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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宣導(新、修訂) 

  【新訂】 

教師評鑑暨職能輔導實施要點 

職員任用與遷調辦法 

職員加給分類分級辦法 

主管職務加給支給要點 

職員上、下班時間暨考勤實施要點 

職員請假規則 

職員加班補休辦法 

教職員敘薪辦法 

行政服務實施要點 

【修正】 

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 

聘任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辦法 

新聘教師甄審辦法 

教師聘約 

教師請假辦法 

教師教學服務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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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任教師評鑑辦法 

教師資格審定辦法 

教師教學實務研究升等辦法 

教師教學實務研究升等審查細則 

教師專門著作外審作業要點 

 

☀訊息宣導 

各級學校及教師於課堂上播放影片之著作權問題說明 

在現代教育發展多媒體教學的潮流下，學校教師為輔助教學及提高學生學

習興趣，有時會需要在課堂上播放影片，一般而言，教師如欲於課堂上播放影

片用於教學，主要有以下 2種方式：  

1. 運用教室本身既有的器材或學校視聽設備於教室播放；  

2. 運用學校電腦網路系統播放供多數班級收看。  

   上述第 1種情形，即在課堂中播放，所播放之影片，不論是以光碟或錄影

帶等媒體呈現，均屬著作權法所稱之視聽著作，而對學生播放，屬於對於特定

多數人（公眾）的「公開上映」行為。一般來說，坊間許多影片的光碟或錄影

帶發行公司或代理公司，通常會發行「公播版」或專供學校使用之「教育版」，

授權得在學校公開上映，教師如利用這些影片在課堂上播放，自屬合法。惟如

教師欲在課堂上播放之影片非屬「公播版」或「教育版」的影片光碟或錄影帶

（例如僅供個人家庭內觀賞之家用版），應注意取得著作財產權人之授權，否

則必須合於著作權法合理使用之規定，以免侵害他人著作財產權。  

   如屬上述第 2種情形，即教師運用學校電腦網路系統播放影片，則涉及視

聽著作的「公開傳輸」行為，跟上述公開上映的「公播版」或「教育版」影片

或錄影帶一樣，如著作權人已授權公開傳輸，則運用學校電腦網路系統播放影

片，不必另外取得授權。但如果著作權人並未授權公開傳輸的話，學校和教師

要在課堂上利用網路播放影片來教學，除非符合合理使用之情形，仍應取得著

作權人之同意。  

   學校的老師如果基於非營利的教育目的，播放的影片與課程內容相關，而

且所利用的質與量占被利用原著作的比例低，其利用結果對於影片的市場不會

造成「市場替代」的效應，可依著作權法第 52條之規定引用部分影片，作為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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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的內容而在課堂上播放，不必取得授權。至於到底用多少才算是合理範圍，

很難一概而論，必須依照具體個案的情況來做判斷。但是如果播放整部電影或

整個錄影帶或其相當部分，一定會造成「市場替代」效應（例如於課堂上播放

電影，學生就不需要去電影院看電影，或去租、買錄影帶或光碟來欣賞），已

超過合理使用範圍，應得到授權，否則將會構成侵害著作權。  

 

☀活動宣導 

   (一) 健康有氧運動-「美麗纖瘦班」 來吧~一起動起來吧! 

場 次 日 期 時     間 課    程    內  容 

第一場次 11/26 17：30~19：00 stretch 伸展運動 

第二場次 12/03 17：30~19：00 Hi-Low有氧 

第三場次 12/10 17：30~19：00 瘦身有氧 

第四場次 12/24 17：30~19：00 流行音樂結合基礎有氧 

第五場次 12/31 17：30~19：00 Salsa有氧 

第六場次 12/31 17：30~19：00 瑜珈  

 

☀福利報報 

❦平和醫療社團法人和平醫院 

優惠內容： 

 依學校規定健康檢查項目，每位學生優專價$400元整。 

 凡學校之教職員工到院健康檢查，一般勞工健康檢查優專價$450元

整。 

 凡供膳人員健康檢查，一般檢查、胸部X光、傷寒、梅毒、A型肝炎

lgM每人優惠價$800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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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蜜斯髮妝MISS HAIR 

優惠內容： 

 剪燙染9折 

 當月壽星剪燙染79折 與壽星同行共享79折 

 型男燙染9折 

❦Jenny寶貝專業沙龍 

優惠內容： 

 接睫消費9折 

 熱蠟除毛消費9折 

 紋繡消費9折 

❦寬心園精緻蔬食餐廳/Easy House Café) 

