月辦理一級主管、、、、系所主管及一般同仁健康檢查系所主管及一般同仁健康檢查系所主管及一般同仁健康檢查系所主管及一般同仁健康檢查。。。。 

十五十五十五十五、、、、辦理辦理辦理辦理 95959595 年第年第年第年第 2222 次職技人員平時考核案及次職技人員平時考核案及次職技人員平時考核案及次職技人員平時考核案及 95959595 年約用人員平時考核案年約用人員平時考核案年約用人員平時考核案年約用人員平時考核案。。。。    

十六十六十六十六、、、、辦理辦理辦理辦理 95959595 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 1111 學期教職員工及退休人員子女教育補助費申請案學期教職員工及退休人員子女教育補助費申請案學期教職員工及退休人員子女教育補助費申請案學期教職員工及退休人員子女教育補助費申請案，，，，教職教職教職教職

員工請於註冊後員工請於註冊後員工請於註冊後員工請於註冊後 3333 個月內提出申請個月內提出申請個月內提出申請個月內提出申請；；；；退休人員請於註冊後退休人員請於註冊後退休人員請於註冊後退休人員請於註冊後 1111 個月內提出申請個月內提出申請個月內提出申請個月內提出申請。。。。    

十七十七十七十七、、、、辦理辦理辦理辦理 95959595 學年度職技人員申訴評議委員會學年度職技人員申訴評議委員會學年度職技人員申訴評議委員會學年度職技人員申訴評議委員會、、、、職技人員評審委員會職技人員評審委員會職技人員評審委員會職技人員評審委員會、、、、約用人員約用人員約用人員約用人員

評審委員會及校務會議職技人員代表選舉完竣評審委員會及校務會議職技人員代表選舉完竣評審委員會及校務會議職技人員代表選舉完竣評審委員會及校務會議職技人員代表選舉完竣。。。。    

    

十八十八十八十八、、、、訓訓訓訓練進修部分練進修部分練進修部分練進修部分：：：： 



（（（（一一一一））））    完成完成完成完成 95 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師進修學期教師進修學期教師進修學期教師進修、、、、休假研究案休假研究案休假研究案休假研究案，，，，共有教授共有教授共有教授共有教授 38 人申人申人申人申

請休假研究請休假研究請休假研究請休假研究，，，，教師教師教師教師 11 人申請進修人申請進修人申請進修人申請進修；；；；95 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師進修學期教師進修學期教師進修學期教師進修、、、、休休休休

假研究案於假研究案於假研究案於假研究案於 11 月辦理月辦理月辦理月辦理。。。。 

（（（（二二二二））））    國科會第國科會第國科會第國科會第 45 屆屆屆屆（（（（96 年度年度年度年度））））補助國外短期研究案補助國外短期研究案補助國外短期研究案補助國外短期研究案，，，，計有吳介民副教計有吳介民副教計有吳介民副教計有吳介民副教

授等授等授等授等 19 人提出申請人提出申請人提出申請人提出申請，，，，已於已於已於已於 95 年年年年 7 月月月月 26 日函送該會日函送該會日函送該會日函送該會，，，，將於將於將於將於 11 月底公月底公月底公月底公

布審查結果布審查結果布審查結果布審查結果。。。。 

（（（（三三三三））））    職技人員英語進修班及全民英檢初級班於職技人員英語進修班及全民英檢初級班於職技人員英語進修班及全民英檢初級班於職技人員英語進修班及全民英檢初級班於 9999 月月月月 13131313 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日開課，，，，共計共計共計共計 52525252

人參訓人參訓人參訓人參訓。。。。 

（（（（四四四四））））    7777 月月月月 18181818、、、、19191919 日於台北縣三峽鎮之日於台北縣三峽鎮之日於台北縣三峽鎮之日於台北縣三峽鎮之「「「「大板根温泉森林渡假村大板根温泉森林渡假村大板根温泉森林渡假村大板根温泉森林渡假村」」」」辦理辦理辦理辦理「「「「職職職職

技人員知能研討會技人員知能研討會技人員知能研討會技人員知能研討會」，」，」，」，共計共計共計共計 119119119119 人參加人參加人參加人參加；；；；研討會內容包括二場專題演研討會內容包括二場專題演研討會內容包括二場專題演研討會內容包括二場專題演

講講講講、、、、校務報告校務報告校務報告校務報告、、、、各單各單各單各單位報告位報告位報告位報告、、、、綜合座談等綜合座談等綜合座談等綜合座談等。。。。 

（（（（五五五五））））    擬訂於擬訂於擬訂於擬訂於 10101010 月月月月 26262626 日辦理英語學習活動競賽日辦理英語學習活動競賽日辦理英語學習活動競賽日辦理英語學習活動競賽，，，，對象為本校職技員工助對象為本校職技員工助對象為本校職技員工助對象為本校職技員工助

理同仁理同仁理同仁理同仁，，，，競賽項目及內容有競賽項目及內容有競賽項目及內容有競賽項目及內容有：：：：演說演說演說演說、、、、朗讀朗讀朗讀朗讀、、、、歌唱歌唱歌唱歌唱、、、、話劇等話劇等話劇等話劇等。。。。 

十九十九十九十九、、、、退休撫卹部分退休撫卹部分退休撫卹部分退休撫卹部分：：：： 

（（（（一一一一））））月退休月退休月退休月退休（（（（撫撫撫撫））））人員之人員之人員之人員之 95 年第年第年第年第 2 期月退休期月退休期月退休期月退休（（（（撫撫撫撫））））金及年撫卹金已於金及年撫卹金已於金及年撫卹金已於金及年撫卹金已於 7

月月月月 16 日核發日核發日核發日核發，，，，端午節慰問金及中秋節慰問金均已於各節前夕發放完端午節慰問金及中秋節慰問金均已於各節前夕發放完端午節慰問金及中秋節慰問金均已於各節前夕發放完端午節慰問金及中秋節慰問金均已於各節前夕發放完

竣竣竣竣。。。。 

（（（（二二二二））））95 年年年年 6 月至月至月至月至 8 月退休人員計有趙鳯珠等月退休人員計有趙鳯珠等月退休人員計有趙鳯珠等月退休人員計有趙鳯珠等 10 人人人人，，，，均於退休生效日前核均於退休生效日前核均於退休生效日前核均於退休生效日前核

發退休金及其他現金給與補償金發退休金及其他現金給與補償金發退休金及其他現金給與補償金發退休金及其他現金給與補償金。。。。 

（（（（三三三三））））94 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 2 學期退休同仁惜別茶會於學期退休同仁惜別茶會於學期退休同仁惜別茶會於學期退休同仁惜別茶會於 7 月月月月 21 日上午假合勤演藝廳日上午假合勤演藝廳日上午假合勤演藝廳日上午假合勤演藝廳

辦理辦理辦理辦理，，，，本次歡送退休同仁包括教職技工計有本次歡送退休同仁包括教職技工計有本次歡送退休同仁包括教職技工計有本次歡送退休同仁包括教職技工計有 13 位位位位。。。。 

    

    

    

    

    

    

    

    

    

    

    

    

    

    

    

    



    

    

                                                                                                                                                                                                                                                                附件八附件八附件八附件八    

    

    一一一一、、、、案由案由案由案由：：：：修正本校教師借調兼職兼課處理要點修正本校教師借調兼職兼課處理要點修正本校教師借調兼職兼課處理要點修正本校教師借調兼職兼課處理要點（（（（草案草案草案草案））））一案一案一案一案，，，，提請提請提請提請        討論討論討論討論。。。。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       (       (       (一一一一))))    依據教育部本依據教育部本依據教育部本依據教育部本（（（（95959595））））年年年年 8888 月月月月 24242424 日令修正發布日令修正發布日令修正發布日令修正發布「「「「教師借調處理原則教師借調處理原則教師借調處理原則教師借調處理原則」」」」        

                                                辦理辦理辦理辦理。。。。    

            二二二二、、、、經參酌經參酌經參酌經參酌「「「「教師借調處理原則教師借調處理原則教師借調處理原則教師借調處理原則」，」，」，」，修正本校教師借調兼職兼課處理要點第三修正本校教師借調兼職兼課處理要點第三修正本校教師借調兼職兼課處理要點第三修正本校教師借調兼職兼課處理要點第三    

