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吳大學 104 學年度第 16 次(105 年 4 月 11 日)行政會議紀錄
（105 年 4 月 20 日核定，經 104 學年度第 17 次行政會議確認）
時間︰105 年 4 月 11 日（星期一）下午 1 時 30 分
地點：外雙溪校區國際會議廳
主席︰趙維良副校長（兼巨資學院院長與華語教學中心主任）、
出席︰詹乾隆教務長、莊永丞學務長、王淑芳總務長、馬嘉應研發長、姚思遠學術交流長、
顧名儀社資長、人社院謝政諭院長、外語學院林茂松院長、理學院宋宏紅院長、
法學院洪家殷院長、商學院傅祖壇院長、秘書室謝文雀主任秘書、人事室林政鴻主任、
會計室洪碧珠主任、圖書館林聰敏館長、教資中心王志傑主任、體育室東方介德主任、
推廣部劉宗哲主任、校牧室黃寬裕主任
請假：潘維大校長、電算中心余啟民主任
列席︰中文系鍾正道主任、哲學系米建國主任、社會系石計生主任、社工系萬心蕊主任、
音樂系孫清吉主任、師培中心賴光真主任、人權學程陳俊宏主任、日文系蘇克保主任、
德文系廖揆祥主任、語言教學中心呂信主任、數學系葉麗娜主任、物理系巫俊賢主任、
化學系呂世伊主任、微生物系張怡塘主任、心理系徐儷瑜主任、經濟系陶宏麟主任、
會計系謝永明主任、企管系胡凱傑主任、資管系何煒華主任、商進班柯瓊鳳主任、
國際商管學程及 EMBA 詹乾隆主任、華語教學中心鄭匡宇副主任、陳雅蓉專門委員
記錄︰藺以雯秘書

壹、宣布開會
貳、頒獎
哲學系蔡政宏教授榮獲科技部 104 年度「傑出研究獎」。
貳、確定議程
參、主席致詞
肆、確認上次會議紀錄：確認通過
伍、報告事項
一、上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准予備查
二、有關本學年度行政會議決議（定）管制事項
說明：
（一）本行政會議 104 學年度第 16 次會議決議（定）管制事項，業經本室
箋請承辦單位填復辦理情形，並經彙整完峻（如附件）。
（二）本次檢查 3 項，執行情形詳如附件。
決定：2 項尚未完成，繼續管制。
三、各行政及學術單位業務報告(各單位工作報告請參閱秘書室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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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長：
1. 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感謝各學系、總務處、教學資源中心、校安中心、電算中
心系統組等單位對教務處的協助。今年第一階段與第二階段的申請入學人數均較
去年增加；缺考人數亦減少。
2. 碩博士班招生分別已於 3 月 16 日、4 月 7 日放榜，要請各學系積極聯繫錄取學
生。
3. 陸生碩博士報名：今年報名人數相較去年減少了 4 位，共計碩士班 103 人、博士
班 14 人報名，陸聯會於 4 月 14 日截止報名，5 月 13 日上傳成績結果，5 月 17
日公告分發。
學務長：
請各位師長支持「起飛計畫」，簡介如下：
1. 弱勢生專題講座
(1)申請主題：
講座主題須與學生學術研究、課業學習、職涯發展、生活輔導等相關。
(2)補助條件：
參與講座弱勢學生人數至少 5 名生以上，或含該單位(院/系)弱勢生總人數達
10%以上(參與弱勢生人數以活動簽到名單為準)。
(3)補助內容：
(a)講師講座鐘點費：校內人員 800 元、校外人員 1,600 元。
(b)海報、講義或其它印刷費：依參與弱勢生人數比例給予補助。
(c)講座所需之文具費：依參與弱勢生人數比例給予補助。
(d)餐費：補助講師、協助活動之師長、秘書、助教、參與弱勢學生。
2. 弱勢生讀書會
(1)指導老師：
須為本校專兼任教師(含助教)。
(2)補助條件：
讀書會成員須含至少 1 名之弱勢學生。
(3)補助內容：
(a)指導老師鐘點費： 800 元。
(b)講義或其它印刷費：依參與弱勢生人數比例給予補助。
(c)讀書會所需之文具費：依參與弱勢生人數比例給予補助。
3. 弱勢生學業輔導
(1)課程主旨：
系所或師長可針對學業成績落後之弱勢生，開設學生學業輔導加強班。
(2)輔導形式：
一對一個別輔導；或以小班制教學之形式。
(3)補助條件：
須有至少 1 名以上之弱勢生。
(4)補助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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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輔導師長鐘點費：800 元。
(b)講義印製費用：補助輔導師長及參與弱勢學生。
(c)其它費用：輔導活動所需之紙張、郵資、文具、資料夾等(限補助授課師
長及弱勢學生)
如有疑問可洽德育中心廖威茗助理，分機 7109。
 副校長：師長們從事許多輔導工作，但可能不清楚教育部有這筆經費補助，請大
家協助轉達系上師長，踴躍申請。
國際與兩岸學術交流事務長：
本校與澳洲西雪梨大學將於 4 月 21 日(日)共同舉辦「兩岸及澳洲高等教育論壇」，
目的在了解澳洲、台灣、大陸三地高等教育的國際化趨勢,也希望透過建立持續性論
壇，建立起三方交流的可能性。
本次論壇出席的貴賓包括澳洲辦事處代表、我國外交部亞太司司長及國際與兩岸教
育司司長會參與本次論壇；蘇州大學校長、廈門大學與中國政法大學也都派員參加；
澳洲西雪梨大學、澳洲天主教大學院長；香港浸會大學副校長亦將親自出席，希望
大家能踴躍參與。
法學院院長：
上週我們到澳洲臥龍崗大學參訪，探望了我們的交換學生；同時也拜訪了西雪梨大
學，非常期待日後有更多的互動。
人事室主任：
1. 4 月 12 日(二)下午舉辦一場教育訓練，校友總會唐松章董事一直希望能在校內
推動人格品德教育，除了推動學生品格教育外，也希望藉由本次活動讓教職員
對品格教育有更多的了解，所以特別贊助、開設人格教育課程。第一場課程是
特別為城中校區教務處、學務處與總務處同仁所開設，除了必要留守人員外，
希望能踴躍參加。目前報名情況：教務處外雙溪校區 30 位同仁，報名人數 9
人，報名比例 30%；學務處 49 位同仁，報名人數 19 人，報名比例 39%；總務處
34 位同仁，報名人數 13 人，報名比例 38%。麻煩三位單位主管協助鼓勵同仁參
與。
2. 工讀生、助理薪資準時發放：日前發生一例個案，人社院政治系某專題研究計
畫工讀生 2 月 793 元保費未核銷，同學至今可能沒有領到工資。請單位主管協
助宣導如期核銷，保障同學權益。
 副校長：請單位主管鼓勵同仁踴躍參加人格教育課程。也請謝院長提醒陳主任留
意該計畫的情況。
圖書館館長：
圖書館每月彙整各院系圖書經費使用統計，截至 3 月底，人社院、外語學院、法學
院、商學院的部分學系均有經費剩餘，須在 4 月 30 日前完成購書，5 月 1 日起系所
經費如有結餘款，則由圖書館統籌運用。
電算中心主任：(余啟民主任請假，由謝文雀主秘代為報告)
教育部將於四月下旬進行惡意郵件社交工程演練，已委請人事室提供教職員測試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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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電算中心近期發函通知本校各一、二級單位，請同仁在四月底前務必上網
（http://estudy.scu.edu.tw/）進行郵件社交工程演練教育訓練課程，嚴防誤開不
明郵件。
主任秘書：
1. 大同公司提供的企業參訪自 4 月 28 日(四)起開始，共計 6 個梯次，請院系師長
踴躍參加。
2. 大同公司於上週提供今年暑期工讀名額，已轉知生涯發展中心，請師長們轉知同
學踴躍申請。
副校長：
教育部社交工程演練，請單位主管秘書特別留意。
陸、提案討論
第一案案由：請討論「東吳大學隨堂教學助理申請補助辦法」修訂案。
提案人：教學資源中心王志傑主任
說明：
一、「隨堂教學助理申請補助辦法」自97年6月起實施，補助各學院專任教師，
協助課前準備、課堂協助、課後輔導，並配合課程需要，在授課教師指
導下，帶領同學進行實習、演算、實驗及討論。
二、修訂「隨堂教學助理申請補助辦法」第三條與第四條之條文說明如下：
(一)為統一隨堂教學助理申請窗口，擬於105學年第一學期起，凡一年內之
新進教師應聘後得向教學資源中心學生學習資源組提出申請。
(二)並釐清新進教師申請額度以一門為限，係指不列入學院分配之額度，
但若為全學年之課程僅給予一學期補助，下一學期則需同其他課程列
入一般審查程序。
決議：通過。
第二案案由：請討論本校與韓國誠信女子大學簽訂校級學術交流協議與學生交換協議
案。
提案人：國際處姚思遠學術交流長
說明：
一、本案業經本學期國際交流委員會第 3 次書面審查(105.04.01)通過。
二、為拓展本校與國際各校之學術交流合作，提請與該校簽訂校級學術交流協
議與學生交換協議，學校簡介及協議草案請詳附件 1~2。
決議：通過。
第三案案由：請討論「東吳大學計畫人員約用辦法」修訂案。
提案人：人事室林政鴻主任
說明：
一、茲因「科技部補助延攬客座科技人才作業要點」之規定，其所補助之受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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攬人明訂有特聘講座、客座教授、客座研究員、客座專家等，為符合補助
單位之延攬職稱，擬修訂「東吳大學計畫人員約用辦法」，新增得依校外
單位補助或委託執行計畫之規定，以計畫核定職稱進行約用，以增加執行
彈性。
二、本修訂案通過後，建請同意已聘任之計畫人員得依校外單位補助或委託執
行計畫之規定，陳請更改其約用職稱，以利相關計畫之結報。
三、檢附修訂條文對照表、
「東吳大學計畫人員約用辦法」及「科技部補助延攬
客座科技人才作業要點」，敬請討論
決議：通過。
第四案案由：請討論「東吳大學客座教授副教授聘任辦法」修訂案。
提案人：人事室林政鴻主任
說明：
一、茲因「科技部補助延攬客座科技人才作業要點」之規定，其所補助之受延
攬人明訂有客座教授、客座副教授等，為避免與校內所聘之客座教師產生
混淆，擬調整「東吳大學客座教授副教授聘任辦法」相關條文內容，以利
各教學單位遵循。
二、檢附修訂條文對照表及「東吳大學客座教授副教授聘任辦法」
，敬請討論。
決議：通過。
第五案案由：請討論「東吳大學教師評鑑辦法」修訂案。
提案人：人事室林政鴻主任
說明：
一、 本校自建立教師評鑑制度以來已將近十年，為維持並提升教師教學、研究、
輔導及服務之品質，並使教師評鑑制度更臻完善，研擬修訂「東吳大學教
師評鑑辦法」部分條文，本次修訂重點如下：
(一) 增訂新聘專任教師第一次教師評鑑年限，以提升新進教師教學、研究、
服務及輔導之品質。
(二) 調整教師評鑑作業方式。考量各學院之間學術領域之差異，不易由學
校訂定各學院共同適用之評鑑標準，故建請由各學院自訂教師評鑑之
基本門檻，藉由院訂標準要求教師基本績效，以加強教師各項之品質
與表現。
(三) 明訂院級教學、研究、服務及輔導標準應包含事項。
(四) 新增得免接受教師評鑑之資格。
二、 本修訂案通過後，建議自 106 學年度之教師評鑑始正式實施。
三、 檢附修訂條文對照表、
「東吳大學教師評鑑辦法」及「東吳大學教學評鑑作
業要點」，敬請討論。
決議：請下列單位提出評鑑標準之建議，交由人事室彙整後再議。
一、 教務處：教學
二、 研發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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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人事室：服務
四、 學務處：輔導
第六案案由：請討論「東吳大學教師評審辦法」修訂案。
提案人：人事室林政鴻主任
說明：
一、依據實際運作之需，研擬修訂「東吳大學教師評審辦法」部分條文，本次修
訂重點如下：
(一) 為使教學單位遇有專任教師屆滿 65 歲時，能有更充裕之作業時間以為
因應，擬提前於專任教師屆滿 65 歲之前一年，即由人事室通知學系處
理相關作業。另，考量提前完成屆齡教師之延長服務審議，亦有利於該
教師申請校外研究計畫時，可提供本校核定其延長服務資料以為佐證。
(二) 配合本校教師評鑑辦法之修訂，調整相關條文內容。
二、為避免影響已通過延長服務之教師（全校合計 4 名）
，建議本修訂案通過後，
已通過延長服務教師於次年繼續辦理延長服務之審議時程，得依原有規定作
業。
三、檢附修訂條文對照表及「東吳大學教師評審辦法」，敬請討論。
決議：通過。
第七案案由：請討論「東吳大學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處理要點」草案。
提案人：人事室林政鴻主任
說明：
一、為保障本校學生兼任助理學習及勞動權益，依據教育部頒布之「專科以上學
校強化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處理原則」，訂定「東吳大學學生
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處理要點」。
二、檢附「東吳大學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處理要點」草案、教育部
「專科以上學校強化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處理原則」及勞動部
「專科以上學校兼任助理勞動權益保障指導原則」，敬請討論。
決議：修正後通過。

柒、臨時動議（無）
捌、散會（下午 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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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一—上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
案由

決議
請討論「東吳大學教學單位增 通過
設產業專班辦法」修訂案。
請討論「東吳大學 105 學年度 通過，105 年 9 月 17 日(六)
行事曆草案」案。
調整停課一次。

執行情形

三

請討論「本校與荷蘭海牙應用 通過
科學大學修訂校級學生交換
協議附約」案。

依決議執行，由國際處辦理
後續簽約事
宜。

四

請討論「東吳大學職員聘任辦 請人事室彙整相關意見修 依決議執行。
法」修訂案。
正後再議。
校長指示：請人事室於本學
期內就行政單位建立個人
工作職掌 SOP 工作手冊，
以利人員輪調或業務交
接。(列入管制事項)
請討論「東吳大學教職員退休 修正後通過。
依決議執行，會議紀錄確認
撫卹離職資遣儲金增額提撥
後，將報請董事會及私校退
金辦法」草案。
撫儲金管理會審議通過後實
施。
建請討論 105 學年度下午 1： 一、下午 1：10 開始上課 依決議執行。
10 開始上課案延緩至 106 學
案及上述相關配套措
年度實施。
施延至 106 學年度開
始實施。
二、請教務處於兩校區各
舉辦至少 1 次公聽
會，讓學生充分了解學
校良善本意。(列入管
制事項)
三、有關 105 學年度調整
本校行政人員工作時
間案，延至 106 學年
度起實施。
請討論「東吳大學招待所短期 修正後通過。
依決議執行，會議紀錄確認
借住辦法」修訂案。
後，將簽請校長公布實施。

