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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6            東海大學行政會議紀錄(簡要版) 

 

時間：民國一○八年五月二十二日（星期三）上午十時十分 

地點：第一會議室 

出席委員(含列席人員)均冠以「o」標示。 

o王茂駿 o王立志 o詹家昌 o林良恭 羅文聰(王淑玲代) 

o彭康健 林惠真(請假) o陳世佳 o江丕賢 o楊定亞 

o楊怡寬 李書行(請假) o陳文典 o江文德 o林文海 

o林更盛 o王小璠 卓逸民(請假) o彭懷真 o洪堯勳  

o柯達文 o黃淑貞 o彭允華 o黃秋月 o柯義龍  

o蔡亞平 楊朝棟(林秀珍代) o張永和 o陳昭如 o鍾興能  

o陳彥宇 楊易璁(吳哲宇代) o謝 顥 o夏 炎      o謝宗佑 

o趙冠喻 

列席：o楊智傑   林其昌 

主席：校長                                         紀錄：邢汝霖 
 

一、 祈禱：校牧室柯達文主任  

二、 獻獎：(略) 

三、 確認上次會議紀錄：通過。  

四、 主席報告：(略) 

五、 專題報告：(略) 

六、 提案與決議： 

提案一：擬提報本校及附屬實習農牧場、附屬高級中等學校 108 學

年度預算案，請審議。 

提案單位：會計室。 

決 議：通過本校及附屬實習農牧場、附屬高級中等學校 108 學年

度預算。 

提案二：擬提報本校「學雜費審議小組」決議事項，請討論。 

提案單位：會計室。 

決 議：同意本校學雜費審議小組研議「108 學年學雜費收費標準」

之決議事項如下： 

(一)本校 108 學年大學部及研究所之學費、雜費及學分費

收費標準不予調整。 

(二)通過自 108 學年起符合五年一貫生身分入學碩士班

者，其第六年(碩士第二年)之學雜費，一律改按修習

課程學分數加上碩士論文學分數收取學分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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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通過未繳交全額學雜費學生，修習雲創學院所開設課

程者，比照資工系學分費收費標準收取，每學分 1,508

元；修習樂齡生活與科技創新學院所開設課程者，比

照社工系學分費收費標準收取，每學分 1,386 元。 

(四)通過 108 學年起管理學院各系入學新生，選讀該院國

際菁英組者，其在本校修習課程期間，每學期每人加

收「國際菁英組指導費」20,000 元。若於學期中轉出

者，所繳「國際菁英組指導費」比照本校休退學之退

費標準退費。 

(五)通過 108 學年調整下列各項使用費外，其餘項目之使

用費，不予調整。 

(1)通過男生宿舍第 17 至 21 棟、女舍 1 至 10 棟、女

舍 22、23 棟及女舍 5、6、8、9 棟 0 樓，每學期每

人住宿費調整為 8,700 元。住宿費收入應專款專

用。 

(2)通過語言教學費每學期每人調整為 1,020 元。 

(3)通過 108 學年起入學新生，修習各設計課程者，其

設計指導費調整如下： 

(A)建築系每學期每人調整為 5,750 元、(B)景觀

系每學期每人調整為 2,400 元、(C)工設系每學期

每人調整為 2,600 元。 

提案三：提請同意本校「內部控制制度」修訂內容，請討論。 

提案單位：秘書室。 

決 議：一.本案通過。 

二.請補正會辦程序。 

提案四：擬修訂本校「傑出校友遴選辦法」，請討論。 

提案單位：就業輔導暨校友聯絡室。 

決 議：通過本校「傑出校友遴選辦法」修訂後條文如附件三(並請

參考新、舊辦法修訂對照表如附件四)。 

提案五：擬修訂本校「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管理辦法」，請討論。 

提案單位：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中心。 

決 議：通過本校「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管理辦法」修訂後條文如附

件五(並請參考新、舊辦法修訂對照表如附件六)。 

提案六：擬修訂本校「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管理委員會設置要點」，請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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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單位：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中心。 

決 議：通過本校「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管理委員會設置要點」修訂

後條文如附件七(並請參考新、舊要點修訂對照表如附件

八)。 

提案七：擬修訂本校「不動產管理辦法」，請討論。 

提案單位：總務處。 

決 議：通過本校「不動產管理辦法」修訂後條文如附件九(並請參

考新、舊辦法修訂對照表如附件十)。 

提案八：擬修訂本校「捐贈及酬謝辦法」，請討論。 

提案單位：就業輔導暨校友聯絡室。 

決 議：通過本校「捐贈及酬謝辦法」修訂後條文如附件十一(並請

參考新、舊辦法修訂對照表如附件十二)。 

提案九：擬請同意本校「設立吸菸區」之方案，請討論。 

提案單位：學生會。 

決 議：本案因會議時間不足緩議。 

七、 臨時動議：(無)  

八、 各單位補充事項：（無） 

九、 主席裁示：（無） 

十、 散會：中午 12 時 1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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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東海大學傑出校友遴選辦法 

