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吳大學 105 學年度第 14 次(106 年 3 月 6 日)行政會議紀錄
(106 年 3 月 9 日核定，經 105 學年度第 15 次行政會議確認)

時間︰106 年 3 月 6 日（星期一）下午 1 時 30 分
地點：城中校區 5211 會議室
主席︰潘維大校長
出席︰趙維良副校長(巨資學院院長、華語教學中心主任)、董保城副校長、詹乾隆教務長、
莊永丞學務長、阮金祥總務長、王志傑研發長(教學資源中心主任)、
姚思遠學術交流長(兩岸中心王玉梅主任代)、人社院黃秀端院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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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書室王淑芳主任秘書(社會資源長)、人事室林政鴻主任、會計室洪碧珠主任、
圖書館林聰敏館長(李明俠編纂代)、電算中心余啟民主任、推廣部劉宗哲主任、
體育室東方介德主任、校牧室黃寬裕主任
列席︰哲學系米建國主任、政治系陳立剛主任、社工系萬心蕊主任(吳秀禎秘書代)、
音樂系彭廣林主任、師資培育中心賴光真主任、語言教學中心呂信主任、
物理系巫俊賢主任、化學系何美霖主任、心理系徐儷瑜主任、商學院陳惠芳副院長、
經濟系陶宏麟主任、會計系謝永明主任、企管系胡凱傑主任、國貿系陳宏易主任、
資管系何煒華主任、國際商管學程詹乾隆主任、EMBA 碩士在職專班邱永和主任、
校長室專門委員王玉梅主任、副校長室陳雅蓉專門委員
請假：無
紀錄︰藺以雯秘書

壹、宣布開會
貳、確定議程：變更議程順序如後
第一案案由：請審議本校與北京工業大學耿丹學院、華僑大學及美國普渡大學西北校
區簽訂校級學術交流協議案。
第二案案由：請審議本校與北京工業大學耿丹學院簽訂校級學生交流合作約定書案。
第三案案由：請審議本校與匈牙利考文紐斯大學簽訂新伊拉斯莫斯計畫學生交換協議
案。
第四案案由：請討論「東吳大學學術研究優秀人才獎勵辦法」修正案。
第五案案由：請討論「東吳大學提升教師學術研究減授授課時數辦法」修正案。
第六案案由：請討論「東吳大學教師學術研究獎助辦法」修正案。
第七案案由：請討論「東吳大學特聘教授設置辦法」草案。
第八案案由：請討論「東吳大學教師評鑑辦法」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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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主席致詞：數位變革之下，以現有科技而言，2020 以前將有 49%行業會消失。以學校
而言，我們教授給學生的知識或技術也面臨同樣嚴峻的考驗，傳統單一學系的知能不
足以跨越這樣的挑戰，必須整合。但是欠缺規劃地貿然廢除學系而改為學院學程的方
式，亦欠缺可行性。請研發長規劃提綱並安排相關會議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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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洽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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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學年度第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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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各行政及學術單位業務報告
詹乾隆教務長：
（一） 上週已完成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筆試及口試，3 月 16 日大學學測篩選
亦將告一段落，下一階段要請各學院及學系協助回覆學生之提問及做好
家長接待，以錄取優秀之學生。
（二） 本學期選課因為系統轉譯及資料庫異常，造成 2 次選課問題，感謝主秘
提供資料及電算中心排除異常，對學生選課權益影響降低。
（三） 部分教師經過多次催繳，仍未及時上傳授課成績，影響學生選課，將於選
課時程告一段落後，一併處理是項問題。
阮金祥總務長
（一） 兩校區警衛安全、環境清潔及校外學舍環境清潔工作整合標案，已於 2 月
14 日完成評選；2 月 15 日完成議約議價，自 106 年 3 月 1 日起為期 30
個月合約期間，得標者為保潔國際物流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亦即本校長
期配合之廠商。本案為全國大專校院首創的整合型標案，感謝教務處協
調提供空間作為整合控管之專案辦公室使用。
（二） 使用逾廿年之舊總機系統已於 2 月完成更新，特別感謝 EMBA 校友慷慨
捐贈，未來在預算許可的情況下，將持續更新。
（三） 兩校區空間備用鑰匙各使用單位自主開鎖測試，辦法原規定於每年 1 至
3 月間執行，由於本案為首次執行，將延長至 5 月底，請各單位於期限內
派員至採購保管組或校安中心取鑰匙測試，在 5 月底前補完短缺的鑰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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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思遠國際交流長（兩岸中心王玉梅主任代）
（一） 本週為國際週，請師長鼓勵同學踴躍參與，
「世界名校等你來」特別規劃
3 所頂尖大學合作，將安排移地教學，可取得學分。
（二） 陸生碩士班已經公告招生，報名至 4 月 16 日截止，以去年為例，碩博士
班 31 個名額，僅 20 人報名，故今年減招為 27 人，請各院系與友好且符
合教育部標準的大陸高校多加聯繫、宣傳，鼓勵報考陸生碩士班。
（三） 國際處 4 月 20 至 24 日將到大陸湖北 3 所重點高中宣講，並拜訪 2 所協
議學校。歡迎各學系主任同行，意者請提早與兩岸中心聯繫；若各學系備
有特色宣傳單張，對於陸生宣傳效果較宣傳冊更佳。
（四） 教育部一中承諾書之普查已轉發各教學單位協助填答。
王淑芳社資長
（一） 3 月 11 日（六）校慶上午 10 點將舉辦捐款人榮敬典禮，歡迎各位師長踴
躍出席，中午將與商學院 EMBA 共同舉辦感恩餐會。
（二） 去年校慶舉辦校友 30 回娘家活動時，由於學系人力皆投入於該活動中，
致部分非畢業 30 年之校友表示接待上略有欠缺。故今年校友 30 回娘家
活動將延後至 5 月份舉辦，校慶當天仍由學系接待當日返校之所有系友。
至於校友 30 回娘家活動將由社資處與校友總會聯合規劃，後續將整合各
學系辦理活動後，彙整一起向校友總會申請補助，後續將召開籌備會議。
（三） 3 月 16 日（四）下午 2 點 30 分至 4 點，在外雙溪校區松怡廳舉行唐松章
董事夫人吳怡靜女士追思音樂會，由於家屬婉拒奠儀及花籃，且不另發
訃文，將由社資處以校內發函方式統計師長、同仁出席情況。即便松怡廳
座位有限，恐無法一一安排座位，仍希望各位師長能撥空出席，一同以樂
聲緬懷榮譽校友吳怡靜女士，感謝她對學校的貢獻。
（四） 本學年度捐款金額最高的捐款人為王紹堉董事長，金額 2000 萬元，將用
於購買中鋼股票，成立王紹堉講座基金，刻正持續進行中。
圖書館林聰敏館長（李明俠編纂代）
全國學術電子資訊資源共享聯盟（CONCERT）與美商 Elsevier 公司已談判完成，
談判之方案範圍為與該公司期刊訂購達美金 17 萬元以上者。茲因本校期刊購置
未達訂購金額，故本校購買 Elsevier 所出版之期刊仍面臨每年高達 25%之漲幅，
技術服務組已通知各學系談判的結果及後續經費執行事宜。
體育室東方介德主任
3 月 11 日（六）上午 8 點 30 分校慶運動會開幕典禮，請各位系主任協助宣傳，
鼓勵同學出席，上午 8 點集合，希望各學系派出 100 位同學參與開幕繞場，展現
學系創意與特色；並請學系派 2 位代表出席閉幕典禮及授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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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淑芳主任秘書
秘書室提供與會師長本期 Cheers 及遠見雜誌各 1 本，感謝教務處招生組協助調
查學生之意見回饋，Cheers 及遠見雜誌確為學生選校、選系之重要參考，兩本雜
誌發行量各約 8 萬本。
本次除購置跨頁廣告外，內文東吳大學露出部分亦已特別摘錄，請各位師長卓參，
作為提升學校競爭力之參考。

陸、提案討論
第一案案由：請審議本校與北京工業大學耿丹學院、華僑大學及美國普渡大學西北
校區簽訂校級學術交流協議案。
提案人：國際處姚思遠學術交流長
說明：
一、 本案業經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國際交流委員會第 1 次會議審查通過
(106.02.24)。
二、 為加強本校與大陸地區北京工業大學耿丹學院、華僑大學之交流與合
作，提請簽訂交流合作約定，約文草案及學校簡介請詳附件 1~4。
三、 美國普渡大學西北校區(Purdue University Northwest)前身為普渡大學
卡魯默校區(Purdue University Calumet)，該校區自 2007 年起，與本校
簽有校級總約，並與本校微生物學系合作大學部雙聯學制多年。因該
校 2016 年合併校區及變更校名，提請與本校續簽校級學術交流協議。
學校簡介與協議草案請詳附件 5~6
決議：通過

第二案案由：請審議本校與北京工業大學耿丹學院簽訂校級學生交流合作約定書
案。
提案人：國際處姚思遠學術交流長
說明：
一、 本案業經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國際交流委員會第 1 次會議審查通過
(106.02.24)。
二、 為加強本校與大陸地區北京工業大學耿丹學院之交流與合作，提請簽
訂學生交流合作約定，約文草案請詳附件 1；學校簡介請詳第一案附
件 1。
決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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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案由：請審議本校與匈牙利考文紐斯大學簽訂新伊拉斯莫斯計畫學生交換協
議案。
提案人：國際處姚思遠學術交流長
說明：
一、 本案業經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國際交流委員會第 1 次會議審查通過
(106.02.24)
二、 為強化本校與該校之學生交流，該校將本校列為新伊拉斯莫斯計畫
(Erasmus+ program)合作學校，並透過該項計畫提供獎學金予本校前往
交換之學生。為提撥該項獎學金，該校提請與本校簽訂新伊拉斯莫斯
計畫學生交換協議，學校簡介與協議草案請詳附件 1、2。
決議：通過

第四案案由：請討論「東吳大學學術研究優秀人才獎勵辦法」修正案。
提案人：研究發展處王志傑研發長
說明：
一、 配合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105 年 10 月 6 日公告之「人文及社
會期刊評比暨核心期刊收錄」新制，將原「THCI Core」更名為「THCI」
，
擬修正本辦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五款第一目。
二、 本案業經 105 學年度學術研究委員會第 3 次(106 年 3 月 1 日)會議討論
建議修正。
三、 檢附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公告（附件 1）
、修訂條文對照表（附
件 2）及原辦法（附件 3），敬請討論。
決議：通過

第五案案由：請討論「東吳大學提升教師學術研究減授授課時數辦法」修正案。
提案人：研究發展處王志傑研發長
說明：
一、 配合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105 年 10 月 6 日公告之「人文及社
會期刊評比暨核心期刊收錄」新制，將原「THCI Core」更名為「THCI」
，
擬修正本辦法第二條第一項第五款第一目。
二、 本案業經 105 學年度學術研究委員會第 3 次(106 年 3 月 1 日)會議討論
建議修正。
三、 檢附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公告（附件 1）
、修訂條文對照表（附
件 2）及原辦法（附件 3），敬請討論。
決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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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案案由：請討論「東吳大學教師學術研究獎助辦法」修正案。
提案人：研究發展處王志傑研發長
說明：
一、 配合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105 年 10 月 6 日公告之「人文及社
會期刊評比暨核心期刊收錄」新制，將原「THCI Core」更名為「THCI」
，
擬修正本辦法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目。
二、 本案業經 105 學年度學術研究委員會第 3 次(106 年 3 月 1 日)會議討論
建議修正。
三、 檢附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公告（附件 1）
、修訂條文對照表（附
件 2）及原辦法（附件 3），敬請討論。
決議：通過

第七案案由：請討論「東吳大學特聘教授設置辦法」草案。
提案人：人事室林政鴻主任
說明：
一、 為鼓勵本校教授致力於提升學術水準，爭取更高榮譽，研擬「東吳大
學特聘教授設置辦法」草案，明訂專任教授符合相關規定得授予「特
聘教授」榮銜。
二、 本案曾提送 105 學年度第 10 次及第 12 次行政會議（105 年 12 月 26
日及 106 年 1 月 23 日）討論，依會議討論情形及彙集各方意見調整
後，再次提案，敬請討論。
三、 檢附「東吳大學特聘教授設置辦法」草案（附件 1）
、
「東吳大學教師評
審辦法」第 5 條及第 6 條條文（附件 2）
、本校獲研究傑出及教學傑出
之教師人數統計表（附件 3）
、本校教師擔任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主持
人次數統計表（附件 4）
、
「東吳大學學術研究優秀人才獎勵辦法」
（附
件 5）、「東吳大學教師教學獎勵辦法」（附件 6）、「東吳大學教師彈性
薪資實施辦法」
（附件 7）及「東吳大學產學合作作業要點」
（附件 8）
。
決議：通過

第八案案由：請討論「東吳大學教師評鑑辦法」修正案。
提案人：教師評鑑辦法修訂案任務小組
說明：
一、 依大學法第 21 條之規定，「大學應建立教師評鑑制度，對於教師之教
學、研究、輔導、服務成效進行評鑑，作為教師升等、續聘、長期聘
任、停聘、不續聘及獎勵之重要參考。」本校自建立教師評鑑制度以
來已將近十年，各教學單位依自訂之教師評鑑辦法對所屬教師進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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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評核。
二、 有鑑於各教學單位之評鑑標準寬嚴不一、評鑑之鑑別度不高，另考量
整體研究能量逐漸下降、教師參與系務之動能不足、落實學生關懷輔
導等因素，研擬修訂「東吳大學教師評鑑辦法」
，具體提出學校對於專
任教師之最基本要求，期能確保教師教學、研究、服務及輔導之績效，
並使教師評鑑制度更臻完善，俾作為本校進一步研議升等、長期聘任
及獎勵之重要參考。
三、 教師評鑑辦法修訂案經 104 年度第 16 次（105.4.11）
、第 18 次（105.5.9）
及第 19 次（105.5.23）行政會議討論後，因考量攸關所有專任教師，
為求審慎，由教務長召集各學院院長、學生事務長、研究發展長及人
事室主任等組成任務小組針對各教學單位所提供之建議再行研議。
四、 任務小組經由本校主要負責「教學」、「研究」、「服務」及「輔導」之
業務單位，整合其所提出之專任教師各項應具備之基本要求，同時參
考各學院、學系及其他教學單位提供之建議，歷經七次會議進行討論
後，提出本次之「東吳大學教師評鑑辦法」修訂條文（附件一）及「校
訂基本標準（草案）」（附件二）。修訂之主要重點如下：
(一) 調整專任教師應接受評鑑之年限。
(二) 調整得免接受教師評鑑之資格。
(三) 調整教師評鑑作業方式，改以學校訂定教師在教學、研究、服務
及輔導之基本要求，再配合學院自訂之標準，共同做為教師之評
鑑標準。
五、 為使教師有充裕時間進行準備，修訂案通過實施後，105 學年度（含）
前已聘任之專任教師，將自 109 學年度起依新修訂之規定辦理評鑑作
業；108 學年度（含）前，仍依現行相關規定進行教師評鑑作業；符合
原教師評鑑辦法第三條各款規定得免接受評鑑者，經三級教評會評審
通過後或由人事室逕行查核後，可免接受評鑑。另，依原辦法已獲得
免評之教師，仍繼續維持免評資格，不因辦法修訂而消失。
六、 本修訂案將函請各教學單位提供第二次意見，並說明對第一次意見參
採之情形。
七、 檢附「東吳大學教師評鑑辦法」修訂條文對照表（附件 1）
、
「校訂基本
標準（草案）」
（附件 2）
、他校評鑑頻率比較表（附件 3）
、各教學單位
建議之參採說明（附件 4），敬請討論。
決議：彙整意見後於下次會議再次提案。
柒、臨時動議
捌、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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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一—上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
案由

一

決議

請審議本校與德國海爾布隆
大學簽訂校級學術交流協議 通過。
案。

執行情形
依決議執行，會議紀錄確認
後，由國際處辦理後續簽約
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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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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學年度第 14 次行政會議決議(定)事項管制案
執行情形彙整表
106.03.01
編號


一

二

三

決議(定)事項

承辦

預定完成

單位

日期

執行情形

擬辦

1. 實踐家與商學院合作事宜進
入場地整合協調，待場地確認
後可進行記者會籌備工作。
2. 持續與林偉賢董事長確認相
關合適場地之可能替代性。

擬予繼
續管制

行政會議決議事項
實踐家與商學院之服務創新育成
中心合作記者會
【104 學年度第 23 次行政會議校長口
頭指示】
2. 由主秘跨單位協商空間
【105 學年度第 12 次行政會議校長口
頭指示】
AACSB 認證評鑑訪視小組於訪談中提
及商學院大樓外觀之更新，請傅院長先
彙整院內師長、同仁、學生之意見，提
出外觀更新之需求，請總務長做實際規
劃設計，由社資處訂募款計畫，專款專
用。
【105 學年度第 8 次行政會議校長口頭
指示】
1.

就圖書館電子資料庫採購，為避免資源
過度傾斜，請圖書館分析現有電子資料
庫使用單價較高者，評估是否繼續使
用，或尋求其他替代方案。
【105 學年度第 9 次行政會議校長口頭
指示】

社資處、
秘書室

商學院、
總務處、
社資處

暫未開始管制
校長指示：於 105 年度第 15 次行政會議開始管制

圖書館

106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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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擬針對下列項目研擬預警
方案，規劃於 106 年 4 月召開 105
學年度第 2 次圖書館委員會會議
提案討論：
1. 圖書經費執行率低者。
2. 購置之圖書使用率低者。
3. 購置之資料庫使用率低者。

擬予繼
續管制

報告事項三--各行政及學術單位業務報告：
王志傑研發長
本校 105 及 106 年度申請科技部「大專學生研究計畫」件數統計，106 年度申請件數為 108 件
（另有 5 件為他校教師指導本校學生），較去年成長 23％（105 年度為 88 件），詳如表 1 及
表 2。

表 1、各學院申請科技部「大專學生研究計畫」件數統計
學生

教師

全校總計 105 年度 106 年度 成長比例
91

113

24%

法學院

27

40

48%

人社學院

10

14

理學院

21

商學院

全校總計

105 年度 106 年度

成長比例

88

108

23%

法學院

27

39

44%

40%

人社學院

9

13

44%

23

10%

理學院

19

20

5%

28

27

-4%

商學院

28

27

-4%

外語學院

5

1

-80%

外語學院

5

1

-80%

巨資學院

-

8

-

巨資學院

-

8

-

註：巨量資料管理學院 105 年度未有符合申請資格之學生，故未列入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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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各學系申請科技部「大專學生研究計畫」件數統計
學生
全校總計
中文系
歷史系
哲學系
政治系
社會系
社工系
音樂系
師培中心
人社學院合計
英文系
日文系
德文系
語言中心
外語學院合計
數學系
物理系
化學系
微生物系
心理系
理學院合計
法律系
法學院合計
經濟系
會計系
企管系
國貿系
財精系
資管系
商學院合計
巨資學院合計

105 年度
91
6
1
1
0
1
1
0
0
10
0
1
4
0
5
3
7
3
5
3
21
27
27
4
3
3
5
5
8
28

教師
106 年度
113
2
1
1
5
3
2
0
0
14
0
0
1
0
1
3
4
5
7
4
23
40
40
3
2
3
9
5
5
27
8

105 年度
88
4
1
2
0
1
1
0
0
9
0
1
4
0
5
3
6
3
4
3
19
27
27
5
3
3
5
4
8
28

106 年度
108
2
1
1
4
3
2
0
0
13
0
0
1
0
1
3
3
5
5
4
20
39
39
3
2
3
9
4
6
27
8

註：本校學生可由他系或他校教師指導，本校教師亦可指導他系或他校學生。
校長指示：請增加院系專任師生比欄位，可更精確呈現。
11

第一案附件 1
北京工業大學耿丹學院
Gengdan Institute of Beij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簡介
一、屬性：應用型
二、成立時間：2005 年
三、學生人數：20,000 餘名
四、教師人數：1,000 餘名
五、校長：莊毓敏
六、地址：北京市順義區牛欄山鎮牛富路牛山段 3 號
七、系所：
機械工程系