一
二

五

六

七
八

九

請討論「東吳大學與國內外學 通過
術機構建立合作關係實施辦
法」修訂案。
請討論「東吳大學學術研究優 通過
秀人才獎勵辦法」修訂案。

依決議執行，會議紀錄確認
後，將簽請校長公布實施。
依決議執行，會議紀錄確認
後公布。

依決議執行，會議紀錄確認
後，將簽請校長公布實施。
依決議執行，會議紀錄確認
後，將簽請校長公布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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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二—有關本學年度行政會議決議(定)管制事項

東吳大學 104 學年度第 16 次行政會議決議（定）事項管制案
執行情形彙整表
編號


一

決議(定)事項

承辦

預定完成

單位

日期

教務處

已完成

執行情形

擬辦

逾期未註冊相關作業 SOP，請參
閱紙本附件。

報告後

行政會議決議事項
請教務處等相關單位，就未如期辦理註
冊學生之通知建立相關 SOP 流程。
【104 學年度第 15 次行政會議】

二

請人事室於本學期內就行政單位建立

擬予銷
管

人事室

刻正研議中

個人工作職掌 SOP 工作手冊，以利人

擬予繼
續管制

員輪調或業務交接。
【104 學年度第 15 次行政會議】
三

請教務處於兩校區各舉辦至少 1 次公

教務處

6 月中旬

聽會，讓學生充分了解學校良善本意。
【104 學年度第 15 次行政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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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原擬於 105 學年度實施調整 擬予繼
下午 1：10 上課相關事宜，經
104 學年度第 15 次( 105 年 3 續管制
月 21 日) 行政會議決議延緩
至 106 學年度實施。
二、 教務處將彙集教師與學生相
關排課選課意見、學務處將與
社團活動學生積極溝通協
調，擬訂 106 學年度相關配套
措施後，於兩校區分別召開說
明會，溝通制度作業細則，並
安排至 6 學院說明課程編排
規則，深入瞭解學院系需求，
以周全變革舉措。
三、 教務處為執行中午不排課政
策及同一科目不得連排 3 小
時規定，將於 105 學年度課程
排定後，依現行學系開課總量
下，測試模擬 106 學年度排課
情形，相關測試結果將與學系
進一步溝通說明。

第一案附件一

東吳大學隨堂教學助理申請補助辦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97 年 6 月 3 日通過
97 年 11 月 13 日修正第三、九條
98 年 6 月 22 日修正第五、七條
98 年 12 月 4 日修正第七條
99 年 6 月 15 日修正第一至十三條
100 年 6 月 22 日修正第二至四、十、十一條
101 年 5 月 2 日第 11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1 年 8 月 14 日第 1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2 年 3 月 18 日第 16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3 年 10 月 13 日第 5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4 年 7 月 20 日第 23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4 年 11 月 9 日第 6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4 年 12 月 9 日第 8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5 年 oo 月 oo 日第 oo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 一 條
為教學資源中心辦理隨堂教學助
理補助計畫，特訂定本辦法。

無修訂。

第 二 條
申請條件：
一、申請對象為本校專任教師。

無修訂。

二、申請補助以修習人數 35 人以
上之課程為優先。
第 三 條
補助原則：
一、以實習、演算、實驗及具討論
性質之課程為主，並以大一或
大二（法律系可至大三）之基
礎必修課程及共通課程為優
先補助對象。
二、全學年之課程得同時申請上、
下學期補助，惟下學期補助與
否需視上學期執行成果而定。
三、凡一年內到校之新進教師，得
依其需求並參考前述所列之
課程性質提出申請，額度以一
門為限，且不列入學院分配之
額度，其若為全學年之課程僅
給予一學期補助，下一學期則

第 三 條
補助原則：
一、以實習、演算、實驗及具討
論性質之課程為主，並以大
一或大二（法律系可至大三）
之基礎必修課程及共通課程
為優先補助對象。
二、全學年之課程得同時申請
上、下學期補助，惟下學期
補助與否需視上學期執行成
果而定。
三、凡一年內到校之新進教師，
得依其需求並參考前述所列
之課程性質提出申請，額度
以一門為限，且不列入學院
分配之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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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第三項
條文，新進教
師申請的部份
增修為「其若
為全學年之課
程僅給予一學
期補助，下一
學期則需列入
一般審查程
序」。

需列入一般審查程序。
第 四 條
第 四 條
申請期限及受理單位：
申請期限及受理單位：
一、申請期限為每學期結束前兩個 一、申請期限為每學期結束前兩
月。
個月。
二、各學系、師資培育中心及語言 二、各學系、師資培育中心及語
教學中心之專任教師請至「教
言教學中心之專任教師請至
學助理線上申請系統」填寫教
「教學助理線上申請系統」
學助理申請資料，向所屬學院
填寫教學助理申請資料，向
提出申請。
所屬學院提出申請。
三、共通課程（外文除外）之專任 三、共通課程（外文除外）之專
教師請至「教學助理線上申請
任教師請至「教學助理線上
系統」填寫教學助理申請資
申請系統」填寫教學助理申
料，向通識教育中心提出申
請資料，向通識教育中心提
請。
出申請。
四、新進教師得於應聘後向教學資 四、新進教師得於應聘後向教學
源中心學生學習資源組提出
資源中心教師教學發展組提
申請。
出申請。

第四條第四項
條文，原為「向
教學資源中心
教師教學發展
組提出申
請」，修訂為
「向教學資源
中心學生學習
資源組提出申
請」。

第 五 條
隨堂教學助理之限制：
一、隨堂教學助理由授課教師自
行遴選，限本校在學學生，
且以研究生為優先考量，若
該系無碩博士班，則以大學
部最高年級成績優秀學生為
聘用條件，惟修習該課程學
生不得擔任該課程之隨堂教
學助理。
二、同一位助理擔任隨堂教學助
理，以協助一門課程為限。

無修訂。

第 六 條
隨堂教學助理任務含課程準備、
課堂協助、課後輔導，並配合課
程需要，在授課教師指導下，帶
領同學進行實習、演算、實驗及

無修訂。

討論，並參與教學資源中心所規
劃之助理培訓活動。教師不得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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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助理處理與課程無關之行政庶
務及個人研究等工作。
第 七 條
隨堂教學助理經費補助：

無修訂。

一、助理費用以其輔導班級數為
單位；博士生助理每班每月
補助新台幣捌仟元整，碩士
生助理每班每月補助新台幣
陸仟元整，學士生助理每班
每月補助新台幣伍仟元整。
二、助理補助名額依年度經費規
劃，並公告周知。
第 八 條
隨堂教學助理培訓：
一、凡獲補助之助理應參加教學
資源中心教學助理培訓課程
及期末成果發表會。
二、助理若無法參加上述活動
者，應於三日前依規定填寫

無修訂。

請假單，經教學資源中心同
意後，另安排觀看培訓錄影
以完成培訓工作。未完成培
訓工作者，取消助理資格。
三、助理參加上述活動之情形將
列入教學助理考核依據，出
席率達百分之百者，始可核
發教學助理證明書。
第 九 條
無修訂。
隨堂教學助理考核：
一、學期進行中，授課教師需協
助進行「教學助理成效問卷
調查」
，以掌握助理協助教學
之成效。
二、授課教師應於學期結束前完
成「教學助理評量表」
，以考
核其成效。
三、學期結束前，助理需協助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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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彙整「教學助理協助教學
計畫成果報告」並提交教學
資源中心，且參與「教學助
理期末成果發表會」。
第 十 條
隨堂教學助理之審查依「隨堂教
學助理審查作業要點」辦理之。

無修訂。

第 十一 條
表現優異之隨堂教學助理，可獲
頒優良教學助理獎勵及獎狀，其
遴選要點另訂之。

無修訂。

第 十二 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報請校
長核定後發布施行，修正時亦
同。

無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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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案附件二

東吳大學隨堂教學助理申請補助辦法
97 年 6 月 3 日通過
97 年 11 月 13 日修正第三、九條
98 年 6 月 22 日修正第五、七條
98 年 12 月 4 日修正第七條
99 年 6 月 15 日修正第一至十三條
100 年 6 月 22 日修正第二至四、十、十一條
101 年 5 月 2 日第 11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1 年 8 月 14 日第 1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2 年 3 月 18 日第 16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3 年 10 月 13 日第 5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4 年 7 月 20 日第 23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4 年 11 月 9 日第 6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4 年 12 月 9 日第 8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第
第

一
二

條
條

第

三

條

第

四

條

第

五

條

第

六

條

為教學資源中心辦理隨堂教學助理補助計畫，特訂定本辦法。
申請條件：
一、申請對象為本校專任教師。
二、申請補助以修習人數 35 人以上之課程為優先。
補助原則：
一、以實習、演算、實驗及具討論性質之課程為主，並以大一或大二（法律
系可至大三）之基礎必修課程及共通課程為優先補助對象。
二、全學年之課程得同時申請上、下學期補助，惟下學期補助與否需視上學
期執行成果而定。
三、凡一年內到校之新進教師，得依其需求並參考前述所列之課程性質提出
申請，額度以一門為限，且不列入學院分配之額度，其若為全學年之課
程僅給予一學期補助，下一學期則需列入一般審查程序。
申請期限及受理單位：
一、申請期限為每學期結束前兩個月。
二、各學系、師資培育中心及語言教學中心之專任教師請至「教學助理線上
申請系統」填寫教學助理申請資料，向所屬學院提出申請。
三、共通課程（外文除外）之專任教師請至「教學助理線上申請系統」填寫
教學助理申請資料，向通識教育中心提出申請。
四、新進教師得於應聘後向教學資源中心學生學習資源組提出申請。
隨堂教學助理之限制：
一、隨堂教學助理由授課教師自行遴選，限本校在學學生，且以研究生為優
先考量，若該系無碩博士班，則以大學部最高年級成績優秀學生為聘用
條件，惟修習該課程學生不得擔任該課程之隨堂教學助理。
二、同一位助理擔任隨堂教學助理，以協助一門課程為限。
隨堂教學助理任務含課程準備、課堂協助、課後輔導，並配合課程需要，在
授課教師指導下，帶領同學進行實習、演算、實驗及討論，並參與教學資源
中心所規劃之助理培訓活動。教師不得要求助理處理與課程無關之行政庶務
及個人研究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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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七

條

第

八

條

第

九

條

第 十 條
第 十一 條
第 十二 條

隨堂教學助理經費補助：
一、助理費用以其輔導班級數為單位；博士生助理每班每月補助新台幣捌仟
元整，碩士生助理每班每月補助新台幣陸仟元整，學士生助理每班每月
補助新台幣伍仟元整。
二、助理補助名額依年度經費規劃，並公告周知。
隨堂教學助理培訓：
一、凡獲補助之助理應參加教學資源中心教學助理培訓課程及期末成果發表
會。
二、助理若無法參加上述活動者，應於三日前依規定填寫請假單，經教學資
源中心同意後，另安排觀看培訓錄影以完成培訓工作。未完成培訓工作
者，取消助理資格。
三、助理參加上述活動之情形將列入教學助理考核依據，出席率達百分之百
者，始可核發教學助理證明書。
隨堂教學助理考核：
一、學期進行中，授課教師需協助進行「教學助理成效問卷調查」，以掌握
助理協助教學之成效。
二、授課教師應於學期結束前完成「教學助理評量表」，以考核其成效。
三、學期結束前，助理需協助教師彙整「教學助理協助教學計畫成果報告」
並提交教學資源中心，且參與「教學助理期末成果發表會」。
隨堂教學助理之審查依「隨堂教學助理審查作業要點」辦理之。
表現優異之隨堂教學助理，可獲頒優良教學助理獎勵及獎狀，其遴選要點另
訂之。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發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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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附件一
韓國誠信女子大學
Sungshin Women’s University
一、屬
性：私立大學
二、成立時間：1936 年
三、學生人數：約 13,000 人
四、教職員數：約 680 人
五、規
模：該校為韓國著名綜合性大學。學校位於首爾最繁榮的市中心，比鄰首爾名街
大學路、東大門市場、明洞等名勝。學校財團實力雄厚，學校在所有韓國高等學院當中
唯一在首爾市中心擁有兩個校區，學生人均可利用空間和面積排名韓國高校首位。財團
下設有誠信幼兒園、誠信小學、誠信女子中學，誠信女子高中，設有從幼兒教育到大學
教育的所有學歷教育體系。學校學科設置齊全，現有 10 個大學部學院，5 個研究所學院。
其中，美術、音樂、藝術、師範、護理等學院在韓國高校中名列前茅。學院列表如下：
學院
1.

人文科學學院

6.

護理學院

2.

社會科學學院

7.

師範學院

3.

法學院

8.

美術學院

4.

自然科學學院

9.

音樂學院

5.

生活科學學院

10.