89年 3月 29 日第十次行政會議通過 
90年 6月 27 日第二十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0年 10月 24日第廿八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3年 12月 22日第廿二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5年 07月 12日第十二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7年 09月 23日第十三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9年 03月 31日第四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0年 01月 05日第一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4年 09月 30日第十三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5年 04月 27日第八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7年 08月 15日第八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8年 05月 22日第六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 本校為表彰對社會國家有特殊貢獻之校友，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畢業校友，擔任總統、副總統，五院正副院長，中央研究院院士者，為本校當

然傑出校友，由本校就業輔導暨校友聯絡室呈報學校表揚。 

第三條 本校畢業校友，具下列條件之一，足為後學之楷模者，即具被推薦資格： 

一、公部門類：擔任中央政府部會正副首長，中央民意代表，地方縣市政府首長，

有卓越貢獻者。 

二、社會服務類：長期熱心社會公益、造福人群，曾獲政府機關表揚者。 

三、學術類：擔任國內外相當中央研究院等級民間單位或研究機構，或教育部認可

之一等國外大學教授職務，及國內大專院校教授，有傑出表現，獲國家表揚、

或獲國際級大獎者。 

四、人文藝術體育類：文化、藝術、體育界人士曾獲國內、外頒與獎章或表揚者。 

五、創新創業類：經營企業名列全國前一百大或自行創業有特殊成就者。有特殊創

新或發明，其作品或產品功能對社會國家有顯著貢獻，榮獲國家頒獎者。 

六、社會資源貢獻類：符合東海大學捐贈及酬謝辦法第六條第七款至九款之規定者。 

七、其他：其他優良事蹟獲國家頒與獎章表揚者或行誼聲望品德足為後學楷模，能

發揚求真、篤信、力行或彰顯基督教立校精神者。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受推薦為候選人： 

一、受刑事判決有罪確定者。但受緩刑或易科罰金宣告者，不在此限。 

二、違反社會公序良俗，嚴重破壞本校校譽者。 

受頒者具前項各款情形之一者，本校得撤銷其傑出校友榮銜。 

第四條 具前條規定資格之一者，得經校友或社會賢達三人以上，或單位機構法人，向本校

傑出校友遴選委員會提出推薦。其遴選資格經本校傑出校友遴選委員會審查通過

後，得連續保留二年；每人被推薦次數不限，但當選以一次為限。 

第五條 推薦者應於每年八月底前，填寫推薦表一份，寄送本校就業輔導暨校友聯絡室。 

第六條 本校設置「傑出校友遴選委員會」負責審查並遴選當年度之受獎人，由校長(主任委

員)、各學院推選一人、校友代表四人組成。校友代表之產生，由校友總會推選二名，

學校邀請歷屆當選人二名擔任之。委員任期為一年，連選得連任，委員不得被推薦

為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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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委員會開會時，應有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議，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始

得決議。 

第七條 當年度被推薦者若在十二人或以內者，當選名額為五人。但被推薦者每超過三人，

得增加當選名額一人。遇特殊情形得不受前項之限制增加名額，最多以十人為限。 

符合本辦法第二條所列之條件者，其名額不受前項限制。 

第八條 本校於每年校慶慶祝會公開表揚傑出校友當選人，頒發獎牌乙面及傑出校友證。並

將傑出校友之光榮事蹟，登刊於東海刊物與發佈新聞稿。  

第九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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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東海大學傑出校友遴選辦法 修訂對照表 

本次行政會議通過 

（108年5月22日第6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上次行政會議通過 
（107年8月15日第 8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說明 

