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32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會議紀錄     附件 



會議紀錄附件：會計室工作報告  
 

國立高雄大學第 32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會計室工作報告 

一、 依據「國立高雄大學開源節流實施要點」及「國立高雄大學推動開源節流

措施分辦表」，彙整本校 101 年度第 2 季各單位推動開源具體措施績效管

控表（詳附件），請  參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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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紀錄附件：總務處報告案 

國立高雄大學第 32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報告案 
 
                           報告單位：總務處 
 
報告一：為辦理本校「學生第二宿舍新建工程」發包，以及因應提升 101

年資本門預算執行，需調整 101 年「行政大樓新建工程」預算數

5,000 萬元至「學生第二宿舍新建工程」案。 
說 明： 

一、本校「行政大樓新建工程」及「學生第二宿舍新建工程」申請動支

校務基金支應本校負擔之自籌款已分別於 98 年 12 月 9 日第 22 次

及 99 年 6 月 11 日第 25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在案。 
二、「行政大樓新建工程」總預算 223,500 千元，分四年辦理，99 年度

由當年度資本門調整容納 1,890 千元辦理規劃設計建築師甄選、規

劃設計及發包，100 年由自籌款編列 10,000 千元辦理工程施工，以

及 101 年編列 156,610 千元，由國庫補助 119,500 千元，自籌 37,110
千元繼續辦理工程施工，102 年由國庫補助編列 55,000 千元辦理工

程驗收、結算及內部設備採購。 
三、「學生第二宿舍新建工程」總預算 222,541 千元，分四年辦理，100

年度由當年度資本門調整容納 2,000 千元辦理規劃設計建築師甄選

、規劃設計及發包，101 年由自籌款編列 10,000 千元辦理工程發包

及施工，102 年由自籌款編列 140,458 千元繼續辦理工程施工，以

及 103 年由自籌款編列 70,000 千元辦理工程驗收、結算及內部設

備採購等。（註：本工程原計畫自籌 1.5 億元，貸款 77,541 千元：

含 500 萬元之利息資本化。後於 101 年 3 月 12 日檢討 100 年度決

算，衡酌目前學校校務基金結餘資金之規劃運用狀況，以不向金融

機構辦理貸款為宜，詳附件一 101 年 3 月 29 日便函）。 
四、因「行政大樓新建工程」101 年預算係於 99 年編列概算，100 年編

列預算，該工程如期於 100 年 3 月決標，8/12 開工後，因綠建築候

選證書申請及審查機制與建照申請程序變動，故於 100 年 9/8 ~11/3
期間曾停工達 55 天；另工程開工進行至 101 年 9 月期間因天候因

素影響工期累計亦達 24 天以上，前後將近三個月之進度影響預算

支出換算金額接近 5,000 萬元，詳附件二工程預定進度表。 
五、目前本校「學生第二宿舍新建工程」已完成發包圖說，並由本(總

務)處進行三次之預算檢討修正，預計近期會辦理公開閱覽，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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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招標；為利本(101)年預算至年底能如期如數執行，擬配合「學

生第二宿舍新建工程」發包訂定工程預付款機制(發包金額之 30%
約 5,800 萬元，預算詳附件三)，除可提升廠商投標意願，屆時如能

順利決標簽約，亦可提升本校今年之預算執行數，故需由「行政大

樓新建工程」101 年預算數中調整 5,000 萬元至「學生第二宿舍新

建工程」動支，俟明(102)年再由「學生第二宿舍新建工程」核定之

預算數中歸墊至「行政大樓新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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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案附件一 

國 立 高 雄 大 學
National University of Kaohsiung 

811 高雄市楠梓區高雄大學路 700 號 
700, Kaohsiung University Rd., Nanzih District, 811. Kaohsiung, Taiwan, 

R.O.C. 
TEL：（07）591－9000   FAX：（07）591-9159 

 

 

便 函 MEMORANDUM 

受文者 TO：總務處、學務處 
 
日期 DATE：101 年 3 月 29 日 
副本抄送 COPY TO:  
發文者 FROM: 會計室 
 
主旨：檢送學生第二宿舍興建貸款及學生社團活動空間會議紀錄一份，請  
查照。 
 
 
 
 
 
 
 
 
 
 
 
 
 
 
本案聯絡人： 黃佩珠 
聯絡電話：5919154        分機：8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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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大學  
 

