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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東華大學106學年度第2學期第4次行政會議紀錄 

會議時間：107年6月27日(星期三)上午10時整 

會議地點：行政大樓303會議室 

主 席：趙校長涵㨗                                                  紀錄：陳玫琴 

出席人員：   

朱副校長兼任國際長景鵬(宋組長之華代理) 徐副校長兼總務長輝明 林教務長信鋒 

翁研發長若敏 邱學務長紫文 郭院長永綱 林院長穎芬 

王院長鴻濬 范院長熾文 浦院長忠成 劉院長惠芝 

裴院長家騏 張主任德勝(陳組長旻秀代理) 王主任沂釗 

彭主任勝龍(毛組長起安代理) 羅主任寶鳳 廖副主任委員慶華(請假) 

徐主任宗鴻 戴主任麗華 古主任秘書智雄 

列席人員：  

顧主任瑜君、張組長菊珍、何秘書俐真 

壹、 主席致詞 

本次會議為本學期最後一次行政會議，感謝各位主管的辛勞。 

貳、 致贈及頒獎 

(一)致贈107年8月1日退休教師紀念品與發表退休感言 

退休教師：會計學系周雅英副教授兼主任 

 (二)頒發 107 年第 1 季電話禮貌前 3 名績優單位榮譽獎 

第 1 名：學生事務處 

第 2 名：共同教育委員會 

第 3 名：教務處 

參、 確認上次會議紀錄 (107.05.02本校106學年度第2學期第3次行政會議紀錄)：確認後通過 

肆、 報告事項 

一、 總務處業務報告 

(一)東華校園第五次命名活動報告 

【結果】 

經與會主管討論後，A路段(活動中心及圖書館前道路)選採「歲華路」之意

涵，經校長命名為「芳華路」； C路段(人社一館及人社二館前道路)命名為「綠

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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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校內違規車輛拍照逕行舉發簡報 

(三)門禁收費管理系統時程規劃案 

二、研究發展處：106學年度國立東華大學-院級中心業務概況 

伍、 提案討論 

【第1案】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  由：新訂「國立東華大學執行科技部專題研究畫兼任助理費用支給標準表暫行規定」，

請審議。 

說    明： 

一、 依據科技部107年5月23日科部綜字第1070034020號函辦理。 

二、 有關本校自訂兼任助理費用支給標準，擬徵詢各方意見後，再行訂定適用本校之

規定。 

三、 配合科技部107年8月1日起計畫申請需求，本校適用標準制定前，暫以此暫行規定

辦理之。 

決    議：照案通過，如附件一。 

【第2案】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  由：修訂「國立東華大學專題研究計畫研究倫理審查作業辦法」，請審議。 

說    明： 

一、增列第四條本校學生送審案件須經指導教授書面同意，並送本校研究發展處備查

之規定。 

二、原第四條至第八條條次變更。 

三、第九條刪除「修正時亦同」之文字。 

決    議：照案通過，如附件二。 

【第3案】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  由：新訂「本校專利權召回與列管登記須知」，請審議。 

說    明：為管理本校專利，增訂專利權召回與列管登記須知，提本次行政會議討論審議。 

決    議： 

一、 增加「專利申請人/權讓與契約書」，並調整部分文字。 

二、 修正後通過，如附件三。 

【第4案】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  由：修訂「國立東華大學新進教師學術研究獎助辦法」，請審議。 

說    明：依106學年度第2學期第2次學術獎助評審委員會會議決議，修正本辦法第二條、

第三條與第五條，以及新增第七條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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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 

一、 本辦法第五條修正如下： 

獲獎教師得申請本校研究經費補助，每年度本獎助辦法核定補助總金額以120萬

元為上限，其中設備費不得低於總申請經費之50%，並自獲獎下一年度起分2年補

助，補助以在本校服務任期內為限。教師應於獲獎後2年內完成本校核銷程序。獎

勵期間內自升等為副教授資格起算月，即停止本辦法研究經費補助。 

二、 修正後通過，如附件四。 

【第5案】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  由：新訂「國立東華大學研究中心評鑑辦法(草案)」，請審議。 

說    明：研究中心主任提出，研究中心評鑑辦法成立之必要性，故訂定本辦法。 

會辦意見： 

主計室：有關第三條研究專帳部份，實際作業時，尚請業管單位將分配情形通知本室，以俾

作業。 

決    議： 

一、 本辦法第二條修正如下： 

本校研究中心分校院系三級，本辦法應評鑑之中心含校級及院級中心，系級中心

免受評，但得主動申請受評。每三年需接受評鑑；校級中心由研發處辦理，院級

及系級中心由院系自行辦理評鑑，評鑑結果送研究發展審議委員會備查。 

二、 本辦法第三條修正如下： 

校級及院級研究中心之各項研究計畫(含計畫結餘款)及業務收入須得以中心名義

設立經費專戶，依本校相關規定編列行政管理費，且專款專用以支應中心各項人

事、行政運作以及相關業務所需經費。經費報支依本校相關規定辦理。 

三、 本辦法第四條修正如下： 

評鑑組別分為「科技研究」、「人文社會研究」與「校務功能服務」等三組。各

研究中心應訂定營運績效指標。評鑑相關資料含團隊成員名冊、歷年經費收入總

額及明細、營運績效指標達成率及其他有利審查資料。 

四、 本辦法第五條修正如下： 

校級中心成立滿三年以上之研究中心或距上次評鑑滿三年者，都應參加評鑑。

研究中心若有更名，應維持原定評鑑時程，不受更名影響。評鑑每二年舉辦一

次，並依下列程序辦理： 

一、 提出資料：當年九月底前，由研究發展處通知各研究中心提出評鑑相關資料。 

二、 初審：當年十月底前，由研究發展處彙整資料，送校內外專家審查。校內外

審查委員由各學院院長推薦各乙名、且校內委員必須非為研究中心主任。 

三、 決審：當年度十二月底前，將初審意見提交研究發展審議委員會審議，並由

研究中心進行業務、成果、財務及營運績效簡報，以評定評鑑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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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修正後通過，如附件五。 

【第6案】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  由：修訂本校延攬及留任國內外各類頂尖人才學術獎勵金給與辦法，請審議。 

說    明：因應科技部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勵作業修訂，與106學年度第 2學期第 2次學

術獎助評審委員會會議紀錄，修訂本校延攬及留任各類頂尖人才學術獎勵

金給與辦法。 

決    議： 

一、本辦法第二條修正如下： 

本辦法適用對象 

本校專任教師在教學、研究、服務各方面有一定之績效。未通過本校教師評鑑或於

補助起始日前一年內未曾執行科技部補助研究計畫者，不得申請。 

二、本辦法第三條修正如下： 

研究績效優良者： 

本校現職教師於研究有具體優良成果者，得獎教授資格之認定，得由各學院依各該

專業領域之國際水準，訂定各類頂尖人才之任用標準及未來績效要求，並依規定審

議通過後再提送申請案至校「學術獎助評審委員會」審核並經核定後，得依下列標

準給與績優教師加給。 

一、研究傑出 

(一) 獲選中央研究院院士或總統科學獎：每月支給上限 16 點績優教師加給。 

(二) 研究績效（包括學術研究、產學研究或跨領域研究績效）成果表現傑出者。

最近五年，每年至少主持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或科技部產學計畫 1 件以上

（不含共同或協同主持人），每月支給 3 點績優教師加給，人數不超過全

校 2%之教師。 

二、研究優良一 

研究績效（包括學術研究、產學研究或跨領域研究績效）成果表現優良者。

最近五年，每年至少主持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或科技部產學計畫1件以上(不

含共同或協同主持人)，每月支給2點績優教師加給，人數（含研究傑出）不超

過全校5%之教師。 

三、研究優良二 

研究績效（包括學術研究、產學研究或跨領域研究績效）成果表現優良者。最

近五年，至少四年皆主持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或科技部產學計畫1件以上(不含

共同或協同主持人)，每月支給1點績優教師加給，人數（含研究傑出）不超過

全校5%10%之教師。 

三、研究績效優良之教師加給，每點額度範圍為新台幣5,000~10,000元整，由各院自行訂

定。 

四、修正後通過，如附件六。 

【第7案】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 

案    由：修訂「國立東華大學跨域自主學習認證實施辦法」，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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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    明： 

一、本辦法修正第七條「服務奉獻」領域，最低需達時數為50小時。 

二、依現行辦法第七條之考核標準，106學年度起入學之大學部新生，跨域自主學習認

證時數需達120小時。「服務奉獻」、「多元進取」及「專業成長」各領域分別需

達20小時。大一、大二修習之「服務學習」課程可認抵「服務奉獻」36小時。 

三、為鼓勵並提升學生志願服務的精神，擬將「服務奉獻」領域需達20小時之下限，上

修至50小時（亦即服務學習課程認抵後，需至少再服務14小時，始達要求）。 

四、本條文修正後，維持畢業前跨域自主學習認證時數需達120小時之標準，「多元進

取」及「專業成長」各領域分別需達20小時；「服務奉獻」領域需達50小時，完成

「服務學習」課程可認抵「服務奉獻」36小時，並自107學年度起入學之大學部新

生開始適用。 

五、刪除第八條「修正時亦同」之文字。 

決    議：照案通過，如附件七。 

【第8案】提案單位：國際事務處 

案  由：新訂本校境外招生委員會設置要點，請審議。 

說    明：依本校招生委員會設置辦法第四條之規定，本校為辦理境外學生招生相關事務，

設立境外招生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國際處擬訂定境外招生委員會設置要

點。 

決    議：照案通過，如附件八。 

【第9案】提案單位：國際事務處 

案  由：新訂本校優秀僑生獎學金辦法，請審議。 

說    明： 

一、為持續推動國際化及國際招生，並獎勵在校品學兼優僑生，擬訂定「優秀僑生獎學

金辦法」。 

二、成績規定： 

(一)大學部學生前一學期在學成績位居就讀學系所屬班級排名前20%，且操行成績

達80分以上。 

(二)研究所學生前一學期至少修習6學分，且在學成績位居就讀學系所屬班級排名

前30%，操行成績達80分以上。以當學期未獲得教育部研究所優秀僑生獎學金

之學生優先。 

三、獎學金項目與名額： 

(一)獎學金項目：學雜費全免。 

(二)獎學金名額：以每學期大學部在學僑生人數之5%、研究所在學僑生人數之10%

為原則，實際核發之獎學金名額由審查小組決定之。 

決    議：照案通過，如附件九。 

【第10案】提案單位：國際事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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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修正「本校境外學生短期來校研習要點」，請審議。 

說    明： 

一、依據現接待境外學生短期來校之現況，釐清行政單位與教學單位行政執行方法、

學雜費分配準則，修正「國立東華大學境外學生短期來校研習要點」 

二、修正重點如下: 

1.因應各系所招收短期來校研習生現況，調整外國籍學生短期實習收費標準，以調

降收費標準為原則，增加外國籍學生來校實習的誘因。 

2.有關專案合約生來校期間應繳交之研習費，明訂專案合約生研習費之分配原則，

25%為行政管理費，75%為開班單位分配總收入。經費收支依學校相關規定自行控

管。 

三、第十五點部分文字修正。 

決    議：照案通過，如附件十。 

【第11案】提案單位：國際事務處 

案  由：新訂本校學生赴海外短期研修要點，請審議。 

說    明： 

一、 為提供本校學生赴海外進行短期研修，擬訂定「國立東華大學學生赴海外短期研

修要點」。 

二、 本要點所稱赴海外短期研修定義如下； 

1. 赴未與本校簽訂學生交換計畫之學校； 

2. 該學校須符合教育部外國大學參考名冊； 

3. 進行非學位之研究或課程修習。 

三、 申請以學期為單位，學生在學期間申請赴海外短期研修以一年及一次為限。 

四、 針對赴海外進行短期研修學生訂定申請程序及規範等事宜。 

決    議：照案通過，如附件十一。 

【第12案】提案單位：國際事務處 

案  由： 修正本校「優秀大陸地區學生獎學金實施要點」 ，請審議。 

說    明： 

一、法規名稱修改為本校「優秀陸生獎學金實施要點」。 

二、獎學金項目修改為學雜費減半。 

三、修改申請資格： 

1.考量僅陸生學士班新生有當年度高考成績，碩博班新生未能申請；又各省市高考

滿分成績不同，較難訂定統一審核標準；爰將新生申請資格刪除。 

2.在校學生之審核成績由前一學年修改為前一學期。 

3.碩博班學生前一學期至少修習學分修改為六學分，班級排名須在前百分之三十。 

四、指導教授（系所主管）推薦信列入其他有助審查之文件。 

五、獎學金申請文件改由境外招生委員會審核。 

六、考量學生可能因課業繁重或忙於論文，不克支援陸生活動，擬刪除獲獎義務，改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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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勵學生參與活動。 

決    議：照案通過，如附件十二。 

【第13案】提案單位：國際事務處 

案  由： 國際處分層負責明細表修訂案，請核備。 

說    明：因原分層負責明細表內容與目前實際做法有差異，經重新檢視本處各組業管之工

作項目後，擬修訂「分層負責明細表」。 

決    議： 

一、國際學術合作交流組工作項目中「非國科會相關之國際交流活動 (含冬夏令營活

動招募)非」修正為「非科技部相關之國際交流活動 (含冬夏令營活動招募)」。 

二、修正後通過，如附件十三。 

【第14案】提案單位：圖書資訊中心 

案    由：修訂「國立東華大學資訊與網路中心電腦教室借用管理辦法」，請審議。 

說    明： 

一、 因應 106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通過「圖書資訊中心」改名「圖書資訊

處」，修訂組織名稱，並依使用現況及規則變動修訂條文，將十三個條文簡併為

九個條文： 

(一) 刪除原條文之第四條及第十二條。 

(二) 原條文之第二條部分文字、第三條、第五條、第六條、第十條以及第十一條

第一項條文合併為第三條及第四條。 

(三) 原條文之第九條及第十一條第二項至第五項合併為第五條。 

二、 修訂後各條簡述： 

第一條：述明辦法訂定目的。 

第二條：述明教室分配現況與借用類型。 

第三條：整合學期課程申請及配借之條文，增列優先配借本校程式設計課程教室條

文。 

第四條：整合其他個別活動申請及配借之條文。 

第五條：整合及修訂收費之條文，增列免費與退費規定。 

第六條及第七條：條次修正及簡化文字。 

第八條：增列因故收回配借教室之條文。 

第九條：條次修正及統一辦法修訂文字。 

三、 擬自 107 年 8 月 1 日起施行。 

決    議： 

一、 本辦法第五條第三項第三款修正如下： 

使用當日如遇停電、天災等人力不可抗拒因素事由無法使用時，若已使用時段已

超過借用時段 1/2 時，不退費；若未超過借用時段 1/2 時，則退還已繳之 50%費

用。 

二、 修正後通過，如附件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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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案】提案單位：圖書資訊中心 

案    由：修訂「國立東華大學圖書資訊中心電腦教室印表管理辦法」，請審議。 

說    明： 

一、 修訂簡述： 

(一)106學年度第2學期第2次校務會議通過「圖書資訊中心」改名「圖書資訊處」，

修訂組織名稱。 

(二)因應未來多元支付，刪除繳費流程。 

(三)修正及簡化文字。 

二、 擬自 107 年 8 月 1 日起施行。 

決    議：照案通過，如附件十五。 

【第16案】提案單位：圖書資訊中心 

案    由：廢止「國立東華大學圖書資訊中心系統維護作業規範」及「國立東華大學圖書資

訊中心新系統開發作業規範」，新訂「國立東華大學圖書資訊處系統開發及維護

作業規範」，請審議。 

說    明： 

一、 「國立東華大學圖書資訊中心系統維護作業規範」及「國立東華大學圖書資訊中

心新系統開發作業規範」規定類似且內容過時，擬廢止此二項法規，並另依現況

新訂「國立東華大學圖書資訊處系統開發及維護作業規範」。 

二、 新訂規範各條簡述： 

(一)述明目的。 

(二)述明適用範圍。 

(三)述明作業流程，從申請前作業至驗收等相關事項。 

(四)其他注意事項。 

(五)外購系統的處理。 

(六)規範修訂方式。 

三、 擬於 107 年 8 月 1 日起施行。 

決    議：照案通過，如附件十六。 

【第17案】提案單位：圖書資訊中心 

案    由：修訂「國立東華大學資通安全暨個人資料保護宣導及執行小組設置要點」，請審

議。 

說    明： 

一、 因應 106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通過「圖書資訊中心」改名「圖書資訊

處」，修訂組織名稱及主管職銜。 

二、 避免組織及主管職銜名稱異動，必須多次修改相關文字，擬將多位主管條列式名

單修改為「一級單位主管」。 

三、 疏漏或過時文字修改。 

四、 擬自107年8月1日起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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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照案通過，如附件十七。 

【第18案】提案單位：圖書資訊中心 

案    由：修訂「國立東華大學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執行小組設置要點」，請審議。 