融合文化藝術學院

六、強項與優勢：該校綜合在韓國 420 所高校中，排名前 25 名；2013 年 6 月，連續四年被
評為全國先進高校。
七、國際交流現況：目前該校和 23 個國家，103 所高等校院和科研機構建立了緊密的合作關
係。其中包括大陸中山大學、吉林大學、山東大學、哈爾濱工業大學、中國海洋大學、
蘭州大學等 985 工程高校。與台灣逢甲大學亦有學術交流協議關係。每年選派 500 多名
學生到國外合作校院學習，並接待來自大陸、日本、美國、蒙古、德國、俄羅斯、伊朗、
台灣等國家和地區的留學生。該校代表於 2016 年亞洲教育者年會(APAIE)中與本校國際
長、國際事務中心主任會面，表達與本校合作意願，是以提請簽署校級學術交流協議與
學生交換協議，並預定於 4 月份來訪本校。
八、參考網址:
1.大學官網：http://www.sungshin.ac.k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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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附件二

臺灣東吳大學與韓國誠信女子大學
交流合作協議書

臺灣東吳大學與韓國誠信女子大學（以下簡稱“兩校”），為開展兩校間學術研究和教育領
域的交流與合作，雙方經共同協商，一致同意簽訂本協議書：
一、兩校在相互遵守對方國家法律和學校的規章制度之前提下，共同策劃並實施以下學術研
究和教育交流項目：
1、兩校根據各自的教學與學術研究的需要，在對等原則基礎上，開展學生、教師以及學
者交換項目；
2、兩校將就共同關心和感興趣領域內的相關課題進行合作研究；
3、兩校合作舉辦雙邊或多邊的國際性學術會議；
4、兩校定期或不定期交換學術論文、圖書及學術文獻資料；
5、兩校共同努力逐步拓展其他可行的合作項目。
二、在本協議書生效後，兩校將就上述學術研究和教育交流項目，另行制定具體實施計劃。
三、經雙方校長共同簽字蓋章後，本協議書生效，有效期為三年。 本協議期滿後，如任何一
方未明確向對方提出終止或修改協議，協議有效期限將自動延長三年。本協議書執行期間如
一方要求提前終止協議，需提前六個月通知對方。但雙方也有義務相互協助，完成兩校已實
際開展的合作項目。
四、本協議書以中文和韓文兩種文字書寫，每種語言版本雙方各執壹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五、本協議未盡事宜，由雙方另立協議進行約定。

二 O 一六年五月

日

臺灣•東吳大學

韓國•誠信女子大學

校長 （簽名）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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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和珍 （簽名）

한국 성신여자대학교와 대만 동오대학교
일반 학술 교류협정

한국 성신여자대학교와 대만 동오대학교(이하‘양교’라 약칭함)는 학술 연구와
교육분야의 교류와 협력을 위하여 공동의 협의 하에 본 협약서를 체결한다.
1. 양교는 상대 국가의 법률과 상대교의 규정을 존중하는 전제 하에, 학술과
교육분야의 교류협력 프로그램을 공동 기획하여 실시한다.
1) 교육과 학술연구의 필요성을 감안하여, 대등 원칙에 따라 학생 및 교수 교류를
실시한다.
2) 공동으로 관심을 가지고 있는 과제에 대하여 공동연구를 진행한다.
3) 양교 간 또는 국제적인 학술회의를 공동 개최한다.
4) 정기 또는 비정기적으로 학술논문, 도서자료와 학술문헌을 상호 교환한다.
5) 기타 실행이 가능한 교류 프로그램은 협력을 통해 진행한다.
2. 양교는 본 협약서 체결 후, 상기 기술한 조항들에 대한 구체적인 실행 프로그램을
기획한다.
3. 본 협약서는 양교 총장이 공동으로 서명 후, 효력을 발생하며 유효기간은 3년으로
한다. 본 협약서가 만료된 후, 어느 대학이 협약서를 수정하거나 효력정지 의사를
표명하지 아니할 경우, 본 협약서는 자동으로 3년 연장된다. 본 협약서 유효기간
내, 일방이 본 협약서의 효력 정지를 원한다면 6개월 전에 서면으로 상대방에게
통보하여야 한다. 단, 양교가 실제 실시하고 있는 기존의 협력 프로젝트에
대해서는 상호 협조할 의무가 있다.
4. 본 협약서는 한국어 및 대만어로 작성하며, 양교가 각 1부씩 보유하고, 동일한
법적 효력을 갖는다.
5.

본 협약서에 미진한 사항은 양교가 별도로 협의하여 정한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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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년 5월

일

한국 성신여자대학교

대만 동오대학교

총장 심화진

총장 진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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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東吳大學與韓國誠信女子大學
交換生協議書

為推動雙方的教育文化交流， 臺灣東吳大學與韓國誠信女子大學經友好協商，就交換生合作與交流達成如
下協議：
一、交換學生的選拔由派遣學校自行決定，接收和錄取工作原則上按照接收學校的有關規定辦理。
二、兩校每年互派為期壹年的交換學生三名。如交換時間為壹學期，壹年最多可派遣六名學生到對方學校
學習。被派遣學生僅向派遣學校繳納學費和註冊費，接收學校免收被派遣學生的註冊費和學費。
三、如派遣人數出現不對等的情況，可按照以下兩種方式進行調整。
1）交流期限為壹學期的交換生壹名換寒暑假期免學費短期生壹名。
2）或，超出交換名額的學生向接收學校繳納註冊費和學費，接收學校根據當年對友好院校學生的收費標準
優惠收取註冊費和學費。
四、國際旅費、食宿費、教材費及保險費等其他費用均由學生本人負擔。
五、雙方互認交換學生在對方學校取得的學分。
六、本協議書自雙方代表簽字蓋章之日起正式生效，有效期為三年。期滿後，如無異議，協議自動延長三
年。任意壹方如提出修改或終止，須提前六個月以書面形式通知對方，修改通知送達後經對方同意修改內容生
效，終止通知送達之日為本協議終止日。協議終止，不影響正在進行的學生交換項目按本協議約定完成。
七、本協議由中、韓兩種語言書就，兩種文本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協議原件由雙方各保留壹份。

二O一六年五月

臺灣•東吳大學

日

韓國•誠信女子大學

校長 潘維大（簽字）

校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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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和珍（簽字）

한국 성신여자대학교와 대만 동오대학교
교환학생 협약서
한국 성신여자대학교와 대만 동오대학교는 양교의 교육·문화교류를 증진키 위하여, 우호적인
협의를 거쳐, 교환학생 교류에 관하여 아래와 같이 합의한다.

1. 교환학생의 선발은 소속대학에서 각자 진행하며, 입학 전형 및 허가는 원칙적으
로 수용대학교의 규정에 따른다.

2. 교환학생의 인원은 매년 교류기간이 1년인 학생을 3명으로 하며, 교류기간이 6개
월인 교환학생을 파견 할 경우, 최대 6명까지 상대교에 파견 할 수 있다. 파견학생은 원 소속대
학에만 등록금을 납부하고 수용대학에서는 전형료 및 등록금을 납부하지 않는다.

3. 파견 인원수가 맞지 않을 경우 하기 두 가지 방법으로 조정 할 수 있다.
1) 교류기간이 6개월인 교환학생 1명과 방학기간에 진행하는 단기프로그램 인원 1명으로
대체
2) 또는, 교류인원을 초과하여 파견되는 학생은 수용대학교에 전형료와 등록금
을 납부하며, 수용대학교는 당해 연도 해외교류대학 학생에 대해 등록기준에 따라 전
형료와 등록금의 일부에 대한 혜택을 제공한다.

4. 항공료, 숙식비, 교재비, 보험료 및 기타 비용은 학생 본인이 부담한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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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양교는 교환학생이 상대교에서 취득한 학점을 상호 인정한다.

6. 본 협약서는 서명한 날로부터 효력을 발생한다. 협정유효기간은 3년이며, 협정
만료 6개월 전까지 어느 한쪽의 이의제기가 없을 경우 자동으로 3년씩 연장된다. 협약
서 수정 또는 정지를 원할 경우, 6개월 전에 서면으로 상대방에 통보하고 동의를 얻어야 하며, 효
력정지통지 도착 일을 협약서 정지일로 한다. 단 현재 수학중인 교환학생은 협약서 종
료의 영향을 받지 않는다.

7. 본 협약서는 한국어, 대만어로 작성하고 동등한 효력을 가지며, 양교가 각 1부씩 보관한
다.

2016년

5월

일

한국 성신여자대학교 (직인)

대만 동오대학교 (직인)

총장 심화진 (서명)

총장 진군 (서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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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附件一

東吳大學計畫人員約用辦法修訂條文對照表
擬修訂條文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之計畫，分為以下
二類：
一、由教師擔任計畫主持人接受校
內外單位補助或委託執行之
計畫。
二、由單位主管擔任計畫主持人接
受校內外單位補助或委託執
行之計畫。

原條文

說明

第二條
將本辦法第 23 條之
本辦法所稱之計畫分為以下 規 定 事 項 併 入 本 條
二類：
文。
一、由教師擔任計畫主持人接受校
外單位補助或委託執行之計
畫。
二、由單位主管擔任計畫主持人接
受校內外單位補助或委託執
行之計畫。

第三條
第三條
為執行計畫得約用之計畫人
為執行計畫得約用之計畫人
員類別如下：
員類別如下：
一、專任研究人員：指全時間從事 一、專任研究人員：指全時間從事
計畫研究工作之人員。分為博
計畫研究工作之人員。分為博
士後研究員、助理研究員、副
士後研究員、助理研究員、副
研究員及研究員。
研究員及研究員。
二、專任教學人員：指全時間從事 二、專任教學人員：指全時間從事
計畫教學工作之人員。分為約
計畫教學工作之人員。分為約
聘講師、約聘助理教授、約聘
聘講師、約聘助理教授、約聘
副教授及約聘教授。
副教授及約聘教授。
三、專任助理：指全時間從事計畫 三、專任助理：指全時間從事計畫
工作之助理人員，依工作類型
工作之助理人員，依工作類型
分為研究助理及行政助理。協
分為研究助理及行政助理。協
助處理研究事務者為研究助
助處理研究事務者為研究助
理；協助處理行政事務者為行
理；協助處理行政事務者為行
政助理。
政助理。
四、兼任助理：指以部份時間從事 四、兼任助理：指以部份時間從事
計畫工作之助理人員。分為大
計畫工作之助理人員。分為大
專學生、碩士班研究生、博士
專學生、碩士班研究生、博士
班研究生、講師級、助教級等
班研究生、講師級、助教級等
級別。
級別。
五、臨時工：指臨時或短期從事計 五、臨時工：指臨時或短期從事計
畫工作之助理人員。
畫工作之助理人員。
22

新增得依校外單位補
助或委託執行計畫之
規定，以計畫核定職
稱進行約用，以增加
執行彈性。

除前項之類別外，依校外單位
補助或委託執行計畫之規定，需以
特定職稱約用者，得依計畫核定之
職稱進行約用。
第四條
計畫人員約用資格如下：
一、專任研究人員：
（一）博士後研究員：具博士學位
或同等學歷證書者。
（二）助理研究員：具有博士學位
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成績優
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三）副研究員：具有博士學位或
其同等學歷證書，曾在大學
或研究機構從事相關之研
究工作四年以上，並有重要
研究成果或專門著作者。
（四）研究員：具有博士學位或其
同等學歷證書，曾在大學或

第四條
計畫人員約用資格如下：
一、專任研究人員：
（一）博士後研究員：具博士學位
或同等學歷證書者。
（二）助理研究員：具有博士學位
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成績優
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三）副研究員：具有博士學位或
其同等學歷證書，曾在大學
或研究機構從事相關之研
究工作四年以上，並有重要
研究成果或專門著作者。
（四）研究員：具有博士學位或其
同等學歷證書，曾在大學或

研究機構從事相關之研究
研究機構從事相關之研究
工作八年以上，並有重要研
工作八年以上，並有重要研
究成果或專門著作者。
究成果或專門著作者。
二、專任教學人員：
二、專任教學人員：
（一）約聘講師應具下列資格之 （一）約聘講師應具下列資格之
一：
一：
1.具教育部核頒講師證書
1. 具教育部核頒講師證書
者。
者。
2.具有國內外大學碩士學
2. 具有國內外大學碩士學
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者。
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者。
（二）約聘助理教授應具下列資格 （二）約聘助理教授應具下列資格
之一：
之一：
1.具教育部核頒助理教授證
1.具教育部核頒助理教授證
書者。
書者。
2.具有國內外大學博士學位
2.具有國內外大學博士學位
或其同等學歷證書者。
或其同等學歷證書者。
（三）約聘副教授應具下列資格之 （三）約聘副教授應具下列資格之
一：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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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本辦法第 3 條新
增得依校外單位補助
或委託執行計畫核定
之職稱進行約用，增
列其約用資格之規
定。

1.具教育部核頒副教授證書
者。
2. 具 有 國內 外 大 學博 士 學
位，曾從事與所習學科有

1.具教育部核頒副教授證書
者。
2. 具 有 國內 外 大 學博 士 學
位，曾從事與所習學科有

關之職業或職務四年以
上者。
（四）約聘教授應具下列資格之
一：
1.具教育部核頒教授證書
者。
2.具有國內外大學博士學
位，曾從事與所習學科有
關之職業或職務八年以
上者。
三、助理人員：
（一）專任助理：具有大學以上或
同等學歷證書者。
（二）兼任助理：與計畫性質相關
學系之學生、講師、助教或

關之職業或職務四年以
上者。
（四）約聘教授應具下列資格之
一：
1. 具教育部核頒教授證書
者。
2. 具有國內外大學博士學
位，曾從事與所習學科有
關之職業或職務八年以
上者。
三、助理人員：
（一）專任助理：具有大學以上或
同等學歷證書者。
（二）兼任助理：與計畫性質相關
學系之學生、講師、助教或

相當級職之人員。
相當級職之人員。
四、臨時工：無專職工作，符合計 四、臨時工：無專職工作，符合計
畫主持人執行計畫所需資格
畫主持人執行計畫所需資格
者。
者。
依第三條第二項所約用之計畫
人員，其約用資格應符合校外單位
補助或委託執行計畫之規定。
第九條
專任研究及教學人員工作酬金
應於計畫補助或委託單位核定經
費額度內，參照本校教師薪資標準
辦理。
專任研究及教學人員得比照本
校教師相關規定採計年資提敘薪
級及辦理晉薪。

第九條
專任研究及教學人員工作酬
金應於計畫補助或委託單位核定
經費額度內，參照本校教師薪資標
準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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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訂計畫專任研究及
教學人員得比照教師
採計年資提敘薪級及
辦理晉薪。

第十條
第十條
修訂文字。
專任助理工作酬金應於計畫
專任助理工作酬金應於計畫
補助或委託單位核定經費額度 補助或委託單位核定經費額度
內，參照本校組員薪資標準辦理。 內，參照本校組員薪資標準辦理。
專任研究助理如具有擔任校
內外學術研究計畫之專任研究助
理年資，得累計每滿一年提敘一級
薪級；擔任本校專任研究助理後連
續服務滿一年得晉薪一級。
專任行政助理得比照本校職
員相關規定採計年資提敘薪級及
辦理晉薪。

