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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第 36 次校務會議紀錄 

一、時間：105 年 5 月 17 日(星期二)下午 1 時 30 分 

二、地點：本校篤行樓 601 會議室 

三、主席：張校長新仁                            紀錄：江庭毓 

四、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五、會議程序： 

(一)主席致詞  

校務報告 

一、積極爭取各項資源  

    (ㄧ)持續執行及新獲政府部門各項重要補助計畫: 

 補助 

單位 

補助項目/計畫名稱 補助金額

(元) 

備註 

1 經濟部

能源局 

ESCO 節能績效保證專案 500 萬 總務處計畫總經費
15,085,000 元，補助

經費 1/3 新台幣 500

萬元，分期(9 年)給

付 

2 教育部 105 年度僑生輔導實施計畫 10 萬 2,200 學務處生輔組。視僑
生人數酌予補助 

3 僑委會 105 年度在學僑生工讀金及

學習扶助金補助 

5 萬 160 學務處生輔組。視僑
生人數酌予補助 

4 教育部 105 年僑生春節祭祖師生聯

歡餐會活動補助 

1 萬 2,500 學務處生輔組。視僑
生人數酌予補助 

5 僑委會 105 年僑生春節祭祖師生聯

歡餐會活動補助 

7,500 學務處生輔組。視僑
生人數酌予補助 

6 僑委會 105 年應屆畢業僑生歡送會

活動補助 

1,650 學務處生輔組。視應
屆畢業僑生人數酌

予補助 

7 教育部 105 年健康促進計畫 25 萬 學務處衛生保健組。
105.1.1~105.12.31 

8 教育部 補助辦理「105 年教育優先

區中小學生寒假營隊活動」 

15 萬 學務處課指組。
105.1.21~105.2.14 

9 教育部 105 年度補助大專校院辦理

輔導工作計畫校園情感教

育「愛情魔法特調」系列輔

導活動實施計畫 

8 萬 4,496 學務處心輔組。 

105.1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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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教育部 105 年度聘用專兼任專業輔

導人員計畫 

10 萬 學務處心輔組。

105.1.1～12.31 

11 教育部

體育署 

補助本校「105 年運動發展

基金輔導發展特色運動及

改善運動訓練環境計畫」 

60 萬 學務處體育室。補助

體操運動代表隊及

空手道運動代表 40

萬元，補助採購體操

平衡木一組 20 萬元  

12 教育部 104 年度教育部補助大專校

院招收身心障礙學生計畫 

36 萬 學務處。 

 

13 教育部 105 年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工

作計畫 

223 萬

5,987 

學務處。 

14 教育部 104 學年度及 105 學年度教

育部辦理大學校院弱勢學

生學習輔導補助計畫 

一年500萬 教務處註冊組。 

1. 一年 500 萬，兩年

共 1000 萬 

2. 師培中心、學務處、

教務處共同執行 

3. 第一年執行期程

104.8.1~105.7.31

第二年執行期程

105.8.1~106.7.31 

15 教育部 越南華語教學暑期教學研

習班 

58 萬 690 教務處華語文中心。 

105.7.31~105.8.14 

16 教育部 104學年度第2學期「教育部補

助高級中等以上學校辦理僑生

學業輔導實施要點」 

2 萬 8,965 教務處課務組。補助
開設一門「閱讀與寫

作」課程。執行期間
105.2.22~105.7.31 

17 教育部 補助 102 年度「未獲邁向頂

尖大學計畫及獎勵大學教

學卓越計畫之大學實施特

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方案」

(第三期補助) 

190 萬 研發處綜企組。共 5

位 教 師 獲 補 助 。

102.9.1~105.7.31 

18 新北市

教育局 

補助 104 年度「兒童課後照

顧服務人員職前訓練課程」 

23 萬 8,063 104.8.15~104.12.6 

19 教育部 

  

補助師資培育之大學落實

教育實習輔導工作 

15 萬 師培中心。 

20 教育部 

  

104 年度教育部推動大學師

資生實踐史懷哲精神服務

計畫 

99 萬 1000 師培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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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教育部 卓越師資培育獎學金試辦

計畫(第 6-8 屆) 

316 萬 師培中心。 

22 教育部 卓越師資培育獎學金計畫

(第 9 屆) 

188 萬 師培中心。 

23 教育部 卓越師資培育獎學金計畫

新增獎學金(第 10 屆) 

112 萬 師培中心。 

24 教育部 師培大學認養偏鄉小學實

驗試點學校典範計畫 

180 萬 師培中心。 

總計 2325 萬 3211 元  

    (二)持續進行及新獲政府部門競爭型計畫 

 補助單

位 

補助項目/計畫名稱 補助金額

(元) 

備註 

1 教育部 教育部補助大學校院推動課

程分流計畫(第 2 期第 2 年) 

112 萬 「創新學用合一設計

課程之規劃-結合專業

生涯輔導與產學實務

課程之實踐」獲 70 萬

元補助，「藝術、文創

與音樂人才分流計

畫」獲 42 萬元補助。
104.12.01~105.11.30  

2 行政院

環境保

護署 

「友善在地環境，惜福綠色

生活」環境教育計畫 

27萬 7,240 總務處環安衛組。
105.7.1~10.31  

3 教育部 裝設數位電表/能源管理系統 20 萬 總務處環安衛組。
105.4.25~8.31 

4 教育部 103 年度「華語招生績效獎

勵經費」 

37萬 5,289 104.11.1~105.2.28 

5 教育部 104 學年度推動教師多元升

等制度試辦學校計畫(第三

年獲補助) 

60 萬 研發處、人事室
104.8.1~105.7.31 

6 教育部 第 3 期第 2 階段獎勵大學校

院辦理區域教學資源整合分

享計畫(北二區) 

220 萬 教 學 發 展 中 心 。
104.8.1~105.7.31 

7 教育部 104 學年度精進師資素質計畫 430 萬 師培中心。
104.8.1~105 .7.31  

8 教育部 104 學年度精緻特色發展計畫 

 

510 萬 師培中心。
104.8.1~105 .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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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教育部 補助 102 年度「未獲邁向頂

尖大學計畫及獎勵大學教學

卓越計畫之大學實施特殊優

秀人才彈性薪資方案」(第三

期補助) 

190 萬 研發處綜企組。共 5

位 教 師 獲 補 助 。
102.9.1~105.7.31 

10 教育部 補助 103 年度「未獲邁向頂

尖大學計畫及獎勵大學教學

卓越計畫之大學實施特殊優

秀人才彈性薪資方案」(第二

期補助) 

255 萬 截至 105.5.1，共有 5

位留任、3 位國內首聘

教師。103 年 8 月 1

日至 106 年 7 月 31 日

止。 

 

11 科技部 104 年度科技部補助大專校

院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施 

237萬2,086 核定通過教授 29 位 

12 勞動部

勞動力

發展署

北基宜

花金馬

分署 

104 年度結合大專校院辦理

就業服務補助計畫 

12萬 4,900 師培中心。 

執行期程：104 年 2

月 1 日至 104 年 10 月

31 日。 

總計 2176 萬 7515 元  

 

(三)104 年度本校科技部各類計畫通過彙整表（104/8/1 日至 105/5/1 止） 

學院 件數 金額 

教育學院 31 25,700,000 

人文藝術學院 13 7,286,000 

理學院 22 19,348,000 

總計 67 52,334,000 

(四)104 年度本校科技部獎勵「大專生研究計畫」案通過彙整表 

 104 年度（獲補助） 

學院 件數 

教育學院 8 

人文藝術學院 3 

理學院 13 

總計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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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積極開拓教育文創產業及產學合作 

(一) 持續辦理四縣市幼兒園園長專業訓練班。自 101 年起每年皆受新北市、桃

園市、基隆市、宜蘭縣等縣市政府委辦，由推廣教育中心聯合招生，每年舉

辦兩期，為校務基金之穩定收入來源之一。今(105)年 1 月方結束 104 學年

度第 1 期，同時亦積極與台北市政府接洽、爭取台北市政府之委辦，已於

105 年初簽定委辦契約，並於 105 年 2 月 23 日開班之 104 學年度第 2 期加

入聯合招生。近期台北市政府、桃園市政府、宜蘭縣政府、基隆市政府之委

辦合約期即將屆滿，但已確定取得包含新北市政府及其他四縣市政府之委辦

意願，近期正陸續簽訂契約書，並同時規劃 105 學年度第 1 期幼兒園園長專

業訓練班，預計將於 6 月公布招生訊息、9 月中開班。 

(二) 104 年「鞍山師範學院聯合培養學前教育研究生課程」於 9 月順利結束。鞍

山師範學院及其學前教育研究所師生對於本校於課程、參訪、住宿等方面之

規畫皆感賓至如歸。故今(105)年四月再次簽定「鞍山師範學院委託辦理學

前教育研究培訓課程」共同合作協定書，預定 6 月 4 日至 8 月 27 日培訓鞍

山師範學院師生共三十名。感謝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蔡敏玲主任及全體教師

協助規劃課程及師資，感謝校長、主秘、總務處、語創系及華語文中心協調

住宿事宜。 

(三)為促進兩岸合作教育事業之發展及增進教育界人事之學術及實務交流，自

103 年起進修處推廣中心即積極與中華文化經濟交流協會、山東省濟南容德

文化傳播有限公司、鞍山師範學院等單位接洽與合作。於 104 年共承辦來自

四川省各方校長或教師培訓之一日案 8 件、山東國學教育種子教師來台研修

案、鞍山師範學院聯合培養學前教育研究生課程案等；也同時接待來自山東

濟南幼兒師範高等專科學校與其他單位，期望能促成更多文教產業機會。山

東曲阜師範大學之貴賓將於 5 月初至本校交流、簽訂合作協議書，並商討後

續合作事宜。 

(四) 105 年進修處推廣中心與社會區域發展學系王大修老師聯合承辦「國中小越

語(英語)生活營」，本案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國泰慈善基金會、丁

善理先生紀念基金會補助，並委託本校社會區域發展學系負責課程規劃、本

中心負責協助招生、住宿、交通等庶務性事務。預計越南丁善理紀念中學共

26 位師生將於 6 月底來台協助教授課程，目前正積極透過社群網站、發公

文至各國中小學、實體店面公告等方式對外招生。 

(五) 104 年 12 月起進修處推廣中心與兒童英語教育學系陳嘉煥老師合辦「2016

英國牛津哈特福學院暑期遊學團」。自 3 月 7 日開始對本校校內學生開放報
名至 5 月 1 日。截至 4 月 25 日止已有 15 人報名參加，本團將於 7 月 30 日
出發前往英國牛津哈特福學院，接受為期兩週的課程訓練。近期正與陳嘉煥
老師及英國牛津哈特福學院確認行程及費用事宜，本案對於開拓學生視野有
一定程度之幫助，並會提撥總收益之 30%為校務基金。預計 106 年本校將
以學分班模式續辦，並與東吳大學聯合辦理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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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育成中心招租額滿： 

1. 本校育成中心一、二樓空間仍持續維持招租額滿狀態，每月收租新台幣

10 萬 2,600 元。 

育成室編號 進駐廠商 經營行業 

地下一樓 

至一樓 
德謙藝術有限公司 

1. 藝術品拍賣 

2. 本土藝術家經紀 

2 樓 201-202 

台灣閱讀寫作暨學

生能力評量交流協

會 

1. 中學生作文能力評量推廣 

2. 作文寫作教師之師資培育 

2 樓 203 
台灣好夥伴 

股份有限公司 

1. 本土藝術家作品加值 

2. 都市農園推廣 

3. 青年設計師文創商品販售平

台 

2 樓 204 樂藝設計有限公司 
文創商品設計 

2 樓 205 
中華國際形象 

推廣發展協會 

提供個人形象設計與管理課程服

務 

2 樓 206 
中華飛雁創業互助

協會 

1. 女性創業輔導 

2. 職訓局產業人才課程培訓 

2 樓 207 
樂農志業股份有限

公司 

1. 都市有機農園推廣 

2. 銀髮族社會企業推展 

2. 維護育成中心硬體設備，汰換老舊管線。更換育成中心防火消防設備、

馬桶、鐵捲門。  

    (七) 提供產學合作、專利與智慧財產權專業諮詢和服務： 

1. 專利與技術移轉服務：本年度協助本校教師申請發明專利 1 件。 

2. 協助本校專任教師執行產學合作案件：105 年度共累積產學合作案 3 件。 

3. 協助本校教職員生於簽署定型化契約時之智慧財產權保護諮詢。 

(八)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計有 7 系所共開設 15 門產業實習課程。 

系所 產業實習課程名稱 開課教師 班級名稱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 文教法律專業實習 周志宏 文法碩 

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研究所 企業實習 A 蔡欣玶 課傳所課程碩一 

心理與諮商學系 

諮商應用實習 卓 瑛 心諮三 

諮商應用實習 卓 瑛 心諮三 

諮商實習(二) 賴念華 心碩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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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 產業實習課程名稱 開課教師 班級名稱 

諮商實習(二) 趙文滔 心碩二 

諮商專業實習(二) 洪素珍 心碩三 

諮商專業實習(二) 王玉珍 心碩三 

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 

社會與區域發展實習(上) 
蔡元芳 
沈 立 

社三甲 A 

社會與區域發展實習(上) 
曹治中 
郭金水 

社三甲 B 

社會與區域發展實習(上) 
王大修 
林政逸 

社三甲 C 

社會與區域發展實習(上) 
王淑芬 
張榮富 

社三甲 D 

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 職場實習 游章雄 藝四乙 

音樂學系 音樂產業與實習(下) 林宣甫 音一甲至音四甲 

體育學系 運動產業與實習(一) 楊啟文 體三甲 

(九) 北師美術館與師培中心、藝設系共同合作，配合教育部推動弱勢偏鄉學校

扶助亮點的地方教育輔導計畫，以 One Piece Museum 進行巡迴性展覽與教

育活動。執行地點為金山區中角國民小學，執行期間為 2015.08.01-2016.07.31，

展覽期間為 2016.04.11-2016.05.31。 

(十) 北師美術館執行三月份蔡明亮展覽之策展、佈展相關作業。展覽期間自

2016.03.26 至 2016.04.24。 

三、推動校園就業輔導、創新創業風氣 

(一) 辦理就業輔導系列活動週與就業博覽會： 

於 5 月第一週舉辦求職準備系列活動，提供中英文履歷撰寫技巧、面試指

導、職場彩妝及履歷健檢活動，並辦理 105 年度就業博覽會，共 41 家廠商

設攤，計提供 2,773 個職缺。 

(二) 第三屆校園創業競賽說明會，已於 04 月 29 日辦理完畢。 

(三) 本學期辦理創業系列活動：包括創新創業講座 3 場、創業工作坊 3 場、創

業 CAFE 講座 3 場，創業 CAFÉ 工作坊 3 場，共計 12 場活動。 

(四) 105 學年度第二學期通識課程開設「創新創業大師講座」課程，邀請國內各

領域創新、創意與創業相關優秀人士蒞臨分享經驗。並配合課程主題，進

行小組創業企劃發想、投標等活動，讓修課同學有一創業實作機會。 

(五) 持續輔導校園創業競賽優秀團隊進駐本校育成中心，現已有本屆創業競賽

冠軍隊伍－MIDS 團隊進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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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辦理本校教師多元升等計畫（105 年 12 月迄今） 

(一)行政單位溝通協調會議(總計 3 場) 

研議本校教師評鑑辦法並提經相關行政會議審議，總計 3 場(105 年 4 月 11

行政協調會、105 年 4 月 26 日校教評會議，105 年 5 月 17 日校務會議)。 

(二)舉辦教師多元升等專業社群活動 

104 年 12 月 28 日辦理教師多元升等專業社群-教學實務升等經驗分享會，敬

邀中華大學資訊管理系應鳴雄副教授。 

(三)主動調查與洽詢符合本校教學實務升等申請資格之教師名單（計 21 名） 

105 年 03 月 01 日調查符合本校教學實務升等申請資格之教師名單，共計 21

位，並向符合資格教師說明本校新制升等途徑、客製化支持系統以及調查參

與教師多元升等專業社群意願。 

(四)協助教師拍攝教學成果發表影像檔(總計 6 場) 

1.105 年 03 月 16 日王學武老師拍攝數位遊戲設計概論。 

2.105 年 03 月 28 日劉秀娟老師拍攝族群、文化與家庭。 

3.105 年 03 月 29 日陳俊明老師拍攝色彩與素材。 

4.105 年 04 月 01 日陳俊明老師拍攝創新設計概論。 

5.105 年 04 月 18 日劉秀娟老師拍攝部落方案設計與評估。 

6.105 年 04 月 22 日陳俊明老師拍攝多媒體影像語言分析。 

(五)刻正辦理 1 位副教授教學實務成果檔案外審事宜 

心理與諮商學系趙文滔副教授於 105 年 4 月 26 日將教學影像檔及教學歷程

檔案提送至所屬系所，刻正辦理教學實務成果檔案外審事宜。 

五、加強國際化、開拓東南亞與兩岸交流 

(一) 104 年 11 月迄今，新簽訂姐妹校共計 6 所，分別為胡志明市國家大學所屬

人文社會科學大學、胡志明市師範大學、越南河內國家大學所屬人文社會

科學大學、河內師範大學、日本千葉大學、美國紐澤西理查史托克頓學院。 

(二) 105 年度本校補助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申請案共計 2 案，分別為藝術與造形

