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吳大學 110學年度第 12次（111年 2月 14日）行政會議紀錄 

（111年 3月 7日，經 110學年度第 13次行政會議確認） 

時間︰111年 2月 14日（星期一）下午 1時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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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保城副校長（華語教學中心主任）、詹乾隆教務長(國際商管學程主任)、 

李坤璋學務長、王淑芳總務長(社會資源長)、王志傑研發長(教學資源中心主任)、 

蕭宏宜學術交流長、賈凱傑主任秘書、人事室林政鴻主任、會計室洪碧珠主任、 

圖書館李宗禾館長、電算中心鄭為民主任、體育室東方介德主任、推廣部吳吉政主任、 

校牧室黃寬裕主任、 

人文社會學院黃秀端院長、外國語文學院王世和院長、理學院張怡塘院長、法學院鄭冠宇院長、 

商學院阮金祥院長、巨量資料管理學院許晉雄院長 

列席︰中文系侯淑娟主任、歷史系盧令北主任、政治系蔡秀涓主任、社會系周怡君主任(人權學程主任)、 

英文系蔡佳瑾主任、德文系陳姿君主任、語言教學中心劉凱莉主任、 

化學系呂世伊主任(謝伊婷副教授代)、心理系張建妤主任、國貿系梁恕主任、財精系詹芳書主任、 

資管系朱蕙君主任、商學進修班沈大白主任、資料科學系葉向原主任、 

校長室王玉梅專門委員、陳秀珍專門委員、莊媖琁專門委員、蔡志賢專門委員、 

副校長室王蓉貞專門委員、 

學生議會劉恩圻議長 

紀錄︰魏嘉慧秘書 

壹、宣布開會 

貳、確定議程：確認 

參、主席致詞： 

介紹新任商學院阮金祥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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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參閱第 6-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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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行政及學術單位業務報告： 