學生第二宿舍興建貸款及學生社團活動空間會議紀錄  
 

時間：101 年 3 月 12 日（星期一）下午 2 時 

地點：本校圖書資訊館六樓秘書室小型會議室 

主席：黃校長英忠 

出席人員：莊副校長寶鵰、陳副校長振興、連學務長興隆、楊總務長證富、

楊主任明宗、羅組長鳳英(請假)、李組長幸財 
 

記錄：黃佩珠 
 

壹、主席致詞(略) 
 
貳、討論事項 

案由一：學生第二宿舍新建工程是否辦理貸款事宜，提請  討論。 

決議： 

一、 學生第二宿舍之新建工程原規劃自籌 1 億 5 千萬元、銀行貸款

7,754 萬 1 千元，經 100 年度決算後，衡酌目前學校校務基金結

餘資金之規劃運用狀況，以不向金融機構辦理貸款。  

二、 學生第二宿舍進駐前，請學務處會同總務處及會計室，依成本結

構參考鄰近學校之宿舍收費，研訂宿舍費收費標準。 

 

案由二：學生社團活動空間之建置，提請  討論。 

決議： 

一、 為學生有其專屬社團活動空間，請總務處規劃圖資大樓中央廣場

暨地下停車場增建樓層工程，供學生社團活動使用，該工程請先

循學校行政程序提報相關會議通過後，再循年度預算籌編程序辦

理。 

二、 學生專屬社團活動空間尚未建置完成前，先行調配綜合大樓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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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之空間供其使用。另俟圖資大樓中央廣場暨地下停車場增建樓

層工程完工後，並經空間分配討論後，該綜合大樓地下室之空間

再撥充實驗室及研究室之用途。 

 
參、臨時提案 

圖資大樓一樓戶外餐廳之履約管理，提請  討論。 

決議：請總務處通知承包廠商依照合約執行，如廠商不履行，循法律途徑

處理。 
 
肆、散會： 下午 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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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案附件二 

影響3個月(35%) 

目前(36%) 預計至年底(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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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告案附件三 

會議紀錄附件 -P. 9



 
 
國立高雄大學國際交流合作績優教學單位獎勵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民國 94 年 1 月 11 日第 12 次主管會報修正通過

民國 94 年 1 月 19 日第 8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

民國 94 年 3 月 11 日第 62 次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 96 年 1 月 19 日第 79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96 年 3 月 1 日第 14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

教育部 96 年 4 月 24 日台高(三)字第 0960061237 號函核備

民國 96 年 11 月 23 日第 86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96 年 12 月 4 日第 16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

民國 97 年 1 月 18 日教育部台高(三)字第 0970006831 號函核備

民國 98 年 10 月 16 日第 101 次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 98 年 12 月 9 日第 22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會議通過

民國 99 年 6 月 18 日第 108 次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 101 年 6 月 15 日第 124 次行政會議通過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未修正 

第一條  國立高雄大學(以下簡

稱本校)，為促進國際化

與國際合作交流，獎勵

參與國際學術活動績優

教學單位，特訂定本辦

法。 

 

未修正 
第二條  本辦法之教學單位以

院、系、所為獎勵對象。
 

第三條  評比指標分十一項，教

學單位每項評比得全校

前五名者，累加積分分

別為 5, 4, 3, 2, 1 分；原

則上，各單位總積分 20
分以上者，始具獲獎資

格；各項均需提供清

單，必要時請教學單位

提供佐證資料。各項年

度指標之評比方式如下: 
一、主辦國際研討會議之場

次。(單項總積分加權 1.5 倍

計算)。 
二、促成校級或簽署院、系

所層級學術交流協議書案件

數。 
三、外籍學者來訪及交換教

第三條  評比指標分十三項，教

學單位每項評比得全校

前五名者，累加積分分

別為 5, 4, 3, 2, 1 分；原

則上，各單位總積分 20
分以上者，始具獲獎資

格；各項均需提供清

單，必要時請教學單位

提供佐證資料。各項年

度指標之評比方式如

下: 
一、於本校主辦國際研討會

議之場次 (超過每 50 
人次參加之研討會累加

分項積分 1 分)，單項總

積分加權 3 倍計算。 
二、促成校級學術交流協議

1. 評比指標修改為十一

項 
2. 增加各項指標定義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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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人次。 
四、外國學生(含學位生及非

