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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擬修正「國立中興大學學生團體保險辦法」
第三條、第七條及第十一條條文，請 討
1
學務處
13
論。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擬修正「國立中興大學學生學雜費、學分
費、與其他費用繳納辦法」第五條第一項
2
教務處
16
條文，請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擬修正國立中興大學特聘教授申請表，提
3
請 討論。
人事室
20
決議：修正通過。
案由：擬修正「國立中興大學傑出校友選拔辦法」
4
名稱及部分條文，請 討論。
校友中心
23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擬與大陸東南大學簽署學術交流合作協議
書及學生交流協議書，請 討論。
5
國際事務處
25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擬與國外 3 所學校簽署學術交流合作協議
書，及提升 1 所原院系層級姐妹校至校層
6
國際事務處
28
級合作案，請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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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施辦法」(草案)，請 審議。
國際事務處
46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擬新增、修正「國立中興大學外國學生獎
8
學金設置辦法」第十三、十四條條文，提
國際事務處
50
請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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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擬訂定「國立中興大學人類研究倫理審查
辦法」
（草案）
，請 討論。
研究發展處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擬修正「國立中興大學實驗動物照護及使
用委員會設置辦法」名稱及部分條文，請
生物科技發展中心
討論。
決議：修正通過。
案由：擬修正本校「資深績優技工工友及駐衛警
察隊隊員獎勵辦法」
（含附表）第六條條文
人事室
案，提請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提請修正「國立中興大學財物管理作業要
點」第二點、第五點及第六點，請 討論。
總務處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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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第 383 次行政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103 年 2 月 19 日 14 時至 15 時 35 分
會議地點：行政大樓四樓第 4 會議室
主

席：李校長德財

記錄：鄭志學

出席人員：(詳如後附簽到單)
壹、主席致詞：
一、各位主管大家好，在新的學期開始，祝大家新的學期教學和研究及服務
一切順利；也期待校務在大家的努力之下，像駿馬一樣馳騁萬里。
二、繼去（102）年 12 月 16 日獲得 ISO-14064 溫室氣體管理國際認證後，本
校於 1 月 21 日獲頒能源管理系統 ISO-50001:2011 國際認證，是國內第
一所同時獲得雙國際認證的國立大學，這代表了學校在落實節能減碳、
致力打造綠色永續校園的決心。總務處也積極協助各單位推動各項節能
措施，經統計本校 102 年度較前一年節約用電達 5.7% ，非常感謝各單位
的配合。已達成節電目標的單位所節約的電費將會回饋各單位使用，相
對的有部分單位因為沒有達成節電 5%目標會在今年被扣減經費，這點也
請相關單位諒解，面對電費調漲及新大樓陸續完工、每年電費支出達 1.7
億以上，已經發生資源運用排擠等問題，學校不得不採取管控措施。教
育部也指示學校在節能減碳方面有所因應對策，不然會扣減補助經費，
學校會持續推動節電措施，真正落實節能減碳政策。
三、1 月 23 日教育部來本校作邁向頂尖大學計畫期中實地考評，頂尖計畫辦
公室於 2 月 6 日已經將補充資料送至教育部，預計 3 月底會公布結果。
頂尖計畫經費逐年減少是不可避免的趨勢，加上又開放新單位的申請，
學校能否保有原先核定經費數額，仍是未知數。
四、2 月 13 日辦理 103 年度校務諮詢會，邀請中研院榮譽院長李遠哲等 26 位
產學界專家集聚一堂，針對興大校務發展提出建言，非常謝謝各位主管撥
空出席會議共同關心學校的發展。諮詢委員對於興大在農業科學與動物醫
學方面的傑出成果皆表肯定，也期勉興大在重大社會議題上扮演領頭羊的
角色，以及要注重學生人文素養的養成；而面臨政府經費減縮大學如何開
源達到永續經營的目標，委員認同本校所提出的營運總中心與校辦企業是
很好的策略及構想。此外，委員還提出許多很好的建議與期許，值得本校
進一步規劃與落實，目前正在整理會議紀錄，預定在下個月的擴大行政會
議中做更完整的說明。感謝同仁們的努力，讓頂尖計畫期中考評及校諮會
議能順利完成。
五、興大附中、附農已於 2 月 1 日起正式改隸本校，三校將共享資源開創新
局，本週五(2 月 21 日) 上午 9 時及 10 時 30 分分別於興大附中、興大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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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校門口舉行揭牌典禮，當日備有接駁車 8 點 20 分於本校行政大樓一樓
出發，邀請各位主管參加。
六、本次會議特別邀請國際農業中心蔡東纂主任及動物醫學研究中心簡茂盛
主任列席會議。我希望一級研究中心主管也能出席行政會議，了解學校
運作及提供寶貴建議，同時也比照各單位模式填報工作報告，讓大家了
解研究中心業務的執行狀況。
七、台電公司已經取消學校的優惠電價，教育部不另編列經費補助上漲 3%的
電價，需由學校自行吸收。節能減碳政策將持續積極、落實推動，協助
安裝【冷氣機節能控制器】也會繼續執行。
八、各大樓管理單位應該要注意，不要讓地下室成為不明物品的堆放地，需
有一套管理機制，避免事件發生後責任難以釐清。
經費分配至各單位時，各單位應該要編列折舊維修費用，平時注重維護，
才不至於嚴重損壞而需更大筆經費的支出。
貳、報告事項：
一、各單位工作報告：（詳見附錄）
二、補充報告：
（一）秘書室：
1.2 月 21 日下午興大附農校長將帶領 800 多位學生從高農步行到本
校參觀，感謝各單位協助導覽，也感謝學生會以創意活動來迎接高
中學弟妹。
2.103 年度校諮會於 2 月 13 日圓滿結束，委員對學校的努力多所肯
定，同時也對學校提出許多寶貴的意見。秘書室將彙整委員的建
議列出優先順序，於 3 月 19 日擴大行政會議中提出報告，立即可
行的建議事項，將循學校相關程序推動。
（二）主計室：
103 年 1 月 13 日已開完經費分配會議，其中一項決議為加強資本支
出的執行，避免執行進度落後或巨額經費之保留，需於 10 底前提出
申請，未提出申請者，將由學校收回統籌運用。上星期接獲教育部通
知公務預算被立法院凍結，本校接受政府補助經費來自公務預算，10
月底以前預算執行率未及 70%，補助款可能無法撥入，請各單位注意
預算執行率。
2 月 25~27 日、4 月 7~8 日，審計處將至本校查核財務收支，查核重
點：1.編制外人員之薪資（含聘雇人員、工讀生及臨時工）、2.獸醫
教學醫院向上分院建設預計營運之情形、3.部分國科會及教育部的計
畫。以上部分已經通知相關單位準備資料，希望在各單位配合之下，
此次查核能順利完成。
校長：主計室的工作可說是相當的繁雜及耗費人力，希望各位師長及單位
能將資料準備齊全，讓查核工作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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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院系所經營所遭遇問題之處理情形報告：
提出單位

問題內容 1

農藝學系（農資學院）
【校內建物硬體設施之損壞應由學校統一維護】
系所建築物硬體老舊、損壞，建請校方協助維修：作物大樓地下室的地
板因老舊，加上多次地震、漏水、滲水導致地板嚴重損壞，建請校方協
助維修以免造成安全問題或再惡化。
王強生主任補充說明：
農藝系地下室是存放植物生長箱及種子重要的地方，現積水已退，但遇
大雨仍會進水。
經勘查作物大樓地下室的地板因老舊、滲水導致地板嚴重損壞及地下室
車道入口截水溝破損，經估價約需 98,074 元（103 年 2 月 11 日估價），
入口截水溝破損及地下室滲水確有需要改善。

處理意見
（總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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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內容 2

處理意見
(節能減碳工作
小組-秘書室)

問題內容 3

處理意見
（環安中心）

總務處補充說明：
有關學校建築物硬體損壞修繕部分，在早期經費充裕下或許可行，近年
來學校經費並不寬裕，所以將硬體損壞修繕服務範圍限縮。
另若需要總務處協助評估維修，可至總務處線上維修系統填報，可得到
更快速的服務。如經費支出有適用性的問題，會與請修單位連繫商討。
【校內節電應建立具體辦法】
用電未達節電 5% 除罰款外，應有更積極的作為。作物大樓 102 年度用電
未達減量 5% 遭罰款約 134524 元，嚴重影響系(所)務之營運。校方掌握
資源與權力，應有積極協助節電的措施，不能僅以罰款為手段。
王強生主任補充說明：
學校協助各單位安裝【冷氣機節能控制器】政策，能否由第 1 年未能達
成節電措施的單位優先申請。
總務處自 101 年起即主動徵詢各單位安裝【冷氣機節能控制器】需求並
提供補助，至 102 年度止計補助 29 個單位，安裝數量 1167 個，補助經
費計 2,862,265 元。另依 102 年 12 月 23 日節能減碳工作小組會議決議，
總務處已成立節能諮詢小組，供用電大戶前 10 名提供節電技術服務諮
詢，已列入本校節能減碳工作小組 103 年度工作重點。
總務處補充說明：
協助安裝【冷氣機節能控制器】政策，有請副總務長至院系所說明、推
廣，若有一些單位沒有通知到，總務處會檢討改善。依校長指示，今年
度仍會補助，已經以公文函知相關單位提出申請，總務處將免費安裝【冷
氣機節能控制器】。
【不知名的化學廢棄物請學校協助處理】
農藝學系地下室清掃時查獲前人留下不知名化學廢棄物無法處理，請環
安中心派專業人員協助處理，以免發生意外。
王強生主任補充說明：
為環境安全著想，希望能一次清運那些不知名化學廢棄物，以免發生難
以承擔的責任。
1.環安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依據廢棄清理法清理各實驗場所實驗後成
分標示明確之廢液，並需經產出者簽名確認者。對於成分不明之化學
藥品，其危害不詳，依法應經檢測分類後，始能進行清運，以維護清
運作業安全；本中心限於設備、人力等問題，均委託代處理業者為之，
其處理費用由使用者負擔、系所核銷(詳如附件)。
2.農藝學系(以下簡稱農藝系)所提列之不明化學藥品置放地下室問題，
農藝系同仁於 103 年 1 月上旬曾多次電話詢問；本中心循往年各系所
對不明藥品處理經驗，明確說明該批化學藥品處理之方式，需委託代
處理業前往粗篩、包裝、清運等作業，其費用由使用者負擔。
廢棄物清運處理請款明細(附件)
事業機構：國立中興大學（製表日期：103.2.11）
項
數量 單價
金額
發票
廢棄物名稱
(kg) (元/kg) (元)
次
日期
實驗室廢棄物清理費
8.8
265
2332 102.03.04
1
(化學系鄭助教)
實驗室廢棄物清理費
3
265
795 102.03.04
2
(精密所陳俊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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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塵室廢藥品清理費
30
260
7800 102.05.15
實驗室廢藥品清除處理費
17
265
4505 102.07.31
4 (環工系 410 實驗室羅育文同
學)
實驗室廢藥品清除處理費
13
265
3445 102.07.31
5
(材料所江鳴謙同學)
實驗室廢棄物清除處理費
29
265
7685 102.08.28
6
(生科系葉先生)
實驗室廢棄物清除處理費
20
265
5300 102.08.28
7
(食生系黃小姐)
實驗室廢棄物清除處理費
325
265
86125 102.12.04
8
(食生系蘇小姐 216 系辦)
實驗室廢棄物清除處理費
一批
1000 102.12.04
9
(食生系黃詩涵)
實驗室廢棄物清除處理費
1
265
265 102.12.04
10
(植病系許小姐)
實驗室廢棄物清除處理費
30
265
7950 102.12.04
11
(化學系李學儒)
環安中心補充說明：
有標明成份的廢液由環安中心負責清運，對於不明成份的化學廢液，需
要委託專業的代處理業者處理。基於使用者付費原則，需由系上負責處
理費用並連繫專業人員來標明不明廢液之成份，清運則可由環安中心負
擔。
3

