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會議記錄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110學年度第 2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會議紀錄 

 

壹、 時    間：111年 03月 10日 12：10 

貳、 地    點：行政大樓六樓第二會議室  

參、 主    席：張信良 校長 

肆、 出席人員(如簽到單) 

伍、 工作報告 

一、報告上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會議資料第 6頁 

二、各工作小組報告：會議資料第 9頁 

陸、 主席指示(略) 

柒、 報告案 

報告案：本校 110年度決算報告案。 

報告單位：主計室 

說    明：本校 110年度決算報告案內容，請參閱（會議資料第 20頁）。 

決    議：照案通過，如附件 1。 

 

捌、 提案討論 

提 案 一：有關本校 111年開源節流措施案，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總務處 

說    明：依據「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二十三條及本校校務基金自籌

收入收支管理規則第九條規定：各項收入之收支預算執行，應以有賸餘或維持

收支平衡為原則；如實際執行有短絀情形，應擬具開源節流措施，提報校務基

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執行。(會議資料第 22頁) 

決    議：照案通過，如附件 2。 

 

提 案 二：擬修正本校「場地設備收入收支管理規定」第六點，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總務處 

說    明：本校各場地設備收入之提撥標準業已多年未調整，經考量人員薪資及物價波動陸

續調漲，並衡量本校場地設備投入及支出成本，擬適時檢討並反應成本效益，以

拓展校務基金的財源。(會議資料第 27頁) 

決    議：照案修正通過，如附件 3。 

 

 

 

 



 

 

提 案 三：本校 111年度校務基金附屬單位概算，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主計室  

說    明：內容不公開 

決    議：照案通過，如附件 4。 

 

提 案 四：擬修訂本校「約用人員管理辦法」附件四部分規定，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人事室 

說    明： 

(一)比照 111年軍公教人員溯自 111年 01月 01日調薪 4%，修訂約用人員薪資調整

4%，調整後預估每年增加人事成本 4,157,673元。 

(二)另經審視行政(技術)專員現行薪點結構設置情形，擬就大學及碩士學歷人員薪點

各增設一級為：碩士最高薪點 390薪點，大學最高薪點 350薪點；惟為考量同仁

權益與校務基金經費運用之衡平性，爰訂定碩士及大學行政(技術)專員每學年得

支領最高薪點總人數上限及調整陞任行政(技術)專員人數比例。 

(三)增訂表註 6第 2項：行政(技術)專員已支領原最高薪點(碩士 370、大學 330)滿 5

年且最近四次考核皆達八十分以上者，併約用人員年終考核送職員甄審暨考績委

員會審議通過後得予晉級支領最高薪點(碩士 390、大學 350)，行政(技術)專員

每學年得晉級最高薪點總人數以 2人為限，並修訂表註 7 規定。 

(四)本案業經本校 111年 2月 23日第四屆第五次勞資會議、111年 3月 1日行政會議

決議通過，並於 111年 3月 1日召開 110學年度第 6次行政會議前已先行會辦主

計室。 

(五)本案通過後建請同意敘薪追溯自 111年 01月 01日生效。（會議資料第 32頁） 

決    議：照案修正通過，如附件 5。 

 

提 案 五：擬修正本校接受捐贈獎勵要點第三點與第四點，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 祕書室 

說    明： 

(一)第三點第一款因不合時宜，提請刪除，並修正相關款次及內容。 

(二)第四點修正部分文字，使其語意更為精確。（會議資料第 56頁） 

決    議：照案修正通過，如附件 6。 

 

玖、 臨時動議：無 

壹拾、主席結論 

壹拾壹、 散會(13：13) 
 

 

 

 



 

附件 1 

內容不公開 

 

 

 

回會議記錄 



 

附件 2 

內容不公開 

 

回會議記錄



 

附件 3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場地設備收入收支管理規定 
95年 11月 28日 95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  

96年 4月 17日 95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  

97年 6月 19日 96學年度第 2學期第 3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  

97年 10月 23日 97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  

97年 11月 20日教育部台技 (二 )字第 0970226504號函核定  

103年 3月 26日 102學年度第 2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  

103年 5月 5日教育部臺教技 (二 )字第 10300640640號函核定  

111年 3月 10日 110學年度第 2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  
 

一、本規定依「國立虎尾科技大學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規則」訂定之。 

二、本校場地設備由管理單位訂定其收費標準，循行政程序，簽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三、以上收費標準，應衡量該場地設備投入及支出成本，視各場地設備性質及相關法令訂定之。 

四、本收入之收支情形，其相關主管人員、經費執行人員、使用及保管資產人員，應負其執行預

算、保管及使用資產之相關責任。 

五、場地收入納入校務基金統籌運用支應相關支出。 

六、設備收入提撥比率如下 

(一)使用貴重儀器之設備收入，百分之五十提繳校務基金統籌運用，百分之五十由管理單位

支配運用。 

(二)其他設備收入，百分之六十提繳校務基金統籌運用，百分之四十由管理單位支配運用。 

七、支應用途如下 

(一)用於「國立虎尾科技大學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規則」第四條所定事項。 

(二)場地設備維護、購置、汰換、租賃等相關費用支出。 

(三)場地安全、衛生及環境保護費支出。 

(四)行政支援人員加班費，並依行政院函頒加班管制規定辦理。 

(五)場地設備收入支應之人事費應併計五項自籌收入及學雜費收入於本校「編制內教師、比

照教師之專業技術人員及研究人員本薪（年功薪）、加給以外之給與及編制外人員之人事

費、編制內行政人員工作酬勞支應原則」所訂各類人員每月得支應經費比率上限範圍內

支給。 

(六)其他必要之行政作業費。 

       前項第五款給與，以該場地設備收入有結餘時，應在不造成學校虧損及國庫負擔之

前提下，依教育部不發生財務短絀計算方案規定作為餘絀衡量之依據。且應於本校「編

制內教師、比照教師之專業技術人員及研究人員本薪（年功薪）、加給以外之給與及編制

外人員之人事費、編制內行政人員工作酬勞支應原則」得支應經費比率上限範圍內支

給。 

八、本規定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後核定實施，並報教育部備查，修正時亦同。 

 

 

回會議記錄 

 

 

 

 

 

 



 

附件 4 

內容不公開 

 

回會議記錄 



 

附件 5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約用人員管理辦法 
 95年9月12日95學年度第2次行政會議通過 

96年4月24日95學年度第8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7年9月9日97學年度第1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8年2月4日97學年度第4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8年6月2日97學年度第8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9年2月1日98學年度第6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9年12月7日99學年度第6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0年3月15日99學年度第9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0年8月10日100學年度第1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0年11月8日100學年度第4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1年4月3日100學年度第9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1年6月19日100學年度第11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1年9月5日101學年度第2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2年6月4日101學年度第10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2年10月8日102學年度第3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4年11月3日104學年度第3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5年6月14日104學年度第8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6年1月10日105學年度第6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6年11月07日106學年度第2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7年3月06日106學年度第4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7年11月06日107學年度第3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8年4月02日107學年度第7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8年12月03日108學年度第4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1年3月01日110學年度第6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條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依據勞動基準法、教育部頒「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進用教

