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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大學總收發文檔號暨保存年限一覽表                                                

校長類-秘書業務-法規 01-01-01 年限：永久 

校長類-秘書業務-性別平等教育業務 01-01-02 年限：永久 

校長類-秘書業務-行政業務 01-01-03 年限：20年 

校長類-秘書業務-行政業務 01-01-04 年限：10年 

校長類-秘書業務-性別平等教育業務 01-01-05 年限：20年 

校長類-秘書業務-性別平等教育業務 01-01-06 年限：10年 

校長類-秘書業務-性別平等教育業務 01-01-07 年限：5年 

校長類-秘書業務-性別平等教育其他業務 01-01-08 年限：3年 

校長類-秘書業務-行政業務 01-01-99 年限：5年 

校長類-秘書業務-其他業務 01-01-00 年限：3年 

校長類-副校長業務-法規 01-02-01 年限：永久 

校長類-副校長業務-行政業務 01-02-02 年限：20年 

校長類-副校長業務-行政業務 01-02-03 年限：10年 

校長類-副校長業務-行政業務 01-02-99 年限：5年 

校長類-副校長業務-其他業務 01-02-00 年限：3年 

教務類-教務總類業務-法規 02-01-01 年限：永久 

教務類-教務總類業務-行政業務 02-01-02 年限：20年 

教務類-教務總類業務-行政業務 02-01-03 年限：10年 

教務類-教務總類業務-行政業務 02-01-99 年限：5年 

教務類-教務總類業務-其他業務 02-01-00 年限：3年 

教務類-註冊課務業務-法規 02-02-01 年限：永久 

教務類-註冊課務業務-行政業務 02-02-02 年限：20年 

教務類-註冊課務業務-行政業務 02-02-03 年限：10年 

教務類-註冊課務業務-行政業務 02-02-99 年限：5年 

教務類-註冊課務業務-其他業務 02-02-00 年限：3年 

教務類-試務與招生專業化業務-法規 02-04-01 年限：永久 

教務類-試務與招生專業化業務-行政業務 02-04-02 年限：20年 

教務類-試務與招生專業化業務-行政業務 02-04-03 年限：10年 

教務類-試務與招生專業化業務-行政業務 02-04-99 年限：5年 

教務類-試務與招生專業化業務-其他業務 02-04-00 年限：3年 

教務類-教學發展業務-法規 02-05-01 年限：永久 

教務類-教學發展業務-行政業務 02-05-02 年限：20年 

教務類-教學發展業務-行政業務 02-05-03 年限：10年 

教務類-教學發展業務-行政業務 02-05-99 年限：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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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類-教學發展業務-其他業務 02-05-00 年限：3年 

