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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 105 學年度第 17 次(106 年 4 月 24 日)行政會議紀錄 

(106 年 5 月 2 日核定，經 105 學年度第 18 次行政會議確認) 

 

時間︰106 年 4 月 24 日（星期一）下午 1 時 30 分 

地點：雙溪校區國際會議廳 

主席︰潘維大校長 

出席︰趙維良副校長(巨資學院院長、華語教學中心主任)、詹乾隆教務長、莊永丞學務長、 

阮金祥總務長、王志傑研發長(教學資源中心主任)、姚思遠學術交流長、人社院黃秀端院長、

外語學院林茂松院長、理學院宋宏紅院長、法學院洪家殷院長、人事室林政鴻主任、 

會計室洪碧珠主任、電算中心余啟民主任、推廣部劉宗哲主任、體育室東方介德主任、 

校牧室黃寬裕主任 

列席︰中文系鍾正道主任、政治系陳立剛主任、社會系石計生主任、 

社工系萬心蕊主任(吳秀禎秘書代)、師資培育中心賴光真主任、日文系蘇克保主任、 

語言教學中心呂信主任、數學系林惠文主任、物理系巫俊賢主任、化學系何美霖主任、 

微生物系張怡塘主任、會計系謝永明主任、企管系胡凱傑主任、國貿系陳宏易主任、 

國際商管學程詹乾隆主任、副校長室陳雅蓉專門委員、圖書館張孝宣專門委員 

請假：董保城副校長、商學院傅祖壇院長、秘書室王淑芳主任秘書(社會資源長)、圖書館林聰敏館長、 

紀錄︰藺以雯秘書 

壹、宣布開會 

貳、頒獎：資源教室同學微電影作品「微顯，危險」，榮獲衛生福利部「發揮影響力。終結性

別暴力」活動第 4名佳績。 

參、確定議程：確認 

肆、主席致詞： 

一、 城中校區購地案經董事會審慎討論後，決定先予以緩議，擬組成推動小組持續推動，

持續向各位師長說明進度。 

二、 大陸學位生名額將由原本 4,000多個減少至 2,500個，當中 1,500個為碩博士班，學

士班僅剩 1,000個名額，再依比例分配各校，本校恐將由原本 55位減少為 25 位，

且名額可能會逐年減少。 

伍、確認上次會議紀錄：確認通過 

陸、報告事項 

一、上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洽悉 

二、有關本學年度行政會議決議（定）管制事項 

說明： 

（一）本行政會議 105 學年度第 17 次會議決議（定）管制事項，業經本室

箋請承辦單位填復辦理情形，並經彙整完峻（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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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檢查 3 項，執行情形詳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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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行政及學術單位業務報告 

趙維良副校長報告：參閱 PPT 檔案 

詹乾隆教務長報告：  

一、大學申請入學報考人數在少子化衝擊下減少 6,000 餘人，請各學系全力爭取考生

將本校列為優先錄取志願，如有需要，教務處將全力協助。 

二、碩士班正取生目前報到率近 70%，請各學系持續與正取生、備取生聯繫，多加宣

導，以提高本校報到率。 

三、調整下午上課時間至 1:10 案，請參閱附件 PPT 檔案。 

 校長指示：學生對於配套措施仍有疑義，請學務處就配套措施說明更加明確

化，群育中心直接溝通、了解各類型學生社團之不同需求。 

王志傑研發長：參閱 PPT 檔案 

會計室洪碧珠主任： 

優九聯盟會計委員會將於 5 月 19 日召開，本次會議由淡江大學主辦。 

電算中心余啟民主任： 

一、 上週台電臨時停電，感謝總務處緊急以 app 發出通知。 

二、 優九聯盟資訊主管會議將於 5 月 3 日召開，本次預計討論跨校選課、遠距 

陸、提案討論： 

第一案案由：請討論「東吳大學校務會議預算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案。 

提案人：會計室洪碧珠主任 

說明： 

一、本校組織規程第26條規定，預算委員會由「校務會議教師代表」所組成，

本校校務會議預算委員會設置辦法第3條規定，預算委員會由「校務會議

代表」所組成，為符合本校組織規程之規定，擬修正「東吳大學校務會

議預算委員會設置辦法」第3條。 

二、行政會議通過後，續送校務會議討論，檢附「東吳大學校務會議預算委

員會設置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附件1）及原條文（附件2），敬請討論。 

決議：通過，續送校務會議討論。 

 

第二案案由：請討論「東吳大學採購辦法」修正案。 

提案人：總務處阮金祥總務長 

說明： 

一、本校採購辦法於民國64年8月8日頒布，最近一次修正為104年11月23日，

自105年1月1日起施行迄今。為提高採購效率、品質，切合現行採購實務

及符合內控作業精神之前提下，參考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提出採購辦

法檢討修正，重點摘要如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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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增列單位自行採購項目及結報時應檢附相關佐證資料： 

1. 依目前採購實務，各單位訂購禮券及商品卡，銷售廠商多為固定

價格，並無議價空間，故增訂開放此類品項可自行採購及核銷。 

2. 凡列入共同供應契約商品，必經政府立約機關完成發包程序。各

單位請購金額未逾10萬元，若有廠商願以該年度之共同供應契約

價格提供相同商品者，可自行採購及核銷。 

3. 為減少檢核程序及爭議，符合自行採購之案件，結報時應檢附相

關佐證資料（如：網頁資訊、購買說明等）。 

(二) 修訂自行採購金額： 

考量近年消費者物價指數之增幅及網路購物流通案件日增，各單位可

小額自行採購之金額，由未逾 1 萬元提升至未逾 2 萬元，提升各單位

行政工作推動便利性。 

(三) 增訂申請「指定廠商/廠牌」情形： 

1. 參考政府採購辦法第 22 條規定，增訂「購買身心障礙者、原住民或

受刑人個人、身心障礙福利機構所提供之非營利產品或勞務」。 

2. 不宜以價格作為指定廠商或廠牌比較評估唯一條件之購案，得參考

採購辦法第 22 條評選採購作業原則辦理比較評估。採購單位應研

訂公布相關範本，提供各單位參考。 

(四) 修訂議、比價有關作業方式： 

1. 參考政府採購辦法第22條規定，增訂「購買身心障礙者、原住民

或受刑人個人、身心障礙福利機構所提供之非營利產品或勞務」。 

2. 參考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88年12月9日(88)工程企字第8820203

號函釋說明二，……如以限制性招標方式向國外廠商辦理採購，

無法當面議價者，可採書面或電子資料傳輸方式議價。 

3. 修改總價逾10萬元購案，準用共同供應契約採購： 

(1) 總價逾10萬元，未逾50萬元者，採購單位得逕向共同供應契

約任一家廠商採購。 

(2) 逾 50 萬元且為共同供應契約獨家製造或供應者，採購單位得

逕向該獨家廠商採購。 

(3) 逾50萬元有多家訂約廠商供應，應徵詢至少二家以上廠商，

經比較後擇價格最低或條件最優廠商訂購。 

(五) 修訂無需繳交押標金情形： 

參考政府採購辦法第30條規定，增訂勞務採購、以議價方式辦理之

採購及依市場交易慣例或採購案特性，無收取押標金、保證金之必

要或可能者，免收押標金。 

(六) 明確驗收主驗人原則： 

1. 針對總務處自提之購案及替其他單位代提之購案（通常為營繕組承

辦工程），其驗收主驗人，分別由主任秘書或原需求單位一級主管擔

任，清楚劃分主驗權責。 

2. 增列原需求單位指商、指廠時，主驗人由採購單位依本辦法第 7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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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項第 2 款迴避原則個案指定之。 

(七) 增列採購違失稽核： 

採購單位於每學年結束後1個月內，彙整採購違失案件送稽核專責人

員，視情節辦理稽核，以強化內控作業。 

(八) 增列採購文件存放規範： 

採購文件除送會計室核銷之相關支出憑證、必要資料外，其他採購

文件存管責任，由採購單位另訂細則規定之。 

二、檢附修正對照表（附件1）及原條文（附件2），敬請討論。 

決議： 修正後通過。 

 

第三案案由：請審議本校與韓國又松大學簽訂校級學術交流協議案。 

提案人：國際處姚思遠學術交流長 

說明： 

一、 本案業經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國際交流委員會第 3 次會議審查通過

(106.04.14)。 

二、 為強化本校與該校交流，提請簽署校級學術交流協議。檢附學校簡介（附

件 1）及約文草案（附件 2），敬請討論。 

決議： 通過。 

 

第四案案由：請審議本校與馬來西亞拉曼大學及大陸地區浙江大學簽訂校級學生交換

協議案。 

提案人：國際處姚思遠學術交流長 

說明： 

一、 本案業經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國際交流委員會第 3 次會議審查通過

(106.04.14)。 

二、 拉曼大學與本校自 2013年簽訂校級總約，因協議到期已於日前提請續約，

並經本校 105 學年度第 16 次行政會議通過(106.04.10)。現該校希望與本

校擴大交流項目，故再次提請簽署交換學生協議。 

三、 浙江大學為大陸地區 985、211 工程高校，亦為臺灣教育部承認之 155 所

大陸地區高校之一，中國校友會網 2017 中國大學排名榜 700 強排名第 5；

本校商學院曾於 2009 年 5 月 5 日與該校商學研究院簽署交流與合作協議

書，該約已到期未續簽。 

四、 為強化本校與兩校之交流與合作，提請簽署校級學生交換協議。檢附拉

曼大學學校簡介（附件 1）、約文草案（附件 2）及浙江大學學校簡介（附

件 3）、約文草案（附件 4），敬請討論。 

決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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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案案由：請審議本校與美國亞利桑那大學簽訂校級學術交流備忘錄案。 

提案人：國際處姚思遠學術交流長 

說明： 

一、 本案業經 105 學年度國際交流委員會第 4 次書面審查通過(106.04.17)。 

二、 該校於 2016 QS 世界大學排名 233，並且為美國大學協會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Universities) 認可的全美 60 所大學之一。 

三、 我校代表於 2017 年亞洲教育者年會 (APAIE) 展期中，與該校代表會面

討論合作可能。為建立兩校未來持續討論雙聯學制、其他形式學位合作、

教師研究與交流等合作基礎，該校提請簽訂學術交流備忘錄。協議內容

主要表達兩校可能合作之項目與合作意向，無強制履行義務之考量，如

要進一步執行合作內容則須另訂細則。檢附學校簡介（附件 1）與備忘錄

草案（附件 2），敬請討論。 

決議：通過。 

 

第六案案由：請討論「東吳大學教師請假辦法」修正案。 

提案人：人事室林政鴻主任 

說明： 

一、 為符合實際作業需要，擬參照教育部頒訂之「教師請假規則」內容，修訂

本校教師請假辦法。 

二、 本次修訂重點如下： 

(一) 明訂各類假別日數之計算方式：除延長病假、公傷假、公假及公差

假，依日曆日數計算外（需計入例假日），其餘各假別，均按校曆上

班日計算。 

(二) 明訂延長病假跨學年度時，應扣除各學年得請之事、病假日數。 

(三) 增訂教師因病留職停薪期間，為辦理退休或資遣者，得隨時申請復

職，並以復職當日為退休或資遣之生效日。 

(四) 明訂產假、婚假代課鐘點費之給付基準，分別為八週及三週，並敘

明「產前部份產假」、「提前婚假」代課鐘點費之給付，依請假日數

與原假別最高日數之比例計算。 

三、 檢附「東吳大學教師請假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附件 1）、原條文（附

件 2）及教育部之「教師請假規則」（附件 3），敬請討論。 

決議： 通過。 

 

柒、臨時動議：無 

捌、散會（1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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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一--上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 

 案由 決議 執行情形 

一 
請討論「東吳大學運動場地使

用辦法」修正案。 
修正後通過。 

依決議執行，會議紀錄確認

後，將簽請校長公布實施。 

二 
請討論「東吳大學職員在職進

修辦法」修正案。 
通過。 

依決議執行，會議紀錄確認

後，將簽請校長公布實施。 

三 
請討論「東吳大學組織規程」

修正案。 
通過。 

本案通過後將先提送規章

委員會提供意見，再提請校

務會議審議。 

四 

請審議本校與日本高千穗大

學、馬來西亞拉曼大學及大陸

地區濟南大學簽訂校級學術

交流協議案。 

通過。 

依決議執行，會議紀錄確認

後，由國際處辦理日本高千

穗大學、馬來西亞拉曼大學

簽約事宜；大陸地區濟南大

學之約文報請教育部同意

後簽署。 

五 

請審議本校與大陸地區東北

大學簽訂「學生交換」及「學

生交流」合作約定書案。 

通過。 
依決議執行，約文報請教育

部同意後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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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二—有關本學年度行政會議決議(定)管制事項 

東吳大學 105 學年度第 17 次行政會議決議(定)事項管制案執行情形彙整表

106.04.19 

編號 決議(定)事項 
承辦 

單位 

預定完成

日期 
執行情形 擬辦 

 行政會議決議事項 

一 
1. 實踐家與商學院之服務創新育成中

心合作記者會 

【104 學年度第 23 次行政會議校長

口頭指示】 

2. 由主秘跨單位協商空間 

【105 學年度第 12 次行政會議校長

口頭指示】 

社資處、 

秘書室 

 

1. 實踐家與商學院合作事宜進入

場地整合協調，待場地確認後可

進行記者會籌備工作。 

2. 持續與林偉賢董事長確認相關

合適場地之可能替代性。 

擬予繼

續管制 

二 

AACSB 認證評鑑訪視小組於訪談中提

及商學院大樓外觀之更新，請傅院長先

彙整院內師長、同仁、學生之意見，提

出外觀更新之需求，請總務長做實際規

劃設計，由社資處訂募款計畫，專款專

用。 

【105 學年度第 8 次行政會議校長口頭

指示】 

商學院、 

總務處、 

社資處 

 

依據商學院院務會議決議：將朝鑄

秋大樓入口處意象規劃、入口大廳

外觀更新、大樓外牆清洗及補裂縫

為方向，已請吳政聰建築師概估整

修經費，後續將再請商學院確認需

求，整體經費概估作業預計 106 年

5 月底完成。 

待整修規劃與經費需求確認後，將

請社資處協助募款，俟獲得經費

後，管制辦理「建築師規劃提報及

研討」、「細部設計及研討」、「召

開公聽會確認需求」及「工程招標

施工」等事宜。 

擬予繼

續管制 

三 就圖書館電子資料庫採購，為避免資源

過度傾斜，請圖書館分析現有電子資料

庫使用單價較高者，評估是否繼續使

用，或尋求其他替代方案。 

【105 學年度第 9 次行政會議校長口頭

指示】 

圖書館 

106 年 5

月 3 日 

圖書館擬針對下列項目研擬預警

方案，規劃於 106 年 5 月 3 日召

開 105 學年度第 2 次圖書館委員

會會議提案討論： 

1. 圖書經費執行率低者。 

2. 購置之圖書使用率低者。 

3. 購置之資料庫使用率低者。 

擬予繼

續管制 

四 
電子化系統更新進度 

【105 學年度第 15 次行政會議校長口

頭指示，每月管制 1 次】 

電算中心 

本次會議免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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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三--各行政及學術單位業務報告 

趙維良副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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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乾隆教務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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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志傑研發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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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案附件 1 

「東吳大學校務會議預算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擬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三條 

本委員會由各學院校務會議教

師代表互選一人，各學院專任教師

滿二十人者，每超過二十人增加代表

一人；另由體育室之校務會議教師

代表一人組成。 

第三條   

  本委員會由各學院校務會議代表

互選一人，各學院專任教師滿二十人

者，每超過二十人增加代表一人；另由

體育室之校務會議代表一人組成。 

依本校組織規程

第二十六條規定，

修訂預算委員會

由「校務會議教師

代表」所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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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案附件 2 

