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慈濟大學職員工晉升及調任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本校職員工之晉升應同時

具備下列資格：  

一、本校專任職員工。  

二、最近二年考績均「良好」以上。  

三、最近二年未受申誡以上處分或

曠職紀錄。  

四、最近三年參加人文活動時數與

在職訓練時數總和，達到以下

要求：人文活動時數至 少 60 

小時，在職訓練時數至少 36 

小時。(志工服務時數得折半

採計為人文活動時數) 

第三條 本校職員工之晉升應同時

具備下列資格： 

一、本校專任職員工。 

二、最近二年考績均甲等以上。 

三、最近二年未受申誡以上處分或

曠職紀錄。  

四、最近三年參加人文活動時數與

在職訓練時數總和，達到以下

要求：人文活動時數至少 60

小時，在職訓練時數至少 36

小時。(志工服務時數得折半

採計為人文活動時數)  

 

 

 

修正考核

等第名稱 

第四條 本校職員工之聘任、晉升

年資等資格規定如下： 

(第一項、第二項略) 

(第三項) 

前項如最近二年之年度成績考核

均為「卓越」者，得提前一年辦理。 

第四條 本校職員工之聘任、晉升

年資等資格規定如下： 

(第一項、第二項略) 

(第三項) 

前項如最近二年之年度成績考核

均為優等者，得提前一年辦理。 

修正考核

等第名稱 

第八條 職員工調任申請時間及辦

理程序： 

(第一~三款略) 

第四款 

原擔任組長級以上職務之行政同

仁(含專員、組長、秘書、主任…

等)，若年度考核成績連續兩年未

獲「良好」以上者，得由人事室提

請人力資源評估委員會進行審議， 

經校長核定後予以調整擔任較低

層級之職務。 

第八條 職員工調任申請時間及辦

理程序： 

(第一~三款略) 

第四款 

前項原擔任組長、主任之同仁，可

調整為同級之非主管職，經一年之

觀察改善期仍不適任者，單位主管

應提具評估報告，由人事室提請人

力資源評估委員會進行審議，經層

呈校長核定後予以調整擔任較低

層級之職務。 

 

 

 

 

訂定表現

不佳之主

管汰換機

制。 

 

  



「慈濟大學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組織章程」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慈濟大學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設置

辦法 

慈濟大學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

會組織章程 
修改辦法名

稱 

第一條 

為使本校應用動物於科學目的得以順利進

行，依據動物保護法第十六條，成立實驗

動物照護及使用委員會 (以下簡稱本委員

會)。本委員會之英文名稱訂為 

Institutional Animal Care and Use 

Committee (簡稱 IACUC)。 

第一條 

為使本校應用實驗動物的研究與教

學得以順利進行，依據動物保護法第

十六條，成立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委

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本委員會

之英文名稱訂為 Institutional 

Animal Care and Use Committee，

簡稱 IACUC。 

統一文字格

式。 

第二條  

本委員會置委員七名，成員包括使用實驗

動物之教師三人；完全不應用動物進行研

究之教師、獸醫師、非隸屬於本校之人士 

(以下簡稱外部委員) 以及具本委員會執

行秘書資格者各一人。 

使用實驗動物之教師由推選產生，其他委

員由校長聘任之。委員任期二年，連聘得

連任之。 

一、使用實驗動物之委員由進行動物實驗

之系 (所) 推舉專任助理教授以上教

師一名為候選人 (候選人需超過四

名)，由所有使用實驗動物中心資源教

師投票表決，得票前三高者為委員。 

二、外部委員應優先由非動物實驗研究背

景且不具獸醫師資格擔任之。 

三、執行秘書應由經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指

定之動物實驗管理訓練十二小時以

上，並取得合格證書之本委員會成員

兼任，負責第四條第一項各款任務之

整合、協調及執行，並擔本委員會之

聯絡窗口。 

四、前項合格證書之有效期限，以三年為

限。 

第二條   

本委員會置委員七名，由校長聘任

之，成員包括使用實驗動物之教師三

人、完全不應用動物進行研究之教師

二人、社會賢達人士一人及任職於本

校實驗動物中心具獸醫師資格者一

人。除使用實驗動物之教師推選產生

外，其他委員由校長指派之。委員任

期二年，連聘得連任之。 

一、使用實驗動物之委員選舉方式：

由使用實驗動物之系 (所) 推舉

專任助理教授以上教師一名為候

選人 (候選人需超過四名)，由所

有使用實驗動物中心資源教師投

票表決，得票前三高者為委員。 

依據農委會 

於1070424發

布的行政命

令：修正「實

驗動物照護

及使用委員

會或小組設

置及管理辦

法」第二條 

第三條   

本委員會置召集人一名，由委員相互推選

產生。 

 

