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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講座設置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案總說明 
 
 

配合第 1條獎助金發給目的，修訂依本辦法第 4條第 1項第 6款

資格獲聘者不支領講座獎助金。另為配合「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

撫卹條例」於 107年 7月 1日施行，新增特約講座獎助金金額之限制

規定。又為配合本校 107年 8月 1日生效之組織規程核定案，將「學

術或行政副校長」統稱為「副校長」，原規定學術副校長擔任講座審議

委員會委員兼召集人，修正為校長指派副校長 1人擔任。另為符合實

務運作，修正續聘講座之辦理程序；餘為文字修正。修正重點如下： 

一、配合行政院組織調整，酌作文字修正。(修正辦法第四條) 

二、修訂依本辦法第 4條第 1項第 6款資格獲聘者不支領講座獎助金；

另新增特約講座獎助金金額之限制規定，餘酌作文字修正。(修正

辦法第五條) 

三、為簡化作業程序，修訂辦理時程為每年四月底前提出推薦；另修

正講座審議委員會委員兼召集人，為校長指派副校長 1人擔任。

(修正辦法第九條) 

四、修正續聘講座程序。(修正辦法第九條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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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講座設置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國立嘉義大學（以下簡

稱本校）為獎勵國內外

學術成就卓著之學者

為校服務，促進學術發

展，提昇教學與研究水

準，特依本校組織規程

第三十六條規定訂定

講座設置辦法（以下簡

稱本辦法）。 

第一條 國立嘉義大學（以下簡

稱本校）為延攬國內外

學術成就卓著之學者

來校服務，促進學術發

展，提昇教學與研究水

準，特依本校組織規程

第三十六條之規定訂

定講座設置辦法（以下

簡稱本辦法）。 

配合獎助金發給目的，酌

作文字修正。 

第三條 本校講座分為「嘉義大

學講座」、「嘉義大學特

約講座」及「其他講

座」。 

「嘉義大學講座」由本

校專任教授擔任，名額

以不超過現有專任教

授人數之十分之一為

原則，同一教授以主持

一講座為限。「嘉義大

學特約講座」不占本校

編制員額。「其他講座」

名稱得由捐贈者與校

長商定之。 

第三條 本校講座分為「嘉義大

學講座」、「嘉義大學特

約講座」及「其他講

座」。 

「嘉義大學講座」限由

本校專任教授擔任。

「 嘉 義 大 學 特 約 講

座」，不佔本校編制員

額，只支領講座獎助

金。「其他講座」由捐

贈收入支給，名稱得由

捐贈者與校長商定之。 

原第 4條第 3項規定移列

至修正條文第 2項；另講

座獎助金相關規定移列

至修正條文第 5條；餘酌

作文字修正。 

第四條 本校講座應具有下列基

本條件之一： 

一、中央研究院院士或

國外院士。  

二、曾獲教育部學術獎

或國家講座。 

三、曾獲科技部(原為

「行政院國家科學

委員會」)傑出研究

獎者。 

四、曾獲國際著名學術

第四條 本校講座應具有下列基

本條件之一： 

一、中央研究院院士或

國外院士。  

二、曾獲教育部學術獎

或國家講座。 

三、曾獲行政院國家科

學委員會傑出研究

獎者。 

四、曾獲國際著名學術

獎者。 

1. 配合行政院國家科學

委員會組織調整為科

技部，酌作文字修正。 

2. 現行條文第 3項規定移

列至修正條文第3條第

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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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者。 

五、學術上或專業領域

上有傑出貢獻或聲

望卓著者。 

六、曾任本校校長一任

以上，對校務規

劃、建設與發展有

重大貢獻者。 

前項講座之契約書另訂

之，如需請頒教師證

者，應依本校教師資格

審查程序辦理。 

 