設計學系 1 案以及自然科學教育學系 1 案。 

(三) 參加越南與馬來西亞海外招生。赴越南參加 105 年 3 月 12 日至 3 月 18 日

「2016 越南臺灣高等教育展」、赴馬來西亞參加 105 年 4 月 4 日至 4 月 11

日「2016 馬來西亞臺灣高等教育升學博覽會」。 

(四) 105 學年度本校外國學生申請入學計有 22 名提出申請，總計博士班 2 名、

碩士班 9 名，學士班 11 名，刻正辦理審查作業。 

http://en.hcmussh.edu.vn/
http://en.hcmussh.edu.vn/
http://hcmup.edu.vn/
http://www.ussh.vnu.edu.vn/
http://www.ussh.vnu.edu.vn/
http://www.hnue.edu.v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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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本校外國籍學生就讀學位人數共計 12 人。 

(六) 105 年度迄今接待外賓參訪共計 6 場次，來訪人數共計 43 人。 

(七) 105 年度外文潤飾補助申請案共計 2 案，總補助金額 14,990 元。 

(八) 105 年度辦理校長特約講座共計 5 案，總補助金額 12,240 元。 

(九) 105 年度辦理教師出席國際會議補助共計 4 案，總補助金額 120,000 元。 

(十) 104 學年度(12 月後)計有 7 系獲得海外實地學習補助： 

系所 
學生

人數 

補助金額

(元) 
出國地點 出國期間 

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 7 35,000 中國/珠海 104.12.22~12.27 

語文與創作學系 4 20,000 中國/香港 104.12.03~12.12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 7 87,500 美國/聖地牙哥 105.01.14~01.27 

文化創意產業經營學系 12 60,000 中國/香港 105.01.22~01.24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 7 35,000 日本/沖繩 105.04.03~04.06 

文化創意產業經營學系 13 65,000 中國/上海 105.04.01~0406 

教育系 8 100,000 德國/柏林、 
格拉次 

105.05.23~06.12 

合計 58 40 萬 2,500     

(十一) 105 年度（1-6 月）本校各學院教師申請因公出國如下表彙整 

學院 件數 金額 

教育學院 1 20,000 

人文藝術學院 3 80,000 

理學院 0 0 

行政單位 1 10,000 

總計 5 11 萬 0,000 

(十二) 105 年度本校申請教育部學海飛颺/惜珠計畫、學海築夢計畫如下表彙整 

 105 年度（獲補助人數） 105 年度（申請數） 

學院 飛颺 惜珠 築夢 

教育學院 11 人 0 0 

人文藝術學院 11 人 0 4 件 

理學院 0 0 1 件 

金額總計 11,117,993 0 3,08 萬 6,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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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104 年度境外學生配對學伴共計 56 人次、境外學生參與國際文化交流社

25 人。 

(十四) 華語文中心於 2016 年與日本常磐大學、日本東京國際大學、及越南華語

教師師資培訓團合作，於本校辦理遊學團課程，共計人數 40 人。除學習

華語外，更藉由遊學團課程介紹並行銷台灣文化；華語遊學團課程回饋

大受好評，華語文中心會以永續合作作為發展目標。 

 

 

 

(十五) 104 學年度第二學期共有 6 位教師申請全英文授課。獲教發中心補助全英

文授課獎勵共 7門課，共計 9萬 6,000元。彙整開課單位及課程名稱如下： 

開課單位 開課課程 學制 學分數 授課教師 職級 

教經系 教育行政組織研究 碩士班 2 劉怡華 專任助理教授 

通識中心 會展專業英文 大學部 2 朱容萱 兼任助理教授 

資科系 系統分析與設計 大學部 3 趙嘉成 專任助理教授 

資科系 網站資訊系統與經營模式 大學部 3 趙嘉成 專任助理教授 

特教系 融合教育理論與實務 大學部 2 邱春瑜 專任助理教授 

教經系 實用商業英語 大學部 2 林文律 兼任副教授 

文產系 都市空間治理與規劃 碩士班 2 邱詠婷 專任副教授 

(十六) 通識中心增開外語課程。為落實培養校級國際視野素養之理念、並符合

評鑑委員建議加開相關課程之意見，105 學年度新增「實用情境日語」、「日

文童謠賞析」、「媒體英文」3 門外國語文領域課程開課，經 104 學年度

第一學期通識諮訽委員會議及通識委員會議，以及 104 學年度第二學期

第 1 次校課程委會及校務會議通過。 

(十七) 設置「國際學位學程辦公室」。本校於 105 年 2 月 24 日(星期三)召開全英

語碩士學位學程協調會，決議於教務處下設置「國際學位學程辦公室」，

辦公室地點位於通識中心，並配製一名執行長及一名行政助理，主要負

責處理相關行政事務及統籌相關事宜，各學程配製召集人一名，學程召

集人為各院及各系主要的連絡窗口。學程辦公室執行長由音樂系助理教

授王雅蕙兼任，行政助理由陳組員錦玉擔任。 

「國際學位學程辦公室」已辦理「當代藝術評論與策展研究全英碩士學
位學程」招生業務，開設學程全英文官方網站、製作招生手冊、招生海
報、電子傳單，寄送國內華語中心及海外姐妹校進行推廣，並以 ESIT、
SIT、歐洲藝術平台 E-ARTNOW、紐約藝術平台 E-FLUX 作為海外境外
生招生管道。 

105 年 4 月 19 日(星期二)已召開國際碩士學位學程籌備會議，研議辦理

名稱 人數 時間 

日本常磐大學 5 2/22-3/4 

日本東京國際大學 13 5/23-5/28 

越南華語教師師資培訓團 22 7/31-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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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級跨院碩士學位學程，籌設新增「學習與教學全英語碩士學位學程」
與「東南亞區域管理碩士學位學程」相關事宜。 

(十八) 與上海和日本辦理諮商輔導實務交流座談。105.01.06 舉辦海峽兩岸諮商

輔導實務交流座談，與上海金融學院學生處心理健康教育與諮詢中心主

任劉純姣教授進行交流。105.03.07 與日本兵庫教育大學新井肇教授暨其

研究生進諮商輔導實務交流座談。 

六、積極爭取與辦理環境保護活動 

(一)爭取行政院環境保護署105年下半年環境節日及其他環境教育相關活動計畫，

獲補助經費新台幣 27 萬 7,240 元，規劃辦理「友善在地環境，惜福綠色生

活」環境教育活動。 

(二)爭取教育部補助學校校園能資源管理及環境安全衛生計畫-能源管理系統，

裝設數位電表，獲補助經費新台幣 20 萬元。 

(三)與新北市環保局共同推行「廢棄物循環再利用」，簽訂合作備忘錄並補助本

校活動經費。 

(四)本校校園樹木保護小組重要工作：辦理「資源再利用，環保 DIY 活動---製

作環保清潔劑」活動（理學院與環安組合辦）。 

七、師生表現優異 

(一)105 年度獲獎名單： 

獎項名稱(名次) 姓名 系所 

105 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桌球分區錦標賽 

本校女子桌球隊榮獲北區一般女生組  

團體第 4 名 

陳俐言、楊育珊 

許郁敏、陳佳吟 

盧亭羽、王瑞琪、林孟慧 

楊婕、林京蓉、吳姿燕 

自然科學教育系 

藝術與造形設計系 

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 

教育學系、教育經營與管

理學系、社發與區域發展

學系 

105 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桌球分區錦標賽 

本校女子桌球隊榮獲北區一般女生組 

雙打賽銅牌 

陳俐言、 許郁敏 
自然科學教育系、數學暨

資訊教育學系 

105 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桌球分區錦標賽 

本校女子桌球隊榮獲北區一般女生組  

單打賽第 9 名： 

陳佳吟 藝術與造形設計系 

105 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羽球分區錦標賽 

北區一般女生組 雙打賽第 2 名 
傅芷萱、古覃美 

文化創意產業經營學系、 

音樂系 

105 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羽球分區錦標賽 

北區一般女生組 單打賽第 7 名 
傅芷萱 文化創意產業經營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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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名稱(名次) 姓名 系所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 104 學年度排球運動聯賽 

男甲排球隊榮獲公開一級男生組決賽第 2 名 

楊忠祥領隊、林丞顯教練 

張閔舜、張昇倫、謝潭佑、白世旻、

陳三郎、高呈瑋、石修智、吳奕諴、

許恩誌、陳立偉、林建輝、江承勳、

楊子奕、鄭文貴 

體育學系 

本校空手道隊員入選 

第 23 屆世界空手道錦標賽 國家代表隊 
文姿云 體育學系 

本校空手道隊員入選 

第 6 屆東亞空手道錦標賽 

第 15 屆亞洲青少年空手道錦標賽 

第 23 屆世界空手道錦標賽國家代表隊 

温子萱 體育學系 

台北文創松菸天空創意節作品 

【「：Project carrier」】獲首獎+100 萬製作費 

張岳、陳彥瑋、李唯銓 
陳逸軒、陳文偉 文化創意產業經營學系 

2015 臺灣工藝競賽 

「美術工藝」組二等獎  獎金 40 萬元 
廖偉淇 藝術與造形設計系 

第 26 屆長洪盃武術博覽會 

青年組兵器、拳術雙料冠軍 
張秉程 藝術與造形設計系 

【2015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文學獎】新詩組特優 
 
柯祖皓《觀音山下》 
 

語文與創作學系 

【2015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文學獎】新詩組優選 
楊錦秋《飛鳥和魚》 
賴冠樺《不要驚動不要喚醒我所親愛》 

語文與創作學系 

【2015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文學獎】新詩組佳作 

楊創雲《一生一》 
粘祐瑄《愛是一種退化》 
楊敏夷《女人的代價－武曌》 
潘柏霖《你沒辦法推薦我一本詩集》 

語文與創作學系 

【2015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文學獎】散文組特優 粘祐瑄《伴》 語文與創作學系 

【2015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文學獎】散文組優選 
郭家瑋《台北對談》 
施藝蓁《船》 

語文與創作學系 

【2015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文學獎】散文組佳作 

楊錦秋《我在潛意識裡尋找你》 
張庭瑋《一道傷疤》 
楊敏夷《叩問》 
王昱婷《小事》 

語文與創作學系 

【2015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文學獎】 
極短篇組特優 

蔡伃婷《魚缸》 
語文與創作學系 

【2015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文學獎】 

極短篇組優選 

郭家瑋《雪》 
施藝蓁《紙船》 

語文與創作學系 

【2015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文學獎】 

極短篇組佳作 

陳佑鎧《甜》 

黃馨儀《們》 

陳星宇《百年數人》 

語文與創作學系 

104 全國美術展油畫類入選 

作品名稱:「躍」 
蕭逸玫 藝術與造形設計系 

104 年第三屆新像攝影大賽專題故事組人氣獎   

作品名稱:「美麗淨行式」 
吳政融 藝術與造形設計系 

2015 光陽設計挑戰盃 入圍 

2016Yodex 新一代設計產學交流三陽未來二輪

主題競賽 入圍 

黃鈞 藝術與造形設計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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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名稱(名次) 姓名 系所 

104 全國美術展油畫類入選 蕭逸玫 藝術與造形設計系 

2016 Yodex 新一代設計雄獅文具產學獎入圍 楊佩穎、江明貞 藝術與造形設計系 

2016 Yodex 新一代設計雄獅文具產學獎入圍 王劭萱、張天馨 藝術與造形設計系 

2016 Yodex 新一代設計三陽機車產學獎入圍 黃鈞  藝術與造形設計系 

2016 Yodex 新一代設計金點新秀獎入圍 賴妍蓉 藝術與造形設計系 

2016 Yodex 新一代設計金點新秀獎入圍 盧霈萱  藝術與造形設計系 

第 37 屆北部大專院校北數盃桌球團體賽冠軍 

李承洋、陳泓嘉、張寓雲 

林孟慧、袁世驊、王瑞琪 

林書賢、鄭乃仁、張瀞文 

李唯聖 

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 

第 37 屆北部大專院校北數盃  

女子籃球團體賽殿軍 

吳珊姍、翁良綺、蔡佳縈 

陳怡妤、劉庭羽、陳虹霏 

張  萍、劉芊華、林家竹 

范聖敏、李芝敏、羅文妤 

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 

中華民國大專校院 105 年度教職員工網球賽  

男甲組亞軍 

黃英哲、李水碧、蔡葉榮 

蔡政杰、翁梓林、陳益祥 

楊忠祥、李加耀、吳忠誼 

林顯丞、楊啟文 

范丙林 

陳慶和 

洪福財 

體育學系 

 

 

數位科技設計學系 

社發與區域發展學系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 

2015 亞洲智慧型機器人運動競技大賽  

自走車摸黑 A 組(樂高組)佳作 

作品名稱：老龍腦怒鬧老農 

許佳興教授指導 

柯永昌、王浩軒、王亭懿、王祥捷 
資訊科學系 

2015 亞洲智慧型機器人運動競技大賽  

自走車摸黑 A 組(樂高組)佳作 

作品名稱：遊戲 boy1 號 

許佳興教授指導 

林承達、張勝富、朱凱麟、沈柏劭 
資訊科學系 

2015 亞洲智慧型機器人運動競技大賽  

自走車摸黑 A 組(樂高組)佳作 

作品名稱：侮辱皆神 

許佳興教授指導 

張博崴、陳冠龍、詹于陞 
資訊科學系 

2015 亞洲智慧型機器人運動競技大賽  

自走車摸黑 A 組(樂高組)佳作 

作品名稱：君王傑森 

許佳興教授指導 

馮才昇、邱楹傑、王偉任、黃君喬 
資訊科學系 

2015 亞洲智慧型機器人運動競技大賽  

自走車摸黑 A 組(樂高組)佳作 

作品名稱：夯哥 3.0 

許佳興教授指導 

林宣佑、許祐晨、王可萱、何正卿 
資訊科學系 

2015 亞洲智慧型機器人運動競技大賽  

自走車摸黑 A 組(樂高組)佳作 

作品名稱：天上人間 

許佳興教授指導 

巫自和、楊道偉、李姿妤、張雅婷 
資訊科學系 

2015 亞洲智慧型機器人運動競技大賽  

自走車摸黑 A 組(樂高組)佳作 

作品名稱：VTEM 

許佳興教授指導 

李為德、蔡勝安、黃俐欣、朱詩婷 
資訊科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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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項名稱(名次) 姓名 系所 

ZBrush 國際競賽 

榮獲優勝獎、入圍獎三項等共四項國際獎 

巴白山教授指導 

周伯翰 
玩具與遊戲設計碩士班 

全國大專院校 104 國術內家拳第二名。 盤芹綺 玩具與遊戲設計碩士班 

2015 通訊大賽智慧城市應用服務設計競賽 

概念組第一名 

作品名稱：愛清潔 

林仁智教授指導 

溫存立、古兆鈞、袁鼎皓 
玩具與遊戲設計碩士班 

經濟部 3D 列印設計競賽學生組第一名 

作品名稱：金猴小夜燈 

盧姝如、巴白山、楊孟哲教授指導 

陳紀廷、張晟恒、林邦右 
玩具與遊戲設計碩士班 

經濟部 3D 列印設計競賽學生組第二名 

作品名稱：猴轉乾坤 

盧姝如、巴白山、楊孟哲教授指導 

陳紀廷、張晟恒、張堯瑄 
玩具與遊戲設計碩士班 

學生會榮獲 105 年全國大專校院社團評鑑特優

全國前四名 

學務處課指組指導 

 
學務處課指組 

芝山親善大使、迴聲管樂社分別榮獲 105 年全

國大專校院社團評鑑甲等 

學務處課指組指導 

 
學務處課指組 

(二)芝山親善大使擔任 520 總統就職國宴禮賓人員：今年芝山親善大使受邀擔

任 520 就職國宴禮賓人員，也是唯一受邀擔任接待禮賓團隊，有 65 位參與

這次的盛會。4 月 11 日(一)於本校活動中心 506 接受多家記者採訪，見諸

於台灣蘋果日報、台視新聞台、東森新聞頻道、中天新聞台、民視新聞台、

udn 新聞台、三立新聞台、寰宇新聞、非凡新聞，增加本校的能見度與宣

傳效果。 

(三) 本校研究生的學位論文被使用度高，於 105 年 3 月 18 日國家圖書館舉辦

《臺灣最具影響力學術資源統計結果發佈記者會暨頒獎典禮》，本校榮獲

【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三項殊榮： 

1.最佳學術曝光獎(104年點閱率最高之大學校院):「公立大學組」第 4名。 

2.知識分享獎(104 年電子全文下載率最高之大學校院):「公立大學組」   

第 3 名:  