信息工程系

經濟與管理系

藝術設計系

應用語言系

人文與社會科學系

建築與環境系
八、特色：北京工業大學耿丹學院創辦於 2005 年，是大陸教育部批准成立的一所全日制
普通本科院校，現有在校生近 6,500 名。學院以中國早期教育家、革命家、留英博士
耿丹的名字命名，秉承「不以營利為目的」的公益性辦學理念。耿丹學院位於北京市
順義區，校區占地面積 30.36 萬平方米，其中建築面積 18.75 萬平方米，綠地面積
15.95 萬平方米，綠化率達 53％。學院培養具有創新精神的複合型、應用型高級專門
人才，透過開設輔修課程、雙學位課程，為複合型人才培養拓展管道；通過創新創業
系列講座、創業孵化器等措施培養學生的創新精神。學院確立了「開放式、國際化、
應用型」辦學定位，透過開設國際化課程、雙語教學、教師海外進修、學生海外遊學
等制度措施，培養師生的國際化觀念與全球化視野。
九、排名：中國校友會網 2017 中國大學排名榜獨立學院 300 強，63 名。*非臺灣教育部
承認之 155 所大陸地區高校之一
十、國際交流：已與全球 QS 排名 100 的澳大利亞西澳大學（UWA）簽署 3+1 項目及短期
訪學項目的學術合作協議，與愛爾蘭公立大學中排名第一的都柏林理工學院（DIT）
共同開展國際教學專班，同時還與北美及歐洲多所大學簽署合作協議（如美國南伊利
諾伊大學、加拿大愛德華王子島大學、英國哈德斯菲爾德大學等）。
十一、參考網站：
北京工業大學耿丹學院：http://www.gengdan.cn/
中國校友會網：http://www.cuaa.net/cur/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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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案附件 2

東吳大學與北京工業大學耿丹學院學術交流合作約定書
為促進兩校學術交流合作，經友好協商於平等互惠原則下，東吳大學與北京工業
大學耿丹學院同意建立兩校學術交流關係，約定如下：

一、交流內容：
1. 鼓勵雙方學生短期研修與互訪交流。
2. 互邀雙方教師、研究人員與行政人員互訪交流。
3. 邀請與安排雙方學者進行各項研究合作、學術研討、專題演講等學術合作。
4. 互換學術出版品與分享學術資訊。
二、合作原則：
1. 雙方應為互訪學者提供講學與研究之便利條件。
2. 兩校將優先處理本約定書內允許之學生交流與學者互訪之請求，並致力達成
雙方滿意之條款。
3. 兩校各指定一單位機構負責聯絡工作與本約定書之實施。
三、本約定書經雙方代表簽字後生效，有效期五年。期滿時，如雙方無異議，約定書
自行順延五年。任何一方有權終止本約定書，但須提前六個月以書面通知對方。
四、本約定書一式兩份，雙方各執一份。兩份文本中對應表述的不同用語所含意義相
同，兩份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東吳大學

校長

北京工業大學耿丹學院

潘維大

教授

莊毓敏

年月

日

年月

13

日

教授

校長

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与东吴大学学术交流合作约定书
为促进两校学术交流合作，经友好协商于平等互惠原则下，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
院与东吴大学同意建立两校学术交流关系，约定如下：

一、交流內容：
1. 鼓励双方学生短期研修与互访交流。
2. 互邀双方教师、研究人员与行政人员互访交流。
3. 邀请与安排双方学者进行各项研究合作、学术研讨、专题演讲等学术合作。
4. 互换学术出版品与分享学术信息。
二、合作原则：
1. 双方应为互访学者提供讲学与研究之便利条件。
2. 两校将优先处理本约定书内允许之学生交流与学者互访之请求，并致力达成
双方满意之条款。
3. 两校各指定一单位机构负责联络工作与本约定书之实施。
三、本约定书经双方代表签字后生效，有效期五年。期满时，如双方无异议，约定书
自行顺延五年。任何一方有权终止本约定书，但须提前六个月以书面通知对方。
四、本约定书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两份文本中对应表述的不同用语所含意义相
同，两份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校长东吴大学校长
庄毓敏教授潘維大教授

年

月

日

年

14

月

日

第一案附件 3

華僑大學
Huaqiao University

簡介
一、屬性：綜合
二、成立時間：1960 年
三、學生人數：30,000 餘名
四、教師人數：1,300 餘名
五、校長：賈益民
六、地址：
泉州校區:福建省泉州市豐澤區城華北路 269 號
廈門校區:福建省廈門市集美區集美大道 668 號
七、系所：
數學科學學院

文學院

外國語學院

經濟與金融學院

工商管理學院

旅遊學院

法學院

生物醫學學院

美術學院

國際關係學院

工學院

信息科學與工程學院

國際學院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院

華文學院

機電及自動化學院

計算機科學與技術學院

建築學院

化工學院

音樂舞蹈學院

土木工程學院

新聞傳播學院

哲學與社會發展學院

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

廈航學院

體育學院

統計學院

繼續教育學院

八、特色：華僑大學創辦於 1960 年，設有 26 個學院，81 個研究院、所、中心，擁有理
學、工學、經濟學、管理學、法學、文學、哲學、歷史學、農學、教育學、藝術學
11 個學科門類，該校為面向海外開展華文教育的重要基地。華僑大學擁有來自 35 個
國家和地區的華僑華人、港澳臺及其他外國學生 4,000 餘人，是全大陸地區境外學生
最多的大學之一，建校以來共培養海內外各類人才近 15 萬人。
九、排名：中國校友會網 2017 中國大學排名榜 700 強排名 141。*非臺灣教育部承認之
155 所大陸地區高校之一
十、國際交流：積極開展全方位的華文教育，在美國、泰國、印尼、菲律賓等國家及香
港、澳門特別行政區設有辦事機構，並與境外 80 多所高等院校和教育機構簽訂了雙
15

邊協議或建立了學術交流合作關係。
十一、參考網站：
華僑大學：http://www.hqu.edu.cn/
中國校友會網：http://www.cuaa.net/cur/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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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案附件 4

東吳大學與華僑大學學術交流合作約定書
為促進兩校學術交流合作，經友好協商於平等互惠原則下，東吳大學與華僑大學
同意建立兩校學術交流關係，約定如下：

一、交流內容：
1. 鼓勵雙方學生短期研修與互訪交流。
2. 互邀雙方教師、研究人員與行政人員互訪交流。
3. 邀請與安排雙方學者進行各項研究合作、學術研討、專題演講等學術合作。
4. 互換學術出版品與分享學術資訊。
二、合作原則：
1. 雙方應為互訪學者提供講學與研究之便利條件。
2. 兩校將優先處理本約定書內允許之學生交流與學者互訪之請求，並致力達成
雙方滿意之條款。
3. 兩校各指定一單位機構負責聯絡工作與本約定書之實施。
三、本約定書經雙方代表簽字後生效，有效期五年。期滿時，如雙方無異議，約定書
自行順延五年。任何一方有權終止本約定書，但須提前六個月以書面通知對方。
四、本約定書一式兩份，雙方各執一份。兩份文本中對應表述的不同用語所含意義相
同，兩份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東吳大學

校長華僑大學

校長

潘維大

教授賈益民

教授

年月

日

年月

17

日

华侨大学与东吴大学学术交流合作约定书

为促进两校学术交流合作，经友好协商于平等互惠原则下，华侨大学与东吴大学
同意建立两校学术交流关系，约定如下：

一、交流內容：
1. 鼓励双方学生短期研修与互访交流。
2. 互邀双方教师、研究人员与行政人员互访交流。
3. 邀请与安排双方学者进行各项研究合作、学术研讨、专题演讲等学术合作。
4. 互换学术出版品与分享学术信息。
二、合作原则：
1. 双方应为互访学者提供讲学与研究之便利条件。
2. 两校将优先处理本约定书内允许之学生交流与学者互访之请求，并致力达成
双方满意之条款。
3. 两校各指定一单位机构负责联络工作与本约定书之实施。
三、本约定书经双方代表签字后生效，有效期五年。期满时，如双方无异议，约定书
自行顺延五年。任何一方有权终止本约定书，但须提前六个月以书面通知对方。
四、本约定书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两份文本中对应表述的不同用语所含意义相
同，两份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华侨大学校长东吴大学校长
賈益民教授潘維大教授

年月 日

年月

18

日

第一案附件 5

美國普渡大學西北校區
Purdue University Northwest

簡介
一、 屬

性：公立大學

二、 成立時間：該分校前身為普渡大學卡魯默校區(Calumet)以北中校區(North Central)。
兩校區皆成立於 1946 年，並自 2014 年起開始合併，於 2016 年完成整
併，並命名為西北校區(Northwest)。
三、 學生人數：大約 15,000 人
四、 教職員數：1,577 人
五、 規
模：現今普渡大學西北校區為美國印地安那州第五大的公立大學，共有 2 個分
部，分別為哈蒙德分部(Hammond)與韋斯特維爾分部(Westville)。共 6 個學院，超過 70
個學位學程。學院列表如下：
學院
1.
2.
3.
4.
5.

College of Business (商學院)
College of Engineering and Sciences (工程與科學學院)
College of Humanities, Education & Social Sciences
(人文教育與社會科學學院)
College of Nursing (護理學院)
College of Technology (理學院)

6.

Honors College (榮譽學院)

六、 排名與強項：普渡大學為一所擁有一百年以上歷史的名校。該校以商科起家，在商學
相關領域經營已久。普渡大學亦於世界排名表現優異：
1.

QS 世界大學排名 92 名；

2.

QS 農林領域排名，於世界各大專校院中排名第 8；

3.

QS 科技與工程領域，於世界各大專院校中排名第 55

七、 國際交流現況：
普渡大學西北校區前身之一的「普渡大學卡魯默校區(Calumet)」自 2007 年起，與本
校簽有校級總約，並與本校微生物學系合作大學部雙聯學制多年。因該校 2016 年合
併校區變更校名，提請與本校續簽校級總約及持續與本校微生物學系合作大學部雙
聯學制。
八、 參考網站：
1.

普渡大學官網
http://www.pnw.edu/

2.

普渡大學維基百科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9%AE%E6%B8%A1%E5%A4%A7%E5%AD%B8

3.

QS 世界大學排名
https://www.topuniversities.com/universities/purdue-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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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案附件 6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Between
Soochow University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Soochow")
and
Purdue University on behalf of Purdue University Northwest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PNW")
WITNESSETH THAT:
WHEREAS, Purdue University Northwest (PNW) and Soochow University (Soochow) desire to promote
the enrichment of their teaching and learning, research and discovery, and engagement missions; and
WHEREAS, PNW and Soochow desire to strengthen and expand the mutual contacts between the two
universities; and
WHEREAS, PNW and Soochow desire to provide for an exchange of faculty and students and other
collaboration between the two universities on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hereinafter set forth;
NOW THEREFORE, it is mutually agreed as follows:
I.

Scope of Agreement
This Agreement, together with Faculty and Student Exchange Agreements, shall include, but not
be limited to, the following types of collaboration:
a. Short and Long-term Faculty Exchange
b. Undergraduate and Graduate Student Exchange
c. Visiting Student Programs
d. Administrative Support Programs
f.

Collaborative Research and Discovery, Learning and Teaching, and Engagement

e. Other mutually agreed educational programs
II.

Period of Agreement
This Agreement becomes effective on the date of the last signature and will remain in full force
and effect for a period of five (5) years. Prior to the expiration date, the agreement may be
reviewed for possible renewal for a further five (5) year period. In addition, either party may
terminate this agreement as indicated in Section III below.

III.

Termination
This Agreement may be terminated prior to the Termination Date in any of the following ways:
a. Termination by Agreement. The Parties may mutually agree to terminate this Agreement in
writing, on the terms and dates stipulated ther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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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arly Termination. Either Party may terminate this Agreement at any time with or without
cause by delivering written notice of termination to the other Party at least ninety (90) days
prior to such early termination.

c. Termination for Cause. Either Party may terminate this Agreement upon a material breach
by the other Party which is not cured within thirty (30) days of written notice of such breach
to the other Party. Any second or subsequent material breach within a particular one (1)
year term, whether such breach is of the same kind or not, shall be grounds for immediate
termination of this Agreement.
d. Ongoing Obligations Upon the termination of this Agreement, the provisions herein shall
cease to be in force and effect: provided, however, that termination of this Agreement shall
have no effect on the following obligation of either party: (i) obligations accruing prior to the
date of termination; and (ii) obligations, promises, or covenants contained herein that are
expressly made to extend beyond the term of this Agreement, including without limitation,
confidentiality of information.
IV.

V.

Activities Under This Agreement
It is expected that activities taking place under this Agreement will be initiated primarily by
academic units and International Offices within each university, and in coordination with their
respective administrative units concerned with international activities. All activities undertaken
must conform to the policies and procedures in place at each institution. For PNW, faculty and
student exchanges will follow university guidelines for faculty and student exchange.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of Activities
Each distinct collaboration program or activity will be described in a separate Activity Agreement
drawn up jointly by the collaborating units and signed by authorized signatories of each Party. Such
agreements will specify the names of those individuals on each campus responsible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ogram. Activity Agreements will be approved by the Associate Vice
Chancellor for Academic Affairs, Assistant Vice Chancellor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the
Dean/Director of the appropriate School and the Associate Vice Chancellor for Finance & Business
Services at PNW and the President of Soochow University.

VI.

Funding of Activities
Activity Agreements should make financial costs and obligations explicit. Collaborating units are
encouraged to work together to identify and secure any outside funding which may be needed.
Projects requiring funding must be approved by both institutions.

VII.

Use of Name
Soochow will not use the name of PNW, nor of any member of PNW's program staff, in any
publicity, advertising, or news release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approval of an authorized
representative of PNW. PNW will not use the name of Soochow, or any employee of Soochow,
in any publicity, advertising, or news release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approval of Soochow.

VIII.

Nondiscrimination
PNW and Soochow agree that no person shall on the grounds of race, color, national origin,
gender, sexual orientation, or creed be excluded from participation under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IX.

Modification
The terms of this Agreement may be changed or modified only by written amendment signed by
authorized agents of the parties hereto.

X.

Prevailing Language
Should this document be executed in two languages, the English version of this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represents the understanding of both Parties. Any other version is provided as a
translation. In the event of conflict between the two versions, the English version will prevail.

XI.

Non-Binding
21

This Agreement is non-binding and solely for the purpose of establishing a basis upon which
Purdue University and Soochow will continue discussions. Either Purdue University or Soochow
may at its sole discretion terminate discussions for any reason by giving written notice of
termination to the other. In the case of a dispute that arises relating to any aspect of cooperation
under this Agreement, the parties may attempt to resolve such dispute through friendly negotiation,
or either party may elect to terminate the agreement pursuant to the previous provision. Upon
termination, the parties will have no further obligations hereunder.

FOR PURDUE

FOR SOOCHOW UNIVERSITY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Thomas L. Keon

Wei-Ta Pan

Chancellor

President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alph O. Mueller

Dat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Vice Chancellor for Academic Affairs and Provost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Stephen R. Turner
Vice Chancellor for Finance and Administration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llas Kenny
Assistant Vice Chancellor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Date: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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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附件 1

東吳大學與北京工業大學耿丹學院－學生交流合作約定書
東吳大學與北京工業大學耿丹學院本於「平等互惠、優勢互補、共同發展」原則，
經雙方協商，就兩校辦理「研修生」及「暑期研習生」事項達成如下約定：
一、合作內容：
（一）研修生：
雙方同意根據學生意願，每學期選派註冊在校，且至少已修讀一學期以上之學士班
以及碩、博士班學生，自費到對方學校學習一學期，並以研修雙方均已開設之科目
為原則。
（二）暑期研習生：
雙方同意於每年暑假期間辦理「暑期研習班」，研習期間及參訪等內容依雙方規劃
另定之。
二、合作型式：
（一）研修生及暑期研習生均無名額限制，亦不獲取接待學校之學位。
（二）雙方於研修及暑期研習結束後，接待學校應發給「學習證明」。
（三）研修生及暑期研習生在接待學校完成研修及暑期研習後，應依交流計畫返回原屬
學校，不得延長停留時間，接待學校亦不受理為其辦理延長停留手續之要求。
三、遴選方式：
（一）雙方從各自學校就讀全日制學生中，根據學習成績、個性是否適合本項研修及暑
期研習計畫等情況，推薦至接待學校。受推薦學生應至少已在原屬學校修業滿一
年以上。
（二）雙方各自保留審查對方推薦之研修生及暑期研習生研修許可最後決定權。若有不
獲對方接受之情況，推薦方可再次遞補推薦。
四、研習課程：
（一）研修生得先於原屬學校選擇接待學校開授之相關課程，經接待學校同意後，至接
待學校研習。
（二）雙方應於每年三月以前決定暑期研習班課程內容。
五、輔導管理：
（一）雙方學生管理部門負責研修生及暑期研習生在接待學校研習期間之管理工作。學
生不參與院校評鑑活動，其他管理辦法應參照各自學校管理規定執行。
（二）雙方需安排學生在學生宿舍住宿，俾利進行管理照顧及各項交流活動。
（三）雙方有關部門或單位應儘量安排學生與接待學校學生進行各項學術交流活動，並
關心其生活起居，使交流計畫取得最大效果。
（四）雙方學校應給予學生各方面協助與輔導，包括派員接機、安排住宿等，俾利儘快
適應新環境。
（五）學生應遵守本約定書及雙方學校各項規定，如有違規情況嚴重者，該生將停止研
修及研習，即時返回原屬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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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相關費用：
（一）研修生除在原屬學校繳交學雜費外，應再向接待學校繳交一學期研修費。暑期研
習生收費方式由雙方學校協商後另行訂定。
（二）學生應自行負擔往返交通費、生活費、住宿費、書籍費、證件費、簽證費、保險
費及其他個人支出等費用。
七、施行細則：
（一）本約定書內容在雙方指定相應行政部門實施，並負責管理。
（二）雙方學生應遵守當地法律及對方學校之法規。
（三）雙方依情況在辦理出入境手續時提供學生協助，但學生應自行負責取得相關入境
許可。學校方面會儘量配合，但不負責保證能給予入境許可等文件。
（四）學生應於指定期限內，向雙方學校繳交規定之必要資料文件，並準時報告與返
校。
（五）本約定書經雙方代表簽字之日後立即生效，有效期限五年。約定書到期前六個月
任何一方不提出異議，本約定書將自動延長一次，有效期限五年。如任何一方擬
終止本約定書，應在預定終止日期之前至少六個月，以書面形式提出終止約定書
要求。在本約定書終止前已開始之交流學習活動不受約定書終止影響，有關學生
仍按照原訂計畫完成在接待學校的學習。
（六）本約定書未盡事宜由雙方協商後解決。本約定書一式兩份，雙方各執一份。兩份
文本中對應表述的不同用語所含意義相同，兩份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東吳大學