說    明： 

一、 因應 106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通過「圖書資訊中心」改名「圖書資訊

處」，修訂組織名稱及主管職銜。 

二、 避免組織及主管職銜名稱異動，必須多次修改相關文字，擬將多位主管條列式名

單修改為「一級單位主管」。 

三、 疏漏或過時文字修改。 

四、 擬自107年8月1日起施行。 

決    議：照案通過，如附件十八。 

【第19案】提案單位：圖書資訊中心 

案    由：修訂「國立東華大學校園伺服器管理辦法」，請審議。 

說    明： 

一、 106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通過「圖書資訊中心」改名「圖書資訊處」，

自本(107)年 8 月 1 日起生效。 

二、 因應單位名稱變動，修訂「國立東華大學校園伺服器管理辦法」，修訂內容簡述

如下： 

(一)「圖書資訊中心」修訂為「圖書資訊處」。 

(二)統一規則增修方式。 

三、 修訂後條文擬自107年8月1日起生效。 

決    議：照案通過，如附件十九。 

【第20案】提案單位：圖書資訊中心 

案    由：修訂「國立東華大學網路流量管理辦法」，請審議。 

說    明： 

一、106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通過「圖書資訊中心」改名「圖書資訊處」，

自本(107)年 8 月 1 日起生效。 

二、因應單位名稱變動，修訂「國立東華大學網路流量管理辦法」，修訂內容簡述如

下： 

(一)「圖書資訊中心」修訂為「圖書資訊處」。 

(二)統一規則增修方式。 

三、修訂後條文擬自 107 年 8 月 1 日起生效。 

決    議：照案通過，如附件二十。 

【第21案】提案單位：圖書資訊中心 

案    由：修訂「國立東華大學學人宿舍及單身職務宿舍網路使用費收費辦法」，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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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    明： 

一、106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通過「圖書資訊中心」改名「圖書資訊處」，

自本(107)年 8 月 1 日起生效。 

二、因應單位名稱變動，修訂「國立東華大學學人宿舍及單身職務宿舍網路使用費收

費辦法」，修訂內容簡述如下： 

(一)「圖書資訊中心」修訂為「圖書資訊處」。 

(二)統一規則增修方式。 

三、修訂後條文擬自 107 年 8 月 1 日起生效。 

決    議：照案通過，如附件二十一。 

【第22案】提案單位：圖書資訊中心 

案    由：修訂「國立東華大學出版品管理要點」，請審議。 

說    明： 

一、106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通過「圖書資訊中心」改名「圖書資訊處」，

自本(107)年 8 月 1 日起生效。 

二、因應單位名稱變動，修訂「國立東華大學出版品管理要點」，修訂內容簡述如下： 

(一)「圖書資訊中心」修訂為「圖書資訊處」。 

(二)統一規則增修方式。 

三、修訂後條文擬自 107 年 8 月 1 日起生效。 

決    議：照案通過，如附件二十二。 

【第23案】提案單位：圖書資訊中心 

案    由：修訂「國立東華大學圖書資訊中心主機代管服務要點」，請審議。 

說    明： 

一、106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通過「圖書資訊中心」改名「圖書資訊處」，

自本(107)年 8 月 1 日起生效。 

二、因應單位名稱變動，修訂「國立東華大學圖書資訊中心主機代管服務要點」，修訂

內容簡述如下： 

(一)「圖書資訊中心」修訂為「圖書資訊處」。 

(二)統一規則增修方式。 

三、修訂後條文擬自 107 年 8 月 1 日起生效。 

決    議：照案通過，如附件二十三。 

【第24案】提案單位：圖書資訊中心 

案    由：修訂「國立東華大學圖書館館藏發展準則」，請審議。 

說    明： 

一、106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通過「圖書資訊中心」改名「圖書資訊處」，

自本(107)年 8 月 1 日起生效。 

二、因應單位名稱變動，修訂「國立東華大學圖書館館藏發展準則」，修訂內容簡述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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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一)「圖書資訊中心」修訂為「圖書資訊處」。 

(二)統一規則增修方式。 

三、修訂後條文擬自 107 年 8 月 1 日起生效。 

決    議：照案通過，如附件二十四。 

【第25案】提案單位：圖書資訊中心 

案    由：修訂「國立東華大學圖書館使用規則」，請審議。 

說    明： 

一、106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通過「圖書資訊中心」改名「圖書資訊處」，

自本(107)年 8 月 1 日起生效。 

二、因應單位名稱變動，修訂「國立東華大學圖書館使用規則」，修訂內容簡述如下： 

(一)「圖書資訊中心」修訂為「圖書資訊處」。 

(二)統一規則增修方式。 

三、修訂後條文擬自 107 年 8 月 1 日起生效。 

決    議：照案通過，如附件二十五。 

【第26案】提案單位：圖書資訊中心 

案    由：修訂「國立東華大學圖書資訊中心全校性軟體採購申請辦法」，請審議。 

說    明： 

一、106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通過「圖書資訊中心」改名「圖書資訊處」，

自本(107)年 8 月 1 日起生效。 

二、因應單位名稱變動，修訂「國立東華大學圖書資訊中心全校性軟體採購申請辦法」，

修訂內容簡述如下： 

(一)「圖書資訊中心」修訂為「圖書資訊處」。 

(二)統一規則增修方式。 

三、修訂後條文擬自 107 年 8 月 1 日起生效。 

決    議：照案通過，如附件二十六。 

【第27案】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  由：修訂本校「創新研究園區管理中心設置辦法」(草案)，請審議。 

說    明： 

會辦意見： 

主計室：1、查創新園區建置三項G類專管計畫【場地收入、水電稅捐、體育場館】104~106

年收支互抵後均為虧損，104年短絀7,133,589元、105年短絀5,912,286元、106年

短絀1,671,726元，均由學校墊付。 

2、創新園區管理中心目前編有一組，園區場地收入之人事費部分目前僅支付專

任助理(代理組長)陳旻琳與書記職務代理人薪資。 



12 
 

3、查園區目前5人編組中另4人薪資由校務基金負擔，組織擴編後是否仍由園區

場地收入支應上開設置辦法第四條所有人員之人事費用，請再釐清。 

4、倘園區管理中心奉核可擴編組織，請積極開源節流，俾以達成收支平衡，進

而臻至有盈餘原則之目標。 

決    議： 

一、 本辦法第四條修正如下： 

本中心視業務推動之需要，得設置「行政組」、「推廣組」及「場管組」並得各

置組長一名、行政人員若干人。本中心得依專業需要，敦聘無給職之諮詢顧問若

干人，俾利提供園區活化建言。 

二、 本辦法第五條第三項修正如下： 

本中心運作所需經費原則由第一項相關經費勻支，惟人事費除奉准由學校移撥人

力外，餘採自給自足方式辦理。 

三、 本辦法第七條修正如下： 

本中心每學期應於行政會議、校務會議或其他校級相關會議，報告並討論美崙園

區各項營運績效與下一期程執行目標，作為本校考核評鑑本中心運作效益之參考

依據。連續三年績效不彰，本中心即應辦理退場或改組整併。 

四、 修正後通過，如附件二十七。 

【第28案】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    由：修訂本校「校務研究辦公室設置要點」案，請審議。 

說    明： 

一、本案依據107年6月12日本校106學年度第2學期第3次校務研究辦公室小組會議決議

辦理。 

二、修正第4點校務研究年度報告依程序，得視其議題性質，提送校級相關會議報告及

討論，作為未來校務改進與發展參考依據。 

三、刪除第5點「修正時亦同」之文字。 

決    議：照案通過，如附件二十八。 

【第29案】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    由：新訂「國立東華大學宗燦清寒獎學金設置要點」 (草案)，請審議。 

說    明：本校創校校長牟宗燦博士為協助家境清寒或家庭突遭變故之學子，特設置「宗燦

清寒獎學金」，以鼓勵努力向學之優秀清寒學生，克服生活困境，以期順利完成學

業，回饋社會。爰訂定國立東華大學「宗燦清寒獎學金」設置要點。 

決    議：照案通過，如附件二十九。 

【第30案】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    由：修訂「國立東華大學處理人民陳情案件作業要點」，請審議。 

說    明： 

一、 新增第五點第二項釐訂陳情案件事涉二個單位之處理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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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為釐清本作業要點第八點，人民陳情案件經各業管單位處理後，由何單位函復陳

情人之疑義，爰修訂辦法釐訂回復陳情人由原處理陳情人案件單位(業管單位)逕

復陳情人。 

三、 刪除第十二點「修正時亦同」之文字。 

決    議： 

一、 本要點第五點第二項修正如下： 

(二)陳情內容如涉及二個單位以上權責者，應由首項業務或所涉業務量較多之相關

單位為主辦，並負責統整協辦單位之意見後，回復陳情人。 

二、修正後通過，如附件三十。 

陸、 臨時動議：(無) 

柒、 散會：13 時 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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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國立東華大學執行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 
兼任助理費用支給標準表暫行規定 

107年06月27日 106學年度第2學期第4次行政會議審議通過 
 
 

一、本暫行規定依據科技部107年5月23日科部綜字第107034020號函辦理。 

單位：新台幣元 

博士班研究生 
碩士班 

研究生 

大 專 

學 生 
講師級 助教級 已獲博士候選

人資格者 

未獲博士候選

人資格者 

最高以不超過

34,000元為限 

最高以不超過

30,000元為限 

最高以不超過

10,000元為限

最高以不超過

6,000元為限 
6,000元 5,000元 

註： 

1. 表列數額為每人每月支給兼任助理費用標準。 

2. 其他機關(構)提供之配合款不受本標準表限制。 

3. 本校學生兼任助理依其參與計畫之樣態分為學習型兼任助理(研究獎助生)及勞務型兼

任助理，說明如下： 

I 學習型兼任助理：符合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獎助生權益保障指導原則」及本校

「研究獎助生權益保障處理作業要點」所稱之「研究獎助生」者，計畫主持人得

依本校行政程序支給「研究津貼」，並應參照勞動基準法規定職業災害補償額度

已加保商業保險方式增加其保障範圍。 

II 勞務型兼任助理：非屬上述學習型兼任助理(研究獎助生)範疇，學生與學校間存

有提供勞務獲取報酬工作事實，且具從屬關係者，均屬雇傭關係，計畫主持人得

依本校行政程序支給「工作酬金」，並依勞動部「專科以上學生兼任助理勞動權

益保障原則」辦理。 

4. 本校接受非科技部委託、補助計畫項下兼任助理費用未有規範者，準用本支給標

準。 

二、本暫行規定經行政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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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國立東華大學專題研究計畫研究倫理審查作業辦法 
 

105年06月15日 104學年度第2學期第5次行政會議通過 
107年06月27日 106學年度第2學期第4次行政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 國立東華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推動人類研究相關之專題研究計畫申請研究倫理審查，

以保障研究參與者之權益，特依「人體研究法」及「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

點」等相關規定，訂定「國立東華大學專題研究計畫研究倫理審查作業辦法」(以下簡

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適用範圍為以本校名義申請補助人類研究相關之專題研究計畫，包含： 

一、非生物醫學類之人類研究計畫：以個人或群體為對象，使用觀察、介入、互動之

方法或使用未經個人同意去除其識別連結之個人資料，而進行與該個人或群體

有關之系統性調查或專業學科的知識探索活動之研究。計畫主持人應於計畫執

行前繳交已送研究倫理審查之證明文件。 

二、生物醫學類之人體研究計畫：涉及人體試驗、採集人體檢體、人類胚胎、人類胚

胎幹細胞者及健保相關醫學資料分析之研究。計畫主持人應於申請計畫前備齊

相關資料逕送本校委託之校外審查單位進行審查，申請計畫時應檢附已通過研

究倫理審查之核准文件，未能於申請時提交核准文件者，須先提交已送審之證

明文件，並於 6 個月內補齊核准文件。 

三、經計畫補助單位認定應送研究倫理審查者，計畫主持人依計畫補助單位之規定

辦理。 

四、計畫以研究原住民族為目的者，除依前三項規定外，並須依人體研究法第十五

條規定「應諮詢、取得各該原住民族之同意」後辦理。 

第三條 計畫主持人或計畫之主要執行者應於計畫開始執行前，接受至少 2 小時之研究倫理訓

練，並取得相關證明文件。 

第四條 本校學生申請科技部補助大專學生研究計畫或撰寫學位論文應送研究倫理審查者，須

填寫「指導教授同意書」並送本校研究發展處備查。學生若於計畫執行期間因故更換

指導教授，需重新提出申請。 

第五條 審查類型、作業方式及程序，依本校委託之校外審查單位相關規定進行。 

第六條 計畫送研究倫理審查所需之費用，計畫主持人得依補助單位規定編列於計畫經費中，

並由計畫主持人先行支付。 

第七條 經審查單位認定原計畫應予以重大修改始符合研究倫理要求時，計畫主持人得向補助

單位申請變更計畫。 

第八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依計畫補助單位相關規定辦理。 

第九條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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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東華大學學生執行科技部大專學生研究計畫或撰寫學位論文 

申請研究倫理審查指導教授同意書 
 

本人 (指導教授姓名) 指導    (系/所)    學生  (學生姓名)  ， 

學號：              ，執行科技部補助大專學生研究計畫或撰寫學位論文，題

目為                                                     。 

本人認為該生研究計畫/學位論文之計畫大綱撰寫允當，且已習得與本計畫

所規劃之研究方法、研究對象以及研究主題等相關倫理課程或講習（請檢附證明，

若學生尚未習得相關訓練時數，將一併附上學生親筆簽署之切結書，保證於送審

日起三個月內完成），本人同意協助督促該生依照本校規定及審查機構所提供之

審查意見執行計畫，且與該生共同擔保維護研究參與者權益之責，直至該計畫完

成研究倫理結案審查為止。 

此致  研究發展處 

 

指導教授簽章：                日期：                

申請學生簽章：                日期：                

 
※ 學生若於計畫執行期間因故更換指導教授，需重新提出同意函。 
※ 學生若於計畫執行期間因故須申請休學、變更或調整計畫內容，請依審查機構規定辦理

並通知本校研發處備查。學生復學後請以辦理計畫變更之方式重新啟動計畫，俾利研究

倫理審查案件後續管考。 

 

 
  



17 
 

【附件三】 

國立東華大學專利權召回與列管登記須知 

107年6月27日106學年度第2學期第4次行政會議審議通過 

一、依專利法第七條規定：「受雇人於職務上所完成之發明、新型或設計，其

專利申請權及專利權屬於雇用人，雇用人應支付受雇人適當之報酬。但契

約另有約定者，從其約定。」。本校專利之申請權人或專利權人應為「國

立東華大學」，為維護本校權益，本校教職員生以發明人名義自行申請之

專利，應限期於2018年12月31日之前，將專利權或專利申請權轉讓回本校

所有，以俾本校列管登記。未依規定轉讓者，本校得依法求償。 

 

二、已報備案件(專利權人或專利申請權人為發明人) 

項次 
發明人欲終止維護專利 (限科技

部及本校成果)者 

發明人欲繼續維護專利者/或其他

不符合左欄規定者 

一 1. 獲證五年以上專利，請發明人

上簽呈敘明欲終止維護之意願

與理由，應檢附專利狀態表(表

附件一)，請求進行終止維護評

估。 

2. 獲本校同意終止維護專利後，

專利權不需轉讓回本校，發明

人得直接申請放棄維護流程。 

3. 承諾依相關規定完成專利終止

維護程序前，專利相關申請維

護費用由發明人負擔。 

1. 專利權或專利申請權轉讓回本

校之轉讓衍生費用由發明人負

擔。 

2. 辦理轉讓時，由本校提供個別委

任狀給發明人。 

3. 發明人應上簽呈敘明案件狀態

(申請日號、承辦事務所、案件狀

態），檢附專利狀態表(表附件

一)，簽准後始得辦理轉讓程序

與個別委任狀用印。 

4. 申請中或已獲准專利案件全部

交由本校管理維護程序，後續申

請與維護費用依本校規定辦理。

5. 大陸專利案得由發明人代表本

校為申請人或專利權人，其專利

技轉回饋仍須依本校規定辦理。

6. 轉讓回本校前產生之問題或糾

紛由發明人自行處理，及負擔相

關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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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未報備案件 

項

次 

專利申請人或專利權人為【發明

人】 

專利申請人或專利權人為【發明人

與第三方共有/第三方】 

一 受理補報備，專利申請權或專利權

轉讓回本校之轉讓衍生費用由發明

人負擔，後續專利維護費用依本校

規定辦理。 

受理補報備，專利申請權或專利權

轉讓回本校之轉讓衍生費用由發明

人負擔，後續專利維護費用依本校

規定辦理。 

二 發明人簽署專利轉讓承諾書讓與契

約書，內容包含： 

1. 無技轉、無共有專利之聲明。如

已有技轉，則應提供技轉合約。

2. 中國大陸專利案得由發明人代

表本校為申請人或專利權人，其

專利技轉回饋仍須依本校規定

辦理。 

3. 承諾依本校相關規定完成專利

讓與程序前，專利相關申請維護

費用由發明人全額負擔。於讓與

程序完成前，已依本校相關規定

完成終止維護專利程序者亦同。

4. 轉讓回本校前產生之問題或糾

紛由發明人自行處理，及負擔相

關責任。 

5. 同意後續若有技轉收益，不歸墊

專利成本，發明人收益分配比例

為扣除上繳金額後的 50%。 

發明人與第三方廠商簽署專利轉讓

承諾書讓與契約書，內容包含： 

1. 發明人與第三方廠商切結同意

將專利權或專利申請權轉讓回

本校。 

2. 若發明人出具本校與第三方共

有專利權或專利申請權的證明

(例如合約或協議書)，可轉讓為

本校與第三方共有專利權或專

利申請權;若發明人無法出具本

校與第三方共有專利權或專利

申請權之證明，必須轉讓為本校

單獨擁有。 

3. 轉讓為本校與第三方共有專利

權或申請權者，第三方同意本校

得與該第三方重新議定該共有

協議。 

4. 中國大陸專利案得由發明人代

表本校與第三方同為申請人或

專利權人，其專利技轉回饋仍須

依本校規定辦理。 

5. 承諾依本校相關規定完成專利

讓與程序前，專利相關申請維護

費用由發明人/第三方負擔。於

讓與程序完成前，已依本校相關

規定完成終止維護專利程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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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同。 