學位生)就讀人數。 
五、教師擔任交換教師、博

士後研究、參與國際學術研

討會發表論文、參與國際學

術合作人次比例。 
六、學生出國進修、交流人

次比例。 
七、師生獲得國際證照數人

次比例。 
八、學生參與國際競賽及出

席國際會議人次比例。 
九、學生通過語文證照人次

比例。 
十、開設全外語授課課程 。 
十一、其他實質有助本校國

際化之特殊事蹟與指標。 
 
以上各項指標定義詳如附件一。 

案件數(具實質性合作

交流活動累加分項績分

1 分) 。 
 三、簽署院或系所層級學術

交流協議書案件數。(具
實質性合作交流累加分

項績分 1 分) 。 
 四、邀請國際學者專家至本

校短期訪問,研究與講

學人次。 
 五、外籍生就讀人數。 
 六、專任教師平均赴國外短

期研習、講學或參加國

際學術活動人次之比

例。 
 七、學生至國外遊學、短期

研習、實習和修習雙聯

學位人次比例。(當年度

出國學生人次除以當年

度在學學生人數) 
 八、師生獲得國際證照數人

次比例。(當年度獲得證

照師生人次除以當年度

在職教師暨在學學生人

數) 
 九、學生參與國際競賽或國

際學術活動人次比例。

(當年度參加學生人次

除以當年度在學學生人

數) 
 十、學生通過外國語文檢定

証照數人次比例(西洋

語文學系通過行政院公

告 CEF 語言能力參考指

標 B2 級，非西語系所

為 B1 級;東語系日語檢

定(JLPT)通過二級，韓

語檢定(TOPIK)通過四

級，越語檢定(VLT)通過

C 級，非東語系日語檢

定通過三級，韓語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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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PIL)通過三級，越語

(VLT)通過 B 級)。當年

度通過者佔 70%，其他

年度通過者佔 30%。(當
年度通過人次除以當年

度在學學生人數*70%
加上其餘年度通過人次

除以當年度在學學生人

數*30%) 
十一、非語言學習課程全外

語授課課程數。(西洋語

文學系英語授課課程除

外，惟專為非西語系開

設之非語言學習課程全

外語授課課程則可列

入) 。 
 十二、擔任國際研討會會議

總主持人(分項績分加

權 5 倍計算)、邀請講員

或場次主持人。 
    十三、其他實質有助本校國

際化之特殊事蹟與指標。

未修正 

第四條  每年三月底前，研究發

展處依前一年度本校各

教學單位之國際化與學

術交流活動統計資料彙

整，並做出評比積分，

提交「國際化與學術交

流審查委員會」審查。

該委 員會由學術副校

長、教務長、 學務長、

研發長及各院院長組

成，以學術副校長擔任

主席，各系所主管得列

席報告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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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修正 

第五條  審查委員會就全校評比

選出院一名,系所各前五

名,各名次績點計分如

下: 
 院級 第一名績點二十

點。系(所)級 第一名績

點四十點，第二名績點三

十點，第三名績點二十

點，第四名績點十點，第

五名績點五點。依當年度

經費額度分配績點金額。

  以上獎助限於購置圖儀

設備、教學研究或學術活
      動之用。 

 

未修正 

第六條  若某分項整體表現未達

理想，評審委員得就該

分項之總積分(即 5, 4, 3, 
2, 1)間酌予調整。評審

委員認為整體表現未達

理想時, 亦可做成某名

次得獎從缺之決定。 

 

未修正 

第七條  本項補助由校務基金自

籌款（包括捐贈收入、

場地設備管理收入、推

廣教育收入、建教合作

收入及投資取得之收

益）或相關經費支應。

 

第八條、本辦法經行政會議、校

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

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第八條、本辦法經行政會議及校

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通

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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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國立高雄大學國際交流合作績優學術教學單位指標說明 

 
項次 評比指標 說明 備註 

一 主辦國際研討會議之場次(單項

總積分加權 1.5 倍計算) 
國際研討會係指:「對外公開徵稿」及有「審稿制

度」，且會議發表者至少有 3 個國家/ 地區(含)
以上(含台灣地區)人員參與。若參與者包括大

陸、香港、澳門人士僅能算 1 個國家(地區);若參

與之外籍人士為舉辦單位所屬外籍教師或學生，

不可列入前揭國別(地區)數之計算。本指標國際

研討會分為下列五類: 
(一) 第一類：由國際性學術組織（跨洲際）授權

主辦或與該學術組織聯合舉辦之國際大型

學術會議。(每場次積分 5 分) 
(二) 第二類：國際性學術組織（跨洲際或洲區域

性）正式認可在我國舉辦之國際學術研討

會。(每場次積分 5 分) 
(三) 第三類：國內學術組織授權辦理之國際學術

研討會。(每場次積分 1 分) 
(四) 第四類：國內自行主辦之國際學術研討會。

(每場次積分 1 分) 
(五) 第五類：國科會雙邊協定計畫未能容納或與

國科會尚未簽訂雙邊合作協定之雙邊學術

研討會。(每場次積分 1 分) 

