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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高雄大學第 93 次行政會議提案單 

 

提案一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 由：檢陳本校獎勵在校生就讀校內研究所碩士班辦法修正草案條文對

照表（如附件一），提請討論。 

說 明： 

一、本校獎勵在校生就讀校內研究所碩士班辦法，經 96 年 9 月 28 日本

校第 84 次行政會議通過後業已施行一年，97 學年度共有應用化學

系、土木與環境工程學系各有 1 位本校學士班畢業之研究生獲獎，

相關獎學金目前正簽陳核定在案。 

二、有鑑於現行辦法之實施內容，關於研究型國立大學研究所正取生或

榜首之認定、是否放棄研究型國立大學研究所就讀資格與本辦法經

費來源等疑義，特於實施一年後提出本修正草案。 

三、本次計修正第三、六等條有關獎勵對象、額度與經費來源之規定。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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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高雄大學獎勵在校生就讀校內研究所碩士班辦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後 條 文現 行 條 文備 註 說 明 

同右。 第一條  國立高雄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獎勵本校應屆

或已畢業學生繼續就讀校內研究所碩士班，特訂

定本辦法。 

未修正。 

同右。 第二條 本辦法之獎勵對象為透過本校研究所碩士班甄

試或一般入學考試錄取註冊入學且入學考試成

績優良之本校應屆或已畢業學生。 
本辦法以下條文所稱之研究型國立大學，係指台

大、成大、清大、交大、陽明、中央、中山、中

興、政大、台灣科大與中正等 11 校。 

未修正。 

修正方案一 
1、獎勵對象新增申請者提出證明有關他校錄取狀況。 
2、獎勵對象刪除放棄他校錄取資格之規定。 
3、餘者未修正。 

第三條  獎學金種類、額度與條件規定如下： 
一、卓越獎： 
（一）獎勵對象： 

本校應屆畢業生或已畢業學生參加本校研究所碩士

班甄試或一般入學考試，名列正取生榜首，同時考

取研究型國立大學其中一校正取生榜首（申請者提

出證明），並至本校研究所碩士班註冊入學就讀者。

（二）獎勵額度： 

頒發獎學金新台幣 20 萬元整（分成 2 學年每學年第

1學期註冊後頒發 10 萬元）。 

二、優良獎： 

第三條  獎學金種類、額度與條件規定如下： 
一、卓越獎： 
（一）獎勵對象： 

本校應屆畢業生或已畢業學生參加本校研究所碩

士班甄試或一般入學考試，名列正取生榜首，同時

考取研究型國立大學其中一校正取生榜首，並放棄

他校錄取資格至本校研究所碩士班註冊入學就讀

者。 

（二）獎勵額度： 

頒發獎學金新台幣 20 萬元整（分成 2 學年每學年

第 1學期註冊後頒發 10 萬元）。 

二、優良獎： 

（一）獎勵對象： 

1、本校應屆畢業生或已畢業學生參加本校研究所碩

士班甄試或一般入學考試，名列正取生榜首，同時

如修正方案之

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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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後 條 文現 行 條 文備 註 說 明 
（一）獎勵對象： 

1、本校應屆畢業生或已畢業學生參加本校研究所碩

士班甄試或一般入學考試，名列正取生榜首，同時

考取研究型國立大學其中一校非榜首正取生（申請

者提出證明），並至本校研究所碩士班註冊入學就讀

者。 

2、本校應屆畢業生或已畢業學生參加本校研究所碩士

班甄試或一般入學考試，名列非榜首之正取生，同

時考取研究型國立大學其中一校名列正取生榜首

（申請者提出證明），並至本校研究所碩士班註冊入

學就讀者。 

（二）獎勵額度： 

頒發獎學金新台幣 10 萬元整（分成 2學年每學年第

1學期註冊後頒發 5萬元）。 

三、特別獎： 

（一）獎勵對象： 

本校應屆畢業生或已畢業學生參加本校研究所碩士

班甄試或一般入學考試，名列非榜首之正取生，同時

考取研究型國立大學其中一校之非榜首正取生（申請

者提出證明），並至本校研究所碩士班註冊入學就讀

者。 

（二）獎勵額度： 

頒發獎學金新台幣 5萬元整（分成 2學年每學年第 1

學期註冊後頒發 2萬 5仟元）。 

 

考取研究型國立大學其中一校非榜首正取生，並

至本校研究所碩士班註冊入學就讀者。 

2、本校應屆畢業生或已畢業學生參加本校研究所碩士

班甄試或一般入學考試，名列非榜首之正取生，同

時考取研究型國立大學其中一校名列正取生榜

首，並放棄他校錄取資格至本校研究所碩士班註冊

入學就讀者。 

（二）獎勵額度： 

頒發獎學金新台幣 10 萬元整（分成 2 學年每學年

第 1學期註冊後頒發 5萬元）。 

三、特別獎： 

（一）獎勵對象： 

本校應屆畢業生或已畢業學生參加本校研究所碩

士班甄試或一般入學考試，名列非榜首之正取生，

同時考取研究型國立大學其中一校之非榜首正取

生，並放棄他校錄取資格至本校研究所碩士班註冊

入學就讀者。 

（二）獎勵額度： 

頒發獎學金新台幣 5萬元整（分成 2學年每學年第

1學期註冊後頒發 2萬 5仟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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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後 條 文現 行 條 文備 註 說 明 
   

同右。 第四條  各系所於每學年第 1 學期正式上課後二週內，將

獲獎名單與相關證明文件提報教務處簽陳核准

後辦理頒發獎學金事宜。 

未修正。 

同右。 第五條 獲獎學生註冊入學就讀後，如辦理休學者，休學

期間，暫停頒發獎學金，俟復學後再行頒發；如

辦理退學者，停止頒發獎學金。 
若在學期中辦理當學期休、退學者，學生當學期

已獲頒之獎學金不必繳回。 
獲頒本辦法所規定之各獎項學生得依校內相關

規定條件申請其他獎補助。 

未修正。 

方案一 
第六條  本辦法之獎學金經費來源由校務基金中有關招生

考試經費節餘款撥付。 
 

第六條 本辦法之獎學金經費來源由校務基金中有關招

生考試等相關經費撥付。 
如修正條文。 

同右。 第七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得另訂施行細則，經行政

會議通過後實施。 
未修正。 

同右。 第八條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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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高雄大學第 93 次行政會議提案單 
 

提案二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  由：本校 97 學年度辦理提前教師評鑑相關作業時程、作業單位及受評教

師名單推薦原則(如附件二)，提請討論。 

說  明： 

一、本校 96 學年度提前教師評鑑作業共計 54 位教師自願參與，並業已

辦理完畢。 

二、97 學年度教師評鑑相關作業時程及作業單位規劃如附件，預計於本

學期完成相關評鑑作業。 

三、97 學年度辦理提前教師評鑑相關作業時程、作業單位如附件作業時

程表。 

四、提前評鑑之受評教師名單，擬比照 96 學年度由各學院提出自願受評

教師名冊送人事室彙辦。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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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學年度辦理提前辦理教師評鑑作業時程表 

流程 97 學年度預計

作業時間 

負責單位 工作內容 法源依據 

1 
97年 11月 7日

（五）前 

各學院 

人事室 

1. 各學院調查自願受評教師名冊送人事

室彙辦。 

2. 人事室簽擬確認本次提前評鑑教師名

單。 

3. 通知各行政單位提供評鑑資料、受評

教師所屬系所彙整評鑑資料。 

教師評量辦

法第 6條 

2 
97 年 11 月 14

（五）日前 

提供資料單

位：教務處、學

務處、研發處、

人事室、推教中

心等。 

各相關行政單位於期限內提供受評教師

各類評量項目資料。 

教師評量辦

法第 6條 

3 
97年 11月底前 受評教師 

 

受評教師自評作業：97 年 11 月 17 日~11

月 28 日止，共 14 日。97 年 11 月 17 日起

受評教師繳交自評評分表至所屬系所辦。 

教師評量辦

法第 6條 

各系及系教評 系所召開系教評會議覆核教師評鑑資料

及分數後，逕提院教評。 

教師評量辦

法第 4條 
4 

97年 12月底前 

 

各院及院教評 各院召開院教評會議覆核教師評鑑資料

及分數後，逕提校教評。 

教師評量辦

法第 4條 

5 
97年12月或98

年 3 月 

人事室及校教

評會 

校教評會議進行決審。 教師評量辦

法第 4條 

6 
98 年 3 月底前 人事室 1. 決審後由人事室彙整簽請核定後，公

佈本次通過名單。 

2. 未通過者：依教師評量辦法第 7條辦

理。 

教師評量辦

法第 7、11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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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高雄大學第 93 次行政會議提案單 

 

提案三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 由：修訂「國立高雄大學清寒僑生助學金審查作業須知」。 

說 明： 
一、本校「國立高雄大學清寒僑生助學金審查作業須知」前經 93.6.25 

本校第 52 次行政會議通過施行在案。 

二、依據教育部 97 年 5 月 30 日台僑字第 0970087198D 號函示， 

修訂本作業須知有關清寒僑生助學金給予名額、審查等相關規定 

（詳如修正條文）。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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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高雄大學清寒僑生助學金審查作業須知 
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第一條 依據：本須知依據「教育部核

發高級中等以上學校清寒僑

生助學金要點」第六點第一款

訂定之。 

 

未修正 

 第二條 目的：為協助本校家境清寒努

力向學之僑生如期完成學業。 

 

未修正 

第三條  補助對象：就讀本校在學清

寒僑生，符合下列資格條件者，得申

請補助： 

一、依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來臺 

就學之僑生。但不含研究生及延 

長修業期限學生（以下簡稱延修 

生）。 

二、參酌下列情形認定為清寒者： 

（ㄧ）依僑生所提供正式之海外財   

力證明或清寒證明。必要   

時，得由本校函請僑務委  

員會查證。 

（二）僑生在臺生活情形。 

三、僑生就讀二年級以上者，其前一 

學年之全學年學業成績平均及 

格，且操行平均成績八十分以 

上。 

已依其他規定領取台灣政府提供之學 

雜費補助、減免或獎助學金者，不得 

重複申請本助學金。 

第三條 清寒僑生助學金之申請條件： 

一、依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來台就 

學之家境清寒僑生。（不含研究 

生、延修生、緬甸地區自費僑生） 

二、家長、法定監護人或配偶在台設籍 

未滿二年。 

三、家長在台定居，其上年度經核定之 

符合綜合所得稅免稅並持有證明。 

四、二年級以上申請者，其前一學年之 

全學年學業成績平均及格，且操行 

成績平均八十分以上。 

 

 

依教育部修正之「核

發高級中等以上學

校清寒僑生助學金

要點」（以下簡稱本

要點），修訂本校作

業須知第三條補助

對象之條件。 

第四條、補助原則 

ㄧ、補助名額計算： 

（一）本校於每年九月三十日前將  

該學年度僑生人數（不含研 

究生）函報教育部。 

（二）教育部於每年十月二十五日  

前依會計年度經費預算及 

本校僑生人數（不含研究   

第四條 補助原則： 

一、名額計算：  

（一）依教育部規定比例計算一般地區

及特殊地區應核配名額。 

（二）一年級分配名額，以該年級僑生

人數占總僑生人數百分比為分配

原則，餘為二年級以上之分配名

額。 

二、補助金額：每人每月新台幣三千八 

教育部修正本要點

第四點，已取消特殊

地區與一般地區僑

生之補助比例，爰配

合修訂本作業須知

之補助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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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核定該學年度本校受補  

助名額。 

二、補助額度：前款受補助僑生每月 

支給標準額度，由教育部視會計 

年度經費預算定之。 

三、補助年限：一年，自當學年度九 

月一日起至翌年八月三十一日 

止。 

四、補助限制： 

（一）清寒僑生助學金經核定後， 

因故休學、退學或開除學籍  

者，其助學金應停止發給，  

已逾當月十五日者不予追 

繳當月所發助學金。 

（二）經學生獎懲委員會會議決議 

記過一次以上之處分或開        

除學籍者，自學校核定公告  

次月起停止發給。 

百元，按月支給，每次支給年限一 

年（自當年九月至次年八月），應 

屆畢業生支給至次年六月止。 

三、經核定後因故休學、退學者自次月 

停發；凡經學生獎懲委員會會議決 

議記過或開除學籍者，自學校核定 

公告次月起停止發給。 

四、僑生有偽造或提供不實證件經查屬 

實者，停止發給並追繳已領之助學 

金。 

 

第五條、申請作業： 

ㄧ、本校於註冊開學前一個月公告受 

    理清寒僑生助學金之申請。 

二、僑生應於每學年第一學期註冊開 

學後二週內，檢具下列文件，逕 

向就讀學校提出申請 

（如附件一）： 

（一）一年級僑生：第三點第二款 

所定清寒相關證明。 

（二）二年級以上僑生：第三點    

第二款所定清寒相關證明 

與第三款所定成績證明。 

三、轉學僑生應檢具第三點第二款所 

定清寒相關證明與原就讀學校之 

轉學證明書或肄（修）業證明書 

所列前一學年或最近一學年符合 

第三點第三款規定之成績證明。 

第五條  申請作業： 

一、僑生於每學年第一學期註冊開學後 

兩週內，填妥申請表（附件一）、檢 

具清寒證明及成績單（一年級僑生 

免）至僑外組提出申請。 

二、轉學僑生另附轉學證明及前一學年 

成績證明。 

 

依教育部修正本要

點第五點，配合修正

本作業須知第五條

有關公告及受理時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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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條、審查作業： 

一、本校清寒僑生助學金審查小組由

學務長、學務處秘書、生活輔導

組組長、課外活動組組長、僑外

組組長、組員、僑聯會會長或僑

生代表等七人組成，依申請者填

具之申請表、「清寒僑生助學金積

分量表」（附件二）及申請者所提

供之海外財力證明或清寒證明，

予以評比審核，於每年十一月十

五日前完成學年度審查工作，審

查紀錄應留校備查。 

二、審查標準： 

一年級申請者依積分量表之清寒

積分排序，二年級以上之申請者

依積分量表之總分排序，若有同

分之狀況則依「清寒助學金積分

量表」之項目排序。 

 

 

第六條 審查作業： 

一、本校清寒僑生助學金審查小組由學

務長、學務處秘書、生活輔導組組

長、課外活動組組長、僑外組組

長、組員、僑聯會會長或僑生代表

等七人組成，依申請者填具之申請

表「清寒僑生助學金積分量表」（附

件二）予以評比審核，於每年十月

二十五日前完成學年度審查工

作，審查紀錄應留校備查。 

二、審查標準： 

（一）一年級申請者依積分量表之清寒

積分排序，二年級以上之申請者

依積分量表之總分排序，若有同

分之狀況則依「清寒助學金積分

量表」之項目排序。 

（二）審查小組得於會議中訂定最低清

寒積分以利審查，並於一般地

區、特殊地區之分配名額原則

內，以正負百分之五彈性調整之。 

三、僑生所提供之家庭狀況、清寒證

明，必要時將函請僑務委員會予以

查證。 

四、經學校審查符合規定者，依年級及

成績排列順序造冊一式二份，並檢

附地區申請比例表，於每年十一月

十日前報教育部核定。 

 

依教育部修正本要 

點第六點，配合修正

本作業須知第六條 

有關審查標準。 

第七條、經費請撥及核結： 

ㄧ、本助學金每年由教育部編列年度 

預算支應。 

二、經學校審查符合規定者，依其就 

讀年級順序（總流水編號）造冊 

（如附件三）一份，並檢附第六點 

第二款之審查紀錄影本，於當年 

度第二次（九月至十二月）經費 

請撥時併同陳報教育部。 

三、請撥時間：第一次撥付時間為一 

月至八月，第二次撥付時間為九 

月至十二月。本校於當年度四月 

三十日以前辦理第一次經費請 

撥，於當年度十一月三十日以前 

第七條 經費請撥、支用與核銷結報， 
依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

結報作業規定辦理。 
 

依教育部修正本要 

點第七點，配合修正

本作業須知第七條

有關經費請撥及核

結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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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理第二次經費請撥。 

四、請撥方式：本校依前款分次備據 

並造具請領表（如附件四）一式 

二份陳報教育部請領；其印領清 

冊（如附件五）留校備查，俾利 

審計機關查核。 

五、本校於當年九月至翌年八月三十 

一日止轉撥予學生。但應屆畢業 

生轉撥至其畢業月份止。 

六、經費核結：本助學金於每年十二 

月十五日以前，向教育部陳報全 

年度之經費收支結算表辦理核 

結，有結餘款併同繳回。 

第八條、其他應行注意事項： 

ㄧ、僑生有偽造或提供不實證件經查 

屬實者，停止發給並追繳已領之  

助學金。 

二、未獲得本助學金之清寒僑生，僑 

務主管行政機關得優先提供工讀  

補助金。 

 

 新增條文 

第九條、港澳生經依香港澳門居民來

臺就學辦法入學本校就讀者，準用

之。 

 新增條文 

第十條、本作業須知經行政會議通過

並報教育部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第八條 本作業須知經校長核准並報  

教育部備查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一、條次更動。 

二、本作業須知原係

經校長核准並

報教育部備

查，擬修正為經

行政會議通過

並報教育部核

備後實施，修正

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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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由學生填報） 