優惠內容： 

 現場用餐消費滿５００元，即可獲得５０元用餐折抵券１張;消費

滿1,000元，可獲得2張，以此類推。(50元用折抵券限下次用餐消

費時抵用)。於寬心園用餐結帳時贈送寬心園50元用餐折抵卷；Easy 

House Café 用餐結帳時送Easy House Café 50元餐折抵卷。相關

折抵券使用規範以分店現場公告為準。 

 若有特殊之活動企劃或需求，可和店長聯繫洽談，相關之優惠內容

不得與其他優惠活動併行使用。 

優惠期限：１０５年１月１日至１０５年１２月３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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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等喜訊 

  ✰賀 應心系 黃軍義老師榮升教授 

✰賀 大傳系 許如婷老師榮升副教授 

✰賀 法律系 黃瑞宜老師榮升副教授 

 

☀人事法令及函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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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104 年6 月17 日 

臺教高(五)字第1040063697號 

一、教育部為兼顧大專校院培育人才之目的，並保障學生兼任助理之學習及勞

動權益，特訂定本處理原則。  

本原則所定學生兼任助理，包括兼任研究助理、兼任教學助理、兼任研究

計畫臨時工及其他不限名稱之學生兼任助理。  

二、大專校院應尊重教師專業自主權並落實學生法定權益，包括大學法、勞動 

法或相關社會保險法規，在確保教學學習品質及保障勞動權益之前提下，

建構完整之學生權益保障法制。  

三、教學及學習為校園核心活動，在確保教學品質及保障勞動權益之原則下， 

各校應檢視學生兼任助理之內涵、配合教學、學習相關支持行為之必要性

及合法性，及學習與勞動之分際，以期教學、研究、學生學習及勞動權益

保障取得平衡。  

學校、教師或學生對於兼任助理活動是否構成僱傭關係有疑義者，應充分

考量學生權益，並循本原則第十點之管道解決。  

四、大專校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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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範疇如

下：  

(一)課程學習(參照原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一百零二年九月二日勞職管字第

一０二００七四一一八號函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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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指為課程、論文研究之一部分，或為畢業之條件。  

2、 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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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該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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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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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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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與前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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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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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應有指導學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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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於學習活動之相關研究成果著作權之歸屬，其認定如下：  

(一)學生在校期間所完成之報告或碩、博士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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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享有著作權（包括著作人格權及著作財產權）。  

(二)前款報告或論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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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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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於學習活動之相關研究成果之專利權歸屬，依專利法第五條第二 項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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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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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依同條第一項規定向專利專責機關申請專利。但他

人（如指導之教授）如對論文研究成果之產出有實質貢獻，該他人亦有被

認定為共同發明人之可能。  

六、前二點規定以外，凡學生與學校間存有提供勞務獲取報酬之工作事實，且

具從屬關係者，均屬僱傭關係，其兼任樣態，包括研究助理、教學助理、

研究計畫臨時工及其他不限名稱之學生兼任助理工作者等，應依勞動相關

法規規定辦理；雙方如屬承攬關係，則另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學校與學生之僱傭關係認定原則，依勞動部訂定之專科以上學校兼任助理

勞動權益保障指導原則辦理。  

七、屬前點具僱傭關係者，學校於僱用學生擔任兼任助理時，應依下列原則辦

理：  

(一)與學生訂定勞動契約，明定任用條件、工作場所、工作時間、工作時

數、定期或不定期之工作期間、工作內容、工資、工作準則、終止及

相關權利義務。  

(二)依相關規定辦理勞工保險、全民健康保險及提繳勞工退休金等，並提

供相關申訴及爭議處理管道。  

(三)督導所屬教學單位及教師，並依約保障學生之勞動權益。  

有關學生協助或參與教師執行研究計畫所產出相關研究成果之著作權歸屬，

依著作權法規定辦理。依著作權法第十一條規定，受僱之學生為著作人，

僱用之學校享有著作財產權，亦即雇用人享有著作權法第二十二條至第二

十九條之重製、改作、公開播送及公開傳輸等專有權利，著作人格權仍屬

受雇人所有。雇用人行使著作財產權時，應注意避免侵害受雇人之著作人

格權，或於事前依契約約定受雇人對雇用人不行使著作人格權。  

前項研究成果之專利權之歸屬，得由雙方合意以契約定之；未約定者，依

專利法第七條第一項規定，研究成果之專利權歸屬於雇用人。 

八、為保障各類學生兼任助理權益，學校應依前述原則，訂定校內保障兼任助

理學習及勞動權益之處理章則並公告之，於訂定時應廣徵校內各類兼任助

理及教師之意見為之；若有工會者，得邀請工會代表參與相關會議並參酌

其意見。  

前項處理章則之內涵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校內學生參與課程學習或服務學習活動之學習準則、兼任助理之工作