6. 轉讓回本校前產生之問題或糾

紛由發明人自行處理，及負擔相

關責任。 

7. 同意後續若有技轉收益，不歸墊

專利成本，發明人收益分配比例

為扣除上繳金額後的 50%。 

三 由發明人(申請人)檢附簽署之發明

人專利轉讓承諾書(表二) 專利申

請人/權讓與契約書(附件二)及專

利狀態表(表附件一)等資料，上簽

申請專利轉讓書用校印，進行官方

資料變更申請，費用由發明人負擔。

由發明人(申請人)與第三方檢附簽

署之發明人專利轉讓承諾書(表二)

專利申請人/權讓與契約書(附件

二)與第三方廠商所簽屬第三方專

利轉讓承諾書(表三)、及專利狀態

表(表附件一)，上簽申請專利轉讓

書用校印與個別委任狀，進行官方

資料變更申請，費用由發明人負擔。

四 發明人應提供奉核公文影本、官方

資料已變更證明以及年費繳納證

明，送交本校研發處存查，完成列管

登記程序。 

發明人提供奉核公文影本、官方資

料已變更證明以及年費繳納證明，

送交本校研發處存查，完成列管登

記程序。 

五 1. 專利已獲准案件於轉讓完成後，

由本校控管維護程序，後續專利

維護費用依本校規定辦理。 

2. 申請中案件須全部轉讓回本校

控管，後續相關費用依本校規定

辦理。 

1. 專利已獲准案件於轉讓完成後，

由本校控管維護程序，後續專利

維護費用依本校規定辦理。 

2. 申請中案件須全部轉讓回本校

控管，後續相關費用依本校規定

辦理。 

3. 若依照合約或協議書由他人管

理專利者，不需交回本校控管。

 

四、本須知經行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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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東華大學 

專利狀態表 
 

填表日期        年    月     日 

專利名稱 
中文：                                              
英文：                                              

發明人資料 

 
發明人順序 姓名 服務單位 職稱/身分 
發明人1    

發明人2    

發明人3    

發明人4    
 

申請人 
□本校發明人姓名：                                            
□第三方廠商：                                          

研究計畫合作

機構 

□科技部   % □經濟部   % □農委會   % □其他(政府單位或廠商):   %
□利用本校資源(無經費資助)    % 

若有兩個以上計畫合作機構，請註明各機構貢獻比例，合計應為100% 

研究計畫名稱 

與研究成本估

算 

1.計畫名稱及編號：                                              
  計畫核定經費：          元 
2.本研究成果利用本校資源支出費用約                元 
 (此費用將供技轉作價審查之參考；請依實際經費支出項目，自行增減欄位) 

專利狀態 

 
申請國別 專利狀態 
中華民國 案件狀態：□申請中 □已獲核准專利 

申請日號：               
申請號：               
核准通過日期：               
通過專利證號：               
承辦事務所：                 
事務所連絡電話與人員：                

美國 案件狀態：□申請中 □已獲核准專利 
申請日號：               
申請號：               
核准通過日期：               
通過專利證號：               
承辦事務所：                 
事務所連絡電話與人員：                

PCT 
          

案件狀態：□申請中 □已獲核准專利 
申請日號：               
申請號：               
核准通過日期：               
通過專利證號：               
承辦事務所：                 
事務所連絡電話與人員：                

其他國別 
          

案件狀態：□申請中 □已獲核准專利 
申請日號：               

表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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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號：               
核准通過日期：               
通過專利證號：               
承辦事務所：                 
事務所連絡電話與人員：                

 
其他國別請自行加列 

檢附資料 

□專利申請書 
□說明書 
□專利證書 

爭議事件 

□無 

□有，狀態或相關說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聯絡人 

姓名：               
電話：               
E-mail：               

 

發明人：                                 （簽章）       年    月     

日 

第三方代表：                     （簽章）       年    月     日 
公司名稱  

公司住址  

公司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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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利申請人/權讓與契約書 

 

立約人 

讓與人： ○○○，設址於○○○(以下簡稱甲方)； 

受讓人： 國立東華大學，設址於974花蓮縣壽豐鄉大學路二段1號(以下簡稱乙

方) 

 

鑑於： 

1) 甲方為申請案號第○○○號「○○○」之專利案之專利申請權人。 
2) 甲方同意將前開研發成果專利申請權讓與乙方；乙方亦同意受讓本專利申請

權。 

 

上述雙方約定如下： 

 

第一條  甲方同意乙方請求簽署任何其他證明文件，以使乙方取得前開研發成果/

專利申請權，及專利證書，在中華民國成為該專利權人。 

第二條  讓與登記及專利維護費用 

一、本專利案之讓與登記手續由甲方負責辦理。甲方並同意負擔讓與手續所需之一

切費用及衍生之各項稅捐。 

二、乙方應自甲方辦理完成專利權讓與之日起負擔本專利之維護等相關費用；讓與

完成之日前專利申請及維護費用由甲方負擔。本案後續相關費用依乙方「國立

東華大學專利申請及智慧財產權移轉作業要點」辦理。 

第三條  本契約生效後，本專利之任何舉發、被撤銷或其他糾紛(包括但不限於相關侵權責

任)，甲方同意無條件配合乙方處理，不得拒絕。如因此致乙方或第三人發生損害時，

甲方應負擔一切法律責任。 

第四條  本契約經雙方依法簽章後生效。 

第五條  甲方不履行本契約之約定或不按本契約約定履行時，乙方得以書面限期甲方於十日

內改正或補正，逾期未改正或補正者，乙方得依法求償。 

第六條  甲方若於本契約生效前，已與第三人就本專利之一部或全部簽訂任何授權契約，應

由甲方自行處理並負擔一切法律責任，概與乙方無涉。 

第七條  本契約之增刪或修改，非經雙方當事人以書面協議之方式為之，不生效力。 

第八條  若因本契約而涉訟時，甲乙雙方同意以花蓮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第九條  本契約有關之通知或要求應以書面送達下列之處所及人員(以下簡稱「聯絡人」)，

經送達該聯絡人者，即視為已送達該方當事人： 

                甲方聯絡人  姓    名： 

                            聯絡電話：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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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    址： 

                                  

                乙方聯絡人  姓    名：  

                             聯絡電話： 

                             地    址：花蓮縣壽豐鄉大學路二段1號 

第十一條  本契約及其附件構成雙方對本案完整之合意。任何於本契約生效前經雙方協議而

未記載於本契約之事項，對雙方均無拘束力。 

第十二條  本契約正本壹式貳份，甲乙雙方各執一份為憑。 

 

 

甲方(讓與人)：           簽章： 

 

 

 

乙方(受讓人)：國立東華大學      簽章： 

代表人：趙涵㨗  

 

 

 

 

 

2018年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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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東華大學 

發明人專利轉讓承諾書 

依專利法第七條規定，本校專利之專利申請權人或專利權人應為「國立東

華大學」，立書人                   承諾將以立書人為申請人之下列專利

(下稱本專利)轉讓回本校。 

專利發明人  

專利申請人  

專利名稱 
中文：                                              
英文：                                              

專利申請國別 

□中華民國：申請日期：            、申請案號：             、 
            獲證日期：            、專利證號：             。 

□美    國：申請日期：            、申請案號：             、 
            獲證日期：            、專利證號：             。 

□PCT    ：申請日期：            、申請案號：             、 
            獲證日期：            、專利證號：             。 

□其他    ：申請日期：            、申請案號：             、 
            獲證日期：            、專利證號：             。 

檢附資料 
□專利申請書 
□說明書 
□專利證書 

 

立書人並承諾遵守以下約定： 

一、 於簽署本承諾書時，本專利無技轉、無共有專利之關係存在。 

二、 本專利後續相關轉讓、申請與維護費用，依本校規定辦理。 

三、 本專利轉讓回本校，立書人應配合相關規定進行專利終止維護程序。 

四、 本專利轉讓回本校前產生之問題或糾紛，由立書人自行負責處理，與本校

無涉。 

五、 若立書人有違反本承諾書之情事，立書人願承擔相關賠償責任。 

此致  國立東華大學 

立書人：                                     （簽章） 

簽署日期：       年    月     日 

 
 
  

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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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東華大學 
第三方廠商專利轉讓承諾書 

依專利法第七條規定，本校專利之專利申請權人或專利權人應為「國立東

華大學」，立書人                   (第三方廠商代表)承諾將以立書人/第

三方廠商為申請權人之下列專利（下稱本專利）轉讓回本校。 

專利發明人  

專利申請人  

專利名稱 
中文：                                              
英文：                                              

專利申請國別 

□中華民國：申請日期：            、申請案號：             、 
            獲證日期：            、專利證號：             。 

□美    國：申請日期：            、申請案號：             、 
            獲證日期：            、專利證號：             。 

□PCT    ：申請日期：            、申請案號：             、 
            獲證日期：            、專利證號：             。 

□其他    ：申請日期：            、申請案號：             、 
            獲證日期：            、專利證號：             。 

檢附資料 
□專利申請書 
□說明書 
□專利證書 

立書人並承諾遵守以下約定： 

一、 於簽署本承諾書時，本專利無技轉、無共有專利之關係存在。 

二、 本專利後續相關轉讓、申請與維護費用，依本校規定辦理。 

三、 本專利轉讓回本校前產生之問題或糾紛，由立書人自行負責處理，與本校無涉。 

四、 若立書人有違反本承諾書之情事，立書人願承擔相關賠償責任。 

此致  國立東華大學 

立書人：                    （簽章）       年    月     日 

第三方代表：                     （簽章）       年    月     日 
公司名稱  

公司住址  

公司負責人  

  

 

 
  

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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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國立東華大學新進教師學術研究獎助辦法 
 

105年6月29日104學年度第2學期第6次行政會議通過 
105年10月26日105學年度第1學期第2行政會議修訂通過 
107年06月27日106學年度第2學期第4行政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  國立東華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勵新進助理教授於教學與服務之餘，致力研究水準

之提升，特訂定「國立東華大學新進教師學術研究獎助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申請資格：本校 5 年內新聘且在本校服務滿 2 年之專任(專案)助理教授均得提出申

請。已獲此獎項之教師，不得重覆申請。 

第三條  申請人應檢附申請表、本校教師個人資料表、近 3年內教學評量成績、近 3年內之研

究成果說明、研究成果佐證資料及未來 2年研究計畫書，向各院提出申請。經院教評

會初審通過後，各院將推薦之名單排序送本校「學術獎助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校

獎審會)決審。 

第四條  每年獲獎教師名額以3名為原則，經校獎審會審議通過後，頒發新進教師學術研究獎，

以資獎勵。 

第五條  獲獎教師得申請本校研究經費補助，每年度本獎助辦法核定補助總金額以120萬元為

上限，其中設備費不得低於總申請經費之50%，並自獲獎下一年度起分2年補助，補助

以在本校服務任期內為限。教師應於獲獎後2年內完成本校核銷程序。獎勵期間內自

升等為副教授資格起算月，即停止本辦法研究經費補助。 

第六條  本辦法補助之經費由本校校務基金自籌款收入支應。 

第七條  申請者有下列情事之一者，得撒銷或廢止原核定之補助，並停止其申請補助之權利： 

一、偽造文書或以不實資料申請本項補助經費。 

二、未依規定期限繳交經費申請書、執行績效報告並經催告仍未辦理者。 

第八條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行；修正時亦同。 

------- 以下空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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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國立東華大學研究中心評鑑辦法 
 

107年06月27日 106學年度第2學期第4次行政會議通過 

 

第一條 國立東華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評鑑研究中心營運成效，並獎勵績效優良之研究

中心，以促進本校之學術發展，特訂定研究中心評鑑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研究中心分校院系三級，本辦法應評鑑之中心含校級及院級中心，系級中心免

受評，但得主動申請受評。每三年需接受評鑑；校級中心由研發處辦理，院級及系

級中心由院系自行辦理評鑑，評鑑結果送研究發展審議委員會備查。 

第三條 校級及院級研究中心之各項研究計畫(含計畫結餘款)及業務收入須得以中心名義設

立經費專戶，依本校相關規定編列行政管理費，且專款專用以支應中心各項人事、

行政運作以及相關業務所需經費。經費報支依本校相關規定辦理。 

第四條 評鑑組別分為「科技研究」、「人文社會研究」與「校務功能服務」等三組。各研

究中心應訂定營運績效指標。評鑑相關資料含團隊成員名冊、歷年經費收入總額及

明細、營運績效指標達成率及其他有利審查資料。 

第五條 校級中心成立滿三年以上之研究中心或距上次評鑑滿三年者，都應參加評鑑。研究

中心若有更名，應維持原定評鑑時程，不受更名影響。評鑑每二年舉辦一次，並依

下列程序辦理： 

一、 提出資料：當年九月底前，由研究發展處通知各研究中心提出評鑑相關資料。 

二、 初審：當年十月底前，由研究發展處彙整資料，送校內外專家審查。校內外

審查委員由各學院院長推薦各乙名、且校內委員必須非為研究中心主任。 

三、 決審：當年度十二月底前，將初審意見提交研究發展審議委員會審議，並由研

究中心進行業務、成果、財務及營運績效簡報，以評定評鑑結果。 

第六條 評鑑結果分為「通過」、「有條件通過」及「未通過」。 

一、 「通過」者得免參加下一次之評鑑，並頒予獎狀乙紙。 

二、 「未通過」者，予以裁撤。 

三、 「有條件通過」者，檢附改善計畫送研究發展審議委員會審議，並於次年接

受再評鑑，  若經再評鑑仍未通過者，予以裁撤。 

四、 不參加評鑑，亦未提出理由經簽准延緩評鑑者，予以裁撤。 

五、 基於校務發展所設之研究中心因階段性任務完成後，由研發處提案，並經研

究發展審議委員會審議後予以裁撤。 

第七條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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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六】 

國立東華大學延攬及留任國內外各類頂尖人才學術獎勵金給與辦法 
       

  99.09.15  99學年度第1學期第1次行政會議通過 
100.01.05  99學年度第1學期第7次行政會議修訂通過 
100.05.11  99學年度第2學期第6次行政會議修訂通過 

100.09.28  100學年度第1學期第2次行政會議修訂通過 
100.11.24  教育部臺高(三)字第1000209979號函同意備查 

101.04.11  100學年度第2學期第3次行政會議修訂通過 
102.03.27  101學年度第2學期第2次行政會議修訂通過 

102.05.31 教育部臺教高(三)字第1020081314號函同意備查 
103.04.30  102學年度第2學期第3次行政會議修訂通過 
103.06.11  102學年度第2學期第4次行政會議修訂通過 
103.09.24  103學年度第1學期第1次行政會議修訂通過 

103.11.03 教育部臺教高(五)字第1030159464號函同意備查 
104.12.30  104學年度第1學期第4次行政會議暨第2次擴大行政會議修訂通過 

105.03.15 教育部臺教高(五)字第1050033876號函同意備查 
106.03.15  105學年度第2學期第2次行政會議修訂通過 

106.04.07 教育部臺教高(五)字第1060041530號函同意備查 
107.04.11  106學年度第2學期第2次行政會議修訂通過 
107.06.27  106學年度第2學期第4次行政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 國立東華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延攬及留住國內外優秀人才，提升教學研究水準，

特依教育部「延攬及留住大專校院特殊優秀人才實施彈性薪資方案」，訂定本辦

法。 

第二條 本辦法適用對象 

本校專任教師在教學、研究、服務各方面有一定之績效。未通過本校教師評鑑或於

補助起始日前一年內未曾執行科技部補助研究計畫者，不得申請。 

第三條 研究績效優良者： 

本校現職教師於研究有具體優良成果者，得獎教授資格之認定，得由各學院依各該

專業領域之國際水準，訂定各類頂尖人才之任用標準及未來績效要求，並依規定審

議通過後再提送申請案至校「學術獎助評審委員會」審核並經核定後，得依下列標

準給與績優教師加給。 

一、研究傑出 

(一) 獲選中央研究院院士或總統科學獎：每月支給上限 16 點績優教師加給。 

(二) 研究績效（包括學術研究、產學研究或跨領域研究績效）成果表現傑出

者。最近五年，每年至少主持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或科技部產學計畫 1 件

以上（不含共同或協同主持人），每月支給 3 點績優教師加給，人數不超

過全校 2%之教師。 

二、研究優良一 

研究績效（包括學術研究、產學研究或跨領域研究績效）成果表現優良者。最

近五年，每年至少主持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或科技部產學計畫1件以上(不含共

同或協同主持人)，每月支給2點績優教師加給，人數（含研究傑出）不超過全

校5%之教師。 

三、研究優良二 

研究績效（包括學術研究、產學研究或跨領域研究績效）成果表現優良者。最

近五年，至少四年皆主持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或科技部產學計畫1件以上(不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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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或協同主持人)，每月支給1點績優教師加給，人數（含研究傑出）不超過

全校5%10%之教師。 

第四條 為強化對新聘任優秀研究人員之保障，促使獎勵資源之合理分配，針對新聘任三年

內且執行科技部研究計畫之計畫主持人，教授級、副教授級、助理教授級之獎勵對

象，其獎勵額度每人每月各不得低於八萬元、六萬元、三萬元。但此類獎勵對象應

符合下列資格之一： 

一、非曾任或非現任國內學術研究機構編制內之專任教學、研究人員。 

二、於本校正式納編前五年間均任職於國外學術研究機構。 

第五條 獎勵對象資格、人數及金額： 

一、獎勵人數不得逾前一年度執行科技部補助研究計畫之計畫主持人總人數百分之

四十。 

二、獎勵金額每人每月最高不得逾新臺幣二十萬元，最低不得少於新臺幣五千元。 

三、副教授或相當職級以下人數占獎勵對象人數之最低比率為10％。 

第六條 獲獎勵教師之加給，原則上自審查通過後，自當年八月一日起核給，惟教育部或科

技部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一、 教師獲得第三條與第四條獎勵者，則不參加「國立東華大學研究績效獎勵金給