第

三

條 

本校畢業校友，具下列條件之一，足為

後學之楷模者，即具被推薦資格： 

一、公部門類：擔任中央政府部會正副

首長，中央民意代表，地方縣市政

府首長，有卓越貢獻者。 

二、社會服務類：長期熱心社會公益、

造福人群，曾獲政府機關表揚者。 

三、學術類：擔任國內外相當中央研究

院等級民間單位或研究機構，或教

育部認可之一等國外大學教授職

務，及國內大專院校教授，有傑出

表現，獲國家表揚、或獲國際級大

獎者。 

四、人文藝術體育類：文化、藝術、體

育界人士曾獲國內、外頒與獎章或

表揚者。 

五、創新創業類：經營企業名列全國前

一百大或自行創業有特殊成就者。

有特殊創新或發明，其作品或產品

功能對社會國家有顯著貢獻，榮獲

國家頒獎者。 

六、社會資源貢獻類：符合東海大學捐

贈及酬謝辦法第六條第七款至九款

之規定者。 

七、其他：其他優良事蹟獲國家頒與獎

章表揚者或行誼聲望品德足為後學

楷模，能發揚求真、篤信、力行或

彰顯基督教立校精神者。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受推薦為候選

人： 

一、受刑事判決有罪確定者。但受緩刑

或易科罰金宣告者，不在此限。 

二、違反社會公序良俗，嚴重破壞本校

第

三

條 

本校畢業校友，具下列條件之一，足為

後學之楷模者，即具被推薦資格： 

一、公部門類：擔任中央政府部會正副

首長，中央民意代表，地方縣市政

府首長，有卓越貢獻者。 

二、社會服務類：長期熱心社會公益、

造福人群，曾獲政府機關表揚者。 

三、學術類：擔任國內外相當中央研究

院等級民間單位或研究機構，或教

育部認可之一等國外大學教授職

務，及國內大專院校教授，有傑出

表現，獲國家表揚、或獲國際級大

獎者。 

四、人文藝術體育類：文化、藝術、體

育界人士曾獲國內、外頒與獎章或

表揚者。 

五、創新創業類：經營企業名列全國前

一百大或自行創業有特殊成就者。

有特殊創新或發明，其作品或產品

功能對社會國家有顯著貢獻，榮獲

國家頒獎者。 

六、社會資源貢獻類：符合東海大學酬

謝捐贈辦法第三條十款至十一

款之規定者。 

七、其他：其他優良事蹟獲國家頒與獎

章表揚者或行誼聲望品德足為後學

楷模，能發揚求真、篤信、力行或

彰顯基督教立校精神者。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受推薦為候選

人： 

一、受刑事判決有罪確定者。但受緩刑

或易科罰金宣告者，不在此限。 

二、違反社會公序良俗，嚴重破壞本校

1.「東海大學

酬謝捐贈辦

法」於 107

年 4 月 25

日第 4 次

行政會議

修訂通

過，更名

為「東海大

學捐贈及酬

謝辦法」。 

 

2.「第三條十

款至十一

款」調整

成東海大

學捐贈及酬

謝辦法現行

條款之「第

六條七款

至九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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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譽者。 

受頒者具前項各款情形之一者，本校得

撤銷其傑出校友榮銜。 

校譽者。 

受頒者具前項各款情形之一者，本校得

撤銷其傑出校友榮銜。 

 

(本修訂對照表僅供對照參考用，正式條文仍以修訂後辦法全文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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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東海大學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管理辦法 

106 年 3 月 15 日行政會議通過 

108年5月22日第6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  東海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有效管理毒性化學物質，防止環境污染，保障教職員

工生之安全與健康，並依「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學術機構運作毒性化學物質

管理辦法 」及相關環保法規之定，特訂定「東海大學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管理辦法」

(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名詞定義與通用範圍 

一、相關院、系所單位：係指本校使用毒性化學物質或產生有害廢棄之權責院、系、

所、中心。 

二、實驗場所：係指相關院、系單位運作毒性化學物質之實驗室、實習工場、試驗

工場。 

三、各運作場所運作人：係指相關院、系、所單位實驗場所之指導教師、授課教師

或由單位主管所指定之編制內負責有關實驗場運作毒性化學物質之相關事宜人

員。 

四、毒性化學物質（以下簡稱毒化物）：係指經「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及「職業安

全衛生法」 等相關法令公告，對人體健康及環境生態有害之化學物質系及相關

系所單位認為有毒害顧慮之化學物質。 

五、本校各場所欲製造、輸入毒化物、購買、貯存、使用或廢棄前述規定之毒化物

皆受本辦法管理，本辦法未規定者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三條  各級單位權責及管理事項 

一、東海大學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毒管委員會)： 

(一) 各場所製造、輸入毒化物，應先經毒管委員會審議通過後，由環境保護暨

職業安全衛生中心(以下簡稱環安衛中心)向環保主管機關申請審查，核發

許可證或核可文件後，始得進行製造、輸入。 

(二) 各場所購買、使用、貯存、廢棄毒化物，應先經毒管委員會同意後(由毒

管委員會授權各運作場所單位主管)，由環安衛中心報請主管機關登記備

查或核可後始得進行採購。 

二、環安衛中心 

(一)辦理向主管機關提出運作相關之申請、申報、核備、核可等作業。 

(二)辦理全校毒化物運作管理之稽核。 

(三)規劃及辦理毒化物相關之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及管理事項。 

(四)毒管委員會授權環安衛中心業務項目之執行，若有特殊原因時，送毒管委

員會討論。 

三、各運作場所單位主管 

(一)督導所轄毒化物之安全衛生管理。 

(二)督導所轄毒化物之請購、運作管控。 

(三)配合執行毒化物運作相關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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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各運作場所運作人 

(一)由運作人或指定代理人定期登錄該場所購買、使用、貯存及廢棄毒化物之

數量。 

(二)運作場所應備置使用之毒化物專屬危害物質清單，置放於實驗場所明顯

處，並應依相關法規執行危害標示及備妥中文安全資料表(SDS)。 

(三)運作人應接受毒化物運作相關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四)危害物質清單及中文安全資料表應定期更新，並送乙份至環安衛中心備查。 

(五)負責廢棄毒化物之暫存、清除管理。 

(六)其他法令規定應辦理事項。 

第四條  運作管理 

        各運作場所運作人或指定代理人應每日統計該運作場所毒性化學物質之購買、使

用、貯存及廢棄數量，並登錄於毒化物運作紀錄表，並得以書面或電子檔案方式保

存(三年)，但毒性化學物質運作（量）無變動者，得免記載。 

        各運作場所運作人或指定代理人應逐月填寫毒化物運作紀錄申報表，並經本委員會

審核後，依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規定申報方式，於每季(1、4、7、10月)9日前，將前