3.學術影響力獎(綜合指標最高之大學校院，博碩士論文授權全文數、送

存率、點閱率及下載率，各占 25%)：「公立大學組」第 4 名。 

圖書館鼓勵研究生於提交學位論文時選擇「立即公開」，期能與研究同道更

快更多分享成果，達到資源共享之目標，並有助提升本校學術研究影響力。 

八、完成校內重要工程建設 

(一)學生宿舍及行政大樓衛浴廁所整修工程，第二宿舍衛浴整修工程及行政大樓
廁所整修工程已完工結案並正常使用。第一宿舍衛浴整修工程已完工並正常
使用，因涉及訴訟中，尚未付款。 

(二)科學舘廁所整修工程，已於 12 月 22 日決標，預定於暑假期間施作。 

(三)創意自造中心整修工程，已於 3 月 9 日決標，目前已進行收尾工程，即將完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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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05 年無障礙設施改善工程，獲教育部補助 200 萬元，預定於 6 月 20 前發

包並於年度內執行完畢。 

(五)行政大樓 605 會議室整建為「全方位行動學習及會議室」，奉教育部核准以

「最有利標」方式辦理招標案，即將招開評選會議。 

(六)全面換新本校明德樓 2、3 樓教室及 C612 之投影機及布幕，另配合教師建

議，已完成篤行樓 Y801 第 2 台投影機及無線 AP 之建置，供行動設備上網

使用，歡迎師長回饋使用狀況，俾作為後續教室設備更新處理之參考。 

(七)圖書館為維護地震發生瞬間師生閱覽查找圖書之安全，規畫辦理書庫之鋼製

書架頂部拉桿增設工程，以增強高書架之耐震性。104 年施作 7 樓全部及六

樓部份書架，105 年續編預算施作六樓部份及五樓全部鋼製書架，得標廠商

依合約將於 4 月下旬施工完畢。 

(八)理學院科學館廁所整修，獲教育部補助部分工程經費 360 萬元，另整修工程

業已招標完成，暫訂於 105 年 6 月 27 日開工，預計施工為期約 2 個月（105

年度暑假期間）。 

(九)篤行樓 Y802 闈場改建設計與設備採購專案，自 104 年 12 月始規劃，已於

今(105)年 2 月 5 日完成改建及驗收。自 2 月 6 日起迄 4 月 25 日止已陸續出

借予音樂系、教務處註冊組、學務處衛生保健組、進修推廣處進修教育中心

等單位舉辦招生考試等用途。近期推廣教育中心已與總務處事務組共同修訂

「篤行樓 Y802 闈場的管理辦法及要點」。 

(十)為提升推廣教育中心網路報名系統之效能，已於 104 年提出 105 年度推廣教

育中心網路系統重建計畫，並於同年完成提案及報價。105 年現階段正規劃

及微調細部架構並編寫需求規劃書，預計於 6 月底招標，7 月開始動工，並

於 105 年 12 月前完成驗收，自 106 年起正式對外開放啟用。 

(十一)執行教卓計畫中子計畫《4》學習無所不在~整合式學習網與課業輔導 APP，

本年度所執行之課業輔導 APP 可提供師生透過行動裝置進行數位學習，

本案已於 4 月 21 日完成招標，預計 9 月底前系統正式上線。 

(十二)配合校務系統資料同步需求，計算機與網路中心協助進行系統資料介接與

單一簽入介接測試，進期完成新教學平台、學習履歷、學分班系統等資料

介接協助，以便完成系統資料同步，提供完善的系統服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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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104 年 12 月迄今新訂及修訂各項重要法規 

序

號 

修訂通過會議 法規名稱及異動 

1 第 124 次行政會議 修正《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校務基金進用約用工作人員實施要點》 

2 第 124 次行政會議 修正《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校務基金約用工作人員報酬標準表》 

3 第 124 次行政會議 修正《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4 第 124 次行政會議 訂定《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執行職務遭受不法侵害預防計畫》 

5 第 124 次行政會議 修訂《專任教師基本授課時數及超支鐘點費計算要點》 

6 第 124 次行政會議 新訂《教學實務與創新編輯委員會設置辦法》 

7 第 125 次行政會議 新訂《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圖書館創意未來學習中心借用及管理要點》 

8 第 125 次行政會議 新訂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執行科技部及教育部計畫彈性支用額度實施要點》 

9 第 125 次行政會議 修正《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校務基金進用約聘教師實施要點》 

10 第 126 次行政會議 新訂《弱勢學生入學獎學金設置要點》 

11 第 127 次行政會議 修正《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校務基金進用約聘教師實施要點》 

12 第 127 次行政會議 修正《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校務基金進用約用工作人員實施要點》 

13 第 127 次行政會議 修正《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約用工作人員考核作業事項》 

14 第 127 次行政會議 修正《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優秀員工遴選表揚要點》 

15 第 127 次行政會議 修訂《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師教材與教學著作獎勵要點》 

16 第 127 次行政會議 修訂《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課程創新與教材教法研發補助要點》 

17 第 127 次行政會議 修訂《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師薪傳實施要點》 

18 第 127 次行政會議 修訂《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學生學習社群實施要點》 

19 第 127 次行政會議 修訂《專任教師基本授課時數及超支鐘點費計算要點》 

20 第 127 次行政會議 修訂《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實施要點》 

21 第 127 次行政會議 修訂《教學優良獎設置辦法》 

22 第 127 次行政會議 修訂《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傑出通識教育教師獎遴選要點》 

23 第 128 次行政會議 修正《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校園創業競賽實施要點》 

24 第 128 次行政會議 修訂《教師英語授課獎勵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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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報告事項 

報告案編號：1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第 35次校務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表 

提案 案 由 決 議 執行 
單位 執 行 情 形 

1 

本校 106學年度系所

班組增設調整案 2

案， 提請  討論。 

照案通過。 教務處 

將於本校 106 學年度

總量資料提報時（105

年 5 月底）一併報部

申請。 

2 

修正本校「教師國內進
修研究實施要點」第
4、6、8 點，提請 審
議。 

照案通過。 人事室 
已轉知全校教師知

悉。 

3 

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

設置辦法」第 10 條修

正案，提請 討論。 

一、修正通過。 

二、修正內容如下： 

第 10 條第 2 項︰「審理

事項涉及著作抄襲或學術

倫理案件，校教評會作成

具體結論時，應有校外具

法律專長之教授或曾任法

官之人員列席。」 

人事室 
已轉知全校教師知

悉。 

4 

本校「教師違反送審教

師資格規定及學術倫

理案件處理辦法」部分

條文修正案，提請 討

論。 

照案通過。 人事室 
已轉知全校教師知

悉。 

5 

擬設置一級輔助單位

「校務研究中心」案，

提請審議。 

一、照案通過。 

二、附帶決議：校務研究中

心由一級主管兼任。 

副校長

室 

本案業經 105 年 1 月

5 日臨時校務會議復

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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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案編號：2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第 36次校務會議報告案 

案由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推動與國立臺灣大學合併進度報告。 

說明 

一、 104學年度第 1次推動與臺大合作發展協商委員會（105.01.21）結

論整理如下： 

(一) 請人文藝術學院比照教務處「課程與教學交流合作小組會議」

會議紀錄再行修訂本校與國立臺灣大學第一次「人文藝術系所

交流合作小組會議」會議紀錄。有關是類紀錄之逐字稿供備案

存參。 

(二) 未來兩校各交流合作小組會議，請就合併疑慮與化解方案聚焦

討論。 

(三) 俟兩校各交流合作小組會議就合併疑慮與化解方案聚焦討論

後，再行就 105 學年度提報校務會議討論確認合併意願，擬出

確切計畫及方案。 

(四) 有關尚未籌組之「資訊系所交流合作小組」，建議兩校先從非

正式會面交流啟動。 

(五) 有關本校加入「台灣大學聯盟」一案，請台灣大學張副校長再

與「台灣大學聯盟」其他學校溝通本校加入之可行性。 

二、 本校張新仁校長與臺灣大學楊泮池校長於 105年 2月 26日進行會面

交流會中決議如下： 

(一) 有關「台灣大學系統」一案已報部核定中，俟奉核定後，臺灣

大學將與其他系統學校研議臺北教育大學加入之可行性。 

(二) 在臺北教育大學尚未加入「台灣大學系統」前，臺北教育大學

亦可與臺灣大學研商與系統學校相同之合作計畫。 

(三) 加速兩校「資訊系所交流合作小組」之啟動與對話。 

(四) 如確定進行合併，則臺北教育大學教師評鑑、升等等相關辦法

以「舊人舊制，新人新制」之原則辦理，維持一定之過渡期。

合併前臺北教育大學原有教職員之相關權益儘量維持。 

(五) 臺北教育大學邀請臺灣大學共同開設教育相關領域之全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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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學位學程。 

三、 本校人文藝術學院與臺灣大學電資學院於 105年 3月 11日進行拜訪

交流。 

四、  104學年度第 2次推動與臺大合作發展協商委員會（105.05.05）結

論決議，本校擬於 105年 12月 20日校務會議討論確認合併意願。相關

工作項目及期程如下： 

日期 工作項目 

105 年 5 月 由兩校共同組成之工作小組針對臺大部分系所對合

併前相關疑慮與仍須克服之處進行討論，以確認相

關障礙能否排除，並形成會議記錄繳送推動與臺大

合作發展協商委員會彙辦。 

105 年 6 月 由兩校共同組成之工作小組針對臺大部分系所對合

併前相關疑慮與仍須克服之處進行討論，以確認相

關障礙能否排除，並形成會議記錄繳送推動與臺大

合作發展協商委員會彙辦。 

105年 10月 兩校共赴教育部報告合併意向。 

105年 11月 兩校各自於校內就合併意向進行溝通與報告。 

105年 12月 一、 召開推動與臺大合作發展協商委員會，討論本

校合併意向投票相關事宜。 

二、 於 105年 12月 20日本校校務會議討論確認合

併意向。 

 

五、 上述相關會議資料與紀錄皆置於本校網頁臺大整合資訊專區：

http://asecc.ntue.edu.tw/secretariat/secretariat/tacticslist.

html 

 

主席

裁示 
 

 

洽悉。 

提案單位：副校長室 

http://asecc.ntue.edu.tw/secretariat/secretariat/tacticslist.html
http://asecc.ntue.edu.tw/secretariat/secretariat/tacticslis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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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案編號：3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第第 36 次校務會議報告案 

案由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校務研究中心設置辦法，提請 備查。 

說明 

一、 依「國立臺北教育大學中心設置及管理辦法」第四條第二款（如

附件一）：「如為校級，但不納入組織規程者，其設置辦法及營運

規劃書，須提研究發展會議審議通過後送校務會議備查。 

」辦理。 

二、 本案經本校104學年度第2學期研究發展會議通過在案(附件

二)。 

主席

裁示 
 洽悉。 

提案單位：副校長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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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中心設置及管理辦法 

101.12.26 經第 87 次行政會議審議審查 

102.5.29 經行政會議審議審查 

102.06.18 經第 30 次校務會議審查 

第一條 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十條之規定，特訂定「國立臺北教育大學中心設置及

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之中心係指負有對外營運任務之單位。中心依其屬性區分為研

究、服務及推廣，由各中心自行研定上述職能所佔的比例，並作為其營運

成效之依據。 

    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中心、計算機暨網路中心、教學發展中心、進修推廣

處進修教育中心、秘書室校友中心不適用本辦法。 

第三條 中心之設立須由相關單位研提設置規章(草案)及營運規劃書，其內容應包

括設置宗旨、中心任務、組織編制與運作、人員待遇、具體推動工作、未

來發展及自我評鑑方式外，並須就設置之需求與效益進行 SWOT 分析，

依其營運規模按本辦法第 4 條之相關審查會議，審查通過後設立。 

第四條 中心依其營運規模分別隸屬於校級、院級或系(所)級，其設置級核定程序

如下: 

一、 如為校級，且納入組織規程者，其設置辦法及營運規劃書，須提本

校校務研究發展委員會審議通過後送校務會議核定。 

二、 如為校級，但不納入組織規程者，其設置辦法及營運規劃書，須提

研究發展會議審議通過後送校務會議備查。 

三、 如隸屬於院級或系(所)級者，其設置章程或要點及營運規劃書，須提

院或系(所)務會議審議通過後送行政會議核定。 

第五條 校、系(所)、學院為試驗中心營運模式，先期擴大營運基礎，得於申請設

立前，簽請校長核准成立中心試行運作。中心試行運作以 1 年為原則。 

第六條 中心所需經費以自給自足為原則，惟若執行本校相關業務，則由本校相關

經費為之。中心應依本校相關法規繳交管理費用，並得以其年度收支盈餘

訂定中心人員績效獎勵辦法。 

第七條 中心對研究、教學、行政人員之聘用(任)，聘任待遇免依本校相關法規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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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並以不佔用學校正式編制之員額為原則，所編列之經費需含勞退、健

保、資遣及其他衍生相關費用。 

第八條 院系級中心之空間由各院、系(所)自行負責。 

第九條 中心得視層級定位，設中心主任、主任、組長若干名，由隸屬單位推薦專

長相符之專任教師或專業經營管理人員，報請校長聘兼，聘期一年，得連

續兼任。 

第十條 本校專任教師兼任編制內中心主任職務，得依「本校專任教師基本授課時

數及超支鐘點費計算要點」減授鐘點，並訂定於各中心設置要點內，其超

支鐘點費由中心支付。 

第十一條 中心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予停辦： 

一、 中心之隸屬單位申請停辦。 

二、 營運結果不佳，經原審查會議決議停辦，送校務會議備查。 

第十二條 中心停辦時，原由學校分配之中心專用空間，由學校收回，中心之隸屬

單位不得異議。 

第十三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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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研究發展會議 會議紀錄 

一、 時間：中華民國 105 年 04 月 27 日(星期三）上午 11:00 

二、 地點：本校行政大樓 A605 會議室 

三、 主席：朱代理研發長 子君          紀錄：陳雅湞 

四、 出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五、 列席人員：楊副校長志強 

六、 主席報告：略 

七、 提案討論： 

提案(一)：新訂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校務研究中心設置辦法，提請  

審議。 

八、 臨時動議：無 

九、 散會：上午 11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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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編號：01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研究發展會議提案單 

案由 新訂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校務研究中心設置辦法，提請  審議。 

說明 

一、 本校為落實校務專業管理並確保校務治理品質並執行教

育部補助大學提升校務專業管理能力計畫，擬依「國立臺

北教育大學中心設置及管理辦法」第四條第二項（如附件

一）；並比照本校執行教育部國民小學師資培用聯盟計

畫，成立自然學習領域教學中心、社會學習領域教學中

心、國語文學習領域教學中心，特訂定「國立臺北教育大

學校務研究中心設置辦法」，辦法草案及營運規劃書如附

件二、附件三。 

二、 本校業獲教育部核定「大學提升校務專業管理能力計

畫」，審查意見摘述如下（審查表如附件四）： 

該校設立「提升校務專業管理能力專案辦公室」(第一年

非正式單位)，與其他行政單位和學術單位形成矩陣組織

型態；該專案辦公室統籌執行計畫相關工作，而學校行政

和學術單位派員協助本計畫執行，為宣示該辦公室任務運

作與跨單位協調之正當性，請學校應盡速將其成為校內正

式專責單位。 

校務研究架構規劃良好，實施方式具體，從議題探討、資

料蒐集與分析、到應用措施都有具體規劃。不過辦公室仍

有待設立，人員須更充實，另外與其他學校單位之關係也

宜更詳細規劃。 

三、 本案經本校第76次行政主管協調會議通過在案 (附件

五)，並依「國立臺北教育大學中心設置及管理辦法」第

五條，已簽奉核准成立中心試行運作(附件六)。 

辦法 
本辦法經研究發展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並送校務

會議備查。 

決議 照案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實施並送校務會議備查。 

提案單位：副校長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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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中心設置及管理辦法 

101.12.26 經第 87 次行政會議審議審查 

102.5.29 經行政會議審議審查 

102.06.18 經第 30 次校務會議審查 

第一條 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十條之規定，特訂定「國立臺北教育大學中心設置及

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之中心係指負有對外營運任務之單位。中心依其屬性區分為研

究、服務及推廣，由各中心自行研定上述職能所佔的比例，並作為其營運

成效之依據。 

    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中心、計算機暨網路中心、教學發展中心、進修推廣

處進修教育中心、秘書室校友中心不適用本辦法。 

第三條 中心之設立須由相關單位研提設置規章(草案)及營運規劃書，其內容應包

括設置宗旨、中心任務、組織編制與運作、人員待遇、具體推動工作、未

來發展及自我評鑑方式外，並須就設置之需求與效益進行 SWOT 分析，

依其營運規模按本辦法第 4 條之相關審查會議，審查通過後設立。 

第四條 中心依其營運規模分別隸屬於校級、院級或系(所)級，其設置級核定程序

如下: 