國立高雄大學     學年度清寒僑生助學金申請表 

姓名  就讀系級  僑居地 
 

 
在臺地址 

及電話 
 教育部（或海

外聯招會）分

發日期文號 

 
僑居地地址 

及電話 
 

（ ）上學期  （ ）上學期  

（ ）下學期  （ ）下學期  
   學年度 

（最近一學年） 
學業成績 

總平均  

操行成績 

總平均  

稱謂 姓名 年齡 職業及職稱 稱謂 姓名 年齡 職業及職稱 

父        

母        

        

家 

 

 

 

屬 
        

請簡述家庭

清寒情況及

申請助學金

原因 

 

以下各項依照你的情況，分別在適當的□內打「ˇ」，詢問金額部分請以阿拉伯數字填寫。 

一、負擔家庭生活費用者：□1.祖父母  □2.父母  □3.兄姐  □4.配偶  □5.其他         

二、有無不動產：□1.有，價值約新台幣         萬元。  □2.無 

三、家庭每月收入共約新台幣           元，支出約新台幣           元。 

四、在校每月生活費約需新台幣           元。 

五、目前就學所需費用來源： 
□1.由僑居地家屬匯款接濟       □2.由在臺家長接濟 
□3.由僑居地其他親友接濟       □4.由在臺其他親友接濟 
□5.自行於課餘兼職或工讀維持         □6.靠其他獎助學金維持 
□7.其他                 

六、僑生本人、父母或配偶有無在臺設籍：□1.有，在臺設籍      年。  □2.無 

七、是否領取台灣政府提供之其他學雜費補助、減免或獎助學金：□1.是    □2.否 

                          申請人簽章：                      年   月   日 
填表說明： 

一、本表申請對象不含研究生、延修生。 
二、學年度成績總平均得核算至小數點第二位後四捨五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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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校   名）    學年度清寒僑生助學金初審合格名冊 

序號 姓 名 僑居地 
院系 
科別 

現就讀

年 級
僑生分發日期文號 備 註 

       

       

       

       

       

       

       

       

       

       

 
承辦人：    僑輔室主任：    學務長(主任)：     校長： 
聯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年     月     日 
 
填表說明： 
一、本表申請對象不包含研究生及延修生。 
二、申請本助學金僑生請於分發文號欄列明教育部或海外聯合招生委員會之分發日期文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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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校   名)   學年度第  學期清寒僑生助學金請領表（   年   月－   年   月） 

請領項目 
請領人數 

A 

每月請領金額 

B 
請領月份 

C 
請領總金額 

D＝A*B*C 
備註 

            

      

承辦人：         僑輔室主任：       學務長(主任)：       校長： 

聯絡電話：         出納主任：        會計主任： 

中 華 民 國     年     月     日 

填表說明：清寒僑生助學金應分 2 期請領，分別為當年 9至 12 月以及翌年 1至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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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校   名）   學年度第   學期清寒僑生助學金印領清冊（ 年 月─ 年 月）

序號 姓 名 僑居地 院系 
科別 

現就讀

年 級
教育部核定日期文號 金額（元） 蓋章 備 註

         

         

         

         

         

         

         

         

         

         

合計：＿＿＿＿＿人，＿＿＿＿＿＿＿＿＿＿元。 
 
承辦人：     僑輔室主任：     學務長(主任)：     校長： 
聯絡電話：      出納主任：      會計主任： 

中 華 民 國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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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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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高雄大學第 93 次行政會議提案單 

                                                                    

提案四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 由：擬訂定「國立高雄大學防颱作業流程及注意事項(稿)」(如附件)

案，提請討論。 

說 明： 

一、 為使本校處理各項防颱事務有較明確的作業流程，經參考秘書室先

前為因應防颱所召開之會議決議內容，研擬「國立高雄大學防颱作

業流程及注意事項(稿)」。 

二、 本作業流程及注意事項主要內容包括以臨時編組方式成立本校防颱

緊急應變小組、防颱期間校園各大樓之管理單位之確認、颱風期間

之待命人員、各單位之分工及各項防颱工作重點。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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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高雄大學防颱作業流程及注意事項 
            97.10.24 第 93 次行政會議通過 

一、 為處理各項防颱事務，以臨時編組方式成立本校防颱緊急應變

小組(以下簡稱防颱小組)。本防颱小組由主任秘書擔任召集

人，總務長及學務長為副召集人，小組成員包括學務處秘書、

生輔組組長、總務處秘書、營繕組組長、事務組組長、保管組

組長、環安組組長及駐警隊隊長等人。 
二、 防颱小組於中央氣象局發佈高雄地區為陸上颱風警報警戒區

域時，正式啟動，其結束時程則由召集人視實際情況決定。 

三、 本校防颱期間校園各大樓之管理單位如下： 

(一)綜一大樓：地下室(傳設系工房由人文院管理)、1-2 樓及其他

非做為宿舍使用之區域由總務處事務組駐警隊管理，3-4 樓由

學務處管理。 
(二)工學院大樓：由工學院管理。 
(三)理學院大樓：由理學院管理。 
(四)法學院大樓：由法學院管理。 
(五)管理學院大樓：由管理學院管理。 
(六)運健休大樓：由體育室管理。 
(七)圖資大樓：1-4 樓由圖資館管理，地下室及 5-6 樓由總務處事

務組駐警隊管理。 
(八)學生宿舍：由學務處管理。 
(九)職務宿舍：由總務處保管組管理。 
(十)校園或其他未分配之區域：由總務處統籌管理。 
上述各管理單位需指派負責管理人員，於陸上颱風警報消息發佈

後，確實做好所負責管理大樓之各項防颱準備。管理各大樓之學

院，建議可召集各系所自行協調管理分工事宜。 

四、 颱風期間之待命人員如下：輪值召集人(由主任秘書及總務長

輪流擔任)、執行秘書(由總務處秘書及各組組長一人輪流擔

任，其順序依序為秘書、事務組、營繕組、保管組、出納組、

文書組、環安組)、駐警隊、水電人員(除廠商派駐之人員外，

總務處另加派一人)，清潔人員(由總務處視情況調配 1-2

人)。上述人員於防颱小組啟動後進駐，其夜間住宿得視情形

由保管組提供職務宿舍供使用。 

五、 防颱期間為能迅速有效管理防颱事宜，減少損失，對於相關防

21



災事宜，得由輪值召集人或其授權人直接指揮調度相關人員做

必要處置。相關人員亦應循防颱指揮體系上報相關事宜，不受

平時層級節制體系及部門分工之約束。 

六、 防颱小組啟動，如為上班時間，由輪值召集人視需要召集防颱

會議，其秘書業務由秘書室負責，若遇例假日或下班時間，則

由輪值召集人及執行秘書主動聯繫指揮，各單位之分工及各項

防颱工作重點如下： 
1.總務處事務組發通知給各單位，告知颱風動態及防颱注意事

項，包括門窗關閉、排水孔清理、堆積物的清理、電源開關。

(如範本) 
2. 總務處營繕組將抽水馬達及各地下室防水閘門之設施就定

位。 
3.總務處請清潔人員巡視全校一次，以防落葉及垃圾堵塞各排

水口。校園植栽部分請庭園班加強固定措施。 
4.駐警隊巡察時，請注意各大樓門窗是否關閉，如發現有排水

孔堵塞，請協助簡易清理，各大樓電梯請設定至一樓。 
5.中控室巡視全校控制系統，以確保進出門禁運作正常。 
6.運健休大樓鐵門於下班後請關閉。 
7. 颱風期間學生安全之宣導及緊急處理由學務處依相關規定

辦理 
七、 颱風期間關閉校園各汽車出入口，統一自校門進出，並視需要

將柵欄臂暫時移除。 
八、 颱風過後，執行秘書應主動通知各行政及學術單位提出災害書

面報告(檢查負責大樓損害情形並將其情形拍照留存)，以作為

學校後續處理之依據。執行秘書應於颱風警報解除後，彙整相

關資料撰寫防颱小組日誌簿陳核，並將值勤簿正式移交下一位

輪值執行秘書。 
九、 颱風期間防颱小組、留守人員及各大樓管理人員行動電話必須

隨時開機，並由秘書室製作通訊錄提供給召集人、執行秘書及

駐警隊長等相關人員。 

十、 颱風期間待命人員之住宿及儲糧事宜，由執行秘書協調處理。 

十一、本作業流程及注意事項經行政會議通過，並經核定後實施，

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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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組通知範本 

便 函 MEMORANDUM 

受文者 TO: 本校各行政、學術單位、各系所 

日期 DATE:96.10.5           副本抄送 COPY TO: 

發文者 FROM:總務處事務組 

 

主旨說明 

RESPECTFULLY THE FOLLOWING MESSAGE IS BROUGHT TO YOU: 

 

親愛的同仁您好： 

    中央氣象局已於○○月○日清晨○點○○分發布「○○○」陸上颱風警報。颱風中心目前在

鵝鑾鼻東南東方海面，向西北移動，暴風圈已逐漸進入台灣東南部海面，包括台灣東半部、新竹

以北及恆春半島，都在警戒範圍內。氣象局預估，颱風的暴風圈將會在深夜接觸台灣東半部陸地，

風雨將會明顯增強且○○○的颱風眼清晰可見，而且結構完整紮實，前緣的外圍環流幾乎到達台

灣陸地。 

 

    為防可能發生災情，總務處再度提醒各單位確實做好防颱工作，重點工作主要包括： 

１．清理排水孔、落水頭(特別是低漥區易積水處)。 

２．清除戶外堆積物。 

３．下班前關緊門窗並上鎖，關閉電源。 

４．如有自行加鎖之研究室或實驗室等，請儘速提供備份鑰匙至保管組，以備緊急狀況所需。 

５．為免淹水而造成損失，請停放地下室之車輛能儘量移往高處停放。另各大樓地下室如有擺放

儀器設備者，亦請能加高其擺設位置或搬離地下室。 

６．各大樓管理人員可依實際狀況評估於大型門窗貼膠帶，如有困難再請總務處配合。 

    以上防颱工作並請各大樓管理單位派人完成巡檢。 

    校園安全及財產維護，是每位同仁的責任，請您務必做好防颱工作，若有任何問題，請儘速

與本處相關單位連絡。 

敬祝  工作愉快 

                                總務處事務組 敬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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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高雄大學第 93 次行政會議提案單 

 

提案五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 由：審議本校「職務宿舍管理要點」部分條文修正案。 

說 明： 

一、本要點於第 92 次行政會討論修正通過依規定報請教育部核定，教

育部以 97 年 7 月 8 日台總一字第 0970128107 號函復審查結果。 

二、本案教育部請本校補正事項如下： 

(一)管理要點第 6點第 2款第 4 目，其但書部份與宿舍管理手冊

第 7 點第 2 項不符。 

(二)管理要點第 8點第 1款「借用人除依規定借調或休假研究 1

年內仍在校授課或從事研究者外，若無居住事實者，依行政

院…有關規定處理。」與宿舍管理手冊第 10 點「宿舍借用

人調職、離職、停職、留職停薪或退休時，除法律另有規定

外，應在 3 個月內遷出...」之規定不符。另「宿舍居住事

實之認定標準及查考作業原則」建議文字修正為「宿舍居住

事實查考及認定作業原則」，以符事實。 

三、有關前開說明經與教育部承辦人電話確認，第一項為本次審查結

果新增，擬依來函修正刪除但書。第二項之借調人員屬留職停薪

狀態，依規定應於三個月內交還宿舍。經與承辦人多次討論爭取，

惟其仍表示不得違背宿舍管理手冊為原則。 

四、提請討論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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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高雄大學職務宿舍管理要點 
民國 91 年 3 月 26 日本校第 22 次行政會議通過 

民國 91 年 4 月 24 日本校第 23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93 年 2 月 10 日本校第 46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97 年 3 月 28 日本校第 89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97 年 6 月 13 日本校第 92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97 年 10 月 24 日本校第 93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國立高雄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妥善執行職務宿舍之配借及管理，爰依據行政院訂頒之

「宿舍管理手冊」及衡酌本校實際需要訂定本要點。 
二、宿舍種類及其供借用對象：  

(一)首長宿舍：供本校校長任職期間借用。 
(二)多房間職務宿舍（分甲、乙種）：供行政及學術主管、講師以上專任教師(含校務基

金專案聘用之教師及研究人員)，有配偶或直系親屬隨居任所者借用。 
(三)單房間職務宿舍：供行政及學術主管、講師以上專任教師(含校務基金專案聘用之教

師及研究人員)單身借用。 
三、借用原則：依「宿舍申請人積點計算標準」（附件一）評比，排列優先順序，其原則如

下：  
(一)專案配借：優於一般配借，其處理方式如下：  

1.本校新任副校長、一級行政及學術主管，應優先配借，借用期限與主管任期同。  
2.對於學術上獲有傑出成就或對本校具有特殊貢獻或本校政策上極需爭取之傑出教

師、研究人員，應優先配借，其借用期限得簽奉校長核准後延長至與聘期同。  
3.本校卸任校長仍任教於本校者，如有住宿需求應優先配借，其借期與聘期同。 

(二)一般配借：申請人持有身心障礙手冊者應優先配借，餘採積點制，以積點多寡為分

配先後依據，如積點相同時，以到校日較早者優先，再相同時，以抽籤決定之。 
(三)有下列情形之一者，不得申請借用宿舍：  

1.本人(或配偶)在其他機關學校已借用宿舍(單房間職務宿舍除外)。 
2.本人(或配偶)已獲得政府補助貸購(建)房屋居住，且距校 30 公里內者。 
3.借調他校(或機關)者。 
4.曾將原借用宿舍，私自讓與他人者。 

(四)借用期限：  
1.專案配借者，借用期限與主管之任期相同。期滿得依積點改以一般配借原則重新提

出申請。 
2.一般配借者，借用期限以二年為一期，期滿前得重新提出借用申請，但以連借一次

為限。重新獲配者，得優先選擇原借用之宿舍。 
3.一般配借累計已滿 4 年仍有借用需求者，得於安置新進教師後尚有空房時，以申請

人持有身心障礙手冊優先配借，其次依累計借用期限最少者優先；如相同時，以

積點多者優先，再相同時，以抽籤決定之。 
4.借用期間之計算，一年以兩學期計，每年 8 月 1 日至翌年 1 月 31 日及 2 月 1 日至

7 月 31 日計算起訖日期，未滿一學期者，均以一學期計。 
(五)改借宿舍：  

1.依實際狀況及急迫性，申請人簽會保管組，並陳報校長核定。 
2.如 2 人以上申請改借同一宿舍，以抽籤決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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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改借宿舍後期限計算合併原已住之期限。  
(六)合住原則：以單身或未攜眷人員可以合住為原則。 

四、申請程序 
(一)申請借用宿舍，應填具「宿舍借用申請表」（附件二）及備妥規定證件，向保管組辦

理登記，保管組接受申請後，即依有關資料計算積點數，會請人事室協同審查，或校

正及充實必要之資料後彙辦並依次列入候配名冊。 
(二)借用宿舍經核定後，借用人應於接獲通知日起 15 日內完成借用手續，包含「宿舍借

用契約書」(如附件三)與財物借用單之簽名核章及繳納契約公證費用等，經保管組確

認後，始得遷入居住，並自點交日起算宿舍管理費。如因特別事故，無法於限期內遷

入，而可歸責於申請人者，應先報准延期遷入，否則視為棄權。 
(三)暫借注意事項： 

1.本校編制內及非編制內人員因公務需要或業務特殊狀況，非留住宿舍無法執行職務

者，得專案申請暫借職務宿舍，惟非編制內人員僅能申請借用單房間職務宿舍。 
2.暫借戶之收費及管理比照借用戶辦理。 

五、宿舍管理費：由出納組按月於借用人薪津中扣繳。未住滿(含)半個月者，以半個月計算，

超過半個月以上，未滿一個月，以一個月計算。  
(一)多房間職務宿舍： 

1.甲種（3 房 95 ㎡，約 29 坪）：每月 3,500 元。  
2.乙種（2 房 80 ㎡，約 24 坪）：每月 2,500 元。  

(二)單房間職務宿舍（30 ㎡，約 10 坪）：每月 1,000 元。  
(三)合住型：套房 1,500 元，雅房 1,000 元。 

六、宿舍之交還 
(一)借用期限屆滿或主管職卸任，應交還宿舍。 
(二)下列人員應交還所配借之宿舍及設備，並註銷契約書，否則其契約書約定擔負之責

任，不得視為解除。  
1.撤職、免職、休職者，須於一個月內遷出。  
2.調職、離職、退休人員、專任教師改為兼任者，須於三個月內遷出。 
3.因進修、研究或講學超過學校核定年限者，須於三個月內遷出。  
4.借用人或配偶申請獲得輔助購建住宅者，應於辦妥貸款手續後，三個月內遷出。(原
但書刪除)  

(二)留職停薪人員應於留職停薪日起三個月內交還借用之宿舍，如其所借宿舍借用期限

未屆滿，俟其返校任職時，再重新辦理宿舍借用契約公證手續，其宿舍借用期限須

與前併計；如留職停薪在六個月以下時，可繼續借用宿舍至借用期限屆滿時，但以

乙次為限。 
(三)在職死亡時，其遺族應在三個月內遷出。 

七、宿舍管理與檢修： 
(一)借用人應遵守「宿舍管理規約」(如附件四)，保持宿舍寧靜及負責整潔維護，所借

用之房舍僅供住宿，不得移做他用或非法使用，及存放危險物品，影響公共安全。 
(二)借用宿舍者，除另有規定外應扣回房租津貼，並須繳納宿舍押金、管理費、水電、

電話及瓦斯等費用，合住型之水電、電話、瓦斯等費用，由借用人自行協調分攤。 
(三)借用人對借用宿舍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應由本校強制收回，並由借用人負賠償與修