詹乾隆教務長 

一、本週末至下週末是本校碩士班與碩士在職專班口試、筆試的時間，請各學院系務

必主動與學生多做聯繫。雖然今年報考人數跟去年差不多，但是招生大環境越來

越困難，希望各院系能夠積極主動，將報考優秀學生全都招募進來。 

二、110學年度第二學期教師上傳授課大綱，於 1月 14日截止，截至今天還有 30科

尚未上傳資料，由於第二學期將自下禮拜開始上課，請學院系務必幫忙請老師儘

快上傳課程資料。另，目前仍有 3科次尚未上傳成績，因會影響到學生學系排名，

再請各學院系幫忙催促提醒老師儘快完成資料上傳。 

李坤璋學務長 

一、 有關第三哩百人單車環島活動，學務處工作團隊本週末利用 3天的時間已經完成

路線場勘。今年單車環島舉辦時間訂於 3月 26日校慶當天出發，4 月 5日返回，

配合慶祝單車環島十周年及學校目前推動發展的 SDGs 主軸，包括人文關懷、關

懷弱勢及相關的環保議題。其中比較大的特色是結合雲林縣社會處，安排學生參

觀縣府，瞭解雲林縣推動 SDGs 的相關成果。3 月 26 日至 4 月 5 日活動期間，

如果各位師長有興趣的話，歡迎共襄盛舉一起參與活動。 

二、 王董事長於去年底指示設立畢業生留學獎學金，學務處將與社資處共同合作，這

兩天已進一步確認補助對象為應屆畢業生及畢業後五年內的校友，感謝王董事長

設置獎學金，學務處將研擬具體的補助辦法後另行公告。 

電算中心鄭為民主任 

人會總系統預計明天將有一項新功能上線，主要是因很多師長執行研究計畫時，可能

會因為工作繁忙，無法處理很多細項的核銷，所以將所有計畫案下聘任人員轉入系統，

屆時，計畫主持人即可透過權限設定，挑選計畫案下所聘任的助理，協助進行相關核

銷作業。 

董保城副校長 

一、年前本校城中校區 5211 教室於 1 月 16 日提供校外單位借用場地，1 月 19 日接

獲台北市衛生局通知有新冠肺炎個案足跡一案，1 月 20 日下午再接獲通知新增

一位校外人士確診。雖確診者皆為校外人士，但為確保本校師生安全，經與台北

市黃珊珊副市長聯繫後，台北市衛生局非常有效率的派遣兩部行動採檢巴士至城

中校區籃球場旁，協助城中校區師生免費採檢。另，於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和平院

區成立「東吳專案」免費篩檢服務，總計篩檢 2,216人，檢測結果全數陰性。非

常感謝臺北市政府的快速進駐安排採檢。整個過程中，學務長、健諮中心姚主任

及護理師們，穿梭在排隊檢測的學生隊伍中，兩三天的時間完成 2千多人的篩檢，

工作強度非常高，真的非常辛苦，特別在此感謝學務長、健諮中心姚主任、護理

師及教官室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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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因最近天氣忽冷忽熱，各位師長雖然年輕，但仍需留意突發的疾病，不可不防。

校長非常關心各位，特別邀請台大醫學院名譽教授高明見博士，於 3月 7日行政

會議時進行 20 分鐘的專題演講，高博士是國內外腦中風疾病的權威，利用 AI技

術進行腦中風疾病的快篩，當天演講結束後另安排工作團隊攜帶設備來進行免費

的 AI 快篩檢測，因為快篩名額有限，請有意願的師長事先登記報名，屆時師長

依序個別至 B013 研討室進行檢測，請秘書室寄發下次行政會議資料時，預先告

知 AI 快篩檢測資訊並請事先登記，俾便高博士工作團隊準備設備及安排工作人

員。 

 校長指示：上學期末發生城中校區新冠肺炎個案足跡的意外事件，讓指揮官

董副校長、學務處、總務處、健諮中心、校安中心忙碌許久，非常感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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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提案討論： 

案由：請討論東吳大學教師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處理原則修正案。 

提案人：人事室林政鴻主任 

說明： 

一、配合教育部 110 年 8 月 25 日新修正專科以上學校教師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處

理原則辦理。 

二、本次修正重點說明如下： 

(一) 修正東吳大學教師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處理原則名稱。 

(二) 明定本校受理檢舉或經教評會審查教師資格發現教師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

定時之審理單位。 

(三) 明定審理單位應先籌組由學術倫理及涉案著作所屬領域等專家學者組成之

專案小組，進行專業判斷。 

(四) 明定處理教師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時應迴避對象。 

(五) 明定審理單位及專案小組之審理程序。 

(六) 明定教師經審議確定違反送審資格規定之後續處理程序。 

(七) 配合「專科以上學校教師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處理原則」第 2 條規定增列

本校校內處分。 

三、檢附東吳大學教師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處理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附件 1)、原

條文(附件 2)、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附件 3)及專科以上學校教師違反

送審教師資格規定處理原則(附件 4)，敬請討論。 

決議：本案擱置(請人事室將相關資料提供董副校長評估是否須經校務會議審議)。 

柒、臨時動議：無 

捌、散會（下午 1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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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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討論「東吳大學財產

管理辦法」修正案。 

修正後通過(依董副校長意

見補充財產折舊年限表)。 

依決議執行，待會議紀錄確認後，

將簽請校長發布施行。 

 

 

 

 

 

回紀錄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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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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學年度第 12 次行政會議決議（定）事項管制案 

執行情形彙整表 

編號 決議（定）事項 
承辦 

單位 
執行情形 擬辦 

行政會議決議事項 

一 

電子化系統更新進度 

【105 學年度第 15 次行政會議校長口頭

指示，每月管制 1 次】 

電算中心 請詳參頁 7。 
擬予繼

續管制 

二 

建置東吳大學公開資訊平台。 

【109/7/13 一級主管午餐會議討論之單

位追蹤事項，校長口頭指示改列為「行政

會議報告案」，定期追蹤執行進度】 

校務資料

分析中心 

東吳大學公開資訊平台進度報告

請詳參頁 8。 

擬予繼

續管制 

三 

計畫實施第二個第二專長課程計畫 

【109/7/13 一級主管午餐會議討論之單

位追蹤事項，校長口頭指示改列為「行政

會議報告案」，定期追蹤執行進度】 

教務處 
「計畫實施第二個第二專長課程

計畫」進度報告請詳參頁 9。 

擬予繼

續管制 

 

 

 

 

 

回紀錄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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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組管制事項開發進度表(111/01) 