提出單位

問題內容

處理意見
（教務處）

提出單位
問題內容
處理意見
（總務處）

歷史學系（文學院）
碩班與碩專班名額依學校辦法招生不足連年被收回員額，碩班已收回 2
名，碩專已收回 1 名。依學校各系所在報名、出路與熱門程度，文學院
員額全部收回校方尚且不足，但對大學整體性特色與多樣性而言，人文
科系損失很大。建議校方將碩士班員額保留給文學院三系二所，讓歷史
系有維持生員素質的機會與努力改善的空間。
行政會議已通過「博士班招生名額調配辦法」、「碩士班招生名額調配辦
法」
，教務處每年依據相關辦法邀請各學院院長召開全校招生名額審議會
議，該辦法依據各系所近 3 年的招生情況進行全校整體性的招生名額調
整，針對有招生缺額的系所進行名額回收，同時，招生情況較好的系所，
也可依據辦法申請調增招生名額。
招生名額審議會議所回收的名額依據該辦法，隨即移撥給申請調增招生
名額的單位，於當學年度辦理招生用，教務處並無控留任何招生員額。
招生名額的調整機制每年均會進行，建請各系所加強系所招生宣導，努
力行銷，如果系所招生情況有好轉，可依辦法提出增加招生名額的申請。

文學院
文學院去年沒獲得協助安裝【冷氣機節能控制器】
，雖然被罰款未必與其
有直接關系，希望今年能被優先考量獲得補助安裝。
有提出申請一定會協助安裝，未獲得協助安裝者，有可能是單位格局用
途或冷氣規格不適合安裝，實際情況將再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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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 382 次行政會議列管案執行情形報告：
編號及案名

97-344-A1

98-346-A1

98-353-A2

內
容
執行單位及執行情形
校長指示事項：
執行單位：總務處
「人文大樓興建工程」業獲教育 執行情形：
部核定通過，請總務處發文給弘 1.建築工程：本案業於 102 年
道樓使用單位儘速完成搬遷，並
8 月 21 日竣工，102 年 12
請總務處就弘道樓搬遷拆除及人
月 11 日(三) 初驗合格；消
文大樓興建訂定時程，製作甘特
防檢查缺失預訂 2 月 28 日
圖，並於每一次行政會議作進度
改善完成，使照檢查之 5F
報告。
及頂樓欄杆高度不足缺失
預訂 3 月 25 日改善完成，
再向台中市政府申請複檢。
2.機電工程：本案業於 102 年
10 月 11 日竣工，102 年 12
月 20 日(五)初驗合格，目前
正進行使用執照之請領。
校長指示事項：
執行單位：總務處
人文大樓獲教育部核定補助 2.3 執行情形：
億，校務基金配合提撥 2.7 億； 1.應用科技大樓：
應用科技大樓獲教育部核定補助 （1）建築工程：截至 103 年
2.7 億，校務基金配合提撥 3.5
1 月 28 日，目前辦理：
億。教育部共補助 5 億，規定本
室內泥作及砌磚、電梯
校需於明(99)年底完成發包，否
安裝、地磚及壁磚施作
則經費收回。請總務處規劃時
及外部泥作 ，預定進
程，掌控進度，可將預定完成發
度 ： 70.91% ， 實 際 進
包工作訂於明年 9 月底，再依序
度：72.18%。
往前規劃相關前置工作，並列出 （1）機電工程：配合建築工
各院應配合完成的時程，並請文
程施工中，截至 103 年
學院及工學院配合總務處相關工
2 月 28 日止，已進行：
作。植化館預定於明年中拆除，
電氣、弱電系統線槽管
現有單位應予以合理安置於理工
路連結配置、電氣系統
大樓，剩餘空間再由工學院處
開關插座安裝、電氣系
置，請工學院與生科院協商辦
統分電箱電源主幹線
理。植化館搬拆及應用科技大樓
敷設、各樓層給排水系
工程案列管，以監督進度。
統管路配合天花板高
層修改配置等作業，預
定進度：68.80%，實際
進度：74.60%。
校長指示事項：
執行單位：總務處
女生宿舍興建事宜，請總務處召 執行情形：
集相關單位研商解決辦法，一切 1.1 月 24 日台中市政府已召
請在透明、公開的合法程序下進
開都審報告書第二次審查
行，以解決相關問題。
會。會議結論請建築師於 2
月 6 日前提送修正後基本
設計資料。建築師所提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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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管決議
繼續列管

繼續列管

繼續列管

編號及案名

101-378-B2

內

容

案由：擬與國外 2 所學校簽署學
術交流合作協議書，請 討
論。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擬修正「國立中興大學公
務車輛購置及租賃要點」
名稱及部分條文，請 討
論。
決議：照案通過。

101-378-B4

102-381-B1

102-381-B8

102-381-B9

案由：擬修正「國立中興大學研
究生服務學習獎助學金實
施辦法」部分條文，請 討
論。
決議：修正通過。

案由：擬與國外 1 所學校簽署學
術交流合作協議書，及追
認 2 所原院系層級姐妹校
提升至校層級合作案，請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擬與河南工業大學簽署學
術交流合作協議書及學生
交流協議書，請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執行單位及執行情形
之修正資料經校內審查後
尚有缺失，業於 2 月 18 日
函請設計單位再次修正。
2.都審報告書第三次審查會
議預計 3 月 7 日召開，都
審報告書資料預計 3 月 3
日前送交校。
執行單位：國際事務處
執行情形：
已完成與西班牙阿利坎特大
學簽約，土耳其伊茲密爾大學
仍在審視合約內容尚未回覆。
執行單位：總務處
執行情形：
1.教育部於 12 月 30 日函復，
建議本校「公務車輛之增
購、汰換及全時租賃支應原
則」名稱及第 7 點，應依新
修正之「中央政府各機關採
購公務車輛作業要點」第 5
點及「中央政府各機關學校
租賃公務車輛應行注意事
項」第 3 點規定辦理，以符
合法令。
2.擬依前述函示修訂後，提送
本校校務基金管理委員會
審議，函請教育部核備。
執行單位：教務處、學務處
執行情形：
已於 103 年 1 月 3 日興教字第
1020200662 號 函 轉 知 請 各
系、所、學位學程依修訂後辦
法修改自訂審核辦法，於 103
年 3 月 14 日前送教務處核備。
執行單位：國際事務處
執行情形：
與西班牙阿爾卡拉大學、日本
鹿兒島大學及德國弗萊貝格
工業大學之合約簽署皆已完
成。
執行單位：國際事務處
執行情形：
河南工業大學擬於本(103)年
3 月來校簽署協議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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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管決議

繼續列管

繼續列管

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繼續列管

編號及案名

內
容
附帶決議：與大陸學校交流，自
付學雜費及住宿費之
交換名額請國際處通
盤檢討。
案由：擬修正「國立中興大學通
識教學特優教師遴選辦
102-382- B1
法」部分條文，請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建請學校設立中興大學學
生優秀志工獎、學生優秀
教學助理獎及學生優秀研
發獎，每年各一名，並頒
與各十萬元獎金。請討論。
決議：請教務處、學務處、研發
處研擬增訂優秀學生獎勵
規定，再提行政會議討論。

102-382- B2

案由：擬修正「國立中興大學外
國學生獎學金設置辦法」
第十三、十四條條文，提
102-382- B3
請 討論。
決議：併第四案辦理。

案由：擬訂定「國立中興大學外
國學生獎學金實施辦法」
(草案)，請 審議。
決議：本案請徐副校長主持，召
102-382- B4
集國際處、各學院院長與
主計室研議修正後簽請校
長核可，再提下次行政會
議追認。

執行單位及執行情形

執行單位：通識教育中心
執行情形：
本辦法業已公告於通識中心
網站。
執行單位：教務處、學務處、
研發處
執行情形：
教務處：目前在教學助理實施
要點第十條中已列
獎勵，但礙於經費不
足，尚無法給予獎金
獎勵。未來執行方式
俟經費來源確定
後，再修訂教學助理
實施要點相關條文。
學務處：研議中。
研發處：彙整本校現有相關法
規並邀集其他處室
共同研商，增訂優秀
學生獎勵。並重新檢
視現行校內相關辦
法及要點等避免重
複獎勵，以維護獎勵
公平性及提高經費
使用效益。
執行單位：國際事務處
執行情形：
已於 103 年 1 月 27 日召開討
論會議，此會議紀錄簽呈也於
103 年 2 月 6 日經校長核可，
列入本次行政會議追認【第 8
案】。
執行單位：國際事務處
執行情形：
已於 103 年 1 月 27 日召開討
論會議，此會議紀錄簽呈也於
103 年 2 月 6 日經校長核可，
列入本次行政會議追認【第 7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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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管決議

解除列管

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解除列管

編號及案名

內
容
案由：擬修訂本校「延攬客座人
員作業要點」第 4 點及第 5
點規定案，請討論。
102-382- B5
決議：第 4 點採甲案，餘修正通
過。
案由：擬修正本校「職員人事甄
審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三
102-382- B6
點規定案，請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擬與中國礦業大學(北京)
簽署學術交流合作協議書
102-382- B7
及學生交流協議書，請 討
論。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擬與墨西哥蒙特雷科技大
學 克 雷 塔 羅 校 區
（ Monterrey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nd Higher
102-382- B8
Education,
Querétaro
Campus）簽署學術交流合
作協議書，請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擬成立「國立中興大學人
類研究倫理委員會」
（以下
簡稱倫委會）
，並訂定「國
立中興大學人類研究倫理
委員會設置與審議要點」
（草案），提請 討論。
決議：授權研發處與成功大學簽
102-382- C1
訂委託審查協議書，委由
「國立成功大學人類研究
倫理審查委員會」辦理本
校研究倫理審查事宜。

案由：請修正本校「場地設備收
入之收支管理要點」第三
條，收入之 30%分配至管理
102-382- C2
單位之部份，學院可於年
度結束時滾存以作為大樓
中長期維修之用，請 討

執行單位及執行情形
執行單位：人事室
執行情形：
本案業於 103 年 1 月 27 日興
人字第 1030600109 號書函轉
知各學院、系、所、學位學程、
中心、體育室。
執行單位：人事室
執行情形：
本案業於 103 年 1 月 28 日興
人字第 1030600112 號書函轉
知各一、二級單位。
執行單位：國際事務處
執行情形：
提報教育部審核中。

執行單位：國際事務處
執行情形：
合約草稿已送對方審核，待對
方回覆。

執行單位：研究發展處
執行情形：
本處業與成功大學洽詢及辦
理簽訂委託審查協議書相關
事宜。又依「行政院國家科學
委員會推動專題研究計畫人
類研究倫理審查制度第二期
試辦方案」規定略以：「指定
審查組織辦理研究倫理審查
之執行機構，應就審查之申請
程序訂定作業辦法，向本會登
錄備查」，故本處已另草擬審
查作業辦法，並提送第 383
次行政會議討論【第 9 案】。
執行單位：秘書室
執行情形：
本年度校務基金管理委員會
預計學期中旬召開，屆時將本
案提送委員會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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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管決議
解除列管

解除列管

繼續列管

繼續列管

解除列管

繼續列管

編號及案名

內
容
論。
決議：通過，提送校務基金管理
委員會修正。
案由：擬訂定「國立中興大學獎
助本校外國博士班學生開
設英語授課課程辦法」(草
102-382- C3
案)說明，請 審議。
決議：緩議，請國際處參酌與會
代表意見修正後，再提下
次行政會議討論。

執行單位及執行情形

執行單位：國際事務處
執行情形：
已參酌與會代表意見修改法
規，擬先提校務協調會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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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管決議

繼續列管

參、本（383）次會議討論提案
案

號：第 1 案【編號：102-383-B1】

提案單位：學務處
案

由：擬修正「國立中興大學學生團體保險辦法」第三條、第七條及第十
一條條文，請 討論。

說

明：
一、配合現行學生團體保險相關法源依據及現行作業方式，修訂保險受
益人、保險業務主管機關等規定。
二、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及現行條文各乙份。

辦

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於 103 學年度實施。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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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學生團體保險辦法
中華民國 96 年 5 月 23 日第 328 次行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3 年 2 月 19 日第 383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第 3、7、11 條）

第一條

國立中興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協助疾病或遭遇意外事故之學生，並發揮社會救
助之功能，特依據大學法第 34 條規定，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凡具有本校學籍者（含實習教師），均應參加學生團體保險（以下簡稱本保險），以
維護其權益。

第三條

本保險由本校以公開招標方式得擇最有利標或保險費最低之保險公司為承保機構，
本校校長或其職務代理人為要保人，被保險人為受益人，若被保險人身故則其法定
繼承人為受益人。