一、 如為校級，且納入組織規程者，其設置辦法及營運規劃書，須提本

校校務研究發展委員會審議通過後送校務會議核定。 

二、 如為校級，但不納入組織規程者，其設置辦法及營運規劃書，須提

研究發展會議審議通過後送校務會議備查。 

三、 如隸屬於院級或系(所)級者，其設置章程或要點及營運規劃書，須提

院或系(所)務會議審議通過後送行政會議核定。 

第五條 校、系(所)、學院為試驗中心營運模式，先期擴大營運基礎，得於申請設

立前，簽請校長核准成立中心試行運作。中心試行運作以 1 年為原則。 

第六條 中心所需經費以自給自足為原則，惟若執行本校相關業務，則由本校相關

經費為之。中心應依本校相關法規繳交管理費用，並得以其年度收支盈餘

訂定中心人員績效獎勵辦法。 

第七條 中心對研究、教學、行政人員之聘用(任)，聘任待遇免依本校相關法規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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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並以不佔用學校正式編制之員額為原則，所編列之經費需含勞退、健

保、資遣及其他衍生相關費用。 

第八條 院系級中心之空間由各院、系(所)自行負責。 

第九條 中心得視層級定位，設中心主任、主任、組長若干名，由隸屬單位推薦專

長相符之專任教師或專業經營管理人員，報請校長聘兼，聘期一年，得連

續兼任。 

第十條 本校專任教師兼任編制內中心主任職務，得依「本校專任教師基本授課時

數及超支鐘點費計算要點」減授鐘點，並訂定於各中心設置要點內，其超

支鐘點費由中心支付。 

第十一條 中心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予停辦： 

一、 中心之隸屬單位申請停辦。 

二、 營運結果不佳，經原審查會議決議停辦，送校務會議備查。 

第十二條 中心停辦時，原由學校分配之中心專用空間，由學校收回，中心之隸屬

單位不得異議。 

第十三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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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校務研究中心設置辦法草案 

105年OO月OO日研究發展會議通過 

 

第一條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落實校務專業管理並確保校務治理品

質，依據「國立臺北教育大學中心設置及管理辦法」，特設立校務研究中

心(以下簡稱本中心)。 

第二條 本中心置中心主任一人，由本校副校長兼任之。 

第三條 本中心另置執行秘書一人，負責校務研究專案執行之業務工作，並設以下

三個任務編組： 

一、系統建置小組：負責整合校務、教務與學務等相關資訊系統。 

二、資料分析小組：負責決策分析模型之建構與資料分析解讀。 

三、工具編製小組：負責集中式校務資料庫所需工具編製及信效度考驗之

專業技術支持。 

執行秘書及各小組召集人由本校相關專長教師擔任之，其餘人員由校長指

派本校人員組成之。 

第四條 本中心配合業務需要得成立校務研究諮詢委員會，由校長聘請校內外專家

學者組成，並由校長(或指派適當人員)擔任主任委員。每學年至少開會一

次，提供校務研究之諮詢與指導。 

第五條 本辦法經研究發展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並送校務會議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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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校務研究中心營運規劃書 

 

 
中華民國 105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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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計畫目標 

本校亟欲透過校務研究中心的設置，提出為期三年之大學提升校務專業管理能力計畫，

為本校校務發展 PDCA 管理循環的決策核心，藉以建立大學生學習成效評估及提升機制。

本校之大學提升校務專業管理能力計畫目標有三： 

一、 組織結構調整與設計：校務研究中心專業發展與定位 

透過本專案計畫之執行，本校初期籌設「提升校務專業管理能力專案辦公室」推動

執行本計畫工作項目，藉由專業人力之培育與養成後，將成立校務研究中心(或校務

研究辦公室)，作為正式的校級幕僚單位，提供學校經營管理與學生教育養成相關決

策的方案與參考依據。 

二、 校務研究管理能力提升：專業人才招聘與人力訓練發展 

本計畫將進行校務管理人才養成與培育，相關培育人才分為以下兩類： 

校務發展決策分析人才:針對總體環境未來發展趨勢與學校目前營運現況，提出因應

之道與建議，以掌握機會，避開威脅；並建構良好的教育體制與學生學習環境，培

育社會所需人才。此專才將聘僱於校務研究中心，成為學校發展之決策幕僚群。 

校務營運分析管理人才：依據學校發展願景與目標，掌握學校目前營運現況，提出

學校所面臨的問題與營運瓶頸，以利目標之達成。本校將積極針對目前行政單位與

學術單位的業務人力進行培訓，以提升各單位的營運分析能力。 

三、 決策管理機制建構：集中式校務資料庫建置與校務數據分析運用 

本計畫將建置一集中式校務資料庫，將學校教務、學務、總務、主計、人事以及校

外資料、政府開放平台等資訊聚集起來，進行模式建構與分析，藉以發掘影響學生

學習、學生生活與就業輔導之重要因素，以做為學校教學與輔導的重要參考依據，

期能提高學生學習興趣、專業能力養成、職涯發展與就業輔導之成效。 

 

貳、組織架構與專業人力資源配置 

組織架構、分工與合作關係 

為配合本計畫之執行，本校校長責成副校長成立「提升校務專業管理能力專案辦公室」

(以下簡稱校務專案辦公室)。由於提升校務專業管理能力任務之達成，其範疇涉及學校之各

級行政單位與學術單位，本校務專案辦公室與學校之行政單位與學術單位形成一矩陣式結

構組織型態，由校務專案辦公室統籌執行本計畫之相關工作，學校的行政單位與學術單位

則派員協助本計畫之執行，以落實提升校務專業管理能力之目標，協助學生學習興趣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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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成效提升，生活輔導、職涯發展及就業輔導等項教育工作。 

本校務專案辦公室由副校長楊志強教授兼辦公室主任，綜理辦公室事務及計畫執行，文

創系江政達助理教授兼任執行秘書，負責專案執行之業務工作。「校務專案辦公室」其分工

與成員組成如下： 

一、 系統建置組： 

負責整合校務、教務與學務等相關資訊系統。由本校計算機與網路中心林主任仁智召

集相關資訊科技專長教授及計算機與網路中心技術人員組成。 

二、 資料分析組： 

負責決策分析模型之建構與資料分析解讀工作。由本校楊副校長志強召集統計、計量、

量化研究方法相關專長教授組成。 

三、 工具編製組： 

負責集中式校務資料庫所需工具編製及信效度考驗之專業技術支持。由本校教學發展

中心洪主任福財召集測驗與評量相關專長教授組成。 

另為執行本校之大學提升校務專業管理能力計畫，由副校長楊志強教授擔任本計畫主持

人，文化創意產業經營學系江政達助理教授擔任計畫協同主持人，除各學術單位與行政單

位支援協助人力外，並視計畫執行所需擬聘任博士級助理研究員與博士後研究助理各一名，

本計畫之人員編制與分工如下表所示： 

姓名 職稱 學經歷 專長 工作項目 

楊志強 
計畫主持人 

副校長 

 測驗統計博士 

 教育學系教授 

 量化研究方法論 

 工具編製與信效度考驗 
本計畫執行與協調 

江政達 協同主持人 

 企業管理博士 

 文化創意產業營學系助

理教授 

 策略管理與組織行為 

 企業營運模式創新 

 電子商務 

校務專案辦公室發展與管理 

待聘 助理研究員 
高等教育領域相關博士學

歷並具測統背景 

 巨量資料分析 

 學生學習成效評估 

 高等教育研究 

 校務研究 

 整合校務研究資料 

 蒐集問題 

 提供實證 

 萃取資料，形成決策建議 

待聘 
博士後研究

助理 

高等教育領域相關博士學

歷並具測統背景 

 資料庫建置與應用 

 量化資料分析 

 基礎資料蒐集協調 

 資訊平台資料紀錄 

 規範業務紀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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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校務研究辦公室之永續發展 

為提升校務專業管理能力之目標，本校校務研究中心之創設與永續發展為首要任務，

其次為相關專業人才招募與內部人才訓練，最後為決策管理機制的建構。以下依據此三項

工作目標，編列為期三年之各階段性目標，說明如下（詳如圖2）。 

 

 

 

 

 

 

 

 

 

 

 

 

 

圖 2 專案工作目標展開圖 

一、組織結構調整與設計－校務研究中心專業發展與定位 

第一年先設立「提升校務專業管理能力專案辦公室」負責專案工作的規劃、溝通與執

行工作，並以此專案辦公室為雛型，藉由第一年的營運經驗與成果為基礎，於第二年籌設

正式的校級中心-「校務研究中心」，以協助學校經營管理事務與校務發展；最後，基於第

二年的校務研究中心的實際運作概況，進行單位間分工與決策程序的調整，以符合學校運

作所需。 

(一) 校務研究管理能力提升－專業人才招聘與人力訓練發展 

為求校務研究管理能力的提升，其專業發展分為三種途徑-標竿學習、人才招募、

組織成員訓練等三項。第一年強調於國內外教育機構的標竿學習，專業人才招聘，

以及建構校務研究管理能力地圖與培訓課程設計；第二年則依據第一年的成果進

行內部人員訓練與國內外教育機構的交流；第三年則強調建構國內教育機構的知

識社群平台，進行相關知識與經驗的分享，以及技術交流。 

相關國內外交流的規畫，主要希望能培養與訓練出本校及國內大學校務研究之種

子教師，規劃如下： 

1. 派員參加美國全國性校務研究協會（Association for Institutional Research，AIR）

舉辦之年會、專題研習與資料分析技術研習工作坊： 

強調進行校務研究相關議題之短期研修與交流；另，參與 AIR Data and Decisions 

Academy 所提供的線上校務研究課程。 

2. 派員考察並參訪美國大學校務研究辦公室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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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美國史丹福大學校務研究與決策支援辦公室（Institutional Research & Decision 

Support，IR&DS）、加州大學校務研究與學術發展計畫辦公室（Institutional 

Research & Academic Planning，IRAP）。 

另外，在資料蒐集與問卷調查研究知名的美國印第安納大學的National Survey of 

Student Engagement（NSSE）與密西根大學亦列入參訪名單。 

3. 加入海外華人校務研究協會會員（Overseas Chinese Association for Institutional 

Research，OCAIR）： 

邀請海外華人校務研究相關學者專家蒞校擔任講座與諮詢顧問。 

4. 促成並參與國內校務研究學會或社團： 

辦理研討會及工作坊，交流並吸取他校校務研究經驗。 

(二) 決策管理機制建構－集中式校務資料庫建置與校務數據分析運用 

為整合校務決策所需的相關資訊，本決策管理機制之建構強調集中式校務資料庫

建置與校務數據分析運用，希望透過整合本校相關教務、師培、進修、學務、總

務、主計、人事等方面的資訊系統的資訊，作為決策的參考依據；此外，也將嘗

試整合校內與校外相關資訊，藉以提供較完整與全面性的評估標準，提升校務決

策之精確性。 

第一年強調校務研究資料庫架構規劃與系統分析、使用者需求分析與現有資訊平

台之資料整合；第二年開始進行決策模型建構與資料分析，以及新增決策所需資

訊平台之整合工作；第三年則強化校務決策分析系統應用與系統使用者的教育訓

練工作。相關校務研究資料庫(含學生學習歷程與成效資料庫)建置與管理，請見下

一章節的說明(參見肆、校務研究資料庫建置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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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校務研究資料庫(含學生學習歷程與成效資料庫)建置與管理 

根據本校學生學習成效之界定，蒐集直接與間接學生學習成效相關資料，是建置集中

式校務資料庫的方式。蒐集直接資料可能來自校內各行政、教學單位資料。蒐集間接資料

可能來自校外資料與政府資料，包括：UCAN、CPAS、大學校院校務資料庫、師資培育長

期追蹤資料庫、台灣高等教育師生問卷調查資料庫、大專校院畢業生流向資訊平台，以及

教育部、科技部、勞動部的 Open Data 等。 三方資料構成本校集中式校務資料庫之重要基

礎。 

本計畫第一年擬由校內外現有資料庫整合為主軸，進行校內單位內與跨單位間資料以

及校外現有資料串接；第二年及第三年再將新建資料庫內容與現有資料整合串接。本校集

中式校務資料庫建置與管理之規劃如下： 

第一年現有資料庫整合 

(一) 教務資訊系統資料整合（現有資料庫） 

1. 各入學管道成績 PR 值蒐集 

2. 各系所人數蒐集 

3. 入學新生畢業高中、縣市所在地、高中成績表現蒐集 

4. 入學新生家庭背景蒐集 

5. 系所開設課程、學生選課資料蒐集 

6. 學期成績、平時評量、缺曠情形蒐集 

7. 教師授課科目、課程大綱、授課鐘點資料蒐集 

8. 學生學習成果導向問卷學習成果滿意度資料蒐集 

9. 學生學習歷程導向問卷資料蒐集 

10. 學生期中成績預警資料蒐集 

11. 續讀率、畢業率 

(二) 教師數位教學平台使用紀錄整合（現有資料庫） 

1. 教師使用數位教學平台時間、次數、頻率資料蒐集 

2. 課程教材資料蒐集 

3. 學習統計資料蒐集 

4. 討論室對話資料蒐集 

5. 作業批改資料蒐集 

6. 測驗批改資料蒐集 

7. 成績統計資料蒐集 

(三) 校外資訊平台資料整合（現有資料庫） 

1.「UCAN 大專校院就業職能平台」資料蒐集： 

含學生職業興趣探索、學生職能診斷、學生能力養成計畫 

2.「CPAS 職業適性診斷測驗」資料蒐集： 

含12項主要的職場性格、6大核心的職場能力、職業適性與領導潛能 

第二年新建資料庫與現有資料庫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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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學生數位學習履歷資料蒐集（新建資料庫） 

1. 學生心理健康資料蒐集（學生心理健康量表） 

2. 學生生涯興趣資料蒐集（生涯興趣量表） 

3. 學生學習與讀書策略資料蒐集（暨編製大學生學習與讀書策略量表） 

4. 學生學習經驗滿意度資料蒐集（暨編製學生學習經驗滿意度問卷） 

5. 學生英語及外語文能力檢定資料蒐集 

6. 選修全英文授課、國際學位學程、交換生、參與學海飛颺、惜珠、築夢計畫、海外實

地學習資料蒐集 

7. 學生基本能力分級鑑定資料蒐集 

8. 師資生三項教學實習能力檢核資料蒐集 

9. 師資生實地學習資料蒐集 

10. 學生專題能力檢核資料蒐集 

11. 學生專業證照、校內外競賽得獎紀錄資料蒐集 

12. 學生社團參與、服務學習資料蒐集 

13. 學生獎學金、助學金、工讀金資料蒐集 

14. 學生學習社群、科技部大專生研究計畫、產學合作計畫參與資料蒐集 

(二) 畢業校友資料蒐集（新建資料庫） 

1. 畢業生留向調查 

2. 畢業生校友滿意度調查 

3. 雇主滿意度調查 

(三) 教師研究教學服務與輔導資料蒐集（新建資料庫） 

1. 教師評鑑、升等紀錄搜集 

2. 教學資料蒐集： 

教學獎勵、公開授課紀錄、教科書出版品、教學社群 

3. 研究資料蒐集： 

教學實務成果技術報告、專利成果、學術研究專門著作、藝術展演、應用技術類技術

報告、體育成就 

4. 服務資料蒐集： 

協助主管機關推動教學計畫、參與政府相關政策研擬、主持或參與執行學術研究、主

持或參與執行政府部門競爭計畫、擔任政府機關、學術機構或學術團體之重要職務、

開授進修部、教育部（局）或政府委託之教學實務班別、接受主管機關委辦教學實務

推廣事項、主持或參與教學相關計畫、產學合作或建教合作計畫 

5. 輔導資料蒐集： 

指導學生社團或參與學生活動、輔導學生專題製作、指導學生研究生學位論文、指導

學生執行大專生專題計畫、專任學生職涯輔導教師、指導學生競賽、證照 

6. 教師支持資料蒐集： 

新進教師輔導紀錄、薪傳教師紀錄、教師社群、出國進修補助、教學優良教師、學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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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獎勵、英文論文修飾費、教材與教學著作獎勵、教學實務與教材研究補助、校外

證照研習補助、教學實務外審委員資料 

(四) 學校資源資料（新建資料庫） 

1. 財務預算資產資料蒐集 

2. 人事資料蒐集 

3. 薪資資料蒐集 

4. 設備資料蒐集 

5. 建築與空間資料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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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年完成建置集中式校務資料庫 

