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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政治大學第 664 次行政會議紀錄
時 間：民國 105 年 3 月 9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10 分
地 點：本校行政大樓七樓第一會議室
出 席： 周行一 王振寰 張昌吉 于乃明 高莉芬 林左裕
陳美芬 王文杰 黃蓓蕾 魏如芬 蔡明月 苑守慈
丁樹範 蔡佳泓 張寶芳 周惠民 林進山 王清欉
陳啓東（許恬怡代）林啟屏 曾守正 劉祥光 鄭光明
蔡源林 李福鐘 范銘如（吳慧玲代）林宏明 許文耀
楊建銘 廖文宏 詹銘煥 楊志開 黃心健 江明修
熊瑞梅 王增勇 林其昂（陳羽茹代）黃東益 林子欽
李酉潭 張其恆 賀大衛 連賢明 林國全 王千維
唐 揆 陳坤銘（李玉如代）廖四郎（劉淑芳代）俞洪昭
黃家齊 李有仁 屠美亞 許永明 鄭至甫 陳春龍
姜翠芬（張郇慧代）鄭慧慈 賴盈銓 張郇慧 徐翔生
郭秋雯 楊瓊瑩 黃淑真 林元輝 孫秀蕙 陳儒修
方孝謙 李 明 劉德海 寇健文 魏百谷 李世暉
吳政達 郭昭佑 倪鳴香 秦夢群 黃譯瑩 吳東野
袁 易 張鋤非 蔡明順 徐子為 陳億霖
列 席： 曹惠莉 王揚忠 林婉娜 蘇淑秀 林啟聖 羅淑蕙
盧翠婷 何麗君 施漢陽 胡錦媛
請 假： 翁永和 蔡中民 吳岳剛 許瓊文 張奕華 宋國誠
主

席：周校長行一

紀

劉幼琍
陳 恭
蔡瑞煌
陳志銘
張宜武
盛杏湲
王雅萍
陳起行
鄭宗記
張上冠
曾蘭雅
吳筱玫
盧業中
楊 昊
黃梅春

錄：徐俊綱

甲、 報告事項
一、確認 104 年 12 月 2 日第 663 次行政會議紀錄：確定。
二、報告 104 年 12 月 2 日第 663 次行政會議決議案執行情形：洽悉。
（一）法規委員會報告：以下提案經審閱後，基於議事效率考量，擬請同意備
查。
報 告 案 第 一 案
提案單位：理學院
案
由：擬修正本校「理學院院務會議組織規則」第二條、第四條及第十條條
文，請核備案。
說
明：
一、 本校組織規程(以下簡稱母法)第四十三條仿照大學法第三十三條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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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校務會議之規定，修正現行條文關於學生代表人數及產生方式，
俾學生聲音更廣泛參與至各學院院務會議中，故配合修訂案揭組織
規則。
二、 本案經提 104 年 9 月 21 日理學院第 101 次院務會議通過。
決
議：同意核備。
執行情形：業於 104 年 12 月 31 日以政院理校字第 1050000143 號公告發布施
行。
（二）討論事項：
第 一 案
提案單位：秘書處
案
由：擬修正本校「接受捐贈致謝辦法」第三條及第四條條文，請審議案。
說
明：
一、 為加強本校對外募款能力，擬在實質上未降低標準門檻的前提下，修
訂相關條文，以提高捐贈誘因。
二、 依本辦法第三條第五款規定，僅有捐贈整座建築物或相當於建築物
全部經費者，始得享有建築物命名權。為鼓勵捐款支持校園空間整建，
擬放寬命名權範圍，捐贈建築標的不限於整座建築物，亦可是部分教
室、研究室、講演廳等空間，讓捐贈人得享有該建築標的物之命名權。
三、 依本辦法第四條規定，捐贈人須一次捐贈至少滿新台幣三百萬元、五
百萬及一千五百萬者，始得以冠名方式指定捐贈傑出教研人員、特聘
與講座教授。惟考慮捐贈人意願與金額，上述規定似乎缺乏彈性，如
現行規定必須一次捐足一定金額，無法採分期或合捐方式。另現有制
度設計，係以永續捐助模式為限，若捐款者希望採短期性捐贈，如以
一年為期，捐贈講座、特聘教授及傑出教研人員，亦無法適用相關規
定。故擬修訂第四條條文，以適用於不同的捐贈方式。
決
議：
一、 修正通過（贊成 65 票；反對 0 票）
。
二、 修正情形：第三條第第五款修正為：
「凡捐贈建築標的物或建築標的
物之新建或重置經費者，...」
；第四條第一項修正為：
「...，符合下列
捐贈條件，且以孳息給付酬勞者，得享有命名權：」
；第二項修正為：
「...，得比照前項規定辦理，但命名期間以協商定之。」。
三、 其餘參照會上意見酌修文字。
執行情形：遵照辦理。
第 二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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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
案
由：擬修正本校「四維堂暨風雩樓使用管理辦法」第十三條及第十四條並
增訂一條條文，請審議案。
說
明：
一、 為妥善管理四維堂暨風雩樓，擬修訂本辦法相關條文。
二、 修法理由如下：
（一）四維堂興建至今近 60 年，係本校歷史性建築物，除場地借用管
理外，應加強維護建築物本體。
（二）考量本辦法現行第七條第一、三、四款以及第十三條係規範借
用人，對於非借用人未經同意而有塗鴉、汙損、張貼或懸掛物
品之行為並無規範，未符當今管理需要，爰於第十二條之後增
列一條以兼顧場地借用管理及建築物維護，原第十三條、第十
四條條次遞移及酌修文字。
決
議：
一、 修正通過（贊成 59 票；反對 0 票）
。
二、 修正情形：第十三條第修正為：
「未經場地管理單位同意，任意塗鴉、
污損、張貼或懸掛物品於四維堂或風雩樓者，應負清理及賠償之責。」
；
第十四條修正為：
「違反第七條及第十三條所列之規定者，...」。
三、 其餘參照會上意見酌修文字。
執行情形：本案已於 105 年 1 月 14 日以政學務字第 1050000241 號函公告週知，
同時將法規置放於課外組網頁供下載。
三、主席報告：
各位主管大家好，感謝各位可以來參加本次的行政會議。在寒假時各位應該
聽聞本校與臺科大合併的消息，各位可能覺得驚訝。由於兩校剛開始研商時即被
媒體得知，故只能與臺科大商議共同發表聲明，這幾天立法院也傳出希望教育部
暫緩所有大學合併案。但這決議其實對本校影響不大，因為一切尚在研議階段，
也無法在 520 前向教育部申請，相關討論在上一次共識營時也有進行，感謝很
多主管參與。目前由張副校長邀集一個團隊與臺科大密切的聯繫，只要有進一步
的發展，就會向大家報告。
我前幾天在報紙上看到一則評論，內容是一位政大同學認為在瑞典六週的
學習勝過在政大三年，這也是為什麼我們那麼努力推動精實課程，教育學生最重
要的目的之一是訓練他們有關鍵的思考能力，能夠去應對變化非常劇烈的世界，
同時這也是政大創校的目的。而本校如何調整教學內涵、讓同學認真學習，培養
能力，乃是最大的挑戰，本校一直往這方向前進，希望各位一起來努力，讓政大
變成台灣的教育標竿，帶領其他學校一起努力教育學生，相信精實課程努力持續
3

的話會有改變，感謝各位的努力。

乙、 討論事項
第 一 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
由：擬訂定本校「105 學年度行事曆（草案）」
，請審議案。
說
明：
一、 首揭行事曆草案業經會請各相關單位確認例行事項之執行日期完畢，
第一及第二學期開始上課至期末考試結束，仍援例以 18 週為度。有
關假期之排定，均依教育部發布之「各級學校學生學年學期假期辦
法」辦理，並衡酌教學需要，在不違背大學法施行細則第 23 條：
「大
學各學系學分之計算，原則以授課滿十八小時為一學分」之規定下，
彈性調整各項日程。
二、 有關第三次及第五次校務會議時間，秘書處建請維持 97 年 4 月 19
日第 148 次校務會議決議之召開日期排定原則，如需改變該原則採
教務處提案版本，則請提案至校務會議討論後據以實施。
決
議：
一、 修正通過（通過之行事曆如紀錄附件一，第 14 頁）
。
二、 修正情形：
（一）12 月 5 日（一）舉辦之校園馬拉松修正為 12 月 4 日（日）
。
（二）1 月 16 日（一）召開之校務會議修正為 1 月 13 日（五）
；6 月
26 日（一）召開之校務會議修正為 6 月 23 日（五）。
（三）因應校務會議日期修正，申請休學、學位考試截止日及期末隨
堂考試分別修正為 1 月 5 日（四）
、1 月 6 日（五）至 1 月 12 日
（四）
；6 月 15 日（四）
、6 月 16 日（五）至 6 月 22 日（四）
。
第 二 案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
由：擬修正本校「人類研究倫理治理架構設置要點」第二點及第五點條文，
請審議案。
說
明：
一、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協助教育部辦理本校人體研究倫理審查委
員會查核作業，依據該院 104 年 10 月 27 日國研授政創字第
1040801618 號函及 104 年 12 月 2 日國研授政創字第 1040801844 號
函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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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二、 前揭兩函示略以，建議本校應修正旨揭要點第二點，依「人體研究
法」第 4 條之定義，納入人體研究計畫為審查範圍；以及建議修正
第五點，提供管控人體研究計畫執行之具體程序與做法，以符合「人
體研究法」第 16 條所賦予研究機構之監督管理之責，確保人體研究
計畫之執行符合法令規定。
三、 本案業經 104 年 12 月 15 日第 54 次研究發展會議審議通過。
四、 本次修正重點包括：
（一）第二點新增第二項「人類研究中之人體研究係指從事取得、調
查、分析、運用人體檢體或個人之生物行為、生理、心理、遺
傳、醫學等有關資訊之研究。」
（二）第五點新增「，並由行政辦公室每年年底定期向研發會議報告
本校教研人員執行人體研究計畫之追蹤管理情形，且於必要時
協助進一步調查。」。
議：照案通過。
（通過之條文對照表及全文如紀錄附件二～三，第 15～16
頁）
。

第 三 案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
由：擬修正本校「人類研究倫理審查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三點條文，請審
議案。
說
明：
一、 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協助教育部辦理本校人體研究倫理審查委
員會查核作業，依據該院 104 年 10 月 27 日國研授政創字第
1040801618 號函及 104 年 12 月 2 日國研授政創字第 1040801844 號
函辦理。
二、 前揭函示略以，本校應修正旨揭要點第三點第三項第一款，修改召
集人應符合之資格。
三、 本案業經 104 年 12 月 15 日第 54 次研究發展會議審議通過。
四、 本次修正重點為第三點第三項第一款「曾於經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查核通過之審查會，或相關部會推動之審查會擔任審查會委員
二年以上。」
決
議：照案通過。（通過之條文對照表及全文如紀錄附件四～五，第 17～
19 頁）
。
第 四 案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
案
由：擬修正本校「研究生獎助學金給與辦法」名稱及全文，請審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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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

決

明：
一、 依據教育部 104 年 6 月 17 日「專科以上學校強化學生兼任助理學習
與勞動權益保障處理原則」及本校 104 年 10 月 7 日「學生兼任助理
學習與勞動權益保障處理辦法」
，並配合本校學生兼任助理制度變革
修正本辦法；另依 104 年 11 月 26 日「研商本校 105 年度學生獎助
學金預算編列會議」建議，為提升本校研究生助學金執行成效，改善
大班教學及英語授課課程之教學助教不足情形，納入相關條文。
二、 本案業經 105 年 1 月 19 日第一次學生助學金審核委員會議審核通
過。
三、 本次修正重點如下：
（一）研究生助學金分配至各學院之計算方式，修正以金額取代時數。
（二）新增研究生助學金運用於協助教學之額度比例不低於百分之四
十，並以支援大班教學及英語授課課程為優先。
（三）明訂研究生擔任勞動型兼任助理之最低基本時薪。
議：照案通過。（通過之條文對照表及全文如紀錄附件六～七，第 20～
25 頁）
。

第 五 案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
案
由：擬訂定本校「大學部學生助學金實施辦法」
（草案）
，請審議案。
說
明：
一、 依據教育部 104 年 6 月 17 日「專科以上學校強化學生兼任助理學習
與勞動權益保障處理原則」及本校 104 年 10 月 7 日「 學生兼任助
理學習與勞動權益保障處理辦法」
，並配合本校學生兼任助理制度變
革及考量現行大學部學生助學金之執行方式已大幅修正，爰訂定本
辦法。本辦法如經審議通過，將同時廢止本校「大學部學生工讀實施
辦法」。
二、 本案業經 105 年 1 月 19 日第一次學生助學金審核委員會議審核通
過。
決
議：照案通過。（通過之條文對照表、全文及廢止之條文全文如紀錄附件
八～十，第 26～31 頁）
。
第 六 案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
案
由：擬修正本校「學生實習委員會設置要點」第四點及第六點條文，請審
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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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

決

明：
一、 前開實習委員會設置要點，業經上(104)年 10 月 7 日第 661 次行政
會議通過。
二、 鑑於現行設置要點之委員會委員僅有產業界人士 1 人，於實習企業
代表比例上似有不足，為聽取更多企業的需求及想法，擬於第四點
條文增加產業界人士人數，由原一人增加為三至六人，另為使法規
內容更符明確性原則，擬併修訂若干文字內容。
議：照案通過。（通過之條文對照表及全文如紀錄附件十一～十二，第 32
～33 頁）
。

第 七 案
提案單位：教學發展中心
案
由：擬修正本校「教學助理經費補助辦法」全文，請審議案。
說
明：
一、 為因應本校自 104 學年度第 2 學期起教學助理制度之調整以及兼任
教學助理將採學習型與勞動型分流政策，教學發展中心與教務處、
通識教育中心陸續召開勞動型兼任教學助理相關法規修訂會議，修
訂定現行相關辦法。
二、 本案業經 105 年 1 月 29 日教學助理經費審查委員會審議通過，提請
本次行政會議審議。
決
議：照案通過。（通過之條文對照表及全文如紀錄附件十三～十四，第 34
～43 頁）
。
第 八 案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
由：擬廢止本校「邀請國際傑出教學及研究人才補助辦法」，請審議案。
說
明：
一、 依 104 年 6 月 16 日邀請國際傑出教學及研究人才申請案審查會議、
104 年 10 月 15 日第 53 次研究發展會議及 104 年 12 月 18 日第八屆
第四次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決議辦理。
二、 依前揭會議決議，現行本校「邀請國際傑出教學及研究人才補助辦
法」補助內容併入本校「學術研究補助辦法」
，爰廢止前揭「邀請國
際傑出教學及研究人才補助辦法」
；補助標準仍依本校「邀請國際傑
出教學及研究人才補助經費標準表」辦理；另為提高延攬申請案審
查時效，提升行政效率，申請案由批次按季審查，改採隨到隨審或審
查小組審查方式辦理，前揭審查作業方式亦明訂於學術研究補助辦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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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中。
議：照案通過。（通過廢止之辦法全文如紀錄附件十五，第 44～45 頁）
。