學人員研究人員暨工作人員實施原則」、「國立大專校院行政人力契僱化實施原則」、本校約用人

員工作規則及其他有關法規規定等，並為管理本校非依公務人員法制進用之契約聘僱用人員（簡

稱約用人員），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適用之約用人員包括本校以校務基金、特定費用、各項管理費、各種專款，並訂有期間，

定期支薪之工作或諮商人員。但不含技工工友、外包派遣人員、工讀生、各計畫專兼任助理及臨

時工、兼任老師。 

前項本校計畫經費下所聘之專案（任）助理，認定適用勞動基準法者，得比照本辦法規定管理

(以下簡稱：計畫人員)。 

第三條 本校約用人員之管理事項，由人事室主辦。但有關經費來源，應會同研究發展處、主計室或其他

相關單位辦理；有關約用、服務、陞任、待遇、考核、獎懲、解約與離職等，除本校約用人員工

作規則另有規定外，依本辦法所訂各項規定辦理。 

第二章  約 用 

第四條  本校約用人員職稱如次： 

一、約用行政人員：管理師、行政專員、助理員、事務員(依政策需要或因應本校短期人力不足狀

況下約用之人員)。 

二、約用技術人員：工程師、技術專員、技術員。 

三、約用諮商人員：諮商督導、諮商師、諮商員。 

計畫人員之各項薪資支給、聘僱標準及職稱，依各計畫補助單位或本校延聘單位需求，於計畫內

或另表訂定之。 

第五條  約用人員應具備品性端正、無不良紀錄及嗜好者外，其所需職責程度、知能及資格條件依本校



 

「約用行政人員、技術人員及事務員約用標準表」（附件ㄧ）、本校「約用諮商人員約用標準表」

(附件二)之規定。 

第六條  本校各單位約用人員出缺時，由出缺單位填妥本校「約用人員職缺申請表」，會簽主計室、人事室

及相關單位，奉校長核定後辦理。 

本校約用人員分行政、技術、諮商三類，依序採校內平調、陞任與外補方式辦理。 

約用人員職務出缺，遞補方式應依下列順序辦理： 

一、同職級約用人員平調。 

二、次一職級約用人員陞任。 

三、對外公告用人外補(依本校「約用人員約用流程表」所規定之程序辦理)。 

四、但特殊情形者得敘明具體事由，經人事室審核，並陳報校長核定後，得排除前揭遞補順序之

適用。 

約用人員之約用應採公開、公平、公正原則辦理。約用單位直屬主管之配偶或三親等內之血親、

姻親應迴避進用為其所屬人員。 
本校配合政策性法令專案進用之臨時人員，依各該法令規定專案處理，但經主管機關解釋應適用

勞動基準法者應比照約用人員約用方式辦理。 

第七條  約用人員校內平調及陞任作業規則如下： 

一、本校各單位助理員、技術員(含)以上職務出缺依簽准遞補方式後辦理。 

二、由人事室以 e-mail及電子公文公告三天以上，請符合該出缺職務任用資格並有意願之校內同

仁填寫申請表，於期限內將申請表連同其他有利審查資料送人事室查核，書面查核後將相關

資料送至各用人單位。 

三、提出申請人數達二人以上時，應由用人單位簽請成立甄審小組開會審議，審議完畢將審議資

料及結果簽請校長核定。 

四、如申請人僅有一人時，得由用人單位逕行審議並將審議資料及結果簽請校長核定，免提甄審

小組。 

五、平調作業甄審小組由委員五人組成；用人單位主管為當然委員兼召集人，另包括人事室主

任、校長指派一位一級主管擔任當然委員，及用人單位指定委員二人。 

六、陞任甄審小組由委員七人組成；用人單位主管為當然委員兼召集人，另包括人事室主任、校

長指派二位一級主管擔任當然委員，及用人單位指定委員三人。 

第八條 約用人員報到應繳驗國民身分證、學歷證件、經勞工體格及健康檢查認可醫療機構認可之勞工體

格與健康檢查機構開立之三個月內健康檢查報告(體檢表)、最近二吋半身相片及配合政策進用所

需證件(證明)。 

第九條 本校新進之約用人員，得先予試用三個月，試用期滿經約用單位填寫本校「約用人員試用期成績

考核表」辦理考核。考核成績及格者，予以正式約用；考核成績不合格(未滿六十分)者，經用人

單位檢具相關資料專簽核准以本辦法第二十四條規定予以解僱。 

第十條 約用人員於試用期滿後經試用期間考評合格者，經陳奉校長核准後，正式約用並簽訂勞動契約

(附件三之一、三之二；如有特殊情況者視個案修訂契約書內容，並經簽核後辦理勞動契約書簽

約)。 
未按時完成簽約手續者，視同不願簽署適法之勞動契約，不予聘僱。 
計畫人員之簽約事宜依各計畫之規定辦理。各計畫之契約，計畫主持人得依計畫內容另訂之，或

比照本校約用契約書格式、內容辦理簽約事宜，計畫訂有期限者可訂定定期勞動契約書。 

第三章  升 級、服 務 

第十一條 本校約用人員陞任事宜另依本校「約用人員陞任準則」辦理之。 

第十二條 約用人員應盡之義務及其工作項目，應由其服務單位明定後負責監督執行。 

第十三條 約用人員工作時間適用本校「行政人員出勤管理要點」規定；如因業務需要，約用人員直屬主管



 

得專案簽准調遣指派其工作時間或免刷到退。 
約用人員延長工作時間，適用本校「教職員工加班管制要點」規定。 
約用人員任職滿一年者可申請以公餘時間參加與本職有關之進修，且應於報考前專案簽准，經

核准並考取後利用非上班時間進修。到校任職前已進修有案者，得經簽准程序後始得繼續進

修。 
約用人員於聘僱期間，不得在校內、外兼職或兼課。但依本校「教職員兼職兼課申請及審核

要點」填寫「職員兼職（兼課）申請表」經校長核准者，不在此限。 

第十四條 約用人員離職或職務變更時，應於生效日前三天辦妥離職或職務變更程序，並應辦妥業務交接

手續，將職員證、職名章等在職期間領取及經管之公物繳交相關單位。其有超領薪資或借支

者，應先繳回或清償。如未依規定辦妥離職手續或移交不清，有涉及財產、經費事項時，得視

情節輕重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負損害賠償或補償責任。 

第四章  請假、慰勞假 

第十五條 約用人員之給假年度，自每學年自八月起算至次年七月止，並依下列規定辦理。 

約用人員因婚、喪、疾病或其他正當理由請假，其准假日數及薪資給與詳如本校「約用人員給

假一覽表」。  
前項所定事假、病假，得以時計。陪產假、產檢假、喪假，每次請假應至少以半日(四小時)