需檢附國際

性學術組織

授權相關證

明文件及大

會手冊 

二 促成校級或簽署院、系所層級

學術交流協議書案件數 
 

(一)與國外學術文化機構簽訂學術合作交流計

畫或契約者(不含互訪)。 
(二)包含與國外學術文化機構簽署合作交流協

議及備忘錄，並僅採計簽約年度符合資料計算期

間簽署合約者(不含換約或續約者)。 

 

三 外籍學者來訪及交換教師人數 (一)非本國籍之外國學術教育人士來臺短期 (3
個月內)訪問並進行學術演講，或擔任研討會、
研習會之主講或提供技術指導者，且此類人員不
從事教學。 
(二)外國學校教師來校擔任交換教師(包含短期
交換及長期交換)。 

 

四 外國學生就讀人數(含學位生及

非學位生) 
(一)學位生:外國學生係指未具僑生身分，且不具

中華民國國籍，依「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申

請入學，並具正式學籍者(含境外專班外國學生

人數及在台雙聯學制外國學生人數)。 
(二)非學位生:依據兩校簽署交流合作協議來校

短期研修或研究一個月以上者。 

 

五 教師擔任交換教師、博士後研

究、參與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

論文、參與國際學術合作人次

比例。 

(一)以「交換教師之名義」或「博士後研究之名

義」出國擔任交換教師(包含短期交換及長期交

換)或博士後研究。 
(二)專任教師參與國內外舉辦至少 3 國(含)以上

參與之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發表。 
(三)專任教師參與國際學術計畫、擔任訪問學者

等國際合作 

若為國內舉

辦之國際研

討會，須檢

附至少 3 個

國家 / 地區

(含 )以上代

表參加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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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文件 

六 學生出國進修、交流人次比例。 
 

(一)學生若獲得「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博

士生赴國外研究補助」、「跨國產學合作交流及

專業人才培訓計畫補助」、「學海飛颺」、「學

海惜珠」、「學海築夢」或其他計畫經費補助出

國進修、交流者。若為出國參與競賽交流者，不

列計。 
(二)進修、交流期間有跨學期、年度者，請以「進

修、交流開始日」為填報基準。 
(三)本指標係為學生進行「學術」進修、交流，

若為海外志工團，不列計，若為學科 XX 營隊(物
理電子研習營隊)，即可列計。 

 

七 師生獲得國際證照數人次比

例。 
國際性專業證照之定義為三個國家/地區(含)以
上國家相關單位或業界認可之證照 

 

八 學生參與國際競賽及出席國際

會議人次比例 
(一)學生參與國內外舉辦至少 3 國(含)以上參與

之國際競賽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發表。 
(二)國際競賽以學校名義參加，每場競賽至少 3
個國家(含)以上參與之競賽。本項目以競賽得獎

人次計劃，若有 3 位同學共同獲得同一競賽獎

項，可列計 3 人次。 
 

若為國內舉

辦之國際競

賽或國際研

討會，須檢

附至少 3 個

國家 / 地區

(含 )以上代

表參與之證

明文件 
九 學生通過語文證照人次比例 

 
 
 
 

若通過語文證照考試之類型為非英語之語文證

照，以通過證書之發證或生效日期為計算基準。 
在籍學生入學前於統計期間內已通過測驗者，亦

可填報。 
(一)英語證照: 
 1.西洋語文學系:  

(1)GEPT 高級初試 
(2)TOEFL（ITP）550（含）以上、3.TOEFL
（CBT）213（含）以上、.TOEFL（IBT）79
（含）以上 
(3)IELTS 國際英語測驗 6 級（含）以上 
(4)TOEIC 750（含）以上 
(5)Cambridge Certificate英國劍橋大學國際英

文認證 3 級 FCE Grade B（含）以上  
 2.其他系所:  

(1)全民英檢（GEPT）：中高級初試或中級複

試以上。 
(2)托福（TOEFL-ITP）：510 分（含）以上。 
(3)網路托福（Internet-based TOEFL）：64 分

（含）以上。 
(4)多益測驗（TOEIC）：590 分（含）以上。 
(5)IELTS：5 級（含）以上。 
(6)FLPT：筆試各分項成績 70 分（含）以上。 

(二)日語證照: 
 1.東亞語文系:通過財團法人交流協會日本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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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測驗(JLPT)N2 級(含以上)。 
 2.其他系所: 通過財團法人交流協會日本語能