第 九 案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
由：擬修正本校「邀請國際傑出教學及研究人才補助經費標準表」
，請審
議。
說
明：
一、 依 104 年 3 月 10 日第 51 次研究發展會議決議辦理。
二、 前經研究發展會議修訂通過之「邀請國際傑出教學及研究人才補助
經費標準表」中助理教授級日支報酬 6,250 元，高於行政院所訂最高
支付標準。擬依 104 年 11 月 9 日行政院函告「各機關聘請國外顧
問、專家及學者來臺工作期間支付費用最高標準表」調整工作報酬
(第 1 日至第 14 日日支報酬 5,350 元、第 15 日起日支報酬 3,700 元、
月支報酬 109,340 元)。
三、 本校邀請國際傑出教學及研究人才，在校講學期間至少 7 日，至多
不超過 60 日。現行住宿費補助標準為日支標準，為因應部分學者來
臺時間天數較長，為期有效運用經費，修訂日支住宿費補助標準，並
增訂月支住宿費補助標準。
四、 現行「邀請國際傑出教學及研究人才補助辦法」併入「學術研究補助
辦法」
，法規修訂會議層級為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建議本「邀請國
際傑出教學及研究人才補助經費標準表」未來修訂層級亦併同調整
為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
決
議：照案通過。（通過之條文對照表及全文如紀錄附件十六～十七，第 46
～49 頁）
。
第 十 案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
由：擬修正「本校學生兼任助理學習與勞動權益保障處理辦法」第六條條
文，請審議案。
說
明：
一、 依 104 年 12 月 10 日研商本校學生兼任助理學習與勞動權益保障工
作小組會議決議，修正本校學生兼任助理學習與勞動權益保障處理
辦法。
二、 修正條文重點，旨揭辦法係規範原則性規定，且工作總時數已於本
校學生兼任助理及臨時性人力運用公告事項與教學助理人力運用公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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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明訂，爰不再重複訂定（第六條）
。
議：照案通過。（通過之條文對照表及全文如紀錄附件十八～十九，第 50
～55 頁）
。

第 十一 案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
由：茲因應本校新制課程精實方案即將實施，擬包裹修訂本校「副主管設
置辦法」第八條、第九條及「專任教師申請代課實施辦法」第三條、
第八條條文，請審議案。
說
明：
一、 本案係配合本校第 186 次校務會議連續會議審議通過之新制課程精
實方案修正相關規定。
二、 其中「國立政治大學副主管設置辦法」第八條修正條文係因應新制
課程精實方案專任教師兼任行政職務減授後之每學年應授課時數規
定，配合修正副主管每學年之應授課時數。
三、 另「國立政治大學專任教師申請代課實施辦法」第三條修正條文關
於專任教師有休假、借調、出國研究、進修或講學及退休等情形時，
其所留課程增訂得由兼任教師擔任之規定，係因應新制課程精實方
案規定略以：
「全院專任教師如有兼任行政職務、休假、借調、經核
准之出國研究進修、延長病假、育嬰假及講座教授等減授之時數，由
學校提供兼任教師時數支援開課」，爰配合修正。
決
議：照案通過。（通過之條文對照表及全文如紀錄附件二十～二十三，第
56～59 頁）。
第 十二 案
提案單位：秘書處
案
由：擬修正本校「傑出校友遴選辦法」第一條至第八條，請
說
明：

審議案。

一、 本校傑出校友遴選辦法，經民國 101 年 12 月 5 日第 643 次行政會議表決
通過，101 年學年度暫以現行辦法施行，關於設立校級遴選機制，另付委
研究。
二、 本案經 102 年 10 月 24 日傑出校友遴選方式討論會議，各院代表決議，
本校傑出校友應設立校級遴選機制，同意修正相關條文。並經 105 年 2 月
2 日法規委員會建議，將前修正條文第四條傑出校友遴選委員會推薦名額
上限，由三名改為五名。修正重點說明如下: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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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第一條:酌修文字，擴增激勵對象。
（二） 第二條:修訂本校傑出校友候選人資格。
（三） 第三條:修訂遴選名額。
（四） 第四條:增修傑出校友候選人推薦方式。
（五） 第五條:修訂傑出校友遴選方式。
（六） 第七條:傑出校友行為如有損校譽，明訂撤銷資格程序。
議：
一、 修正通過。
（通過之條文對照表及全文如紀錄附件二十四～二十五，
第 60～64 頁）
。
二、 修正情形：
（一）有關第四條傑出校友推薦方式，是否以二階段推薦，先選出傑
出院友，再從中選出傑出校友，表決結果為維持維持本案條文
規定。（二階段推薦 5 票；維持原條文 38 票）
。
（二）第五條第一款修正為：
「…，置委員十五至十七人，由校長、各
學院代表、校友代表、社會賢達四至六人(含校友會保障名額一
人) 及學生會會長組成之，並由校長擔任召集人。」。
（三）有關第七條傑出校友撤銷資格程序，究係修正為經行政會議抑
或維持為由遴委會審議決定進行撤銷，表決結果通過，由行政
會議審議決定。
（經行政會議 36 票；遴委會 2 票）
。該條修正為：
「…損校譽者，經行政會議代表二分之一以上出席，並經出席
代表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得撤銷其資格。」。

丙、 臨時動議：
臨 一 案
提案單位：英國語文學系
案
由：擬申請更改應用數學系四年級○○○（學號：○○○）104 學年度第
1 學期「旅行：文學與影像」（科目代號：041045001）學期成績案，
請審議案。
說
明：
一、 依胡錦媛老師更正成績說明，該生該課程之學期成績原應為 71 分，
因郵件傳遞造成失誤，故將成績評為 16 分，擬請更正為 71 分。
二、 該生 104 學年度第 1 學期成績已達退學標準，本成績更正案涉及學
生退學處分，依本校學則第二十八條第二項規定，除系所相關會議
通過，簽請教務長同意外，並需簽請校長核定，提送行政會議討論決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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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請英文系查明附件資料之真實性，經教務處確認後，同意本案通過。

臨 二 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
由：擬訂定本校「卓政博士班獎助學金獎勵辦法(草案)」
，請審議案。
說
明：
一、 近年來專職博士班學生人數銳減，國際競爭能力不足，為鼓勵大學
博士班國際化、增加國際連結及配合教育部政策，並提高本校博士
班新生註冊率，訂定本校「卓政博士班獎助學金獎勵辦法(草案)」
。
二、 旨揭草案內容明訂申請資格、獎勵名額、期限及金額、申請作業、審
查方式及資格取消之條件，條文說明詳如附件。
三、 獎助學金之經費來源為研究生獎助學金及教學助理經費。
四、 本辦法如經通過，擬於 105 學年度起博士班入學新生適用。
決
議：
一、 修正通過。（贊成：23 票；反對：0 票）
（修正後之條文對照表及全
文如紀錄附件二十六～二十七，第 65～67 頁）
。
二、 修正情形：
（一）第二條第一項修正為：
「本辦法獎勵對象為自一 O 五學年度起具
中華民國國籍且經本校博士班甄試、…」
；第一項第一款修正為：
「於公私立機構從事專兼職工作者。」。
（二）第四條修正為：
「本獎助學金審查委員會由本校學術副校長擔任
召集人，教務長及學務長為當然委員，…」。
（三）第六條修正為：
「獲獎生應義務擔任學院、系所、學位學程教學
助理工作，如就讀期間有下列情形之一者，取消其資格：」
。
（四）部分文字會後請教務處協同秘書處在不影響其精神及架構下酌
予修正。

丁、 散會（下午 17 時 4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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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 105 學年度行事曆

附件一
第
週
別

一
月曆

學
日期(星期)

期
行事事項

第
週
別

民國 105 年
8月
學年開始
行政會議
新生、轉學生申請學分抵免

3(六)
4(日)～5(一)
5(一)～8(四)
8(四)
10(六)
12(一)
12(一)～19(一)
12(一)～19(一)
15(四)
16(五)
19(一)
20(二)～27(二)
26(一)

大一親師座談會
新生體檢
政大新生學習週
校務會議
中秋假期補行上班日
開始上課
新生減免換單；就學貸款申請
選課加退選
中秋節
調整放假(教師自行擇日補
課)
繳交學雜費截止日

9月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5

6

7

1

2

3

8

9

10

1

11 12 13 14 15 16 17

2

18 19 20 21 22 23 24

3

25 26 27 28 29 30

7
8

30 31

5
6

11 月

4(五)

6

7

9

期中隨堂考試

1(四)～31(六)
2(五)

3 3(六)
10 4(日)
14 11 12 13 14 15 16 17 7(三)
15 18 19 20 21 22 23 24 19(一)
16 25 26 27 28 29 30 31 30(五)
12

5

碩博士班集中網路申報論文題目
行政會議
國慶日
弱勢學生助學金申請
學期 1/3 退費基準日
第 1 次教務會議

2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4

2

3

8

9

10 11

4

19 20 21 22 23 24 25

2

26 27 28

6

7

1

2

8

9

民國 106 年
1月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7

1

2

3

4

5

6

7

18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1(日)
2(一)
5(四)
6(五)～12(四)
13(五)
16(一)～18(三)
27(五)
28(六)～2/1(三)
31(日)

期
行事事項

學期開始
學期成績繳交截止日
第 2 學期第 2 階段選課初選
228 假期補行上班日
開始上課
就學貸款申請及減免換單
選課加退選
繳交學雜費截止日
調整放假(教師自行擇日補
課)
和平紀念日

3月

2
3
4
5
6

1(三)～10(五)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三)～25(六)
1 2 3 4 2(四)～9(四)
5 6 7 8 9 10 11 8(三)
12 13 14 15 16 17 18 20(一)
19 20 21 22 23 24 25 21(二)～24(五)
27(一)
26 27 28 29 30 31
31(五)

碩博士班集中網路申請論文題目
校園徵才月

加簽暨退課
行政會議
第 1 次教務會議
學士班辦理轉系申請
導師制輔導知能研習會
學期 1/3 退費基準日

防災日

8

12 月

13

1

1

加簽暨退課

1

3 4 5 7(一)
10 11 12 14(一)～18(五)
10 13 14 15 16 17 18 19 19(六)
11 20 21 22 23 24 25 26 21(一)
28(一)～12/2(五)
12 27 28 29 30
9

7

12 13 14 15 16 17 18

繳交學分費暨
語言設備使用費截止日
導師會議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8

6

1(三)
2(四)
6(一)～8(三)
4(六)
20(一)
20(一)～24(五)
20(一)～3/1(三)
24(五)
27(一)
28(二)

4月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六)～10(一)
1 5(三)
2 3 4 5 6 7 8 10(一)
9 10 11 12 13 14 15 11(二)～14(五)
16 17 18 19 20 21 22 21(五)
23 24 25 26 27 28 29 24(一)

4

5

學
日期(星期)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第 1 階段選課初選
第 2 階段選課初選

10 月

3

月曆
2月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一)
1 2 3 4 5 6 3(三)
7 8 9 10 11 12 13 11(四)、
14 15 16 17 18 19 20 15(一)～18(四)
21 22 23 24 25 26 27 22(一)～24(三)
29(一)～31(三)
28 29 30 31

4

二

105 年 3 月製表

校務會議
申請棄修開始日
學雜費減免申請
碩士班轉系所申請
申請棄修截止日；
學期 2/3 退費基準日
文化盃系際合唱比賽
校園馬拉松
行政會議
第 2 次教務會議
輔系、雙主修放棄修習截止日

3(一)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4(二)
6
1 7(五)
7 2 3 4 5 6 7 8
8 9 10 11 12 13 14 15 7(五)～13(四)
9 16 17 18 19 20 21 22 17(一)～21(五)
10 23 24 25 26 27 28 29 22(六)
24(一)
11 30

補假
兒童節、民族掃墓節
繳交學分費暨
語言設備使用費截止日
學士班辦理 106 學年住宿申請

3(三)
3(三)～4(四)
5(五)
10(三)～16(二)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2(五)
11
1 2 3 4 5 6 19(五)～20(六)
19(五)～24(三)

行政會議
暑修上期登記
申請棄修、提前畢業截止日
學士班暑假住宿申請
學期 2/3 退費基準日
運動會
學士班上網申請修習輔系或雙
主修
校慶暨校友返校日；端午假期
補行上班日
調整放假(教師自行擇日補課)
端午節
輔系、雙主修放棄修習截止日

5月

12

7

8

9

10 11 12 13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0(六)

14 21 22 23 24 25 26 27 29(一)
30(二)
31(三)

15 28 29 30 31
6月

15
16
17
18

1(四)～30(五)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3(六)
1 2 3 5(一)
4 5 6 7 8 9 10 5(一)～9(五)
11 12 13 14 15 16 17 15(四)
18 19 20 21 22 23 24 16(五)～22(四)
23(五)
25 26 27 28 29 30

期中隨堂考試
校務會議
申請棄修開始日；防災日

碩士班轉系所申請
畢業典禮
第 2 次教務會議
學雜費減免申請
申請休學、學位考試截止日

期末隨堂考試
校務會議；暑假開始

7月

開國紀念日(放假)
補假
申請休學、學位考試截止日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1

期末隨堂考試
校務會議；寒假開始
第 2 學期第 1 階段選課初選
農曆除夕
農曆春節【1/31～2/1 補假】
學期結束

2

3

4

5

6

7

9

10 11 12 13 14 15

8

5(三)～6(四)

暑修下期登記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1(日)
30 31

◎ 註：
1.經 104 學年度本校第 664 次行政會議決議通過，並奉教育部 同意備查。
2.校務會議及行政會議日期如有變更或加開，請秘書處另行通知。
3.國定假日、春節如有調整，請人事室另行公告；選課日程如有調整，由教務處另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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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期成績繳交截止日；
學年結束