                            點點點點、、、、第五點第五點第五點第五點、、、、第八點及第十二點第八點及第十二點第八點及第十二點第八點及第十二點，，，，並刪並刪並刪並刪除第十點除第十點除第十點除第十點。。。。說明如下說明如下說明如下說明如下：：：：    

                         ( ( ( (一一一一))))    修正第三點修正第三點修正第三點修正第三點，，，，對學校有助益之借調案件辦理程序對學校有助益之借調案件辦理程序對學校有助益之借調案件辦理程序對學校有助益之借調案件辦理程序：：：：    

                            1.1.1.1.因借調教師員額併入各系所教授休假研究及教師出國講學因借調教師員額併入各系所教授休假研究及教師出國講學因借調教師員額併入各系所教授休假研究及教師出國講學因借調教師員額併入各系所教授休假研究及教師出國講學、、、、研研研研        

                                    究究究究、、、、進修人數計算進修人數計算進修人數計算進修人數計算（（（（本法第十四點本法第十四點本法第十四點本法第十四點），），），），且且且且申請進修或休假研究者申請進修或休假研究者申請進修或休假研究者申請進修或休假研究者，，，，    

                                    須經教學單位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同意須經教學單位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同意須經教學單位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同意須經教學單位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同意（（（（本校本校本校本校教師進修教師進修教師進修教師進修、、、、休假研休假研休假研休假研    

                                    究辦法究辦法究辦法究辦法第五點第五點第五點第五點）。）。）。）。為統一相關案件之審議程序為統一相關案件之審議程序為統一相關案件之審議程序為統一相關案件之審議程序，，，，爰將借調案由各系爰將借調案由各系爰將借調案由各系爰將借調案由各系    

                                （（（（所所所所、、、、室室室室、、、、中心中心中心中心））））務會議審議務會議審議務會議審議務會議審議，，，，改由各系改由各系改由各系改由各系（（（（所所所所、、、、室室室室、、、、中心中心中心中心））））教師評教師評教師評教師評    

                                    審委員會審議審委員會審議審委員會審議審委員會審議。。。。    

                            2.2.2.2.行政會議每學期舉行行政會議每學期舉行行政會議每學期舉行行政會議每學期舉行 2222 次次次次，，，，校務會報舉行次數較多校務會報舉行次數較多校務會報舉行次數較多校務會報舉行次數較多，，，，為縮短對學為縮短對學為縮短對學為縮短對學            

                                    校有助益之借調案件時程校有助益之借調案件時程校有助益之借調案件時程校有助益之借調案件時程，，，，爰修正此類案件之程序爰修正此類案件之程序爰修正此類案件之程序爰修正此類案件之程序。。。。    

        ((((二二二二))))修正第五點修正第五點修正第五點修正第五點，，，，借調期間及再借調限制借調期間及再借調限制借調期間及再借調限制借調期間及再借調限制：：：：    

                    借調期間依借調期間依借調期間依借調期間依「「「「教師借調處理原則教師借調處理原則教師借調處理原則教師借調處理原則」」」」第二點修正第二點修正第二點修正第二點修正。。。。另配合刪除借調期滿另配合刪除借調期滿另配合刪除借調期滿另配合刪除借調期滿        

                    歸建後須達二年以上始得再行借調及再次借調以一次為限之規定歸建後須達二年以上始得再行借調及再次借調以一次為限之規定歸建後須達二年以上始得再行借調及再次借調以一次為限之規定歸建後須達二年以上始得再行借調及再次借調以一次為限之規定。。。。及及及及    

                    增列借調年數滿四年者增列借調年數滿四年者增列借調年數滿四年者增列借調年數滿四年者，，，，所需之程序規定所需之程序規定所需之程序規定所需之程序規定。。。。    

                                     ( ( ( (三三三三))))修正第八點修正第八點修正第八點修正第八點，，，，刪除後段借調擔任有任期職務期間相關規定刪除後段借調擔任有任期職務期間相關規定刪除後段借調擔任有任期職務期間相關規定刪除後段借調擔任有任期職務期間相關規定。。。。    

                「「「「借調處理原則借調處理原則借調處理原則借調處理原則」」」」已刪除借調擔任有任期職務已刪除借調擔任有任期職務已刪除借調擔任有任期職務已刪除借調擔任有任期職務期間規定期間規定期間規定期間規定，，，，爰配合刪除爰配合刪除爰配合刪除爰配合刪除        

                    本點後段相關規定本點後段相關規定本點後段相關規定本點後段相關規定。。。。    

                    ((((四四四四))))修正第十二點修正第十二點修正第十二點修正第十二點：：：：    

                    因因因因「「「「任教職年資視為不中斷任教職年資視為不中斷任教職年資視為不中斷任教職年資視為不中斷」」」」敘述未臻明確敘述未臻明確敘述未臻明確敘述未臻明確，，，，爰將實際爰將實際爰將實際爰將實際「「「「辦理資深優辦理資深優辦理資深優辦理資深優    

                    良教師獎勵及增核退休給與良教師獎勵及增核退休給與良教師獎勵及增核退休給與良教師獎勵及增核退休給與」」」」明列為任教職年資視為不中斷事項明列為任教職年資視為不中斷事項明列為任教職年資視為不中斷事項明列為任教職年資視為不中斷事項。。。。    

                    ((((五五五五))))刪除第十點刪除第十點刪除第十點刪除第十點：：：：    

                    併入第五點規範併入第五點規範併入第五點規範併入第五點規範，，，，本點刪除本點刪除本點刪除本點刪除。。。。    

                三三三三、、、、檢附教師借調處理原則及本校教師借調兼職兼課處理要點原檢附教師借調處理原則及本校教師借調兼職兼課處理要點原檢附教師借調處理原則及本校教師借調兼職兼課處理要點原檢附教師借調處理原則及本校教師借調兼職兼課處理要點原        

                                規定規定規定規定。。。。    

                        提案單位提案單位提案單位提案單位：：：：人事室人事室人事室人事室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                

    

    



    

教師借調處理原則教師借調處理原則教師借調處理原則教師借調處理原則                    

                            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 78787878 年年年年 4444 月月月月 20202020 日訂定日訂定日訂定日訂定    

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 88888888 年年年年 3333 月月月月 21212121 日修正日修正日修正日修正                                                                                        

    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 95959595 年年年年 8888 月月月月 24242424 日台人日台人日台人日台人((((一一一一))))字第字第字第字第 0950120905C0950120905C0950120905C0950120905C 號令修正號令修正號令修正號令修正 

一一一一、、、、教育部為規範各級學校編制內專任教師之借調教育部為規範各級學校編制內專任教師之借調教育部為規範各級學校編制內專任教師之借調教育部為規範各級學校編制內專任教師之借調，，，，特訂定本原則特訂定本原則特訂定本原則特訂定本原則。。。。 

二二二二、、、、教師借調應與其專長或所授課程相關教師借調應與其專長或所授課程相關教師借調應與其專長或所授課程相關教師借調應與其專長或所授課程相關，，，，並經學校同意後始得辦理並經學校同意後始得辦理並經學校同意後始得辦理並經學校同意後始得辦理。。。。 

教師借調期間每次至多四年教師借調期間每次至多四年教師借調期間每次至多四年教師借調期間每次至多四年，，，，借調期滿歸建後得再行借調借調期滿歸建後得再行借調借調期滿歸建後得再行借調借調期滿歸建後得再行借調。。。。但借調總年數合計但借調總年數合計但借調總年數合計但借調總年數合計

不得逾八年不得逾八年不得逾八年不得逾八年。。。。 

教師於借調期間應辦理留職停薪教師於借調期間應辦理留職停薪教師於借調期間應辦理留職停薪教師於借調期間應辦理留職停薪。。。。 

三三三三、、、、教師借調擔任機關組織法規所定職務教師借調擔任機關組織法規所定職務教師借調擔任機關組織法規所定職務教師借調擔任機關組織法規所定職務，，，，應具有所任職務之任用資格應具有所任職務之任用資格應具有所任職務之任用資格應具有所任職務之任用資格。。。。 