學務類-學務總類業務-法規 03-01-01 年限：永久 

學務類-學務總類業務-行政業務 03-01-02 年限：20年 

學務類-學務總類業務-行政業務 03-01-03 年限：10年 

學務類-學務總類業務-行政業務 03-01-99 年限：5年 

學務類-學務總類業務-其他業務 03-01-00 年限：3年 

學務類-衛生保健業務-法規 03-02-01 年限：永久 

學務類-衛生保健業務-行政業務 03-02-02 年限：20年 

學務類-衛生保健業務-行政業務 03-02-03 年限：10年 

學務類-衛生保健業務-行政業務 03-02-99 年限：5年 

學務類-衛生保健業務-其他業務 03-02-00 年限：3年 

學務類-諮商中心業務-法規 03-03-01 年限：永久 

學務類-諮商中心業務-行政業務 03-03-02 年限：20年 

學務類-諮商中心業務-行政業務 03-03-03 年限：10年 

學務類-諮商中心業務-行政業務 03-03-99 年限：5年 

學務類-諮商中心業務-其他業務 03-03-00 年限：3年 

學務類-課外活動指導業務-法規 03-05-01 年限：永久 

學務類-課外活動指導業務-行政業務 03-05-02 年限：20年 

學務類-課外活動指導業務-行政業務 03-05-03 年限：10年 

學務類-課外活動指導業務-行政業務 03-05-99 年限：5年 

學務類-課外活動指導業務-其他業務 03-05-00 年限：3年 

學務類-生活輔導業務-法規 03-07-01 年限：永久 

學務類-生活輔導業務-助貸及減免業務 03-07-02 年限：10年 

學務類-生活輔導業務-兵役業務 03-07-03 年限：10年 

學務類-生活輔導業務-獎助學金業務 03-07-05 年限：10年 

學務類-生活輔導業務-行政業務 03-07-06 年限:20年 

學務類-生活輔導業務-行政業務 03-07-99 年限：5年 

學務類-生活輔導業務-其他業務 03-07-00 年限：3年 

學務類-就業輔導與校友服務業務-法規 03-08-01 年限：永久 

學務類-就業輔導與校友服務業務-行政業務 03-08-02 年限：20年 

學務類-就業輔導與校友服務業務-行政業務 03-08-03 年限：10年 

學務類-就業輔導與校友服務業務-行政業務 03-08-99 年限：5年 

學務類-就業輔導與校友服務業務-其他業務 03-08-00 年限：3年 

學務類-軍訓業務-法規 03-11-01 年限：永久 

學務類-軍訓業務-行政業務 03-11-02 年限：20年 

學務類-軍訓業務-行政業務 03-11-03 年限：10年 

學務類-軍訓業務-行政業務 03-11-99 年限：5年 

學務類-軍訓業務-其他業務 03-11-00 年限：3年 

總務類-總務總類業務-法規 04-01-01 年限：永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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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類-總務總類業務-行政業務 04-01-02 年限：20年 

總務類-總務總類業務-行政業務 04-01-03 年限：10年 

總務類-總務總類業務-行政業務 04-01-99 年限：5年 

總務類-總務總類業務-其他業務 04-01-00 年限：3年 

總務類-採購與文書業務-法規 04-05-01 年限：永久 

總務類-採購與文書業務-行政業務 04-05-02 年限：20年 

總務類-採購與文書業務-行政業務 04-05-03 年限：10年 

總務類-採購與文書業務-行政業務 04-05-99 年限：5年 

總務類-採購與文書業務-其他業務 04-05-00 年限：3年 

總務類-事務與出納業務-法規 04-06-01 年限：永久 

總務類-事務與出納業務-行政業務 04-06-02 年限：20年 

總務類-事務與出納業務-行政業務 04-06-03 年限：10年 

總務類-事務與出納業務-行政業務 04-06-99 年限：5年 

總務類-事務與出納業務-其他業務 04-06-00 年限：3年 

總務類-聯合服務業務-法規 04-08-01 年限：永久 

總務類-聯合服務業務-行政業務 04-08-02 年限：20年 

總務類-聯合服務業務-行政業務 04-08-03 年限：10年 

總務類-聯合服務業務-行政業務 04-08-99 年限：5年 

總務類-聯合服務業務-其他業務 04-08-00 年限：3年 

總務類-環安業務-法規 04-09-01 年限：永久 

總務類-環安業務-行政業務 04-09-02 年限：20年 

總務類-環安業務-行政業務 04-09-03 年限：10年 

總務類-環安業務-行政業務 04-09-99 年限：5年 

總務類-環安業務-其他業務 04-09-00 年限：3年 

會計類-綜合業務-法規 05-01-01 年限：永久 

會計類-綜合業務-行政業務 05-01-02 年限：20年 

會計類-綜合業務-行政業務 05-01-03 年限：10年 

會計類-綜合業務-行政業務 05-01-99 年限：5年 

會計類-綜合業務-其他業務 05-01-00 年限：3年 

人事類-綜合業務-法規 (含資格審查)  06-01-01 年限：永久 

人事類-綜合業務-行政業務 06-01-02 年限：20年 

人事類-綜合業務-行政業務 (含保險)  06-01-03 年限:10年 

人事類-綜合業務-行政業務 06-01-99 年限：5年 

人事類-綜合業務-其他業務 06-01-00 年限：3年 

研發類-綜合業務-法規 07-01-01 年限：永久 

研發類-綜合業務-行政業務 07-01-02 年限：20年 

研發類-綜合業務-行政業務 07-01-03 年限：10年 

研發類-綜合業務-行政業務 07-01-99 年限：5年 

研發類-綜合業務-其他業務 07-01-00 年限：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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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類-計畫管理業務-法規 07-02-01 年限：永久 