第四條

被保險人因疾病或遭遇意外事故，致死亡、殘廢或受傷需要治療者（疾病治療申請
為例外不含門診，以住院治療為要件），均屬本保險責任範圍。

第五條

每一被保險人之保險金額以本校學生團體保險契約書所訂保險金額為準。
被保險人因參加校內外教學活動、校內外正式比賽，經核准之社團活動、班會決議
之班級團體活動，或校區範圍內因建築設備之使用而遭遇意外傷害以致身故者，其
保險金額為前款之保險金額之兩倍。

第六條

被保險人應繳之保險費，本校補助之部分依教育部之規定，其餘由被保險人分二次
繳納，於每學期註冊時各繳納二分之一。
下列被保險人，應由本校權責單位審核其有關證明文件，做為本保險造具免繳保費
清冊及申請補助之依據：
一、免繳學雜費之學生（包括低收入戶學生、重度、極重度身心障礙學生及重度、
極重度身心障礙人士之子女）。
二、原住民身分學生。

第七條

凡參加本保險之學生（含新生）
，保險有效期間皆自每年八月一日起至翌年七月三十
一日止。惟延畢生則以學期為單位，續繳保險費，保險期間亦計至當學期截止。
學期開學後中途入學者，自入學核准之日發生保險效力，並扣除入學前期間之保險
費。
學生喪失學籍者，自喪失之次月起，保險效力終止，承保機構應依所剩月數比例退
還保險費。
有學籍的學生休學時，如欲參加本保險，應於休學期間，每學期二月或九月（配合
註冊行事曆）繼續交付保險費參加保險。

第八條

被保險人具有下列情事之一，致死亡、殘廢、傷害或疾病者，承保機構不負給付保
險金之責任：
一、受益人故意致被保險人於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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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保險人故意自殺或自成殘廢。
三、被保險人因犯罪處死或拒捕或越獄致死或殘廢者。
第九條

被保險人具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承保機構不負給付保險金額之責任；凡屬意外傷害
不在此限者（四、六、八款）最高補助皆以當年度簽訂合約為準據：
一、被保險人之故意行為﹝包括自殺及自殺未遂﹞。
二、被保險人之犯罪行為。
三、被保險人因非法吸食或施打麻醉藥品。
四、美容手術、外科整型或天生畸形。但因遭受意外傷害事故所致之必要外科整
型，不在此限。
五、非因治療目的之牙齒手術。但因遭受意外傷害事故所致者，不在此限。
六、裝設義齒、義肢、義眼、眼鏡、助聽器或其他附屬品。但因遭受意外傷害事故
所致者，不在此限。
七、健康檢查、療養或靜養(含特別看護)。
八、懷孕、流產或分娩。但因遭受意外傷害事故所致或醫療行為必要之流產或分
娩、剖腹生產手術、子宮外孕手術及分娩所致之併發症如：治療性流產、前置
胎盤、胎盤早期剝離、產後出血、子癲症、子癲前症、妊娠毒血症等不在此
限。
九、不孕症、人工受孕、或非以治療為目的之避孕及絕育手術。
十、未領有醫師執照之治療。

第十條

本校應於每學期註冊時，在收取學生代收費用收據增列「保險費」一項，請本校總
務處出納組，併同學雜費收取，休學生延畢生亦同，請一併增列收、繳，並於收取
後由承辦單位將保險費彙計加總分兩次交付承保機構或其指定機構，由承保機構製
發保險費收據，交由本校存執核報。

第十一條

有關本校學生團體保險契約條款訂定，另簽奉校長核定後實施；本辦法未規定事
項，概依主管機關核定保險單之保險條款及民法、政府採購法等有關法令辦理。

第十二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發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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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號：第 2 案【編號：102-383-B2】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

由：擬修正「國立中興大學學生學雜費、學分費、與其他費用繳納辦法」
第五條第一項條文，請 討論。

說

明：
一、現行暑修學分費係按學分數收費，惟 0 學分及實習課程之授課教師
確實有授課事實，以致開設該二類課程不敷成本，故參考他校針對此
二類課程收費方式如附件，擬新增暑修 0 學分及實習課程之收費條文
化，依授課時數計費。
二、暑修國防教育及體育課程學分費，比照本辦法第五條第六款標準計
費。

辦

法：本案通過後自 102 學年度暑修開始實施。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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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學生學雜費學分費與其他費用繳納辦法
中華民國 91 年 10 月 23 日第 291 次行政會議訂定
中華民國 91 年 11 月 27 日第 292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第 5 條)
中華民國 92 年 10 月 22 日第 299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第 4,5 條)
中華民國 93 年 4 月 14 日第 303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第 1,3,4,5,7,10 條)
中華民國 93 年 5 月 12 日第 304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第 10 條)
中華民國 93 年 6 月 17 日第 305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第 10 條)
中華民國 94 年 4 月 13 日第 311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第 5,6,8 條)
中華民國 94 年 6 月 22 日第 313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第 5 條)
中華民國 94 年 10 月 26 日第 315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第 4,10 條)
中華民國 95 年 6 月 21 日第 321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第 10 條)
中華民國 95 年 10 月 25 日第 323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第 10 條)
中華民國 98 年 4 月 22 日第 343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第 5 條)
中華民國 99 年 8 月 25 日第 354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第 8 條)
中華民國 99 年 11 年 24 日第 358 次行政修正會議(第 4,5,10 條)
中華民國 99 年 12 月 29 日第 359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第 4,5,10 條)
中華民國 100 年 6 月 22 日第 363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第 4 條)
中華民國 100 年 9 月 7 日第 364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第 6 條)
中華民國 101 年 1 月 4 日第 367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第 4 條)
中華民國 101 年 12 月 12 日第 374 次擴大行政會議修正通過(第 4 條,刪第 5 條第 7 款)
中華民國 103 年 2 月 19 日第 383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第 5 條)

第一條

本校為使學生明瞭繳納學雜費、學分費、與其他費用之細節與程序，以便及時完成
規定手續，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全體學生，每期繳費，均應依照本辦法繳納各項費用。

第三條

本校各正規班學生，每學期之學雜費、學分費、實習費與其他費用均依該年度學校
公佈之收費標準繳納。各推廣班學生則依每期各班自訂之收費標準繳納。除符合減
免之規定者外，所有學生均應一次全額繳納。

第四條

本校各班別學生每期之繳納項目為：
一、學士班：各年級（包括修習超過九學分之「延畢生」）均繳學雜費。
修習未超過九學分之「延畢生」不繳學雜費，只繳學分費。
延畢生交換出國，先繳平安保險費，依回國後所抵學分數收取費用，收費標準
同上。
二、碩博士班：100 學年度前入學學生繳學雜費基數以及學分費。100 學年度起入
學學生修業前 4 學期(不含休學)繳學雜費基數及基本學分費，第 5 學期起僅
收學雜費基數。
三、進修學士班：各年級均繳學分費，不繳學雜費。
四、碩士在職專班、產業碩士專班：各年級均繳學雜費基數以及學分費。
五、教育學程與其他推廣班：依特訂之項目繳納。
六、隨班附讀學生先繳「登記費」
，再繳選修課程之學分費、實驗實習材料費。除上
述項目之外，對新生及部分舊生，學校另有加收「語言設備使用費」及「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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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備及網路使用費」之規定，學生應依法繳納。
第五條

本校各種班別之特殊繳費規定如下：
一、暑修班之收費標準，按課程(不按學生)所屬學院，比照進修學士班之學分費標
準；若該課程為 0 學分或實習課程者，依授課時數計費。國防教育課程及體育
課程比照第六款計費。
二、碩專、產專及 100 學年度前入學碩士班、博士班學生，選修大學部課程按課程
(不按學生)所屬學院，比照進修學士班之學分費標準繳費。100 學年度前大學
部學生選修碩博士班課程者，按課程(不按學生)所屬學院，依研究生學分費標
準繳費。
三、碩專班、產專班之學生選修他班（博士班、碩士班、學士班、或進修學士班）
課程，若不計入碩專班、產專班之畢業學分，得比照一般研究生或進修學士班
每學分收費標準繳納學分費。
四、碩專班、產專班之學生已修滿畢業學分後，若再加修本系（所、班）所開課程，
得按一般研究生每學分收費標準繳納學分費。
五、通識課程之學分費一律依文學院進修學士班之繳費標準繳費。
六、研究生或進修學士班學生選修體育課程或國防教育課程，依文學院標準按每週
授課時數繳交「學分費」。

第六條

本校各班別學生繳納各項費用之方式為：
一、學雜費與實習費：自行列印繳費單，至指定銀行繳納。
二、學分費：進修學士班一至三年級自行列印繳費單先繳納十二學分之「基本學分
費」，四、五年級（不含延畢生）則先繳納九學分之「基本學分費」，等選課確
定後，再依每位學生實際選課學分數，多退少補學分費。非進修學士班之學生
於選課確定後繳交修習之學分費。學分費均憑繳費單向指定銀行繳納。

第七條

本校學生繳納各項費用之期限為：
一、學雜費與實習費均應於開學選課前繳納完畢。
二、進修學士班之「基本學分費」應於開學選課前繳納完畢。
三、其他另計之學分費必須於加退選後一個月內繳納完畢，否則註銷其選課紀錄。

第八條

學生辦理就學貸款者，應於規定期限內將申貸資料送回本校「生活輔導組」
（進修學
士班送回「學生輔導組」），以為如期繳費之憑証。

第九條

學生未如期選課、繳費者，即為未完成註冊，學校得依法勒令休學、退學或做其他
必要之處分。

第十條

學生繳費之退費規定如下：
一、研究所新生及大學部轉學生於學校招生遞補截止日(含)前申請退學者，扣除行
政手續費後，全額退費；申請休學者及逾學校招生遞補截止日後始申請休、退
學者，依下列各款規定辦理退費。訂有合約之特殊班別(如產業研發碩士專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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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學生申請休、退學者，依下列各款辦理退費，其相關權利義務(如違約賠償等)
仍依其合約辦理。
二、有遞補作業之新生申請退學須依照前款規定繳交行政手續費外，其餘學生於上
課日(含)之前申請休、退學者，免繳費用，已收費者，除平安保險費外，全額
退費。平安保險費，退學者全退，休學者不退還。
三、上課未超過學期三分之一（以校訂行事曆註明之日期為準）而休、退學者，所
繳學雜費（學雜費基數、基本學分費）與學分費均退還三分之二。平安保險費，
退學者退三分之二，休學者不退還。
四、上課未超過學期三分之二（以校訂行事曆註明之日期為準）而休、退學者，所
繳學雜費（學雜費基數、基本學分費）
、學分費均退還三分之一。平安保險費，
退學者退三分之一，休學者不退還。
五、上課已超過學期三分之二（以校訂行事曆註明之日期為準）而休、退學者，所
繳各費均不退還。
六、第一款所稱行政手續費係以各學制所繳交下列費用總合之百分之五計算，各學
制並以各學院之最低值為(收費)標準。
大學部：學費及雜費。
進修學士班：14 個學分之學分費。
研究所：學雜費基數及 6 個學分之學分費。
七、加退選課以後，未逾學期三分之一（以校訂行事曆註明之日期為準）
，而學生獲
准退選課程時，其退選科目之學分費均不退還。
八、學雜費（學雜費基數、基本學分費）
、學分費與平安保險費以外之其他各項特定
收費，依據各單位相關規定辦理退費。
第十一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其他相關法規辦理。

第十二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由校長核定公佈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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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號：第 3 案【編號：102-383-B3】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

由：擬修正國立中興大學特聘教授申請表，提請

說

明：

討論。

一、茲因特聘教授申請者需具教授年資 2 年以上，爰將表格修正為「擔
任教授起資日期」；另配合特聘教授設置辦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1 款特
聘教授 I 資格條件之修正，於表格「申請等級」欄位中「且最近五
年(含)內有傑出表現者」前增加逗號。
二、申請表「起聘學期擬開課資料」欄位，因起聘日為次一學年，申請
者於填送表件時課程時數尚無法確定，爰依教務處意見修正為「規
劃課程」是否符合授課時數，並加註「獲聘將持續檢視聘期內是否
符合基本授課時數」
。
三、依特聘教授設置辦法第 6 條第 3 項規定，特聘教授Ⅲ各學院實際獎
助人選由各學院院級特聘教授評審委員會決定後，依行政程序送校
長核定。校競爭員額人選則由校級特聘教授評審委員會決定。爰修
正「申請等級」欄位，於特聘教授Ⅲ選項加註「校競爭員額」，另新
增特聘教授Ⅲ-學院員額申請表。
四、為簡化流程，刪除申請表內主計室核章欄位。
辦

