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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東華大學109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行政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110年02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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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婉婉 

出席人員：   

朱副校長兼代理研究發展處長景鵬 林副校長兼教務長信鋒 

徐副校長兼總務長輝明   馬國際事務處長遠榮 林學生事務長穎芬 郭院長永綱 

陳圖書資訊處長偉銘     許院長芳銘 王院長鴻濬(朱主任嘉雯代理) 

范院長熾文     洪代理院長清一 劉院長惠芝 張院長文彥 

張中心主任德勝     潘中心主任文福 王中心主任沂釗 廖副主任委員慶華  

孟副研究發展處長培傑   古主任秘書智雄 陳主任香齡 戴主任麗華 

列席人員： 

羅組長燕琴、陳人平同學、張專門委員菊珍 

壹、 主席致詞： 

一、本次會議為本學期首次行政會議，在此跟各位拜個晚年，祝褔各位主管新春如意。 

二、本人於開春第一個上班日上午拜訪各行政單位，令人欣慰及感動的是二位兼任行政

職之主管於開工日便能帶領著同仁積極投入公務，為表彰感謝獎勵之意，特頒發單

位獎勵金給研究發展處及朱副校長辦公室以茲鼓勵。同時本人也語重心長的要求各

位主管對於所屬同仁之工作態度與業務品質應嚴格審視、檢討並加以改進。 

三、為避免未來接任主管人選短缺造成斷層，現行多重兼任主管職務將調整，以提攜及

培養有才能之年輕主管，另請各位院長留意並推薦優秀人選，適才適所發揮專長以

迎接未來學校所面臨之嚴峻挑戰。 

四、面對各校不斷推陳出新設立班別招生壓力下，本校為能吸引更多優秀學生就讀並解

決碩士班招生不易之難題，各學院應思考未來如何運用自身特點及資源翻轉，朝國

際化邁進。特別鼓勵藝術學院及原住民民族學院跟進，以積極規劃設立國際班招收

國際生。 

貳、 確認上次會議紀錄 (110.01.13.本校109學年度第1學期第5次行政會議紀錄)：確認後

通過。 

參、 業務報告 

一、國際事務處：新舊生入境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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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總務處：行政大樓停車場出入口改善案 

【主席】 

行政大樓地下室出口處加裝出車警示鈴，以提醒行人及其他車輛注意及減速。 

【徐副校長兼總務處長輝明】 

本報告案經本會議簡報並於會後修正內容後，將辦理簽核及後續作業。 

肆、 提案討論 

【第1案】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  由：修訂本校「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設置要點」，請審議。 

說    明： 

一、本案業經110年1月8日本校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審議通過。 

二、第四點參考其他一般型綜合大學及委員會實際執行情形，修訂每學年召開一次

會議為原則。 

三、第五點第三項第(六)目增列「評估實習成效並」等文字。 

決    議：照案通過，如附件一。 

【第2案】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  由：本校110學年度行事曆草案，請審議。 

說    明： 

一、本校110學年度行事曆草案，經彙整各相關單位各項重要事項後，編排如下： 

◎第一學期： 

(一)開學日：110年9月13日(星期一) 

本校擬訂開學日為110年9月13日(星期一)，並於111年1月14日(星期五)結束

上課(共計18週)。 

(二)校慶/校友日：110年11月11日(星期三) 

本校校慶日經98年5月20日召開之97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校務會議通過訂為

每年11月11日。 

(三)全校運動會：110年11月17日(星期三)(停課一天) 

本校運動會考量當學期之星期上課次數平均分配及避開期中評量，擬訂於11

月17日(星期三)辦理。 

◎第二學期： 

(一)開學日：111年2月14日(星期一) 

本校擬訂開學日為111年2月14日(星期一)，至111年6月17日(星期五)結束上

課(共計18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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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春假：自111年4月4日(星期一)至4月6日(星期三) 

本校依往例，連同兒童節、民族掃墓節(清明)共放假五天(含星期六、日)。4

月4日(星期一)為兒童節，4月5日(二)為民族掃墓節；另考量當學期之星期上

課次數，擬規劃4月6日(星期三)調整上課(放假一天)，以便本校學生避開車

潮返校上課。 

(三)畢業典禮：111年6月12日(星期日) 

