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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 105 學年度第 15 次(106 年 3 月 20 日)行政會議紀錄 

(106 年 3 月 28 日核定，經 105 學年度第 16 次行政會議確認) 

 

時間︰106 年 3 月 20 日（星期一）下午 1 時 30 分 

地點：雙溪校區國際會議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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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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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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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系盧令北主任、政治系陳立剛主任、社會系石計生主任、 

社工系萬心蕊主任(吳秀禎秘書代)、師資培育中心賴光真主任、英文系王安琪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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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系林惠文主任、 

物理系巫俊賢主任、化學系何美霖主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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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商管學程詹乾隆主任、 

校長室專門委員王玉梅主任、副校長室陳雅蓉專門委員、教務處註冊課務組陳秀珍組長、 

研發處研究事務組謝明秀組長 

請假：無 

紀錄︰藺以雯秘書 

壹、宣布開會 

貳、確定議程：確認 

參、主席致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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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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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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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行政及學術單位業務報告 

詹乾隆教務長報告： 

一、大學學測第一階段已於 3 月 16 日放榜，今年度報考人數 8,000 多人，相較去年

略為減少，主要原因在於社會系去年高達 1,844 人報名第一階段，今年恢復為 414

人(前年 222 人)；以及社工系去年 1,681 人，今年 613 人(前年 437 人)。雖然第一

階段報名人數減少，然而各學系通過篩選倍率人數都已達規定之 3 倍，由於同級

分人數增加，今年通過篩選考生 4,606 人，較去年 4,270 人略有增加。本校訂於

3 月 17 日至 3 月 23 日上傳書審資料及繳交報名費。考量家長及學生可能致電學

系詢問，請各系妥善回覆詢答及接待，俾爭取考生踴躍報名第二階段，進而提升

招生效益。 

二、教育部已於日前公布「教學創新試辦計畫」，當中就「程式設計」相關課程 106 學

年度開課目標為 30%。透過關鍵字搜尋，本校所開設課程少於 10%，由於各學系

106 學年度課程多已完成審定，將協商： 

（一）錄製「程式語言」課程教材，供同學學習。 

（二）於資訊相關課程加入業師機制，傳授「程式語言」相關知識。 

（三）暑期開設 APP 相關課程。 

王志傑研發長： 

依校長上次會議指示，彙整 106 年度科技部計畫教師申請比例及大專生研究計畫教師

申請比例如附件。 

 校長指示：學生可透過大專生研究計畫了解研究方法，是十分難得的學習機會，

請學院院長及學系主任鼓勵老師踴躍帶領學生申請。 

姚思遠學術交流長： 

感謝各學術單位協助調查「兩岸學術交流承諾書」簽署情況，本校已如期完成教育部

調查，據了解，全國共有 72 所學校簽有類似承諾書。承諾書（不僅限於政治類）視

同交流協議，需於簽署前 1 個月報教育部核可，方可簽署，再次提醒各單位，不宜再

簽承諾書。 

外國語文學院林茂松院長： 

一、為加強優九聯盟的互動與交流，將於 4 月 6 日舉辦「優九聯盟中英文口筆譯比

賽」，報名人數各為口譯組 16 人、筆譯組 57 人，報名情況十分踴躍。 

二、為加強兩岸學術交流，將於 4 月 25 至 27 日舉辦第 2 屆英才盃海峽兩岸英文辯

論及演講比賽，本次邀請復旦大學、上海外國語大學、交通大學、華東師範大學、

同濟大學等 5 所大陸高校，每校 1 名教師、3 名學生代表參加，台灣部分由東吳

大學領軍，邀請台大、政大、師大、輔仁、淡江、銘傳等校參賽，總計 12 所學

校，共 36 位選手、12 位領隊兼裁判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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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室林政鴻主任： 

秘書改編制於秘書室一事優缺點分析如後： 

一、優點 

（一） 協助一級行政單位主管更精準的推動學校政策。 

（二） 減少本位，有助於促進跨單位間的溝通與合作。 

（三） 可以發展一致的秘書工作說明書，有助於提升工作效能及落實職務代理

人制度。 

（四） 透過調任不同行政單位秘書的歷練，培養學校未來二級行政單位甚至是

一級行政單位主管的儲備人選。 

（五） 由於學校的自由風氣與組織文化，再加上一般學者的人格特質，許多主

管在人員管理層面上，普遍缺少明確及果斷的管理能力。透過秘書室及

主任秘書角色的介入，可以期待未來有正面的改變。 

二、缺點 

（一） 倘若秘書需受命於服務單位主管(一級行政單位主管)及隸屬單位主管(主

任秘書)，易造成工作困(干)擾。 

（二） 隸屬單位主管不易進行管理及監督。 

（三） 隸屬單位主管與服務單位主管對秘書的工作要求及考評可能不一致。 

（四） 降低一級行政單位主管對於派任秘書的信任感。 

（五） 降低秘書對於所服務單位之歸屬感。 

 校長指示：目前所遇到的新業務皆為跨單位整合業務，無法第一時間釐清該

由何單位、何人負責，承辦人易生推責之心，以申請案而言，若主管因信賴

承辦人而無法即時發現申請案之重要性，將嚴重導致學校競爭力受損。 

跨單位新業務之協調往往受限於原單位之立場，在數位變革之下，現有組織

架構已不足以應付未來的需求，在不影響現行組織架構下，秘書改編制於秘

書室是面對未來挑戰的關鍵，請林主任於下次午餐會議中提出討論，原則於

下學期開始實施。 

圖書館林聰敏主任： 

優九聯盟夥伴學校的圖書館館長及同仁，將於本週五在本校召開會議，討論相關議題。 

教學資源中心王志傑主任： 

上週四(3 月 16 日)教育部舉辦「高教橋接計畫」及「高教創新轉型計畫」說明會，已

於今日中午與各單位說明提報計畫的方式，希望各學術主管能就「高教創新轉型計畫」

以及未來 5年的「高教深耕計畫」集思廣益，共同思考未來申請計畫的規劃內容。特

別是高教深耕計畫將以學院為主體，以及以學生學習為主體的課程創新，請各學術單

位能多加思考，提出較為完整的規劃。 

電算中心余啟民主任： 

一、 教務長所提『教學創新示範計畫』要求的程式語言課程比例，與各位師長交換

以下心得：僅以『程式語言』為關鍵字，恐只能篩選出 10%的課程，電算中心

第一階段嘗試加入「應用程式語言』作為關鍵字；接下來將擴張至財精系及巨

資學院課程，以『軟體語言』加入關鍵字搜尋；由於教育部來文中提到應以各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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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角度看待程式語言，故第三階段將於人社院相關課程中 GIS、社會分析等課

程，有『計量』、『分析』等關鍵字的課程也可納入；最後將嘗試於教師的授課大

綱中預設欄位，讓老師勾選，增加撈取資料的可行性。以上建議用以搭配教務

長所提出之方案，應可提高『程式語言』開課比例，達成教育部所要求的 30%

門檻。 

本學期在授課計畫程式尚未附加此一更新的情況下，無論使用任何關鍵字眼進

行過濾，都難免會有疏漏，所以預計以模糊比對授課計畫中之「教學目標」欄

位，先行篩選出較為可能之課程列表，並將此一篩選結果委請通識中心協助確

認與進一步篩選，待最終篩選結果完成，再行透過學生修課記錄與成績系統中，

統計曾修過此類課程之學生人次，統計方式為一位學生修習通過一門此類別課

程僅計算一個人次。最後，在將此結果提供給通識教育中心，以利後續填報作

業與課程規劃之進行。 

針對有關「程式設計」課程認定部分，日後計畫採： 

（一） 由教師依照實際授課內容是否與「程式設計」有關，並於教師填報該課

程授課計畫時，進行該類別之設定。 

（二） 類別設定為因應未來可能之需求，除於資料庫獨立建置欄位儲存資訊外，

也希望會同教務處制定各種類別，供教師於填報時輸入。 

（三） 為與既有分析授課計畫之相關系統如 Exalead 授課計畫檢索相容，本次

新增之類別設定，擬以附加至「教學目標」內容底部方式呈現。 

（四） 本次異動規劃，將透過會議與教務處研議確認需求後，進行系統異動更

新。 

自下學期授課計畫程式更新後，全校各科課程，若需過濾檢索哪些課程屬於「程

式設計」範疇，僅需由資料庫篩選該類型課程即可，未來若有更多類型分析篩

選需求，亦可依此模式進行規劃。 

二、 校長所指示說明的數位革新議題中，影響最大的是「顛覆式創新」，以學生餐廳

為例，或可引進「私廚共食」的觀念，讓學生有更多選擇。共食在大陸及加州已

經蓬勃發展，但在台灣受限於衛生法規，仍未發達。其發展模式為符合一定空

間要求及衛生法規的認證廚房，配合保險機制，透過社群網站的直播功能達成

共享經濟。 

 校長指示：請學務處與學生社團意見分享，評估是否可行。 

三、 電子化系統更新： 

（一） 預計於 107 年 1 月上線，彈性上班時間配合系統上線時程，亦延後半年

於 107 年 1 月實施。目前每個月召開月會討論，預計於 4 月完成與各單

為訪談；5 月邀請業務單位主管協調。 

（二） 研發系統：因為與人、會、總系統整合程度高，本月開始邀請評鑑組參

與月會，以掌握進度，明年可能會有設備的增設。 

（三） 會計系統：預計於 107 年的 4 月上線。 

（四） 公文系統：配合人會總糸統上缐時程，刻正進行廠商及功能評估。 

（五） 社資處校友 APP：配合校友 APP 與管理後台的建置，電算中心協助轉

出目前 e 化校友資料庫中相關資料欄位，以供系統建置所需 

 校長指示：以上電子化系統更新列入管制事項，於每月第 1 次行政會議報告

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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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室東方介德主任： 

校長於主管知行營指示本室規劃體育活動來促進各單位凝聚力、增強橫向聯繫，3 月

15 日舉辦 WISER BALL 高智爾球研習活動，向本校教職員推廣此項結合益智、體能

和趣味之新興活動。 

 校長指示：請體育室評估可否透過 WISER BALL 活動增進單位間之互動。 

陸、提案討論： 

第一案案由：請討論「東吳大學教師及研究人員學術倫理教育實施要點」（草案）。 

提案人：研究發展處王志傑研發長 

說明： 

一、科技部函知修正「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第26點，申請機

構應於106年12月1日前辦理完成建置學術倫理相關機制，未辦理完成者，

科技部得不受理所申請之研究計畫。 

二、教育部業於104年修正「獎勵私立大學校院校務發展計畫要點」，納入「學

術自律」一項，以期各校訂定學術倫理相關規範，並加強進行宣導。 

三、本校已於104學年度第9次行政會議(104年12月21日)通過「東吳大學教師

及研究人員違反學術倫理處理辦法」。為倡導本校執行研究計畫或產學合

作計畫之教師及研究人員學術自律，避免違反學術倫理，並回應科技部

來函意旨，擬增訂「東吳大學教師及研究人員學術倫理教育實施要點」

（草案）。 

四、本要點（草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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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檢附本要點（草案）（附件1）、科技部106年1月4日科部綜字第1060000525

號函（附件2）、「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節錄)（附件3），

請討論。 

決議：修正後通過。 

 

第二案案由：請討論「東吳大學學系主任遴選辦法」及「東吳大學院長遴選辦法」修正

案。 

提案人：人事室林政鴻主任 

說明： 

一、為符合實際作業之需，擬調整「東吳大學學系主任遴選辦法」及「東吳

大學院長遴選辦法」，修正重點如下： 

(一) 調整辦法所定義之教師，以符合實際運作之需。 

(二) 為簡化行政作業，建請依學系主任及院長之任期核發聘書。 

(三) 調整邀請被遴選人面談時之規定，以增加作業彈性。 

二、檢附「東吳大學學系主任遴選辦法」修訂條文對照表（附件1）、「東吳大

學院長遴選辦法」修訂條文對照表（附件2）、「東吳大學學系主任遴選辦

法」（附件3）及「東吳大學院長遴選辦法」（附件4），敬請討論。 

決議：修正後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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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案由：請討論「東吳大學組織規程」修正案。 

提案人：人事室林政鴻主任 

說明： 

一、 茲因本校規章委員會於校務會議建請人事室研擬，於「東吳大學組織規

程」比照教務、學生事務、總務三會議，規範研究發展處、國際與兩岸學

術交流事務處、社會資源處相關事項，故提案修訂「東吳大學組織規程」

部分條文，本次修訂重點如下： 

(一) 新增研究發展處、國際與兩岸學術交流事務處、社會資源處之處級

會議，以討論其業務之重要事項。 

(二) 配合巨量資料管理學院之成立，新增其參加校務會議之教師人數。 

(三) 依據 106 學年度各系所班組之實際情形，修訂本校院系所學位學程

及學制一覽表。 

二、 本案通過後將先提送規章委員會提供意見，再提校務會議進行討論。 

三、 檢附「東吳大學組織規程」修正條文對照表及修正之附表（附件 1）、「東

吳大學組織規程」原條文及附表（附件 2）。 

決議：通盤檢視各委員會之組成，下次會議再次提案。 

 