計，產檢假得擇定以「半日」或「小時」為請假單位，擇定後不得變更。 

約用人員提出申請生理假、家庭照顧假、陪產假、產假、安胎休養、產檢假為請求時，本校不

得拒絕。約用人員為前項之請求時，本校不得視為缺勤而影響其獎金、考績或為其他不利之處

分。 

約用人員因育嬰、傷病或其他法令規定申請留職停薪期間，不得前往國內外學校進修學位、從

事其他行業，或與他人另訂勞動契約，如經查有上述情形者，取消其留職停薪之資格，函知當

事人限期復職，並依情節議處。 

第十六條 約用人員特別休假規定如下： 

約用人員於本校繼續工作滿一定期間者，每年應依下列規定給予特別休假： 

一、六個月以上一年未滿者，三日。 

二、一年以上二年未滿者，七日。 

三、二年以上三年未滿者，十日。 

四、三年以上五年未滿者，每年十四日。 

五、五年以上十年未滿者，每年十五日。 

六、十年以上者，每一年加給一日，加至三十日為止。 

前項約用人員之工作年資自受僱當日起算，休假日期由本校與約用人員協商排定之；新進人員

任滿一年後當月起至學年度結束期間，按其在職比例核給特別休假。 

約用人員之特別休假，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數，本校應發給薪資；經本校與約用

人員雙方協商遞延至次一年度實施者，其遞延之日數，於次一年度請休特別休假時優先扣除。

於次一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仍未休之日數，本校應發給薪資。 

第十七條 約用人員出勤請假依本校「行政人員出勤管理要點」辦理。 

第十八條 約用人員曠職應按日扣除薪資，其情節嚴重者，得由用人單位檢具相關資料簽請終止約用或依

本辦法解僱之規定處理。 

第五章  薪 資 與 福 利 

第十九條 本校約用人員薪資均自報到之日起支，離職之日停支。應按本校「約用人員薪資支給表」（如

附件四）內各學歷薪點支給之，另得依本校規定依其工作表現或服務績效，核給績效獎金，有

關績效獎金之發給及實施辦法另訂。 



 

計畫人員薪資，按其計畫核給標準支給，如未定標準者，得比照本校約用人員相當等級核支。 

第二十條 約用人員進用後應依該職務設置時簽准所需職責程度及知能條件敘薪，且不得因取得較高學歷

申請改敘。 

第二十一條 本校約用人員，在本校服務期間，得依學校之規定請領服務證與校內車輛通行證，同時享有

以下之福利：  

一、圖書館、體育場所等公共設施，得依各單位規定申請使用。 

二、參加勞工保險及全民健保、勞工退休金提撥。 

三、參加本校舉辦文康活動。 

第六章  考 核 與 獎 懲 

第二十二條 約用人員年度考核每學年辦理一次，由該單位主管填寫本校「約用人員學年度考核表」，並依

本校「約用人員考核要點」進行考核，以作為晉級、降級或解僱之依據。 
考核成績不合格(未滿六十分)者，本校得依規定終止與該約用人員之勞動契約。 
於考核當年度內辦理各類考核(試用期滿考核及另考除外)或陞遷等已晉薪取得較高薪資者，

僅辦理考核程序不再辦理晉級。 
定期契約人員另依本校定期契約人員考核機制辦理。 

新進人員另辦理試用期滿考核及初任滿一年之考核。 

計畫人員之考核事宜依各計畫之規定辦理，如計畫未規定者，得比照本校約用人員考核規定

辦理。 

如有特殊情況得由用人單位專簽後辦理個案考核，不受本條辦理時程限制，個案考核者另依

考核結果辦理。 

第二十三條 約用人員之獎懲分為記大功、記功、嘉獎、申誡、記過、記大過等。其標準比照現行公務人

員採行之規定辦理。 

第七章   解 約 與 離 職 

第二十四條   約用人員有本校工作規則第三十七條情形之一者，以及考核成績未滿六十分者得經預告終止

勞動契約。 
約用人員有本校工作規則第四十條所列情形之一者，得不經預告終止契約予以解僱，如係違

反勞動契約、工作規則情節重大，有具體事實或違背有關規定或有違法瀆職情事者，經相關

單位簽奉核准，送職員甄審暨考績委員會審議決議解僱者亦同。 

第二十五條 本校依勞工退休金條例規定，依約用人員每月薪資參照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工資分級表標準之

百分之六，按月提繳勞工退休金。約用人員自願提繳部分，依勞工退休金條例規定辦理。 

計畫人員之勞工退休金提撥得比照本校約用人員辦理，但其公提須由計畫經費負擔，另計畫

人員之勞工退休金提撥與發還，依勞動基準法相關規定辦理。 

第二十六條 本校約用人員退休金及給與標準，依勞工退休金條例之規定，採個人退休金專戶制，有關退

休金之提撥、年資、退休金計算及給與，均依該勞工退休金條例及有關規定辦理。 

第二十七條 本校提撥離職儲金之約用人員，因契約期限屆滿離職或經本校同意於契約期限屆滿前離職、

或在職因公、因病或意外死亡者發給原離職儲金公、自提儲金本息。 

因違反契約所訂義務經本校停止約用、未經本校同意而於契約期限屆滿前離職者，僅發給原

離職儲金自提儲金之本息。 

第二十八條   本校提撥離職儲金之約用人員或其遺族請領原公、自提離職儲金本息之權利，自離職或在職

死亡之日起，經過十年不行使而消滅。約用人員離職時未請領離職儲金本息，於請領時效屆

滿前死亡者，得由其遺族於約用人員死亡之日起十年內請領。 
因逾前項請領時效期間而未領取之公、自提儲金本息，歸由本校校務基金運用。 



 

第八章   附 則 

第二十九條  約用人員在受約用期間，不適用公務人員俸給法、考績法、退休法、撫卹法規定。 

第三十條  約用人員需於報到當日內，至本校總務處事務組辦理勞工保險及全民健康保險，人事室辦理勞

工退休金提撥。未辦理保險者，未辦理保險者若發生保險事故而未能申請勞保給付，或衍生勞

保局對本校處以罰緩時，如未辦理保險原因係不可歸責於本校，則應由報到人員逕負相關(繳

款)責任。 

第三十一條  本辦法若有其他未盡事宜，提交本校職員甄審暨考績委員會議決。 

第三十二條  本校之約用人員契約中，均需列明遵用本辦法及本校約用人員工作規則。 
本辦法所適用之人員於納入勞基法之適用對象後，如規範有不一致時，其重複或牴觸部分應

優先適用勞基法及本校約用人員工作規則辦理。 

第三十三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並經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約用行政人員、技術人員及事務員約用標準表 

95年9月12日95學年度第2次行政會議通過 

96年10月2日96學年度第1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97年9月9日97學年度第1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8年6月2日97學年度第8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0年11月8日100學年度第4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1年4月3日100學年度第9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2年6月4日101學年度第10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4年11月3日104學年度第3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5年6月14日104學年度第8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6年1月10日105學年度第6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6年11月07日106學年度第2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7年11月06日107學年度第3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8年4月02日107學年度第7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8年12月03日108學年度第4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約用職稱 職責程度 知能條件 薪資薪點 備註 

管理師 

 