與辦法」審核。 

二、 獲獎勵教師加給給與期限為一年，期滿後再依本要點規定審議通過者，得再核

給。 

三、 支領獎勵教師加給者，在補助期間內有離職、留職停薪、借調至他單位任職、

停聘、解聘或違反學術倫理經查證屬實等情形，該項補助即按其未在職或停權

期比例繳回。 

四、 留職停薪之獲獎勵教師復職後，繼續給與至期滿為止。 

第七條 審查核給獎勵教師加給程序如下： 

一、 獎勵教師之推薦，各學院需於學校公告期限內審議通過後將相關資料送校級學

術獎助評審委員會審核並經核定者，給與獲獎勵教師加給。 

二、 有關彈性薪資核發併同教師每月薪資由人事室及主計室協助發放。 

第八條 獲得獎勵加給老師，應致力於教學、研究、服務、輔導之提升，並於執行六個月及

期末繳交執行績效報告。 

審查委員會依前項執行績效報告之教學、學術研究、服務及輔導等表現是否達成預

期目標，進行評估，作為下一年度核給獎勵教師加給之依據。 

第九條 本校對獲獎勵教師，提供其教學、研究及行政相關之支援。 

一、 教學支援：本校設有教學卓越中心規劃辦理教師專業成長措施，以提供教師教

學各項相關服務，如：教師教學研習會、新進教師傳習制度、教學諮詢與輔導

服務、數位課程(含教材)製作輔導與補助、教學助理培訓與獎勵制度以及推廣

各類教師教學社群等。 

二、 研究支援：本校另訂有「國立東華大學研究績效獎勵金給與辦法」協助教師及

研究人員投入學術研究。 

三、 行政支援：本校有教師宿舍，提供住宿申請，以解決教師住宿問題；亦提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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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研究室、電腦、資訊網路、圖書館等資源服務。  

第十條  申請「科技部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勵作業要點」者，應符合該部規定。 

第十一條 獎勵教師加給，由本校校務基金與行政院國家科學技術發展基金補助款經費支

應。 

獎勵教師加給每點折合率，每年視科技部補助經費狀況另訂之。 

第十二條 各院得依本辦法另訂更嚴格遴選細則，並送研發處備查。 

第十三條 申請者有下列情事之一者，本校得撤銷或廢止原核定之補助，並停止其申請補助

之權利： 

一、偽造文書或以不實資料申請本項補助經費經查證屬實者。 

二、未依規定期限繳交經費申請書、執行績效報告並經催告仍未辦理者。 

第十四條 本要點經行政會議通過，報請教育部備查後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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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國立東華大學跨域自主學習認證實施辦法 

105年10月26日105學年度第1學期第2次行政會議審議通過 

106年05月03日105學年度第2學期第4次行政會議修訂通過 

107年06月27日106學年度第2學期第4次行政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 國立東華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激發學生自主學習潛能，培養優良的品德、態度

與學習能力，特訂定「國立東華大學跨域自主學習認證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

法)。 

第二條 學生跨域自主學習認證分為「服務奉獻」、「多元進取」、及「專業成長」等三領

域。 

一、「服務奉獻」領域包含服務學習與奉獻服務兩類。 

(一)服務學習為依「國立東華大學服務學習課程實施辦法」認證者，得採計為本

領域之學習。 

(二)奉獻服務指參與校內外之志願性服務工作，分為校內服務及社會服務；校內

服務對象為本校院系或各單位，社會服務為至非營利組織服務、或參與非營

利組織辦理之活動。 

二、「多元進取」領域指參加校內外各單位舉辦之學術性演講（非所屬學系）及非

學術性演講、研討、研習、參訪等活動，涵蓋類型包含：  

(一)自主學習與創新思考。           (二)康健身心。 

(三)互動、溝通與解決問題。         (四)情藝美感。 

(五)文化素養與尊重差異。           (六)在地關懷與公民責任。 

(七)其他活動。 

三、「專業成長」領域指參加所屬學系所舉辦之學術性演講及學術相關專業活動，

或符合增進專業技能之活動。  

第三條 校內各主(承)辦單位所辦理之活動，需上網至「跨域自主學習認證系統」申請，敘明

認證領域別及時數，經核准後辦理；除服務學習課程另行登錄外，申請活動單位於

活動辦理後一週內，應逕至「跨域自主學習認證系統」認證登錄。 

第四條 參與校外單位所辦活動之學生，於活動後一個月內，需上網填寫「國立東華大學校

外跨域自主學習認證採認申請表」，並檢附證明文件： 

「專業成長」、「多元進取」：送所屬學系辦公室申請認證及審核，通過後由該系

逕至「跨域自主學習認證系統」認證登錄，並保存資料備查。 

「服務奉獻」：送學務處申請認證及審核，通過後由審核單位逕至「跨域自主學習

認證系統」認證登錄，並保存資料備查。 

第五條 為達跨域自主學習之目的，單一活動採認時數最高以6小時為原則，特殊案例經簽准

者不在此限。 

第六條 實施對象：106學年度起入學之大學部學生。 

第七條 考核標準：  

一、106學年度起入學之大學部新生畢業前至少須達到跨域自主學習認證120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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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領域認證標準： 

(一)106學年度當年入學之大學部學生：「服務奉獻」、「多元進取」及「專業成長」

等三領域個別領域分別至少需達20小時（其中校內自主學習需達15小時）；「服

務奉獻」以「服務學習」課程認抵者，至多認抵36小時。 

(二)107學年度起入學之大學部學生：「多元進取」及「專業成長」個別領域分別至

少需達20小時（其中校內自主學習需達15小時），「服務奉獻」則至少需達50小

時；「服務奉獻」以「服務學習」課程認抵者，至多認抵36小時。 

(三)轉學生： 無論本校或他校之轉學生，均依轉入年級別比例計算考核。例轉入為

2年級：畢業前至少須達到跨域自主學習認證90小時。「服務奉獻」、「多元進

取」、及「專業成長」等三領域個別領域分別至少需達各要求時數之3/4。 

第八條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佈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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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國立東華大學境外招生委員會設置要點 

107.05.09本校106學年度第2學期第1次國際事務委員會修正通過 
107.06.27本校106學年度第2學期第4次行政會議審議通過 

 

一、依本校招生委員會設置辦法第四條規定，本校為辦理境外學生招生相關事務，設立境外

招生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並訂定境外招生委員會設置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委員會由國際事務處處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各學院院長及各相關招生單位招生

委員會召集人共同組成，各相關招生單位招生委員會召集人得由各學院院長代表出席；

由國際事務處處長擔任召集人。必要時得邀請相關業務處室代表列席。 

三、本委員會視招生作業需要召開會議，由國際事務處組織工作小組籌備會議；開會時須有

出席委員半數以上出席始得開會，議案以出席委員過半數以上通過議決。 

四、本要點所稱境外學生，包含外國學生、僑生及大陸地區學生。 

五、本委員會之職掌如下： 

  （一）審議境外學生招生規定、招生簡章、招生日程。 

  （二）決議招生名額、缺額流用順序、錄取名單。 

  （三）處理招生爭議、違規事項及考生申訴事件。 

  （四）審議境外學生招生相關事務。 

六、境外學生招生相關事務，依本校「外國學生招生規定」、「招收僑生及港澳生來臺就學

單獨招生規定」、「招收大陸地區學生入學審查小組運作準則」辦理。 

七、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依教育部或本校相關規定辦理。 

八、本要點經行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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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 

國立東華大學優秀僑生獎學金辦法 

107.06.27本校106學年度第2學期第4次行政會議審議通過 

 

第一條 本校為為持續推動國際化及國際招生，並獎勵在校品學兼優僑生，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申請資格： 

 (一)依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或香港澳門居民來臺就學辦法，就讀本校之優秀僑生、

港澳生或港澳具外國國籍之華裔學生。 

 (二)在本校具有正式學籍（不含延修生），已修滿一學期以上(含五年修讀學碩士學位、

逕修讀博士學位)，且未受學校申誡以上處分。 

     (三)大學部學生前一學期在學成績位居就讀學系所屬班級排名前20%，且操行成績達80 

         分以上。 

   (四)研究所學生前一學期至少修習6學分，且在學成績位居就讀學系所屬班級排名前30%，

操行成績達80分以上。以當學期未獲得教育部研究所優秀僑生獎學金之學生優先。 

第三條 獎學金項目與名額： 

     (一)獎學金項目：學雜費全免。 

     (二)獎學金名額：以每學期大學部在學僑生人數之5%、研究所在學僑生人數之10%為原 

         則，實際核發之獎學金名額由審查小組決定之。 

第四條 申請方式： 

       本獎助學金每學期受理申請，申請本獎學金之僑生，應於每學期開學，依國務事務處

公告期間，繳交以下資料提出申請。 

     (一)本獎學金申請表(詳如附件)(必繳)。 

 (二)前一學期成績單正本(必繳)。 

 (三)前一學期全班排名百分比(必繳)。 

 (四)其他有利審查資料(例如：教師推薦信、競賽獲獎證明、課外活動幹部證明)(選繳)。 

第五條 審查方式： 

       由本校國際事務處處長、國際學術交流組組長、國際宣傳與招生組組長、國際學者與

境外學生服組組長，組成審查小組，以申請學生前一學期全班排名百分比排序，如遇

同分，則依前一學期成績、其他有利審查資料評分，兩項各佔評分50%，擇優核給本

獎學金，並陳請校長核定獲獎名單。 

第六條 核給規定及方式： 

     (一)獎學金每學期核發一次。符合申請資格者，得每學期提出申請。 

     (二)獎學金年限，以大學部前四年、碩士班前二年為限、博士班前三年為限。 

     (三)獲獎學生之當學期學雜費將另予辦理退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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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東華大學優秀僑生獎學金辦法-附件二 

國立東華大學優秀僑生獎學金申請表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Outstanding Overseas Chinese Scholarship Application Form 

____學年度Academic Year第____學期Semester 

申請人資料 Personal Information 

姓名 
Name 

 
 

學號 
Student ID 

Number 
 

系所班組 
Department and 
Class/ Division 

 
年級 

Year of Study 
 

性別 
Gender 

 
居留證號碼 

A.R.C. Number
 

手機 
Mobile Phone 

Number 
 

電子信箱 
E-mail 

 

帳戶戶名 
Bank Account 

Name 
 

帳戶帳號 
Bank Account 

Number 
 

成績 Grade 

全班排名 
百分比 

Class Ranking 
(%) 

 
操行成績 
Conduct 

 

申請資料 Application Documents 

□ 前一學期成績單正本(必繳) 
Original copy of transcript of the previous semester (Required) 

□ 前一學期全班排名百分比(必繳) 
Class ranking of the previous semester (Required) 

□ 其他有利審查資料(例如：教授推薦信、競賽獲獎證明、課外活動幹部證明)(選繳) 
Other documents that may benefit the review procedures (e.g., recommendation letter from 
department professor, competition award certificate) (Optional) 

申請人簽名 Applicant’s Signature：           申請日期Application Dat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年Year/月Month/日Date)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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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 

國立東華大學境外學生短期來校研習要點 

105年6月15日104學年度第2學期第5次行政會議審議通過 
106年9月27日106學年度第1學期第1次行政會議修訂通過 
107年6月27日106學年度第2學期第4次行政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點 為提供境外學生體驗本校教育研究環境，輔導及規範境外學生至本校研習，特

訂定「國立東華大學境外學生短期來校研習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第二點     本要點所稱境外研習學生為至本校進行實習、研究及課程修習，且於申請時為

具學籍之在學境外學生。 

第三點     申請至本校研習之境外學生應依申請期限及應繳文件（詳如附表一）完成申請，

以供審核。申請者所檢附資料若有不實，本校得拒絕受理其申請，並追訴其應

負之法律責任。未按前項申請程序申請本校研習學生資格者，經查屬實立即取消學

生所有學習資源， 指導該生之教師停止其後續擔任研習學生指導老師之權利與義務。 

第四點     國際事務處負責受理申請，經初步審核後，彙整申請資料轉送至研習系所或單

位辦理審查，惟專案合約生由研習系所或單位負責受理申請及審查。 

第五點     境外研習生於修業年限內來校研習以至多六個月為原則，惟專案合約生停留期

限依協議內容規定。修習本校各系、所、學位學程所開各課程，除特別規定限

修課程及教育學程科目外，可依據來校規劃選擇修習，每學期選修學分數依研

習學生原所屬學校及本校課程修習規定辦理。 

第六點     境外研習生應自行負責申請來臺簽證、機票、住宿並辦理保險。但若境外研習

生所屬學校與本校訂有協議者，則依協議內容辦理。 

第七點     境外研習生依本校研習學生收費標準（詳如附表二）繳交費用，亦應自行負擔

旅費及住宿費等其他來臺及在臺生活所需費用。若境外研習生所屬學校與本校

訂有協議者，則依協議內容辦理。 

第八點     境外研習生校內住宿安排得由本校學生事務處依當時宿舍床位分配情形安排，

研習期間住宿如未滿一學期，住宿費用依學生事務處計算收費標準收費。 

第九點     境外研習生繳費完成後，得享有學籍學生使用校內各項設施之權益，境外研習

生於研習單位所衍生之資源需求如實驗設備與耗材、研究空間等，由所屬單位

籌措。 

第十點 境外研習生在本校研習期間，應遵守本校校規及我國之相關法令。 

第十一點  境外研習生期滿經研習單位評量及格，得於研習結束後一個月內向國際事務處

統一申請核發研習證明。 

第十二點  境外研習生之督導、績效考核，由研習系所或單位負責辦理；境外研習生所需

之對外正式文書，由國際事務處負責辦理。 

第十三點  境外研習生繳交之研習費收入按本校院系及單位國際化發展專帳設置及收支管

理要點列為境外學生收入，並分配至各院系及單位國際化發展專帳，惟專案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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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生另依本校建教合作實施要點及收支管理準則辦理，專案合約生所繳交之研

習費，25%為行政管理費、75％分配至接待單位，經費收支依學校相關規定自

行管控。 

第十四點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學則、教育部「外國籍學生至中華民國各級學

校及教育機構實習要點」及相關法令之規定辦理。 

第十五點 本要點經行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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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國立東華大學境外學生短期來校研習收費標準 

 

  

身份別 籍別 來校期間 應繳本校費用（新台幣）
*行政費 研習費

短 
期 
研 
習 
學 
生 
計 
畫 

修 
習 
學 
分 

A.合約學生 

不限籍別 

少於學期 

外國、港澳籍
500元 

**大陸籍 
1,500元 比照合約內容收費標準收取研

習費。 

按學期 

外國、港澳籍
500元 

**大陸籍 
1,500元

B.非合約生 

少於學期 

外國、港澳籍
500元 

**大陸籍 
1,500元

比照本校外國學生及陸生研究
生收費標準，以每10日曆天為
收費單位，依學生來校期間按
比例收取學雜費基數，並依修
習學分數收取全額學分費。

按學期 

外國、港澳籍
500元 

**大陸籍 
1,500元

比照本校外國學生及陸生學雜
費收費標準，收取全額學雜
費。 

C.專案合約生 依協議 比照合約內容收費標準收取研習費。 
依本校建教合作實施要點及收支管理準則辦理。

不 
修 
習 
學 
分 

C.短期研究 

外國、港澳
籍 至多六個月 800元

1.比照本校外國學生大學部學
雜費收費標準，以每10日曆天
為收費單位，依學生來校期間
按比例收取研習費。 
2.如研習單位訂有計畫合作協
議可比照本校本地生學雜費收
費標準計算研習費。

**大陸籍 至多六個月 **2,000元

1.比照本校陸生大學部學雜費
收費標準，以每10日曆天為收
費單位，依學生來校期間按比
例收取研習費。 
2.如研習單位訂有計畫合作協
議可比照本校本地生學雜費收
費標準計算研習費。

D.短期實習 

外國籍 至多六個月 800元

1.依照本校外國學生博、碩士
班學雜費收費標準之學雜費基
數計算，未滿30日以30日計
算；超過30日以每10日為收費
單位，未滿10日以10日計算。
依學生來校期間按比例收取研
習費，如附表三。 
2.如研習單位訂有計畫合作協
議可比照本校本地生學雜費收
費標準計算研習費。

大陸、港澳
籍 教育部暫無此身份來臺依據。 

*    來校修習學分學生繳交之行政費分配至國際處辦理來校所有手續，惟專案合約生另一本校建
教合作實施要點及收支管理準則辦理；來校研究、實習學生繳交之行政費，國際處分配500元
辦理正式公文及文件寄送，餘額分配至接收系所辦理學生來台及相關行政。 

**   大陸籍研習生行政費用含入台證申請費及相關行政費用。 
***  境外短期研究、實習生如欲於本校修課，得依本校「校外人士選修學分、學程辦法」於本校

修課，並繳交非本國籍人士選修學分費。



39 
 

附表三： 

外國學生博、碩士部學雜費徵收標準 
 

外國學生博、碩士部學雜費徵收標準（無條件進位） 

 三十天 十天 一學期 

工學院 4,300 1,434 25,800 

理、農學院 4,150 1,384 24,900 

商學院 3,634 1,212 21,800 

文、法學院 3,580 1,194 21,480 

 

 

工學院 理、農學院 商學院 文、法學院 

資訊工程學系  

電機工程學系  

材料科學與工程學系 

光電工程學系 

應用數學系  

化學系  

生命科學系  

物理學系  

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  

人文與環境碩士學位學

程  

諮商與臨床心理學系  

觀光暨休閒遊憩學系  

運籌管理研究所  

海洋生物研究所  

藝術創意產業學系  

藝術與設計學系  

音樂學系  

特殊教育學系  

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科

學  

教育碩、博士班  

體育與運動科學系 

企業管理學系  

會計與財務碩士學位

學程  

國際企業學系  

資訊管理碩士學位學

程  

財務金融學系 

華文文學系  

中國語文學系  

英美語文學系  

歷史學系  

臺灣文化學系  

經濟學系  

公共行政學系  

社會學系  

財經法律研究所  

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  

教育碩、博班  

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  

多元文化教育碩、博班

幼兒教育學系  

教育行政與管理學系  

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  

民族事務與發展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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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流程-修習學分：C.專案合約生（研習單位受理） 