第四案案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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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評鑑辦法修訂案任務小組參考 105學年度第 14次行政會議（106.3.6）

之意見，再次提出「東吳大學教師評鑑辦法」修正條文（附件 1）及「校

訂基本標準（草案）」（附件 2）。修正重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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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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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本修訂案之處理程序，說明如下： 

(一) 於 3 月 21 日函請各教學單位於 4 月 14 日前提供第二次意見，並說

明對第一次意見參採之情形。 

(二) 彙整各教學單位之意見，並召開任務小組第 9 次會議（預定於 4 月

20 日至 27 日召開）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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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提送 105 學年度第 18 次行政會議（106.5.8）。 

(四) 提送 105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會議（106.5.31）。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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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次會議再次提案。 

 

第五案案由：請討論東吳大學 106 學年度行事曆草案。 

提案人：教務處詹乾隆教務長 

說明： 

一、 本校 106 學年度行事曆草案詳如附件 1。 

二、 每學期起訖日期，係以上課開始日起算；至學期考試結束日截止，以滿 18

週為原則，擬訂第一學期開學日為 106 年 9 月 18 日(一)，第二學期開學

日為 107 年 2 月 26 日(一)。 

三、 106 學年度行事曆重要日程摘要如後： 

(一) 暑假連續休假十天之假期，擬安排於 106 年 8 月 15 日(二)至 8 月 24

日(四)。 

(二) 農曆春節假期，擬訂於 107 年 2 月 14 日(三)至 2 月 22 日(四)。  

(三) 校慶典禮暨運動大會，擬訂於 107 年 3 月 10 日(六)舉行。 

(四) 學術交流週，擬訂於 107 年 4 月 2 日(一)至 4 月 7 日(六)。 

(五) 畢業典禮分學院舉行，擬訂於 107 年 6 月 16 日(六)及 17 日(日)二天

舉行。 

四、 依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發布之「政府機關調整上班日期處理要點」第 4 條

規定：「上班日為星期一或星期五，其後一日或前一日逢星期二或星期四

之紀念日及假日之放假，調整該上班日為放假日。」：國慶紀念日為 106

年 10 月 10 日(二)，9 日(一)調整放假。 

五、 人事室建議，依勞動基準法第 37 條規定，勞動節為勞工應放假之節日，

本校適用勞動基準法之編列外工作者含約聘職員、工友、計畫人員、工讀

生及兼任教師等，考量為避免同仁因適用不同法令，而有不同之放假制

度，影響校務推展，建議 107 年 5 月 1 日(二)調整放假，是否合宜，請討

論。 

六、 承說明五，是否自 106 學年度起，訂定勞動節為本校例放假日，請討論。 

七、 另提供各大學 106 學年度預計開學日程表如附件 2。 

決議： 

一、107 年 5 月 1 日(二)調整放假。 

二、106 年 9 月 28 日(四)調整放假。 

三、其他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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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案案由：請討論「東吳大學全英語學分學程暨學群課程補助辦法」草案。 

提案人：教務處詹乾隆教務長 

說明： 

一、 為提升學生國際視野及營造更優質的英文學習環境，提供學生英文學習

機會，本校積極推動各學院依其專業特色，規劃開設全英語學分學程或

學群，除吸引國外學生至本校就讀外，更增加本校生與外籍學生之互動，

提高學生英文能力之養成。 

二、 本草案擬訂補助範圍、補助標準及課程相關審議程序，且經補助之授課

教師應參與全英語授課工作坊，與其他教師分享授課經驗；經教務會議

通過之全英語學分學程或經專案通過之全英語學群，得依本辦法申請相

關補助。 

三、 草案內容業於 106 年 3 月 8 日經教務長與各學院院長、學術交流長、人

事室主任開會討論初擬，檢附「東吳大學全英語學分學程暨學群課程補

助辦法」草案(附件 1)，請討論。 

決議：修正後通過。 

 

柒、臨時動議：無 

捌、散會（下午 1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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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一--上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 

 案由 決議 執行情形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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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過。 

依決議執行，會議紀錄確認

後，由國際處辦理美國普渡

大學西北校區簽約事宜；北

京工業大學耿丹學院、華僑

大學之約文報請教育部同

意後簽署。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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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過。 

依決議執行，會議紀錄確認

後，約文報請教育部同意後

簽署。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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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過。 

依決議執行，會議紀錄確認

後，由國際處辦理簽約事

宜。 

四 
請討論「東吳大學學術研究優

秀人才獎勵辦法」修正案。 
通過。 

依決議執行，會議紀錄確認

後，將簽請校長公布實施。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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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過。 
依決議執行，會議紀錄確認

後，將簽請校長公布實施。 

六 
請討論「東吳大學教師學術研

究獎助辦法」修正案。 
通過。 

依決議執行，會議紀錄確認

後，將簽請校長公布實施。 

七 
請討論「東吳大學特聘教授設

置辦法」草案。 
通過。 

依決議執行，會議紀錄確認

後，提送校務會議討論。 

八 
請討論「東吳大學教師評鑑辦

法」修正案。 

彙整意見後於下次會議再

次提案。 
於本次會議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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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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次行政會議決議(定)事項管制案執行情形彙整表

106.03.15 

編號 決議(定)事項 
承辦 

單位 

預定完成

日期 
執行情形 擬辦 

 行政會議決議事項 

一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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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資處、 

秘書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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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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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學院、 

總務處、 

社資處 

校長指示：於 105 年度第 15 次行政會議開始管制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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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書館 106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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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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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三--各行政及學術單位業務報告 

王志傑研發長 

106 年度科技部大專生研究計畫申請比例統計表(製表日期：106.3.10) 

 

註：1.教師人數係以 105 學年第 1 學期各系專任教師列計(人事室公告資料日期

為 105 年 8 月 29 日)。 

2.每位教師至多可指導 2 位學生 

學生

申請件數 申請比例 申請件數

中文系 17 520 2 12% 2

歷史系 11 175 1 9% 1

哲學系 10 169 1 10% 1

政治系 20 306 4 20% 5

社會系 14 343 3 21% 3

社工系 15 388 2 13% 2

音樂系 13 183 0 0% 0

師培中心 5 0 0 0% 0

小計 105 2084 13 12% 14

英文系 24 559 0 0% 0

日文系 28 602 0 0% 0

德文系 10 184 1 10% 1

語言中心 11 0 0 0% 0

小計 73 1345 1 1% 1

數學系 9 153 3 33% 3

物理系 8 136 3 38% 4

化學系 10 139 5 50% 5

微生物系 12 165 5 42% 7

心理系 11 214 4 36% 4

小計 50 807 20 40% 23

法學院 法律系 43 1027 39 91% 40

經濟系 21 533 3 14% 3

會計系 27 761 2 7% 2

企管系 23 731 3 13% 3

國貿系 15 417 9 60% 9

財精系 17 514 4 24% 5

資管系 20 331 6 30% 5

小計 123 3287 27 22% 27

巨資學院 4 89 8 200% 8

體育室 體育室 17 0 0 0% 0

415 8639 108 26% 113總計

學院 學系
可申請學生

人數

教師專任教師人

數

 

人

文

社

會

學

院

外

語

學

院

理

學

院

商

學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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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案附件 1 

東吳大學教師及研究人員學術倫理教育實施要點(草案) 

條次 條文內容 說明 

第一條 本校為提升教師及研究人員學術自律，精進學術

研究品質，特訂定東吳大學教師及研究人員學術

倫理教育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訂定目的。 

第二條 本要點所稱之教師及研究人員係指執行以東吳

大學為執行機構且經研發處研究事務組辦理之

研究計畫或產學合作計畫之專任教師、專任客座

教師、專案教師、專任研究人員及專任博士後研

究人員。 

實施對象及

定義。 

第三條 本校教師及研究人員應遵守學術倫理相關規範，

並應完成至少二小時學術倫理教育課程研習；新

進教師及研究人員應於起聘日起一年內完成至

少二小時學術倫理教育課程研習。 

實施方式。 

第四條 首次申請科技部計畫之計畫主持人及申請書內

所列首次參與研究之人員應於本校函送科技部

申請研究計畫之日前三年內，完成至少六小時之

學術倫理教育課程訓練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送

研究發展處研究事務組備查；計畫開始執行後所

聘首次參與研究之人員應於起聘日起三個月內

檢附修習六小時之學術倫理教育課程訓練相關

證明文件送研究發展處研究事務組備查。 

依科技部新

修正之｢科技

部補助專題

研究計畫作

業要點｣第 26

點第 9 款辦

理。 

第五條 本校教師及研究人員須選擇修習下列任一課程，

並取得主辦單位核發之研習證明： 

一 、「 臺 灣 學 術 倫 理 教 育 資 源 中 心 」

（https://ethics.nctu.edu.tw/）線上課程或系

列講座。 

二、本校或本校認可之校外學術研究機構辦理之

學術倫理教育課程。 

認可之學術

倫理教育課

程及研習證

明。 

第六條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發布施

行，修正時亦同。 

制訂及修訂

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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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案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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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案附件 3 

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節錄) 

106 年 1 月 4 日科部綜字第 1060000525 號函修正 
 

一、科技部(以下簡稱本部)為補助大專院校及學術研究機構執行科學

技術研究相關工作，以提升我國科技研發水準，特訂定本要點。 

二、(略) 

. 

. 

. 

二十六、其他應注意事項如下： 

(一)(略) 

. 

. 

. 

(八)申請機構應於一百零六年十二月一日前辦理完成下列

事項，未辦理完成者，本部得不受理所申請之研究計畫： 

    1.訂定學術倫理管理及自律規範。 

    2.指定或成立學術倫理管理專責單位。 

    3.建立學術倫理教育機制。 

    4.訂定學術倫理案件處理標準作業流程。 

(九)自一百零六年十二月一日起，首次申請計畫之計畫主持

人及申請書內所列首次執行本部計畫之參與研究人員

應於申請機構函送本部申請研究計畫之日前三年內，完

成至少六小時之學術倫理教育課程訓練並檢附相關證

明文件送申請機構備查；計畫開始執行後所聘首次執行

本部計畫之參與研究人員應於起聘日起三個月內檢附

修習六小時之學術倫理教育課程訓練相關證明文件送

申請機構備查。 

二十七、(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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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附件 1 

東吳大學學系主任遴選辦法  修訂條文對照表 
擬修訂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三條 

學系主任遴選委員會

之委員組成如下： 

一、學系委員：由系務會議

推舉該學系教師為委

員，其名額以該學系專

任教師人數二分之一

推算，推算時以四捨五

入計。委員人數不足五

名時，以五名計。 

二、校內外教授委員：由系

務會議推舉該學系以

外之校內外教授二名

為委員。 

前項第一款所稱專任

教師包括專任客座教師及

專案教師。 

遴選委員如被推薦為

被遴選人，應退出遴選委員

會，並依第一項規定補選。 

校長應發給遴選委員

聘函。 

第三條 

學系主任遴選委員會

之委員組成如下： 

一、學系委員：由系務會議

推舉該學系教師為委

員，其名額以該學系教

師人數二分之一推算，

推算時以四捨五入計。

委員人數不足五名時，

以五名計。 

二、校內外教授委員：由系

務會議推舉該學系以

外之校內外教授二名

為委員。 

前項所稱教師係指專

任教師、專任客座教師、研

究教授及講座教授。 

遴選委員如被推薦為

被遴選人，應退出遴選委員

會，並依第一項規定補選。 

校長應發給遴選委員

聘函。 

教學單位禮聘講座蒞校

講學之情形日益增加，

研擬調整學系委員名額

之計算依據，以避免增

加遴選委員會之規模。 

第九條 

遴選委員會應於推薦

截止日期後，將全部被遴選

人依姓名筆劃編號，逐一評

審被遴選人之文件資料，於

必要時邀請被遴選人面談，

面談時得請相關人員或系

務會議學生代表列席。 

第九條 

遴選委員會應於推薦

截止日期後，將全部被遴選

人依姓名筆劃編號，逐一評

審被遴選人之文件資料，於

必要時邀請被遴選人面談，

面談時並應請相關人員與

系務會議學生代表列席。 

調整邀請被遴選人面談

時之規定，使遴選作業

得視實際需求邀請有關

人員列席，以增加作業

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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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修訂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十二條 

遴選委員會應將主任

建議人選送請院長陳報校

長圈選一人聘請兼任該學

系主任，並由校長依主任任

期發給聘書。 

主任當選人如非本校

專任教師，應先依本校教師

評審辦法規定，聘任為該學

系之專任教師。 

主任當選人如因故不

再具有本校專任教師身分

時，則免除其學系主任職

務。 

 