復之責。 
1.有出租或分租圖利者或頂讓他人者。 
2.未經校方同意改造宿舍任何部份者。 

  

27



  

3.其他違反本要點及及宿舍管理規約情節重大者。 
(四)借用人如願自費修繕借用宿舍，應先申請獲准後辦理，自費修繕所增設之工作物，

於遷出借用宿舍時應歸本校所有，借用人不得拆除，亦不得以任何理由要求補償。 
五)借用人平時應善盡宿舍保管、維修之責，但若遭遇有影響居住安全等重大損毀而該項

損毀不能歸責於借用人，借用人得登錄維修系統向校方申請修繕，有關修繕權責劃

分表如附件五。 
(六)借用人及其眷屬如有與國外信件往來，應另行填寫「借用人及眷屬中英文姓名調查

表」(如附件六)送保管組建檔，以免郵件遭退件，異動時亦應通知保管組。 
(七)借用人遷出宿舍時，應將借用宿舍及配置設備與其他借用之公物，交保管組點收。

對於借用人因故意或過失而短缺或損壞者，應完成賠償與修復後補行點交，各項配

置設備應保持堪用狀態。 
(八)借用人提前退宿，應於一個月前填寫提前退宿通知單(如附件七)送總務處，以利相

關作業。 
八、宿舍居住事實查考及認定作業原則 

(一)借用人除依規定休假研究一年內仍在校授課或從事研究者外，若無居住事實者，依

行政院訂頒之「宿舍居住事實查考及認定作業原則」有關規定處理。 
(二)總務處每年簽准辦理 2 次實地訪查，如訪查時無人在家，即於現場留置通知單(附件

八)請借用人限期回覆外，並再以電話或郵寄方式輔助通知。 
(三)本校宿舍借用人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即屬不符實際居住之認定標準，應終止借用，

借用人應於第一次催告日起一個月內遷出： 
1.學期間連續 30 日以上未居住者。 
2.學期間三個月內居住日數累計未達 45 日者。 
3.經總務處派員訪查三次均未獲回覆，且不能提出具體說明者。 

九、宿舍有下列情形之一時，本校得終止借用契約，借用人應配合搬遷： 
(一) 倒塌、毀損致不堪居住。 
(二) 因公共設施開闢或因應校務發展需要而拆除。 
(三) 用途變更、用途廢止等。 
(四) 其他無法繼續為宿舍使用或有特別考量，本校需收回處理時。 

十、多房間職務宿舍之設備及傢俱，不得由學校提供。單房間職務宿舍提供簡易之傢俱

設備借用，借用人不得指定添置。 
十一、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依行政院訂頒之「宿舍管理手冊」及相關規定辦理。 
十二、本要點經行政會議通過，並經教育部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宿舍申請人積點計算標準 
附件二、宿舍借用申請表 
附件三、宿舍借用契約書 
附件四、宿舍管理規約 
附件五、宿舍修繕權責劃分表 
附件六、借用人及眷屬中英文姓名調查表 
附件七、提前退宿通知單 
附件八、職務宿舍訪查未遇通知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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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高雄大學第 93 次行政會議提案單 

 
提案六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 由：審議本校「場地提供使用作業要點」部分條文及收費標準修正案。 
說 明： 

一、響應節能減碳潮流，提高場地使用效益，同時反應油電漲價成本，

參考鄰近學校之收費標準，調整本校部份場地提供校外使用之收費

標準，同時增加借用室內場地不使用空調之優惠折扣，以鼓勵節約

能源。 

二、修正借用場地一律收取場地費，惟校內行政及學術單位辦理無經費

來源之活動得免收場地費，及學生社團辦理未收費活動得免費使用

普通教室、綜合一演講廳、理學院階梯教室；另夜間及假日申請室

內場地，校外單位一律加收值班人員加班費，校內單位及社團除普

通教室外，亦一律加收值班人員加班費。 

三、根據 97.04.22 聯合報第 12 版報載，台電統計 96 年度全國用電量

約 1200 餘億度，各級學校使用 31 億度，其中用電最多的大專院校

共 20 億度，占全國用電量的 1.56%；又教育部現正委託學者建置

「綠色大學」指標，內容包括空氣品質、綠覆率、節能、節水及環

境教育的課程等，三至五年內納入大學校務評鑑，併予說明。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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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高雄大學場地提供使用作業要點 
民國 90 年 11 月 27 日第 17 次行政會議通過 

民國 96 年 6 月 1 日第 83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97 年 10 月 24 日第 93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為有效管理本校各種場地之使用，特依國有財產法第二十八條但書規定及規費法第

十條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之場地，包括演講廳、會議室、普通教室、階梯教室、電腦教室、學生

宿舍、餐廳、運動場館及其他場地等。 
三、本校場地外借以不影響本校正常教學，並與學術、教育、藝文、體育、公益等有關

之用途為原則。 
四、活動內容有下列情事之一者不予借用，已核准者立即停止使用： 
    1.違背政府政策及法令。 
    2.妨害社會公序良俗。 
    3.將場地轉借他人使用。 
    4.與申請登記事項不符。 
    5.有嚴重損壞場地設施之虞。 
五、借用手續： 
（一）校內單位：請上網登錄並列印申請書向管理單位申請核准後借用。 
（二）校外單位：填寫「校外單位借用空間申請書」並載明使用內容向管理單位辦理借

用手續。 
六、場地借用時間以四小時為單位，一律酌收場地費，假日及夜間加收值班人員加班費，

以支應水電、維護費及人事費，但本校行政或學術單位自行辦理之無收費且無其他經費

來源之活動，得免收場地費。其標準如附表。 
七、借用場地經本校同意後，應繳費者需於借用日前一週至出納組繳費，管理單位憑繳

費收據出借場地。如未依時繳費，借用申請將自動解除，該時段得另接受其他單位

申請。 
八、本校如因臨時特殊需要必需收回使用時，應立即並不遲於借用日一週前通知借用

若無法改期或更換場地而放棄借用時，無息退還原繳之費用，借用者不得異議。 者，

九、借用單位因故取消借用，於使用前一週申請取消借用獲准者，可全額退費；使用前

申請取消借用獲准者，可退半額。未辦妥取消借用手續者，概不退費。 一日

十、借用單位應注意用電安全。未經同意，不得擅自啟用各項設備，如須臨時另接電源

器設備，應先洽管理人員。 或電

十一、借用單位對設備應盡妥慎使用之責任。如有毀損，應負責修繕復原或賠償。 
十二、借用單位應維持場地整潔，並不得任意張貼。 
十三、借用場地單位之車輛進出校門須遵守本校門禁及車輛管理有關之規定。 
十四、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得適時補充並提行政會議通過，陳請 校長核定後實施，

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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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國立高雄大學場地提供使用收費標準 
民國 90 年 11 月 27 日本校第 17 次行政會議通過 

  民國 96 年 6 月 1 日本校第 83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97 年 10 月 24 日本校第 93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場地費(單位：元) 
場地名稱 空間編號 

容納 
人數 校外 校內 

管理單位 

國際會議廳 L01-201 514  8,500 2,000 
管理學院演講廳 M01-B101 312  6,500 1,500 
綜合一演講廳 B01-110 290  5,000 1,000 

工學院演講廳 C01-114 284 5,000 1,000 
圖資大樓多媒體教室 L01-103 194  4,000 1,000 
法學院演講廳 L02-B101 184  4,000 1,000 
理學院演講廳 C02-B100 182 4,000 1,000 
圖資大樓遠距教室 L01-102 154  4,000 1,000 
理學院階梯教室 C02-111 140  2,500 500 

管理學院視聽教室 M01-B102 131  3,000 1,000 
大型會議室 L01-506 41~70  3,000 1,000 

中型會議室 L01-507 20~40  2,000 500 

圖資大樓二樓大廳 L01-2  4,000 1,000 

圖資大樓一樓大廳 L01-1  2,000 500 

事務組 

電腦教室(每小時計費) L01-107,108 60 3,000 1,000 圖資館 
普通教室  60-70 1,000 100 

教務處 
公共空間展示桌/張   500 100 

保管組 
學生宿舍(寒暑假期間) 依學務處學生宿舍寒暑假提供使用作業要點標準收費 學務處 
運動場館/露營烤肉區 依體育室運動場館租借收費標準收費 體育室 
其他戶外場地 依行政院國有出租基地租金率計算收費 保管組 
說明： 
一、場地費計費說明如下： 

1.校外標準：校外民間企業及工(商)團體依本標準全額計費； 
 政府機關、公私立學校、財團法人或有贊助本校校務基金經專案簽准同

意之民間企業辦理之未收費活動以五折計費(收費者以全額計費)； 
2.校內標準：本校各單位、教職員社團、學生社團自行辦理或與校外聯合舉辦收費之

活動依本標準全額計費； 
 學生社團、教職員社團自行辦理之無收費活動，得免費使用綜合一演講

廳、理學院111階梯教室及普通教室外，其餘各廳室依校內標準五折計費。

3.本校行政或學術單位自行辦理之無收費且無其他經費來源之活動，得免收場地費。

4.收費單位除電腦教室為每小時計費外，其餘為時段計費，8時(30分)至12時(30分)；
13時30分至17時30分；18時至22時各計為一時段，不滿一時段以一時段計。另每逾時

小時，一 按四分之一時段之場地費加計收費，未滿一小時以一小時計。 
5.借用時間為夜間或假日，校外單位一律加收值班人員加班費，每時段1,000元；校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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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除普通教室得免收值班人員加班費外，其他室內場地如演講廳、階梯教室等均

加收值班人員加班費每時段500元。另每逾時一小時，按四分之一時段之加班費加

計收費，未滿一小時以一小時計。 
6.學生社團代表學校對外參加全國性比賽(需有相關證明文件並經學務處課輔組核

可)，須利用場地進行彩排者，可免費使用三個時段，超過部份依校內標準五折收費。

7.本表未列入之場地，經核准借用者，按其容納人數，比照本表類似場地收費。 
二、為獎勵節約能源及撙節電費支出，借用室內場地不使用空調者，場地費得依應收費

標準八折計費;另校內單位借用場地以各該所屬學院大樓及符合使用人數需求之空間

為原則，如需較大場地，而使用人數未達該租用場地容納人數之二分之一，一律加

收電費 300 元。 
三、校內同學借用國際會議廳特別規定： 

(一)人數需超過 312 人，且活動性質為對校外開放者； 
(二)特殊活動經擬企劃書專案簽請核准者； 

四、本收費僅提供場地及各場所現有設備，核准借用後，由借用者自行派員服務與佈置、

復原；如有桌椅桌巾借用需求，應先洽保管組登記，由本校免費提供使用，借用人

應自行搬運及歸還。桌巾應清洗後歸還。 
五、校內單位申請借用請上網登錄（總務處空間借用系統），登錄時請詳閱注意事項之

規定，校外單位借用請填寫校外單位申請書並用印逕後送管理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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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高雄大學第 93 次行政會議提案單 

                                            

提案七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  由：本校校園永續發展委員會設置辦法條文修訂事宜，提請討論。 

說  明： 

一、依據  鈞長於旨揭委員會第四次委員會(96.11.15)召開時指示辦理。 

二、旨揭委員會本次修改條文為第二條之當然委員及推選委員兩部分，

修改內容如下： 

       1.當然委員增加各學院院長、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通識教育

中心主任、推廣教育中心主任、創新育成中心主任。 

       2.財團法人高雄大學社區總體營造文教基金會秘書長及常務董事

改為社區總體營造文教基金會秘書長。 

       3.取消推選委員中教務處、學務處及總務處各推派組長以上代表一

名。 

       4.本校學生代表兩名更改為本校學生議會議長、副議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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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高雄大學校園永續發展委員會設置辦法」條文修訂對照表 

舊條文 新條文 條文變動說明 

第一條 本校為營造一個符合健康、環

保、生態及具永續精神的校園

環境，推廣環境永續發展之教

育與研究，創造有制度之永續

文化及教育出具有環境責任

與素養之公民，特設置「國立

高雄大學校園永續發展委員

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一條 本校為營造一個符合健康、

環保、生態及具永續精神的

校園環境，推廣環境永續發

展之教育與研究，創造有制

度之永續文化及教育出具有

環境責任與素養之公民，特

設置「國立高雄大學校園永

續發展委員會」（以下簡稱本

會）。 

未變更 

第二條 本會由校長擔任召集人，副校

長為副召集人。置委員若干

人，成員如下： 

一、當然委員：校長、副校

長、主任秘書、研究發

展處主任、綜合教學部

主任、財團法人高雄大

學社區總體營造文教基

金會秘書長及常務董

事、都市發展與建築研

究所所長、土木與環境

工程學系系主任、環安

組組長。 

二、諮詢委員：校園永續發

展領域專家學者兩名。 

三、推選委員：教務處、學

務處及總務處各推派組

長以上代表一名、各學

院教師代表一名、本校

職員代表兩名、本校學

生代表兩名。 

諮詢委員及推選委員任期二

年，連選得連任之。 

本會中另置執行秘書一人，

由總務長或總務長指定人員

第二條 本會由校長擔任召集人，副校

長為副召集人。置委員若干

人，成員如下： 

一、當然委員：校長、副校長、

主任秘書、各學院院長、

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

、研發長、通識教育中心

主任、推廣教育中心主

任、創新育成中心主任、

社區總體營造文教基金

會秘書長、都市發展與建

築研究所所長、土木與環

境工程學系系主任、環安

組組長。 

二、諮詢委員：校園永續發展

領域專家學者兩名。 

三、推選委員：各學院教師代

表一名、本校職員代表兩

名、本校學生議會議長、

副議長。 

諮詢委員及推選委員任期二

年，連選得連任之。 

本會中另置執行秘書一人，由

總務長或總務長指定人員擔

任之。 

1. 當然委員增加各

學院院長、教務

長、學務長、總

務長、通識教育

中心主任、推廣

教育中心主任、

創新育成中心主

任。 
2. 財團法人高雄大

學社區總體營造

文教基金會秘書

長及常務董事改

為社區總體營造

文教基金會秘書

長。 

3. 取消推選委員中

教務處、學務處

及總務處各推派

組長以上代表一

名。 

4. 本校學生代表兩

名更改為本校學

生議會議長、副

議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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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任之。 

 

第三條 本會職責如下： 

一、研議本校校園永續發展政

策之制定或修正。 

二、研議本校校園永續發展實

施計畫。 

三、評估本校不符合永續發展

的校園硬體，並擬定其改

善對策。 

四、研議生活環保實務之推動

方案。 

五、研議本校環境教育範疇及

建構具永續文化之制度。 

六、定期督導及檢討校內校園

永續發展計畫執行情形。 

七、審議校園永續發展與社區

發展事項。 

八、研議校長交付之校園永續

發展事項，並置備紀錄。 
 

第三條 本會職責如下： 

一、研議本校校園永續發展政

策之制定或修正。 

二、研議本校校園永續發展實

施計畫。 

三、評估本校不符合永續發展

的校園硬體，並擬定其改

善對策。 

四、研議生活環保實務之推動

方案。 

五、研議本校環境教育範疇及

建構具永續文化之制度。 

六、定期督導及檢討校內校園

永續發展計畫執行情形。 

七、審議校園永續發展與社區

發展事項。 

八、研議校長交付之校園永續

發展事項，並置備紀錄。 

未變更 

第四條 本會每年召開會議乙次，必要

時得召開臨時會議。 

第四條 本會每年召開會議乙次，必

要時得召開臨時會議。 

未變更 

第五條 本會開會時，得經召集人之核

定邀請有關人員列席。 

第五條 本會開會時，得經召集人之

核定邀請有關人員列席。 

未變更 

第六條 本會係以「設置辦法」方式所

成立之任務編組，運作所需

經費由本校管理及總務費用

支應。 

第六條 本會係以「設置辦法」方式

所成立之任務編組，運作所

需經費由本校管理及總務費

用支應。 

未變更 

第七條 本辦法經本校行政會議通

過，並陳請  校長核定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第七條 本辦法經本校行政會議通

過，並陳請  校長核定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未變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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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高雄大學第 93 次行政會議提案單 

 
提案八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 由：有關「本校教師兼職與回饋金處理要點」第六點修正條文（草案），

提請討論。 
說 明：增列教師之兼職性質若為顧問，免予收取回饋金，以鼓勵教師參

與校外產學計畫。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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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高雄大學教師兼職與回饋金處理要點第六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行  條  文 說  明 