述毒化物運作紀錄申報表，送環安衛中心彙整後呈報教育部化學品管理與申報系統。 

環安衛中心因每季應督導、稽核各運作場所乙次以上。 

第五條  毒化物之貯存得貯存於運作單位內，毒化物使用後之廢棄毒物，應按廢棄物清理法

規定，貯存於指定場所，並於收集容器標示單位、實驗室、成份、危害標示、列管

編號、日期。 

第六條  本校毒化物之容器、包裝或實驗室運作場所及設施，應於易取得之處，置備安全資

料表，並依下列規定標示： 

一、在明顯易見處，依危險物與有害物標示及通識規則規定之圖示標示；其形狀為

直立四十五度角之正方形（菱形）其最小尺寸長寬各為十公分大小。若屬小型

容器，得依比例縮小至能辨識清楚為止。 

二、在明顯易見處標示之內容（參考安全資料表）含毒化物之名稱、主要危害成份、

危害警告訊息、危害防範措施（含污染防治措施）及廠商資料等內容。 

第七條  如發生毒化物事故時，發生事故場所運作人應依照安全衛生管理規章之事故處理方

式辦理；並於事故發生二天內，詳實填寫毒化物事故調查處理報告表，向本校環安

衛中心報備；未能於二天內完成調查資料部份者，應於報備時以書面說明補足資料

所需時間。 

第八條 本辦法經毒管委員會「審議後」，提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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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東海大學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管理辦法 修訂對照表 

本次行政會議通過 

(108年 5月 22日第 6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上次行政會議通過 

(106年 3月 15日行政會議通過) 

說明 

一 東海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有效管理毒

性化學物質，防止環境污染，保障教職員

工生之安全與健康，並依「毒性化學物質

管理法」、「學術機構運作毒性化學物質管

理辦法 」及相關環保法規之定，特訂定

「東海大學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管理辦法」

(以下簡稱「本辦法」)。 

  

一 東海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有效管理毒

性化物質，防止環境污染，保障教職員工

生之安全與健康，並依「毒性化學物質管

理法」、「學術機構運作毒性化學物質管理

辦法 」及相關環保法規之定，特訂定「東

海大學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管理辦法」(以

下簡稱「本辦法」)。 

補充毒性

化「學」物

質 

 

二 (未修訂) 二 名詞定義與通用範圍 

一、相關院、系所單位：係指本校使用毒

性化學物質或產生有害廢棄之權責院、

系、所、中心。 

二、實驗場所：係指相關院、系單位運作

毒性化學物質之實驗室、實習工場、試驗

工場。 

三、各運作場所運作人：係指相關院、系、

所單位實驗場所之指導教師、授課教師或

由單位主管所指定之編制內負責有關實

驗場運作毒性化學物質之相關事宜人員。 

四、毒性化學物質（以下簡稱毒化物）：

係指經「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法」及「職業

安全衛生法」 等相關法令公告，對人體

健康及環境生態有害之化學物質系及相

關系所單位認為有毒害顧慮之化學物質。 

五、本校各場所欲製造、輸入毒化物、購

買、貯存、使用或廢棄前述規定之毒化物

皆受本辦法管理，本辦法未規定者依相關

法令規定辦理。 

 

三 各級單位權責及管理事項 

一、東海大學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管理委員

會(以下簡稱毒管委員會)： 

(一) 各場所製造、輸入毒化物，應先經

毒管委員會審議通過後，由環境保護暨職

業安全衛生中心(以下簡稱環安衛中心)

三 各級單位權責及管理事項 

一、東海大學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管理委員

會(以下簡稱毒管委員會)： 

(一) 各場所製造、輸入毒化物，應先經

毒管委員會審議通過後，由總務處環安組

向環保主管機關申請審查，核發許可證或

依據本校

現行組織

規程總務

處環安組

與勞安中

心合併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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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環保主管機關申請審查，核發許可證或