第三條   

本委員會置主任委員一名，由委員相

互推選產生。另置執行秘書一人，由

校長指派實驗動物中心組長或職級

相當者擔任之。 

 

第四條   

照護委員委員本委員會之任務如下 

第四條   

為督導並管理本校進行實驗動物之
依據農委會 

於1070424發



一、審核本校進行實驗動物之科學應用。 

二、提供本校有關動物實驗設計之科學應

用諮詢意見及訓練計畫。 

三、提供本校有關實驗動物管理標準作業

程序及飼養設施之改善建議。 

四、監督本校實驗動物之取得、飼養、管

理及是否確依審核結果進行動物科學

應用。 

五、提供本校執行實驗動物科學應用之年

度監督報告。於年度結束後三個月內

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備查，並副知花

蓮縣動植物防疫所。 

六、每半年應實施內部查核一次，查核結

果應列為年度監督報告之附件，並應

保存該查核結果六年以上備查。內部

查核項目包括：(一) 軟體查核：含本

校的政策與職責、動物健康與照護及

動物飼養管理。以及 (二) 硬體查

核：則含動物飼養區域與供應區域、

儀器與設備及動物手術或實驗場所。 

七、使用猿猴、犬、貓進行科學應用時，

應將審核通過之該等動物實驗申請表

影本列為年度監督報告之附件。 

八、遇本校違反動物保護法相關規定之動

物科學應用爭議案件之受理。 

九、依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所定實驗動物照

護及使用指引，督導本校之科學應

用，並提供校方政策性建議。 

十、若有團體對本校應用動物於科學目的

有任何質疑，得提出因應策略。 

科學應用，遵守政府訂定之各項法 

規、體會社會對動物福祉關心之脈動

以及督導實驗動物中心之運作，本委

員會得進行下列任務  

一、訂定動物使用之管理及作業程

序。  

二、審查本校使用實驗動物之研發與

教學計畫，瞭解是否得以在實驗

動物中心順利施行。  

三、研擬實驗動物管理及使用計劃，

並提供校方與動物試驗相關的

政策性建議。  

四、審核實驗動物中心之使用手冊以

及其標準操作程 (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 SOP)，

並據此研擬動物使用者與動物

中心工作同仁之訓練方針。  

五、每年至少兩次實地檢視實驗動物

中心的營運，分析實驗動物中心 

之營運成本，並視實際狀況訂 

(修) 定本中心之收費項目與標

準。 對發現之質疑或缺點，應

及時提出糾正。  

六、執行「動物保護法」有關動物實

驗所要求的任務。  

 

 

七、提供校方與應用動物於科學目的

相關的政策性建議。  

八、若有團體對本校應用動物所進行

的研究或教學有任何質疑，得提 

出因應策略。 

布的行政命

令：修正「實

驗動物照護

及使用委員

會或小組設

置及管理辦

法」第三條 

第五條   

本委員會審核本校動物科學應用時，應由

利用實驗動物進行科學應用者事先提出申

請，申請內容包括計畫名稱、計畫主持人、

實驗動物種類、品種、數量、實驗設計、

執行期限、負責進行動物實驗之相關人員

名冊、依動物保護法第十五條第一項規定

所進行之替代、減量及精緻化之評估說明

等資料，經照護委員會或小組審議核可，

始得進行；經核可之內容變更時，亦同。 

一、本委員會進行審議時，應優先建議使

用非活體動物替代方式。 

二、若申請案難以判定對動物生理程度影

響，得邀請一位以上具備與申請利用

 新增  (依據

農委會  於

1070424發布

的 行 政 命

令：修正「實

驗動物照護

及使用委員

會或小組設

置及管理辦

法」第四條) 



動物科學應用專業有關，或者具實驗

動物福利背景，且非隸屬於本校之專

家，提供諮詢意見。 

第六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

實施，修正時亦同。 

第五條  

本章程經行政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

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慈濟大學姊妹校學者專家來校短期交流補助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辦法名稱： 