六、教師依第三點第四款至與學

校建立產學合作關係之營利

事業機構或團體兼職，期間

超過半年者，學校應與教師

兼職機構訂定合作契約，約

定收取學術回饋金納入校務

基金運用。惟教師兼職之性

質如屬營利事業機構或團體

向政府機關申請研究計畫案

中之顧問，而非至該營利事

業機構或團體兼職者，得免

收學術回饋金。 

學術回饋金每月不得低

於兼職教師於學校支領月薪

之 1/12。學術回饋金校內分

配比例為：校方 30﹪、兼職

教師所屬院20﹪、系所50﹪。 

學術回饋金由兼職教師

所屬系、所依個案與兼職營

利事業機構或團體協商後，

循行政程序經校長核定後，

由系、所辦理學校與營利事

業機構或團體簽約事宜。 

學術回饋金以現金為原

則，若以股票作為學術回饋

金，其價值由本校總務處鑑

定。 

六、教師依第三點第四款至與學

校建立產學合作關係之營利

事業機構或團體兼職，期間

超過半年者，學校應與教師

兼職機構訂定合作契約，約

定收取學術回饋金納入校務

基金運用。 

學術回饋金每月不得低

於兼職教師於學校支領月薪

之 1/12。學術回饋金校內分

配比例為：校方 30﹪、兼職

教師所屬院20﹪、系所50﹪。

學術回饋金由兼職教師

所屬系、所依個案與兼職營

利事業機構或團體協商後，

循行政程序經校長核定後，

由系、所辦理學校與營利事

業機構或團體簽約事宜。 

學術回饋金以現金為原

則，若以股票作為學術回饋

金，其價值由本校總務處鑑

定。 

新增得免收學術回饋

金之兼職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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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高雄大學教師兼職與回饋金處理要點 
96.11.23 第 86 次行政會議審議通過 

97.10.24 第 93 次行政會議審議通過 

 

一、國立高雄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因應國家科技發展，落實產學合作，特依據 教育

部「公立各級學校教師兼職處理原則」及相關規定訂定「國立高雄大學教師兼職與

回饋金處理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校教師在校外兼職，除兼任行政職務之教師應依公務員服務法之規定辦理外，悉

依本要點之規定。 

三、教師兼職機關（構）之範圍如下： 

(一)政府機關（構）、公立學校及已立案之私立學校。 

(二)行政法人。 

(三)非以營利為目的之事業或團體： 

1、公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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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依其他法規向主管機關登記或立案成立之事業或團體。 

(四)與學校建立產學合作關係或政府、學校持有其股份之營利事業機構或  團體。 

四、教師至第三點所定兼職機關（構）兼任之職務，以與教學或研究專長領域相關者為

限，且不得兼任下列職務： 

(一)非代表官股之營利事業機構或團體董事長、董事、監察人、負責人、經理人等

職務。但非兼任行政職務教師擔任國營事業、與學校建立產學合作關係或學

校持有其股份之已上市（櫃）公司或經股東會決議規劃申請上市（櫃）之未

上市（櫃）公開發行公司之外部、獨立董事、監察人，或金融控股公司百分

之百持有之銀行、票券、保險及綜合證券商等子公司之獨立董事不在此限。 

(二)律師、會計師、建築師、技師等專業法律規範之職務。 

(三)私立學校之董事長及編制內行政職務。 

教師在應聘前已有前項情形者，應於應聘前結束其業務，如有未照規定辦理者，得

改聘為兼任教師。 

五、教師兼職不得影響本職工作，且須符合校內基本授課時數及工作要求，並事   先

以書面報經學校核准；於期滿續兼或兼職職務異動時，應重新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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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小時。 

教師申請至營利事業機構或團體兼職者須經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議通過，並經

所屬學院評估同意後，陳報校長核准方得前往兼職。 

教師兼職如有教育部訂頒「公立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兼職處理原則」第九點第一項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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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情形之一者，應不予核准或於兼職期間廢止其核准。 

兼職教師所屬系、所對於教師之兼職應每年定期評估檢討，作為是否同意教師繼續

兼職之依據。 

六、教師依第三點第四款至與學校建立產學合作關係之營利事業機構或團體兼職，期間

超過半年者，學校應與教師兼職機構訂定合作契約，約定收取學術回饋金納入校務

基金運用。惟教師兼職之性質如屬營利事業機構或團體向政府機關申請研究計畫案

中之顧問，而非至該營利事業機構或團體兼職者，得免收學術回饋金。 

學術回饋金每月不得低於兼職教師於學校支領月薪之 1/12。學術回饋金校內分配

比例為：校方 30﹪、兼職教師所屬院 20﹪、系所 50﹪。 

學術回饋金由兼職教師所屬系、所依個案與兼職營利事業機構或團體協商後，循行

政程序經校長核定後，由系、所辦理學校與營利事業機構或團體簽約事宜。 

學術回饋金以現金為原則，若以股票作為學術回饋金，其價值由本校總務處鑑定。 

七、兼任行政職務之教師兼職費之支給依軍公教人員兼職費及講座鐘點費支給規定，基

於法令規定有數個兼職者，以支領二個兼職費為限，支領一個兼職費每月不得超過

新台幣 8,000 元；兼任公司常務董事或常駐監察人每月不得超過新台幣 12,000 元；

支領二個兼職費每月支領總額不得超過新台幣 16,000 元。 

未兼任行政職務之教師兼職費，免受「軍公教人員兼職費及講座鐘點費支給規定」

支給個數及支給上限規定之限制，但月支數額最高不得超過教授最高年功俸及學術

研究費二項合計數。 

以上兼職費依規定一律經由學校轉發；其超過規定數額部分依規定應悉數繳庫。 

八、兼職工作中如涉及本校研究發展成果之使用授權或技術移轉者，須依「國立高雄大

學研究發展成果及技術移轉管理辦法」及相關規定辦理。 

九、本要點未盡事宜，依相關法令規定辦理。 

十、本要點經行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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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高雄大學第 93 次行政會議提案單 

 
提案九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 由：有關訂定「國立高雄大學僱用行政佐理作業要點(草案)」乙案，如

說明，請 審議。 
說 明：為因應本校進用足額身心障礙人員管理所需，爰訂定「國立高雄

大學僱用行政佐理作業要點(草案)」，以作為進用日後進用身心障

礙人員或其他依法令規定須進用特殊人員之作業程序，並於該作

業要點通過後儘速辦理應進用身心障礙人員作業。 
決 議： 
 
 
 

 

 

 

 

44



國立高雄大學僱用行政佐理作業要點 
97 年 10 月 24 日第 93 次行政會議通過 

一、國立高雄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配合「身心障礙者權益保障法」規

定，並促使行政人力配置靈活運用，特訂定「國立高雄大學僱用行政

佐理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之行政佐理為各單位進用符合身心障礙資格之臨時人力。 

三、本要點所僱用行政佐理，需符合下列各款要件： 

（一）領有身心障礙手冊者。 

（二）具大專以上之學歷。 

（三）具有擬任工作所需之知能條件。 

  （四）不得有教育人員任用條例第三十一條規定之情事。 

四、行政佐理每月薪資為新台幣貳萬壹仟元整(包括勞保及健保之自付額、

勞工退休金自提等費用)，其經費由校務基金相關項目下支應。 

五、行政佐理之僱用期間、工作權利、義務等相關事項，應遵照工作契約

內容規定履行，其工作契約應記載內容如下： 

(一)僱用期間。 

(二)擔任工作內容。 

(三)僱用期間之報酬及給酬方式。 

(四)工作時間、差勤、差假等規定。 

 (五)受僱人之權利義務事項。 

 (六)其他必要事項。 

   前項契約書格式由人事室另訂之。 

六、新進之行政佐理應先予試用 3 個月，試用期滿表現優良者正式進用，

並追溯自試用起始日生效。 

七、行政佐理於僱用期間，校方應每月依據「勞工退休條例」之規定，依

行政佐理每月報酬按月提繳百分之六之勞工退休金，行政佐理亦得按

月在其每月報酬提繳百分之六範圍內，自願另行提繳退休金。前開校

方每月提繳報酬標準，依據行政院勞工委員會訂定之「月提繳工資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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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表」規定辦理。行政佐理自願提繳部分，得自當年度個人綜合所得

稅總額中全數扣除。 

八、行政佐理到職後，應於報到當日至人事室辦理報到手續，並至總務處

事務組辦理勞、健保加保手續及提撥勞工退休金事宜。報到 3 日內應

繳交學經歷證件及身分證影本各 1 份，送人事室。 

九、行政佐理於僱用期間，不得在校內、外兼職兼課。如因業務需要經專

案簽准，得於校內兼任其他相關計畫工作人員，惟最多不得超過 2 份，

且兼職酬勞總額每月最高不得超過其薪給之四分之一。 

十、行政佐理於僱用期間應遵守校方之一切規定，並遵從校方之指揮監督，

善盡職責，如有違背職務、品行不良、工作不力等重大情事者，校方

得依相關規定解僱，若因行政佐理之行為致校方遭受損害，行政佐理

應負賠償責任。上列情形情節重大者，校方並得依據「勞動基準法」

第 12 條各款規定，不經預告終止契約。 

十一、行政佐理應接受工作績效考核，考核結果作為是否續僱之依據，其

考核程序及標準準用本校行政、教學助理之規定。 

      如行政佐理於任職期間表現優異，得提送職員甄審委員會通過，改

聘為由校務基金進用之行政(教學)助理。 

十二、行政佐理於僱用期間屆滿前，因故須提前離職時，應依勞基法第 16
條規定事前預告，於 1 個月前提出申請，經單位主管及學校同意後

始得離職，未依上列規定致生損害時，行政佐理應負擔賠償責任。 

      行政佐理無勞動基準法第 12 條所訂各款情事者，校方若終止契約，

應依勞動基準法相關規定予以預告，並加發資遣費。 

十三、行政佐理因遭遇職業災害而致死亡、殘廢、傷害或疾病時，校方應

予以補償，並依勞動基準法、職業災害勞工保護法等相關規定辦理。 

十四、行政佐理非屬本校編制內職員，不適用公務人員俸給法、考績法、

退休法、撫卹法、保險法等法規。 

十五、行政佐理於僱用期間，得依本校有關規定享有下列福利： 

(一)參加勞工保險及全民健康保險。 

       (二)服務證與校內車輛通行證之請領。 

(三)衛生保健醫療服務。 

       (四)校內之場館設施得依各單位之規定使用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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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參加校內各項研習及訓練活動。 

十六、本要點未規定事項，依其他相關法令及本校相關規定辦理。 

十七、本要點經行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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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高雄大學第 93 次行政會議提案單 

 
提案十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 由：檢陳「國立高雄大學/日本名古屋學院大學(Nagoya Gakuin University)

學術交流協議書」(草案)(附件 1)暨「國立高雄大學/日本名古屋學

院大學交換學生施行細則」(草案)(附件 2)，提 請討論。 
說 明： 

一、依據東亞語文學系 97 年 5 月 30 日文稿編號 0972101639 號簽文辦

理。 
二、學術交流合作範圍包括: 

(一)交換教師、研究學者、學生 
(二)交換論文、教材、學術及科學文獻 
(三)推動雙方學術及文化之共同研究合作活動 

三、交換學生施行細則互惠內容包括: 
(一)雙方每年互相接受 2 名交換學生，互免學費及住宿費 
(二)本校對該校交換學生名額 2 名可用 15 名左右暑期短期留學(約 1

個月)代替，免收學費及住宿費為條件。 
    四、該校依藤信義理事長、小嶋 博校長及近藤和夫教授等人訂於 97

年 10 月 30 日蒞校簽署合作協議書。 
五、檢附名古屋學院大學簡介（附件 3）。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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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立 高 雄 大 學

名古屋學院大學
學 術 交 流 協 議 書 

 

  國立高雄大學與名古屋學院大學為促進雙方友誼與相互了解及兩校間之合

作，同意建立姊妹校關係，從事學術與文化之交流。 

 

 兩校一致認為，可優先辦理下列各項領域之合作交流活動： 

 

 1.在課程、學習、研究上，彼此交換教師、研究學者、學生。 

  2.交換論文、教材、學術及科學文獻。 

  3.推動雙方學術及文化之共同研究合作活動。 

 

 上述各項活動之具體實施辦法，需另經雙方協議進行。此協議書自雙方代表簽

字之日起生效，任何一方如需解約，需於六個月前書面通知對方。 

 
                                  

國立高雄大學                          名古屋學院大學 

校長 黄 英 忠                      理事長 伊 藤 信 義 

 
                                  

國立高雄大學                          名古屋學院大學 

校長 黄 英 忠                      校長 小嶋 博 

 

 

 

中華民國九十七（二○○八）年  十  月  三十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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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立 高 雄 大 学

名古屋学院大学
学 術 交 流 協 議 書 

 

  国立高雄大学と名古屋学院大学は、双方の友好と相互理解および両大学間の

協力を促進するために姉妹校関係を確立することに同意し、学術および文化交

流を実施する。 

 

 両大学は、下記の各項目の分野の協力交流活動を優先して取り組むことに合

意する。 

 1.課程・学習・研究上において、互いに教員・研究者・学生を交換する。 

  2.論文・教材・学術および科学文献を交換する。 

  3.双方の学術および文化の共同研究協力活動を推進する。 

 

 上記の各項目は、活動の具体的実施内容であり、これら以外については双方

が協議を行わ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この協議書は双方の代表が署名した日から効

力が生じ、いずれか一方が廃止を求める場合には六か月前までに文書により相

手に通知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国立高雄大学             名古屋学院大学 

学長 黄 英 忠           理事長 伊 藤 信 義 

 

 
                                  

国立高雄大学             名古屋学院大学 

学長 黄 英 忠           学長 小嶋 博 

 

 

 

中華民国九十七（二○○八）年  十  月  三十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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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高雄大學與名古屋學院大學交換學生施行細則 

 

國立高雄大學與名古屋學院大學所簽署的學術交流細則，目的是方便兩校參加交換留學

生進行文化交流，一致同意下列事項。 

 1.國立高雄大學與名古屋學院大學同意每年互相接受交換留學生，名額以兩名為限，

細則原則上，免收對方之學費及住宿費，學費由學生向自方學校繳交，有關機票、

餐費、醫療保險費、書籍費、生活費等均由學生自行負責。 

  2.國立高雄大學對名古屋學院大學的長期留學名額兩名，可用 15 名左右暑期短期留

學（約 1個月）代替；以免收學費及住宿費為條件。 

  3.國立高雄大學與名古屋學院大學同意實施中期留學（約 6個月）。 

  4.長期留學名額一名可用中期留學名額兩名代替。 

  5.國立高雄大學派遣的留學生需有國立高雄大學日語班高級程度或等同高級班日語

能力。 

  6.國立高雄大學與名古屋學院大學有為留學生準備宿舍、公寓或在特殊情況下安排寄

宿家庭等義務。 

  7.留學生應遵守當地法律，如遇品行不良，觸犯法律之學生即令退學，經派遣學校之

校長判斷，可另派留學生遞補之。 

8.兩大學均有權利決定留學生在留學期間所取得的成績學分。 

本細則未備事項，將由兩大學基於友好精神協商解決。 

兩大學同意細則中所載之留學交換計畫書，本互惠原則，期望將來發展及成功。 

本細則用中文及日文書寫，各壹式兩份，內容相同，由兩大學各執壹份，自雙方代表

簽署之日起生效。任何一方有事項需要更改或中止友好交流，需於六個月前以書面通知

對方。 

 
                                  

國立高雄大學                          名古屋學院大學 

校長 黄 英 忠                      理事長 伊 藤 信 義 

 

 
                                  

國立高雄大學                          名古屋學院大學 

校長 黄 英 忠                      校長 小嶋 博 

 

 

 

 

 

 

中華民國九十七（二○○八）年  十  月  三十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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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立高雄大学と名古屋学院大学との間の 

交換学生についての細則 

 

  国立高雄大学と名古屋学院大学が締結する学術交流協議書細則は、両大学から交換

留学生に参加する学生の便宜と双方の文化交流の促進をはかることを目的とし、下記

の条項に合意する。 

 

 1.国立高雄大学及び名古屋学院大学は、お互いに毎年 2名までの学生を受け入れる

ことに同意する。この細則に基づく学生は学費及び宿泊費を免除する。学生は、

学費等の費用をそれぞれの属する大学に支払い、また渡航費、食費、医療保険費、

書籍費、生活費等の留学に必要となる個人的費用は個人が負担する。 

 

  2.国立高雄大学は、名古屋学院大学からの 2名の長期学生に代わり、15 名程度の夏

期プログラムの学生を交換学生として学費、宿泊費免除の条件で受け入れること

ができる。 

 

  3.国立高雄大学及び名古屋学院大学は、中期留学（1学期間）の学生交流をするこ

とができる。 

 

  4.交換留学生の比率が長期留学生 1名に対して中期留学生 2名とする。 

 

  5.国立高雄大学の学生が留学する場合、少なくとも国立高雄大学の日本語上級クラ

スを終了ないしはそれに準じた語学力を有した者で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6.国立高雄大学と名古屋学院大学は、留学生に対し、大学寮、アパート、或いは特

別な場合にはホームスティを斡旋する義務がある。 

 

  7.留学生は留学先の法律を守り、受け入れ大学は現行の法律や規則を無視したり犯

すなど素行が不良の場合、その留学生を退学させる権利を有する。除籍された留

学生の在籍大学の学長は、適当と判断した場合、その学生に代わる留学候補者を

推薦することができる。 

 

8.両大学は、学生が留学先の大学で取得した単位を在籍大学の単位として認定する

ことについての決定権を持つ。 

 

 この細則に定めのない事項が生じた場合には、両大学間で友好精神に則り解決にあ

たる。 

 

両大学はこの細則に記された交換計画が成功し、有益なものとなり、将来さらに拡

大することを希望し期待す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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この細則は、日本語と中国語で2部ずつ作成され、両大学の代表により署名される。

両大学は日本語と中国語の文書をそれぞれ 1部ずつ保管する。この細則は、両大学代

表の署名後から効力を有し、半年前の文書による通知により終了することができる。 

 