 

 

 

 

 

 

 

 
 
 
 
 
 
 
 
 
 
 
 
 
 
 
 
 
 
 
 
 
 
 
 
 
 
 
 
 
 
 
 
 
 
 
 
 
 
 
 
 
 
 
 

同意 

學生 

準備出國手續 

研習單位 

擔任學生接待窗口 

1. 由接待單位上簽，會辦國際處、

總務處出納組(開立繳費單)、圖

資中心 (辦理圖書閱覽證及網

路)、教務處(登錄學籍及製發學

生證)、體育中心(享有學籍學生

使用體育設備同等權益)、學務

處(申請宿舍)等相關單位。 

2. 協助學生完成到/離校手續。 

3. 大陸籍學生： 
(1)來臺研修停留期限逾六個月，

須依「大陸地區教育專業人士及

學生來台從事教育活動審查要

點」之規定向教育部申報。 
(2)研習單位依上述要點規定，將

來臺研修計畫表、團體名冊、專

業活動計畫書及行程表等文件彙

整後，於每年4月底/10月底前送國

際處協助提報教育部。 
(3)協助向移民署申辦入台證。 

4. 依本校建教合作實施要點及收

支管理準則辦理。 

1. 製發校方邀請函。 
2. 來臺研修停留期限於六個月

之大陸籍學生：按教育部規
定，協助進行申報程序。 

3. 開立到 /離校手續單並交給
研習單位，研習單位協助學
生完成後由國際處留存。 

學生 

向研習單位領取到校手

續單，並完成報到手續 

1.僅適用接受本校簽約學校薦送

之，惟專案性質合約，如：

3+1、4+0等專案合約。 

2.選送名額與收費標準以合約為

依據。 

不同意 
研習單位 

審件 

研習單位 

通知學生不予

錄取 

國際處 

擔任對外文件窗口 

C.專案 

合約學生 

研習單位 

受理申請 

檢核文件 

1.申請期限： 

-2月入學：前一年9月底前 

-9月入學：當年度3月底前 

2.繳交文件依協議內容辦理。 

研習單位 
認定是否完

成計畫

資格不符，

無法取得交

換/研修證明 

國際處 

製發來校交換

/研修證明 

否

是 

學生 

向研習單位領取離校手

續單，並完成離校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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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流程-不修習學分：D.短期研究生、E、短期實習生 

 

 

 

 

 

 

 
 
 
 
 
 
 
 
 
 
 
 
 
 
 
 
 
 
 
 
 
 
 
 
 
 
 
 
 
 
 
 
 
 
 
 
 
 
 
 
 
 
 
 
 

同意

學生 

準備出國手續 

研習單位 

擔任學生接待窗口 

不同意 研習單位 

確認接收學生 

研習單位 

通知學生不

予錄取 

國際處 

擔任對外文件窗口 

學生 

向研習單位提出申請 

1. 來校短期研究/實習生，

須優先取得本校院系所/中心

短期研習許可或相關教師指

導同意。 

2. 且學生須至少研習開始前

2個月，檢具研究計畫及簡

歷，向研習單位提出申請，

並完成繳交程序。 

研習單位 
認定是否完成 

計畫 

 

資格不符，無

法取得短期研

究/實習證明 

研習單位 

製發短期研

究/實習證明

是

D.短期研究生 

E.短期實習生 

學生 

向研習單位領取離校手

續單，並完成離校手續

否 

1. 來臺研修停留期限逾六個月

之大陸籍學生、外國籍(不含大

陸港澳)實習生，為撰寫碩博士

論文來台之研究生：按教育部

規定進行申報程序。 
2.製發校方邀請函。 
3.開立繳費單 
4.開立到/離校手續單並交給研

習單位。研習單位協助學生完

成後由國際處留存。 

1. 由接待單位上簽，檢具學生研

究計畫、簡歷、研習單位審

核表會辦國際處、圖資中心

(辦理圖書閱覽證及網路)、體

育中心(享有學籍學生使用體

育設備同等權益)、學務處(申
請宿舍)等相關單位。 

2. 協助學生完成到/離校手續。 

3. 大陸籍學生： 
(1)來臺研修停留期限逾六個月，

須依「大陸地區教育專業人士及

學生來台從事教育活動審查要

點」之規定向教育部申報。 
(2)協助向移民署申辦入台證。

學生 

向研習單位領取到校手

續單，並完成報到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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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一】 

國立東華大學學生赴海外短期研修要點 

107.06.27本校106學年度第2學期第4次行政會議審議通過 

第一條 國立東華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供本校學生赴海外進行短期研修，特訂定「國立

東華大學學生赴海外短期研修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第二條 本要點所稱赴海外短期研修定義如下； 

1. 赴未與本校簽訂學生交換計畫之學校； 

2. 該學校須符合教育部外國大學參考名冊； 

3. 進行非學位之研究或課程修習。 

4. 申請以學期為單位，學生在學期間申請赴海外短期研修以一年及一次為限。 

第三條 申請學生須遵守下列規範： 

1. 須具本校學籍，出國期間不得辦理畢業及休學，並依規定辦理註冊及繳交本校學

雜費； 

2. 須事先取得系所及家長同意，並繳交申請文件（如附件一）至國際處，獲得同意後

始得自行聯繫欲前往之學校並繳交申請資料； 

3. 學生取得錄取通知後須繳交影本至國際處及系所留存，於出國前兩周繳交出國手

續單（如附件二）； 

4. 海外短期研修須修習學分，大學部每學期修讀至少 2 門課程，研究所每學期修讀

至少 1 門課程。如系所或研修學校有其他相關規定，須從嚴遵守； 

5. 學生返國後一個月內須繳交返校手續單（如附件三）及修課成績單至國際處及系

所留存。若研修學校未與本校簽訂任何合作協議，則修課成績單須經我國駐外館

處文件驗證，本校始得承認。 

第四條 申請學生如欲進行學分抵免，須自行事先向系所或開課單位確認是否符合抵免標準，

學分抵免得由系所或開課單位認定。 

第五條 本要點經行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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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東華大學赴海外短期研修申請表 

Application Form for International Short-term Study 

 

姓名 Name  學號 Student ID   

性別 Gender  生日 Date of Birth  

系級 Department/Year  電子郵件 E-mail  

電話 Phone No.  身份證字號 ARC No.  

郵遞區號/戶籍地址 
Zip code/address 

緊急聯絡人姓名/電話 
Emergency Contact 

Person/Phone Number 
 

短期研修學校資訊 
Short-term Study 

University Information 

1.國家Country:_______________ 

2.學校中文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學校英文名University: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研修科系Department:_______________ 

註:研修學校須符合教育部外國大學參考名冊 

Note: The university should be in Database for the Reference List of 

Foreign Universities by MOE 

請檢附以下文件 
Please attach the listed 

documents 

1.歷年成績單Transcript 
2.學生證、身分證影本Copies of ARC and Student ID 
3.讀書計畫Study Plan 
4.語言能力證明Language Proficiency Certificate  
5.其他相關資料Other relevant documents 

申  請  人  簽  章
Signature of 
Applicant 

 

家  長  簽  章 
Signature of Parent 

 

導師或指導教授簽章
Signature of the 
Instructor or the 

Academic Advisor

 

系  主  任  簽  章
Signature of 
Department 
Chairman 

 

國際事務處 
Office of Int＇l Affairs 

 

國立東華大學學生赴海外短期研修要點-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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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東華大學赴海外短期研修生出國手續單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Short-term Study Before Departure Form 
 

姓名 Name  學號 Student ID . 

手機 Phone No  E-mail  

研修學校 
University 

 
系級 

Year and Department
 

研修學期 
     Semester 

＿＿＿學年度第＿＿＿學期 
____ semester in ___year 

辦理日期 
Date of Application: ____M/____D/____Y 

出國期間 Period From _____M/_____Y To _____M/_____Y. 

註冊委託人

Authorization of 
Registration 

本人於出國期限內有關註冊、選課事項委託＿＿＿＿＿同學辦理。 
I authorize (name of classmate) _________ to arrange my registration and courses 

during my exchange period. 
受託人簽名 Authorized Trustee: _________ (signature)   
受託人學號 Student ID:___________   
受託人系級 Year and Department:_____________  手機 Phone No.:___________ 

請至下列各單位辦理申請手續。Please complete the application procedure from the offices listed below. 

項次 
Items 

辦理單位 
Offices 

辦理事項/審核意見 
Arrangements / Suggestions 

簽章  

1 各系所 Department   

2 
指導教授 / 導師 
academic advisor 

  

3 

學務處生活輔導組 
Student Assistance Section, 

the Office of Student 
Affairs 

女生、外籍生免會 
Female students and international students will not 

have to acknowledge the Section 
 

4 

國際處 
學術與合作交流組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 Division, the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繳回 The student has to submit: 
1.電子機票影本 The copy of electronic ticket 
2.出國期間保險證明文件影本 
  The copy of insurance documents during the 

exchange period 
3.已註冊繳費證明影本 
  The copy of receipt of registration  

 

航班資訊 Flight Information 
航空公司 Airline:________ 
航班代碼 Flight Code:________ 
出發日期 Departure Date: ________ 
出發時間 Departure Time: ________  
抵達時間 Arrival Time:________ 
 
研修學校開學日期  
Semester start date： 
____M/____D/____Y 

 

國立東華大學學生赴海外短期研修要點-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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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Notice： 
1.請於出國前二週辦妥上述程序。 

Please complete the procedure mentioned above before two weeks going abroad. 
2.出國期間有關學業及學籍相關規定，請參見至本校教務處網頁/公告事項/教務規章查詢「國

立東華大學學生出國期間有關學業及學籍處理要點」 
The related regulations of the study and the status during the exchange period please refer to the 
“Regulations of the Study and Status in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During the Exchange 
Period” on the website of the Office of Academic Affairs/Announcement/ Regulations. 

3.以役男身分出國者，請依前項要點第七條規定辦理。 
The exchange student who is also a draftee please follow the procedure stated in the Article 7 of 
the foresaid reg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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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東華大學赴海外研修生返校手續單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Short-term Study Return Procedure Form 

姓名 Name  學號
Student ID

 手機 Phone No.  

系所/年級 
Year/Department 

 
e-mail 

 辦理日期 
Date of 
Arrangement 

__D/__M/___Y 

研修學校 
 University 

出國期間 
Period 

From ___month , ____year 
 to ___month, ____year 

項次 
Items 

辦理單位 
Offices 

辦理事項 
Arrangements 

簽章 
Signature 

1 
各系所

Departments 

 返國報到(系所確知學生已返國)Report to the department after arrival.   

若需採認學分，請填採認交換學生國外科目學分申請表  
(未辦理採認，則免會，請於簽章欄畫斜線。) 
If the student needs to transfer credits, please fill in the application form 
of granting credits. If need not, please delete the signature column. 

 

2 
通識教育中心

Committee of 
General Education 

同上 the same with above  

3 
教務處課務組 

Division of 
Curriculum, 
the 
Academic 
Affairs 
Office  

編列科目代碼 (未辦理採認，則免會，請於簽章欄畫斜線。) 
If the student doesn’t have to transfer credits, please cross out the 
signature column. 

 

4 

教務處註冊組 
Division of 

Registry, 
Academic 

Affairs 
Office 

 登錄採認之國外科目及學分數 (未辦理採認，則免會，請於簽章欄

畫斜線。) 
 收取國外成績單正本乙份。 

If the student needs to transfer credits, it is require the original 
transcript of exchange school. 
If need not, please cross out the signature column. 

 

5 
學務處 
生活輔導組 

確認是否延長修業以辦理緩徵（女生及外籍生免會。） 
International students should ignore this item. 

 

6 

總務處出納組

Cashier 
Section, the 
Office of 
General Affairs 

研究生及大學部延畢生需繳交學分費，憑已核畢抵免學分申請表影

本辦理。(未辦理採認，則免會，請於簽章欄畫斜線。) 
The graduates and the student who delay the graduation have to pay the credit

fees. It will be arranged depend on the copy of verified application form of
granting credits in the exchange university. (If the student doesn’t have to 
transfer credits, please cross out the signature column.) 

 

7 

國際事務處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電子機票 The electronic ticket
2.國外成績單影本(經駐外館處驗證蓋章)The copy of the transcript with 
the certified stamp by Taiwan Embassy. 
3.返國後報告書線上上傳系統(1500~2000字pdf檔)。另須繳交紙本心

得一份。Upload report to the online system (1,500~2,000 words made in 
PDF.) 

 

國立東華大學學生赴海外短期研修要點-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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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Notice： 
1.學生須於交換期滿返國後一個月內辦理完上述返校手續。春季返校者，於2/28前；秋季返校者，於

9/30前完成核銷手續。 
The student has to complete the return procedure mentioned above within a month after finishing the exchange program and 

coming back to Taiwan. If it’s not, the qualification will be canceled automatically, and shouldn’t be written off. The deadline 
for returning on spring semester is 02/28; The deadline for returning on fall semester is 09/30.  

2.本手續單正本由國際處國合組留存，影印乙份送教務處註冊組存執。 
The original form will be remained in the Division of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the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Affiars, and a 

photocopy of this form will be kept in the Division of Registry, the Office of Academic Affa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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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二】 

 國立東華大學優秀陸生獎學金實施要點 

104年3月11日103學年第2學期第1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107年6月28日106學年第2學期第4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 為促進兩岸交流並獎勵成績優秀大陸地區學生至本校就讀，提高學術競爭力，特訂定

本要點。 

二、 獎學金來源：由本校指定用途經費項下支應。 

三、 獎學金年限：自受獎學生註冊入學起，至畢業離校、休學或退學月止。獎助期限，學

士班不逾四年，碩士班不逾兩年，博士班不逾四年。延長修業年限期間，不得申請獎

助。 

四、 獎學金項目與名額： 

（一） 獎學金項目：當學期學雜費減半；需逐學期申請及審核。 

（二） 獎學金名額：依當年度經費決定核定名額。 

五、 申請資格： 

（一） 依據「大陸地區人民來臺就讀專科以上學校辦法」申請入學之大陸學位生。 

（二） 成績優秀且未受小過以上懲處處分者。 

1. 學士：前一學期成績名次在該系組該年級學生數前百分之二十以內者。 

2. 碩士：前一學期至少須修習六學分，學期成績名次在該系組該年級學生數前百分

之三十以內者。 

3. 博士：前一學期至少須修習六學分，學期成績名次在該系組該年級學生數前百分

之三十以內者。已修滿畢業學分者，須另提供指導教授推薦函及論文寫

作計畫。 

（三） 未領取系所或其他政府機關、機構所提供之獎學金者。 

六、 申請文件： 

本獎學金每學期受理申請，申請日期依國際事務處公告為準，申請人應於截止日前繳交

下列表件，逾期不予受理： 

（一） 獎學金申請表。 

（二） 前一學期成績單（含班級排名百分比）正本。 

（三） 其他有助審查之文件（指導教授或系所主管推薦信、研究、學習、服務表現之

證明文件，無則免附）。 

（四） 學生證影本。 

（五） 郵局或台企銀存摺封面影本。 

（六） 逐次加簽入出境許可證影本。 

七、 獎學金審核：由本校境外招生委員會，依審查文件擇優錄取。 

八、 符合本要點獎勵之學生，入學當年度未完成註冊、辦理保留入學資格、入學前休學

者，均取消其得獎資格；入學後休學者，自其休學日起，不得繼續領取獎學金；休學

後復學者，取消其繼續得獎資格，且不得重新申請本獎學金。 

九、 本要點經行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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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三】  

國際事務處分層負責明細表 

 102.02.27 101學年度第2學期第1次行政會議核備通過 
107.06.27 106學年度第2學期第4次行政會議核備通過 

承
辦
單
位 

工作項目 決行層級 備註 

處
本
部 

國際長交辦事項之處理 國際事務處處長  

本處重要章則、辦法及法規之訂定 校長 
決行後依各法規程序分別提會

審議 

辦理公文登記、分文業務 承辦人  

處務會議、組長會議、國際事務委員

會等重要會議召開及相關議事事宜 

國際事務處處長  

本處經費預算編列及管控 國際事務處處長  

本處校務評鑑、行政評鑑等相關事宜 國際事務處處長  

本處零用金管理相關事宜 國際事務處處長  

本處校內工讀金核發事宜 國際事務處處長  

本處財產管制及報廢事宜 國際事務處處長  

國
際
學
術
合
作
交
流
組 

推動及辦理與國外大學及學術研究

機構建立學術合作關係之校級合約

事項 

校長 

奉核可後與大陸地區簽訂之合

約陳報教育部相關事宜授權二

層決行 

各單位辦理與國外大學及學術研究

機構建立學術合作關係之非校級合

約事項 

校長 

奉核可後與大陸地區簽訂之合

約陳報教育部相關事宜授權二

層決行 

本處主管出訪相關之交流安排 國際事務處處長  

非科技部相關之國際交流活動 (含

冬夏令營活動招募)  

國際事務處處長  

交換教授及交換學生計畫 國際事務處處長  

教育部選送人才出國補助計劃申

請、經費處理及結案事宜 

國際事務處處長  

本處推動國際化獎補助辦法制定、

申請、審核、發放 

校長  

學術性國際外賓來訪協調安排及接

待事宜 

國際事務處處長  

推動全英語學位學制計劃 國際事務處處長  

留遊學宣導業務 國際事務處處長  

國際親善大使計畫 國際事務處處長  

與姊妹校合作辦理國際學術研討會 國際事務處處長  

出國役男緩徵辦理 組長  

校外資訊公告及宣傳 組長  

其他交辦事宜 
國際事務處處長

或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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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際
宣
傳
與
招
生
組 