四四四四、、、、專科以上學校未兼任行政職務之專任教師配合產學合作專科以上學校未兼任行政職務之專任教師配合產學合作專科以上學校未兼任行政職務之專任教師配合產學合作專科以上學校未兼任行政職務之專任教師配合產學合作借調至公民營事業機借調至公民營事業機借調至公民營事業機借調至公民營事業機

構構構構，，，，學校應與借調機構簽訂合作契約學校應與借調機構簽訂合作契約學校應與借調機構簽訂合作契約學校應與借調機構簽訂合作契約，，，，約定收取相當金額之學術回饋金納入校約定收取相當金額之學術回饋金納入校約定收取相當金額之學術回饋金納入校約定收取相當金額之學術回饋金納入校

務基金運用或公務預算繳庫務基金運用或公務預算繳庫務基金運用或公務預算繳庫務基金運用或公務預算繳庫；；；；其相當金額學術回饋金之收取規定其相當金額學術回饋金之收取規定其相當金額學術回饋金之收取規定其相當金額學術回饋金之收取規定，，，，由各校定之由各校定之由各校定之由各校定之。。。。 

 

五五五五、、、、學校其他聘任人員之借調學校其他聘任人員之借調學校其他聘任人員之借調學校其他聘任人員之借調，，，，得比照本原則之規定辦理得比照本原則之規定辦理得比照本原則之規定辦理得比照本原則之規定辦理。。。。 

 

六六六六、、、、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或學校如定有較本原則更嚴格之規定者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或學校如定有較本原則更嚴格之規定者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或學校如定有較本原則更嚴格之規定者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或學校如定有較本原則更嚴格之規定者，，，，從其規定從其規定從其規定從其規定。。。。 

    

    
國立清華大學教師借調兼職兼課處理要點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國立清華大學教師借調兼職兼課處理要點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國立清華大學教師借調兼職兼課處理要點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國立清華大學教師借調兼職兼課處理要點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草案草案草案草案））））    

點點點點

次次次次    

修 正 條 文修 正 條 文修 正 條 文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現 行 條 文現 行 條 文現 行 條 文    說 明說 明說 明說 明    

三三三三    各機關因業務特殊需要各機關因業務特殊需要各機關因業務特殊需要各機關因業務特殊需要

擬借調本校教師者擬借調本校教師者擬借調本校教師者擬借調本校教師者，，，，應事應事應事應事

先致函本校徵得同意先致函本校徵得同意先致函本校徵得同意先致函本校徵得同意。。。。借借借借

調得經借調教師所屬單調得經借調教師所屬單調得經借調教師所屬單調得經借調教師所屬單

位位位位教師評審委員會教師評審委員會教師評審委員會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通通通