五、學術上或專業領域

上有傑出貢獻或聲

望卓著者。 

六、曾任本校校長一任

以上，對校務規

劃、建設與發展有

重大貢獻者。 

前項講座之契約書另訂

之，如需請頒教師證

者，應依本校教師資格

審查程序辦理。 

「嘉義大學講座」可頒

與總人數，以不超過現

有專任教授人數之十分

之一為原則，同一教授

以主持一講座為限。 

第五條 講座獎助金得依合約按

月致送，標準如下： 

一、「嘉義大學講座」：

除其專任教授薪給

外，另頒與講座獎

助金每人每年最高

以新台幣一百萬元

為限。 

二、「嘉義大學特約講

座」： 

(一) 奬助金每人每年

最高頒與新台幣一

百二十萬元為限，

惟依前條第一項第

六款資格獲聘者不

支領講座獎助金；

另特約講座若為退

休教師者，獎助金

金額應受相關退休

法令限制。 

(二)每年得另支給交通

費及其他雜支合計

第五條 「嘉義大學講座」除其

專任教授薪給外，另頒

與講座獎助金每人每年

最高以新台幣一百萬元

為限。「嘉義大學特約講

座」奬助金每人每年最

高頒與新台幣一百二十

萬元為限。「其他講座」

由校外捐贈全額者，講

座獎助金額上限與期

限，依捐贈合約規定辦

理，惟每人每年最高頒

與新台幣一百二十萬元

為限。講座獎助金得依

合約按月致送。 

講座獎助金金額及支付

方式，由校長諮商講座

審議委員會後訂定之，

「其他講座」之講座獎

助金依合約而定。 

前項獎助金經費，以不

超過五項自籌收入及學

1. 講座獎助金標準依講

座類別分項條列。 

2. 配合第 1 條獎助金發

給目的，爰修正依本

辦法第 4條第 1項第 6

款資格獲聘者不支領

講座獎助金。 

3. 依 107年 7月 1日施行

「公立學校教職員退

休資遣撫卹條例」，新

增特約講座獎助金金

額之限制規定。 

4. 原第 1 項後段「講座

獎助金得依合約按月

致送」規定移列至修

正條文第 1 項前段，

餘酌作文字修正。 

5. 修正條文第 3項，配合

本辦法第 2條，酌作文

字修正。 

6. 原第 4項規定移列至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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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超過新台幣十五

萬元，須檢據核

銷；如經本校教評

會聘為兼任教師並

開課或指導研究生

論文，另依規定支

領鐘點費或論文指

導費。 

三、「其他講座」：獎助

金依捐贈合約規定

辦理，惟每人每年

最高頒與新台幣一

百二十萬元為限。 

講座獎助金金額及支付

方式，由校長諮商講座

審議委員會後訂定之，

「其他講座」之講座獎

助金金額與期限依合約

而定。 

前項獎助金經費，以不

超過自籌收入得用於支

應編制內教師本薪(年

功薪)、加給以外之給與

及編制外人員人事費百

分之五十上限內支給。 

雜費收入得用於支應編

制內教師本薪 (年功

薪)、加給以外之給與及

編制外人員人事費百分

之五十上限內支給。 

「嘉義大學特約講座」

得每年另支給交通費及

其他雜支合計不超過新

台幣十五萬元，須檢具

核銷；「嘉義大學特約講

座」如經本校教評會聘

為兼任教師並開課或指

導研究生論文，另依規

定支領鐘點費或論文指

導費。 

正條文第 1項第 2款第

2目，餘酌作文字修正。 

第八條 「嘉義大學講座」及「嘉

義大學特約講座」為終

身榮譽職，期滿若不續

支講座獎助金或不再

享有其他禮遇者，得保

有講座名銜，其名額不

受第三條所定教授人

數之限制。「其他講座」

為非終身榮譽職，其任

期得視贊助經費或本

校所編列預算而定，依

個案處理。 

第八條 「嘉義大學講座」及「嘉

義大學特約講座」為終

身榮譽職，期滿若不續

支講座獎助金或不再

享有其他禮遇者，得保

有講座名銜，其名額不

受第四條第四項所定

教授人數之限制。「其

他講座」為非終身榮譽

職，其任期得視贊助經

費或本校所編列預算

而定，依個案處理。 

「嘉義大學講座」名額規

定移列至修正條文第 3

條，爰配合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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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 本校講座之聘任於每年