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

決

議：修正通過。

國立中興大學 103.2.19 第 383 次行政會議紀錄~20

【修正後】

國立中興大學

學院（中心）

推薦單位：

系所特聘教授申請表

系所聯絡人：
現 職 單 位

姓

名

職

特 聘 教 授
自
聘
期

申 請 等 級
(請擇一勾
選並檢附證
明 文 件 )

年

月

日起至

分機：
到 校 日 期 民國

稱
年

月

日止

擔任教授
民國
起資日期
辦公室電話
E-MAIL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一、特聘教授 I：曾獲國科會傑出研究獎 2 次或有國際性學術成就具相當榮譽，且最近五年
（含）內有傑出表現者。
 二、特聘教授Ⅱ：
 (一)曾獲國科會傑出研究獎 1 次或相當榮譽，且最近五年（含）內有傑出表現者。
 (二)曾獲國際學會會士，貢獻卓著，且最近五年（含）內有傑出表現者。
 三、特聘教授Ⅲ：(獲國科會年度專題研究計畫研究主持費請檢附核定清單)
 (一)曾於最近五年（含）內獲本校「教學特優 I」教師獎，且最近五年內有傑出表現者
或獲國科會年度專題研究計畫研究主持費共達三次（含）以上者。(近___年___次)。
 (二)曾於最近十年（含）內獲國科會年度專題研究計畫研究主持費共達八次（含）以上，且
最近五年內有傑出表現者。(近___年___次)。
 (三)曾獲國內、外著名學術獎或在國際學術上有傑出貢獻者，且最近五年（含）內有傑
出表現者。

推 薦 理 由
推薦單位主管簽章：
學院特聘教授
審查小組意見
會

人
事
辦 室
單

研
發
位 處

院長簽章：

□推薦，特聘
□不推薦

排序

(特聘Ⅲ，請排序)

召集人簽章：
民國
年 月
日
本
學年度
第
次
校
特 會議決議：
聘
教
授
評
審 召集人簽章：
委
員
會

校

長 核

示

本申請表共 2 頁，第 1 頁
註：本表蒐集之個人資料，僅限於申請聘任案特定目的使用，非經當事人同意，絕不轉做其他用途，
並遵循本校個人資料保護政策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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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申請表共 2 頁，第 2 頁
學

校

名

稱

系

修
年

所

學

歷

服務學校(機關)名稱
經

專 任
職稱 或
兼 任

業

年
年

月至
月

年
年

月至
月

年
年

月至
月

年
年

月至
月

年
年

月至
月

任職起訖年月
月至
月

年
年

月至
月

年
年

月至
月

年
年

月至
月

年
年

月至
月

年
年

月至
月

歷

年
年

起

審 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表(C301、C302)
查 具體學術成就與貢獻事蹟(附表一)
項 高引用論文(附表二)
目 國際期刊論文/專書著作/專書章節(附表三)
(

標 智慧財產權、技術移轉或新品種權(附表四)
準 教學績效(附表五)
)

服務績效(附表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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訖
月

擔任課程名稱或職務

案

號：第 4 案【編號：102-383-B4】

提案單位：校友中心
案

由：擬修正「國立中興大學傑出校友選拔辦法」名稱及部分條文，請
論。

說

明：

討

一、因部分院系所自行訂定之「○○系傑出校友遴選辦法」，採「傑出校
友」四字，易與本校每年遴選之傑出校友混淆，故於現行辦法中新
增附則加以敘明。
二、傑出校友事蹟現刊載於「傑出校友」專刊，法條所敘與現狀不符，
另主辦單位名稱亦有所異動，故擬一併修正。
三、檢附擬修正條文對照表及現行法規全文如附件。
辦

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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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傑出校友選拔要點
中華民國85年 5 月 1 日本校第242次行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87年11月18日本校第261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92年 1 月 8 日本校第293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93年 1 月 7 日本校第301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94年 6 月22日本校第313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103年2月19日第383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依國立中興大學傑出校友評審委員會組織章程規定，為表彰傑出校友，特訂定本辦法。
二、候選人資格：凡本校畢（肄）業校友，足為楷模並具備左列條件之一者：
（一）學術研究、創造發明獲具體殊榮者。
（二）經營企業有傑出成就者。
（三）熱心社會公益、服務國家、造福人群，有貢獻者。
（四）藝術文化、體育活動有傑出表現者。
（五）行誼、聲望、品德或其他優良事蹟足為表率者。
三、選拔方式：
由下列方式之一於每年八月一日前推薦候選人：
（一）各系（所）務會議決議。
（二）各學院相關會議決議。
（三）各系友會理事會決議。
（四）各地區校友會理事會決議。
（五）各機關學校首長推薦。
（六）校友十人以上聯署推薦。
候選人經評審委員會全體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出席，出席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
同意，即獲選為本校傑出校友。
四、表揚方式：於本校公開場合表揚並頒發「傑出校友」獎牌一座，其具體事蹟刊登本校刊物「傑出
校友」，並發布新聞，廣為宣揚。

五、主辦單位：校友中心。
六、本校各院系所，為表彰有傑出成就之畢業校友，原則上應以傑出系友或院友稱之，其遴選表揚辦
法另訂之。

七、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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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號：第 5 案【編號：102-383-B5】

提案單位：國際事務處
案

由：擬與大陸東南大學簽署學術交流合作協議書及學生交流協議書，請
討論。

說

明：
一、依據「國立中興大學與各大學及研究機構簽訂學術合作協議書處理
原則」辦理。
二、大陸事務組張敏寬組長於去（102）年 12 月 10 日至 14 日赴東海大
學參加海峽兩岸名校兩岸事務負責人研討會，與東南大學國際合作
處史蘭新處長洽談合作事宜。
三、該校為大陸 985 及 211 高校，與本校在 2013 上海交大兩岸四地百強
大學排名中並駕齊驅，且該校亦與多所姊妹校(北京理工大學、重慶
大學、大連理工大學、華南理工大學、天津大學、同濟大學、西北
工業大學)組成卓越大學聯盟，可更加促進本校與大陸高校聯盟合作
與交流。
四、擬與該校簽署「學術交流合作協議書」及「學生交流協議書」，其
中學生交流協議書擬依「一對一等額」互換原則下，提供每學期 3
名免繳交本校學雜費之交換名額。檢附該校簡介、交流協議書如附
件。

辦

法：行政會議通過後辦理後續簽約事宜。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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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與東南大學
學術交流合作協議書

為增進海峽兩岸學術交流，促進兩校教學、科學研究等各項學術發展，兩校同意共同簽訂如
下合作協議：
一、雙方同意就下列項目開展學術合作與交流：
（一）教師及職員之交流。
（二）學生之交流。
（三）學術科研項目合作。
（四）共同舉辦學術研討會。
（五）圖書文獻資料和相關學術訊息交流。
二、在具體實施上述專案合作之前，雙方將就施行細節研擬詳盡之執行計畫，就相關衍生之
經費等達成協商一致。
三、雙方校長指定專門機構為該協議執行具體管理與協調單位。
四、本協議書內容及相關各項交流計畫，在雙方同意下得進行修改、更新或終止，並自雙方
簽署之日起即行生效，有效期五年。除非任一方於六個月前以書面通知對方終止，否則
本協議書將自到期日起自動延長一次，為期五年。
五、本協議書用中文寫成，一式兩份，由雙方各執一份。

國立中興大學

東南大學

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校長

校長

2014 年

李德財
月

日

2014 年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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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國立中興大學與東南大學
學生交流協議書
國立中興大學與東南大學為促進雙方進一步合作與交流，根據兩校《學術交流合作協議
書》，同意在互惠原則下進行以下學生交換計畫：

第一條

雙方學校職司學術交流之單位為雙方交換計畫之行政單位。

第二條

交換學生包括一學期之選讀生以及短期訪問學生，大學部及研究所學生均可申
請。交流學生之名額，雙方以一對一等額及每學期三人為互換原則。

第三條

一學期之交換生在接待學校從事研究或修課，不獲取學位。如僅從事訪問研究，
不修課、不使用接待學校之資源者，經由雙方同意另行安排，不占交換生名額。

第四條

交換生須根據下列條件由原屬學校選出：
一、 至少在原屬學校修業滿一年。
二、 學業成績優良。
三、 符合原屬學校及接待學校之入學要求及其它規定。

第五條

原屬學校提名之學生原則上應為接待學校所接受，但接待學校保留審查交換學生
入學之最後決定權。接待學校提供入學許可或相關檔案以便交換學生順利至接待
學校就讀。

第六條

交換生必須遵守接待學校之規定，並在合乎規定之範圍內享有與該校其他學生相
同的權利。

第七條

交換生須在原屬學校註冊及負擔原屬學校之學雜費，在一對一等額交換原則下毋
須繳交接待校之學雜費、申請費及學分費。

第八條

雙方學校須盡力協助安排對方交換學生之住宿，並且提供適當之諮詢及援助。交
換生應自行負擔旅費、住宿費、書籍費、交通費、證件費、簽註費、保險費、其
他屬於個人支出費用。

第九條

接待學校須提供交換學生有關註冊、校園生活、健康、語言、及文化調適等協助
或指導。

第十條

雙方將核發依法申辦證件所需之資料，以便學生及時取得證件。

第十一條 兩校保留在任何時間遣退在學業上或個人操守上違反規定之交換生之權力。遣退
交換學生將不影響其他交換生之約定。
第十二條 交換生在接待學校完成交換期間後，必須返回原屬學校，不得延長停留時間。
第十三條 本協議書自簽約日起算，效期五年。本協議書得經過雙方書面同意後修訂或終止，
如無異議則自動延續五年。惟已在校之交換學生將可繼續完成其學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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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號：第 6 案【編號：102-383-B6】

提案單位：國際事務處
案

由：擬與國外 3 所學校簽署學術交流合作協議書，及提升 1 所原院系層
級姐妹校至校層級合作案，請 討論。

說

明：
一、依據「國立中興大學與各大學及研究機構簽訂學術合作協議書處理
原則」辦理。
二、為拓展本校國際化發展，促進學術及文化交流，擬與旨述學校簽署
姐妹校合約，及擴大院系合作至學校層級，以提供更多與國外學術
機構交流、交換及研習機會。
三 、 擬 簽 約 各 校 分 別 為 ： 德 國 柏 林 科 技 大 學 (Technische Universität
Berlin) 、 紐 約 州 立 大 學 韓 國 分 校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Korea )、及美國德州農工大學農生研究署 (Texas A&M AgriLife
Research)，各校簡介詳如附件。
四、擬提升為校層級合作姊妹校為：越南太原農林大學(Thai Nguyen
University of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TUAF)，該校業已與本校生物產
業機電工程學系萬一怒教授執行合作研究計畫，且有意願與本校展
開學生交換，並選送優秀師資來本校攻讀學位。

辦

法：行政會議通過後辦理後續簽約事宜。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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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ORADUM OF UNDERSTANDING ON
ACADEMIC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
between
TECHNISCHE UNIVERSITÄ T BERLIN
and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TAIWAN

The President of Technische Universität Berlin and the President of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Taiwan, hereby agree to encourage and promote academic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 between
their two respective institutions.
1.

The scope and procedural details of the Agreement are as follows:

The two universities agree to encourage and promote the following academic activities:
(a) Exchange of faculty and staff members
(b) Exchange of students
(c) Dual Degree Programs
(d) Joint research, lectures and symposia
(e) Other activities such as deemed appropriate by mutual consent

2.

Financial arrangements and stipulations concerning the exchange of students, faculty and staff members
are to be specifically described in detail in separate addenda.

3.

Modifications and/or amendments to this Agreement can be done by mutual consent.

4.

Should either institution wish to terminate this Agreement, a written notice should be given three
months in advance of the desired termination date.

5.

This Agreement will enter into effect from the date duly signed by the designated officials of the
respective institutions.

The effective period is five years and it will be extended for another five years

as long as neither party expresses a desire to terminate or modify this Agreement.