副校長

北京工業大學耿丹學院

院長
趙維良

年月

教授

日

丁曉良

年月

24

日

教授

常務副

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与东吴大学－学生交流合作约定书
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与东吴大学本于「平等互惠、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原则，
经双方协商，就两校办理「研修生」及「暑期研习生」事项达成如下约定：
一、合作内容：
（一）研修生：
双方同意根据学生意愿，每学期选派注册在校，且至少已修读一学期以上之本科
生或研究生，自费到对方学校学习一学期，并以研修双方均已开设之科目为原
则。
（二）暑期研习生：
双方同意于每年暑假期间办理「暑期研习班」，研习期间及参访等内容依双方规划
另定之。
二、合作型式：
（一）研修生及暑期研习生均无名额限制，亦不获取接待学校之学位。
（二）双方于研修及暑期研习结束后，接待学校应发给「学习证明」。
（三）研修生及暑期研习生在接待学校完成研修及暑期研习后，应依交流计划返回原属
学校，不得延长停留时间，接待学校亦不受理为其办理延长停留手续之要求。
三、选拔范围：
（一）双方从各自学校就读全日制学生中，根据学习成绩、个性是否适合本项研修及暑
期研习计划等情况，推荐至接待学校。受推荐学生应至少已在原属学校修业满一
年以上。
（二）双方各自保留审查对方推荐之研修生及暑期研习生研修许可最后决定权。若有不
获对方接受之情况，推荐方可再次递补推荐。
四、研习课程：
（一）研修生得先于原属学校选择接待学校开授之相关课程，经接待学校同意后，至接
待学校研习。
（二）双方应于每年三月以前决定暑期研习班课程内容。
五、学生管理：
（一）双方学生管理部门负责研修生及暑期研习生在接待学校研习期间之管理工作。学
生不参与院校评鉴活动，其它管理办法应参照各自学校管理规定执行。
（二）双方需安排学生在学生宿舍住宿，俾利进行管理照顾及各项交流活动。
（三）双方有关部门或单位应尽量安排学生与接待学校学生进行各项学术交流活动，并
关心其生活起居，使交流计划取得最大效果。
（四）双方学校应给予学生各方面协助与辅导，包括派员接机、安排住宿等，俾利尽快
适应新环境。
（五）学生应遵守本约定书及双方学校各项规定，如有违规情况严重者，该生将停止研
修及研习，实时返回原属学校。
六、相关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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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修生除在原属学校缴交学杂费外，应再向接待学校缴交一学期研修費。暑期研
习生收费方式由双方学校协商后另行订定。
（二）学生应自行负担往返交通费、生活费、住宿费、书籍费、证件费、签证费、保险
费及其它个人支出等费用。
七、组织实施：
（一）本约定书内容在双方主管指定两校相应行政职能部门实施，并归该单位管理。
（二）双方学生应遵守当地法律及对方学校之法规。
（三）双方依情况在办理出入境手续时提供学生协助，但学生应自行负责取得相关入境
许可。学校方面会尽量配合，但不负责保证能给予入境许可等文件。
（四）学生应于指定期限内，向双方学校缴交规定之必要资料及档案，并准时报告与返
校。
（五）本约定书经双方代表签字之日后立即生效，有效期限五年。约定书到期前六个月
任何一方不提出异议，本约定书将自动延长一次，有效期限五年。如任何一方拟
终止本约定书，应在预定终止日期之前至少六个月，以书面形式提出终止约定书
要求。在本约定书终止前已开始之交流学习活动不受约定书终止影响，有关学生
仍按照原订计划完成在接待学校的学习。
（六）本约定书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后解决。本约定书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两份
文本中对应表述的不同用语所含意义相同，两份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北京工业大学耿丹学院常务副院长东吴大学副校长
丁晓良教授赵维良教授

年

月

日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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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附件 1

匈牙利考文紐斯大學
Corvinus University of Budapest

簡介
一、 屬

性：公立大學

二、 成立時間：1920 年
三、 學生人數：10,948 人
四、 教職員數：教學職員 482 人、行政人員 418 人
五、 規
模：考文紐斯大學共有 Közgáz 校區與 Budai 校區，包含商業管理學院、經濟
學院、社會科學學院、食品科學學院、園藝科學學院、景觀建築學院。該大學的主樓
坐落在佩斯在多瑙河左岸，亦為現今聯合國教育科學文化組織認定世界遺產之一。
Business concentration

Horticulture concentration

(Közgáz Campus)

(Budai Campus)

․
․
․

․
․
․

Faculty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Faculty of Economics
Faculty of Social Sciences

六、 強

Faculty of Horticultural Science
Faculty of Food Science
Faculty of Landscape Architecture

項：

1. 2016 QS 世界大學排名約 701
2. 其碩士商管學程在 Financial Times 獲高度肯定
3. 該校園藝科學領域於匈牙利聲望極高
七、 國際交流現況：考文紐斯大學因地點處於歐洲，故長年與於歐洲合作學校，至近幾年
始擴大與其他地區學校之合作。目前與世界各地 300 餘所大學已有學術交流協議。其
中與台灣合作學校包含國立台灣大學、國立政治大學、元智大學等。與本校自簽有校
級協議、校級學生交換協議、人文社會學院雙聯意向書、商學院雙聯意向書。
八、 參考網站：
1. 考文紐斯大學 http://www.uni-corvinus.hu/index.php?id=44509
2. QS 世界大學排名 https://www.topuniversities.com/universities/corvinus-universitybudapest
3. 百度搜尋 http://baike.baidu.com/view/7255170.htm
4. 維基百科 http://en.wikipedia.org/wiki/Corvinus_University_of_Budap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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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附件 2

ERASMUS+ INTERNATIONAL CREDIT MOBILITY
Inter-institutional1 agreement 2016-20172
I. Details of the participating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On one part,
Institution:

Corvinus University of Budapest

Representative:

Dr. András Lánczi, Rector

Address of the institution:

1093 Budapest, Fővám tér 8.

Institution ID:

FI 43814

Erasmus code:

HU BUDAPES03

Tax number:

15329743-2-43

Bank account number:

10032000-00282857-00000000

acting department:

Directorate of External Relations - International Office

representative of the acting department:

György Vas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CUB / Erasmus+ programme country,
and
Institution:

Soochow University

Representative:

Prof. Wei-Ta Pan

Address of the institution:

70, Linshi Rd., Shihlin Dist, Taipei City, Taiwan

Bank account number:

300-221611776 (TAIPEIFUBON COMMERCIAL BANK -SHIH LIN BRANCH,
SWIFT CODE: TPBKTWTP300)

acting department: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and Cross-Strait Academic Exchange

representative of the acting department:

Sea-Wain Yau

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 Partner institution / Erasmus+ partner country
The aformentioned parties will hereinafter be referred to as the Parties.
II. The target and subject of the agreement
II.1. The above mentioned Parties commit to cooperate in the Erasmus+ International Credit Mobility exchange programme.
II.2. The parties commit to respect the quality requirements of the Erasmus Charter for Higher Education in all aspects of the
organisation and management of the mobility, in particular the recognition of the credits (or equivalent) awarded to students by the
partner institution.
II.3. The institutions also commit to sound and transparent management of funds allocated to them through Erasmus+.
1

2

Inter-institutional agreements are signed by two or more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IHE), out of which at least one must have its seat in
an Erasmus+ programme country.
The institutions of higher education must specify the time frame of their agreement's valid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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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Mobility numbers3 per academic year

III.1 The partners commit to amend the table below in case of changes in the mobility data by no later than the end of January in
the preceding academic year.
FROM

TO

Subject

Subject

Study cycle

[Erasmus

[Erasmus

area code

area name

[short

code or city

code or city

*

*

cycle, 1st ,

of the

of the

[ISCED]

sending

receiving

institution]

institution]

Number of student mobility periods
Student Mobility

Student Mobility

for Studies

for Traineeships

2nd or 3rd]

*

*
[total number of
months of the

[Not relevant for
2015 and 2016]

study periods or
average duration*]
HU

Soochow

BUDAPES03

University

Soochow

HU

University

BUDAPES03

-

-

-

-

-

-

-

-

-

-

[*Optional: subject area code & name and study cycle are optional.]
FROM

TO

Subject area

Subject area

[Erasmus

[Erasmus

code

name

code of the

code of the

*

*

sending

receiving

[ISCED]

institution]

institution]

Number of student mobility periods
Staff mobility for teaching

Staff mobility for
training

[Length of study cycle

*

(days) or its average
duration *]
Social and

HU

Soochow

BUDAPES03

University

0310

behavioural

1

1

sciences, not

(5 days)

(5 days)

behavioural

1

1

sciences, not

(5 days)

(5 days)

further defined
Social and
Soochow

HU

University

BUDAPES03

0310

further defined

3

The mobility numbers may be set for sending/receiving institution and (optionally) for study
areas.http://www.uis.unesco.org/Education/Pages/international-standard-classification-of-education.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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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Recommended language skills
IV.1 The sending institution, following agreement with the receiving institution, is responsible for providing support to its nominated
candidates so that they can have the recommended language skills at the start of the study or teaching period:

Receiving

Optional:

Language

Language

institution

Subject area

of instruction 1

of instruction 2

[Erasmus-code

Soochow
University

Student Mobility for

Staff Mobility for

Studies

Teaching

4

[Minimum

or city]

HU BUDAPES03

Recommended language of instruction level

recommended level:

[Minimum

B2]

recommended level:B2]

-

English

-

B2

B2

-

Chinese

English

B2

B2

V. Respect of fundamental principles and other mobility requirements
The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located in a Programme Country of Erasmus+ must respect the Erasmus Charter for Higher
Education of which it must be a holder.

The charter can be found here:

https://eacea.ec.europa.eu/erasmus-

plus/actions/erasmus-charter_en
V.2 The Parties must respect the following set of principles and requirements:

 Respect in full the principles of non-discrimination and to promote and ensure equal access and opportunities to mobile
participants from all backgrounds, in particular disadvantaged or vulnerable groups.

 Apply a selection process that is fair, transparent and documented, ensuring equal opportunities to participants eligible
for mobility.

 Ensure recognition for satisfactorily completed activities of study mobility and, where possible, traineeships of its mobile
students.

 Charge no fees, in the case of credit mobility, to incoming students for tuition, registration, examinations or access to
laboratory and library facilities. Nevertheless, they may be charged small fees on the same basis as local students for
costs such as insurance, student unions and the use of miscellaneous material.

V.3 Before mobility, the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 located in a Partner Country of Erasmus+ further undertakes to:


Provide information on courses (content, level, scope, language) well in advance of the mobility periods, so as to be
transparent to all parties and allow mobile students to make well-informed choices about the courses they will follow.



Ensure that incoming mobile participants be given the same education and services as their own students, including
integration, mentoring, providing information and language assistance.



Ensure that student and staff mobility for education or training purposes is based on a learning agreement for students and a
mobility agreement for staff validated in advance between the sending and receiving institutions or enterprises and the mobile

4

For more details on the language of instruction recommendations, see the 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for Languages (CEFR)

at: http://europass.cedefop.europa.eu/en/resources/european-language-levels-ce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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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icipants.


Provide assistance related to obtaining visas, when required, for incoming and outbound mobile participants. Costs for visas
can be covered with the mobility grants. See the information / visa section for contact details.



Provide assistance related to obtaining insurance, when required, for incoming and outbound mobile participants.

The

institution from the Partner Country should inform mobile participants of cases in which insurance cover is not automatically
provided. Costs for insurance can be covered with the organisational support grants. See the information / insurance
section for contact details.


Provide guidance to incoming mobile participants in finding accommodation.

See the information / housing section for

contact details.
V.4 During and after mobility, the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 located in a Partner Country of Erasmus+ further undertakes
to:


Ensure that incoming mobile participants be given the same education and services as their own students, including
integration, mentoring, providing information and language assistance.



Accept all activities indicated in the learning agreement as counting towards the degree, provided these have been
satisfactorily completed by the mobile student.



Provide, free-of-charge, incoming mobile students and their sending institutions with transcripts in English or in the language
of the sending institution containing a full, accurate and timely record of their achievements at the end of their mobility period.



Support the reintegration of mobile participants and give them the opportunity, upon return, to build on their experiences for
the benefit of the Institution and their peers.



Ensure that staff are given recognition for their teaching and training activities undertaken during the mobility period, based
on a mobility agreement.

VI. Additional requirements
VI. 1 The institution located in the Erasmus+ programme country provides mobility participants with services of travel and living
they claimed, along the following guidelines:


The institution located in the Erasmus+ programme country transfers 100% of the subsidy to cover costs of travel/living to the
Hungarian bank account of participants of incoming mobility within 30 days from their arrival.



The institution located in the Erasmus+ programme country transfers 100% of the subsidy to cover costs of travel/living to the
bank account of participants of outbound mobility within 30 days from the day the participants have signed their contracts and
submitted the required documents.



The Parties agree that if the participant does not arrive at the institution located in the target country, or does not complete
the period of mobility, the subsidy to cover travel/living costs be revoked fully or partly; the participant is compelled to transfer
the specified sum back to the institution located in the Erasmus+ programme country.

VI.2. The Parties agree that the institution located in the Erasmus+ programme country be granted 100% of the organisational
subsidy.
VI.3 The Parties agree that the institutions located in the Erasmus+ programme country and the Erasmus+ partner country have a
provision in their Regulations of Studies which discusses the acceptance and acknowledgement of courses completed by the
particip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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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4 In this round the Parties also agree that in case the participant does not complete the courses taken up at the institution
located in the Erasmus+ programme/partner country, sanctioning will ensue according to the Regulations of Studies, Fees, or other
relevant regulations used at the institutions in the Erasmus+ programme/partner country.
VII. Calendar
VII.1 Applications/information on nominated students must reach the receiving institution by:
Receiving institution

Autumn semester*

Spring semester*

[Erasmus-code or city]

[month]

[month]

HU BUDAPES03

April

October

Soochow University

September

February

[* to be adapted in case of a trimester system]
VII.2 The receiving institution will send its decision to the sending institution within 1 week.
VII.3 A Transcript of Records will be issued by the receiving institution no later than 5 (five) weeks after the assessment period has
finished at the receiving institution.

VIII. Information
VIII.1 Grading systems of the institutions
It is recommended that receiving institutions provide the statistical distribution of grades according to the descriptions in the ECTS
users’ guide5. A link to a webpage can be enough. The table will facilitate the interpretation of each grade awarded to students
and will facilitate the credit transfer by the sending institution.
VIII.2 Visa
If needed, the institution located in the Erasmus+ partner country and the one located in the Erasmus+ programme country
will provide assistance, when required, in securing visas for incoming and outbound mobile participants, according to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Erasmus Charter for Higher Education.

Information and assistance can be provided by the following contact points and information sources:
Institution

Contacts

[Erasmus-code or

(email, telephone)

Information website

city]
Szilvia Strack
HU BUDAPES03

szilvia.strack@uni-corvinus.hu
+36 1 482 5213

5

http://ec.europa.eu/education/tools/docs/ects-guide_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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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uni-corvinus.hu/eng

Shin-Yi Serena Huang
Soochow University

serenah1908@gmail.com

www.scu.edu.tw/icae/eng

+886 2 2881 9471 ext.5361

VIII.3 Insurance
If needed, the institution located in the Erasmus+ partner country and the one located in the Erasmus+ programme country
will provide assistance, when required, in obtaining insurance for incoming and outbound mobile participants, according to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Erasmus Charter for Higher Education.
The institution from the Erasmus+ Programme country and that from the Erasmus + Partner Country should inform mobile
participants of cases in which insurance cover is not automatically provided.

Information and assistance can be provided by the following contact points and information sources:

Institution

Contacts

[Erasmus-code or

(email, telephone)

Information website

city]
Szilvia Strack
HU BUDAPES03

szilvia.strack@uni-corvinus.hu

www.uni-corvinus.hu/eng

+36 1 482 5213
Shin-Yi Serena Huang
Soochow University

serenah1908@gmail.com
+886 2 2881 9471 ext.5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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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scu.edu.tw/icae/eng

VIII.4 Housing

If needed, the institution located in the Erasmus+ partner country and the one located in the Erasmus+ programme country
will provide assistance, when required, in finding accommodation for incoming and outbound mobile participants, according
to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Erasmus Charter for Higher Education.
Information and assistance can be provided by the following contact points and information sources:
Institution

Contacts

[Erasmus-code or

(email, telephone)

Information website

city]
Szilvia Strack
HU BUDAPES03

szilvia.strack@uni-corvinus.hu

www.uni-corvinus.hu/eng

+36 1 482 5213
Shin-Yi Serena Huang
Soochow University

serenah1908@gmail.com

www.scu.edu.tw/icae/eng

+886 2 2881 9471 ext.5361

IX. Contact
IX.1 Any messages and declarations related to this agreement must be sent by mail to the specified contact person's address
specifically designated for this purpose. Any changes in contact persons' names must be disclosed to the other party as soon as
possible. The Parties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the consequences of missing disclosure.
IX.2 The notification shall be considered as received:
a. at the time of delivery in case of personal, conveyor or courier delivery,
b.

at the time of delivery indicated on the receipted mail, or if it is returned with "did not look" or "did not accept" labels,

c.

the 15th day after the day of posting registered mail,

d.

The e-mail shall be considered as received at the time when the contact person confirms reading the letter, but failing
to do this, the third working day after sending the letter (except in the case of an automatic out-of-office message).

IX.3 E-mail is not a valid channel to transmit declarations relating to ratification, modification or termination of contracts, certificates
of completion, giving up rights, acknowledging rights, or making agreements.
IX.4 If urgent decisions or actions are needed, information may be transmitted via telephone and/or e-mail; they are later to be
confirmed in writing.
X. Validity of the agreement
X.1 This agreement is valid for a set period, from 01.06.2016 to 31.07.2017. The agreement comes into force when the last
of the Parties has signed it.
X.2 The Parties agree that this agreement may only be modified in writing by their authorised representa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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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3 This agreement will terminate


if the set period elapses;



if any Party ceases to operate and there is no legal successor;



if the Parties jointly terminate it;



if it is cancelled by any Party.

X.4 Before the end of the period specified in this agreement the Parties may jointly decide to terminate it, or any of the Parties may
unilaterally cancel it in a legal declaration, in the way as follows:


The Parties acknowledge that in the event of unilateral termination, a notice of at least one academic year should be given.



This means that a unilateral decision to discontinue the exchanges notified to the other party by 1 September 20XX will only
take effect as of 1 September 20XX+1.



The termination clauses must include the following disclaimer: Neither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nor the National Agencies
can be held responsible in case of a conflict.

X.5 Causes for inordinate termination include:


If one of the Parties does not keep to the requirements taken on in the agreement or deriving from a legal regulation in spite
of having been warned by the other Party(ies) in writing;



If one of the Parties acts in a way which severely violates the law and which causes substantial material or moral damage to
the other Party.

The inordinate termination must be sent to the other Party in writing, with the reasons attached.

XI. Other provisions
XI.1 To the agreement, legal regulations used in Hungary apply, such as Act 2011/CCIV. on 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Governmental Decree 87/2015. (IV.9.) on enforcing certain provisions of Act 2011/CCIV. on national higher education and
Act 2013/V. on the Civil Code.

XI.2 According to relevant legal provisions, in case a potential conflict over the interpretation, application or legitimacy of
this agreement cannot be settled between the Parties, the Hungarian court before which the agreement was signed holds
exclusive jurisdiction.

Six (6) original copies of the agreement have been printed, three (3) copies out of which will be given to the receiving
institution, and three (3) copies to the sending institution.