集中式校務資料庫經第一年現有資料庫與第二年新建資料庫資料串接整合，第三年預計

完成集中式校務資料庫，含蓋輸入端、學習歷程端、學習成效端，詳細說明如下： 

(一) 輸入端資料 

1. 新生入學前先備特質資料： 

入學成績、入學管道、高中畢業學系、家庭社經背景、身份別（本地生、原住民、僑

生、外籍生、師培公費生、卓獎生）等資料 

2. 教師素質資料： 

教師職級、教學評量、教師評鑑、多元升等等資料 

3. 學校資源資料： 

經費與教師員額、教師獎勵與支持等資料 

(二) 學習歷程端資料 

1. 心理特質與輔導、學習特質與輔導等資料 

2. 外國語文增能、學生國際化等資料 

3. 參與課程、數位學習增能、品德涵養實踐、總整課程、學習歷程紀錄等資料 

4. 學習弱勢與支持、經濟弱勢與支援、菁英自主學習等資料 

5. 生涯探索與輔導、職涯發展與輔導、創業競賽與輔導、就業媒合等資料 

(三) 學習成效端資料 

1. 續讀率、畢業率 

2. 畢業門檻： 

學科成績、英文能力鑑定、基本能力分級鑑定、教學實務能力檢核、實地學習、專題

能力檢核等資料 

3. 學習成效縱貫評估： 

學生學習經驗滿意度問卷、學習成果、學生基本素養、系所核心能力、專業實力、軟

實力等資料 

4. 專業證照： 

教師證、語文類、觀光類、心理類、其他高普考科目等。 

5. 校內外競賽得獎 

6. 畢業追蹤： 

就業率、畢業生流向、畢業校友滿意度、雇主滿意度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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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提升校務專業管理能力計畫審查評分表 

校名：臺北教育大學 

審查意見 

組織及運作面 

1. 該校設立「提升校務專業管理能力專案辦公室」(第一年非正式單位)，與其他行政

單位和學術單位形成矩陣組織型態；該專案辦公室統籌執行計畫相關工作，而學

校行政和學術單位派員協助本計畫執行，為宣示該辦公室任務運作與跨單位協調

之正當性，請學校應盡速將其成為校內正式專責單位。 

2. 請學校說明目前該專案辦公室在校內的組織層級設計如何有助於建立校內中央資

料倉儲系統。 

3. 建議學校在規劃建置校務系統與學習成效系統時，能考量以個人資料做為資料串

接單位。 

4. 請學校補充說明學校發展收集學生學習成效資料的架構與評量工具之邏輯性與系

統性。 

5. 建議學校在儲存與分析資料時，能運用資料倉儲、資料視覺化以及其他商業智能

的技術，以提高資料正確性、可靠性、和相關人員對資料的可近性。 

6. 學校對於學生學習成效相關資料有明確操作型定義，從建立式資料庫、跨處室資

料整合、資料收集到分析運用，都能與學生學習成效緊密連結。 

7. 預計成立校務專案辦公室，規劃設置研究規劃組、系統建置組、資料分析組與工

具編制組，分工適當，符合校務研究需求，並有永續運作之規劃。 

8. 辦公室與其他部門之分工與合作關係之規劃過於粗略，宜更仔細規劃。 

9. 對於學生學習成效之取得、收集、儲存與分析有相當具體完整之專業規劃。 

 

  

附件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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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人力資源面 

1. 辦公室成員組成規劃應符合校務研究所需具備的高等教育（含校務研究）、數量分

析以及資料庫管理的三類人員，請說明該辦公室的組織層級設計如何就各項研究

議題與其他校內單位共同擬訂行動方針。 

2. 從專案辦公室的編制與運作模式，請學校說明專案辦公室於資料分析後，策略規

劃與績效評估是由哪單位負責?其運作模式為何? 

3. 成員專業背景涵蓋校務管理、量化研究、教育研究面向。不過整個辦公室預計只

有 4 名人力，是否能擔負起 4 個分組的工作，恐有疑問？ 

4. 建議辦公室宜配置資訊人員，方有利於資料之整合與撈取。 

5. 專業發展機制規劃良好。 

校務應用面 

1. 請學校補充說明學生學習成效分析的結果運用與教師升等制度之關聯性與系統結

合情形。 

2. 請學校補充說明學生學習成效分析的結果運用在各議題之校務資源分配決定之運

作情形。 

3. 以學生學宜成效為核心，針對招生、學生學習情形、教學效能等議題面向，分別

都有議題探討、資料蒐集與分析、應用措施之具體規劃。 

4. 建議應有年度報告之規劃。 

綜合審查意見： 

校務研究架構規劃良好，實施方式具體，從議題探討、資料蒐集與分析、到應用措施

都有具體規劃。不過辦公室仍有待設立，人員須更充實，另外與其他學校單位之關係

也宜更詳細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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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第 76 次行政主管協調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05 年 3 月 7 日（星期一）上午 9 時 

地點：校長室 

主席：張校長新仁                          記錄：黃崇銘 

議程： 

壹、 前次會議提案暨主席裁示執行情形 

貳、 提案討論 

1. 有關本校「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專業發展學校遴選及認證實施要點」修訂一案，提

請  討論。(師培中心)………………………………………………………………...6 

2. 有關本校「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應屆畢業師資生集中實習實施辦法」修訂一案，提

請  討論。(師培中心)……………………………………………………………….52 

3. 有關本校「各師資類科教育專業課程學分抵免要點」修訂一案，提請  討論。(師

培中心)………………………………………………………………………………..58 

4. 研議修正「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優秀員工遴選表揚要點」部分條文，提請 討論。(人

事室)…………………………………………………………………………………..71 

5. 為維護全校教職員工生健康，避免傳染病疫情藉由校園集體傳播而擴大，本組擬

依據《傳染病防治法》及《學校衛生法》規定，訂定本校通用之「國立臺北教育

大學傳染病防治辦法」(草案)(如附件 1)，提請 討論。(學務處)………………...75 

6. 廢止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經費稽核委員會設置辦法，提請  審議。(秘書室)…….98 

7. 修正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組織規程，提請  審議。(秘書室)………………………124 

8. 配合教育部修正發布「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爰訂（修）本校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設置辦法」，提請 討論。(秘書室)…132 

9. 配合教育部修正發布「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爰新訂本校「國

立臺北教育大學校務基金稽核實施辦法」，提請 討論。(秘書室)………………152 

10. 配合教育部修正發布「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爰修訂本校「國

立臺北教育大學捐贈收入收支管理要點」，提請 討論。(秘書室)………………155 

11. 新訂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校務研究中心設置辦法，提請  審議。(副校長室)……162 

12. 擬修訂本校「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師教材與教學著作獎勵要點」，提請  討論。(教

發中心)……………………………………………………………………………….168 

13. 擬修訂本校「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課程創新與教材教法研發補助要點」，提請  討

論。(教發中心)………………………………………………………………………171 

14. 擬修訂本校「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師薪傳實施要點」，提請  討論。(教發中

心)…………………………………………………………………………………….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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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擬修訂本校「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設置教學助理協助課程實施要點」，提請  討論。

(教發中心)……………………………………………………………………………180 

16. 擬修訂本校「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設置課業精進夥伴實施要點」，提請  討論。(教

發中心)……………………………………………………………………………….183 

17. 擬修訂本校「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學生學習社群實施要點」，提請  討論。(教發中

心)…………………………………………………………………………………….186 

參、 各單位重要工作報告 

肆、 臨時動議 

伍、 散會 

【無關提案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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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編號：11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104 學年度 3 月份行政主管協調會議提案 

案由 新訂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校務研究中心設置辦法，提請  審議。 

說明 

一、 本校為落實校務專業管理並確保校務治理品質並執行教育部

補助大學提升校務專業管理能力計畫，擬依「國立臺北教育大

學中心設置及管理辦法」（如附件一），並比照本校執行教育部

國民小學師資培用聯盟計畫，成立自然學習領域教學中心、社

會學習領域教學中心、國語文學習領域教學中心，特訂定「國

立臺北教育大學校務研究中心設置辦法」，辦法草案如附件二。 

二、 本校業獲教育部核定「大學提升校務專業管理能力計畫」，審

查意見摘述如下（審查表如附件三）： 

該校設立「提升校務專業管理能力專案辦公室」(第一年非正式

單位)，與其他行政單位和學術單位形成矩陣組織型態；該專案

辦公室統籌執行計畫相關工作，而學校行政和學術單位派員協

助本計畫執行，為宣示該辦公室任務運作與跨單位協調之正當

性，請學校應盡速將其成為校內正式專責單位。 

校務研究架構規劃良好，實施方式具體，從議題探討、資料蒐集

與分析、到應用措施都有具體規劃。不過辦公室仍有待設立，人

員須更充實，另外與其他學校單位之關係也宜更詳細規劃。 

辦法 通過後提主管會報討論，再提行政會議審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
實施。 

決議 

一、 修正通過。 

二、 修正內容如下： 

(一)第三條「專案經理」修正為「執行秘書」。 

     (二)第五條修正為「本辦法經研究發展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

後實施並送校務會議備查。」 

     (三)第三條「本中心另置專案經理一人，負責校務研究專案執行

之業務工作；並下設系統建置小組、資料分析小組與工具編

製小組：」修正為「本中心另置執行秘書一人，負責校務研

究專案執行之業務工作，並設以下三個任務編組：」 

三、依國立台北教育大學中心設置及管理辦法第五條簽請校長同意成

立中心試行運作。 

四、校務研究中心設置辦法提研究發展會議通過後，送校務會議備查。 

                           提案單位： 副校長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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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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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提案討論 

提案編號：1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第第 36 次校務會議提案單 

案由 本校 106學年度系所班組增設調整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 106學年度待審議之系所班組增設調整案如說明二、三、四，各

案皆已經本校104學年度第2次校務發展委員會通過。會議記錄如

附件一。 

二. 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研究所班組調整案： 

1. 該所「教學碩士學位班」係教師在職進修專班，擬調整為一般

在職身份報考之「碩士在職專班」。依教育部規定，教師身份

報考之教學碩士學位班要轉換為一般在職身份報考之碩士在

職專班，需以停招前者，增設後者之方式處理。故該所擬於106

學年度停招「教學碩士學位班」，並增設「課程與教學碩士在

職專班」。 

2. 本案業經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研究所104學年第1學期第4次所

務會議（104.12.8）及教育學院104學年度第1學期第4次院務

會議(105.1.13)討論通過。 

3. 檢附相關會議記錄及「課程與教學碩士在職專班」增設計畫書

如附件二。 

三.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班組調整案： 

1. 配合教育部建議各校碩士在職專班名稱體例一致化，擬將「教

育領導與管理碩士學位在職進修專班」修正為「教育領導與管

理碩士在職專班」。 

2. 另「學校行政碩士學位班」係教師在職進修專班，報考資格限

定為在職教師，報考人數逐年下降，104學年度招生名額23名，

僅錄取10名。考量招生對象、進修方式、師資安排等條件，擬

自106學年度起停招本班。 

3. 前開兩調整案業經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104學年第2學期第1次

系務會議（105.3.7）及教育學院104學年度第2學期臨時院務

會議(105.3.9)討論通過。相關會議記錄見附件三。 

四. 教育學系班組調整案： 

1. 配合教育部建議各校碩士在職專班名稱體例一致化，擬將「生

命教育碩士學位在職進修專班」修正為「生命教育碩士在職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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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 

2. 本案業經教育學系104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系所務會議

(105.3.1)、及教育學院104學年度第2學期臨時院務會議

(105.3.9)討論通過。相關會議記錄見附件四。 

辦法 通過後依限報部 

決議 照案通過。 

提案單位： 教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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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104學年度第 2次校務發展委員會會議記錄(節錄)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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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50 
 

 



51 
 

 



52 
 

 



53 
 

 



54 
 

106學年度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育學院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研究所) 

申請增設碩士在職專班計畫書 

※各項資料應詳實填報，如經查提報資料錯誤、不完整、涉及不實記載者，本部將依「專科以上學校總量

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第 12條規定，駁回其院、系、所、學位學程增設調整申請案，並追究相關責任。 

第一部份、摘要表                             *本表為計畫書首頁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106學年度申請增設碩士班、碩士學位學程、碩士在職專班 

院、系、所、學位學程計畫書 

申請增設班別 □碩士班   □碩士學位學程   ■碩士在職專班   □碩士在職學位學程 

申請案名1
（請依

註 1體例填報） 

中文名稱：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研究所課程與教學碩士在職專班                        

英文名稱：Graduate School of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al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In-Service Master Program of curriculum Instruction）                                    

□全英語授課 

曾經申請年度：□104學年度 □103學年度 □102學年度 □曾於  學年度申請 ■未曾申請過 

授予學位名稱 教育學碩士 

所屬院系所或

校內現有相關

學門之系所學

位學程 

 名稱 
設立 

學年度 

現有學生數 

大學 碩士 博士 小計 

研究所 
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研究所

課程與教學碩士班 
85  49   

研究所 
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研究所

博士班 91   47  

在職班 
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研究所

教學碩士學位班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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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設有本學

系博(碩)士班

相關系所學位

學程學校 

1.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管理與課程教學領導碩士在職專班 

2.臺北市立大學學習與媒材設計學系課程與教學在職碩士班 

3.淡江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4.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教育與學習科技學系課程與教學碩士在職專班 

5.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育學系課程與教學碩士在職專班夜間班 

6.明道大學課程與教學研究所碩士在職專班 

7.國立中正大學教育學研究所教育學碩士在職專班 

8.國立嘉義大學教育學系碩士在職專班課程與教學組 

招生管道 由本校進修推廣處統一辦理『研究所在職進修碩士學位班』招生考試 

 擬招生名額 25名 

                                                      
1
 院系所學程名稱體例：碩博士班未設學士班者，一律稱○○研究所；已設學士班者，增設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博士班者，一律稱○○學系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博士班)。一系多碩(博)士班之體例為：○○學系※※碩士班(碩士

在職專班、博士班)。學位學程之體例為：○○學士學位學程」、「○○碩士學位學程」、「○○碩士在職學位學程」、「○

○博士學位學程」；系所分組之體例為：○○學系(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博士班)※※組、◎◎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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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名額來源 

(請務必填列) 

本班通過後，原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研究所「教學碩士學位班」停招，招生名

額移轉本班組。 

公開校內既有

系所畢業生就

業情形 

※(請告知公開管道，如網址或網頁等，俾本部查閱) 

http://r7.ntue.edu.tw/r7/pages/5_hlep/1-help01.html 

填表人資料 

(請務必填列) 

服務單位及職稱 
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研

究所/約用行政專員 

 

姓名 施幸佑 

電話 02-2732-1104轉 62143 傳真 02-2378-0439 

Email gici@tea.ntu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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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自我檢核表 

 

表 1  學系/研究所申請設立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自我檢核表 

校    名：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申請案名：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研究所課程與教學碩士在職專班 

 

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規定 現況 自我檢核 

評鑑成績 
最近一次依大學評鑑辦法系所評鑑結果為通

過。（不含第一次評鑑結果為待觀察，經追蹤評鑑

後為通過之結果） 

■ 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研究所 101 年評

鑑結果為通過。 

□ 尚未受評，將於     年受評。 

□ 於○○年始新設之獨立研究所，無評

鑑結果。 

設立年限 

□以學系申設碩士班，應符合之規定： 

申請時已設立招生學系達 3年以上。 

 
 

○○學系於___學年度設立，

至103年9月止已成立___年。 

核定公文：  年   月   日 

台高（一）字第          號 

□ 符合 

□ 不符 

□以學系申設碩士在職專班，應符合之

規定： 
申請時已設立招生日間學制碩士班達 2 年以

上。 

 

○○學系碩士班於___學年度

設立，至 103年 9月止已成立

___年。 

核定公文：   年   月   日 

台高（一）字第          號 

□ 符合 

□ 不符 

□以研究所申設碩士班，應符合之規

定： 

單獨新設研究所碩士班無設立年限規定。 

 □ 符合 

□ 不符 

■以研究所申設碩士在職專班，應符合

之規定： 
申請時已設立招生日間學制碩士班達 2年以

上。 

課程與教學研究所碩士班於

85學年度設立，至 105年 9

月止已成立 20年。 

核定公文：85年 8月 16日 

台(82)師(二)字第 85515894

號函 

■ 符合 

□ 不符 

師資結構

(並請詳列

於基本資

料表 3、4) 

■以研究所申設碩士班/碩士在職專

班，應符合之規定： 

實聘及擬聘專任師資應有 5人以上具助理教

授以上資格，其中 3人以上須具副教授以上資

格。 

一、 實聘專任教師 9位，其

中： 

1.助理教授以上 9位 

2.副教授以上 7位 

二、 擬聘專任教師 0位。 

三、 實聘及擬聘專任教師合

計 9位。 

■ 符合 

□ 不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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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份：基本資料表 
 

基本資料表 
     

表 3：現有專任師資(註 1)名冊表 
 

       
現有專任師資 9員。其中副教授以上者 7員，助理教授以上者 9員；兼任師資 1員。 

序

號 
專任/兼任 職 稱 姓名 最高學歷 專 長 開課名稱(註 2) 