附件二

國立政治大學人類研究倫理治理架構設置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二、本要點所稱人類研究，係 二、本要點所稱人類研究，係 依 「 人 體 研 究
指以個人或群體為對象，
指以個人或群體為對象， 法」第 4 條之
使用觀察、介入、互動之
使用觀察、介入、互動之方 定義，納入人體
方法，或使用未經個人同
法，或使用未經個人同意 研 究 計 畫 為 審
意去除其識別連結之個人
去除其識別連結之個人資 查範圍。
資料，而進行與該個人或
料，而進行與該個人或群
群體有關之系統性調查或
體有關之系統性調查或專
專業學科之知識探索活
業學科之知識探索活動。
動。
人類研究中之人體研究係
指從事取得、調查、分析、
運用人體檢體或個人之生
物行為、生理、心理、遺
傳、醫學等有關資訊之研
究。
五、本校為執行諮委會之決議， 五、本校為執行諮委會之決議， 提 供 本 校 管 控
襄助審委會進行研究倫理
襄助審委會進行研究倫理 人 體 研 究 計 畫
審查之行政業務，研究發
審查之行政業務，研究發 執 行 之 具 體 程
展處下設置研究倫理行政
展處下設置研究倫理行政 序與做法，以符
辦公室（以下簡稱行政辦
辦公室（以下簡稱行政辦 合 「 人 體 研 究
公室）
，並由行政辦公室每
公室）
。
法」第 16 條所
年年底定期向研發會議報
賦予研究機構
告本校教研人員執行人體
之監督管理之
研究計畫之追蹤管理情
責，確保人體研
形，且於必要時協助進一
究計畫之執行
步調查。
符合法令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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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附件四
附件二

國立政治大學人類研究倫理治理架構設置要點
民國 102 年 11 月 6 日第 649 次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 105 年 3 月 9 日第 664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第 2、5 點條文

一、國立政治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妥善執行人類研究，保障研究對象權益，特
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人類研究，係指以個人或群體為對象，使用觀察、介入、互動之
方法，或使用未經個人同意去除其識別連結之個人資料，而進行與該個人或
群體有關之系統性調查或專業學科之知識探索活動。
人類研究中之人體研究係指從事取得、調查、分析、運用人體檢體或個人之
生物行為、生理、心理、遺傳、醫學等有關資訊之研究。
三、本校為擬訂研究參與者保護政策方針、教育推廣及規劃稽核事宜，設人類研
究倫理諮議委員會（以下簡稱諮委會）
。其設置要點另定之。
四、本校為訂定審查作業基準，辦理研究倫理審查及其後續追蹤管理等事宜，設
人類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以下簡稱審委會）。其設置要點另定之。
審查委員應獨立執行計畫審查，不受計畫所屬單位、研究主持人、委託人影
響。
五、本校為執行諮委會之決議，襄助審委會進行研究倫理審查之行政業務，研究
發展處下設置研究倫理行政辦公室（以下簡稱行政辦公室），並由行政辦公
室每年年底定期向研發會議報告本校教研人員執行人體研究計畫之追蹤管
理情形，且於必要時協助進一步調查。
六、行政辦公室置主任一人，負責推動行政辦公室之業務；主任由研發長推薦研
究發展處業務相關主管，提請校長聘兼之，任期二年，連聘得連任。
行政辦公室置專任行政事務人員負責審委會及行政辦公室相關業務之執行，
行政事務人員並應接受教育訓練。
七、行政辦公室所需經費來源由研究發展處業務費及頂尖大學計畫經費支應。
八、本要點未規定者，適用其他相關法令規定。
九、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發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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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國立政治大學人類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三、本會之組成如下：
(三)召集人資格應符合下列規
定之一者：
1、曾於經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查核通過之審查會，或相
關部會推動之審查會擔任審查
會委員二年以上。

原條文

說明
修改召集人
三、本會之組成如下：
(三)召集人資格應符合下列規 應符合資格。
定之一者：
1、曾於國科會推動專題研究計
畫研究倫理審查試辦方案
第四點第一款或第三款所
定之審查組織，擔任審查委
員一年以上。

17

附件五

國立政治大學人類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設置要點
民國 102 年 11 月 6 日本校第 649 次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 103 年 12 月 31 日第 656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第 1 點條文
民國 105 年 3 月 9 日第 664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第 3 點條文

一、國立政治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妥善執行人類研究，保障研究參與者權
益，並審查相關研究之倫理事宜，特依人體研究法及本校人類研究倫理治
理架構設置要點第四點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人類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之任務如下：
（一）擬定適用研究倫理審查之研究類型及範圍。
（二）訂定研究倫理審查原則及審查作業基準。
（三）執行研究倫理審查、申覆及定期查核事宜。
（四）擬定研究參與者權益保護及申訴之措施。
（五）其他相關事項。
三、本會之組成如下：
（一）本會置委員七至二十一人，委員為無給職。但得依規定酌支審查費
及其他必要費用。
（二）本會置召集人一人，副召集人一至二人，召集人由研發長就本校相
關專長領域之專任教師薦請校長遴聘之。副召集人及其餘委員由召
集人提名薦請校長遴聘之，並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三）召集人資格應符合下列規定之一者：
1、曾於經各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查核通過之審查會，或相關部會推
動之審查會擔任審查會委員二年以上。
2、通過國際研究倫理組織之研究倫理專業資格認證。
3、對研究倫理有學術或實務經驗者。
（四）本會委員除人文及社會科學相關領域學者外，應含有法律專家、社
會工作人員或心理諮商人員及其他社會公正人士；委員應有五分之
二以上為校外人員，且單一性別不得低於三分之一。
四、委員任期為二年，連聘得連任。但每次改聘人數以不超過委員總人數二分
之一為原則。
五、委員之遴聘資格及專業資歷等必要條件，由本校研究發展處明定並公布
之。委員經遴聘後應簽署保密協定並接受研究倫理講習，本校及相關主管
機關得公布委員之姓名、職業及與本校之關係。
六、委員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由本校解除其職務：
（一）任期內會議連續無故缺席三次以上或累計超過應出席次數三分之一
以上。
（二）負責審查案件，因可歸責事由致使會議延期，累計三次以上。
18

（三）嚴重違反保密或利益迴避原則。
七、本會每月得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由召集人召開臨時會議。召集人因故
不能主持會議時，由副召集人代理之。
本會開會時，應有過半數委員出席，及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方得決議。
八、本要點未規定者，適用其他相關法令規定。
九、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發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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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國立政治大學「研究生獎助學金給與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國立政治大學研究生獎助學
金實施辦法

現 行 條 文
國立政治大學研究生獎助學
金給與辦法

未修正

第一條 國立政治大學（以
下簡稱本校）為獎勵研究
生專心學習，致力研究，提
昇學術水準，並積極協助
學院、系（所）教學、研究
及行政事務之推動，特訂
定本辦法。

未修正

第二條 本校研究生獎、助
學金之申請、審核及給與
依本辦法辦理之。

未修正

第三條 本校應自當年度研
究生獎助學金總額中提列
百分之十作為研究生獎學
金經費。
第三條之一 各單位至少應 條次變更。
提撥研究生助學金經費的
百分之十作為清寒學生助
學金。
本條所稱清寒學生包括領
有低收入戶證明、中低收
入戶證明、村里長清寒證
明、就學貸款證明或有具
體事實顯為清寒者。
第四條 本校研究生獎學金 條次變更。
應依各系（所）碩士班學生
總人數之十分之一，及博
士班學生總人數之三分之
一比例分配至各學院。計
算結果有小數時，四捨五
入至小數第二位。

第四條 各單位至少應提撥
研究生助學金經費的百分
之十作為清寒學生助學
金。
本條所稱清寒學生包括領
有低收入戶證明、中低收
入戶證明、村里長清寒證
明、就學貸款證明或有具
體事實顯為清寒者。
第五條 本校研究生獎學金
應依各系（所）碩士班學生
總人數之十分之一，及博
士班學生總人數之三分之
一比例分配至各學院。計
算結果有小數時，四捨五
入至小數第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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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辦法名稱修正。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第六條 各學院應自行訂定 第五條 各學院應自行訂定
研究生獎學金發給金額、
研究生獎學金發給金額、申
申請程序、獎勵標準等相
請程序、獎勵標準等相關規
關規定，於每學年開學一
定，於每學年開學一個月前
個月前公布並送學生事務
公布並送學生事務處備查。
處備查。
第七條 本校研究生獎學金 第六條 本校研究生獎學金
由各學院組成研究生獎學
由各學院組成研究生獎學
金審核委員會審查，審查
金審核委員會審查，審查
結果及獎勵名單應於每學
結果及獎勵名單應於每學
期開學後兩個月內由各學
期開學後兩個月內由各學
院列冊報請學校核定。
院列冊報請學校核定。
第八條 本校研究生助學金 第七條 本校研究生助學金
總額之百分之一應由校方
應依各系(所)碩士班學生
統籌分配至各單位以協助
總人數之三倍，及博士班
推動全校性之研究、教學
學生總人數之四倍比例分
及行政事務。其餘應依各
配至各學院，本校研究生
系(所)碩士班學生總人數
助學金時數之百分之一應
之三倍，及博士班學生總
由校方統籌分配至各單位
人數之四倍比例分配至各
以協助推動全校性之研
學院，並由各學院自行訂
究、教學及行政事務。其餘
定所屬系(所)之助學金比
研究生助學金由各學院自
例，各學院經院務會議通
行訂定所屬系(所)之助學
過並得保留百分之五以內
金比例，各學院經院務會
之研究生助學金以協助各
議通過並得保留百分之五
學院研究、教學及行政事
以內之研究生助學金時數
務之推動。
以協助各學院研究、教學
第五條及本條所稱之學生
及行政事務之推動。
總人數，不包括在職專班研
第四條及本條所稱之學生
究生、代訓生、休學生及交
總人數，不包括在職專班
換生。
研究生、代訓生、休學生及
交換生。
第九條 各學院、系（所） 第八條 各學院、系（所）
助學金支用項目為協助教
助學金支用原則為：教學
學、研究及行政事務之推
助理、研究助理、行政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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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條次變更。

條次變更。

一、條次變更及
文字修正。
二、分配方式修
正以金額
取代時數。

一、 條 次 變 更
及文字修
正。

修 正 條 文
動。協助教學之運用額度
比例不低於百分之四十，
並以支援大班教學及英語
授課課程為優先。

第十條 研究生助學金得支
給學習型兼任助理之學習
津貼或勞動型兼任助理之
薪資，研究生得兼領之。各
學院、系（所）應於運用額
度內依支用項目自行訂定
規定使用。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理、協助編印學術刊物及 二、 依 104 年
辦理學術會議及其他。
11 月 26 日
「研商本
校 105 年
度學生獎
助學金預
算編列會
議」建議，
新增本項
規定以提
升本校研
究生助學
金執行成
效，並改善
大班教學
及英語授
課課程之
教學助教
不足情形。
第九條 各學院、系（所） 一、條次變更。
應依研究生實際工作時數 二、依現行實施
於各學院、系（所）運用額
情形修正
度內依支用原則自行訂定
文字。
規定使用。

第十一條 各學院、系（所） 第十條 研究生申報助學金 依 實 際 預 算 執
應確實執行年度核定預
應依實際工作時數填寫 行 與 核 發 作 業
算，並於次月三日(遇假日
記錄表。各學院、系（所） 程 序 修 訂 本 條
順延)前將研究生學習津
應於每月初彙整後連同 文。
貼、勞動型兼任助理薪資
記錄表送學生事務處核
印領清冊逕送學生事務
實支給。
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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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十二條 研究生助學金支 第十一條 研究生助學金碩 一、條次變更。
給勞動型兼任助理薪資
士生每小時金額為壹佰 二、明訂研究生
時，碩士生每小時金額不
伍拾元，每月不得超過
擔任勞動
低於新臺幣壹佰伍拾元；
柒仟伍佰元；博士生每
型兼任助
博士生每小時金額不低於
小時金額為貳佰元，每
理之最低
新臺幣貳佰元。
月不得超過貳萬元。
基本時薪，
以保障學
生權益。
（刪除）
第十二條 研究生領取本助 依 現 行 實 際 狀
學金者，得兼領獎學金， 況，研究生得同
但不得於助學金支領期 時 擔 任 學 習 型
間，擔任具有全時薪之 及 勞 動 型 兼 任
工作；如有違反本規定 助理，爰刪除本
者，取消其資格，已領取 條文。
之助學金，須全數繳回。
第十三條 其他未盡事宜，
依本校學生兼任助理學習
與勞動權益保障處理辦法
辦理。

一、新增條文。
二、未盡事宜之
法源依據。

第十四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 第十三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 一、 條次變更。
議通過後發布施行，修
議通過後，由校長發布 二、 文字修正。
正時亦同。
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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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國立政治大學研究生獎助學金實施辦法
民國 86 年 8 月 27 日第 548 次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 90 年 4 月 11 日第 571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90 年 12 月 12 日第 575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91 年 3 月 6 日第 576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增修第 9、10 條條文
民國 92 年 3 月 12 日第 582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第 7 條條文
民國 92 年 10 月 8 日第 585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第 8 至 13 條條文
民國 93 年 12 月 6 日第 593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第 3 條之 1 條文
民國 98 年 3 月 4 日第 618 次行政會議通過修正第 11 條條文
民國 105 年 3 月 9 日第 664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名稱及全文