專任研究助理如具有擔任校
內外學術研究計畫之專任研究助
理年資，得累計每滿一年提敘一級
薪級；擔任本校專任研究助理後連
續服務滿一年得晉薪一級。
專任行政助理比照本校職員
相關規定採計年資提敘薪級；擔任
本校專任行政助理後比照職員相
關規定辦理晉薪。

（刪除）

第二十三條
本條文內容已併入本
由教師擔任計畫主持人接受 辦法第 2 條。
本校補助或委託執行之計畫，得依
計畫性質，準用本辦法之規定辦
理。

第二十三條

第二十四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報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報
請校長公布實施，修訂時亦同。
請校長公布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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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條次。

第三案附件二

東吳大學計畫人員約用辦法
104 年 6 月 8 日行政會議通過
105 年 2 月 1 日行政會議修訂第 1、3~24 條

第

一

條

第

二

條

第

三

條

第

四

條

為使本校各類計畫人員之約用有所依據，特訂定「東吳大學計畫人員約用辦
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本辦法所稱之計畫分為以下二類：
一、由教師擔任計畫主持人接受校外單位補助或委託執行之計畫。
二、由單位主管擔任計畫主持人接受校內外單位補助或委託執行之計畫。
為執行計畫得約用之計畫人員類別如下：
一、專任研究人員：指全時間從事計畫研究工作之人員。分為博士後研究
員、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及研究員。
二、專任教學人員：指全時間從事計畫教學工作之人員。分為約聘講師、
約聘助理教授、約聘副教授及約聘教授。
三、專任助理：指全時間從事計畫工作之助理人員，依工作類型分為研究
助理及行政助理。協助處理研究事務者為研究助理；協助處理行政事
務者為行政助理。
四、兼任助理：指以部份時間從事計畫工作之助理人員。分為大專學生、
碩士班研究生、博士班研究生、講師級、助教級等級別。
五、臨時工：指臨時或短期從事計畫工作之助理人員。
計畫人員約用資格如下：
一、專任研究人員：
（一）博士後研究員：具博士學位或同等學歷證書者。
（二）助理研究員：具有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成績優良，並有專
門著作者。
（三）副研究員：具有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曾在大學或研究機構
從事相關之研究工作四年以上，並有重要研究成果或專門著作者。
（四）研究員：具有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曾在大學或研究機構從
事相關之研究工作八年以上，並有重要研究成果或專門著作者。
二、專任教學人員：
（一）約聘講師應具下列資格之一：
1.具教育部核頒講師證書者。
2.具有國內外大學碩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者。
（二）約聘助理教授應具下列資格之一：
1.具教育部核頒助理教授證書者。
2.具有國內外大學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者。
（三）約聘副教授應具下列資格之一：
1.具教育部核頒副教授證書者。
2.具有國內外大學博士學位，曾從事與所習學科有關之職業或職務
四年以上者。
（四）約聘教授應具下列資格之一：
1.具教育部核頒教授證書者。
2.具有國內外大學博士學位，曾從事與所習學科有關之職業或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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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條

第
第

六
七

條
條

第

八

條

第

九

條

第

十

條

第 十一 條

第 十二 條
第 十三 條

八年以上者。
三、助理人員：
（一）專任助理：具有大學以上或同等學歷證書者。
（二）兼任助理：與計畫性質相關學系之學生、講師、助教或相當級職之
人員。
四、臨時工：無專職工作，符合計畫主持人執行計畫所需資格者。
計畫人員約用程序如下：
一、計畫主持人應於專任計畫人員到職前完成約用程序，約用完成後始得
開始工作並支薪。
二、計畫主持人應於兼任助理及臨時工工作期間，為其辦理勞保加保作
業；計畫補助或委託單位已明訂必須另行辦理約用之行政程序者，計
畫主持人應於兼任助理及臨時工到職前完成「兼任助理及臨時工約用
申請表」之約用程序，並應與其簽署勞動契約。
計畫主持人因執行計畫需要調整兼任助理及臨時工類別時，得逕行調整。
在職或在學人員不得擔任專任助理。已擔任計畫人員者，不得再擔任同一計
畫之其他類人員。
計畫主持人約用本校職員或助教擔任兼任助理人員，應事先徵得其主管同
意。
計畫主持人應迴避進用主持人及共同主持人之配偶或四親等以內血親、三親
等以內姻親為計畫人員。
專任研究及教學人員工作酬金應於計畫補助或委託單位核定經費額度內，
參照本校教師薪資標準辦理。
專任助理工作酬金應於計畫補助或委託單位核定經費額度內，參照本校組員
薪資標準辦理。
專任研究助理如具有擔任校內外學術研究計畫之專任研究助理年資，得累計
每滿一年提敘一級薪級；擔任本校專任研究助理後連續服務滿一年得晉薪一
級。
專任行政助理比照本校職員相關規定採計年資提敘薪級；擔任本校專任行政
助理後比照職員相關規定辦理晉薪。
兼任助理每月支領之工作酬金，除計畫補助或委託單位已核定標準外，不得
超過「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兼任助理人員工作酬金支給標準表」所規定
之上限，但不得低於每小時基本工資乘以工作時數之金額。
同時擔任科技部多項計畫之兼任助理，每月支領工作酬金總額不得超過「科
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兼任助理人員工作酬金支給標準表」之規定。
臨時工按時或按日支給臨時工資，惟時薪標準不得低於基本時薪，並以基本
時薪之 2 倍為上限。日薪以每日 8 小時為限。
計畫主持人執行研究計畫約用學生擔任兼任助理，並以該研究計畫之研究成
果作為學生之畢業論文或學生所修習課程及專題報告之一部份者，得經計畫
主持人及學生雙方同意簽署同意書後擔任學習型學生助理。
計畫主持人約用校外學生擔任兼任助理，經學生就讀之大專校院認定屬學習
範疇者，始得約用其為學習型學生助理。
主管機關勞動檢查時，計畫主持人應提供學習型學生助理之佐證資料及說明。
勞動檢查未過而產生之罰鍰，應由計畫主持人自行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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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四 條

第 十五 條

第 十六 條

第 十七 條
第 十八 條
第 十九 條

第 二十 條

第二十一條
第二十二條
第二十三條
第二十四條

學習型學生助理之工作酬金以研究津貼名目發給，不投保勞保及提撥勞工退
休金。
專任計畫人員工作酬金撥付日期為當月 25 日。
兼任助理及臨時工工作酬金撥付日期為次月 25 日。計畫主持人應依人事室每
學年公告之時程，完成兼任助理及臨時工每月工作酬金之簽核及憑證審查，
俾如期將工作酬金匯入個人郵局帳戶。
專任計畫人員年終工作獎金除依各補助或委託單位核定標準外，應按其當年
度十二月之工作酬金標準及當年度於該計畫服務月數發給至多一個半月數額
之年終工作獎金。
專任計畫人員當年度如有記過、曠職紀錄或考核丙等者，應依本校教師職工
年終工作獎金發放原則之規定減發或停發年終工作獎金。
專任研究及教學人員之出勤及請假由計畫主持人自行管理；請假之類別及天
數比照本校教師之規定。
助理人員之出勤及請假，除專任助理比照本校職員之規定辦理外，兼任助理
及臨時工由計畫主持人自行管理。
專任計畫人員具有教師資格者，於上班時間內，經其主管同意，得在本校兼
課每週以四小時為限。
計畫人員之獎懲，比照本校職員之規定辦理。
專任計畫人員對本校有關其不當處分或措施，有損害其個人權益時，得比照
職員申訴之規定辦理。
兼任助理及臨時工之爭議處理應由計畫主持人或工作單位與其先行溝通調解，
處理未果再向本校「兼任計畫人員協調委員會」提出協調申請。
計畫人員之考核，除專任行政助理比照本校職員之規定辦理外，其餘人員由
計畫主持人自行管理。
專任行政助理之考核結果，應作為續聘及年度晉薪之依據。考核獎金由人事
室統籌編列預算支應。
專任計畫人員比照本校專任教職員工參加團體保險，團體保險經費由人事室
統籌編列預算支應。
約用計畫人員所衍生之資遣費，除由計畫經費支應外，應由計畫管理費或學
校配合款之統籌單位編列預算支應。
由教師擔任計畫主持人接受本校補助或委託執行之計畫，得依計畫性質，準
用本辦法之規定辦理。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報請校長公布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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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附件三

科技部補助延攬客座科技人才作業要點
103 年 7 月 10 日科部科字第 1030050805 號函修正

一、科技部(以下簡稱本部)為配合科技發展需要，補助延攬優秀科技人才參與科技研究計
畫、擔任特殊領域教學或協助推動科技研發及管理工作，特訂定本要點。
二、申請機構：
(一)公私立大專院校及公立研究機構。
(二)經本部認可之行政法人學術研究機構及財團法人學術研究機構。
(三)設有科技研發或管理單位之政府機關(構)。
科技研發或管理單位，指主管科技政策執行、從事科技政策規劃、研究或管理之政府
單位。
第一項第三款申請機構不得申請延攬中國大陸科技人士。
三、申請人：
申請補助延攬科技人才案者(以下簡稱申請人)須為申請機構之教學、研究或一級行政
主管人員(含本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主持人)。
四、依本要點補助之受延攬人，分下列三類：
(一)講座人員：
1.特聘講座：其資格應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1)諾貝爾獎得主。
(2)國家科學院院士且具國際聲望者(限國外科技人才)。
2.講座教授(限國外科技人才)：現任或曾任大學講座教授，最近三年內有研究成
果發表為國際所推崇者。
(二)客座人員(限國外科技人才)：其資格條件，分下列四種：
1.客座教授(客座研究員)：現任或曾任大學教授或研究機構之研究員，在學術上
有重要貢獻或重要專門著作者。
2.客座副教授(客座副研究員)：現任或曾任大學副教授或研究機構之副研究員，
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3.客座助理教授(客座助研究員)：現任或曾任大學助理教授或研究機構之助理研
究員，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4.客座專家，其資格應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1)獲得博士學位後，繼續執行專門職業或於研究機構從事研究工作或於科技機
構從事科技研發或管理工作四年以上，著有成績者。
(2)在特殊技術或科技機構之科技研發或管理工作上，具有獨到之才能，為國內
外所少見者。
(三)博士後研究人員：具有博士學位，且有發展潛力之本國籍或其專長為國內所欠缺之
國外人才。
前項各款受延攬人，不得為申請人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並符合「行政院
及所屬各機關學校臨時人員進用及運用要點」第十一點第一項迴避進用規定。
第一項各款之國外科技人才須於申請時原任職於中華民國以外國家或地區之機構，連
續服務一年以上，且不得為國內任一機構退休人員。
五、申請方式：
申請人應至本部研究人才網內之「補助延攬科技人才及兩岸科技交流」項下，線上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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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申請文件後，將申請案送至申請機構，由申請機構彙整送出；文件不全或不符合規
定者，不予受理：
(一)講座人員、客座人員：
1.申請機構對講座人員及客座人員之申請補助資格，應依各機構相關學術審查程
序審定後予以推薦。本部得視實際審查情形，調整核定補助資格。
2.申請機構應針對其參與之研究、教學或科技研發與管理計畫，依本部訂定之格
式提出具體工作計畫及下列文件，向本部提出申請：
(1)申請書。
(2)現職、學經歷及身分證明文件(本國籍者應提供身分證影本)。學經歷無法提
供者得以現職證明替代。學歷證明文件應同時提供中譯本。
(3)最近三年內(此段期間曾生產或請育嬰假者，得延長至五年內，曾服國民義
務役者，得依實際服役時間予以延長，但應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已出版最具
代表性或與計畫內容相關之學術著作至多五篇。
(4)申請機構完成審查程序之相關證明文件。
(二)博士後研究人員：
1.參與本部補助之專題研究計畫者：
(1)於申請本部補助之專題研究計畫時一併提出「補助延攬博士後研究員額／人
才進用申請書」送本部審查。計畫核定時得僅核定名額，於覓得人選後，向
本部提出申請。
(2)未於申請本部專題研究計畫時一併提出申請者，應針對其參與之研究計畫，
上傳前款第二目之 1 至 3 申請文件向本部個案提出申請。
2.參與申請機構自籌經費之科技研究計畫或從事科技管理工作者，上傳前款第二
目之 1 至 3 申請文件及依本部訂定之格式提出具體工作計畫，向本部提出申請。
3.本款受延攬人如具研發替代役男身分者，應隨同檢附其研發替代役男身分證影
本，如尚未取得研發替代役男身分證者，得出具經申請機構用印之役男資料清
單及研發替代役錄取役男名冊辦理。
4.受延攬之博士後研究人員如為應屆畢業者，得先出具下列文件向本部提出申
請，並於報到時，提供博士學位證書供申請機構查核：
(1)受延攬人於國外就讀博士學位者，應提供國外大學出具口試及論文審查通過
之臨時學歷證明文件。所附證明文件均須提供中譯本。
(2)受延攬人於國內就讀博士學位者，應提供經系所用印之博士學位考試委員審
查通過證明文件及口試會議紀錄之臨時學歷證明文件。
申請機構應確實查核申請人及受延攬人所提各項申請與證明文件。如有隱匿或查核不
實情形，經本部查證屬實，得於一定期間停止受理申請機構向本部申請補助延攬科技
人才案。
六、審查：本部審查期間，自收件之次日起二個月內完成；必要時，得延長一次。
不具本國籍之受延攬人從事之教學或研究如涉及國家安全、機密及敏感科技，本部得
不予補助。
七、補助期間：
(一)講座人員：補助期間以一個月至一年為一期，補助期滿得申請繼續補助，其總補助
期間最長為三年。
(二)客座人員：補助期間以三個月至一年為一期，補助期滿得申請繼續補助，其總補助
期間最長為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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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博士後研究人員：補助期間以三個月至一年為一期。但配合多年期研究計畫之全程
執行期間，補助期間最長得核給一年二個月。補助期滿得申請繼續補助。
前項總補助期間之計算，如遇受延攬人之前後二次補助期間間隔未滿一年者，應合併
計算。
申請繼續補助者，應於補助期滿一個月前，由申請人登入本部研究人才網內本項補助
作業項下，線上繳交前一補助期間之參與研究(教學或研發與管理)工作報告，並依第五
點規定提出申請。
八、補助項目：包括教學研究費、機票費、保險費、薪給差額補助金、勞工退休金或離職
儲金、及研究發展費。各項補助基準如下：
(一)教學研究費：
受延攬人之教學研究費，依本部補助延攬客座科技人才教學研究費支給基準表支
給。申請機構應依稅法規定按月扣繳其所得稅，所得稅之申報由受延攬人自行辦
理，申請機構應予協助。
(二)機票費：
1.依下列基準補助由居住地至目的地最直接航程之往返機票。補助對象為受延攬
人及其配偶與直系親屬二人：
(1)特聘講座及講座教授：補助往返商務艙機票。
(2)客座人員及博士後研究人員：補助往返經濟艙機票。
2.機票費之補助以一次為限，依第七點第一項規定向本部申請繼續補助或已獲得
國內其他單位之旅費補助者，本部不另予補助。
(三)保險費：
1.於本部補助期間內，由申請機構依勞工保險條例及全民健康保險法之規定，為
受延攬人辦理參加勞工保險及全民健保。其雇主應負擔之保險費由本部補助。
2.未具參加勞工保險或全民健康保險規定之投保資格者，於本部補助期間內，得
由申請機構協助辦理「國際技術合作人員綜合保險」最高總保額為新臺幣四百
萬元整，保險費由本部補助百分之六十五。
3.受延攬人如遇提前離職或中斷投保情形，自離職日或中斷投保日起，本部不再
補助本款保險費。
(四)薪給差額補助金：
特聘講座、講座教授、客座教授(客座研究員)資格，於補助期間經納入本部受補助
單位之編制內專任職位者，本部得補助教學研究費與納編單位之薪給差額全部或一
部，補助期間以三年為限。但本要點規定之其他補助費用則不再予以補助。
(五)勞工退休金或離職儲金：
申請機構應就與受延攬之博士後研究人員間之實質契約關係，於本部補助期間內，
分別依下列相關規定辦理提繳勞工退休金或提存離職儲金：
1.適用勞動基準法者，應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相關規定，辦理提繳勞工退休金，其
中雇主應按月提繳部分由本部補助。
2.不適用勞動基準法者，
(1)應比照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離職儲金給與辦法之規定辦理離職儲金，其中公
提儲金部分由本部補助。
(2)申請機構如符合勞工退休金條例第七條第二項自願提繳情形者，得改以提繳
勞工退休金，其中雇主應按月提繳部分由本部補助。
(六)研究發展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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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發展費係指申請機構依替代役實施條例規定應按月向主管機關繳納之費
用。
2.申請機構延攬之博士後研究人員，如為研發替代役之第二階段服役期間者，其
應繳納之研究發展費由本部補助。
3.本部於補助研究發展費期間，不再補助本項第一款至第五款所列項目。
九、受延攬人應由申請機構發給聘書，其服務期間之各項權利義務應以契約明定。契約內
容須包括補助延攬期間、補助經費、雙方應遵守之權利義務、差假管理、出國之事項
及工作內容等項目。
依本要點補助之科技人才於本部補助期間內，應專任於延攬事由之職務，並由申請機
構負管理之責。
受延攬人於補助期間內如有違背應履行義務或相關規定者，申請機構應負責查證，並
依相關法令規定處理後，將處理結果函報本部。
前項經申請機構或本部查證屬實後之應辦事項，經催辦仍未辦理者，本部得終止補助
或將應繳回而未繳回之補助經費於申請機構之其他延攬科技人才補助經費項內扣除，
並得視情節暫停受理其向本部申請補助延攬科技人才案。
十、受延攬人應於補助期間結束後二個月內，經由申請人登入本部研究人才網內本項補助
作業項下，線上繳交研究(教學或研發與管理)工作報告，向本部辦理結案。
十一、經費之撥付，依本部核定通知函及經費核定清單規定辦理。
依第五點第一項第二款第四目以臨時學歷證明文件申請者，於撥款時應同時檢附博士
學位證書影本。
十二、經費之結報：
申請機構應依下列規定於補助期滿後二個月內，檢據向本部辦理經費結報，如有餘款
並應繳回，或有不足者，應附領據由本部補發差額：
(一)申請機構於補助期間內得檢附已支用經費原始憑證分次辦理結報。
(二)申請機構應將經費支出原始憑證按補助項目分類整理裝訂成冊後，併同下列各件函
送本部辦理經費結報：
1.經費核定清單。
2.收支報告總表一式二份。
3.教學研究費印領清冊一式二份。
4.結報機票費者，應加附機票費印領清冊一式二份，並依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
規定核實結報。
5.結報研究發展費者，應檢附繳費收據及支出機關分攤表。
(三)申請機構對補助款項之各項支出原始憑證，應依支出憑證處理要點規定辦理。
十三、申請機構或申請人應於補助期間結束後二個月內辦理經費結報及繳交參與研究(教學
或研發與管理)工作報告，經本部催告仍未辦理者，本部得於申請機構之其他延攬科技
人才補助經費項內扣除，亦得視情形暫停申請機構向本部申請補助延攬科技人才案。
十四、申請人應依補助用途支用，並對各項支出所提出支出憑證之支付事實真實性負責，
如有不實應負相關責任。
本部補助經費之支用，有未依補助用途支用或虛報、浮報之處置，準用本部補助專題
研究計畫作業要點第二十四點及第二十五點規定。
十五、受延攬人因參與研究所產生之研發成果，其歸屬、管理及運用，應依政府科學技術
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辦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六、本要點未盡事宜，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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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案附件一