為避開端午連假及避免影響參與「教師資格考試」(預訂於每年六月第一個

星期六)之考生權益，本校110學年度畢業典禮訂於6月12日(第二個星期日)舉

行。 

二、本案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報教育部核備後公告。屆時學校網頁將分別以中文、

英文二種版本呈現，以利查閱。 

決    議：照案通過，如附件二。 

【第3案】提案單位：國際事務處 

案  由：新訂本校「國際講座學者申請及補助要點」草案，請審議。 

說    明：為促進國際學術交流、引進科技新知，延攬國際專家、學者至本校擔任國際講座，

提升本校教研水準、增廣學生國際視野，特訂定「國立東華大學國際講座學者申

請及補助要點」。 

決    議： 

一、照案通過，如附件三。 

二、爾後每年補助學者所需經費，須先行編列預算。 

【第4案】提案單位：國際事務處 

案  由：修訂本校「大學部優秀新生僑生獎學金辦法」，請審議。 

說    明： 

一、本校「大學部優秀新生僑生獎學金辦法」，每月核發新臺幣3,000元。獎學金年限，

以大學部一年級為限。獲頒獎學金者，若第一學期之學業成績排名百分比在班級

前20%以內，第二學期繼續予以獎勵。 

二、考量新生僑生入學第一學期，尚需時間適應學業及生活，爰將第二學期續領獎學

金標準，調整為以第一學期班級排名百分比在前30%為原則，以達鼓勵效果。 

決    議：照案通過，如附件四。 

【第5案】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  由：修訂本校「各類宿舍借用房屋使用費收費標準表」，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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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一、依據本校109年8月19日第1090015301號核准簽及本校110年1月14日109學年度第

1學期第1次宿舍調配管理委員會會議決議辦理。 

二、本校一期學人宿舍使用費，每月收費原訂為新臺幣(下同)7,500元整，因該宿舍使

用年限最早也相對較為老舊，故屢有空房情形發生，為提升教師住宿意願，遂於

106學年度第1學期第3次行政會議通過調降使用費至6,500元。 

三、前揭宿舍於民國85年完工後，均採損壞維修方式進行維護，為改善居住品質，擬

視借用情形進行衛浴全面整修處理，原則以控留一棟持續施工方式進行，整修後

宿舍之使用費擬由6,500元調整為7,000元。 

四、檢附收費標準表修正項次對照表供參。 

決    議：照案通過，如附件五。 

【第6案】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  由：修訂本校「珍貴動產不動產評審委員會組織要點」，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本校110年2月17日第1100002583號簽辦理。 

二、為簡化聘請作業並參考部份各校要點，擬修訂要點第貳點為：「本會置主任委員

一人及委員若干人，主任委員由總務長兼任，其餘委員由校長聘請教務長丶學生

事務長丶總務長丶研究發展處處長丶圖書資訊處處長丶各學院院長及對文化性

丶歷史性丶藝術性之古物丶民俗文物丶藝術品丶圖書丶史料有專業素養之教師

若干人組成，教師之任期二年。」及要點第伍點為：「本會置執行秘書一人，由

總務處保管組組長擔任，綜理本會行政業務。」 

決    議：照案通過，如附件六。 

【第7案】提案單位：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案  由：「國立東華大學華語文暨書道教學國際碩士班」設置案，請審議。 

說    明：  

一、教育部自2013年開始推動的「邁向華語文教育輸出大國八年計畫」，因此國內各

大學華語教學相關系所，以及學、碩、博學位學程，甚或設置於學系內的華語學

程，皆日趨增加，可知以市場機制而言，無論於學界或產業，華語教學專業實為

需求度甚高的發展領域。 

本院發展華語文教學、培育華語文師資至今已近20年，持續關注國內外華語文教

學領域的發展，其間許多優秀的畢業學生，於海內外從事華語文教學工作，或繼

續深造，於大專校院華語相關科系進行華語教學學術研究，繼續為華語教學專業

而努力。發展至今，本院已有以華語語言本體，以及教學應用為題，取得碩、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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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學位的研究生，可知本院於華語學術及教學領域的開展，已具備一定的基礎，

