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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事法令及函釋                      
 

 

 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儲金管理委員會函，離職資

遣教職員暫不請領者，專戶開放自主投資。(106.10.19 儲金業字第

1061001698 號函) 

一、依「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條例」

第 25 條規定:「...符合離職、資遣教職員，得不領取其依規定核發

之離職或資遣給與，於年滿六十歲之日起由儲金管理會發還其未

領取離職或資遣給與本息...」。 承上，非現職之教職員有未領取之

離職或資遣給與，退撫儲金管理會於當事人離職時將給與金轉入

暫不請領專戶。 

二、為保障上開教職員老年退休生活並謀求最大利益，現暫不請領專

戶開放可預選申請參加自主投資，並預計於 107 年 2 月起開放正

式執行投資交易。 

 

 

本校人事規章宣導 

修訂 

聘任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辦法  

教師教學服務要點  

教職員退休資遣實施要點  

新聘教師甄審辦法  

科技部暨其他計畫類專任助理人員工作

酬金表 

專任教師進修獎勵辦法  

獎助生及兼任助理權益保障處理辦法 

兼任教師聘任暨資格審查辦法  

廢止 

專(兼)任教師鐘點費及

分級制度試行要點  

學兼任教師鐘點費及分級

制度實施要點 

專案教師聘任實施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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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員請假規則  

兼任教師聘約  

運動教練聘約  

鼓勵專任教師自願退休或資遣優惠退

職金給予辦法  

教師聘約  

以學校網頁公告內容為準 

 

 

  教師升等 
 

賀 企管系曾光榮老師 榮升教授 
賀 廣電系陳偉之老師 榮升教授 
賀 社工系何慧卿老師 榮升副教授 
賀 應心系黃博聖老師 榮升副教授 
賀 藝創系謝明勳老師 榮升助理教授 

                
 

 

  喜訊分享 
 

   視傳系謝東成老師於 106 年 9 月 27 日喜獲麟兒  

    餐旅系羅慧純小姐於 106 年 9 月 23 日明珠入掌  

   總務處陳怡晴小姐於 106 年 9 月 22 日喜獲麟兒  

福利服務行動躍升專辦張育瑄小姐於 106 年 8 月 12 日明珠入掌  

   教務處黃書薰小姐於 106 年 5 月 31 日玉燕鐘祥  

總務處何巧玲小姐於 106 年 5 月 17 日喜得千金  

 
 

http://www.hcu.edu.tw/dj/dj/zh-tw/14910EC0268349CCAEDD58D4AD9291A4/C49A608819C846B18DE0746E29349403/chen-wei-zhi-fu-jiao-shou
http://www.hcu.edu.tw/dj/dj/zh-tw/14910EC0268349CCAEDD58D4AD9291A4/C49A608819C846B18DE0746E29349403/chen-wei-zhi-fu-jiao-shou
http://www.hcu.edu.tw/person/person/zh-tw/3F9101DEA3E74A66819E63428A94B732/6445D961FCF0401196155ADC389944B8/2A04D3632DF74A19A1B694E2E731206F
http://www.hcu.edu.tw/person/person/zh-tw/3F9101DEA3E74A66819E63428A94B732/6445D961FCF0401196155ADC389944B8/B0F01E29C9A343AF9B7DCB7140D23BA4
http://www.hcu.edu.tw/person/person/zh-tw/3F9101DEA3E74A66819E63428A94B732/6445D961FCF0401196155ADC389944B8/4A513DBC26BD425E90837E054189ACFB
http://www.hcu.edu.tw/person/person/zh-tw/3F9101DEA3E74A66819E63428A94B732/10DD535343D44B4BB08D9C7636D33FE7/7B66E3812A8349FD967B962C3A0ED75C
http://www.hcu.edu.tw/person/person/zh-tw/3F9101DEA3E74A66819E63428A94B732/10DD535343D44B4BB08D9C7636D33FE7/BA11CAF4AB884257944674576D5CC967
http://www.hcu.edu.tw/person/person/zh-tw/3F9101DEA3E74A66819E63428A94B732/10DD535343D44B4BB08D9C7636D33FE7/1BC3F0EB4750494FB68803F72B43D2CD
http://www.hcu.edu.tw/person/person/zh-tw/3F9101DEA3E74A66819E63428A94B732/10DD535343D44B4BB08D9C7636D33FE7/EE95D69C46AD4171A4597F41C594A0E5
http://www.hcu.edu.tw/person/person/zh-tw/3F9101DEA3E74A66819E63428A94B732/10DD535343D44B4BB08D9C7636D33FE7/10B0F2756CD847C0910726BCC5913198
http://www.hcu.edu.tw/person/person/zh-tw/3F9101DEA3E74A66819E63428A94B732/10DD535343D44B4BB08D9C7636D33FE7/B6F3BC7D594D483C9C669BFCC64E08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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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息公告～ 