(signature)
Dr. Der-Tsai Lee
President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ignature)
Name of Representative
Title

Technische Universität Berlin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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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dendum to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Technische Universität Berlin
and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Subject –Student Exchange Programs
This addendum to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signed by Technische Universität
Berlin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U Berlin) and the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NCHU) on
, contains the terms of agreement
under which TU Berlin and NCHU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individually as Party and
collectively as the Parties) will conduct Student Exchange programs.

Glossary
A home university - The university at which an exchange student is enrolled in a
full-time degree program.
A host university - The university at which an exchange student participates in a
program of study and/or research.
An exchange program Any non-degree program offered by a host university.

Terms of Agreement
1. Number of Participants
1.1.

Within the period of one academic year, each Party may exchange either up to
two (subject to discussion) full-time undergraduate or postgraduate students
for one academic year of study and/or research at a host university, or up to
four (subject to discussion) students for one semester each of study.

1.2.

As considered necessary to maintain overall reciprocity, the Parties will
develop and implement mutually acceptable exchange programs in order to redress
any imbalance that may occur in the number of students participating in exchange
programs.

2. Selection of Exchange Students
2.1. A home university will nominate students for participation in exchange progra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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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s nominated for participation in exchange programs must have
successfully completed at least one full year of academic study at their home
university, with a grade point average of 3.0 on a 4.0 scale, or an equivalent
level of academic achievement mutually agreed and acceptable to the Parties.
2.2.

A host university reserves the ultimate right to determine the eligibility of
each student nominated by a home university for participation in an exchange
program.

3. Language Requirements
In addition to successfully satisfying a host university’s criteria for admission
to an exchange program:
3.1.

NCHU students must have a level of ability in either
and/or English
language which is deemed by
to be sufficient for successful
participation in an
exchange program.

3.2.

TU Berlin students must have a level of ability in English and/or Chinese
language which is deemed by NCHU to be sufficient for successful participation
in an exchange program.

3.3.

The Parties will agree on standard tests in language proficiency which will
be used to determine the level of ability of a nominated exchange student.

4. Academic Program
4.1.

Prior to the placement of an exchange student at a host university, the Parties
will have agreed upon the faculty, school, department and/or division at the
host university in which the student is to study, and the appointment of an
academic advisor.

4.2.

To the extent that the level of language ability permits, an exchange student
will have the same freedom of choice in selecting a course of study as that
enjoyed by the regular student body at a host university.

4.3.

At the end of each academic year, a host university will compile an academic
transcript of the work undertaken by each exchange student at their university
in that year, and will forward the completed transcript to the appropriate
office at the student’s home university.

5. Student Status
5.1.

Exchange students will at all times remain enrolled as full-time degree
students at their home university. They will at no time be considered as
candidates for degree programs at a host university.

5.2.

Exchange students will be registered as non-award students at a host university
and as such will enjoy the same privileges with regards to access to medical,
sports and other facilities normally extended to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t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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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st university.
5.3.

Exchange students will be subject to the laws and customs of a host country,
and the rules and regulations of a host university.

6. Application Deadlines
6.1.

Students applying to study for one full academic year will submit all of the
required completed application documentation to a host university at least
three months prior to the commencement date of the academic year in which they
are applying to study. A host university will announce their decisions on the
acceptance of students at least one month prior to the date of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academic year in which the students are applying to study.

6.2.

Students applying to study for one academic semester will submit all of the
required completed application documentation to a host university at least
three months prior to the commencement date of the academic semester in which
they are applying to study. A host university will announce their decisions
on the acceptance of students at least one month prior to the date of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academic semester in which the students are applying to
study.

7. Financial Arrangements
7.1.

Exchange students will continue to pay the normal tuition fees and other
compulsory fees required by their home university.

7.2.

Exchange students will be exempt from tuition fees at a host university.

7.3.

At the discretion of a host university, exchange students may be required to
pay fees for course materials, access to computers, and any other fees normally
charged by a host university to their regular student body.

7.4.

Exchange students will be responsible for all other expenses incurred pursuant
to their course of study at a host university. Such expenses will include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travel, accommodation, medical/health insurance,
and all living expenses.

8. Accommodation
8.1.

A host university will provide an exchange student with information on the
availability and cost of accommodation suitable for the duration of their stay
at a host university.

9. Visa Arrangements
9.1.

Each exchange student will be responsible for obtaining a visa and all other
related documents required for their period of study at a host university.

9.2.

A host university will provide an exchange student with all of the necessary
documentation to support their visa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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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Health Insurance
10.1. Exchange students must have Medical and /or Health insurance coverage as
required by a host university for the duration of their period of study.
10.2. Exchange students will be responsible for the cost of obligatory Medical and/or
Health insurance.

11. Termination of a Student’s Course of Study
11.1. In the event that an exchange student’s academic work and/or behavior is judged
by a host university to be below the standard that the host university
determines to be acceptable, a host university may terminate an exchange
student’s course of study and order the student to return to their home
university.
11.2. A host university will not invoke their right of termination without prior
consultation with the student’s home university.
11.3. In the event of an exchange student prematurely terminating their course of
study at a host university, the host university will immediately inform the
student’s home university of its intended course of action.

12. Duration, Renegotiation and Termination of This Addendum
12.1. This addendum will remain in effect for a period of 5 years, from the date of
its co-signature by authorized representatives of the Parties. At the time
of its expiry, subject to the mutual consent of the Parties, this addendum may
be renewed for a further period of 5 years.
12.2. Either Party may, by tendering a six-month written notice of their intention,
request the revision of a part of this addendum. The revision of any part of
this addendum may only be made after joint consultation and with the subsequent
mutual consent of the authorized representatives of the Parties.
12.3. Either party may, by tendering a six-month written notice of their intention,
request the termination of this addendum in advance of its expiration date.
Should such termination be mutually agreed by the Parties, all students who
have already commenced studies under the terms of this addendum will be allowed
to complete their studies under the conditions applying at the time when the
notice was accepted.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rofessor Dr. Der-Tsai Lee

Name of Representative

President

Title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Technische Universität Berlin

Date: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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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TAICHUNG
TAIWAN
and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KOREA
SONGDO, INCHEON
REPUBLIC OF KOREA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Korea, Republic of Korea,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SUNY Korea,
and the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Taiwan,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NCHU, in
recognition of their common interests in developing bilateral relations and convinced that
cooperation between institutes of higher learning contributes to cultural enrichment,
scientific progress, and the consolidation of friendship between countries, agree to
establish the following Agreement of Cooperation.

I
This Agreement will promote activities in the following areas:1
- Exchange of students
- Exchange of faculty and academic staff
- Instructional and cultural programs, including publication activities of mutual interest,
exchange of bibliographic materials and shared access to information networks
- Cooperation in the Master of Science degree programs

II
1. Specific mechanism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particular cooperative and collaborative
activities shall be established and described in writing by the responsible authority
of each institution prior to the initiation of any particular program or activity.

1

A separate appendix is requi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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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1. All activities developed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is Agreement will comply with the
procedures, policies, and practices of each university as well as the law and regulations
of the host.
2. Both Institutions acknowledge that the visit by faculty and students from one institution
to the other shall be subject to the entry and visa regulations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
and Taiwan, respectively, and, shall comply with the regulations and policies of SUNY
Korea and NCHU.

IV
1. This Agreement is established for a period of five years, effective on the date of signing.
2.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efficacy of their cooperative activities, SUNY Korea and NCHU
agree that it shall be possible to introduce changes and additions to the Agreement by
means of mutually agreed upon additional written clauses.
3. At the end of each five-year period, this Agreement will be automatically renewed by mutual
agreement for an additional five year, unless SUNY Korea and NCHU provide written
notification of a decision of non-renewal prior to the expiration date. A minimum period
of six months notice will be required from either party wishing to terminate the Agreement.
In the event of termination, all commitments to students participating in the program
will be honored by relevant parties.

For SUNY Korea

For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hoonHo Kim, Ph.D.

Der-Tsai Lee, Ph.D.

President

President

Date:

Dat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Hongshik Ahn, Ph.D.

Sam Liaw, Ph.D.

Vice President

Dean,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Date: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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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i Nguyen University
of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AGREEMENT ON ACADEMIC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
between
THAI NGUYEN UNIVERSITY OF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VIETNAM
and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TAIWAN

The Rector of Thai Nguyen University of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and the President of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Taiwan, hereby agree to encourage and promote academic cooperation and exchange
between their two respective institutions. The scope and procedural details of the Agreement are as follows:
6.

The two universities agree to encourage and promote the following academic activities:
(a) Exchange of faculty and staff members
(b) Exchange of students
(c) Dual Degree Programs
(d) Joint research, lectures and symposia
(e) Other activities such as deemed appropriate by mutual consent

7.

Financial arrangements and stipulations concerning the exchange of students, faculty and staff members
are to be specifically described in detail in separate addenda.

8.

Modifications and/or amendments to this Agreement can be done by mutual consent.

9.

Should either institution wish to terminate this Agreement, a written notice should be given three
months in advance of the desired termination date.

10. This Agreement will enter into effect from the date duly signed by the designated officials of the
respective institutions. The effective period is five years and it will be extended for another five years
as long as neither party expresses a desire to terminate or modify this Agreement.

(signature)
Dr. Der-Tsai Lee
President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ignature)
Dr. Tran Van Dien
Rector
Thai Nguyen University of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Date: September 20,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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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i Nguyen University
of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Addendum to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ai Nguyen University of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and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Subject –Student Exchange Programs
This addendum to the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signed by Thai Nguyen University
of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TUAF) and the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NCHU) on (date), contains the terms of
agreement under which
and NCHU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individually as Party
and collectively as the Parties) will conduct Student Exchange programs.

Glossary
A home university - The university at which an exchange student is enrolled in a
full-time degree program.
A host university - The university at which an exchange student participates in a
program of study and/or research.
An exchange program -

Any non-degree program offered by a host university.

Terms of Agreement
1. Number of Participants
1.1.

Within the period of one academic year, each Party may exchange either up to
two (subject to discussion) full-time undergraduate or postgraduate students
for one academic year of study and/or research at a host university, or up to
four (subject to discussion) students for one semester each of study.
1.2.
As considered necessary to maintain overall reciprocity, the Parties
will develop and implement mutually acceptable exchange programs in order to
redress any imbalance that may occur in the number of students participating in
exchange programs.

2. Selection of Exchange Students
2.1. A home university will nominate students for participation in exchange programs.
Students nominated for participation in exchange programs must h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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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ccessfully completed at least one full year of academic study at their home
university, with a grade point average of 3.0 on a 4.0 scale, or an equivalent
level of academic achievement mutually agreed and acceptable to the Parties.
2.2.

A host university reserves the ultimate right to determine the eligibility of
each student nominated by a home university for participation in an exchange
program.

3. Language Requirements
In addition to successfully satisfying a host university’s criteria for admission
to an exchange program:
3.1.

NCHU students must have a level of ability in either Vietnamese and/or English
language which is deemed by Thai Nguyen University of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to be sufficient for successful participation in an exchange program.

3.2.

TUAF students must have a level of ability in English and/or Chinese language
which is deemed by NCHU to be sufficient for successful participation in an
exchange program.

3.3.

The Parties will agree on standard tests in language proficiency which will
be used to determine the level of ability of a nominated exchange student.

4. Academic Program
4.1.

Prior to the placement of an exchange student at a host university, the Parties
will have agreed upon the faculty, school, department and/or division at the
host university in which the student is to study, and the appointment of an
academic advisor.

4.2.

To the extent that the level of language ability permits, an exchange student
will have the same freedom of choice in selecting a course of study as that
enjoyed by the regular student body at a host university.

4.3.

At the end of each academic year, a host university will compile an academic
transcript of the work undertaken by each exchange student at their university
in that year, and will forward the completed transcript to the appropriate
office at the student’s home university.

5. Student Status
5.1.

Exchange students will at all times remain enrolled as full-time degree
students at their home university. They will at no time be considered as
candidates for degree programs at a host university.

5.2.

Exchange students will be registered as non-award students at a host university
and as such will enjoy the same privileges with regards to access to medical,
sports and other facilities normally extended to international students at a
host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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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Exchange students will be subject to the laws and customs of a host country,
and the rules and regulations of a host university.

6. Application Deadlines
6.1.

Students applying to study for one full academic year will submit all of the
required completed application documentation to a host universit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pplication deadline set by the host university. A host
university will announce their decisions on the acceptance of students at least
one month prior to the date of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academic year in which
the students are applying to study.