工程師 

一、在重點或一般

監督下，運用

頗為專精之學

識經驗獨立判

斷、辦理技術

或各專業方面

繁重事項之計

畫或設計、研

究業務。 

二、負責本校一、

二級單位內主

辦之專案計畫

或研究工作。 

一般條件： 

１、外補人員需有碩士後五年以上

之相當工作年資，或具博士學

歷者，有優秀表現可資證明

者。 

２、職務設置屬特殊性質者，得不

受上開碩士學歷限制，惟仍須

具有學士後五年以上之相當工

作年資。 

３、陞任者需具大學以上學歷，並

有行政專員或技術專員四年

以上年資，並通過本校約用

人員陞任審查者。但在行政

(技術)專員職務設置法源初

通過四年內之陞任案，不受

四年以上年資條款之限制。 

４、陞任者需曾參加校內外訓練講

習課程二十一小時以上，並經

本校確認者。 

５、具良好之協調與溝通能力。 

特殊條件： 

１、管理師：具有辦理綜合性繁重

行政業務之能力，有具體表現

可資證明者。 

２、工程師：具有辦理技術性業務

與計畫之能力，並有具體成效

可資證明。  

碩士290~430 

大學245~390 

本職務依該職務

設置所需學歷敘

薪。 

 



 

約用職稱 職責程度 知能條件 薪資薪點 備註 

行政專員 

 

技術專員 

 

一、在重點或一般

監督下，運用

頗為專精之學

識經驗獨立判

斷、辦理技術

或各專業方面

最複雜事項之

計畫或設計、

研究業務。 

二、負責單位內綜

合性業務之計

畫與執行。 

一般條件： 

１、陞任者需具助理員、技術員五

年以上年資，並通過本校約用

人員陞任審查。 

２、陞任者需曾參加校內外訓練講

習課程二十一小時以上，並經

本校確認者。 

３、具良好之協調與溝通能力。 

特殊條件： 

１、行政專員：具有辦理綜合性行

政業務之能力。 

２、技術專員：具有辦理技術性計

畫、業務之能力。 

碩士230~370 

大學210~330 

三專200~310 

二、五專 

190~290 

 

 

 

本職務依陞任前

原職務設置所需

學歷敘薪。 

 

助理員 

 

技術員 

一、在一般監督

下，運用較為

專精之學識經

驗獨立判斷、

辦理技術或各

專業方面複雜

事項之計畫或

設計、研究業

務。 

二、負責單位內綜

合性業務之計

畫與執行。 

一般條件：具備下列條件之一： 

１、具大學以上學歷。 

２、專科學歷並有五年工作經歷

者。 

３、具有處理一般綜合行政業務或

技術性業務之能力。 

４、陞任者需具大學以上學位，並

有五年以上事務員年資，並通

過本校約用人員陞任審查。 

特殊條件：技術員須具備大專院校

相關科系畢業，並辦

理本校技術性業務。 

碩士210~350 

大學160~310 

三專150~290 

二、五專

140~275 

 

 

一、名額為本標

準表施行

前因實際

業務需要

進用之約

用人員。 

二、本標準表施

行後增加

之名額依

個案簽

核。 

三、本職務依職

務設置所

需學歷敘

薪。 

事務員 在主管監督下完成

特定性業務或協助

辦理例行性業務。 

一、 需具高中職以上畢業，但如配

合政策需要，無法覓得相當學

歷者得降低學歷條件，改以相

當經歷代之。 

二、具備用人單位所需工作知能。 

大學170~230 

三專160~210 

二、五專

150~200 

高中職 

140~180 

專案性約用以配

合需求名額進用

政策實施者為

限。 

 
 

註：一、每年約用薪資之調整得應財務需要，另定計算基準調整因應。 

二、各級約用人員本俸所列之薪點係以教育人員薪額計列，專業加給係參考各公私立大專院校非編制

職員薪資水平、國內薪資水準並參酌本校校務基金狀況另擬定薪資支給表發給。 

三、表列主管加給係比照公務人員主管職務加給表之標準發給；技術人員(含工程師、技術專員及技術

員)領有與本職業務相關之勞動部或環保署發給之甲級證照或技師證照者擇一證照申請發給證照加

給，證照加給分2000元、3000元、4000元三級，須以個案申請，經職員甄審暨考績委員會審議通

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支給，支給原則如下： 

（1）申請加給者，均以最低一級2000元支給，每年六月須提證照工作績效，送職員甄審暨考績

委員會審議，通過者繼續支給。 

（2）領取每級技術證照加給滿二學年後，須於六月前提出具體證照工作績效，經職員甄審暨考

績委員會審議，認定績效優異者，陳請校長核定，得予提高一級支給。 

（3）前依本辦法修正前之規定已發給乙級證照加給有案者繼續支給，惟每年六月須提證照工作



 

績效送職員甄審暨考績委員會審議，通過者繼續支給。 

前項各款績效加給審議證照工作績效不佳或違反本校服務相關法令者，得予降低一級或停止發

給。 

四、從事資訊工作之技術人員(含工程師、技術專員及技術員，且其工作項目應有80%以上為資訊專業

技術相關者)，每年五月得依資訊專業技術加給制度填寫附件五「約用技術人員資訊專業技術加給

評核表」，提本校約用技術人員資訊專業技術加給委員會審議，並經職員甄審暨考績委員會審議通

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支給，惟同時符合本表註三第三項證照加給與資訊專業技術加給資格者應擇一

申請。 

五、本校約用人員如為退休(伍)軍公教人員，每月薪資另依相關規定辦理。 
 

  



 

【附件二】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約用諮商人員約用標準表 
96年4月24日95學年度第8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6年11月6 日96學年度第2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7年9月9日97學年度第1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2年6月4日101學年度第10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4年11月3日104學年度第3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6年1月10日105學年度第6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7年11月6日107學年度第3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約用職稱 職責程度 知能條件 薪資薪點 名額 

 

 

 

諮商督導 

 

一、在重點監督下，運用

專業之學識經驗獨立

判斷、處理各項專業

教育及個案輔導。 

二、負責本校教職員生心

理健康教育之規劃、

推展及專案計畫之研

究及個案輔導等。 

１、外補人員需有博士後二年以上或碩

士後八年以上之相當工作年資。 

２、陞任者需具諮商師六年以上年資，

並通過本校約用諮商人員陞任審

查，並陞任者需每年接受專業訓練

或督導二十一小時以上且具有個別

諮商、團體諮商、督導與統籌推動

心理健康活動之能力。 

   

 

３７０~５５０ 

 

＊證照加給5500元 

 

諮商督導

至多一名 

 

 

 

諮商師 

 

 

一、在一般監督下，運用

專業之學識經驗獨立

判斷、處理各項專業

教育及個案輔導。 

二、負責本校教職員生心

理健康教育之規

劃、推展及專案計

畫之研究及個案輔

導等。 

１、外補人員，須具備以下要件： 

（1）需具有心理諮商相關系所之碩

士學歷者。 

（2）並有心理師、社工師等專業證

書者或三年以上碩士後相當

工作年資者。 

２、陞任者，須具備以下要件： 

（1）需具心理師、社工師等專業證

書者，或具諮商員五年以上

年資且最近四次考核皆通過

晉級者。 

（2）需通過本校約用諮商人員陞任

審查，並於本校任職期間曾

參加校內外訓練講習課程二

十一小時以上，並經本校確

認具有個別諮商、團體諮商

與推廣心理健康活動之能

力。 

碩士以上： 

２６０~４１０ 

大學： 

 ２２０~３７０ 

 