外國學生申請入學 校長 
申請件由本處彙整後，提請

相關委員會審議，並簽陳校

長核可。 

外國學生獎學金申請、審核、發放及

結案 
校長 

申請件由本處彙整後，提請

相關委員會審議，並簽陳校

長核可。 

僑生申請入學 校長 
申請件由本處彙整後，提請

相關委員會審議，並簽陳校

長核可。 

僑生獎學金申請、審核、發放及結案 校長 
申請件由本處彙整後，提請

相關委員會審議，並簽陳校

長核可。 

陸生申請入學 校長 
申請件由本處彙整後，提請

相關委員會審議，並簽陳校

長核可。 

陸生獎學金申請、審核、發放及結案 校長 
申請件由本處彙整後，提請

相關委員會審議，並簽陳校

長核可。 

海內外境外學生招生教育展 國際事務處處長  

國際招生宣傳業務(招生廣告、文宣、

紀念品) 

國際事務處處長  

國際事務處網站規劃、建置與維護 組長  

其他交辦事項 國際事務處處長  

國
際
學
者
與
境
外
學
生
服
務
組 

境外學生(外籍生、僑生、陸生、交

換生)入學指導諮詢與生活輔導 

國際事務處處長  

陸生辦公室業務 (陸生輔導系統、

出入境申請、個人保險等業務) 

國際事務處處長 
 

僑生工讀公費獎助學金之申請與審

查 

國際事務處處長  

僑外生出入境申請、工作證、居留

及健保業務 

國際事務處處長  

境外生活動辦理及核結 國際事務處處長  

國際接待志工組織與管理   組長  

其他交辦事宜 國際事務處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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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四】 

國立東華大學圖書資訊處電腦教室借用管理辦法 
 

91年2月27日90學年度第2學期第1次行政會議通過 
98年6月24日97學年度第2學期第8次行政會議修訂通過 
99年3月24日98學年度第2學期第2次行政會議修訂通過 
100年1月5日99學年度第1學期第7次行政會議修訂通過 

100年12月21日100學年度第1學期第8次行政會議修訂通過 
102年2月27日101學年度第2學期第1次行政會議修訂通過 

107年06月27日106學年度第2學期第4次行政會議修訂通過 
 

第1條 本校圖書資訊處（以下簡稱本處）為使有限之電腦教室資源做有效的運用，同時使

電腦教室借用與管理有所依循，特訂定本辦法。 

第2條 電腦教室原則上保留一間教室開放本校教職員生上機使用，其餘教室提供學期課程、

校內使用（使用對象全為本校教職員工生）及校外使用（使用對象包含校外人士）

申請借用。 

第3條 學期課程申請及配借： 

一、於每學期上網編排課程表前 2 週起至前 1 週止提出下一個學期課程借用申請，

由本處協商安排借用，並於收件截止日後 3 個工作天內回覆配借結果。 

二、列於本校程式設計能力畢業標準之通識課程優先安排配借。 

三、學期課程配借後未使用次數達3次(含)以上且未事先通告者，於下次申請借用時，

該課程將列為教室安排之最後順位。 

四、倘於收件截止日後提出學期課程申請者，則依申請時間先後次序安排。 

第4條 其他活動申請及配借： 

一、學期課程配借後，空堂時間開放其他活動個別申請，個別申請以申請時間先後次

序安排，同一時間申請則以校內使用優先。 

二、校內單位填單申請，校外單位以公文申請，須於使用日至少前 7 個工作天提出申

請，本處於使用日前 3 個工作天內回覆配借結果。 

第5條 收費規定： 

一、為下列情形之一者，免收電腦維護費： 

（一） 本校正式學期課程及寒暑修課程。 

（二） 校內使用之免費課程與活動。 

二、收費標準： 

（一） 分三個時段計費：上午(08:00-12:00)、下午(13:00-17:00)及夜間(17:00-

21:00)，每時段酌收電腦維護費 4,000 元。 

（二） 借用時段若為電腦教室服務檯關閉時段，須另行支付看管工讀生費用，

每時段 800 元。 

（三） 本項各費用皆須於使用日 1 個工作天前繳清。 

三、退費標準： 

（一） 借用單位於使用日前1個工作天通知放棄使用，退還已繳之維護費50%，

工讀生費扣除相關手續費後退還。 

（二） 借用單位於使用當日放棄借用，或因違反本處電腦教室使用規範，經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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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仍不改善致立即停用時，不退任何費用。 

（三） 使用當日如遇停電、天災等人力不可抗拒因素事由無法使用時，若已使

用時段已超過借用時段 1/2 時，不退費；若未超過借用時段 1/2 時，則

退還已繳之 50%費用。 

四、具公益性質或有益於學校之活動，得敘明經費狀況，如活動報名費及受校內外經

費補助情形，經簽請校長同意得免收維護費或減收 50%維護費。惟借用時段為

電腦教室服務檯關閉時段，仍須支付看管工讀生費用。 

第6條 電腦教室使用規範，由本處另訂之。申請人於借用期間應遵守使用規範，並負保管、

維護與不當使用之損壞賠償責任。 

第7條 依本處規定辦理借出及歸還鑰匙與備品，受委託借還鑰匙與備品之學生，若逾時歸

還，依本校學生獎懲辦法第六條規定予以愛校服務4小時。 

第8條 本處倘有特殊原因必須收回配借教室時，得於3個工作天前通知申請單位選擇改借或

停借，申請單位不得異議及請求賠償。若已繳交費用選擇停借者，則無息退還已繳

納之費用。 

第9條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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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五】 

國立東華大學圖書資訊處電腦教室印表管理辦法 
 

91年9月11日91學年度第1學期第2次行政會議通過 
95年9月13日95學年度第1學期第1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98年9月23日98學年度第1學期第2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100年12月21日100學年度第1學期第8次行政會議修訂通過 
102年2月27日101學年度第2學期第1次行政會議修訂通過 

107年06月27日106學年度第2學期第4次行政會議修訂通過 

 

 

第1條 為服務教職員生印表需求，圖書資訊處(以下簡稱本處)管理之電腦教室設置雷射印表

機供本校教職員生使用，為妥善管理印表資源，特訂定本辦法。 

第2條 本處所屬之印表機開放列印所需各種耗材及維修與諮詢服務概由本處提供。 

第3條 每學年提供教職員生個人使用之免費印表額度原則如下： 

一、每人每學年100頁。 

二、列印一頁次扣減一頁數額度。 

三、每學年有效使用期限為當年八月一日至次年七月三十一日為止。 

四、每學年之免費印表額度限於當學年有效期限內使用，期限內未使用之額度不予

累計至次學年使用。 

第4條 教職員生應使用本校電子信箱的帳號及密碼登入電腦教室電腦，並據以使用印表資源。 

第5條 教職員生須負妥善保管個人帳號之責，嚴禁盜用他人帳號使用印表資源，盜用者一經

查證屬實，除依相關規定論處外，並停止其印表權限一學年。 

第6條 教職員生用罄免費印表額度後，得依下列規定自費購買： 

一、以新台幣 200 元整為一基數，每基數為 100 頁額度，每次購買以一個基數為最

小單位，可一次購買多個基數。 

二、自費購買之印表額度扣減原則依第三條第二項辦理。 

三、自費購買之印表額度可使用至離校或離職為止。 

第7條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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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六】 

國立東華大學圖書資訊處系統開發及維護作業規範 
 
 

107年06月27日106學年度第2學期第4次行政會議通過 

 

一、目的 

為使各行政單位能制度化配合開發業務需求之電腦化系統（含招生系統），以及維護系統

之適用性及適時性，俾落實校務行政電腦化工作，特制訂本作業規範（以下簡稱本規範）。 

二、適用範圍 

（一） 系統開發：各行政單位委由圖書資訊處（以下簡稱圖資處）開發全校性校務行政

系統。 

（二） 系統維護：各行政單位對圖資處開發之系統提出新增功能、功能維護及變更等需

求。 

三、作業流程 

（一） 申請前作業事項： 

1.使用單位有需求時，須先準備相關資料與圖資處校務系統組（以下簡稱系統組）

討論及評估功能與可行性，並對作業流程做合理化之規劃。 

2.系統倘屬跨單位性質，由該案之主要提案單位召集各相關單位開會協商，與系

統組討論及評估功能與可行性，並對跨單位之作業流程做統整性合理化之規劃。 

（二） 上網申請： 

1.參考「電腦化系統需求文件內容須知」上網填寫申請表，未與系統組討論需求

且確認受理者，系統組得逕行取消該申請件。 

2.申請表需詳述所需申請原因、功能內容、相關作業流程、注意事項及效益，並

經該單位一級主管核准。申請原因係屬政策政令之修改，須附部會來文；若係

校內相關會議之決議，須附會議紀錄。 

3.申請單位於上網填報1個月內，將該需求之所有表單資料及參考資料送交系統

組，逾時未提供資料或提供資料不足者，得退回原提案單位重新再議或延後系

統實際啟用日期。 

4.新系統屬跨單位性質者，由該案之主要提案單位確認系統需求皆已上網填寫及

檢附相關需求文件資料送交圖資處。 

（三） 受理、開發及維護： 

1.申請案先由系統組檢視資料內容及確認可行，依系統規模大小及人力配置排定

初步時程，經主管核示後回覆。 

2.申請單位須指派人員負責與系統開發人員於排定之時程起1個月內進行需求訪

談，確認作業流程、功能需求及功能規格。系統倘屬跨單位性質者，各相關單

位均需指派洽談人員，並由該案之主要提案單位召集會議進行訪談。 

3.系統開發人員依需求訪談狀況，提出工作時程規劃及需用資源，確認開發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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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主管核示後回覆。系統需求訪談產出之相關文件資料將作為後續系統測試之

依據並存檔備查。 

4.系統開發人員若無法如期完成，須陳報系統組組長及圖資長，並告知需求單位。 

5.若限於時效，未通過申請先處理系統功能維護者，須於事後2週內補齊上述各項

程序及資料。逾期未補齊者，日後功能維護須申請生效後方始處理。 

（四） 測試、安裝及驗收 

1.系統組依系統分析及設計的結果進行程式設計與系統測試。上線前，由使用單

位實際進行系統整體測試。 

2.測試無誤後，進行系統安裝及使用單位操作人員教育訓練。 

3.系統上線，申請單位請於驗收通知後2週內確認功能無誤後驗收。逾時未驗收者

視同驗收完成。 

四、注意事項 

（一） 新系統開發需求原則上須至少於預定啟用日期前 4 個月上網提出申請，系統維護

需求原則上須至少於預定啟用日期前 1 個月上網提出申請。並於申請後 1 個月內

將所有書面資料一併送交系統組，依各系統之急迫性、規模大小及人力協調系統

實際啟用日期。 

（二） 申請單位準備系統需求文件資料時，務必參考「電腦化系統需求文件內容須知」，

提供詳細資料作為系統開發之依據，避免因認知差異導致系統大幅修改之困擾。 

（三） 待開發之新系統，原則上由圖資處內平時負責支援該單位的人員負責。若該新系

統屬跨單位或較具急迫性、時效性者，得視人力配置狀況重予分配。 

（四） 系統功能規格經確定後，若再有新需求或變更功能規格，仍須上網填寫申請表，

詳述所需變更或新增之功能內容，並經該單位一級主管核准；圖資處得視問題之

複雜性，延後該系統實際啟用日期，處理情況將以網頁及電子郵件回應。 

（五） 新系統開發依一般系統分析與設計及程式設計之原則及順序進行之。 

（六） 相同功能之新版系統正式上線後，舊版系統即停止維護，並於 1年後下架。 

五、各行政單位若限於時效或其他原因，擬自行對外購置校務行政電腦化相關之軟硬體，為

求日後系統整合之需，應簽會圖資處意見後，陳請校長核示。 

六、本規範經行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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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七】 

國立東華大學資通安全暨個人資料保護宣導及執行小組設置要點 
 

97年4月16日96學年度第2學期第4次行政會議通過 
97年10月8日97學年度第1學期第2次行政會議修訂通過 

100年5月25日99學年度第2學期第7次行政會議修訂通過 
101年6月20日100學年度第2學期第6次行政會議修訂通過 

101年12月12日101學年度第1學期第4次行政會議修訂通過 
107年06月27日106學年度第2學期第4次行政會議修訂通過 

 

一、為有效推廣及執行資訊、通訊安全暨個人資料保護相關法令宣導措施，強化教職員工生

正確觀念，特設置國立東華大學資通安全暨個人資料保護宣導及執行小組（以下簡稱本小

組）。 

二、本小組由校長聘請副校長擔任召集人，小組委員由本校一級單位主管、法律專長委員一

人及學生代表二人共同組成，圖書資訊處處長為執行秘書，並由圖書資訊處指派一名人員

專職負責資安暨個人資料保護業務。 

三、法律專長委員一人由召集人遴選，任期二學年。 

四、學生代表二人由學生自治會推選產生之（大學部一位，研究生一位），學生代表任期為一

學年，連選得連任。 

五、本小組之工作職掌： 

(一)規劃並推動資通安全暨個人資料保護相關法令之宣導活動。 

(二)研擬教職員工生違反資通安全暨個人資料保護之相關規範措施。 

(三)訂定資通安全暨個人資料保護處理原則及標準作業流程。 

(四)協助本校教職員工生處理資通安全暨個人資料保護爭議事件。 

(五)其它與資通安全暨個人資料保護相關之重大事項。 

六、本小組每學年召開一次會議，必要時得召開臨時會議，開會時得邀請相關單位人員列席。 

七、本要點經行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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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八】 

國立東華大學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執行小組設置要點 
 

97年1月9日96學年度第1學期第9次行政會議通過 
97年4月16日96學年度第2學期第4次行政會議修訂通過 
97年10月8日97學年度第1學期第2次行政會議修訂通過 
98年12月2日98學年度第1學期第6次行政會議修訂通過 
99年3月10日98學年度第2學期第1次行政會議修訂通過 
99年9月29日99學年度第1學期第2次行政會議修訂通過 

101年6月20日100學年度第2學期第6次行政會議修訂通過 
101年12月12日101學年度第1學期第4次行政會議修訂通過 
107年06月27日106學年度第2學期第4次行政會議修訂通過 

 

一、為有效推廣及執行保護智慧財產權相關法令宣導措施，提昇教職員工生尊重智慧財產權

之觀念，特設置國立東華大學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執行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 

二、本小組由校長聘請副校長擔任召集人，小組委員由本校一級單位主管、法律專長委員一

人及學生代表二人共同組成，圖書資訊處處長為執行秘書。 

三、法律專長委員一人由召集人遴選，任期二學年。 

四、學生代表二人由學生自治會推選產生之（大學部一位，研究生一位），學生代表任期為一

學年，連選得連任。 

五、本小組之工作職掌： 

(一)規劃並推動智慧財產權相關法令之宣導活動。 

(二)落實校園網路、軟體與各類著作的合法使用。 

(三)研擬教職員工生違反智慧財產權相關規範措施。 

(四)訂定尊重及保護智慧財產權處理原則及標準作業流程。 

(五)協助本校教職員工生處理智慧財產權爭議事件。 

(六)其它與智慧財產權相關之重大事項。 

六、本小組每學年召開一次會議，必要時得召開臨時會議，開會時得邀請相關單位人員列席。 

七、本要點經行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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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九】 

國立東華大學校園伺服器管理辦法  

98年3月4日97學年度第2學期第1次行政會議通過 

99年3月10日98學年度第2學期第1次行政會議修訂通過 

102年2月27日101學年度第2學期第1次行政會議修訂通過 

107年6月27日106學年度第2學期第4次行政會議修訂通過 

第1條 本辦法係依據國立東華大學(以下簡稱本校)「校園網路使用規範」訂定之。  

第2條 各單位所架設之伺服器，應遵守「國立東華大學校園網路使用規範」、「臺灣學術網

路管理規範」及「臺灣學術網路BBS 站管理使用公約」等相關規定。  

第3條 本辦法所規範之伺服器，泛指校園對外開放網際網路服務之伺服器主機。如網頁

(Web)、電子郵件(E-mail與Web mail)、檔案傳輸(FTP) 、電子佈告欄(BBS)與網路硬

碟(Network storage)等伺服器。  

第4條 各單位對外提供網際網路服務之伺服器，須有專人負責維護管理，接受圖書資訊處

（以下簡稱本處）輔導進行相關資訊安全作業並參加資訊安全講習。  

第5條 本處得定期對各單位申請架設之伺服器進行資訊安全掃描檢測，各單位伺服器管理

者須依據本處所提供之檢測報告進行相關漏洞修補。  

第6條 各單位伺服器如經檢舉疑似遭駭客入侵、發生異常流量、發廣告信等相關行為時，經

查證屬實者，本處得停止該伺服器之網路使用權。違反情節嚴重者，得移請相關單

位予以議處。  

第7條 本辦法經本校行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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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十】 

國立東華大學網路流量管理辦法 

98年9月2日98學年度第1學期第1次行政會議通過 
99年4月21日98學年度第2學期第4次行政會議修訂通過 

102年2月27日101學年度第2學期第1次行政會議修訂通過 
107年6月27日106學年度第5學期第4次行政會議修訂通過 

第1條 本校圖書資訊處（以下簡稱本處）為因應教育部加強台灣學術網路之管理，使學校對

台灣學術網路流量能有效管控，以維持對外連線之順暢性與頻寬使用之公平性，並避

免個別電腦中毒後散佈病毒與癱瘓網路，依據本校「校園網路使用規範」制訂定「國立

東華大學網路流量管理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2條 流量計算以天為單位，由凌晨00:00起算，經24小時為單一天之流量。  