106 學年度校慶活動 

10/3     大家一起過生日 (雲來會館前廣場) 

10/19    校慶演唱會(元亨堂) 

10/21    運動校隊 OB 聯誼賽 (元亨堂、棒壘球場 ) 

10/23~27 校慶園遊會(菩提大道) 

10/25    校慶運動會、頒獎典禮 (田徑場，遇雨-元亨堂) 

 
20 週年校慶運動會時間表        10/25(三) 

時間 活動項目 活動地點 雨天備案 

16：00~16：30 12 人 13 腳競賽(男生組) 

田徑場 

1.活動地點改為

善導活動中心 2

樓元亨堂 

2.檢錄地點改為

元亨堂東側走

廊 

3.取消 2000 公尺

大隊接力比賽 

16：30~17：00 12 人 13 腳競賽(女生組) 

17：00~17：10 拔河決賽(男生組) 

17：10~17：20 拔河決賽(女生組) 

17：20~18：00 2,000 公尺大隊接力(男女混合組) 

18：10~18：30 長官、貴賓致詞 

18：30~19：00 頒獎典禮 

19：00~20：00 創意表演 

 

教職員健康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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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著作權利用之相關問題 
問：從網路下載圖片，然後在上面加一些圖形或文字做成海報，

這樣會違反著作權法嗎？ 

答：從網頁上將他人電腦軟體、歌曲、圖片或文章下載回自己

的電腦，或將自己手頭上的電腦軟體、歌曲、圖片或文章
上載到學校的 FTP 站上，都是一種重製行為，而電腦軟體、

歌曲、圖片或文章都是受著作權法保護的著作，除非有可

以主張合理使用的情形，否則應經各類著作之著作財產權
人同意或授權，才不致構成著作權侵害。從網路下載圖片，

然後在上面加一些圖形或文字做成海報，如未經著作財產

權人同意或授權，可能侵害重製權或改作權 
 

問：學校教育單位因辦理活動需要，不營利、不收費、不支給

鐘點費，利用他人歌曲重新編曲，是否侵犯著作權？ 
答：著作權法第五十五條規定：「非以營利為目的，未對觀眾

或聽眾直接或間接收取任何費用，且未對表演人支付報酬

者，得於活動中公開口述、公開播送、公開上映或公開演
出他人已公開發表之著作。」學校教育單位因辦理活動需

要，不營利、不收費、不支給鐘點費，僅得在活動中公開

口述、公開播送、公開上映或公開演出他人已公開發表之
著作。而利用他人著作重新編曲，涉及改作他人歌曲，非

屬第五十五條所允許之範圍，仍需徵得著作財產權人同意

始可利用，否則會構成侵犯著作權。 
 
問：學校因教學需要，公開上映完整之視聽著作，是否屬於合

理使用？ 
答：學校因教學需要，放映視聽著作，乃涉及公開上映他人視

聽著作之行為，惟其行為如係符合著作權法第 55 條所規定

之三要件的情形，自有主張「合理使用」之空間，茲說明
如下： 

（一）「非以營利為目的」：其指稱「營利目的」並非專指

經濟上利益可以立即實現者，例如企業形象活動、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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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與公益結合之活動等等，雖然經濟上利益可能轉換
為無形或者延後發生，惟此均應視為以營利為目的。 

（二）「未對觀眾或聽眾直接或間接收取任何費用」：所指

「任何費用」，在解釋上應係指入場費、會員費、清
潔費、設備費、服務費、飲食費等與利用著作行為有

關之直接、間接之相關費用。 

（三）「未對表演人支付報酬」：所指「報酬」，應係指表
演人在工作上或職務上就付出勞務所取得之必然對

價。此必然之對價範圍包括工資、津貼、抽紅、補助

費、交通費、工作獎金（非中獎之獎金）等具有相對
價值者。 

 
【資料來源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網頁  https://www.tipo.gov.tw/ct.asp?xItem=206959&
ctNode=6987&mp=1】 
 

 

 性別宣導 
 
本校教職員工於進行校內外教學活動、執行職
務及人際互動時，請遵守相關規定。 
**相關條文如下： 

【教師法第 14條第 8、9項】 

 ※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

性侵害行為屬實。 

 ※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

性騷擾或性霸凌行為，且情節重大。 

【本校教師聘約第 9條】 

 ※教師應遵守教師法、性別平等教育法、性別工作平等法、性騷擾

防治法、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等相關法令。如有

違反者，除各依其規定辦理外，並應立即停聘或解聘。 

【本校教職員性騷擾防治及處理要點，第 1、2點】 

 ※玄奘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供所屬教職員免於性騷擾之環境，

預防性騷擾行為之發生，並於知悉有性騷擾之情形時，採取適當

之糾正、補救、申訴、懲處及其他處理措施，以維護當事人權益

https://www.tipo.gov.tw/sp.asp?xdurl=search/lmexplainlist.asp&mp=1&ctNode=7448)】
https://www.tipo.gov.tw/sp.asp?xdurl=search/lmexplainlist.asp&mp=1&ctNode=7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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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隱私，特依性別工作平等法第十三條第一項、性騷擾防治法第