The Parties have read and jointly interpreted the agreement - acknowledging the rights and obligations of one another - and
signed it as a document which is fully consistent with their w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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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itution

Name, function

Date

Signature6

[Erasmus code or
name and city]
Dr. László Csicsmann
HU BUDAPES03

HU BUDAPES03

Dean, Faculty of Social Science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of. Dr. Zoltán Szántó
Vice-rector for Education
Prof. Sea-Wain Yau

Soochow University

Dean of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and
Cross-Strait Academic Exchange

Soochow University

6

Prof. Bau TschengDung
Vice President

If legal regulations of the relevant country make it possible, a scanned or digital signature is also accep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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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案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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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案附件 2

「東吳大學學術研究優秀人才獎勵辦法」修訂條文對照表
擬修正之條文

原辦法之條文

第 四 條
本辦法所稱之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
產學合作計畫、發明專利、技術移轉
或著作授權案、期刊論文定義如下：
一、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
（一）執行機構為東吳大學。
（二）申請教師為下列之一者：
1、個別型研究計畫主持人。
2、整合型研究計畫主持人或
共同主持人/子計畫主
持人（須名列於科技部
核定之研究計畫經費清
單）。
二、產學合作計畫：
（一）執行機構為東吳大學且經研
發處研究事務組辦理。
（二）申請教師為產學合作計畫主
持人。
（三）計畫總經費須達新臺幣 20 萬
元(含)以上。
（四）計畫經費須編列行政管理費。
三、發明專利：獲國內外發明專利權，
且歸屬東吳大學。
四、技術移轉或著作授權案：以本校名
義完成技術或著作授權契約書之
簽訂，並有授權金。
五、期刊論文：
（一）刊登於名列 AHCI、SSCI、SCI、
EI、THCI、TSSCI、「東吳大
學外語學門獎勵名單」之期
刊(含電子期刊)論文。

第 四 條
本辦法所稱之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
產學合作計畫、發明專利、技術移轉
或著作授權案、期刊論文定義如下：
一、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
（一）執行機構為東吳大學。
（二）申請教師為下列之一者：
1、個別型研究計畫主持人。
2、整合型研究計畫主持人或
共同主持人/子計畫主
持人（須名列於科技部
核定之研究計畫經費清
單）。
二、產學合作計畫：
（一）執行機構為東吳大學且經研
發處研究事務組辦理。
（二）申請教師為產學合作計畫主
持人。
（三）計畫總經費須達新臺幣 20 萬
元(含)以上。
（四）計畫經費須編列行政管理費。
三、發明專利：獲國內外發明專利權，
且歸屬東吳大學。
四、技術移轉或著作授權案：以本校名
義完成技術或著作授權契約書之
簽訂，並有授權金。
五、期刊論文：
（一）刊登於名列 AHCI、SSCI、
SCI、EI、THCI Core、TSSCI、
「東吳大學外語學門獎勵名
單」之期刊(含電子期刊)論
文。
（二）期刊論文應有日期、卷期、
頁碼，作者欄並有任職本校
字樣。

（二）期刊論文應有日期、卷期、
頁碼，作者欄並有任職本校
字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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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科技部人文社
會科學研究中
心將原「THCI
Core」更名為
「THCI」。

第四案附件 3

東吳大學學術研究優秀人才獎勵辦法
99 年 10 月 6 日行政會議通過
100 年 6 月 1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1 年 4 月 23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2 年 7 月 15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5 年 3 月 7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5 年 3 月 21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

一

條

第

二

條

第

三

條

第

四

條

第

五

條

本校為延攬研究優秀人才及鼓勵教師進行學術研究，提升學術
成果，特訂定學術研究優秀人才獎勵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本辦法適用對象：
一、新聘教師：本校初聘第一年內且為國內第一次聘任之專任
教師，不含自國內公私立大專校院或學術研究機關（構）
延攬之人員。
二、現職教師：本校任教至少滿一年以上之專任教師，不含自
公立大專校院及公立學術研究機關（構）退休之人員。
本辦法所稱自然、生物、工程領域及人文、社會領域，由本校
學術研究委員會審查確認。獎金之經費來源為科技部，並依科
技部相關措施辦理。
本辦法所稱之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產學合作計畫、發明專
利、技術移轉或著作授權案、期刊論文定義如下：
一、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
（一）執行機構為東吳大學。
（二）申請教師為下列之一者：
1、個別型研究計畫主持人。
2、整合型研究計畫主持人或共同主持人/子計畫主持
人（須名列於科技部核定之研究計畫經費清單）
。
二、產學合作計畫：
（一）執行機構為東吳大學且經研發處研究事務組辦理。
（二）申請教師為產學合作計畫主持人。
（三）計畫總經費須達新臺幣 20 萬元(含)以上。
（四）計畫經費須編列行政管理費。
三、發明專利：獲國內外發明專利權，且歸屬東吳大學。
四、技術移轉或著作授權案：以本校名義完成技術或著作授權契
約書之簽訂，並有授權金。
五、期刊論文：
（一）刊登於名列 AHCI、SSCI、SCI、EI、THCI Core、TSSCI、
「東吳大學外語學門獎勵名單」之期刊(含電子期刊)
論文。
（二）期刊論文應有日期、卷期、頁碼，作者欄並有任職本
校字樣。
新聘教師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得由所屬學院推薦申請，獎金最
高新臺幣十二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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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條

第

七

條

第

八

條

第
第

九
十

條
條

第

十一條

一、於推薦申請時為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主持人。
二、自然、生物、工程領域之教師，近五年發表期刊論文 2 件(含)
以上。
三、人文、社會領域之教師，近五年發表期刊論文 1 件(含)以上。
現職教師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得由所屬學院推薦申請：
一、研究傑出，獎金最高新臺幣十五萬元：
（一）自然、生物、工程領域之教師，近五年執行科技部
專題研究
計畫、執行產學合作計畫、獲得發明專利、完成技
術移轉授權、完成著作授權與發表期刊論文總計十
六件(含)以上，且前述計畫、專利、技術移轉及著
作授權合計須四件(含)以上，期刊論文亦須四件
(含)以上。
（二）人文、社會領域之教師，近五年執行科技部專題研
究計畫、執行產學合作計畫、獲得發明專利、完成
技術移轉授權、完成著作授權與發表期刊論文總計
十四件(含)以上，且前述計畫、專利、技術移轉及
著作授權合計須四件(含)以上，期刊論文亦須四件
(含)以上。
二、研究優良，獎金最高新臺幣六萬元：
（一）自然、生物、工程領域之教師，近五年執行科技部
專題研究計畫、執行產學合作計畫、獲得發明專
利、完成技術移轉授權、完成著作授權與發表期刊
論文總計十件(含)以上，且前述計畫、專利、技術
移轉及著作授權合計須三件(含)以上，期刊論文亦
須三件(含)以上。
（二）人文、社會領域之教師，近五年執行科技部專題研
究計畫、執行產學合作計畫、獲得發明專利、完成
技術移轉授權、完成著作授權與發表期刊論文總計
八件(含)以上，且前述計畫、專利、技術移轉及著
作授權合計須三件(含)以上，期刊論文亦須三件
(含)以上。
各項推薦申請案，經本校學術研究委員會初審，簽請校長同意
後，送科技部審查核定。業務承辦單位為研發處研究事務組。
獲獎勵之教師應於獎勵期滿二個月前提交績效報告，送本校學
術研究委員會作為下一次獎勵審核之參考。
對於獲獎勵之教師，本校提供必要之教學、研究及行政支援。
新聘教師僅獎勵一次。
獲獎勵之現職教師於次年再受推薦申請時，除須符合本辦法第
六條之規定外，須於最近一年新增一件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或
一篇期刊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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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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案附件 2

「東吳大學提升教師學術研究減授授課時數辦法」修訂條
文對照表
擬修正之條文

原辦法之條文

第 二 條
本辦法所稱之科技部專題研究計
畫、產學合作計畫、發明專利、技
術移轉或著作授權案、期刊論文定
義如下：
一、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
（一）執行機構為東吳大學。
（二）申請教師為下列之一者：
1、個別型研究計畫主持人。
2、整合型研究計畫主持人
或共同主持人/子計畫主
持人（須名列於科技部核
定之研究計畫經費清
單）。
二、產學合作計畫：
（一）執行機構為東吳大學且經
研發處研究事務組辦理。
（二）申請教師為產學合作計畫
主持人。
（三）計畫總經費須達新臺幣 20
萬元(含)以上。
（四）計畫經費須編列行政管理
費。
三、發明專利：獲國內外發明專利權，
且歸屬東吳大學。
四、技術移轉或著作授權案：以本校
名義完成技術或著作授權契約
書之簽訂，並有授權金。
五、期刊論文：
（一）刊登於名列 AHCI、SSCI、
SCI、EI、THCI、TSSCI、
「東
吳大學外語學門獎勵名
單」之期刊(含電子期刊)
論文。
（二）期刊論文應有日期、卷
期、頁碼，作者欄並有任
職本校字樣。

第 二 條
本辦法所稱之科技部專題研究計
畫、產學合作計畫、發明專利、技
術移轉或著作授權案、期刊論文定
義如下：
一、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
（一）執行機構為東吳大學。
（二）申請教師為下列之一者：
1、個別型研究計畫主持人。
2、整合型研究計畫主持人
或共同主持人/子計畫主
持人（須名列於科技部核
定之研究計畫經費清
單）。
二、產學合作計畫：
（一）執行機構為東吳大學且經
研發處研究事務組辦理。
（二）申請教師為產學合作計畫
主持人。
（三）計畫總經費須達新臺幣 20
萬元(含)以上。
（四）計畫經費須編列行政管理
費。
三、發明專利：獲國內外發明專利權，
且歸屬東吳大學。
四、技術移轉或著作授權案：以本校
名義完成技術或著作授權契約
書之簽訂，並有授權金。
五、期刊論文：
（一）刊登於名列 AHCI、SSCI、
SCI、EI、THCI Core、TSSCI、
「東吳大學外語學門獎勵
名單」之期刊(含電子期
刊)論文。
（二）期刊論文應有日期、卷期、
頁碼，作者欄並有任職本
校字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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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
究中心將原「THCI
Core」更名為
「THCI」。

第五案附件 3

東吳大學提升教師學術研究減授授課時數辦法
94 學年度第 12 次(95.07.05)行政會議通過
95 學年度第 9 次(96.04.11)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6 學年度第 4 次(96.11.07)行政會議修正(第 2 條)通過
97 學年度第 11 次(98.06.03)行政會議修正(第 2 條)通過
98 學年度第 12 次(99.07.07)行政會議修正(第 2,3 條)通過
101 學年度第 4 次(101.09.24)行政會議修正(第 2,3,4,6 條)通過
102 學年度第 16 次(103.04.14)行政會議修正(第 4 條)通過
104 學年度第 14 次(105.03.07)行政會議修正(第 2,3,4,5,6,7,8 條)通過

第

一

條

第

二

條

第

三

條

本校為鼓勵教師進行學術研究，提升學術成果，特訂定提升教師
學術研究減授授課時數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本辦法所稱之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產學合作計畫、發明專利、
技術移轉或著作授權案、期刊論文定義如下：
一、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
（一）執行機構為東吳大學。
（二)申請教師為下列之一者：
1、個別型研究計畫主持人。
2、整合型研究計畫主持人或共同主持人/子計畫主持
人（須名列於科技部核定之研究計畫經費清單）
。
二、產學合作計畫：
（一）執行機構為東吳大學且經研發處研究事務組辦理。
（二）申請教師為產學合作計畫主持人。
（三）計畫總經費須達新臺幣 20 萬元(含)以上。
（四）計畫經費須編列行政管理費。
三、發明專利：獲國內外發明專利權，且歸屬東吳大學。
四、技術移轉或著作授權案：以本校名義完成技術或著作授權契
約書之簽訂，並有授權金。
五、期刊論文：
（一）刊登於名列 AHCI、SSCI、SCI、EI、THCI Core、TSSCI、
「東吳大學外語學門獎勵名單」之期刊(含電子期刊)
論文。
（二）期刊論文應有日期、卷期、頁碼，作者欄並有任職本
校字樣。
減授授課時數分為初任本校五年(含)內之專任助理教授與一般
教師兩類：
一、初任本校五年(含)內之專任助理教授
（一）減授標準：
研究成果至少符合下列之一者：
1、執行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一件；音樂學系教師得
包括執行文化部、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
個人展演（含全場指揮）或作品發表補助。
2、發表期刊論文一篇或出版合乎本校學術研究獎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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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條

辦法標準之專書一本。
（二）實施方式：
1、教師得依減授標準分別提出申請，每符合減授標
準之一者，於次學年度每學期減授基本授課時數
一小時。次學年度依同一減授標準再次申請時，
須新增前二學年內同類減授標準之研究成果一
項。
2、教師於減授期間，如通過升等，自升等生效日之
次一學年起，不再適用本標準。
二、一般教師：
（一）第三條第一款所稱助理教授以外之專任教師，近五
學年內研究成果符合標準之一者。
（二）申請項目及標準：
1、單學年減授：
(1)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產學合作計畫、發明
專利、技術移轉或著作授權案；音樂學系教
師得包括執行文化部、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
術基金會個人展演（含全場指揮）或作品發
表補助案合計四件。
(2)期刊論文四篇。
2、三學年減授：
(1)自然、生物、工程領域之教師：
符合單學年減授之兩項標準合計十四件(含)
以上，且各項至少須四件(含)。
(2)人文、社會領域之教師：
符合單學年減授之兩項標準合計十二件(含)
以上，且各項至少須四件(含)。
本辦法所稱自然、生物、工程領域之教師及人
文、社會領域之教師，由本校學術研究委員會
審查認定。
（三）實施方式：
1、單學年減授：
符合申請資格之教師得依標準分別提出申請減授
授課時數，每符合申請標準之一者，於次學年度
每學期減授基本授課時數一小時。次學年度依同
一標準再次申請減授者，須新增申請時之前二學
年內同類標準之研究成果一項。
2、三學年減授：
符合申請資格之教師得依標準提出申請減授授課
時數，自次學年度起連續三學年每學期減授基本
授課時數二小時。再次申請時，除依前述相同標
準提出外，應含近三學年新增之研究成果六件。
依本辦法申請減授授課時數所提交之期刊論文、專書或發明專
利，如為本校專任教師多人共同完成者，僅得由一位教師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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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條

第

六

條

第
第

七
八

條
條

申請。
受理申請時間為每年十月一日至十月三十一日。申請案由本校
學術研究委員會審查及評估後，簽請校長核定。
專任教師依本辦法減授授課時數後，於減授期間至少應講授一門
科目。
研發處研究事務組為業務承辦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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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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案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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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案附件 2

「東吳大學教師學術研究獎助辦法」修訂條文對照表
擬修正之條文

原辦法之條文

第 二 條
本辦法之學術研究獎補助分為研究論
著獎勵、指導大專學生研究計畫獎勵、
專題研究計畫補助及發明專利獎勵等
四款：
一、研究論著獎勵：
（一）申請資格：於本校任教滿一年
(含)以上之專任教師，提出申
請之著作應為已出版(含電子
期刊)且作者欄有任職本校字
樣之學術期刊論文或學術專
書，僅線上刊登未正式出刊
者不計。
（二）獎勵標準：
１、須為最大貢獻之作者（如
第一作者或第一通訊作者
等，並請自行舉證）。
２、刊登於名列 AHCI、SSCI 期
刊之研究論文，每篇獎勵
最高六萬元；刊登於名列
SCI、EI 期刊之研究論文，
每篇獎勵最高五萬元。
３、依前一項申請以外，刊登
於名列 AHCI、SSCI、SCI、
EI 期刊之第二篇研究論文
及刊登於名列 TSSCI 期刊、
THCI 期刊、本校學術研究
委員會公布之「東吳大學
外語學門獎勵名單」之研
究論文，每篇獎勵最高三
萬元。
４、學術性專書，每本獎勵最
高六萬元。本辦法所稱之
學術性專書，不含教科書、
翻譯著作、升等著作、譯
注、論文合集、研討會論文
集、博士論文、再版書籍、
再刷書籍，並符合以下標
準之一者：
（1）依科技部人文社會科

第 二 條
本辦法之學術研究獎補助分為研究論
著獎勵、指導大專學生研究計畫獎勵、
專題研究計畫補助及發明專利獎勵等
四款：
一、研究論著獎勵：
（一）申請資格：於本校任教滿一年
(含)以上之專任教師，提出申
請之著作應為已出版(含電子
期刊)且作者欄有任職本校字
樣之學術期刊論文或學術專
書，僅線上刊登未正式出刊
者不計。
（二）獎勵標準：
１、須為最大貢獻之作者（如
第一作者或第一通訊作者
等，並請自行舉證）。
２、刊登於名列 AHCI、SSCI 期
刊之研究論文，每篇獎勵
最高六萬元；刊登於名列
SCI、EI 期刊之研究論文，
每篇獎勵最高五萬元。
３、依前一項申請以外，刊登
於名列 AHCI、SSCI、SCI、
EI 期刊之第二篇研究論文
及刊登於名列 TSSCI 期刊、
THCI CORE 期刊、本校學
術研究委員會公布之「東
吳大學外語學門獎勵名
單」之研究論文，每篇獎勵
最高三萬元。
４、學術性專書，每本獎勵最
高六萬元。本辦法所稱之
學術性專書，不含教科書、
翻譯著作、升等著作、譯
注、論文合集、研討會論文
集、博士論文、再版書籍、
再刷書籍，並符合以下標
準之一者：
（1）依科技部人文社會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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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人文社會
科學研究中心將
原「THCI
Core」更名為
「THCI」。

擬修正之條文
學研究中心「補助期刊
審查專書書稿作業要
點」審查通過，或為科
技部「人文學及社會科
學學術性專書寫作計
畫」並經出版社外審通
過，公開發行並有
ISBN 國際標準書號之
學術性專書。
（2）收錄於 Scopus 資料庫，
並經出版社外審通過，
公開發行有 ISBN 國際
標準書號之學術性專
書，須提出收錄證明及
外審證明之佐證。
（三）提出申請之著作以最近三年
內已出版且經外審制度審核
之學術性論著為限。每一著
作獎勵一次，如為數人共同
完成者，由合著之本校專任
教師自行分配獎助款，學術
性專書之合著者須為該完整
著作整體研究之共同參與
者，如僅為該著作中部分章
節之著作者，則不予獎勵。
同一研究論著已獲校內、外
單位獎助者，不得再提出申
請獎勵。
（四）獎勵標準（二）之各分項獎勵，
每人每學年最多得分別提出
一件之申請。

原辦法之條文
學研究中心「補助期刊
審查專書書稿作業要
點」審查通過，或為科
技部「人文學及社會科
學學術性專書寫作計
畫」並經出版社外審通
過，公開發行並有
ISBN 國際標準書號之
學術性專書。
（2）收錄於 Scopus 資料庫，
並經出版社外審通過，
公開發行有 ISBN 國際
標準書號之學術性專
書，須提出收錄證明及
外審證明之佐證。
（三）提出申請之著作以最近三年
內已出版且經外審制度審核
之學術性論著為限。每一著
作獎勵一次，如為數人共同
完成者，由合著之本校專任
教師自行分配獎助款，學術
性專書之合著者須為該完整
著作整體研究之共同參與
者，如僅為該著作中部分章
節之著作者，則不予獎勵。
同一研究論著已獲校內、外
單位獎助者，不得再提出申
請獎勵。
（四）獎勵標準（二）之各分項獎勵，
每人每學年最多得分別提出
一件之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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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案附件 3

東吳大學教師學術研究獎助辦法
82 年 1 月 20 日行政會議通過
82 年 5 月 5 日行政會議修訂
82 年 11 月 3 日行政會議修訂
83 年 8 月 3 日行政會議修訂
84 年 11 月 1 日行政會議修訂
85 年 2 月 7 日行政會議修訂
87 年 6 月 3 日行政會議修訂
87 年 1 月 4 日行政會議修訂
88 年 6 月 5 日校務會議修訂
93 年 2 月 18 日校務會議修正第 2、3、4、5 條
94 年 5 月 25 日校務會議修正第 3 條
95 年 3 月 8 日校務會議（臨時）修正程序
95 學年度第 12 次(96.07.04)行政會議修正(第 2、3 條)通過
97 學年度第 11 次(98.06.03)行政會議修正(第 2 條)通過
98 學年度第 9 次(99.04.14)行政會議修正(第 2 條)通過
102 學年度第 3 次(102.09.23)行政會議修正(第 2、3、4 條)通過
103 學年度第 4 次(103.09.29)行政會議修正(第 2、3 條)通過
103 學年度第 20 次(104.06.08)行政會議修正(第 2 條)通過

第
第

一
二

條
條

本校為鼓勵教師從事專業研究，提升學術水準，訂定本辦法。
本辦法之學術研究獎補助分為研究論著獎勵、指導大專學生研究
計畫獎勵、專題研究計畫補助及發明專利獎勵等四款：
一、研究論著獎勵：
（一）申請資格：於本校任教滿一年(含)以上之專任教師，
提出申請之著作應為已出版(含電子期刊)且作者欄
有任職本校字樣之學術期刊論文或學術專書，僅線上
刊登未正式出刊者不計。
（二）獎勵標準：
１、須為最大貢獻之作者（如第一作者或第一通訊作
者等，
並請自行舉證）。
２、刊登於名列 AHCI、SSCI 期刊之研究論文，每篇
獎勵最高六萬元；刊登於名列 SCI、EI 期刊之研
究論文，每篇獎勵最高五萬元。
３、依前一項申請以外，刊登於名列 AHCI、SSCI、
SCI、EI 期刊之第二篇研究論文及刊登於名列
TSSCI 期刊、THCI CORE 期刊、本校學術研究委
員會公布之「東吳大學外語學門獎勵名單」之研
究論文，每篇獎勵最高三萬元。
４、學術性專書，每本獎勵最高六萬元。本辦法所稱
之學術性專書，不含教科書、翻譯著作、升等著
作、譯注、論文合集、研討會論文集、博士論文、
再版書籍、再刷書籍，並符合以下標準之一者：
（1）依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補助期
刊審查專書書稿作業要點」審查通過，或
為科技部「人文學及社會科學學術性專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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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條