研發類-計畫管理業務-行政業務 07-02-02 年限：20年 

研發類-計畫管理業務-行政業務 07-02-03 年限：10年 

研發類-計畫管理業務-行政業務 07-02-99 年限：5年 

研發類-計畫管理業務-其他業務 07-02-00 年限：3年 

研發類-產學中心業務-法規 07-03-01 年限：永久 

研發類-產學中心業務-行政業務 07-03-02 年限：20年 

研發類-產學中心業務-行政業務 07-03-03 年限：10年 

研發類-產學中心業務-行政業務 07-03-99 年限：5年 

研發類-產學中心業務-其他業務 07-03-00 年限：3年 

研發類-創新與創意業務-法規 07-05-01 年限：永久 

研發類-創新與創意業務-行政業務 07-05-02 年限：20年 

研發類-創新與創意業務-行政業務 07-05-03 年限：10年 

研發類-創新與創意業務-行政業務 07-05-99 年限：5年 

研發類-創新與創意業務-其他業務 07-05-00 年限：3年 

研發類-創新育成業務-法規 07-07-01 年限：永久 

研發類-創新育成業務-行政業務 07-07-02 年限：20年 

研發類-創新育成業務-行政業務 07-07-03 年限：10年 

研發類-創新育成業務-行政業務 07-07-99 年限：5年 

研發類-創新育成業務-其他業務 07-07-00 年限：3年 

研發類-創新創業業務-法規 07-08-01 年限：永久 

研發類-創新創業業務-行政業務 07-08-02 年限：20年 

研發類-創新創業業務-行政業務 07-08-03 年限：10年 

研發類-創新創業業務-行政業務 07-08-99 年限：5年 

研發類-創新創業業務-其他業務 07-08-00 年限：3年 

研發類-校務研究業務-行政業務 07-09-01 年限：永久 

研發類-校務研究業務-行政業務 07-09-02 年限：20年 

研發類-校務研究業務-行政業務 07-09-03 年限：10年 

研發類-校務研究業務-行政業務 07-09-99 年限：5年 

研發類-校務研究業務-其他業務 07-09-00 年限：3年 

圖書與資訊類-綜合業務-法規 10-01-01 年限：永久 

圖書與資訊類-綜合業務-行政業務 10-01-02 年限：20年 

圖書與資訊類-綜合業務-行政業務 10-01-03 年限：10年 

圖書與資訊類-綜合業務-行政業務 10-01-99 年限：5年 

圖書與資訊類-綜合業務-其他業務 10-01-00 年限：3年 

招生類-綜合業務-法規 16-01-01 年限：永久 

招生類-綜合業務-行政業務 16-01-02 年限：20年 

招生類-綜合業務-行政業務 16-01-03 年限：10年 

招生類-綜合業務-行政業務 16-01-99 年限：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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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類-綜合業務-其他業務 16-01-00 年限：3年 