慈濟大學補助海外學者專家來校短期交流

辦法 

辦法名稱： 

慈濟大學姊妹校學者專家來校短期交

流補助辦法 

修改辦法

名稱 

第 一 條  本校為促進國際學術交流，邀

請海外學者專家來校演講或從事專業研

究，特訂定「慈濟大學補助海外學者專家

來校短期交流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 一 條  本校為促進姊妹校（含學

術約定）學術交流，邀請海外學者專

家來校演講或從事 專業研究，特訂定

「慈濟大學姊妹校學者專家來校短期

交流補助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修正文字 

第 二 條  申請資格：受邀者需具備下列

條件：  

一、海外學術機構或其附屬機構之知名學

者專家。 

二、海外學術機構行政主管及相關人員。  

三、海外學術機構相關人員帶領學生至本

校交流者。  

四、經專案提請核准者。 

第 二 條  申請資格：受邀者需具備

下列條件：  

一、姊妹校（含學術約定）教師或其

附屬機構之知名學者專家。  

二、姊妹校（含學術約定）行政主管

及相關人員。  

三、姊妹校（含學術約定）相關人員

帶領學生至本校交流者。  

四、經專案提請核准者。 

將姊妹校

(含學術約

定)改為 

海外學術

機構 

 

第 四 條  申請及審核作業程序：  

一、 申請時間：邀請單位應於每學期開

學後一個月內依公告向國際暨兩岸

事務處提出申請。至遲應於受邀請

人抵達台灣地區二個月前（大陸地

區三個月前）完成申請手續，逾期

恕不受理。  

二、申請補助應檢附下列文件： 

(一)申請表（含經費預算，由國際暨兩

岸事務處網頁下載）。  

(二)個人資料表 (受邀請人背景資料、

CV 等)。  

(三)申請範圍相關之計畫書或證明文

件。  

(四)在本校交流行程計畫表。 

三、審查作業：由教務長、學務長、國際

長、會計主任、人文處主任等人組成

審查小組，並由國際長擔任召集人進

行審查。 

第 四 條  申請作業程序：  

一、補助之申請：由本校邀請單位向

國際暨兩岸事務處提出申請。應

於受邀請人抵達台灣地區二個月

前（大陸地區三個月前）完成申

請手續，逾期恕不受理。  

二、申請補助請檢附下列文件一式二

份：  

(一)申請表（由國際暨兩岸事務處

網頁下載）。  

(二)個人資料表 (受邀請人背景資

料、CV 等)。  

(三)申請範圍相關之計畫書或證明

文件。  

(四)在本校交流行程計畫表。 

修改申請

時間及增

加第三款

審查作業。 

第 五 條  補助項目：以海外學術機構人

員為補助對象，補助項目與金額由審查委

員會決議而定。  

一、國際來回機票費：實報實銷，以經濟

艙機票為原則。  

二、國內交通費：實報實銷。  

三、住宿以本校招待所為原則主，如住校

第 五 條  補助項目：以境外姊妹校

（含學術約定）人員為補助對象  

 

一、國際來回機票費：實報實銷，以

經濟艙機票為原則。  

二、國內交通費：實報實銷。  

三、住宿本校招待所。 

修改補助

項目之細

項說明，以

符合現況。 



外飯店，需說明。  

四、膳食費。 

五、講座鐘點費。  

 

六、參與短期研究計畫或移地教學等，僅

補助第一至四款。  

 

 

七、海外學術機構來台參加活動順訪本校

人員，僅補助第二至五款。 

四、提供本校餐券。  

五、研討（習）會講師費，另簽。  

六、學術演講費，另簽。  

七、系（所）講學費，另簽。  

八、參與短期研究計畫或移地教學

等，僅補助第(一)~(四)項。  

九、補助邀請單位行政事務費(憑收據

正本核銷)，每案三千元為原則。  

十、姊妹校（含學術約定）來台參加

活動順訪本校人員，僅補助第

(二)~(四)項，演講費另簽。 

第 六 條  交流結束二週內，申請單位應

依規定繳交成果報告書及相關佐證資料

(含照片原始檔5張及圖說)至國際暨兩岸

事務處，並檢附電子機票、簽呈資料(如有

上簽)、登機證正本與收據正本(抬頭請開

立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大學與統一編號

08152423)，由國際暨兩岸事務處代為辦理

結報手續；由會計室核發補助金。如未如

期繳交者，恕不補助，已領獎補助金應全

數退還本校。 

第 六 條  交流結束 1 個月內，應繳

交成果報告書及相關佐證資料(含照

片 5 張)至國際暨兩岸事務處，並檢

附機票存根、登機證正本與收據正本

(抬頭請開立慈濟大學與統一編號)，

由國際暨兩岸事務處代為辦理結報手

續；由會計室核發補助金。如未如期

繳交者，恕不補助,已領獎補助金應全

數退還本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