四月底前經由該講座所

屬學術領域有關之院、

系所、中心或單位主動

推薦或由校長提出，推

薦單位並應事先覓妥財

源。推薦時應檢附被推

薦人之學經歷、論著目

錄、重要論著、具體學

術成就證明、其他相關

之證明文件及教學研究

計畫，經本校講座審議

委員會審議通過後聘任

之。 

本校講座審議委員會置

委員五至七人，由校長

指派副校長 1 人及聘請

學者專家組成，並由副

校長擔任召集人。 

講座審議委員會須有全

體委員三分之二之出席

方得開議，並須經出席

委員二分之一以上議決

通過。 

第九條 本校講座之聘任於每年

四月底或十月底前經由

該講座所屬學術領域有

關之院、系所、中心或

單位主動推薦或由校長

提出，推薦單位並應事

先覓妥財源。推薦時應

檢附被推薦人之學經

歷、論著目錄、重要論

著、具體學術成就證

明、其他相關之證明文

件及教學研究計畫，經

本校講座審議委員會審

議通過後聘任之。 

本校講座審議委員會置

委員五至七人，由校長

聘請學術副校長及學者

專家組成，並由學術副

校長擔任召集人。 

講座審議委員會須有全

體委員三分之二之出席

方得開議，並須經出席

委員二分之一以上議決

通過。 

1.簡化作業程序，修正為

每年辦理 1次。 

2.配合本校組織規程修

正將「學術或行政副校

長」統稱為「副校長」，

原規定學術副校長擔

任講座審議委員會委

員兼召集人，修正為校

長指派副校長 1 人擔

任。 

第九條之一 本校講座之獎助金

一次頒與最長以三

年為限，期滿前得

簽奉校長同意，並

經校教師評審委員

會審議通過後，簽

訂續聘合約事宜。 

第九條之一 本校講座之獎助金

一次頒與最長以三

年為限，期滿前得

再依程序提聘，續

聘講座獎助金金額

及支付方式之辦理

程序，亦同。 

為符實務運作，續聘講座

程序修正為簽奉校長同

意，並經校教師評審委員

會審議通過後簽訂合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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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講座設置辦法 

 91年 03月 26日 90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通過 

教育部 91年 05月 20日台（91）審字第 91059105號函備查 

94年 01月 25日 93學年度第 1學期第 3次校務會議通過 

教育部 94年 02月 18日台學審字第 0940020815號函備查 

95年 03月 21日 94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

過第 4條、第 5條及第 11條條文 

97年 10月 21日 97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

過第 2條及第 11條條文 

教育部 97年 11月 25日台高（三）字第 0970235905號函備查 

98年 03月 16日 97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

過第 2 條、第 3 條、第 4 條、第 5 條、第 6 條、第 8 條、

第 9條、第 9條之 1條文，新增第 9條之 2條文 

99 年 6 月 15 日 9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

過第 11條條文 

101 年 6 月 19 日 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修正

通過第 4條條文 

105 年 6 月 14 日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修正

通過第 2條條文 

107年 10月 16日 107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

通過第 1條、第 3條、第 4條、第 5條、第 8 條、第 9條、

第 9條之 1條文 

第一條 國立嘉義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獎勵國內外學術成就卓著之學者為校

服務，促進學術發展，提昇教學與研究水準，特依本校組織規程第三十

六條規定訂定講座設置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講座之設置經費，由校務基金自籌收入（學雜費收入、推廣教育收