第一條 國立政治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獎勵研究生專心學習，致力研究，提
昇學術水準，並積極協助學院、系（所）教學、研究及行政事務之推動，
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研究生獎、助學金之申請、審核及給與依本辦法辦理之。
第三條 本校應自當年度研究生獎助學金總額中提列百分之十作為研究生獎學
金經費。
第四條 各單位至少應提撥研究生助學金經費的百分之十作為清寒學生助學金。
本條所稱清寒學生包括領有低收入戶證明、中低收入戶證明、村里長
清寒證明、就學貸款證明或有具體事實顯為清寒者。
第五條 本校研究生獎學金應依各系（所）碩士班學生總人數之十分之一，及博
士班學生總人數之三分之一比例分配至各學院。計算結果有小數時，
四捨五入至小數第二位。
第六條 各學院應自行訂定研究生獎學金發給金額、申請程序、獎勵標準等相關
規定，於每學年開學一個月前公布並送學生事務處備查。
第七條 本校研究生獎學金由各學院組成研究生獎學金審核委員會審查，審查
結果及獎勵名單應於每學期開學後兩個月內由各學院列冊報請學校核
定。
第八條 本校研究生助學金總額之百分之一應由校方統籌分配至各單位以協助
推動全校性之研究、教學及行政事務。其餘應依各系(所)碩士班學生總
人數之三倍，及博士班學生總人數之四倍比例分配至各學院，並由各學
院自行訂定所屬系(所)之助學金比例，各學院經院務會議通過並得保
留百分之五以內之研究生助學金以協助各學院研究、教學及行政事務
之推動。
第五條及本條所稱之學生總人數，不包括在職專班研究生、代訓生、休
學生及交換生。第八條 各學院、系（所）助學金支用原則為：教學助
理、研究助理、行政助理、協助編印學術刊物及辦理學術會議及其他。
第九條 各學院、系（所）助學金支用項目為協助教學、研究及行政事務之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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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教學之運用額度比例不低於百分之四十，並以支援大班教學及英
語授課課程為優先。
第十條 研究生助學金得支給學習型兼任助理之學習津貼或勞動型兼任助理之
薪資，研究生得兼領之。各學院、系（所）應於運用額度內依支用項目
自行訂定規定使用。
第十一條 各學院、系（所）應確實執行年度核定預算，並於次月三日(遇假日
順延)前將研究生學習津貼、勞動型兼任助理薪資印領清冊逕送學生
事務處。
第十二條 研究生助學金支給勞動型兼任助理薪資時，碩士生每小時金額不低
於新臺幣壹佰伍拾元；博士生每小時金額不低於新臺幣貳佰元。
第十三條 其他未盡事宜，依本校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處理辦法
辦理。
第十四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發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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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國立政治大學大學部學生助學金實施辦法（草案）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國立政治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培養學 揭示本法訂定目的。
生獨立自主精神，擴充生活學習領域，厚植畢
業後就業能力，由各單位提供學生做中學之機
會，實踐全人教育之精神，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設學生助學金審核委員會(以下簡 明訂審核委員會之組成。
稱審核委員會)，負責審核大學部學生助學金預
算分配等相關事項。審核委員會由教務長、學
務長、總務長、研發長、圖書館館長、各學院
院長、人事室主任及主計室主任組成，並由學
務長擔任召集人。
第三條 大學部學生助學金申請資格及審核標準 明訂學生申請資格及審核
如下：
標準。
一、 大學部在學學生，其前學期學業平均成績
逹六十分以上，且未受記大過以上處分者
(經銷過者除外)。
二、 下列學生得優先錄取：
(一)領有身心障礙手冊。
(二)家境清寒。
(三)原住民。
第四條 大學部學生助學金得支給學習型兼任助 依現行實際狀況，大學部學
理之學習津貼或勞動型兼任助理之薪資，學生 生得同時擔任學習型及勞
得兼領之。
動型兼任助理。
第五條 大學部學生助學金支給勞動型兼任助理 明訂大學部學生擔任勞動
薪資時，每生每小時金額不低於中央主管機關 型兼任助理之最低基本時
所核定之基本工資時薪。
薪，以保障學生權益。
第六條 大學部學生助學金之分配方式及預算編 明訂預算編列方式。
列，於每年度本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學
生獎助學金總額後，提請審核委員會審議。每
年度核定之大學部學生助學金預算總經費應提
撥百分之五，供各單位有專案需求時提出申請。

26

條
文
說
明
第七條 各單位應確實執行年度核定預算，並於 明訂預算之執行與核發作
次月三日(遇假日順延)前將學生學習津貼、勞 業程序。
動型兼任助理薪資印領清冊逕送學生事務處。
第八條 其他未盡事宜，依本校學生兼任助理學 明訂未盡事宜之法源依據。
習與勞動權益保障處理辦法辦理。

第九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發布施行，修 明訂立法程序。
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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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

國立政治大學大學部學生助學金實施辦法
民國 105 年 3 月 9 日第 664 次行政會議通過

第一條

第二條

第三條

第四條
第五條
第六條

第七條
第八條
第九條

國立政治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培養學生獨立自主精神，擴充生活學
習領域，厚植畢業後就業能力，由各單位提供學生做中學之機會，實
踐全人教育之精神，特訂定本辦法。
本校設學生助學金審核委員會(以下簡稱審核委員會)，負責審核大學
部學生助學金預算分配等相關事項。審核委員會由教務長、學務長、
總務長、研發長、圖書館館長、各學院院長、人事室主任及主計室主
任組成，並由學務長擔任召集人。
大學部學生助學金申請資格及審核標準如下：
一、大學部在學學生，其前學期學業平均成績逹六十分以上，且未受
記大過以上處分者(經銷過者除外)。
二、下列學生得優先錄取：
(一)領有身心障礙手冊。
(二)家境清寒。
(三)原住民。
大學部學生助學金得支給學習型兼任助理之學習津貼或勞動型兼任助
理之薪資，學生得兼領之。
大學部學生助學金支給勞動型兼任助理薪資時，每生每小時金額不低
於中央主管機關所核定之基本工資時薪。
大學部學生助學金之分配方式及預算編列，於每年度本校校務基金管
理委員會通過學生獎助學金總額後，提請審核委員會審議。每年度核
定之大學部學生助學金預算總經費應提撥百分之五，供各單位有專案
需求時提出申請。
各單位應確實執行年度核定預算，並於次月三日(遇假日順延)前將學
生學習津貼、勞動型兼任助理薪資印領清冊逕送學生事務處。
其他未盡事宜，依本校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處理辦法辦
理。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發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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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

國立政治大學大學部學生工讀實施辦法
79 年 12 月 16 日奉校長核准實施
81 年 6 月 16 日奉校長核准實施
82 年 8 月 18 日奉校長核准修正
87 年 6 月 3 日奉校長核准修正
88 年 7 月 26 日奉校長核准修正
91 年 3 月 6 日第 576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第四條及第十六條條文
91 年 4 月 10 日第 577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第二條、第三條、第六條至第十五條條文
92 年 3 月 12 日第 582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第七條條文
93 年 10 月 6 日第 591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第十一條條文
93 年 11 月 3 日第 592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第十二條條文
96 年 10 月 3 日第 609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第五條條文及增訂專業工讀時薪計酬表
97 年 4 月 2 日第 613 次行政會議通過第 6、9、10、14、15 條修正條文
100 年 4 月 6 日第 631 次行政會議通過第 4、14、15、16 條修正條文
102年6月5日第646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第11條
105年3月9日第664次行政會議通過廢止

第一條

第二條

第三條

第四條

第五條

第六條

為提供本校學生工讀服務之機會，擴充學習領域，支援各單位推行各
項業務，特訂定「國立政治大學大學部學生工讀實施辦法」(以下簡稱
本辦法)。
工讀業務分為：
一、助學工讀：支援各行政及教學單位每年度預先規劃長、短期性之
各項業務。
二、臨時工讀：支援各單位推行各項事前無法預期之臨時突發性工作。
工讀資格及審核標準：
一、大學部學生前一學年未受記過以上處分者。
二、下列學生得優先錄取：
(一)領有殘障手冊之身心障礙學生。
(二)家境清寒學生。
(三)原住民學生。
(四)具有專業技能，經工讀單位推薦者。
(五)優秀工讀生經原工讀單位繼續僱用者。
工讀時數：
一、助學工讀：每名每日工讀最多四小時，每月工讀最多五十小時。
二、臨時工讀：每名每日工讀最多四小時，每月工讀最多五十小時。
三、各單位基於業務需要，於暑期或經簽奉核准後得彈性支配，以每
名每日最多八小時，每月最多九十小時為限，並由各單
位於其年度預算內統籌運用。
工讀時薪：
一、一般工讀金：不低於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所定之勞工基本工資時薪。
二、專業工讀金：依專業工讀時薪計酬表支給。
工讀名額：
一、助學工讀：由各行政及教學單位依年度工讀預算及實際業務需要，
逐月決定工讀名額。
29

第七條

第八條
第九條

第十條

第十一條

第十二條

第十三條

第十四條

第十五條

二、臨時工讀：由各行政及教學單位依臨時業務需要提出工讀名額。
各單位得自學生事務處生活事務暨僑生輔導組之「工
讀登記表」內錄取合適之工讀生。
工讀申請程序：
一、助學工讀：由工讀生自行至各行政及教學單位提出申請。
二、臨時工讀：由各行政及教學單位依臨時業務需要，於事前專案簽
報，經校長核定後錄用。
工讀申請日期：由各行政及教學單位自行公告辦理。
工讀金核發程序：由學生事務處生活事務暨僑生輔導組依各工讀單位
所送交之「工讀金印領清冊」核算工讀金額，並呈
報校長核定後，送至出納組續辦撥款事宜。
工讀預算編列方式：
一、助學工讀：每年度開始前三個月，由學生事務處函請各一級行政
及教學單位統籌編列（含各組、室、學院、系、所、
中心）年度預算，送交學生事務處生活事務暨僑生輔
導組彙整後，提請「學生工讀助學金審核委員會」審
核。
二、臨時工讀：於每年度核定之助學工讀金提撥５％為臨時工讀金，
由學生事務處統籌運用。
「學生工讀助學金審核委員會」之委員，包括教務長、學務長、總務
長、研發長、圖書館館長、各學院院長、人事室及主計室主任，並
由學務長擔任召集人。
工讀預算執行方式：
一、助學工讀：
（一）由各單位依「學生工讀助學金審核委員會議」年度核定預算執
行並按月造冊報支。
（二）各單位應自當年度助學工讀核定預算總額中提列百分之十作
為清寒學生工讀金。第三條及本條所稱之清寒學生包括領有
低收入戶證明、中低收入戶證明、村里長清寒證明、就學貸款
證明或有具體事實顯為清寒者。
二、臨時工讀：由各單位依專案簽報核定數確實執行。
工讀期限：
一、助學工讀：自每年一月一日起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二、臨時工讀：依各行政及教學單位所簽報核定之工讀期限為主。
各工讀單位應確實監督工讀生，於每日工讀完畢後，確實填寫「工讀
時數記錄表」
，並於次月三日(遇假日順延)前彙整造冊後，將工讀金
印領清冊逕送學生事務處生活事務暨僑生輔導組彙辦。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發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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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專業工讀時薪計酬表
項次
1

工作類別
電腦軟、硬體維修

時薪
(調整後)
120 元

備註
一、原時薪為 95 元。
二、適用對象為電子計算

2

網頁設計

120 元

機中心認定之資訊學
助。

3

程式設計

15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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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一

國立政治大學學生實習委員會設置要點第四、六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四、本委員會由校長擔任召集 四、本委員會由校長擔任召集 1.原要點之產業
人，並由教務長、學務長、 人。教務長、學務長、國合 人士僅有 1 人，
國合長、各學院院長為當然 長、各學院院長為當然委 尚有不足，修正
委員。另遴聘產業界人士三 員。另遴聘熟稔實習業務師
後增加為 3 至 6
至六人，熟稔實習業務師 長、產業界人士、專業法律
人，並調整文字
長、專業法律人士、大學部 人士、大學部學生會代表及
學生會代表及研究生學會 研究生學會代表各一人共 順序。
代表各一人共同組成。召集 同組成。召集人不克出席 2.增列熟稔業務
師長任期。
人不克出席時，得指定代理 時，得指定代理人。
人。
熟稔實習業務師長、專業法
熟稔實習業務師長、專業法 律人士、產業界人士由學務
律人士、產業界人士由學務 長提名，簽請校長遴聘之。
長提名，簽請校長遴聘之。 大學部學生會代表及研究
大學部學生會代表及研究 生學會代表由各該會自行
生學會代表由各該會自行 推派之。專業法律人士、產
推派之。熟稔實習業務師 業界人士、大學部學生會代
長、專業法律人士、產業界 表與研究生學會代表任期
人士、大學部學生會代表與 一年，連聘得連任。
研究生學會代表任期一年， 學務長為執行長，並設執行
連聘得連任。
秘書一人。
學務長為執行長，並置執行
秘書一人。
六、 本委員會採學年制，以 六、 本委員會以每學期召開 增列委員會之運
每學期召開會議一次為原 會議一次為原則，必要時得 作採取學年制，
則，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 召開臨時會議；並得邀請相 以配合目前學生
議；並得邀請相關單位或人 關單位或人員列席報告或
學習期間之計算
員列席報告或說明。
說明。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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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二

國立政治大學學生實習委員會設置要點
民國 104 年 10 月 7 日第 661 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民國 105 年 3 月 9 日第 664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第 4、6 點條文

一、 國立政治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協調並統合學習資源，結合學生專業知識

與職場實務經驗，提升學生學用合一能力，特設本校學生實習委員會（以下
簡稱本委員會），並訂定本要點。
二、 本校學生實習依其性質分為專業課程實習、產學合作實習與學生自主型實
習。
三、 本委員會之任務為規劃建置校級實習平臺，檢視本校實習工作推動成效並
提供建議。
四、 本委員會由校長擔任召集人，並由教務長、學務長、國合長、各學院院長為
當然委員。另遴聘產業界人士三至六人，熟稔實習業務師長、專業法律人士、
大學部學生會代表及研究生學會代表各一人共同組成。召集人不克出席時，
得指定代理人。
熟稔實習業務師長、專業法律人士、產業界人士由學務長提名，簽請校長
遴聘之。大學部學生會代表及研究生學會代表由各該會自行推派之。熟稔
實習業務師長、專業法律人士、產業界人士、大學部學生會代表與研究生
學會代表任期一年，連聘得連任。
學務長為執行長，並置執行秘書一人。
五、 各學院、學系（所、學位學程）為推動專業課程實習、產學合作實習或學生
自主型實習，得依本要點設立各學院、學系（所、學位學程）層級之實習委
員會。
六、 本委員會採學年制，以每學期召開會議一次為原則，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
議；並得邀請相關單位或人員列席報告或說明。
七、 本委員會應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始得召開；出席委員二分之ㄧ以上
同意始得議決。
八、 本委員會委員為無給職，非校內委員得依相關規定支給出席費及交通費；
受邀出席之實習機構代表得依相關規定支給交通費。
九、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發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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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三

國立政治大學教學助理經費補助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教學
助理係指協助教師進行教
學活動，負責課程討論、演
習，或支援教學相關活動
之助理。
第四條 本校教學助理經費
補助審查，由教學助理經
費審查委員會掌理之。
前項委員會由教務長、學
務長、教學發展中心（以下
簡稱教發中心）主任，及通
識教育中心（以下簡稱通
識中心）主任組成，並由教
務長為召集人，於每學期
初召開審查會議，依當學
期申請科目數及經費狀況
訂定補助標準。
第五條 教學助理類別及受
理申請單位如下：
一、教學類教學助理：協助
授 課 教師 課程 討論 或
演習。整開課程、通識
課程與一般專業課程，
由教發中心受理申請；