力測驗(JLPT)N3 級(含以上) 
(三)韓語證照: 
 1.東亞語文學系:通過韓國語能力考試

(TOPIK)4 級 
 2.其他系所:通過通過韓國語能力考試

(TOPIK)3 級。 
(四)越語證照: 
 1.東亞語文學系:通過越南語能力考試(VLT)C

級 
 2.其他系所: 通過越南語能力考試(VLT)B 級。 

(五)非上列語文證照不分等級列計 
十 開設全外語授課課程 (一)「皆以外語」授課者，方可填報。若以中文

或中外語交雜上課之課程不列計。 
(二)外語授課課程不包含外語科系及英語教學

科目開設的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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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大學學術研究與產學合作績優教學單位獎勵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民國 94 年 3 月 22 日第 16 次主管會報通過

民國 94 年 4 月 15 日第 63 次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 95 年 3 月 3 日第 11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

民國 95 年 5 月 12 日第 73 次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 96 年 1 月 19 日第 79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96 年 3 月 1 日第 14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

民國 96 年 4 月 24 日教育部台高(三)字第 0960061237 號函核備

民國 96 年 11 月 23 日第 86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96 年 12 月 4 日第 16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

民國 97 年 1 月 18 日教育部台高(三)字第 0970006831 號函核備

民國 99 年 6 月 9 日第 31 次研發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99 年 6 月 18 日第 108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1 年 6 月 12 日第 40 次研發會議通過

民國 101 年 6 月 15 日第 124 次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 101 年 9 月 27 日第 32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國立高雄大學(以下簡

稱本校)，為促進學術研

究與產學合作，獎勵學

術研究與產學合作成果

績優學術教學單位，特

訂定本辦法。 

未修正 

 
第二條  本辦法以院、系(所)為獎

勵對象。 未修正 

第三條  年度評比指標分十二

項，學術教學單位每項

評比得全校前五名者，

累加積分分別為 5、 4、 
3、 2、 1 分；原則上，

各單位總積分 20 分以上

者，始具得獎資格；各

項均需提供清單，必要

時請教學單位提供佐證

資料。各項年度指標之

評比方式如下: 
一、平均每位專任教師發表

期刊論文數。 
二、平均每位專任教師發表 

SCI, EI, SSCI, TSSCI, 
A&HCI 期刊論文數。 

三、平均每位專任教師發表 
國內外會議論文數。 

四、平均每位專任教師發表 

第三條  年度評比指標分十二

項，學術教學單位每項

評比得全校前五名者，

累加積分分別為 5、 4、
3、 2、 1 分；原則上，

各單位總積分20分以上

者，始具得獎資格；各

項均需提供清單，必要

時請教學單位提供佐證

資料。各項年度指標之

評比方式如下: 
一、平均每位專任教師發表

期刊論文數。 
二、平均每位專任教師發表

SCI, EI, SSCI, TSSCI, 
A&HCI 期刊論文數。

三、平均每位專任教師發表

國內外會議論文數。 
四、平均每位專任教師發表

一、更改評比指標第十一

項： 
1. 加入兩岸研討會。 
2. 計分方式，刪除「超

過每 50 人次參加之

研討會累加分項積分

1 分，單項總積分加

權 3 倍計算」。 
 
二、本項採計方式，擬於

填表說明中加註： 
1. 依據本校「獎勵補助

舉辦國內與兩岸學術

研討會作業要點」第

三條，國內與兩岸學

術研討會性質分成三

類如下： 
(一)第一類： 
由學術組織授權主辦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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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書數或藝術作品發

表。 
五、平均每位專任教師獲得

非國科會計畫、非教育

部計畫（但含產學合作）

經費。 
六、經本校申請獲得專利件

數。 
七、平均爭取產學合作案件

數。 
八、平均獲國內外學術會議

最佳論文獎數。 
九、平均教師參與國內外學

術競賽獲獎名次與次

數。 
十、 獲國科會或教育部產學

合作獎次數。 
十一、主辦國內與兩岸研討

會議之場次。(研討會之認定

詳如填表說明) 
十二、其他特殊產學合作與學

術成就、事蹟與指標。 
 

專書數或藝術作品發

表。 
五、平均每位專任教師獲得

非國科會計畫、非教育

部計畫（但含產學合作）

經費。 
六、經本校申請獲得專利件

數。 
七、平均爭取產學合作案件

數。 
八、平均獲國內外學術會議

最佳論文獎數。 
九、平均教師參與國內外學

術競賽獲獎名次與次

數。 
十、 獲國科會或教育部產學

合作獎次數。 
十一、主辦國內研討會議之

場次(超過每 50 人次參加之

研討會累加分項積分 1 
分)，單項總積分加權 3 倍計

算。 
十二、其他特殊產學合作與

學術成就、事蹟與指標。

與該學術組織聯合舉辦

之國內或兩岸學術研討

會。(每場次積分 5 分) 
(二)第二類： 
由學術組織正式認可在

本校舉辦之國內或兩岸

學術研討會。(每場次積

分 3 分) 
(三)第三類： 
自行主辦國內 或兩岸之

學術研討會。(每場次積

分 1 分) 
2. 填寫本項指標須提供

對外公開徵稿及審

查機制、研討會議程

等相關佐證資料始

得採計。 
 
 
 
