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立中正大學教師評審委員會第 298 次會議紀錄(簡要版)
時間：101 年 12 月 4 日上午 9 時 0 分
地點：本校行政大樓 3 樓會議室 C
主席：黃教務長柏農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記錄：何淑芳

壹、宣讀第 297 次會議紀錄
決定：
一、修正後備查。
二、提案討論四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第 12 條修正案，決議修正如下：
(一)第十二條第二項第二目修正為「…否則即應尊重其判斷，惟就著作外審審查結果
以外之計畫、教學、服務及輔導成績…」。
(二)A2「計畫、獎項及其他學術成績」、「教學」、「服務及輔導」，不送外審。
參、報告事項
報告一
提案單位：相關學院及所屬系所
案由：新聘教師案（兼任教師名冊如附件 P，第 1 頁；提聘案相關資料陳列於會場供參）
，提
請報告。
一、中文系擬聘吳慧貞女士為兼任助理教授，聘期自校長核定後之實際任教日起至 102 年
7 月 31 日止（如附件 1，第 1-1 頁）。
決定：備查，並行文其任職學校及副知當事人，俟商得其任職學校同意後始核發正式
聘書及授課鐘點費。
二、中文系擬聘劉志宏先生為兼任講師，聘期自校長核定後之實際任教日起至 102 年 7 月
31 日止（如附件 2，第 2-1 頁）
。
決定：備查。
三、中文系擬聘林俊臣先生為兼任講師，聘期自校長核定後之實際任教日起至 102 年 1 月
31 日止（如附件 3，第 3-1 頁）。
決定：備查。
四、電機系擬聘李俊宏先生為兼任副教授，聘期自 102 年 2 月 1 日起至 102 年 7 月 31 日止
（如附件 4，第 4-1 頁）。
決定：備查，並行文其任職學校及副知當事人，俟商得其任職學校同意後始核發正式
聘書及授課鐘點費。
五、經濟系擬聘鄒逸錚女士為兼任講師，聘期自 102 年 2 月 1 日起至 102 年 7 月 31 日止（如
附件 5，第 5-1 頁）。
決定：備查。
報告二
提案單位：文學院、中文系
案由：中文系擬延攬彭林教授為本校客座教授案（如附件 6，第 6-1 頁）
，提請報告。
決定：備查。
報告三
提案單位：教育學院、課程所
案由：課程所擬延攬陳偉凡副教授為本校客座副教授案（如附件 7，第 7-1 頁）
，提請報告。
1

決定：備查。
報告四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有關本校專任教師離職或退休後改聘為兼任或校外合聘教師之聘任程序，提請報告。
說明：
一、茲因本校專任教師於每年 5 月已完成續聘作業，為簡化並明確聘任程序，校內專任教
師離退後改聘為同職級之兼任或校外合聘教師時，聘期應配合學期制，於教師離退簽
核時一併提出，由所屬系(所、中心)簽會學院、人事室、教務處，陳請校長核定後聘
任之。
二、前述專任離退教師如以不同職級聘任為兼任、校外合聘或專案教師時，請依新聘教師
聘任程序辦理。
三、若新聘他機關學校人士為校外合聘教師時，聘期應配合學期制，提經三級教評會審議
通過，陳請校長核定並行文徵詢他機關學校同意後合聘之。
決定：備查，並函請各教學單位配合辦理。
報告五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有關本校新聘專兼任教研人員(含校外合聘、專案、專業技術人員)性侵害犯罪紀錄查
詢程序（如附件 8，第 8-1 頁），提請報告。
說明：
一、茲因應教育部 101 年 10 月 24 日臺人(二)字第 1010177958 號函規定(第 8-1 頁)，為維
護校園安全暨保護個人資料，並使新聘專兼任教研人員性侵害犯罪紀錄查詢程序更臻
明確，爰提本會報告。
二、前述查詢程序說明如下：
(一)系所徵才公告中，應明確告知本校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27 條第 4 項規定，須辦理
性侵害犯罪紀錄查詢。
(二)請系所於擬聘教研人員通過系教評會初審後，檢附擬聘人員之姓名、出生日期及
身分證號等資料，行文教育部核轉查閱有無前述犯罪紀錄。
(三)擬聘人員於通過院教評會複審後，學院於提聘案送交校教評會決審時，應檢附系
所查閱結果。
三、系所於提聘教研人員時，請檢附身分證影本，俾供人事室建立檔案及不適任教師查詢
用；另本校「提聘教師申請單」中「身份證號」欄位刪除，原「出生年、月、日」 欄
位修正為「出生年、月」。此外，為保護個人資料，相關會議議程附件，應避免大量
影印個人資料。
四、檢附修正後教師提聘申請單(第 8-2 頁)。
五、本案通過後，函轉各教學單位配合辦理。
決定：備查。
肆、提案討論
提案二
提案單位：管理學院、經濟系
案由：經濟系林向愷專案研究員續聘案（如附件 10，第 10-1 頁），提請討論。
說明：
一、依本會第 293 次會議決議，本校專案教研人員 2 年聘期屆滿後，應檢附原聘期中之下
列 4 種書面資料，提三級教評會審議通過後，始得續聘：（一）學術著作目錄。（二）