核可文件後，始得進行製造、輸入。 

(二) 各場所購買、使用、貯存、廢棄毒

化物，應先經毒管委員會同意後(由毒管

委員會授權各運作場所單位主管)，由環

安衛中心報請主管機關登記備查或核可

後始得進行採購。 

二、環安衛中心 

(一)辦理向主管機關提出運作相關之申

請、申報、核備、核可等作業。 

(二)辦理全校毒化物運作管理之稽核。 

(三)規劃及辦理毒化物相關之安全衛生

教育訓練及管理事項。 

(四)毒管委員會授權環安衛中心業務項

目之執行，若有特殊原因時，送毒管委員

會討論。 

三、各運作場所單位主管 

(一)督導所轄毒化物之安全衛生管理。 

(二)督導所轄毒化物之請購、運作管控。 

(三)配合執行毒化物運作相關安全衛生

教育訓練。 

四、各運作場所運作人 

(一)由運作人或指定代理人定期登錄該

場所購買、使用、貯存及廢棄毒化物之數

量。 

(二)運作場所應備置使用之毒化物專屬

危害物質清單，置放於實驗場所明顯處，

並應依相關法規執行危害標示及備妥中

文安全資料表(SDS)。 

(三)運作人應接受毒化物運作相關安全

衛生教育訓練。 

(四)危害物質清單及中文安全資料表應

定期更新，並送乙份至環安衛中心備查。 

(五)負責廢棄毒化物之暫存、清除管理。 

(六)其他法令規定應辦理事項。 

核可文件後，始得進行製造、輸入。 

(二) 各場所購買、使用、貯存、廢棄毒

化物，應先經毒管委員會同意後(由毒管

委員會授權各運作場所單位主管)，由總

務處環安組報請主管機關登記備查或核

可後始得進行採購。 

二、總務處環安組 

(一)辦理向主管機關提出運作相關之申

請、申報、核備、核可等作業。 

(二)辦理全校毒化物運作管理之稽核。 

(三)規劃及辦理毒化物相關之安全衛生

教育訓練及管理事項。 

(四)毒管委員會授權總務處環安組業務

項目之執行，若有特殊原因時，送毒管委

員會討論。 

三、各運作場所單位主管 

(一)督導所轄毒化物之安全衛生管理。 

(二)督導所轄毒化物之請購、運作管控。 

(三)配合執行毒化物運作相關安全衛生

教育訓練。 

四、各運作場所運作人 

(一)由運作人或指定代理人定期登錄該

場所購買、使用、貯存及廢棄毒化物之數

量。 

(二)運作場所應備置使用之毒化物專屬

危害物質清單，置放於實驗場所明顯處，

並應依相關法規執行危害標示及備妥中

文安全資料表(SDS)。 

(三)運作人應接受毒化物運作相關安全

衛生教育訓練。 

(四)危害物質清單及中文安全資料表應

定期更新，並送乙份至環安組備查。 

(五)負責廢棄毒化物之暫存、清除管理。 

(六)其他法令規定應辦理事項。 

環境保護

暨職業安

全衛生中

心以符規

定 

 

四 運作管理 

   各運作場所運作人或指定代理人應每

日統計該運作場所毒性化學物質之購

買、使用、貯存及廢棄數量，並登錄於毒

四 運作管理 

   各運作場所運作人或指定代理人應每

日統計該運作場所毒性化學物質之購

買、使用、貯存及廢棄數量，並登錄於毒

依據本校

現行組織

規程總務

處環安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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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物運作紀錄表，並得以書面或電子檔案

方式保存(三年)，但毒性化學物質運作

（量）無變動者，得免記載。 

   各運作場所運作人或指定代理人應逐

月填寫毒化物運作紀錄申報表，並經本委

員會審核後，依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規定申

報方式，於每季(1、4、7、10 月)9 日前，

將前述毒化物運作紀錄申報表，送環安衛

中心彙整後呈報教育部化學品管理與申

報系統。 

  環安衛中心每季應督導、稽核各運作場

所乙次以上。 

化物運作紀錄表，並得以書面或電子檔案

方式保存(三年)，但毒性化學物質運作

（量）無變動者，得免記載。 

   各運作場所運作人或指定代理人應逐

月填寫毒化物運作紀錄申報表，並經本委

員會審核後，依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規定申

報方式，於每季(1、4、7、10 月)9 日前，

將前述毒化物運作紀錄申報表，送環安組

彙整後呈報教育部化學品管理與申報系

統。 

   總務處環安組因每季應督導、稽核各

運作場所乙次以上。 

與勞安中

心合併為

環境保護

暨職業安

全衛生中

心以符規

定 

 

五  

(未修訂) 

 

五 毒化物之貯存得貯存於運作單位內，毒化

物使用後之廢棄毒物，應按廢棄物清理法

規定，貯存於指定場所，並於收集容器標

示單位、實驗室、成份、危害標示、列管

編號、日期。 

 

六 (未修訂) 六 本校毒化物之容器、包裝或實驗室運作場

所及設施，應於易取得之處，置備安全資

料表，並依下列規定標示： 

一、在明顯易見處，依危險物與有害物標

示及通識規則規定之圖示標示；其形狀為

直立四十五度角之正方形（菱形）其最小

尺寸長寬各為十公分大小。若屬小型容

器，得依比例縮小至能辨識清楚為止。 

二、在明顯易見處標示之內容（參考安全

資料表）含毒化物之名稱、主要危害成

份、危害警告訊息、危害防範措施（含污

染防治措施）及廠商資料等內容。 

 

七 如發生毒化物事故時，發生事故場所運作

人應依照安全衛生管理規章之事故處理

方式辦理；並於事故發生二天內，詳實填

寫毒化物事故調查處理報告表，向環安衛

中心報備；未能於二天內完成調查資料部

份者，應於報備時以書面說明補足資料所

需時間。 

七 如發生毒化物事故時，發生事故場所運作

人應依照安全衛生管理規章之事故處理

方式辦理；並於事故發生二天內，詳實填

寫毒化物事故調查處理報告表，向本校環

安組報備；未能於二天內完成調查資料部

份者，應於報備時以書面說明補足資料所

需時間。 

依據本校

現行組織

規程總務

處環安組

與勞安中

心合併為

環境保護

暨職業安

全衛生中

心以符規

定 



13 

 