東吳大學客座教授副教授聘任辦法修訂條文對照表
擬修訂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六條
專任客座教授、副教授薪資比
照專任教師之規定。各學系基於教
學或研究需要，得以本校經費或自
籌之經費延聘專任客座教授、副教
授。
兼任客座教授、副教授比照兼
任教師發給授課鐘點費。
第一項自籌之經費不含接受
校外單位補助或委託執行計畫之
經費。
校外單位補助或委託執行計
畫所聘任之人員，另依東吳大學計
畫人員約用辦法之規定辦理。

第六條
專任客座教授、副教授薪資比
照專任教師之規定。各學系基於教
學或研究需要，得以本校經費或自
籌之經費延聘專任客座教授、副教
授。
兼任客座教授、副教授比照兼
任教師發給授課鐘點費。

為與執行計畫所約用
之客座教師，有所區
隔，避免行政作業程
序混淆，明訂自籌經
費不含接受校內外單
位補助或委託執行計
畫之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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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案附件二

東吳大學客座教授副教授聘任辦法
86年5月21日行政會議（臨時）通過
87年11月4日行政會議修訂
103年4月14日行政會議修訂第4〜12條

第 一

條

第 二

條

第 三

條

第 四

條

第 五
第 六

條
條

第 七

條

第 八

條

第 九
第 十

條
條

第 十一 條

第 十二 條

為延攬國內外有特殊成就之學者專家至本校講學、提昇本校教學研究水準，
特訂定本辦法。
具下列資格之一者，得聘為客座教授：
一、曾在國內外大學擔任教授著有成績者。
二、獲有國內外大學博士學位，在研究機構繼續研究，或從事與所習學科有
關之工作八年以上著有成績者。
三、曾從事相關之專業性工作十五年以上，具特殊造詣或成就者。
但獲有國際級大獎者其年限得酌減最多五年。
具下列資格之一者，得聘為客座副教授：
一、曾在國內外大學擔任副教授著有成績者。
二、獲有國內外大學博士學位，在研究機構繼續研究，或從事與所習學科有
關之工作四年以上著有成績者。
三、曾從事相關之專業性工作十二年以上，具特殊造詣或成就者。
但獲有國際級大獎者其年限得酌減最多三年。
客座教授、副教授之聘任，應依本校教師評審辦法規定，經三級教師評審委
員會審議通過後，送人事室報請校長核定後聘任之。
客座教授、副教授依其擔任之教學與研究工作，區分為專任及兼任。
專任客座教授、副教授薪資比照專任教師之規定。各學系基於教學或研究需
要，得以本校經費或自籌之經費延聘專任客座教授、副教授。
兼任客座教授、副教授比照兼任教師發給授課鐘點費。
以本校經費聘任之專任客座教授、副教授，其聘期以一學期或一學年為原則，
但因特殊情形時，不在此限。
前項專任客座教授、副教授，至多以續聘至屆滿七十五歲之學年止。
客座教授、副教授聘期之起迄日期，除特殊情形外，第一學期自九月一日起
至一月三十一日止；第二學期自二月一日起至六月三十日止。
專任客座教授、副教授經續聘者，比照專任教師發給聘書及年終工作獎金。
各學系以自籌經費聘任之專任客座教授、副教授，其薪資與聘期得不受本辦
法之限制。
專任客座教授、副教授應比照本校專任教師授足基本授課時數，但有特殊情
形時，得簽請校長核定後酌予減授二至四小時。已減授者不得再支領超授鐘
點費。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報請校長發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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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案附件一

東吳大學教師評鑑辦法修訂條文對照表
擬修訂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未修訂。
為檢視並提升本校教師教學、
研究、服務及輔導之績效，依大學
法第二十一條及本校組織規程第三
十八條之一之規定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第二條
增訂新聘專任教師第一
專任教師每五學年應接受教師
專任教師每五學年應接受一次 次教師評鑑年限，以提
評鑑，評鑑內容包括教學、研究、服 評鑑，評鑑內容包括教學、研究、 升 新 進 教 師 教 學 、 研
務及輔導四項。
「教學評鑑作業要點」 服務及輔導四項。
「教學評鑑作業要 究 、 服 務 及 輔 導 之 品
另訂之。
點」另訂之。
質。
105 學年度起聘之新進專任教
前項五學年之計算不包括本辦
師，於受聘滿三年時應接受第一次教 法第四條第一、二款核准之期間。
師評鑑。通過第一次教師評鑑後，以
第一次受評學年度，起算其每五學年
應接受教師評鑑之時程。
前項五學年之計算不包括本辦
法第四條第一、二款核准之期間。
第三條
專任教師符合下列規定時，得免
接受評鑑：
一、曾獲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
二、曾擔任本校校長。
三、曾獲頒教育部學術獎或獲選為教
育部國家講座。
四、曾獲國科會傑出研究獎勵。
五、曾擔任相當於科技部專題研究計
畫主持人十二次以上。
六、曾獲本校教學傑出教師獎勵三次
以上。

第三條
一、配合行政院國家科
專任教師符合下列規定時，得
學委員會升格為科
免接受評鑑：
技部，修訂機關名
一、曾獲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
稱。
二、曾擔任本校校長。
二、調整並新增得免接
三、曾獲頒教育部學術獎或獲選為
受教師評鑑之資
教育部國家講座。
格。
四、曾獲國科會傑出研究獎勵。
五、曾擔任相當於國科會專題研究
計畫主持人十二次以上。
六、曾獲本校教學優良教師獎勵五
次以上。

七、曾獲本校教學優良教師獎勵七次 七、已年滿六十歲或於本校擔任專
以上。
八、已年滿六十歲或於本校擔任專任

任教師滿二十五年。
專任教師具前項各款規定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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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滿二十五年。
專任教師具前項各款規定資格
者，應向學系提出申請，經三級教評
會評審通過後，可免接受評鑑。但符

者，應向學系提出申請，經三級教
評會評審通過後，可免接受評鑑。
但符合前項第二款或第七款規定
者，由人事室逕行查核後，可免接

合前項第二款或第八款規定者，由人 受評鑑。
事室逕行查核後，可免接受評鑑。
通過升等之專任教師，自其升
通過升等之專任教師，自其升等 等生效日之學期起，五年內可免接
生效日之學期起，五年內可免接受評 受評鑑。
鑑。
第四條
未修訂。
專任教師如有下列情形之一
時，得延後接受評鑑：
一、因本人或配偶懷孕、生產，由
教師提出申請，經院系主管簽核
後，得順延一年再接受評鑑。
二、因遭受重大變故，由教師提出
申請，經系教評會同意並核予延
後評鑑之年限，延後年限以一年
為原則，至多二年。
三、因休假、留職因素未在校時，
得俟休假完畢或復職返校之學
年再接受評鑑。
第五條
新增條文
各學院應依本辦法訂定該學院
之教師評鑑辦法，敘明教學、研究、
服務及輔導等項目之基本標準，經院

一、為要求教師基本績
效，且尊重各學院
之差異，擬調整教
師評鑑作業方式，

務會議通過，並報經校教師評審委員
會審議通過後實施。
各學院訂定之教學、研究、服
務及輔導四項基本標準應含下列事
項：
一、教學項目
（一）授課計畫表上網情形
（二）教材上網情形

改由各學院自訂教
師評鑑之基本門
檻，藉以維持並提
升教師教學、研
究、服務及輔導之
品質與表現。
二、明訂院級教學、研
究、輔導及服務項

（三）學生課堂反應情形
（四）上網提交成績情形
二、研究項目

目之基本評鑑事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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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執行研究計畫情形
（二）學術著作發表情形
（三）參與學術活動情形
三、服務項目
（一）行政事務參與情形
（二）擔任校內代表或委員情形
四、輔導項目
（一）輔導學生情形
（二）指導學生情形
（三）參加輔導活動情形
第六條
各學系應依本辦法、各學院教師
評鑑辦法及「教學評鑑作業要點」並
參考本校教師評審辦法，訂定該系之
教師評鑑辦法，明訂教學、研究、服
務及輔導等項目之評鑑標準，經系務
會議通過，並報經院教師評審委員會
及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實
施。

第五條
變更條次。
各學系應依本辦法及「教學評
鑑作業要點」並參考本校教師評審
辦法，訂定該系之教師評鑑辦法，
明訂教學、研究、服務及輔導等項
目之評鑑標準，經系務會議通過，
並報經院教師評審委員會及校教師
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實施。

第七條
教師評鑑分初評、複評及決評三
階段，每學年辦理一次。
人事室應於每學年結束前，通知
次學年應接受評鑑之專任教師及所
屬學系與學院。受評教師應依所屬學
系教師評鑑辦法規定，備妥評鑑相關
資料，於十一月一日前送系教評會初
評；系教評會初評完畢，應於十二月
一日前送院教評會複評；院教評會複
評完畢，應於次年一月一日前送校教
評會決評。
校教評會評鑑完成後，送人事室
彙整後報請校長核定。

第六條
變更條次。
教師評鑑分初評、複評及決評
三階段，每學年辦理一次。
人事室應於每學年結束前，通
知次學年應接受評鑑之專任教師及
所屬學系與學院。受評教師應依所
屬學系教師評鑑辦法規定，備妥評
鑑相關資料，於十一月一日前送系
教評會初評；系教評會初評完畢，
應於十二月一日前送院教評會複
評；院教評會複評完畢，應於次年
一月一日前送校教評會決評。
校教評會評鑑完成後，送人事
室彙整後報請校長核定。