＊證照加給5500元 

 

 

 

 

 

若干名 

 

 

諮商員 

一、在一般監督下，運用

專業之學識經驗獨立

判斷、處理各項專業

事務。 

二、負責本校教職員生心

理健康之諮商輔導

等。 

１、具有心理諮商相關系所之大學以上

學位者。 

２、具有個別諮商、團體諮商與推廣心

理健康活動之能力。 

碩士以上： 

 ２１０－３５０ 

大學： 

 １６０－３１０ 

 

 

 

若干名 

註：一、每年約用薪資之調整得應財務需要，另定計算基準調整因應。 

二、各級約用人員本俸所列之薪點係以教育人員薪額計列，諮商督導依本校約用人員薪資支給表薪點
370-550月支數額與專業加給14,420元計算方式核支，諮商師薪點比照管理師月支數額與專業加給
計算方式核支，諮商員比照助理員核支。 

三、諮商人員證照加給係參考國內各公私立大專院校諮商人員薪資水平訂定。 
四、本校約用人員如為退休(伍)軍公教人員，每月薪資另依相關規定辦理。 

 

 



 

【附件三之一】      國 立 虎 尾 科 技 大 學 勞 動 契 約 書       第 1 頁，共 3 頁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下稱甲方）為適應業務需要，約用          君，職稱         ，員工編號： 

           （下稱乙方）為甲方約用人員，雙方訂立條款如下： 
一、契約期間： 

自中華民國       年     月      日起，惟如乙方有甲方約用人員工作規則第四十條第一項各款所列情形之

一時，甲方得不經預告終止約用，不給資遣費；有同規則第三十七條各款之情形者，得予以預告資遣，並得依

規定給與資遣費。 
二、工作項目： 

乙方應接受甲方之指導監督，並擔任下列工作： 
(一)                                                                                        
(二)                                                                                        
(三)應承辦各階段採購業務。 

(四)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爾後工作內容依所任職務說明書辦理相關業務。 
三、工作時間： 

(一)乙方正常工作時間，依甲方之規定辦理，每日不超過八小時，每週不超過四十小時，但甲方得視業務需要

採輪(排)班制或調整每日上下班時間。 

(二)同意原則上以週六為休息日，週日為例假；固定或依輪(排)班於週六、週日上班之人員，依專簽於週間約

定休息日及例假。乙方例假若遇學校辦活動等特殊情形，同意依各單位簽准時間調移例假。 

(三)甲方因業務需要，有使乙方延長工時服務時，就延長工時部分，乙方可選擇支領加班費或補休，選擇支領

加班費應事先請准。如乙方選擇補休，應於事實發生後六個月內補休完畢，如乙方逾期未休畢，得專簽延

長或申請核算應休未休之加班費，併同次月薪資一併結算發放。 
(四)甲方視業務需要乙方「採輪(排)班制」、「調整每日上下班時間」、「調移例假」、「延長工時服務」前皆應先

徵得乙方同意，始得為之。 
四、工作地點：乙方勞務提供之工作地點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 
五、薪資：在約用期間內，甲方每月給付乙方薪資依本校約用人員管理辦法相關規定支給，於每月 1日前（遇例假

日順延）一次發放上月之工資，且甲方不得預扣乙方工資作為違約金或賠償費用。 
六、服務與紀律：  

（一）乙方應遵守甲方訂定的工作規則或人事規章，並應謙和、誠實、謹慎、主動、積極從事工作。  

（二）乙方所獲悉甲方關於營業上、技術上之秘密，不得洩漏，退休或離職後亦同。 

（三）乙方於工作上應接受甲方各級主管之指揮監督。 

（四）乙方於工作時間內，對於甲方所交付與業務有關之臨時交辦事項，不得拒絕。 

（五）乙方在工作時間內，非經主管允許，不得擅離工作崗位。 

（六）乙方應接受甲方舉辦之各種勞工教育、訓練及集會。 

（七）乙方應接受甲方依照業務性質與需要實施之工作遷調。 

七、請假、例假、休假、特別休假及相關給假依甲方約用人員給假一覽表，有關規定如下： 
（一）乙方同意依勞動基準法、性別工作平等法、勞工請假規則及甲方相關規定辦理。 

（二）乙方同意特別休假依甲乙雙方協商排定並於當(學)年度內休畢，乙方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

數，甲方應發給薪資；經甲乙雙方協商遞延至次一年度實施者，其遞延之日數於次一年度請休特別休假

時優先扣除。於次一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仍未休之日數，甲方應發給薪資。 
八、迴避進用： 

甲、乙雙方應遵守「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學校臨時人員進用及運用要點」第十一點第一項有關「各機關長官對

於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不得進用為本機關或所屬機關之臨時人員。對於本機關各級主管長官之配偶

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在其主管單位中應迴避進用。」之規定。 
九、乙方確保於受僱前無下列情事，如有隱匿經甲方查證屬實，依勞動基準法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甲方得立即不

經預告以書面終止契約： 
（一）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條第一項之性侵害犯罪，經有罪判決確定。 
（二）有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之行為，經認定不得擔任教育從業人員，且於該管制期間。 

十、甲方為確認乙方是否有前條所定情事，乙方同意甲方得依「學校辦理契約進用人員通報查詢作業注意事項」，向

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辦理其相關資訊之蒐集、利用及查詢，並同意法務部、警政機關及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

提供相關資訊。 
十一、乙方於受僱期間如涉有性侵害、性騷擾、性霸凌行為之情形，甲方得於知悉之日起一個月內召開會議審議通過

後先停止契約之執行，乙方應配合調查並靜候結果。經調查屬實者，有勞動基準法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情事，

甲方得立即不經預告以書面終止契約。 



 

前項停止契約執行期間，乙方同意甲方得停止支付全部薪資，甲方應於調查確定無前項事實後一個月內補發

停止契約執行期間之全部薪資。 

第一項停止契約執行之要件、期間之限制及薪資如何給付等，依甲方工作規則辦理。 
十二、乙方如有第九條或前條所定情事，乙方同意甲方向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辦理其相關資訊之通報、處理及利

用，並同意法務部、警政機關及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提供相關資訊；離職後始經查證屬實者，亦同。 
前項甲方辦理通報後，乙方不得要求刪除、停止處理或利用其個人資料。 

十三、終止勞動契約： 
甲方依勞動基準法資遣乙方或終止勞動契約時，應依勞動基準法或勞工退休金條例有關規定辦理。又違反本

契約第八點迴避進用規定而進用者，甲方得終止勞動契約。 
十四、行政中立： 

乙方應遵守「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學校工友及臨時人員辦理事務維持中立注意事項」及其他有關辦理事務維

持中立之規定。 

十五、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 
乙方應遵守「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之規定，尊重他人與自己之性或身體之自主，避免不受

歡迎之追求行為，並不得以強制或暴力手段處理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衝突。 

十六、陞遷：本校約用人員得依本校約用人員陞任準則暨相關規定參加陞遷評審，並依本校約用人員管理辦法第七

條辦理陞遷。 
十七、考核及獎懲：乙方之考核及獎懲，依甲方所訂工作規則或人事規章規定辦理。 
十八、職業災害及普通傷病補助：乙方依勞動基準法、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勞工保險條例、就業保險法及相關規