 
 
 
 

 

第四條  每年三月底前，研究發

展處得依本校各學術單

位提供前一年度之學術

研究與產學合作成果資

料統計彙整，提交「學

術獎勵補助審查委員

會」(以下簡稱委員會)
審查。委員會由學術副

校長、教務長、 研發長

及各學院院長組成，以

學術副校長擔任主席，

各系(所)主管得列席報

告說明。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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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委員會就全校評比選出

院一名，系(所)各前五

名，頒發獎牌並給予獎助

如下： 
院級獎金：第一名計 20
點。 
系(所)級獎金：第一名計

20 點，第二名計 10 點，

第三名計 8 點，第四名

計 5 點，第五名計 3 點。

依當年度經費額度分配

積點金額。以上獎助限

於購置圖儀設備、教學

研究或學術活動之用。

 

未修正 

 

第六條  若某分項整體表現未達

理想，委員會得就該分

項之積分(即 5、 4、3、
2、 1) 間酌予調整，亦

可做成某名次得獎從缺

之決定。 

未修正 

 

第七條  本項獎勵由校務基金自

籌款（包括捐贈收入、

場地設備管理收入、推

廣教育收入、建教合作

收入及投資取得之收

益）或相關經費支應。

未修正 

第八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及校

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陳請

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第八條  本辦法經校務基金管理

委員會及行政會議通過

後實施，並報教育部備

查，修正時亦同。 
 

依據本校 101 年 1 月 3 日

第 74 次主管會報校長指

示修正法定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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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大學建教合作計畫結餘款運用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民國 93 年 12 月 7 日第 59 次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 94 年 1月 19 日第 8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

民國 96 年 11 月 23 日第 86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96 年 12 月 4 日第 16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

民國 100 年 11 月 29 日第 73 次主管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0 年 12 月 9 日第 119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0 年 12 月 14 日第 29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

民國 101年 6月 15日第 124次行政會議通過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為本校研究發展經費有

效運用並持續強化本校

之研究發展環境，特訂

定本辦法。  

 

未修正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之結餘款分

成二項： 

一、計畫執行結束結餘

款：係指本校所屬各

研究人員主持之研

究計畫執行完畢後

已辦理結案，並完成

經費核銷程序之結

餘款。 
二、行政管理費結餘

款：係指依據「國

立高雄大學建教合

作計畫行政管理費

提撥要點」所提行

政管理費入結餘款

之金額。  

未修正 

第三條  本辦法第二條第一項計

畫執行結束結餘款，除

法令或委方另有規定需

繳回外，其他結餘款之

運用依本辦法處理。 

一、當期計畫執行率未

達計畫總經費（扣除

管理費）百分之八十

者，其結餘款全數納

入校務基金。 

二、金額未逾一萬元

者，全數歸入校務基

第三條 本辦法第二條第一項計

畫執行結束結餘款，除

法令或委方另有規定需

繳回外，其他結餘款之

運用依本辦法處理。 

一、金額未逾一萬元

者，全數歸入校務基

金由學校統籌運用。

二、結餘款金額一萬元

以上者，其 80％由

計畫主持人、所隸

系所（中心）及學

一、 提高每一年度核銷

後全數納入校務基

金之剩餘款金額，並

不再提取 5％剩餘款

併入下一年度之結

餘款，以利會計作

業。 

二、因國科會對執行率低

於 80％之計畫，會發

函請主持人說明原

因，為避免影響主持

人下一年度計畫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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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由學校統籌運用。 

三、結餘款金額一萬元

以上者，其 80％由

計畫主持人、所隸

系所（中心）及學

院運用，以計畫主

持人 60％，學院 10

％、系所（中心）

10％為原則協調運

用；另 20％歸入校

務基金由學校統籌

運用。 

四、結餘款於每一年度

核銷後之剩餘款金

額在2,000 元（含）

以下者，全數納入

校務基金；超過

2,000 元者由校方

提取其中 5％ 進入

校務基金，95％併

入下一年度之結餘

款，並依結餘款使

用範圍之規定下繼

續使用。 

院運用，以計畫主

持人 60％，學院 10

％、系所（中心）

10％為原則協調運

用；另 20％歸入校

務基金由學校統籌

運用。 

三、結餘款於每一年度

核銷後之剩餘款金

額在 1,000 元以下

者，全數納入校務

基金；超過 1,000

元者由校方提取其

中 5％進入校務基

金，95％併入下一

年度之結餘款，並

依結餘款使用範圍

之規定下繼續使

用。 

四、計畫執行率未達計

畫總經費百分之八

十者，其結餘款全

數納入校務基金。

 

