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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大學第 99 次行政會議提案單 
 

                      提案單位：學務處 
提案一 
案 由：有關國立高雄大學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以下簡稱性平會）設置

辦法(修正草案)乙案，請 討論。 

 

說 明： 

一、 有鑒於教育部性別平等教育活動訪視建議，宜提高學校性平會幕

僚級，依九十六年度第二學期性平會會議決議，修改本校性平會

設置辦法。 

二、 本修正草案已於九十七年度第一學期性平會會議提案修整，並於

九十七年度第二學期性平會會議提議通過。 

三、 檢附「國立高雄大學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草案)，

如附件。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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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大學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草案）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無修改 

國立高雄大學（以下簡稱本校） 

為促進性別平等，消除性別歧 

視，維護人格尊嚴，並建立性別 

平等之教育資源與環境，協調及 

整合校內相關資源，特依教育部 

函頒之「性別平等教育法」設置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以下簡 

稱本會），以推動執行相關事務。 

無修改 

第二條 

本會為策劃與推動本校性 

別平等教育，應實施以下各 

項措施： 

一、統整本校各單位相關資 

   源，擬訂性別平等教育  

   實施計畫，落實並檢視 

   其實施成果。 

二、規劃或辦理學生、教職 

   員工及家長性別平等教 

   育相關活動。 

三、擬行並推廣性別平等教 

   育之課程、教學及評量。

四、研擬性別平等教育實施 

   與校園性侵害及性騷擾 

   之防治規定，建立機 

   制，並協調及整合相關 

   資源。 

五、調查及處理與性別平等 

   教育法有關之案件、及 

   性騷擾防治法及性別工 

   作平等法之性騷擾申訴 

   案件。 

六、規劃及建立性別平等之 

    安全校園空間。 

七、推動社區有關性別平等 

  之家庭教育與社會教育。 

八、其他關於本校或社區之

性別平等教育事務。 

本會為策劃與推動本校性別平等 

教育，應實施以下各項措施： 

一、統整本校各單位相關資源， 

  擬訂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計畫，   

  落實並檢視其實施成果。 

二、規劃或辦理學生、教職員工 

 及家長性別平等教育相關活動。 

三、擬行並推廣性別平等教育之 

  課程、教學及評量。 

四、研擬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與校 

  園性侵害及性騷擾之防治規 

  定，建立機制，並協調及整合 

  相關資源。 

五、調查及處理與本法有關之案 

  件。 

六、規劃及建立性別平等之安全 

  校園空間。 

七、推動社區有關性別平等之家 

  庭教育與社會教育。 

八、其他關於本校或社區之性別 

  平等教育事務。 

一、依據性別工作平

等法、性騷擾防治

法等相關規定辦

理。 

二、查本校於 97 年

10 月 31 日召開本校

97 學年度第 1學期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

會(簡稱性平會)，會

中決議，該會處理與

教職員相關之性別

平等業務由人事室

主任統籌規劃，遇相

關性騷擾、性侵害情

事，由人事室籌組專

案小組處理；與學生

相關之性別平等業

務由學務處統籌規

劃，遇相關性騷擾、

性侵害情事，由學務

處籌組專案小組處

理。爰擬於「國立高

雄大學性別平等教

育委員會設置辦法」

第二條條文有關本

校性平會職掌，增列

「調查及處理性騷

擾防治法及性別工

作平等法之性騷擾

申訴案件」之權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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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 