過過過過，，，，簽請院長簽請院長簽請院長簽請院長（（（（主主主主任委任委任委任委

員員員員），），），），並轉陳校長同意並轉陳校長同意並轉陳校長同意並轉陳校長同意；；；；

或由校長確認對學校有或由校長確認對學校有或由校長確認對學校有或由校長確認對學校有

助益或貢獻者助益或貢獻者助益或貢獻者助益或貢獻者，，，，送請送請送請送請校務校務校務校務

會報會報會報會報同意後辦理之同意後辦理之同意後辦理之同意後辦理之。。。。    

各機關因業務特殊需要各機關因業務特殊需要各機關因業務特殊需要各機關因業務特殊需要

擬借調本校教師者擬借調本校教師者擬借調本校教師者擬借調本校教師者，，，，應事應事應事應事

先致函本校徵得同意先致函本校徵得同意先致函本校徵得同意先致函本校徵得同意。。。。借借借借

調得經借調教師所屬單調得經借調教師所屬單調得經借調教師所屬單調得經借調教師所屬單

位位位位系系系系（（（（所所所所、、、、室室室室、、、、中心中心中心中心））））務務務務

會議會議會議會議通過通過通過通過，，，，簽請院長簽請院長簽請院長簽請院長（（（（主主主主

任委員任委員任委員任委員），），），），並轉陳校長同並轉陳校長同並轉陳校長同並轉陳校長同

意意意意；；；；或由校長確認對學校或由校長確認對學校或由校長確認對學校或由校長確認對學校

有助益或貢獻者有助益或貢獻者有助益或貢獻者有助益或貢獻者，，，，送請送請送請送請行行行行

政會議出席人數三分之政會議出席人數三分之政會議出席人數三分之政會議出席人數三分之

二以上二以上二以上二以上同意後辦理之同意後辦理之同意後辦理之同意後辦理之。。。。    

一一一一、、、、因借調教師員額併因借調教師員額併因借調教師員額併因借調教師員額併

入各系所教授休假入各系所教授休假入各系所教授休假入各系所教授休假

研究及教師出國講研究及教師出國講研究及教師出國講研究及教師出國講

學學學學、、、、研究研究研究研究、、、、進修人進修人進修人進修人

數計算數計算數計算數計算（（（（本法第十本法第十本法第十本法第十

四點四點四點四點），），），），且且且且申請進修申請進修申請進修申請進修

或休假研究者或休假研究者或休假研究者或休假研究者，，，，須須須須

經教學單位教師評經教學單位教師評經教學單位教師評經教學單位教師評

審委員會審查同意審委員會審查同意審委員會審查同意審委員會審查同意

（（（（本校本校本校本校教師進修教師進修教師進修教師進修、、、、

休假研究辦法休假研究辦法休假研究辦法休假研究辦法第五第五第五第五

點點點點）。）。）。）。為統一相關案為統一相關案為統一相關案為統一相關案

件之審議程序件之審議程序件之審議程序件之審議程序，，，，爰爰爰爰

將借調案由各系將借調案由各系將借調案由各系將借調案由各系

（（（（所所所所、、、、室室室室、、、、中心中心中心中心））））



務會議審議務會議審議務會議審議務會議審議，，，，改由改由改由改由

各系各系各系各系（（（（所所所所、、、、室室室室、、、、中中中中

心心心心））））教師評審委員教師評審委員教師評審委員教師評審委員

會審議會審議會審議會審議。。。。    

二二二二、、、、行政會議每學期舉行政會議每學期舉行政會議每學期舉行政會議每學期舉

行行行行 2222 次次次次，，，，校務會報校務會報校務會報校務會報

舉行次數較多舉行次數較多舉行次數較多舉行次數較多，，，，為為為為

縮短對學校有助益縮短對學校有助益縮短對學校有助益縮短對學校有助益

之借調案件時程之借調案件時程之借調案件時程之借調案件時程，，，，

爰修正前述案件之爰修正前述案件之爰修正前述案件之爰修正前述案件之

審議程序審議程序審議程序審議程序。。。。    

五五五五    借調期間借調期間借調期間借調期間每次至多四每次至多四每次至多四每次至多四

年年年年，，，，借調期滿歸建後得再借調期滿歸建後得再借調期滿歸建後得再借調期滿歸建後得再

行借調行借調行借調行借調；；；；但借調總年數合但借調總年數合但借調總年數合但借調總年數合

計不得逾八年計不得逾八年計不得逾八年計不得逾八年。。。。    

累計借調年數滿四年累計借調年數滿四年累計借調年數滿四年累計借調年數滿四年

者者者者，，，，擬再借調時擬再借調時擬再借調時擬再借調時，，，，除依第除依第除依第除依第

三點規定程序通過外三點規定程序通過外三點規定程序通過外三點規定程序通過外，，，，尚尚尚尚

須送請校務會報同意後須送請校務會報同意後須送請校務會報同意後須送請校務會報同意後

辦理之辦理之辦理之辦理之。。。。    

借調期間借調期間借調期間借調期間以二年為原以二年為原以二年為原以二年為原

則則則則，，，，必要時得延長之必要時得延長之必要時得延長之必要時得延長之，，，，延延延延

長期間以二年為限長期間以二年為限長期間以二年為限長期間以二年為限。。。。申請申請申請申請

延長借調仍須依第三點延長借調仍須依第三點延長借調仍須依第三點延長借調仍須依第三點

規定程序辦理規定程序辦理規定程序辦理規定程序辦理。。。。    

借調擔任有借調擔任有借調擔任有借調擔任有任期職務任期職務任期職務任期職務，，，，且且且且

任期超過四年者任期超過四年者任期超過四年者任期超過四年者，，，，其借調其借調其借調其借調

期間依其任期規定辦期間依其任期規定辦期間依其任期規定辦期間依其任期規定辦

理理理理，，，，並以借調一任為限並以借調一任為限並以借調一任為限並以借調一任為限。。。。    

一一一一、、、、借調期間依借調期間依借調期間依借調期間依「「「「教師教師教師教師

借調處理原則借調處理原則借調處理原則借調處理原則」」」」第第第第

二點修正二點修正二點修正二點修正。。。。    

二二二二、、、、原第十點規定併入原第十點規定併入原第十點規定併入原第十點規定併入

本點本點本點本點，，，，並配合刪除並配合刪除並配合刪除並配合刪除

再行借調年限及次再行借調年限及次再行借調年限及次再行借調年限及次

數之規定數之規定數之規定數之規定。。。。另增列另增列另增列另增列

借調年數滿四年借調年數滿四年借調年數滿四年借調年數滿四年

者者者者，，，，所需之程序規所需之程序規所需之程序規所需之程序規

定定定定。。。。    

八八八八    借調期間如借調機關或借調期間如借調機關或借調期間如借調機關或借調期間如借調機關或

借調職務異動者借調職務異動者借調職務異動者借調職務異動者，，，，其新職其新職其新職其新職

務仍應依原借調程序報務仍應依原借調程序報務仍應依原借調程序報務仍應依原借調程序報

核核核核，，，，其借調期間應予併其借調期間應予併其借調期間應予併其借調期間應予併

計計計計。。。。    

借調期間如借調機關或借調期間如借調機關或借調期間如借調機關或借調期間如借調機關或

借調職務異動者借調職務異動者借調職務異動者借調職務異動者，，，，其新職其新職其新職其新職

務仍應依原借調程序報務仍應依原借調程序報務仍應依原借調程序報務仍應依原借調程序報

核核核核，，，，其借調期間應予併其借調期間應予併其借調期間應予併其借調期間應予併

計計計計。。。。惟借調職務異動如由惟借調職務異動如由惟借調職務異動如由惟借調職務異動如由

無任期轉任有任期無任期轉任有任期無任期轉任有任期無任期轉任有任期，，，，新職新職新職新職

務得適用有任期之規務得適用有任期之規務得適用有任期之規務得適用有任期之規

定定定定；；；；如由有任期轉任無任如由有任期轉任無任如由有任期轉任無任如由有任期轉任無任

期期期期，，，，新職務則適用無任期新職務則適用無任期新職務則適用無任期新職務則適用無任期

之之之之規定規定規定規定。。。。    

    

「「「「借調處理原則借調處理原則借調處理原則借調處理原則」」」」已刪已刪已刪已刪

除借調擔任有任期職務除借調擔任有任期職務除借調擔任有任期職務除借調擔任有任期職務

期間規定期間規定期間規定期間規定，，，，爰配合刪除爰配合刪除爰配合刪除爰配合刪除

本點後段相關規定本點後段相關規定本點後段相關規定本點後段相關規定。。。。    

十十十十    （（（（刪除刪除刪除刪除））））    借調期滿歸建後須達二借調期滿歸建後須達二借調期滿歸建後須達二借調期滿歸建後須達二

年以上始得再行借調年以上始得再行借調年以上始得再行借調年以上始得再行借調，，，，再再再再

次借調並以一次為限次借調並以一次為限次借調並以一次為限次借調並以一次為限。。。。    

併入第五點規範併入第五點規範併入第五點規範併入第五點規範，，，，本點本點本點本點

刪除刪除刪除刪除。。。。    

十十十十

二二二二    

借調期間如每學期返校借調期間如每學期返校借調期間如每學期返校借調期間如每學期返校

授課至少一門課程且不授課至少一門課程且不授課至少一門課程且不授課至少一門課程且不

支領授課鐘點費者支領授課鐘點費者支領授課鐘點費者支領授課鐘點費者，，，，於辦於辦於辦於辦

理資深優良教師獎勵及理資深優良教師獎勵及理資深優良教師獎勵及理資深優良教師獎勵及

增核退休給與時增核退休給與時增核退休給與時增核退休給與時，，，，其任教其任教其任教其任教

借調期間如每學期返校借調期間如每學期返校借調期間如每學期返校借調期間如每學期返校

授課至少一門課程且不授課至少一門課程且不授課至少一門課程且不授課至少一門課程且不

支領授課鐘點費者支領授課鐘點費者支領授課鐘點費者支領授課鐘點費者，，，，其任其任其任其任

教職年資視為不中斷教職年資視為不中斷教職年資視為不中斷教職年資視為不中斷。。。。    

為期明確為期明確為期明確為期明確，，，，爰予敘明辦爰予敘明辦爰予敘明辦爰予敘明辦

理資深優良教師獎勵及理資深優良教師獎勵及理資深優良教師獎勵及理資深優良教師獎勵及

增核退休給與時增核退休給與時增核退休給與時增核退休給與時，，，，其任其任其任其任

教職年資視為不中斷教職年資視為不中斷教職年資視為不中斷教職年資視為不中斷。。。。    



職年資視為不中斷職年資視為不中斷職年資視為不中斷職年資視為不中斷。。。。    

    

    

    

    

    

    

    

    

    

    

    

    

    

    

    

    

    

    

    

    

    

    

    

    

    

    

    

    

    

    

    

    

    

    

    

    



    
教師借調處理原則教師借調處理原則教師借調處理原則教師借調處理原則                    

                            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 78787878 年年年年 4444 月月月月 20202020 日訂定日訂定日訂定日訂定    

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 88888888 年年年年 3333 月月月月 21212121 日修正日修正日修正日修正                                                                                        

    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中華民國 95959595 年年年年 8888 月月月月 24242424 日台人日台人日台人日台人((((一一一一))))字第字第字第字第 0950120905C0950120905C0950120905C0950120905C 號令修正號令修正號令修正號令修正 

一一一一、、、、教育部為規範各級學校編制內專任教師之借調教育部為規範各級學校編制內專任教師之借調教育部為規範各級學校編制內專任教師之借調教育部為規範各級學校編制內專任教師之借調，，，，特訂定本原則特訂定本原則特訂定本原則特訂定本原則。。。。 

二二二二、、、、教師借調應與其專長或所授課程相關教師借調應與其專長或所授課程相關教師借調應與其專長或所授課程相關教師借調應與其專長或所授課程相關，，，，並經學校同意後始得辦理並經學校同意後始得辦理並經學校同意後始得辦理並經學校同意後始得辦理。。。。 

教師借調期間每次至多四年教師借調期間每次至多四年教師借調期間每次至多四年教師借調期間每次至多四年，，，，借調期滿歸建後得再行借調借調期滿歸建後得再行借調借調期滿歸建後得再行借調借調期滿歸建後得再行借調。。。。但借調總年數合計但借調總年數合計但借調總年數合計但借調總年數合計

不得逾八年不得逾八年不得逾八年不得逾八年。。。。 

教師於借調期間應辦理留職停薪教師於借調期間應辦理留職停薪教師於借調期間應辦理留職停薪教師於借調期間應辦理留職停薪。。。。 

三三三三、、、、教師借調擔任機關組織法規所定職務教師借調擔任機關組織法規所定職務教師借調擔任機關組織法規所定職務教師借調擔任機關組織法規所定職務，，，，應具有所任職務之任用資格應具有所任職務之任用資格應具有所任職務之任用資格應具有所任職務之任用資格。。。。 

四四四四、、、、專科以上學校未兼任行政職務之專任教師配合產學合作借調至公民營事業機專科以上學校未兼任行政職務之專任教師配合產學合作借調至公民營事業機專科以上學校未兼任行政職務之專任教師配合產學合作借調至公民營事業機專科以上學校未兼任行政職務之專任教師配合產學合作借調至公民營事業機