定請領各項補助時，甲方應依法令規定協助請領或給與。 
十九、福利及保險：甲方應依本校約用人員工作規則，為乙方辦理勞工保險及全民健康保險，並於本契約有效期

間，享有甲方約用人員工作規則所訂各項福利。 
二十、安全衛生：甲、乙雙方應遵守職業安全衛生法及相關法規規定。 
二十一、退休： 

（一）乙方於進用後，甲方應依勞工退休金條例規定，將乙方每月工資（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工資分

級表）6％，辦理提繳至退休金專戶，並得在每月報酬百分之六以內，由乙方選擇自願提繳，

其請領退休金之資格條件及退休金之計算內涵，依勞基法及勞工退休金條例之規定。 

（二）乙方符合勞動基準法第五十三條規定，自請退休時，或甲方依勞動基準法第五十四條規定，

強制乙方退休時，均依勞工退休金條例及相關規定辦理。 
二十二、權利義務之其他依據： 

甲乙雙方於雇用試用期間之權利義務關係，悉依本契約規定辦理，本契約未規定事項，依甲方工作規則或

人事規章或政府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二十三、法令及團體協約之補充效力：本契約所規定之事項與團體協約或政府有關法令規定相違背時，依團體協約

或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二十四、乙方應覓具保證人一人，或加入十萬元以上之信用保證（員工誠實保證）保險，保證在約用期間內遵守甲

方法令及約定事項，並對於所經管或保管財務，願負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如有違背致甲方遭受損害，

乙方及保證人願負連帶賠償責任，保證人並願放棄先訴抗辯權。 
二十五、本契約經雙方同意，得以書面隨時修訂。 
二十六、本契約書1式3份，甲乙雙方及僱用單位各執一份，餘由甲方分別存轉，均需經甲方蓋用印信方為有效。 

 

甲方：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代表人：校長                                 （簽名蓋章） 

約用單位主管：                               （簽名蓋章） 

乙方：                                       （簽名蓋章） 

身分證字號： 

住址： 



 

保證人：                                     （簽名蓋章） 

身分證字號： 

住址： 

（以下為信用保證者適用） 

信用保證金額： 

投保公司：                                     

地址： 

保單附後：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三之二】     國 立 虎 尾 科 技 大 學  定 期 勞 動 契 約 書    第 1 頁，共 3 頁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下稱甲方）為適應業務需要，約用           君，職稱          ，員工編號： 
          （下稱乙方）為甲方         計畫聘僱人員(計畫補助機關：         ，計畫執行單位： 
           ，計畫主持人：                        。)，雙方訂立條款如下：  

一、契約期間： 
自中華民國        年      月       日起至                                    計畫結束止。 
(非計畫類定期契約人員契約期間由人事室依實際聘期修訂。) 

二、工作項目：  
乙方應接受甲方之指導監督，並擔任下列工作(如工作內容有變更另以雙方簽訂之附件補充或更新)： 
(一)                                                                                                                    
(二)                                          
(三)                                                                                          

(四)其他臨時交辦事項。                                                                        

三、工作時間： 
(一)乙方正常工作時間，依甲方之規定辦理，每日不超過八小時，每週不超過四十小時，但甲方得視業務需要

採輪(排)班制或調整每日上下班時間。 

(二)同意原則上以週六為休息日，週日為例假；固定或依輪(排)班於週六、週日上班之人員，依專簽於週間約

定休息日及例假。乙方例假若遇學校辦活動等特殊情形，同意依各單位簽准時間調移例假。 

(三)甲方因業務需要，有使乙方延長工時服務時，就延長工時部分，乙方可選擇支領加班費或補休，選擇支領

加班費應事先請准。如乙方選擇補休，應於事實發生後六個月內補休完畢，如乙方逾期未休畢，得專簽延

長或申請核算應休未休之加班費，併同次月薪資一併結算發放。 
(四)甲方視業務需要乙方「採輪(排)班制」、「調整每日上下班時間」、「調移例假」、「延長工時服務」前皆應先

徵得乙方同意，始得為之。 
四、工作地點：乙方勞務提供之工作地點                                   。 
五、薪資：在約用期間內，甲方每月給付乙方薪資依計畫相關規定支給，於每月15日前（遇例假日順延）一次發放上

月之工資，且甲方不得預扣乙方工資作為違約金或賠償費用。 
六、服務與紀律：  

（一）乙方應遵守甲方訂定的工作規則或人事規章，並應謙和、誠實、謹慎、主動、積極從事工作。  

（二）乙方所獲悉甲方關於營業上、技術上之秘密，不得洩漏，退休或離職後亦同。 

（三）乙方於工作上應接受甲方各級主管之指揮監督。 

（四）乙方於工作時間內，對於甲方所交付與業務有關之臨時交辦事項，不得拒絕。 

（五）乙方在工作時間內，非經主管允許，不得擅離工作崗位。 

（六）乙方應接受甲方舉辦之各種勞工教育、訓練及集會。 

（七）乙方應接受甲方依照業務性質與需要實施之工作遷調。 
七、請假、例假、休假、特別休假及相關給假依甲方約用人員給假一覽表，有關規定如下： 

（一）乙方同意依勞動基準法、性別工作平等法、勞工請假規則及甲方相關規定辦理。 

（二）乙方同意特別休假依甲乙雙方協商排定並於當(學)年度內休畢，乙方因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而未休之日

數，甲方應發給薪資；經甲乙雙方協商遞延至次一年度實施者，其遞延之日數於次一年度請休特別休假

時優先扣除。於次一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仍未休之日數，甲方應發給薪資。 
八、迴避進用： 

甲、乙雙方應遵守「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學校臨時人員進用及運用要點」第十一點第一項有關「各機關長官對

於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不得進用為本機關或所屬機關之臨時人員。對於本機關各級主管長官之配偶

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在其主管單位中應迴避進用。」之規定。 
九、乙方確保於受僱前無下列情事，如有隱匿經甲方查證屬實，依勞動基準法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甲方得立即不

經預告以書面終止契約： 
（一）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條第一項之性侵害犯罪，經有罪判決確定。 
（二）有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之行為，經認定不得擔任教育從業人員，且於該管制期間。 

十、甲方為確認乙方是否有前條所定情事，乙方同意甲方得依「學校辦理契約進用人員通報查詢作業注意事項」，向

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辦理其相關資訊之蒐集、利用及查詢，並同意法務部、警政機關及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

提供相關資訊。 
十一、乙方於受僱期間如涉有性侵害、性騷擾、性霸凌行為之情形，甲方得於知悉之日起一個月內召開會議審議通過

後先停止契約之執行，乙方應配合調查並靜候結果。經調查屬實者，有勞動基準法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情事，

甲方得立即不經預告以書面終止契約。 
前項停止契約執行期間，乙方同意甲方得停止支付全部薪資，甲方應於調查確定無前項事實後一個月內補發



 

停止契約執行期間之全部薪資。 

第一項停止契約執行之要件、期間之限制及薪資如何給付等，依甲方工作規則辦理。 
十二、乙方如有第九條或前條所定情事，乙方同意甲方向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辦理其相關資訊之通報、處理及利