且有持續發展提昇的能力。 

本院申請於111學年度起增設華語文暨書道教學國際碩士班。 

二、依規定增設班別應提院務會議、校務發展委員會、校務會議審議，因教育部受理

申請時效性之故，時間緊迫未能臨時加開院務會議，為使增設碩士班能依限提報

教育部申請，爰採先提行政會議審議，後補提院務、校發、校務會議以追認方式

(補正程序)辦理。 

決    議： 

一、中文名稱修正為「國立東華大學華語文教學暨書法國際碩士班」。 

二、英文名稱修正為「Master's Program in Teaching Chinese Language and Calligraphy」。 

三、修正後通過，應依程序補提院務會議、校務發展委員會及校務會議追認。 

伍、臨時動議： 

【陳人平同學】 

同學對於宿舍區討論室空間使用需求不足，建議將集賢館 2 樓 K 書中心旁之空間改

變設置為學生討論室。 

【主席】 

一、確認該空間變更用途後之使用管理單位，建議請教學卓越中心連同所管轄之 K

書中心一併協助督導管理。 

二、空間規劃上除增設桌椅、空調、照明及隔音等設備外，亦可參考創意空間模式

規劃，以達更靈活有效率之空間使用。 

陸、散會：12 時 1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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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設置要點 

105 年 2 月 23 日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行政會議通過 

108 年 2 月 20 日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0 年 1 月 8 日 109 學年度第 1 次校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110 年 2 月 24 日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國立東華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推展與督導學生實習業務，依據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產

學合作實施辦法」、「專科以上學校實習課程績效評量辦法」及「國立東華大學專業實習

課程實施辦法」第三條規定，設「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並訂定本要點。 

二、本會職掌與任務如下： 

(一)督導合作機構之評估及選定。 

(二)檢核及確認書面契約。 

(三)評估全校實習成效及督導學生申訴、爭議及意外事件之處理。 

(四)督導學生實習期滿前終止實習之處理。 

(五)督導與合作機構訂定學生個別實習計畫。 

(六)督導實習輔導訪視之落實。 

(七)其他學生權益保障相關事項。 

三、本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校長指派副校長兼任，另置委員若干人。教務長、學生事務長、

研究發展處處長、國際事務處處長、教學卓越中心主任、各學院院長為當然委員；另由

校長遴聘具校外實習經驗之教師三至五人、法律專業人士一人、實習機構代表一至三人、

學生代表二人共同組成之。 

前項學生代表任期一年，其餘遴聘委員任期二年，連聘得連任。 

本會會議由主任委員召集之，並為主席；另得指派一人兼任執行秘書，綜理本會行政業

務。 

四、本會以每學年召開一次會議為原則，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並得邀請相關單位或人員列

席報告。 

本會開會時，畢業生及校友服務組組長、產學合作組組長、國際學術合作交流組組長、

課務組組長均應列席。 

會議應有過半數委員出席始得開會；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始得作成決議。 

五、推動專業實習課程之教學單位應依據本校「專業實習課程實施辦法」第三條規定成立系

級校外實習委員會(得併入系所課程委員會或相關會議)，其設置要點應送交本會備查。 

如由各學院主辦之校外實習，應比照前項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前二項系級(或院級)校外實習委員會之組成，由各執行單位定之，其任務如下： 

(一)整體規劃及推動校外實習課程。 

(二)確認合作機構之評估結果及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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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擬訂書面契約及學生個別實習計畫。 

(四)協調、處理學生申訴、爭議及意外事件。 

(五)處理學生實習期滿前之終止實習。 

(六)評估實習成效並追蹤處理及檢討學生實習輔導訪視結果。 

(七)其他學生權益保障相關事項。 

六、本會委員為無給職，校外委員得依相關規定支給出席費及交通費；受邀列席之校外人員

得依相關規定支給交通費，所需經費由本校相關經費支應。 

七、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 

--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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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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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國立東華大學國際講座學者申請及補助要點 

110.02.24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行政會議通過 

一、 國立東華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促進國際學術交流、引進科技新知，延攬國際專家、學