國際暨兩岸事務類-綜合業務-法規 24-01-01 年限：永久 

國際暨兩岸事務類-綜合業務-行政業務 24-01-02 年限：20年 

國際暨兩岸事務類-綜合業務-行政業務 24-01-03 年限：10年 

國際暨兩岸事務類-綜合業務-行政業務 24-01-99 年限：5年 

國際暨兩岸事務類-綜合業務-其他業務 24-01-00 年限：3年 

管理學院類-管理學院業務-法規 30-00-01 年限：永久 

管理學院類-管理學院業務-行政業務 30-00-02 年限：20年 

管理學院類-管理學院業務-行政業務 30-00-03 年限：10年 

管理學院類-管理學院業務-行政業務 30-00-99 年限：5年 

管理學院類-管理學院業務-其他業務 30-00-00 年限：3年 

管理學院類-工業管理學系業務-法規 30-01-01 年限：永久 

管理學院類-工業管理學系業務-行政業務 30-01-02 年限：20年 

管理學院類-工業管理學系業務-行政業務 30-01-03 年限：10年 

管理學院類-工業管理學系業務-行政業務 30-01-99 年限：5年 

管理學院類-工業管理學系業務-其他業務 30-01-00 年限：3年 

管理學院類-企業管理學系業務-法規 30-02-01 年限：永久 

管理學院類-企業管理學系業務-行政業務 30-02-02 年限：20年 

管理學院類-企業管理學系業務-行政業務 30-02-03 年限：10年 

管理學院類-企業管理學系業務-行政業務 30-02-99 年限：5年 

管理學院類-企業管理學系業務-其他業務 30-02-00 年限：3年 

管理學院類-財務管理學系業務-法規 30-03-01 年限：永久 

管理學院類-財務管理學系業務-行政業務 30-03-02 年限：20年 

管理學院類-財務管理學系業務-行政業務 30-03-03 年限：10年 

管理學院類-財務管理學系業務-行政業務 30-03-99 年限：5年 

管理學院類-財務管理學系業務-其他業務 30-03-00 年限：3年 

管理學院類-國際企業學系業務-法規 30-05-01 年限：永久 

管理學院類-國際企業學系業務-行政業務 30-05-02 年限：20年 

管理學院類-國際企業學系業務-行政業務 30-05-03 年限：10年 

管理學院類-國際企業學系業務-行政業務 30-05-99 年限：5年 

管理學院類-國際企業學系業務-其他業務 30-05-00 年限：3年 

管理學院類-管理學院進修學士班業務-法規 30-09-01 年限：永久 

管理學院類-管理學院進修學士班業務-行政業務 30-09-02 年限：20年 

管理學院類-管理學院進修學士班業務-行政業務 30-09-03 年限：10年 

管理學院類-管理學院進修學士班業務-行政業務 30-09-99 年限：5年 

管理學院類-管理學院進修學士班業務-其他業務 30-09-00 年限：3年 

管理學院類-學士學位學程業務-法規 30-11-01 年限：永久 

管理學院類-學士學位學程業務-行政業務 30-11-02 年限：20年 

管理學院類-學士學位學程業務-行政業務 30-11-03 年限：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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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學院類-學士學位學程業務-行政業務 30-11-99 年限：5年 