37

第八條
第七條
變更條次。
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應對教師
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應對教師
之評鑑結果作成「通過」
、
「有條件通 之評鑑結果作成「通過」、「有條件
過」或「不通過」之決議，並對「有 通過」或「不通過」之決議，並對
條件通過」或「不通過」之教師敘明 「有條件通過」或「不通過」之教
具體理由。
師敘明具體理由。
受評教師未於規定時間提送資
受評教師未於規定時間提送資
料接受評鑑者，視為評鑑不通過。
料接受評鑑者，視為評鑑不通過。
第九條
教師評鑑結果為有條件通過
者，教評會應具體載明教師應再具備
之條件，並於次學年依第七條規定之
作業程序，檢視受評教師是否已符合
應具備之條件。
受評教師未能於限期內符合應
具備之條件者，評鑑不通過。

第八條
一、配合條次變更，修
教師評鑑結果為有條件通過
訂條文內容。
者，教評會應具體載明教師應再具 二、變更條次。
備之條件，並於次學年依第六條規
定之作業程序，檢視受評教師是否
已符合應具備之條件。
受評教師未能於限期內符合應
具備之條件者，評鑑不通過。

第十條
第九條
變更條次。
受評教師評鑑結果不通過者，應
受評教師評鑑結果不通過者，
於接獲評鑑結果書面通知後三個月
內向學系主任提出具體之自我改善
計畫，所屬學系、學院、相關行政單
位應給予協助，並自該評鑑學年起算
滿三年時進行再評。
前項教師於改善期間內，每次續
聘之聘期一年，並不得晉薪及在校外
兼職或兼課，如有違反規定者，視為
再評不通過。
教師於再評仍不通過，聘期屆滿
後，依教師法相關規定，不再續聘。

應於接獲評鑑結果書面通知後三個
月內向學系主任提出具體之自我改
善計畫，所屬學系、學院、相關行
政單位應給予協助，並自該評鑑學
年起算滿三年時進行再評。
前項教師於改善期間內，每次
續聘之聘期一年，並不得晉薪及在
校外兼職或兼課，如有違反規定
者，視為再評不通過。
教師於再評仍不通過，聘期屆
滿後，依教師法相關規定，不再續
聘。

第十一條
第十條
一、新增巨量資料管理
巨量資料管理學院、體育室、師
體育室、師資培育中心、語言
學院教師評鑑之作
資培育中心、語言教學中心教師之評 教學中心教師之評鑑，依東吳大學
業規定。
鑑，依東吳大學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 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規定，分 二、變更條次。
辦法規定，分由所屬之各級教評會辦 由所屬之各級教評會辦理初評、複
理初評、複評及決評。
評及決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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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條
第十一條
變更條次。
教師對評鑑結果不服者，得依
教師對評鑑結果不服者，得依
「東吳大學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 「東吳大學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
織及評議要點」之規定，向本校教師 織及評議要點」之規定，向本校教
申訴評議委員會提起申訴。

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起申訴。

第十三條
第十二條
變更條次。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報請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報
校長發布施行，修訂時亦同。
請校長發布施行，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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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案附件二

東吳大學教師評鑑辦法
96 年 10 月 24 日臨時校務會議討論通過
98 年 5 月 27 日校務會議修訂第 3 條
100 年 12 月 21 日校務會議修訂第 2、3、4、6、7、8、9、10、12 條
104 年 6 月 3 日校務會議修訂第 2、4 條
104 年 12 月 9 日校務會議修訂第 9 條

第

一

條

第

二

條

第

三

條

第

四

條

第

五

條

第

六

條

為檢視並提升本校教師教學、研究、服務及輔導之績效，依大學法第二十
一條及本校組織規程第三十八條之一之規定訂定本辦法。
專任教師每五學年應接受一次評鑑，評鑑內容包括教學、研究、服務及輔導
四項。「教學評鑑作業要點」另訂之。
前項五學年之計算不包括本辦法第四條第一、二款核准之期間。
專任教師符合下列規定時，得免接受評鑑：
一、曾獲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
二、曾擔任本校校長。
三、曾獲頒教育部學術獎或獲選為教育部國家講座。
四、曾獲國科會傑出研究獎勵。
五、曾擔任相當於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主持人十二次以上。
六、曾獲本校教學優良教師獎勵五次以上。
七、已年滿六十歲或於本校擔任專任教師滿二十五年。
專任教師具前項各款規定資格者，應向學系提出申請，經三級教評會評審通
過後，可免接受評鑑。但符合前項第二款或第七款規定者，由人事室逕行查
核後，可免接受評鑑。
通過升等之專任教師，自其升等生效日之學期起，五年內可免接受評鑑。
專任教師如有下列情形之一時，得延後接受評鑑：
一、因本人或配偶懷孕、生產，由教師提出申請，經院系主管簽核後，得順
延一年再接受評鑑。
二、因遭受重大變故，由教師提出申請，經系教評會同意並核予延後評鑑之
年限，延後年限以一年為原則，至多二年。
三、因休假、留職因素未在校時，得俟休假完畢或復職返校之學年再接受評
鑑。
各學系應依本辦法及「教學評鑑作業要點」並參考本校教師評審辦法，訂定
該系之教師評鑑辦法，明訂教學、研究、服務及輔導等項目之評鑑標準，經
系務會議通過，並報經院教師評審委員會及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實
施。
教師評鑑分初評、複評及決評三階段，每學年辦理一次。
人事室應於每學年結束前，通知次學年應接受評鑑之專任教師及所屬學系與
學院。受評教師應依所屬學系教師評鑑辦法規定，備妥評鑑相關資料，於十
一月一日前送系教評會初評；系教評會初評完畢，應於十二月一日前送院教
評會複評；院教評會複評完畢，應於次年一月一日前送校教評會決評。
校教評會評鑑完成後，送人事室彙整後報請校長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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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七

條

第

八

條

第

九

條

第

十

條

第 十一 條
第 十二 條

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應對教師之評鑑結果作成「通過」
、
「有條件通過」或「不
通過」之決議，並對「有條件通過」或「不通過」之教師敘明具體理由。
受評教師未於規定時間提送資料接受評鑑者，視為評鑑不通過。
教師評鑑結果為有條件通過者，教評會應具體載明教師應再具備之條件，並
於次學年依第六條規定之作業程序，檢視受評教師是否已符合應具備之條
件。
受評教師未能於限期內符合應具備之條件者，評鑑不通過。
受評教師評鑑結果不通過者，應於接獲評鑑結果書面通知後三個月內向學
系主任提出具體之自我改善計畫，所屬學系、學院、相關行政單位應給予協
助，並自該評鑑學年起算滿三年時進行再評。
前項教師於改善期間內，每次續聘之聘期一年，並不得晉薪及在校外兼職或
兼課，如有違反規定者，視為再評不通過。
教師於再評仍不通過，聘期屆滿後，依教師法相關規定，不再續聘。
體育室、師資培育中心、語言教學中心教師之評鑑，依東吳大學教師評審委
員會設置辦法規定，分由所屬之各級教評會辦理初評、複評及決評。
教師對評鑑結果不服者，得依「東吳大學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 議
要點」之規定，向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起申訴。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報請校長發布施行，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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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案附件三

東吳大學教學評鑑作業要點
96 年 12 月 26 日校務會議通過
98 年 12 月 23 日校務會議修正第二條、第五條
102 年 5 月 29 日校務會議修正第一~四條、第六條

第

一

條

第

二

條

第

三

條

第
第

四
五

條
條

第

六

條

東吳大學教學評鑑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依東吳大學教師評鑑辦法第
二條規定訂定之。
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皆需進行教學評鑑：
一、本校每五年接受教師評鑑之專任教師。
二、本校「學生課堂反應問卷」五點量表，前一學期施測科目平均得分有二
科落於 3.5 分以下或同一施測科目平均得分連續二次皆落於 3.5 分以下，經「教
學資料分析小組」審議認定教學不佳之專兼任教師。
各學系依教師評鑑辦法第五條訂定各系教學評鑑辦法，其教學評鑑之資料應
至少包含下列內容：
一、「教師學年度紀事」教學部份。
二、授課計畫及教材。
三、授課科目之期中考及學期考試題(或多元評量工具)。
四、學生成績分布情形。
五、指導學生論文、學術活動或展演成果。
「教學資料分析小組」由教務長擔任召集人，並由各學院推薦教師一人組成。
教學評鑑審查程序如下：
一、依第二條第一款之評鑑，每學年辦理一次。九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含）
以前聘任之各級教師，應由各學系於九十七年起實施第一次評鑑。
二、依第二條第二款之評鑑，每學期辦理一次。由本分析小組蒐集接受評鑑
之教師近三年教學資料，於第一學期十月十五日前或第二學期三月十五
日前送所屬學系辦理。
三、各學系應於收到資料後，併同接受評鑑教師補充之教學相關資料，送系
教評會進行初評。
四、教學評鑑分初評、複評及決評。系教評會初評通過者，始得送院教評會
複評；院教評會複評通過者，始得送校教評會決評。評鑑過程中，未通
過之評鑑結果應通知當事人及所屬學系。
五、三級教評會進行教學評鑑時，應以各學系訂定之教學評鑑項目及通過標
準，就當事人之教學資料依各評分項目及配分予以審查及評分，並做成
通過或不通過之決議。
六、依第二條第一款辦理之評鑑，校教評會應於同年六月底前完成審查並決
議。依第二條第二款辦理之評鑑，校教評會應於次年一月底或同年六月
底前完成審查並決議。
七、未依規定完成評鑑者，視為評鑑不通過。
評鑑結果未通過，由所屬學院及學系依教師所提教學改善計畫給予協助，直
到改善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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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七

條

第
第

八
九

條
條

體育室、師資培育中心及語言教學中心專任教師之評鑑，分別由體育室教師
初審委員會、師資培育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以及語言教學中心評審委員會辦
理初評。複評及決評各依所屬教師評審委員會辦理。
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本校教師評鑑辦法及相關辦法辦理。
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報請校長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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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案附件一

東吳大學教師評審辦法修訂條文對照表
擬修訂條文
第六條
專任教師之聘期，初聘為一
年，續聘第一次為一年，以後續聘
經教評會同意後每次二年。
應接受教師評鑑之專任教師，
未能通過評鑑者，於改善期間內，
每次續聘時發給一年聘期之聘書。

原條文

說明

第六條
配合教師評鑑辦法之
專任教師 之聘期， 初聘為一 修訂調整條文內容。
年，續聘第一次為一年，以後續聘
經教評會同意後每次二年。
應接受每五學年評鑑之專任教
師，未能通過評鑑者，於改善期間
內，每次續聘時發給一年聘期之聘
書。

第九條
第九條
文字調整。
教師升等應經三級教師評審委
教師升等應經三級教師評審委
員會審查：
員會審查：
一、系教評會應就教師之教學、研 一、系教評會應就教師之教學、研
究、服務、輔導等方面進行審
究、輔導、服務等方面進行審
查。各學系應於其教師評審辦
查。各學系應於其教師評審辦
法中訂此四項審查之具體評量
法中訂此四項審查之具體評
標準及評分比重。
量標準及評分比重。
二、院教評會應就教師之教學、研 二、院教評會應就教師之教學、研
究、服務、輔導等方面進行審
究、服務、輔導等方面進行審
查，並將教師之升等著作送請
查，並將教師之升等著作送請
校外學者專家審查。
校外學者專家審查。
三、校教評會審查時，除能提出足 三、校教評會審查時，除能提出足
以推翻系、院教評會審查結果
以推翻系、院教評會審查結果
之具體事證，否則應尊重系、
之具體事證，否則應尊重系、
院教評會之決議。
院教評會之決議。
教師升等審查作業要點另訂
教師升等 審查作業 要點另訂
之。
之。
第十五條之二
第十五條之二
配合教師評鑑辦法之
應接受教師評鑑之專任教師，
應接受每五學年評鑑之專任 修訂調整條文內容。
於再評仍不通過，聘期屆滿後，依 教師，於再評仍不通過，聘期屆滿
教師法相關規定，不再續聘。
後，依教師法相關規定，不再續聘。

44

第六章 延長服務
第六章 延長服務
第十七條
第十七條
專任教授年滿六十五歲，本校
專任教授年滿六十五歲，本校
仍需其任職，而其本人亦自願繼續 仍需其任職，而其本人亦自願繼續

為使教學單位遇有專
任 教 師 屆 滿 65 歲
時，有更充裕之時間
以為因應，擬提前於

服務者，應由學系比照「公立專科
以上學校辦理教授、副教授延長服
務案件處理要點」辦理延長服務，
至 多 延 長 至屆滿七十歲當學期為
止。
人事室應於教師屆滿六十五歲
之前一年開始，通知其所屬學系。
各學系主任應將需要其任職且符合
延長服務規定並有意願延長服務之
教師，填具教師延長服務審查表送
系教評會初審。系教評會評審通過
後，應提交院教評會複審；院教評
會評審通過後，應於三月底前（第
一學期屆齡退休者）或九月底前（第
二學期屆齡退休者）提交校教評會

服務者，應由學系比照「公立專科 教師屆滿 65 歲之前
以上學校辦理教授、副教授延長服 一年即通知學系處理
務案件處理要點」辦理延長服務， 相關作業。
至多延長至屆滿七十歲當學期為
止。
人事室應於教師屆滿六十五
歲之學期開始，通知其所屬學系。
各學系主任應將需要其任職且符合
延長服務規定並有意願延長服務之
教師，填具教師延長服務審查表送
系教評會初審。系教評會評審通過
後，應提交院教評會複審；院教評
會評審通過後，應於第一學期十月
一日前或第二學期四月一日前提交
校教評會決審；校教評會評審通

決審；校教評會評審通過，送人事
室報請校長核定後，准予延長服務。
未延長服務之教師，各學系主
任或教評會應於三月底前（第一學
期屆齡退休者）或九月底前（第二
學期屆齡退休者）通知人事室，並
由人事室簽報校長後，通知教師辦
理退休。

過，送人事室報請校長核定後，准
予延長服務。
未延長服務之教師，各學系主
任或教評會應於第一學期十月一日
前或第二學期四月一日前通知人事
室，並由人事室簽報校長後，通知
教師辦理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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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案附件二