者至本校擔任國際講座學者，提升本校教研水準、增廣學生國際視野，特訂定本要點。 

二、 申請單位：本校各級學術單位(以下簡稱申請單位)。 

三、 申請單位邀請之國際講座學者應具備下列條件之一： 

(一) 諾貝爾級：曾獲諾貝爾獎、國家院士級或具相當資格之專家、學者。 

(二) 特聘級： 

1. 現任或曾任國外著名大學教授或研究機構之研究員，其研究成果發表為國際所推

崇者。 

2. 在學術上有崇高地位具國際知名度之專家、學者。 

(三)教授級：在各專業領域中有特殊成就及崇高聲譽之國際學者、專家。 

四、 申請時間：本校國際事務處公告受理，由申請單位檢附相關資料，於申請截止日前送交

國際事務處提出。 

五、 申請方式：申請單位應備齊下列資料提出申請，經國際事務委員會審議同意，並贈予

本校國際講座學者證書。 

(一) 申請表(附件一)。 

(二) 計畫書(附件二)。 

(三) 受延攬人完整個人履歷與著作目錄。 

(四) 合作協議書。 

(五) 校外經費來源申請證明。 

(六) 其他有助審查之資料。 

六、 補助期間：每位學者至少一周，至多一個月為限。 

七、 補助原則、項目： 

(一) 本要點以補助部分經費為原則，申請單位應優先向校外機構申請補助。 

(二) 補助項目：日支酬金、機票費、校內宿舍住宿費。 

(三) 國際講座學者報酬以「國立東華大學國際講座專家學者來校工作期間研究費支 給基

準表」(附件三)支給，不足月則依實際在校日覈實按日計支；往返機票補助以「國際

講座專家學者機票補助基準表」(附件四)為核給上限。 

(四) 每單位每年以申請一案為限。 

(五) 獲補助期間不得重複請領其它校內外補助。 

(六) 獲補助受延攬之學者來校期間研究內容所衍生之論文，必須將本校列為合作研 究學

校。 

八、 審查作業：依本要點之補助宗旨、受延攬人資格、計畫內容、經費編列合理性、執行可

行性及預期效益等予以審查，經本校國際事務委員會會議審議後通知申請單位審查結果。 

九、 補助經費結報： 申請單位應依校內之相關規定核銷費用，並於補助期間結束後一個月

內繳交結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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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依本要點所邀請之國際講座學者，需另依本校境外訪問學者來校作業要點規定繳交行政

服務費。 

十一、 本要點未盡事宜，依政府相關法令及校內規定辦理。 

十二、 本要點所需補助經費由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支應，視學校財務狀況做必要調整。 

十三、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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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國立東華大學國際講座學者申請表 

編號(國際處填寫)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單位  

承辦人  分機  

電子信箱  

國際講座學者 

受延攬人姓名 

 
到校講座日期 

 

(YYYY/MM/DD)to(YYYY/MM/DD) 

受延攬人服務單位/職稱 

 

計畫名稱 
 

 

計畫效益 
 

 

應檢附文件 

 (請檢查是否備齊) 

申請表(紙本) 

計畫書(電子檔) 

受延攬人完整個人履歷與著作目錄(電子檔) 

合作協議書(電子檔) 

校外經費來源申請證明(電子檔)/如無申請校內經費則免附 

其他有助審查之資料(電子檔) 

*文件電子檔請寄至 ice@gms.ndhu.edu.tw 

支出項目(無申請免填) 

(單位：新臺幣元) 
所需總額 自籌款 申請補助金額 說明(計算方式) 

機票費     

日支酬金     

校內宿舍住宿費     

其他     

合計     

    承辦人(簽章)             單位主管(簽章)              院/中心主管(簽章) 

註： 

1. 本校各級學術單位，每年以申請一案為限。 

2. 請優先申請校外補助款。 

核定獲補助金額    (以下欄位申請人請勿填寫) 

補助金額 新臺幣 

國際處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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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國立東華大學國際講座學者計畫書 
 

計畫書內容應包括下列各項： 

一、計畫名稱 

 
 
二、合作研究交流內容 

 
 
三、預期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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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國立東華大學國際講座專家學者來校工作期間研究費支給基準表 

 

級別 研究費(含生活費) 

