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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資訊中心虛擬主機服務管理暨收費辦法(修正草案) 

民國 103 年 6月 4日 102學年度第 9 次行政主管會報通過 

民國 103 年 10月 16日第 85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 

第一條  

為降低各單位伺服器建置及維運成本，提升本校伺服主機等各項硬體資源之使用效率，

以及落實節能減碳之政策，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資訊中心（以下稱本中心）提供的虛擬主機服務（以下稱本服務），涵蓋虛擬機器運行

所需的軟體，強化資安的程式工具，以及相關的硬體設備，包含：節能機房、實體主機、

儲存設備，營運機房所需之冷氣、電源、消防、保全、網路等設施。 

第三條  

本校各單位均可申請使用本服務。申請時應填具「虛擬主機服務申請表」，以供評估並

配置虛擬主機所需資源。  

第四條  

申請使用之目的如為各單位官網、校務行政系統及隸屬系所之行政資訊系統者，可免收

租賃費用。其餘之應用服務，若具備重要性及特殊性，可簽請本中心審查，並經校長同

意後，亦可免費使用本服務。 

第五條  

除符合第四條免收費之條件外，申請使用本服務均須繳納租金，以作為本服務之維運經

費，其收費標準如下： 

基本租金及所提供之硬體資源： 

出租費用 CPU RAM 儲存空間 

6,000元（每年） 2 Core 2 GB 40 GB 

各資源項目擴充之租金： 

CPU RAM 儲存空間 

600元/1 Core（每年） 600元/1 GB（每年） 600元/10 GB（每年） 

註：租期以年為基本計算單位，未滿一年之部分，則按使用月份以比例計算，未滿一個

月以一個月計。租借時可享三個月試用期，試用期滿後開始收費。 

第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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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擬主機之使用或租賃，原則上以一年為期，期滿需辦理續約，如不再續約或未繳納租

用經費，申請單位須於租賃期滿後兩個月內將相關資料自行移出，逾期本中心有權將虛

擬主機關閉且不負資料保管之責任。 

因應各項計畫執行任務之需求，亦可選擇依使用期程一次繳清虛擬主機使用租金。 

第七條 

若在運行期間需擴充硬體資源，須依比例繳納擴充選項之租金；另虛擬主機在使用期滿

前，如違反下述之責任與義務，而被本中心終止該虛擬主機服務者，已繳納之費用概不

退還。 

第八條 

責任與義務： 

(一) 申請單位須提供單一窗口負責虛擬主機的維運工作及聯繫，並提供聯絡方式予本

中心管理人員，如窗口人員異動時，應主動向本中心更新聯絡資料。 

(二) 申請單位對於虛擬主機上運行之作業系統及應用程式需自行承擔系統與應用程式

之更新與維護，以及資料備份之責。  

(三) 如機房或虛擬主機服務所屬之實體主機因預告性停電或需進行維護而暫停服務，

本中心將於三日前通知申請單位業務承辦人虛擬主機關閉時間。倘因通知不到聯

絡窗口或單位業務承辦人未關閉虛擬主機，本中心得逕行關閉虛擬主機。  

(四) 申請單位應遵守「臺灣學術網路管理規範」與本校網路相關管理規範，不得有非

法入侵網際網路上其他系統之意圖與行為、不得破壞、干擾網路上各項服務，亦

不得在網際網路上以任何方式發送大量郵件造成本中心之系統障礙或從事違反公

共秩序、善良風俗、及法律所禁止之行為，如有違反，除須自行負責外，本中心

有權終止虛擬主機之連線及撤銷原申請，任何後果及可能損失概由申請單位自行

承擔。  

(五) 申請單位存放於本中心機房內之虛擬主機，其內部所有軟體須遵守各項智慧財產

權規定，如有違反，除由申請單位自行承擔相關責任外，本中心有權終止該虛擬

主機服務。 

(六) 本中心得因管理上需要，有權更換虛擬主機之 IP位址，並於 IP位址更換前十四

日通知申請單位，申請單位需配合更換。 

(七) 本中心如因環境變更或因網路安全等服務需求而須暫停或終止虛擬主機全部或部

分服務，應於預定暫停或終止日七天前通知申請單位，申請單位須配合辦理。 

(八) 因虛擬主機乃以資源共享為基本宗旨，故不提供需運算效能大、儲存空間大及網

路流量較大之服務申請（如大流量之影音串流主機），若申請單位之主機使用過

多硬體資源，而致影響整體效能，將協調申請單位另外購置獨立伺服器或儲存設

備單獨放置，並另申請本中心實體主機代管服務。  

(九) 因應資訊安全之考量，申請單位須配合提供該主機對外開放之網路服務通訊埠

（port），以及特殊需要之遠端管理 IP等資訊，以利防火牆等資訊安全設備之防

護設定，未申請之服務連接埠將予以阻絕，以減少資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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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 