第

四

條

寫作計畫」並經出版社外審通過，公開發
行並有 ISBN 國際標準書號之學術性專書。
（2）收錄於 Scopus 資料庫，並經出版社外審通
過，公開發行有 ISBN 國際標準書號之學術
性專書，須提出收錄證明及外審證明之佐
證。
（三）提出申請之著作以最近三年內已出版且經外審制度
審核之學術性論著為限。每一著作獎勵一次，如為
數人共同完成者，由合著之本校專任教師自行分配
獎助款，學術性專書之合著者須為該完整著作整體
研究之共同參與者，如僅為該著作中部分章節之著
作者，則不予獎勵。同一研究論著已獲校內、外單
位獎助者，不得再提出申請獎勵。
（四）獎勵標準（二）之各分項獎勵，每人每學年最多得分
別提出一件之申請。
二、指導大專學生研究計畫獎勵：
（一）申請資格：本校專任教師皆可提出申請。
（二）獎勵標準：教師指導科技部大專學生研究計畫，每一
計畫獎勵五千元，每人每學年最多提出二件申請案。
（三）本項獎勵之計畫係指前一年度核定者。
三、專題研究計畫補助：
（一）申請資格：優先補助新進或初次申請科技部研究計畫
之本校專任教師。
（二）補助標準：
１、本校專任教師申請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未獲補
助但經評審認為具潛力之研究計畫。
２、每案補助最高十萬元。申請者應檢具擬執行之
研究計畫書，及科技部計畫申請案之審查意
見，由本校學術研究委員會審議之。每人每學
年最多提出一項申請案。
（三）獲本項補助之計畫主持人應於執行期滿三個月內提
交研究成果報告，並應於第二年再向科技部提出專
題研究計畫申請。
四、發明專利獎勵：
（一）所稱發明專利，係指本校專任教師或研究人員以本
校為所屬專利權人於國內外發表者。
（二）每項獎勵金為新台幣二萬元，同一項發明獲得不同
國家專利者，仍以獎勵一次為限。
本辦法所稱之「專任教師」包括：專任教師、專案教師及專任客
座教師。
獎補助申請時間為每年十月一日至十月三十一日。各項申請由本
校學術研究委員會負責審查後，簽請校長核定。研發處研究事務
組為業務承辦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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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條

核定通過之申請案若有違反本辦法相關規定者，應予撤銷，已
支領之研究獎補助費須全數繳回。

第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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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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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案附件 1

東吳大學特聘教授設置辦法（草案）
建

議

條

文

說

第一條

明

敘明訂定本辦法之目的，藉

為鼓勵本校教授致力於提升學術水準，爭取更高榮譽，特訂定 由設置特聘教授榮銜，鼓勵
東吳大學特聘教授設置辦法。
教師致力於提升本校之學術
水準，傳承學術成就培育人
才，爭取更高之榮譽。
第二條
明訂特聘教授之聘任資格。
本校編制內專任教授符合下列資格之一者，得聘為特聘教授：
一、擔任中央研究院院士。
二、獲教育部國家講座。
三、獲教育部學術獎。
四、最近十年內獲科技部傑出研究獎。
五、獲頒本校研究傑出獎勵五次或獲頒本校教學傑出獎勵三次。
六、獲頒前款研究與教學傑出獎勵合計四次。
七、擔任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主持人二十次。
八、最近十年內在音樂、體育、應用技術成就表現傑出，獲得國家
級或國際性重要大獎。
九、其他與上述各款規定相當者。
第三條
參酌本校各級教師評審委員
特聘教授之聘任應由學系主任檢附被推薦人之具體學術成就 會運作情形，明訂特聘教授
之相關證明文件，於四月一日前提請系教評會審查；系教評會審查 之聘任審查程序。
通過，應於四月二十日前送院教評會評審；院教評會審查通過，應
於五月二十日前送校教評會評審；校教評會應於六月二十日前完成
評審，並將審查通過者報請校長核定後，自次學年起聘任之。
第四條
依第二條第二款至第八款資格所聘任之特聘教授，特聘教授之
聘期五年；已逾六十歲者，聘期至屆滿六十五歲之學期止。
依第二條第一款資格所聘任之特聘教授，特聘教授之聘期至屆
滿六十五歲之學期止。

明訂特聘教授之聘期 5 年，
已逾 60 歲者，則聘至屆滿 65
歲之學期止。但以中研院院
士資格獲聘為特聘教授者，
其聘期至屆滿 65 歲之學期
止。

第五條

明訂特聘教授於聘期屆滿

特聘教授之聘期屆滿後，如再度符合第二條所規定之資格者，
得由學系主任依第三條規定之程序，繼續提聘為特聘教授。但下列
特聘教授符合以下條件者，得由學系主任依第三條規定之程序，繼
續提聘為特聘教授：

後，如再度具備相關資格，得
由學系主任依本辦法第三條
規定，繼續提聘為特聘教授，
且聘期可至屆滿 65 歲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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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

議

條

文

說

明

一、依第二條第五款或第六款獲聘之特聘教授，於特聘教授聘 期止。
期中持續獲得三次研究傑出獎勵或一次教學傑出獎勵。
二、依第二條第七款獲聘之特聘教授，於特聘教授聘期中持續
擔任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主持人五次。
再度獲聘為特聘教授者，其聘期至屆滿六十五歲之學期止。
第六條
獲聘為特聘教授者，得不受本校教師評審辦法第五條及第六條
第一項規定之限制，於獲聘特聘教授期間，配合其專任教師之聘期，
另發給專任教授聘書。

明訂獲聘特聘教授者，得不
受專任教師續聘相關規定之
限制，另發給專任教授之聘
書。

第七條
明訂校長於全校性活動中，
獲聘之特聘教授，由校長於全校性公開活動中，頒與特聘教授 公開表揚獲得特聘教授榮譽
聘書。
之教授。
第八條
明訂特聘教授如未曾獲得本
獲聘為特聘教授者，如其所依據之資格條件未曾獲得本校學術 校學術研究優秀人才獎勵辦
研究優秀人才獎勵辦法、本校彈性薪資實施辦法或本校產學合作作 法、本校彈性薪資實施辦法
業要點獎勵者，另由本校配合聘期發給特別津貼。
前項特別津貼數額由校教評會依特聘教授之學術成就審定，每
月至多以新臺幣貳萬元為限，依特聘教授聘期按月發給；特聘教授
之聘期屆滿後或於聘期中退休或離職時，特別津貼隨即終止。

或本校產學合作作業要點獎
勵者，得另發給特別津貼；並
明訂特別津貼之數額上限
及發給方式。

第九條
明訂特聘教授之義務。希藉
特聘教授應致力於提升本校之學術水準，傳承學術成就培育優 由設置特聘教授榮銜，鼓勵
秀人才，爭取更高榮譽。
教師致力於提升本校之學術
水準，傳承學術成就培育人
才。
第十條
明訂本辦法訂定及修訂之程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報請校長發布施行，修訂時亦同。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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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案附件 2

東吳大學教師評審辦法
最新修訂日期：105年6月1日

第 五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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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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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案附件 3

本校獲研究傑出之教師人數統計表
106.02

已累積獎勵次數

研究傑出（獲獎勵人數）

獲獎教師所屬學院

7

8

外語學院1、理學院5
商學院2

6

2

商學院

5

4

理學院1、商學院3

4

4

理學院2、商學院2

3

4

人社院1、外語學院1
商學院2

2

5

人社院1、理學院1
商學院3

1

7

人社院1、理學院4
商學院2

本校獲教學傑出之教師人數統計表
106.02

已累積獎勵次數

教學傑出（獲獎勵人數）

獲獎教師所屬學院

2

2

外語學院、體育室

1

23

人社院5、外語學院1
理學院3、法學院3
商學院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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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案附件 4

本校教師擔任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主持人次數統計表
（84~105 學年度）
106.02

已累積執行計畫件數

教師人數

教師所屬學院

38

1

理學院

35

1

人社院

34

1

理學院

33

2

理學院

28

1

理學院

27

1

理學院

26

2

人社院、理學院

22

2

理學院

20

3

理學院2、法學院1

19

1

商學院

18

5

外語學院1、理學院1
商學院3

17

3

人社院2、商學院1

16

4

商學院

15

4

外語學院1、理學院1
法學院1、商學院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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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案附件 5

東吳大學學術研究優秀人才獎勵辦法
99 年 10 月 6 日行政會議通過
100 年 6 月 1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1 年 4 月 23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2 年 7 月 15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5 年 3 月 7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5 年 3 月 21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

一

條

第

二

條

本校為延攬研究優秀人才及鼓勵教師進行學術研究，提升學術成果，特訂定
學術研究優秀人才獎勵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本辦法適用對象：
一、新聘教師：本校初聘第一年內且為國內第一次聘任之專任教師，不含自
國內公私立大專校院或學術研究機關（構）延攬之人員。
二、現職教師：本校任教至少滿一年以上之專任教師，不含自公立大專校院
及公立學術研究機關（構）退休之人員。
本辦法所稱自然、生物、工程領域及人文、社會領域，由本校學術研究委員
會審查確認。獎金之經費來源為科技部，並依科技部相關措施辦理。
本辦法所稱之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產學合作計畫、發明專利、技術移轉或

第

三

條

第

四

條

著作授權案、期刊論文定義如下：
一、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
（一）執行機構為東吳大學。
（二）申請教師為下列之一者：
1、個別型研究計畫主持人。
2、整合型研究計畫主持人或共同主持人/子計畫主持人（須名列
於科技部核定之研究計畫經費清單）。
二、產學合作計畫：
（一）執行機構為東吳大學且經研發處研究事務組辦理。
（二）申請教師為產學合作計畫主持人。
（三）計畫總經費須達新臺幣 20 萬元(含)以上。
（四）計畫經費須編列行政管理費。
三、發明專利：獲國內外發明專利權，且歸屬東吳大學。
四、技術移轉或著作授權案：以本校名義完成技術或著作授權契約書之簽訂，
並有授權金。
五、期刊論文：

第

五

條

（一）刊登於名列 AHCI、SSCI、SCI、EI、THCI Core、TSSCI、「東吳大
學外語學門獎勵名單」之期刊(含電子期刊)論文。
（二）期刊論文應有日期、卷期、頁碼，作者欄並有任職本校字樣。
新聘教師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得由所屬學院推薦申請，獎金最高新臺幣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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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萬元：
一、於推薦申請時為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主持人。
二、自然、生物、工程領域之教師，近五年發表期刊論文 2 件(含)以上。
三、人文、社會領域之教師，近五年發表期刊論文 1 件(含)以上。
第

六

條

第

七

條

第

八

條

第
第

九
十

條
條

第

十一條

現職教師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得由所屬學院推薦申請：
一、研究傑出，獎金最高新臺幣十五萬元：
（一）自然、生物、工程領域之教師，近五年執行科技部專題研究
計畫、執行產學合作計畫、獲得發明專利、完成技術移轉授權、
完成著作授權與發表期刊論文總計十六件(含)以上，且前述計畫、
專利、技術移轉及著作授權合計須四件(含)以上，期刊論文亦須四
件(含)以上。
（二）人文、社會領域之教師，近五年執行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執行
產學合作計畫、獲得發明專利、完成技術移轉授權、完成著作授權
與發表期刊論文總計十四件(含)以上，且前述計畫、專利、技術移
轉及著作授權合計須四件(含)以上，期刊論文亦須四件(含)以上。
二、研究優良，獎金最高新臺幣六萬元：
（一）自然、生物、工程領域之教師，近五年執行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
執行產學合作計畫、獲得發明專利、完成技術移轉授權、完成著作
授權與發表期刊論文總計十件(含)以上，且前述計畫、專利、技術
移轉及著作授權合計須三件(含)以上，期刊論文亦須三件(含)以
上。
（二）人文、社會領域之教師，近五年執行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執行
產學合作計畫、獲得發明專利、完成技術移轉授權、完成著作授權
與發表期刊論文總計八件(含)以上，且前述計畫、專利、技術移轉
及著作授權合計須三件(含)以上，期刊論文亦須三件(含)以上。
各項推薦申請案，經本校學術研究委員會初審，簽請校長同意後，送科技部
審查核定。業務承辦單位為研發處研究事務組。
獲獎勵之教師應於獎勵期滿二個月前提交績效報告，送本校學術研究委員會
作為下一次獎勵審核之參考。
對於獲獎勵之教師，本校提供必要之教學、研究及行政支援。
新聘教師僅獎勵一次。
獲獎勵之現職教師於次年再受推薦申請時，除須符合本辦法第六條之規定外，
須於最近一年新增一件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或一篇期刊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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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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案附件 6

東吳大學教師教學獎勵辦法
95年5月3日行政會議通過
95年6月7日行政會議修正第4條
95年12月6日行政會議修正第3、5條
96年3月7日行政會議修正第5、7條
99年4月14日行政會議修正第5條
102年4月8日行政會議修正第2條
102年9月23日行政會議修正第6條
103年9月15日行政會議修正第2條

第

一

條

第

二

條

東吳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勵教學優良教師，肯定其在教學上的努力與貢獻，
並提升本校教學品質，特訂定本辦法。
本校教師教學獎勵每學年遴選一次，由校長指定八位專任教授與研究發展長共

條

九名委員，共同組成「教師教學獎勵遴選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負責遴
選作業，並由研究發展長擔任召集人。擔任本委員會之委員若接受推薦為候選
人，應辭去委員職務，由校長另行指定委員遞補。
獎項分為「教學優良」獎及「教學傑出」獎二類，獲獎者除公開表揚外並頒給

第

三

第

四

條

第

五

條

第

六

條

第

七

條

獎狀（牌）及獎金。「教學優良」獎獎金新台幣五萬元整；「教學傑出」獎獎
金新台幣十五萬元整。
「教學優良」獎名額不得超過全校專任教師人數百分之五，獲獎次數不限。「教
學傑出」獎獲獎者全校以不超過三位為原則，獲獎後三年內不再為「教學傑出」
獎之候選人。
候選人須為本校專任教師，並需符合下列四項條件：
一、 在本校專任且聘任滿三年以上，於遴選年度近四學年有六學期任教事實
者；惟「教學傑出」獎之獲獎教師任教年資須滿五年。
二、 有任教事實之近二學期，任教科目之期末教學評量總平均數須在全院(室)
平均數(含)以上，且沒有任何科目未達學校標準。
三、 經各學系(室)推薦、本校師生或校友五人之連署推薦、或由本委員會主
動推薦均可。
四、 依規定時程內繳交「教師個人檔案」及相關佐證資料。
受理推薦時間為每年三月一日至三月三十一日。研究發展處評鑑組為業務承辦
單位。
本委員會因遴選需要得另訂遴選細則為補充規範，並得主動蒐集候選人教學與

條

學生學習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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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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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案附件 7

東吳大學教師彈性薪資實施辦法
101 年 1 月 4 日行政會議通過
101 年 3 月 8 日教育部備查
101 年 4 月 11 日行政會議修訂第 4 條
102 年 12 月 16 日行政會議修訂第 4、7、11 條
103 年 6 月 3 日教育部備查
104 年 3 月 23 日行政會議修訂第 4、7、10、12 條
104 年 4 月 22 日教育部備查
104 年 12 月 7 日行政會議修訂第 4、7、9、10、11 條
104 年 12 月 11 日教育部備查

第

一

條

第
第

二
三

條
條

第

四

條

第

第

五

六

條

條

本校為延攬及留住優秀教師，依教育部「延攬及留住大專校院特殊優秀人才
實施彈性薪資方案」，訂定本辦法。
本辦法適用對象為本校現職及新聘之編制內專任教師。
本辦法所稱彈性薪資，係指除固定之薪資（包括本薪、學術研究費）外，每月
另外發給之績優加給。
本校現職及新聘之專任教師在學術上有具體優良成績者，得由學系主任推薦，
經三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給予績優加給及核給比例。績優加給給與標準如
下：
一、中央研究院院士：每月支給 12 點績優加給。
二、曾獲教育部國家講座：每月支給 10 點績優加給。
三、曾獲教育部學術獎：每月支給 8 點績優加給。
四、曾本校教學傑出獎合計三次：每月支給 3 點績優加給。
五、曾獲本校教學傑出獎及教學優良獎合計三次：每月支給 1 點績優加給。
六、教師具特殊優秀教學事蹟，且提供具體佐證資料者：每月支給 1 點績優
加給。
七、教師具其他相當於上述各款成績者，得比照各該款支給績優加給。
前項加給每一點數為新臺幣壹萬元。
曾獲績優加給之教師，若再符合第一項各款成績，得於審查通過後再核給績
優加給，除第一項第四款外，其餘各款成績不得重複採計。
現職及新聘績優教師審查程序如下：
一、現職教師：學系主任應於四月一日前將推薦人選送系教評會評審；系教
評會審查通過，應於四月二十日前送院教評會評審；院教評會審查通過，
應於五月二十日前送校教評會評審；校教評會應於六月二十日前完成評
審，並將審查通過者報請校長核定。
二、新聘教師：新聘教師符合第四條規定者，得由學系主任於該教師之初聘
案中同時提出，經三級教評會審查通過後，報請校長核定。
績優加給給與期限二年。現職教師之績優加給，自核定後之次學年起按月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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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七

條

第

八

條

第

九

條

第

十

條

第十一條
第十二條

給；新聘教師之績優加給，自聘期開始日起按月核給。
獲得績優加給之教師，應致力於教學成果之提升，並應於第一年給與期限屆
滿前三個月繳交執行績效報告。
前項所稱執行績效係指於績優加給給與期間內，執行以下相關義務兩項以上：
一、參與夥伴教師制度，至少引領一名新進教師教學。
二、成立或加入本校一個教師專業社群。
三、提供本校一套以上創新教材或教具。
四、接受拍攝一支以上教學示範觀摩影片。
五、執行教學卓越計畫擔任計畫主持人。
六、其他提升教學績效之具體事蹟。
前項執行績效報告應送三級教評會審查，審查通過後繼續發給第二年之加給。
支領績優加給之教師，如遇留職停薪、離職或退休時，應停止給與；留職停
薪復職後，繼續給與至期滿為止。
符合本辦法第四條第一項所列各款資格之新聘教師，除依本校相關規定提供
教學、研究及行政支援外，並得視需要補助居住津貼。
獲績優加給之新聘專任教師，如為國內第一次聘任者，其加給由「獎勵大學
教學卓越計畫」經費支應；非國內第一次聘任者，其加給由學校相關預算支
應。
獲績優加給之現職專任教師，其加給由「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經費支應；
獲加給教師如為公立大專校院退休者，其加給由學校相關預算支應。
為鼓勵教學績優之教師，獲績優加給者，得同時支領本校「教師教學獎勵辦法」
之獎勵。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報請校長發布施行，並報教育部備查，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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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案附件 8