管理學院類-學士學位學程業務-其他業務 30-11-00 年限：3年 

管理學院類-博士學位學程業務-法規 30-12-01 年限：永久 

管理學院類-博士學位學程業務-行政業務 30-12-02 年限：20年 

管理學院類-博士學位學程業務-行政業務 30-12-03 年限：10年 

管理學院類-博士學位學程業務-行政業務 30-12-99 年限：5年 

管理學院類-博士學位學程業務-其他業務 30-12-00 年限：3年 

管理學院類-碩士學位學程業務-法規 30-13-01 年限：永久 

管理學院類-碩士學位學程業務-行政業務 30-13-02 年限：20年 

管理學院類-碩士學位學程業務-行政業務 30-13-03 年限：10年 

管理學院類-碩士學位學程業務-行政業務 30-13-99 年限：5年 

管理學院類-碩士學位學程業務-其他業務 30-13-00 年限：3年 

管理學院類-資訊管理學系業務-法規 30-14-01 年限：永久 

管理學院類-資訊管理學系業務-行政業務 30-14-02 年限：20年 

管理學院類-資訊管理學系業務-行政業務 30-14-03 年限：10年 

管理學院類-資訊管理學系業務-行政業務 30-14-99 年限：5年 

管理學院類-資訊管理學系業務-其他業務 30-14-00 年限：3年 

建築與設計學院類-建築與設計學院業務-法規 32-00-01年限：永久 

建築與設計學院類-建築與設計學院業務-行政業務 32-00-02 年限：20年 

建築與設計學院類-建築與設計學院業務-行政業務 32-00-03 年限：10年 

建築與設計學院類-建築與設計學院業務-行政業務 32-00-99 年限：5年 

建築與設計學院類-建築與設計學院業務-其他業務 32-00-00 年限：3年 

建築與設計學院類-建築與都市計畫學系業務-法規 32-01-01 年限：永久 

建築與設計學院類-建築與都市計畫學系業務-行政業務 32-01-02 年限：20年 

建築與設計學院類-建築與都市計畫學系業務-行政業務 32-01-03 年限：10年 

建築與設計學院類-建築與都市計畫學系業務-行政業務 32-01-99 年限：5年 

建築與設計學院類-建築與都市計畫學系業務-其他業務 32-01-00 年限：3年 

建築與設計學院類-景觀建築學系業務-法規 32-02-01 年限：永久 

建築與設計學院類-景觀建築學系業務-行政業務 32-02-02 年限：20年 

建築與設計學院類-景觀建築學系業務-行政業務 32-02-03 年限：10年 

建築與設計學院類-景觀建築學系業務-行政業務 32-02-99 年限：5年 

建築與設計學院類-景觀建築學系業務-其他業務 32-02-00 年限：3年 

建築與設計學院類-營建管理學系業務-法規 32-03-01 年限：永久 

建築與設計學院類-營建管理學系業務-行政業務 32-03-02 年限：20年 

建築與設計學院類-營建管理學系業務-行政業務 32-03-03 年限：10年 

建築與設計學院類-營建管理學系業務-行政業務 32-03-99 年限：5年 

建築與設計學院類-營建管理學系業務-其他業務 32-03-00 年限：3年 

建築與設計學院類-土木工程學系業務-法規 32-04-01 年限：永久 

建築與設計學院類-土木工程學系業務-行政業務 32-04-02 年限：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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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與設計學院類-土木工程學系業務-行政業務 32-04-03 年限：10年 