第3條 除事先申請核可者外，對外進、出流量上限單一天流量額度由本處公告並進行管理。  

第4條 於單一天內超過流量管理上限標準時，本處有權即刻對該電腦執行網路流量限流措施，

最高可達三日。  

第5條 每一學期內超過流量使用上限累計達三次者，本處有權停止該電腦當學期之網路使用

權，直至下學期始可重新申請恢復或開放其使用權利。  

第6條 本處將定期依網路使用實際狀況，公告調整網路流量額度標準及相關限流措施。  

第7條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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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十一】 

國立東華大學學人宿舍及單身職務宿舍網路使用費收費辦法 

92年4月2日91學年度第2學期第6次行政會議通過 

97年10月8日97學年度第1學期第2次行政會議修訂通過 

102年2月27日101學年度第2學期第1次行政會議修訂通過 

107年6月27日106學年度第2學期第4次行政會議修訂通過 

一、為更新維護本校學人宿舍及單身職務宿舍網路設備，提昇宿舍網路服務品質，依使用者

付費原則，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學人宿舍及單身職務宿舍網路使用費」，為住宿學人及員工使用本校宿舍

網路連上校園網路費用。 

三、收費內容為本校學人及員工住宿宿舍，須依下列規定繳交網路使用費： 

(一)每戶每月須繳交網路使用費新台幣壹佰元整，直接於薪餉中扣款，直至搬離宿舍或向

圖書資訊處（以下簡稱圖資處）提出停止使用宿舍網路申請為止。 

(二)若無須使用宿舍網路，須主動向圖資處提出不使用申請，並於圖資處收到申請單之次

月起停止扣款並中斷其網路連線。 

(三)同一申請者申請中斷網路連線後，若欲申請恢復網路連線，須繳交「異動處理費」新

台幣捌佰元整。 

四、本要點所收之費用依專款專用原則，應全數運用於本校學人宿舍及單身職務宿舍網路(含

設備及線路)之維護、更新、汰換及管理等費用。 

五、本要點經行政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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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十二】 

國立東華大學出版品管理要點 

98年9月2日98學年度第1學期第1次行政會議通過 
103年2月19日102學年度第2學期第1次行政會議修訂通過 
104年5月6日103學年度第2學期第2次行政會議修訂通過 

107年6月27日106學年度第2學期第4次行政會議修訂通過 

一、國立東華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建立出版品管理制度，特依據「政府出版品管理要

點」、「國家圖書館全國出版品送存要點」及相關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本校出版品，指以本校之經費，或以本校之名義（含院、系、所、中心等單

位）出版或發行之圖書、連續性出版品、電子出版品及其他非書資料。 

三、本校委由圖書資訊處(以下簡稱本處)統籌辦理本校出版品之編號申請、基本形制管理、

電子檔授權利用，以及政府出版品指定分發寄存、展售門市之寄送等管理事項。 

四、各單位發行出版品前，應依政府出版品統一編號(GPN)、出版品預行編目(CIP)、國際標

準書號(ISBN)或國際標準期刊號(ISSN)作業時程申辦規定，填具相關申請表，並檢附出

版品封面、書名頁、版權頁、目次頁、摘要、序言等資料影本或電子檔逕送本處，待取

得以上之編號，始得印製。 

五、各單位已申請編號之書刊，因故未印行者，該編號應予作廢，不得再行使用，但應將未

出版之原因函知本處，轉報各相關單位。 

六、各單位出版品應於出版後1週內，提送2份至本校圖書館典藏，以供閱覽使用，並提送至

少32冊，委由本處寄送至政府出版品指定分發、寄存單位（含國家圖書館）及展售門

市，所需郵資由各出版單位支付。 

七、出版品依法需於期限內送至國家圖書館，倘催繳後仍未送存所產生之逾期罰鍰，由各出

版單位以該單位經費自行繳納至國家圖書館。 

八、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政府出版品管理要點」、「國家圖書館全國出版品送存要

點」及相關規定辦理。 

九、本要點經行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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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十三】 

國立東華大學圖書資訊處主機代管服務要點 

95年3月22日94學年度第2學期第3次行政會議通過 
97年12月10日97學年度第1學期第6次行政會議修訂通過 

102年2月27日101學年度第2學期第1次行政會議修訂通過 
107年6月27日106學年度第2學期第4次行政會議修訂通過 

一、為提供東華大學校內非圖書資訊處（以下簡稱本處）管轄之全校性服務伺服器主機代管

服務（以下簡稱本服務），特訂定本要點。  

二、提供服務內容   

(一)本服務係指在本處機房之空間及電力系統可負荷的範圍之內，提供電腦機房與機架空

間及必要之冷氣、電源、消防、保全、網路連接線路等設施，供申請者放置電腦伺服

器等設備（以下簡稱代管主機），不包含代管主機系統軟硬體維護、帳號維護及資料

備份等服務。  

(二)本處提供標準機架空間供申請者使用，標準機架空間每單位為寬45公分、高5公分、

深70公分，如申請者之代管主機為非機架式主機，機架空間由雙方另行議定之。   

(三)本處提供代管主機上網連線所需之IP位址一個，如有額外IP位址需求者，請詳列於主

機代管服務申請表中，本處得因技術上需要，有權更換代管主機IP位址，本處應於IP

位址更換前七日通知申請者。  

(四)申請者需提供本處管理員代管主機之管理者權限，以便突發狀況之處理。  

三、申請辦法  

(一)在本處機房之空間及電力系統負荷範圍之內的前提之下，欲申請放置之全校性服務伺

服器認定上如有爭議，送交「圖書資訊服務諮詢委員會」討論後裁定。  

(二)申請者申請本服務，應檢具「主機代管服務申請表」經本處核可後，方可進駐。  

(三)申請者於代管主機進駐前須於「主機代管服務申請表」上詳細註記代管主機之硬體設

備規格以供確認，並標記可資識別之記號或財產識別標籤。  

(四)申請者須提供單一窗口之聯絡方式。   

(五)申請者如有異動需求，須填具「主機代管服務異動申請表」申請辦理。  

(六)代管主機搬離機房時，申請者須與本處人員核對硬體型號、規格、數量及財產編號等

內容後方可搬離。  

四、機房管理規定   

(一)申請者欲進入本處機房進行任何維修時，需事先與本處負責人員聯絡，維修期間本處

負責人員將全程陪同，並請於上班時間進行。   

(二)申請者對於代管主機硬體及所使用之應用程式需善盡自行維護之責，本處不負責因代

管主機硬體故障及申請者自身應用程式錯誤造成之責任。  

(三)申請者之系統發生遭第三人經由網際網路入侵、破壞或擷取其資料等侵害情形，所造

成之直接或間接損失，本處處不負賠償責任。  

(四)申請者應遵守網際網路國際使用慣例，不得有非法入侵網際網路上其他系統之意圖與

行為；不得破壞網路上各項服務，亦不得在網際網路上以任何方式發送大量郵件造

成本處系統之障礙或從事違反公共秩序、善良風俗、及法律所禁止之行為。如有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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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除須自行負責外，本處為維護服務品質，依網際網路國際應用慣例，得立即終止

代管主機之連線及撤銷原申請，任何後果及可能損失概由申請者自行承擔。   

(五)因網路線路障礙、阻斷以致代管主機發生錯誤、遲滯、中斷或不能傳遞而造成損害時，

其所生之損害，本處不負賠償責任。  

(六)因颱風、地震、海嘯、洪水、停電、戰爭等不可抗力因素造成線路中斷或毀損，本處

不負責善後及賠償。  

(七)本處如因情事變更或因網路安全等服務需求而須暫停或終止代管主機全部或部分服

務，本處應於預定暫停或終止日十個工作天前通知申請者，申請者須配合辦理。  

五、服務終止  

(一)申請者欲終止本服務，應於填具「主機代管服務異動申請表」註明預定終止日期，並

辦理終止所需手續，前述手續完成後始生終止效力。終止效力發生後本處有權停止

本服務之一切服務。  

(二)申請者須於終止日起一週內，攜原「主機代管服務回條」與本處人員核對硬體型號、

規格、數量與資產編號等內容後方可搬離代管主機，並於核對代管主機內容後一週

內搬離代管主機。  

(三)申請者逾期未搬離代管主機，視為拋棄代管主機之所有權，本處不負保管責任，並有

權更動其放置位置或逕行以廢棄物處理，處理費用由申請者負擔。  

六、本要點經行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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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十四】 

國立東華大學圖書館館藏發展準則 
100年1月5日99年第1學期第7次行政會議通過 

102年2月27日101學年度第2學期第1次行政會議修訂通過 
107年6月27日106學年度第2學期第4次行政會議修訂通過 

一、目的 
國立東華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圖書資訊處（以下簡稱本處）配合本校發展願景，系

統性建立本校圖書資源，以滿足師生教學、研究與自我成長之資訊需求，特設置圖書

館，並訂定「國立東華大學圖書館館藏發展準則」（以下簡稱本準則），做為圖書資

料選擇、徵集、典藏、淘汰、評鑑等之依據。 
二、任務 

(一)系統性建立與本校學術發展有關之館藏特色。 
(二)蒐集、組織與典藏各類型圖書資料，提供閱覽與流通。 
(三)滿足本校師生教學、研究之需求，亦開放社區民眾借閱，推廣終身學習之風氣。 
(四)培養校園閱讀風氣及資訊素養，增進本校師生之知識與技能。 
(五)提供館際合作服務，以達資源共享之目的。 

三、館藏範圍 
(一)配合校務發展，以本校各系所學科之教學、研究與自我成長之需求為主要蒐藏範

圍，並擴及其他相關學科為次要蒐藏範圍。 
(二)為提昇閱讀素養，培養全人發展，一般綜合性書刊亦在蒐集之列。 
(三)蒐藏之圖書資源包括圖書、期刊、視聽資料、微縮資料、電子資源等型式。 

四、蒐藏原則 
(一)通則 

1.符合著作權法、智慧財產權等相關法規之合法出版品。 
2.以購置嶄新、未經使用之新版圖書與視聽資料為原則，但與本校各系所教學研究

相關之經典及絕版圖書資料（含二手書）不在此限。 
3.蒐藏資料之語文以中、英文為主，其他語文依實際視需求蒐集。 
4.以加入聯盟方式採購、降低經費成本為原則。 
5.以不典藏複本為原則，唯特殊教學研究需求、預約量較高或與行政業務相關用書

等得依情況而定。 
(二)各類型資料蒐藏原則 

1.一般紙本圖書 
(1)以不典藏複本為原則，唯特殊教學研究需求、預約量較高除外，至多不超過5

冊複本。唯本校行政業務相關用書得依情況而定。 
(2)倘有不同的裝訂型式，則優先採購之順序為平裝、軟精裝、精裝、散裝。 
(3)電腦操作類圖書以近兩年新版出版品為選購目標。 

2.參考工具書  
(1)以不典藏複本為原則，唯字辭典除外。 
(2)倘有不同的裝訂型式，則優先採購之順序為精裝、軟精裝、平裝、散裝。 

3.視聽資料 
(1)以不典藏複本為原則，單機使用之資料複本至多以2件為限。 
(2)倘有不同的出版型式，以易使用、保存與不占空間者為優先。 

4.微縮資料 
僅限於以微縮形式發行且具學術價值之資料為主。 

5.期刊 
(1)不典藏複本，並以長期訂購為原則。 
(2)具學術價值之過期期刊裝訂長期保存，其餘則依使用狀況、館舍空間而採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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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典藏方式及期限。 
(3)不增訂本校已加入電子期刊聯盟之期刊。 
(4)有全文電子期刊者，以不訂購紙本為原則。 
(5)倘有不同的出版型式，以具永久使用權、易於使用、保存與不占空間者為優

先。 
6.電子資源 

(1)以長期訂購、採購機構使用版為原則。 
(2)以全文資料、高使用率及具永久使用權者為優先。 

7.電子書 
(1)以不典藏複本、採購機構使用版為原則。 
(2)具永久使用權為優先。 
(3)選購時須依以下項目為參考條件：依據網路或單機版型式、閱讀便利性（如一

般或專屬閱讀器）、授權範圍（如可否列印、下載、複製等）、內容型式（如

文字版或多媒體）、使用期限（如永久使用或限期使用）、聯盟優惠政策及館

藏紙本數量為考量。 
8.報紙 

(1)過期報紙以保存三個月為原則，倘有特殊需求，則視使用狀況、館舍空間而採

不同典藏期限。 
(2)倘有不同的出版型式，以不占空間、易於使用、保存、具永久使用權者為優

先。 
9.研究生畢業論文、作品或報告 
蒐藏本校及他校研究生畢業論文、作品或報告。 

10.與本校相關之資料 
(1)本校出版品：依「國立東華大學出版品管理辦法」辦理。 
(2)本校教師升等資料：依「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辦理。 
(3)本校優良教師得獎資料：依「國立東華大學教學優良教師遴選與獎勵辦法」辦

理。 
(4)蒐藏本校師生著作，包括期刊文獻、專書、研究報告等。 

11.特藏資料 
係指典藏名人手稿、古籍善本、古文書等及本處認定珍貴之圖書資料。 

五、採訪途徑 
(一)採購：依政府採購法及本校採購相關規定辦理。 

1.系所薦購 
(1)由本處採購：各系所教師薦購書單需經複本查核，由系所助理彙整，經系所主

管簽核，交由本處辦理採購。唯需另購應用軟體或設備方能閱覽或使用之圖

書資料，得另行評估。 
(2)教師自行採購：依「國立東華大學系所教師自行辦理採購一萬元以下圖書作業

規定」辦理。 
(3)二手書採購：系所提報書單，倘圖書館無館藏，且經一般購書管道回覆資料絕

版無法購入，經系所主管簽核，可交由本處繼續辦理採購圖書狀況良好的二

手書。 
2. 本處主動選購 

(1)配合本校經費分配原則、館藏發展、讀者需求及本處業務需要，主動選購培養

學生全人發展，提昇閱讀素養之一般綜合性圖書資料。 
(2)考量資料內容具學術性、新穎性、客觀性、作者之權威性、出版社聲譽及價格

合理性等因素進行選購。 
3.讀者薦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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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校教職員工生得透過本處網頁線上薦購，或填寫表單薦購科普及人文閱讀的

書刊與視聽資料。 
(2)薦購書單需經本處依經費、複本狀況、資料內容等條件查核，再列入訂購書

單。 
(3)倘薦購資料屬於本校專業學術領域或研究型資料，經本處估價後轉交薦購者所

屬系所評估購置。 
(二)贈送：依「國立東華大學圖書館受贈圖書資料處理規定」辦理。 
(三)交換： 

1.為促進學術交流與館藏資源共享，本處與其他學術機構辦理交換業務。 
2.取得校內出版單位之同意辦理交換業務，交換來之圖書資料則由本處統一典藏。 

六、圖書經費 
(一)本校圖書經費：  

1. 本處圖書經費：依據本校經費分配原則及本準則第三條第二款之館藏範圍購置

圖書資料。 
2.系所專業圖書經費：依據本校經費分配原則，各科系專業書刊與資料庫經費皆分

配至院（系、所）。實際經費控管情形如下： 
(1)每年由各院（系、所）編列圖書費，交由本處列帳進行採購。 
(2)依據本校經費運作期程，倘各院（系、所）經費尚有餘額，移購他院（系、

所）薦購之圖書資料。 
(3)倘各院（系、所）薦購超出經費預算，應由該院（系、所）撥款補足，或指定

順序刪訂，或下年度經費支應。 
(二)計畫圖書經費：依各項計畫核准書單辦理採購。 

七、館藏維護 
(一)另架典藏原則： 

1.已有電子版之裝訂本期刊。 
2.為維持館藏的新穎性及館舍空間的合理利用，以調節方式另架典藏罕用圖書資

料。 
(二)下架淘汰原則： 

1.違反著作權之出版品。 
2.五年前出版之一般電腦圖書及其相關視聽資料。 
3.毀損無法修復之出版品。 
4.不符館藏蒐藏原則之出版品。 
5.已典藏更新版，而舊版不復參考價值之出版品。 
6.五年內無人借閱之非學術性複本出版品。 
7.已另架典藏五年（含）以上仍未接獲調書需求之學術性複本出版品。 
8.經二次盤點確定遺失之出版品。 
9.不裝訂之休閒期刊。 
10.已無適用之電腦作業環境之電子資料。 
以上資料得依圖書館法及本校財產管理等相關規定進行報廢或轉贈，並辦理財產減

帳或移轉事宜。 
八、館際合作 

(一)為有效運用圖書經費，並擴展館藏範圍，本處積極參與各館際合作組織與聯盟，推

動合作採訪、館際互借、合作典藏等業務，以落實資源共享，提升服務質量。 
(二)館際合作等相關規定，由本處與合作圖書館協議另訂之。 

九、典藏與流通 
圖書資料借閱與典藏等相關規定，由本處另訂之。 

十、本準則經行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可後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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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十五】 

國立東華大學圖書館使用規則 

97年9月24日97學年度第1次行政會議通過 
102年2月27日101學年度第2學期第1次行政會議修訂通過 
105年5月18日104學年度第2學期第4次行政會議修訂通過 

107年1月17日106學年第1學期第4次行政會議修訂通過 
107年6月27日106學年度第2學期第4次行政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章 總則  

第1條 國立東華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圖書資訊處（以下簡稱本處）為積極支援本校教