入、產學合作收入、政府科研補助或委託辦理之收入、場地設備管理收

入、受贈收入、投資取得之收益、其他收入）支應。 

第三條 本校講座分為「嘉義大學講座」、「嘉義大學特約講座」及「其他講座」。 

「嘉義大學講座」由本校專任教授擔任，名額以不超過現有專任教授人

數之十分之一為原則，同一教授以主持一講座為限。「嘉義大學特約講

座」不占本校編制員額。「其他講座」名稱得由捐贈者與校長商定之。 

第四條 本校講座應具有下列基本條件之一： 

一、中央研究院院士或國外院士。  

二、曾獲教育部學術獎或國家講座。  

三、曾獲科技部(原為「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傑出研究獎者。 

四、曾獲國際著名學術獎者。 

五、學術上或專業領域上有傑出貢獻或聲望卓著者。 

六、曾任本校校長一任以上，對校務規劃、建設與發展有重大貢獻者。 

前項講座之契約書另訂之，如需請頒教師證者，應依本校教師資格審查

程序辦理。 

第五條 講座獎助金得依合約按月致送，標準如下： 

一、「嘉義大學講座」：除其專任教授薪給外，另頒與講座獎助金每人每

年最高以新台幣一百萬元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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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嘉義大學特約講座」： 

(一)奬助金每人每年最高頒與新台幣一百二十萬元為限，惟依前條

第一項第六款資格獲聘者不支領講座獎助金；另特約講座若為

退休教師者，獎助金金額應受相關退休法令限制。 

(二)每年得另支給交通費及其他雜支合計不超過新台幣十五萬元，

須檢據核銷；如經本校教評會聘為兼任教師並開課或指導研究

生論文，另依規定支領鐘點費或論文指導費。 

三、「其他講座」：獎助金依捐贈合約規定辦理，惟每人每年最高頒與新

台幣一百二十萬元為限。 

講座獎助金金額及支付方式，由校長諮商講座審議委員會後訂定之，「其

他講座」之講座獎助金金額與期限依合約而定。 

前項獎助金經費，以不超過自籌收入得用於支應編制內教師本薪(年功

薪)、加給以外之給與及編制外人員人事費百分之五十上限內支給。 

第六條 本校頒與之講座獎助金另依薪資所得扣繳辦法等相關規定辦理。領受人

如中途離職者，應自離職日起停發講座獎助金。 

第七條 「嘉義大學講座」應致力於提升本校學術水準。「嘉義大學特約講座」

及「其他講座」應以促進與本校之互動、協助提升本校學術水準為任務，

其應擔負之學術任務由校長與講座商定之。 

第八條 「嘉義大學講座」及「嘉義大學特約講座」為終身榮譽職，期滿若不續

支講座獎助金或不再享有其他禮遇者，得保有講座名銜，其名額不受第

三條所定教授人數之限制。「其他講座」為非終身榮譽職，其任期得視

贊助經費或本校所編列預算而定，依個案處理。 

第九條 本校講座之聘任於每年四月底前經由該講座所屬學術領域有關之院、系

所、中心或單位主動推薦或由校長提出，推薦單位並應事先覓妥財源。

推薦時應檢附被推薦人之學經歷、論著目錄、重要論著、具體學術成就

證明、其他相關之證明文件及教學研究計畫，經本校講座審議委員會審

議通過後聘任之。 

本校講座審議委員會置委員五至七人，由校長指派副校長 1人及聘請學

者專家組成，並由副校長擔任召集人。 

講座審議委員會須有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之出席方得開議，並須經出席委

員二分之一以上議決通過。 

第九條之一 本校講座之獎助金一次頒與最長以三年為限，期滿前得簽奉校長同意，

並經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後，簽訂續聘合約事宜。 

第九條之二 本校講座於聘期屆滿前，有下列情事之ㄧ者，得經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決

議，報請校長終止其聘期。 

一、聘期中發生重大事由，致無法履行其義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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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其他有確定事實，足以認定其已不適任本講座職務者。 

第十條 到本校主持一年以上教學或研究之講座，本校應優先提供宿舍，並由提

聘單位提供研究空間及設備，其他講座之研究空間及設備，視教學、研

究或推廣之需要提供之；如由國外聘請且無其他機構或基金補助者，本

校可負擔受聘人及其配偶之來台機票。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及校務會議審議通

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