東吳大學校務會議預算委員會設置辦法 

 
 

民國 84 年 12 月 16 日校務會議通過 

民國 86 年 1 月 22 日校務會議（臨時）修訂
民國 103 年 5 月 28 日校務會議通過 

民國 104 年 12 月 9 日校務會議通過 

 

第 一 條  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二十六條之規定，設東吳大學預算委員會

（以下簡稱本委員會）。 

第 二 條  本委員會對校務會議負責，職掌如下： 

一、審查本校年度預算案，並提出審查報告。 

二、對本校校務會議交辦之年度預算修正案進行審定作業。 

三、對本校預算執行成效表示意見。 

第 三 條  本委員會由各學院校務會議代表互選一人，各學院專任教師滿二

十人者，每超過二十人增加代表一人；另由體育室之校務會議代

表一人組成。 

第 四 條  本委員會置召集人一人，由委員互選產生，並於會議時擔任主席。 

第 五 條  本委員會委員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 

第 六 條  本委員會每學年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由召集人或三分之一以

上委員連署召開臨時會議。 

第 七 條  本委員會須有全體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方得開會，開會時得邀

請校長及相關單位派代表列席。 

第 八 條  本委員會置秘書一人，由委員互選產生；另由會計室支援事務性

工作。 

第 九 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報請校長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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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附件 1 

東吳大學採購辦法修訂條文對照表 
擬 修 訂 條 文 原 條 文 說 明 

第十五條  

本校非屬集中採購項

目，開放各單位可自行採購之

規定如下： 

一、各單位不限金額可自行採

購，逕行結報者： 

(一)凡請購項目或行為

因發生地於國外或

交通偏遠之處，採購

人員無法事先或隨

行議價；或為全國統

一價格，如差旅、表

演、門票、各項規費

支出者。惟採購標的

中可事先議價之項

目，仍應依規定提出

請購，不得意圖規避

。 

(二)各單位請購本校社

會資源處管理之校

園紀念品；或委請教

務行政組印製印刷

品；或租用本校場地

；或請購其他本校

明訂有統一收費標

準者 

(三)各單位訂購國內、外

單純住宿或單純機

票者。 

 (四)各單位訂購禮券及

商品卡，且銷售廠商

已有公開銷售折扣

第十五條   

本校非屬集中採購項

目，開放各單位可自行採購之

規定如下： 

一、各單位不限金額可自行採

購，逕行結報者： 

(一)凡請購項目或行為

因發生地於國外或

交通偏遠之處，採購

人員無法事先或隨

行議價；或為全國統

一價格，如差旅、表

演、門票、各項規費

支出者。惟採購標的

中可事先議價之項

目，仍應依規定提出

請購，不得意圖規避

。 

(二)各單位請購本校社

會資源處管理之校

園紀念品；或委請教

務行政組印製印刷

品；或租用本校場地

；或請購其他本校

明訂有統一收費標

準者 

(三)各單位訂購國內、外

單純住宿或單純機

票者。 

 

 

 

一、增列第 15

條第 1 項

第 1 款第 4

目條文、第

2款第 2目

之 6 及第 2

款第 3 目。 

二、請購單位訂

購禮券及

商品卡，依

目前採購

實務此類

品項多為

銷售廠商

固定價格，

故增訂開

放可自行

採購及核

銷。 

三、考量近年消

費者物價

指數之增

幅及網路

購物流通

案件日增，

小額自行

採購由未

逾 1 萬元

提升至未

逾 2 萬元，

增加購物

便利性。 

四、增列未逾

10 萬元，

得以共同

供應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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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 修 訂 條 文 原 條 文 說 明 

資訊者。 

二、依採購項目總價額度內，

授權自行採購，逕行結報

者： 

(一)書籍資料類 

1.非書資料、工具

書、雜誌、禮品

性之書籍資料

等得不列產外，

其餘各書籍資

料均須列為學

校財產。 

2.屬圖書館統籌之

學校圖書預算

請購書籍資料，

無論金額高低，

不開放自行請

購；非屬圖書館

統籌之學校圖

書預算者，未逾

2 萬元之小額採

購，由請購單位

之單位主管核

定。 

 (二)其他項目採購類 

1.未逾 2 萬元之小

額採購，由請購

單位之單位主

管核定。 

2.屬研究所需實驗

用藥品及各項

相關耗材（非管

制性)，未逾 3 萬

元者，由請購單

 

二、依採購項目總價額度內，

授權自行採購，逕行結報

者： 

(一)書籍資料類 

1.非書資料、工具

書、雜誌、禮品

性之書籍資料

等得不列產外，

其餘各書籍資

料均須列為學

校財產。 

2.屬圖書館統籌之

學校圖書預算

請購書籍資料，

無論金額高低，

不開放自行請

購；非屬圖書館

統籌之學校圖

書預算者，未逾

1 萬元之小額採

購，由請購單位

之單位主管核

定。 

(二)其他項目採購類 

1.未逾 1 萬元之小

額採購，由請購

單位之單位主

管核定。 

2.屬研究所需實驗

用藥品及各項

相關耗材（非管

制性)，未逾3萬

元者，由請購單

價格自行

採購。 

五、增列規範結

報時應檢

附相關佐

證資料，以

減少檢核

程序及爭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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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 修 訂 條 文 原 條 文 說 明 

位之一級主管

核定。 

3.屬餐飲類未逾 10

萬元者，由請購

單位之一級主

管核定。 

4.社會資源處請購

校園紀念品，未

逾 3 萬元者，由

單位主管核定；

逾 3 萬元，未逾

10 萬元者，由社

會資源長核定。 

5.總務處環安衛暨

事務組請購環

境庶務用品、營

繕組請購小型

修繕材料或執

行修繕工程等，

未逾 3 萬元者，

由單位主管核

定；逾 3 萬元，

未逾 10 萬元者，

由總務長核定。 

6.未逾 10 萬元，廠

商願以該年度

之共同供應契

約價格提供者。 

(三)符合上述之自行採

購案，結報時應檢附

相關佐證資料（如：

網頁資訊、購買說明

等）。 

 

位之一級主管

核定。 

3.屬餐飲類未逾 10

萬元者，由請購

單位之一級主

管核定。 

4.社會資源處請購

校園紀念品，未

逾 3 萬元者，由

單位主管核定；

逾 3 萬元，未逾

10 萬元者，由社

會資源長核定。 

5.總務處環安衛暨

事務組請購環

境庶務用品、營

繕組請購小型

修繕材料或執

行修繕工程等，

未逾 3 萬元者，

由單位主管核

定；逾 3 萬元，

未逾 10 萬元者

，由總務長核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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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 修 訂 條 文 原 條 文 說 明 

第二十條  

請購非屬集中採購項

目之物品，如係指定廠商或廠

牌，應填具「指定廠牌或廠商

請准單」，其作業原則如下： 

一、指定廠商或廠牌採購金額

未逾 10 萬元，免請准。 

二、符合下述政府採購法第 22

條情形之一，指定金額逾

10 萬元，未逾 100 萬者

，由一級主管核准；指定

金額逾 100 萬元者，由校

長核准。 

(一)以公開招標、選擇性

招標或依第 9 至 11

目公告程序辦理結

果，無廠商投標或無

合格標，且以原定招

標內容及條件未經

重大改變者。 

(二)屬專屬權利、獨家製

造或供應、藝術品、

秘密諮詢，無其他合

適之替代標的者。 

(三)遇有不可預見之緊

急事故，致無法以公

開或選擇性招標程

序適時辦理，且確有

必要者。 

(四)原有採購之後續維

修、零配件供應、更

換或擴充，因相容或

互通性之需要，必須

向原供應廠商採購

第二十條  

請購非屬集中採購項

目之物品，如係指定廠商或廠

牌，應填具「指定廠牌或廠商

請准單」，其作業原則如下： 

一、指定廠商或廠牌採購金額

未逾 10 萬元，免請准。 

二、符合下述政府採購法第 22

條情形之一，指定金額逾

10 萬元，未逾 100 萬者

，由一級主管核准；指定

金額逾 100 萬元者，由校

長核准。 

(一)以公開招標、選擇性

招標或依第 9 至 11

目公告程序辦理結

果，無廠商投標或無

合格標，且以原定招

標內容及條件未經

重大改變者。 

(二)屬專屬權利、獨家製

造或供應、藝術品、

秘密諮詢，無其他合

適之替代標的者。 

(三)遇有不可預見之緊

急事故，致無法以公

開或選擇性招標程

序適時辦理，且確有

必要者。 

(四)原有採購之後續維

修、零配件供應、更

換或擴充，因相容或

互通性之需要，必須

向原供應廠商採購

一、增列第 20

條第 1 項

第 2 款第

13 目，參

考政府採

購辦法第

22 條 規

定，增列購

買身心障

礙產品及

勞務為限

制性招標

理由。 

二、增列第 20

條第 1 項

第 4 款，不

宜以價格

作為指定

廠商或廠

牌之購案，

得參考本

辦法第 22

條評選採

購作業原

則辦理。採

購保管組

將研訂有

關作業資

料範本，各

單位可自

行下載套

用，加速行

政程序進

度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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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 修 訂 條 文 原 條 文 說 明 

者。 

(五)屬原型或首次製造、

供應之標的，以研究

發展、實驗或開發性

質辦理者。 

(六)在原招標目的範圍

內，因未能預見之情

形，必須追加契約以

外之工程，如另行招

標確有產生重大不

便及技術或經濟上

困難之虞，非洽原訂

約廠商辦理，不能達

契約之目的，且未逾

原主契約金額 50％

者。 

(七)原有採購之後續擴

充，且已於原招標公

告及招標文件敘明

擴充之期間、金額或

數量者。 

(八)在集中交易或公開

競價市場採購財物。 

(九)委託專業服務、技術

服務或資訊服務，經

公開客觀評選為優

勝者。 

(十)辦理設計競賽，經公

開客觀評選為優勝

者。 

(十一)委託在專業領域

具領先地位之自然

人或經公告審查優

勝之學術或非營利

者。 

(五)屬原型或首次製造、

供應之標的，以研究

發展、實驗或開發性

質辦理者。 

(六)在原招標目的範圍

內，因未能預見之情

形，必須追加契約以

外之工程，如另行招

標確有產生重大不

便及技術或經濟上

困難之虞，非洽原訂

約廠商辦理，不能達

契約之目的，且未逾

原主契約金額 50％

者。 

(七)原有採購之後續擴

充，且已於原招標公

告及招標文件敘明

擴充之期間、金額或

數量者。 

(八)在集中交易或公開

競價市場採購財物。 

(九)委託專業服務、技術

服務或資訊服務，經

公開客觀評選為優

勝者。 

(十)辦理設計競賽，經公

開客觀評選為優勝

者。 

(十一)委託在專業領域

具領先地位之自然

人或經公告審查優

勝之學術或非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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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 修 訂 條 文 原 條 文 說 明 

機構進行科技、技術

引進、行政或學術研

究發展。 

(十二)邀請或委託具專

業素養、特質或經公

告審查優勝之文化、

藝術專業人士、機構

或團體表演或參與

文藝活動。 

(十三)購買身心障礙者、

原住民或受刑人個

人、身心障礙福利機

構、政府立案之原住

民團體、監獄工場、

慈善機構所提供之

非營利產品或勞務。 

三、未符合前揭第二款情形之

指定廠商或廠牌者，應提

出與其他廠商或廠牌之

具體比較評估資料，指定

金額逾 10萬元，未逾 100

萬元者，書籍資料類由圖

書館館長核定，其他項目

採購類由總務長核定；指

定金額逾 100 萬元者，經

圖書館館長或總務長後，

由校長核定。 

四、不宜以價格高低作為指定

廠商或廠牌唯一條件之

購案，比較評估方式得參

考本辦法第 22 條評選採

購作業原則辦理。有關參

與評估人員編成及比較

要項、配分權重、給分標

準等評比作業資料，採購

單位應研訂相關範本，提

機構進行科技、技術

引進、行政或學術研

究發展。 

(十二)邀請或委託具專

業素養、特質或經公

告審查優勝之文化、

藝術專業人士、機構

或團體表演或參與

文藝活動。 

 

 

 

 

 

三、未符合前揭第二款情形之

指定廠商或廠牌者，應提

出與其他廠商或廠牌之

具體比較評估資料，指定

金額逾 10萬元，未逾 100

萬元者，書籍資料類由圖

書館館長核定，其他項目

採購類由總務長核定；指

定金額逾 100 萬元者，經

圖書館館長或總務長後，

由校長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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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 修 訂 條 文 原 條 文 說 明 

供各單位參考。 

第二十四條  

採購議、比價原則： 

一、總價逾 2 萬元，未逾 10 萬

元者，除授權可自行辦理

採購項目或單位外，由採

購單位逕向信譽可靠廠

商議價後採購。 

二、總價逾 10 萬元，未逾 50

萬元者，由採購單位彙集

三家以上之廠商報價，經

議比價後，簽請辦理採購

。若各家廠商報價差額

在 3％以內者，得分別議

價後，再行擇定承作廠商

。 

三、總價逾 50 萬元者，由採

購單位公開招標或邀商

彙集三家以上廠商，通知

其報價並於指定日期到

校參加開標，開標時由採

購單位、請購單位、監辦

單位會同辦理。其決標結

果，未逾 500 萬元者，由

總務長核定後辦理採購；

逾 500 萬元者，由副校長

核定後辦理採購。 

四、第一次開標因未達三家而

流標者，第二次開標得不

受三家廠商之限制。 

五、總價逾 50 萬元，未逾 100

萬元，採公開招標之採購

案，得先經總務長核准，

第一次開標投標廠商未

第二十四條   

採購議、比價原則： 

一、總價逾 1 萬元，未逾 10 萬

元者，除授權可自行辦理

採購項目或單位外，由採

購單位逕向信譽可靠廠

商議價後採購。 

二、總價逾 10 萬元，未逾 50

萬元者，由採購單位彙集

三家以上之廠商報價，經

議比價後，簽請辦理採購

。若各家廠商報價差額

在 3％以內者，得分別議

價後，再行擇定承作廠商

。 

三、總價逾 50 萬元者，由採

購單位公開招標或邀商

彙集三家以上廠商，通知

其報價並於指定日期到

校參加開標，開標時由採

購單位、請購單位、監辦

單位會同辦理。其決標結

果，未逾 500 萬元者，由

總務長核定後辦理採購；

逾 500 萬元者，由副校長

核定後辦理採購。 

四、第一次開標因未滿三家而

流標者，第二次開標得不

受三家廠商之限制。 

五、總價逾 10 萬元，未逾 50

萬元者；或逾 50 萬元且

為獨家製造或供應者，

準用共同供應契約辦理

一、統一用語，

將未滿改

為未達。 

二、配合小額自

行採購由

未逾 1 萬

元提升至

未逾 2 萬

元，一併修

訂金額。 

三、增列第 24

條第 1 項

第 5 款條

文。將原第

5 款內容

調後。 

參考「中央

機關未達

公告金額

採購招標

辦法」第 3

條，增訂逾

50 萬元，

未 逾 100

萬元公開

招標購案，

簽經機關

首長核准

即可於第

一次開標

投標廠商

未達 3 家

時當場改

採議價方

式辦理。 

四、條次變更，

修改原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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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 修 訂 條 文 原 條 文 說 明 

達三家時，現場改採議比

價方式辦理。 

 

 

六、總價逾 10 萬元，準用共

同供應契約辦理採購： 

(一)總價逾 10 萬元，未

逾 50 萬元者，採購

單位得逕向共同供

應契約任一家廠商

採購。 

(二)逾 50 萬元且為共同

供應契約獨家製造

或供應者，採購單位

得逕向該獨家廠商

採購。 

(三)逾 50 萬元，有多家

訂約廠商供應，應徵

詢至少二家以上廠

商，經比較後擇價格

最低或條件最優之

廠商訂購。 

七、奉准以指定廠商、指定廠

牌之請購案，得以議價方

式辦理。 

八、以指定廠商或廠牌方式向

國外廠商辦理採購案件，

如無法當面議價者，可採

書面或電子資料傳輸方

式議價。 

採購。採購單位得以共

同供應契約價格，逕向

共同供應契約任一家或

該獨家廠商採購所需項

目。 

六、奉准以指定廠商、指定廠

牌之請購案，得以議價方

式辦理。 

 

24 條第 1

項第 5 款

內容，並將

條文分列

之一、之二

及之三。之

三內容參

考「機關利

用共同供

應契約辦

理採購監

辦規定」。 

五、條次變更第

24 條第 1

項第 6 款

改為第 24

條第 1 項

第 7 款。 

六、增列第 24

條第 1 項

第 8 款，參

考行政院

公共工程

委員會 88

年 12 月 9

日 (88) 工

程企字第

8820203

號函釋說

明二，…….