學與研究，提昇東臺灣學術文化水準，服務社區民眾，特設置圖書館並訂定「國立

東華大學圖書館使用規則」（以下簡稱本規則）。 

第二章 開館時間  

第2條 除國定假日及其補假日、選舉日與校慶運動會舉辦日閉館外，開館時間如下： 

一、學期中： 

週一至週五08:00 - 22:00，假日（依本校行事曆，以下同）09:00-17:00。 

二、寒、暑假： 

週一至週六09:00 - 17:00，週日閉館，八月最後一周關閉閱覽區進行館舍空

間整備。  

開館時間如需調整，本處得事先公告後實施。如因安全考量，或遇緊急事故，亦

得不經公告逕行閉館。 

第三章 服務對象  

第3條 本校編制內教職員工及學生以本校服務證、學生證為借書證。  

第4條 本校非編制內教職員工、同仁眷屬、退休教職員工得填具申請單，檢附相關證照

至圖書館服務檯申辦借書證。  

第5條 本校校友及校外人士得填具申請單，檢附相關證照及工本費至圖書館服務檯申辦

借書證。  

第6條 本處志工及符合學校其他規定者，得填具申請單，檢附相關資料至圖書館服務檯

申辦借書證。  

第7條 本校推廣教育班學員得由開班單位填具申請單，檢附相關資料集體申辦借書證。  

第8條 讀者限擇一種身分申辦借書證。未申辦借書證者，得持身分證（或護照、駕照）

換取臨時閱覽證。  

第9條 為維護本校教職員工生權益，本處得視實際情況調整服務對象。  

第10條 未持有效借書證與臨時閱覽證或使用他人證件者，得拒絕其入館及借閱資料。  

第四章 入館須知  

第11條 禁止吸菸，攜帶違禁品、飲料、食物、寵物，赤腳或穿著腳踝處無繫帶之拖鞋者

入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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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條 十二歲以下兒童須由成人全程陪同，方得入館閱覽。  

第13條 禁止大聲喧嘩、使用手機、呼叫器或其他影響館內安寧之通訊器材。  

第14條 禁止使用電腦設備玩遊戲、觀看色情資料、從事違法行為或違反圖書館使用須

知。  

第15條 不當行為可能危害公序良俗者，得報請本校駐衛警處理，並暫停其入館權利。  

第16條 如遇停電或特殊狀況，入館者離開圖書館時需配合受檢。  

第17條 除緊急避難外，不得擅自開啟窗戶、安全門或逃生設備。  

第18條 讀者離館時，應帶走私人物品，保持閱覽桌淨空。為維護讀者公平使用權益，

本處得不定時清除桌上書籍與物品。  

第19條 使用圖書資料、設備及場地，不得有註記、污損、剪裁、私藏或其他破壞行為，

並需遵守智慧財產權相關規定。 

第五章 圖書資料借閱  

第20條 讀者應持本人有效借書證，外借圖書資料。  

第21條 參考工具書、微縮資料、資料庫光碟、學位論文、期刊、教師指定參考書、特藏

資料等圖書資料，限館內閱讀。但參考工具書得辦理隔夜借閱，本處並得保留

其他圖書資料外借之權利。  

第22條 所借圖書如被列為教師指定參考書或因公務需要，得通知借閱人限期歸還。  

第23條 專案計畫經費購入之圖書（不含期刊及資料庫）得由計畫主持人填具申請單外

借。若無他人預約，得依第二十八條規定辦理續借，續借期限同教師借期。  

第24條 本校各單位如需長期借閱行政作業手冊、電腦軟體使用手冊及複本參考工具書，

得由單位主管填具申請單向申辦單位借閱。  

第25條 還書箱限非開館時間使用。視聽資料、代還資料及館際互借圖書須歸還至圖書

館服務檯，不得使用還書箱。  

第26條 本校教師如因授課需要，得填具申請單，申辦教學視聽資料借閱。  

第27條 館際互借相關規定由本處另訂之。 

第六章 續借、預約  

第28條 所借圖書資料如無他人預約，得於借閱到期日前至圖書館服務檯、本處網站或

電話辦理續借。續借期間如遇他人預約，本處得通知借閱人限期歸還，借閱人

不得拒絕。  

第29條 借閱人得至本處網站線上預約已借出之圖書資料，該資料回館後，本處以電子

郵件通知預約人於期限內辦理借閱，逾期視同放棄預約。  

第七章 場地及設備使用  

第30條 檢索及視聽區設備僅供讀者使用圖書館館藏，禁止移作他用。  

第31條 討論室、聆賞室、臨時研究小間限臨櫃借用，長期研究小間、電腦講習室、多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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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放映室、展場等場地或設備之使用，須事先線上申請，待系統核准及獲配通

知後，方可至圖書館服務檯借用。 

第八章 費用繳納及違規處理  

第32條 當事人須依相關規定償付因處理申辦借書證、借用設備或場地、補辦借閱證件、

遺失圖書資料、借閱逾期歸還、不當使用設備或場地所發生之各項費用。  

第33條 本規則所列各項費用限以現金或本處提供之支付方式一次繳清。 

第九章 離校及離職  

第34條 本校學生離校或教職員工離職前，須歸還所借圖書及借書證，繳清積欠費用，

清空並歸還所借之研究小間。研究生畢業離校時，應依「國立東華大學博士班、

碩士班研究生學位授予辦法」繳交2冊論文、全文電子檔1份及授權書正本1式2

份至本處（1冊由圖書館典藏，1冊送國家圖書館典藏），藝術類或應用科技類研

究所研究生，其論文得以創作、展演連同書面報告或以技術報告代替。  

第35條 離校及離職手續限本校上班時間內申辦。 

第十章 附則  

第36條 圖書資料借閱、圖書館設備借用及場地使用、讀者違規處理、圖書薦購及其他

相關規定，由本處另訂之。  

第37條 本規則如有未盡事宜，得隨時修訂之。  

第38條 本規則經行政會議通過，並陳校長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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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十六】 

國立東華大學圖書資訊處全校性軟體採購申請辦法 

100年3月9日99學年度第2學期第2次行政會議通過 
102年2月27日101學年度第2學期第1次行政會議修訂通過 
107年6月27日106學年度第2學期第4次行政會議修訂通過 

第1條 為使全校性軟體更符合學校需求及未來發展，提升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之法制觀

念，同時使全校性軟體之採購申請程序有所依循，特訂定本辦法。 

第2條 全校性軟體之範疇為： 

ㄧ、學校內學生及教職員多數人經常會使用之軟體為優先。 

二、學校內跨院單位之教師與學生多數人會使用之軟體。 

三、經圖書資訊服務諮詢委員會（以下簡稱圖委會）審議通過之軟體。 

第3條 屬於個別需求之教學、研究或業務用之軟體，由需求單位從單位經費內自行採購，

並會簽圖書資訊處（以下簡稱圖資處）知悉。 

第4條 需求單位請填具申請表單送交圖資處，列入圖委會議程，由圖委會進行審議並排定

優先順序，必要時，得邀請需求單位提案人列席進行說明。 

第5條 需求單位填寫申請表時，請先行填妥經費來源，如為跨單位分攤經費購買時，亦請

需求單位先行協調經費，並於申請時檢附各單位經費分攤一覽資料及各單位經費協

商紀錄以為佐證。 

第6條 已購買之全校性軟體的升級及續約視同新購，仍需重新填寫申請表。 

第7條 全校性軟體購入後，以放置於圖資處之設備上提供服務為原則。 

第8條 本要點經行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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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十七】 

國立東華大學創新研究園區管理中心設置辦法 

105年09月07日 105學年度第1學期第1次行政會議通過 
107年06月27日 106學年度第2學期第4次行政會議修訂 

第一條 國立東華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創新研究園區(以下簡稱美崙園區)為推動校地活化、終

身教育、在地實踐之高教深耕理念，以提升在地產業研發能量及促進整體地方發展等

目標，特設置管理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 

第二條 本中心採校級任務編組方式，工作主軸為產學合作、推廣教育、體育休閒及空間借用，

活化校地並提供進駐與借用單位各項服務。 

第三條 本中心置中心主任一名，受校長指揮監督，由校長聘請校內行政主管或教授職級教師

兼任之，任期二年，得連任之。中心主任配合本校校務發展重點，負責規劃及推展工

作、綜理園區業務、督導工作進度、協調資源分配利用，並積極爭取外部資源及與本

校各處室之溝通與連繫。 

第四條 本中心視業務推動之需要，得設置「行政組」、「推廣組」及「場管組」並得各置組

長一名、行政人員若干人。本中心得依專業需要，敦聘無給職之諮詢顧問若干人，俾

利提供園區活化建言。 

第五條 本中心經費來源包括校務基金、借用空間收入所得、政府補助經費、各公私機關計畫

委辦經費、技術服務及諮詢費、推廣教育課程學費、學術活動費、捐贈及其他收入等。 

本中心主任工作酬勞核支相當簡任第十二職等費用，組長工作酬勞具副教授以上資

格者核支九職等，其餘核支八職等費用。 

本中心運作所需經費原則由第一項相關經費勻支，惟人事費除奉准由學校移撥人力

外，餘採自給自足方式辦理。 

第六條 本中心由中心主任定期每周召開美崙園區會議，討論並訂定工作計畫及檢討業務事項。 

第七條 本中心每學期應於行政會議、校務會議或其他校級相關會議，報告並討論美崙園區各

項營運績效與下一期程執行目標，作為本校考核評鑑本中心運作效益之參考依據。連

續三年績效不彰，本中心即應辦理退場或改組整併。 

第八條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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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十八】 
 

國立東華大學校務研究辦公室設置要點 

105年4月20日104學年度第2學期第3次行政會議通過 
107年6月27日106學年度第2學期第4次行政會議修訂通過 

一、為整合本校各類量化與質化之校務資料，協助提昇校務專業管理能力，提供校務決策之

參考依據，掌握本校校務發展與高等教育趨勢脈動之關連，以達成校務永續發展之目標，

特設立校務研究辦公室（以下簡稱本辦公室）。 

二、本辦公室採校級任務編組方式設置。 

三、本辦公室之職掌如下： 

(一) 校務資料之蒐集、分析、運用與管理。 

(二) 針對本校中長程發展方向、校務行政、學術發展、國際化策略、教學與學生學習成效、

學生輔導等執行成效及其相關精進策略進行研究。 

(三) 校務相關研究之提案受理。 

(四) 其他有關校務之重要研究。 

四、本辦公室置主任一名，由校長指派之，綜理本辦公室業務；另得視業務需要置執行長一

人及研究與行政人員若干人，辦理校務研究相關業務。 

五、校務研究年度報告依程序，得視其議題性質，提送行政會議、擴大行政會議、校務會議及

其他相關會議報告與討論，作為未來校務改進與發展參考依據。 

六、本要點經行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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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十九】 

國立東華大學「宗燦清寒獎學金」設置要點 

107年06月27日 106學年度第2學期第4次行政會議審議通過 

一、設置宗旨 

    本校創校校長牟宗燦博士為協助家境清寒或家庭突遭變故之學子，特設置「宗燦清寒獎

學金」，以鼓勵努力向學之優秀清寒學生，克服生活困境，以期順利完成學業，回饋社

會。 

二、名額： 

本校人文社會科學學院、理工學院各2名，其他學院各1名，合計10名。 

三、金額： 

每名新台幣1萬元整。 

四、申請資格： 

    本校在籍學生（不含碩士在職專班、各種推廣教育班學生）符合下列資格者可提出申請： 

    (一)家境清寒，具備下列條件之一： 

        1.持有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證明者。 

        2.家境清寒或家庭遭遇變故致經濟發生困難者。 

    (二)本校前一學年平均成績達GPA3.0以上，操行成績二學期均為甲等以上，且在校期間

未受懲戒處分者。 

五、申請資料： 

    (一)申請推薦表正本一份(如附件)。 

    (二)低收入戶或中低收戶證明。 

    (三)家庭成員每人國稅局年度綜合所得稅各類所得資料清單與家庭成員每人財產歸屬資

料清單。 

    (四)家中突遭重大變故者，請附說明書並經導師核章，或提供醫院診斷證明書(半年內)或

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五)前一學年成績單一份(含班級排名、獎懲紀錄)。 

六、每學年上學期由秘書室公告各學院依本辦法遴選推薦符合資格之學生，於10月15日前按

各院名額將獲獎名單併同申請推薦表送秘書室核定後公布。 

七、獎學金發放方式： 

    公開頒發每名獲獎同學新台幣1萬元整，以資鼓勵。 

八、本辦法經本校行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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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東華大學       學年度「宗燦清寒獎學金」申請推薦表 

申請(被推薦)人基本資料 

姓    名  學號  

就讀系所  年級  

E-mail信箱  手機電話  

學年度各項平均成績 

智育(學業)  
班級排名/班

級人數 
 德育(操行)  

檢附文件： 

□1.前一學年成績單1份(含班級排名、獎懲紀錄)。 

□2.低收入戶或中低收戶證明。 

□3.家庭成員每人國稅局年度綜合所得稅各類所得資料清單與家庭成員每人財產歸屬資

料清單。 

□4.家中突遭重大變故說明書或醫院診斷證明書(半年內)或其他相關證明文件。 

 

自傳(500字以內)： 
 
 

 

 

 

 

 

 

 

(本欄如不敷書寫，可自行加列延伸) 

單位審查意見 

導 
師 

(請加註意見並簽名或蓋章) 

 

系所
主管 

(請加註意見並核章) 

學院
院長 

(請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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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十】 

國立東華大學處理人民陳情案件作業要點 

                  104.09.16 104學年度第1學期第2次行政會議審議通過 
107.06.27 106學年度第2學期第4次行政會議修訂通過 

一、國立東華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適當有效處理人民陳情案件，依據行政程序法第一百

七十條第一項、行政院及所屬各機關處理人民陳情案件要點規定，訂定本作業要點(以

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校各處、室、中心、院、系（以下簡稱各單位）處理陳情案件，除應依行政程序法、

行政院及所屬各機關處理人民陳情案件要點規定辦理外，悉依本要點辦理。 

三、本作業規定所稱人民陳情案件，係指人民對於本校行政興革之建議、行政法令之查詢、

行政違失之舉發或行政上權益之維護，以書面或言詞向各單位提出之具體陳情。 

四、人民以書面（包括電子郵件及傳真）陳情者，應載明具體陳訴事項、真實姓名及聯絡方

式。 

前項聯絡方式包括電話、住址或電子郵件、傳真號碼。 

五、本校於行政大樓一樓設有陳情接待室，人民至本校言詞陳情者，駐衛警人員或大樓管理

員得引領至本校陳情接待室或由業管單位相關人員引領至適當處所接受陳情，並依下列

程序辦理： 

(一)由業管單位指派專責人員接受陳情，或由大樓管理員通知陳情案件之業管單位指派

專人接受陳情，若不知業管單位者，得通知秘書室(兼辦政風)協助處理。 

(二)陳情內容如涉及二個單位以上權責者，應由首項業務或所涉業務量較多之相關單位

為主辦，並負責統整協辦單位之意見後，回復陳情人。 

(三)業管單位得視陳情案件需要，會同相關單位人員共同處理。 

(四)業管單位應告知陳情人為保障渠等權益，避免滋生爭端，本校陳情接待室設有錄音

錄影設備，必要時，經陳情人同意後全程錄音錄影存證(錄音錄影同意書格式如附件

1）。 

(五)業管單位應將陳情事項製作紀錄（格式如附件2），並向陳情人朗讀或使閱覽，確認

其內容無訛後由其簽名或蓋章，交由總收文將陳情案件分交承辦單位處理。 

(六)陳情人數眾多，未共同委任代理人者，得選定其中一人至三人為全體陳情。未選定

當事人者，應命其選定或依職權指定之。 

(七)處理本校陳情案件，必要時得請駐衛警人員或協請轄區警察局派員會同處理。 

六、對辦公時間外之陳情事件，大樓管理員或警衛人員應婉轉告知陳情人於辦公時間內再行

前來或改以書面寄送陳情書。 

七、陳情案件如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本校得不予處理： 

（一）無具體陳情內容、未具真實姓名或聯絡方式。  

（二）同一事由，經予適當處理，並已明確答復後，仍一再陳情。  

（三）非屬本校主管事項，陳情人以同一事由已分向各主管機關陳情。  

八、各單位處理人民陳情案件，得依下列方式處理之： 

   (一) 由本校(業管單位)直接處理並函復陳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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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函轉主管機關處理，並副知陳情人。 

 (三) 無法確定陳情事項之主管機關時，得協調相關機關處理。 

   (四) 依法得提起訴願、訴訟或請求國家賠償者，應告知陳情人。 

 (五) 如連續收到同一案由之陳情案件(含同一陳情人)得予併案處理，如陳情案件已答覆

陳情人後，上級機關再交辦同一案件者，應將辦理情形答覆交辦機關。 

九、各單位答覆人民陳情案件，應針對案情內容敘明具體處理意見及法規依據，以簡明、肯

定、親切、易懂之文字答覆陳情人，並副知有關機關。 

十、陳情案件有保密之必要者，各單位應嚴防洩密，以加強維護人民權益。 

十一、各單位處理人民陳情案件，應以一般公文速件處理期限儘速處理，未能依限辦結者，

最長以不得超過三十日為限。因故未能於三十日以內辦結者，應簽請核准延長，並將處

理情形及延長理由，以書面先行告知陳情人。  

十二、本作業要點經行政會議通過，陳請 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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錄音錄影同意書 
 

為保障陳情人相關權益，避免滋生爭端，玆同意國立東華大學

於陳情人進行言詞陳情時進行錄音、錄影。 

 

 

 
同意人：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    時     分 

  

國立東華大學處理人民陳情案件作業要點-附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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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東華大學陳情案件紀錄表 

填表單位： 紀錄： 

陳情人 

資料 

姓名  身分證字號/學號  

電話  

地址  

陳情時間 中華民國     年     月     日      時      分 

陳情性質 
行政興革之建議法令之查詢行政違失之舉發行政權之維護

其他 

陳情內容 

 

 

 

 

 

 

備註  

 

 

國立東華大學處理人民陳情案件作業要點-附件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