諾貝爾級 每人每月 25 萬 

特聘級 每人每月 20 萬 

教授級 每人每月 12 萬 

備註： 

一、研究費按月支給，如有未滿一個月者，依合作協議期間實際在校日覈實計支；

其每日計發金額，以每月研究費總額除以 30 日計算四捨五入。 

二、國際講座學者來校工作期間，所從事之專題演講如非屬原合作協議約定範圍內

之工作，得另依「行政院講座鐘點支給表」支給。 

三、保險費由申請單位依勞工保險條例及全民健康保險法之規定，為延攬之國際講

座辦理參加。其雇主應負擔之保險費，由申請單位相關經費撥付。 

四、申請單位應依稅法規定扣繳其所得稅，所得稅之申報由受延攬人自行辦理，申

請單位應予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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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國立東華大學國際講座專家學者機票費補助基準表 

類別 來訪地區/機票費 

諾貝爾級 頭等艙 

北美東：每人 227,500 元 

北美西：每人 192,500 元 

南美洲：每人 280,000 元 

東亞、南亞：每人 70,000 元 

亞西、紐澳：每人 157,500 元 

歐、非：每人 245,000 元 

特聘級 商務艙 

北美東：每人 130,000 元 

北美西：每人 110,000 元 

南美洲：每人 160,000 元 

東亞、南亞：每人 40,000 元 

亞西、紐澳：每人 90,000 元 

歐、非：每人 140,000 元 

教授級 經濟艙 

北美東：每人 65,000 元 

北美西：每人 55,000 元 

南美洲：每人 80,000 元 

東亞、南亞：每人 20,000 元 

亞西、紐澳：每人 45,000 元 

歐、非：每人 70,000 元 

備註： 

一、至目的地之最直接航程之來回機票，依補助金額表核給上限，且僅補助受延攬人本人

之機票費用。 

二、機票費補助應檢具機票存根正本及購票證明報銷請款。票價超出機票補助金額表定額

補助標準者，其超出之機票費，由申請單位或受延攬人負擔；低於定額者，以實付金

額為補助標準。 

三、各地區範圍及主要國家如下，未列出者以核定為準： 

1. 北美東區：包括美國與紐約、休士頓及加拿大與渥太華等城市所處相同之美東與

中西部時區等地區，以及瓜地馬拉等中美洲國家。 

2. 北美西區：包括美國與舊金山、丹佛及加拿大與西雅圖等城市所處相同之太平洋

與山地時區等地區，以及墨西哥。 

3. 南美洲區：包括一般南拉丁美洲 13 國。 

4. 東亞、南亞區：包括日本、韓國、泰國、馬來西亞、越南等。 

5. 亞西、紐澳區：包括蒙古、印度、印尼、澳大利亞、紐西蘭與南太平洋地區，及巴

基斯坦、阿富汗、伊朗、依拉克與阿拉伯地區等。 

6. 歐、非區：包括一般歐洲與非洲國家，及以色列、土耳其、俄羅斯、白俄羅斯及

中亞五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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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國立東華大學大學部優秀新生僑生獎學金辦法 

109.05.13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5 次行政會議通過 

110.02.24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本校為持續推動國際化及國際招生，並獎勵品學兼優僑生報讀本校，特訂定本辦

法。 

第二條 申請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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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讀本校之優秀僑生、

港澳生或港澳具外國國籍之華裔學生。 

第三條 獎學金項目與名額： 

(一)獎學金項目：學雜費全免，第一學年 3 萬 6,000 元生活津貼。 

(二)獎學金名額：以 25 名為原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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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獎學金每學年受理申請，申請本獎學金之僑生，應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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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繳，詳如附件)。 

(二)師長推薦信一封(必繳)。 

(三)中學歷年成績單(必繳，需有班級排名)。 

(四)其他有利審查資料(選繳，如：獲獎紀錄、作品、社團活動證明等)。 

第五條 審查方式： 

由本校境外招生委員會，以申請學生中學成績、推薦信、其他有利審查資料等進行

審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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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學金每月核發新臺幣 3,000 元，共核發 12 個月。 