八 (未修訂) 八 本辦法經毒管委員會「審議後」，提行政

會議通過後實施。 

 

 

(本修訂對照表僅供對照參考用，正式條文仍以修訂後辦法全文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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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東海大學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管理委員會設置要點 

民國 100 年 6月 1日第 9次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 100 年 7月 20 日第 11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8年5月22日第6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 東海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有效管理毒性化學物質， 防止污染周遭環境，保

障教職員工生之安全與健康，依「學術機構運作毒性化學物質管理辦法」第四條

之規定，並依「東海大學校園建設暨環境保護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九條，設置「東

海大學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二條 本會置委員 5人，由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中心主任與兩位相關專業系所主管

以及兩位具備毒性化學物質毒理、運作技術或管理專長相關領域專業教師組成，

置主任委員 1人，由環安衛中心主任兼任。 

前項專業委員由主任委員推薦，提請校長聘任之，任期兩年，得連任。 

本會委員為無給職。 

第三條 本會之任務如下： 

  一、擬定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有關規則，送交總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二、訂定毒性化學物質危害預防及應變計畫。 

  三、彙整年度各單位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紀錄並定期申報。 

  四、監督管理其他毒性化學物質有關之事項。 

第四條 為行使前條各款所列職責，環安衛中心為相關業務執行單位，單位內置毒化物運

作管理專業人員，綜理有關業務。 

第五條 本會每學年開會一次，會議由主任委員召集，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並邀請相

關人員列席。 

第六條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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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東海大學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管理委員會設置要點 修訂對照表 

本次行政會議通過 

（108年5月22日第6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上次行政會議通過 

(100 年 7 月 20 日第 11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說明 

一 (未修訂)  一 東海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有效管

理毒性化學物質，防止污染周遭環

境，保障教職員工生之安全與健康，

依「學術機構運作毒性化學物質管理

辦法」第四條之規定，並依「東海大

學校園建設暨環境保護委員會設置要

點」第九條，設置「東海大學毒性化

學物質運作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本

會）。 

 

二 本會置委員 5人，由環境保護暨職業安

全衛生中心主任與兩位相關專業系所

主管以及兩位具備毒性化學物質毒

理、運作技術或管理專長相關領域專業

教師組成，置主任委員 1人，由環安衛

中心主任兼任。 

前項專業委員由主任委員推薦，提請校

長聘任之，任期兩年，得連任。 

本會委員為無給職。 

二 本會置委員 5人，由總務長與兩位相

關專業系所主管以及兩位具備毒性化

學物質毒理、運作技術或管理專長相

關領域專業教師組成，置主任委員 1

人，由總務長兼任。 

前項專業委員由主任委員推薦，提請

校長聘任之，任期兩年，得連任。 

本會委員為無給職。 

依據本校現行組

織規程總務處環

安組與勞安中心

合併為環境保護

暨職業安全衛生

中心，故總務長

更改為環安衛中

心主任以符規定 

 

 

三 (未修訂)  三 本會之任務如下： 

一、擬定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有關規

則，送交總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二、訂定毒性化學物質危害預防及應

變計畫。 

三、彙整年度各單位毒性化學物質運

作紀錄並定期申報。 

四、監督管理其他毒性化學物質有關

之事項。 

 

四 為行使前條各款所列職責，環安衛中心

為相關業務執行單位，單位內置毒化物

運作管理專業人員，綜理有關業務。 

 

四 為行使前條各款所列職責，總務處環

安組為相關業務執行單位，單位內置

毒化物運作管理專業人員，綜理有關

業務。 

依據本校現行 

組織規程總務處

環安組與勞安中

心合併為環境保

護暨職業安全衛

生中心以符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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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未修訂) 五 本會每學年開會一次，會議由主任委

員召集，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並

邀請相關人員列席。 

 

 

六 (未修訂) 六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 

 

 

(本修訂對照表僅供對照參考用，正式條文仍以修訂後辦法全文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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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  

東海大學不動產管理辦法 

108年 3月 13日第 3次行政會議通過 

108年 5月 22日第 6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為執行不動產管理，以促進本校不動產之有效運用，並創造最大附加價

值，特訂定東海大學不動產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不動產係指土地及其定著物。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管理係指不動產之購置、處分、設定負擔及出租。 

第四條 不動產之管理應依私立學校法及相關辦法辦理。 

第五條 不動產之管理應經董事會之決議，並報請教育部核准。但不動產出租性

質為強化校園生活機能，並為服務學校教職員工生之多元化生活所需，

而依本校規劃校園部分空間設置便利超商、影印店、書店、郵局、金融

機構、理髮店、洗衣店、自動販賣機、自助洗衣機、咖啡店、餐廳、資

訊服務、停車場、置物箱、基地台、各類體育設施(須維持教學使用功

能)、太陽能板設備、光纖網路、有機農園、不對外經營之會館、充電

站等，依教育部 103年 4月 9日臺教高(一)字第 1030037310B號解釋令

規定，免報教育部。 

不動產出租經董事會決議後，如租期屆滿、契約更新或承租人變更，毋

須再報董事會。但不動產之用途、範圍、功能變更，需再經董事會決議

通過後方得辦理。 

第六條 本校董事、監察人、清算人、校長、職員及兼任行政職務教師執行不動

產開發及活化時，有利益衝突者，應自行迴避，並不得假借職務上之權

力、機會或方法，圖謀其本人或第三人之不正當利益。 

第七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董事會通過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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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  