東吳大學教師評審辦法
81年12月5日校務會議修訂
83年10月15日臨時校務會議修訂
86年5月31日校務會議修訂
90年4月21日校務會議修訂
90年6月2日校務會議宣讀確認
91年6月19日校務會議（臨時）修訂
91年9月9日教育部核備
92年1月8日校務會議(臨時)修訂第3、6、8、9、16、17、19、
20、21條
92年5月28日校務會議修訂第9條
93年5月26日校務會議修訂第8、9條
95年12月27日校務會議修訂第3~9、11~15條
96年12月26日校務會議修訂第6、15-2、20條
99年12月22日校務會議修訂第4條
100年12月21日校務會議修訂第4、5-1、15、17條
101年5月30日校務會議修訂第15、15-3、15-4條
102年12月18日校務會議修訂第4、5-1、15條
103年5月28日校務會議修訂第2、4、6、10、15、15-1、15-2、20條
103年12月17日校務會議增訂第3-1條、修訂第15條
104年12月9日校務會議刪除第15-1條、修訂第15-2條

第一章
第 一

總則
條
本辦法依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二十二條之規定訂定之。

第二章
第 二

聘任與聘期
條
初聘教師之等級，依下列規定分別審定：
一、 具有教育部審定頒給之教師證書者，得按教師證書之等級聘任。
二、 具有國內外大學碩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成績優良者，得聘為講
師。
三、 具有國內外大學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
者，得聘為助理教授。
四、 具有國內外大學博士學位，曾從事與所習學科有關之職業或職務四年以
上，著有成績，並有專門著作者，得聘為副教授。
五、 具有國內外大學博士學位，曾從事與所習學科有關之職業或職務八年以
上，有重要著作、創作或發明，在學術上有重要貢獻者，得聘為教授。
六、 在學術上有傑出貢獻，由教評會參酌其經歷、著述或作品審定其級別，
報經教育部學術審議會通過後聘任之。
前項所稱之國內外大學校院，以經教育部認定者為限。
條
各學系初聘教師應由學系主任填具初聘教師名冊，敘明擬擔任之科目，並檢
具下列文件提交系教評會初審：
一、畢業證書或學歷證明影本。
二、身分證或護照影本。
三、具教師資格者之教師證書影本。
四、其他足以證明資格之文件。

第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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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條之一

第

四

條

第

五

條

第五條之一

五、履歷表。
系教評會評審通過後，簽請院長提交院教評會複審。
院教評會評審通過後，簽請教務長提交校教評會決審。
校教評會評審通過後，送人事室報請校長核定後聘任之。
新設教學單位於所屬教評會正式組成前，其教師初聘程序依以下規定辦理：
一、新設學系初聘之教師，應由學系主任或籌備主管邀請校內外相關領域之
學者專家五人組成評審小組初審，評審通過後，簽請院長提交院教評會
複審。
二、新設學院初聘之教師經系教評會初審通過後，應由學院院長或籌備主管
邀請校內外相關領域之學者專家五人組成評審小組複審，評審通過後，
簽請教務長提交校教評會決審。
三、新設學位學程初聘之教師，比照新設學系初聘教師之規定辦理。
前項第一款之評審小組人選，應由學系主任或籌備主管簽請院長核定；第二
款之評審小組人選應由學院院長或籌備主管簽請教務長核定。
初聘之專任教師如未具教育部同等級教師證書，應再辦理下列事項申請教師
證書：
一、持國外學歷者，各學系應於召開系教評會初審前，先送人事室辦理國外
學歷查證。
二、依第二條第一項第二款及第三款規定聘任者，各學系教評會應將教師之
專門著作（學位論文）送請校外學者專家審查。
三、依第二條第一項第四款至第六款規定聘任者，各學院應將教師之專門著
作送請校外學者專家審查。
前項第二款專門著作（學位論文）之外審，應由系教評會推舉委員一人，會
同召集人共同選定具有充分專業能力之校外學者專家三人，約期審查著作。
審查結果以獲二位審查人推薦為通過。
第一項第三款專門著作外審作業及成績之評定，依教師升等著作審查有關規
定辦理。
初聘之兼任教師應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辦理國外學歷查證；服務滿四個學期，
得由學系依第一項第二款或第三款之規定辦理教師證書申請。
專任教師之續聘，應由各學系主任填具續聘教師名冊，提交系教評會初審：
系教評會評審通過後，簽請院長提交院教評會複審。
院教評會評審通過後，簽請教務長提交校教評會決審。
校教評會評審通過後，送人事室報請校長核定後聘任之。
各學系如因教學研究或未來發展需要，得申請與本校其他單位或校外學術機
構合聘相關專長之教師。
校內合聘應由合聘單位之教師評審委員會初審後，向原聘單位提出申請，經
原聘單位之教師評審委員會同意後，再送請合聘單位之院級教評會複審及校
教評會決審通過後，報請校長核定之。
合聘教師之升等、評鑑、休假及差假等應依學校及原聘單位之規定辦理。
校外合聘應先依「東吳大學與國內外學術機構建立合作關係實施辦法」之規
定簽訂學術合作協議，並經本校三級教評會審議後，報請校長核定，再由雙
方發給合聘聘書。在本校支領專任待遇者，由本校主聘，其權利義務依本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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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條

第

七

條

第三章
第 八

第

九

第

十

專任教師之相關規定辦理；在校外學術機構支領專任待遇者，其權利義務依
雙方合作辦法或協議辦理。
合聘教師聘期每次以一學年為原則。
專任教師之聘期，初聘為一年，續聘第一次為一年，以後續聘經教評會同意
後每次二年。
應接受每五學年評鑑之專任教師，未能通過評鑑者，於改善期間內，每次續
聘時發給一年聘期之聘書。
教師聘期之起迄日期，除特殊情形外，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專任教師第一學期之聘期自八月一日起至一月三十一日止；第二學期自
二月一日起至七月三十一日止。
二、 兼任教師第一學期之聘期自九月一日起至一月三十一日止；第二學期自
二月一日起至六月三十日止。

升等
條
專任教師申請升等，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曾任講師三年，並備有專門著作者，得申請升等為助理教授。
二、曾任助理教授三年，並備有專門著作者，得申請升等為副教授。
三、曾任副教授三年，並備有重要專門著作者，得申請升等為教授。
八十六年三月二十一日前已獲得教育部之講師證書、助教證書且繼續任教未
中斷者，得依下列規定申請升等：
一、 助教獲有碩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成績優良者；或曾任助教四年，
並備有專門著作者，得申請升等為講師。
二、 講師或助教獲有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成績優良者；或曾任講師
三年，並備有專門著作者，得申請升等為副教授。
條
教師升等應經三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
一、 系教評會應就教師之教學、研究、輔導、服務等方面進行審查。各學系
應於其教師評審辦法中訂此四項審查之具體評量標準及評分比重。
二、 院教評會應就教師之教學、研究、服務、輔導等方面進行審查，並將教
師之升等著作送請校外學者專家審查。
三、 校教評會審查時，除能提出足以推翻系、院教評會審查結果之具體事證，
否則應尊重系、院教評會之決議。
教師升等審查作業要點另訂之。
條
教師非經本校升等通過申請改聘時，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專任教師申請改聘為兼任教師者，得經該學系主任簽請院長、校長核定
後改聘。
二、 兼任教師改聘為專任教師者，依初聘有關規定辦理。
三、 教師新獲學位依學歷申請改聘較高教師職級者，依初聘或升等有關規定
辦理。
四、 兼任教師新獲相當職級申請改聘較高教師職級者，依初聘有關規定辦
理。
五、 兼任教師於他校新獲較高職級教師證書申請改聘者，依初聘有關規定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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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第
第
第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條
條
條
條

前項第五款改聘之起聘日期得配合教師證書生效日期，並溯自校教評會決議
之學期開始之日。
（刪除）
（刪除）
（刪除）
（刪除）

第四章 解聘、停聘與不續聘
第 十五 條
專任教師聘任後如有下列各款之一者，應予解聘、停聘或不續聘：
一、受有期徒刑一年以上判決確定，未獲宣告緩刑。
二、曾服公務，因貪污瀆職經有罪判決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
三、曾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條第一項所定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
四、依法停止任用，或受休職處分尚未期滿，或因案停止職務，其原因尚未
消滅。
五、褫奪公權尚未復權。
六、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七、經合格醫師證明有精神病尚未痊癒。
八、經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侵害行為
屬實。
九、經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騷擾或性
霸凌行為，且情節重大。
十、知悉服務學校發生疑似校園性侵害事件，未依性別平等教育法規定通報，
致再度發生校園性侵害事件；或偽造、變造、湮滅或隱匿他人所犯校園
性侵害事件之證據，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
十一、偽造、變造或湮滅他人所犯校園毒品危害事件之證據，經有關機關查
證屬實。
十二、體罰或霸凌學生，造成其身心嚴重侵害。
十三、行為違反相關法令，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
十四、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或違反聘約情節重大。
有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第四款至第六款之情形者，經三級教評會審議通
過後，陳報校長核定，並報請教育部核准後，予以解聘、停聘或不續聘。
有第一項第三款、第十款或第十一款情形者，經三級教評會審議通過後，陳
報校長核定，並報請教育部核准後，予以解聘。
有第一項第七款之情形者，依規定辦理退休或資遣。
涉有第一項第八款及第九款情形者，學校應於知悉之日起一個月內，經校教
評會審議後，予以停聘，並靜候調查。經調查屬實者，報請教育部核准後，
予以解聘。
有第一項第十二款至第十四款之情形者，經三級教評會審議通過後，陳報校
長核定，並報請教育部核准後，予以解聘、停聘或不續聘。
有第十二款至第十四款之情形，惟情節未達解聘、停聘、不續聘者，應由三
級教評會依其情節輕重審議懲處。
有第十三款之情形者，經三級教評會議決解聘或不續聘者，除情節重大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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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條之一
第十五條之二
第十五條之三

第十五條之四

應併審酌案件情節，議決一年至四年不得聘任為教師。
兼任教師聘任後，有第一項第八款及第九款之情形，經人事室或學系主任陳
報校長核定後，予以解聘。有第一項其餘各款之情形，應由三級教評會審議
通過後，陳報校長核定，予以解聘。有第一項第十三款規定之情形，除情節
重大者外，應併審酌案件情節，議決一年至四年不得聘任為教師。
兼任教師未續聘者，視為不續聘，不須再經校長核定。
（刪除）
應接受每五學年評鑑之專任教師，於再評仍不通過，聘期屆滿後，依教師法
相關規定，不再續聘。
教師解聘、停聘或不續聘案於教育部核准前，其聘約期限屆滿者，應予暫時
繼續聘任。
教師依法停聘，於停聘原因未消滅前聘約期限屆滿者，仍應依規定審查是否
繼續聘任。
依第十五條規定停聘之教師，停聘期間應發給半數本薪（年功薪）
；停聘原因
消滅後回復聘任者，其本薪（年功薪）應予補發。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
在此限：
一、教師受有期徒刑或拘役之執行或受罰金之判決而易服勞役者，其停聘期
間不發給本薪（年功薪）。
二、教師依第十五條第五項規定停聘者，其停聘期間不發給本薪（年功薪），
俟調查結果無此事實並回復聘任者，補發全部本薪（年功薪）。
因系、所、科、組、課程調整或學校減班、停辦、解散時，對仍願繼續任教
且有其他適當工作可以調任之合格教師，應優先輔導遷調或介聘；現職工作
不適任或現職已無工作又無其他適當工作可以調任者或經公立醫院證明身體
衰弱不能勝任工作者，報經教育部核准後予以資遣。

第五章 休假
第 十六 條
教師申請休假時，應依據本校教師休假辦法辦理，並填具教師申請休假審查
表，於每年之十月底前送人事室。本校休假辦法另訂之。
人事室查核教師之申請休假審查表後，將符合申請資格教師之資料送系教評
會初審。
系教評會評審通過後，應於十一月底前提交院教評會複審。
院教評會評審通過後，應於十二月底前提交校教評會複審。
校教評會應於次年一月底前評審通過後，送人事室報請校長核定。
第六章 延長服務
第 十七 條
專任教授年滿六十五歲，本校仍需其任職，而其本人亦自願繼續服務者，應
由學系比照「公立專科以上學校辦理教授、副教授延長服務案件處理要點」
辦理延長服務，至多延長至屆滿七十歲當學期為止。
人事室應於教師屆滿六十五歲之學期開始，通知其所屬學系。各學系主任應
將需要其任職且符合延長服務規定並有意願延長服務之教師，填具教師延長
服務審查表送系教評會初審。系教評會評審通過後，應提交院教評會複審；
院教評會評審通過後，應於第一學期十月一日前或第二學期四月一日前提交
校教評會決審；校教評會評審通過，送人事室報請校長核定後，准予延長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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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
未延長服務之教師，各學系主任或教評會應於第一學期十月一日前或第二學
期四月一日前通知人事室，並由人事室簽報校長後，通知教師辦理退休。
第七章 附則
第 十八 條
教師依本辦法規定繳交各類「影本」時，仍須提示正本交相關承辦人核對，
經核對無誤並於影本加註「核與正本相符」字樣及簽章後，正本發還。
第 十九 條
各學系應依據本辦法訂定該系教師評審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報院教評
會審查轉校教評會核備，由該學系公布實施。
各學院應依據本辦法訂定該院教師評審辦法，經院務會議通過後，報校教評
會核備，由該院公布實施。
第 二十 條
本辦法關於各學系之規定，於體育室、師資培育中心、語言教學中心及通識
教育中心準用之。
第二十一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報請校長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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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案附件一