 
                                  

国立高雄大学             名古屋学院大学 

学長 黄 英 忠           理事長  伊 藤 信 義 

 

 
                                  

国立高雄大学             名古屋学院大学 

学長 黄 英 忠           学長 小嶋 博 

 

 

 

 

中華民国九十七（二○○八）年  十  月  三十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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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高雄大學第 93 次行政會議提案單 

 
提案十一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 由：檢陳「國立高雄大學/德國 Kaiserslautern 大學備忘錄協議」(草案)(如

附件)，提請討論。 
說 明： 

一、依據都市發展與建築研究所 97 年 6 月 30 日文稿編號 0972102081
號簽文辦理。 

二、學術交流合作範圍包括: 
(一)兩校交換學生計畫。 
(二)學生、系所人員與研究學者交流。 
(三)共同專業領域研究活動。 
(四)研究資料、出版物、經驗和其他資訊互惠交流。 
(五)定期舉辦會議及專題研討會。 

三、檢附德國 Kaiserslautern 大學簡介（附件）。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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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University of Kaiserslautern, Germany 

 
and 

 
National University of Kaohsiung, Taiwan 

 
 
 
1. 目的 

 
德國 Kaiserslautern 大學與台灣國立高雄大學，雙方同意透過正式的協議，在平等互惠的原則

下，鼓勵並促進學術合作、教育交流與共同研究項目，以達到預期成果。合作的範疇、協議與

方式將在雙方的同意下確立。 
 
依照上述辦法和以下具體的書面協議，雙方合作將試圖達到下列目標： 
 
A. 針對兩校的大學部和研究所，發展交換學生計畫 
 
B. 學生交流 
 
C. 系所人員與研究學者交流  
 
D. 共同專業領域上的聯合研究活動  
 
E. 研究資料、出版物、經驗和其他資訊的互惠交流  
 
F. 以定期的會議及專題討論會，保持兩校密切的接觸  
 
G. 提供教職員及學生機會，深入了解會議主辦國的文化  
 
 
 
2. 效期與截止日 

 
2.1 本協議將即時生效，自簽署公佈之日起為期五年，每年須針對 3.2 項中所提名的人選

進行審核檢討。 
 
2.2  本協議可經雙方書面協議下進行修改或調整。  
 
2.3 本協議可在雙方諮商並交換書面通知後終止，但時間必須在本協議終止日前 6 個月內

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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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一般事項 

 
3.1 所有因行銷宣傳目的而使用對方機構名稱或標誌的宣傳物，在製作與行銷宣傳前必須

事先獲得對方機構主管或其代理人的書面同意。 
 
3.2 雙方應提名至少一位人選，其職責應包括﹝但不僅限於﹞： 
 

a) 促使雙方更有效的交流；  
 

b) 促進雙方在本備忘錄中的目標和目的更有效率地發展和實現；  
 

c) 檢討各個計劃的實施情況並監督其進展。  
 

 
3.3 這份備忘錄中所提及的目標與目的，其相關計畫實施之所有費用和條件，將在相關活

動開始前由雙方進行協商並同意。  
 
 
 

4. 責任分派方式 
 
4.1 本合作備忘錄在以下雙方負責人同意並正式的簽名後，即為生效。這份協議是以(中)

英文的格式制訂，兩種版本均具有同等效力。 
 
 
 
 
 
 

 
簽署人 
University of Kaiserslauter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Kaohsiung 

     
                        

 
 
…………………………………….   ……………………………………… 
Prof. Dr. Dr.-Ing. h.c.* Helmut J. Schmidt  Prof. Dr.  
*Shon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Japan                          

 
 

Date: ……………………………..   Dat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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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 of Kaiserslautern, Germany 
 

and 
 

National University of Kaohsiung, Taiwan 
 
 
 
1. Purpose 
 
University of Kaiserslautern and National University of Kaohsiung, have agreed to cooperate 
in a formal arrangement which aims to achieve successful outcomes for both parties by en-
couraging and facilitating academic collaboration, educational exchange and joint research 
projects on the principles of equality and mutual benefit. The fields, arrangements and 
means of the cooperation will be stipulated in mutual consen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bove and subject to further specific written agreements, the partners 
will attempt to pursue the following objectives: 
 
A. Development of student exchange programs at the undergraduate and graduate level in 

both universities 
 
B. Exchange of students 
 
C. Exchange of faculty members and research scholars 
 
D. Joint research activities in areas of mutual interest 
 
E. Exchange of research material, publications, experiences and other information of mutual 

benefits 
 
F. Maintaining close contacts between both universities through the organization of regular 

meetings and workshops 
 
G. Providing opportunities for staff and students to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for the culture 

of the hosting countries. 
 
 
 
2. Duration and Termination 

 
2.1 This agreement will become effective immediately from the date of signing for a  

period of five years and will be reviewed annually by the person/s nominated in 3.2. 
 
 
 
2.2  This agreement may be subject to modification or revision by mutual written agree-

ment. 
 
2.3 This agreement may be terminated following consultation between the parties and 

the exchange of written advice no less than six months prior to the ter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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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General 
 

3.1 All advertising material using the name or logo of the other institution for marketing 
or promotional purposes must have the prior written consent of the head of the 
other institution or their nominee before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3.2 The partners shall nominate an individual/s whose responsibility shall include, but 
not be limited to: 
 
a) Promoting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parties; 
 
b) Promoting efficiency in the development and materialization of the goals and 
 objectives of the parties in relation to this memorandum; 
 
c) Review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individual projects and monitoring their  
 progress. 
 

3.3 All costs and conditions associated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individual projects 
that relate to the goals and objectives outlined in this memorandum will be negoti-
ated and agreed upon by both parties prior to the initiation of the activity. 
 
 

4. Assignment 
 
4.1 This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will become effective through the agreement of 

both parties certified through the signatures of the responsible persons which ap-
pear below. This agreement is to be executed in English, with both versions equally 
authentic. 
 

 
 

 
 
Signed on behalf of: 
University of Kaiserslauter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Kaohsiung 

     
                        

 
 
…………………………………….   ……………………………………… 
Prof. Dr. Dr.-Ing. h.c.* Helmut J. Schmidt  Prof. Dr.  
*Shon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Japan                          

 
 

Date: ……………………………..   Dat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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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高雄大學第 93 次行政會議提案單 

 
提案十二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 由：檢陳「國立高雄大學/河內大學(Hanoi University)學術交流協議書備

忘錄」(草案)(附件 6)暨「國立高雄大學/河內大學交換學生施行細

則」(草案)(附件 7)，提請 討論。 
說 明： 

一、依據東亞語文學系 97 年 8 月 14 日文稿編號 0972102473 號簽文辦

理。 
二、學術交流合作範圍包括: 

(一)交換教師、研究學者、學生 
(二)交換論文、教材、學術及科學文獻 
(三)推動雙方學術及文化之共同研究活動 

三、交換學生施行細則互惠內容包括: 
(一)雙方每年互相接受 10 名交換學生，互免學費及住宿費。 
(二)國立高雄大學對河內大學名額10名可用20名左右暑期短期留學

(約 1 個月)代替，免收學費及住宿費為條件。 
   四、檢附河內大學簡介（附件 8）。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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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立 高 雄 大 學

河 內 大 學
學 術 交 流 協 議 書 備 忘 錄 

 

  國立高雄大學與河內大學為促進雙方友誼與相互了解及兩校間之合作，同意建

立姊妹校關係，從事學術與文化之交流。 

 

 兩校一致認為，可優先辦理下列各項領域之合作交流活動： 

 

 1.在課程、學習、研究上，彼此交換教師、研究學者、學生。 

  2.交換論文、教材、學術及科學文獻。 

  3.推動雙方學術及文化之共同研究合作活動。 

 

 上述各項活動之具體實施辦法，需另經雙方協議進行。此協議書自雙方代表簽

字之日起生效，任何一方如需解約，需於六個月前書面通知對方。 

 
                                  

國立高雄大學                          河內大學 

校長 黄 英 忠                      校長 阮 庭 論 

 

 
                                  

國立高雄大學研究發展處                河內大學國際合作處 

副校長兼研發長 蘇 豐 文             處長  張  文  魁  
 
中華民國九十七年   月     日          河內，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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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高雄大學與河內大學交換學生施行細則 

 

國立高雄大學與河內大學所簽署的學術交流細則，目的是方便兩校參加交換留學生進行

文化交流，一致同意下列事項。 

 1.國立高雄大學與河內大學同意每年互相接受交換留學生，名額以 10 名為限，細則

原則上，免收對方之學費及住宿費，學費由學生向自方學校繳交，有關機票、餐費、

醫療保險費、書籍費、生活費等均由學生自行負責。 

  2.國立高雄大學對河內大學的長期留學名額 10 名，可用 20 名左右暑期短期留學（約

1個月）代替；以免收學費及住宿費為條件。 

  3.國立高雄大學與河內大學同意實施中期留學（約 6個月）。 

  4.長期留學名額一名可用中期留學名額兩名代替。 

  5.國立高雄大學派遣的留學生需有國立高雄大學越語班高級程度或等同高級班越語

能力。 

  6.留學生應遵守當地法律，如遇品行不良，觸犯法律之學生即令退學，經派遣學校之

校長判斷，可另派留學生遞補之。 

7.兩大學均有權利決定留學生在留學期間所取得的成績學分。 

本細則未備事項，將由兩大學基於友好精神協商解決。 

兩大學同意細則中所載之留學交換計畫書，本互惠原則，期望將來發展及成功。 

本細則用中文及日文書寫，各壹式兩份，內容相同，由兩大學各執壹份，自雙方代表

簽署之日起生效。任何一方有事項需要更改或中止友好交流，需於六個月前以書面通知

對方。 

 
                                  

國立高雄大學                          河內大學 

校長 黄 英 忠                      校長 阮 庭 論 

 

 
                                  

國立高雄大學研究發展處                河內大學國際合作處 

副校長兼研發長 蘇 豐 文             處長  張  文  魁  
 
中華民國九十七年   月     日          河內，      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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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oi University 簡介 

Hanoi University (縮寫 HANU; 越南文: Đại học Hà Nội) 位於越南河內市，西元

1959 年成立，前身河內外語大學( Hanoi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Đại học Ngoại 
ngữ Hà Nội)。 

學校位址:   Km 9, Nguyen Trai Road, Thanh Xuan ,Hanoi, Vietnam 

一、學校院及科系 

大學部 

- 外語課程:英文系、德文系、俄文系、日文系、法文系、中文系、西班牙系、 義 

大利文系 、韓文、越文               

-. 經營管理 

- 越南研究 

- 國際研究 

- 觀光學程 

  研究所 

- 應用語言學 

- 英語教學 

二、研究中心 

-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and Resource Center 

- Vietnamese Language 

- Distance Education 

- Testing and Evaluation 

- Translation 

- Aula Cervantes 

- Korean Language 

- Chinese Studies 

- Student Counseling 

- VAT Project. 

三、硬體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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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Center 

- Language Laboratories and Multimedia Labs 

- Student Dormitories, Canteen, Guest House, Sports Field, etc. 

五、教職員人數 

  約 238 人 

六、學生人數 

- Formal intensive:        6,000 students 

- Part-time informal:     17,000 students. 

七. 國際交流 

The University has established relations with a number of foreign institutions, 
universities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in the field of foreign studies training, 
research, staff and student exchange, curriculum and materials development. 

HUFS has maintained relationship with institutions and universities in China, Japan, 
The Republic of Korea, Russia, Germany, Czech Republic, France, Portugal, Belgium, 
Spain, Egypt, Britain, Australia, New Zealand, Canada, USA, Thailand,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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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高雄大學第 93 次行政會議提案單 

 

提案十三                   提案單位：管理學院 

 

案 由：為有關本校管理學院與美國紐約州立大學石溪分校(石溪大學)簽

訂碩士雙聯學位合作協議乙案，提請  討論。 

說 明： 

一、本案業經管理學院 97 年 8 月 21 日系所主管會議討論通過，檢附

會議紀錄(詳如附件一)。 

二、管理學院預定於 97 年 11 月份與紐約州立大學石溪分校(石溪大

學)(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STONY BROOK)工程與應用科學

院科技與社會學系(ENGINEERING AND APPLIED SCIENCES 

DEPARTMENT OF TECHNOLOGY & SOCIETY)簽訂碩士雙聯學位合作協

議書。 

三、檢陳協議書一式(詳如附件二)及該校簡介(詳如附件三)。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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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高雄大學管理學院 

97 學年度第 1學期第 1次系所主管會議紀錄 
 

時    間：民國 97 年 8 月 21 日(星期四)中午 12 時 00 分 

 

地    點：管院院長室（管院大樓四樓 425 室） 

 

召 集 人：吳建興院長 

 

出席人員： 
應用經濟學系 鄭義暉主任 
亞太工商管理學系 陳一民主任 
金融管理學系 黃一祥主任 
資訊管理學系 郭英峰主任 
經營管理研究所 李  揚所長 
（以上主管順序係依系所成立先後排列） 

 

列席人員： 
                              

壹、 召集人致詞： 

 

貳、 報告事項： 

一、 依據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案作業期程規定，各系所請於9 月 9 日前將

相關提案資料移送本院，並請各系所於 8 月 26 日前提交本院教師著作

審查小組委員名單，俾利召開本院教師著作審查小組會議。 

二、 請各系所籲請所屬系所學會善加使用本院地下一樓 B108 室，以避免空

間閒置。 

三、 有關 417 電腦教室電腦一批(20 部)（95 教學卓越計畫經費購置），擬平

均分配移轉給本院系所使用及維護保管，以提昇使用率。 

四、 本學院配合學務處每學期舉辦導師經驗交流活動及導生測驗（學生適

用），有關每學期導師經驗交流活動主講人，擬自本學期起由本院每學

年度優良導師代表主講分享相關經驗─本院 96 學年度優良導師代表

為亞太系李亭林教授（校、院級）、及資管系林杏子教授（院級）二位

教師，本院 97 學年度上學期將邀請李亭林教授擔任活動主講人分享導

師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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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每學期辦理導師經驗交流活動主講人及主題如下表。 

序次 時間 系所別 主講人 講題 
1 95.03.02 亞太系 李博志教授 如何紓解工作壓力 
2 95.10.31 亞太系 莊寶鵰教授 當大學教授變成大學生 
3 96.11.27 資管系 吳建興教授 導師自我經營分享 
4 97.04.29 資管系 郭英峰教授 知識經濟時代導師的思維與作法

 

 

參、 討論事項： 

 

 

提案一、有關本院 97 學年度第 1 學期行事曆乙案，提請討論。 

 

提案單位：管理學院 

 

說  明： 

一、本院 97 學年度第 1 學期預定辦理會議及活動期程及說明如下： 

(一)院務會議：97 年 11 月 18 日（二）中午 12 時 10 分 

 

(二)院教評會議：（確實時間尚待與教評委員確認） 

1.97 年 9 月 16 日（二）中午 12 時 10 分（審查兼任教師聘任案

及法規案） 

2.97 年 10 月 21 日（二）中午 12 時 10 分（審查專任教師聘任

及升等案） 

※依據本院教師新聘及升等作業流程規定，各學院提案應於每

年 4 月 30 日及10 月 31 日前送達人事室。（各系所提案送院

之期限分別為每年 2 月 28 日、8 月 31 日，以利本院辦理著

作外審） 

※依據人事室 97 年 6 月 6日便函通知：本校預定於97 年 9 月

24 日、12 月 10 日、12 月 24 日（均為星期三），分別召開本

校第 53、54 及 55 次校教評會。 

 

(三)院著作審查小組會議：（確實時間尚待與著作審查小組委員確

認） 

97 年 9 月 16 日（二）下午 13 時 10 分 

 

(四)新舊任院長交接典禮活動： 

97 年 9 月 18 日（四）上午 11 時 10 分—13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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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系所主管會議： 

    1.97 年 8 月 21 日（四）中午 12 時 10 分 

    2.97 年 10 月 7 日（二）中午 12 時 10 分 

    3.97 年 12 月 16 日（二）中午 12 時 10 分 

二、檢附管理學院 97 學年度第 1 學期行事曆（草案）（詳如提案一附件）。 

【註】以上會議期程均已避開本校行事曆預定之主管會報、行政會議及校

務會議、校教評會期程。 
 

決  議：確認教評會時程後，行事曆寄送各系所存參，修正時亦同。 

 

 

提案二、本院與紐約州立大學簽約案，提請  討論。 

 

提案單位：管理學院 

 

說  明： 

一、本案經本院通過後送研發處提本校行政會議通過，之後再由管院與

SBU 簽約。 

二、檢附合約書草案（詳如提案二附件） 

 

決  議：照案通過，提送行政會議。 

 

 

提案三、校務策略會議－管理學院意見彙整案，提請  討論。 

 

提案單位：管理學院 

 

說  明： 

一、依據本校秘書室 97 年 8 月 8 日召開之本校發展策略會議籌備會決議

事項辦理。 

二、檢附校務發展策略－管理學院發展目標與特色（詳如提案三附件）。 

三、討論議題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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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一、高大的定位與願景 

高雄大學定位：具國際競爭優勢之教學研究型大學 

●何謂「具競爭優勢之教學研究型大學」? 