如以限制

性招標方

式向國外

廠商辦理

採購，無法

當面議價

者，可採書

面或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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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傳輸

方式議價。 

第三十條     

採購金額逾 100 萬元

之採購案，或未逾 100 萬元但

採購單位認有必要者，須於議

比價前繳交押標金，方得參與

該項採購案之投標。 

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不在此限： 

一、勞務採購，得免收押標金

。 

二、以議價方式辦理之採購，

得免收押標金。 

三、依市場交易慣例或採購案

特性，無收取押標金之必

要或可能者。 

第三十條     

採購金額逾 100 萬元

之採購案，或未逾 100 萬元但

採購單位認有必要者，須於議

比價前向出納組繳交押標金，

方得參與該項採購案之投標。 

一、依目前招標

實際狀況，

廠商投標

時以現金

繳交押標

金，須於議

比價前向

出納組繳

交；以支票

繳交者則

直接置於

標封內。 

二、參考政府採

購辦法第

30 條 規

定，增訂不

收押標金

之情形。 

第三十七條     

驗收及核銷原則及

負責單位如下： 

 一、除勞務類、圖書電子資源

類採購得不辦理公開驗

收外，餘逾 50 萬元之採

購案，以公開驗收為原則 

二、未逾 50 萬元之一般採購

案，由請購單位負責驗收

及核銷。 

三、凡符合規定或獲准自行採

購者，由請購單位負責驗

收及核銷。惟需列為學校

財產之書籍資料類，由圖

書館負責驗收及核銷。 

第三十七條     

驗收及核銷原則及

負責單位如下： 

一、除勞務類、圖書電子資源

類採購得不辦理公開驗

收外，餘逾 50 萬元之採

購案，以公開驗收為原則 

二、未逾 50 萬元之一般採購

案，由請購單位負責驗收

及核銷。 

三、凡符合規定或獲准自行採

購者，由請購單位負責驗

收及核銷。惟需列為學校

財產之書籍資料類，由圖

書館負責驗收及核銷。 

一、為使主驗

者權責劃

分更為清

楚，針對總

務處自提

之購案及

替其他單

位代提之

購案，其驗

收主驗人，

分別為主

任秘書或

原需求單

位一級主

管擔任之。 



55 

擬 修 訂 條 文 原 條 文 說 明 

四、逾 50 萬元之一般採購案

由採購單位負責驗收及

核銷，請購單位一級主管

擔任主驗人。總務處代表

需求單位提出請購時，由

原需求單位一級主管擔

任主驗人。惟總務處屬原

請購單位時，其主驗人由

主任秘書擔任。 

原需求單位獲同意指定

廠商或廠牌之請購案，其

主驗人由採購單位依本

辦法第 7條第 4項第 2款

主驗人迴避原則個案指

定之。 

四、逾 50 萬元之一般採購案

由採購單位負責驗收及

核銷，請購單位一級主管

擔任主驗人。惟總務處

屬請購單位時，其主驗

人由主任秘書擔任。 

 

二、為符合本

辦法第 7

條第 4 項

第 2 款主

驗人迴避

原則，增列

原需求單

位指商、指

廠時，主驗

人由採購

單位依主

驗人迴避

原則個案

指定之。 

第四十三條    

採購單位應於每學

年結束後 1 個月內，彙整校內

各單位採購違失案件資料送

稽核專責人員，視情節辦理稽

核。 

 
一、 增 列 條

文。 

二、 將稽核作

業原則納

入，以強

化內控作

業。 

第四十三條   

本校辦理之採購文

件，除送會計室核銷之相關支

出憑證、必要資料外，其他採

購文件之存管責任，另訂細則

規定之。 

 
一、增列條文。 

二、採購文件存

放另訂細

則規範。 

 

第四十四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

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發布施

行，修正時亦同 

第四十三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

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發布施

行，修正時亦同 

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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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附件 2 

東吳大學採購辦法 

64 年 08 月 08 日校長室公布 

73 年 11 月 05 日行政會議修訂 

79 年 09 月 05 日行政會議修訂 

82 年 11 月 17 日行政會議修訂 

83 年 10 月 05 日行政會議修訂 

86 年 11 月 05 日行政會議修訂 

86 年 12 月 03 日行政會議修訂 

87 年 12 月 02 日行政會議修訂 

89 年 10 月 04 日行政會議修訂 

91 年 11 月 06 日行政會議修訂 

99 年 05 月 05 日行政會議修訂 

99 年 10 月 06 日行政會議修訂 

101 年 05 月 21 日行政會議修訂 

101 年 11 月 19 日行政會議修訂 

102 年 09 月 09 日行政會議修訂 

104 年 10 月 19 日行政會議修訂 

104 年 11 月 23 日行政會議修訂 

第  一  章        總則 

第 一 條  為健全採購制度，提高採購績效，以合理價格，依公平、公開之

合法程序，適時適質確保採購品質，特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辦法所稱之採購，包含工程、財物、書籍資料、勞務等範疇。 

第 三 條  各類採購之定義如下： 

一、本辦法所稱之工程，指在地面上下新建、增建、改建、修建

、拆除構造物與其所屬設備及改變自然環境之行為，包括建

築、土木、水利、景觀、電氣及其他經總務處認定之工程。 

二、本辦法所稱之財物，指各種物品(生鮮、農、漁產品除外)、

材料、設備、機具與其他動產、不動產、權利及其他經總務

處認定之財物。 

三、本辦法所稱之書籍資料，指以圖書、期刊、非書資料及電子

資源為標的等之財物。 

四、本辦法所稱之勞務，指專業服務、技術服務、資訊服務、研

究發展、營運管理、維修、訓練、勞力、委任、僱傭及其他

經總務處認定之勞務。 

五、採購兼有工程、財物、書籍資料、勞務二種以上性質，難以

認定其歸屬者，按其性質所占預算比率最高者歸屬之。 

六、本辦法所稱之金額，均以新台幣為單位。 

第 四 條  本辦法為本校所需工程、財物、書籍資料、勞務之請購、採購及

驗收作業之準據。 

第 五 條  本辦法相關施行細則、逾 3000 萬元之重大工程(新建、增建、改

建、修建等)採購辦法，視需要另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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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條  權責劃分： 

一、請購單位：負責採購之計畫、申請、預算確認、執行、驗收

、核銷與財產保管。 

二、會簽單位：協助審核採購案規格內容，以符合採購效益及相

關法規規定。 

三、採購單位：指本校總務處採購保管組，負責全校採購業務執

行、驗收與核銷。採購保管組之請購案，需辦理招標時，由

總務長授權委請其他單位辦理。 

四、監辦單位：為本校秘書室及會計室。秘書室負責逾50萬元，

未逾100萬元採購事項之監督、審查與驗收；會計室負責逾

100萬元採購事項之監督、審查與驗收。 

第 七 條  經手辦理採購者迴避原則： 

一、經手辦理採購者，包括請購人、請購單位主管、計畫主持人

、採購單位承辦人、採購單位主管及監辦單位監辦人等。 

二、採購類別項目，包括集中採購、自行採購及一般採購。 

三、涉及本人、配偶及三等親以內血親或姻親之利益時，應主動

陳報主管後迴避。 

四、底價核定人、開標主持人或公開驗收主驗人不克執行或需

迴避時，適用職務代理人制度，其代理或授權人員應注意以

下原則： 

(一) 底價核定人不得為開標主持人。 

(二) 主驗人不得為開標主持人、請購單位申請人及採購單

位人員；獲同意指定廠商或廠牌請購案之主驗人，不得

為請購單位申請人、請購單位主管及採購單位人員。 

第 八 條  接受政府機關、公立學校、公營事業(以下簡稱機關)之補助辦理

採購，補助金額占採購金額半數以上，且補助金額在公告金額以

上者，適用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辦理，並受該機關之監督。其他

各項採購，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悉依本規定處理。 

第 九 條  研究計畫、推廣教育、捐款、建教合作及其他專案款項之請購案

，應依本規定辦理採購。 

第 十 條  廠商履約結果涉及智慧財產權(專利權、商標權、著作權、營業秘

密)及個人資料保護者，請購單位應於請購文件中時載明。 

第 十一 條  依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法令規定，有必要提醒廠商工作環境之危害

因素，並必須施作安全措施之請購案，請購單位應將承攬商危險

作業告知文件納入請購文件提交廠商；得標廠商於施作前或開標

時應繳交危害因素告知回覆表單，並列入驗收文件。 

第 十二 條  需申請並經核可後，方可使用之管制類物品、藥品、材料及設備

等項目，無論金額高低，進行採購作業前，應先經本校環境安全

衛生委員會查核，並依政府相關規定辦理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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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章        請、採購 

第 十三 條  本校採購分成集中採購、自行採購及一般採購三類。 

第 十四 條  本校集中採購作業規定如下： 

一、本校所需之採購項目得聯合他校或機關為之，經主辦之學校

或機關統一議定價格後，由採購單位依所需數量逕行採購並

核銷。 

二、校內各單位所提相同之需求項目，以統一批購為原則，經相

關專業單位制定統一規格後，由採購單位辦理全校集中採購

。 

三、集中採購之項目及數量，以學年或學期為單位定期調查，經

依本辦法之相關規定招商後，由採購單位公布集中採購各類

項目、規格及供應商。集中採購執行細則另訂之。 

四、屬集中採購項目者，各單位在學校統一批購後，仍有採購需

求時，應向前項供應商下單，不限採購金額，逕行結報；除

因規格特殊，經校長或其授權人核可後，始得另行採購；如

經查核發現意圖規避者，提報懲處。 

五、如全學年採購總量超過原統一批購數量，廠商提供回饋時，

該回饋轉入本校教職員工福利委員會。 

第 十五 條  本校非屬集中採購項目，開放各單位可自行採購之規定如下： 

一、各單位不限金額可自行採購，逕行結報者： 

(一) 凡請購項目或行為因發生地於國外或交通偏遠之處，

採購人員無法事先或隨行議價；或為全國統一價格，

如差旅、表演、門票、各項規費支出者。惟採購標的中

可事先議價之項目，仍應依規定提出請購，不得意圖

規避。 

(二) 各單位請購本校社會資源處管理之校園紀念品；或委

請教務行政組印製印刷品；或租用本校場地；或請購

其他本校明訂有統一收費標準者。 

(三) 各單位訂購國內、外單純住宿或單純機票者。 

二、依採購項目總價額度內，授權自行採購，逕行結報者： 

(一) 書籍資料類 

1. 非書資料、工具書、雜誌、禮品性之書籍資料等得不

列產外，其餘各書籍資料均須列為學校財產。 

2. 屬圖書館統籌之學校圖書預算請購書籍資料，無論金

額高低，不開放自行請購；非屬圖書館統籌之學校圖

書預算者，未逾1萬元之小額採購，由請購單位之單位

主管核定。 

3. 圖書館請購書籍資料，未逾3萬元者，由單位主管核

定；逾3萬元，未逾10萬元者，由圖書館館長核定。 

4. 書籍資料請購執行細則，另訂之。 

(二) 其他項目採購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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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未逾1萬元之小額採購，由請購單位之單位主管核定。 

2. 屬研究所需實驗用藥品及各項相關耗材（非管制性)，

未逾3萬元者，由請購單位之一級主管核定。 

3. 屬餐飲類未逾10萬元者，由請購單位之一級主管核定

。 

4. 社會資源處請購校園紀念品，未逾3萬元者，由單位主

管核定；逾3萬元，未逾10萬元者，由社會資源長核定

。 

5. 總務處環安衛暨事務組請購環境庶務用品、營繕組請

購小型修繕材料或執行修繕工程等，未逾3萬元者，由

單位主管核定；逾3萬元，未逾10萬元者，由總務長核

定。 

三、非屬前揭項目，欲申請自行採購者，應填具｢自行採購專案

簽核請准單｣，專案敘明理由，書籍資料類由圖書館館長，

其他項目採購類由總務長核定後，始可自行採購及結報。 

四、遇有戰爭、天然災害、癘疫或財政經濟重大變故，或教職員

生之生命、身體、健康、財產遭遇緊急危難需緊急處置者，

得自行採購，事後須專案簽奉校長或其授權人核准辦理結報

。 

五、如未依本採購辦法規定程序而自行採購者，須專案簽請校長

或其授權人核可，否則本校不予付款。 

第 十六 條  各單位申請一般請購，請購單提報及作業程序如下： 

一、除採購書籍資料及請修類外，請購單位申請採購一般性物品

，應先填寫「請購單」。 

二、各單位請購書籍資料，應先提出「書籍資料薦購單」，由圖

書館依學校圖書經費管制及全校圖書資源有效利用之原則，

依授權額度自行辦理採購；或彙整請購單位需求，由圖書館

提出「請購單」。 

三、各單位請購環境設施或工程修繕，應先提出「請修單」，由

營繕組依授權額度自行辦理採購；或評估確認施作後，由營

繕組提出「請購單」。請修類請購執行細則，另訂之。 

四、請購內容涉及專業或經費統籌者，應先會簽相關單位完成審

查程序。 

第 十七 條     物品請購須分類填寫請購單，並以一項預算成立一案為原則。 

中、西、日、大陸圖書、期刊、電子資源及非書資料等得分開辦

理採購。 

第 十八 條   請購單位應填妥請購單所列之品名、數量、計畫編號、計畫名稱

、經費來源、預算額度、一個月內廠商估價單(至少 1 家)、請修單

(修繕等工程類採購)等，必要時另檢附採購規格表等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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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規格表視需要列明需求規格、型式、交貨期限、交貨地點、