第十二條 

遴選委員會應將主任

建議人選送請院長陳報校

長圈選一人聘請兼任該學

系主任，並由校長依主任任

期逐年發給聘書。 

主任當選人如非本校

專任教師，應先依本校教師

評審辦法規定，聘任為該學

系之專任教師。 

為簡化行政作業，擬調

整依主任之任期發給聘

書，並增訂主任當選人

如因故不具專任教師身

分應免除學系主任職務

之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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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附件 2 

東吳大學院長遴選辦法  修訂條文對照表 
擬修訂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三條 

院長遴選委員會之委

員組成如下： 

一、學系委員：由學院所屬

學系之系務會議推舉

該學系教師為委員。五

個學系以上之學院，每

學系推舉教師一名；四

個學系以下之學院，每

學系推舉教師二名；僅

有一個學系之學院，推

舉教師五名；未分設學

系之學院，由院務會議

推舉教師五名。 

二、校內外教授委員：由院

務會議推舉該學院以

外之校內外教授一至

三名為委員。 

 

 

 

遴選委員如被推薦為

被遴選人，應退出遴選委員

會，並依第一項規定補選。 

校長應發給遴選委員

聘函。 

第三條 

院長遴選委員會之委

員組成如下： 

一、 學系委員：由學院所屬

學系之系務會議推舉

該學系教師為委員。五

個學系以上之學院，每

學系推舉教師一名；四

個學系以下之學院，每

學系推舉教師二名；僅

有一個學系之學院，推

舉教師五名。 

 

 

二、校內外教授委員：由院

務會議推舉該學院以

外之校內外教授一至

三名為委員。 

前項所稱教師係指專

任教師、專任客座教師、研

究教授及講座教授。 

遴選委員如被推薦為

被遴選人，應退出遴選委員

會，並依第一項規定補選。 

校長應發給遴選委員

聘函。 

一、增列未分設學系之

學院，其推舉所屬

教師之相關規範。 

二、本辦法所稱教師係

指學系（或學院）所

聘任之各類教師，

考量類別多元，研

擬刪除相關規範，

不再逐一臚列。 

 

第六條 

遴選委員會應將下列

遴選作業要點於本校公布

欄及網頁公告，並得刊載於

傳播媒體或學術刊物： 

一、被遴選人之資格。 

二、推薦期限。 

三、推薦方式。 

四、遴選程序。 

第六條 

遴選委員會應將下列

遴選作業要點於本校公布

欄及網頁公告，並刊載於傳

播媒體或學術刊物： 

一、被遴選人之資格。 

二、推薦期限。 

三、推薦方式。 

四、遴選程序。 

比照本校學系主任遴選

辦法之規定，修正條文

內容，以符合實際作業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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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修訂條文 原條文 說明 

五、其他注意事項。 五、其他注意事項。 

第九條 

遴選委員會應於推薦

截止日期後，將全部被遴選

人依姓名筆劃編號，逐一評

審被遴選人之文件資料，於

必要時邀請被遴選人面談，

面談時得請相關人員或院

務會議學生代表列席。 

第九條 

遴選委員會應於推薦

截止日期後，將全部被遴選

人依姓名筆劃編號，逐一評

審被遴選人之文件資料，於

必要時邀請被遴選人面談，

面談時並應請相關人員與

院務會議學生代表列席。 

調整邀請被遴選人面談

時之規定，使遴選作業

得視實際需求邀請有關

人員列席，以增加作業

彈性。 

第十二條 

遴選委員會應將院長

建議人選陳報校長圈選一

人聘請兼任該學院院長，並

由校長依院長任期發給聘

書。 

院長當選人如非本校

專任教師，應先依本校教師

評審辦法規定，聘任為該學

院與其學術專長相近學系

之專任教師。 

院長當選人如因故不

再具有本校專任教師身分

時，則免除其學院院長職

務。 

第十二條 

遴選委員會應將院長

建議人選陳報校長圈選一

人聘請兼任該學院院長，並

由校長依院長任期逐年發

給聘書。 

院長當選人如非本校

專任教師，應先依本校教師

評審辦法規定，聘任為該學

院與其學術專長相近學系

之專任教師。 

為簡化行政作業，擬調

整依院長之任期發給聘

書，並增訂院長當選人

如因故不具專任教師身

分應免除學院院長職務

之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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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附件 3 
東吳大學學系主任遴選辦法 

 
90年12月12日校務會議通過 

95年3月8日（臨時）校務會議修訂 

96年5月30日校務會議修訂 

101年5月30日校務會議修訂第3、12、13條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本校組織規程第九條之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學系遴選主任時，應組織遴選委員會，就校內外副教授以上教師

中遴選一至三人，送請院長陳報校長圈選一人聘請兼任之，任期

三年；任期屆滿，經系務會議同意，送院長報請校長聘任後，得

續任一次。 

第 三 條  學系主任遴選委員會之委員組成如下： 

一、 學系委員：由系務會議推舉該學系教師為委員，其名額以該

學系教師人數二分之一推算，推算時以四捨五入計。委員人

數不足五名時，以五名計。 

二、 校內外教授委員：由系務會議推舉該學系以外之校內外教

授二名為委員。 

前項所稱教師係指專任教師、專任客座教師、研究教授及講座

教授。 

遴選委員如被推薦為被遴選人，應退出遴選委員會，並依第一

項規定補選。 

校長應發給遴選委員聘函。 

第 四 條  各學系於下列情況之一時，應組成學系主任遴選委員會，依本辦

法遴選新任主任： 

一、現任學系主任以書面表示不願續任。 

二、現任學系主任未獲續任。 

三、現任學系主任出缺。 

四、現任學系主任續任任期屆滿。 

現任學系主任不願續任時，應於任期屆滿之三個月前，簽請校

長核准。 

第 五 條  遴選委員會組成後，應即召開第一次會議，並推舉召集人擔任委

員會主席並為發言人；遴選委員會祕書由學系祕書兼任。 

第 六 條  遴選委員會應將下列遴選作業要點於本校公布欄及網頁公告，

並得刊載於傳播媒體或學術刊物： 

一、被遴選人之資格。 

二、推薦期限。 

三、推薦方式。 

四、遴選程序。 

五、其他注意事項。 

第 七 條  被遴選人推薦方式： 

一、自我推薦。 

二、經該學系專任教師三人以上推薦。 

三、經國內外學術機構或團體所屬教授、副教授或研究員、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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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員五人以上推薦。 

四、經遴選委員會委員二人以上推薦。 

前項第二、三、四款之推薦方式，應經被推薦人之書面同意。 

第 八 條  被遴選人時應同時提出下列文件、資料交予遴選委員會審查： 

一、身分證明文件影印本。 

二、教育部教師證書影本。 

三、學位證書影本。 

四、學術經歷與著作。 

五、自傳。 

六、系務發展理念與方針。 

七、推薦書。 

八、其他相關文件、資料。 

第 九 條  遴選委員會應於推薦截止日期後，將全部被遴選人依姓名筆劃編

號，逐一評審被遴選人之文件資料，於必要時邀請被遴選人面談，

面談時並應請相關人員與系務會議學生代表列席。 

第 十 條  遴選委員會於審查與瞭解被遴選人之文件資料與有關事項後，應

即進行遴選討論，於一般事項，須經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出

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決議之。 

第 十一 條  遴選委員會就主任建議人選為決議時，應以無記名方式逐一投票，

經四分之三以上委員出席，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遴選一至三

人為主任建議人選。 

第 十二 條  遴選委員會應將主任建議人選送請院長陳報校長圈選一人聘請

兼任該學系主任，並由校長依主任任期逐年發給聘書。 

主任當選人如非本校專任教師，應先依本校教師評審辦法規定，

聘任為該學系之專任教師。 

第 十三 條  遴選委員會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依本辦法規定重新辦理遴選： 

一、主任建議人選未能獲得校長圈選為主任當選人。 

二、主任當選人以書面表示無法受聘者。 

三、主任當選人非本校專任教師，其專任教師聘任案未獲系、院、

校教評會審議通過。 

第 十四 條  遴選委員會於重新辦理遴選，如仍有前條情事者，應由校長解散

遴選委員會，並依本辦法規定重組遴選委員會辦理遴選事宜，直

至遴選出主任。 

第 十五 條  現任主任出缺時，於新任主任遴選產生前，應由校長就該學系副

教授以上之專任教師中，指定一人代理主任職務，至新任主任就

任時止。 

第 十六 條  遴選委員及相關人員對遴選程序、被遴選人隱私、以及相關遴選

資料應予保密，不得對外公開。 

遴選委員有違反前項情事時，得經其他遴選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

意，提請校長解聘。 

第 十七 條  各學系於辦理遴選時，如依本辦法有未盡事宜，得本於遴選最適

當主任人選之原則，由遴選委員會以決議方式處理或另訂遴選

作業要點。 

單一學系之學院，得經系務會議及院務會議同意後，由院長兼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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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系主任，不須組織遴選委員會辦理遴選。 

第 十八 條  人文社會學院師資培育中心主任之遴選，適用本辦法之規定。 

第 十九 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報請校長公布施行，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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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附件 4 
東吳大學院長遴選辦法 

 
84年5月27日校務會議（臨時）通過 

84年6月10日校務會議修訂 

95年3月8日（臨時）校務會議修訂 

101年5月30日校務會議修訂第3、12、13條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本校組織規程第八條之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學院遴選院長時，應組織遴選委員會，就校內外教授中遴選二至

三人，陳報校長圈選一人聘請兼任之，任期三年；任期屆滿，經

院務會議同意，報請校長聘任後，得續任一次。 

第 三 條  院長遴選委員會之委員組成如下： 

一、 學系委員：由學院所屬學系之系務會議推舉該學系教師為

委員。五個學系以上之學院，每學系推舉教師一名；四個

學系以下之學院，每學系推舉教師二名；僅有一個學系之

學院，推舉教師五名。 

二、 校內外教授委員：由院務會議推舉該學院以外之校內外教

授一至三名為委員。 

前項所稱教師係指專任教師、專任客座教師、研究教授及講座教

授。 

遴選委員如被推薦為被遴選人，應退出遴選委員會，並依第一項

規定補選。 

校長應發給遴選委員聘函。 

第 四 條  各學院於下列情況之一時，應組成院長遴選委員會，依本辦法遴

選新任院長： 

一、現任院長以書面表示不願續任。 

二、現任院長未獲續任。 

三、現任院長出缺。 

四、現任院長續任任期屆滿。 

現任院長不願續任時，應於任期屆滿之三個月前，簽請校長核

准。 

第 五 條  遴選委員會組成後，應即召開第一次會議，並推舉召集人擔任委

員會主席並為發言人；遴選委員會祕書由學院祕書兼任。 

第 六 條  遴選委員會應將下列遴選作業要點於本校公布欄及網頁公告，並

刊載於傳播媒體或學術刊物： 

一、被遴選人之資格。 

二、推薦期限。 

三、推薦方式。 

四、遴選程序。 

五、其他注意事項。 

第 七 條  被遴選人推薦方式： 

一、 自我推薦。 

二、 經該學院專任教師十人以上推薦。 

三、 經國內外學術機構或團體所屬教授、副教授或研究員、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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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員十人以上推薦。 

四、 經遴選委員會委員二人以上推薦。 

前項第二、三、四款之推薦方式，應經被推薦人之書面同意。 

第 八 條  被遴選人時應同時提出下列之文件、資料交予遴選委員會審查： 

一、 身分證明文件影印本。 

二、 教育部教授證書影本。 

三、 學位證書影本。 

四、 學術經歷與著作。 

五、 自傳。 

六、 院務發展理念與方針。 

七、 推薦書。 

八、 其他相關文件、資料 

第 九 條  遴選委員會應於推薦截止日期後，將全部被遴選人依姓名筆劃編

號，逐一評審被遴選人之文件資料，於必要時邀請被遴選人面談，

面談時並應請相關人員與院務會議學生代表列席。 

第 十 條  遴選委員會於審查與瞭解被遴選人之文件資料與有關事項後，應

即進行遴選討論，於一般事項，須經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出

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決議之。 

第 十一 條  遴選委員會就院長建議人選為決議時，應以無記名方式逐一投票，

經四分之三以上委員出席，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遴選二至三

人為院長建議人選。 

第 十二 條  遴選委員會應將院長建議人選陳報校長圈選一人聘請兼任該學

院院長，並由校長依院長任期逐年發給聘書。 

院長當選人如非本校專任教師，應先依本校教師評審辦法規定，

聘任為該學院與其學術專長相近學系之專任教師。 

第 十三 條  遴選委員會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應依本辦法規定重新辦理遴選： 

一、院長建議人選未能獲得校長圈選為院長當選人。 

二、院長當選人以書面表示無法受聘者。 

三、院長當選人非本校專任教師，其專任教師聘任案未獲系、院、

校教 

評會審議通過。 

第 十四 條  遴選委員會於重新辦理遴選，如仍有前條情事者，應由校長解散

遴選委員會，並依本辦法規定重組遴選委員會辦理遴選事宜，直

至遴選出院長。 

第 十五 條  現任院長出缺時，於新任院長遴選產生前，應由校長指定該學院

教授一人代理院長職務，至新任院長就任時止。 

第 十六 條  遴選委員及相關人員對遴選程序、被遴選人隱私、以及相關遴選

資料應予保密，不得對外公開。 

遴選委員有違反前項情事時，得經其他遴選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

意，提請校長解聘。 

第 十七 條  各學院於辦理遴選時，如依本辦法有未盡事宜，得本於遴選最適

當院長人選之原則，由遴選委員會以決議方式處理或另訂遴選作

業要點。 

第 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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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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附件 1 