現行條文
第一條 國立政治大學（以
下簡稱本校）為協助教師
提升教學品質，並增進教
學助理教學知能，特訂定
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教學助理經
費補助之申請、審核及給
與依本辦法辦理之。
第三條
本辦法之教學
助理係指協助教師進行教
學活動，負責分組討論、分
組演習，或支援教學相關
工作之助理。
第四條
本校教學助理經
費補助審查，由教學助理
經費審查委員會掌理之。
前項委員會，由業務主管
副校長、教務長、學務長、
主任秘書、教學發展中心
（以下簡稱教發中心）主
任，及通識教育中心主任
組成，由業務主管副校長
為召集人，於每學期初召
開審查會議，依當學期申
請科目數及經費狀況訂定
補助標準。
第五條
教學助理類別及
受理申請單位如下：
一、A 類教學助理：協助授
課教師分組討論課教
學，由教發中心受理申
請。
二、B 類教學助理：協助授
34

說明
未修正

未修正

依據 104 學年度
第 2 學期教學助
理人力運用公告
修訂
由於經費來源屬
於教務處、教發
中心獲學務處分
配之助學金，屬
於單位預算，教
學助理經費審查
委員會將擬由業
務相關單位主管
組成之。

依據 104 學年度
第 2 學期教學助
理人力運用公告
修訂

核 心 通識 課程 由通 識
中心受理申請。
二、一般課程類教學助理：
協 助 授課 教師 從事 課
程經營相關學習活動。
由教務處課務組（以下
簡 稱 課務 組） 受理 申
請。

第六條 受理申請時間及條
件如下：
一、申請時間：於每學期末
業管單位公告期間內
提出申請。
二、申請條件：
（一）教學類教學助理：
1、以學士班課程為
主， 修課人數達
三十五人以上得
提出申請。
2、每位教師每學期
補助以一門科目
為限，核心通識
課程不受此限。
（二）一般課程類教學
助理：學士班整
合、通識科目選
課人數三十五人
以上，大學外文
語言科目五十人
以上及專業科目
七十五人以上
者，由開課單位
彙整提出申請。

課教師演習課教學，由
教發中心受理申請。
三、C 類教學助理：協助授
課教師課程相關工作，
由教務處課務組受理
申請。
四、D 類教學助理：協助核
心通識課程授課教師
分組討論課教學，由通
識教育中心（以下簡稱
通識中心）受理申請。
第六條 申請方式如下：
一、申請時間：每年六月、
十二月提出申請。
二、A、B 類教學助理：
（一）以學士班課程為
主，開課人數須
達三十五人以
上。
（二）每位教師每學期
以補助一門課為
限。
三、C 類教學助理：
學士班整合、通識及
專業科目等類別課程，
選課人數每科目三十
五人以上者，均得經開
課單位提出申請。
四、D 類教學助理：
（一）
以核心通識課程
為限。
（二）每位教師每學期
以補助一門課為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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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 104 學年度
第 2 學期教學助
理人力運用公告
修訂

（三）每一科目僅得擇一
類教學助理接受
補助。
第七條
審查作業流程如 第七條
審查作業流程如
下：
下：
一、教學類教學助理：
一、A、B 類教學助理：
（一）由教發中心主任
（一）整開課程、通識
擔任召集人，邀
課程及一般專
請校內外相關學
業課程，由教發
者專家進行審
中心召開相關
查。
委員會審查。
（二）審查通過之名單
（二）核心通識課程由
提送教學助理經
通識中心召開
費審查委員會核
相關委員會審
備。
查。
二、C 類教學助理：
（三）審查通過之名單
（一）授課教師須檢具
提送教學助理經
申請科目教學計
費審查委員會核
畫書，由開課單
備。
位經主管簽章後
二、一般課程類教學助理：
彙送教務處課務
（一）課務組依下列要
組。
件進行初審：
（二）
課務組檢視下列
1、教學大綱依規定
要件，進行初審：
期限上網。
1、教學大綱依規定
2、該科目前一次教
期限上網。
學意見調查分
2、該科目前一次教
數達各類課程
學意見調查分數
全校平均低一
達各類課程全校
個標準差之分
平均低一個標準
數。
差之分數。
（二）初審結果彙提教
（三）初審結果彙提教
學助理經費審查
學助理經費審
委員會審議。
查委員會審議。
三、D 類教學助理：
（一）由通識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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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 104 學年度
第 2 學期教學助
理人力運用公告
修訂

進行審查。
（二）審查通過之名單
提送教學助理
經費審查委員
會核備。
第八條
教學助理資格及 第八條 教學助理員額核定
補助方式，依各學期教學
原則如下：
助理人力運用公告辦理。
一、A、B 類教學助理：
（一）通過補助之課程
須提送教學助理
推薦名單。
（二）加退選後，修課
學生數須達三
十五名以上，未
達門檻者不予
以補助。
（三）A 類教學助理：
限本校博、碩士
生擔任。每三十
五名學生得分配
一名教學助理，
但餘額二十五名
以上者，可增補
一名教學助理。
（四）B 類教學助理：
限本校博、碩士
生擔任。由授課
教師自行決定
聘請員額。
（五）每位教學助理每
學期以協助一門
課程為限。
二、C 類教學助理：
（一）以整開及通識課
程優先核配，專
業課程視經費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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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第八條與
第九條合併，改
依據各學期教學
助理人力運用公
告辦理。

（刪除）

況而定。
（二）各申請科目以加
簽後之人數，達
審定之補助標準
者，核配當學期
補助金額。
（三）C 類助理與 A、
B、D 類助理採擇
一補助方式。
（四）C 類助理由授課
教師自行遴選，
以具本校大三
以上之學士班
或碩、博士班學
生擔任，但不得
擔任所修課程
之教學助理。
三、D 類教學助理：
（一）通過補助之課
程須提送教學
助理推薦名單。
（二）教學助理限本
校博、碩士生擔
任。每三十五名
學生得分配一
名教學助理，但
餘額二十五名
以上者，可增補
一名教學助理。
（三）每位教學助理
每學期以協助
一門課程為限。
第九條
經費補助標準如
下：
一、A 類教學助理薪資：博
士生每月新臺幣 (以
38

原第九條與第八
條合併，改依據
各學期教學助理
人力運用公告辦

下同)一萬元、碩士生 理。
每月七千五百元，每
學期核發四個月。
二、B 類教學助理薪資：依
學生人數換算為積點
後核給總金額，教學
助理人數不限。學生
人數三十五人以上未
達六十人積點一點，
學生人數六十人以上
未達九十五人積點
一.五點，學生人數九
十五人以上積點二
點。每月薪資總額為
薪資基數乘以學生人
數積點，每學期核發
四個月。博士生每月
薪資基數為五千元，
碩士生每月薪資基數
為四千元。
三、C 類教學助理工讀金：
在核配範圍內，以實
際工作時數比照本校
學士班、碩士班及博
士班工讀時薪核實支
給。
四、D 類教學助理：
（一）薪資：博士生每
月一萬元、碩士
生每月七千五百
元，每學期核發
四個月。
（二）課程業務費補
助：以每門每學
期五千元為上
限。
39

（刪除）

各類教學助理擔任助理時
數：碩士生、學士生每月
總計不得超過五十小時，
博士生每月總計不得超過
一百小時。
第十條 考評與獎勵如下： 第十條條文移至
一、A、B、D 類教學助理： 國立政治大學教
（一）教師與教學助 學助理實施要點
理均應參與教
發中心或通識
中心舉辦之相
關活動。
（二）教師與教學助
理應於開學後
三週內建置完
成教學網站並
維護之。
（三）教發中心與通
識中心於期中、
期末進行教學
助理之教學評
量。
（四）教師應於期末
繳交執行成果
報告。
（五）特優暨優良教
學助理依本校
特優暨優良教
學助理遴選辦
法遴選與獎勵，
並頒發該課程
指導教師獎狀
乙紙。
二、C 類教學助理：教學助
理應確實支援教學，
其工作項目須明列於
40

教學大綱，每個工作
時段均應填寫工作紀
錄表並經授課教師簽
名，以落實輔助教學
之精神。
第九條
本辦法經教學助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教學 一、修訂改送請
理經費審查委員會及教務
助理經費審查委員會及行
與教學助理業
會議通過後發布施行，修
政會議通過後發布施行，
務直接相關之
正時亦同。
修正時亦同。
教務會議討
論。
二、條次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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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四

國立政治大學教學助理經費補助辦法
民國 103 年 4 月 2 日第 652 次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 105 年 3 月 9 日第 664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全文

第一條 國立政治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協助教師提升教學品質，並增進教學
助理教學知能，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教學助理經費補助之申請、審核及給與依本辦法辦理之。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教學助理係指協助教師進行教學活動，負責課程討論、演
習，或支援教學相關活動之助理。
第四條 本校教學助理經費補助審查，由教學助理經費審查委員會掌理之。
前項委員會由教務長、學務長、教學發展中心（以下簡稱教發中心）主
任，及通識教育中心（以下簡稱通識中心）主任組成，並由教務長為召
集人，於每學期初召開審查會議，依當學期申請科目數及經費狀況訂定
補助標準。
第五條 教學助理類別及受理申請單位如下：
一、教學類教學助理：協助授課教師課程討論或演習。整開課程、通識
課程與一般專業課程，由教發中心受理申請；核心通識課程由通識
中心受理申請。
二、一般課程類教學助理：協助授課教師從事課程經營相關學習活動。
由教務處課務組（以下簡稱課務組）受理申請。
第六條 受理申請時間及條件如下：
一、申請時間：於每學期末業管單位公告期間內提出申請。
二、申請條件：
（一）教學類教學助理：
1、以學士班課程為主，修課人數達三十五人以上得提出申請。
2、每位教師每學期補助以一門科目為限，核心通識課程不受此
限。
（二）一般課程類教學助理：學士班整合、通識科目選課人數三十
五人以上，大學外文語言科目五十人以上及專業科目七十五
人以上者，由開課單位彙整提出申請。
（三）每一科目僅得擇一類教學助理接受補助。
第七條 審查作業流程如下：
一、教學類教學助理：
（一）整開課程、通識課程及一般專業課程，由教發中心召開相
關委員會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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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核心通識課程由通識中心召開相關委員會審查。
（三）審查通過之名單提送教學助理經費審查委員會核備。
二、一般課程類教學助理：
（一）課務組依下列要件進行初審：
1、教學大綱依規定期限上網。
2、該科目前一次教學意見調查分數達各類課程全校平均低一個
標準差之分數。
（二）初審結果彙提教學助理經費審查委員會審議。
第八條 教學助理資格及補助方式，依各學期教學助理人力運用公告辦理。
第九條 本辦法經教學助理經費審查委員會及教務會議通過後發布施行，修正
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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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五

國立政治大學邀請國際傑出教學及研究人才補助辦法
民國93年3月10日第588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民國93年11月3日第592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第3 條及第6 條條文
民國95年4月12日第601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95年11月8日第604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第5條及第8條條文
民國96年12 月5日第611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第9條至第12條條文
民國97年10月1日第615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第7條條文
民國97年12月3日第617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第11、12條條文
民國97年12月29日第5 屆第1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修正通過第11、12條條文
民國100 年3月16日第6 屆第2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暨
民國100年8月3日第633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第12條條文
民國103年8月4日第654次行政會議核備修正通過第5、8條條文
民國105年3月9日第664次行政會議通過廢止

第一條 國立政治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升教學及研究水準，推動學術國際
化，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各院、系、所、學程、研究中心（以下簡稱各單位）得依本辦法邀
請國際傑出教學及研究人才來校短期講學或參與研究活動。
第三條 各單位擬邀請之學者應兼具下列條件：
一、為任職於國內外大學或研究機構之知名學者專家。
二、其學術專長對申請單位之教學研究有助益者。
第四條 各單位邀請之學者在校講學期間至少應為七日，至多不超過六十日，且
來訪目的需至少為下列活動之一：
一、舉辦師生座談或演講活動，其主題為國內所欠缺或待加強之學術領
域；
二、開設學分課程；
三、與本校師生共同研究、發表論文。
如有特殊狀況，得專簽辦理。
第五條 各單位應於學者抵校兩個月前檢附下列文件向研究發展處（以下簡稱研
發處）提出申請：
一、邀請國際傑出教學及研究人才補助申請表乙份；
二、受邀學者其他個人基本資料及相關證明文件，如學歷、經歷、獲獎
證明、主要論著等；
三、申請單位擬辦學術活動之具體說明及詳細規劃。
各單位應於申請本補助前，先向科技部或其他校外機構提出補助申請。
情況特殊者，不在此限。
第六條 各單位得申請之補助項目含工作報酬、機票費、住宿費及其他費用等，
補助標準另訂之。
第七條 本校應組織專案委員會審查。委員會置委員六至八人，由副校長擔任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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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人，教務長、研發長及國合長為當然委員，另邀請二至四名校內外專
家學者擔任委員，必要時得邀請提案單位代表列席。
前項委員會各項決議應有全體委員三分之二出席，出席委員三分之二同
意為之。
第八條 審查方式：
一、確定科技部或其他校外機構已送外審者，本校不另送外審。
二、未送科技部或其他校外機構申請案，或已送科技部或其他校外機構
申請，但未被受理者，本校另送請外審，經兩位以上校外學者專家
審查，送本校專案委員會確認通過後執行。
第九條 補助經費之核銷：
受補助單位應於受邀學者離校後一個月內除依相關會計規定檢據報銷，
並應檢附成果報告乙份送研發處公開上網。
第十條 經核定計畫變更之處理：
經核定受補助案應於當年度執行，如因故變更、延期或取消時，應專簽
送研發處核備。
一、受補助計畫得申請變更，其補助金額以不逾原核定金額為限，超過
原核定限額者，應重新提送本校專案委員會審查；
二、受補助計畫申請延期，其執行期限以次年度最後一日為限；
三、取消原核定計畫，應於原核定執行期限前通報研發處。
第十一條 本辦法所需經費由校務基金 5 項自籌收入項下支應。
第十二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及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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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六