東吳大學產學合作作業要點
102 年 2 月 25 日行政會議通過
104 年 12 月 7 日行政會議修訂第 12 條

一、本校為有效管理產學合作計畫案，特依「東吳大學產學合作實施辦法」訂定本要點。
二、產學合作計畫案之契約書，應明訂下列事項：
(一)合作計畫案名稱、內容、時程及交付項目。
(二)合作計畫案經費、付款方式及資源。
(三)合作機構如要求本校擔保其所授權之技術或其他事項未對他人構成侵權者，應明
訂如有侵權事項發生時，本校應負擔之賠償範圍以合作計畫案實際交付經費上限
為原則。
(四)合作計畫案產生之智慧財產或研發成果，除雙方契約或法律另有規定外，歸屬本
校所有；本校得約定將全部或部份授權合作機構使用。
(五)合作機構如須使用本校或其所屬單位之名稱、標章者，應明訂其授權方式、使用
方法及範圍。
(六)相關人員如有利益衝突事項或有利益衝突之虞，應予迴避，保密條款之保密責任
及期限應明訂於契約中。
(七)合作計畫案所購置之房屋建築物權利之歸屬，依雙方契約之規定；所購置之圖書、
期刊、儀器、設備等，除另有約定外，應依規定由本校納入校產統一管理運用。
(八)合作雙方之執份數。
三、行政管理費之編列與支用：
（一）受政府或公益機構補助或委託之合作計畫案，補助或委託之經費應列 8%以上之
管理費，但補助或委託機構訂有管理費支付標準者，得依其標準。
（二）受公、民營事業機關補助或委託之合作計畫案，補助或委託之經費應列 15%以上
之管理費，情形特殊者得專案簽准後辦理。
（三）行政管理費由本校依合作機構之規定，統籌支用。
（四）主持人於合作計畫案執行期間轉任他校時，管理費之 40%應歸本校，其餘 60%依
主持人執行月數比例分配。
四、人員：
（一）合作計畫案之主持人應為本校專任教師或專任研究人員。
（二）主持人得聘請校內外人士擔任共同主持人、協同主持人、研究人員或助理人員，
以利合作計畫案之進行。主持人並得依合作機構核定之標準與經費，將專任研究
人員請聘為本校研究員、副研究員、助理研究員或研究助理；將專任助理人員請
聘為本校專題研究計畫助理；並由人事室負責辦理其勞健保事宜。
（三）在職或在學人員不得擔任專任研究人員或專任助理人員；兼任研究人員、兼任助
理人員及臨時工作人員之聘任，依合作機構核定之標準與經費由主持人決定，其
到離職日期由主持人通知人事室、會計室及圖書館，據以辦理相關事宜。
五、經費：
（一）合作計畫案經核定後，在經費撥付本校之前，必要時得由主持人簽請預支經費；
經費撥付本校後由會計室統籌管理，並依本校正常程序申領。其中經常費部份，
主持人於執行合作計畫案初始，得預領二萬元為零星支用，事後檢據核銷撥補，
至合作計畫案結束時繳回。會計室將負責保管合作計畫案之憑證至研究發展處報
送合作機構結案為止；如經合作機構授權憑證就地審查者，於完成校內結案後，
憑證由研究發展處轉會計室存查。合作計畫案之憑證若經合作機構退回剔除，其
經費由主持人繳回學校，以利辦理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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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應依契約或核定項目金額支用，如有變更，應簽請研究發展處函轉合作機構徵得
同意，或依合作機構規定經由校內行政程序核定後辦理。
（三）人事費之發給方式及所得之扣繳，於填具相關表格後，悉依契約按月撥付。研究
人員及助理人員參加勞健保，其自付額由薪資中扣除，雇主負擔部分以合作計畫
案經費支付，惟合作計畫案未編列該項經費或因助理職級變更以致勞、健保費不
足時，由主持人籌措。
六、合作計畫案作業：
（一）合作計畫案如需購買物品或器材，應依政府或本校採購作業規定，委請總務處購
置，費用由編列核准之預算中撥付。
（二）合作計畫案進行時，如需借（租）校內外場地及器材，所需費用由編列核准之經
費支付。
（三）合作計畫案應於契約期限內依照規定辦理結案手續。
（四）合作計畫案進度遲延或不能依約如期完成時，主持人應檢具事證說明理由，簽請
研究發展處依契約規定辦理，如因遲延履約而須繳納逾期違約金，應由主持人負
擔。
（五）合作計畫案因特殊原因無法繼續時，主持人應提具書面說明，簽請研究發展處依
契約規定辦理契約終止，如因而導致合作機構增加支付之費用或有所損失，應由
主持人負擔。
（六）合作計畫案結束時，得依契約規定由本校發給相關證明。
(七) 執行合作計畫案所需申辦程序之表單、契約、憑證等已有及衍生之相關文件資
料，不論收執為正本、副本或影本，各相關單位皆應妥為存查，俾做為辦理業務
之依據，以提高處理效率。
七、合作計畫案資產：
（一）合作計畫案之主持人於結案時，除合作機構另有規定外，應備妥結案報告、成果
發表會論文及相關資料，依本校「機構典藏系統作業辦法」辦理保存；合作機構
訂有「研究報告」之格式者，依其格式。報告對外發表時，須註明東吳大學。
（二）因準備或進行合作計畫案而衍生之智慧財產權或其他權益，包括但不限於各項國
內外專利權（含申請權）、商標權、著作權、積體電路電路佈局權、營業秘密及
技術秘密，其歸屬應依契約或法律之規定。如依約或依法其權利屬於受補助或受
委託者，則全部歸本校所有並行使之。有關本校與主持人暨相關人員間之利益分
配，依本校「研究發展成果歸屬暨分配處理要點」辦理。
（三）合作計畫案所購置之圖書、設備等，如契約無特別規定，於結案後，應歸本校所
有，並註明經費來源，以利查考。
八、參與合作計畫案人員之義務：
(一)參與人員應依契約負保密義務及保管合作計畫案有關之文件、檔案或紀錄，並應
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參與或協助合作計畫案之進行，不得有損及本校信譽或
權利之行為。
(二)合作機構或本校如因申請、移轉或實施智慧財產權或其他權利，而需特定人員出
具文件或為一定行為時，該人員應在受通知後立即配合辦理。
九、主持人執行合作計畫案已依規定辦理結案並完成經費核銷程序後之結餘款。其處理原則：
(一)依契約或合作機構規定結餘款須繳回者，從其規定辦理。
(二)結餘款無須繳回者，由本校統籌運用，主持人如欲運用結餘款進行合作計畫案之
後續作業，得以專案簽准。
(三)主持人調離原聘單位或離職時，其合作計畫案之結餘款悉由本校統籌運用。
十、行政管理費之用途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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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水費、電費、電話費及瓦斯費。
(二)協辦合作計畫案業務相關之人事費用。
(三)作為專任助理公提離職儲金、補充保費等所需費用。
(四)其他與合作計畫案有關，且於執行期限內之開支。
十一、合作計畫案結餘款之用途如下：
(一)由本校統籌運用之結餘款，得作為管理費收入或研究發展處「計畫配合款」之專
款，由研究發展處統籌運用之。
(二)主持人如欲運用結餘款進行計畫之後續作業，得依下列用途，以專案簽准：
1.支應主持人相關研究計畫(須註記計畫名稱)。
2.撥充學院或學系發展專款。
3.其他與原合作計畫案有關之費用。
十二、合作計畫案之鼓勵措施：
(一)由研究發展處編列預算支應，並於每年 3 月初依合作計畫案契約或經費核定清
單編製獎勵金撥付明細，函請主持人辦理相關事宜，情形特殊者得另以專案辦
理。
(二)獎勵金依下列方式計算：
1. 執行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案：以管理費額度之 20%作為主持人之獎勵金，15%
作為執行學系之辦公費。
2. 由本校教師擔任總主持人之整合型計畫案或由本校教師擔任主持人之非屬科
技部之合作計畫案：:以管理費額度之 35%作為主持人之獎勵金，10%作為執行
學系之辦公費，5%作為執行學院之辦公費。
3. 由學術單位執行之合作計畫案：以管理費額度之30%作為執行學術單位
之辦公費。
(三)凡本校專任教師主持之合作計畫案，應個別計算每項計畫獎勵金；若為多年期計
畫，則應以當年度合作計畫案經費列計獎勵金額；若屬整合型計畫，則需先扣除
非本校專任教師主持之子計畫經費後獎勵之。
(四)獎勵金將於每年 3 月底前撥入主持人帳戶，並依規定辦理扣稅事宜；主持人得視
需要選擇將部分或全額獎勵金做為執行合作計畫案之辦公費，辦公費將撥入所屬
學系轉發，其支用期限得延用一學年，並於限期內檢據辦理核銷；各學院、系之
辦公費，依相關規定支用。
(五)主持人如於學期中離職移轉合作計畫案，則不撥付獎勵金，另依契約或合作機構
規定結案如有餘款而須繳回部分管理費者，主持人須依比例繳回已撥付之獎勵金
或辦公費。
十三、產學合作計畫案相關之人事、採購、經費支用及核銷等事項，依契約規定辦理，契約
無規定者，則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十四、辦理產學合作業務時，應由研究發展處統籌合作計畫案契約事宜，確認契約內容與相
關法令相符，並追蹤履約進度，處理爭端，必要時提供相關諮詢服務。
十五、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發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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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案附件 1

東吳大學教師評鑑辦法修訂條文對照表（草案）
擬修訂條文
第一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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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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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明訂本辦法適用對象為
本校編制內 專任教師每三
專任教師每五學年應接受
編制內之專任教師（不
學年應接受教師評鑑。
一次評鑑，評鑑內容包括教學、
含客座及講座教師）。
前項三學年之計算不包括 研究、服務及輔導四項。「教學 二、為提升教師各項績效，
休假、留職及本辦法第四條第 評鑑作業要點」另訂之。
參考其他大學實施評鑑
一、二款核准之期間。
前項五學年之計算不包括
之頻率，調整本校教師
本辦法第四條第一、二款核准之
應接受評鑑之年限。
期間。
三、評鑑項目內容調整至本
辦法第五條說明。
四、為避免「教學評鑑」與
本辦法之「教師評鑑」產
生混淆，建議刪除本辦
法中關於教學評鑑之規
定。
五、明訂每三學年接受教師
評鑑之計算不含教師休
假、留職及申請延後評
鑑之期間。

65

擬修訂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三條
第三條
一、配合國科會升格為科技
專任教師符合下列規定時，
專任教師符合下列規定時，
部，修訂機關名稱。
得免接受評鑑：
得免接受評鑑：
二、調整專任教師於教學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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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獲科技部傑出研究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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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曾獲本校教學
優良教師獎勵十次以上。
七、曾獲本校研究傑出教師獎勵
六次以上，或曾獲本校研究
優良教師獎勵十次以上。
八、已年滿六十二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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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款規定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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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內可
免接受評鑑。

一、曾獲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
究有特殊表現者，得免
二、曾擔任本校校長。
接受教師評鑑。
三、曾獲頒教育部學術獎或獲選 三、配合評鑑年限由 5 學年
為教育部國家講座。
改為 3 學年，調整教師
四、曾獲國科會傑出研究獎勵。
年滿 62 歲得免接受教
五、曾擔任相當於國科會專題研
師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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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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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修訂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四條
第四條
文字修訂。
專任教師如有下列情形之
專任教師如有下列情形之
一時，得延後接受評鑑：
一時，得延後接受評鑑：
一、因本人或配偶懷孕、生產， 一、因本人或配偶懷孕、生產，
由教師提出申請，經院系主
由教師提出申請，經院系主
管簽核後，得延後一年再接
管簽核後，得順延一年再接
受評鑑。
受評鑑。
二、因遭受重大變故，由教師提 二、因遭受重大變故，由教師提
出申請，經系教評會同意並
出申請，經系教評會同意並
核予延後評鑑之年限，延後
核予延後評鑑之年限，延後
年限以一年為原則，至多二
年限以一年為原則，至多二
年。
年。
三、因休假、留職因素未在校時， 三、因休假、留職因素未在校時，
得俟休假完畢或復職返校
得俟休假完畢或復職返校
之學年再接受評鑑。
之學年再接受評鑑。
第五條
新增條文
教師評鑑分為教學、研究、
服務與輔導四個項目，每一項目

一、明訂每一評鑑項目均包
含「校訂基本標準」及
「院訂標準」兩部分，同

包含校訂基本標準與院訂標準
兩部分，校訂基本標準佔 75 分，
院訂標準佔 25 分，總分為 100
分。
教師每一評鑑項目達到校
訂基本標準者，可得 75 分，未達
者 0 分。校訂基本標準如附表。
院訂標準之內涵、評分標準
與計分方式，由各學院自訂。

時訂定「校訂基本標準」
之內涵及評分標準。
二、明訂「院訂標準」之內
涵、評分標準與計分方
式，由各學院自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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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修訂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六條
新增條文
教師四個評鑑項目得分加
權計算後，總分達 75 分以上為

一、明訂教師各評鑑項目得
分加權計算後，總分達
75 分以上方為通過評

通過評鑑。
教學、研究、服務與輔導四
個評鑑項目之權重範圍如下，由
教師自行選定，並適用於校訂基
本標準與院訂標準：

鑑。
二、考量講師及助理教授以
上教師在教學、研究、
服務與輔導等項目上
可能存有差異，故建議
講師及助理教授以上
教師得有不同之權重
選擇範圍。

一、講師：教學項目為 30%~45%、
研究項目為 20%~40%，服務
項目為 15%~20%、輔導項目
為 15%~20%。
二、助理教授以上教師：教學項
目為 30%~40%、研究項目為
30%~40%，服務及輔導項目
各佔 15%。
第七條

第五條

一、條次變更。

各學院應依本辦法訂定學
院教師評鑑辦法，內容除應明列
教學、研究、服務與輔導四個項
目之校訂基本標準外，應再包括
院訂標準之內涵、評分標準與計
分方式。
學院之教師評鑑辦法經院
務會議通過，報校教師評審委員
會審議通過後實施。

各學系應依本辦法及「教學 二、調整各學院應依據本辦
評鑑作業要點」並參考本校教師
法訂定學院之教師評鑑
評審辦法，訂定該系之教師評鑑
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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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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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修訂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八條
第六條
條次變更及文字修訂。
教師評鑑分初評、複評及決
教師評鑑分初評、複評及決
評三階段，每學年辦理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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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應依所屬學院教師評鑑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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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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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條
第七條
一、條次變更。
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應對
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應對 二、明訂教師評鑑結果分為
教師之評鑑結果作成「通過」或
「不通過」之決議；決議為「不
通過」者，應敘明具體理由，並
續送上一級教評會進行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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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之評鑑結果作成「通過」、
「通過」或「不通過」。
「有條件通過」或「不通過」之 三、明訂各級教評會審議教
決議，並對「有條件通過」或「不
師評鑑結果如作成「不
通過」之教師敘明具體理由。
通過」之決議，應續送
受評教師未於規定時間提
上一級教評會進行審
送資料接受評鑑者，視為評鑑不
議。
通過。

（刪除）

第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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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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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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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教師評鑑結果已 調 整
為「通過」及「不通過」兩
種選項，故刪除「有條件通
過」相關規範。

擬修訂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十條
第九條
條次變更。
受評教師評鑑結果不通過
受評教師評鑑結果不通過
者，應於接獲評鑑結果書面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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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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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變更。
巨量資料管理學院、體育
體育室、師資培育中心、語 二、新增巨量資料管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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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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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評鑑之作業規定。

第十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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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條
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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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三條
第十二條
條次變更。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
報請校長發布施行，修訂時亦 報請校長發布施行，修訂時亦
同。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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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修訂條文

原條文

第十四條
新增條文
本辦法自 106 年 8 月 1 日起
施行，依原辦法已獲得免接受評

說明
一、明訂本辦法正式施行時
間。
二、敘明新修訂辦法施行前

鑑之教師仍繼續維持免評資格。
有關 105 學年度（含）前已
聘任專任教師適用情形說明如
下：
一、自 109 學年度起，依本辦法
及各學院教師評鑑辦法辦
理評鑑。
二、108 學年度（含）前，仍依
現行相關規定進行教師評
鑑作業；符合原辦法第三條
各款規定得免接受評鑑者，
仍可依規定申請，經三級教
評會評審通過後或由人事
室逕行查核後，可免接受評
鑑。

已聘任專任教師之適用
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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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案附件 2

校訂基本標準（草案）
項目

校訂基本標準（草案）
一、每學期皆按時上傳授課計畫表，並按表實施教學活動。
二、每學年均於「教師學年度紀事」系統確實登錄「教學」事蹟。
三、每學期授課科目之教學相關資訊上傳至 moodle 平台。

教學

四、每學期按時繳交學期成績。
五、每學期按時登錄學業關懷系統，關懷學生學習情形。
六、每學年參加教學相關研討會、讀書會或成長研習營等。
七、每學年開設通識、遠距教學、全英語授課、專業實務、校外實習等課程，或擔
任各級課程、教學相關委員會委員，或協助舉辦教學相關研習活動等。
一、研究成果至少符合下列之一：
(一) 三年內至少執行科技部研究計畫 1 件（含個別型研究計畫主持人、一般整
合型研究計畫主持人或子計畫主持人、單一整合型研究計畫主持人或共
同主持人，並須名列於經費核定清單，獲核定機構為東吳大學。個別型研
究計畫之共同主持人不列計，一般整合型研究計畫子計畫之共同主持人
不列計）。

研究

(二) 三年內至少執行研究計畫或產學合作計畫 1 件。
(三) 三年內至少刊登 AHCI、SSCI、SCI、EI、THCI、TSSCI、
「東吳大學外語
學門獎勵名單」期刊論文 1 篇，或刊登在具審查制度之期刊或專書論文 2
篇。
(四) 三年內至少公開出版發行學術性專書（不含博士論文、再版或再刷之書
籍）1 本，或公開發表個人展演（含全場指揮）或作品 1 場。
二、每學年應於「教師學年度紀事系統」登錄「研究」事蹟。
一、每學年應於「教師學年度紀事」系統登錄「服務」事蹟。

服務

二、每學年均能協助規劃或參與系、院、校舉辦之各類校內外活動，包括學術交
流、系所評鑑、校友聯絡、招生宣傳等。
三、每學年均能擔任校內各級委員會或會議代表，且出席率達二分之一。
一、接受學系安排擔任導師
(一) 擔任導師期間
1. 擔任導師期間，每學期參加學生輔導活動。
2. 擔任導師期間，每學期需提交學期輔導工作報告。

輔導

3. 參加全校或學院輔導知能研習活動每年至少 1 次。
4. 每學期完成電子化校園 E 關懷輔導系統登錄輔導紀錄。
(二) 未擔任導師期間：
1. 參加全校或學院輔導知能研習活動每年至少 1 次。
2. 每學期完成電子化校園 E 關懷輔導系統登錄輔導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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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校訂基本標準（草案）
二、無擔任導師
(一) 參加全校或學院輔導知能研習活動每年至少 1 次。
(二) 每學期完成電子化校園 E 關懷輔導系統登錄輔導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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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案附件 3

他校評鑑頻率比較表
學校名稱

評鑑頻率或時間

義守大學

每年

依職級不同

連續二次通過評量後，改頻率：
講師、及助理教授：改以每二年評量乙次
副教授：改以每四年評量乙次；
教授：改以每五年評量乙次

長庚大學

每年

元智大學

每年

文化大學

2年

實踐大學

聘期屆滿當學期進行評鑑
初聘 1 年、第 1 次續聘 1 年、續聘 2
年

淡江大學

2年

中國醫藥

3年

中原大學

3年

中興大學

3年

靜宜大學

4年

東海大學

4年

銘傳大學

年度評鑑：每年
綜合評鑑：依職級

綜合評鑑：
講師、助理教授：每隔 3 年
副教授、教授：每隔 5 年

輔仁大學

依職級 3～5 年

講師、助理教授：每隔 3 年
副教授、教授：每隔 5 年

世新大學

依職級 3～5 年

講師、助理教授：每隔 3 年
副教授、教授：每隔 5 年

逢甲大學

依職級 3～5 年

講師、助理教授：每隔 3 年
副教授、教授：每隔 5 年

台灣大學

依職級 3～5 年

中正大學

依職級 3～5 年

清華大學

3～5 年

講師、助理教授：每隔 3 年
副教授、教授：每隔 5 年
講師、助理教授：每隔 3 年
副教授、教授：每隔 5 年

74

學校名稱

評鑑頻率或時間

依職級不同

民國 100.8.1 前到校之教授、副教授：
台灣師範大學
5年
餘：3 年
政治大學

5年

交通大學

5年

中山大學

5年

台北大學

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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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案附件 4