6.2.

Students applying to study for one academic semester will submit all of the
required completed application documentation to a host university in
accordance with the application deadline set by the host university. A host
university will announce their decisions on the acceptance of students at least
one month prior to the date of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academic semester in
which the students are applying to study.

7. Financial Arrangements
7.1.

Exchange students will continue to pay the normal tuition fees and other
compulsory fees required by their home university.

7.2.

Exchange students will be exempt from tuition fees at a host university.

7.3.

At the discretion of a host university, exchange students may be required to
pay fees for course materials, access to computers, and any other fees normally
charged by a host university to their regular student body.

7.4.

Exchange students will be responsible for all other expenses incurred pursuant
to their course of study at a host university. Such expenses will include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travel, accommodation, medical/health insurance,
and all living expenses.

8. Accommodation
8.1.

A host university will provide an exchange student with information on the
availability and cost of accommodation suitable for the duration of their stay
at a host university.

9. Visa Arrangements
9.1.

Each exchange student will be responsible for obtaining a visa and all other
related documents required for their period of study at a host university.

9.2.

A host university will provide an exchange student with all of the necessary
documentation to support their visa application.

10. Health Insu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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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Exchange students must have Medical and /or Health insurance coverage as
required by a host university for the duration of their period of study.
10.2. Exchange students will be responsible for the cost of obligatory Medical and/or
Health insurance.

11. Termination of a Student’s Course of Study
11.1. In the event that an exchange student’s academic work and/or behavior is judged
by a host university to be below the standard that the host university
determines to be acceptable, a host university may terminate an exchange
student’s course of study and order the student to return to their home
university.
11.2. A host university will not invoke their right of termination without prior
consultation with the student’s home university.
11.3. In the event of an exchange student prematurely terminating their course of
study at a host university, the host university will immediately inform the
student’s home university of its intended course of action.

12. Duration, Renegotiation and Termination of This Addendum
12.1. This addendum will remain in effect for a period of five years, from the date
of its co-signature by authorized representatives of the Parties. At the time
of its expiry, subject to the mutual consent of the Parties, this addendum may
be renewed for a further period of five years.
12.2. Either Party may, by tendering a six-month written notice of their intention,
request the revision of a part of this addendum. The revision of any part of
this addendum may only be made after joint consultation and with the subsequent
mutual consent of the authorized representatives of the Parties.
12.3. Either party may, by tendering a six-month written notice of their intention,
request the termination of this addendum in advance of its expiration date.
Should such termination be mutually agreed by the Parties, all students who
have already commenced studies under the terms of this addendum will be allowed
to complete their studies under the conditions applying at the time when the
notice was accepted.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Professor Dr. Der-Tsai Lee

Dr. Tran Van Dien

President

Rector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Forestry

Thai Nguyen University of Agriculture and

Date: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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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號：第 7 案【編號：102-383-B7】

提案單位：國際事務處
案

由：擬訂定「國立中興大學外國學生獎學金實施辦法」(草案)，請 審議。

說

明：
一、為有效提升未來赴本校攻讀學位之外生素質，擬改革現有獎學金制
度，轉型為競爭型獎學金並依學生狀況分成三種類型：
「菁英新生獎
學金」、「在學生學術獎學金」及「在學生配合型獎學金」。「菁英新
生獎學金」以新生為優先考量，在學生以學術表現為主要評估標準，
希望系所或指導老師能部分負擔獎學金，學校則配合減免學費及雜
費。
二、依據第 382 次行政會議第 4 案「訂定本校外國學生獎學金設置辦法」
決議：
「本案請徐副校長主持，召集國際處、各學院院長與主計室研
議修正後簽請校長核可，再提下次行政會議追認。」
三、上述會議已於 103 年 1 月 27 日(一)下午 2 點召開，本次討論決議如
下：(一) 訂定外國學生獎學金實施辦法，將原先第四條第一款申請
資格修改為申請者需滿足修課規定外，申請時前兩學期學業平均成
績為班排名前 30% (名次除以人數小於 0.3)或班排名為第 1 名。(二)
修訂國立中興大學外國學生獎學金設置辦法一案通過。
四、此會議紀錄簽呈已於 103 年 2 月 6 日校長核可。
五、因配合 103 學年度外國學生申請入學時程，擬於 103 年 2 月 10 日先
行公布實施，並提送此次行政會議追認。
六、檢附「國立中興大學外國學生獎學金實施辦法(草案)」逐點說明(如
附件 1)及校長核可之簽呈(附件 2)。

辦

法：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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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外國學生獎學金實施辦法
中華民國103年2月19日第383次行政會議訂定

第一條

本校為招收優秀外國學生入學，及鼓勵在校之優秀外國學生，特設置「外國學生獎
學金」獎助依「國立中興大學外國學生招生規定」來校修讀學位之外國籍學生。

第二條

本校外國學生獎學金所需經費來源為教育部邁向頂尖大學經費及其他補助款、或由
本校校務基金五項自籌款之捐贈收入支應，並得視經費調整之。

第三條

菁英新生獎學金：
一、申請資格：成績優秀新生。
二、申請時間：依本校外國學生申請入學時間辦理。
三、申請所需資料：依本校外國學生入學申請文件進行審查。
四、申請及審查程序：入學申請表中勾選欲申請本校獎助，由各系所依申請者繳交
之文件進行初審，排序後將結果送至所屬學院，由各學院複審受獎建議名單後，
提送「國立中興大學外國學生獎學金審查委員會」審定，審定結果冊列陳報校
長同意後，分別通知受獎者。
五、獎學金金額：
第一級：每月新台幣二萬元獎學金並得同時全額減免學費及雜費（包括學分費
及學雜費基數）。
第二級：每月新台幣一萬元獎學金並得同時全額減免學費及雜費（包括學分費
及學雜費基數）。
六、發放方式：每次核給時間以一學年(9 月至次年 7 月)為原則，由學校每月撥款
入戶。惟春季班入學者受獎期限為該年 3 月至 7 月。

第四條

在學生學術獎學金：
一、申請資格：
(一)大學部：每學期至少應修讀 9 學分以上，且申請時前兩學期學業平均成績為
班排名前 30% (名次除以人數小於 0.3)或班排名為第 1 名。
(二)研究所：每學期至少應修讀 6 學分以上，且申請時前兩學期學業平均成績為
班排名前 30% (名次除以人數小於 0.3)或班排名為第 1 名。
(三)延後一學期入學之新生待當學期成績公布後始得審查。
(四)僅有一學期成績之在學學生，則以前一學期成績為審查標準。
二、申請時間：每年 2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
三、申請所需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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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填妥之申請表。
(二)含排名之在校歷年學業成績單乙份。
四、申請及審查程序：由各系所依申請者繳交之文件進行初審，排序後將結果送至
所屬學院，由各學院複審受獎建議名單後，提送「國立中興大學外國學生獎學
金審查委員會」審定，審核結果冊列陳報校長同意後，分別通知受獎者。
五、獎學金金額及名額：每人每月一萬元獎學金並得同時全額減免學費及雜費（包
括學分費及學雜費基數）。名額將依經費狀況彈性調整。
六、發放方式：每次核給時間以一學年(8 月至次年 7 月)為原則，由學校每月撥款
入戶，需每年申請，逐年審核。
第五條

在學生配合型獎學金：
一、申請資格：
(一)就讀一學期以上在學外國學生。
(二)非本校在學生學術獎學金受獎生。
二、申請時間：每年 7 月 1 日至 7 月 31 日。
三、申請所需資料：
(一)填妥之申請表。
(二)含排名之在校歷年學業成績單乙份。
(三)系所或指導教授出具請領時間自 8 月至次年 7 月且配合款金額為新臺幣六千
元以上之聲明書。
四、申請及審查程序：各系所依申請者繳交之文件進行初審，排序後將結果送至所
屬學院，由各學院複審受獎建議名單後，提送「國立中興大學外國學生獎學金
審查委員會」審定，審定結果冊列陳報校長同意，分別通知受獎者。
五、獎學金名額及金額：每人每月四千元獎學金並得同時部分減免學費及雜費（含
學分費及學雜費基數），依本校一般生收費標準收費。名額將依經費狀況彈性
調整。
六、發放方式：每次核給時間以一學年(8 月至次年 7 月)為原則，由學校每月撥款
入戶，需每年申請，逐年審核。

第六條

獎助原則：
一、本獎學金與政府各機關所提供之外國獎學金不得重覆領取，違反者得撤銷獎助
資格。若有溢領情事，一經查證屬實，應予繳回。
二、受獎生如於同一年度領取其他高額獎學金，且每月獎助金(不含本獎學金)累計
總額為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上，經查證屬實，即喪失獎助資格。
三、受獎生需於每學期完成註冊後，始得續領獎學金。
四、受獎生如有嚴重違反校規之行為者，即限額扣除獎學金或喪失獎助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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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受獎生畢業、休學、退學或轉學，即喪失獎助資格。
六、領取期間規定：未經本校核可，自行出境者，自出境日起停發本獎學金。受獎
學生申請恢復時，應經審查委員會核可後，始續發給。
第七條

本獎學金之審查委員會由國際長、教務長、學務長、研發長及各學院院長組成，國
際長為召集人及會議主席。國際事務處外籍學生事務組為作業單位。

第八條

本辦法適用於 103 學年度起入學之外國學生。102 學年度前入學者受「國立中興大
學外國學生獎學金設置辦法」規範之。

第九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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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號：第 8 案【編號：102-383-B8】

提案單位：國際事務處
案

由：擬新增、修正「國立中興大學外國學生獎學金設置辦法」第十三、
十四條條文，提請 討論。

說

明：
一、為配合新增訂之「國立中興大學外國學生獎學金實施辦法」，擬新增
明定本辦法適用之學年度條文。
二、依據第 382 次行政會議第 4 案「訂定本校外國學生獎學金設置辦法」
決議，本案請徐副校長主持，召集國際處、各學院院長與主計室研
議修正後，簽請校長核可，再提下次行政會議追認。
三、上述會議已於 103 年 1 月 27 日(一)下午 2 點召開，本次討論決議如
下：(一) 訂定外國學生獎學金實施辦法，將原先第四條第一款申請
資格修改為申請者需滿足修課規定外，申請時前兩學期學業平均成
績為班排名前 30% (名次除以人數小於 0.3)或班排名為第 1 名。(二)
修訂國立中興大學外國學生獎學金設置辦法一案通過。
四、此會議紀錄簽呈已於 103 年 2 月 6 日校長核准。
五、因配合 103 學年度外國學生申請入學時程，擬於 103 年 2 月 10 日先
行公布實施，並提送此次行政會議追認。
六、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附件 1)、修正前條文(附件 2)及校長核可之簽
呈各乙份(請參閱第 7 案附件)。

辦

法：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

決

議：照案通過。

國立中興大學 103.2.19 第 383 次行政會議紀錄~50

國立中興大學外國學生獎學金設置辦法
中華民國 92 年 11 月 26 日第 300 次行政會議訂定
中華民國 94 年 1 月 12 日第 309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5 年 10 月 25 日第 323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6 年 3 月 21 日第 326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0 年 3 月 7 日第 360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0 年 5 月 11 日第 362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0 年 6 月 22 日第 363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0 年 10 月 26 日第 365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第三、四條)
中華民國 101 年 3 月 28 日第 369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第十一條)
中華民國 102 年 4 月 10 日第 377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第三、四、六條)
中華民國 103 年 2 月 19 日第 383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第十三、十四條)

第一條

本校為招收優秀外國學生入學，以及鼓勵在校之優秀外國學生，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外國學生獎學金所需經費來源為教育部邁向頂尖大學經費及其他補助款、或由
本校校務基金五項自籌款之捐贈收入支應，並得視經費調整之。

第三條

申請資格
一、新生：凡依本校「外國學生申請入學」方式申請者，本校獎學金審查委員會於
審查入學資格時，同時核定其獎助。
二、舊生：修滿一學期之在學外國學生，並符合下列條件者：
（一）大學部學生：申請時前兩學期學業成績平均達 60 分以上；已修滿畢業學分者
除外。
（二）研究生學生：每學期至少應修讀 6 學分(含)以上，且申請時前兩學期學業成
績平均達 70 分(含)以上，已修滿所屬系所規定之專業學科學分者除外。
（三）延後一學期入學之新生待當學期成績公布後始審查。
（四）僅有一學期成績之在學學生，則以前一學期成績為審查標準。
三、申請者需符合上述條件外，同一年度必須未領其他高額獎助金，每月獎助金累
計總額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上。