付款方式、智慧財產權條件、個人資料保護、教育訓練及違約罰

則等要項。 

第 十九 條     請購物品已列入年度預算之項目，可逕填請購單，經單位主管

、一級主 

管簽核，會辦單位審查後，送採購單位辦理採購。 

採購前未列入預算、預算項目變更或超出預算額度者，應先簽奉

校長或其授權人核准後，始可申請採購。 

第 二十 條     請購非屬集中採購項目之物品，如係指定廠商或廠牌，應填具

「指定廠 

牌或廠商請准單」，其作業原則如下： 

一、指定廠商或廠牌採購金額未逾10萬元，免請准。 

二、符合下述政府採購法第22條情形之一，指定金額逾10萬元，

未逾100萬者，由一級主管核准；指定金額逾100萬元者，由

校長核准。 

(一)以公開招標、選擇性招標或依第 9 至 11 目公告程序辦

理結果，無廠商投標或無合格標，且以原定招標內容及

條件未經重大改變者。 

(二)屬專屬權利、獨家製造或供應、藝術品、秘密諮詢，無

其他合適之替代標的者。 

(三)遇有不可預見之緊急事故，致無法以公開或選擇性招標

程序適時辦理，且確有必要者。 

(四)原有採購之後續維修、零配件供應、更換或擴充，因相

容或互通性之需要，必須向原供應廠商採購者。 

(五)屬原型或首次製造、供應之標的，以研究發展、實驗或

開發性質辦理者。 

(六)在原招標目的範圍內，因未能預見之情形，必須追加契

約以外之工程，如另行招標確有產生重大不便及技術或

經濟上困難之虞，非洽原訂約廠商辦理，不能達契約之

目的，且未逾原主契約金額 50％者。 

(七)原有採購之後續擴充，且已於原招標公告及招標文件敘

明擴充之期間、金額或數量者。 

(八)在集中交易或公開競價市場採購財物。 

(九)委託專業服務、技術服務或資訊服務，經公開客觀評選

為優勝者。 

(十)辦理設計競賽，經公開客觀評選為優勝者。 

(十一)委託在專業領域具領先地位之自然人或經公告審查

優勝之學術或非營利機構進行科技、技術引進、行政

或學術研究發展。 

(十二)邀請或委託具專業素養、特質或經公告審查優勝之文

化、藝術專業人士、機構或團體表演或參與文藝活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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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未符合前揭第二款情形之指定廠商或廠牌者，應提出與其他

廠商或廠牌之具體比較評估資料，指定金額逾10萬元，未逾

100萬元者，書籍資料類由圖書館館長核定，其他項目採購類

由總務長核定；指定金額逾100萬元者，經圖書館館長或總務

長後，由校長核定。 

第二十一條   向國外採購物品作業原則如下： 

一、採購國外財物得委託貿易商或代理商辦理，有關免稅令申請

事宜，悉依教育部頒佈之教育用品進口辦法辦理。 

二、各單位應考慮作業手續、途中運輸等前置時間，預為提前請

購，以免時限迫促，耽誤時效。但遇特殊情形，請購單位得

協調採購單位儘速辦理。 

第  三  章        議、比價 

第二十二條   經核定須由採購單位辦理評選之採購作業原則如下： 

一、請購單位簽請會辦採購單位，未逾100萬元者由總務長、逾100

萬元者由校長核定。 

二、由採購單位負責評選行政庶務，會同請購單位組成工作小組

，依請購單位所提需求，規劃評選項目、評選方式、決標條件

、開標方式及推薦廠商等事宜，經會辦請購單位一級主管後

，由總務長核定。 

三、由採購單位以密件方式推薦評選委員，未逾100萬元者由總務

長、逾100萬元者由校長核定。 

四、評選應由總務長或其授權人主持，工作小組、請購單位主管

或代表應出席解答有關投標廠商提出之專業或疑難問題；監

辦單位依金額權責參與會同監辦。 

五、有關評選執行細則，另訂之。 

第二十三條  採購招標注意事項： 

一、招標文件應規定投標廠商遵守本辦法有關投標、決標及相關

事項規定。 

二、採購以公開招標、比價、議價等方式辦理。 

三、採購單位應預為建立廠商資料，供主管決定參加投標廠商之

參考。 

四、招標、比價、議價均應以專業廠商為對象，不得轉包，避免中

間剝削。 

第二十四條  採購議、比價原則： 

一、總價逾1萬元，未逾10萬元者，除授權可自行辦理採購項目或

單位外，由採購單位逕向信譽可靠廠商議價後採購。 

二、總價逾10萬元，未逾50萬元者，由採購單位彙集三家以上之廠

商報價，經議比價後，簽請辦理採購。若各家廠商報價差額在

3％以內者，得分別議價後，再行擇定承作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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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總價逾50萬元者，由採購單位公開招標或邀商彙集三家以上

廠商，通知其報價並於指定日期到校參加開標，開標時由採購

單位、請購單位、監辦單位會同辦理。其決標結果，未逾500

萬元者，由總務長核定後辦理採購；逾500萬元者，由副校長

核定後辦理採購。 

四、第一次開標因未滿三家而流標者，第二次開標得不受三家廠

商之限制。 

五、總價逾10萬元，未逾50萬元者；或逾50萬元且為獨家製造或供

應者，準用共同供應契約辦理採購。採購單位得以共同供應契

約價格，逕向共同供應契約任一家或該獨家廠商採購所需項

目。 

六、奉准以指定廠商、指定廠牌之請購案，得以議價方式辦理。 

第二十五條 有關底價之訂定： 

一、採購金額逾50萬元者，應事先由請購單位提出預估底價，採購

單位提出建議底價後，報請核定後密存，以為辦理開標、比價

、議價之依據。 

二、採購金額逾50萬元，未逾500萬元者，底價由總務長核定；逾

500萬元者，底價由副校長核定。 

三、採購案開標後廢標，則底價應依前款重新訂定。 

第二十六條 採購金額逾 50 萬元，未逾 500 萬元，底價由總務長核定者，由採

購單位主管主持開標；逾 500 萬元，底價由副校長核定者，由總務

長主持開標。 

第二十七條 有關決標原則： 

一、未訂底價之採購，以價格合理，且在預算數額內之最低標廠商

得標。 

二、訂有底價之採購，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且在底價內之最低標

廠商得標。 

三、採用評選方式之採購，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符合評選決標條

件者為得標廠商。 

四、訂有底價之採購，若最低標超過底價，但未逾底價之8％，且

未超出預算金額，開標主持人得保留決標，經請購單位檢討確

有緊急情事需決標時，得經校長核准後決標；其中若屬依政府

採購法辦理查核金額以上招標案，超過底價4％且未逾底價8％

者，須報請上級補助機關核准後決標。 

五、決標後，各有關人員應在標單上簽名，以示信實；並連同開標

紀錄簽請原底價核定人核准後辦理。 

六、招標、議比價結果，投標廠商標價低於底價80％以下者，開標

主持人得暫緩決標，依下述情形，報請原底價核定人核准後辦

理。 

(一) 廠商提出專案說明，除原履約保證金外，並得規定再繳納

差額保證金。 

(二) 如最低標價顯不合理且有降低品質之虞時，得敘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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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次低標價決標。 

第  四  章     合約 

第二十八條 有關採購合約之擬訂： 

一、採購合約應約定本辦法為合約之附件，屬合約內容之一部分。 

二、採購金額逾50萬元者，決標後均應簽訂合約或類似文件，契約

樣本或特殊履約條件由請購單位提供。契約簽訂須經決標紀錄

核定後，始得辦理。採購單位訂約後，應將合約副本送請購單

位存查。 

三、未逾50萬元者，得由請購單位酌定應否簽約，未簽約之採購案

仍須供應商在決標文件簽認。 

第二十九條 有關採購合約之內容： 

一、合約以議比價紀錄內容為主，包含品名、項目、規格、數量、

成交總額、保險條件、交貨或完工日期、保固等事項。 

二、合約份數依個案所需決定，經校長或其授權人核定後用印。 

第  五  章       押標金、履約保證金及保固金 

第 三十  條    採購金額逾 100 萬元之採購案，或未逾 100 萬元但採購單位認

有必要者，須於議比價前向出納組繳交押標金，方得參與該項採購

案之投標。 

第三十一條 未得標之廠商，其押標金於開標後當日無息退還。 

第三十二條 得標廠商於決標後，須在 15 個工作日內與本校簽妥採購合約手續

，否則本校得沒收其押標金，另行採購。 

第三十三條 採購金額逾 100 萬元，或未逾 100 萬元但採購單位認有必要者者，

得標廠商須於簽約前，向出納組繳納履約保證金後，無息領回押標

金，待完工或交貨，經驗收合格後，無息退還履約保證金。 

第三十四條 視採購案個案特性，採購單位認有必要者，應於合約中約定得標廠

商須於驗收完成後，向出納組繳納保固金後無息領回履約保證金，

待保固期滿，無其他待辦事項後無息退還。 

第三十五條 押標金、履約保證金及保固金，限以銀行本票或現金繳納，金額視

採購案特性決定，於通知廠商報價時，一併告知。 

第  六  章    驗收 

第三十六條 驗收依採購規格，視個案狀況檢附下列文件： 

一、核准之請購單原始憑證。 

二、出廠證明文件，含產地及製造日期。 

三、原廠出具保固書或品質保證文件。 

四、至少含有中文或英文版本之操作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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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性能測試報告或合法證明(如室內裝修合格證、防焰證明、聲

學測試報告、檢疫證明等)。 

六、合約書。 

七、契約規定之其他給付憑證文件。 

八、承攬商工作環境危害因素告知回覆表單。 

第三十七條 驗收及核銷原則及負責單位如下： 

一、除勞務類、圖書電子資源類採購得不辦理公開驗收外，餘逾50

萬元之採購案，以公開驗收為原則。 

二、未逾50萬元之一般採購案，由請購單位負責驗收及核銷。 

三、凡符合規定或獲准自行採購者，由請購單位負責驗收及核銷。

惟需列為學校財產之書籍資料類，由圖書館負責驗收及核銷。 

四、逾50萬元之一般採購案由採購單位負責驗收及核銷，請購單位

一級主管擔任主驗人。惟總務處屬請購單位時，其主驗人由主

任秘書擔任。 

五、由營繕組執行之工程、勞務類採購，由營繕組負責驗收及核銷

。 

六、由環安衛暨事務管理組執行分期驗收之採購，由環安衛暨事務

管理組負責驗收及核銷。 

七、書籍資料類之採購，由圖書館負責驗收及核銷。 

八、核銷經費屬「教育部校務計畫獎勵、補助經費」者，應先會簽

採購單位。 

第三十八條 應辦理驗收之執行作業程序： 

一、未逾50萬元之採購案：得標廠商完成交貨或施工後，請購單位

應填寫「財物驗收報告單」或「圖書交貨清單」併同所購物品

，由單位主管負責驗收，並應於一個月內完成。 

二、逾50萬元之採購案： 

(一) 書籍資料類：得標廠商應依照合約規定交貨，完成後提出

書面報告，由圖書館依據決標內容，確認功能、品項、規

格、數量、有無逾期後，辦理驗收。 

(二)其他採購項目類： 

1. 得標廠商應依照合約規定交貨或施工，完成後提出書

面報告，由請購單位依據決標內容，辦理功能、品項

、規格及數量之初驗，如驗證出廠證明文件、原廠出

具品質保證文件、操作說明書、性能測試報告或合法

證明等，經審查合格並確認有無逾期情形後，將｢初驗

紀錄單」送採購單位或承辦單位安排正式驗收。 

2. 採購單位或承辦單位安排正式驗收時，應通知廠商、

財產管理單位、請購單位、使用單位、監辦單位辦理

，並視個案需要填具驗收報告單及財產增加單。 

第三十九條 驗收時如發現規格、數量、品質與規定不符，請購單位應儘快協調

廠商限期換補或重製，以符所定規格。在未改善前，不予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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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十 條 如因換補或重製而延誤時效，除依合約規定罰逾期違約金外，本校

因而遭受之損失，仍得請求得標廠商賠償。 

第  七  章        付款 

第四十一條 貨品經交清及驗收合格後，以一次付清貨款為原則；分期付款則依

合約規定辦理。 

第四十二條 採購項目經驗收合格無訛，辦理財產增加及結報後，依規定付款予

廠商。 

第  八  章        附則 

第四十三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發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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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附件 1 

韓國又松大學 

Woosong University 

簡介 

 

一． 屬  性：私立大學 

二． 成立時間：1995年 

三． 學生人數：約7,000人 

四． 教職員數：教學職員319人、行政人員80人 

五． 規  模：韓國又松大學坐落于漢江以南，第二大行政首都、素有韓國矽

谷之稱的大田廣域市，是韓國第三大規模的教育集團。韓國又松大學始建

於1954年的又松學園，現在已經發展為擁有六個學院、三十二個科系和二

十七個研究所及附屬機構的著名教育機構。學院列表如下: 

 SolBridge 國際商學院 

 松亞融合服務經營學院 

 鐵道物流學院 

 數碼多媒體學院 

 保健福祉學院 

 酒店餐飲烹飪學院 

六． 強  項： 

1. SolBridge 國際商學院是又松大學重金打造的商學教育的航母，是一所完

全國際化的商科大學。2011年 SolBridge 國際商學院被評為“亞洲最佳商

學院”，同時根據歐洲的 CSI 的評選在韓國名列第四，排名與首爾大學

之後。在2011年亞洲商學院推薦中排名第八。 

2. 又松大學自成立以來，連續數年被教育部評為“教育改革優秀大學”，

被特性化教育部門評為 “產業教育特性化大學”，被教育部直屬的韓國

大學教育協會評為“優秀大學”， 2010年被韓國教育部評選為“最具創

新性大學”，獲得韓國教育部400萬美元獎勵；2011年又被教育部評選為

“教育先進化領先大學”，全韓國只有11所大學獲此殊榮，同時獲得1200

萬美元的專項獎勵。2012年被韓國教育部評選為“產學合作先進大學”。

2013年度，在韓國東亞日報與 CHANNEL A, DELOITTE 共同舉辦的“青

年夢名校評選”活動中，榮獲“青年夢想，韓國最優秀的10所大學之一”

的榮譽稱號。 

七． 國際交流現況：該校 SolBridge 國際商學院與本校商學院自2009年簽有協議，

並合作交換計劃迄今。該校為強化與本校合作關係，本次提請簽署校級總

約。該校與世界各國近100所大學建立了實質性的交流項目關係，其中包括

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日本早稻田大學、大陸北京外國語大學等都建

立了良好的交流合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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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參考網站：  

1. 又松大學 http://chinese.wsu.ac.kr/main/index.jsp  

 

 

  

http://chinese.wsu.ac.kr/main/index.jsp


 

 
 

 

第三案附件 2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Soochow University 

and 

Woosong University 

 

 

Soochow University and Woosong University (henceforth referred to as our two universities) 

both acknowledge to promote academic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within the following 

agreement. 

 

In a spirit of friendship and mutual understanding, our two universities both agree to enhance 

the level of academic exchange and collaboration through the following: 

 

1. We agree to exchange written and published academic materials, educational 

information, and invite each other to take part in academic meetings organized by our 

two universities. 

 

2. We agree to exchange faculty, students and researchers for the purpose of teaching, 

study and academic research. We also agree to cooperate in organizing academic 

conferences on issues of mutual concern. 

 

3. The activities to be initiated in order to realize these objectives shall be determined 

in each case through particular agreement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ules and 

regulations of each institution, and subject to available funding by each party. 

 

4. Representatives of the parties to the agreement shall consult, at regular intervals, to 

consider the progress of mutual programs and to evaluate future projects. 
 

5. This relationship is covered under Woosong Foundation, and can be extended to any 



 

 
 

 

schools within the Woosong name, i.e. Woosong College, Sol International School, 

Solbridge, Endicott College etc. Further discussions on specific collaborations can be 

made with individual schools or departments. Academic exchange opportunities are 

open to students from all the schools, unless otherwise specified. 
 

6. This agreement shall be valid for five years from the date of signing, and may be 

automatically renewed for successive five-year periods. Should one of the parties 

wish to terminate the agreement, such notice should be given in writing at least six 

months prior to the termination period. 