主持國科會計畫。（三）教學意見調查結果。（四）教師評鑑結果（無者免附）。
二、查林專案研究員自 100 年 2 月 1 日起聘，本案業依規定檢附相關資料，並經系、院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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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會審議通過（第 10-1 頁）。
三、為配合本校教師續聘及評鑑作業辦理時程，專案計畫書計畫期限建請修正為 102 年 2
月 1 日至 103 年 7 月 31 日合計 1.5 年；嗣後計畫期限請配合學年度，每次最長不超過
2 年。
四、管院 101 學年度第 2 學期可聘用教師餘額為 3.95 名(第 P-2 頁)。
決議：通過，並請依說明三辦理。
提案三
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由：101 學年度「國立中正大學傑出研究獎」各學院推薦人選資料（如附件，第 1 頁），
提請討論。
決議：
一、經投票表決結果，由化工系郭勇志教授獲本校 101 學年度傑出研究獎。
二、為考量經費、環保及簡化行政作業等因素，嗣後傑出研究獎暨青年學者獎推薦人選資
料規定如下：
(一)送本會審議之紙本資料，每人至多 20 頁，含個人資料表、學術成果表(至多 5 頁)、
院教評會會議紀錄暨學院推薦表；上述資料請研發處影印裝訂成冊、核銷經費，並
依校教評會開會時程規定提會審議。
(二)外審審查意見表及其他相關資料，請研發處掃描成電子檔，放置研發處網頁，並
於校教評會開會前一週，通知委員以帳號密碼上網審閱。
三、為利本校各項會議資料電子化，以達節能減紙目的，建請學校統一購買相關設備，俾
以電子書方式呈現會議資料。
提案四
提案單位：研發處
案由：101 學年度「國立中正大學青年學者獎」各學院推薦人選資料（如附件），提請討論。
決議：經投票表決結果：
（一）副教授組：由物理系曲宏宇副教授、機械系林派臣副教授及財金系鄭揚耀副教授
獲本校 101 學年度青年學者獎。
（二）助理教授組：由心理系陳欣進助理教授、電機系林柏宏助理教授及資管系胡雅涵
助理教授獲本校 101 學年度青年學者獎。
提案五
提案單位：社科院
案由：有關本校申請升等教師執行研究計畫擔任協同主持人，其升等研究成績之計分標準納
入檢討案（如附件 11，第 11-1 頁），提請討論。
說明：
一、依據本院 98 年 6 月 25 日 97 學年度第 12 次院教評會紀錄：
「討論通過建議教師執行之
研究計畫若屬擔任協同主持人之計分（含 A2 項之 Ab 及 Ad），等同本校「教師升等評
分表（表二）」 A2 項之 Ab 項所指共同計畫主持人得以每次（件）0.5 分方式計分，並
提送校教評會建請討論修訂。」
（第 11-1 頁）。
二、前揭說明一，業經提本校教評會第 276 次會議討論決議略以：
「緩議，本案俟本校教師
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含表一及表二）全面檢討修正時，一併納入檢討。」（第
11-2 頁）。
三、查本校刻正辦理本校教師升等評分表（表一）、（表二）暨教師升等成績採計原則之修
訂作業，建請將旨揭計分標準納入檢討。
決議：研究計畫主持人及共同主持人依本校「教師升等評分表」規定計分，另協同主持人不
予計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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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六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本校「教師升等成績採計原則」草案、「教師升等評分表」草案修正案（如附件 12，
第 12-1 頁），提請討論。
說明：
一、依據本會第 297 次決議辦理(第 12-1 頁)。
二、A2 計畫之採計期間及計算基準，請審議。
三、教師升等教學成績採計修正規定，「超出平均基本授課時數部分，其平均教學意見調
查結果達量表等第 70%(等同 3.5)等級以上者，平均每年授課時數每增加半小時，增加
1 分。」，自 102 年 8 月 1 日升等生效之教師適用。爰申請 102 年 8 月 1 日升等生效
之教師其教學成績之採計方式為 97、98、99 學年度比照往例辦理(平均教學意見調查
結果達「2.7」等級以上者…)；100、101 學年度則依修正規定辦理(平均教學意見調查
結果達量表等第 70%(達「3.5」)等級以上者…)。
四、檢附「教師升等成績採計原則」草案、
「教師升等評分表」草案(第 12-2 頁)暨本校「教
師升等評分表（表一、表二）暨教師升等成績採計原則原條文(第 12-7 頁)各乙份。