第四條

獎助金額
一、本校外國學生獎學金獎助分為獎助金及學雜費減免兩項。
（一）獎助金：每月新臺幣兩千元為一基數，最高不得超過十個基數（新臺幣兩萬
元）。
（二）學雜費減免：分成部分減免或全額減免；大學部減免項目為學費及雜費，研
究所減免項目為學雜費基數及基本學分費。
二、申請者得同時獲得獎助金及第二項學雜費減免。
三、獲獎之項目及金額由本校外國學生獎學金審查會委員依據申請者繳交之成績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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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學 術表現等證明文件審查擇優核定之。
第五條

申請期限：每年二月一日至三月三十一日。

第六條

申請所需資料：
一、新生：依本校外國學生入學申請文件進行審查。
二、在校生申請獎助延長或恢復時應繳交:
（一）填妥之申請表。
（二）在校歷年學業成績單乙份。
（三）指導教授或授課教師填寫之學生評鑑表乙份。
（四）其他學術成就之證明文件。

第七條

申請及審查作業程序：
一、新申請入學者，在入學申請表中勾選欲申請本校獎助；在校生填寫本校獎學金
申請表。
二、申請者資料由國際事務處外籍學生事務組初審證件合格後於每年四月三十日前
送各系、所、學位學程複審排列獲獎名次，之後再由國際事務處外籍學生事務
組收件後彙送「國立中興大學國際獎學金審查委員會」審查核定之。
三、審核通過後，冊列陳報校長同意，於網站公告並分別通知被接受入學或已在校
就讀之申請人。

第八條

審查委員會：由國際長、教務長、學務長、研發長及各學院院長組成，國際長為召
集人及會議主席。國際事務處外籍學生事務組為作業單位。

第九條

審查標準：
一、學術表現佔 70﹪。
二、其他表現佔 30﹪。

第十條

獎學金發放方式：每次核定以一學年（八月至次年七月）為原則，需每年申請，由
學校每月撥款入戶。受獎學生如有嚴重違反校規之行為者，即限額扣除獎學金或喪
失申領資格。受獎學生因休學、退學或畢業，即喪失申領資格。

第十一條

獎學金累計年限：大學部以四年為限（獸醫學系五年）
，碩士班以三年為限，博士
班以四年為限，碩士班逕修讀博士班者以五年為限。

第十二條

領取期間規定：未經本校核可，自行出境者，自出境日起停發本獎學金。受獎學
生申請恢復時，應經審查委員會核可後，始續發給。

第十三條

本辦法適用於 102 學年度前入學之外國學生。

第十四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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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號：第 9 案【編號：102-383-B9】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

由：擬訂定「國立中興大學人類研究倫理審查辦法」
（草案）
，請

說

明：

討論。

一、依本校 103 年 1 月 8 日第 382 次行政會議臨時動議第 1 案決議辦理。
二、旨揭辦法係依「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推動專題研究計畫人類研究
倫理審查制度第二期試辦方案」規定略以：「指定審查組織辦理研究
倫理審查之執行機構，應就審查之申請程序訂定作業辦法，向本會
登錄備查」訂定之。
三、檢附「國立中興大學人類研究倫理審查辦法」（草案）如附件。
辦

法：行政會議通過後公告實施。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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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人類研究倫理審查辦法
中華民國 103 年 2 月 19 日第 383 次行政會議訂定

第一條

國立中興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推動本校人類研究申請倫理審查，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人類研究，係以個人或群體為對象，並使用觀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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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知識探索活動。

第三條

本辦法適用對象，為尚未開始使用觀察、介入或互動之方法獲得研究參與者個人資
訊之人類研究，或尚未開始使用包含個人資訊之資料庫進行次級資料分析之人類研
究。

第四條

符合前條規定之研究主持人，應於送審前先行評估執行之人類研究是否符合研究倫
理原則，並依本校指定之人類研究倫理審查組織（以下簡稱審查組織）之規定備齊
相關送審文件提出申請，必要時應先諮詢審查組織。

第五條

人類研究之倫理審查程序，依審查組織之相關規定進行。

第六條

依據人體研究法第五條規定，研究主持人實施研究前，應擬定計畫，經審查組織審
查通過，始得為之。但研究計畫屬主管機關公告得免審查之研究案件範圍者，不在
此限。

第七條

審查服務費用由研究主持人依審查組織訂定之收費標準支付。

第八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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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號：第 10 案【編號：102-383-B10】

提案單位：生物科技發展中心
案

由：擬修正「國立中興大學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設置辦法」名稱
及部分條文，請 討論。

說

明：
一、依據行政院農委會 102 年 8 月 26 日農牧字第 1020043122D 號函及本
校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 102 年第 2 次委員會議決議辦理。
二、檢附「國立中興大學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條
文對照表 （附件 1）、現行辦法（附件 2）
。

辦

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

決

議：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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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設置及管理辦法
中華民國 101 年 1 月 4 日第 367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3 年 2 月 19 日第 383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名稱及第 2~3、7~9 條）

第一條

本校為完善有效管理實驗動物，特依「動物保護法」第十六條之規定，設立「國立
中興大學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英文名稱為 The
Institutional Animal Care and Use Committee of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簡稱 IACUC of NCHU）。

第二條

本會之任務如下：
一、審核本校各單位進行實驗動物之科學應用。
二、研擬有關本校科學應用實驗動物之教育訓練計劃。
三、提供本校有關動物實驗設計之科學應用諮詢意見。
四、提供本校有關實驗動物飼養設施改善之建議。
五、監督本校實驗動物之取得、飼養、管理、應用及是否確依審核結果進行動物科
學應用。
六、提供本校年度執行實驗動物科學應用之監督報告。
七、每半年應依查核表實施內部查核一次，並填報查核總表列為向主管機關呈報之
依據。
內部查核項目如下：
（一）軟體查核：包括機構政策與職責、動物健康與照護及動物飼養管理。
（二）硬體查核：包括動物飼養區域與供應區域、儀器與設備及動物手術或實
驗場所。
八、機構如使用猿猴、犬、貓進行科學應用時，本會應提供審核通過之該等動物實
驗申請表影本，並列為監督報告之附件。
九、受理該機構違反本辦法相關規定之動物科學應用爭議案件。
前項年度監督報告應於年度結束後三個月內報中央主管機關備查，並副知所屬直轄
市或縣（市）主管機關。

第三條

本會置委員十三人，由校長指定副校長一人及生物科技發展中心主任為當然委員，
其餘委員由生命科學院（二人）、農業暨自然資源學院（三人）、獸醫學院（四人，
至少含獸醫師一人）
、理學院（一人）
、工學院（一人）
，各院推派助理教授（含）以
上教師擔任，由校長聘任之。委員一任兩年，任滿得續聘之。
委員應包括獸醫師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動物實驗管理訓練合格之專業人員，且前
述委員自擔任本會成員之日起，應每三年至少接受一次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動物
實驗管理訓練，並取得合格證書，始得繼續擔任本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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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本會設主任委員一人，由本會委員互選，並經校長核定後任命之，主任委員兼召集
人及會議主席。

第五條

有關實驗動物相關計畫之一般及專業審查流程，由本會另定之。本會行政業務，由
生物科技發展中心協助辦理。

第六條

本會得視需要諮詢專家學者，就特殊個案提供專業之建議。參與之外聘專家學者，
得依本校規定支給出席費。

第七條

本會每年至少召開一次會議，必要時得增開會議。會議必須有半數以上之委員出席
始得開議，有半數以上之出席委員同意始得決議。

第八條

利用實驗動物進行科學應用者應事先提出申請，申請內容包括計畫名稱、計畫主持
人、實驗動物種類、品種、數量、實驗設計、執行期限、負責進行動物實驗之相關
人員名冊、依動物保護法第十五條第一項規定所進行之替代、減量及精緻化之評估
說明等資料，經本會審議核可，始得進行；經核可之內容變更時，亦同。

第九條

本會發現本校進行實驗動物之科學應用，違反本辦法相關規定，或未依前條核可內
容辦理時，應勸導改善，經勸導仍未改善者，得終止其實驗動物之使用；情節重大
者應通報所屬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依本法及相關規定處理，並副知中央主管
機關。

第十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施行，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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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號：第 11 案【編號：102-383-B11】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

由：擬修正本校「資深績優技工工友及駐衛警察隊隊員獎勵辦法」
（含附
表）第六條條文案，提請 討論。

說

明：
一、依據本校 102 年 4 月 18 日第八屆績優技工工友及駐衛警察隊員評審
委員會會議決議辦理。
二、檢附本校「資深績優技工工友及駐衛警察隊隊員獎勵辦法」修正條
文對照表及修正之推薦表（附件 1、2）各乙份。

辦

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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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資深績優技工工友及駐衛警察隊隊員獎勵辦法
中華民國 94 年 10 月 27 日經總務處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4 年 11 月 7 日核定公布施行
中華民國 94 年 12 月 20 日第一次修訂
中華民國 98 年 3 月 25 日人事室室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5、6、8、9 條條文）
中華民國 99 年 3 月 3 日第 350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第 3、6、7、9 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0 年 5 月 11 日第 362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新增 4 之一條文、第 6 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2 年 1 月 16 日第 375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名稱及全部條文）
中華民國 102 年 2 月 27 日第 376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第 3、5、6 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3 年 2 月 19 日第 383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第 6 條條文）

第一條

為鼓勵本校技工工友及駐衛警察隊隊員同仁辛勞，激勵工作士氣，提昇服務品質及
工作績效，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獎勵對象：
一、服務資深人員表揚：技工工友及駐衛警察隊隊員在本校服務年資每滿十年以上
者。
二、服務績優人員表揚：工作表現優良，具有績優事蹟者。

第三條

本辦法獎勵人數如下：
一、服務資深人員：以服務年資計，不受人數限制。
二、服務績優人員：技工工友每年遴選至多五名，駐衛警察隊隊員遴選至多一名。

第四條

本校技工工友及駐衛警察隊隊員具有下列各款事蹟之一足認表現傑出者，得被推薦
為年度績優人員侯選人：
一、研訂及執行學校政策、計畫或法規，經實施後具有優異成效者。
二、對於校務發展或校園設施，提出重大革新方案，經採行後確有具體優良成效者。
三、針對本職工作或主管交辦業務，提出革新作法或積極推行具有卓越成效者。
四、熱心服務，不畏艱勞，不辭勞怨，主動解決困難，圓滿達成任務，有助提昇公
務人員聲譽者。
五、搶救重大災害或消弭重大意外事故，處置得宜，對維護師生生命或學校財產安
全有貢獻者。
六、個人發明或著作，經有關機構審查認定，對本校學術發展或本職業務具具有顯
著貢獻者。
七、忠於職守，默默付出，感動人心，有具體事蹟者。
八、其他特殊優良事蹟足為表率者。

第四條之一

基於獎勵不重複原則，當年度入選績效獎金，或最近三年內曾獲選績優技工工
友及駐衛警察隊隊員者，不得重複推薦遴選服務績優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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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所定「最近三年內」，係以獎勵當年度前一年起三年內計算。
第五條

具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推薦參加本校績優技工工友及駐衛警察隊隊員選拔：
一、最近三年曾受刑事或懲戒處分者。
二、最近三年考績曾列丙等者。
三、選拔年度內有曠職情事或平時考核有不良紀錄者。

第六條

薦選方式：
一、服務資深人員：在本校服務之技工工友及駐衛警察隊隊員年資滿十年、二十年、
三十年、四十年者（以十年為級距選定獎勵員額）
，年資採計係依據人事資料採
計至前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由人事室彙整後提請本校績優技工工友及駐衛
警察隊員評審委員會審議。
二、服務績優人員：
（一）推薦：
1.由服務單位一級主管推薦。
2.由本校編制內教職員工及駐衛警察隊隊員十人以上聯署推薦。
（二）送審：績優人員遴選推薦表及佐證資料於每年三月三十一日前提送人事室彙
整後，並擇期提請績優技工工友及駐衛警察隊員評審委員會審議。
（三）審議：
1.設置「績優技工工友及駐衛警察隊員評審委員會」
：由主任秘書擔任召集人，
總務長、人事室主任、主計室主任、人事室承辦組組長、事務組組長為當然
委員；另由全校技工工友互推舉六名技工工友；駐衛警察隊隊員互推舉一名
隊員擔任評審委員，連選得連任，被推薦服務績優人員不得同時為當年度評
審委員。
推舉之評審委員如不足六人時，由人事室簽請校長遴聘。
2.評審委員會召開得請單位主管或推薦人列席報告被推薦人績優事蹟。
3.評審委員會召開需有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其決議以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
行之。
（四）核定：經評審委員會票選通過之績優人員，由人事室簽報校長核定後於公開
場合表揚之。