 

The agreement shall take effect after both parties have signed the agreement and have 

exchanged signed copies. 

 

 

 

Soochow University Woosong University 

 

 

 

By :                               

Prof. Wei-Ta Pan 

President 

 

 

 

By :                                

Dr. John E. Endicott 

President 

 

Date: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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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案附件 1 

馬來西亞拉曼大學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UTAR) 

簡介 

 

一． 屬  性：私立大學 

二． 成立時間：2002年 

三． 學生人數：約26,000人 

四． 教職員數：教學職員482人、行政人員418人 

五． 規  模：拉曼大學目前擁有2個校區，分別是坐落在霹靂州(Perak)的金寶校區(Kampar 

Campus)以及2015年將八打靈(Petaling Jaya)、吉隆玻(Kuala Lumpur)以及雙溪龍鎮(Bandar 

Sungai Long)三個校區合併，集成現今的雙溪龍城市校區(Sungai Long Campus)。校區與

學院列表如下: 

金寶校區 (Kampar Campus) 雙溪龍城市校區 (Sungai Long Campus) 

· 文學與社會科學學院 

· 工商與金融學院 

· 工程與綠色科技 

· 資訊與通訊科技學院 

· 理學院 

· 基礎課程中心 

· 中華研究院 

· 會計與管理學院 

· 醫學與保健科學學院 

· 理工學院 

· 創意產業學院 

· 中華研究院 

· 基礎課程中心 

· 高等教育與研究所 

· 延續教育中心 

 

六． 強  項： 

1. 2016 QS 亞洲大學排名 251-300 

2. 拉曼大學不僅尋求國家高等教育部的承認，更致力於擴展並爭取與國際專業學術團

體的合作及認證。該校完成會計、化學、建築估算、建築管理、精算學及商業管理

等課程之學生皆可申請成為相關專業學術團體的會員，而工程科畢業生可註冊為華

盛頓協議國下的專業工程師，榮獲赴14個協議國工作的資格。 

3. 師資陣容強盛。在引進講師方面，尤為重視，因此在全馬私立院校中，拉曼大學是

擁有最多碩博士級講師的一所學府。 

4. 分佈在四個不同點的拉曼大學校區，個個別具一格，既有群山環繞的寧靜幽雅、也

可體驗繁榮大城市、黃金住宅地區、以及鎮區不同程度的繁華便利。 

七． 國際交流現況：該校國際協議校共143所，包含台灣國立成功大學、國立交通大學、淡江

大學共48校。該校與本校於自2013年簽訂校級總約，因協議到期已於日前提請續約，並

經本校105學年度第16次（106年4月10日）行政會議通過。現該校希望與本校擴大交流項

目，故再次提請簽署交換學生協議。 

八． 參考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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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拉曼大學 http://www.utar.edu.my/cn/index.jsp?fcatid=570  

2. QS 世界大學排名 https://www.topuniversities.com/universities/universiti-tunku-abdul-rahman-

utar#322172 

 

 
  

http://www.utar.edu.my/cn/index.jsp?fcatid=570
https://www.topuniversities.com/universities/universiti-tunku-abdul-rahman-utar#322172
https://www.topuniversities.com/universities/universiti-tunku-abdul-rahman-utar#322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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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案附件 2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ON STUDENT EXCHANGE 

BETWEEN  

SOOCHOW UNIVERSITY 

AND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Based on the “Renewal of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And Soochow University Dated 24 June 2016,” both universities agree to 
conclude a Memorandum to specify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student exchange.” 
Article 1 
Under this Memorandum, each semester,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may send up to 
two (2) students to Soochow University. 
Article 2 
In return, each semester,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will be prepared to receive up to 
two (2) students from Soochow University. 
Article 3 
The total number of students exchanged under this Memorandum should be balanced, each 
academic year, on one side for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and, on the other side, for 
Soochow University. 
Article 4 
Students seeking admission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is Memorandum must meet the 
admission requirements for exchange students of the host university, as well as the 
following requirements: 
Be registered students in a degree program at their home university and pay tuition fees to 
the home university for the period of their study at the host university; 
Have a good academic record; 
Meet all requirements set by the host and home universities. 
Article 5 

Whilst studying at the host university, the exchange students shall be registered as non-

degree students, at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as ‘Exchange Students’ and at 

Soochow University as ‘Non-Degree Students’. 

Article 6 

At the end of the exchange period, the host university shall inform the home 

university of the exchange students’ academic performance by providing transcripts. 

Academic achievements earned at the host university shall be evaluated by the 

home university according to the latter’s curriculum and regulations.  
Article 7 
The host university shall not admit students exchanged under this Memorandum to pursue 
the award of a degree before the completion of his/her registered degree course at the home 
university. 
Article 8 
The maximum stay of students at the host university under the terms of this Memorandum 
shall be two semesters, and the minimum stay shall be one semester. 
Article 9 
Students accepted under this Memorandum shall be exempt from paying tuition fees to the 
host university, based on Article 4, where it is stated that such tuition fees shall be paid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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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ir home university. However, the cost of accommodation, transportation, textbooks, 
medical insurance, and all other personal needs shall be the responsibility of individual 
students. In addition, they may be required to pay an administration fee to either or both 
the host university and their home university.  
Article 10 
The host university shall have the right to reject any applicants presented. 
Article 11 
Once enrolled in the host university, participating students will be subject to the rules and 
regulations as well as the rights and privileges enjoyed by regular students of the host 
university. 
Article 12 
The host university will make every reasonable effort to assist students participating under 
this Memorandum in finding on- or off-campus accommodation. 
Article 13  
Exchange students must have medical insurance as instructed by the host university. 
Article 14 
This Memorandum shall take effect for a period of five (5) years and may be automatically 
renewed for successive five-year periods unless either party gives the other written notice 
of its desire to terminate or to revise the Memorandum six (6) months prior to the expiry of 
this Memorandum.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Wei-Ta Pan Ir Prof. Academician 
Dato’ Dr. Chuah Hean Teik 

President President/CEO 

Soochow University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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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案附件 3 

浙江大學 

Zhenjiang University 

簡介 

一、屬性：綜合 

二、成立時間：1897年 

三、學生人數：48,700餘名 

四、教師人數：3,500餘名 

五、校長：吳朝暉 

六、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區余杭塘路 866號 

七、系所： 

人文學院 外國語言文化與國際交流學院 傳媒與國際文化學院 

經濟學院 光華法學院 教育學院 

管理學院 公共管理學院 馬克思主義學院 

數學科學學院 物理學系 化學系 

地球科學學院 心理與行為科學系 機械工程學院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院 能源工程學院 電氣工程學院 

建築工程學院 化學工程與生物工程學院 海洋學院 

航空航太學院 高分子科學與工程學系 光電科學與工程學院 

資訊與電子工程學院 控制科學與工程學院 電腦科學與技術學院 

軟體學院 生物醫學工程與儀器科學學院 生命科學學院 

生物系統工程與食品科學學

院 
環境與資源學院 

農業與生物技術學院 

動物科學學院 醫學院 藥學院 

八、特色：浙江大學的前身為創立於 1897年之求是書院，是中國近代史上效法西方學制最

早創辦的新式高等學校之一， 1928年定名國立浙江大學。其學科涵蓋哲學、經濟學、

法學、教育學、文學、歷史學、藝術學、理學、工學、農學、醫學、管理學等十二個門

類。擁有一級學科國家重點學科 14個，二級學科國家重點學科 21個。據 ESI公佈的資

料，截至 2017年 1月，該校有 18個學科進入世界學術機構前 1%，7個學科進入世界前

100位，居全大陸高校第二；6個學科進入世界前 1‰，4個學科進入世界前 50位，居全

大陸高校第一。 

九、排名：中國校友會網 2017中國大學排名榜 700強排名 5。*為臺灣教育部承認之 155所

大陸地區高校之一 

十、國際交流：浙江大學目前已與美國康奈爾大學、戴維斯加利福尼亞大學、伊利諾大學香

檳分校，日本東京大學、早稻田大學、大阪大學，英國利茲大學、約克大學、帝國理工

學院，德國洪堡大學、慕尼克工業大學、柏林工業大學，香港大學、澳門大學、台灣地

區台灣大學、政治大學、成功大學、交通大學等簽署合作協議，2015年該校師生海外學

習交流總數為 7,295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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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參考網站： 

浙江大學： http://www.zju.edu.cn/ 

中國校友會網：http://www.cuaa.net/cur/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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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案附件 4 

東吳大學與浙江大學學生交換合作約定書 

東吳大學與浙江大學本著「平等互惠、優勢互補、共同發展」原則，經雙方協商，就兩

校學生交換事宜達成如下約定： 

一、合作形式： 

1. 雙方同意根據學生意願，每學年互派學生(東吳大學：註冊在校之學士班以及碩、

博士班學生；浙江大學：全日制有籍在校本科生和全日制非在職研究生)（以下稱

「交換生」）到對方學校學習。 

2. 交換以修讀對方開設科目為主。 

3. 交換生名額，每學期以兩人為上限。但有特殊計畫，將另案討論，人數不在此限。 

4. 交換生在接待學校從事研究或修課，不獲取學位。交換結束後，接待學校應為對方

交換生提供修讀課程成績單。 

5. 交換生在接待學校完成交換後，必須按交換計畫返回原屬學校，不得延長停留時

間，接待學校不受理為其辦理延長手續之要求。 

二、遴選方式： 

1. 雙方根據學習成績、個性是否適合此項交換計畫等情況，推薦交換生至對方學校學

習。學生需在原學校修滿一年。 

2. 雙方各自保留審查對方推薦交換生研修之最後決定權。若有不獲對方接受之情況，

推薦方可再次補充推薦。 

三、輔導管理： 

1. 接待學校負責交換生在校學習、生活期間之管理工作。交換生不參與接待學校之評

鑑、評獎活動，其他管理辦法將參照各自學校管理規定執行。 

2. 接待學校需安排交換生在大學宿舍住宿，以便交換生進行各項交流活動。 

3. 雙方有關部門或單位儘量安排交換生與本校學生進行各項學術交流活動，關心其生

活起居，使交換計畫取得最大效果。 

4. 雙方選定交換生後，接待學校應給予來校就讀之交換生各方面協助與輔導，使交換

生能儘快適應新環境。 

四、費用： 

1. 交換生向各自所屬學校繳交學雜費，接待學校不再收取交換生研修費。 

2. 交換生必須自行購買相關保險，在研修前提供保險證明影印本予接待學校。 

3. 交換生應自行負擔往返交通費、生活費、住宿費、書籍費、證件費、簽證費、保險

費及其他個人支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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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施行細則： 

1. 本約定書內容由雙方指定相應行政部門實施，並負責管理。 

2. 交換生必須遵守當地法律及接待學校之法規，如有違規情況嚴重者，該生將中止交

換，返回原屬學校。 

3. 雙方按情況對需要辦理出入境手續的學生提供協助。交換生要自行負責取得相關入

境許可。學校方面會儘量配合，但不負責保證能給予入境許可等文件。如簽約中任

何一方學生因無法獲得入境許可而不能成行，則該年度學生交換名額，將展延至下

一年度；另一方學生交換將繼續進行。約定書期限內其他年度交換計畫，將繼續執

行。 

4. 交換生應在指定期限內，向雙方學校繳交規定之必要文件，並準時報到與返校。 

5. 本約定書經雙方代表簽字之日起立即生效，有效期五年。約定書到期前六個月任何

一方不提出異議，本約定書將自動延長一次，有效期五年。如任何一方擬終止本約

定書，應在預定終止日期之前至少六個月，以書面形式提出終止約定書要求。在本

約定書終止之前開始或已經存在交換學習活動不受約定書終止影響，有關學生仍按

照原訂計畫完成在接待學校的學習。 

6. 本約定書未盡事宜由雙方協商後解決。 

7. 本約定書一式兩份，雙方各執一份。兩份文本中對應表述的不同用語所含意義相

同，兩份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東吳大學  副校長        浙江大學  常務副校長 

董保城    教授         宋永華    教授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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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与东吴大学学生交换合作协议书 

浙江大学与东吴大学本着“平等互惠、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原则，经双方协商，就

两校学生交换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一、合作形式 

1.  双方同意根据学生意愿，每学年互派学生（浙江大学：全日制有籍在校本科生和全

日制非在职研究生；东吴大学：注册在校之学士班以及硕、博士班学生）（以下称“交

换生”）到对方学校学习。 

2.  交换以修读对方开设科目为主。 

3.  交换生名额，每学期以两人为上限。如有特殊计划，将另案讨论，人数不在此限。 

4.  交换生在接待学校从事研究或修课，不获取学位。交换结束后，接待学校 

应为对方交换生提供修读课程成绩单。 

5.  交换生在接待学校完成交换后，必须按交换计划返回原属学校，不得延长停留时

间，  接待学校不受理为其办理延长手续之要求。 

二、选拔范围 

1.  双方根据学习成绩、个性是否适合此项交换计划等情况，推荐交换生至对方学校学

习。学生须在原学校修满一年。 

2.  双方各自保留审查对方推荐交换生研修的最后决定权。若有不获对方接受之情况， 

推荐方可再次补充推荐。 

三、学生管理 

1.  接待学校负责交换生在校学习、生活期间的管理工作。交换生不参与接待学校的

评优、评奖活动，其他管理办法将参照各自学校管理规定执行。 

2.  接待学校需安排交换生在大学宿舍住宿，以便交换生进行各项交流活动。 

3.  双方有关部门或单位尽量安排交换生与本校学生进行各项学术交流活动，关心其

生活起居，使交换计划取得最大效果。 

4.  双方选定交换生后，接待学校应给予来校就读的交换生各方面协助与辅导，使交

换生能尽快适应新环境。 

四、费用 

1.  交换生向各自所属学校缴交学费，接待学校不再收取交换生学费。 

2.  交换生必须自行购买相关保险，在研修前提供保险证明影印本给接待学校。 

3.  交换生应自行负担往返交通费、生活费、住宿费、书籍费、证件费、签注费、保

险费及其他个人支出等。 

五、组织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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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协议书内容由双方相应职能部门实施。 

2.  交换生必须遵守当地法律及接待学校之法规。如有违规情况严重者，该生将中止

交换，返回原属学校。 

3.  双方按情况对需要办理出入境手续的学生提供协助。交换生要自行负责取得相关

入境许可。学校方面会尽量配合，但不负责保证能给予入境许可等文件。如签约中

任何一方学生因无法获得入境许可而不能成行，则该年度学生交换名额，将延至下

一年度；另一方学生交换将继续进行。协议书期限内其他年度交换计划，将继续执

行。 

4.  交换生应在指定期限内，向双方学校缴交规定的必要文件，并准时报到与返校。 

5.  本协议书经双方代表签字之日起立即生效，有效期五年。协议书到期前六个月任

何一方不提出异议，本协议书将自动延长一次，有效期五年。如任何一方拟终止本

协议书，应在预定终止日期之前至少六个月，以书面形式提出终止协议书要求。在

本协议书终止之前开始或已经存在的交换学习活动不受协议书终止影响，有关学生

仍按照原定计划完成在接待学校的学习。 

6.  本协议书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后解决。 

7.  本协议书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两份文本中对应表述的不同用语所含意义相

同，两份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浙江大学  常务副校长       东吴大学  副校长 

宋永华    教授         董保城    教授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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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案附件 1 

美國亞利桑那大學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簡介 

 

一、 屬  性：公立大學 

二、 成立時間：1885年。 

三、 學生人數：41,549人 (學士班約33,732人；碩士班約7,817人) 

四、 教職員數：15,530人 

五、 規    模： 

亞利桑那大學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簡稱 UA) 座落於亞利桑那州的土桑市(Tucson)，距