定補助之經費，修訂

執行率未達計畫總

經費計畫總經費百

分之八十者（扣除管

理費），以提醒各主

持人。 

三、第一至四項序號變更

 

 

 

 

 

 

 

 

 

 

 

 

 

 

 

 

未修正 

第四條 本辦法第二條第一項計

畫執行結束結餘款之使

用範圍應與研究發展項

目有關，不得用於教師

之兼任酬勞費之支給，

其使用原則為： 

一、購置儀器設備。 

二、儀器設備維護、消

耗性器材及其業務

費。 

三、舉辦國內外學術演

講與學術研討會議

之經費支助。 

四、與建教合作業務相

關之論文或技術專

利發表補助。 

五、聘雇助理人員協助

推展建教合作計畫

業務及協助教學研

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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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出國參加國際學術

研討會及邀請訪問

學者專家來校演講

之補助。 

第五條  本辦法第二條第二項之

，

行政管理費結餘款之支用原則

為建立專款帳戶 在每年計畫執

，撥入計畫主持人行完畢後 專結

餘款帳戶累積使用

畫之配合款

理。 

，作為後續計

，或依第四條規定辦

第五條 本辦法第二條第二項之

行政管理費結餘款之支

用原則為建立專款帳

戶，在每年計畫執行完畢

後，撥入計畫主持人專戶

累積使用，作為後續計畫

之配合款，或依第四條規

定辦理。 

修訂第五條在本校會計

作業上擬將建立專款帳

戶，修訂為撥入結餘款帳

戶，以便於後續作業。 

 

未修正 
第六條 結餘款經費之核銷按一  

般經費結報程序辦理。

未修正 

第七條  本辦法未明訂之事項，

悉依本校相關法規辦

理。 

第八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校

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

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第八條 經行政會議及校 已提第 31 次校務基金管本辦法

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

過，並報教育部核備後

實施，修正時亦同。 

理委員會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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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大學傑出研究教師獎勵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民國 96 年 03 月 16 日本校第 80 次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 96 年 5 月 17 日本校第 15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通過

96 年 9 月 6 日教育部台高(三)字第 0960137012 號函核定
98 年 12 月 11 日本校第 103 次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 99 年 1 月 22 日本校第 23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通過
民國 101 年 6 月 15 日第 124 次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 101 年 9 月 27 日第 32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為獎勵研究績優教師暨提昇學術研

究水準，特訂定國立高雄大學傑出研

究教師獎勵辦法（以下簡稱本辦

法）。 

未修正 

第二條 
傑出研究教師每學年至多遴選 3名，

得獎者為「高大傑出研究教師」，學

校頒發每名傑出研究教師辦公室名

牌一只、獎牌一只及獎金24萬元整

(由核定後當年 8 月起開始按月發放

獎金 1 萬元，為期2年，共計 24 萬

元)，離職後停止發放。 

第二條 
傑出研究教師每學年遴選1名，得獎

者為「高大傑出研究教師」。 

獲獎教師，學校頒發教師研究室名牌

一只、獎座一只、獎勵金12萬元整(由
核定後當年 8月起開始按月發放獎金

1 萬元，為期1年)及計畫配合款 12 萬

元（納入獲獎教師計畫結餘款項

下），並由校長於本校全校性公開活

動中頒發獎牌。 
第六條 

傑出研究教師獎金由核定後當年 8月
起開始按月發放，並由校長於本校全

校性公開活動中頒發獎牌。 

1. 合併原條文第

二條及第六條 
2. 受獎人數改為

1 人。 
3. 受獎期間改為

1 年。 
4. 獎勵金 24 萬改

12 萬獎勵金及

12 萬計畫配合

款。 
5. 離職後停止發

放獎勵金另訂

於第四條。 

會議紀錄附件：提案四法規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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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 