東吳大學組織規程  修訂條文對照表 

擬修訂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九條 

人文社會學院分設中

國文學系、歷史學系、哲學

系、政治學系、社會學系、

社會工作學系、音樂學系。

另設師資培育中心，負責全

校教育學程，其組織及運作

辦法另訂之。  

外國語文學院分設英

文學系、日本語文學系、德

國文化學系；又為支援全校

外國語言教學，另設語言教

學中心，負責全校共同外文

課程。  

理學院分設數學系、物

理學系、化學系、微生物學

系、心理學系。 

法學院設法律學系。 

商學院分設經濟學系、

會計學系、企業管理學系、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財務

工程與精算數學系、資訊管

理學系。 

巨量資料管理學院設

學位學程。 

本校各學院、學系得依

規定另設進修學士班、碩士

班、碩士在職專班及博士

班，並得分組教學。（設置

明細詳如附表：「東吳大學

院系所學位學程及學制一

覽表」） 

以上學系，各置主任一

人，主持系務，由各學系分

別組織遴選委員會就校內

第九條 

人文社會學院分設中

國文學系、歷史學系、哲學

系、政治學系、社會學系、

社會工作學系、音樂學系。

另設師資培育中心，負責全

校教育學程，其組織及運作

辦法另訂之。  

外國語文學院分設英

文學系、日本語文學系、德

國文化學系；又為支援全校

外國語言教學，另設語言教

學中心，負責全校共同外文

課程。  

理學院分設數學系、物

理學系、化學系、微生物學

系、心理學系。 

法學院設法律學系。 

商學院分設經濟學系、

會計學系、企業管理學系、

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財務

工程與精算數學系、資訊管

理學系。  

 

 

本校各學院、學系得依

規定另設進修學士班、碩士

班、碩士在職專班及博士

班，並得分組教學。（設置

明細詳如附表：「東吳大學

院系所學位學程及學制一

覽表」） 

以上學系，各置主任一

人，主持系務，由各學系分

別組織遴選委員會就校內

新增巨量資料管理學院

之設置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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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修訂條文 原條文 說明 

外副教授以上教師中遴選

一至三人，送請院長陳報校

長圈選一人聘請兼任之，任

期三年；任期屆滿，經系務

會議同意後，送院長報請校

長聘任後，得續任一次。 

學系主任於任期內如

有不適任之情事，得經該學

系三分之一以上專任教師

連署，經系務會議應出席教

師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並

獲出席教師過半數同意，報

請校長核定後，免除其主任

職務。 

單一學系之學院，得經

系務會議及院務會議同意

後，由院長兼任學系主任，

不須組織遴選委員會辦理

遴選。 

前項由院長兼任學系

主任時，原應由學系主任參

加之各項會議與委員會，得

由院長指定人員代表之。 

本校各單獨設立之研

究所各置所長一人，主持所

務，其遴選、任期、續聘、

解聘程序適用學系主任規

定辦理。  

師資培育中心置主任

一人，主持中心事務，其遴

選、任期、續聘、解聘程序

適用學系主任規定辦理。  

語言教學中心置主任

一人，語言課程教師若干

人；主任由院長提請校長聘

請講師以上教師兼任，負責

全校共同外文課程之規劃

外副教授以上教師中遴選

一至三人，送請院長陳報校

長圈選一人聘請兼任之，任

期三年；任期屆滿，經系務

會議同意後，送院長報請校

長聘任後，得續任一次。 

學系主任於任期內如

有不適任之情事，得經該學

系三分之一以上專任教師

連署，經系務會議應出席教

師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並

獲出席教師過半數同意，報

請校長核定後，免除其主任

職務。 

單一學系之學院，得經

系務會議及院務會議同意

後，由院長兼任學系主任，

不須組織遴選委員會辦理

遴選。 

前項由院長兼任學系

主任時，原應由學系主任參

加之各項會議與委員會，得

由院長指定人員代表之。 

本校各單獨設立之研

究所各置所長一人，主持所

務，其遴選、任期、續聘、

解聘程序適用學系主任規

定辦理。  

師資培育中心置主任

一人，主持中心事務，其遴

選、任期、續聘、解聘程序

適用學系主任規定辦理。  

語言教學中心置主任

一人，語言課程教師若干

人；主任由院長提請校長聘

請講師以上教師兼任，負責

全校共同外文課程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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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修訂條文 原條文 說明 

與教學、語言教學相關硬體

及資源之規劃與管理，其任

期比照學系主任之規定辦

理。主任如有不適任之情

事，得由院長報請校長核定

後，免除其主任職務。 

學系主任遴選委員會

之組織及運作辦法另訂之。 

  

學系所屬具有學籍之學生

總數達一千人時，得置副主

任一人，協助主任推動系

務，由主任提請校長聘請副

教授以上教師兼任，續聘時

亦同，其任期應與主任配

合。 

副主任如有不適任之

情事，得由學系主任報請校

長核定後，免除其副主任職

務。 

 

與教學、語言教學相關硬體

及資源之規劃與管理，其任

期比照學系主任之規定辦

理。主任如有不適任之情

事，得由院長報請校長核定

後，免除其主任職務。 

學系主任遴選委員會

之組織及運作辦法另訂之。 

  

學系所屬具有學籍之學生

總數達一千人時，得置副主

任一人，協助主任推動系

務，由主任提請校長聘請副

教授以上教師兼任，續聘時

亦同，其任期應與主任配

合。 

副主任如有不適任之

情事，得由學系主任報請校

長核定後，免除其副主任職

務。 

第二十六條 

本校設校務會議，議決

校務重大事項，由校長、副

校長、教師代表、教務長、

學生事務長、總務長、研究

發展長、學術交流長、社會

資源長、各學院院長、各學

系主任、師資培育中心主

任、主任秘書、人事室主任、

會計室主任、圖書館館長、

教學資源中心主任、華語教

學中心主任、電子計算機中

心主任、體育室主任、推廣

部主任、校牧室主任、語言

教學中心主任、職員代表、

軍護人員代表及學生代表

第二十六條 

本校設校務會議，議決

校務重大事項，由校長、副

校長、教師代表、教務長、

學生事務長、總務長、研究

發展長、學術交流長、社會

資源長、各學院院長、各學

系主任、師資培育中心主

任、主任秘書、人事室主任、

會計室主任、圖書館館長、

教學資源中心主任、華語教

學中心主任、電子計算機中

心主任、體育室主任、推廣

部主任、校牧室主任、語言

教學中心主任、職員代表、

軍護人員代表及學生代表

配合巨量資料管理學院

之成立，新增其參加校

務會議之教師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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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修訂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組織之。 

教師代表應經選舉產

生，每學系二人（設有碩士

班或博士班之學系，另增一

人）；巨量資料管理學院教

師一人；體育室教師二人；

師資培育中心教師一人；語

言教學中心教師一人。教師

代表人數不得少於全體會

議成員之二分之一，其中教

授或副教授資格者不得少

於教師代表人數之三分之

二。 

職員代表六人，軍護人

員代表一人，應經選舉產

生。  

學生代表十四人，其中

學生會會長、副會長及學生

議會議長為當然代表，其餘

代表應經選舉產生。學生代

表人數不得少於全體會議

成員之十分之一。  

第二、三、四項代表之

任期均為一年，連選得連

任。  

校務會議得邀請校內

外有關人員列席。 

校務會議由校長召開

並擔任主席，每學期至少召

開一次；經校務會議成員五

分之一以上請求召開臨時

校務會議時，校長應於十五

日內召開之。 

為配合推動校務，校務

會議設下列委員會：  

一、校務發展委員會：

由校長、副校長、教務長、

組織之。 

教師代表應經選舉產

生，每學系二人（設有碩士

班或博士班之學系，另增一

人）；體育室教師二人；師資

培育中心教師一人；語言教

學中心教師一人。教師代表

人數不得少於全體會議成

員之二分之一，其中教授或

副教授資格者不得少於教

師代表人數之三分之二。 

職員代表六人，軍護人

員代表一人，應經選舉產

生。  

學生代表十四人，其中

學生會會長、副會長及學生

議會議長為當然代表，其餘

代表應經選舉產生。學生代

表人數不得少於全體會議

成員之十分之一。  

第二、三、四項代表之

任期均為一年，連選得連

任。  

校務會議得邀請校內

外有關人員列席。 

 

校務會議由校長召開

並擔任主席，每學期至少召

開一次；經校務會議成員五

分之一以上請求召開臨時

校務會議時，校長應於十五

日內召開之。 

為配合推動校務，校務

會議設下列委員會：  

一、校務發展委員會：

由校長、副校長、教務長、

學生事務長、總務長、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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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修訂條文 原條文 說明 

學生事務長、總務長、研究

發展長、學術交流長、社會

資源長、各學院院長、校務

會議之教師及職員代表、學

生會會長所組成。提供校務

規劃與發展之指導方針，使

學校健全發展。 

二、規章委員會：由校

務會議之教師代表、職員代

表及學生代表所組成。依校

務會議之決議研擬重要章

則草案、研議校務會議交付

之有關事項等。 

三、預算委員會：由校

務會議教師代表所組成，審

查年度預算案、審定年度預

算修正案及對預算執行成

效表示意見。 

以上各委員會，由校務

會議成員組成，向校務會議

負責，其設置辦法另訂之。 

校務會議得設專案小

組，處理校務會議交議事

項。 

 

發展長、學術交流長、社會

資源長、各學院院長、校務

會議之教師及職員代表、學

生會會長所組成。提供校務

規劃與發展之指導方針，使

學校健全發展。 

二、規章委員會：由校

務會議之教師代表、職員代

表及學生代表所組成。依校

務會議之決議研擬重要章

則草案、研議校務會議交付

之有關事項等。  

三、預算委員會：由校

務會議教師代表所組成，審

查年度預算案、審定年度預

算修正案及對預算執行成

效表示意見。 

以上各委員會，由校務

會議成員組成，向校務會議

負責，其設置辦法另訂之。 

校務會議得設專案小

組，處理校務會議交議事

項。 

第二十九條 

本校設教務、學生事

務、總務、研究發展事務、

國際與兩岸學術交流事務、

社會資源事務等會議，分別

由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

務長、研究發展長、學術交

流長及社會資源長召集。 

一、教務會議：以教務

長、學術交流長、各學院院

長、各學系主任、各學程主

任、師資培育中心主任、圖

第二十九條 

本校設教務、學生事

務、總務三會議，分別由教

務、學生事務、總務三長召

集。  

一、教務會議：以教務

長、學術交流長、各學院院

長、各學系主任、各學程主

任、師資培育中心主任、圖

書館館長、教學資源中心主

任、通識教育中心主任、體

育室主任、推廣部主任、電

新增研究發展處、國際

與兩岸學術交流事務

處、社會資源處之處級

會議，以討論其業務之

重要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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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修訂條文 原條文 說明 

書館館長、教學資源中心主

任、通識教育中心主任、體

育室主任、推廣部主任、電

子計算機中心主任、華語教

學中心主任、語言教學中心

主任、各學系教師代表一

人、經選舉產生之學生代表

七人（含研究生代表一人）

及有關教學業務之行政單

位主管組織之，教務長為主

席，討論教務之重要事項。

每學期開會一次，必要時得

召開臨時會議。 教務會議

下得設相關委員會，向教務

會議負責，其設置辦法另訂

之。 

二、學生事務會議：以

學生事務長、學術交流長、

各學院院長、各學系主任、

各學程主任、體育室主任、

推廣部主任、校牧室主任、

導師代表每學系一人（設有

進修學士班之學系另增代

表一人）、經選舉產生之學

生代表十二人（學生會會

長、副會長及學生議會議長

為當然代表）及有關學生事

務業務之行政單位主管組

織之，學生事務長為主席，

討論學生事務之重要事項。

每學期開會一次，必要時得

召開臨時會議。學生事務會

議下，設獎助學金暨優秀學

生甄選委員會、學生獎懲委

員會及其他委員會，向學生

事務會議負責，其設置辦法

另訂之。  

子計算機中心主任、華語教

學中心主任、語言教學中心

主任、各學系教師代表一

人、經選舉產生之學生代表

七人（含研究生代表一人）

及有關教學業務之行政單

位主管組織之，教務長為主

席，討論教務之重要事項。

每學期開會一次，必要時得

召開臨時會議。 教務會議

下得設相關委員會，向教務

會議負責，其設置辦法另訂

之。 

二、學生事務會議：以

學生事務長、學術交流長、

各學院院長、各學系主任、

各學程主任、體育室主任、

推廣部主任、校牧室主任、

導師代表每學系一人（設有

進修學士班之學系另增代

表一人）、經選舉產生之學

生代表十二人（學生會會

長、副會長及學生議會議長

為當然代表）及有關學生事

務業務之行政單位主管組

織之，學生事務長為主席，

討論學生事務之重要事項。

每學期開會一次，必要時得

召開臨時會議。學生事務會

議下，設獎助學金暨優秀學

生甄選委員會、學生獎懲委

員會及其他委員會，向學生

事務會議負責，其設置辦法

另訂之。  

三、總務會議：以總務

長、各學院教師代表（每學

院一至三人）、學生代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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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修訂條文 原條文 說明 