離土桑國際機場僅有 15 分鐘車程，交通十分便利，地理環境良好。學院列表如下： 

學院列表 (Colleges) 

 Agriculture and Life Sciences  Medicine - Phoenix 

 Architecture and Landscape Architecture  Medicine - Tucson 

 Education  Nursing 

 Eller College of Management  Optical Sciences 

 Engineering  Pharmacy 

 Fine Arts  Rogers College of Law 

 Humanities  Science 

 Letters, Arts and Science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Zuckerman College of Public Health  

六、 強    項： 

1. 2016 QS 世界大學排名 233 

2. 該校多個系所具有先進的儀器設備，而研究水準也屬一流，因此擠身於美國國家級評價的

大學之列。亞利桑那大學是美國大學協會（Association of American Universities）認可的全美

60 所大學之一，亦曾獲得卡內基認證（Carnegie Classification），並曾經由美國國家科學協會

（Th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評鑑為公立研究型大學排名中的第 15 名。 

七、 國際交流現況： 

該校與世界各國共 266 所大專校院簽有協議，其中台灣協議學校包含國立中山大學、國立中

興大學。我校代表於 2017年亞洲教育者年會 (APAIE) 展期中，與該校代表會面討論合作可

能，並由該校提請簽署校級總約，以利拓展兩校未來交流機會。 

八、 參考資料： 

1. 學校官網：https://global.arizona.edu/  

2. 優勢留學顧問中心：http://www.abups.com/campus.asp?dsno=468 

 
 

http://directory.arizona.edu/colleges/college-agriculture-life-sciences
http://directory.arizona.edu/colleges/college-medicine-phoenix
http://directory.arizona.edu/colleges/college-architecture-planning-landscape-architecture
http://directory.arizona.edu/colleges/college-medicine-tucson
http://directory.arizona.edu/colleges/college-education
http://directory.arizona.edu/colleges/college-nursing
http://directory.arizona.edu/colleges/eller-college-management
http://directory.arizona.edu/colleges/college-optical-sciences
http://directory.arizona.edu/colleges/college-engineering-0
http://directory.arizona.edu/colleges/college-pharmacy
http://directory.arizona.edu/colleges/college-fine-arts
http://directory.arizona.edu/colleges/james-e-rogers-college-law
http://directory.arizona.edu/colleges/college-humanities
http://directory.arizona.edu/colleges/college-science
http://directory.arizona.edu/colleges/colleges-letters-arts-and-science
http://directory.arizona.edu/colleges/college-social-and-behavioral-sciences
http://directory.arizona.edu/colleges/mel-enid-zuckerman-college-public-health
https://global.arizona.edu/
http://www.abups.com/campus.asp?dsno=468


 

 
 

 

第五案附件 2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for Global Location: 

University of Arizona at Soochow University 

 

Based on principles of reciprocity, and educational collaboration, the Arizona Board of Regents 

on behalf of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UA”) and Soochow University (“Soochow”) enter into 

this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hereinafter “Agreement”) to enable the UA offer educational 

programs in collaboration with Soochow, including degree programs and/or dual degree programs 

(“Collaborative Degree Programs”) that may be completed in their entirety at Soochow.  This 

agreement outlines the framework under which various Collaborative Degree Programs will be 

offered.  Each Collaborative Degree Program will be negotiated and described separately in a 

Program Addendum that will be incorporated by reference into this agreement.   

1. Article One: Parties to the Agreement 

1.1. Soochow University (referred to as “Soochow”)  

Principal Place of Business: Taipei, Taiwan 

Legal Representative: Wei Ta Pan, President 

1.2. The Arizona Board of Regents on behalf of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referred to as 

“UA”) 

Principal Place of Business: Tucson, Arizona, USA, 85721 

Legal Representative: Ann Weaver Hart, President 

2. Article Two: Goal 

For the UA to establish a physical presence at Soochow in order to collaborate with Soochow 

in offering UA educational programs, including degree programs and/or dual degree 

programs, to students at Soochow.   

3. Article Three: Development of Collaborative Degree Programs at Soochow 

3.1. Development of Collaborative Degree Programs 

(a) The parties agree to negotiate in good faith on the terms of Collaborative Degree 

Programs to be offered to students at Soochow.   

(b) The terms for each Collaborative Degree Program shall be described in a Program 

Addendum to this agreement.   

(c) The parties may subsequently modify any Program Addendum upon mutual 

agreement in writing.  

 

3.2. Admission Standards and Continued Eligibility 



 

 
 

 

(a) General admissions requirements for each Collaborative Degree Program shall be 

described in the Program Addendum, but each party shall have the authority to deny 

admission to any student at its sole discretion if the party determines the student does 

not meet its admission standards.   

(b) Each party retains the right, in its sole discretion, to sanction any student in the 

Collaborative Degree Program who violates that party’s rules of academic integrity or 

student conduct code. Sanctions may include failing or expelling a student from a 

course or from the Collaborative Degree program.  

 

3.3. Education Opportunities at the UA in Tucson 

Though students will be able to complete any Collaborative Degree Program entirely in 

residence at Soochow, Collaborative Degree Program students will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study at the UA in Tucson for up to two years provided that: (a) they satisfy admissions 

requirements for the UA; (b) their application to study at the UA is approved by both UA and 

Soochow; and (c) they are financially able to pay non-resident tuition at the UA. 

3.4.  Student Exchange Programs and Faculty Research Collaboration:   

Soochow and UA will additionally seek to establish programs for bilateral student 

exchange and faculty research collaboration, including joint grant applications, on terms 

mutually agreed upon by Soochow and UA in a separate written agreement. 

 

4. Article Four: Rights and Obligations of Soochow and UA 

Other than the obligation to negotiate in good faith the terms of a Collaborative Degree Program 

as set forth in Article 3, the affirmative obligations of each party set forth in this Article 4 will not 

commence until the parties have executed a Program Addendum setting forth the terms of at least 

one Collaborative Degree Program.  

4.1. Obligations and Rights of Soochow 

1) Program Promotion by Soochow.  In order to attract and maintain a sufficient body 

of highly qualified students, Soochow will publicize the UA presence at Soochow and 

market and promote Collaborative Degree Programs through reasonable mean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social media, print media, brochures, recruitment fairs, 

billboards, and other forms of advertisement. Any use of UA marks and logos is 

permitted only for the purposes and in the manner approved in writing by the UA, and 

will be limited to materials and activities related to Collaborative Degree Programs or 

the UA’s presence at Soochow.   



 

 
 

 

2) Program Promotion by UA.  Soochow will allow the UA to market, advertise, and 

publicize the UA presence at Soochow, as well as any Collaborative Degree Programs 

offered at Soochow, through any reasonable means,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social 

media, print media, brochures, recruitment fairs, billboards, and other forms of 

advertisement, and will allow use of its marks and logos for this purpose.   

3) Approvals.  Notwithstanding the paragraphs above, neither Soochow nor UA will 

promote any programs, or recruit students, unless and until the UA has secured 

approval from the HLC to establish Soochow as an “additional location” and Soochow 

has secured approval from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Taiwan).  The Parties shall 

undertake all reasonable efforts to secure such approvals immediately upon the 

execution of both this agreement and at least one Program Addendum. 

4) UA Branded Space.  Soochow will provide the UA a mutually agreeable space at 

the Soochow’s main campus in Taipei for the UA’s exclusive use.  Soochow will 

permit the UA to affix prominent signage (e.g.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Block A”) 

both outside and inside the building, at mutually agreeable locations, indicating the 

UA’s presence in that building.  

5) Classrooms and Basic Facilities. Soochow will provide to UA faculty and teaching 

fellows who work on the Collaborative Degree Program at Soochow adequate 

classrooms, office space, and associated utilities, telecommunications services and 

internet access, at no charge to UA.  

6) Faculty Exchanges, Visits and Academic Collaboration. Soochow will encourage 

short-term exchanges and visits between Soochow and UA faculty, and will encourage 

Soochow and UA faculty to develop academic exchanges and collaborations in areas 

of mutual interest in order to enhance their scholarship and research. 

7) Advanced Education Opportunities for Soochow Faculty. Soochow may send 

faculty members to the UA to receive training relevant to the Collaborative Degree 

Program, including enrollment in relevant graduate degree programs at the UA.  The 

specific terms of this training, including number of faculty, and length of the training, 

shall be set forth in the Program Addendum.   

8) Continuing Education. Soochow and UA will collaborate to establish programs to 

provide non-credit education and other programs at Soochow, to professionals, 

Collaborative Degree Program participants, and the general public, with fees and 



 

 
 

 

revenue share to be mutually agreed upon by Soochow and UA in a separate written 

agreement.  

9) Opportunities for UA Students. Soochow and UA agree to collaborate on the terms 

of study abroad or dual degree programs that will allow UA students to attend 

Collaborative Degree Program courses at Soochow. Upon reaching an agreement for 

one or more of these programs, Soochow and UA will sign a separate agreement that 

addresses issues such as enrollment, tuition, curriculum and academic credits. 

 

4.2. The Obligations of the UA 

1) Program Promotion. The UA will provide Soochow with materials and information 

to promote Collaborative Degree Programs, and will allow Soochow to use UA’s 

marks and logos for promotional activities, as specifically agreed upon in writing by 

the UA.  The UA will also use reasonable efforts to promote and market 

Collaborative Degree Programs with Soochow in Taipei in order to ensure sufficient 

enrollment. 

2) Students’ Rights. The UA shall make electronic library resources available to those 

Collaborative Degree Program students with UA student status. When the 

Collaborative Degree Program students study in residence at the UA, they will have 

the same rights and duties as all registered UA students, including access to library 

resources. 

3) Support for Soochow Students. The UA will accept qualified Collaborative Degree 

Program students to study at the UA, for the number of academic terms set forth in 

each Program Addendum. The UA will assist these students in registering for courses, 

managing transfer credits, and facilitating the process of studying at the UA. 

4) Faculty Exchanges, Visits and Academic Collaborations. The UA will encourage 

short-term exchanges and visits between Soochow and UA faculty, and encourage 

Soochow and UA faculty to develop academic exchanges and collaborations in areas 

of mutual interest in order to enhance their scholarship and research. 

5) Advanced Education of Faculty. As set forth above, Soochow may send faculty 

members to the UA to receive training.  The UA will assist Soochow faculty members 

in registering for courses and identifying housing and will facilitate the faculty 

members’ participation in the training opportunities that are offered. 



 

 
 

 

6) Continuing Education. As set forth in Section 4.1(9) above, the UA and Soochow 

will collaborate to establish programs to provide non-credit education and other 

programs at Soochow, to professionals, Collaborative Degree Program participants, 

and the general public, with fees and revenue share to be mutually agreed upon by 

Soochow and UA in a separate written agreement. 

 

5. Article Five: Revenue Share, Minimum Enrollment, and Cost Sharing 

(a) The parties agree to share tuition revenue generated through Collaborative Degree 

Programs offered at Soochow.   

(b) The Program Addendum for each Collaborative Degree Program will establish the 

tuition, revenue share percentage, and minimum enrollment for that Program.  

(c) Soochow and the UA shall each cover the costs associated with their respective 

responsibilities and obligations as described in this agreement or any Program 

Addendum.    

(d) Soochow understands that in order to ensure the sustainability of this Agreement over 

time, the UA must receive sufficient revenue from Collaborative Degree Programs and 

other programs at Soochow to fully recover its costs, including instructional cost, 

administrative costs and overhead, and to otherwise ensure the financial sustainability 

of this Agreement.    

 

6. Article Six:  Duration of the Agreement 

The initial term of this Agreement shall commence on the day of signing and extend through 

the later of four years from the date of execution or the termination of the last executed 

Program Addendum. Soochow and UA will enter into regular good faith negotiations for 

periodic extension of this Agreement and associated Collaborative Degree Programs to allow 

for the recruitment and admission of future students. If a Collaborative Degree Program is 

terminated or is not extended, the parties agree to provide services to any students enrolled in 

the program through completion of the program, on terms to be negotiated in good faith and 

set forth in a writing signed by both parties. 

 

7. Article Seven: Modification of the Agreement 

Any proposal to modify this Agreement should be sent to the other party in writing, at least 

three months before the proposed effective date of the modification. Any modifications will 

be effective only if agreed to in writing signed by both parties. 



 

 
 

 

 

8. Article Eight:  Required Arizona State Agency provisions 

 

(a) Conflict of Interest. This Agreement is subject to cancellation pursuant to Arizona Revised 

Statutes § 38-511 regarding Conflict of Interest, which in substance prohibits a UA 

employee involved in the negotiation of this agreement to be subsequently employed by 

Soochow for a period of three years after signing this Agreement. 

(b) Non-Appropriation. The parties recognize that in general the performance by the UA may 

be dependent upon the appropriation of funds by the State Legislature of Arizona.  To the 

extent that performance of this agreement is dependent upon appropriation of funds by the 

State Legislature of Arizona, the UA may reduce the scope of this Agreement if appropriate 

or cancel the Agreement without further duty or obligation.  The UA agrees to notify 

Soochow as soon as reasonably possible after the unavailability of said funds comes to the 

UA’s attention. 

(c) 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 and Non-Discrimination. The UA is bound by applicable 

federal and state laws and regulations, as well as internal UA policy, governing 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 and Non-Discrimination.  The Parties agree that participation 

by UA personnel or students in any activities relating to this Agreement shall not be denied 

to any individual on the basis of race, color, religion, sex, national origin, age, disability, 

veteran status, sexual orientation, gender identity, or genetic information.  The UA is also 

committed to providing equal access and reasonable accommodation to its employees and 

students as required by law. 

(d) Export Controls. The UA is bound by all applicable United States federal laws restricting 

the export of controlled materials and technology set forth in the International Traffic in 

Arms Regulation (ITAR), 22 CFR §120 et seq. and the Export Administration Act of 1979 

(as amended) 50 U.S.C. Appendix § 2401 et seq. (collectively “Export Control Laws”) and 

will not transfer any export controlled materials or technology without prior authorization 

from Department of State or Department of Commerce if such authorization is required. 

(e) Family Educational Rights and Privacy Act (FERPA). The Parties acknowledge that 

students participating in programs pursuant to this Agreement are enrolled or plan to be 

enrolled in both Parties for the purposes of this Agreement, and each of the Parties shall 

therefore provide to the other party such student information as is necessary for the 

purposes of the student’s enrollment in the other Institution, pursuant to 34 CFR 

§99.31(a)(2). The Parties acknowledge that any disclosure of student information is subject 



 

 
 

 

to the Family Educational Rights and Privacy Act (“FERPA”), 20 U.S.C. §1232g, 34 CFR 

Part 99. 

 

9. Article Nine: Choice of Law 

As to activities taking place in Taiwan, this Agreement shall be governed and interpreted by 

the laws of Taiwan.  As to activities taking place in Arizona, this Agreement shall be governed 

and interpreted by relevant federal law, Arizona state law, and applicable governmental 

regulations. 

 

10. Article Ten: Dispute Resolution 

If any dispute, difference, controversy or claim (“Dispute”) arises under, out of, or relating to 

this Agreement, any Program Addendum, or any amendment to such agreements the Parties 

shall make a good faith endeavor to settle the Dispute amicably, through direct negotiations 

between them. This Article 10 will apply to all Disputes including, without limitation, 

Disputes regarding the formation, validity, binding effect, interpretation, performance, breach 

or termination of this Agreement or any Program Addendum, as well as non-contractual 

claims arising out of or related to this Agreement or any Program Addendum. If the parties 

are unable to settle a Dispute, the matter shall be referred to and finally resolved by arbitration 

administered by the Singapore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Centre (“SIAC”) under the 

Arbitration Rules of the Singapore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Centre (“Arbitration Rules”) 

then in force. .  The seat of arbitration shall be Singapore. The number of arbitrators shall be 

one to be appointed by the Singapore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Centre in accordance with its 

Arbitration Rules.  The arbitration proceedings shall be conducted in English. 