人事會計總務校發問題處理與系統進度 

1. 8 月起，系統各項功能陸續開放使用。系統組同仁 9 月份持續於雙溪 A215 辦公室與天

方駐點工程師一同協助解決各單位同仁使用上的問題。 

2. 自九月中起，每週一固定與董副校長、中心主任召開專案討論會議，討論每週需要追蹤

決議的事項。 

3. 未來每週三，電算中心將與天方公司一同檢視問題單系統之所有問題，若有需要提出由

校方決議之事項，亦會提出，由隔週一專案會議討論後決議。 

4. 完成預算權限控管之設定功能以及核心檢核資料權限功能上線，未來單位預算將由單位

主管或計畫主持人進行控管與設定。 

5. 預計於 111 年 2 月起，於新系統開始於新系統進行聘任作業。相關作業時間為：12/29

完成專兼任計畫人員聘任功能修正，1/5 產生薪資清冊，1/10 拋轉傳票到會計室，1 月

中旬完成教育訓練，1/20 確認傳票核銷。 

6. 預計 2/15 將所有計畫案下聘任人員轉入系統，屆時，計畫主持人即可透過全縣設定，

挑選計畫案下所聘任的助理，協助進行相關核銷作業。 

7. 新系統上，有許多使用不習慣或系統不周全之處，還請同仁海涵見諒，並請踴躍提供各

項寶貴意見，或至【問題單管理系統】提出問題。問題處理完成並經電算中心確認後，

系統亦將同步發送通知，屆時再請提問人，協助進行確認與結案。 

 

 

 

 

 

回紀錄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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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吳大學公開資訊平台進度報告 

一、 目前進度：配合校內 Google Workspace(G Suite)使用服務規則與縮減雲端用量政策，陸續

針對第二期校務類模組進行資料備援至最新年度，並以近三年度資料為主。 

二、平台第一期學生類模組及第二期校務類模組已公開（網址：

https://sites.google.com/gm.scu.edu.tw/suodp/），並附有操作手冊及意見回饋區，敬請師長撥冗試

用、提供意見。 

 

 

 

 

 

回紀錄首頁 

 

 

 

  

https://sites.google.com/gm.scu.edu.tw/suo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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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實施第二個第二專長課程計畫」進度報告 

一、統計 110學年度第二專長登記人數截至 110年 12 月 31日共計 1,867人登記，相關資料業

已轉送院系存參，並請院系在第 2學期選課期間，積極輔導並鼓勵學生修讀第二專長跨域

課程。 

二、擬定 111 年 2 月 15 日上午 9：00～16：00 為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二專長課程專屬網路

選課時間，相關資訊業已公告學生知悉。 

三、另安排共通科目即時選課時段及開學後各選課階段，學生都能自由登記選修第二專長所開

設之課程。 

 

 

 

 

 

回紀錄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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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三 —各行政及學術單位業務報告：（各單位工作報告請參閱秘書室網頁） 

王志傑研發長 

一、科技部 111 年度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案，本校共計提出 186件申請案（其中，128件為一般

型專題研究計畫、35件為新進人員專題研究計畫、1件為隨到隨審專題研究計畫、4件為

學術性專書寫作計畫、11件為優秀年輕學者研究計畫、2件為新秀學者研究計畫及 5件鼓

勵女性從事科學及技術研究專案計畫）。109學年同期為 178件，成長約 4 %。 

二、科技部 111年度大專學生研究計畫案： 

(一)自即日起受理申請，請各學系提醒有意申請之指導教師、學生及早作業，並協助檢覈

申請資料，本校線上申請截止日期為 111年 2月 21日上午 9:00。 

(二)提醒事項： 

(1)學生上傳之歷年成績須有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之成績，並蓋有註冊課務組之證明

章戳。 

(2)請留意申請時程，並請儘早作業，以避免科技部系統屆臨申請期限時之壅塞情形。 
 

 

 

 

 

回紀錄首頁 

 

 

 

  

http://www.scu.edu.tw/secretry/SECRT/1110210report.pdf


11 

 

案由附件 1 

 

 

東吳大學教師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處理原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擬 修 訂 條 文 原 條 文 說 明 

辦法名稱 

東吳大學教師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

定處理辦法 

辦法名稱 

東吳大學教師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

定處理原則 

修正辦法名稱。 

第一條 

為公正處理本校教師違反送審

教師資格規定，依據「專科以上學

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以下簡稱

審定辦法）及「專科以上學校教師

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處理原則」

（以下簡稱處理原則）訂定本辦

法。 

 