準則、各類助理之權利義務、經費支給項目(科目)、來源、額度及所

涉研究成果之著作權歸屬相關規範。  

(二)校內相關單位及教師對於各類助理相關之權益保障應遵循之規定。 

(三)各類助理權益保障、申訴及救濟管道及處理程序，屬學習範疇者，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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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入學生學則規範；屬工作範疇者，應納入學校員工相關規定。 

九、除法律或法規命令另有規定外，學校應依本原則明確劃分學習或勞動之學

生兼任助理範疇，於學校章則規定獎助學金、研究、實習津貼或補助、工

資給付範疇及事項，並依相關法令訂定處理程序；除依其章則規定核發獎

助學金、研究、實習津貼或補助、支付勞務報酬外，並督導所屬教師及校

內單位予以遵循，以保障學生權益。  

十、學校就學生兼任各類助理之爭議處理，應有爭議處理機制。  

前項爭議之審議，應有學生代表參與，並宜有法律專家學者之參與。若有

工會者，得邀請工會代表參與相關會議並參酌其意見。  

第一項爭議處理機制，學校得衡酌校務運作情形，與現行申訴機制整合或

另建機制。  

十一、學校應依本原則所定認定基準，全面盤點及明確界定現有校內學生兼任

助理之類型及人數，並依本原則規定提供學習或勞動相關之保障措施。 

 

♛學校就習及勞動助理業務分工運作 
中華民國104 年6 月17 日 

臺教高(五)字第1040063697號 

 

配合未來處理原則發布後，學校宜就學習及勞動助理相關配套措施預為因應，

爰依處理原則規定，就學校業務分工及運作，建議如下： 

一、建置統籌單位： 

(一)全面盤點及明確界定現有校內學生兼任助理之類型及人數；盤點工讀

生及臨時工人數。 

(二)評估原住民及身心障礙者應進用人數。 

(三)確認津貼、薪資及獎助金等經費會計科目。 

(四)訂定校內處理規範，並就各單位負責之配合事項進行督導。 

(五)負責校內分工統籌、溝通及聯繫。擔任對教育部及所屬協(進)會聯絡

窗口，對校內發布相關訊息，並就發生之檢舉、勞檢及結果報部及所屬協(進)

會。 

二、依類型分工、訂定章則： 

(一)依類型分工後，由負責單位依「學習型」、「勞動型」兼任助理分別

就學習及勞動權益訂定章則及相關配合措施： 

1.就學習關係，應規劃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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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學習準則、評量方式、學分或畢業條

件採計及獎助方式，並訂定相關獎助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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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就勞僱關係，應訂定保障及相關處理原則及勞動契約，並就相關業

務運作及分工進行規劃與配置人力。 

三、支援行政單位及人力配置： 

(一)評估勞工保險、全民健康保險及提繳勞工退休金辦理單位及會計單位

之負擔，進行人力配置與調整。 

(二)評估原住民及身心障礙者應進用人數，控管是類人員之進用。 

(三)就加退保及津貼(或薪資)核發等行政流程進行規劃，或簡化原有行政

流程，並周知相關單位及師生。 

四、建立相關申訴及爭議處理管道： 

就申訴及爭議事項處理進行規劃，並建立處理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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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異動 

 

區分 姓 名 
新 任 職 務 原 任 職 務 

備  註 
單位 職稱 單位 職稱 

新進 蔡旻芳 
教學發展中心 

課程資源發展組 

專案計 
畫人員   104.09.30生效 

新進 劉玟伶 
教學發展中心 

教學教學發展組 

專案計 
畫人員   104.10.01生效 

新進 鄭茹方 
教學發展中心 

學生學習發展組 

專案計 
畫人員   104.10.12生效 

新進 謝欣佑 招生服務處 組員   104.10.12生效 

新進 葉青燕 新事業發展中心 專員   104.10.14生效 

新進 江思汝 秘書室 組員   104.10.19生效 

新進 陳佳葳 
教務處 

註冊課務組 
組員   104.10.19生效 

新進 許志成 圖書資訊中心 辦事員   104.11.02生效 

新進 詹豐旭 圖書資訊中心 組員   104.11.02生效 

新進 徐興鑫 學生事務處 專案計 
畫人員   104.11.02生效 

新進 郭玟伶 會計室 組員   104.11.12生效 

新進 王晨安 終身教育處 
推廣教育中心 組員   104.11.18生效 

新進 蕭丞恩 總務處 
事務管理組 組員   104.11.16生效 

兼代 賴綉螢 會計室 組員兼代
主任 會計室 組員 104.11.18生效 

調 黃昆明 企業管理學系 組員 
教務處 

註冊課務組 
組員  104.10.01生效 

調 劉子寧 招生服務處 組員 秘書室 組員  104.10.14生效 

調 林意芳 會計室 組員 會計室 主任  104.11.18生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