1 專任 教授 崔夢萍 

美國德州大學奧斯

汀分校電腦科學教

育博士 

數位學習、網路教學策略與設計、學習困難兒童電

腦化評量診斷、補救教學策略 

資訊科技融入教學、未來學校課程與教學專

題 

2 專任 教授 張新仁 

美國德州大學奧斯

汀分校課程與教學

博士 

教學理論與策略、認知心理學、學習理論與策略，

教師專業評鑑 

教師專業社群研究、教學方法與策略研究、

教學評鑑研究、創新教學案例分析、優質文

教課程方案案例分析 

3 專任 教授 林佩璇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教育研究所博士 課程發展與評鑑、行動研究、教學方法論 

教學理論與實務研究、行動研究、方案評

鑑、學科教學專題討論、創意思考教學研

究、創新教學案例分析 

4 專任 教授 周淑卿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教育研究所博士 課程理論、課程設計、教師專業發展、課程美學 

課程理論與實務研究、新興議題融入課程設

計、教科書研究、教材研發與設計、優質文

教課程方案案例分析 

5 專任 教授 李宗薇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教育研究所博士 
教學設計、研究方法、訊息設計、媒體素養 教學科技理論與實務 

6 專任 教授 趙貞怡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電腦多媒體設計、數位影音創作、人機介面 教學科技理論與實務、未來學校課程與教學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user.PC.000/Local%20Settings/Documents%20and%20Settings/user.PC.000/Local%20Setting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user1/AppData/Local/Microsoft/Window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user1/AppData/Local/Microsoft/user/桌面/%3cDefault%20Format%3e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user.PC.000/Local%20Settings/Documents%20and%20Settings/user.PC.000/Local%20Setting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user1/AppData/Local/Microsoft/Window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user1/AppData/Local/Microsoft/user/桌面/%3cDefault%20Format%3e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user.PC.000/Local%20Settings/Documents%20and%20Settings/user.PC.000/Local%20Setting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user1/AppData/Local/Microsoft/Window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user1/AppData/Local/Microsoft/user/桌面/%3cDefault%20Format%3e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user.PC.000/Local%20Settings/Documents%20and%20Settings/user.PC.000/Local%20Setting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user1/AppData/Local/Microsoft/Windows/Temporary%20Internet%20Files/user1/AppData/Local/Microsoft/user/桌面/%3cDefault%20Format%3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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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電腦多媒體教

學博士 

專題 

7 專任 副教授 王俊斌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

研究所博士 教育哲學、教育社會學、教育學方法論、師資培育

與教師專業發展   

教育研究法、現代社會學說與教育、現代哲

學說與教育、多元文化課程研究、未來學校

課程與教學專題、全球視野的課程與教學專

題 

8 專任 助理教授 蔡欣玶 

美國西雅圖華盛頓

大學教育心理學系

博士 

心理計量與統計、教學評量、教育量化研究法、教

學心理學研究 

現代心理學說與教育、教育研究法、高等教

育統計學、學習評量研究、學習活動企劃與

實施 

9 專任 助理教授 張循鋰 
大同大學資訊工程

學系博士 
互動多媒體應用、遊戲設計、跨平台 APP 開發 資訊科技融入教學 

10 兼任 
本校 

榮譽教授 
歐用生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教育研究所博士 課程理論、課程領導、課程研究方法論 

全球視野的課程與教學專題、課程政策與改

革、新興課程學說專題討論、新興教學學說

專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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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份：計畫內容 
壹、本院、系、所、學位學程與國家社會人力需求評估（必填）： 

一、人力需求評估分析： 

（一）招生市場評估（含學生來源、規劃招生名額、他校相同或相近系所招生情形2） 

1.學生來源：除了國高中與小學在職教師之外， 補習班或課後安親班教師和經營者、

文教出版業編輯人員、文教機構人員等，凡是有志於發展課程規劃設計與教學能力者，

均可報考。 

2.規劃招生名額：預計招生 25名。(本班通過後，原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研究所教學碩

士學位班停招。本班招生名額為原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研究所教學碩士學位班之名

額) 

3.他校相同或相近系所招生情形： 

校名稱 系名稱 學生來源 

招

生

名

額 

國立臺灣

師範大學 
教育管理

與課程教

學領導碩

士在職專

班 

凡國內外經教育部立案公、私立大學或獨立

學院畢業，取得學士學位或具同等學力，且

已服兵役或無兵役義務之現任公、私立已立

案中等學校合格教師或校長，服務年資滿２

年以上者。 

25 

臺北市立

大學 
學習與媒

材設計學

系課程與

教學在職

碩士班 

國內外大學校院畢業獲有學士學位或同等學

力，並符合下列任一項之現職人員： 一、已

立案公私立高中職、國民中小學或幼兒園/

幼稚園之專任在職合格教師， 服務滿 1 年

（含代理代課，不含試用、實習及服兵役年

資）。 二、任職於公務機關或公私立文教機

構之在職人員，在職機構服務滿 1 年（含代 

理代課，不含試用、實習、臨時人員、志工

及服兵役年資）。 

25 

淡江大學 課程與教

學研究所

碩士在職

專班 

具備下列 2 項條件者 ： (一)獲學士學位或

同等學力 (二)具工作經驗 

12 

國立新竹

教育大學          

 

教育與學

習科技學

系課程與

教學碩士

需同時具備下列三項條件之現職人員，始可

報考。 

一、於國內經教育部立案之大學或獨立學院

畢業，取得學士學位（含以上）或於符

合教育部採認規定之境外大學或獨立學

25 

                                                      
2
 盡量提供數據資料，以利審查。 



 60  

 

 

在職專班 院畢業，取得學士學位（含以上），或符

合「入學大學同等學力認定標準」(附錄

一)之規定者。 

二、從事文教相關工作，服務年資累計滿一

年（含）以上者（工作經驗年資之計算

始自具備報考資格後算起至 104年 7月

31日止，不含實習）。 

三、無兵役義務或已服畢兵役者。 

國立臺中

教育大學 
教育學系

課程與教

學碩士在

職專班夜

間班 

符合下列任一條件： 一、現任各級學校（含

幼兒園/幼稚園）校長（園長）及教師（含代

理代課）。 二、現職專任公私立文教事業機

構及學校行政人員（含約聘僱及校務基金進

用人員）。 

18 

明道大學 課程與教

學研究所

碩士在職

專班 

一般生： 國內經教育部立案之大學或獨立學

院畢業，取得學士學位；或符合教育部認定

規定之境外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取得學士

學位；或具有同等學力者（詳見附件二）， 並

符合本校各碩士班訂定之報考條件者。 二、

在職生： 具一般生資格，並符合本校各碩士

班規定工作年資且現仍在職者。 三、碩士在

職專班： 報考碩士在職專班者，請詳閱該碩

士班之規定辦理。 

30 

國立中正

大學 
教育學研

究所教育

學碩士在

職專班 

符合以下資格之一者： 一、從事與教育相關

之工作服務年資累計滿 1年以上。 二、各級

學校行政人員或銓敘合格之公務人員，服務

年資累計滿 1年以 上者。 三、前二項服務

年資併計滿 1年（含）以上。 

30 

國立嘉義

大學 
教育學系

碩士在職

專班課程

與教學組 

符合以下資格之一者： 一、從事與教育相關

之工作服務年資累計滿 1年以上。 二、各級

學校行政人員或銓敘合格之公務人員，服務

年資累計滿 1年以 上者。 三、前二項服務

年資併計滿 1年（含）以上。 

20 

 

（二）就業市場狀況（含畢業生就業進路3、就業市場預估需求數、就業領域主管之中央

機關4） 

1.畢業生就業進路： 

本所規劃新增之課程與教學碩士在職專班，學生來源除在職學校教師之外，並擴大

                                                      
3
 可參考主計處職業標準分類(http://www.dgbas.gov.tw/ct.asp?xItem=15817&CtNode=5480&mp=1)填列。 
4
 例如：設計產業之主管機關為經濟部、醫事人員之主管機關為衛生署等。 

http://www.dgbas.gov.tw/ct.asp?xItem=15817&CtNode=5480&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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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收其他機構之在職社會人士。由於學生均為在職人士，故畢業生無就業問題。服務於

各級學校的畢業生可強化課程創新與教學能力，為學校整體課程發展與教學品質提升有

所貢獻；其它機構之在職人士畢業後，因具備課程規劃設計、教學以及學習活動帶領之

能力，可強化任職文教產業（如補教業、課後安親、出版業、文創產業）之職業競爭力

與經營領導能力，亦可轉換就業跑道（如投入文教事業或參與公職考試），其就業進路

將可更為開闊。 

社會人士就讀本班畢業後，其出路必然會出現多元化，故新設之碩士在職專班教學

目標，乃是將專業知能應用於不同職場，如教學現場、各類公私立文化機構、民間出版

社等。相信經本所培養後的畢業生，必然可以發揮課程與教學之專業知能，在職場充分

發揮其潛力。 

 

2.就業市場預估需求數： 

由於國民生活水準之提升，社會大眾對於個人專業提升與子女之教育投資日益重視，

此從各類文教產業之蓬勃發展可見一斑。然投入補教業、課後安親、出版業、文創產業

等各類文教事業之社會人士，其專門領域之特殊專長（如本國語文、外國語文、資訊科

技、數學、理化、藝術、音樂……等），雖已有良好條件，但多數仍欠缺課程設計與教

學方法之教育專業能力。故提供在職社會人士提升教育專業能力之研究所訓練課程，對

在職工作者及其未來服務對象將會是一個雙嬴的局面。除此之外，目前就業市場的高度

競爭狀況，職業的流動率都比以往來得更高，社會已普遍認知唯有透過進修來專業加值，

除此之外，別無他途。因此，本研究所規劃之課程將可協助在職學生教育專業成長，亦

可協助在職人士增加轉換不同就業跑道之動能，畢業生就職機會顯然更為寬廣。總言之，

從整個趨勢來看，本所畢業生相當符合未來專業加值的就業市場趨向。 

由於國內中小學教師之學歷已普遍提升，教師師資在職進修需求顯已飽和。因此，

新增碩士在職專班擬開放招收各類從事補教業、媒體、出版、文創等相關工作者，尤其

歡迎對台灣文教產業感興趣之社會人士等。從過去招生經驗來看，這方面的學生來源不

絕，只要積極展開宣傳，必能吸引有志提升專業知能之人士前來就讀。 

 

3.就業領域主管之中央機關： 

有關本所第一種類型畢業生，亦即進入高中國中小學教師之再進修與回流，就業之

所屬主管機關為教育部。但從長期發展角度來看，本所培育的補教業(課後安親班、永

齡基金會、博幼基金會等補教教學機構)、出版業、文史工作室、文創產業、文教機構(社

教館、博物館、科學館、藝術館、天文館、教育訓練單位等)、文教行政之專業人才，

未來大致上分屬於內政部、交通部觀光局等中央機關之管轄。畢業生可以從事補教業或

文化相關事業工作，或各類縣市教育行政機關之專業人員。因此，各縣市地方政府教育

局、社會局、文化局也應是主要來往之政府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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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為提昇學生就業力，縮短學用落差，課程規劃如以專業實務為導向，得敘明具 

體策略或作法 

 

本專班主要在提升從事課程設計與教學相關工作者的專業知能。課程規劃著重理論

與實務的結合，具體作法如下： 

(一) 在課程領域專門課程方面，基礎科目如「課程理論與實務研究」、「多元文化課程研

究」皆以近年重要的課程議題與問題為探討重點。實務應用的科目如「教材研發與

設計」、「教科書研究」、「新興議題融入課程設計」則是引導學生應用理論知識，配

合所在機構的需求，實際練習課程規劃、教材設計的實務課程。 

(二) 在教學領域專門課程方面，基礎的「教學理論與實務研究」、「教學科技理論與實務」、

「創意思考教學研究」、「新興教學學說專題討論」皆結合近來教學革新的趨勢，探

討重要理念與方法，如翻轉教學、行動學習、差異化教學。實務應用的科目如「班

級經營研究」、「教學方法與策略研究」、「教師專業社群研究」、「學習評量研究」、「資

訊科技融入教學」，則引導學生探討實務操作方式及解決實際問題的技巧與策略。 

(三)  設置專題研究課程，跨科整合課程與教學的理論與實務，著眼於統整性、實踐力的

培養，以提升在職工作者的素養。此類課程包含：「創新教學案例分析」、「學習活動

企劃與實施」、「方案評鑑」、「文教課程方案案例分析」、「未來學校課程與教學專題」、

「全球視野的課程與教學專題」。此類課程將由本所不同專長教師協同授課。 

(四) 因應在職人員需求，課程中將安排優秀教師或業界人士進行實務經驗分享。必要時

亦將引用本校之業界教師聘用辦法，邀請業界人士協同授課。例如「教材研發與設

計」、「教科書研究」可邀請教育雜誌或教科書出版社優秀人員；「新興教學學說專題

討論」、「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研究」將邀請翻轉教學、MOOCS著有成效的教師或業界人

士。 

   

 

以上所述之相關課程規劃，請見附件一本在職專班課程架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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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課程結構與教學科目表 

 

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研究所-課程與教學碩士在職專班    

        年度別：106學年度 

 

      修 學 時 

科目中文名稱 科目英文名稱       

      別 分 數 

基礎課程(基礎學理)（最低修習 2學分） 

現代哲學學說與教育 Contemporary Theory of Philosophy and 

Education 

選 2 2 

現代社會學說與教育 Contemporary Theory of Sociology and 

Education 

選 2 2 

現代心理學說與教育 Contemporary Theory of Psychology and 

Education 

選 2 2 

基礎課程(研究方法)（必修 4學分） 

教育研究法 Methods of  Research in Education  必 2 2 

高等教育統計學 Advanced Statistics in Education  選 2 2 

引導研究 Directed Study 必 2 2 

行動研究 Action Research 選 2 2 

課程研究領域(必修 2學分、最低修習 6學分） 

課程理論與實務研究 Research on Curriculum Theory and Practice  必 2 2 

多元文化課程研究 Research on Multicultural Curriculum  選 2 2 

課程政策與改革 Curriculum Policy and Curriculum Reform 選 2 2 

學校本位課程研究 The Study of School-Based Curriculum 選 2 2 

新興議題融入課程設計 Critical Issues Infusing Curriculum Design  選 2 2 

教科書研究 Research on Textbooks  選 2 2 

教材研發與設計 Teaching Materials Development and Design  選 2 2 

新興課程學說專題討論 Seminar on Emerging Curriculum Issues and 

Theories 

選 2 2 

教學研究領域(必修 2學分、最低修習 6學分） 

教學理論與實務研究 Research on Instruc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必 2 2 

教學方法與策略研究 Research on Teaching Method and Strategy  選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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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台北教育大學 106學年度規劃總說明 
a. 105 學年度申請增設或調整之系所班組與學校特色及發展定位之關連性 

增設或調整系所(請詳列) 增設或調整原由 與學校特色及定位發展之關連性 

增設課程與教學碩士在職專班 
1. 國內中小學教師之學歷已大量提升至碩士，教師

在職進修碩士學位的需求逐漸飽和。原來為在職

教師進修而設置的教學碩士班也應轉變其任務，

擴大招生對象，以增進此進修班的效益。 

2. 許多文教機構如補教業、課後安親、出版社，甚

至縣市教育局、教師研習中心等機構的從業者，

需要規劃教育訓練課程與教材；文創產業、博物

館、科學館、藝術館等機構人員需要為來館民眾

規劃學習內容與活動。這些工作都涉及課程設計

與教學策略的專業內容。這些文教機構人員透過

課程與教學專業能力之提升，可強化其任職之工

作能力。  

3.本進修班之設置可讓相關機構在職人員獲得課程

與教學的專業知能，進而提升文教服務工作品質。 

 

  本校為教育大學，近年來除了持續教育專業

領域的研究與實務發展，培養優秀師資，另亦

拓展文化藝術產業及數位科技領域，致力發展

為一精緻型的大學。 

  本進修班的設置正與學校發展同步。除了精

進教師課程與教學之專業知能，亦招收各類文

教機構在職人員，以提升其課程規劃、教材設

計、學習活動企劃與帶領的知能。未來，預期

本進修班中，來自中小學的教師與行政人員，

以及不同性質文教機構的人員可在課堂中相互

交流，擴展各自的視野與視角。 

停招教學碩士學位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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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個別系所既有與擬新設班組之畢業學生就業進路分析說明（包含就業現況、就業類別等） 