各教學單位建議之參採說明
106.2

單位

意見

參採說明

歷史系

東吳大學教師評鑑辦法
一、擬修訂條文第二條
本校編制內專任教師每五學年度應接受教師評
鑑
105 學年度起聘之新進專任教師另依「東吳大學
新進教師評鑑辦法」辦理，並於三年內通過評
鑑後，自次一學年度，改適用本辦法進行教師
評鑑。
本系意見：
1.專任教師仍維持五學年度評鑑一次。若每三學
年度接受教師評鑑一次，次數過於頻繁，加重
行政與教師負擔，恐影響研究與教學。
2.新進教師對於環境、教學和學生關係尚在建立
中，三年內二次評鑑之次數過於頻繁，建議改
為三年內一次評鑑。
二、擬修訂條文第三條

1.茲因本校實施教師評鑑之頻率
較多數私立大學為低，為提升
教師各項績效，研擬調整專任
教師應接受教師評鑑之年限。
2.已參採建議，於教師評鑑辦法
擬修訂條文第 6 條中明訂教
學、研究、服務及輔導四項佔
審查成績之比例得由教師自
行選定。
3.已參採建議，保留原教師評鑑
辦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5 款免評
資格之建議。另，調整教師獲
教學獎勵及新增研究獎勵得
免接受評鑑之標準。
4.已將「教師評鑑分項評分標準
表」重新調整為「校訂基本標

本系意見：
建議保留原條文中免接受評鑑第五、六項：
五、曾擔任相當於國科會（科技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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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由：條文五、六條具有鼓勵教師長期投入研
究與精進教學的精神，恰能與本次修訂教師評
鑑辦法的立意相符。經查台大、政大、中原及
多數公、私立大學亦有同樣的鼓勵性條文。其
次，本次修訂之評鑑分項評分標準中，「研究」
一項亦列入執行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條文，如
果校方真要鼓勵教師多提科技部專題計畫，提
升學校研究水準，就該前後一致，在修訂條文
第三條中保留「曾擔任相當於國科會（科技
部）專題研究計畫主持人十二次以上」之條

準」。校訂基本標準係屬學校
對專任教師之基本要求。
5.已參採建議，不另訂新聘教師
之評鑑辦法。

文，使教師以此為榮獎目標。
三、新增條文第五條
本系意見：
教學、研究、服務及輔導四項佔審查成績之比
例，建議調整方向可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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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25%、15%、15%，或 25%、45%、
15%、15%。
(2)參考中原大學之評鑑辦法，採行較為彈性之
作法。【中原大學：教師評鑑項目所佔比例為教
學 30%-55%，研究 30%-55%，服務（含輔導）
15%-40%】
東吳大學教師評鑑分項評分標準表
一、教學：
調整教學加分標準
一、授課科目之學生課堂反應問卷結果為專任教
師前 10%，每學期加 1020 分。
二、授課科目之學生課堂反應問卷結果為專任教
師前 11~25%，每學期加 510 分。三、獲頒
本校教學優良獎，每次加 1015 分。
四、獲頒本校教學傑出獎，每次加 1525 分。
八、支援全英語授課，每科目加 510 分。
九、獲得教育部教學相關計畫案，加 510 分。
二、研究：
（一）調整研究加分標準
本系意見：
1.條文中所列舉期刊影響指數缺漏了人文社會學科
的重要期刊指標：「臺灣人文學引文索引」（Taiwan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核心期刊 THCI Core。
請加上 THCI Core。
2.建議加上獲頒研究傑出獎，每次加 15 分；研究優
良獎，每次加 10 分。
（二）研究成果
1.學術研究發表：第二項「於對外公開徵稿並有審
稿制度之學術性研討會（或學會年會）發表論
文」，建議改為「獲主辦單位邀請，或對外公開徵
稿並有審稿制度之學術性研討會」。
理由：國外某些具有年會性質的學術研討會確有
審稿機制，但同樣也有許多具有學術份量
的中外學術研討會，是以邀稿性質邀請學
人參加，其重要性不見得低於年會性質的
研討會。而且校級評鑑辦法實不宜訂定過
於單一，易於日後徒增認定上的困擾。
2.學術研究發表：第四項「出版原創性學術性專
書」，建議應至少等同 2 項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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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在人文社會學科領域內，專書寫作的難度
及重要性、影響力更甚於單篇論文。
3.接受補助或執行研究計畫：建議加入「執行校級
或各學院之專題研究計畫」。
東吳大學新進教師評鑑辦法
第三條
新進專任教師於起聘日起三年內完成通過一次評
鑑，評鑑後次一學年度起適用東吳大學教師評鑑辦
法。
本系意見：
新進教師對於環境、教學和學生關係尚在建立中，
三年內二次評鑑之次數過於頻繁，不利新進教師之
教學與研究，建議改為三年內一次評鑑。
哲學系

范芯華助理教授：
1.依教師法第 17 條規定，教師有
1. 東吳不是教學為導向的大學嗎？但這個草
從事與教學有關之研究、進修
案出現的動機顯然還是非常在乎研究能量，這樣的不
之義務。大學之「教學」與「研
一致提案單位做何解釋？
究」不可偏廢，有教學無研究，
2. 草案附件裡有東吳與幾所他校研究能量的
難以帶動學術進步。
比較，但那些比較非常粗糙，根本不具任何意義。比 2.已參採建議，於教師評鑑辦法
較完全忽視了各校內部結構之問題，例如，是否該校
擬修訂條文第 6 條中明訂教
理工或應用科系較多？（這會影響研究計畫與論文產
學、研究、服務及輔導四項佔審
出的量與時間）該校是否規模較龐大或科系較多？
查成績之比例得由教師自行選
（會影響整體的研究量）另外，東吳教師是否在教學、 定。
輔導等事務上就已經耗盡時間且過勞？（如果研究也 3.已將「教師評鑑分項評分標準
是工作義務之一，我們真的有被給相應、足夠的時間
表」重新調整為「校訂基本標
與「空間」去做研究嗎？）草案沒先行分析問題，以
準」
。校訂基本標準係屬學校對
為加重教師工作壓力與負擔就可以提升研究能量。人
專任教師之基本要求。
一天只有 24 小時，人身也不是鐵打的，把教師評鑑 4.教師評鑑辦法之修訂依法需經
辦法修惡，這人性嗎？真的有為教師們著想嗎？
校務會議討論通過後始得實
3. 要提升研究能量，根本解決之道在降低授課
施。
負擔，否則再多的獎勵、懲罰都很難提升研究能量。
除非東吳能做到國外大學的授課負擔標準（一學期兩
門課、或一學年三門課）
，或者學學政大（105 學年度
起，一學期 6 學分）以及他校某些科系降低授課負擔
的做法，否則要求研究能量的提升其實是緣木求魚。
4. 越趨嚴苛的教師評鑑辦法只會鼓勵短線操
作，不會產出好研究的，學生的受教權更會被犧牲、
侵害。東吳很大比例的經費來自學生的學費，若學生
受教權更嚴重地被犧牲、侵害（目前學生受教權已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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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量化、績效主義思惟犧牲、侵害中）
，早晚東吳的名
聲會變成學店！
5. 草案把各系教師的評鑑都歸於統一的標準，
這是開倒車的做法，因為統一標準無法反映各教學單
位的性質（人文、社會科學、理工等領域彼此差異甚
大）。
6. 草案的產生來自於東參考一點 A 校資料、西
參考一點 B 校資料，擬草案者只會當任意的模仿者、
跟屁蟲，完全沒有東吳自己對教育、學術發展方向的
思惟與遠見，很難想像東吳可以發展成真正卓越的大
學。而且，草案對於好的資料不參考（如中原大學：
受評教師得就評鑑項目於規定範圍內選擇分配比例，
教學為 30%-55%、研究 30%-55%、服務含輔導 15%40%，通過標準為 70 分）
，盡只會參考嚴苛、差勁的
資料。
7. 教師評鑑辦法的設立目的是促進教師專業
成長（〈教育部針對全國教師會與高教工會提出私立
學校教師評鑑問題之回應說明〉102/5/10）
，而不是解
聘教師的工具，不應該與工作權掛鉤。東吳的教師評
鑑辦法，無論是現行的還是此草案，皆與工作權掛鉤。
而且東吳聘約中也寫著：「應接受評鑑之專任教師，
連續兩次未能通過評鑑者，聘期屆滿後不再續聘。」
此乃片面自己增訂解聘、不續聘條款，理當無效力、
不合法，依法大專院校其實不可約定教師若評鑑未通
過即應被解聘或不續聘，要解聘或不續聘教師仍應回
歸《教師法》所說「違反聘約，情節重大」
、
「教學不
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要件，光是評鑑未過
未必是「情節重大」
。
（「情節重大」除了依據具體事實
判斷外，同時須比較《教師法》第 14 條第 1 項各款
的解聘或不續聘事由，如性侵有期徒刑一年以上、褫
奪公權等等。）最高行政法院 102 年判字 513 號判決
書、102 判字 617 號判決書、103 判字 290 號判決書
等等都有類似主張與說明。
8. 草案中的各類評鑑項目涉及教師受懲戒或
不利待遇，已屬變更聘約與勞動條件，若未經與教師
（或其工會代表）協商取得同意，屬片面變更勞動契
約，應為無效。校方應就此事務必謹慎尋求共識（〈教
育部針對全國教師會與高教工會提出私立學校教師

79

單位

意見

參採說明

評鑑問題之回應說明〉102/5/10）
，不可草率、粗暴行
事。
9. 新進教師評鑑辦法草案非常不人性、違反常
理。新進教師絕大部分是初次教書，需花極大量的時
間備課、適應工作的所有面向，某些系還會在新進教
師身上加諸額外的工作負擔，所以新進教師反而是最
沒有時間做研究的。草案不但對新進教師行一年一次
的評鑑，還讓研究比例比較重、研究的評分訂得比較
低，而且更嚴苛地與工作權掛鉤，這是要逼死人
嗎？！
10. 東吳這幾年校方一直想把環境氛圍、勞動條
件推向肅殺、負面、不友善的方向。這不是個好現象，
效果很可能適得其反，而且會為校園種下墮落、沉淪
的因子。學校行政高層對此從不反省，令人失望！
11. 草案細部也充滿諸多問題，例如：評鑑期間
從 5 年改為 3 年到底是好事還是壞事？哪些評鑑的細
部項目是真正教師的義務、哪些不是？哪些教學的細
部項目真的可以反映教師的教學能力與適不適任？
哪些細部項目根本已經違反教師的教學專業自主
權？學生的課堂反應問卷真的能客觀、有效地反應教
學品質嗎？得分或比例為什麼是這樣訂而不是那樣
訂？一定得用算積分（包括加分、扣分）的方式才能
做評鑑嗎？加分措施看似合理，但有可能無法加分而
分數不夠高，進而影響評鑑結果，此真的合理
嗎？……等等。不過，但現階段根本不是討論細部內
容的時候，而是應該先在校務會議討論該不該捨去舊
的教師評鑑辦法、另立一套統一標準的新辦法，大方
向不先討論即是本末倒置。若討論有共識，校務會議
代表贊成改辦法，基於教師評鑑辦法涉及聘約，屬重
大修訂，應讓規章委員會先進行草案討論，有好的版
本再提案至校務會議討論，而不是由行政會議討論後
直接提案到校務會議（違反程序正義原則）。
王志輝教授：根本不必作修改，只要按現行法規確實
實施即可。
政治系

本系在 5 月 12 日政治學系教師評審委員會中討 1.依教師法第 17 條規定，教師有
論有關「東吳大學教師評鑑辦法修訂案」及「東吳大
從事與教學有關之研究、進修
學新進教師評鑑辦法草案」之意見，出席委員討論的
之義務。大學之「教學」與「研
意見彙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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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針對學校定位的問題：
1.過去劉兆玄校長曾定位東吳大學將朝向教學
型大學發展，並成立教學資源中心提供本校

究」不可偏廢，有教學無研究，
難以帶動學術進步。
2.為使教師有充裕時間進行準

師生相當多的獎勵與服務，近幾年學校亦鼓
勵學系在教學與輔導朝向實務教學發展。然
觀此次教師評鑑辦法的修訂方向，主要側重
在研究著作與研究計畫的提升，並據以決定
教師的去留，似有將本校重新定位為研究型
大學之意，令教師們莫衷一是。
2.研究型大學需要的投入相當大的軟硬體設備
及研究人力，以本校的資源與環境是否適
合？是否具有競爭力？學校在修法之前應先
行對學校的定位加以釐清，具體說明未來發
展方向，及可以提供本校師生的研究資源與

備，修訂案通過實施後，105 學

環境。
3.為求評鑑制度之合理及可行，籲請校長公開
就本校定位提供清晰的論述與說明，供本校
教師與校友參考，而後才有依據討論和評斷

另，依原辦法已獲得免評之教

評鑑辦法之利益與各項條文是否妥適、周
全。
二、針對改革方向的問題：
1.本校各項評鑑制度、考核制度均是依照教育
部的意志照單實施，並未建立自己的特色。
眾所皆知，教育部近幾年的政策最受批評且
改革呼聲最大的，莫過於大學教育技職化以
及評鑑制度。當此新政府即將成立、高教改
革團體振臂疾呼改革評鑑制度之時，就大的
戰略而言，宜先向教育部爭取改革評鑑制度
及教育經費，實不宜在此時修法，以免造成
未來頻頻修法的問題。
2.好的老師需要花很多時間在學生身上，在教
學的準備上，在學生的諮商與輔導上，很多
師生互動與交流是無法以數量來呈現。然過
去的評鑑制度設定統一的評分標準，迫使老
師花很多時間困守在電腦前填寫各項表單計
算各項點數，也迫使老師追求點數以求自
保。不僅師生互動減少了，東吳已有的特色
被淹蓋了，東吳原有 liberal art 的元素也消失
了。而此次評鑑辦法的修訂，不僅沒有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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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制度的缺點，反而更增加了多項表單及
點數的門檻。實與學校發展教學特色的想法
背道而馳。
3.學校提出的指標是各校在科技部研究計畫的
執行狀況以及國際期刊論文的總量數據，並
未提出各校的師資人數、投注的研究經費與
資源等影響教師研究的各項指標作為比較基
礎，而將整體研究能量下降的因素全數歸因
於教師之動能不足，實有偏頗之虞。建議在
修法之前應先深入了解老師研究能量下降的
原因。
三、針對修訂案評鑑標準的問題：
1.學校修法最主要的目的旨在改善整體研究能
量逐漸下降的情況，應就研究單項進行探
討，而不是四項全面進行修法。「教學」、「研
究」、「服務」、「輔導」四項對教師的時間、
精力而言是有相互排擠的作用，若是全面提
升標準，不儘無法達到改善研究能量的目
標，反而會造成反效果。
2.以研究單項而言，不同學科專長的教師有不
同的研究方法與議題，對於政治思想領域或
是非計量研究方法的老師，往往需要花費較
長的時間才能累積研究成果，也不易申請到
研究經費。三年內需要有三項研究成果的目
標太過於嚴格，若以此決定教師的去留，將
造成部份領域的發展更加萎縮，少了學科的
發展的多樣性，將使學校整體發展失去平
衡。
3.在「教學」、「服務」、「輔導」等項目增加多
項基本條件，協助辦理校內活動、擔任校內
外團體之重要職務、獲得熱心導師或績優導
師、參加進修活動…等，並非每位教師均可
參加或是獲獎，又如教材上網，本校 Moodle
系統並不完善常有無法上傳的狀況，以及教
材涉及著作權有不適合公開上傳的問題。以
上諸多問題若未能事先解決或釐清，驟然訂
為評分標準將造成不公平的現象。
4.學校擬自 108 學年度起依新修訂標準進行評
鑑，對於部份原先不需受評的教師溯及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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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會造成準備不及的憂慮。建議對於原先
不需受評的教師能延後實施。
社會系

1.本次修訂調整專任教師得以教學或研究優良表現申 1.茲因本校實施教師評鑑之頻率
請免接受教師評鑑之資格，因此請確認教師評鑑
較多數私立大學為低，為提升
之目的，並逐款思考教師得免接受評鑑之條件。
教師各項績效，研擬調整專任
2.請說明調整專任教師應接受評鑑之年限從五年調整
教師應接受教師評鑑之年限。
為三年之原因，並請說明目前各大學辦理教師應
2.已將「教師評鑑分項評分標準
接受評鑑之年限多為幾年，以三年為一期程之學
表」重新調整為「校訂基本標
校有哪些。
準」
。校訂基本標準係屬學校對
3.「東吳大學教師評鑑辦法」附表分項評分標準(草
專任教師之基本要求。
案)中，教學項目下之基本條件及扣分標準之第
一、二、三、四、六條之規定，建請刪除。理由
如下：
（1）這五項條件多與行政相關，與教學品質、學
生關懷互動內容無直接關聯。
（2）學校網路系統繁雜且不穩定，耗費教師許多
心力與時間。應待校園網路不同的平台系統
整合完成，且維持一定穩定度後，再行實施
上項條件。

社工系

建議仍回歸現行作法，即維持因各學系屬性不同而採 本次教師評鑑辦法修訂案包含
用學系自訂之評鑑辦法。
校訂及院訂標準二部分。各學院
仍可依其屬性訂定不同之院級
評鑑標準。

師資培育
中心

1.東吳大學教師評鑑辦法修訂案第三條第三項規定， 1.為使教師有充裕時間進行準
升等通過者三年內可免接受評鑑，其再次接受評鑑的
備，修訂案通過實施後，105 學
時間為何，存在不同可能性。例如某位教師 102-1 通
年度（含）前已聘任之專任教
過評鑑，103-1 升等，原本 105-1 應接受評鑑，但因
師，將自 109 學年度起依新修
升等通過三年內得免評鑑，因此 105-1 不必受評。但
訂之規定辦理評鑑作業；108 學
其下次受評之時間，是 108-1，抑或是其他時間？
年度（含）前，仍依現行相關規
2.辦法改為三年評鑑一次後，原本五年評鑑一次之教
定進行教師評鑑作業；符合原
師，從何時開始適用三年規定，存在有銜接上的問題。 教師評鑑辦法第三條各款規定
例如某位教師 102-1 通過評鑑，原訂 107-1 接受下次
得免接受評鑑者，經三級教評
評鑑。辦法修訂後，是否立即要在 105-1 學年接受評
會評審通過後或由人事室逕行
鑑？還是給予緩衝期？
查核後，可免接受評鑑。另，依
3.評鑑分項評分標準中，教學部分第六項的教師學年
原辦法已獲得免評之教師，仍
度紀事，建議刪除。理由：
繼續維持免評資格。
(1)該平台使用操作不很便利，資料輸出版面亦欠理 2.依據現行規定，對教師評鑑之
想，做為教師個人檔案管理之用並不方便。此外，學
作業時程說明如下：
校亦鮮少由此系統中撈取資料，每次需要填報資料， （1）A 教師倘若於 102 學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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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還是要發函要求學系轉知教師填寫。綜觀之，此平
台功能並不大。
(2)該平台原本包含教學、研究、服務、輔導四大面

接受教師評鑑並獲過通過，
則下一次評鑑時程應為 107
學年度。

向，僅有教學面向要求填寫，其他面向已經沒有要求。 （2）若 A 教師於 103 學年度第
(3)填寫之內容質或量難以訂定標準，只要有任意的
1 學期提送升等並獲通過，
填寫即算有所記錄，還是有特定的標準。
自其升等生效日之學期起，
4.服務部分，第八點「參與院系所舉辦的活動」
，定義
五年內可免接受評鑑。故 A
為一種服務，不太妥當。應該改為「協助辦理」
。參加
教師下一次教師評鑑時程
演講、研討會，應視性質，歸屬於教學、研究或輔導
則改為 108 學年度。
等項目中，給予適當的加分(目前教學、輔導項目有納 3.依導師制度實施辦法第 4 條之
入，但研究項目中尚無參與學術研究類演講或研討會
規定，導師每學期應填寫輔導
之相關加分事項)。
工作報告，紙本保存於學系辦
5.服務部分建議增列以東吳大學教師名義參與校外
公室，並於 E 關懷系統輔導登
專業服務事項，例如演講、計畫主持/共同主持/協同
錄。
主持、評審、審查等，因有助提升東吳能見度與聲望， 4.已將「教師評鑑分項評分標準
建議給予適當的加分。
表」重新調整為「校訂基本標
6.輔導部分
準」
。校訂基本標準係屬學校對
(1)第三點提到的「導師學期工作報告」，是怎樣的報
專任教師之基本要求。
告？應該何時繳交給哪個單位？
(2)第五點應該包含「學院」舉辦的導師會議，以及校
院系的「導師研習活動」
。此外，註記的「全校教師皆
可參加」等字建議刪除。
外語學院