東海大學不動產管理辦法 修訂對照表 

本次行政會議通過 

（108年5月22日第6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上次行政會議通過 

(108年 3月 13日第 3次行政會議通過) 
說明 

第

一

條 

(未修訂) 第

一

條 

為執行不動產管理，以促進本校

不動產之有效運用，並創造最大

附加價值，特訂定東海大學不動

產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

二

條 

(未修訂) 第

二

條 

本辦法所稱不動產係指土地及

其定著物。 

 

第

三

條 

(未修訂) 第

三

條 

本辦法所稱管理係指不動產之

購置、處分、設定負擔及出租。 

 

第

四

條 

(未修訂) 第

四

條 

不動產之管理應依私立學校法

及相關辦法辦理。 

 

第

五

條 

不動產之管理應經董事會之決

議，並報請教育部核准。但不動產

出租性質為強化校園生活機能，並

為服務學校教職員工生之多元化

生活所需，而依本校規劃校園部分

空間設置便利超商、影印店、書

店、郵局、金融機構、理髮店、洗

衣店、自動販賣機、自助洗衣機、

咖啡店、餐廳、資訊服務、停車場、

置物箱、基地台、各類體育設施(須

維持教學使用功能)、太陽能板設

備、光纖網路、有機農園、不對外

經營之會館、充電站等，依教育部

103年 4月 9日臺教高(一)字第

1030037310B號解釋令規定，免報

教育部。 

不動產出租經董事會決議後，

如租期屆滿、契約更新或承租

人變更，毋須再報董事會。但

第

五

條 

不動產之管理應經董事會之決

議，並報請教育部核准。但不動產

出租性質為強化校園生活機能，並

為服務學校教職員工生之多元化

生活所需，而依本校規劃校園部分

空間設置便利超商、影印店、書

店、郵局、金融機構、理髮店、洗

衣店、自動販賣機、自助洗衣機、

咖啡店、餐廳、資訊服務、停車場、

置物箱、基地台、各類體育設施(須

維持教學使用功能)、太陽能板設

備、光纖網路、有機農園、不對外

經營之會館等，依教育部 103年 4

月 9日臺教高(一)字第

1030037310B號解釋令規定，免報

教育部。 

不動產出租經董事會決議後，如

租期屆滿、契約更新或承租人變

更，毋須再報董事會。但不動產

為因應

科技進

步，位來

極可能

有機、汽

車廠商

向學校

租地設

置充電

站之需

求，故擬

增添「充

電站」一

種生活

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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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之用途、範圍、功能變

更，需再經董事會決議通過後

方得辦理。 

之用途、範圍、功能變更，需再

經董事會決議通過後方得辦理。 

第

六

條 

(未修訂) 第

六

條 

本校董事、監察人、清算人、校長、

職員及兼任行政職務教師執行不

動產開發及活化時，有利益衝突

者，應自行迴避，並不得假借職務

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圖謀其本

人或第三人之不正當利益。 

 

第

七

條 

(未修訂) 第

七

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董事會通過後

實施。 

 

 

(本修訂對照表僅供對照參考用，正式條文仍以修訂後辦法全文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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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一  

東海大學捐贈及酬謝辦法 
 

民國八十八年四月十四日第十二次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八十九年十一月一日第卅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九十年五月十六日第十四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一 O 一年二月廿二日第二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一 O 五年七月十三日第十二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一 O 七年四月廿五日第4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一 O 八年五月廿二日第6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為落實大學永續經營，提升校務運作績效，促進校務發展，積極募款活動、籌措發

展基金，及感謝熱心捐助本校發展之人士(含本校教職員)或團體，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捐贈者指定捐款用途，指定供本校特定單位、計畫或活動使用。但應與本校校務有