建築與設計學院類-土木工程學系業務-行政業務 32-04-99 年限：5年 

建築與設計學院類-土木工程學系業務-其他業務 32-04-00 年限：3年 

建築與設計學院類-學士學位學程業務-法規 32-05-01 年限：永久 

建築與設計學院類-學士學位學程業務-行政業務 32-05-02 年限：20年 

建築與設計學院類-學士學位學程業務-行政業務 32-05-03 年限：10年 

建築與設計學院類-學士學位學程業務-行政業務 32-05-99 年限：5年 

建築與設計學院類-學士學位學程業務-其他業務 32-05-00 年限：3年 

建築與設計學院類-工業產品設計學系業務-法規 32-06-01 年限：永久 

建築與設計學院類-工業產品設計學系業務-行政業務 32-06-02 年限：20年 

建築與設計學院類-工業產品設計學系業務-行政業務 32-06-03 年限：10年 

建築與設計學院類-工業產品設計學系業務-行政業務 32-06-99 年限：5年 

建築與設計學院類-工業產品設計學系業務-行政業務 32-06-00 年限：3年 

建築與設計學院類-建築與設計學院進修學士班業務-法規 32-07-01 年限：永久 

建築與設計學院類-建築與設計學院進修學士班業務-行政業務 32-07-02 年限：20年 

建築與設計學院類-建築與設計學院進修學士班業務-行政業務 32-07-03 年限：10年 

建築與設計學院類-建築與設計學院進修學士班業務-行政業務 32-07-99 年限：5年 

建築與設計學院類-建築與設計學院進修學士班業務-其他業務 32-07-00 年限：3年 

人文社會學院類-人文社會學院業務-法規 33-00-01 年限：永久 

人文社會學院類-人文社會學院業務-行政業務 33-00-02 年限：20年 

人文社會學院類-人文社會學院業務-行政業務 33-00-03 年限：10年 

人文社會學院類-人文社會學院業務-行政業務 33-00-99 年限：5年 

人文社會學院類-人文社會學院業務-其他業務 33-00-00 年限：3年 

人文社會學院類-外國語文學系業務-法規 33-01-01 年限：永久 

人文社會學院類-外國語文學系業務-行政業務 33-01-02 年限：20年 

人文社會學院類-外國語文學系業務-行政業務 33-01-03 年限：10年 

人文社會學院類-外國語文學系業務-行政業務 33-01-99 年限：5年 

人文社會學院類-外國語文學系業務-其他業務 33-01-00 年限：3年 

人文社會學院類-行政管理學系業務-法規 33-02-01 年限：永久 

人文社會學院類-行政管理學系業務-行政業務 33-02-02 年限：20年 

人文社會學院類-行政管理學系業務-行政業務 33-02-03 年限：10年 

人文社會學院類-行政管理學系業務-行政業務 33-02-99 年限：5年 

人文社會學院類-行政管理學系業務-其他業務 33-02-00 年限：3年 

人文社會學院類-語言中心業務-法規 33-05-01 年限：永久 

人文社會學院類-語言中心業務-行政業務 33-05-02 年限：20年 

人文社會學院類-語言中心業務-行政業務 33-05-03 年限：10年 

人文社會學院類-語言中心業務-行政業務 33-05-99 年限：5年 

人文社會學院類-語言中心業務-其他業務 33-05-00 年限：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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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社會學院類-應用日語學系業務-法規 33-06-01 年限：永久 