五、本案通過後，自103學年度升等（103年8月1日升等生效）之教師適用，並函轉各教學
單位配合修正相關規定。
決議：
一、
「教師升等成績採計原則」暨「教師升等評分表」，有關外審成績之等級、計畫採計期
間、種類等，請人事室蒐集他校規定暨國科會各類計畫名稱等相關資料後，再提會討
論。
二、
「教師升等評分表」中，A2c 原「傑出獎」之文字修正為「國科會傑出獎」。
提案十一
提案單位：理學院、化生系
案由：化生系「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要點」修正案（如附件 17，第 17-1 頁），提請討論。
說明：
一、依據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修正條文辦理。
二、化生系「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要點」修正案，業經系務（所務、中心）會議及院教評
會審議通過（第 17-1 頁），係將「復審」之文字修正為「複審」。人事室建議意見：
第 6 條第 2 項第 1、2 款「主管」文字修正為「本系」。
決議：修正通過，並請依人事室建議意見修正後循行政程序備查。
提案十二
提案單位：社科院及所屬系所
案由：社科院暨所屬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準則、要點修正案（如附件 18，第 18-1 頁），
提請討論。
說明：
一、依據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辦理。
二、社科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準則」修正案，業經院務會議審議通過（第 18-1 頁）。
人事室建議意見：
第八條修正為：「有關教師…與法令規定顯然不合…。」。
第九條修正為：「院教評會審議…，陳請院長核定。」。
理由：配合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暨相關規定文字修正。
三、社福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案，業經系務會議及院教評會審議通過（第
18-4 頁）。人事室建議意見：
第三條修正為：「系教評會…之聘任、升等、停聘、…。」。
第六條第一項修正為：「本系必要時…組成臨時性教師評審小組，負責教師聘任、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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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或研究等事宜，事後該小組即解散之。」。
第六條第二項修正為：「前項評審小組之成員…。」。
理由：配合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五條文字修正。
四、心理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案，業經系務會議及院教評會審議通過（第
18-8 頁）。人事室建議意見：
第一條修正為：「本要點…審議有關本系教師之聘任…。」。
第三條第一項修正為：「本系必要時…組成臨時性教師評審小組，負責教師聘任、升
等或研究等事宜…。」。
第三條第二項修正為：「前項評審小組之成員…」。
理由：同上。
五、勞工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案，業經系務會議及院教評會審議通過（第
18-10 頁）。人事室建議意見：
第二條第一項修正為：「…，並以系主任為當然委員及召集人。…」。
第二條第二項修正為：「…教師聘任、升等或研究等事宜，事後該小組即解散之。」。
第三條修正為：「…，並由候補委員依序遞補…」。
第七條修正為：「…三分之二以上(含)同意，始得決議…」。
第十條新增第三項「委員中如有應行迴避之情事者，於決議時不計入該案之出席人
數。」。
理由：配合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文字修正。
六、政治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案，業經系務會議及院教評會審議通過（第
18-13 頁）。人事室建議意見：
第四條第二項「…組成臨時性教師評審小組，負責教師聘任、升等或研究等事宜，…」。
第八條「…審查結果應做成紀錄。」。
理由：同上。
七、傳播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案，業經系務會議及院教評會審議通過（第
18-16 頁）。人事室建議意見：
法規名稱修正為「國立中正大學傳播學系含電訊傳播研究所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