構構構構，，，，學校應與借調機構簽訂合作契約學校應與借調機構簽訂合作契約學校應與借調機構簽訂合作契約學校應與借調機構簽訂合作契約，，，，約定收取相當金額之學術回饋金納入校約定收取相當金額之學術回饋金納入校約定收取相當金額之學術回饋金納入校約定收取相當金額之學術回饋金納入校

務基金運用或公務預算繳庫務基金運用或公務預算繳庫務基金運用或公務預算繳庫務基金運用或公務預算繳庫；；；；其相當金額學術回饋金之收取規定其相當金額學術回饋金之收取規定其相當金額學術回饋金之收取規定其相當金額學術回饋金之收取規定，，，，由各校定之由各校定之由各校定之由各校定之。。。。 

 

五五五五、、、、學校其他聘任人員之借調學校其他聘任人員之借調學校其他聘任人員之借調學校其他聘任人員之借調，，，，得比照本原則之規定辦理得比照本原則之規定辦理得比照本原則之規定辦理得比照本原則之規定辦理。。。。 

 

六六六六、、、、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或學校如定有較本原則更嚴格之規定者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或學校如定有較本原則更嚴格之規定者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或學校如定有較本原則更嚴格之規定者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或學校如定有較本原則更嚴格之規定者，，，，從其規定從其規定從其規定從其規定。。。。 

    

    

    

    

    

    

    

    

    

    

    

    

    

    

    

    

    

        
 



    

國 立 清 華 大 學 教 師 借 調 兼 職 兼 課 處 理 要 點國 立 清 華 大 學 教 師 借 調 兼 職 兼 課 處 理 要 點國 立 清 華 大 學 教 師 借 調 兼 職 兼 課 處 理 要 點國 立 清 華 大 學 教 師 借 調 兼 職 兼 課 處 理 要 點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十月八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十月八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十月八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十月八日九十一學年度第一次行政會日九十一學年度第一次行政會日九十一學年度第一次行政會日九十一學年度第一次行政會

議通過議通過議通過議通過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十一月九日九十三學年度第一次校務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十一月九日九十三學年度第一次校務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十一月九日九十三學年度第一次校務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十一月九日九十三學年度第一次校務

會議通過修正第十八點至第二十二點會議通過修正第十八點至第二十二點會議通過修正第十八點至第二十二點會議通過修正第十八點至第二十二點、、、、第二十五點至第第二十五點至第第二十五點至第第二十五點至第

二十七點及第三十五點條文二十七點及第三十五點條文二十七點及第三十五點條文二十七點及第三十五點條文 

一一一一、、、、國立清華大學國立清華大學國立清華大學國立清華大學（（（（以下簡稱本校以下簡稱本校以下簡稱本校以下簡稱本校））））為辦理教師之借調兼職兼課為辦理教師之借調兼職兼課為辦理教師之借調兼職兼課為辦理教師之借調兼職兼課，，，，特依據各相關規特依據各相關規特依據各相關規特依據各相關規

定訂定本要點定訂定本要點定訂定本要點定訂定本要點。。。。    

壹壹壹壹、、、、借調借調借調借調    

二二二二、、、、本要點所稱借調本要點所稱借調本要點所稱借調本要點所稱借調，，，，指各行政機關指各行政機關指各行政機關指各行政機關、、、、公私立學校公私立學校公私立學校公私立學校、、、、公立研究機構公立研究機構公立研究機構公立研究機構、、、、公營事業公營事業公營事業公營事業

機構機構機構機構、、、、民營公司民營公司民營公司民營公司、、、、財財財財（（（（社社社社））））團法人及依人民團體法所組織之團體團法人及依人民團體法所組織之團體團法人及依人民團體法所組織之團體團法人及依人民團體法所組織之團體，，，，因業務特殊因業務特殊因業務特殊因業務特殊

需要需要需要需要，，，，商借本校專任教師商借本校專任教師商借本校專任教師商借本校專任教師，，，，以全部時間至該機關擔任特定之職務或工作以全部時間至該機關擔任特定之職務或工作以全部時間至該機關擔任特定之職務或工作以全部時間至該機關擔任特定之職務或工作，，，，且借且借且借且借

調期間其本職得依規定指定適當人員代理調期間其本職得依規定指定適當人員代理調期間其本職得依規定指定適當人員代理調期間其本職得依規定指定適當人員代理者者者者。。。。    

                前項前項前項前項借調至財借調至財借調至財借調至財（（（（社社社社））））團法人及依人民團體法所組織之團體團法人及依人民團體法所組織之團體團法人及依人民團體法所組織之團體團法人及依人民團體法所組織之團體，，，，須其設置須其設置須其設置須其設置章則章則章則章則業經業經業經業經

政府核准有案政府核准有案政府核准有案政府核准有案，，，，並有助於本校整體發展且與本校有密切合作關係者為限並有助於本校整體發展且與本校有密切合作關係者為限並有助於本校整體發展且與本校有密切合作關係者為限並有助於本校整體發展且與本校有密切合作關係者為限。。。。    

三三三三、、、、各機關因業務特殊需要擬借調本校教師者各機關因業務特殊需要擬借調本校教師者各機關因業務特殊需要擬借調本校教師者各機關因業務特殊需要擬借調本校教師者，，，，應事先致函本校徵得同意應事先致函本校徵得同意應事先致函本校徵得同意應事先致函本校徵得同意。。。。借調得借調得借調得借調得

經借調教師所屬單位系經借調教師所屬單位系經借調教師所屬單位系經借調教師所屬單位系（（（（所所所所、、、、室室室室、、、、中心中心中心中心））））務會議通過務會議通過務會議通過務會議通過，，，，簽請院長簽請院長簽請院長簽請院長（（（（主任委員主任委員主任委員主任委員），），），），

並轉陳校長同意並轉陳校長同意並轉陳校長同意並轉陳校長同意；；；；或由校長確認對學校有助益或貢獻者或由校長確認對學校有助益或貢獻者或由校長確認對學校有助益或貢獻者或由校長確認對學校有助益或貢獻者，，，，送請行政會議出席人送請行政會議出席人送請行政會議出席人送請行政會議出席人

數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後辦理之數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後辦理之數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後辦理之數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後辦理之。。。。    

四四四四、、、、借調教師須在本校服務滿三年以上者始得辦理借調借調教師須在本校服務滿三年以上者始得辦理借調借調教師須在本校服務滿三年以上者始得辦理借調借調教師須在本校服務滿三年以上者始得辦理借調。。。。借調條件以與借調教師之借調條件以與借調教師之借調條件以與借調教師之借調條件以與借調教師之

專長或所授課程相關者為限專長或所授課程相關者為限專長或所授課程相關者為限專長或所授課程相關者為限。。。。借調擔任機關組織法規所定之職務借調擔任機關組織法規所定之職務借調擔任機關組織法規所定之職務借調擔任機關組織法規所定之職務，，，，應具有所任應具有所任應具有所任應具有所任

職職職職務之任用資格務之任用資格務之任用資格務之任用資格。。。。    

五五五五、、、、借調期間以二年為原則借調期間以二年為原則借調期間以二年為原則借調期間以二年為原則，，，，必要時得延長之必要時得延長之必要時得延長之必要時得延長之，，，，延長期間以二年為限延長期間以二年為限延長期間以二年為限延長期間以二年為限。。。。申請延長借申請延長借申請延長借申請延長借

調仍須依第三點規定程序辦理調仍須依第三點規定程序辦理調仍須依第三點規定程序辦理調仍須依第三點規定程序辦理。。。。    

                借調擔任有任期職務借調擔任有任期職務借調擔任有任期職務借調擔任有任期職務，，，，且任期超過四年者且任期超過四年者且任期超過四年者且任期超過四年者，，，，其借調期間依其任期規定辦理其借調期間依其任期規定辦理其借調期間依其任期規定辦理其借調期間依其任期規定辦理，，，，並並並並

以借調一任為限以借調一任為限以借調一任為限以借調一任為限。。。。    

六六六六、、、、借調期間應辦理留職停薪借調期間應辦理留職停薪借調期間應辦理留職停薪借調期間應辦理留職停薪，，，，俟借調期滿歸建時俟借調期滿歸建時俟借調期滿歸建時俟借調期滿歸建時，，，，再依規定辦理提敘薪級再依規定辦理提敘薪級再依規定辦理提敘薪級再依規定辦理提敘薪級。。。。    