用，並同意法務部、警政機關及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提供相關資訊；離職後始經查證屬實者，亦同。 
前項甲方辦理通報後，乙方不得要求刪除、停止處理或利用其個人資料。 

十三、終止勞動契約： 
甲方依勞動基準法資遣乙方或終止勞動契約時，應依勞動基準法或勞工退休金條例有關規定辦理。又違反本

契約第八點迴避進用規定而進用者，甲方得終止勞動契約。 
十四、行政中立： 

乙方應遵守「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學校工友及臨時人員辦理事務維持中立注意事項」及其他有關辦理事務維

持中立之規定。 

十五、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 
乙方應遵守「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之規定，尊重他人與自己之性或身體之自主，避免不受歡

迎之追求行為，並不得以強制或暴力手段處理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衝突。 
十六、考核及獎懲：乙方之考核及獎懲，依甲方所訂工作規則或人事規章規定辦理。 
十七、職業災害及普通傷病補助：乙方依勞動基準法、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勞工保險條例、就業保險法及相關規定

請領各項補助時，甲方應依法令規定協助請領或給與。 
十八、福利及保險：甲方應依本校約用人員工作規則，為乙方辦理勞工保險及全民健康保險。 
十九、安全衛生：甲、乙雙方應遵守職業安全衛生法及相關法規規定。 
二十、資遣費及退休金： 

（一）臨時性、短期性、季節性及特定性定期契約期限屆滿而終止契約時，依勞動基準法第十八條規定，定期勞

動契約期滿離職者不得向甲方請求加發預告期間工資及資遣費。 
（二）乙方於進用後，甲方應自其該計畫經費下依勞工退休金條例規定，將乙方每月工資（勞工退休金月提繳工

資分級表）6％，辦理提繳至退休金專戶，並得在每月報酬百分之六以內，由乙方選擇自願提繳，其請領

退休金之資格條件及退休金之計算內涵，依勞基法及勞工退休金條例之規定。 

（三）乙方符合勞動基準法第53條規定，自請退休時，或甲方依勞動基準法第54條規定，強制乙方退休時，均依

勞工退休金條例及相關規定辦理。 

二十一、權利義務之其他依據： 
甲乙雙方於雇用試用期間之權利義務關係，悉依本契約規定辦理，本契約未規定事項，依甲方工作規則或

人事規章或政府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二十二、法令及團體協約之補充效力：本契約所規定之事項與團體協約或政府有關法令規定相違背時，依團體協約

或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二十三、乙方應覓具保證人一人，或加入十萬元以上之信用保證（員工誠實保證）保險，保證在約用期間內遵守甲

方法令及約定事項，並對於所經管或保管財務，願負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如有違背致甲方遭受損害，

乙方及保證人願負連帶賠償責任，保證人並願放棄先訴抗辯權。 
二十四、本契約經雙方同意，得以書面隨時修訂。 
二十五、本契約書1式3份，甲乙雙方及僱用單位各執一份，餘由甲方分別存轉，均需經甲方蓋用印信方為有效。 

 

甲方：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代表人：                                     （簽名蓋章） 

約用單位主管：                               （簽名蓋章） 

 

乙方：                                       （簽名蓋章） 

身分證字號： 

住址： 

 



 

保證人：                                     （簽名蓋章） 

身分證字號： 

住址： 

 

（以下為信用保證者適用） 

信用保證金額： 

投保公司：                                     

地址： 

保單附後：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四】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約用人員薪資支給表 

95年9月12日95學年度第2次行政會議通過 

96年7月25日95學年度第10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97年9月9日97學年度第1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9年12月7日99學年度第6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0年8月10日100學年度第1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1年4月3日101學年度第9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2年6月4日101學年度第10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4年11月3日104學年度第3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5年6月14日104學年度第8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5年8月16日105學年度第1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06年11月07日106學年度第2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6年11月15日106學年度第1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07年3月06日106學年度第4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7年3月08日106學年度第2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07年11月06日107學年度第3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7年11月22日107學年度第1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11年3月01日110學年度第6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1年3月10日110學年度第2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薪點 月支數額 

月支數額與專業加給合計數 

14,410 11,660 11,125 6,240 

碩士290~430 碩士230~390 碩士210~350 大學170~230 

大學245~390 大學210~350 大學160~310 三專160~210 

管理師 三專200~310 三專150~290 二、五專150~200 

工程師 二、五專

190~290 

二、五專

140~275 

高中140~180 

  事務員 

  行政專員 助理員   

  技術專員 技術員   

550 44,780         

525 43,385         

500 42,050         

475 40,710         

450 37,925         

430 37,070 51,480       

410 36,210 50,620       

390 35,350 49,760 47,010      

370 34,500 48,910 46,160     

350 33,640 48,050 45,300 44,765   

330 32,570 46,980 44,230 43,695   

310 31,500 45,910 43,160 42,625   

290 30,425 44,835 42,085 41,550   

275 29,355 43,765 41,015 40,480   

260 28,285 42,695 39,945 39,410   

245 27,215 41,625 38,875 38,340   



 

230 26,140 430 37,800 37,265 32,380 

220 25,445 ︱  37,105 36,570 31,685 

210 24,750 245 36,410 35,875 30,990 

200 24,000   35,660 35,125 30,240 

190 23,305   34,965 34,430 29,545 

180 22,555   390 33,680 28,795 

170 21,860   ︱  32,985 28,100 

160 21,160   190 32,285 27,400 

150 20,465     31,590 26,705 

140 19,715     30,840 25,955 

註： 

一、約用人員本薪所列之薪點係依照教育人員薪額標準表列支，專業加給係參考各公私立大專院校非編制職員薪

資水平、國內薪資水準並參酌本校校務基金狀況擬定。 

二、支給薪資計算係包括本薪及專業加給兩項計算，並以之作為投保及提撥勞工退休金之標準。 

三、本薪資支給表依本校約用人員約用標準表所列薪點製訂。 

四、約用諮商人員薪點依諮商人員約用計畫規定及補助經費,比照適用。 

五、依政府法規規定之薪資則由權責單位逕行調整，俟日後修改法規時一併提案備查。 

六、擔任助理員、技術員職務滿五年以上者，得申請依年資及考核升等為行政專員、技術專員。由人事室通知符

合資格人員於每年五月底前提出年資陞任申請，人事室於六月底前將提出申請者連同約用人員年終考核併案

送職員甄審暨考績委員會審議，審議通過者陳請校長核定；每年得依年資考核陞任人數，應以本校現有約用

人員總數扣除已陞任行政(技術)專員人數後5% 為上限，並自次一學年度開始陞任為行政專員、技術專員。 

行政(技術)專員已支領原最高薪點(碩士370、大學330)滿5年且最近四次考核皆達八十分以上者，併約用人

員年終考核送職員甄審暨考績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得予晉級支領最高薪點(碩士390、大學350)，行政(技術)專