即以提供卓越的教學品質，達到具國內研究型大學相同的

研究能量與績效，並在國際上也享有相同的能見度與競爭

力的大學。以大學生比率而言，依據台大李嗣涔校長分類：

「研究型」大學生比率占所有學生數的 65％以下；「教   學

研究型」在 65％到 85％間；「教學型」則是在 85％以上，

比率可加減 5％。 

 

高雄大學的願景 

●培養理論與實作俱佳、現代科技與人文涵養兼備、且具有國際觀

之優秀學生。 

●提升與整合南部大學教育與研究資源（包括教師、學生、職員人

數以及教學、研究、服務之設施、能量與績效），以台、清、交北

部大學三雄鼎立為標竿，達到成大、中山、高大南部大學三雄鼎

立之目標。 

●利用高雄市具海、空港之大都會型工商業城市之優勢，發展成為

科技研發與人文法商研究並重且具國際競爭優勢之大學。 

 

高雄大學特色 

●綠色永續經營之開放式校園 

●南部地區具有完整規模系所之法學院 

●完備的校園教學行政網資訊系統 

●人文法商與理工科技兼俱的學術發展 

 

議題二、高大的未來發展方向與他校合併之策略與行動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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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三、如何提供卓越的教學品質? 

●師資改善策略：（教學單位） 

●教學改善策略：（教務處、教學單位） 

 

議題四、如何達到具國內研究型大學的研究能量與績效? 

策略與方法 

●鼓勵跨領域重點研究群 

 

議題五、如何提升高大國際上的能見度與競爭力? 

●國際化策略：（研發處） 

 

議題六、如何提升高大的行政支援的效率與品質? 

（圖資館、總務處、人事室、會計室） 

 

決  議：修正後通過，詳如修正後「校務發展策略－管理學院發展目標與特

色」。 

 

 

肆、臨時動議：無 

伍、散會（下午 13 時 45 分） 

 

73



國立高雄大學管理學院九十七學年度第一學期行事曆（草案） 

星         期 年
月 

週
次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六

舉  辦  事  項 

      1 2 （1）第一學期開始；（1）公告 97 學年度新生入學指引電子資料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1）寄發新生入學指引書面資料;（11-15）新生學雜費減免申請；
（11-20）新生宿舍申請； 
（14）寄發舊生 97 學年度第 1學期註冊繳款單； 
（15）開放舊生繳款單線上列印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25-29）上學期轉學生、新生網路申請抵免學分（當學年辦理一次
為限，可於上學期或下學期辦理）； 

（26）住宿申請結果公告； 
（27）寄發新生 97 學年度第 1學期註冊繳款單； 
（28）開放新生繳款單線上列印 

九
十
七
年
八
月 

 

31        

  1 2 3 4 5 6 （1-5）網路選課第一階段初選 

 7 8 9 10 11 12 13 （8-12）網路選課第二階段初選【9】教評會提案送院期限 

一 14 15 16 17 18 19 20

（13-14）宿舍進住；（14）中秋節；（15）開始上課； 
（15-16）各種學制新生現場報到;日間學制大學部新生體檢、人格

測驗、入學典禮； 
（15-19）舊生輔系所、雙主修申請；【16】教評會議、著作審查小

組會議、 
（9/15-10/13）弱勢學生助學金申請；【18】新舊任院長交接典禮 
（17）新舊學生學雜費繳款截止日；（17）新舊生註冊截止日； 
（17）休退學學生學雜費全退截止日；（18）新僑生入學輔導 

二 21 22 23 24 25 26 27 （22）應屆畢業班第 1次課程歸類作業開始; 
（22-26）網路選課加退選 

九
月 

三 28 29 30      

    1 2 3 4  

四 5 6 7 8 9 10 11 (7)校主管會報；【7】院系所主管會議；（10）國慶日 

五 12 13 14 15 16 17 18
（15）寄發延畢生、二年制在職專班、碩專班學生 97 學年度第 1學

期學分費繳款單； 
（16）開放學生學分費繳款單線上列印 

六 19 20 21 22 23 24 25 （24）行政會議；【21】院教評會 

十
月 

七 26 27 28 29 30 31  （27）休退學學生學雜費、學雜費基數、學分費及其餘各費退還 2/3
截止日 

       1  

八 2 3 4 5 6 7 8 （3）本學期學分費繳費截止日；(4)校主管會報；（7）本學期提前
畢業申請截止日 

九 9 10 11 12 13 14 15 （10-14）期中考試 

十 16 17 18 19 20 21 22 【18】院務會議 

十一 23 24 25 26 27 28 29 （24-28）第 1屆通識教育週；(28)行政會議 

十
一
月 

十二 30       （30）應屆畢業研究生學位考試申請截止 

  1 2 3 4 5 6 （1-5）棄選申請；(1-8)第二學期學雜費減免申請 十
二
月 十三 7 8 9 10 11 12 13

（8）休退學學生學雜費、學雜費基數、學分費及其餘各費退還 1/3 截止日；
（9）休退學學生學雜費、學雜費基數、學分費及其餘各費均不退還開始日；
（13）新生家長座談會 

提案一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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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14 15 16 17 18 19 20 （97/12/15~98/1/5）填寫網路教學評鑑；【16】院系所主管會議；
(19) 行政會議 

十五 21 22 23 24 25 26 27 (26)校務會議 

十六 28 29 30 31     

     1 2 3 （1)開國紀念日 

十七 4 5 6 7 8 9 10
（5-9）下學期轉學生、新生網路申請抵免學分(當學年辦理一次為限，可於上學期或

下學期辦理)；(6) 校主管會報 
（9）學生申請 97 學年度第 1學期休學辦理完成截止日； 
（9）學生申請放棄輔系所、雙主修辦理完成截止日 

十八 11 12 13 14 15 16 17 （12-16）期末考試 

十九 18 19 20 21 22 23 24 （22）寄發學生 97 學年度第 2學期註冊繳款單； 
（23）開放繳款單線上列印；(23) 行政會議 

九
十
八
年
一
月 

二十 25 26 27 28 29 30 31 （25-28）農曆除夕及春節； 
（30）97 學年度第 1學期之學期成績登錄截止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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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 
提案二附件 

 
COLLEGE OF ENGINEERING AND APPLIED SCIENCES 

DEPARTMENT OF TECHNOLOGY & SOCIET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STONY BROOK 

And  
COLLEGE OF MANAGEMENT 

NATIONAL UNIVERSITY OF KAOHSIUNG, TAIWAN 
 

MASTER OF SCIENCE DEGREE IN TECHNOLOGICAL SYSTEM MANAGEMENT  
WITH CONCENTRATION IN GLOBAL OPERATIONS MANAGEMENT  

AGREEMENT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THIS AGREEMENT is made this ____ day of  September, 2008, by and between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n educational corporation organized and existing under the laws of the State of 

New York with its principal place of business located at the State University Plaza, Albany, New York 

12246,  for and on behalf of the College of Engineering and Applied Sciences of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Stony Brook (“SBU”) and National University of Kaohsiung , 700, Kaohsiung University 

Road, Nan-Tzu District, Kaohsiung 811, Taiwan ("NUK"). 

 

 

WHEREAS, SBU offers a variety of degree and other academic programs in the area of business 

management and administration (“Program”) to the student community;  

WHEREAS, SBU periodically desires to give its students the broader educational experience that 

is gained by exposure to the facilities and programs of academic institutions engaged in similar pursuits;  

WHEREAS, NUK offers a variety of degree and other academic programs in the area of business 

management in Taiwan; 

WHEREAS, NUK desires to cooperate with SBU to establish and implement, from time to time, 

one or more Programs involving the facilities, students and staff of SBU and the facilities, students and 

staff available to NUK; 

WHEREAS, SBU and NUK wish to cooperate with each other by providing courses and 

administrative support services to representatives and employees of various business enterprises in 

Taiwan who are interested in pursuing the Masters Science Degree in Technology Systems Management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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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a concentration in Global Operations Management offered by SBU;    

WHEREAS, SBU and NUK desire to document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through which the 

Program will be offered by SBU in cooperation with NUK,  

 

NOW, THEREFORE, in consideration of the mutual consideration and promises contained herein, 

it is hereby agreed that: 

 

1. SBU shall: 

a. Review and evaluate for enrollment into the Program qualified applicants identified by NUK, in 

accordance with SBU’s normal and customary admission standards.   All academic decisions 

relating to eligibility, admission, continuation in and graduation from Program shall be made by 

SBU and the Department of Technology and Society.  Relevant admission and matriculation 

guidelines are listed in Attachments 1, 2 and 3, attached hereto and made a part hereof: 

• A description of the eligibility and admissions requirements (Attachment 1)  

• A description of the Program (Attachment 2)  

• Teaching arrangement, learning platform and location (Attachment 3) 

b. After appropriate review, notify qualified applicants of their eligibility to enroll in the Program.  

SBU shall communicate directly with the individual applicants about matters relating to 

admission eligibility. 

c. Provide faculty to teach all ten (10) Program courses.   SBU shall provide copies of 

credentials for each Program faculty member to NUK.   NUK may use the credentials for its 

internal purposes, and may submit this data to the Taiwan government when required. 

d. Provide a Program advisor who shall also serve as the coordinator of the SBU Program at 

SBU, as well as such support staff as necessary. 

e. Comply with all relevant federal and state rules and regulation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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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right laws, visa requirements and the Export Controls Act, as well as relevant rules and 

regulations issu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in Taiwan,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copyright 

laws and visa requirements.  SBU shall comply with applicable requirements of any 

accreditation authority and shall certify such compliance upon request by NUK. 

2. NUK shall: 

a. Identify and recommend for enrollment into the Program qualified applicants, with the 

understanding that all final academic decisions relating to eligibility, admission, continuation in 

and graduation from Program shall be made by SBU and the Department of Technology and 

Society, based on the admission and matriculation guidelines listed in Attachments 1, 2 and 3, 

attached hereto and made a part hereof: 

b. Provide the administrative and technological services or program advisor necessary to support 

the course offerings furnished under this Agreement, to individuals interested in pursuing an 

SBU Masters Degree in Technology Systems Management in Taiwan.  

c. Serve as a conduit for payment of tuition and other fees associated with the Program, as 

required by Attachment 4 attached hereto and made a part hereof. 

d. Permit the authority responsible for accreditation of SBU’s curriculum to inspect the services 

provided by NUK for the purpose of the educational experience. 

e. Comply with all relevant United States and New York State rules and regulation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copyright laws, visa requirements and the Export Controls Act, as well as all the 

rules and regulations issu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in Taiwan,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copyright laws and visa requirements.  NUK shall also comply with applicable requirements of 

any accreditation authority and shall certify such compliance upon request by SBU. 

 

3. Duration.   This Agreement shall be effective from the date first set forth above until August 31, 

2012, and may be amended, modified or renewed only by mutual written agreement.    

 

4.  Program Content      The SBU Department of Technology and Society reserves the right to 

change, modify or amend course offerings, to ensure the continued improvement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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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richment of the Program. 

 

5. Program Enrollment NUK and SBU agree that enrollment will be on a rolling basis with a 

proposed maximum of twenty-five (25) and a minimum of eight (8) students required for class 

participation.   Enrollment of fewer than eight (8) in a given class shall give SBU the right to 

cancel that class.   

 

6. Notification Any notice to either party must be in writing, signed by the party giving it, and be 

served either personally or by registered mail, addressed as follows:  

 

Copy to:  Yacov Shamash, Dean 

   College of Engineering & Applied Sciences 

   100 Engineering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Stony Brook 

   Stony Brook, N.Y. 11794-2200 

SBU: 

   James Fabian, Director 

   Procurement Department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Stony Brook 

   Stony Brook, NY 11794-6100 

  

NUK:   James C. H. Wu, Dean 

   College of Management 

   National University of Kaohsiung 

   700, Kaohsiung University Road 

   Nan-Tzu District 

Kaohsiung 811, Taiwan. 

 

7. Amendments Either party may request amendments to this Agreement.  To become effective, 

each amendment shall be in writing and signed by authorized representatives of the parties.  

Oral representations of any officer, agent, or employee of NUK or SBU shall not alter, effect or 

modify any obligation of the parties set forth in this Agreement. 

 

8. Force Majeure A delay in or failure of performance by either party that is caused by 

occurrences beyond the control of that party shall not constitute default hereunder, or give rise to 

any claim for damages. 

 

9. Termination Either party may terminate this Agreement by written notice to the other 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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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mitted at least ninety (90) days before the next academic semester.  Program participants 

may complete the degree program within a reasonable period of time following such termination.  

In the event of termination, NUK agrees to remit to SBU the tuition and fees collected by NUK 

from Program participants as set forth in Attachment 4.   

 

10. Applicable Law This Agreement shall be interpreted according to the laws of the State of New 

York.  NUK shall comply with all laws, rules, orders, regulations and requirements of federal, 

state and municipal governments applicable to the activities arising out of this Agreement, 

including the provisions contained in the standard State contract Exhibits A, A-1 & A-2 attached 

hereto and made a part hereof. 

 

11. Entire Agreement  This Agreement, together with its referenced attachments and exhibits, 

constitutes the entire agreement of the parties.  All previous communications between the 

parties, whether written or oral, with reference to the subject matter of this Agreement, are 

hereby superseded.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NATIONAL UNIVERSITY OF KAOHSIUNG 

AT STONY BROOK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James Fabian, Director     James C.H. Wu, Dean 

Procurement Department         College of Management 

Procurement Department         National University of Kaohsiung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Stony Brook     700, Kaohsiung University Road   

Stony Brook, NY 11794-6100   Nan-Tzu District 
Kaohsiung 811,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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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achment 1: 
 
Language of Instruction 

English is the official language of instruction of degrees offered by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Stony Brook.  Stony Brook is required by regulations of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nd the State 
Education Department to ensure that all instruction, course work, readings and discussions in the MS in 
Technology Systems Management be carried out in English. To this end, all courses offered in the 
Program must be taught in English, and all text-books prescribed for the Program must be written in 
English.  No exceptions to this policy are allowed. 

English Language Proficiency Tests 
 SBU requires a student to obtain a minimum score of 550 on the TOEFL test in order to be admitted to 
a graduate program at Stony Brook. 

(a) If a student obtains a score of 550 or above on the GRE Verbal test then he or she may be 
exempted from having to submit scores from the TOEFL test. 

(b) A student may submit results from the TOEIC test instead of the TOEFL test, but SBU will 
require that student to demonstrate a minimum score of 750 on the TOEIC test for admission to 
the Program. 

(c) No exceptions to these Stony Brook requirements for English-language proficiency are allowed. 
 
Admission to Matriculated Status in the Program 

(a) All students admitted to the program must meet the minimum requirements of both the Graduate 
School and the Department of Technology & Society at Stony Brook. 

(b) To be eligible for admission to the Program as fully matriculated students applicants must submit 
the following materials to the Director of Graduate Studies of the Department of Technology & 
Society one month prior to the start of the Program: 

• A completed official graduate application form 
(blank copies of which will be supplied by Stony Brook, and may also be downloaded from 
the University's web site at the following address: 
http://www.grad.SBUsb.edu/APPLYING/susb0104.pdf) 

• Proof of completion of a United States equivalent bachelor's degree with a minimum overall 
grade point average of 3.00 on a 4.0 scale.  

•  Two official copies of all previous college transcripts (if transcripts are in a language other 
than English then certified English translations are required, in addition to the original 
documents) 

• Scores from the Graduate Management Admission Test (GMAT), or Graduate Record 
Examination (GRE) General Test 

• Proof of proficiency in reading, writing, speaking and comprehending English (to be 
admitted in to the Program a student must achieve a score of at least 550 on the TOEFL 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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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 750 on the TOEIC test, or 550 on the GRE Verbal Test) 

• Three letters of recommendation (in English, or with certified translations into English) 

• An aptitude for quantitative analysis, demonstrated through previous course-work, 
standardized tests, or practical experience (performance at the equivalent of a grade of "C" or 
better in an introductory calculus course is expected) 

For students to succeed in the Program it is essential that they be proficient in the use of computers and 
have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Internet  

 
Graduation Requirements 

(a) To graduate from the program all students must be cleared for graduation by the Department of 
Technology & Society and by the Graduate School in conformance with University’s rules and 
regulations. 

(b) To receive the MS degree in Technology Systems Management a student must complete 30 
credits of required courses with an overall minimum GPA of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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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achment 2 
 

Term 
Location of 

Classes 
Courses Credits Course Name 

1 
Online from Stony 

Brook 
EST 530 

 
3 Electronics Commerce 

2 Taiwan  
EMP 502 

 
3 

Managing Accounting and 
Finance 

3 
Online from Stony 

Brook  
EMP 501 3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al 
Aspect of Management 

4 Taiwan  EMP 509 3 
Management of Information 

Systems  

5 
Online from Stony 

Brook 
EST 582 3 

Systems Approach to 
Human-Machine Systems 

 
6 Taiwan  EMP 518 3 Program/Project Management 

7 Stony Brook   
EMP 521 

 
3 

Managing New Product 
Development and Design 

 

8 Stony Brook 
EMP 517 

 
3 Quality and Value Management 

9 Stony Brook 
EMP 506 

 
3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s 
Management 

10 Stony Brook EMP  507 3 
Research topics for  

G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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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achment 2 (continued): 
 

Curriculum 
 

List of courses 
 
EMP 501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al Aspect of Management 
EMP 502 Management Accounting and Financial Decision 
EMP 504 Quantitative Methods in Management 
EMP 506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s Management 
EMP 507 Research topics for GOM 
EMP 509 Management of Information Systems  
EMP 517 Quality and value Management 
EMP 518 Program/Project Management 
EMP 521 Managing New Product Development and Design 
EMP 522 Strategic Marketing and Planning 
EMP 523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EST  530  Electronics Commerce 
EST  581 Methods of Socio-Technology Decision Making 
EST  582 Systems Approach to Human-Machine Systems 
EST  591 Independent study in Technology and Society 
EMP 524 Business Transformation and Change Management 
EMP 525 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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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achment 3: 
 
1. Teaching arrangements for the Program are as follows: 

a. SBU will teach 3 courses in NUK using an online teaching platform.  All 3 lectures will be 

online using our course management system Blackboard and Horizon Wimba Software.  

b. NUK will teach 3 courses in Kaohsiung. These 3 courses will be transferred to SBU as 

Transfer credits. 

c. Remaining 4 courses will be taken all in Stony Brook in the summer for two cycles. Each 

cycle consist of 6 weeks for two courses. These are regular in-house Stony Brook summer 

courses. During the summer, students will hold full-time graduate student status and pay 

New York out-of-state tuition rate at $488 per credit as of July 2008. 