三、總務會議：以總務

長、各學院教師代表（每學

院一至三人）、經選舉產生

之學生代表四人及有關總

務業務之行政單位主管組

織之，總務長為主席，討論

總務之重要事項。每學期開

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

會議。 總務會議下，設招商

委員會、教職員宿舍分配管

理委員會及其他委員會，向

總務會議負責，其設置辦法

另訂之。 

四、研究發展事務會

議：以研究發展長、教務長、

總務長、各學院院長、各學

院教師代表一人及有關研

究與發展業務之行政單位

主管組織之，研究發展長為

主席，討論校務發展規劃與

評鑑、推動研究事務與產學

合作之重要事項。每學期開

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臨時

會議。 

五、國際與兩岸學術交

流事務會議：以學術交流

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

總務長、研究發展長、各學

院院長、各學院教師代表一

人、經選舉產生之學生代表

二人及有關國際與兩岸交

流業務之行政單位主管組

織之，學術交流長為主席，

討論國際與兩岸交流合作、

境外招生宣導與輔導之重

要事項。每學期開會一次，

必要時得召開臨時會議。 

人及有關總務業務之行政

單位主管組織之，總務長為

主席，討論總務之重要事

項。每學期開會一次，必要

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總務

會議下，設招商委員會、教

職員宿舍分配管理委員會

及其他委員會，向總務會議

負責，其設置辦法另訂之。  

 

 

 

 

研究發展處、國際與兩

岸學術交流事務處、社會資

源處下得設相關委員會，分

別由研究發展長、學術交流

長、社會資源長召集。其設

置辦法另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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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修訂條文 原條文 說明 

六、社會資源事務會

議：以社會資源長、教務長、

學生事務長、總務長、各學

院院長、各學院教師代表一

人、經選舉產生之學生代表

二人及有關社會資源業務

之行政單位主管組織之，社

會資源長為主席，討論校友

服務與募集社會資源、推動

美育教育及學生生涯發展

之重要事項。每學期開會一

次，必要時得召開臨時會

議。 

 

 

  



32 

附表：東吳大學院系所學位學程及學制一覽表 
106.8 

學院 學系 學位學程 

（含學院招生） 

學制 

人文社會學院 中國文學系  學士班 碩士班 博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 進修學士班 

歷史學系  學士班 碩士班    

哲學系  學士班 碩士班    

政治學系  學士班 碩士班 博士班   

社會學系  學士班 碩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  

社會工作學系  學士班 碩士班    

音樂學系 
 學士班 碩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  

 人權碩士學位學程  碩士班    

外國語文學院 英文學系  學士班 碩士班   進修學士班 

日本語文學系  學士班 碩士班 博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 進修學士班 

德國文化學系  學士班 碩士班    

理學院 數學系  學士班 碩士班    

物理學系  學士班     

化學系  學士班 碩士班    

微生物學系  學士班 碩士班 博士班   

心理學系  學士班 碩士班    

法學院 法律學系  學士班 碩士班 

法律專

業碩士

班 

博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

(法律專業組、

涉外商務談判

法律組、科技法

律組、財經法律

組、公法與公共

政策組) 

中國大陸法律碩

士在職專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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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學系 學位學程 

（含學院招生） 

學制 

商學院 經濟學系  學士班 碩士班 博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  

 會計學系  學士班 碩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  

 企業管理學系  學士班 碩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  

 國際經營與貿

易學系 

 學士班 碩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  

 財務工程與精

算數學系 

 學士班 碩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  

 資訊管理學系  學士班 碩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  

 
 

EMBA 高階經營碩

士在職專班 

   碩士在職專班  

  商學進修學士班 學士班    進修學士班 

巨量資料管理

學院 
 

學士學位學程 學士班     

 
 

學士後第二專長學士

學位學程 

學士班     

  碩士學位學程  碩士班    

  碩士在職學位學程    碩士在職專班  

 
  



 

 
 

 

第三案附件 2 

東吳大學組織規程 

 
83年10月15日校務會議通過  

83年10月24日董事會審核通過  

84年3月4日校務會議（臨時）依教育部核復意見修訂  

84年10月14日校務會議修訂  

84年10月18日董事會審核通過  

84年11月16日教育部核備  

86年5月31日校務會議修訂第5、6、8、9、10、11、12、  

14、49、23、26、28、29、30、31、32、34、37條  

87年6月6日校務會議修訂第11條  

90年12月2日校務會議修訂第22條  

92年4月16日校務會議修訂第23條  

92年6月13日董事會議修訂第23條  

94年1月10日教育部核備  

94年3月15日教育部核備  

94年5月25日校務會議追認第9、12、20、22條  

94年6月24日董事會會議追認第9、12、20、22條  

94年12月28日校務會議通過  

95年1月26日董事會通過  

95年3月29日教育部核定  

96年5月30日校務會議修訂第8、9、11、15-1、21、24、25、26條  

96年6月20日董事會通過  

96年10月31日教育部核定 

99年6月9日校務會議修訂第2、4、5、6、37條 

99年7月15日董事會議通過 

99年8月16日教育部核定 

100年6月8日校務會議修訂第26條 

100年6月17日董事會議通過 

100年12月21日校務會議修訂第9、13、24、25條 

101年5月30日校務會議修訂第7、9、9-1、12、13、13-1、13-2、
14、15、15-1、15-2、20、23、24、25、26、28、29條 

101年6月19日董事會議通過 

101年8月1日教育部核定修訂第7、9-2、11~17、19~21、23~26、
28、29、39條 

101年11月12日董事會會議追認 

101年12月19日校務會議追認 

102年5月29日校務會議修訂第5、7、8、9、9-1、11、12、13、13-

1、13-2、14、15、16、17、18、19、20、21、
22、23、24、26、28條 

102年6月21日董事會議通過 

102年8月1日教育部核定修訂第7~9、9-1、11~13、13-1、13-2、
14~24、26~28條 

103年10月29日臨時校務會議修訂第7、8、9、11、13、13-2、19、
20、22、26、28、29、30、32、34條 

104年6月24日董事會通過修訂第8、9、11、13、29、30、32、34條 

104年8月1日教育部核定 

第一章  總則  

第  一  條    本規程依大學法、私立學校法之規定及本校辦學宗旨訂定。  

本校組織於本規程未規定者，依有關教育法令規定。  

第  二  條    本校校名為東吳大學。  

第  三  條    本校以培育人才、研究學術、提昇文化、服務社會、促進國家發展為宗旨。  

本校應保障校園內之學術自由。  

 

第二章  組織及會議  



 

 
 

 

第  四  條    本校設董事會，其組織依捐助章程規定辦理。  

第  五  條    本校置校長一人，綜理校務。  

本校校長之產生，應由董事會組織遴選委員會遴選二至三人，送請董事會圈

選後，報請教育部核准聘任之，任期四年；任期屆滿，經董事會同意，得連

任，以兩次為限。  

前項所稱之遴選委員會，其成員應包括教師代表、行政人員代表、校友代表

及社會公正人士，其中教師代表人數不得少於總數二分之一，其組織及運作

方式另訂，經董事會核定後公布實施。  

前項所稱教師，指本職為教師之人員；所稱行政人員，指本職為教師以外之

職員及技術人員。 

第  六  條    本校得置副校長一至二人，襄助校長處理校務，並推動學術研究，由校長遴

選教授，報請董事會同意後聘請兼任之，其任期應與校長配合。  

第  七  條    本校置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各一人，分別主持全校教學與學術行政

事務、學生活動與輔導行政事務、一般行政事務。  

本校置研究發展長一人，主持校務發展規劃與評鑑，並負責推動研究事務與

產學合作有關事務。  

本校置學術交流長一人，主持國際與兩岸交流合作及境外生招生宣傳與輔導

有關事務。 

本校置社會資源長一人，主持校友服務與募集社會資源事務，並負責推動美

育教育及畢業生生涯發展有關事務。  

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研究發展長、學術交流長由校長聘請教授兼任；總務

長、社會資源長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或由相當職級之職員擔任。

任期均為四年，得連任，以兩次為限。 

第  八  條    本校分設人文社會學院、外國語文學院、理學院、法學院、商學院、巨量資

料管理學院，各置院長一人，綜理院務，由各學院分別組成遴選委員會就校

內外教授中遴選二至三人後，陳報校長圈選一人聘請兼任之，任期三年；任

期屆滿，經院務會議同意，報請校長聘任後，得續任一次。新設立之學院，

其首任院長人選由校長指派校內外相關學術領域之教授兼任。 

院長於任期內如有不適任之情事，得經該學院三分之一以上專任教師連署，

經院務會議應出席教師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並獲出席教師過半數同意，報

請校長核定後，免除其院長職務。 

院長遴選委員會之組織及運作辦法另訂之。 

學院得置副院長，協助院長推動院務，由院長提請校長聘請教授兼任，續聘

時亦同，其任期應與院長配合。 

副院長如有不適任之情事，得由院長報請校長核定後，免除其副院長職務。 

第  九  條    人文社會學院分設中國文學系、歷史學系、哲學系、政治學系、社會學系、

社會工作學系、音樂學系。另設師資培育中心，負責全校教育學程，其組織

及運作辦法另訂之。  

外國語文學院分設英文學系、日本語文學系、德國文化學系；又為支援全校

外國語言教學，另設語言教學中心，負責全校共同外文課程。  

理學院分設數學系、物理學系、化學系、微生物學系、心理學系。 

法學院設法律學系。 

商學院分設經濟學系、會計學系、企業管理學系、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財

務工程與精算數學系、資訊管理學系。  

本校各學院、學系得依規定另設進修學士班、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及博士



 

 
 

 

班，並得分組教學。（設置明細詳如附表：「東吳大學院系所學位學程及學

制一覽表」） 

以上學系，各置主任一人，主持系務，由各學系分別組織遴選委員會就校內

外副教授以上教師中遴選一至三人，送請院長陳報校長圈選一人聘請兼任之，

任期三年；任期屆滿，經系務會議同意後，送院長報請校長聘任後，得續任

一次。 

學系主任於任期內如有不適任之情事，得經該學系三分之一以上專任教師連

署，經系務會議應出席教師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並獲出席教師過半數同意，

報請校長核定後，免除其主任職務。 

單一學系之學院，得經系務會議及院務會議同意後，由院長兼任學系主任，

不須組織遴選委員會辦理遴選。 

前項由院長兼任學系主任時，原應由學系主任參加之各項會議與委員會，得

由院長指定人員代表之。 

本校各單獨設立之研究所各置所長一人，主持所務，其遴選、任期、續聘、

解聘程序適用學系主任規定辦理。  

師資培育中心置主任一人，主持中心事務，其遴選、任期、續聘、解聘程序

適用學系主任規定辦理。  

語言教學中心置主任一人，語言課程教師若干人；主任由院長提請校長聘請

講師以上教師兼任，負責全校共同外文課程之規劃與教學、語言教學相關硬

體及資源之規劃與管理，其任期比照學系主任之規定辦理。主任如有不適任

之情事，得由院長報請校長核定後，免除其主任職務。 

學系主任遴選委員會之組織及運作辦法另訂之。   

學系所屬具有學籍之學生總數達一千人時，得置副主任一人，協助主任推動

系務，由主任提請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續聘時亦同，其任期應與

主任配合。 

副主任如有不適任之情事，得由學系主任報請校長核定後，免除其副主任職

務。 
第九條之一   本校得設跨系、院之學分學程或學位學程。 

學分學程由所屬學院院長擔任召集人，如為跨院之學程則由相關學院院長互

推一人擔任之。 

學位學程得設主任一人，由所屬學院院長推薦副教授以上教師一至三人，陳

報校長圈選一人聘請兼任之，任期三年，任期屆滿，經校長同意後，得續任一

次。 

學位學程主任如有不適任之情事，得由所屬學院院長報請校長核定後，免除

其主任職務。  

第  十  條   本校為推動教學與研究，配合科際整合之需要，得設各種教學與研究中心，其

設置辦法另訂，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第 十一 條   本校設教務處，由教務長主持；下設註冊課務組、招生組、教務行政組、通識