國立政治大學邀請國際傑出教學及研究人才補助經費標準表修正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工作報酬(核定補助總天數為原 工作報酬（本項工作報酬須依政
府規定繳交所得
則支給)
稅。）
諾貝爾級
7-60日
日支(第 1 日至第 14 日)13,080
日支(第 15 日起)
8,550 諾貝爾級
月支
279,260 20,000 元/日為原則，如遇特殊狀
況，最高得以其原國外服務單位
特聘講座
日支(第 1 日至第 14 日) 9,810 待遇標準支給
日支(第 15 日起)
6,300
月支
212,770 特聘講座
教授級
10,000 元/日為原則，如遇特殊狀
日支(第 1 日至第 14 日) 8,175
況，最高得以其原國外服務單
日支(第 15 日起)
5,100
位待遇標準支給
月支
172,875
副教授級
教授級 8,500 元/日
日支(第 1 日至第 14 日) 6,540 副教授級 7,000 元/日
日支(第 15 日起)
4,500 助理教授級 5,500 元/日
月支
132,980
如為月聘方式，依國科會「補助延
助理教授級
日支(第 1 日至第 14 日) 5,350 攬客座科技人才教學研究費支給
日支(第 15 日起)
3,700 標準表」計算
月支
109,340

說

明

一、 參 考 行 政 院
「各機關聘請國
外顧問、專家及學
者來台工作期間
支付費用最高標
準 表 」 及科技部
「補助國外學者
專家來臺從事科
技合作研究活動
支付費用最高標
準表」修訂日支及
月支標準。
二、配合前揭行政
院 104 年 11 月 9
日公告標準，助理
教授級工作報酬
調整為第 1 日至第
14 日 日 支 報 酬
5,350 元、第 15 日
起日支報酬 3,700
元、月支報酬
109,340 元。

機票費(任職地至台北來回機票)
諾貝爾級
以商務艙為原則，有限制核實
報支。
特聘講座
最高給付商務艙機票，有限制
核實報支。

機票費(任職地至台北來回機票)
諾貝爾級
以商務艙為原則，有限制核實
報支。
特聘講座
最高給付商務艙機票，有限制
核實報支。

教授、副教授及助理教授級

教授、副教授及助理教授級
以經濟艙為原則，曾獲國內外
重要學術獎項者，或年滿65歲
以上之年長者，得給付商務艙
機票，有限制核實報支

以經濟艙為原則，曾獲國內外
重要學術獎項，或有特殊需要
者，得給付商務艙機票，有限
制核實報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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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給付商務艙機
票條件，原年滿 65
歲以上年長者修
訂為有特殊需要
者。

修 正 條 文
住宿費(核定補助總天數為原則

現 行 條 文
住宿費
7-60 日
諾貝爾級 5,000元/日為上限，核
實報支

說

明

本校邀請國際傑

出教學及研究人
支給)
才，在校講學期間
諾貝爾級
5,000 元/日為上限，核實報支
至少 7 日，至多不
38,400/月為上限 核實報支
特聘講座、教授、副教授及助理教 超過 60 日。現行
特聘講座、教授、副教授及助理 授級 3,500元/日為上限，核實報
住宿費補助標準
教授級
支
為日支標準，為因
2,500元/日為上限，核實報支
應部分學者來臺
38,400/月為上限，核實報支
時間天數較長，為
期有效運用經費，
修訂日支住宿費
補助標準，並增訂
月支住宿費補助
標準。
其他費用(含保險費，國內交通
費及其他本校接待相關費用)

其他費用(含保險費，國內交通
費及其他接待相關費用)
前5日每日以3,000元為上限，第6 前5日以3,000元為上限，第6日起
以5折為上限，核實報支
日起以5折為上限，核實報支。
備註
備註
1.本表參考行政院各機關聘請國 1、本表參考行政院之「各機關聘
請國外顧問、專家及學者來台
外顧問、專家及學者來台工作
工作期間支付費用最高標準
期間支付費用最高標準表及科
表」，以及國科會之「補助延攬
客座科技人才教學研究費支給
技部補助國外學者專家來臺從
標準表」訂定。本補助實際補助
事科技合作研究活動支付費用
金額為所申請之金額扣除國科
最高標準表訂定。本補助實際
會或其他校外學術機構補助之
後差額部分，補助計算方式以
補助金額為所申請之金額扣除
實際工作內容為考量。
科技部或其他校外學術機構補

明訂本校接待相
關費用；前 5 日每
日以 3,000 元為上
限。
國科會名稱修訂
為科技部。另科技
部「補助延攬客座
科技人才教學研究
費支給標準表」修

訂為「補助國外學
者專家來臺從事
科技合作研究活
動支付費用最高
標準表」。

助之後差額部分，補助計算方
式以實際工作內容為考量。
參考科技部「補
助國外學者專家

2.工作報酬在表定最高標準範圍
內支給，情形特殊者，得專案報

來臺從事科技合
作研究活動支付
費用最高標準
表」，增訂備註
說明及內容。

經校長核准支給，且依政府規定
繳交所得稅。核定日數未達一個
月者，以日支標準計算；核定日
數一個月以上，依月支報酬標準
計算，其不足一個月日數之日支
報酬，以月支報酬標準除以當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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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總日數作為計算依據。

明訂住宿費計算
方式。

3.住宿費補助核定日數，14日以
內者，以日支標準計算；第15
日起，每日計發金額，以月支
住宿費標準除以該月全月之日
數計算。
4、諾貝爾級—Nobel Prize、
Fields Medal Prize等得主、國

2、諾貝爾級—Nobel Prize、Fields 項次變更
Medal Prize等得主、國家院士
或具相當資格之學者專家。

家院士或具相當資格之學者專
家。
5、特聘講座：1）曾任國外著名大 3、特聘講座：1）曾任國外著名大 項次變更
學教授，最近五年內有著作發
學教授，最近五年內有著作發
表為國際所推崇者；2）在學術
表為國際所推崇者；2）在學術
上有崇高地位為國際傑出，而
為國內所欠缺之專家、學者；
上有崇高地位為國際傑出，而
3）在應用科學或技術上有特
為國內所欠缺之專家、學者；3
殊成就，並曾在國外擔任同等
）在應用科學或技術上有特殊
質量工作有年者。
成就，並曾在國外擔任同等質
量工作有年者。
6、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級： 4、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級： 項次變更
1）任職於國外大學院校或研究
1）任職於國外大學院校或研究
機構之國際傑出學者專家；2） 機構之國際傑出學者專家；2）
特殊專長，對申請單位之研究
特殊專長，對申請單位之研究
教學有助益者；3）成績優良，
教學有助益者；3）成績優良，
並有專門著作者。
並有專門著作者。
7、來回程機票費以網路蒐集合理 5、來回程機票費以網路蒐集合理 項次變更
價格 10%彈性範圍內 予以補
價格10%彈性範圍內予以補助
助，有限制核實報支為原則。
，有限制核實報支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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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七

國立政治大學邀請國際傑出教學及研究人才補助經費標準表
(單位:新臺幣元)
經費補助項目
工作報酬
(核定補助總天數為原則支給)
邀請對象
(條件)

日支報酬
第 15
日起

諾貝爾級

第1日
至第 14
日
13,080

8,550

279,260

特聘講座

9,810

6,300

212,770

教授級

8,175

5,100

172,875

副教授級

6,540

4,500

132,980

助理教授
級

5,350

3,700

109,340

機票費
(任職地至台北
來回機票)

住宿費
(核定補助總天數
為原則支給)

其他費用
(含保險費，國
內交通費及其
他本校接待相
關費用)

以 商 務 艙 為 原 5,000 元/日為上
則，有限制核實 限，核實報支
報支。
38,400/月為上限
核實報支
最高給付商務艙 2,500 元/日為上
機票，有限制核 限
實報支。
38,400/月為上限
以 經 濟 艙 為 原 核實報支
則，曾獲國內外
重要學術獎項，
或有特殊需要
者，得給付商務
艙機票，有限制
核實報支。

前 5 日每日以
3,000 元 為 上
限，第 6 日起以
5 折為上限，核
實報支。

月支報酬

備註：
1. 本表參考行政院各機關聘請國外顧問、專家及學者來台工作期間支付費用最高標準表 及科技部
補助國外學者專家來臺從事科技合作研究活動支付費用最高標準表訂定。本補助實際補助金額
為所申請之金額扣除科技部或其他校外學術機構補助之後差額部分，補助計算方式以實際工作
內容為考量。
2. 工作報酬在表定最高標準範圍內支給，情形特殊者，得專案報經校長核准支給，且依政府規定繳
交所得稅。核定日數未達一個月者，以日支標準計算；核定日數一個月以上，依月支報酬標準計
算，其不足一個月日數之日支報酬，以月支報酬標準除以當月總日數作為計算依據。
3. 住宿費補助核定日數，14 日以內者，以日支標準計算；第 15 日起，每日計發金額，以月支住宿
費標準除以該月全月之日數計算。
4. 諾貝爾級—Nobel Prize、Fields Medal Prize 等得主、國家院士或具相當資格之學者專家。
5. 特聘講座：1）曾任國外著名大學教授，最近五年內有著作發表為國際所推崇者；2）在學術上有
崇高地位為國際傑出，而為國內所欠缺之專家、學者；3）在應用科學或技術上有特殊成就，並
曾在國外擔任同等質量工作有年者。
6. 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級：1）任職於國外大學院校或研究機構之國際傑出學者專家；2）特
殊專長，對申請單位之研究教學有助益者；3）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7. 來回程機票費以網路蒐集合理價格 10%彈性範圍內予以補助，有限制核實報支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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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八

國立政治大學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處理辦法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第六條 勞動型兼任助理應 第六條 勞動型兼任助理應
完成校內聘僱程序始得進
完成校內聘僱程序始得進
用，最遲於到職日當日，完
用，最遲於到職日當日，完
成簽訂勞動契約書面事
成簽訂勞動契約書面事
宜。
宜。
前項契約內容應包含聘
前項契約內容應包含聘
期、工作內容、工作地點、 期、工作內容、工作地點、
工作時間、工作酬勞、權利
工作時間、工作酬勞、權利
義務及其他工作條件等事
義務及其他工作條件等事
項。
項。
每位學生得同時擔任多個
每位學生得同時擔任多個
聘期相同(以月為單位)且
聘期相同(以月為單位)且
類型相同之勞動型兼任助
類型相同之勞動型兼任助
理，每日工作時數不得逾
理，每週工作總時數不得
八小時，每七日中至少應
低於十二小時(校外委託/
有一日之休息，作為例假， 補助計畫兼任助理不得低
但例假日非以星期六或星
於十小時)、不得超過二十
期日為限。
小時(博士生至多為二十
五小時)，但每日不得逾八
小時，每七日中至少應有
一日之休息，作為例假，但
例假日非以星期六或星期
日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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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旨揭辦法係規
範原則性規定，
且工作總時數
已於本校學生
兼任助理及臨
時性人力運用
公告事項與教
學助理人力運
用公告明訂，爰
不再重複訂定。

附件十九

國立政治大學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處理辦法
民國104年8月5日第660次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104年10月7日第661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第4、6、17、18、23條條文
及增訂第19至22條條文
民國105年3月9日第664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第6條條文

第一章 通則
第一條 國立政治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兼顧培育人才之目的，並保障學生兼
任助理之學習及勞動權益，特依據教育部訂頒專科以上學校強化學生
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處理原則(以下簡稱處理原則) 第十一
點訂定本校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處理辦法(以下簡稱本
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學生兼任助理，係指本校學生兼任研究助理、教學助理、研
究計畫臨時工、工讀生及其他不限名稱之學生兼任助理者。
學生兼任助理依其屬性分為學習型兼任助理與勞動型兼任助理。
學習型兼任助理係指本校學生擔任屬課程學習或服務學習等以學習為
主要目的及範疇之兼任研究助理及教學助理等，非屬於有對價之僱傭
關係之活動者。
勞動型兼任助理係指非屬前項之學生兼任助理，其與本校具僱傭關係，
雙方存有提供勞務獲取報酬之工作事實，且具從屬關係者。
雙方如屬承攬或其他非屬僱傭關係者，則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本校(各單位、計畫主持人、教師)進用學生兼任助理時，應以書面文件
確認雙方關係(學習型或勞動型)，並充分告知相關權利義務。
第二章 學習型兼任助理
第三條 學習型兼任助理所為課程學習或服務學習之範疇如下：
一、課程學習：
(一)指為課程、論文研究之一部分，或為畢業之條件。
(二)前目課程或論文研究或畢業條件，係學校依大學法、專科學
校法授權自主規範，包括實習課程、田野調查課程、實驗研
究或其他學習活動。
(三)第一目課程、論文研究或畢業條件應一體適用於本國學生、
外國學生、僑生、港澳生或大陸地區學生。
(四)符合前三目條件，未有學習活動以外之勞務提供或工作事實
者。
二、服務學習：
學生參與學校為增進社會公益，不以獲取報酬為目的之各項輔助
性服務，包括依志願服務法之適用範圍經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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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機關主辦或經其備查符合公眾利益之服務計畫，參與服務性社
團或其他服務學習課程或活動。
第四條 本校於推動課程學習或服務學習範疇之學習活動，應符合下列原則：
一、該學習活動應與前條所定範疇有直接相關性為主要目的，並於授
課或指導教師之指導下，經學生個人與指導教師同意為之。
二、應有明確對應之課程、教學實習活動、論文研究指導、研究或相
關學習活動實施計畫，並就其相關學習準則、評量方式、學分或
畢業條件採計及獎助方式等予以明定且公告之。
三、教師應有指導學習助理學習專業知識之行為。
四、學生參與前開學習活動期間，得因學習、服務學習，支領獎學金
或必要之研究或實習津貼或補助。
五、學生參與學習活動，其權益保障或相關保險，應依大學法、學位
授予法及相關法規規定辦理，並於校內學生相關章則中規範。另
針對有危險性之學習活動，應增加其保障範圍。
六、學習期間之相關研究成果，應依下列原則事先協議之：
(一)著作權歸屬：
1.學生在校期間所完成之報告或碩、博士所撰寫之論文，如
指導之教授僅為觀念指導，並未參與內容表達之撰寫，而
係由學生自己撰寫報告或論文內容，依著作權法規定，學
生為該報告或論文之著作人，並於論文完成時，享有著作
權（包括著作人格權及著作財產權）。
2.學生在校期間所完成之報告或碩、博士所撰寫之論文，如
指導之教授不僅為觀念之指導，且參與內容之表達而與學
生共同完成報告或論文，且各人之創作，不能分離利用
者，為共同著作，學生及指導之教授為報告或論文之共同
著作人，共同享有著作權，其共同著作權（包括著作財產
權及著作人格權）之行使，應經學生及指導之教授之共同
同意後，始得為之。
3.兼任助理與指導之教授間，應事先就相關研究成果著作權
之歸屬及事後權利行使方式等事項，達成協議或簽訂契
約。
(二)專利權歸屬：
依專利法第五條第二項，除專利法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約
定外，學生自身為發明人、新型創作人、設計人之情形，
對其所得之研究成果享有專利申請權，得依同條第一項向
專利專責機關申請專利。但他人（如指導教授）如對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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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之產出有實質貢獻，該他人亦可能被認定為共同
發明人。
第三章 勞動型兼任助理
第五條 為健全勞動型兼任助理管理制度，明確規定勞資雙方權利義務，促進
校內和諧共識，應依勞動基準法暨其施行細則、本辦法及相關法令辦
理。
第六條 勞動型兼任助理應完成校內聘僱程序始得進用，最遲於到職日當日，
完成簽訂勞動契約書面事宜。
前項契約內容應包含聘期、工作內容、工作地點、工作時間、工作酬
勞、權利義務及其他工作條件等事項。
每位學生得同時擔任多個聘期相同(以月為單位)且類型相同之勞動型
兼任助理，每日工作時數不得逾八小時，每七日中至少應有一日之休
息，作為例假，但例假日非以星期六或星期日為限。
第七條 勞動型兼任助理工作酬勞由勞資雙方依相關規定、協議辦理，但不得
低於中央主管機關所核定之基本工資。
第八條 勞動型兼任助理工作酬勞之給付，依勞資雙方約定時間核發。但另有
約定者，從其約定。本校不得預扣勞動型兼任助理之工作酬勞作為違
約金或賠償費用。
第九條 勞動型兼任助理之請假，依勞動基準法、勞工請假規則、性別工作平等
法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前項人員請假及每次出勤紀錄由計畫主持人、教師或單位主管自行管
理，並依勞動基準法規定，出勤紀錄應保存至勞工離職之日起五年為
止。
第十條 勞動型兼任助理協助或參與計畫主持人(教師)執行研究計畫所產出相
關研究成果，除雙方另有約定外，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著作權歸屬：依著作權法第十一條及第十二條規定辦理。
二、專利權歸屬：依專利法第七條規定辦理。
第十一條 勞動型兼任助理之考核、獎懲由計畫主持人、教師或單位主管自行辦
理。
第十二條 勞動型兼任助理到職時，本校(計畫主持人、教師、各單位)應依勞工
保險條例、就業保險法、全民健康保險法、勞工退休金條例規定，主
動申辦加保(轉入)及提繳勞工退休金；其契約期滿或中途離職時，亦
應主動申辦退保(轉出)及停繳勞工退休金。
前項人員應自行負擔之保險費及自提之勞工退休金，除有特殊情形外，
原則由本校按月自薪資中代為扣繳。 未依第一項規定辦理，其所衍
生之費用或違反規定而受罰，如屬可歸責當事人、計畫主持人、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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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條