點」。
第三條第一項修正為：「本系所必要時…組成臨時性教師評審小組，負責教師聘任、
升等或研究…」。
第三條第二項修正為：「前項評審小組之成員…」。
理由：同上。
八、戰國所「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案，業經系務會議及院教評會審議通過（第
18-19 頁）。人事室建議意見：
第四條第二項修正為：「本所必要時…組成臨時性教師評審小組，…」。
第四條第三項修正為：「前項評審小組之成員…」。
理由：同上。
決議：修正通過，並請依人事室建議意見修正後循行政程序備查。
提案十三
提案單位：工學院及所屬系所
案由：工學院暨所屬系所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準則、要點修正案（如附件 19，第 19-1 頁），
提請討論。
說明：
一、依據教育部相關規定暨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修正辦理。
二、工學院「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準則」修正案，業經院務會議及院教評會審議通過。（第
19-1 頁）。人事室建議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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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第五款「任教年資」文字刪除。
理由：配合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第十二條修正條文修正之。
三、資工系「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要點」修正案(第 19-6 頁)，業經系務會議及院教評會審
議通過。人事室建議意見：
第四條第三項「任教年資」及「(詳如評分表)」等文字刪除。
第四條新增第四項「本系研究、教學、服務及輔導成績之評定基準暨教師升等評分表
另訂，經系務會議通過，送院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核後施行。」
理由：依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第 11 條規定，各學院、系（所、中心）應
依據評分表訂定研究、教學、服務及輔導成績之評定基準，且得就研究、教學、服務
及輔導三項成績及總成績自訂更嚴格之評分標準，並送院教評會審核後施行。爰各學
院、系（所、中心）訂定之研究、教學、服務及輔導成績之評定基準由各院教評會自
行審核後施行，校教評會不予審議其內容。
四、電機系「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要點」修正案(第 19-15 頁)，業經系務會議及院教評會
審議通過。人事室建議意見：
第六條第二款新增第二項「本系研究、教學、服務及輔導成績之評定基準暨教師升等
評分表另訂，經系務會議通過，送院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核後施行。」。
理由：同上。
第九條修正為「本系客座教師之聘任及兼任教師…」。
理由：本校並未訂定客座教師之升等規定。
五、機械系「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要點」修正案(第 19-22 頁)，業經系務會議及院教評會
審議通過。人事室建議意見：
第六條第二項第二款修正為「期限屆滿前一年之十二月…」。
第十一條第五款修正為「本系教評會…以外之計畫、獎項及其他學術成績、教學、服
務及輔導成績、升等名額…」。
理由：依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暨工學院升等相關規定文字修正。
六、化工系「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要點」修正案(第 19-25 頁)，業經系務會議及院教評會
審議通過。人事室建議意見：
第五條第一款新增「…前述年限二年。代表著作應以未曾送審使用者為限。」。
理由：配合工學院「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準則」第五條修正條文修正之。
第六條第二項第二款修正為「期限屆滿前一年之十二月…」。
第八條修正為『本系就教師升等審查標準另訂「教師升等審查細則」暨「教師升等評
分表」，經系務會議通過，送院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核後施行。』。
理由：同上。
七、通訊系「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要點」修正案(第 19-29 頁)，業經系務會議及院教評會