教育中心，各組置組長一人，由教務長提請校長聘請講師以上教師兼任或由

相當職級之職員擔任，通識教育中心置主任一人，由教務長提請校長聘請副

教授以上教師兼任。 

第 十二 條   本校設學生事務處，由學生事務長主持；下設德育中心、群育中心、健康暨諮

商中心、學生住宿中心、軍訓室；各中心置主任一人，由學生事務長提請校長

聘請講師以上教師兼任或由相當職級之職員擔任；軍訓室置主任一人，由學

生事務長提請校長聘請講師以上教師或軍訓教官兼任，或由相當職級之職員



 

 
 

 

擔任，負責維護校內安全及處理突發事件、軍訓及護理課程之規劃與教學，

並協助辦理學生生活輔導事項。 

第 十三 條   本校設總務處，由總務長主持；下設環境安全衛生暨事務管理組、營繕組、採

購保管組、出納組，各置組長一人，由總務長提請校長聘請講師以上教師兼

任或由相當職級之職員擔任。 

第十三條之一 本校設研究發展處，由研究發展長主持；下設研究事務組、校務發展組、評鑑

組，各置組長一人，由研究發展長提請校長聘請講師以上教師兼任或由相當

職級之職員擔任。 
第十三條之二 本校設國際與兩岸學術交流事務處，由學術交流長主持；下設國際事務中心、

兩岸事務中心，各置主任一人，由學術交流長提請校長聘請講師以上教師兼任

或由相當職級之職員擔任。 

第 十四 條   本校設社會資源處，由社會資源長主持；下設校友服務暨資源拓展中心、生涯

發展中心、美育中心，各置主任一人，由社會資源長提請校長聘請講師以上教

師兼任或由相當職級之職員擔任。 

第 十五 條   本校設秘書室，置主任秘書一人，秘書若干人；主任秘書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

上教師兼任或由相當職級之職員擔任，襄助校長處理行政，主持秘書室，協調

各單位間之業務，並辦理文書、公共關係、內部控制以及秘書事務。 

第 十六 條   本校設人事室，置主任一人，由校長依有關法令之規定聘任，並分設兩組，

各置組長一人，由主任提請校長聘請講師以上教師兼任或由相當職級之職員

擔任，辦理人事管理業務。 

第 十七 條   本校設會計室，置會計主任一人，由校長依有關法令之規定聘任，並分設兩

組，各置組長一人，由會計主任提請校長聘請講師以上教師兼任或由相當職級

之職員擔任，辦理會計事務。 

第 十八 條   本校設圖書館，置館長一人，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或由相當職級

之職員擔任，負責蒐集教學研究與學習資訊，提供圖書資訊服務；下設技術服

務組、讀者服務組、數位與系統組，各置組長一人，由館長提請校長聘請講師

以上教師兼任或由相當職級之職員擔任。 

第 十九 條   本校設教學資源中心，置中心主任一人，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

負責全校教與學資源及支援之整合與發展；下設教師教學發展組、學生學習資

源組、教學科技推廣組，各置組長一人，由主任提請校長聘請講師以上教師兼

任或由相當職級之職員擔任。 
第 二十 條   本校設華語教學中心，置中心主任一人，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其

組織及運作辦法另訂之。 

第二十一條   本校設電子計算機中心，置中心主任一人，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或

由相當職級之職員擔任，負責規劃、推廣、執行本校電腦及資訊業務；下設系

統組、網路暨維修組、行政諮詢組，各置組長一人，由主任提請校長聘請講師

以上教師兼任或由相當職級之職員擔任。 

第二十二條   本校設體育室，置主任一人，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負責體育教

學及體育活動相關業務之規劃與執行，並置體育教師、運動教練若干人；下設

體育教學組及體育活動組，各組置組長一人，由主任提請校長聘請講師以上教

師兼任。 

第二十三條   本校設推廣部，置主任一人，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或由相當職級

之職員擔任，辦理推廣教育。推廣部得設分部及各類專業推廣班。 

第二十四條   本校設校牧室，置主任一人，由校長聘請具有校牧資格之講師以上教師兼任

或由職員擔任，協助處理宗教信仰事務。 



 

 
 

 

第二十五條   本校職員職稱如下：專門委員、組長、編纂、秘書、專員、輔導員、編審、組

員、辦事員、技正、技士、技佐、稀少性科技人員、營養師、護理師、護士。 

本校教職員員額編制表另訂，報請教育部核定實施。  

第二十六條   本校設校務會議，議決校務重大事項，由校長、副校長、教師代表、教務長、

學生事務長、總務長、研究發展長、學術交流長、社會資源長、各學院院長、

各學系主任、師資培育中心主任、主任秘書、人事室主任、會計室主任、圖書

館館長、教學資源中心主任、華語教學中心主任、電子計算機中心主任、體育

室主任、推廣部主任、校牧室主任、語言教學中心主任、職員代表、軍護人員

代表及學生代表組織之。 

教師代表應經選舉產生，每學系二人（設有碩士班或博士班之學系，另增一

人）；體育室教師二人；師資培育中心教師一人；語言教學中心教師一人。教

師代表人數不得少於全體會議成員之二分之一，其中教授或副教授資格者不

得少於教師代表人數之三分之二。  

職員代表六人，軍護人員代表一人，應經選舉產生。  

學生代表十四人，其中學生會會長、副會長及學生議會議長為當然代表，其餘

代表應經選舉產生。學生代表人數不得少於全體會議成員之十分之一。  

第二、三、四項代表之任期均為一年，連選得連任。  

校務會議得邀請校內外有關人員列席。  

校務會議由校長召開並擔任主席，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經校務會議成員五分

之一以上請求召開臨時校務會議時，校長應於十五日內召開之。  

為配合推動校務，校務會議設下列委員會：  

一、校務發展委員會：由校長、副校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研究

發展長、學術交流長、社會資源長、各學院院長、校務會議之教師及職員

代表、學生會會長所組成。提供校務規劃與發展之指導方針，使學校健全

發展。 

二、規章委員會：由校務會議之教師代表、職員代表及學生代表所組成。依校

務會議之決議研擬重要章則草案、研議校務會議交付之有關事項等。  

三、預算委員會：由校務會議教師代表所組成，審查年度預算案、審定年度預

算修正案及對預算執行成效表示意見。 

以上各委員會，由校務會議成員組成，向校務會議負責，其設置辦法另訂之。 

校務會議得設專案小組，處理校務會議交議事項。 

第二十七條   校務會議審議下列事項：  

一、校務發展計畫及預算。  

二、組織規程及各種重要章則。  

三、學院、學系、研究所及附設機構之設立、變更與停辦。  

四、教務、學生事務、總務、研究及其他校內重要事項。  

五、有關教學評鑑辦法之研議。  

六、校務會議所設委員會或專案小組決議事項。  

七、會議提案及校長提議事項。  

第二十八條   本校設行政會議，以校長、副校長、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研究發展

長、學術交流長、社會資源長、各學院院長、主任秘書、人事室主任、會計室

主任、圖書館館長、教學資源中心主任、華語教學中心主任、電子計算機中心

主任、體育室主任、推廣部主任、校牧室主任等組織之，校長為主席，討論本

校重要行政事項。每月開會一至二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第二十九條   本校設教務、學生事務、總務三會議，分別由教務、學生事務、總務三長召集。  



 

 
 

 

一、教務會議：以教務長、學術交流長、各學院院長、各學系主任、各學程主

任、師資培育中心主任、圖書館館長、教學資源中心主任、通識教育中心

主任、體育室主任、推廣部主任、電子計算機中心主任、華語教學中心主

任、語言教學中心主任、各學系教師代表一人、經選舉產生之學生代表七

人（含研究生代表一人）及有關教學業務之行政單位主管組織之，教務長

為主席，討論教務之重要事項。每學期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教務會議下得設相關委員會，向教務會議負責，其設置辦法另訂之。 

二、學生事務會議：以學生事務長、學術交流長、各學院院長、各學系主任、

各學程主任、體育室主任、推廣部主任、校牧室主任、導師代表每學系一

人（設有進修學士班之學系另增代表一人）、經選舉產生之學生代表十二

人（學生會會長、副會長及學生議會議長為當然代表）及有關學生事務業

務之行政單位主管組織之，學生事務長為主席，討論學生事務之重要事項。

每學期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學生事務會議下，設獎助學

金暨優秀學生甄選委員會、學生獎懲委員會及其他委員會，向學生事務會

議負責，其設置辦法另訂之。  

三、總務會議： 以總務長、各學院教師代表（每學院一至三人）、學生代表

四人及有關總務業務之行政單位主管組織之，總務長為主席，討論總務之

重要事項。每學期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總務會議下，設

招商委員會、教職員宿舍分配管理委員會及其他委員會，向總務會議負責，

其設置辦法另訂之。  

研究發展處、國際與兩岸學術交流事務處、社會資源處下得設相關委員會，

分別由研究發展長、學術交流長、社會資源長召集。其設置辦法另訂之。  

第三十條     各學院設院務會議，以院長、各學系主任、各學程主任、該學院教師代表（每

學系一至三人）組織之，由院長召集並擔任主席，討論該學院教學、研究、推

廣及其他有關院務事項。  

各學系設系務會議，以學系主任、該學系教師組織之，由學系主任召集並擔

任主席，討論該學系教學、研究、推廣及其他有關系務事項。  

院、系務會議討論與學生有關之事務時，應邀請學生代表二至三人出席，並

得邀請其他有關人員列席。  

上列院、系務會議，每學期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第三十一條   各學院、學系、學程應設課程委員會，其設置辦法另訂之。  

第三十二條   本校設教師評審委員會，評審有關教師之聘任、聘期、停聘、解聘、不續聘、

資遣原因、評鑑、升等、休假、延長服務、違反教師法第十七條所列教師義務

及違反教師聘約之評議等事項。教師評審委員會之組成方式及運作規定另訂

之。  

第三十三條   本校各單位職員之聘任、進修、升等、職級配置等規則，應依有關法令訂定

之。  

第三十四條   本校為保障教師、學生及職工權益，設下列委員會：  

一、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評議有關教師解聘、停聘、不續聘、資遣及其他

決定不服之申訴。  

二、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評議有關學生、學生會及其他相關學生自治組織

不服學校之懲處或其他措施及決議之申訴。  

三、職工評審委員會，負責職工獎懲、解聘、資遣、在職進修之審議，及模

範績優職工表彰之評議。  

四、職工申訴評議委員會，評議有關職工考核、獎懲及其他決定不服之申訴。  



 

 
 

 

五、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負責性別平等教育資源與環境之建立及師生職工

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之處理。前項各委員會之設置辦法另訂之。  

第三十五條   本校為配合校務發展，特設置下列委員會：  

一、圖書館委員會。  

二、電算中心指導委員會。  

三、教職員工福利委員會。  

四、推廣教育委員會。  

五、輻射防護委員會。  

六、招生委員會。  

前項各委員會之設置辦法另訂之。  

第三十六條   為增進學生在校學習效果及自治能力，本校輔導學生成立由全校學生選舉產

生之學生會及其他相關自治組織。  

學生為前項學生會當然會員，學生會得向會員收取會費；學校應依學生會請

求代收會費。  

 

第三章  教師分級及聘用  

第三十七條   本校教師分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講師，從事授課、研究及輔導。  

本校為教學及研究工作，得置助教協助之。  

本校教師分專任及兼任，其權利、義務以聘約規定之。  

軍訓教官及護理教師之聘任，由軍訓室主任填具擬聘申請建議表，送校長聘

任。  

本校得設講座，由教授主持。其辦法另訂之。 

本校得延聘研究人員從事研究計畫及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工作。  

前項所稱之研究人員分研究員、副研究員、助理研究員、研究助理；專業技

術人員之分級，依有關規定辦理。  

第三十八條   本校教師之聘任，分為初聘、續聘及長期聘任三種；其聘任應本公平、公正、

公開之原則，於傳播媒體或學術刊物刊載徵聘資訊。初聘、續聘期限及長期

聘任資格等有關規定，應依相關法律規定辦理。  

教師經長期聘任者，非有重大違法失職之情事，經系務會議議決，並經教師

評審委員會之裁決，不得解聘或停聘。  

教師不服解聘或停聘處置者，得向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申訴。  

第三十八條之一為對於教師之教學、研究、輔導及服務成效進行評鑑，本校建立教師評鑑制

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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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評鑑方法、程序及具體措施等規定另訂之。  

  

第四章  附  則  

第三十九條   本規程經校務會議通過，送董事會審核，並報請教育部核定後施行，修正時

亦同。  

  



 

 
 

 