七條第二項規定，訂定本要點。 

※本要點所稱性騷擾，依當事人間之關係，分別指下列情形之一： 

   (一)適用性別工作平等法者： 

1.受僱者於執行職務時，任何人以性要求、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

視之言詞或行為，對其造成敵意性、脅迫性或冒犯性之工作環

境，致侵犯或干擾其人格尊嚴、人身自由或影響其工作表現。 

2.雇主對受僱者或求職者為明示或暗示之性要求、具有性意味或

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作為勞務契約成立、存續、變更或分

發、配置、報酬、考績、陞遷、降調、獎懲等之交換條件。 

(二)適用性騷擾防治法者：指性侵害犯罪以外，對他人實施違反其

意願而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行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1.以該他人順服或拒絕該行為，作為其獲得、喪失或減損與工

作、教育、訓練、服務、計畫、活動有關權益之條件。 

2.以展示或播送文字、圖畫、聲音、影像或其他物品之方式，或

以歧視、侮辱之言行，或以他法，而有損害他人人格尊嚴，或

造成使人心生畏怖、感受敵意或冒犯之情境，或不當影響其工

作、教育、訓練、服務、計畫、活動或正常生活之進行。 

1.任何問題請洽本校性別平等委員會 分機 1221 

2.校內相關法規流程可逕自本校性別平等網頁查詢 

 

 
 

   福利委員會報報 
 
第六屆(105學年度)結算 

項目 105 學年預算 105 學年支出 105 學年餘額  備註  
年節福利金或禮品 
(教師節禮品) 195,000 187,800  7,200  

 

教職員保險 352,000 326,025  25,975  
原預算$325,000 於第 6 屆第 4 次
會議(105.12.13)決議，從傷病慰

問移轉入 27,000 至此項目  

教職員聯誼或休閒活動 50,000 0  50,000   

教職員社團活動經費補助 20,000 0  20,000   

結婚賀禮 30,000 18,000  12,000   

生育賀禮 36,000 24,000  1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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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禮敬 50,000 0  50,000   

喪葬撫卹 50,000 45,000  5,000   

傷病慰問 3,000 3,000  0  
原預算$30,000 於第 6 屆第 4 次會
議(105.12.13)決議，餘額 27,000

移至教職員保險  

重大傷病慰問 10,000 0  10,000   

重大災害慰問 40,000 0  40,000   

辦公費 10,000 6,750  3,250   

預備金 44,835 0  44,835   

小計 890,835 610,575 280,260  

保留款 222,709 0  222,709   

合計 1,113,544 610,575 502,969  

孳息     269   

終身教育處場地清潔費   150,072  (150,072) 
第 6 屆第 5 次會議(106.4.25)決議，終

身場清費不作本會收入計算  

總結餘 353,166 
  

 
 
第七屆(106學年度)經費 

收入科目  金額  備註 

終身教育處獎勵金提撥 0  依據教職員福利辦法第 11 條「本校福利基金來源如
下：一、本校以每學年租金、場地清潔或權利金收
入之百分之十，提撥作為次一學年度之福利基金。
二、福利基金孳息盈餘。三、福利用途專款捐贈收
入。四、其他收入」。 

租金、場清收入提撥 535,493  

105 學年結餘 353,166  

收入總計 888,659  

編列預算及實際動支金額

(總收入 80%) 
710,927 依據教職員福利辦法第 12 條「…本會每年編列預算

及實際動支福利基金以全年（八月一日至次年七月
三十一日）福利基金收入總額百分之八十為上限。」 保留款(總收入 20%) 177,732 

預算分配 
福利項目 數量 單位 單價 小計 

年節福利金或禮品 310 人 300 124,000  

教職員保險 310 人 1,035 320,850  

教職員聯誼或休閒活動 100 人次 500 50,000  

結婚賀禮 10 人 3,000 30,000  

生育賀禮 10 人次 3,000 30,000  

退休禮敬 10 人 5,000 50,000  

喪葬撫卹 10 人次 5,000 50,000  

重大傷病慰問 1 人次 1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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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災害慰問 2 人次 20,000 40,000  

預備金    6,077  

小計    710,927 

 
 
備註說明： 

由於本校教職員福利基金收入有限，且支出預算多用於教職員團體保

險，年節禮金預算編列較少，以致今年教師節未發放禮金，敬請見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