   

2.  Proposed size of the class: Twenty-five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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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achment 4: Financial Arrangements and Related Matters 
 
A. The total per student cost for the 30 credit academic portion of the Program, including course 

materials, is U.S. $ 11,256.00  (9 X 600 plus 12 X 488 ) Plus College fee.  In accordance 
with SBU Policy, this Program Fee is subject to change should SBU increase tuition and/or fee 
charges.  

B. Excluded in the per student cost of U.S. $11,256.00 is a non-refundable application fee of 
$60.00 (sixty dollars) required of all applicants. 

C. SBU shall pay all copyright fees for materials reproduced as part of the program. 

D. No later than 15 days from the start of each academic term in Taiwan, NUK shall remit to SBU 
tuition and fees for each student registered in that academic term. 

E. Upon presentation of appropriate invoice, SBU shall reimburse NUK for overhead costs 
incurred in the course of offering the Program, in the amount of $175 per student per credit.  
Overhead costs include, but are not limited to: 

1. Staff to accept and provide preliminary screening of  student applications, and to 
forward to SBU  applications, financial, administrative or other concerns of  
students 

2. Staff to collect, account for and transmit to SBU Program fees collected from 
students. 

3. Staff to arrange local travel and living accommodations for SBU faculty and staff 
when visiting Taiwan on program business. 

4. Staff to provide essential students services including proctoring the examinations. 
 

F. There is no refund for students who drop a course or the Program. 
 
G. NUK shall advise each participant in SBU’s summer residential program that he/she is covered 

by Foreign Student Health Insurance offered by SBU, but the student must have up-to date 
inoculations (New York State requires: measles, mumps and rubella (MMR) Students must be 
advised that if they need to use the Infirmary they will be charged a one time fee of $65.00. As 
with all fees, this fee is subject to chang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olicies of the Board of 
Trustees of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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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achment 4 (continued):     Payment Method 
 

Payment shall be wired as follows: 
 
To SBU 
 

1. Beneficiary name:   SUNY at Stony Brook 

2. Beneficiary address:  P.O. Box 619, Stony Brook, New York  11790 

3. Beneficiary telephone number:  631-632-6117 

4. Bank name:  Chase Manhattan   #02100021 

5. Bank branch name:   Main Street, Stony Brook, New York  11790 

6. Bank account number:  777952858 

To NUK  

1.Beneficiary name:   

2.Beneficiary  

3. Beneficiary Bank:   

4 Bank Address:  

6.  Swift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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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高雄大學校務策略會議－單位發展目標與特色 

學年度 目標與遠景 特色 策略與 
施行方法 預期成效 評估指標 

（質與量） 

管
理
學
院 97-100

1. 管理相關專業整

合 
2. 提昇教學與研究

能量 
3. 中期目標「教學

研究型大學」、長

期目標「研究型

大學」 
 

形成管理相關專業

的價值鏈 
專業價值鏈分析： 
1. 從概念到具體；從

院內到院外(分析 
＋ 設計＋實施) 

2. 形成共識與尋找

誘因 
3. 教授之合作研究

方面，建議本校研

訂院內跨領域合

作研究獎勵辦

法，以協助教師推

動合作型研究計

畫 
4.  提昇教學及行政

服務品質，建議

以系所師資員額

剩餘數，聘任教

學或行政助理，

以協助教師教學

及研究進行，朝

向教學研究卓越

發展目標 

1. 形成新研究議題 
2. 建立企業實務 

 

提案三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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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國際化 以管理學位學程為

推行國際化的舞台 
1. 規劃全英語學位 

(院級管理學位學

程) 
2. 建議校方補助各

院系所與國外學

校簽訂學術交流

協議經費，以鼓勵

並協助各院系所

推動國際學術交

流合作事務 
3. 交換教授方面，希

望本校訂定交換

教授補助辦法 
4. 從交換學生到雙

聯學位 
5. 從國內研究到跨

國研究 

1. 構想書 
2. 合作協議書、契約

3. 國際合作計畫 

 

5. 優質化  1. 規模小，從深度優

先開始 
2. 跨系所活動 

1. 形成合作的組織文

化 
2. 合作的學習型組織

 

6. 擴大組織規模  1. 獨立專案申請 
2. 與他校合併方

面，合併對象，應

符合本校中、長期

定位及願景發展 
 

本院共識 (優缺點與

待克服的困難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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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___ 
 

COLLEGE OF ENGINEERING AND APPLIED SCIENCES 
DEPARTMENT OF TECHNOLOGY & SOCIET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STONY BROOK 
And  

COLLEGE OF MANAGEMENT 
NATIONAL UNIVERSITY OF KAOHSIUNG, TAIWAN 

 
MASTER OF SCIENCE DEGREE IN TECHNOLOGICAL SYSTEM MANAGEMENT  

WITH CONCENTRATION IN GLOBAL OPERATIONS MANAGEMENT  
AGREEMENT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THIS AGREEMENT is made this ____ day of  September, 2008, by and between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n educational corporation organized and existing under the laws of the State of 
New York with its principal place of business located at the State University Plaza, Albany, New York 12246,  
for and on behalf of the College of Engineering and Applied Sciences of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Stony Brook (“SBU”) and National University of Kaohsiung , 700, Kaohsiung University Road, Nan-Tzu 
District, Kaohsiung 811, Taiwan ("NUK"). 
(本合約係紐約州立大學石溪分校【石溪大學】與國立高雄大學於 2008 年○○月簽訂。) 

 
 WHEREAS, SBU offers a variety of degree and other academic programs in the area of business 

management and administration (“Program”) to the student community;  

(本合約是基於，石溪大學授予學生各種學位與學術學程，其範圍包括企業管理等相關領域。) 

 WHEREAS, SBU periodically desires to give its students the broader educational experience that is 
gained by exposure to the facilities and programs of academic institutions engaged in similar pursuits; (同
時，經由各學術單位所提供之設施和課程，石溪大學定期的、不斷的、追求並提供學生更廣泛之教育經驗。) 

 
WHEREAS, NUK offers a variety of degree and other academic programs in the area of business 

management in Taiwan; 

(同時，國立高雄大學在台灣授予學生各種學位以及企業管理等相關領域之學術學程。） 

 WHEREAS, NUK desires to cooperate with SBU to establish and implement, from time to time, one 

or more Programs involving the facilities, students and staff of SBU and the facilities, students and staff 

available to NUK; 

(同時，國立高雄大學期望與石溪大學合作，並建立經常性之各式教職員工生間之互動合作。） 

 WHEREAS, SBU and NUK wish to cooperate with each other by providing courses and 

administrative support services to NUK students, representatives and employees of various business 

enterprises, and others, in Taiwan who are interested in pursuing the Masters of Science Degree in 

Technology Systems Management with a concentration in Global Operations Management offered by SBU; 

(同時，石溪大學與國立高雄大學願意互相合作，提供課程與行政支援服務，以協助高雄大學之學生及台灣

各企業員工與代表等攻讀石溪大學授予之“專攻全球運籌管理之科技系統管理碩士學位＂。) 

WHEREAS, SBU and NUK desire to document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through which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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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am will be offered by SBU in cooperation with NUK,   

(同時，石溪大學與國立高雄大學願意訂定由石溪大學與國立高雄大學互相合作所授予之學位專案。) 

 

NOW, THEREFORE, in consideration of the mutual consideration and promises contained herein, it is 
hereby agreed that: 
(因此，基於上述之考量和承諾，雙方同意下列之事項：) 

 

1. SBU shall:（石溪大學：） 

a. Review and evaluate for enrollment into the Program qualified applicants identified by NUK, 

in accordance with SBU’s normal and customary admission standards.   All academic 

decisions relating to eligibility, admission, continuation in and graduation from Program 

shall be made by SBU and the Department of Technology and Society.  Relevant 

admission and matriculation guidelines are listed in Attachments 1, 2 and 3, attached 

hereto and made a part hereof: (依據石溪大學一般及特殊的標準，初步之入學審核，係由

國立高雄大學所規定。而有關入學與否之決定係由石溪大學執行。其相關規定與準則列於附

件一、二、三。） 

• A description of the eligibility and admissions requirements (Attachment 1)  

• A description of the Program (Attachment 2)  

• Teaching arrangement, learning platform and location (Attachment 3) 

b. After appropriate review, notify qualified applicants of their eligibility to enroll in the Program.  

SBU shall communicate directly with the individual applicants about matters relating to 

admission eligibility.（初案核定通過之後，石溪大學將直接與申請者聯繫有關入學的作

業。） 

c. Provide faculty to teach all ten (10) Program courses.   SBU shall provide copies of 

credentials for each Program faculty member to NUK.   NUK may use the credentials for its 

internal purposes, and may submit this data to the Taiwan government when required. (石

溪大學將提供十門課程之師資及其資料。該資料可供國立高雄大學內部及提供台灣政府部門

審查使用。) 

d. Provide a Program advisor who shall also serve as the coordinator of the SBU Program at 

SBU, as well as such support staff as necessary.（石溪大學將提供專案負責人協助本計畫

專案。） 

e. Comply with all relevant federal and state rules and regulation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copyright laws, visa requirements and the Export Controls Act, as well as relevant rules 

and regulations issu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in Taiwan,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copyright laws and visa requirements.  SBU shall comply with applicable requirement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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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y accreditation authority and shall certify such compliance upon request by NUK.（石溪

大學將依據相關法令協助必要的登記或入學工作。） 

2. NUK shall: (國立高雄大學：） 

a. Identify and recommend for enrollment into the Program qualified applicants, with the 

understanding that all final academic decisions relating to eligibility, admission, continuation 

in and graduation from Program shall be made by SBU and the Department of Technology 

and Society, based on the admission and matriculation guidelines listed in Attachments 1, 

2 and 3, attached hereto and made a part hereof: (依附件一、二、三之規定進行初步之入

學審核。而最終之入學決定係由石溪大學執行。) 

b. Provide the administrative and technological services or program advisor necessary to 

support the course offerings furnished under this Agreement, to individuals interested in 

pursuing an SBU Masters Degree in Technology Systems Management in Taiwan. (提供與

本專案相關之行政及技術支援或專案負責人。） 

c. Serve as a conduit for payment of tuition and other fees associated with the Program, as 

required by Attachment 4 attached hereto and made a part hereof.（協助代收學費。） 

d. Permit the authority responsible for accreditation of SBU’s curriculum to inspect the 

services provided by NUK for the purpose of the educational experience.（協助石溪大學追

蹤課程的教學狀況。） 

e. Comply with all relevant United States and New York State rules and regulation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copyright laws, visa requirements and the Export Controls Act, as well as 

all the rules and regulations issu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in Taiwan,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copyright laws and visa requirements.  NUK shall also comply with applicable 

requirements of any accreditation authority and shall certify such compliance upon request 

by SBU.（遵守各項法令規定。） 

3. Duration.   This Agreement shall be effective from the date first set forth above until August 31, 

2012, and may be amended, modified or renewed only by mutual written agreement.（本合約有效期到

2012 年 8 月 31 日。在雙方同意之下，本合約可增訂、修改、延期。） 

4.  Program Content      The SBU Department of Technology and Society reserves the right to change, 

modify or amend course offerings, to ensure the continued improvement and enrichment of the Program.

（為持續改進、加強本專案，石溪大學保留修改課程內容的權利。） 

5. Program Enrollment NUK and SBU agree that enrollment will be on a rolling basis with a 

proposed maximum of twenty-five (25) and a minimum of eight (8) students required for class participation.   

Enrollment of fewer than eight (8) in a given class shall give SBU the right to cancel that class.（國立高雄

大學與石溪大學同意，建議之每班開課學生人數在 8-25 人之間。若人數少於八人，石溪大學可取消該門

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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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Notification Any notice to either party must be in writing, signed by the party giving it, and be 

served either personally or by registered mail, addressed as follows: (任何通知事項須經該方簽署並以書面

匯報下列人員：） 

 
Copy to:  Yacov Shamash, Dean 
   College of Engineering & Applied Sciences 
   100 Engineering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Stony Brook 
   Stony Brook, N.Y. 11794-2200 
SBU: 

   James Fabian, Director 
   Procurement Department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Stony Brook 
   Stony Brook, NY 11794-6100 
  
NUK:   James C. H. Wu, Dean 
   College of Management 
   National University of Kaohsiung 
   700, Kaohsiung University Road 
   Nan-Tzu District 

Kaohsiung 811, Taiwan. 
 

7. Amendments Either party may request amendments to this Agreement.  To become effective, 
each amendment shall be in writing and signed by authorized representatives of the parties.  Oral 
representations of any officer, agent, or employee of NUK or SBU shall not alter, effect or modify any 
obligation of the parties set forth in this Agreement.（任何修訂都須經雙方書面同意。） 
8. Force Majeure A delay in or failure of performance by either party that is caused by occurrences 

beyond the control of that party shall not constitute default hereunder, or give rise to any claim for damages.

（雙方因不可抗拒的外力造成執行上的問題時，不得訴諸求償。） 

9. Termination Either party may terminate this Agreement by written notice to the other party, 

submitted at least ninety (90) days before the next academic semester.  Program participants may 

complete the degree program within a reasonable period of time following such termination.  In the event of 

termination, NUK agrees to remit to SBU the tuition and fees collected by NUK from Program participants 

as set forth in Attachment 4.  (終止合約應透過正式的書面資料，並在下一學期開始前 90 天送達另一方。但

未完成學位者可延續修課，但須於合理時程內完成學位。若終止合約，國立高雄大學同意處理附件四代收學

費的作業。） 

10. Applicable Law This Agreement shall be interpreted according to the laws of the State of New York.  

NUK shall comply with all laws, rules, orders, regulations and requirements of federal, state and municipal 

governments applicable to the activities arising out of this Agreement, including the provisions contained in 

the standard State contract Exhibits A, A-1 & A-2 attached hereto and made a part hereof.（本合約須遵守

紐約州及各項相關法令。） 

11. Entire Agreement  This Agreement, together with its referenced attachments and exhibits, 

constitutes the entire agreement of the parties.  All previous communications between the parties, whe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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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itten or oral, with reference to the subject matter of this Agreement, are hereby superseded. （本合約所

記載之事項與附件取代之前相關之各項協議。）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NATIONAL UNIVERSITY OF KAOHSIUNG 
AT STONY BROOK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James Fabian, Director     James C.H. Wu, Dean 
Procurement Department    College of Management 
Procurement Department    National University of Kaohsiung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Stony Brook           700, Kaohsiung University Road   
Stony Brook, NY 11794-6100    Nan-Tzu District 
       Kaohsiung 811,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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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achment 1: (附件一) 
Language of Instruction 
English is the official language of instruction of degrees offered by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Stony Brook.  
Stony Brook is required by regulations of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nd the State Education Department to 
ensure that all instruction, course work, readings and discussions in the MS in Technology Systems Management be 
carried out in English. To this end, all courses offered in the Program must be taught in English, and all text-books 
prescribed for the Program must be written in English.  No exceptions to this policy are allowed.（授課語言必須全

部都是英文。） 

English Language Proficiency Tests 
 SBU requires a student to obtain a minimum score of 550 on the TOEFL test in order to be admitted to a graduate 
program at Stony Brook. 

(a)   If a student obtains a score of 550 or above on the GRE Verbal test then he or she may be exempted from 
having to submit scores from the TOEFL test. 

(b) A student may submit results from the TOEIC test instead of the TOEFL test, but SBU will require that 
student to demonstrate a minimum score of 750 on the TOEIC test for admission to the Program. 

(c) No exceptions to these Stony Brook requirements for English-language proficiency are allowed. 
(英語語言能力測驗最低標準: TOEFL 550 或 TOEIC 750，若 GRE 字彙 550 則免 TOEFL。） 

 
Admission to Matriculated Status in the Program 

(a) All students admitted to the program must meet the minimum requirements of both the Graduate School and 
the Department of Technology & Society at Stony Brook. 

(b) To be eligible for admission to the Program as fully matriculated students applicants must submit the 
following materials to the Director of Graduate Studies of the Department of Technology & Society one 
month prior to the start of the Program: 
• A completed official graduate application form 

(blank copies of which will be supplied by Stony Brook, and may also be downloaded from the 
University's web site at the following address: http://www.grad.SBUsb.edu/APPLYING/susb0104.pdf) 

• Proof of completion of a United States equivalent bachelor's degree with a minimum overall grade point 
average of 3.00 on a 4.0 scale.  