若有發生下述情事，本中心不負賠償及維修責任： 

(一) 因實體主機停機維護或預警性之停電需關閉虛擬主機而造成系統異常。 

(二) 因虛擬主機系統硬體設備故障造成虛擬主機上存放之資料毀損。 

(三) 申請單位因系統安裝錯誤、系統維護管理不當、資料存取缺漏及應用程式錯誤等。 

(四) 申請單位之系統若發生遭第三人經由網際網路入侵、破壞或擷取其資料等侵害情

形，所造成之直接或間接損失。 

(五) 因電信線路故障以致虛擬主機發生錯誤、遲滯、中斷或不能傳遞而造成損害。 

(六) 因颱風、地震、海嘯、洪水、停電、雷擊、山崩、戰爭等不可抗力因素造成線路

中斷或毀損。 

第十條 

本辦法發布實施後，亦適用於原已放置於本中心機房之各單位虛擬主機。 

第十一條  

若有未盡事宜，依本中心 ISMS（資訊安全管理系統）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二條 

本辦法經行政主管會報及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實施，

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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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資訊中心虛擬主機服務管理暨收費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條

次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

三

條 

本校各單位均可申請使用本服

務。申請時應填具「虛擬主機服

務申請表」，以供評估並配置虛

擬主機所需資源。 

各單位擬使用本服務，應填具「虛

擬主機服務申請表」，以供評估

並配置虛擬主機所需資源。 

 

第

四

條 

申請使用之目的如為各單位官

網、校務行政系統及隸屬系所之

行政資訊系統者，可免收租賃費

用。其餘之應用服務，若具備重

要性及特殊性，可簽請本中心審

查，並經校長同意後，亦可免費

使用本服務。 

 

行政單位之校務資訊系統，以及

各單位官網，可申請免費使用本

服務。各單位之網站服務，若具

備重要性及特殊性，經審核小組

審查通過後，簽請校長同意者，

亦可申請免費使用本服務。 

各單位申請虛擬主機

目前計 310台，行政單

位校務系統及各單位

官網已超過 9成轉移

到虛擬主機系統。本次

免費範圍將擴及各系

所之行政相關系統，如

評鑑資料網、期刊系

統、報名系統、投審稿

系統等網站(無科技部

或教育部等校外單位

補助經費之網站)。 
第

五

條 

除符合第四條免收費之條件外，

申請使用本服務均須繳納租金，

以作為本服務之維運經費，其收

費標準如下： 

基本租金及所提供之硬體資源： 

出租費用 CPU RAM 儲存

空間 

6,000 元

（每年） 

2 Core 2 GB 40GB 

各資源項目擴充之租金： 

註：租期以年為基本計算單位，

未滿一年之部分，則按使用月份

以比例計算，未滿一個月以一個

月計。租借時可享三個月試用

期，試用期滿後開始收費。 

CPU RAM 儲存空

間 

600元/1 

Core（每

年） 

600元/1 

GB（每

年） 

600元

/10 GB

（每年） 

除符合上述免費使用條件者，申

請使用本服務均須繳納租金，做

為本中心維運本服務之經費，其

收費標準如下： 

基本租金及所提供之硬體資源： 

出租費用 CPU RAM 儲存

空間 

12,000 元

（每年） 

2 Core 2 GB 40 GB 

各資源項目擴充運用之租金： 

註：租期以年為基本計算單位，

未滿一年之部分，則按使用月份

以比例計算，未滿一個月以一個

月計。 

CPU RAM 儲存空

間 

1200 元

/1 Core

（每年） 

1200 元

/1 GB（每

年） 

1200 元

/10 GB

（每年） 

104~106年租借之虛擬

主機共有 14台，租金

收入總計 131,000

元。且當時會議附帶決

議前三年(104~106年)