東吳大學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處理要點草案
條文內容

說

明

敘明訂定本要點之目的及法源依
第一條
據。
本校為培育人才，並保障學生兼任助理學習及勞動權
益，特依據教育部頒布之「專科以上學校強化學生兼任助理
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處理原則」（以下簡稱教育部處理原則）
訂定「東吳大學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處理要點」
（以下簡稱本要點）。
一、參照教育部處理原則第 2
第二條
點，明訂本要點所稱學生兼
本要點所稱之學生兼任助理包含兼任研究助理、兼任教
任助理之範圍。
學助理、兼任研究計畫臨時工、工讀生及其他不限名稱之學
二、參照教育部處理原則第 4
生兼任助理，分為以下兩類：
點，明訂學生兼任助理之類
一、學習型兼任助理：係指學生擔任屬課程學習或服務學習
別及其區別。
等以學習為主要目的之兼任助理活動者。其範疇如下：
（一）課程學習：
1.為課程、論文研究之一部分，或為畢業之條件。
2.前述課程或論文研究或畢業條件，係學校依大學
法、專科學校法授權自主規範，包括實習課程、田
野調查課程、實驗研究或其他學習活動。
3.該課程、論文研究或畢業條件應一體適用於本國學
生、外國學生、僑生、港澳生或大陸地區學生。
4.符合上述條件，未有學習活動以外之勞務提供或工
作事實者。
（二）服務學習：學生參與學校為增進社會公益，不以獲
取報酬為目的之各項輔助性服務，包括依志願服務
法之適用範圍，經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主
辦或經其備查符合公眾利益之服務計畫，參與服務
性社團或其他服務學習課程或活動。
二、勞動型兼任助理：係指學生參與兼任助理活動，具有提
供勞務獲取報酬之僱傭從屬關係及工作事實者。如屬承
攬或其他非屬僱傭關係者，則另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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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訂本校推動學習型兼任助理從
第三條
本校推動學習型兼任助理從事學習活動，應符合下列原 事學習活動時，應符合之原則。
則：
一、本校應有明確對應之課程、教學實習活動、論文研究指
導、研究或相關學習活動實施計畫，並就其相關學習準
則、評量方式、學分或畢業條件採計及獎助方式等予以
明定且公告之。
二、教師應有指導學生學習專業知識之行為。
三、為維護學生學習權益，課程不得要求進行學習活動以外
之勞務提供。
四、學生參與前開學習活動期間，得支領獎學金或必要之研
究或實習津貼或補助。
參照教育部處理原則第 5 點，明
第四條
學生於學習活動之相關研究成果著作權之歸屬，除雙方 訂學習型兼任助理著作權及專利
權之歸屬。
另有約定外，依下列原則為之。
一、學生在校期間所完成之報告或碩、博士學生所撰寫之論
文，如指導之教師僅為觀念指導，並未參與內容表達之
撰寫，而係由學生自己撰寫報告或論文內容，依著作權
法規定，學生為該報告或論文之著作人，並於論文完成
時，即享有著作權（包括著作人格權及著作財產權）。
二、前款報告或論文，指導之教師不僅為觀念之指導，且參
與內容之表達而與學生共同完成報告或論文，且各人之
創作，不能分離利用者，為共同著作，學生及指導之教
師為報告或論文之共同著作人，共同享有著作權，其共
同著作權（包括著作財產權及著作人格權）之行使，應
經學生及指導之教師之共同同意後，始得為之。
學生於學習活動之相關研究成果之專利權歸屬，依專利
法第五條第二項規定，學生自身為發明人、新型創作人、設
計人之情形，對其所得之研究成果享有專利申請權，得依同
條第一項規定向專利專責機關申請專利。
參照教育部處理原則第 6、7 點及
第五條
本校僱用勞動型兼任助理從事兼任助理活動，應符合下 相關勞動法令，明訂本校僱用勞
動型兼任助理從事兼任助理活動
列原則：
一、本校與勞動型兼任助理間之權利義務除依教育部處理原 時，應符合之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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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勞動部專科以上學校兼任助理勞動權益保障指導原
則及本要點外，應依勞動基準法及其相關勞動法令辦理。
二、本校應訂定勞動型兼任助理契約範本，契約應包含工作
內容、工作酬勞、工作時間、工作時數、工作地點、權
利義務及其他工作條件等事項。本校計畫主持人、教師
或單位主管約用兼任助理時，如未簽訂書面契約，應告
知其權利義務。
三、計畫主持人、教師或單位主管應依「勞工保險條例」
、
「就
業保險法」、「全民健康保險法」、「勞工退休金條例」等
規定，為兼任助理申辦加保(轉入)及提繳勞工退休金，
其契約期滿或中途離職時，亦應主動申辦退保(轉出)及
停繳勞工退休金。未依規定申辦所衍生之費用或罰款，
應由計畫主持人、教師或單位主管自行負責。
四、兼任助理應自行負擔勞、健保費及自提勞工退休金，並
由本校按月自工資代為扣繳。
五、兼任助理應接受計畫主持人、教師或單位主管之指揮監
督，依工作時間出勤，並親自簽到退，不得擅離工作崗
位。
六、計畫主持人、教師或單位主管因業務需要，在不違反勞
動法令之規定下，得調整兼任助理之工作。
七、兼任助理之考核、獎懲，由計畫主持人、教師或單位主
管負責辦理。
八、兼任助理因特別事由於約用期滿前先行離職，應依規定
告知計畫主持人、教師或單位主管，經其同意並辦妥離
職手續後，始得離職。
九、兼任助理請假及差勤，由計畫主持人、教師或單位主管
依本校及勞動基準法規定辦理，除因工作性質特殊，無
法具體記載出勤時間者，其餘人員之出勤、工作紀錄應
保存至勞工離職之日起五年止。
參照教育部處理原則第 7 點規
第六條
勞動型兼任助理協助或參與教師執行研究計畫所產出相 定，明訂勞動型兼任助理著作權
及專利權之歸屬。
關研究成果，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著作權歸屬：依著作權法第十一條規定，學生為著作人，
本校享有著作財產權，亦即本校享有著作權法第二十二
條至第二十九條之重製、改作、公開播送及公開傳輸等
專有權利，著作人格權仍屬學生所有。本校行使著作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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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權時，應注意避免侵害學生之著作人格權，或於事前
依契約約定學生對本校不行使著作人格權。
二、專利權歸屬：得由雙方合意以契約定之；未約定者，依
專利法第七條第一項規定，研究成果之專利權歸屬於雇
用人。
明訂本校學習型或勞動型兼任助
第七條
兼任助理每月研究津貼、實習津貼或工作酬勞於次月 25 理之研究津貼、實習津貼或工作
日匯入個人郵局帳戶。但因補助機關尚未核撥經費等特殊原 酬勞發放時間。
因者除外。
依教育部處理原則第 10 點之規
第八條
兼任助理對於課程學習、服務學習或勞動權益之措施或 定，明訂學生兼任各類助理之爭
處置，認有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得於該措 議處理機制。
施或處置作成或發布之次日起三十日內以書面向本校「學生
學習及勞動爭議處理小組」
（以下簡稱處理小組）提出申訴。
處理小組應於收到關係爭議申請案或其他權益申訴案件之次
日起二個月內作成裁決或評議結果報告。
前項處理小組置委員七至十一人，由教務長、學務長、
研發長、主任秘書，人事室主任及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之法
律學者及學生代表共同組成，並由主任秘書擔任召集人，處
理小組窗口及行政事務由人事室負責。
第九條
本要點未盡事宜，依有關法令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明訂本要點訂定及修訂之程序
第十條
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報請校長公布施行，修訂時
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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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案附件二

專科以上學校強化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處理原則
104 年 6 月 17 日臺教高（五）字第 1040063697 號函訂定

一、教育部為兼顧大專校院培育人才之目的，並保障學生兼任助理之學習及勞動權益，特訂
定本處理原則。
本原則所定學生兼任助理，包括兼任研究助理、兼任教學助理、兼任研究計畫臨時工及
其他不限名稱之學生兼任助理。
二、大專校院應尊重教師專業自主權並落實學生法定權益，包括大學法、勞動法或相關社會
保險法規，在確保教學學習品質及保障勞動權益之前提下，建構完整之學生權益保障法
制。
三、教學及學習為校園核心活動，在確保教學品質及保障勞動權益之原則下，各校應檢視學
生兼任助理之內涵、配合教學、學習相關支持行為之必要性及合法性，及學習與勞動之
分際，以期教學、研究、學生學習及勞動權益保障取得平衡。
學校、教師或學生對於兼任助理活動是否構成僱傭關係有疑義者，應充分考量學生權益，
並循本原則第十點之管道解決。
四、大專校院學生擔任屬課程學習或服務學習等以學習為主要目的及範疇之兼任研究助理及
教學助理等，非屬於有對價之僱傭關係之活動者，其範疇如下：
(一)課程學習(參照原行政院勞工委員會一百零二年九月二日勞職管字第一０二００七
四一一八號函規定)：
1、 指為課程、論文研究之一部分，或為畢業之條件。
2、前課程或論文研究或畢業條件，係學校依大學法、專科學校法授權自主規範，
包括實習課程、田野調查課程、實驗研究或其他學習活動。
3、該課程、論文研究或畢業條件應一體適用於本國學生、外國學生、僑生、港澳
生或大陸地區學生。
4、符合前三目條件，未有學習活動以外之勞務提供或工作事實者。
(二)服務學習：學生參與學校為增進社會公益，不以獲取報酬為目的之各項輔助性服務，
包括依志願服務法之適用範圍經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主辦或經
其備查符合公眾利益之服務計畫，參與服務性社團或其他服務學習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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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活動。
五、學校於推動課程學習或服務學習範疇之學習活動，應符合下列原則：
(一)該學習活動，應與前點所定範疇有直接相關性為主要目的，並於授課或指導教師之
指導下，經學生個人與指導教師同意為之。
(二)學校應有明確對應之課程、教學實習活動、論文研究指導、研究或相關學習活動實
施計畫，並就其相關學習準則、評量方式、學分或畢業條件採計及獎助方式等予以
明定且公告之。
(三)教師應有指導學生學習專業知識之行為。
(四)學生參與前開學習活動期間，得因學習、服務學習，支領獎學金 或必要之研究或實
習津貼或補助。
(五)學生參與學習活動，其權益保障或相關保險，應依大學法、學位授予法及相關法規
規定辦理，並於校內學生相關章則中規範。另針對有危險性之學習活動，應增加其
保障範圍。
學生於學習活動之相關研究成果著作權之歸屬，其認定如下：
(一)學生在校期間所完成之報告或碩、博士學生 所撰寫之論文，如指導之教授僅為觀念
指導，並未參與內容表達之撰寫，而係由學生自己撰寫報告或論文內容，依著作權
法規定，學生為該報告或論文之著作人，並於論文完成時，即享有著作權（包括著
作人格權及著作財產權）。
(二)前款報告或論文，指導之教授不僅為觀念之指導，且參與內容之表達而與學生共同
完成報告或論文，且各人之創作，不能分離利用者，為共同著作，學生及指導之教
授為報告或論文之共同著作人，共同享有著作權，其共同著作權（包括著作財產權
及著作人格權）之行使，應經學生及指導之教授之共同同意後，始得為之。
(三)兼任助理與指導之教授間，應事先就相關研究成果著作權之歸屬及事後權利行使方
式等事項，達成協議或簽訂契約。
學生於學習活動之相關研究成果之專利權歸屬，依專利法第五條第二 項規定，學生自身
為發明人、新型創作人、設計人之情形，對其所得之研究成果享有專利申請權，得依同
條第一項規定向專利專責機關申請專利。但他人（如指導之教授）如對論文研究成果之
產出有實質貢獻，該他人亦有被認定為共同發明人之可能。
六、前二點規定以外，凡學生與學校間存有提供勞務獲取報酬之工作事實，且具從屬關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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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屬僱傭關係，其兼任樣態，包括研究助理、教學助理、研究計畫臨時工及其他不限名
稱之學生兼任助理工作者等，應依勞動相關法規規定辦理；雙方如屬承攬關係，則另依
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學校與學生之僱傭關係認定原則，依勞動部訂定之專科以上學校兼任助理勞動權益保障
指導原則辦理。
七、屬前點具僱傭關係者，學校於僱用學生擔任兼任助理時，應依下列原則辦理：
(一)與學生訂定勞動契約，明定任用條件、工作場所、工作時間、工作時數、定期或不
定期之工作期間、工作內容、工資、工作準則、終止及相關權利義務。
(二)依相關規定辦理勞工保險、全民健康保險及提繳勞工退休金等，並提供相關申訴及
爭議處理管道。
(三)督導所屬教學單位及教師，並依約保障學生之勞動權益。
有關學生協助或參與教師執行研究計畫所產出相關研究成果之著作權歸屬，依著作權法
規定辦理。依著作權法第十一條規定，受僱之學生為著作人，僱用之學校享有著作財產
權，亦即雇用人享有著作權法第二十二條至第二十九條之重製、改作、公開播送及公開
傳輸等專有權利，著作人格權仍屬受雇人所有。雇用人行使著作財產權時，應注意避免
侵害受雇人之著作人格權，或於事前依契約約定受雇人對雇用人不行使著作人格權。
前項研究成果之專利權之歸屬，得由雙方合意以契約定之；未約定者，依專利法第七條
第一項規定，研究成果之專利權歸屬於雇用人。
八、為保障各類學生兼任助理權益，學校應依前述原則，訂定校內保障兼任助理學習及勞動
權益之處理章則並公告之，於訂定時應廣徵校內各類兼任助理及教師之意見為之；若有
工會者，得邀請工會代表參與相關會議並參酌其意見。
前項處理章則之內涵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校內學生參與課程學習或服務學習活動之學習準則、兼任助理之工作準則、各類助
理之權利義務、經費支給項目(科目)、來源、額度及所涉研究成果之著作權歸屬相
關規範。
(二)校內相關單位及教師對於各類助理相關之權益保障應遵循之規定。
(三)各類助理權益保障、申訴及救濟管道及處理程序，屬學習範疇者，應納入學生學則
規範；屬工作範疇者，應納入學校員工相關規定。
九、除法律或法規命令另有規定外，學校應依本原則明確劃分學習或勞動之學生兼任助理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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疇，於學校章則規定獎助學金、研究、實習津貼或補助、工資給付範疇及事項，並依相
關法令訂定處理程序；除依其章則規定核發獎助學金、研究、實習津貼或補助、支付勞
務報酬外，並督導所屬教師及校內單位予以遵循，以保障學生權益。
十、學校就學生兼任各類助理之爭議處理，應有爭議處理機制。
前項爭議之審議，應有學生代表參與，並宜有法律專家學者之參與。若有工會者，得邀
請工會代表參與相關會議並參酌其意見。
第一項爭議處理機制，學校得衡酌校務運作情形，與現行申訴機制整合或另建機制。
十一、學校應依本原則所定認定基準，全面盤點及明確界定現有校內學生兼任助理之類型及
人數，並依本原則規定提供學習或勞動相關之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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