本會之組織如下： 

本會置委員十九至二十一人

，其中女性委員應占委員總

數二分之ㄧ以上。由全校具

性別平等意識之教師代表、

職工代表、學生代表及性別

平等教育相關領域之專家組

成之。 

一、本會之組成方式如下： 

   教師代表十一人，其中 

   男性五人、女性六人， 

   由校長遴選產生之。 

   職工代表二人，男女各  

   一人，由校長遴聘產生 

   之。 

專家學者一至三人，由校

長遴選產生之。 

   學生代表二人，男女各 

   一人，由學生自治團體  

   依其自治辦法產生之。 

二、本會設主任委員一人， 

   由校長擔任之。 

三、本會設執行秘書二人， 

   由人事室主任、學務長 

   任執行秘書。 

四、執行秘書為當然委員， 

   執掌如下：與教職員工 

   相關之性別平等業務， 

   由人事室主任統籌規 

   劃，遇相關性騷擾、性  

   侵害情事，由人事室籌 

   組專案小組處理；與學 

   生相關之性別平等業 

   務，由學務處統籌規 

   劃，遇相關性騷擾、性 

   侵害情事。由學務處籌 

   組專案小組處理。 

五、本會委員為無給職，任 

    期一年，連聘得連任。 

    本會委員於任期中出 

    缺、異動時，得由校長 

    補聘缺額，任期至屆滿 

    為止。 

本會之組織如下： 

本會置委員十五人，其中女性委員

應占委員總數二分之一以上。由全

校具性別平等意識之教師代表、職

工代表、學生代表及性別平等教育

相關領域之專家學者組成之。 

一、本會之組成方式如下： 

  教師代表及專家學者十一人， 

  其中男性五人、女性六人，由  

  校長遴聘產生之。 

  職工代表二人，男女各一人， 

  由校長遴聘產生之。 

  學生代表二人，男女各一人， 

  由學生自治團體依其自治辦法 

  產生之。 

二、本會設主任委員一人，由校長

擔任之。 

三、本會設執行秘書一人，由主任

委員就委員中遴聘兼任之，綜

理本會各項行政業務。 

四、本會委員為無給職，任期一年

，連聘得連任。 

    本會委員於任期中出缺、異 

    動時得由校長補聘缺額，任 

    期至屆滿為止。 

1.依據97.3.26性別

平等委員會會議決

議修正。 

2.委員會人數修正。

第四條 無修改 本委員會處理校園性侵害或性騷 無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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擾事件時，得成立調查小組調查

之。調查小組以三人或五人為原

則。其成員之組成依「性別平等教

育法」。 

第五條 無修改 

本會每學期召開一次委員會會

議，由主任委員召集之，必要時得

召開臨時會議，並可視實際需要指

定相關人員列席。 

無修改 

第六條 無修改 
本辦法未規定事項依性別平等教

育法及其他相關法規規定辦理。 
無修改 

第七條 無修改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報請教育

部備查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無修改 

 

 

12



 

附 

 

件 

 

二 

13



 

14



國立高雄大學第 99 次行政會議提案單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提案二 

案 由：檢陳「國立高雄大學/大阪商業大學學術交流合約書(中英文草案)」
(詳附件二- 1、2)，提請討論。 

說 明： 
一、 依據 98 年 4 月 7 日本校第 53 次主管會議決議辦理。 
二、 檢附大阪商業大學學校簡介(詳附件二-3)。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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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1 

AGREEMENT FOR COOPERATION BETWEEN 
OSAKA UNIVERSITY OF COMMERCE 

AND 
NATIONAL UNIVERSITY OF KAOHSIUNG 

 
Osaka University of Commerce and National University of Kaohsiung agree on the 
following program in order to foster the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in education, research 
and other related fields.   
 
1. Based on the principles of respect for each other’s independence and of mutual benefit, 

the two universities will work towards carrying out the following activities: 
(1) Exchange of students 
(2) Exchange of faculty members and staff 
(3) Exchange of scientific materials, publications and information 
(4) Joint research and research meetings 
(5) Activities in areas of mutual interest 

   
2. In order to carry out the above-mentioned activities, detailed work plans are to be 

developed after consultation between the two universities. 
 
3. This agreement is valid for a period of 5 (five) years from the date of signing and will 

be automatically extended each year if no party raises objections. In the event of the 
need to terminate this agreement, one party must inform the other in writing at least 3 
months prior to termination. 

 
4. Revisions to this agreement may be made upon the mutual consent of the two 

universities. 
 
5. Each party will keep a copy of this agreement. 
 
In witness thereof, the undersigned had signed this agreement on behalf of their respective 
universities on the date shown with their respective signatures: 
 
 
 
 
(Signature) (Signature) 
                                                            
Ichiro Tanioka, President  Ing-Chung Huang, President 
Osaka University of Commerc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Kaohsiung  
 
 
Date: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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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2 

國立高雄大學與大阪商業大學合作協議書(草案) 

 

國立高雄大學與大阪商業大學同意進行下列各計劃以促進兩校教育研究領域的

交流合作: 

 

1. 兩校基於相互尊重與平等互惠原則，進行下列活動: 

(1) 學生交流 

(2) 教職員交流 

(3) 學術資料、刊物與資料的交流 

(4) 共同合作研究與研討會 

(5) 其他共同感興趣領域之活動 

 

2. 為實行上述活動，兩校經協議制訂詳細工作計畫。 

 

3. 本協議自簽約日起生效，期限為 5年；合約期滿前任一方未提出異議中止合

約，則每年自動續約。中止合約須於合約期滿 3個月前以書面為之。 

 

4. 經兩校同意得對本協議加以修改。 

 

5. 本協議一式兩份，雙方各保存一份。 

 

兩校代表於本協議書簽名並註明日期，以玆證明: 

 

 

 

 
(簽名) (簽名) 

                                                            

校長 黃英忠 校長 谷岡一郎 

國立高雄大學 大阪商業大學  

 

 

日期: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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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3 

大阪商業大學簡介 

History 

The origin was founded in 1928 as Osaka Joto School of Commerce (大阪城東商業学

校) by Noboru Tanioka (谷岡登, 1894-1974). This was a five-year school for boys (for 
ages 12-17 or above). In 1934 the school was hit by Typhoon Muroto, and the school 
building was rebuilt with reinforced concrete in 1935 (Tanioka Memorial Hall today). In 
1944, during World War II, the school was forcedly reorganized into Fusé Technical 
School (布施工業学校), which was restored to a commercial school after the war. 