關，不得與贈與人有不當利益之聯結。 

第三條：未指定用途者，全數撥入「校務發展基金東海整體發展」。 

第四條：由社會資源發展委員會舉辦為「非全校整體發展類」募款之活動，募款所得總額百

分之十撥入「校務發展基金東海整體發展」。 

第五條：所謂對本校之捐贈，包括提供財物贊助本校之講座、發展基金、購置設備、興建校

舍或其他資產者，其酬謝方式悉依本辦法規定辦理。 

第六條：本校酬謝捐贈者之方式如下： 

一、 捐贈財物價值未滿伍萬元者，本校致贈感謝書狀一幀。  

二、 捐贈財物價值達伍萬元以上未滿伍拾萬元者，除第一款外，本校並致贈紀念品

一份。 

三、 捐贈財物價值達伍拾萬元以上未滿壹佰萬元者，本校得與捐贈者協議指定研究

室一間命名，以留永念。 

四、 捐贈財物價值達壹佰萬元以上未滿參佰萬元者，本校得與捐贈者協議指定普通

教室或實驗教室一間命名，以留永念。 

五、 捐贈財物價值達參佰萬元以上未滿伍佰萬元者，本校得與捐贈者協議指定大型

教室或圖書館一間命名，以留永念。 

六、 捐贈財物價值達伍佰萬元以上未滿壹仟萬元者，本校得與捐贈者協議指定階梯

教室或會議室一間命名，以留永念。 

七、 捐贈財物價值達壹仟萬元以上未滿貳仟萬元者，本校得與捐贈者協議指定大會

議室一間命名，以留永念。 

八、 捐贈財物價值達壹億元以上，或貳仟萬元以上且達建築物價值三分之一者，本

校得與捐贈者協議指定該建築物全部或部分命名，以留永念。 

九、 捐贈財物價值達壹仟萬元以上，得頒予「東海大學傑出貢獻獎」；捐贈財物價

值達伍仟萬元以上，得頒予「東海大學終身榮譽貢獻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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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累積捐贈之總金額達前項各款標準者，均照前項規定酬謝。 

第七條：凡捐贈財物價值累積達一定金額者，可依「東海大學車輛通行證申請暨使用辦法」

致贈本校貴賓汽車通行證。 

第八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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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條：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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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二  

東海大學捐贈及酬謝辦法 修訂對照表 

本次行政會議通過 

（108年5月22日第6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上次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107年4月25日第4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說明 

第

六

條 

本校酬謝捐贈者之方式如下： 

一、 捐贈財物價值未滿伍萬元者，本

校致贈感謝書狀一幀。  

二、 捐贈財物價值達伍萬元以上未滿

伍拾萬元者，除第一款外，本校

並致贈紀念品一份。 

三、 捐贈財物價值達伍拾萬元以上未

滿壹佰萬元者，本校得與捐贈者

協議指定研究室一間命名，以留

永念。 

四、 捐贈財物價值達壹佰萬元以上未

滿參佰萬元者，本校得與捐贈者

協議指定普通教室或實驗教室一

間命名，以留永念。 

五、 捐贈財物價值達參佰萬元以上未

滿伍佰萬元者，本校得與捐贈者

協議指定大型教室或圖書館一間

命名，以留永念。 

六、 捐贈財物價值達伍佰萬元以上未

滿壹仟萬元者，本校得與捐贈者

協議指定階梯教室或會議室一間

命名，以留永念。 

七、 捐贈財物價值達壹仟萬元以上未

滿貳仟萬元者，本校得與捐贈者

協議指定大會議室一間命名，以

留永念。 

八、 捐贈財物價值達壹億元以上，或

貳仟萬元以上且達建築物價值三

分之一者，本校得與捐贈者協議

指定該建築物全部或部分命名，

第

六

條 

本校酬謝捐贈者之方式如下： 

一、 捐贈財物價值未滿伍萬元者，本

校致贈感謝書狀一幀。  

二、 捐贈財物價值達伍萬元以上未滿

伍拾萬元者，除第一款外，本校

並致贈紀念品一份。 

三、 捐贈財物價值達伍拾萬元以上未

滿壹佰萬元者，本校得與捐贈者

協議指定研究室一間命名，以留

永念。 

四、 捐贈財物價值達壹佰萬元以上未

滿參佰萬元者，本校得與捐贈者

協議指定普通教室或實驗教室一

間命名，以留永念。 

五、 捐贈財物價值達參佰萬元以上未

滿伍佰萬元者，本校得與捐贈者

協議指定大型教室或圖書館一間

命名，以留永念。 

六、 捐贈財物價值達伍佰萬元以上未

滿壹仟萬元者，本校得與捐贈者

協議指定階梯教室或會議室一間

命名，以留永念。 

七、 捐贈財物價值達壹仟萬元以上未

滿貳仟萬元者，本校得與捐贈者

協議指定大會議室一間命名，以

留永念。 

八、 捐贈財物價值達貳仟萬元以上，

且達建築物價值三分之二者，本

校得與捐贈者協議指定該建築物

全部或部分命名，以留永念。 

1. 第六條第

八款原

「三分之

二」擬修

正為「三

分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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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留永念。 

九、 捐贈財物價值達壹仟萬元以上，

得頒予「東海大學傑出貢獻獎」；

捐贈財物價值達伍仟萬元以上，

得頒予「東海大學終身榮譽貢獻

獎」。 

凡累積捐贈之總金額達前項各款

標準者，均照前項規定酬謝。 

九、 捐贈財物價值達壹仟萬元以上，

得頒予「東海大學傑出貢獻獎」；

捐贈財物價值達伍仟萬元以上，

得頒予「東海大學終身榮譽貢獻

獎」。 

凡累積捐贈之總金額達前項各款

標準者，均照前項規定酬謝。 

 

(本修訂對照表僅供對照參考用，正式條文仍以修訂後辦法全文為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