一、東吳大學教師評鑑辦法第三條：……專任教 1.教師獲得免評資格的時間點不
師具前項各款規定資格者，應向學系提出申
一，因此不一定要特別訂定教
請，經三級教評會評審通過後，可免接受評
師申請免評的日期。只要教師
鑑。但符合前項第二款或第五款規定者，由人
已具備免評資格，應可隨時提
事室逕行查核後，可免接受評鑑。
出申請。
建議：應向學系提出申請之時間點，建議明訂，例如： 2.已參採建議，於教師評鑑辦法
每年 10 月 1 日前（與受評教師初評時間相同）
。 擬修訂條文第 9 條，明訂「各
另外，如新進教師有符合專任教師免評之條
級教評會審議教師評鑑結果如
件，是否也可比照辦理？如果是，建議加上「新
作成「不通過」之決議，應再
進教師如有符合東吳大學教師評鑑辦法第三
送上一級教評會進行審議。」
條之免評規定，從其辦理。」
3.已將「教師評鑑分項評分標準
二、東吳大學教師評鑑辦法第八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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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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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協助，並自該評鑑學年起算滿三年時進行
表單，以利各級教評會進行審
再評。」
議。
建議：教師評鑑不通過者，按照現行辦法不需要再往 5.已參採建議，不另訂新聘教師
下一級教評會送，假設系教評會審查不通過，
則是由系教評會函知受評教師，教師之自我改
善計畫也只需要送到學系，院、校教評會及人
事室如何得知及掌握學系的審查結果與後續
協助情形？具體建議，教師評鑑案結果如為不
通過，也需要三級教評會審查（或確認）
，並與
評鑑通過之教師相同，校教評會審查後，將結
果函知受評教師，評鑑不通過者需於次學期
（全校一致規範之期限前）將改善計畫送人事
室轉系教評會辦理及追蹤；「東吳大學新進教
師評鑑辦法草案」，對於評鑑不通過的程序上
亦有相同的建議，請參考。
三、東吳大學教師評鑑分項評分標準表：
建議：
（一）服務項目：三、擔任會議代表或委員會委員
（出席率達三分之二者，每學年每一職務 6
分）
；建議修改為「擔任校內各級委員會、工
作小組或會議代表」（全學年出席率合計達
三分之二以上者，單一職務每學年 6 分）。
（二）服務項目：十一、擔任校內外學術性刊物或
學報編輯（每項職務 6 分）
；建議修改為「擔
任國內外學術刊物或學報編輯委員、主編」
（每項職務 6 分）」
（三）輔導項目-五、參加全校、學系導師會議（全
校教師皆可參加，每次 5 分）
；建議改為「參
加校內各級導師會議」（每場次 5 分）
輔導項目-十六、各項輔導學生事蹟（如：輔導學生學
業、生活、競賽、就業、推薦函等）每項加 5 分。建
議改為「各項輔導學生事蹟（包含：學業、生活、競
賽、就業、實習、創作、推薦函等）每項 5 分。
四、製作東吳大學教師評鑑評分表：
建議：將教師自評、系教評會初評、院教評會複評及
校教評會決評等 4 個（格）分數列在同一張表
格中。（專任與新進均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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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東吳大學新進教師評鑑辦法
第四條評鑑內容分為教學、研究、服務及輔導四項，
此四項可由專任教師自行選擇分別佔審查成績之
30%、40%、15%、15%，審查成績總分為 100 分。
建議：調整為「第四條評鑑內容分為教學、研究、服
務及輔導四項，其分別佔審查成績之 30%、
40%、15%、15%，各分項成績滿分為 100 分，
評鑑總成績以各分項乘以權重後合計。」
六、東吳大學新進教師評鑑辦法
第五條系教評會初評時，應就新進專任教師之教學、
研究、服務及輔導四項之表現與事蹟進行審查。…….
一、教學……
二、研究……
三、服務……
四、輔導……
建議：調整為「第五條系教評會初評時，應就新進專
任教師之教學、研究、服務及輔導四項之表現
與事蹟，參酌「東吳大學教師評鑑分項評分標
準表」進行量化審查。」
一、教學：……。受評教師第 1 目至第 7 目皆符合要
求者，其教學評分至少 80 分，第 8 目至第 9
目佔 20%，系教評會得根據受評教師其他教學
績效予以加分。
二、研究：……受評教師符合第 1 目規定者，其研究
評分至少 70 分。系教評會得根據受評教師研
究成果之學術水平及其他研究績效予以加分。
三、服務：……。受評教師有擔任會議代表或委員會
委員表現盡職，並協助學校、學院及學系各項
活動者表現優良，其服務評分至少 80 分。系
教評會得根據受評教師之其他服務績效予以
加分。
四、輔導：……。受評教師有明訂課業輔導時間並進
行輔導，且擔任導師表現優良者，其輔導評分
至少 80 分。系教評會得根據受評教師之其他
輔導績效予以加分。
德文系

一、新制度評鑑項目「服務」及「輔導」為逐項 1.已參採建議，於教師評鑑辦法
加分制度，若教師採計之評鑑年度中曾休假
擬修訂條文第 2 條第 2 項明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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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留職，將影響其分數之累計。建議明訂教
師因休假或留職因素，得申請延後接受評
鑑。

每三學年接受教師評鑑之計算
不含教師休假、留職及申請延
後評鑑之期間。

二、「研究」之「學術研究發表」建議增加：
2.已將「教師評鑑分項評分標準
（十三）翻譯重要作品並出版，其重要性由系教
表」重新調整為「校訂基本標
評會認定。
準」
。校訂基本標準係屬學校對
專任教師之基本要求。
語言教學
中心

東吳大學教師評鑑分項評分標準表（草案）
加分標準
新增：臺灣人文學引文索引核心期刊（THCI Core）
與臺灣社會科學引文
索引核心期刊（TSSCI），每篇可另加 5 分。
備註：
1. 臺灣人文學引文索引核心期刊（THCI Core）
與臺灣社會科學引文索引核心期刊（TSSCI）
，
為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核定之優良
期刊，因此建議納入。
2. 請參考網頁與其附加檔案:

已將「教師評鑑分項評分標準
表」重新調整為「校訂基本標
準」。校訂基本標準係屬學校對
專任教師之基本要求。

https://www.most.gov.tw/hum/ch/detail?article_uid=fa0
8ac7e-faf2-4156-a1bef0eb2bac15ed&menu_id=a4dec59b-5e82-48d9-b398cd93754aefd0&content_type=F&view_mode=listView(
網頁更新日期：2015/10/15)
理學院

東吳大學教師評鑑辦法修訂案
1.已調整各項教師免評的資格條
第三條
件，並增列教師獲教學獎勵得
因大學老師主要工作內容為教學與研究，此兩項目比
免接受評鑑之標準。
重就佔 70%。
2.茲因考量未通過評鑑者，恐無
建議：新增「六、曾擔任相當於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法 於 次 一年 度 累 積應 有 之 事
主持人十二次以上，且曾獲本校教學優良教師獎勵五
蹟，且不易訂定其審查標準，
次以上。」
，鼓勵教學研究都非常優秀的老師。次數可
故維持未通過評鑑者，自該學
以討論。
年起算滿三年時進行再評。
第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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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議：增加「未通過者可於第二年起主動提出再評」
之相關內容，以免連三年都因受制於「每次續聘之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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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一年，並不得晉薪及在校外兼職或兼課」。
數學系

一、
朱啟平老師建議:
1. 建議研究部分佔評鑑總分比例改為 20%-40%。

1.已參採建議，於教師評鑑辦法
擬修訂條文第 6 條中明訂教

理由:人事室是否有試算過東吳老師在草案下的得
學、研究、服務及輔導四項佔
分？僅研究一項是否會有不少老師面臨解聘的威
審查成績之比例得由教師自
脅？可能也包括教學不錯，吸引學生的老師。限期
行選定。
發表論文，對東吳以教學為主，且學生學費佔收入 2.已將「教師評鑑分項評分標準
大宗的情況下，有違比例原則，且恐影響學生受教
表」重新調整為「校訂基本標
與學習。東吳目前招生尚可，如果教師被迫將研究
準」。校訂基本標準係屬學校
放第一順位，會不會影響招生？學校應有人負責
對專任教師之基本要求。
(為了溝通，應該讓老師們知道條文是誰草擬的，否 3.已參採建議，於教師評鑑辦法
則就落到提案者負全責。人事室提案？或是人事室
擬修訂條文第 14 條新增修訂
主任提案？)說明研究項目配分設計用意何在？對
辦法之施行時點，及已聘任專
學校整體影響為何？(又助理教授論文數/單位人數
任教師之適用規範。
下降，有沒有可能是助理教授人數因升等而減少?
副教授人數增加?)
2. 研究部分「項目」應包括「教學研究」。建議加入
項目：「發展跨領域教材，並在(東吳)網站發表(時
代不同，不一定要是書籍)」
，一科目佔 30 分(但要
經教評會確認)。
而「教學實務報告」，至少相當於兩篇以上論文發
表之分量，建議佔 60 分。(教學實務報告已在升等
規範中，與學術專業研究發表有同等之地位)
3. 如希望科技部「申請」件數增加，可將此項加入項
目中加分。
4. 建議通過分數改為 70 分。此評鑑草案似乎以升等
標準為主要參考，但升等(尤其是研究)係多年(超過
3 年)成果之累積，且並未涉及教師解聘，不宜比
照。
5. 教學評鑑加分部分，刪除與課堂反應有關項目。(課
堂反應問卷不應拿來做其他用途)
6. 評鑑整體架構改變，「各系」對評鑑條文之訂定已
由「自主管理」改為「聽命」，不宜只解釋為「調
整教師評鑑作業方式」
。因為「作業方式」
，只是行
政手續，這麼重要的條文訂定，以此角度來切入，
對教師、甚至對東吳，似嫌輕率與不尊重。校務會
議應先討論原條文第五條，決定是否要全校訂定共
用準則?
7. 新評鑑辦法應有條文註明開始適用時間點及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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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往的處理。
8. 每學期授課科目之教材上網情形達 80%，如何測
量?否則老師怎麼知道如何遵行?如果系上未能排
足授課時數，算是未依學校規定時數授課嗎?
9. 下列項目建議移到研究：參與學院系所舉辦之活動
（如：研討會、演講等，每次 5 分）。
二、
林惠婷老師建議:
1. 現行教師評鑑辦法由各系自訂，且評鑑之進行經
系、院、校三級教評會評核，較能顧及各教學單位
之差異性進行公允之評核。
2. 人事室所提之教師評鑑修訂案，評鑑各項目之百分
比參照升等之評審(但升等可依教師個人生涯規
劃，無時間之限制)，縮短評鑑期程，訂定全校共同
標準，且由各行政業務單位建議評鑑項目，有些計
分項目為配合各業務單位 KPI 而定有所偏頗(例如
學務處單車環島舉辦於上課期間，顯然與教學單位
之教學與學生受教權有牴觸)。該樣貌之教師評鑑
辦法不但無助於教師自我檢視與專業提升，反而影
響教師花更多時間疲於應付評鑑。
3. 近年來某些私立科技大學藉教師評鑑之名，進行減
薪裁員之實，教師為因應評鑑，無法盡心奉獻教學，
致使高教品質日益低下。本校整體發展一直以來是
以追求教學卓越為其主要目標，並以邁向卓越教學
型
大
學
為
終
極
目
標
(http://tew.scu.edu.tw/tew_plan_content.aspx?item_id
=58)，教師評鑑辦法之修訂應以協助教師提升專
業，精進教學，確保學生學習品質為主要目的，建
議提高教學評鑑之百分比上限至百分之五十。
4. 教育部高教司於 103 年 7 月 25 日新聞稿
http://depart.moe.edu.tw/ED4200/News_Content.aspx
?n=82C0377ABB8CBDE3&sms=7947BFBC4B622A
7D&s=C0FC70B465A90C38
提及「教育部重申，學校於訂定教師評鑑相關規定
時，應符合標準明確性之要求，並於授權範圍內，
為達成公正評鑑之目的，應為客觀、明確、可行之
規範。另學校實施教師評鑑之期程及教師受評鑑之
考核時間範圍等，均應清楚明確規定，教師評鑑相
關章則規定如有變更修正，應及早公告周知，且避
免溯及既往適用，以維護教師之權益。」
89

單位

意見

參採說明

但此次修訂草案刪除部分免評鑑條款及提高免評
鑑年紀，涉及溯及既往適用，影響教師權益，請審
慎考量。
三、
葉麗娜老師建議:
1. 指導學生執行科技部「大專生研究計畫」從輔導項
目改列於研究項目，一個計畫獲得 20 分。
2. 學務處舉辦單車環島活動於上課期間，許多教師並
不贊同，不宜納入服務項目計分。
3. 服務、輔導項目各別條例宜有評分上限。
法學院

關於東吳大學教師評鑑分項評分標準表（草案）研究
成果一項的加分標準。
主要可以加分的期刊僅列出研究成果之期刊影響指
數（Journal Impact Factor, JIF）在 Q1 及 Q2 之 SSCI
及 SCI 期刊論文、AHCI 期刊論文，每篇可另加 5 分。
然而，法律學們發表上述期刊的機率無多，如果發表
上述期刊所加分數應該每篇超過五分以上，然而上述
期刊在本系升等評分都未採。反而著重的是 TSSCI 期

已將「教師評鑑分項評分標準
表」重新調整為「校訂基本標
準」。校訂基本標準係屬學校對
專任教師之基本要求。

刊，這個部分沒有列入，顯然對於法律學系不甚公平。
會計系

謝永明主任：
1.茲因本校實施教師評鑑之頻率
原教師評鑑辦法規定：已年滿六十歲或於本校擔任專
較多數私立大學為低，為提升
任教師滿二十五年，可以免再評鑑。
教師各項績效，研擬調整專任
而新修改之辦法修訂為只有年滿六十二歲之專任教
教師應接受教師評鑑之年限。
師才可免評鑑，這對原已經符合該條件之教師，其權 2.已參採建議，不另訂新聘教師
利將有傷害。是否應有相對補救或補償之相關規定？
之評鑑辦法。
3.已將「教師評鑑分項評分標準
高立翰老師：
表」重新調整為「校訂基本標
1. 新進教師是否應每年接受評鑑，因新進人員無法立
準」。校訂基本標準係屬學校
即有輔導與服務表現。
對專任教師之基本要求。
2. 評鑑年數由五年減少為三年，增加許多作業準備之 4.已參採建議，保留原教師評鑑
負擔。
辦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5 款免評
3. 附件三加分標準，不應以學生課堂反應問卷為評鑑
資格之建議。另，調整教師獲
要件。
教學獎勵及新增研究獎勵得
4. 教學、服務及輔導的其他加分項目，若需以系教評
免接受評鑑之標準。
會決定，是否會有不斷開會增加的現象？
5.已參採建議，於教師評鑑辦法
5. 附件三研究部分建議應列入子計畫共同主持人。
擬修訂條文第 6 條中明訂教
6. 附件三服務及輔導的評分標準中，是否僅採正面表
學、研究、服務及輔導四項佔
列，未列入但仍屬服務的項目如何計算？應以基本
審查成績之比例得由教師自
分數為主再往上加較為合適。
行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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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聖閔老師：
1. 既然校方在提案單上強調本校各級教師執行科技
部計畫情形不佳,為何曾擔任相當於國科會(科技
部)專題研究計畫主持人十二次以上此項條件由免
評鑑款項刪除?
2. 評鑑年數由五年減少為三年，耗費準備時間。
3. 服務並非教師本業，教師應做好教學及研究本分並
輔導學生，服務並非教師所一定必要從事之行為，
教師也未必有機會從事服務行為,建議將服務由評
鑑項目中降低比例至 5%~10%或可由教師選擇比
例。
4. (1)附件三教學部分之扣分標準中未依學校規定時
數授課，每學年扣 5 分,並不合理,時數無法達成有
時並非是教師之過錯; (2)另外未於「教師學年度紀
事」系統記錄「教學」事蹟，每學年扣 5 分,也不
合理,教師應重視教學本質而非這些技術工作; (3)
此外,每學年未參加 2 次專業進修活動（教學專業
研討會、讀書會、成長研習、或教師專業社群等）
，
每學年扣 5 分也不合理。教學研究是互補的,難道
參加學術研討會並不會提升教學內容品質? 建議
勿限制專業進修活動為教學進修活動。
經濟系

有老師建議：維持專任教師每五年接受評鑑

茲因本校實施教師評鑑之
頻率較多數私立大學為低，
為提升教師各項績效，研擬
調整專任教師應接受教師
評鑑之年限。

財精系

1. 人事室所提議的「東吳大學教師評鑑辦法修訂案」
， 1.茲因本校實施教師評鑑之頻率
一開始就以東吳大學的研究能量逐漸下降為理由， 較多數私立大學為低，為提升
企圖通過這一個具有爭議的修訂案。東吳大學自我
教師各項績效，研擬調整專任
標榜為教學型大學，現在卻以教師的研究表現作為
教師應接受教師評鑑之年限。
爭論點，人事室的說法充滿矛盾。
2.已參採建議，於教師評鑑辦法
2. 教育部評鑑系所是每五年一次，為何「東吳大學教
擬修訂條文第 6 條中明訂教
師評鑑辦法修訂案」改為每三年就要評鑑教師? 請
學、研究、服務及輔導四項佔
提出合理的解釋。
審查成績之比例得由教師自行
3. 校長是所有教師的表率，更應該以身作則。建議即
選定。
使曾擔任過本校校長之教師亦須要接受評鑑。
3.配合評鑑年限由 5 學年改為 3
4. 教師免評鑑由 60 歲改為 62 歲，並刪除服務滿 25
學年，調整教師年滿 62 歲得免
年免評之規定，本系認為沒有必要。仍然宜保留原
接受教師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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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 60 歲和服務滿 25 年免評之規定。因為不可能一
位教師已經聘任 25 年後，才發現 “不適任” 而被
解聘。
5. 東吳大學自許為 “教學型大學”，而且在研究方面
提供給教師的資源非常匱乏。評鑑分為教學、研究、
服務及輔導四項，此四項應該由專任教師自行選擇
分別佔審查成績之 40%、30%、15%、15% 或 30%、
40%、15%、15%，建議：依年齡之提升，應可提高
服務和輔導之比例，譬如：30%、30%、20%、20%。
因為許多老師肯花時間對學生做輔導，居功厥偉。
而且隨著升等，社會服務工作會越來越多。這些付
出，是數字上看不到的。
6. 教學扣分標準 “五、未依學校規定時數授課，每學
年扣 5 分”。未依學校規定時數授課，不一定是教
師的問題，不宜冒然扣分。
7. 類似上述第 3 點所述，教學、研究、服務及輔導各
項之加扣分細項，宜再考量討論之。
資管系

1. 第二條中專任教師每五學年應接受一次教師評鑑， 1.已參採建議，保留原教師評鑑
新進專任教師前三學年應接受二次教師評鑑並通
辦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5 款免評
過。(楊欣哲教授)
資格之建議。另，調整教師獲
2. 第三條中曾擔任相當於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主持
教學獎勵及新增研究獎勵得免
人十二次以上，以及已年滿六十歲或於本校擔任專
接受評鑑之標準。
任教師滿二十五年，應保留。(楊欣哲教授)
2.配合評鑑年限由 5 學年改為 3
3. 研究部分應考慮如獲研究傑出與研究優良(東吳大
學年，調整教師年滿 62 歲得
學學術研究優秀人才獎勵辦法)應酌情加分，以及
免接受教師評鑑。
獲二次研究傑出或四次研究優良則得免接受評鑑。
(楊欣哲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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