既有班組 擬新設班組 

畢業學生就業進路分析 學生可能之畢業進路 

擔任中小學教師及行政人

員。本所致力於結合課程

與教學的理論與實際，協

助發展學校課程、教學與

教師專業，並養成現代化

課程領導與管理的知能。 

1. 本在職專班學生來源為在職之學校教師及文教機構人士，無畢業後就業問題。  

2. 在職教師畢業後，在其所服務學校中，除可強化班級課程創新與教學能力外，更可為學校整體課程發展與教學品

質提升有所貢獻。 

3. 其它文教機構人士畢業後可強化任職文教產業（如補教業、課後安親、出版業、文創產業）之職業競爭力，另可

透過研究所課程修習與本校豐富學習資源轉換就業跑道（如投入文教事業或參與公職考試），其就業進路將可更

為開闊。 

4. 各類機構人士就讀本班畢業後，其出路必然會出現多元化，故新設之在職碩士專班教學目標，乃是將專業知能應

用於不同職場，如教學現場、各類公私立文化機構、民間出版社等。相信經本所培養後的畢業生，必然可以發揮

課程與教學之專業知能，在職場充分發揮其潛力。 

 
 

為配合學校、產業及國家社會人力需求，本所擬將原「教學碩士學位班」調整為「課程與教學碩士在職專班」，相關說明如下； 

1. 因應就業市場預估需求：由於國民生活水準之提升，社會大眾對於個人專業提升與子女之教育投資日益重視，此從各類文教產業之蓬勃發展

可見一斑。投入補教業、課後安親、出版業、文創產業等各類文教事業之社會人士，其專門領域之特殊專長（如本國語文、外國語文、資訊

科技、數學、理化、藝術、音樂……等）雖已有良好條件，但多數仍欠缺課程設計與教學方法之專業知能。故提供一般文教機構人士提升教

育專業能力之研究所課程，將對在職工作者及其未來服務對象會是一個雙贏的局面。本研究所規劃之課程將可協助在職學生教育專業成長，

亦可協助在職人士增加轉換不同就業跑道之動能。從整個趨勢來看，本所畢業生相當符合未來專業加值的就業市場趨向。 

2. 就業領域主管之中央機關：本在職專班培養之中小學在職教師，其就業之所屬主管機關為教育部。至於相關文教機構在職人員，如補教業(課

後安親班、永齡基金會、博幼基金會等補教機構)、出版業、文史工作室、文創產業、文教機構(社教館、博物館、科學館、藝術館、天文館

等)之工作者，未來大致上分屬於內政部、交通部觀光局等中央機關管轄。畢業生可以從事補教業或文化相關事業工作，或各類縣市教育行

政機關之專業人員。因此，各縣市地方政府教育局、社會局、文化局也應是主要來往之政府機關。 

 
說明： 

1. 本規劃總說明為教育部受理申請 105 學年度系所增設調整案之規定格式，正式格式需依教育部來文受理申請 106 學年度增設整案為準，若新格

式與本表有異，請系所再依新格式填報。教育部來文預計 105 年 5 月中。 

2. 表頭學年度請自行更正。 

3. 表格位置不足時請自行增加，請儘量詳細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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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育學院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臨時院務會議紀錄    

時間：105 年 3 月 9 日（星期三）中午 12 時 10 分。 

地點：至善樓 207 研討室 

主席：吳院長毓瑩                       記錄：沈昱彤 
出席人員： 

教經系孫主任志麟、教經系魏郁禎老師、課傳所崔所長夢萍（請假）、 

教育系陳主任碧祥、教育系林偉文老師、幼教系蔡主任敏玲、 

幼教系范睿榛老師、特教系錡主任寶香、特教系鄒小蘭老師、 

心諮系李主任宜玫、心諮系洪素珍老師、社發系曹主任治中、 

社發系郭金水老師（請假）。 

一、 上次院務會議（105.03.02）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 

提案

編號 
案由 決議 提案單位 執行情形 

1 

教育學院 105 學年

度申請設立「創新服

務設計與產業實作

學分學程」案，提請 

討論。 

一、 建請開課系所重新估量可計入選修

課程範圍中的科目數，以各系所核心

課程為主要考量，符應設置宗旨「在

協助學習者立基於原有科系專業能

力之上，加值建立服務科學之敏銳素

養與第二專長之能力」。 

二、 選修課程新增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

研究所開在通識學程中「網站設計與

賞析」與「數位影音創作」兩門課程。 

三、 確認申請學程的學生須經開設單位

核可後使得修讀的法源。(見本校學

分學程設置辦法第三條與第六條)。 

四、 如果申請學生超過原定人數時，篩選

機制可邀請各系代表教授協助審

核，或是由溫世仁基金會以其對於服

務人才特質之理解來篩選之。 

五、 確認所開課程在法源上可以於備註

欄以及選修系統中設立擋修或是必

須同時修習的條件限制。 

六、 照案通過，提送教務會議審議。 

教育學院 

本案提 3月 9

日本院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臨時院

務會議再次

討論。 

2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

系「五年一貫學、碩

士學位甄選要點」修

正案，提請討論。 

照案通過，提送教務會議審議。 

教育經營

與管理學

系 

本案提送

3/23教務會

議審議。 

3 
本校心理與諮商學

系與日本京都立命
照案通過，依行政程序辦理簽約事宜。 

心理與諮

商學系 

請系所依行

政程序辦理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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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大學應用人間科

學研究科簽定學術

交流合作意願書事

宜，提請 討論。 

後續簽約事

宜。 

 
二、 主席報告：本校 105年度專任教授休假進修研究申請案、教師國

外講學、研究或進修申請案，自即日起開始受理，請於 105年 3月 31日

前填妥申請書並檢同進修研究計畫向所屬系所提出申請，經所屬系所及

院教評會審議通過後，務請各學院於 4月 30日前將申請進修研究計畫及

系所、院教評會會議紀錄移送人事室俾提校教評會審議。（3/8全校公告

信、學院公告信） 
 

三、 提案討論： 

 

案由 3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教育領導與管理碩士學位在職進修專班

（澎湖班）」更名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配合教育部要求各校進修碩士班之班名體例一致化，擬刪除

「教育領導與管理碩士學位在職進修專班」中之「學位」與

「進修」等字，修正為「教育領導與管理碩士在職專班」。 

二、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原「教育領導與管理碩士學位在職進修

專班」更名為「教育領導與管理碩士在職專班」乙案，經 105

年 3月 7日 104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決議通過。 

三、檢附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 104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系務會

議記錄，如附件。 

決議 照案通過，提送校務發展委員會議審議。 

 提案單位：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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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單位：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 

 

 

案由 4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學校行政碩士學位班」停招案，提請 討

論。 

說明 

一、依教育部指示：「自 106學年度起，各校進修班別均不得以

隔年招生方式進行」。本系 106學年度應招生之班別為：「學

校行政碩士學位班（夜間班）」、「校務經營碩士在職專班（週

末班）」、「教育領導與管理碩士在職專班（澎湖班）」等三

個班別。 

二、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學校行政碩士學位班」停招案，經 105

年 3月 7日 104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決議通過。 

三、檢附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 104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系務

會議記錄，如附件。 

決議 照案通過，提送校務發展委員會議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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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育學院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臨時院務會議紀錄    

時間：105 年 3 月 9 日（星期三）中午 12 時 10 分。 

地點：至善樓 207 研討室 

主席：吳院長毓瑩                       記錄：沈昱彤 
出席人員： 

教經系孫主任志麟、教經系魏郁禎老師、課傳所崔所長夢萍（請假）、 

教育系陳主任碧祥、教育系林偉文老師、幼教系蔡主任敏玲、 

幼教系范睿榛老師、特教系錡主任寶香、特教系鄒小蘭老師、 

心諮系李主任宜玫、心諮系洪素珍老師、社發系曹主任治中、 

社發系郭金水老師（請假）。 

十、 上次院務會議（105.03.02）決議案執行情形報告 

提案

編號 
案由 決議 提案單位 執行情形 

1 

教育學院 105 學年

度申請設立「創新服

務設計與產業實作

學分學程」案，提請 

討論。 

七、 建請開課系所重新估量可計入選修

課程範圍中的科目數，以各系所核心

課程為主要考量，符應設置宗旨「在

協助學習者立基於原有科系專業能

力之上，加值建立服務科學之敏銳素

養與第二專長之能力」。 

八、 選修課程新增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

研究所開在通識學程中「網站設計與

賞析」與「數位影音創作」兩門課程。 

九、 確認申請學程的學生須經開設單位

核可後使得修讀的法源。(見本校學

分學程設置辦法第三條與第六條)。 

十、 如果申請學生超過原定人數時，篩選

機制可邀請各系代表教授協助審

核，或是由溫世仁基金會以其對於服

務人才特質之理解來篩選之。 

十一、確認所開課程在法源上可以於備註

欄以及選修系統中設立擋修或是必

須同時修習的條件限制。 

十二、照案通過，提送教務會議審議。 

教育學院 

本案提 3月 9

日本院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臨時院

務會議再次

討論。 

2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

系「五年一貫學、碩

士學位甄選要點」修

正案，提請討論。 

照案通過，提送教務會議審議。 

教育經營

與管理學

系 

本案提送

3/23教務會

議審議。 

3 
本校心理與諮商學

系與日本京都立命
照案通過，依行政程序辦理簽約事宜。 

心理與諮

商學系 

請系所依行

政程序辦理

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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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大學應用人間科

學研究科簽定學術

交流合作意願書事

宜，提請 討論。 

後續簽約事

宜。 

 
十一、 主席報告：本校 105年度專任教授休假進修研究申請案、教師國

外講學、研究或進修申請案，自即日起開始受理，請於 105年 3月 31日

前填妥申請書並檢同進修研究計畫向所屬系所提出申請，經所屬系所及院

教評會審議通過後，務請各學院於 4月 30日前將申請進修研究計畫及系

所、院教評會會議紀錄移送人事室俾提校教評會審議。（3/8全校公告信、

學院公告信） 
十二、 提案討論： 

案由 2 
教育學系「生命教育碩士學位在職進修專班」擬更名為「生命教

育碩士在職專班」，提請 討論。 

說明 

一、依本校進修推廣處通知辦理，本系「生命教育碩士學位在職

進修專班」擬更名為「生命教育碩士在職專班」，自 106學

年度開始。 

二、本案業經本系 105年 3月 1日系所務會議通過在案，檢附記

錄如附件一。 

決議 照案通過，提送校務發展委員會議審議。 

  提案單位：教育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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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編號：2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第 36次校務會議提案單 

案由 本校 106 學年碩士在職專班擬招生班別案（詳如附件 1），提請 審議。 

說明 

一、本校 106 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申請增設、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及招

生名額之規劃，依「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附件

2）相關規定，需經校內相關會議審議通過後向教育部報核；另有關學院、

學系、研究所之設立、變更及停辦事項，應依大學法及其施行細則相關規

定提校務會議審議。 

二、本案於 104 年 9 月 25 日通知本校各院系所調查 106 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

開班意願，經彙整各系所送回之調查表，兒童英語教育學系英語教學碩士

學位班（夜間班）若奉教育部核准停招，自 106 學年度起原隔年招生英語

教育碩士在職專班（夜間班）改為每年招生。語文與創作學系若奉核准

106學年度新增「語文與創作學系語文教學碩士在職專班」(夜間班)，原

「語文教學碩士學位班」（暑期班）自 106 學年度起停招，以上已通過第

35次校務會議。 

三、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研究所若奉核准 106學年度新增「課程與教學碩士在

職專班」(夜間班)，原「教學碩士學位班」(夜間班) 自 106 學年度起停

招；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學校行政碩士學位班(夜間班)擬自 106 學年度起

辦理停招，原隔年招生校務經營碩士在職專班改為每年招生；教育經營與

管理學系教育領導與管理碩士學位在職進修專班(週末假日班)（澎湖班）

配合教育部體例一致化更名為「教育領導與管理碩士在職專班」(週末假

日班)（澎湖班）；教育學系生命教育碩士學位在職進修專班（夜間班）配

合教育部體例一致化更名為「生命教育碩士在職專班」，以上四案業經 104

學年度第 2次校務發展委員會審議通過。 

四、其餘班別均為舊班續招，自 106學年度起依教育部指示碩士在職專班班別

皆每年招生，共計有 21班，詳細內容請詳參附件 1。 

五、本案經 105 年 3 月 29 日進修推廣處第 25 次進修事務會議審議通過。 

辦法 經會議討論通過後，報請教育部審查。 

決議 照案通過。 

提案單位：進修推廣處進修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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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106 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擬招生班別一覽表  

項次 招生系所別 班別 
106學年度 

擬招生班別 
備註 

1 

教育經營與

管理學系 

學校行政碩士學位

班 
夜間班 擬辦停招 

若奉教育部核准自 106

學年度起停招。 

 

原隔年招生改為每年招

生。 
2 

校務經營碩士在職

專班 

週末假

日班 
1 

3 
教育領導與管理碩

士在職專班 

週末假

日班 

（澎湖

班） 

1 

自101學年度起納入總量 

原名「教育領導與管理

碩士學位在職進修專班

（澎湖班）」配合教育部

體例一致化更名  

4 

課程與教學

傳播科技研

究所 

教學碩士學位班 夜間班 擬辦停招 
若奉教育部核准新增在

職班，自 106學年度教

碩班停招  5 
課程與教學碩士在

職專班 
夜間班 1 

6 
教育傳播與科技碩

士在職專班 
夜間班 1 舊班續招 

7 

教育學系 

教育創新與評鑑碩

士在職專班 
夜間班 1 舊班續招 

8 
生命教育碩士在職

專班 
夜間班 1 

原名「生命教育碩士學

位在職進修專班」配合

教育部體例一致化更名 

9 
幼兒與家庭

教育學系 
碩士在職專班 夜間班 1 舊班續招 

10 
特殊教育學

系 
碩士在職專班 夜間班 1 舊班續招 

11 
社會與區域

發展學系 

社會學習領域教學

碩士學位班 

週末假

日班 
1 舊班續招 

12 
多元文化與發展碩

士在職專班 
夜間班 1 舊班續招 

13 
語文與創作

學系 

語文教學碩士學位

班 
暑期班 擬辦停招 若奉教育部核准新增在

職班，自 106學年度起

教碩班停招 14 
語文教學碩士在職

專班 
夜間班 1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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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招生系所別 班別 
106學年度 

擬招生班別 
備註 

15 
兒童英語教

育學系 

英語教學碩士學位

班 
夜間班 擬辦停招 若奉教育部核准教碩班

停招，自 106學年度起

原隔年招生碩士在職專

班改為每年招生。 16 
英語教育碩士在職

專班 
夜間班 1 

17 
藝術與造形

設計學系 
碩士在職專班 夜間班 1 舊班續招 

18 音樂學系 音樂碩士在職專班 暑期班 1 舊班續招 

19 
臺灣文化研

究所 
碩士在職專班 夜間班 1 舊班續招 

20 
文化創意產

業經營學系 

碩士學位 EMBA在職

進修專班 

週末假

日班 
1 舊班續招 

21 
數學暨資訊

教育學系 
碩士在職專班 夜間班 1 舊班續招 

22 
自然科學教

育學系 
碩士在職專班 夜間班 1 舊班續招 

23 體育學系 碩士在職專班 夜間班 1 舊班續招 

24 資訊科學系 碩士在職專班 夜間班 1 舊班續招 

25 
數位科技設

計學系 

玩具與遊戲設計碩

士在職專班 

週末假

日班 
1 舊班續招 

招生班別合   計 21 班  

      

備註： 

一、教育部核定本校 105學年度招生總量名額為 389名，106學年度招生總量名額以教

育部核定為準。 

二、106學年度依各系所開班意願調查結果擬招生班別共計 21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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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 (民國 104年 7月 6日修正) 

 

※本次發布之條文全部或部分尚未施行（實施），最後生效日期：民國 105

年 4月 30日 

 

第 1 條   

本標準依大學法第十二條及專科學校法第十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本標準用詞，定義如下： 

一、總量發展規模：指專科以上學校各院、所、系、科與學位學程之組織及

其各學制班別之全校學生人數總和。 

二、資源條件：指專科以上學校各院、所、系、科與學位學程之師資質量、

申請增設各學制班別之評鑑成績、設立年限、師資條件、學術條件，與

學校之生師比值、校舍建築面積及各學制班別間招生名額調整等。 

三、招生名額總量：指專科以上學校各院、所、系、科與學位學程之各學制

班別招生名額之總和。 

四、學制班別：指專科以上學校下列日間學制及進修學制之班別： 

（一）日間學制：包括二年制專科班、五年制專科班、四年以上學制學士班、

二年制學士班、碩士班及博士班等班別。 

（二）進修學制：包括二年制專科班、四年以上學制學士班、二年制學士班、

專科進修學校、進修學院及碩士班等班別。 

前項第四款之學制班別，除專科班外，均包括學位學程。 

  

第 3 條   

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應依國家整體人才培育政策、社會發展需求、學校

資源條件、師資專長、總量發展規模、新生註冊率及畢業學生就業等面向，

徵詢相關產業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意見後，核定專科以上學校增設、調整

院、所、系、科與學位學程及招生名額總量。 

本部核准之專科以上學校分校或分部，其資源配置及系所設置得與校本部明

確劃分者，其招生名額總量，與校本部分別計算。 

  