員每學年得晉級最高薪點總人數以2人為限。 

七、約用人員薪資核敘如下： 

(一)敘薪原則係採依職務設置需求之學歷薪級起訖範圍內敘薪，同範圍內薪級於職務異動後平敘薪點，並

依調動後職務等級專業加給合計給薪。 

(二)原職務敘定薪級，已高於調任後職務最高薪點，仍敘原薪點，不調降薪點。 

(三)前依舊有法規按學歷提敘薪級人員及經本校同意在職進修取得較高學歷辦理改敘人員核敘另訂如下： 

1、陞任行政(技術)專員時，依原職務敘定薪級平敘薪點，並保障其仍得依其助理員(技術員)所採較高

學歷敘薪，碩士級得依本表註六第二項規定逐級敘至390薪點；陞任後敘薪低於所採較高學歷起薪

者，可提評核機制審查，依審查結果據以辦理平敘或改敘。 

2、在原職務平調助理員(技術員)或降調事務員時，保障其仍得敘至原以碩士敘薪之助理員(技術員)碩

士級最高350薪點。前依舊法取得大學學歷之事務員亦同。 

3、是類人員陞任管理師(工程師)以上職務時，應依該陞任職務設置所需職責程度敘薪，不再採原敘較

高學歷敘薪方式。 

八、本表經行政會議及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五】國立虎尾科技大學約用技術人員資訊專業技術加給評核表 

108年4月02日107學年度第7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8年12月03日108學年度第4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服務單位  職稱  姓名  

評分項目 內容及等級 分數 評分 應備文件及說明 

1.學歷或著

作 

至多20分 資訊化相關論文

著作發表或專門

技術報告著作 

10 

 近3年著作需滿足下列1~2之一： 

1. 完成並發表於資訊相關研討會或資訊專業刊物上

之著作。 

2. 參與校內大型產官學計畫(1000萬含以上)執行資

訊系統開發與維運並完成相關工作之技術報告。 

學士學位(以上) 10 資訊相關學士學位(以上)畢業證書影本。 

2.資訊化工

作經驗 

至多20分 

5至6年經驗 20 

 1. 實質從事資訊化系統開發或維運、執行全校性資訊

化系統業務、網路建置或維運等資訊相關業務(不

含從事電子資料建檔、登錄或應用軟體操作及外包

業務)。 

2. 實質累計經驗由約用技術人員資訊專業技術加給

委員會逐案審查。 

3至4年經驗 10 

1至2年經驗 5 

3.研習時數 

至多10分 

21小時(含)以上 10 

 校內外辦理之3年內資訊相關領域課程研習時數，研

習內容須包含「資料庫管理」、「專案管理」、「程式設

計」、「網路管理」、「資訊安全」、「個資保護」等其他

資訊相關議題，須扣除約用人員每學年基本研習時

數。 

10小時(含)以上

~20小時 
5 

4.資訊證照 

至多40分 
每張資訊證照 10 

 1. 資訊相關證照有效期限為發證5年如下列(1)~(4)

之一： 

(1) 從事資料庫管理、校園資訊化系統開發及維運

業務，具備資料庫管理(MCDBA、CMA、

CMDEV 、CMDBA 、CMCDBA、OCA、OCP)、專

案管理(PMA、PMA+、CPMS、CPPM)、程式設計

(PHP 5、MCAD、MCSD)、伺服器管理(LPIC、

MCSA、MCSE)相關專業證照，且該證需與該員

執行之業務相關。 

(2) 從事網路管理及維運業務，具備網路(CCNA、

CCNP)、防火牆管理(NSE)及虛擬主機管理(VCP、

VCDX)相關專業證照，且該證需與該員執行之業

https://learn.104.com.tw/cfdocs/edu/certify/certify_cate.cfm?cert_no=4002007012
https://learn.104.com.tw/cfdocs/edu/certify/certify_cate.cfm?cert_no=4002007015
https://learn.104.com.tw/cfdocs/edu/certify/certify_cate.cfm?cert_no=4002007014
https://learn.104.com.tw/cfdocs/edu/certify/certify_cate.cfm?cert_no=4002007013


 

務相關。 

(3) 從事全校性資訊服務業務，且該證需與該員執

行全校性資訊專案業務相關。 

(4) 從事個資保護及資訊安全業務，具備 ISO270001 

LA、BS10012 LA、CEH、CHFI等相關證照，且該

證需與該員執行之業務相關。 

2. 其他資訊相關證照由約用技術人員資訊專業技術

加給委員會個案審查。 

3. 滾動式修正審查。 

5.考核獎勵 

至多10分 

每支小功(以上) 10  需與執行本校之5年內資訊業務相關，且非例行性及

非本職業務。 每支嘉獎 5 

總分  

備註 

1. 約用技術人員係依照「國立虎尾科技大學約用人員管理辦法」第四條定義之約用技

術人員。 

2. 約用技術人員前一學年度考核需達80分(含)以上。 

3. 此資訊專業技術加給評核方式與「國立虎尾科技大學約用人員管理辦法」其【附件

一】國立虎尾科技大學約用行政人員、技術人員及事務員約用標準表及註三第(3)

項規定之證照加給應擇一申請。 

4. 本評核達60分以上，始得申請加給(2000元至6000元)，每月支給區間由約用技術人

員資訊專業技術加給委員會決議支給金額。 

5. 各評點項目請自行造冊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6. 以上填具資料均屬實，如有不實，願負一切責任並取消申請資格。 

申請人  單位主管  

約用技術人員資訊專業技術加給委員會 
經約用技術人員資訊專業技術加給委員會核定 

          分 

職員甄審暨考績委員會  

校長批示  

 

 
 

回會議記錄 



 

 

附件 6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接受捐贈獎勵要點 
95.11.28 9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 

96.03.03 教育部台技（二）字第 0960029312 號函報部洽悉 

110 年 11 月 18 日 110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 

111 年 3 月 10 日 110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 

一、本校為感謝熱心捐助本校人士或團體，特訂定本要點。 

二、凡對本校、所屬單位、機構之捐贈，包括設立講座、購置設施、興建建築物、捐贈金錢

或其他資產者，悉依本要點之規定辦理。 

三、捐贈財物價值達新臺幣伍萬元以上者，致贈感謝書狀，並得依其捐助金額享有下述榮譽

及優待。 

(一)新臺幣壹拾萬元以上，未滿五十萬者，可免費在校園停車，期限一年。 

(二)新臺幣伍拾萬元至壹佰萬元者，除第一款優待外，可使用本校圖書館及借閱圖書，

細則依照圖書館規定辦理，期限一年。 

(三)新臺幣壹佰萬元以上者，除第一款及第二款優待外，並享有下列優待，期限一年: 

1.使用本校體育館與其他運動及休閒設施。 

2.比照本校教職員工，享有本校會議場所使用等優待。 

(四)凡捐贈建築經費或材料逾建築物全部經費二分之一者，除第一至第三款之優待外，

並得請其為建築物命名，以留永念。若捐贈經費少於二分之一者，可視其捐款比

例，指定新館之空間，由捐贈人命名。如有特殊情況者，提由行政會議決定。 

(五)凡累積捐贈之總金額達上述各款標準者，均照上列規定致謝。 

(六)凡捐贈金額達教育部「捐資教育事業獎勵辦法」及「教育部教育專業獎章頒給辦

法」給獎標準者，另報請教育部褒獎。 

四、本要點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通過，並經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回會議記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