附表：東吳大學院系所學位學程及學制一覽表 
104.8 

學院 學系 學位學程 

（含學院招生） 

 學制  

人文社會學院 中國文學系  學士班 碩士班 博士班 碩士在職

專班 

進修學

士班 

歷史學系  學士班 碩士班    

哲學系  學士班 碩士班    

政治學系  學士班 碩士班 博士班   

社會學系  學士班 碩士班  碩士在職

專班 

 

社會工作學系  學士班 碩士班    

音樂學系 

 學士班 碩士班  碩士在職

專班(演奏

教學與音

樂教育

組、作曲

組、音樂

學組) 

 

 人權碩士學位學程  碩士班    

外國語文學院 英文學系  學士班 碩士班   進修學

士班 

日本語文學系  學士班 碩士班 博士班 碩士在職

專班 

進修學

士班 

德國文化學系  學士班 碩士班    

理學院 數學系  學士班 碩士班    

物理學系  學士班     

化學系  學士班 碩士班    

微生物學系  學士班 碩士班 博士班   

心理學系  學士班 碩士班    

法學院 法律學系  學士班 碩士班 

法律專業

碩士班 

博士班 碩士在職

專班(法律

專業組、涉

 



 

 
 

 

學院 學系 學位學程 

（含學院招生） 

 學制  

外商務談

判法律組、

科技法律

組、財經法

律組、公法

與公共政

策組) 

中國大陸

法律碩士

在職專班 

商學院 經濟學系  學士班 碩士班 博士班 碩士在職

專班 

 

會計學系  學士班 碩士班  碩士在職

專班 

 

企業管理學系  學士班 碩士班  碩士在職

專班 

 

國際經營與貿易

學系 

 學士班 碩士班  碩士在職

專班 

 

財務工程與精算

數學系 

 學士班 碩士班  碩士在職

專班 

 

資訊管理學系  學士班 碩士班  碩士在職

專班 

 

 
EMBA 高階經營

碩士在職專班 

   碩士在職

專班 

 

 
商學進修學士班     進修學

士班 

巨量資料管理學

院  

學士學位學程 

碩士在職學位學

程 

學士班   碩士在職

專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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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案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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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條文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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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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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修訂。 

第二條 

本校編制內專任教師每三

學年應接受教師評鑑。 

前項三學年之計算不包括

休假、留職及本辦法第四條第

一、二款核准之期間。 

第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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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明訂本辦法適用對象為

編制內之專任教師（不

含客座及講座教師）。 

二、為提升教師各項績效，

參考其他大學實施評鑑

之頻率，調整本校教師

應接受評鑑之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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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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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修訂條文 原條文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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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齡退休前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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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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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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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配合國科會升格為科技

部，修訂機關名稱。 

二、調整專任教師於教學研

究有特殊表現者，得免

接受教師評鑑。 

三、配合評鑑年限由 5 學年

改為 3 學年，調整教師

於屆齡退休前三年得免

接受教師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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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修訂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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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延後一年再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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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擔任支領主管加給之行政主

管者，得俟卸任行政職務後

再延後接受評鑑。擔任行政

主管滿一年者，得延後一

年；滿二年者，得延後二年；

滿三年以上者，得延後三

年；未滿一年者，不予延後。 

 

第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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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文字修訂。 

二、考量兼任主管之任務繁

重，增列得延後接受評

鑑之規範。 

第五條 

教師評鑑分為教學、研究、

服務與輔導四個項目，每一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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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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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四個評鑑項目得分加

權計算後，總分達 75 分以上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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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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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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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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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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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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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條次變更。 

二、調整各學院應依據本辦

法訂定學院之教師評

鑑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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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修訂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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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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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次變更及文字修訂。 

第九條 

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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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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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條次變更。 

二、明訂教師評鑑結果分為

「通過」或「不通過」。 

三、明訂各級教評會審議教

師評鑑結果如作成「不

通過」之決議，應續送上

一級教評會進行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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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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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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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修訂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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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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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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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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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次變更。 

第十一條 

巨量資料管理學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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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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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條次變更。 

二、新增巨量資料管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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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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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條次變更。 

第十三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

報請校長發布施行，修訂時亦

同。 

 

第十二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

報請校長發布施行，修訂時亦

同。 

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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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修訂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十四條 

本辦法自 106 年 8 月 1 日起

施行，依原辦法已獲得免接受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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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條文 一、明訂本辦法正式施行時

間。 

二、敘明新修訂辦法施行前

已聘任專任教師之適用

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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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案附件 2 

校訂基本標準（草案） 

項目 校訂基本標準（草案） 

教學 

一、每學期皆按時上傳授課計畫表，並將教學相關資料上傳或連結至教學平台。 

二、每學期按時繳交學期成績。 

三、每學期按時登錄學業關懷系統，關懷學生學習情形。 

四、每學年均參加教學相關研習活動或會議（如教學研討會、讀書會、成長研習營或教學

相關委員會等）。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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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主持人不列

計）、一般整合型研究計畫主持人或子計畫主持人（共同主持人不列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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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三年內至少執行研究計畫或產學合作計畫 1 件（共同主持人不列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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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奏、獨唱、室內樂、指揮）1 場或完整新創作品 1 首。 

服務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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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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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輔導 

一、擔任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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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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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擔任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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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以上項目若遇不可抗力之因素，教師得提送三級教評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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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案附件 3 

他校評鑑頻率比較表 

學校名稱 評鑑頻率或時間 依職級不同 

義守大學 每年  

長庚大學 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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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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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師、助理教授：每隔 3 年 

副教授、教授：每隔 5 年 

中正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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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2&cad=rja&uact=8&ved=0ahUKEwi198-98OLMAhWEt48KHfSBCRMQFggiMAE&url=http%3A%2F%2Fwww.yzu.edu.tw%2Fadmin%2Fso%2Ffiles%2Fregulations%2Ff%2F1-49.pdf&usg=AFQjCNEyN0VqLJ9cEStJMSlyo85bU3RRUA&sig2=75
file:///C:/Users/scu/Desktop/1文化大學教師評鑑辦法.pdf
file:///C:/Users/scu/Desktop/2實踐-教師評鑑辦法1031104（聘期到期前）.pdf
file:///C:/Users/scu/Desktop/4淡江大學教師評鑑辦法1040630（２年）.doc
file:///C:/Users/scu/Desktop/9中國醫藥大學教師評估辦法.pdf
https://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1&cad=rja&uact=8&ved=0ahUKEwih1LPn8OLMAhUOSo8KHfH6ChkQFggbMAA&url=http%3A%2F%2Fann.cycu.edu.tw%2Flaw%2FMimeFile%2Fnews.lw_version%2F245_3.pdf&usg=AFQjCNH-tf0zgy5AXFzqJcr0BNQTrXgTLA&sig2=l_Dg
https://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2&cad=rja&uact=8&ved=0ahUKEwizpfCU0eLMAhVKMI8KHXr-Bu0QFgggMAE&url=http%3A%2F%2Fsecret.nchu.edu.tw%2Fadministration%2Fschool_meet%2F48%2Fcriterion.pdf&usg=AFQjCNFrtKANDTuGY0iIa7lnyL0vDnxRyA&s
https://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1&cad=rja&uact=8&ved=0ahUKEwi4l8H58OLMAhUMq48KHdzhAh4QFggbMAA&url=http%3A%2F%2Fwww.psn.pu.edu.tw%2Frule%2FT04_004.pdf&usg=AFQjCNGg0dZVdntUrnR2QqLmuVKpiekiwQ&sig2=nU7Lk6BjnbYxELYR5JSUTQ
file:///C:/Users/scu/Desktop/6東海-教師評鑑施行細則暨共同評分標準表1021015（４年）.docx
file:///C:/Users/scu/Desktop/3銘傳大學教師評鑑辦法1030526（每年）雙語版.pdf
file:///C:/Users/scu/Desktop/5輔仁-教師評鑑辦法1010607（講師助理教授３年、副and教５年）.pdf
file:///C:/Users/scu/Desktop/7世新-教師評鑑辦法1040506（新進不同）.pdf
file:///C:/Users/scu/Desktop/8逢甲-教師評鑑辦法960501（講師助理教授３年、副and教５年）.pdf
https://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1&cad=rja&uact=8&ved=0ahUKEwjEwfi5z-LMAhUMvo8KHd3gDL4QFggbMAA&url=http%3A%2F%2Fwww.aca.ntu.edu.tw%2Faca2012%2Fsec%2Fservice%2Fevafree_form%2F%25E5%259C%258B%25E7%25AB%258B%25E8%2587%25BA%25E
http://oaa.ccu.edu.tw/file_law/2015060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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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名稱 評鑑頻率或時間 依職級不同 

清華大學 3～5 年  

台灣師範大學 

民國 100.8.1 前到校之教授、副教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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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dgaa.web.nthu.edu.tw/ezfiles/74/1074/img/360/rule3-2.pdf
https://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2&cad=rja&uact=8&ved=0ahUKEwit_tbI0OLMAhVEMI8KHS4LCH8QFggiMAE&url=http%3A%2F%2Fiweb.ntnu.edu.tw%2Facad%2Flaw%2Fpllaw-051.pdf&usg=AFQjCNEtey3Ej6kmud-imwil_EoX8wXykw&sig2=3eg4oXhafUjwqa1uPnCEH
https://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1&cad=rja&uact=8&ved=0ahUKEwinx7WH0OLMAhVJv48KHX0EDN0QFggbMAA&url=http%3A%2F%2Ftopu.nccu.edu.tw%2FFirst%2Ffile%2Flaw%2F27.pdf&usg=AFQjCNE7QSXN5Br4mZ5nrGdtIDkEOF6AqA&sig2=WrWRUizjqk383tS8PVvm
http://aadm.nctu.edu.tw/action.aspx?id=5304e0a5-ffc1-425e-ae9e-44299bcb86b6
http://www2.nsysu.edu.tw/TDRC/pdf/top1_01.pdf
https://www.google.com.tw/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2&cad=rja&uact=8&ved=0ahUKEwjTh_mX0uLMAhUPTo8KHXIZDFAQFgggMAE&url=https%3A%2F%2Fwww.ntpu.edu.tw%2Fadmin%2Fa4%2Ffiles%2Fa4_profevalue%2F20120627151302.doc&usg=AFQjCNHjRmm9zdNWu2y6VQU8_z8j1v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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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案附件 4 

各教學單位建議之參採說明 
10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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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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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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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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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 

 

單位 意見 參採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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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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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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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意見 參採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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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吳不是教學為導向的大學嗎？但這個草案出

現的動機顯然還是非常在乎研究能量，這樣的不一致提案

單位做何解釋？ 

2. 草案附件裡有東吳與幾所他校研究能量的比

較，但那些比較非常粗糙，根本不具任何意義。比較完全

忽視了各校內部結構之問題，例如，是否該校理工或應用

科系較多？（這會影響研究計畫與論文產出的量與時間）

該校是否規模較龐大或科系較多？（會影響整體的研究

量）另外，東吳教師是否在教學、輔導等事務上就已經耗

盡時間且過勞？（如果研究也是工作義務之一，我們真的

有被給相應、足夠的時間與「空間」去做研究嗎？）草案

沒先行分析問題，以為加重教師工作壓力與負擔就可以提

升研究能量。人一天只有 24 小時，人身也不是鐵打的，

把教師評鑑辦法修惡，這人性嗎？真的有為教師們著想

嗎？ 

3. 要提升研究能量，根本解決之道在降低授課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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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依教師法第 17 條規定，教師有從

事與教學有關之研究、進修之義

務。大學之「教學」與「研究」不

可偏廢，有教學無研究，難以帶動

學術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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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教師評鑑辦法之修訂依法需經校

務會議討論通過後始得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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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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單位 意見 參採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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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有

關「東吳大學教師評鑑辦法修訂案」及「東吳大學新進教

師評鑑辦法草案」之意見，出席委員討論的意見彙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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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依教師法第 17 條規定，教師有從

事與教學有關之研究、進修之義

務。大學之「教學」與「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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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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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而後才有依據討論和評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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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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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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免

接受教師評鑑之資格，因此請確認教師評鑑之目的，並

逐款思考教師得免接受評鑑之條件。 

2.請說明調整專任教師應接受評鑑之年限從五年調整為三

年之原因，並請說明目前各大學辦理教師應接受評鑑之

年限多為幾年，以三年為一期程之學校有哪些。 

3.「東吳大學教師評鑑辦法」附表分項評分標準(草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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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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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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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學

系自訂之評鑑辦法。 

本次教師評鑑辦法修訂案包含校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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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等

通過者三年內可免接受評鑑，其再次接受評鑑的時間為

何，存在不同可能性。例如某位教師 102-1 通過評鑑，103-

1 升等，原本 105-1 應接受評鑑，但因升等通過三年內得

免評鑑，因此 105-1 不必受評。但其下次受評之時間，是

108-1，抑或是其他時間？ 

2.辦法改為三年評鑑一次後，原本五年評鑑一次之教師，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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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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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何時開始適用三年規定，存在有銜接上的問題。例如某