七七七七、、、、借調教師之續聘借調教師之續聘借調教師之續聘借調教師之續聘，，，，依本校續聘有關作業規定依本校續聘有關作業規定依本校續聘有關作業規定依本校續聘有關作業規定。。。。如獲續聘如獲續聘如獲續聘如獲續聘，，，，其借調期限繼續有效其借調期限繼續有效其借調期限繼續有效其借調期限繼續有效，，，，

如為不予續聘或停聘或解聘如為不予續聘或停聘或解聘如為不予續聘或停聘或解聘如為不予續聘或停聘或解聘，，，，其借調案隨即中止其借調案隨即中止其借調案隨即中止其借調案隨即中止。。。。    

八八八八、、、、借調期間如借調機關或借調職務異動者借調期間如借調機關或借調職務異動者借調期間如借調機關或借調職務異動者借調期間如借調機關或借調職務異動者，，，，其新職務仍應依原借調程序報核其新職務仍應依原借調程序報核其新職務仍應依原借調程序報核其新職務仍應依原借調程序報核，，，，    其其其其

借調期間應予併計借調期間應予併計借調期間應予併計借調期間應予併計。。。。惟借調職務異動如由惟借調職務異動如由惟借調職務異動如由惟借調職務異動如由無任期轉任有任期無任期轉任有任期無任期轉任有任期無任期轉任有任期，，，，新職務得適用有新職務得適用有新職務得適用有新職務得適用有

任期之規定任期之規定任期之規定任期之規定；；；；如由有任期轉任無任期如由有任期轉任無任期如由有任期轉任無任期如由有任期轉任無任期，，，，新職務則適用無任期之規定新職務則適用無任期之規定新職務則適用無任期之規定新職務則適用無任期之規定。。。。    

九九九九、、、、借調期滿應即辦理歸建借調期滿應即辦理歸建借調期滿應即辦理歸建借調期滿應即辦理歸建，，，，如未具正當理由期滿一個月內未辦理歸建者如未具正當理由期滿一個月內未辦理歸建者如未具正當理由期滿一個月內未辦理歸建者如未具正當理由期滿一個月內未辦理歸建者，，，，視同辭視同辭視同辭視同辭

職職職職。。。。    
十十十十、、、、借調期滿歸建後須達二年以上始得再行借調借調期滿歸建後須達二年以上始得再行借調借調期滿歸建後須達二年以上始得再行借調借調期滿歸建後須達二年以上始得再行借調，，，，再次借調並以一次為限再次借調並以一次為限再次借調並以一次為限再次借調並以一次為限。。。。    



十一十一十一十一、、、、借調至公營事業機構借調至公營事業機構借調至公營事業機構借調至公營事業機構、、、、民營公司民營公司民營公司民營公司、、、、財財財財（（（（社社社社））））團法人及依人民團體法所組團法人及依人民團體法所組團法人及依人民團體法所組團法人及依人民團體法所組

織之團體擔任相關職務或工作者織之團體擔任相關職務或工作者織之團體擔任相關職務或工作者織之團體擔任相關職務或工作者，，，，借調單位應對本校提出具體之回饋借調單位應對本校提出具體之回饋借調單位應對本校提出具體之回饋借調單位應對本校提出具體之回饋，，，，

其回饋規定另定之其回饋規定另定之其回饋規定另定之其回饋規定另定之。。。。    

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借調期間如每學期返校授課至少一門課程且不支領授課鐘點費者借調期間如每學期返校授課至少一門課程且不支領授課鐘點費者借調期間如每學期返校授課至少一門課程且不支領授課鐘點費者借調期間如每學期返校授課至少一門課程且不支領授課鐘點費者，，，，其任教職其任教職其任教職其任教職

年資視為不中斷年資視為不中斷年資視為不中斷年資視為不中斷。。。。    

十三十三十三十三、、、、借調期間以不參加本校各種會借調期間以不參加本校各種會借調期間以不參加本校各種會借調期間以不參加本校各種會議或擔任委員會委員為原則議或擔任委員會委員為原則議或擔任委員會委員為原則議或擔任委員會委員為原則，，，，惟得否參加系惟得否參加系惟得否參加系惟得否參加系

（（（（所所所所、、、、室室室室、、、、中心中心中心中心）、）、）、）、院院院院（（（（會會會會））））所屬會議或委員會所屬會議或委員會所屬會議或委員會所屬會議或委員會，，，，由各該單位自行規範由各該單位自行規範由各該單位自行規範由各該單位自行規範。。。。    

十四十四十四十四、、、、借調教師員額併入各系所教授休假研究及教師出國講學借調教師員額併入各系所教授休假研究及教師出國講學借調教師員額併入各系所教授休假研究及教師出國講學借調教師員額併入各系所教授休假研究及教師出國講學、、、、研究研究研究研究、、、、進修人數計進修人數計進修人數計進修人數計

算算算算。。。。    

十五十五十五十五、、、、借調返校服務至少滿一年後方得申請教授休假研究或出國講學借調返校服務至少滿一年後方得申請教授休假研究或出國講學借調返校服務至少滿一年後方得申請教授休假研究或出國講學借調返校服務至少滿一年後方得申請教授休假研究或出國講學、、、、研究研究研究研究、、、、進修進修進修進修。。。。    

十六十六十六十六、、、、借調年資於申請教授休假研究借調年資於申請教授休假研究借調年資於申請教授休假研究借調年資於申請教授休假研究、、、、出國講學出國講學出國講學出國講學、、、、進修研究及升等時至多採計二年進修研究及升等時至多採計二年進修研究及升等時至多採計二年進修研究及升等時至多採計二年。。。。    

十七十七十七十七、、、、借調期間之年資借調期間之年資借調期間之年資借調期間之年資，，，，於辦理退休於辦理退休於辦理退休於辦理退休、、、、撫卹撫卹撫卹撫卹、、、、資遣時資遣時資遣時資遣時，，，，其採計規定各依相關法令辦其採計規定各依相關法令辦其採計規定各依相關法令辦其採計規定各依相關法令辦

理理理理。。。。    

貳貳貳貳、、、、兼職兼職兼職兼職    

十八十八十八十八、、、、本要點所稱兼職本要點所稱兼職本要點所稱兼職本要點所稱兼職，，，，指本校專任教師指本校專任教師指本校專任教師指本校專任教師，，，，以部分時間至下列機關以部分時間至下列機關以部分時間至下列機關以部分時間至下列機關（（（（構構構構））））兼任與其兼任與其兼任與其兼任與其

教學或研究專長領域教學或研究專長領域教學或研究專長領域教學或研究專長領域相關之職務相關之職務相關之職務相關之職務，，，，兼職期間其本職仍應繼續執行者兼職期間其本職仍應繼續執行者兼職期間其本職仍應繼續執行者兼職期間其本職仍應繼續執行者。。。。    

((((一一一一))))政府機關政府機關政府機關政府機關（（（（構構構構）、）、）、）、公立學校及已立案之私立學校公立學校及已立案之私立學校公立學校及已立案之私立學校公立學校及已立案之私立學校。。。。    

((((二二二二))))行政法人行政法人行政法人行政法人。。。。    

((((三三三三))))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或團體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或團體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或團體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或團體：：：：    

1.公營公營公營公營、、、、私營或公私合營之事業私營或公私合營之事業私營或公私合營之事業私營或公私合營之事業。。。。 

2.合於民法總則公益社團及財團之組織合於民法總則公益社團及財團之組織合於民法總則公益社團及財團之組織合於民法總則公益社團及財團之組織。。。。 

3.依其他法規向主管機關登記或立案成立之事業或團體依其他法規向主管機關登記或立案成立之事業或團體依其他法規向主管機關登記或立案成立之事業或團體依其他法規向主管機關登記或立案成立之事業或團體。。。。 