第七條

本辦法獎勵方式如下：
一、服務資深人員：頒發獎狀。
二、服務績優人員：頒發獎狀及新台幣伍千元。

第八條

辦理資深、績優技工工友及駐衛警察隊隊員獎勵所需經費，由年度相關經費支應。

第九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並陳報校長核定後發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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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第

屆

年度績優技工工友及駐衛警察隊隊員推薦表
填表日期：

姓名

性別

單位

職稱

出生
日期
到職
日期

通訊

聯絡

地址

電話

最近三
年考績
最近三
年表現

（一）

年

等

（二）

年

年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等

（三）

日

照片浮貼

年

等

平時考核： □表現優良
刑事處分：□有

被推薦人符合本校技工工友
及駐衛警察隊隊員獎勵辦法

□無

第

懲戒處分：□有

四

條 第

□無

□表現良好
□表現尚可

項 之 規 定。

具體
優良
事蹟
陳述
佐證
資料
推薦人簽章
＊下列兩種方式：
（1）由一級主管
署名推薦。
（2）由 10 名以上
教職員工及
駐衛警察隊
隊員聯署推
薦。

單 位
主 管

【※請註明單位及職稱】

人事室

人事室
主 任

審查結果
備

月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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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號：第 12 案【編號：102-383-B12】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

由：提請修正「國立中興大學財物管理作業要點」第二點、第五點及第
六點，請 討論。

說

明：
一、原要點為條文化，擬改為要點化，以符法制作業；由條列改為要點，
條文內容中款、目次亦應配合一併調整。
二、原要點第二點有關財務之分類、說明、登記及管理原則以表格方式
呈現，過於複雜，不盡妥適，故將原表格實質內容不動，以國立中興
大學財務管理授權分工表簽請校長核定 (103.01.27 奉准在案)，原
要點第二點刪除，以下點次配合修正。
三、因應現況，增列契約進用人員可任單位財物管理人員，及修改物品
管理之規定

辦
決

法：檢附本要點現行條文及修正條文對照表，提行政會議討論通過後實
施。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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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財物管理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 95 年 9 月 20 日第 322 次行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7 年 10 月 22 日第 339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第 8 條)
中華民國 99 年 12 月 29 日第 359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第 2、4、5、6、7、8、11、14 條)
中華民國 102 年 6 月 11 日第 379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第 8 條)
中華民國 103 年 2 月 19 日第 383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全部條文)

一、爲期本校所有財產及物品有效管理，以利財物發揮使用效能，避免浪費，爰依國有公用
財產產籍管理之相關法規訂定本要點。
二、財物之編號及使用年限係依據行政院訂頒「財物標準分類」之規定辦理。
三、新建或修建之建築物完工，經營繕組會同會計室及使用單位驗收完竣後，營繕組須提供
該建築物使用執照、建築物空間配置數據表、竣工圖、竣工圖電子檔等相關資料，交由
保管組向地政機關辦理建築物產權登記。
舊有之建築物拆除前，營繕組應提供該建築物拆除執照等相關資料，交由保管組向地政
機關辦理建物滅失登記。如該建築物尚未達使用年限或造價金額三千萬元以上，尚須陳
報教育部轉審計部核准後，始得進行拆除工作。
四、財物管理係採用分層負責保管制：
（一）財物登記管理單位：總務處保管組負責全校財物登記管理工作，圖書館負責全校圖
書、視聽資料與單價超過一萬元以上軟體登記管理工作。並應備置增減、異動原始
憑證，其所登記之帳冊資料應與會計室帳目相符。
（二）財物使用保管人員：各院、系（所）
、中心、處、館、室、組等單位所屬財物之請購
或實際使用人員，負責所使用財物之保管、養護、簡易修繕及財物增減、移動、報
廢等相關事宜。如請購之財物係供單位共同使用者，由單位主管指定專責保管人員。
（三）單位財物管理人員：基於各單位財物使用人員眾多，且辦公地點分散，為達到使用
管理單位對使用中之財物負管理之責，各單位主管應指定單位內正式編制人員或契
約進用人員(至多二人為限)負責該單位財物管理工作。人員異動時，應即通知保管
組辦理異動手續。
（四）財物管理人之工作項目：
1.協助辦理該單位財物管理登帳等工作。
2.請財物保管人（使用人）在財物增減單上簽名確認。
3.分送財物標籤，請保管人（使用人）黏貼於財物上。
4.配合年度盤點及上級單位視察時協調聯繫。
5.財物保管人（使用人）離職時，協助財物移交工作。
五、物品管理：
（一）除公文封、傳遞袋、送件簿等共同需求之印刷品由總務處依實際需要統籌購置外，
各單位得依其實際需求，自行依規定購置。
（二）物品之領用，僅限於公務使用，學生社團及教師個人研究計畫案所使用之文具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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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不得領用。
（三）領用物品時，領用人應填寫領物單，並經單位主管簽章後，向保管組領用。
六、爲避免災害發生時財產遭受重大損失，本校所有財產得按財產之性質及預算，以財產帳
面價值，向保險機構投保；投保之財產，如發生災害致遭受損失時，財產管理單位應保
持現場原狀，並依規定時限，將災害時間、地點及財產損毀情形等，立即通知保險機構
派員查驗理賠；財產管理單位於財產保險到期前，視需要辦理續保手續。
七、各單位財物使用保管人員及財物管理人員應注意事項：
（一）各單位購置財物交貨時，由使用保管人負責驗收保管責任，並將財產標籤黏於明顯
處。(若財產條碼須以噴漆處理者，在不影響財物使用功能之前提下，請自行衡酌辦
理)
（二）各類財物之請購及支出憑證經核章完備後，除特殊原因外，其購置之財產或非消耗
品通知單應於七日內擲交保管組，俾利財物登帳列管。
（三）使用保管人員應經常注意財物之保養維護，並作保養狀況之檢查及維修紀錄，對
於已達使用年限而不堪使用之財物，應會同財物管理人員辦理報廢、繳交廢品及
銷帳手續。
（四）各財物管理人員於接管財物時，應逐項點收，如有不符，得不予簽章並查明原因追
究責任。
（五）使用保管人與管理人員對所經管之財物，應隨時檢查，並定期盤點，如發現有所缺
少時，應查明原因依情節輕重依法處理。除經查明已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者外，應
負賠償之責，賠償原則如下：
1.損壞之財產經修復後仍可使用，而不減低使用效率者，依修復時所需費用賠償之。
2.損壞財產不堪繼續使用或遺失、毀損者，賠償方式以重置相同財物為原則，無法以
相同財物賠償時，以重置同等或更高使用效率產品抵充，或按下列方式計算賠償價
金：
（1）已達使用年限之財物：以「原值／（已購置年限＋1）」之殘值賠償之。
（2）未達使用年限之財物：
A.使用年限剩 1 年以內之財物，以 1 年（原值／使用年限）的金額賠償之。
B.使用年限尚有 1 年以上之財物，則以帳面價值（原值-直線法計算累計折舊額）
賠償之。
C.各項權利或珍貴動產不動產之賠償金額，得依審計法第九條規定，諮詢其他機
關團體或專門技術人員鑑定估價後賠償之。
3.賠償金錢者，應以遺失或損毀時重置同等使用效率財產之市價為準，併按已使用之
年限折舊（直線法）計算之。
（六）財物標籤如有毀損或不易辨識時，使用保管人或管理人員應向保管組辦理財產標籤
補發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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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各單位財物之借用，應注意下列事項：
1.書立借據，載明借用時之養護、安全保管責任。
2.如有附屬設備時，應列單作為借據附件。
3.收回時應逐項點收，並發還原借據。如有損壞或短少，應要求借用人賠償。
（八）各單位經管之財物，如需移轉至校內其他單位時，應填具財產移動單，並經雙方單
位主管同意，會知保管組辦理財物異動手續。如移撥(出)校外時，應事先會知保管
組並簽奉校長核准後辦理相關手續。
（九）遇有災害、竊盜、不可抗力或其他意外事故，致各單位財物損毀或滅失時，應保持
現場原狀、立即報請相關單位偵查，於案發三日內，檢同有關證明文件，簽請校長
核定後，函請審計機關核准解除其責任。前述有關證明文件，係指警察機關之鑑定
報告暨筆錄、案發現場照片、其他物證，以及依事實經過取具之合適證明與財物經
管人員所應負職責說明。
（十）離、調或解雇員工，辦理離職手續時，需將所經管財物點交清楚，保管組憑各單位
開立之「財物移交完畢證明」
，即認為該員所經管使用之財物已點交無誤。如有財物
移交不清者，依公務人員交待條例第十七條規定，其單位主管應以至多一個月之限
期，責令交待清楚，如再逾限，應即移送懲戒，其卸任或已任他職者，得通知其現
職之主管長官，先行停止其職務。
八、各單位財物如已達耐用年限，不堪使用或維修已不符經濟效益，得依規定辦理報廢，程
序如下：
（一）由財物使用保管人員填具財物減損單，經單位管理人員及單位主管核章後送保管組，
俾便審核。如財物未達使用年限而必須報廢者，申請人應敘明報廢之原因。
（二）財物經核定報廢後，申請單位須將核准之單據連同報廢品送交保管組辦理財物註銷
及減帳登記手續。若報廢財物數量眾多或體積過大，應會同保管組點交收回，在未
點交前，使用單位仍應負保管責任。
九、各單位財產毀損，致失原有效能不能修復，或可能修復而不經濟者，或因被竊及其他意
外事故而致毀損者，得依有關法令規定程序予以報廢；如未奉核定處理前應妥善保管，
不得隨意廢棄。
十、本校辦理報廢或毀損之財物，應依變賣、利用、轉撥、捐贈或銷毀等相關規定辦理。若
有殘餘價值者，可編造廢棄物品處理清冊予以標售，其標售所得價款一律繳交校務基金。
十一、本校不能利用之廢品而他機關可予利用者，得轉撥其他機關利用或與其他機關交換使
用。
十二、其他單位贈予本校之財產、物品，其管理方式比照一般財物管理辦法辦理，惟其毀損
失散之報廢，比照非消耗品方式處理。
十三、財物管理人員之獎懲：
（一）各單位財物管理人員，對所經管之財物，善予保養致使用年限延長，或遇災害預
先防範，或將無用之廢財改造成有用之財，確有事實可資證明者，得由各單位主
管提請敘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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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單位財物管理人員或使用保管人員對其所經管使用之財物，如有盜賣、調換、
化公爲私，據爲己有，渉及侵佔刑責者，依法究辦；對所經管之財物如有任意轉
移、出租、撥借或毀損，隱匿不報者，一經查覺，視情節輕重議處之。
十四、總務處保管組應依規定每年實施全校財物盤點，各單位配合先行對所屬財物實施盤點。
必要時，得隨時派員不限次數抽查或盤點。全校盤點結束後，由保管組將盤點結果及
建議事項彙整，以書面陳報校長後通知各單位檢討改進。
十五、
（一）圖書館應於每月五日前，將上月新增減圖書財產填列財產單擲送保管組彙辦財產
月報表。年底時將財產目錄及總表送保管組彙辦，陳報教育部及行政院主計處。
（二）藝術中心應於每月五日前，將上月珍貴動產、不動產增減結存表及珍貴動產、
不動產增減表送保管組彙辦；年底時將財產目錄及總表送保管組彙辦，陳報教
育部及行政院主計處。
十六、保管組應將本校每月財產之增減，填報財產增減表，於每月十五日前，陳報教育部及
行政院主計處核備；每年年度終了，應編造財產目錄及財產總表，陳報教育部及行政
院主計處。
十七、本要點若有未盡事宜，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八、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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