In September 1947, the school was merged with Katano Women's College (交野女子専

門学校) to constitute Joto Vocational College (城東専門学校, a three-year college for 
ages 17-20 or above). The former commercial school was reorganized into a high school 
in 1948 under Japan's new educational systems (Osaka University of Commerce High 
School today). 

In 1949 Joto Vocational College was developed into Joto Vocational University (大阪

城東大学 Ōsaka jōtō daigaku?. JVU had one faculty: Faculty of Economics. The 
university was renamed Osaka University of Commerce in 1952, and its faculty too was 
renamed Faculty of Commerce and Economics. 

In 1997 OUC established Graduate School (Regional Policy Studies, a master's degree 
course). 
In 1999 Graduate School added a doctoral degree course. 
In 2000 Faculty of Commerce and Economics was reorganized into two faculties: 
Economics and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Faculties (Undergraduate Schools) 

• Economics  
o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o Department of Management  
o Department of Commerce  
o Department of Public Management  

Graduate School 

• Regional Policy Studies  

Institutes 

• Institute of Regional Studies  
• Institute of Amusement Industry Studies  
• Museum of Commercial History (in Tanioka Memorial Hall)  
• U-Media Center GATEWAY (Libr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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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大學第 99 次行政會議提案單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提案三                    

案 由：檢陳「國立高雄大學/暹邏大學學術交流合約書(中英文草案)」(詳
附件三之 1、2)，提請討論。 

說 明： 
    一、依據 98 年 4 月 7 日本校第 53 次主管會議決議辦理。 

     二、檢附暹邏大學學校簡介(詳附件三-3)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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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1 

AGREEMENT FOR COOPERATION BETWEEN 
SIAM UNIVERSITY 

AND 
NATIONAL UNIVERSITY OF KAOHSIUNG 

 
Siam University and National University of Kaohsiung agree on the following program in 
order to foster the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in education, research, outreach, cultural 
activities and other related fields.   
 
1. Based on the principles of respect for each other’s independence and of mutual benefit, 

the two universities will work towards carrying out the following activities: 
(1) Exchange of students 
(2) Exchange of faculty members and staff 
(3) Exchange of scientific materials, publications and information 
(4) Joint research and research meetings 
(5) Activities in areas of mutual interest 

   
2. In order to carry out the above-mentioned activities, detailed work plans are to be 

developed in reciprocal manner after consultation between the two universities. 
 
3. This agreement is valid for a period of 5 (five) years from the date of signing and will 

be automatically extended each year if no party raises objections. In the event of the 
need to terminate this agreement, one party must inform the other in writing at least 3 
months prior to termination. 

 
4. Revisions to this agreement may be made upon the mutual consent of the two 

universities. 
 
5. Each party will keep a copy of this agreement. 
 
In witness thereof, the undersigned had signed this agreement on behalf of their respective 
universities on the date shown with their respective signatures: 
 
 
 
 
 
                                                            
Pornchai Mongkhonvanit, President  Ing-Chung Huang, President 
Siam University National University of Kaohsiung  
 
 
Date: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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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2 

國立高雄大學與暹邏大學合作協議書(草案) 

 

國立高雄大學與暹邏大學同意進行下列各計劃以促進兩校教育研究領域的交流

合作: 

 

1. 兩校基於相互尊重與平等互惠原則，進行下列活動: 

(1) 學生交流 

(2) 教職員交流 

(3) 學術資料、刊物與資料的交流 

(4) 共同合作研究與研討會 

(5) 其他共同感興趣領域之活動 

 

2. 為實行上述活動，兩校基於互惠原則經協議制訂詳細工作計畫。 

 

3. 本協議自簽約日起生效，期限為 5年；合約期滿前任一方未提出異議中止合

約，則每年自動續約。中止合約須於合約期滿 3個月前以書面為之。 

 

4. 經兩校同意得對本協議加以修改。 

 

5. 本協議一式兩份，雙方各保存一份。 

 

兩校代表於本協議書簽名並註明日期，以玆證明: 

 

 

 

 
(簽名) (簽名) 

                                                            

校長 黃英忠 校長 Pornchai Mongkhonvani 
國立高雄大學 暹邏大學  

 

 

日期: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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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3 

泰國暹邏大學簡介 
Siam University is one of Thailand’s oldest, largest, and most cosmopolitan private 
university. 
Located in South-West Bangkok, the 20-building campus features first-class academic 
and social facilities designed to cater for the specific needs of student life.  
The university is organized in 10 colleges and schools which offer a broad variety of 
undergraduate, graduate and lifelong education programs, some of which are available in 
English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s. The student body consists of around 15,000 students, 
including some 300 international students who come from over 15 countries and regions.  
Siam University being a fully accredited institu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ts graduates 
enjoy the same privileges granted to state university graduates.  
Its academic collaboration with 47 leading universities and institutions worldwide creates 
unique possibilities for students who wish to transfer from or to SU, or who wish to 
undertake research projects.  
 