((((四四四四))))與本校建立產學合作關係或政府與本校建立產學合作關係或政府與本校建立產學合作關係或政府與本校建立產學合作關係或政府、、、、本校持有其股份之營利事業機構或團本校持有其股份之營利事業機構或團本校持有其股份之營利事業機構或團本校持有其股份之營利事業機構或團

體體體體。。。。    

十九十九十九十九、、、、專任教師有支領兼職費之兼職數目以不超過二個為原則專任教師有支領兼職費之兼職數目以不超過二個為原則專任教師有支領兼職費之兼職數目以不超過二個為原則專任教師有支領兼職費之兼職數目以不超過二個為原則；；；；兼任行政職務之教兼任行政職務之教兼任行政職務之教兼任行政職務之教

師師師師，，，，其校外兼職應依公務員服務法等相關規定辦理其校外兼職應依公務員服務法等相關規定辦理其校外兼職應依公務員服務法等相關規定辦理其校外兼職應依公務員服務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二十二十二十二十、、、、教師不得兼任下列職務教師不得兼任下列職務教師不得兼任下列職務教師不得兼任下列職務：：：：    

((((一一一一))))非代非代非代非代表官股之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董事長表官股之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董事長表官股之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董事長表官股之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董事長、、、、董事董事董事董事、、、、監察人監察人監察人監察人、、、、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經經經經

理人等職務理人等職務理人等職務理人等職務。。。。但擔任已上市但擔任已上市但擔任已上市但擔任已上市（（（（櫃櫃櫃櫃））））公司或經股東會決議規劃申請上市公司或經股東會決議規劃申請上市公司或經股東會決議規劃申請上市公司或經股東會決議規劃申請上市（（（（櫃櫃櫃櫃））））

之未上市之未上市之未上市之未上市（（（（櫃櫃櫃櫃））））公開發行公司之外部公開發行公司之外部公開發行公司之外部公開發行公司之外部、、、、獨立董事獨立董事獨立董事獨立董事、、、、監察人監察人監察人監察人，，，，且且且且其股份總其股份總其股份總其股份總

額未超過其所投資公司股本總額之百分之一者額未超過其所投資公司股本總額之百分之一者額未超過其所投資公司股本總額之百分之一者額未超過其所投資公司股本總額之百分之一者，，，，不在此限不在此限不在此限不在此限。。。。    

((((二二二二))))律師律師律師律師、、、、會計師會計師會計師會計師、、、、建築師建築師建築師建築師、、、、技師等專業法律規範之職務技師等專業法律規範之職務技師等專業法律規範之職務技師等專業法律規範之職務。。。。    

((((三三三三))))私立學校之董事長及編制內行政職務私立學校之董事長及編制內行政職務私立學校之董事長及編制內行政職務私立學校之董事長及編制內行政職務。。。。    

二十一二十一二十一二十一、、、、教師兼職不得影響其本職工作教師兼職不得影響其本職工作教師兼職不得影響其本職工作教師兼職不得影響其本職工作，，，，且須經所屬單位確認符合該系且須經所屬單位確認符合該系且須經所屬單位確認符合該系且須經所屬單位確認符合該系（（（（所所所所、、、、室室室室、、、、

中心中心中心中心））））規定應在校內之基本授課時數及工作要求規定應在校內之基本授課時數及工作要求規定應在校內之基本授課時數及工作要求規定應在校內之基本授課時數及工作要求，，，，其基本工作要求由各單其基本工作要求由各單其基本工作要求由各單其基本工作要求由各單

位系位系位系位系（（（（所所所所、、、、室室室室、、、、中心中心中心中心））））務會議自行訂定務會議自行訂定務會議自行訂定務會議自行訂定。。。。    



二十二二十二二十二二十二、、、、教師兼職須事先填寫申請表教師兼職須事先填寫申請表教師兼職須事先填寫申請表教師兼職須事先填寫申請表（（（（如如如如附表一附表一附表一附表一），），），），經本校同意後始得兼職經本校同意後始得兼職經本校同意後始得兼職經本校同意後始得兼職；；；；於期於期於期於期

滿續兼或兼職職務異動時滿續兼或兼職職務異動時滿續兼或兼職職務異動時滿續兼或兼職職務異動時，，，，應重行申請應重行申請應重行申請應重行申請。。。。    

二十三二十三二十三二十三、、、、專任教師不得經營商業或投資營利事業專任教師不得經營商業或投資營利事業專任教師不得經營商業或投資營利事業專任教師不得經營商業或投資營利事業，，，，但其他法律另有規定或投資於股但其他法律另有規定或投資於股但其他法律另有規定或投資於股但其他法律另有規定或投資於股

份有限公司為股東份有限公司為股東份有限公司為股東份有限公司為股東、、、、兩合公司之有限責任股東或非執行業務之有限公司股兩合公司之有限責任股東或非執行業務之有限公司股兩合公司之有限責任股東或非執行業務之有限公司股兩合公司之有限責任股東或非執行業務之有限公司股

東東東東，，，，其股份總額未超過其所投資公司股本總額百分之十者其股份總額未超過其所投資公司股本總額百分之十者其股份總額未超過其所投資公司股本總額百分之十者其股份總額未超過其所投資公司股本總額百分之十者，，，，不在此限不在此限不在此限不在此限。。。。    

二十四二十四二十四二十四、、、、兼職教師得將其個人本職所獲得之資訊或專業成果兼職教師得將其個人本職所獲得之資訊或專業成果兼職教師得將其個人本職所獲得之資訊或專業成果兼職教師得將其個人本職所獲得之資訊或專業成果，，，，轉換為商業利益行轉換為商業利益行轉換為商業利益行轉換為商業利益行

為為為為，，，，惟應受本校之規範及法律契約之限制惟應受本校之規範及法律契約之限制惟應受本校之規範及法律契約之限制惟應受本校之規範及法律契約之限制，，，，本校相關規範另定之本校相關規範另定之本校相關規範另定之本校相關規範另定之。。。。    

二十五二十五二十五二十五、、、、教師兼任職務以執行經常性業務為主者教師兼任職務以執行經常性業務為主者教師兼任職務以執行經常性業務為主者教師兼任職務以執行經常性業務為主者，，，，其兼職時數每週合計不得超過八其兼職時數每週合計不得超過八其兼職時數每週合計不得超過八其兼職時數每週合計不得超過八

小時小時小時小時。。。。    

教師至教師至教師至教師至與本校建立產學合作關係之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與本校建立產學合作關係之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與本校建立產學合作關係之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與本校建立產學合作關係之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兼職期間超過半年兼職期間超過半年兼職期間超過半年兼職期間超過半年

者者者者，，，，本校應與教師兼職機構訂定合作契約本校應與教師兼職機構訂定合作契約本校應與教師兼職機構訂定合作契約本校應與教師兼職機構訂定合作契約，，，，並約定回饋條款並約定回饋條款並約定回饋條款並約定回饋條款，，，，收取學術回收取學術回收取學術回收取學術回

饋金饋金饋金饋金；；；；其收取標準每年不得少於兼職教師一個月在本校支領之薪給總額其收取標準每年不得少於兼職教師一個月在本校支領之薪給總額其收取標準每年不得少於兼職教師一個月在本校支領之薪給總額其收取標準每年不得少於兼職教師一個月在本校支領之薪給總額。。。。    

前項合作契約另定之前項合作契約另定之前項合作契約另定之前項合作契約另定之。。。。    

二十六二十六二十六二十六、、、、兼職酬勞均以兼職費名義支給兼職酬勞均以兼職費名義支給兼職酬勞均以兼職費名義支給兼職酬勞均以兼職費名義支給，，，，兼任行政職務之教師一個兼職費每月不得兼任行政職務之教師一個兼職費每月不得兼任行政職務之教師一個兼職費每月不得兼任行政職務之教師一個兼職費每月不得

超過新臺幣八千元超過新臺幣八千元超過新臺幣八千元超過新臺幣八千元；；；；如基於法令規定有數個兼職者如基於法令規定有數個兼職者如基於法令規定有數個兼職者如基於法令規定有數個兼職者，，，，以支領二個兼職費為以支領二個兼職費為以支領二個兼職費為以支領二個兼職費為