第一條 

本原則依教育部訂頒之「專科

以上學校教師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

定處理原則」第三點規定訂定之。 

敘明本辦法法源依據。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違反送審教師資格

規定，指送審人有下列情事之一者： 

一、審定辦法第四十三條第一項第

一款規定情事： 

（一）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登載

不實：係指涉及評審事項

之部分，不包括身分資料

誤繕或其他類此之顯然錯

誤者。 

（二）合著人證明登載不實。 

（三）代表作未確實填載為合著

及繳交合著人證明。 

（四）未適當引註：援用他人研究

資料或研究成果，未依學

術規範或慣例適當引註，

其未引註部分尚非該著作

之核心，或不足以對其原

創性造成誤導。 

（五）未經註明授權而重複發表：

指將同一或其學術成果之

重要部分刊載於不同期刊

或書籍，且未註明或未經

授權。 

（六）未註明其部分內容為已發

表之成果或著作：指使用

先前自己已發表論著之內

第二條 

本原則所稱違反送審教師資格

規定，指送審人有下列情形之一： 

一、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合著人證

明故意登載不實、代表著作未

確實填載為合著及繳交合著人

證明。 

二、著作、作品、展演及技術報告有

抄襲、剽竊或其他舞弊情事。 

三、學、經歷證件、成就證明、專門

著作已為刊物接受將定期發表

之證明、合著人證明為偽造、變

造。 

四、其他違反學術倫理情事。 

五、送審人或經由他人有請託、關

說、利誘、威脅或其他干擾審查

人或審查程序情節嚴重。 

依據處理原則第 3 點規

定，詳細引述教師違反

審定辦法第 43 條第 1

項及第 39 條第 2 項之

各項態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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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段落或研究成果，而未

註明或列於參考文獻。 

（七）其他違反學術倫理情事：其

他經審議後認定有前六目

以外之違反學術倫理情

事。 

二、審定辦法第四十三條第一項第

二款規定情事： 

（一）抄襲：指使用他人之研究資

料、著作或成果，未註明出

處。註明出處不當，情節嚴

重者，以抄襲論。 

（二）造假：指偽造、虛構不存在

之研究資料、過程或成果。 

（三）變造：指擅自變更研究資

料、過程或成果。 

（四）舞弊：指以欺詐、矇騙或其

他不正方式取得或呈現之

研究資料或成果。 

三、審定辦法第四十三條第一項第

三款規定情事： 

（一）偽造、變造學歷、經歷證件、

成就證明、專門著作已為

刊物接受將定期發表之證

明或合著人證明。 

（二）以違法或不當手段影響論

文之審查：指除審定辦法

第三十九條第二項者外，

以違法或不當手段影響送

審著作之審查。 

四、審定辦法第三十九條第二項規

定情事：送審人或經由他人請

託、關說、利誘、威脅或其他干

擾審查人或審查程序，情節嚴

重。 

 

第三條 

本校對於具名及具體舉發涉及

前條規定情事之案件，應即進入處

理程序。所稱之舉發，包括經檢舉

或審查時發現。 

送審人經指陳涉及第二條各款

情事之一者，不得撤回資格審查

案。 

（新增條文） 一、敘明教師違反送審

教師資格規定案件

之舉發，包括檢舉

及審查時發現。本

項內容為處理原則

第 7 點第 1 項及第

2 項規定。 

二、明定送審教師經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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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涉及第 2 條各款

情事之一時，不得

主張撤回資格審查

案。本項內容為處

理原則第 9 點第 2

項規定。 

 

第四條 

檢舉人檢舉時，應使用真實姓

名向人事室提出檢舉書，並附具身

分證明文件字號、服務或就學之單

位與職稱、住居所及聯絡電話，並

具體指陳對象、內容及檢附證據資

料。委任代理人代為申請調查者，

應檢附委任書，並載明其姓名、身

分證明文件字號、住居所、聯絡電

話。 
未具名而具體指陳違反審定辦

法規定之情形，依第五條規定由校

教評會審議是否受理。 

 