Colleges and Schools  
INTERNATIONAL COLLEGE  

 Bachelo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Bachelo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in Hotel & Tourism Management  

INTERNATIONAL GRADUATE SCHOOLS 

 International 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Doctor of Philosophy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Business  

COLLEGE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Bachelo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in Finance & Banking  

 Bachelo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in Marketing Bachelo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in General Management  

 Bachelo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in Business Computing  

 Bachelo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nagement  

 Bachelo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in Industrial Management  

 Bachelor of Accounting  

COLLEGE OF COMMUNICATION ARTS  

 Bachelor of Arts (Communication Arts) in Advertisement  

 Bachelor of Arts (Communication Arts) in Journalism  

 Bachelor of Arts (Communication Arts) in Public Relations  

 Bachelor of Arts (Communication Arts) in Digital Media  

COLLEGE OF ENGINEERING  

 Bachelor of Engineering in Automotive Engineering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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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helor of Engineering in Civil Engineering  

 Bachelor of Engineering in Computer Engineering  

 Bachelor of Engineering in Electrical Engineering  

 Bachelor of Engineering in Mechanical Engineering  

 Bachelor of Industrial Technology in Automotive Engineering  

 Bachelor of Industrial Technology in Electrical Engineering  

 Bachelor of Industrial Technology in Mechanical Engineering  

 Bachelor of Industrial Technology in Printing & Publishing Engineering  

COLLEGE OF LAW  

 Bachelor of Laws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Bachelor of Arts in Hotel Studies and Tourism  

 Bachelor of Arts in English Business Communication  

COLLEGE OF NURSING  

 Bachelor of Nursing Science  

COLLEGE OF PHARMACY  

 Doctor of Pharmacy in Pharmaceutical care  

COLLEGE OF SCIENCE  

 Bachelor of Science in Computer Science  

 Bachelor of Science in Food Technology  

 Bachelor of Science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GRADUATE COLLEGE 

 Master of Arts in Communication Arts  

 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Master of Education Administration  

 Master of Engineering in Engineering Management  

 Master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Master of Science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Docto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in Marketing  

 Doctor of Philosophy in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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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大學第 99 次行政會議提案單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提案四                     

案 由：檢陳「國立高雄大學/國防大學校際合作策略聯盟協議書(草案)」(詳
附件四-1)，提請討論。 

說 明： 
一、依據 98 年 4 月 7 日本校第 53 次主管會議決議辦理。 
二、檢附國防大學學校簡介(詳附件四-2)。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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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1 

國立高雄大學與國防大學 
校際合作策略聯盟協議書 

    國立高雄大學國防大學為促進兩校之學術交流，並謀求雙方教學研

究之合作，特簽訂本教育暨學術策略聯盟合作協議書，條款如下: 

一、 雙方秉持互惠平等精神進行下列合作事項: 

(一) 教師及研究人員之交流合作 

(二) 研究生、學生互相選課交流 

(三) 學術刊物交換與其他資料之交流 

(四) 共同參與學術研究 

(五) 共同舉辦學術研討會及學生競賽、聯誼活動 

(六) 雙方設備(含軟硬體)及圖書資源之共享 

(七) 其他雙方同意之專案計畫 

二、 若需訂立與本協議書之相關之細節，兩校相關單位可簽訂備忘

錄，並作為本協議書之附冊。 

三、 本協議書將於雙方校長簽署之日生效，有效期限 3 年，除非任

一方於 6 個月以書面通知對方終止，否則本協議書將於每次到期日

期，均自動延長 5 年。 

 

 

國立高雄大學                         國防大學 

 

校長:                                校長:                          

 

中  華  民  國  九十八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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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2 

國防大學簡介 
 

國防大學位於桃園縣八德市，是中華民國規模最大之軍事學府。以培養國家各階層

研究國家戰略人才及國軍戰術、戰略研究、國防科技、資源管理、法律與政治作戰

等領導人才為宗旨，兼具國防智庫功能。國防大學目前是由三軍大學、中正理工學

院、國防管理學院及政治作戰學校等四所院校整合組成。 
 

創校   1906 年成立陸軍軍官學堂  

       1969 年整併為三軍大學 

       2000 年成立國防大學 

類型 國立，軍事院校 

校長 金乃傑 上將 

所在 中華民國台灣 

       桃園縣八德市（校本部） 

       桃園縣大溪鎮（中正嶺校區） 

       台北市北投區（復興崗校區） 

面積 率真(八德)校區 31.xx 公頃 

       中正嶺校區 64.3 公頃 

       復興崗校區 40.142589 公頃 

系所院 7 學院、14 學系、24 碩士班、5 博士班 

 

學院 

   戰爭學院  

   陸軍指參學院  

   海軍指參學院  

   空軍指參學院  

   理工學院  

   管理學院  

   政戰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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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大學第 99 次行政會議提案單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提案五                     

案  由：有關本校與台南縣農會走馬瀨農場產學合作協議書(詳附件) ，提

請  討論。 

說  明： 
一、依據 98 年 4 月 7 日本校第 53 次主管會議決議辦理。 
二、本校預定於校慶活動與台南縣農會走馬瀨農場簽訂合約。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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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高雄大學 