(二)獎學金年限，以大學部一年級為限。 

(三)獲頒獎學金者，若第一學期之學業成績排名百分比在班級前 30%，第二學期繼續

予以獎勵為原則。 

第七條 獲獎者有學籍異動，如轉學、休學、退學、中輟者，停止發給生活津貼；經查若有

申請不實之情事，撤銷其獲獎資格，停發生活津貼，當月已領取之生活津貼不予追

繳。若在註冊日前查有不實，需繳交學雜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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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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國立東華大學各類宿舍借用「房屋使用費」收費標準表 

90.05.16  8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行政會議通過 

97.11.26  9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5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5.02.23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6.12.27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0.02.24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宿舍類別 座落位置 房間坪數 收費金額/月 備  註 

學人眷舍 

居南邨

一期 

雙併 

每戶五十七坪

五十戶 

現況：陸仟伍佰元正  

 

全面整修係指 3 間衛浴全面換新 

 

 

 

 

 

 

水電費按錶支付 

衛浴全面整修後：柒

仟元正 

素心里 

(三房) 

公寓式 

每戶三十二坪 

(含陽台樓梯間)六戶 

肆仟伍佰元正 

素心里 

(二房) 

公寓式 

每戶二十九坪 

(含陽台樓梯間)八戶 

肆仟元正 

居南邨

二期 

雙併 

每戶五十坪廿二戶 
柒仟元正 

四併三房 

每戶三十三坪卅六戶 
肆仟伍佰元正 

四併二房 

每戶廿五坪廿四戶 
參仟伍佰元正 

學人單房間 

宿舍 

擷雲莊 每間六坪十二間 壹仟伍佰元正 水電費按錶支付 

素心里 

(一房) 

公寓式 

每戶十三坪 

(含陽台樓梯間) 

十六戶 

參仟元正 水電費按錶支付 

一級主管職務

宿舍 
 

視主管需求並配合出

缺房型分配 
比照學人宿舍收費 水電費按錶支付 

單房間職務

宿舍 
擷雲莊 每間六坪十一間 壹仟伍佰元正 水電費按錶支付 

短期宿舍 

素心里 

(一房) 

公寓式 

每戶十三坪 

(含陽台樓梯間)四戶 

參仟元正 水電費按錶支付 

素心里 

(二房) 

公寓式 

每戶二十九坪 

(含陽台樓梯間)四戶 

肆仟元正 水電費按錶支付 

擷雲莊 每間六坪十間 壹仟伍佰元正 水電費按錶支付 

附註： 

一、素心里宿舍及擷雲莊學人單身宿舍於未作學人宿舍及一級主管職務宿舍時，其收費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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逕予廢止。 

二、除短期宿舍外，其餘宿舍除收取本項房屋使用費外，另依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

規定扣繳「房屋津貼」;薪資結構無房屋津貼之專案教師及助理，基於相同房型使用者

付費原則，擬比照相同數額加收房屋使用費。 

三、宿舍維修之權責歸屬，硬體結構設備部分請逕洽總務處，至事務性設施部分由住戶自行

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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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國立東華大學珍貴動產不動產評審委員會組織要點 

88 年 10 月 13 日行政會議通過 

107年11月7日107學年度第1學期第3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0年2月24日109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壹、為妥善管理本校公有珍貴動產、不動產，特依「中央政府各機關珍貴動產不動產管理

要點」有關規定，設置本校珍貴動產不動產評審委員會 (以下簡稱本會)。 

貳、本會置主任委員一人及委員若干人，主任委員由總務長兼任，其餘委員由校長聘請教

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研究發展處處長、圖書資訊處處長、各學院院長及對文

化性、歷史性、藝術性之古物、民俗文物、藝術品、圖書、史料有專業素養之教師若

干人組成，教師之任期二年。 

參、本會職掌如下： 

一、 審議珍貴動產、不動產之認定。 

二、 審議所管珍貴動產、不動產之捐贈、借入、交換、採購等取得事宜。 

三、 審議所管珍貴動產、不動產之典藏、寄存、維護及保存等保管事宜。 

肆、本會之評審必要時得由校長邀聘校外專家參與。 

伍、本會置執行秘書一人，由總務處保管組組長擔任，綜理本會行政業務。 

陸、本會會議不定期舉行，遇有關於珍貴動產、不動產待審議事項 時，即由主任委員召

開，開會時應有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方得開會，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方得決議。 

柒、本要點經本校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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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行政大樓停車場出入口改善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