審議通過。人事室建議意見：
第六條第二款新增第二項『本系「升等審查成績評定基準」暨「教師升等評分表」
另訂，經系務會議通過，送院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核後施行。』。
理由：同上。
第九條修正為「本系客座教師之聘任及兼任教師…」。
理由：本校並未訂定客座教師之升等規定。
八、光機電所「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要點」修正案(第 19-35 頁)，業經系務會議及院教評
會審議通過。人事室建議意見：
第六條第二款第二目修正為「期限屆滿前一年之十二月…」。
第六條第九款第五目「任教年資」文字刪除。
第六條第十款第一目修正為「本所應於審議…」。
第六條第十款第二目修正為「將屆本校限期升等期限屆滿之教師，其申請於 2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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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等生效者，應於每年九月底…」。
第七條修正為『…該基準暨「教師升等評分表」另訂，經所務會議…。』。
決議：修正通過，並請依人事室建議意見修正後循行政程序備查。
提案十四
提案單位：教育學院及所屬系所
案由：教育學院所屬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案（如附件 20，第 20-1 頁），提
請討論。
說明：
一、依據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辦理。
二、成教系、犯防系、運技系、教育所、課程所、師培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
修正案，業經系務會議及院教評會審議通過。
決議：通過。
提案十五
提案單位：教育學院及所屬系所
案由：教育學院暨所屬系所「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準則、要點」修正案（如附件 21，第 21-1
頁），提請討論。
說明：
一、依據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修正條文辦理。
二、教育學院「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準則」修正案，業經院務會議審議通過（第 21-1 頁），
係將「復審」之文字修正為「複審」。人事室建議意見：
第 5 條第 2 項「…，送請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核備…」之文字刪除。
理由：依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第 11 條規定，各學院、系（所、中心）應
依據評分表訂定研究、教學、服務及輔導成績之評定基準且得就研究、教學、服務及
輔導三項成績及總成績自訂更嚴格之評分標準，並送院教評會審核後施行。爰各學院、
系（所、中心）訂定之研究、教學、服務及輔導成績之評定基準由各院教評會自行審
核後施行，校教評會不予審議其內容。
第 6 條第 1 項應分為兩款，「一、申請升等教授者…。二、申請升等副教授者…。」
以符立法體例。
三、成教系、犯防系、運技系、教育所、課程所、師培中心「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要點」
修正案，業經系務（所務、中心）會議及院教評會審議通過（第 20-2 頁）。除成教系、
犯防系及運技系另作部分修正外（第 21-4 及 21-9 頁），其餘皆係將「復審」之文字
修正為「複審」。人事室建議意見：
所屬系所中心之「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要點」各條文分項不編號，項之後（款、目…）
依下列格示編號：一、（一）、1 以符立法體例。
四、運技系「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要點」修正案（第-頁），人事室建議意見：
第 8 條第 1 項末段「…並依「國立中正大學教師升等評分表」評定分數，評分表由校
教評會另訂之。」不需增訂，除將「復審」之文字修正為「複審」外，建請維持原條
文。
理由：有關自訂之研究、教學、服務及輔導成績之評定基準已於第 8 條第 3 項規定，
不須增訂。
決議：修正通過，並請依人事室建議意見修正後循行政程序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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