                      產學合作協議書 

      台南縣農會 

 

立協議書人：國立高雄大學（以下簡稱甲方） 

      台南縣農會 （以下簡稱乙方） 

 

第一條 (宗旨) 

國立高雄大學與台南縣農會走馬瀨休閒農場為積極推動產

學合作與促進休閒農場產業發展，有效運用雙方人力、場地

及學術資源，共同推動社會大眾認識農場生態及終身學習課

程，並提升教育研究水準，特議定本協議書，以為雙方合作

之依據。 

 

第二條 (合作範圍) 

一、 學術研究合作與交流。 

二、 專業科技知識之諮詢、研究與訓練。 

三、 相關教學及產業資源合作與交流。 

四、 共同指導學生、學生實習及推動人才培訓。 

五、 開設教育訓練與就業學程課程。 

六、 舉辦學術研討會、實務座談會或就業博覽會等。 

七、 雙方同意提供實務經驗專業人員擔任相關課程之師資。 

八、 社會大眾農場教育課程及活動之規劃與辦理。 

九、 其他雙方視共同需要之項目。 

 

第三條 (作業方式) 

一、 甲乙雙方得共同向有關單位合提專題研究計畫。 

二、 甲乙雙方本著平等互利、優勢互補、共同發展的原則，聯

合開展研究，建立長期合作關係。 

三、 甲乙雙方提供資源共享，如雙方學術出版品互相交流。 

四、 甲乙雙方舉辦研討會、展覽或教育訓練活動時場地及設備

得相互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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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甲乙雙方得運用雙方之宣傳資源相互推廣雙方之活動訊

息。 

六、 甲乙雙方員工生教育訓練時得相互提供專業人員予以協

助。 

七、 甲乙雙方之其他工作與業務得於需要時相互支援。 

 

第四條 (合約期間) 

本協議書經雙方同意後，自簽章用印起生效，有效期限四年，   

經雙方同意得於期滿前辦理續約。 

 

第五條 本協議書如有未盡事宜，得由雙方同意後，以協議書或契約    

方式，將有關細節訂定於附則。 

 

第六條 本協議書甲乙雙方各執正本乙份，副本各三份。 

 

立約人： 

  甲 方：國立高雄大學 

  代表人：黃英忠 

  職 稱：校長 

  地 址：高雄市楠梓區高雄大學路 700 號 

 

 

    乙 方：台南縣農會 

  代表人：陳明田 

  職 稱：理事長 

  地 址：台南縣大內鄉二溪村唭子瓦 60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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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大學                      台南縣農會 

校長   黃  英  忠                   理事長  陳  明  田 

 

 

 

 

 

 

                                                                         

國立高雄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        台南縣農會 

院長   陳  文  輝                 總幹事  吳  正  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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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大學第 99 次行政會議提案單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提案六                     

案 由：有關「國立高雄大學建教合作計畫配合款補助辦法」部分條文修

正乙案，提請 討論。 

說 明： 
一、 本處計畫配合款因校方分配額度逐年減少，已不足以支付全校研

究計畫配合款之需求，故擬不再受理國科會計畫經常門及資本門

配合款申請。 
二、 原辦法名稱「國立高雄大學建教合作計畫配合款補助辦法」修改

為「國立高雄大學計畫配合款補助辦法」。 
三、 修正第二條及第三條計畫配合款支應相關規定及執行方式。 
四、 本案業經98年4月15日第25次研發會議修正通過，相關條文內容如

附件。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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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大學計畫配合款補助辦法 

修正條文對照表 
  民國 94 年 12 月 9 日第 69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95 年 1 月 6 日第 10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議修正通過 

民國 95 年 3 月 3 日第 71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國立高雄大學計畫配合款補

助辦法 
國立高雄大學建教合作計畫

配合款補助辦法 
修正計畫名稱 

 第一條 國立高雄大學（以下

簡稱本校）依據國立

大學校院校務基金

設置條例第七條規

定，為本校建教合作

計畫配合款之補

助，訂定「國立高雄

大學建教合作計畫

配合款補助辦法」

（以下簡稱本辦

法）。 

未修正 

第二條 本校計畫配合款之

支應，計畫委託或補助單位

以政府機關計畫為限（國科

會除外），惟特別個案得另簽

請校長核定。申請者須於計

畫送出前，填具本校計畫處

理單經校長核准後送研究發

展處備查。未依規定事先申

請者，不予補助。 

第二條 本校建教合作計畫

配合款之支應，以建

教合作計畫案核定

後之計畫總金額 10
％為上限，惟特別個

案得另簽請校長核

定。 

1.除特別個案外，原

則上國科會計畫

不支應配合款 

2.增訂申請計畫配

合款補助須於計

畫申請前依本校

申請程序辦理，

未依規定辦理不

予補助。 

第三條 本辦法之執行方式

如下： 

（一）計畫委託或補助

單位訂有配合款之要

求，且已明訂配合款下

第三條 本辦法計畫委託單

位係以政府機關建

教合作計畫為限。計

畫委託單位訂有配

合款需求者，已明訂

配合款比例者，從其

訂定各類配合款支

應之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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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限比例者，原則上從其