（新增條文） 依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3

項規定，明定檢舉教師

違反送審教師資格之檢

舉書應包含之內容。 

第五條 

人事室於接獲檢舉書後，應於

二十日內提校教評會審議是否受

理，並依檢舉案件性質及送審人送

審教師資格案件之審查過程或結

果，指定擔任審理單位之教評會，

負責處理檢舉案件。 

教師違反送審教師資格案之舉

發，如係經由審查時發現者，應由

審理中之教評會擔任審理單位，負

責處理舉發案件。 

 

第三條 

本校教師於教師資格送審期

間，經發現有第二條所列情事者，

應由審查中之教評會調查處理。於

教師資格送審作業結束後，經發現

有第二條所列情事者，應由校教評

會調查處理。 

 

 

 

一、條次變更。 

二、明定本校受理檢舉

或於教評會審理中

發現教師有違反規

定時之審理單位。 

第六條 

審理單位應籌組由學術倫理及

涉案著作所屬領域等專家學者三至

五人組成之專案小組，進行專業判

斷。小組召集人由審理單位之召集

人擔任之。 

專案小組應於接獲檢舉之日起

四個月內作成調查結果報告及具體

處理建議，逐級送教評會審議。遇

有案情複雜、窒礙難行及寒、暑假

之情形時，其處理期間得延長二個

月，並應通知檢舉人及送審人；對

（新增條文） 

 

一、明定審理單位應先

籌組由學術倫理及

涉案著作所屬領域

等專家學者 3-5 人

組成專案小組，進

行專業判斷，並明

定由審理單位之召

集人擔任專案小組

召集人。 

二、明定專案小組及各

級教評會之作業時

程。本條文第 2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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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送審人有第二條第四款所定情事

時，應依第十條規定處理。 

校教評會審議後十日內，應將

處理結果及理由以書面通知檢舉人

及送審人，但檢舉人非案件之利害

關係人時，得僅告知案件處理情

形。並載明申訴之期限及受理單

位。 

 

內容為處理原則第

14 點第 1 項規定；

第 3 項內容為處理

原則第 14 點第 2

項規定。 

 

第七條 

審理單位成員、原審查人及相

關專家學者，與送審人有下列關係

之一者，應主動告知審理單位並自

行迴避： 

一、現有或曾有指導博士、碩士學

位論文之師生關係。 

二、配偶、前配偶、四親等內之血

親或三親等內之姻親，或曾有

此關係。 

三、近三年發表論文或研究成果之

共同參與研究者或共同著作

人。 

四、審查該案件時共同執行研究計

畫。 

五、現為或曾為該案件之代理人或

輔佐人。 

檢舉人不得為審議決定會議之

委員。 

被檢舉人得申請下列人員迴

避： 

一、 有前項所定之情形而不自

行迴避者。 

二、 有具體事證足認其執行職

務有偏頗之虞者。 
相關人員有第一項所定之情形

而未自行迴避，或其執行職務有偏

頗之虞者，審理單位應依職權命其

迴避。 

 

第四條 

有關教師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

定之各項處理程序、迴避原則、懲

處條款等，依「專科以上學校教師

資格審定辦法」及「專科以上學校

教師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處理原

則」之規定辦理。 

 

 

 

一、條次變更。 

二、明定處理教師違反

送審教師資格審件

時，各種應迴避之

規定。本條文內容

為處理原則第 11

點之規定。 

 

第八條 

送審人涉及第二條第一款至第

三款情事時，審理單位應限期請送

審人針對檢舉內容，提出書面答

辯，並依下列程序辦理： 

一、第二條第三款第一目：由審理

（新增條文） 

 
 
 
 
 

明定審理單位及專案小

組之審理程序。本條文

內容為審理原則第 12

點之規定，本校另增加

第 1 項第 4 款，明定送

審教師資格案件尚未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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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向相關單位查證並認定

之；必要時，得檢送相關事證

及答辯書送原審查人審查。 

二、前目以外之情事：審理單位檢

送相關事證及答辯書，送原審

查人審查。 

三、前二款原審查人無法或拒絕審

查、未依限提供評審意見、或

經審理單位認定審查意見顯有

疑義或矛盾者，應補送案件所

屬學術領域學者專家審查，且

須補送至與原審查人數相同。 

四、送審教師資格案件尚未進入外

審審查階段者，應送請案件所

屬學術領域學者專家三人審

查。 

專案小組依據審查人及學者專

家所提評審意見，綜合判斷後，提

出調查報告，經審理單位通過後，

逐級送校教評會審議決定。 

專案小組審議時，遇有判斷困

難之情事，得列舉待澄清之事項，

再加送一名至三名相關學者專家審

查或為專業鑑定，以為核對。 

教評會對於專業意見，除能提

出具有專業學術依據之具體理由，

動搖該專業審查之可信度及正確性

外，應尊重其判斷，不得僅以投票

方式作成否決。 

 