位教師 102-1 通過評鑑，原訂 107-1 接受下次評鑑。辦法

修訂後，是否立即要在 105-1 學年接受評鑑？還是給予緩

衝期？ 

3.評鑑分項評分標準中，教學部分第六項的教師學年度紀

事，建議刪除。理由： 

  (1)該平台使用操作不很便利，資料輸出版面亦欠理想，

做為教師個人檔案管理之用並不方便。此外，學校亦鮮少

由此系統中撈取資料，每次需要填報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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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四大面向，

僅有教學面向要求填寫，其他面向已經沒有要求。 

  (3)填寫之內容質或量難以訂定標準，只要有任意的填寫

即算有所記錄，還是有特定的標準。 

4.服務部分，第八點「參與院系所舉辦的活動」，定義為一

種服務，不太妥當。應該改為「協助辦理」。參加演講、研

討會，應視性質，歸屬於教學、研究或輔導等項目中，給

予適當的加分(目前教學、輔導項目有納入，但研究項目中

尚無參與學術研究類演講或研討會之相關加分事項)。 

5.服務部分建議增列以東吳大學教師名義參與校外專業服

務事項，例如演講、計畫主持/共同主持/協同主持、評審、

審查等，因有助提升東吳能見度與聲望，建議給予適當的

加分。 

6.輔導部分 

(1)第三點提到的「導師學期工作報告」，是怎樣的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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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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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依據現行規定，對教師評鑑之作

業時程說明如下： 

（1）A 教師倘若於 102 學年度接受

教師評鑑並獲過通過，則下一

次評鑑時程應為 107 學年度。 

（2）若 A 教師於 103 學年度第 1 學

期提送升等並獲通過，自其升

等生效日之學期起，五年內可

免接受評鑑。故 A 教師下一次

教師評鑑時程則改為 108 學年

度。 

3.依導師制度實施辦法第 4 條之規

定，導師每學期應填寫輔導工作

報告，紙本保存於學系辦公室，並

於 E 關懷系統輔導登錄。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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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語學院 一、 東吳大學教師評鑑辦法第三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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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第二款或第五款規定者，由人事室逕行查

核後，可免接受評鑑。 

建議：應向學系提出申請之時間點，建議明訂，例如：每

年 10 月 1 日前（與受評教師初評時間相同）。另外，

如新進教師有符合專任教師免評之條件，是否也可

比照辦理？如果是，建議加上「新進教師如有符合

1.教師獲得免評資格的時間點不

一，因此不一定要特別訂定教師

申請免評的日期。只要教師已具

備免評資格，應可隨時提出申請。 

2.已參採建議，於教師評鑑辦法擬

修訂條文第 9 條，明訂「各級教

評會審議教師評鑑結果如作成

「不通過」之決議，應再送上一級

教評會進行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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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教師評鑑辦法第三條之免評規定，從其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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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行政單位應給予協助，

並自該評鑑學年起算滿三年時進行再評。」 

建議：教師評鑑不通過者，按照現行辦法不需要再往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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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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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教師評鑑辦法修訂案通過後，人

事室將規劃評鑑相關系統或表

單，以利各級教評會進行審議。 

5.已參採建議，不另訂新聘教師之

評鑑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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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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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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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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德文系 一、 新制度評鑑項目「服務」及「輔導」為逐項加分

制度，若教師採計之評鑑年度中曾休假或留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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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研究」之「學術研究發表」建議增加： 

（十三）翻譯重要作品並出版，其重要性由系教評會

認定。 

1.已參採建議，於教師評鑑辦法擬

修訂條文第 2 條第 2 項明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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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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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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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most.gov.tw/hum/ch/detail?article_uid=fa08ac7e

-faf2-4156-a1be-f0eb2bac15ed&menu_id=a4dec59b-5e82-

48d9-b398-

cd93754aefd0&content_type=F&view_mode=listView( 網頁

更新日期：2015/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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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學院 東吳大學教師評鑑辦法修訂案 

第三條 

因大學老師主要工作內容為教學與研究，此兩項目比重就

佔 70%。 

建議：新增「六、曾擔任相當於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主持

人十二次以上，且曾獲本校教學優良教師獎勵五次以

上。」，鼓勵教學研究都非常優秀的老師。次數可以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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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已調整各項教師免評的資格條

件，並增列教師獲教學獎勵得免

接受評鑑之標準。 

2.茲因考量未通過評鑑者，恐無法

於次一年度累積應有之事蹟，且

不易訂定其審查標準，故維持未

通過評鑑者，自該學年起算滿三

年時進行再評。 

https://www.most.gov.tw/hum/ch/detail?article_uid=fa08ac7e-faf2-4156-a1be-f0eb2bac15ed&menu_id=a4dec59b-5e82-48d9-b398-cd93754aefd0&content_type=F&view_mode=listView
https://www.most.gov.tw/hum/ch/detail?article_uid=fa08ac7e-faf2-4156-a1be-f0eb2bac15ed&menu_id=a4dec59b-5e82-48d9-b398-cd93754aefd0&content_type=F&view_mode=listView
https://www.most.gov.tw/hum/ch/detail?article_uid=fa08ac7e-faf2-4156-a1be-f0eb2bac15ed&menu_id=a4dec59b-5e82-48d9-b398-cd93754aefd0&content_type=F&view_mode=listView
https://www.most.gov.tw/hum/ch/detail?article_uid=fa08ac7e-faf2-4156-a1be-f0eb2bac15ed&menu_id=a4dec59b-5e82-48d9-b398-cd93754aefd0&content_type=F&view_mode=list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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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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由:人事室是否有試算過東吳老師在草案下的得分？

僅研究一項是否會有不少老師面臨解聘的威脅？可能

也包括教學不錯，吸引學生的老師。限期發表論文，對

東吳以教學為主，且學生學費佔收入大宗的情況下，有

違比例原則，且恐影響學生受教與學習。東吳目前招生

尚可，如果教師被迫將研究放第一順位，會不會影響招

生？學校應有人負責(為了溝通，應該讓老師們知道條

文是誰草擬的，否則就落到提案者負全責。人事室提

案？或是人事室主任提案？)說明研究項目配分設計用

意何在？對學校整體影響為何？(又 助理教授論文數/

單位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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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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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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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已參採建議，於教師評鑑辦法擬

修訂條文第 14條新增修訂辦法之

施行時點，及已聘任專任教師之

適用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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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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2C0377ABB8CBDE3&sms=7947BFBC4B622A7D&s=C0

FC70B465A90C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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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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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 

 

單位 意見 參採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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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刊，這個部分

沒有列入，顯然對於法律學系不甚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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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計系 謝永明主任： 

原教師評鑑辦法規定：已年滿六十歲或於本校擔任專任教

師滿二十五年，可以免再評鑑。 

而新修改之辦法修訂為只有年滿六十二歲之專任教師才

可免評鑑，這對原已經符合該條件之教師，其權利將有傷

害。是否應有相對補救或補償之相關規定？ 

 

高立翰老師： 

1. 新進教師是否應每年接受評鑑，因新進人員無法立即有

輔導與服務表現。 

2. 評鑑年數由五年減少為三年，增加許多作業準備之負

擔。 

3. 附件三加分標準，不應以學生課堂反應問卷為評鑑要

件。 

4. 教學、服務及輔導的其他加分項目，若需以系教評會決

定，是否會有不斷開會增加的現象？  

5. 附件三研究部分建議應列入子計畫共同主持人。 

6. 附件三服務及輔導的評分標準中，是否僅採正面表列，

未列入但仍屬服務的項目如何計算？應以基本分數為

主再往上加較為合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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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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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另訂新聘教師之

評鑑辦法。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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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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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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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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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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開始就以東吳大學的研究能量逐漸下降為理由，企圖通

過這一個具有爭議的修訂案。東吳大學自我標榜為教學

型大學，現在卻以教師的研究表現作為爭論點，人事室

的說法充滿矛盾。 

2. 教育部評鑑系所是每五年一次，為何「東吳大學教師評

鑑辦法修訂案」改為每三年就要評鑑教師? 請提出合理

的解釋。 

3. 校長是所有教師的表率，更應該以身作則。建議即使曾

擔任過本校校長之教師亦須要接受評鑑。 

4. 教師免評鑑由 60 歲改為 62 歲，並刪除服務滿 25 年免

評之規定，本系認為沒有必要。仍然宜保留原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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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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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評鑑年限由 5 學年改為 3 學

年，調整教師屆齡退休前三年得

免接受教師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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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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進

專任教師前三學年應接受二次教師評鑑並通過。(楊欣

哲教授) 

2. 第三條中曾擔任相當於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主持人十

二次以上，以及已年滿六十歲或於本校擔任專任教師滿

二十五年，應保留。(楊欣哲教授) 

3. 研究部分應考慮如獲研究傑出與研究優良(東吳大學學

術研究優秀人才獎勵辦法)應酌情加分，以及獲二次研

究傑出或四次研究優良則得免接受評鑑。(楊欣哲教授)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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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配合評鑑年限由 5 學年改為 3 學

年，調整教師屆齡退休前三年得

免接受教師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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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案附件 2 

 

各大學 106 學年度預計開學日程表: 

學校 第一學期開學日 第二學期開學日 

銘傳 9/18(一) 2/26(一) 

淡江 9/18(一) 2/26(一) 

文化 9/18(一) 2/21(三) 

大同 9/18(一) 2/22(四) 

世新 9/11(一) 2/22(四) 

實踐 9/11(一) 2/22(四) 

北醫 9/11(一) 2/26(一) 

逢甲 9/15(五) 2/27(二) 

高師大 9/11(一) 2/22(四) 

台大 9/11(一) 2/26(一) 

政治 9/11(一) 2/26(一) 

清華 9/11(一) 2/22(四) 

交大 9/11(一) 2/22(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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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案附件 1 

「東吳大學全英語學分學程暨學群課程補助辦法」草案 
建 議 條 文 說   明 

第 一 條  

為提升本校國際化，培養學生國際視野並增進競爭力，鼓勵

各開課單位以全英語授課方式開設學分學程或學群課程，特

訂定本辦法。 

說明本辦法訂定

目的 

第 二 條  

本辦法補助範圍：  

一、全英語學分學程：經符合「東吳大學跨領域學程設置辦

法」開設之全英語學分學程。 

二、學院、國際處提出至少20學分之全英語學群。 

為推動全英語學

分學程，提升學生

英語之學習機會，

明訂全英語課程

補助範圍 

第 三 條   

本辦法補助標準：  

每一學分學程或學群每年申請補助以20學分為上限，且每年

補助40萬元業務費，補助以二年為限，二年期滿進行檢討。 

獲本辦法補助之全英語課程，不得再申請其他補助。 

明訂全英語授課

補助標準，另對推

動全英語學分學

程之單位，給予更

彈性之經費補助

運用。 

第 四 條   

擬申請補助之課程應提具下列文件，經相關會議核定。 

一、全英語授課申請表 

二、當年度英語授課計劃 

三、英語授課教材及其他相關輔助教學資料 

全英語學群：由院課程委員會或共通教育委員會審議，經專

案小組審查，送校課程委員會核定，教務會議備查。 

學院開設之學分學程課程：由學程課程委員會、院課程委員

會審議，經專案小組審查，送校課程委員會核定，教務會議

備查。 

國際處開設之學分學程課程：由學程課程委員會審議，經專

案小組審查，送校課程委員會核定，教務會議備查。 

經核定通過之課程於續開時，免再依前項規定提送審議；惟

續開之全英語授課課程如有授課教師異動，仍須依前項規定

重新申請送審。 

規範全英語課程

需提交審議之文

件及審議程序 

第 五 條   

專案小組由副校長、教務長、學術交流長及校外委員 2 人組

成，校外委員由副校長提名，簽請校長核聘，召集人由副校

長兼任之。專案小組每學期至少開會一次，必要時得由召集

人召開臨時會議。 

規範專案小組組

成之成員 



 

73 

 

 

 

建 議 條 文 說   明 

第 六 條   

專案小組審查內容如下： 

一、審議全英語課程之教學目標、課程設計及師資。 

二、定期檢討全英語授課課程。 

三、規劃全英語課程之課堂反應問卷內容。 

明訂專案小組審

查英語課程之相

關內容 

第 七 條   

教師以全英語方式授課，其教材應採用英文書籍，授課、研

討及成績評量皆採用英語方式為之。 

明訂全英語授課

之相關規範 

第 八 條   

獲本辦法補助之教師，應於學期結束後一個月內提供授課經

驗及建議事項，送專案小組作為本校推動英語授課規劃之參

考，並參加每學年舉辦之全英語授課工作坊、教學成果分享

會等研習活動。 

國際處得於全英語授課教師中遴選若干名教師，於暑假期間

研習有關提升教師英語教學之方法與策略，結束後擔任全英

語授課工作坊之種子教師。 

明訂受補助教師

學期結束提供資

料及需參與之相

關活動 

 

第 九 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施行，修正時

亦同。 

本辦法需通過之

程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