人文社會學院類-應用日語學系業務-行政業務 33-06-02 年限：20年 

人文社會學院類-應用日語學系業務-行政業務 33-06-03 年限：10年 

人文社會學院類-應用日語學系業務-行政業務 33-06-99 年限：5年 

人文社會學院類-應用日語學系業務-其他業務 33-06-00 年限：3年 

人文社會學院類-藝文中心業務-法規 33-07-01 年限：永久 

人文社會學院類-藝文中心業務-行政業務 33-07-02 年限：20年 

人文社會學院類-藝文中心業務-行政業務 33-07-03 年限：10年 

人文社會學院類-藝文中心業務-行政業務 33-07-99 年限：5年 

人文社會學院類-藝文中心業務-其他業務 33-07-00 年限：3年 

人文社會學院類-學士學位學程業務-法規 33-08-01 年限：永久 

人文社會學院類-學士學位學程業務-行政業務 33-08-02 年限：20年 

人文社會學院類-學士學位學程業務-行政業務 33-08-03 年限：10年 

人文社會學院類-學士學位學程業務-行政業務 33-08-99 年限：5年 

人文社會學院類-學士學位學程業務-其他業務 33-08-00 年限：3年 

人文社會學院類-人文社會學院進修學士班業務-法規 33-09-01 年限：永久 

人文社會學院類-人文社會學院進修學士班業務-行政業務 33-09-02 年限：20年 

人文社會學院類-人文社會學院進修學士班業務-行政業務 33-09-03 年限：10年 

人文社會學院類-人文社會學院進修學士班業務-行政業務 33-09-99 年限：5年 

人文社會學院類-人文社會學院進修學士班業務-其他業務 33-09-00 年限：3年 

觀光學院類-觀光學院業務-法規 35-00-01 年限：永久 

觀光學院類-觀光學院業務-行政業務 35-00-02 年限：20年 

觀光學院類-觀光學院業務-行政業務 35-00-03 年限：10年 

觀光學院類-觀光學院業務-行政業務 35-00-99 年限：5年 

觀光學院類-觀光學院業務-其他業務 35-00-00 年限：3年 

觀光學院類-餐旅管理學系業務-法規 35-01-01 年限：永久 

觀光學院類-餐旅管理學系業務-行政業務 35-01-02 年限：20年 

觀光學院類-餐旅管理學系業務-行政業務 35-01-03 年限：10年 

觀光學院類-餐旅管理學系業務-行政業務 35-01-99 年限：5年 

觀光學院類-餐旅管理學系業務-其他業務 35-01-00 年限：3年 

觀光學院類-旅遊與休閒學系業務-法規 35-02-01 年限：永久 

觀光學院類-旅遊與休閒學系業務-行政業務 35-02-02 年限：20年 

觀光學院類-旅遊與休閒學系業務-行政業務 35-02-03 年限：10年 

觀光學院類-旅遊與休閒學系業務-行政業務 35-02-99 年限：5年 

觀光學院類-旅遊與休閒學系業務-其他業務 35-02-00 年限：3年 

觀光學院類-學士學位學程業務-法規 35-03-01 年限：永久 

觀光學院類-學士學位學程業務-行政業務 35-03-02 年限：20年 

觀光學院類-學士學位學程業務-行政業務 35-03-03 年限：10年 

觀光學院類-學士學位學程業務-行政業務 35-03-99 年限：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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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學院類-學士學位學程業務-其他業務 35-03-00 年限：3年 

觀光學院類-觀光與會展活動學系業務-法規 35-04-01 年限：永久 

觀光學院類-觀光與會展活動學系業務-行政業務 35-04-02 年限：20年 

觀光學院類-觀光與會展活動學系業務-行政業務 35-04-03 年限：10年 

觀光學院類-觀光與會展活動學系業務-行政業務 35-04-99 年限：5年 

觀光學院類-觀光與會展活動學系業務-其他業務 35-04-00 年限：3年 

觀光學院類-碩士班業務-法規 35-05-01 年限：永久 

觀光學院類-碩士班業務-行政業務 35-05-02 年限：20年 

觀光學院類-碩士班業務-行政業務 35-05-03 年限：10年 

觀光學院類-碩士班業務-行政業務 35-05-99 年限：5年 

觀光學院類-碩士班業務-其他業務 35-05-00 年限：3年 

通識教育類-通識教育中心業務-法規 36-00-01 年限：永久 

通識教育類-通識教育中心業務-行政業務 36-00-02 年限：20年 

通識教育類-通識教育中心業務-行政業務 36-00-03 年限：10年 

通識教育類-通識教育中心業務-行政業務 36-00-99 年限：5年 

通識教育類-通識教育中心業務-其他業務 36-00-00 年限：3年 

通識教育類-博雅教學業務-法規 36-01-01 年限：永久 

通識教育類-博雅教學業務-行政業務 36-01-02 年限：20年 

通識教育類-博雅教學業務-行政業務 36-01-03 年限：10年 

通識教育類-博雅教學業務-行政業務 36-01-99 年限：5年 

通識教育類-博雅教學業務-其他業務 36-01-00 年限：3年 

通識教育類-體育業務-法規 36-02-01 年限：永久 

通識教育類-體育業務-行政業務 36-02-02 年限：20年 

通識教育類-體育業務-行政業務 36-02-03 年限：10年 

通識教育類-體育業務-行政業務 36-02-99 年限：5年 

通識教育類-體育業務-其他業務 36-02-00 年限：3年 

資訊電機學院類-資訊電機學院業務-法規 37-00-01 年限：永久 

資訊電機學院類-資訊電機學院類業務-行政業務 37-00-02 年限：20年 

資訊電機學院類-資訊電機學院類業務-行政業務 37-00-03 年限：10年 

資訊電機學院類-資訊電機學院類業務-行政業務 37-00-99 年限：5年 

資訊電機學院類-資訊電機學院類業務-其他業務 37-00-00 年限：3年 

資訊電機學院類-電機工程學系業務-法規 37-01-01 年限：永久 

資訊電機學院類-電機工程學系業務-行政業務 37-01-02 年限：20年 

資訊電機學院類-電機工程學系業務-行政業務 37-01-03 年限：10年 

資訊電機學院類-電機工程學系業務-行政業務 37-01-99 年限：5年 

資訊電機學院類-電機工程學系業務-其他業務 37-01-00 年限：3年 

資訊電機學院類-機械工程學系業務-法規 37-02-01年限：永久 

資訊電機學院類-機械工程學系業務-行政業務 37-02-02 年限：20年 

資訊電機學院類-機械工程學系業務-行政業務 37-02-03 年限：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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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電機學院類-機械工程學系業務-行政業務 37-02-99 年限：5年 