 
 
 
 
 
 
 

入外審階段時，如遭舉

發，其後續之作業規

定。 

 

第九條 

送審人經審議確定有第二條第

一款至第三款所定情事之一者，不

通過其資格審定；已通過者，應撤

銷該等級起之教師資格。 

前項案件應自審議確定之日

起，依審定辦法第四十三條規定及

處理原則第四點之裁量原則，不受

理其教師資格審定之申請。 

前二項之審議程序及處置結

果，應報教育部備查。經教育部備

查後，如其不受理期間為五年以上

者，應函知各大專校院，並副知教

育部，且不因送審人提出申訴、訴

願或行政爭訟而停止執行。 

（新增條文） 明定教師經審議確定違

反教師送審資格規定

時，其後續之處理作

業。其中第 1 項內容為

處理原則第 4 點第 1 項

之規定；第 2 項內容為

處理原則第 4 點第 2 項

之規定；第 3 項內容為

處理原則第 15 點之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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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條 

本校於受理教師資格審查案件

期間，發現送審人有第二條第四款

所定情事時，應與受到干擾之審查

人取得聯繫、作成通聯紀錄，並通

知送審人陳述意見後，經校教評會

召集人再與該審查人查證，提校教

評會審議。校教評會審議屬實者，

應即停止其資格審查程序，並通知

送審人自通知日起二年內不受理其

教師資格之申請，並報教育部備

查。 

 

（新增條文） 一、明定教師違反審定

辦法第 39 條第 2

項規定時之處理程

序。 

二、本條文內容為處理

原則第 13 點第 1

項之規定。 

第十一條 

送審人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

經查證屬實者，除應依前二條規定

辦理外，校教評會審議決定時，應

另依情節輕重決議為下列一款或數

款之處置： 

一、一定期間內不得在校外兼職或

兼課。 

二、一定期間內不得申請休假或留

職帶薪。 

三、一定期間內不得晉薪。 

四、依教師法相關規定予以解聘、

不續聘、停聘。 

 

（新增條文） 配合處理原則第 2 點第

2 項規定，增列本校校

內處分。 

第十二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依相關法令

之規定辦理。 

 

（新增條文） 新增條文。由於教師違

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之

相關法令繁瑣，本辦法

僅能敘明重要規則及處

理程序，故明定處理時

如有未盡事宜，應依相

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第十三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報

請校長發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第五條 

本原則經校長核定後實施，修

正時亦同。 

條次變更及調整本辦法

修正之程序。 

 

 

 

 

回紀錄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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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附件 2 

 

東吳大學教師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處理原則 
 

98年12月1日核定實施 

102年1月11日修正實施 

106年10月25日修正實施 

 
第  一  條  本原則依教育部訂頒之「專科以上學校教師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處理原則」

第三點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原則所稱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指送審人有下列情形之一： 

一、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合著人證明故意登載不實、代表著作未確實填載為合

著及繳交合著人證明。 

二、著作、作品、展演及技術報告有抄襲、剽竊或其他舞弊情事。 

三、學、經歷證件、成就證明、專門著作已為刊物接受將定期發表之證明、合著

人證明為偽造、變造。 

四、其他違反學術倫理情事。 

五、送審人或經由他人有請託、關說、利誘、威脅或其他干擾審查人或審查程序

情節嚴重。  

 
第  三  條  本校教師於教師資格送審期間，經發現有第二條所列情事者，應由審查中之教評

會調查處理。於教師資格送審作業結束後，經發現有第二條所列情事者，應由校

教評會調查處理。  

 
第  四  條  有關教師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之各項處理程序、迴避原則、懲處條款等，依

「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及「專科以上學校教師違反送審教師資格

規定處理原則」之規定辦理。 

 

第  五  條  本原則經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回紀錄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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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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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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