限限限限，，，，每月支領總額不得每月支領總額不得每月支領總額不得每月支領總額不得超過新臺幣一萬五千元超過新臺幣一萬五千元超過新臺幣一萬五千元超過新臺幣一萬五千元。。。。未兼任行政職務之教師兼未兼任行政職務之教師兼未兼任行政職務之教師兼未兼任行政職務之教師兼

職費月支數額職費月支數額職費月支數額職費月支數額，，，，最高不得超過教授最高年功薪及學術研究費二項合計數最高不得超過教授最高年功薪及學術研究費二項合計數最高不得超過教授最高年功薪及學術研究費二項合計數最高不得超過教授最高年功薪及學術研究費二項合計數。。。。    
兼職酬勞一律由本校轉發兼職酬勞一律由本校轉發兼職酬勞一律由本校轉發兼職酬勞一律由本校轉發，，，，不得由兼職機關不得由兼職機關不得由兼職機關不得由兼職機關（（（（構構構構））））直接支給直接支給直接支給直接支給。。。。但採電連存但採電連存但採電連存但採電連存

帳方式支付兼職費帳方式支付兼職費帳方式支付兼職費帳方式支付兼職費，，，，並經兼職機關於支付後函知本校者並經兼職機關於支付後函知本校者並經兼職機關於支付後函知本校者並經兼職機關於支付後函知本校者，，，，不在此限不在此限不在此限不在此限。。。。 

前項兼職酬勞如超過規定金額前項兼職酬勞如超過規定金額前項兼職酬勞如超過規定金額前項兼職酬勞如超過規定金額，，，，其超過部分依規定應由本校轉繳校務基金其超過部分依規定應由本校轉繳校務基金其超過部分依規定應由本校轉繳校務基金其超過部分依規定應由本校轉繳校務基金。。。。    

二十七二十七二十七二十七、、、、教師兼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教師兼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教師兼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教師兼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校依規定不予核准或於兼職期間廢止其核本校依規定不予核准或於兼職期間廢止其核本校依規定不予核准或於兼職期間廢止其核本校依規定不予核准或於兼職期間廢止其核

准准准准：：：：    

((((一一一一))))與本職工作性質不相容與本職工作性質不相容與本職工作性質不相容與本職工作性質不相容。。。。    

((((二二二二))))教師評鑑未符合學校標準教師評鑑未符合學校標準教師評鑑未符合學校標準教師評鑑未符合學校標準。。。。    

((((三三三三))))對本職工作有不良影響之虞對本職工作有不良影響之虞對本職工作有不良影響之虞對本職工作有不良影響之虞。。。。    

((((四四四四))))有損學校或教師形象之虞有損學校或教師形象之虞有損學校或教師形象之虞有損學校或教師形象之虞。。。。    

((((五五五五))))有洩漏公務機密之虞有洩漏公務機密之虞有洩漏公務機密之虞有洩漏公務機密之虞。。。。    

((((六六六六))))有營私舞弊之虞有營私舞弊之虞有營私舞弊之虞有營私舞弊之虞。。。。    

((((七七七七))))有職務上不當利益輸送之虞有職務上不當利益輸送之虞有職務上不當利益輸送之虞有職務上不當利益輸送之虞。。。。    

((((八八八八))))有支用公款或不當利用學校公物之虞有支用公款或不當利用學校公物之虞有支用公款或不當利用學校公物之虞有支用公款或不當利用學校公物之虞。。。。    

((((九九九九))))有違反教育中立之虞有違反教育中立之虞有違反教育中立之虞有違反教育中立之虞。。。。    

((((十十十十))))有危害教師安全或健康之虞有危害教師安全或健康之虞有危害教師安全或健康之虞有危害教師安全或健康之虞。。。。    

教師兼職於每學年結束應進行評估檢討教師兼職於每學年結束應進行評估檢討教師兼職於每學年結束應進行評估檢討教師兼職於每學年結束應進行評估檢討，，，，其程序由教師自評後送其程序由教師自評後送其程序由教師自評後送其程序由教師自評後送系系系系（（（（所所所所、、、、

室室室室、、、、中心中心中心中心））））主管初評主管初評主管初評主管初評、、、、院長院長院長院長（（（（主任委員主任委員主任委員主任委員））））複評複評複評複評，，，，並經校長核定並經校長核定並經校長核定並經校長核定；；；；評估結果評估結果評估結果評估結果

作為本校是否同意教師繼續兼職之依據作為本校是否同意教師繼續兼職之依據作為本校是否同意教師繼續兼職之依據作為本校是否同意教師繼續兼職之依據（（（（評估表如評估表如評估表如評估表如附表二附表二附表二附表二）。）。）。）。    

參參參參、、、、兼課兼課兼課兼課    



二十八二十八二十八二十八、、、、本要點所稱兼課本要點所稱兼課本要點所稱兼課本要點所稱兼課，，，，指各級學校因教學需要指各級學校因教學需要指各級學校因教學需要指各級學校因教學需要，，，，商請本校專任教師商請本校專任教師商請本校專任教師商請本校專任教師，，，，以部分時以部分時以部分時以部分時

間至該校兼任特定課程之授課間至該校兼任特定課程之授課間至該校兼任特定課程之授課間至該校兼任特定課程之授課，，，，兼課期間其本職仍應繼續執行者兼課期間其本職仍應繼續執行者兼課期間其本職仍應繼續執行者兼課期間其本職仍應繼續執行者。。。。    

二十九二十九二十九二十九、、、、校外兼課應由對方學校致函本校徵得同意後始得前往兼課校外兼課應由對方學校致函本校徵得同意後始得前往兼課校外兼課應由對方學校致函本校徵得同意後始得前往兼課校外兼課應由對方學校致函本校徵得同意後始得前往兼課。。。。    

三三三三        十十十十、、、、本校教師校內超支鐘點或校外兼課本校教師校內超支鐘點或校外兼課本校教師校內超支鐘點或校外兼課本校教師校內超支鐘點或校外兼課，，，，每週合計以四小時為限每週合計以四小時為限每週合計以四小時為限每週合計以四小時為限，，，，惟校內授課惟校內授課惟校內授課惟校內授課

時數未達本校規定授課時數者時數未達本校規定授課時數者時數未達本校規定授課時數者時數未達本校規定授課時數者，，，，不得在校外兼課不得在校外兼課不得在校外兼課不得在校外兼課。。。。校外兼課應依規定辦理校外兼課應依規定辦理校外兼課應依規定辦理校外兼課應依規定辦理

請假手續請假手續請假手續請假手續。。。。    

三十一三十一三十一三十一、、、、校外兼課以擔任與其在本校所任課程性質相近之科目為原則校外兼課以擔任與其在本校所任課程性質相近之科目為原則校外兼課以擔任與其在本校所任課程性質相近之科目為原則校外兼課以擔任與其在本校所任課程性質相近之科目為原則。。。。    

肆肆肆肆、、、、附則附則附則附則    

三十二三十二三十二三十二、、、、未經本校同意在校外兼職未經本校同意在校外兼職未經本校同意在校外兼職未經本校同意在校外兼職、、、、兼課者兼課者兼課者兼課者，，，，應提系應提系應提系應提系（（（（所所所所、、、、室室室室、、、、中心中心中心中心））））教評會審議教評會審議教評會審議教評會審議

處理處理處理處理，，，，並列入續聘並列入續聘並列入續聘並列入續聘、、、、升升升升等及教師評鑑參考等及教師評鑑參考等及教師評鑑參考等及教師評鑑參考。。。。    

三十三三十三三十三三十三、、、、本校研究人員之借調兼職兼課本校研究人員之借調兼職兼課本校研究人員之借調兼職兼課本校研究人員之借調兼職兼課，，，，比照本要點規定辦理比照本要點規定辦理比照本要點規定辦理比照本要點規定辦理。。。。    

三十四三十四三十四三十四、、、、本要點未盡事宜本要點未盡事宜本要點未盡事宜本要點未盡事宜，，，，依各相關規定辦理依各相關規定辦理依各相關規定辦理依各相關規定辦理。。。。    

三十五三十五三十五三十五、、、、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自發布日實施自發布日實施自發布日實施自發布日實施；；；；修正時亦同修正時亦同修正時亦同修正時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