資訊電機學院類-機械工程學系業務-其他業務 37-02-00 年限：3年 

資訊電機學院類-電子工程學系業務-法規 37-03-01 年限：永久 

資訊電機學院類-電子工程學系業務-行政業務 37-03-02 年限：20年 

資訊電機學院類-電子工程學系業務-行政業務 37-03-03 年限：10年 

資訊電機學院類-電子工程學系業務-行政業務 37-03-99 年限：5年 

資訊電機學院類-電子工程學系業務-其他業務 37-03-00 年限：3年 

資訊電機學院類-博士學位學程業務-法規 37-04-01 年限：永久 

資訊電機學院類-博士學位學程業務-行政業務 37-04-02 年限：20年 

資訊電機學院類-博士學位學程業務-行政業務 37-04-03 年限：10年 

資訊電機學院類-博士學位學程業務-行政業務 37-04-99 年限：5年 

資訊電機學院類-博士學位學程業務-其他業務 37-04-00 年限：3年 

資訊電機學院類-學士學位學程業務-法規 37-05-01 年限：永久 

資訊電機學院類-學士學位學程業務-行政業務 37-05-02 年限：20年 

資訊電機學院類-學士學位學程業務-行政業務 37-05-03 年限：10年 

資訊電機學院類-學士學位學程業務-行政業務 37-05-99 年限：5年 

資訊電機學院類-學士學位學程業務-其他業務 37-05-00 年限：3年 

資訊電機學院類-光電與材料工程學系業務-法規 37-06-01 年限：永久 

資訊電機學院類-光電與材料工程學系業務-行政業務 37-06-02 年限：20年 

資訊電機學院類-光電與材料工程學系業務-行政業務 37-06-03 年限：10年 

資訊電機學院類-光電與材料工程學系業務-行政業務 37-06-99 年限：5年 

資訊電機學院類-光電與材料工程學系業務-其他業務 37-06-00 年限：3年 

資訊電機學院類-資訊工程學系業務-法規 37-07-01 年限：永久 

資訊電機學院類-資訊工程學系業務-行政業務 37-07-02 年限：20年 

資訊電機學院類-資訊工程學系業務-行政業務 37-07-03 年限：10年 

資訊電機學院類-資訊工程學系業務-行政業務 37-07-99 年限：5年 

資訊電機學院類-資訊工程學系業務-其他業務 37-07-00 年限：3年 

資訊電機學院類-生物資訊學系業務-法規 37-08-01 年限：永久 

資訊電機學院類-生物資訊學系業務-行政業務 37-08-02 年限：20年 

資訊電機學院類-生物資訊學系業務-行政業務 37-08-03 年限：10年 

資訊電機學院類-生物資訊學系業務-行政業務 37-08-99 年限：5年 

資訊電機學院類-生物資訊學系業務-其他業務 37-08-00 年限：3年 

創新產業學院類-綜合業務-法規 38-01-01 年限：永久 

創新產業學院類-綜合業務-行政業務 38-01-02 年限：20年 

創新產業學院類-綜合業務-行政業務 38-01-03 年限：10年 

創新產業學院類-綜合業務-行政業務 38-01-99 年限：5年 

創新產業學院類-綜合業務-其他業務 38-01-00 年限：3年 

中華書院類-綜合業務-法規 39-01-01 年限：永久 

中華書院類-綜合業務-行政業務 39-01-02 年限：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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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書院類-綜合業務-行政業務 39-01-03 年限：10年 

中華書院類-綜合業務-行政業務 39-01-99 年限：5年 

中華書院類-綜合業務-其他業務 39-01-00 年限：3年 

                                                                 DA1-4-001-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