 

IN WITNESS WHEREOF, the duly authorized representatives of each of the Parties have signed 

this Agreement as of the date below writ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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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rizona Board of Regents for and on behalf of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nn Weaver Hart  

President     

 

_______________    

Date 

 

 

For Soochow Universit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Wei Ta Pan 

President 

 

________________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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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案附件 1 

東吳大學教師請假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擬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二條  

專任教師請假分下列十一

種： 

一、事假：…..。 

二、病假：因疾病或經醫師診斷

需安胎休養者，其治療或休

養期間，得請病假，每學年准

給三十日，其超過規定日數

者，以事假抵銷。女性教師每

月得請生理假一日，其請假

日數併入病假計算。患重病

或安胎經醫療機構或專科醫

師診斷非短時間所能治癒

者，得簽請校長核准延長之，

其延長期間自第一次申請延

長病假之首日起算，二學年

內合併計算不得超過一年

（365 日），但銷假上班一年

以上者，其延長病假得重行

起算。 

三、婚假：十四日，除因特殊事

由，得簽請校長核准延後給

假或於結婚前一週提前給假

者外，應自結婚登記之日起

一個月內請畢。 

四、產假：四十二日；妊娠滿五個

月以上流產者，給流產假四

十二日；妊娠三個月以上未

滿五個月流產者，給流產假

二十一日；妊娠未滿三個月

流產者，給流產假十四日。產

假及流產假應一次請畢，必

要時得於產前申請部分產

假，並以二十一日為限。 

第二條  

專任教師請假分下列十一

種： 

一、事假：……。 

二、病假：因疾病或經醫師診斷

需安胎休養者，其治療或休

養期間，得請病假，每學年准

給三十日，其超過規定日數

者，以事假抵銷。女性教師每

月得請生理假一日，其請假

日數併入病假計算。患重病

或安胎經醫療機構或專科醫

師診斷非短時間所能治癒

者，得簽請校長核准延長之，

其延長期間自第一次申請延

長病假之首日起算，二學年

內合併計算不得超過一年，

但銷假上班一年以上者，其

延長病假得重行起算。 

 

三、婚假：十四日（不含例假日），

除因特殊事由，得簽請校長

核准延後給假或於結婚前一

週提前給假者外，應自結婚

登記之日起一個月內請畢。 

四、產假：四十二日（不含例假

日）；妊娠滿五個月以上流產

者，給流產假四十二日；妊娠

三個月以上未滿五個月流產

者，給流產假二十一日；妊娠

未滿三個月流產者，給流產

假十四日（不含例假日）。產

假及流產假應一次請畢，必

要時得於產前申請部分產

1. 明確敘明各假

別請假天數之

計算方式，其

中 除 延 長 病

假、公傷假、公

假及公差假，

依日曆外（計

入例假日）；餘

各假別，均應

按校曆扣除例

假日（含星期

例假日、國定

假日及本校放

假日）後計算

日數，並刪除

原各假別是否

計入例假日之

個 別 敘 述 方

式，改以統一

說明計算日數

之標準。 

2. 明確界定延長

病假之日數。 

3. 參照「教育部

教 師 請 假 規

則」第 3 條，陪

產假由每次至

少半日，調整

得以「小時」計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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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五、產前假：八日，得分次申請，

不得保留至分娩後。 

 

六、陪產假：五日，應於配偶生產

之當日及其前後合計十五日

期間內，擇其中之五日請假。 

 

 

七、健檢假：每學年內以二次為

限。 

八、喪假：因曾祖父母、祖父母、

外祖父母或配偶之祖父母死

亡者七日；父母、養父母、繼

父母或配偶死亡者二十一

日；配偶之父母、養父母、繼

父母死亡者十四日；兄弟姐

妹死亡者三日；子女死亡者

七日。喪假得於一年內依民

俗習慣分次申請。 

 

 

九、公傷假：因執行職務受傷必

須休養或治療，應簽請校長

核准，期限二年。 

 

十、公假：專任教師有下列情事

之一者，給予公假： 

（一）依法受各種兵役召集

或奉派參加政府召集

之集會。 

（二）參加學校各類代表隊

赴校外比賽。 

（三）參加學校舉辦之交流

訪問團活動。 

（四）奉院長或學系主任指

假，並以二十一日為限，每次

請假應至少半日。 

五、產前假：八日（不含例假日），

得分次申請，不得保留至分

娩後。 

六、陪產假：五日（不含例假日），

應於配偶生產之當日及其前

後合計十五日期間內，擇其

中之五日請假。 

 

七、健檢假：每學年內以二次為

限。 

八、喪假：因曾祖父母、祖父母、

外祖父母或配偶之祖父母死

亡者七日；父母、養父母、繼

父母或配偶死亡者二十一

日；配偶之父母、養父母、繼

父母死亡者十四日；兄弟姐

妹死亡者三日；子女死亡者

七日。喪假（不含例假日）得

於一年內依民俗習慣分次申

請。 

 

九、公傷假：因執行職務受傷必

須休養或治療，應簽請校長

核准，期限二年（含例假日）。 

十、公假：專任教師有下列情事

之一者，給予公假： 

（一）依法受各種兵役召集

或奉派參加政府召集

之集會。 

（二）參加學校各類代表隊

赴校外比賽。 

（三）參加學校舉辦之交流

訪問團活動。 

（四）奉院長或學系主任指

派參加會議、交流、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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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派參加會議、交流、巡

視、慰問等。 

（五）代表學校至他校教學

或交換講學。 

（六）配合教學科目帶領學

生參加交流、訪問、表

演等活動。 

（七）教學單位主管參加與

其職務有關之會議、

學術研討會或相關交

流活動等。 

（八）代表國家參加比賽或

受政府機構邀請參加

會議、參訪、表演、評

審等。 

（九）受邀至校外擔任評鑑

委員。 

（十）參加政府依法主辦之

各項投票。 

（十一）經學校同意，參加政

府舉辦與職務有關

之考試。 

（十二）基於法定義務經學

校同意出席作證、

答辯。 

（十三）具原住民族身分之

教師，遇當年度該

原住民族歲時祭

儀。 

十一、公差假：專任教師有下列

情事之一者，給予公差假，

並得依實際需要支領差旅

費： 

（一）率領學校各類代表隊

參加比賽。 

（二）參與學校之招生宣導

活動。 

視、慰問等。 

（五）代表學校至他校教學

或交換講學。 

（六）配合教學科目帶領學

生參加交流、訪問、表

演等活動。 

（七）教學單位主管參加與

其職務有關之會議、

學術研討會或相關交

流活動等。 

（八）代表國家參加比賽或

受政府機構邀請參加

會議、參訪、表演、評

審等。 

（九）受邀至校外擔任評鑑

委員。 

（十）參加政府依法主辦之

各項投票。 

（十一）經學校同意，參加政

府舉辦與職務有關

之考試。 

（十二）基於法定義務經學

校同意出席作證、

答辯。 

（十三）具原住民族身分之

教師，遇當年度該

原住民族歲時祭

儀。 

十一、公差假：專任教師有下列

情事之一者，給予公差假，

並得依實際需要支領差旅

費（含例假日）： 

（一）率領學校各類代表隊

參加比賽。 

（二）參與學校之招生宣導

活動。 

（三）奉學校指派率領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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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三）奉學校指派率領學校

參訪團或學生從事參

訪交流活動。 

（四）奉校長指派參加會議、

交流、巡視、慰問等。 

（五）行政單位主管因職務

參加相關會議。 

（六）參加由學校推薦獲獎

之頒獎典禮。 

（七）配合執行校外補助單

位之研究計畫。 

 

教師請假日數應按校曆上班

日計算，但申請延長病假、公傷

假、公假及公差假者，其星期例

假日、國定假日及本校放假日均

應納入計算。 

專任教師依第一項第十款第

四、六、七目以及第十一款規定

請假時，得依實際需要並配合計

畫預算或校外補助經費支領差旅

費。 

除申請事假及三天以下之病

假外，其餘假別之申請應檢附相

關證明。 

事假、病假、產前假、陪產假

得以小時計，每八小時以一日計。

婚假、產前部份產假、喪假，每次

請假應至少半日。 

參訪團或學生從事參

訪交流活動。 

（四）奉校長指派參加會議、

交流、巡視、慰問等。 

（五）行政單位主管因職務

參加相關會議。 

（六）參加由學校推薦獲獎

之頒獎典禮。 

（七）配合執行校外補助單

位之研究計畫。 

 

 

前項所稱例假日指星期例假

日及國定假日。 

 

 

 

專任教師依第一項第十款第

四、六、七目以及第十一款規定

請假時，得依實際需要並配合計

畫預算或校外補助經費支領差旅

費。 

除申請事假及三天以下之病

假外，其餘假別之申請應檢附相

關證明。 

事假、病假、產前假得以小時

計。婚假、陪產假、喪假，每次請

假應至少半日。 

第三條  

教師請延長病假跨越二學年

度者，其請假日數之計算應扣除

各學年度得請事、病假之日數。 

前項教師於延長病假期間銷

假上班，開學後再請延長病假時，

其延長病假視為未中斷，且不得

扣除寒暑假之日數。但開學後即

 1. 新增條文 

2. 參照「教育部

教 師 請 假 規

則」第 7 條，增

訂延長病假跨

學年度時之日

數計算，應扣

除各學年得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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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銷假且實際上課已達一學期以上

者，寒暑假之日數得予扣除。 

之事、病假日

數。 

3. 寒 暑 假 之 日

數，以開學後

是否授課達一

學期，為列計

與否之標準。 

第四條  

延長病假或公傷假期滿仍不

能銷假者，應依規定申請留職停

薪或依其服務年資辦理退休或資

遣。 

前項教師自留職停薪之日起

已逾一年仍未痊癒，應依法辦理

退休或資遣。 

第一項留職停薪教師，於留

職停薪期間，為辦理退休或資遣

者，得隨時申請復職，並以復職

當日為退休或資遣之生效日。 

教師因前各項規定辦理退休

或資遣者，另發給三個月全薪之

醫藥補助費。 

第三條  

延長病假或公傷假期滿仍不

能銷假者，應依規定申請留職停

薪或依其服務年資辦理退休或資

遣，並發給三個月薪資之醫藥補

助費。 

1. 條次調整 

2. 參照「教育部

教 師 請 假 規

則」第 5、6 條，

增訂因延長病

假申請留職停

薪期滿或中途

復職辦理退休

或 資 遣 之 規

定。 

第五條  

專任教師請假須於事前提出

申請，如不克於事前提出，應於

事後儘速辦理請假手續。 

專任教師兼行政主管請假由

校長核准，其他教師除依第二條

之規定以及公差假由人事室主任

核准外，請假三日(含)以下，由學

系主任核准；逾三日以上，由院

長核准。 

專任教師兼行政主管請假

時，應先會請職務代理人簽名後，

再送校長核准；請假期間如連續

一個月未能執行主管職務時，除

公假、公差假及公傷假外，其主

第四條  

專任教師請假須於事前提出

申請，如不克於事前提出，應於

事後儘速辦理請假手續。 

專任教師兼行政主管請假由

校長核准，其他教師除依第二條

之規定以及公差假由人事室主任

核准外，請假三日(含)以下，由學

系主任核准；逾三日以上，由院

長核准。 

專任教師兼行政主管請假

時，應先會請職務代理人簽名後，

再送校長核准；請假期間如連續

一個月未能執行主管職務時，除

公假、公差假及公傷假外，其主

條次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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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管職務加給應轉發給職務代理

人。 

管職務加給應轉發給職務代理

人。 

第六條  

專任教師因請假無法到校授

課或兼任教師未能按排課時間到

校授課時，應經學系主任同意後，

另行安排時間補課或商請具教師

資格之教師代課，以免影響課程

進度。 

第五條  

專任教師因請假無法到校授

課或兼任教師未能按排課時間到

校授課時，應經學系主任同意後，

另行安排時間補課或商請具教師

資格之教師代課，以免影響課程

進度。 

條次調整 

第七條  

學系應將教師補課或代課情

形報知教務處備查。兼任教師請

人代課之時數不得超過當學期應

授課時數之三分之二。 

第六條  

學系應將教師補課或代課情

形報知教務處備查。兼任教師請

人代課之時數不得超過當學期應

授課時數之三分之二。 

條次調整 

第八條  

教師請人代課所需鐘點費由

請假教師自行處理，但專任教師

因公差假、公傷假、產假、陪產

假、婚假及原住民族歲時祭儀放

假等原因請人代課時，代課之時

數扣除請假教師每週超授鐘點數

後，由學校支付代課鐘點費。 

產假代課鐘點費以八週為

限，婚假代課鐘點費以三週為限。

產前部份產假及提前婚假，依請

假日數與原假別之最高日數（產

假四十二日、婚假十四日）之比

例給付代課鐘點費。 

第七條  

教師請人代課所需鐘點費由

請假教師自行處理，但專任教師

因公差假、公傷假、產假、陪產

假、婚假及原住民族歲時祭儀放

假等原因請人代課時，代課之時

數扣除請假教師每週超授鐘點數

後，由學校支付代課鐘點費。 

1. 條次調整 

2. 增訂產假、婚

假代課鐘點費

之給付基準，

分別以 8 週、3

週為限；並敘

明「產前部份

產假」、「提前

婚假」代課鐘

點費之給付原

則，為「依請假

日數與原假別

之最高日數之

比例給付」。 

第九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

請校長核定後發布施行，修正時

亦同。 

第八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

請校長核定後發布施行，修正時

亦同。 

條次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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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案附件 2 
東吳大學教師請假辦法 

 
82年9月9日行政會議通過 

82年11月17日臨時行政會議修訂 

86年11月5日行政會議修訂 

91年3月6日行政會議修訂 

93年6月2日行政會議修正第2條 

94年5月4日行政會議修正第8條 

94年10月5日行政會議修正第2條 

97年2月13日行政會議修正第2條 

104年3月9日行政會議修訂第2、3、4及7條 

105年7月18日行政會議修訂第2條 

 

第 一 條 教師之請假，依本辦法之規定辦理。 

第 二 條 專任教師請假分下列十一種： 

一、事假：每學年累計以十四日為限。因家庭成員預防接種、發

生嚴重之疾病或其他重大事故須親自照顧時，得請家

庭照顧假，其請假日數併入事假計算。遇有特殊情形

時，得簽請校長核准延長或留職停薪至當學期終了止。 

二、病假：因疾病或經醫師診斷需安胎休養者，其治療或休養期

間，得請病假，每學年准給三十日，其超過規定日數

者，以事假抵銷。女性教師每月得請生理假一日，其

請假日數併入病假計算。患重病或安胎經醫療機構或

專科醫師診斷非短時間所能治癒者，得簽請校長核准

延長之，其延長期間自第一次申請延長病假之首日起

算，二學年內合併計算不得超過一年，但銷假上班一

年以上者，其延長病假得重行起算。 

三、婚假：十四日（不含例假日），除因特殊事由，得簽請校長核

准延後給假或於結婚前一週提前給假者外，應自結婚

登記之日起一個月內請畢。 

四、產假：四十二日（不含例假日）；妊娠滿五個月以上流產者，

給流產假四十二日；妊娠三個月以上未滿五個月流產

者，給流產假二十一日；妊娠未滿三個月流產者，給

流產假十四日（不含例假日）。產假及流產假應一次

請畢，必要時得於產前申請部分產假，並以二十一日

為限，每次請假應至少半日。 

五、產前假：八日（不含例假日），得分次申請，不得保留至分

娩後。 

六、陪產假：五日（不含例假日），應於配偶生產之當日及其前

後合計十五日期間內，擇其中之五日請假。 

七、健檢假：每學年內以二次為限。 

八、喪假：因曾祖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或配偶之祖父母死亡

者七日；父母、養父母、繼父母或配偶死亡者二十一

日；配偶之父母、養父母、繼父母死亡者十四日；兄



 