傑出研究教師甄審資格： 

（一）凡本校專任教師近 3 年每年都

有國科會計畫者，由各學院、通

識教育中心教評會審查後推薦

參與甄選。 
（二）曾獲本獎教師、特聘教授與講

座教授者，3 年內不得申請。 
（三）得獎教師於本校任職期間僅能

受領本獎項至多 2 次。 

第三條 

傑出研究教師甄審資格： 

（一）凡本校專任教師學術研究卓越

者，由各學院推薦參與甄選。 

（二）曾獲本獎教師、特聘教授與講

座教授 3年內不得申請。 

1. 納入通識教育

中心並敘明申

請教師應經所

屬教評會審查。

2. 100 年本校傑

出研究教師遴

選 委 員 會 決

議：申請教師近

3 年每年都有

國科會計畫。 

3. 明訂得獎教師

於本校任職期

間僅能受領本

獎項至多 2次。

第四條 

獲獎教師於獎助期間離職或退休，應

終止獎助。 

獲獎教師若同時獲得本校特聘教

授、講座教授、教育部彈性薪資、國

科會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或國家級獎

項（如教育部學術獎、國家講座、傑

出人才發展基金會傑出人才講座、行

政院傑出科技人才獎、國家文藝獎、

行政院文藝獎或相當層級之獎項

等），應擇一領取獎金。 

 1. 新增條文 

2. 明訂終止獎助

及擇一領取獎

金。 

第五條 

獲本辦法獎勵者，應致力提升本校之

學術水準，並爭取更高榮譽。 

本校得邀請獲獎教師參加教師研習

座談，提供研究經驗的分享與交流。
 

 1. 新增條文。 

2. 敘明獲獎教師

除應致力提升

本校學術水準

外，並應參加教

師研習座談提

供研究經驗分

享與交流之負

義務。 

會議紀錄附件 -P. 24



第六條 

本校應組成「傑出研究教師獎勵審查

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審查本獎

勵作業，委員會成員如下： 

學術副校長、研發長、全校講座教

授、全校特聘教授、各院院長，並由

學術副校長擔任主席。 

本會召開時，委員應親自出席，不得

委由他人代為出席及行使投票權。惟

各委員對於審議案件如涉及其自身

利益、其配偶或三親等內之血親或姻

親、或具論文指導師生關係之案件，

應予迴避。 

委員中有應行迴避之情事者，不計入

出席委員人數。 

開會時應有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

之出席，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同

意，始得通過。 

第七條 

本校傑出研究教師獎助審查委員會

成員如下: 
學術副校長、研發長、全校特

聘教授、全校講座教授、各院院長，

並由學術副校長擔任主席。 

1. 條次變更。 

2. 明訂委員應親

自出席及迴避

情事。 

第四條 

傑出研究教師推薦方式及應備文件： 

（一）推薦方式： 
每年由各學院推薦教師名單 2人
及提供每位被推薦者之外審委

員建議名單 6 人送研發處。 
（二）應備文件： 

1. 推薦表一份 
2. 研究成果資料一式三份。 
3. 教學成果資料一式三份。 

第七條 

傑出研究教師之審查程序為： 

（一）由各學院、通識教育中心教評

會推薦教師 1 人。將推薦案連同會議

紀錄等相關資料送研發處。 

（二）若全校推薦人數超過 3人，則

本會就各受推薦教師進行評選，取前

三名送校外專家學者審查。 

若全校推薦人數未超過 3人，則依外

審規定辦理外審。 

（三）學術副校長得就各學院、通識

教育中心教評會提供之外審委員建

議名單圈定三人，研發處就所圈定名

單寄送被推薦人之送審資料供外審

委員審查。 

（四）研發處將外審審查意見表連同

第五條 

傑出研究教師甄審方式： 

（一）每年 12 月由研究發展處公告。 
（二）公告次年 2 月底前各學院將申

請人資料送交研究發展處彙整。 
（三）研發處就各學院提供之外審委

員名單，送學術副長圈定二~三
人，學術副校長得視實際需要增

1. 合併原條文第

四條及第五條。

2. 各學院及通識

教育中心受推

薦教師及外審

委員建議名單

應經所屬教評

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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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資料送本會審議。 加一~二名外審委員名單交研發

處,研發處就所圈定名單寄送被

推薦人之送審資料供外審委員

審查。 
（四）每年 5 月底前由本校「傑出研

究教師獎勵審查委員會」依

外審結果，經充分討論後，

會議由全體委員三分之二

以上出席，出席委員三分之

二以上表決同意並送校長

核定。 

 第八條 

本辦法之經費來源由學校校務基金

（包括捐贈收入、場地設備管理收

入、推廣教育收入、建教合作收及投

取得之收益）支應。 

未修正 

第九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及校務基金管理

委員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第九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及校務基金管理

委員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修正立法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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