第十四條
第十五條

第十六條

第十七條

第十八條

第十九條

或各單位之事由者，應由當事人、計畫主持人、教師或單位主管負責。
勞動型兼任助理如擬於契約屆滿前先行離職，應依勞動基準法規定
之預告期間提出書面申請，經計畫主持人、教師或單位主管核准
後，於離職生效日前辦妥，並得申請本校核發服務證明書。
未依預告期間提出辭呈逕行離職，致本校受有損害者，本校得依法
請求賠償。
勞動型兼任助理於聘僱期間，有勞動基準法第十一條、第十二條及本
校相關規定所訂終止契約之情事者，依勞動基準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計畫主持人、教師或單位主管與勞動型兼任助理於聘僱期間應遵守下
列事項：
一、進用單位直屬主管、單位主管、計畫主持人或共同主持人之配偶
或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不得在其主管單位中任職。
二、應依工作時間出勤，並親自簽到、退。
三、雙方應遵守職業安全衛生法及相關法規規定。
四、應積極、認真從事職務，並接受計畫主持人、教師或單位主管之
指揮監督。
五、於工作時間內，非經計畫主持人、教師或單位主管允許，不得擅
離工作崗位。
六、本校因業務需要，在不違反勞動法令之規定下，得為工作之調整。
七、於執行職務時，應尊重性別平等，恪守專業倫理，確實遵守性別
平等教育法、性別工作平等法、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
準則、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訂定準則及本校
相關管理規定。
本校與勞動型兼任助理間之權利義務除依處理原則及本辦法外，應依
勞動基準法及其他相關勞動法令辦理。
第四章 委員會及爭議處理
本校設教學及課程類、助學及服務類、研究計畫類三個委員會審議學
生兼任助理之勞動相關事宜，委員會行政事務分由教務處、學務處及
研發處主辦。
設學習型兼任助理審議委員會，審議學生兼任助理之學習相關事宜，
委員會行政事務由人事室主辦。
為增進校內和諧及落實學生權益保障，本校設「學生兼任助理申訴評
議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處理學生兼任助理學習型或勞動型之
爭議。委員會行政事務由人事室主辦。
本會置委員七至十一人，由行政副校長、教務長、學務長、研發長、
人事室主任、學生代表及法律專家學者組成，並由行政副校長擔任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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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人，召集人不克出席時，得指定代理人；必要時，得視案情需要，
由召集人增聘二至四人為委員，或邀請相關人員列席。
第二十條 本校學生兼任助理提起申訴，應於知悉措施之次日起三十日內以書面
向本會為之，但於作成該措施或處置後逾六十日者即不得再提起。
第二十一條 本會應於收到申訴案件之次日起三十日內召開會議，應於收到申訴
案件次日起二個月內作成評議，必要時，得予延長，並通知當事人。
延長以一次為限，最長不得逾一個月。
第二十二條 本會開會，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經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始得
開議，評議書之決定應經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其他事
項之決議以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本校應於前項評議作成後之十日內以書面方式通知當事人及計畫
主持人(教師、單位)。
第五章 附則
第二十三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發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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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十

國立政治大學副主管設置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第八條 教師兼任依本辦法 第八條 教師兼任副主管，
設置之副主管，其每學年
得依其本職核減每週基本
應授課時數依本校新制課
授課時數三小時。
程精實方案及教師授課時
數及超支鐘點費核計辦法
規定辦理。

說 明
因應新制課程
精實方案規定
略以：「專任教
師兼任行政職
務減授後之每
學年應授課時
數：副主管九小
時。…兼二個以
上行政職務者
六小時。」；復
查本校「教師授
課時數及超支
鐘點費核計辦
法」亦有明定教
師兼任行政職
務相關授課時
數規定，爰配合
修正。
第九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 第九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 配 合 現 行 法 制
通過後發布施行，修正時
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 程序修正文字。
亦同。
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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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十一

國立政治大學副主管設置辦法
民國 93 年 4 月 14 日第 589 次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 96 年 5 月 9 日第 608 次行政會議通過修正第 2 至 5 條條文
民國 97 年 12 月 3 日第 617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全條文
民國 98 年 4 月 1 日第 619 次行政會議通過備查第 3 條修正條文
民國 98 年 8 月 4 日 98 學年度第 1 次臨時行政會議通過修正第 7 條條文
民國105年3月9日第664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第8、9條條文

第一條 國立政治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應校務發展之需要，特依大學法第十
三、十四條及其施行細則第十二條暨本校組織規程第十八條之一規定訂
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凡達一定規模、業務繁重之學院或一級行政單位，得設置副主管，
以輔佐主管推動業務。
第三條 各學院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得置副院長一人：
一、學院系、所、中心、學位學程總數在七個以上。
二、學院所屬專任教師及研究人員在一百人以上。
三、學院學生總數在一千人以上。
學院因院務繁重或其他特殊情形，經院務會議通過並報請校長同意者，
得設置或增置副院長。
各學院副院長總數最多以三人為原則。
第四條 行政單位副主管設置一至二名，其設置標準依教育部訂定之「大學一級
行政單位設置副主管認定基準」辦理。
第五條 各單位擬設置副主管，應敘明理由，簽報校長核准後設置。
副主管人選由主管提名，報請校長同意後聘任之。
第六條 副主管之任期配合主管任期，並以不超過主管任期為限。
第七條 除依第三條第一項設置之副院長外，其餘副院長之主管津貼，由各學院
自行籌措經費支付。
第八條 教師兼任依本辦法設置之副主管，其每學年應授課時數依本校新制課
程精實方案及教師授課時數及超支鐘點費核計辦法規定辦理。
第九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發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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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十二

國立政治大學專任教師申請代課實施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第三條 專任教師退休時， 第三條 專任教師有休假、
其所留課程應改由其所屬
借調、出國研究、進修或講
教學單位教師擔任，不得
學及退休等情形時，其所
申請代課。但有休假研究、
留課程應改由其所屬教學
借調、出國研究、進修或講
單位教師擔任，不得申請
學等情形時，得由兼任教
代課。
師支援開課。

說 明
因應新制課程
精實方案規定
略以：「全院專
任教師如有兼
任行政職務、休
假、借調、經核
准之出國研究
進修、延長病
假、育嬰假及講
座教授等減授
之時數，由學校
提供兼任教師
時 數 支 援 開
課」，爰配合修
正。
第八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 第八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 配 合 現 行 法 制
通過後發布施行，修正時
通過後，由校長發布施行， 程序修正文字。
亦同。
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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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十三

國立政治大學專任教師申請代課實施辦法
民國 86 年 12 月 10 日第 551 次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 89 年 5 月 17 日第 566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91 年 10 月 9 日第 579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105年3月9日第664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第3、8條條文

第一條

本大學為規範專任教師申請代課有關事項，特訂定此辦法。

第二條

專任教師於學期中因故短期無法上課者，應自行補課，除左列情形
外，不得申請代課：
一、請連續病假二十八日以上者。
二、請連續婚假十四日者。
三、請連續娩假或流產假十四日以上者。
四、請連續喪假十五日以上者。
五、請連續公假(差)二十一日以上者。
六、依規定申請育嬰留職停薪者。
前項各款之請假應附具有關證件。

第三條

專任教師退休時，其所留課程應改由其所屬教學單位教師擔任，不
得申請代課。但有休假研究、借調、出國研究、進修或講學等情形
時，得由兼任教師支援開課。

第四條

代課以本大學專兼任教師擔任為原則，如需校外教師代課者，應檢
具其合格教師資格有關證件送審。

第五條

專任教師經核准由其他教師代課，其已支領超支鐘點費者，應於被

第六條

代課期間停發。
代課鐘點費依代課教師之等級核發，並以四小時為限。

第七條

教師申請代課，應由其所屬教學單位提出，並會教務處、人事室，
陳報校長核准後實施。

第八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發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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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十四

國立政治大學傑出校友遴選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國立政治大學（以 第一條 國立政治大學（以下 酌修文字，將「學生」
下簡稱本校）為表彰本校
簡稱本校）為表彰具卓越 改為「師生」
。
具卓越成就或特殊貢獻之
成就或特殊貢獻之校友，
校友，並激勵在校師生，特
並激勵在校學生，特訂定
訂定本辦法。
本辦法。
第二條 凡本校校友具下列 第二條 凡本校校友具下列 修訂本校傑出校友候選
條件之一，足為後學楷模
條件之一，足為後學楷模 人資格:打破學術研究
者，得被推薦為傑出校友
者，得被推薦為傑出校友 分際，以貢獻服務之領
候選人：
候選人：
域分類。
一、人文藝術類：在文化及
一、對國家、社會有特殊貢
藝術領域有特殊表現
獻者。
或重大貢獻者。
二、在學術或專業上有傑
二、學術類：從事學術研
出成就者。
究，在其專業領域表
三、對本校校務發展有重
現傑出，有卓越貢獻
大貢獻者。
者。
四、對彰顯各學院特色、理
三、工商類：自行創業或經
想及目標有重大貢獻
營企業有顯著成就
者。
者。
五、具其他傑出成就或優
四、社會服務類：投入公益
良事蹟者。
活動，發揚美德，造福
人群，為社會肯定者。
五、綜合類：有傑出成就，
優良事蹟足為國家社
會表率，或對本校校
務、校譽有重大貢獻
者。
第三條 每年遴選名額至多 第三條 本校傑出校友每年 修訂遴選名額:由各院
十名，各類別遴選名額不
遴選一次，由各學院進行 遴選名額限制，改為全
得逾四名，亦得從缺。
推薦、遴選，畢業校友總數 校總額，及各類別名額
一萬人以下之院每年遴選 限制。
傑出校友至多一名，畢業
校友總數一萬人以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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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每年遴選傑出校友至
多二名。
各學院應於辦理表揚每年
二月二十八日前遴選產生
傑出校友，並將名單及推薦
理由送秘書處彙辦。
前項推薦應尊重當事人意
願。
第四條 推薦方式如下：
一、本校各學院推薦：畢業
校友總數一萬人以下
之學院每年推薦至多
二名，畢業校友總數一
萬人以上之學院，每年
推薦至多三名，應經院
務會議等正式會議通
過。
二、傑出校友遴選委員會
推薦：以五名為上限。
前項推薦應尊重當事人意
願。

增修傑出校友候選人推
薦方式。

第五條 遴選方式如下:
第四條 為辦理傑出校友之
一、本校為辦理傑出校友
遴選，由各學院組成傑出
之遴選，組成傑出校友
校友遴選委員會，置委員
遴選委員會（以下簡稱
五至九人，由院教師代表、
遴委會），置委員十五
院(校)外人士及校友代表
至十七人，由校長、各
擔任之。校友代表應占委
學院代表、校友代表、
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
社會賢達四至六人(含
校友會保障名額一人)
及學生會會長組成之，
並由校長擔任召集人。
二、遴委會應有委員三分
之二以上出席始得開
會，並經二分之一以上

條次變更。
修訂傑出校友遴選方
式:
遴選委員會由院組成之
遴選委員會，改為校級
遴選委員會。
修訂包含遴選委員會組
成成員、人數，及開會
及決議等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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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委員同意始能決
議。
三、遴委會委員如被推薦
為當年度傑出校友候
選人，應予迴避。
第六條 傑出校友表揚方式 第五條 傑出校友表揚方式 條次變更。
如下：
如下：
一、於校慶活動或其他校
一、於校慶活動或其他校
內重要場合公開表
內重要場合公開表
揚。
揚。
二、傑出校友具體事蹟及
二、傑出校友具體事蹟及
照片刊登於本校網站
照片刊登於本校網站
或陳列於校史館，並
或陳列於校史館，並
出版專題報導。
出版專題報導。
第七條 傑出校友行為如有 第六條 傑出校友行為有損 條次變更。
損校譽者，經行政會議代
校譽者，本校得撤銷其榮 修訂傑出校友行為如有
表二分之一以上出席，並
譽。
損校譽，撤銷資格程
經出席代表三分之二以上
序。
同意，得撤銷其資格。
第八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 第七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 條次變更。
通過後發布施行，修正時
通過後發布施行，修正時
亦同。
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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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十五