下限比例支應。 

（二）計畫委託或補助

單位訂有配合款之要

求，但未訂比例者，原

則上以遵循同類型先

例辦理，無同類型先例

者，以個案方式簽請校

長核定。 

（三）計畫委託或補助

單位未訂有配合款之

要求，不支應配合款。 

（四）計畫經費經委託

或補助單位刪減者，除

另有規定外，學校配合

款依計畫核定金額按

比例刪減。 

比例；但校方配合款

上限為核定計畫總

金額 10％上限，未明

訂配合款比例者，以

遵循同類型先例之

原則辦理，無同類型

先例者，以個案方式

簽請校長核定。 

 

 第四條 建教合作計畫案之

委託單位未訂有配

合款需求，而係計畫

執行單位自行提出

配合款申請者，若計

畫執行單位未提出

相對配合款，則校方

配合款上限為核定

計畫總金額之 5％；

若計畫執行單位提

出 20％配合款（校方

80％），則計畫配合

刪除第四條 

款上限為核定計畫

總金額之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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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四條 本辦法配合款之經

費來源為本校自籌收入或教

學圖書儀器設備費，補助額

視當期編列之實際配合款額

度為上限。 

第五條 修正為第四條 

 

本辦法配合款之經

費來源為本校自籌

收入或教學圖書儀

器設備費，補助額視

當期編列之實際配

合款額度為上限。 

 第六條 
出前，填具配合款申

處，並由「研究發展

刪除第六條 申請者須於計畫送

請表，經執行主管同

意後送研發處備

查。計畫經核定後，

申請人另須檢送計

畫核定影本至研發

委員會議」審定配合

款金額。 

第五條 本辦法經校務基金

管理委員會及行政會議通

過，並經核定後實施，修正

時亦同。  

第七條 修正為第五條 本辦法經校務基金

管理委員會及行政

會議通過，並經核定

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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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大學第 99 次行政會議提案單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提案七                     

案  由：有關「國立高雄大學專任教師學術著作獎勵要點」條文修正乙案，

提請討論。 

說  明： 
一、依據 96 年 11 月 2 日教育部至本校訪視教師資格審查作業之意見辦

理。訪視意見指出：「研究獎勵以篇計酬方式，對良好學術風氣建

立並無益處，建議宜從制度面改進。」故擬修正校內相關規章，以

提升研究水準，力求質量並重。 
二、詳細內容請參閱修正條文對照表(詳附件)。97 年度論文獎勵情形請

參閱附表附圖。 
三、本案業經 98 年 4 月 15 日第 25 次研發會議修正通過在案。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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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大學專任教師學術著作獎勵辦法 

民國九十三年十一月九日第五十七次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九十四年一月十一日第十二次主管會報第一次修正通過

民國九十四年一月十九日第八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

民國九十四年三月十一日第六十二次行政會議第一次修正通過

民國九十五年五月十二日第七十三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九十六年一月十九日第七十九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九十六年三月一日第十四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

民國九十六年四月二十四日教育部台高(三)字第 0960061237 號函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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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提升研究水

準，鼓勵教師從事學術

研究，特訂定本辦法。 

第一條 國立高雄大學(以下簡稱

本校 ) 為提升研究水

準，鼓勵教師從事學術

研究，特訂定本要點。 
 

「要點」修正為「辦

法」 

第二條 本校聘請之專任教

師，於申請及通過獎勵

時須具有本校專任教

師身分，並註明任教機

構為“National 
University of 
Kaohsiung”或“國立高

雄大學”。 

第二條 本校聘請之專任教師，

於申請本研究獎勵時，

須提出以高雄大學專任

教師身分(註明任教機

構為高雄大學)發表之

論文。 

註明任教機構為 
“National University 
of Kaohsiung”或 
“國立高雄大學” 

第三條  本辦法以 SCI、SSCI、
A&HCI、EI、TSSCI
五種索引收錄之學術

性期刊之論文提出申

請獎勵並經審議通過

者，並依據第四條審

定資格之論文計點。 

 

第三條 以 SSCI、AHCI、SCI、
EI、TSSCI 五種索引收

錄之學術性期刊論文提

出申請獎勵並經審議通

過者，SSCI 論文每篇新

台 幣 壹 拾 貳 萬 元 ，

AHCI、SCI、EI、TSSCI
論文每篇新台幣参萬

元。 

由以篇計酬的方式

改為以點數敘獎 

第四條  

本辦法獎勵論文分級及敘獎點

數(見附表)： 

(一) 刊登於自然期刊（Nature）

第四條  發表於 Science 或 
Nature 之學術論文每

篇新台幣貳拾萬元。 

 

依不同期刊類別修

正獎勵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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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科學期刊（Science）者，得