•      Two official copies of all previous college transcripts (if transcripts are in a language other than English 
then certified English translations are required, in addition to the original documents) 

• Scores from the Graduate Management Admission Test (GMAT), or Graduate Record Examination 
(GRE) General Test 

• Proof of proficiency in reading, writing, speaking and comprehending English (to be admitted in to the 
Program a student must achieve a score of at least 550 on the TOEFL test, or 750 on the TOEIC test, or 
550 on the GRE Verbal Test) 

• Three letters of recommendation (in English, or with certified translations into English) 
• An aptitude for quantitative analysis, demonstrated through previous course-work, standardized tests, or 

practical experience (performance at the equivalent of a grade of "C" or better in an introductory calculus 
course is expected) 

For students to succeed in the Program it is essential that they be proficient in the use of computers and have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Internet  
(取得正式入學學籍: ) 

(a): 所有學生必須達到石溪大學研究院及石溪大學技術與社會系之入學標準。 

(b): 必須繳交文件 

 正式申請書。 

 學士學位證明，且畢業成績平均 3.0 以上。 

 兩份正式英文成績單。 

 GMAT 或 GRE 分數。 

 6 
95

http://www.grad.sunysb.edu/APPLYING/susb0104.pdf


 英語語言能力測驗分數。 

 三封推薦信(英文)。 

 定量分析能力(如微積分成績 C 以上)。 

 
Graduation Requirements 

(a) To graduate from the program all students must be cleared for graduation by the Department of Technology 
& Society and by the Graduate School in conformance with University’s rules and regulations. 

(b) To receive the MS degree in Technology Systems Management a student must complete 30 credits of 
required courses with an overall minimum GPA of 3.0.  

(畢業規定: ) 

(a): 所有學生必須達到石溪大學研究院及石溪大學技術與社會系之畢業標準。 

(b): 學生必須修習 30 學分之規定課程且平均最低成績 3.0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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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achment 2 
 
 
 

Term Location of 
Classes Courses Credits Course Name 

1 Online from Stony 
Brook 

EST 530 
 3 Electronics Commerce 

2 Taiwan  EMP 502 
 3 Managing Accounting and 

Finance 

3 Online from Stony 
Brook  EMP 501 3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al 

Aspect of Management 

4 Taiwan  EMP 509 3 Management of Information 
Systems  

5 Online from Stony 
Brook EST 582 3 

Systems Approach to Human-
Machine Systems 

 
6 Taiwan  EMP 518 3 Program/Project Management  

7 Stony Brook   EMP 521 
 3 

Managing New Product 
Development and Design 

 

8 Stony Brook EMP 517 
 3 Quality and Value Management

9 Stony Brook EMP 506 
 3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s 

Management 

10 Stony Brook EMP  507 3 Research topics for  
GOM 

 
 

(附件二) 
共 10 門課： 

線上授課：3 門（石溪大學遠距教學授課）。 

國立高雄大學：3 門（高雄大學開課，抵石溪大學學分）。 

石溪大學本校區：4 門（暑假期間修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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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achment 2 (continued): 
 
Curriculum （課程清單） 

 
       
 
List of courses 
 
 EMP 501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al Aspect of Management 
 EMP 502 Management Accounting and Financial Decision 
 EMP 504 Quantitative Methods in Management 
 EMP 506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s Management 
 EMP 507 Research topics for GOM 

EMP 509 Management of Information Systems  
 EMP 517 Quality and value Management 

 EMP 518 Program/Project Management 
 EMP 521 Managing New Product Development and Design 
 EMP 522 Strategic Marketing and Planning 
 EMP 523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EST  530  Electronics Commerce 
 EST  581 Methods of Socio-Technology Decision Making 

 EST  582 Systems Approach to Human-Machine Systems 
EST  591 Independent study in Technology and Society 

 EMP 524 Business Transformation and Change Management 
 EMP 525 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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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achment 3:  (附件三) 
1. Teaching arrangements for the Program are as follows: (教學安排：） 

a. SBU will teach 3 courses in NUK using an online teaching platform.  All 3 lectures 

will be online using our course management system Blackboard and Horizon 

Wimba Software.  (石溪大學遠距教學 3 門課） 

b. NUK will teach 3 courses in Kaohsiung. These 3 courses will be transferred to SBU 

as Transfer credits. (國立高雄大學 3 門課） 

c. Remaining 4 courses will be taken all in Stony Brook in the summer for two cycles. 

Each cycle consist of 6 weeks for two courses. These are regular in-house Stony 

Brook summer courses. During the summer, students will hold full-time graduate 

student status and pay New York out-of-state tuition rate at $488 per credit as of 

July 2008. (石溪大學暑期 4 門課。學費以外州生計費。2008 年 7 月收費為$488 美元一學分) 

   

2.  Proposed size of the class: Twenty-five (25).（建議專案課程人數 25 人。） 

 10 
99



Attachment 4: Financial Arrangements and Related Matters 

(附件四: 財務安排與相關事項) 

A. The total per student cost for the 30 credit academic portion of the Program, including 
course materials, is U.S. $ 11,256.00  (9 X 600 plus 12 X 488 ) Plus College fee.  In 
accordance with SBU Policy, this Program Fee is subject to change should SBU increase 
tuition and/or fee charges. （由石溪大學授課之總共學費約$11,256 美元再加學院費，但仍依石

溪大學的調整而有異動。） 

B. Excluded in the per student cost of U.S. $11,256.00 is a non-refundable application fee of 
$60.00 (sixty dollars) required of all applicants. (令加不退款之$60 美元之申請費) 

C. SBU shall pay all copyright fees for materials reproduced as part of the program.（石溪大

學負責所有教學材料的版權費。） 

D. No later than 15 days from the start of each academic term in Taiwan, NUK shall remit to 
SBU tuition and fees for each student registered in that academic term.（開學 15 天之前，

國立高雄大學需將學費匯給石溪大學。） 

E. Upon presentation of appropriate invoice, SBU shall reimburse NUK for overhead costs 
incurred in the course of offering the Program, in the amount of $175 per student per 
credit.  Overhead costs include, but are not limited to: (在石溪大學收訖國立高雄大學匯款

後，石溪大學將歸還每學分$175 美元之經常費用給國立高雄大學，以作為支付下列工作人員與事

項：） 

1. Staff to accept and provide preliminary screening of student applications, and to 
forward to SBU applications, financial, administrative or other concerns of 
students.（處理初步之入學審核、並轉遞石溪大學相關之申請資料，財務資料、以及學

生的各項問題。） 
2. Staff to collect, account for and transmit to SBU Program fees collected from 

students.（代收帳款並交付石溪大學。） 
3. Staff to arrange local travel and living accommodations for SBU faculty and 

staff when visiting Taiwan on program business.（安排石溪大學相關人員來國立高

雄大學處理專案有關業務，但費用由石溪大學自付。） 
4. Staff to provide essential students services including proctoring the 

examinations.（協助處理學生事務及監考等。） 
 

F. There is no refund for students who drop a course or the Program.（退選或退學都不得退

費。） 
 
G. NUK shall advise each participant in SBU’s summer residential program that he/she is 

covered by Foreign Student Health Insurance offered by SBU, but the student must have 
up-to date inoculations (New York State requires: measles, mumps and rubella (MMR) 
Students must be advised that if they need to use the Infirmary they will be charged a one 
time fee of $65.00. As with all fees, this fee is subject to chang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olicies of the Board of Trustees of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國立高雄大學應告

知學生若是參加石溪大學暑假宿舍住宿，則具有外籍學生建康保險資格。不過學生必須要有注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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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痲疹、腮腺癌和德國麻疹的預防接種紀錄証明。若須使用學校醫務室預防接種，則須付費 65 美

元。） 
 
 
 
Attachment 4 (continued):     Payment Method（付款方式） 
 
Payment shall be wired as follows:   
 
To SBU 
 

1. Beneficiary name:   SUNY at Stony Brook 

2. Beneficiary address:  P.O. Box 619, Stony Brook, New York  11790 

3. Beneficiary telephone number:  631-632-6117 

4. Bank name:  Chase Manhattan   #02100021 

5. Bank branch name:   Main Street, Stony Brook, New York  11790 

6. Bank account number:  777952858 

To NUK  

1.Beneficiary name:   

2.Beneficiary  

3. Beneficiary Bank:   

4 Bank Address:  

6.  Swiftc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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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高雄大學第 93 次行政會議提案單 

 

提案十四                提案單位：人文社會科學院 

 

案 由：擬與韓國高麗大學校文科大學洽簽「交換教師暨學生施行細則」

以拓展院對院交流事。 

說 明： 

一、謹查：本校與高麗大於 96 年 11 月已簽結學術交流協議，每年交換

學生兩名。據悉爭取赴韓留學者眾與踴躍，本名額似無法移撥東語

系專屬使用。按東語系韓語組學生三年級時依學程規劃必須派赴韓

國留學一個學期，原則以交換生名義派遣，以減輕學生經濟負擔。 

二、本案東語系透過該系兼任助理教授王永一老師偕同渠摯友高麗大學

楊沅錫研究教授協助曾與該校文科大學（等同國內文學院）所屬各

系接洽表示有意願就細則草案所提各項進行院對院的交流，爰擬以

陳院長名義具函連同草案相關資料正式致函文科大學宋河春學長

（即院長），敦請韓方研議，並副知相關單位，以期側敲邊鼓，順利

推動。 

三、本案經 97 年 9 月 22 日簽奉核准在案，交換教師暨學生施行細則如

附件。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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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高雄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

高 麗 大 學 校 文 科 大 學
交換教師暨學生施行細則（草案）

 

國立高雄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以下簡稱甲方）與高麗大學校文科大學（以下簡稱乙方）

所簽署的本施行細則，目的是雙方基於兩校學術交流合作，進一步推動院對院交換教師

暨學生間的學術交流合作，一致同意下列事項。 

 1.乙方同意每年派遣一位教師赴甲方東亞語文學系，講授韓語或韓國政經社會文化等

相關專業課程。 

  2.雙方同意每年互相接受交換留學生，名額以三名為限，細則原則上，免收對方之學

費及住宿費，學費由學生向自方學校繳交，有關機票、餐費、醫療保險費、書籍費、

生活費等均由學生自行負責。 

  3.雙方同意實施中期留學（約 6個月）。 

  4.長期留學名額一名可用中期留學名額兩名代替。 

  5.甲方派遣的留學生需有甲方韓語班高級程度或等同高級班韓語能力。乙方派遣的留

學生需有乙方華語班高級程度或等同高級班華語能力。 

  6.雙方有為留學生準備宿舍、公寓或在特殊情況下安排寄宿家庭等義務。 

  7.留學生應遵守當地法律，如遇品行不良，觸犯法律之學生即令退學，經派遣學校之

院長判斷，可另派留學生遞補之。 

8.雙方均有權利決定留學生在留學期間所取得的成績學分。 

本細則未備事項，將由雙方基於友好精神協商解決。 

雙方同意細則中所載之留學交換計畫書，本互惠原則，期望將來發展及成功。 

本細則用中文及韓文書寫，各壹式兩份，內容相同，由雙方各執壹份，自雙方代表簽

署之日起生效。任何一方有事項需要更改或中止友好交流，需於六個月前以書面通知對

方。 

 
                                  

國立高雄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            高麗大學校文科大學 

代理院長 陳 文 輝                  學長 宋 河  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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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高雄大學第 93 次行政會議提案單 

 

提案十五                    提案單位：理學院 

 

案 由：「國立高雄大學理學院生命科學系系主任遴選辦法」部分條文修訂 
說 明：本案業經生命科學系 97 年 4 月 16 日 96 學年度第 8 次系務會議暨

本院 97 年 6 月 10 日 96 學年度第 7 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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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高雄大學理學院生命科學系系主任遴選辦法對照表 
                                      92 年 6 月 11 日第 10 次系務會議通過

92 年 6月 13 日第 11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94 年 10 月 6日 94 學年度第 2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97 年 4月 16 日 96 學年度第 8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97 年 6月 10 日 96 學年度第 7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97 年 10 月 24 日第 93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修正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第一條 本辦法係依據「國立

高雄大學系主任、所

長遴選準則」訂定之。 

第一條 依高雄大學系主任、所長遴選

準則，訂定本辦法。 

文字修正 

 

第二條 系主任應具副教授以

上資格。 

第二條 系主任應具教授資格，如一時

確無合格人選，或具教授資格

者均無意願或無法依規定兼

任，得由副教授兼代之，但以

一任為限。 

文字修正 

 

第三條 本系系主任之任期為

二年，連選得連任一

次。但副教授兼系主

任者，以一任為限。 

 

第三條  本系系主任之任期為二年，連

選得連任一次。但副教授兼系

主任者，以一任為限。 

未修正 

 

第四條 系主任候選人產生方

式如下： 

一、系主任出缺時，應先

公告徵求人選。 

二、非本系專任教師，經

本系專任教師三分之一

以上聯名推薦者。 
三、系主任候選人應就系

務發展之抱負與理念發

表意見，供本系專任教師

參考。 

第四條  系主任具連任資格且有意願

連任時，由全系專任教師以

不記名投票之方法行使同意

權，獲得過半數之同意票時

始得連任，並簽請校長續聘

之。 

文字修正 

現行條文

移至修正

條文第六

點 

第五條 系主任以遴選方式產

生，遴選方式如下： 

於系主任任期屆滿前 4個

月或因故出缺後 2個月

內，召開系務會議，全體

專任教師以不記名投票

之方法，就前條候選人圈

選後，依得票數高低推選

2至 3人，送經院長轉請

校長圈選聘任之。 

第五條  系主任候選人產生方式如下： 
（一）系主任出缺時，應先

公告徵求人選，如具教授資

格者均無意願時，副教授得

列為候選人。 
（二）非該系教授，經全系

專任教師三分之一以上聯名

推薦者。 
（三）系主任候選人應就系

務發展之抱負與理念發表意

文字修正 

現行條文

移至修正

條文第四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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見，供本系教師參考。 

第六條 系主任具連任資格且

有意願連任時，由全系專

任教師以不記名投票之

方法行使同意權，獲得全

系專任教師二分之一以

上之同意票時始得連

任，並簽請校長續聘之。
 

第六條  系主任以遴選方式產生，遴選

方式如下： 
     於系主任任期屆滿前四個月

或因故出缺後二個月內，召開

系務會議，全體出席專任教師

以不記名投票之方法，就前條

候選人圈選後，依得票數高低

推選二至三人，送經院長轉請

校長圈選聘任之。 

文字修正 

現行條文

移至修正

條文第五

點 

第七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

院務會議及行政會議通

過，並經核定後實施，修

正時亦同。 

第七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及行政會議

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施行，

修正時亦同。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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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高雄大學理學院生命科學系系主任遴選辦法 
92 年 6 月 11 日第 10 次系務會議通過 

92 年 6 月 13 日第 11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94 年 10 月 6日 94 學年度第 2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97 年 4 月 16 日 96 學年度第 8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97 年 6 月 10 日 96 學年度第 7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97 年 10 月 24 日第 93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本辦法係依據「國立高雄大學系主任、所長遴選準則」訂定之。 

第二條 系主任應具副教授以上資格。 

第三條 本系系主任之任期為二年，連選得連任一次。但副教授兼系主任者，以一

任為限。 

第四條  系主任候選人產生方式如下： 

        一、系主任出缺時，應先公告徵求人選。 

        二、非本系專任教師，經本系專任教師三分之一以上聯名推薦者。 

        三、系主任候選人應就系務發展之抱負與理念發表意見，供本系專任教師 

            參考。 

第五條  系主任以遴選方式產生，遴選方式如下： 

        於系主任任期屆滿前 4個月或因故出缺後 2個月內，召開系務會議，全體

出席專任教師以不記名投票之方法，就前條候選人圈選後，依得票數高低

推選 2至 3人，送經院長轉請校長圈選聘任之。 

第六條  系主任具連任資格且有意願連任時，由全系專任教師以不記名投票之方 

        法行使同意權，獲得全系專任教師二分之一以上之同意票時始得連任，並 

        簽請校長續聘之。 

 

第七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院務會議及行政會議通過，並經核定後實施，修正 

        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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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高雄大學第 93 次行政會議臨時動議提案單 

 

提案一                   提案單位：圖書資訊館 

案 由：有關圖書資訊館自修室是否持續對社區民眾、高中生開放使用案，

提請討論。 

說 明： 

一、本案已經 97 年 10 月 22 日九十七學年第一次圖書委員會會議辦理，

會中決議：讀者自修室平時不管制，但期中、期末考試當週及前一

週，配合校內刷卡機制，對校外人士進行管制。 

二、因本校學生迭有反應社區民眾、高中生影響其自修室的使用，如：

使用座位減少、談話聲響等，希望本館加以管制。 

三、鑑於本校設校特色與願景，以建構人文、生態、休閒健康的大學城

為理想，願將運動、健康、休閒及圖書多媒體設施回饋社會，並冀

透過「開放式、無圍牆的校園」讓知性的校園文化藝術深化社區，

提升社區品質。因此，若對社區民眾使用自修室加以管制，則有違

本校設校精神。 

四、利用本校自修室較多的族群為中山高中學生，若對使用自修室加以

管制，將有違本校與該校所簽訂教育夥伴協議關係。 

五、資源有限，且理想與現實衝突的情況下，是否對外持續開放自修室

之使用，提請討論。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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