96 

 

 

 

弟姐妹死亡者三日；子女死亡者七日。喪假（不含例

假日）得於一年內依民俗習慣分次申請。 

九、公傷假：因執行職務受傷必須休養或治療，應簽請校長核准，

期限二年（含例假日）。 

十、公假：專任教師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給予公假： 

（一）依法受各種兵役召集或奉派參加政府召集之集會。 

（二）參加學校各類代表隊赴校外比賽。 

（三）參加學校舉辦之交流訪問團活動。 

（四）奉院長或學系主任指派參加會議、交流、巡視、

慰問等。 

（五）代表學校至他校教學或交換講學。 

（六）配合教學科目帶領學生參加交流、訪問、表演等

活動。 

（七）教學單位主管參加與其職務有關之會議、學術研

討會或相關交流活動等。 

（八）代表國家參加比賽或受政府機構邀請參加會議、

參訪、表演、評審等。 

（九）受邀至校外擔任評鑑委員。 

（十）參加政府依法主辦之各項投票。 

（十一）經學校同意，參加政府舉辦與職務有關之考試。 

（十二）基於法定義務經學校同意出席作證、答辯。 

（十三）具原住民族身分之教師，遇當年度該原住民族

歲時祭儀。 

十一、公差假：專任教師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給予公差假，並得

依實際需要支領差旅費（含例假日）： 

（一）率領學校各類代表隊參加比賽。 

（二）參與學校之招生宣導活動。 

（三）奉學校指派率領學校參訪團或學生從事參訪交流

活動。 

（四）奉校長指派參加會議、交流、巡視、慰問等。 

（五）行政單位主管因職務參加相關會議。 

（六）參加由學校推薦獲獎之頒獎典禮。 

（七）配合執行校外補助單位之研究計畫。 

前項所稱例假日指星期例假日及國定假日。 

專任教師依第一項第十款第四、六、七目以及第十一款規定請假

時，得依實際需要並配合計畫預算或校外補助經費支領差旅費。 

除申請事假及三天以下之病假外，其餘假別之申請應檢附相關證

明。 

事假、病假、產前假得以小時計。婚假、陪產假、喪假，每次請

假應至少半日。 

第 三 條 延長病假或公傷假期滿仍不能銷假者，應依規定申請留職停薪

或依其服務年資辦理退休或資遣，並發給三個月薪資之醫藥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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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費。 

第 四 條 專任教師請假須於事前提出申請，如不克於事前提出，應於事後

儘速辦理請假手續。 

專任教師兼行政主管請假由校長核准，其他教師除依第二條之

規定以及公差假由人事室主任核准外，請假三日(含)以下，由

學系主任核准；逾三日以上，由院長核准。 

專任教師兼行政主管請假時，應先會請職務代理人簽名後，再送

校長核准；請假期間如連續一個月未能執行主管職務時，除公

假、公差假及公傷假外，其主管職務加給應轉發給職務代理人。 

第 五 條 專任教師因請假無法到校授課或兼任教師未能按排課時間到校

授課時，應經學系主任同意後，另行安排時間補課或商請具教師

資格之教師代課，以免影響課程進度。 

第 六 條 學系應將教師補課或代課情形報知教務處備查。兼任教師請人

代課之時數不得超過當學期應授課時數之三分之二。 

第 七 條 教師請人代課所需鐘點費由請假教師自行處理，但專任教師因

公差假、公傷假、產假、陪產假、婚假及原住民族歲時祭儀放假

等原因請人代課時，代課之時數扣除請假教師每週超授鐘點數

後，由學校支付代課鐘點費。 

第 八 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施行，修正時亦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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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案附件 3 
教師請假規則 ( 民國 105 年 04 月 22 日 修正 ) 

第 1 條 

本規則依教師法第十八條之一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本規則於公立及已立案之私立學校編制內，按月支給待遇，並依法取得教師資

格之專任教師適用之。 

軍警學校、矯正學校，於適用本規則時，以其上級機關為本規則所定之主管教

育行政機關。 

第 3 條            

教師之請假，依下列規定： 

一、因事得請事假，每學年准給七日。其家庭成員預防接種、發生嚴重之疾病

或其他重大事故須親自照顧時，得請家庭照顧假，每學年准給七日，其請

假日數併入事假計算。事假及家庭照顧假合計超過七日者，應按日扣除薪

給，其所遺課務代理費用應由學校支付。 

二、因疾病或經醫師診斷需安胎休養者，其治療或休養期間，得請病假，每學

年准給二十八日；其超過規定日數者，以事假抵銷，並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女性教師因生理日致工作有困難者，每月得請生理假一日，全學年請

假日數未逾三日，不併入病假計算，其餘日數併入病假計算。 

(二) 患重病非短時間所能治癒或因安胎經醫師診斷確有需要請假休養者，

於依規定核給之病假、事假及休假均請畢後，經學校核准得延長之；

其延長期間自第一次請延長病假之首日起算，二年內合併計算不得

超過一年，但銷假上班一年以上者，其延長病假得重行起算。 

三、因結婚者，給婚假十四日，應自結婚登記之日前十日起三個月內請畢。但

因特殊事由經學校核准者，得於一年內請畢。 

四、因懷孕者，於分娩前，給產前假八日，得分次申請，不得保留至分娩後；

於分娩後，給娩假四十二日；懷孕滿二十週以上流產者，給流產假四十二

日；懷孕十二週以上未滿二十週流產者，給流產假二十一日；懷孕未滿十

二週流產者，給流產假十四日。娩假及流產假應一次請畢，且不得扣除寒

暑假之日數。分娩前已請畢產前假者，必要時得於分娩前先申請部分娩假，

並以二十一日為限，不限一次請畢。流產者，其流產假應扣除先請之娩假

日數。 

五、因配偶分娩或懷孕滿二十週以上流產者，給陪產假五日，得分次申請。但

應於配偶分娩日或流產日前後合計十五日（包括例假日）內請畢。 

六、因父母、配偶死亡者，給喪假十五日；繼父母、配偶之父母、子女死亡者，

給喪假十日；曾祖父母、祖父母、配偶之祖父母、配偶之繼父母、兄弟姐

妹死亡者，給喪假五日。除繼父母、配偶之繼父母，以教師或其配偶於成

年前受該繼父母扶養或於該繼父母死亡前仍與共居者為限外，其餘喪假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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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原因發生時所存在之天然血親或擬制血親為限。喪假得分次申請。但應

於死亡之日起百日內請畢。 

七、因捐贈骨髓或器官者，視實際需要給假。 

前項第一款所定准給事假日數，任職未滿一學年者，依在職月數比例計算後未

滿半日者，以半日計；超過半日未滿一日者，以一日計。 

第一項所定事假、家庭照顧假、病假、生理假、產前假及陪產假得以時計。婚

假、喪假、分娩前先申請部分娩假，每次請假應至少半日。 

具原住民族身分之教師，於依紀念日及節日實施辦法由原住民族委員會所公告

之各該原住民族歲時祭儀放假日，得申請放假。 

第 4 條            

教師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給予公假。其期間由學校視實際需要定之： 

一、奉派參加政府召集之集會。 

二、奉派考察或參加國際會議。 

三、依法受各種兵役召集。 

四、參加政府依法主辦之各項投票。 

五、依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所定獎勵優秀教師之規定給假。 

六、因執行職務或上下班途中發生危險以致傷病，必須休養或療治，其期間在

二年以內。 

七、因教學或研究需要，經服務學校或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主動薦送或指派國內

外全時進修、研究，其期間在一年以內。 

八、參加政府舉辦與職務有關之考試，經學校同意。 

九、參加本校舉辦之活動，經學校同意。 

十、應國內外機關團體或學校邀請，參加與其職務有關之各項會議或活動，或

基於法定義務出席作證、答辯，經學校同意。 

十一、因教學或研究需要，依服務學校訂定之章則或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主動

薦送、指派或同意，於授課之餘利用部分辦公時間進修、研究，每週在

八小時以內。但兼任行政職務教師寒暑假期間之公假時數得酌予延長，

不受八小時之限制。 

十二、寒暑假期間，於不影響教學及行政工作原則下，事先擬具出國計畫，經

服務學校核准赴國外學校或機構自費參加與其職務有關之進修、研究。 

十三、因校際間教學需要，經服務學校同意至支援學校兼課。 

十四、專科以上學校因產學合作需要，經學校同意至相關合作事業機構兼職或

合作服務。 

十五、因法定傳染病經各級衛生主管機關認定應強制隔離。但因可歸責於當事

人事由而罹病者，不在此限。 

教師基於法定義務出席作證性侵害、性騷擾及霸凌事件，應給予公假。 

第 5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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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請病假已滿第三條第一項第二款延長之期限或請公假已滿第四條第六款

之期限，仍不能銷假者，應予留職停薪或依法辦理退休或資遣。 

前項教師自留職停薪之日起已逾一年仍未痊癒，應依法辦理退休或資遣。 

但留職停薪係因執行職務且情況特殊者，得由學校審酌延長之；其延長以一年

為限。 

第 6 條            

教師經學校依第三條第一項第二款核准延長病假或依前條同意留職停薪期間

聘期屆滿者，學校應予繼續聘任。 

依前條規定留職停薪人員，於留職停薪期間病癒者，得檢具醫療機構診斷書，

向原服務學校申請復職。但為辦理退休或資遣者，得免附診斷書隨時向服務學

校申請復職，並以復職當日為退休或資遣之生效日。 

第 7 條            

教師請延長病假跨越二學年度者，其假期之計算應扣除各學年度得請事、病假

之日數；其兼任行政職務者，並應扣除休假之日數。 

前項教師於延長病假期間銷假上班，開學後再請延長病假時，其延長病假視為

未中斷，且不得扣除寒暑假之日數。但開學後即銷假且實際上課已達一學期以

上者，寒暑假之日數得予扣除。 

前項所定銷假上班，應取得醫療機構出具之診斷書。但因安胎休養者，不在此

限。 

第 8 條 

公立中小學教師兼任行政職務者，應給予休假，其專任教師年資得併計核給，

服務年資滿一學年者，自第二學年起，每學年應給休假七日；服務滿三學年者，

自第四學年起，每學年應給休假十四日；滿六學年者，自第七學年起，每學年

應給休假二十一日；滿九學年者，自第十學年起，每學年應給休假二十八日；

滿十四學年者，自第十五學年起，每學年應給休假三十日。 

初任教師於學年度開始一個月以後到職，並奉派兼任行政職務者，於次學年續

兼時，得按到職當學年在職月數比例核給休假。第三學年以後續兼者，依前項

規定給假。 

除初任教師外，於學年度中兼任行政職務未滿一學年者，當年之休假日數依第

一項規定按實際兼任行政職務月數比例核給，比例計算後未滿半日者以半日

計；超過半日未滿一日者，以一日計。 

私立學校及公立專科以上學校兼任行政職務教師之休假，由各校自行定之。 

第 9 條            

教師因介聘轉任或因退休、資遣、辭聘再任其他學校教師年資銜接者，其兼任

行政職務時之休假年資得前後併計。 

因辭聘、退休、資遣、留職停薪、不續聘、停聘、解聘、撤職、休職或受免職

懲處，再任或復聘年資未銜接者，依前條第二項規定核給休假。但侍親、育嬰



 

101 

 

 

 

留職停薪教師復職後於學年度中兼任行政職務者，依前條第三項規定給假，次

學年度續兼者，依前條第一項規定給假。 

退伍前後任教職者，其軍職年資之併計，依前二項規定。 

第 10 條 

兼任行政職務之教師，其休假應於寒暑假期間實施為原則。但在不影響教學及

校務推展情形下，各校得於學期期間視實際需要核給休假。 

第 11 條 

教師符合第八條休假規定者，每學年至少應休畢規定之日數；未達應休畢規定

之日數資格者，應全部休畢。休假並得酌予發給休假補助。每次休假，應至少

半日。 

前項應休假日數以外之休假，確因公務或業務需要經學校核准無法休假時，酌

予獎勵，不予保留。 

前二項應休畢規定之日數、休假補助或未休假獎勵之基準，由中央主管教育行

政機關定之。私立學校及公立專科以上學校得比照上開基準另定規定。 

第 12 條 

公立中小學未兼任行政職務教師於學生寒暑假期間，除返校服務、研究與進修

等活動及配合災害防救所需之日外，得不必到校。 

前項返校服務、研究與進修等活動事項及日數之實施原則，由中央主管教育行

政機關邀請全國教師會代表參與訂定，並由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邀請同級教

師會協商後訂定執行規定；無地方教師會之直轄市、縣（市），由主管教育行

政機關自行或授權學校訂定。 

前二項返校服務、研究及進修等活動之實施，教師無法配合參與時，應依規定

辦理請假手續。 

第 13 條            

教師請假、公假或休假，應填具假單，經學校核准後，始得離開。但有急病或

緊急事故，得由其同事或親友代辦或補辦請假手續。 

請娩假、流產假、陪產假、二日以上之病假、因公傷病之公假及骨髓捐贈或器

官捐贈假，應檢具醫療機構診斷書。但於分娩前先請之娩假，不在此限。 

具原住民族身分之教師依第三條第四項規定放假，應檢具證明其族別之戶籍資

料證明文件，向服務學校申請。 

 

 

 

第 14 條            

教師請假、公假或休假，其課（職）務應委託適當人員代理；教師無法覓得合

適代理人時，學校應協調派員代理。但具原住民族身分之教師，因各該原住民

族歲時祭儀放假，所遺課（職）務由學校派員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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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所遺課務之調課補課代課規定，由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與同級教師會協

商訂定；無地方教師會之直轄市、縣（市），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自行訂定。 

兼任行政職務之教師請假期間，其行政職務應由學校預為排定現職人員代理順

序。 

第 15 條 

教師未依第十三條第一項規定請假而擅離職守或假期已滿仍未銷假，或請假有

虛偽情事者，均以曠職論；無故缺課者，以曠課論。曠職或曠課者，應扣除其

曠職或曠課日數之薪給。 

第 16 條            

本規則所規定假期之核給，扣除例假日。但請延長病假或因公傷病請公假者，

例假日均不予扣除。按時請假者，以規定之出勤時間為準。 

第 17 條 

本規則於下列人員準用之： 

一、各級公立學校校長。 

二、各級學校依法聘任編制內專任人員。 

三、教育部依法定資格派任之高級中等以上學校護理教師。 

前項第一款人員請假之程序，由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定之。 

第 18 條            

各級私立學校教師之請假，除第三條家庭照顧假、經醫師診斷需安胎休養者，

其治療或休養期間之病假、生理假、婚假、娩假、流產假、產前假、陪產假、

原住民族歲時祭儀放假及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第八款至第十款及第

二項公假假別及日數之規定外，得由各校自行定之。 

前項教師請婚假、娩假、流產假、產前假、陪產假及原住民族歲時祭儀放假期

間，應由學校支應代課鐘點費，且不得扣薪。 

第 19 條 

本規則自發布日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