50 點。 

(二) 刊登於 SCI 正式收錄期

刊，並以 Journal Citation Report 
(JCR)之 impact factor 計算排名

前 20%（含）之期刊; 刊登於

SSCI 及 A&HCI 正式收錄期

刊，並以 JCR 之 impact factor
計算排名前 40%(含)之期刊

者，得 15 點。 

(三) 刊登於 SCI 正式收錄期

刊，並以 JCR 之 impact factor
計算排名 20% 至 40%（含）之

期刊; 刊登於 SSCI 及 A&HCI
正式收錄期刊，並以 JCR 之

impact factor 計算排名 40%至

50%（含）之期刊者，得 10 點。 
(四)  
刊登於 SCI 正式收錄期刊，並

以 JCR 之 impact factor 計算排

名 40% 至 60%（含）之期刊; 刊
登於 SSCI 及 A&HCI 正式收錄

期刊，並以 JCR 之 impact factor
計算排名 50%至 60%（含）之

期刊；刊登於國科會社會科學

領域 TSSCI 正式收錄期刊者，

得 7 點。 
 
 
(五)  
刊登於 SCI、SSCI 及 A&HCI
正式收錄期刊，並以 JCR 之

impact factor 計算排名 60% 至
80%（含）之期刊者，得 5 點。 
(六) 刊登於 SCI、SSCI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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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HCI 正式收錄期刊，並以

JCR 之 impact factor 計算排名

80% 至 100%（含）之期刊者，

得 3 點。 
(七) 刊登於 EI 正式收錄期刊

(以 Compendex 資料庫收錄清

單為準)者，得 2 點。 
第五條 
同一篇申請論文得以下列方式

計算點數： 
(一)  僅由一人提出申請時該

篇論文點數以第四條計算; 

(二)  由多人提出申請時該篇

論文點數以第四條點數之

120%計算。 

 
 

第五條 申請研究獎勵之論文

應以申請前二年內發

表並已出版之原始研

究論文為限。同一篇研

究論文如屬數人共同

完成者，僅能由其中一

人提出一次申請。 
 

鼓勵研究群合作並

發表論文 

第六條  同一申請人同一年度

最多申請 12 篇論文。 
 
 

 新增條文 

第七條 本辦法適用於申請日

之前一年度正式刊登

之原始研究期刊論

文。每年申請時間以六

月一日至六月三十日

為原則。申請時應填寫

「國立高雄大學專任

教師學術著作獎勵辦

法申請表」，提供相關

附件辦理，並配合本校

建立論文資料庫作業。 

第六條 申請研究獎勵時應附

SSCI、AHCI、SCI、
EI、TSSCI 索引收錄之

學術性期刊論文之原

期刊或其抽印本(或影

印本，惟以影印本申請

者，需另附期刊封面及

目錄)共二份。每年申

請時間以六月一日至

六月三十日為原則。 

受理申請論文之年

限由前兩年度改為

前一年度，並需配合

本校建立論文資料

庫相關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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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獎勵經費來源由本校校

務基金中自籌收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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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應。

審查委員會得以當年度

申請案件換算成總點數

為基準，並視當年度財

務狀況訂定點數之基本

金額後核發獎勵金。 
 

第七條 獎勵經費來源由本校

校務基金中自籌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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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

應。 
 

新增： 

審查委員會得以當

年度申請案件換算

成總點數為基準，並

視當年度財務狀況

訂定點數之基本金

額後核發獎勵金。 
 

第九條 「學術獎勵補助審查委

員會」成員由學術副

校長、教務長、研發

長、及各院院長組成

之，由學術副校長擔

任主席。 
 

第八條 「學術獎勵補助審查委

員會」成員由學術副校

長、教務長、研發長、

及各院院長組成之，由

學術副校長擔任主席。 
 

未修正 

第十條 本辦法經校務基金管

理委員會及行政會議

通過後於 99 年度實

施，並報教育部備查，

修正時亦同。 

 

第九條 本要點經校務基金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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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明新法規於 99 年

度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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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獎勵論文分級及敘獎點數 

 

點數 Nature & 
Science 

SCI SSCI,A&HCI EI TSSCI 

50 
＊     

15  0~20% 0~40%   
10  20%~40% 40%~50%   
7  40%~60% 50%~60%  

＊ 

5  60%~80% 60%~80%   
3  80%~100% 80%~100%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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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年度SCI, SSCI以Impact Factor 排名

(申請篇數：SCI 113, SSCI 11, AHCI 1, EI 29, TSSCI 16)

38
34

12

22

6
0 2 2 3 2

0

10

20

30

40

0-20% 20%-40% 40%-60% 60%-80% 80%-100%

百分比

篇數

SCI

SSCI

97年度SCI, SSCI以Impact Factor 排名

(申請篇數：SCI 113, SSCI 11, AHCI 1, EI 29, TSSCI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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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26