國立政治大學傑出校友遴選辦法
民國 100 年 12 月 7 日本校第 636 次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 101 年 12 月 5 日第 643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第 3、4、5 條條文
民國105年3月9日第664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全文

第一條 國立政治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表彰本校具卓越成就或特殊貢獻之
校友，並激勵在校師生，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凡本校校友具下列條件之一，足為後學楷模者，得被推薦為傑出校友候
選人：
一、人文藝術類：在文化及藝術領域有特殊表現或重大貢獻者。
二、學術類：從事學術研究，在其專業領域表現傑出，有卓越貢獻者。
三、工商類：自行創業或經營企業有顯著成就者。
四、社會服務類：投入公益活動，發揚美德，造福人群，為社會肯定者。
五、綜合類：有傑出成就，優良事蹟足為國家社會表率，或對本校校務、
校譽有重大貢獻者。
第三條 每年遴選名額至多十名，各類別遴選名額不得逾四名，亦得從缺。
第四條 推薦方式如下：
一、本校各學院推薦：畢業校友總數一萬人以下之學院每年推薦至多二
名，畢業校友總數一萬人以上之學院，每年推薦至多三名，應經院
務會議等正式會議通過。
二、傑出校友遴選委員會推薦：以五名為上限。
前項推薦應尊重當事人意願。
第五條 遴選方式如下:
一、本校為辦理傑出校友之遴選，組成傑出校友遴選委員會（以下簡稱
遴委會）
，置委員十五至十七人，由校長、各學院代表、校友代表、
社會賢達四至六人(含校友會保障名額一人) 及學生會會長組成
之，並由校長擔任召集人。
二、遴委會應有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始得開會，並經二分之一以上出
席委員同意始能決議。
三、遴委會委員如被推薦為當年度傑出校友候選人，應予迴避。
第六條 傑出校友表揚方式如下：
一、於校慶活動或其他校內重要場合公開表揚。
二、傑出校友具體事蹟及照片刊登於本校網站或陳列於校史館，並出
版專題報導。
第七條 傑出校友行為如有損校譽者，經行政會議代表二分之一以上出席，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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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出席代表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得撤銷其資格。
第八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發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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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十六

國立政治大學卓政博士班獎助學金獎勵辦法(草案)
條文
第一條 國立政治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勵優秀並具研究及學術
發展潛力學生就讀博士班，特訂定本辦法。

說明
立法之意旨

說明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獎勵對象為自一 O 五學年度起具中華民國國籍且經
本校博士班甄試、考試進入各學院、系所、學位學程就讀或逕修讀 獎 勵 對 象 條
件
博士學位，並有研究及學術發展潛力之新生，但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不得申請本獎助學金：
一、於公私立機構從事專兼職工作者。
二、錄取當學年度辦理休學、保留入學資格或未完成註冊者。
三、參與本校與中央研究院合作辦理社群網路與人智計算國際研究
生博士學位學程(TIGP SNHCC)入學者。
四、曾獲本獎助學金者。
第三條 本獎助學金核給每學年度入學博士班新生至多十名，核給期
間自入學學年度起共計三學年。
獎勵期間給予學雜(學分)費全額補助，並由學校每月提供生活助學
金新臺幣三萬元整。

有關奬勵核
給名額、期限
及金額之規
定

第四條 本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由本校學術副校長擔任召集人，教務 審 查 委 員 會
長及學務長為當然委員，並由校長遴聘本校研究表現傑出之教師二 組成方式
名組成，任期為二年。
第五條 本獎助學金之申請由各學院推薦，符合第二條規定者，應檢 申 請 應 備 資
附該生推薦書、研究計畫、外語能力證明及其他具研究、學術發展 料及程序
潛力文件，送交教務處後提請本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進行審核並決
定核給名單。
第六條 獲獎生應義務擔任學院、系所、學位學程教學助理工作，如 有 關 資 格 取
消之條件
就讀期間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取消其資格：
一、休學、保留學籍、退學或於公私立機構從事專兼職工作。
二、逕行修讀博士學位學生轉入或轉回碩士班就讀。
三、入學後第二學期開始，前一學期學期平均成績及操行成績未達
八十分。
四、未依所屬學院、系所、學位學程指派擔任教學助理工作或表現
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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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獎助學金得視經費編列情形調整額度或停止本辦法之實 經 費 得 視 年
度編列情形，
進行調整或
停止
辦法修正程序
第八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發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第七條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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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十七

國立政治大學卓政博士班獎助學金獎勵辦法
民國105年3月9日第664次行政會議通過

第一條
第二條

第三條

第四條

第五條

第六條

第七條
第八條

國立政治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勵優秀並具研究及學術發展潛力學
生就讀博士班，特訂定本辦法。
本辦法獎勵對象為自一 O 五學年度起具中華民國國籍且經本校博士班
甄試、考試進入各學院、系所、學位學程就讀或逕修讀博士學位，並
有研究及學術發展潛力之新生，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申請本獎
助學金：
一、於公私立機構從事專兼職工作者。
二、錄取當學年度辦理休學、保留入學資格或未完成註冊者。
三、參與本校與中央研究院合作辦理社群網路與人智計算國際研究生
博士學位學程(TIGP SNHCC)入學者。
四、曾獲本獎助學金者。
本獎助學金核給每學年度入學博士班新生至多十名，核給期間自入學
學年度起共計三學年。
獎勵期間給予學雜(學分)費全額補助，並由學校每月提供生活助學金
新臺幣三萬元整。
本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由本校學術副校長擔任召集人，教務長及學務
長為當然委員，並由校長遴聘本校研究表現傑出之教師二名組成，任
期為二年。
本獎助學金之申請由各學院推薦，符合第二條規定者，應檢附該生推
薦書、研究計畫、外語能力證明及其他具研究、學術發展潛力文件，
送交教務處後提請本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進行審核並決定核給名單。
獲獎生應義務擔任學院、系所、學位學程教學助理工作，如就讀期間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取消其資格：
一、休學、保留學籍、退學或於公私立機構從事專兼職工作。
二、逕行修讀博士學位學生轉入或轉回碩士班就讀。
三、入學後第二學期開始，前一學期學期平均成績及操行成績未達八
十分。
四、未依所屬學院、系所、學位學程指派擔任教學助理工作或表現不
佳。
本獎助學金得視經費編列情形調整額度或停止本辦法之實施。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發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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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單位工作報告與會代表詢答意見》
◎徐子為代表：
有關 228 野火陣線之處理，因為總務處事後發紙本聲明給媒體，我也有看
到相關新聞，學務處是禮拜五出面，但是之前一直沒有解決同學問題，秘書
處主秘以及學務處的說法並沒有一致，只有各處室出來自己解決部門的問
題，校方本身並沒有統一的說法，及去了解這件事情，在此請問校長的看法。
【張副校長回應】
本校對於同學想表達自己的想法、言論是給予尊重的，因為這位主任教官剛
到學校，不熟悉相關處理程序，針對沒有蓋印章、沒有社團署名的文宣，處
理時確實有不恰當的地方，我們事後也有要求同學去補蓋章，就可以貼在佈
告欄。
政大是一個非常好的學術園地，在這裡我們保障學生、同仁，即使罵學校，
本校也保障此權利，即便第二天野火陣線舉辦記者會，學校都會給予適度的
支持。整個事件的處理，學校在認定上，是以個人對處理的程序不熟悉所導
致，對於想表達的任何內容、訴求，本校完全尊重、包容，為的是創造一個
多元、開放的園地。而整個事件的處理、政策，以及對外說明，也都是充分
一致。有關張貼上技術性的規定其實是保護看板，也希望社團能相互尊重，
否則有些同學會認為某個社團佔據大部分的欄位，這個部分希望同學相互
理解，謝謝。
【校長回應】
每次當同學與同仁之間有發生類似事件時，我們都覺得非常遺憾，當然學校
要仔細了解、檢討，讓彼此有更良好的溝通。也請學務處思考一下，能不能
讓老師同學聚集在一起，在學校裡形成一個好的溝通方式，學務處會設計請
大家一起來討論。
◎林元輝代表：
我收到學務處 3/2 的發文，內容是前一個學期風雨走廊及海報柱違規的名
單，一般的刻板印象會以為違規的都是學生社團，但發現學務處身心健康中
心也違規，行政大樓各單位幾乎也違規，國合處、外文中心、選研中心、體
育室、各學院也幾乎都違規。究竟是辦法太嚴苛，還是沒有有效宣達？或者
是從來也沒人在處理？這次野火社的海報一撕，鬧得舉國皆知，都知道政大
是多有特色的學校。所以我想，需要反省我們哪裡錯了或哪裡有問題。
【學務長回應】
謝謝院長的提問，這次風雨走廊及海報柱的問題造成大家的不安，實在是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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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好的事情。事實上，海報的張貼不是只有學生社團，行政單位、教學單位
也都有在張貼，學校有風雨走廊與海報柱的管理辦法，並依據海報規則在執
行。我們剛剛在開會之前也與學生討論、檢討，不論言論自由或訊息傳達，
校園的清潔以及大家權力的維護都要兼顧，我們會讓辦法能在校園中落實，
學生會將會進行提案。另外代表覺得怎麼會那麼巧，這個文剛好在 3/2 發
函，讓大家會產生聯想。其實學務處每學期都會發文宣導並公布哪些單位的
海報違規，海報張貼辦法也都是經由相關會議通過的法規，以往可能學務處
的文較多，以致大家可能沒注意到。目前違規通知只寄送社團，並沒寄送至
教學單位與行政單位，學務處會再檢討往後針對教學單位和行政單位是否
要有相關的做法，學務處也會在學務會議與學生會進行討論。另外，剛好負
責的業務同仁更換，以致文的部分內容造成同學的疑慮，以為是張惠玲教官
核稿，剛好秘書處的核稿秘書同名，大家就覺得為什麼是由主任教官核稿才
能貼，其實是誤會。
有關海報的移除，課外組對於違規的海報，會請同學來補正，若無進行補正，
也不是一開頭就記點，課外組會打電話通知學生，其實都有緩衝期。也因此
管理海報的同仁及工讀生非常忙碌，必須登記每個單位或社團的通知次數
及情形，課外組有高達 188 個單位要輔導，人力非常有限，不足的地方也只
能找海報志工協助。在此也呼籲各單位共同協助，謝謝。
◎李酉潭代表：
針對這個事情，我想從三個角度提供大家思考，第一，這是轉型正義的問題，
這個問題在政大比較複雜，因為蔣介石是政大校長，蔣介石銅像的移除在其
他大學可能比較容易，但是蔣介石是政大的校長，所以我們要更加凝聚看要
怎麼處理總統角色跟校長角色的問題，作為校長，他有什麼紀念，作為總統，
他有什麼正義？政大如果沒有好好面對，問題還會持續發生，這不是簡單海
報事件，是政大轉型正義，在面對第三次政黨輪替，尤其是國會全面輪替後，
政大要提早因應的問題。第二，有關教官的問題，全世界自由民主國家已經
不太有教官在做學生輔導的工作，師大已經採取遇缺不補的政策，做為一個
人文社會大學的重鎮，是不是應該要及早規劃，引進有教育心理背景的學生，
畢業後考上諮商師、輔導師的，做為因應。第三，在 1984~89 期間，我在課
外組當講師時，那時面對解嚴衝撞更大，當時有兩個言論廣場與自由廣場，
一個自由廣場在面對四維堂左邊，由學生會管理，所有的言論全部自由張貼，
另一個在游泳池前面那邊，原來理論上不需要了，但現在有這樣的議題，政
大是否要重新思考，不是所有事都一定要管理，如果要管理的話就給學生自
行管理，在一個範圍內要表達就讓他們表達，只要不妨礙別人。太陽花學運
時，外面一直強調政大做為一個非常好的楷模及示範，在羅馬廣場所留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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痕跡也對後來事件也都有影響，包括有老師在那邊演講在網路上都還看得
到，所產生的教育意義代表政大正面意向，我們可以仔細思考。
【學務長回應】
有些大學的教官數量的確在減少，因為校長希望推學術導師，我們很積極的
在校內溝通，也與校外有積極作法的學校進行了解，師大目前是有教官的，
但也有專責導師進行輔導。本校從 95 年開始有教官 16 名，到 105 年剩 6
名。在去年我接學務長時是 7 名，在我任內有 1 名教官退休，亦未補缺，而
是另從職涯中心進行補強。
根據大學法施行細則 13 條，大學依其組織規程設軍訓室者，置主任一人、
軍訓教官、護理教師若干人，主任由校長自職級相當人員或教育部推薦之軍
訓教官二人至三人中擇聘之，本校符合現行大學法的規範。另外組織規程第
六條明定設有軍訓室，負責軍訓課程規劃教學及協辦生活輔導，所以現行教
官功能是除了國防教學外，還有生活輔導；專科學校法亦有相關規定，因此
目前的建置是符合教育部的法規。若要變更，可以邀請相關教師一起討論，
相信代表們也知道同學其實非常依賴教官，相信大家也肯定他們的付出，只
要是意外事故等他們都會陪同，當然未來是否要由教官繼續擔任，都可以討
論。目前本校有 6 名，到 109 年 11 月，所有教官均會離退，我們是否要加
速這個時程，或是說有其他更好的校安輔導、生活輔導人力進來，這是我們
可以討論安排的。
【校長回應】
同學心理諮商部份，專業人力的需求越來越多，教育部未來可能在法規上會
做調整，學務處也在準備如何讓一般的專業人力來負擔這樣的工作，比如晚
上學生發生事情，需要第一時間到達現場，像八仙樂園發生事故，學務處也
是仰賴教官第一時間到現場，學生的家長事後對教官也是非常感激。將來教
官減少的話，我們也必須要有專業的人力來做這些事。上一次有教官離退，
經過與學務長商量，就沒有再申請教官，而終聘兩個人來取代原來的工作。
有關言論廣場，請學務處思考也許本校可以有一塊地方讓學生自己管理。其
實學校管理海報張貼不是為了限制學生，而是為了校園整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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