收費打五折計算之優

惠期也即將結束。 

為鼓勵單位及師長多

以虛擬機取代實體

機，故建議降低租金費

用並可持續提供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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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語教學中心教師聘任作業要點 

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語教學中心

教師聘用及考核作業要點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語教學中心

教師聘任作業要點 
修正法規名稱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三、本中心教師考核委員會置委

員五至七人，由本中心主

任、副主任及相關專家代表

三至五人組成；相關專家代

表人選由中心主任提名，經

報請校長同意後聘任。 

三、本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置委 

    員五至七人，由本中心主 

    任、副主任及相關專家代表 

    三至五人組成；相關專家代 

    表人選由中心主任提名，經 

    報請校長同意後聘任。 

修正委員會名稱。 

 

 

 

四、本中心教師考核委員會之職

責包括: 

(一)中心教師之初聘、續

聘、聘期、晉級、不續

聘、停聘、解聘、評鑑、

資遣原因之認定、延長

服務等。 

(二)中心主任交議之事項。 

四、本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之職 

責包括: 

(一)中心教師之初聘、續

聘、聘期、晉級、不續

聘、停聘、解聘、評鑑、

資遣原因之認定、延長

服務等。 

(二)中心主任交議之事項。 

修正委員會名稱。 

 

 

五、本中心新進教師均須經過甄 

試(甄試內容依任課類型另

訂)，合格者經本中心教師考

核委員會同意，並簽請校長

核准後發聘。惟對於學術造

詣特優或具有特殊語文教學

經驗之學者，得經本中心教

師考核委員會同意免甄試 

後，簽報校長核准。 

五、本中心新進教師均須經過甄 

    試(甄試內容依任課類型另 

    訂)，合格者經本中心教師評 

    審委員會同意，並簽請校長 

    核准後發聘。惟對於學術造 

    詣特優或具有特殊語文教學 

    經驗之學者，得經本中心教 

    師評審委員會同意免甄試 

    後，簽報校長核准。 

 修正委員會名稱。 

 

七、教師差假依本中心請假及代

(調、補)課相關規定辦理。

如有不適任之行為，經查證

屬實者，本中心得經教師考

核委員會同意後予以解聘，

並扣償未工作期間之鐘點費

及公提儲金。 

七、教師差假依本中心請假及代 

    (調、補)課相關規定辦理。 

    如有不適任之行為，經查證 

    屬實者，本中心得經教師評 

    審委員會同意後予以解聘， 

    並扣償未工作期間之鐘點費 

    及公提儲金。 

修正委員會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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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語教學中心教師聘用及考核 
作業要點 

 
                            

六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第一二九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百零四年十月七日第三四九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百零六年四月十二日第一零五學年度第七次行政主管會報修正通過 

                               一百零六年九月六日第一零六學年度第一次行政主管會報修正通過 

一、依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語教學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設置辦法第十二條，特訂本要點。 

二、本中心所聘教師之聘期依任課類型而定。 

三、本中心教師考核委員會置委員五至七人，由本中心主任、副主任及相關專家代表三至五

人組成；相關專家代表人選由中心主任提名，經報請校長同意後聘任。 

四、本中心教師考核委員會之職責包括: 

(一)中心教師之初聘、續聘、聘期、晉級、不續聘、停聘、解聘、評鑑、資遣原因之認

定、延長服務等。 

(二)中心主任交議之事項。 

五、本中心新進教師均須經過甄試(甄試內容依任課類型另訂)，合格者經本中心教師考核委

員會同意，並簽請校長核准後發聘。惟對於學術造詣特優或具有特殊語文教學經驗之學

者，得經本中心教師考核委員會同意免甄試後，簽報校長核准。 

六、教師依本中心實際排課時數授課，並依本中心教師鐘點費支給標準表按月核發薪資。 

七、教師差假依本中心請假及代(調、補)課相關規定辦理。如有不適任之行為，經查證屬實

者，本中心得經教師考核委員會同意後予以解聘，並扣償未工作期間之鐘點費及公提儲

金。 

八、本要點經本校行政主管會報通過，呈請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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