10
0 2 5 2

0

20

40

60

25%以內 25.1-50% 50.1-75% 75.1-100%

百分比

篇數

SCI

SSCI

97年度SCI, SSCI以Impact Factor 排名

(申請篇數：SCI 113, SSCI 11, AHCI 1, EI 29, TSSCI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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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28

0 4 5

0

20

40

60

80

30%以內 30.1-60% 60.1-100%

百分比

篇數

SCI

S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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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大學第 99 次行政會議提案單 

 

              提案單位：土環系 

提案十 

案 由：有關本系擬與高雄巿土木技師公會「產學合作案」乙案，提請  討

論。 

說 明：本系擬與高雄巿土木技師公會進行產合作，特簽訂本備忘錄，「產

學合作案」(如附件)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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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學合作備忘錄 
 

文號：         

 

            高雄市土木技師公會   （以下簡稱甲方）

立備忘錄人 

     國立高雄大學 土木與環境工程學系 （以下簡稱乙方） 

 

一、高雄市土木技師公會與國立高雄大學土木與環境工程學系（以下

簡稱雙方）為進行產業合作，特簽訂本備忘錄，以為雙方進行具

體合作之證據。 

二、甲方按會員業務需要，提供乙方大學以上學生之臨時工讀機會，

使得學生在畢業前，能學習許多實務之技能訓練，雙方議定最少

時薪為95 元／小時，對於甲方會員與乙方學生之雇傭關係，應

另行訂約。 

三、甲方之會員依業務需要，可向乙方出借貴系儀器設備（包含操作

人員），測試報告由乙方出具，其項目費用（含稅）如下： 

透地雷達：每次 16,500 元(以半天為限) 

鋼筋掃描：350 元/張(規格 60x60cm)，達 30 張以上，300 元/張 

微震量測：每天每點 16,500 元 

經緯儀/水準儀：一組人員半天 7000 元 

以上由甲方檢附委託單，逕至乙方辦理出借事宜。 

四、雙方因本合作案而知悉或持有他方之技術資料、營業機密等，應

負保密之義務，非經他方書面同意不得洩漏予第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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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備忘錄自簽訂日起生效，為期壹年，期滿經協商後可辦理續約。 

六、本備忘錄正本壹式貳份，由雙方各執壹份為憑。 

 

簽署人 

甲方： 

高雄市土木技師公會 

代表人／職稱： 

（簽章） 

地址： 

 

乙方： 

國立高雄大學 土木與環境工程學系 

代表人／職稱： 

（簽章） 

地址：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八 年 三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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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大學第 99 次行政會議臨時動議提案單 
 
提案一           提案單位：資訊工程學系、電機工程學系 

案 由：擬與義大利沙列諾大學(University of Salerno)數學和資訊學系

（Department of Mathematics and Informatics）洽簽「學術合作協定」

以拓展系對系交流並進行國際合作 
說 明： 

一、兩系各擬於 98 年 5 月 18 日與沙列諾大學數學和資訊學系簽訂學術

交流協議，雙方同意下列 5 項學術活動: 

（一）系與系之間交換師資 

（二）交換研究所程度以上學生 

（三）雙方研究領域合作，共同舉辦相關的學術會議 

（四）交換資訊著作等資源，以作為學術用途 

（五）其他相關學術活動，但須經雙方同意。 

二、合約（如附）內容謹訂於 5 月 18 日經雙方代表簽約後生效，為期 5

年，屆滿可視雙方現況續約。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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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REEMENT FOR ACADEMIC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KAOHSIUNG, TAIWAN 

AND 
UNIVERSITY OF SALERNO, THE REPUBLIC OF ITALY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of th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Kaohsiung, Taiwan, and the Department of Mathematics and Informatics of the University of 
Salerno, the Republic of Italy,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he two parties”, fully recognizing 
that academic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parties would be beneficial to all 
concerned, hereby affirm their intention to encourage such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As a general declaration of intent, the two parties agree to act as follows:  
 

1. The two parties will encourage the following activities in the fields of Computational 
Intelligences, Mathematics, Informatics and related fields: 
(1) Exchange of professors and researchers;  
(2) Exchange of graduate students;  
(3) Collaborative research and joint academic meetings;  
(4) Exchange of information, publications and materials for academic purposes; and  
(5) Other activities as may be mutually agreed by the two parties to this Agreement.  

2. The aforementioned activities shall be realized by means of consultation and the exchange 
of relevant information between appropriate members of the two parties. 

3. This Agreement shall become effective on the 18th day of May 2009 being signed 
beforehand by the official representatives of the two parties and shall remain valid for a 
period of five (5) years. This Agreement may be renewed for a further period of five (5) 
years by mutual agreement prior to the date of expiry.  

4. This Agreement may be amended by the two parties by mutual agreement.  

5. This Agreement is made only by English version.  
 
 
 
Dat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Kaohsiung 
 
Signed by  

         Prof. Chien-Yuan Chen 
         Director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Date: 
University of Salerno  
 
Signed by  

         Prof. Vincenzo LOIA 
         Director 
         Department of Mathematics and 
         Informatics 
 

TAIWAN ITA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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