第 4 條  

專科以上學校申請增設院、所、系、科及學位學程之相關學制班別，應符合

本標準規定與附表一所定全校生師比值、日間學制生師比值、研究生生師比

值、附表二所定專任助理教授以上師資結構及附表三所定評鑑成績、設立年

限、師資條件規定。但學院未以其名義對外招生者，不在此限。 

依前項規定申請增設博士班者，並應符合附表四所定學術條件規定。 

申請設立宗教研修之學制班別或與外國大學合作並經本部專案核定之學位

專班者，本部得調整其設立基準，不受前二項規定之限制。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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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條  

專科以上學校各院、所、系、科與學位學程之師資質量，應符合附表五所定

基準規定。但學院未以其名義對外招生者，不在此限。 

未達前項基準規定，並經次年追蹤評核後仍未達成者，本部得調整其招生名

額；其調整原則規定如下： 

一、新設之院、所、系、科與學位學程，專任師資數未達附表五所定專任師

資數規定者，予以停招。 

二、院、所、系、科與學位學程未達附表五所定生師比值、專任講師比率或

專任師資數規定者，調整其各學制班別招生名額總量至前一學年度招生

名額總量之百分之七十至百分之九十。 

前項招生名額之調整，採無條件進位方式計算至整數。 

專科以上學校各院、所、系、科與學位學程之教師學術或實務專長，應與其

任教課程領域相符，本部得進行書面或實地查核，經查有不符，並經次年追

蹤評核仍不符者，本部得依查核結果，調整其各學制班別招生名額。 

  

第 6 條  

專科以上學校申請各學年度招生名額總量，不得逾前一學年度核定數。但符

合下列條件之一，且無第八條第一款至第五款所列情事，並經本部核准者，

不在此限： 

一、最近一學年度全校新生註冊率達九成以上，且為配合國家重大政策、辦

理教育實驗或其學生人數未滿五千人者，其招生名額並以專科班或學士

班為限。 

二、經依大學評鑑辦法或專科學校評鑑實施辦法規定評鑑完善，績效卓著。 

三、新設未滿五年之學校。 

前項第一款全校新生註冊率之計算方式，以最近一學年度全校一年級新生註

冊人數，除以核定招生名額總量。 

符合第一項第二款之學校，其增加之招生名額總量，不得超過前一學年度核

定招生名額總量百分之三，並得依附表六規定，於招生名額總量內，調 

整各學制班別招生名額。學士班、碩士班及博士班甄選入學或甄試名額比

率，得超過招生名額總量百分之五十。 

  

第 7 條   

依大學法第二十五條或專科學校法第三十二條規定之各類特種生、依原住民

學生升學保障及原住民公費留學辦法第三條規定成績優待之原住民學生、學

校辦理國際研究生學程及經本部核定辦理之人才培育計畫，其名額得採外加

方式辦理，不列入招生名額總量計算。但人才培育計畫於辦理結束後，不再

核給外加名額。 

  

第 8 條  

專科以上學校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本部得調整其招生名額總量或各院、所、

系、科與學位學程之招生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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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未依大學法第二十三條、第二十四條、大學法施行細則第七條至第十一

條與第十九條、專科學校法第三十條、第三十一條、第三十三條與第三

十七條、私立學校法第三十九條或大學辦理招生規定審核作業要點第七

點及第十點規定辦理者，依情節輕重至多調整招生名額總量或各院、

所、系、科及學位學程招生名額至前一學年度招生名額總量之百分之九

十五，並得逐年調整至改善為止。 

二、專科以上學校日間與進修學制二年制專科班、五年制專班科、四年以上

學制學士班、二年制學士班、專科進修學校及進修學院，最近連續二個

學年度新生註冊率，於公立學校均未達百分之八十，於私立均未達百分

之七十者，依附表六之一規定調整該學制班別招生名額總量至前一學年

度招生名額總量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九十。 

三、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最近連續三個學年度新生註冊率均未達百分之七

十者，依附表六之一調整該學制班別招生名額總量至前一學年度招生名

額總量百分之七十至百分之九十。 

四、生師比值未達附表一之規定或校舍建築面積未達附表七之規定者，調整

招生名額總量至符合規定之數值。 

五、專任助理教授以上師資結構未達附表二之規定者，依情節輕重至多調整

招生名額總量至前一學年度招生名額總量之百分之九十五。 

六、一般大學最近一次校務評鑑任一項目未通過或技專校院校務評鑑總成績

未通過（包括評鑑總成績三等或四等），且經再評鑑仍未通過或追蹤評

鑑未達二等以上者，依情節輕重調整其日間學制招生名額總量為前一學

年度招生名額百分之七十至百分之九十，並得逐年調整至評鑑通過為

止。 

七、非授權自辦系所外部評鑑之專科以上學校之院、所、系、科與學位學程

最近一次系所評鑑成績為未通過或列有三等或四等，且經再評鑑仍未通

過或追蹤評鑑未達二等以上者，依情節輕重調整其招生名額為前一學年

度招生名額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七十，並得逐年調整至評鑑通過為止。 

前項第二款各學制註冊率未符合規定，屬配合國家人才培育政策之設置稀有

或重點培育類系科者，其註冊率不納入前項第二款註冊率計算，且不受招生

名額調整之限制；其稀有或重點培育類科之範圍及調整方式，由本部公告之。 

博士班招生名額總量，依學校前一學年度博士班招生名額總量，扣除一定比

率，並加計專案調整名額後核定之。 

前項專案調整名額，學校應於前項一定比率範圍內，擬定計畫向本部申請。 

第三項核定之名額，學校應依下列方式分配之： 

一、依學校前一學年度博士班招生名額總量，保留一定比率名額，由院、所、

系、學位學程向學校申請，經學校審議分配後，報本部備查。 

二、其餘招生名額，依校內名額分配原則處理。 

    第三項扣除之一定比率及前項第一款保留名額之比率，由本部公告之。 

 

第 9 條   

專科以上學校應於規定期限內，向本部申請增設、調整下一學年度院、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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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科與學位學程及招生名額總量；其提報項目包括評鑑成績、設立年限、

師資、學術著作、校舍建築面積、學生人數、課程資料、增設、調整院、所、

系、科與學位學程規劃情形、招生名額分配及各院、所、系、科與學位學程

畢業學生就業現況統計資料。 

前項提報項目涉及下列情事之一者，應於前項所定期限前之一定期日內，檢

具計畫書報本部審查： 

一、申請增設師資培育、醫事與其他涉及政府機關訂有人才培育機制之相關

院、所、系、科及學位學程。 

二、申請增設博士班、科技大學及技術學院申請增設碩士班。 

三、申請調整（包括更名、整併、分組）博士班、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

園教師在職進修碩士學位班、師資培育、醫事及其他涉及政府機關訂有

人才培育機制之相關院、所、系、科及學位學程，其調整涉及領域變更。 

第一項規定期限、前項一定期日及前項第一款、第三款涉及政府機關訂有人

才培育機制之相關院、所、系、科及學位學程之項目，由本部公告之。 

新設或整併之專科以上學校及新核准成立之分校或分部，其設立第一年之

院、所、系、科與學位學程及招生名額總量，應配合設校計畫併提本部審查。 

  

第 10 條  

專科以上學校得於招生名額總量內，依下列原則規定自行調整各學制班別招

生名額： 

一、各學制班別間招生名額調整之計算方式，依附表六規定辦理。 

二、科技大學及技術學院之護理系附設五年制專科班者，得調整其招生名額

至日間學制護理系四年以上學制學士班。 

三、除前款情形外，日間學制四年以上學制學士班招生名額之總和，不得調

增。 

四、日間學制招生名額，得調整至進修學制。 

五、進修學制招生名額，不得調整至日間學制。但下列情形不在此限： 

（一）進修學制二年制專科班，得調整至日間學制五年制或二年制之專科班。 

（二）科技大學及技術學院之進修學制學士班，得調整至日間學制之農業、

化工及土木與建築類科五年制專科班，惟其調整幅度應以該進修學制

學士班原有招生名額百分之十為上限。 

六、博士班招生名額得調整至日間學制碩士班，調整原則如下： 

（一）申請調入之碩士班最近三個學年度註冊率應達百分之九十以上，且

最近一次系所評鑑應為通過。 

（二）招生名額調整比例以一比一為限；調整名額每校至多不得超過三十

人。 

七、每班招生名額，應依附表八規定辦理。 

  

第 11 條   

一般大學、科技大學及技術學院申請設立境外專班，應依下列規定及大學開

設境外專班申請及審查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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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開班條件： 

（一）學校財務及會計制度健全，且最近一年無重大違規事件。 

（二）所設班別以學校現有之學院及系所為限，且該學院、系所最近一次評

鑑結果為一等或通過。 

（三）雙方學校應訂有合作協議。 

二、招生學制： 

（一）日間及進修學制學士班（包括二年制及四年以上學制）。 

（二）日間及進修學制碩士班。 

（三）前二目規定均包括在職專班。 

三、每班招生名額上限：學士班為六十人，碩士班為三十人，其均包括日間

及進修學制，名額得採外加方式辦理，不列入招生名額總量計算，學校

應於衡酌教學資源及確保國內教學品質原則下規劃之。 

四、師資條件：各專班應有二分之一以上之課程，由學校專任、兼任教師授

課。 

  

第 12 條   

專科以上學校申請增設、調整院、所、系、科與學位學程及招生名額總量，

應提校內相關會議通過。未經校內相關會議通過，或未依限提報，或提報資

料錯誤、不完整、涉及不實記載者，本部得駁回其院、所、系、科與學位學

程增設調整申請案，並追究相關責任。 

  

第 13 條   

（刪除） 

  

第 14 條   

本標準除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七月六日修正發布之第四條附表一，自一百零

五年四月三十日施行外，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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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編號：3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第 36次校務會議提案單 

案由 本校 106學年度碩士學位學程增設案兩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 本校106學年度擬申報「學習與教學國際碩士學位學程」及「東南亞

區域管理碩士學位學程」兩增設案。 

二. 前開兩學位學程增設案說明如下： 

1. 招生名額：各學位學程分別招收外籍生各8名，名額均含在外籍學

生招生總量內（國內碩班招生總量之10%），不影響國內學生招生總

量。 

2. 師資：「學習與教學國際碩士學位學程」師資商請教育系、教經系、

課傳所、語創系、社發系五系所教師共同支援，並商請台大師培中

心教師支援授課。「東南亞區域管理碩士學位學程」師資商請文產

系、教育系、教經系、語創系、社發系五系所教師共同支援。 

三. 兩學位學程案皆經105年5月10日校級跨院國際學位學程籌備會議通

過，相關提案單、會議記錄分別見附件一、附件二，兩學程計畫書分

見附件三、附件四。兩案原須先經校務發展委員會通過，因提案時間

較晚且須於本(105)年5月31日前提報教育部申請，故前揭會議希採追

認方式以利完備程序。 

辦法 通過後依限報部 

決議 

一、第 95頁 錯別字請修正。 
二、第 97 頁支援系所之師資部分，請修正為「教育學系(研究所)

實聘專任教師」。 

三、第 100、101頁系所名稱部分請修正為「語文與創作學系(研究

所)、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研究所)、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研

究所)」。 

四、第 149頁第一部分摘要表「研究所」文字請修正為「學系」。 
五、第 156、157及 158頁系所名稱部分請修正為「社會與區域發

展學系(研究所)、語文與創作學系(研究所)、教育經營與管理

學系(研究所)、教育學系(研究所)」。 

六、餘照案通過。 

提案單位：教務處課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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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編號：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第 36次校務會議提案單 

案由 106學年度擬增設「學習與教學國際碩士學位學程」，提請 討論。 

說明 

一、 本學位學程預計招收外籍生 8名，名額含在外籍學生招生總量

內（國內碩班招生總量之 10%），不影響國內學生招生總量。 

二、 目前高等教育之教育研究，逐漸以數位科技融入教學為主軸，

鮮有以學生學習面為研究主軸，輔以教學方法及情境研究，達

到更深入的「學習與教學」研究，尤以招收外籍學生，開設全

英語教學課程，以推廣我國教學實務與學術研究至國際上更是

國內罕見。 

三、 本學位學程即欲建立此領域的深化，加上國際化師資設計以及

跨校院的交流，使我校之研究與經驗，可以推廣至東南亞區域

國家的教育實踐。 

四、 本學位學程師資商請教育系、教經系、課傳所、語創系、社發

系五系所教師共同支援，並商請台大師培中心教師支援授課。 

五、 本案業經校級跨院國際學位學程籌備會議通過（會議記錄見附

件 1，「學習與教學國際碩士學位學程」計畫書見附件 2），原

仍須經校務發展委員會審議，因提案時間較晚且須於本(105)

年 5 月 31 日前報教育部核定，故前揭會議希望能採追認方式

以利完備程序。 

辦法 通過後依限報部 

決議  

提案單位：教務處國際學位學程辦公室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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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編號：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第 36次校務會議提案單 

案由 106學年度擬增設「東南亞區域管理碩士學位學程」，提請 討論。 

說明 

1. 本學位學程預計招收外籍生 8名，名額含在外籍學生招生總 量

內（國內碩班招生總量之 10%），不影響國內學生招生總量。 

2. 因應教育部高等教育國際化，提升國家競爭力，打造臺灣成為

東南亞高等教育重鎮的目標。 

3. 因應世界產業的興衰發展與臺灣的經濟發展出路，將臺灣成為

培訓東南亞人士，提供臺商與各國政府可資運用的管理人才。 

4. 本學位學程師資商請文產系、教育系、教經系、語創系、社發

系五系所教師共同支援。 

5. 本案業經校級跨院國際學位學程籌備會議通過（會議記錄見附

件 1，「東南亞區域管理碩士學位學程」見附件 3），原仍須經校

務發展委員會審議，因提案時間較晚且須於本(105)年 5 月 31

日前報教育部核定，故前揭會議希望能採追認方式以利完備程

序。 

辦法 通過後依限報部 

決議  

提案單位：教務處國際學位學程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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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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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學年度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申請增設碩士班、碩士學位學程、碩士在職專班 

院、系、所、學位學程計畫書格式 

※各項資料應詳實填報，如經查提報資料錯誤、不完整、涉及不實記載者，本部將依「專科以上學校總量

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第 12條規定，駁回其院、系、所、學位學程增設調整申請案，並追究相關責任。 

第一部份、摘要表                             *本表為計畫書首頁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106學年度申請增設碩士班、碩士學位學程、碩士在職專班 

院、系、所、學位學程計畫書 

申請增設班別 □碩士班   ■碩士學位學程   □碩士在職專班   □碩士在職學位學程 

申請案名5
（請依

註 1體例填報） 

中文名稱：學習與教學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英文名稱：International Master’s Program of Learning and Instruction 

 

 

■全英語授課 
曾經申請年度：□103學年度 □102學年度 □101學年度 □曾於  學年度申請 ■未曾申請過 

授予學位名稱 教育碩士 Master of Education 

所屬院系所或

校內現有相關

學門之系所學

位學程 

 名稱 
設立 

學年度 

現有學生數 

大學 碩士 博士 小計 

學系 教育學系（含碩士班） 92 171 56 0 227 

研究所 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研究所 100 0 63 35 98 

學系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含

碩、博班） 
81 181 104 75 360 

學系 語文與創作學系（含碩士班） 100 347 79 0 426 

學系 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 90 213 51 0 264 

                                                      
5
 院系所學程名稱體例：碩博士班未設學士班者，一律稱○○研究所；已設學士班者，增設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博士班者，一律稱○○學系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博士班)。一系多碩(博)士班之體例為：○○學系※※碩士班(碩士

在職專班、博士班)。學位學程之體例為：○○學士學位學程」、「○○碩士學位學程」、「○○碩士在職學位學程」、「○

○博士學位學程」；系所分組之體例為：○○學系(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博士班)※※組、◎◎組。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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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設有本學

系博(碩)士班

相關系所學位

學程學校 

1. 國內尚無以招收外籍生，並以國際授課之學習與教學、教學研究相關之研究

所或碩士學位學程。 

2. 臺灣科技大學數位學習與教育研究所以英語授課為主，但課程重點為數位學

習，與本學位學程不同。 

招生管道 

1. 尋求本校研究發展處國際事務組重點經營締結姊妹校（共 78所：亞洲

56 所、歐美 20 所、大洋洲 2 所）的協助推廣，於國際學術交流活動

間曝光，提升本學位學程能見度。 

2. 積極參加於國外舉辦之留學臺灣教育展，加強行銷本校特色。 

3. 於本校及本院/系所/學程官方網站設立外籍生招生網頁，將文宣資料

雙語化，提供外國學生來臺就學完整資訊（包括本校/院/系所/學程資

訊、入學申請資格、表格和流程、獎學金等訊息），使外籍生得以瀏覽

相關訊息及資料，提高外籍學生入學意願。 

4. 透過既有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之招生管道，廣泛宣導本學位學程。 

5. 本校為歷史悠久、信譽卓著之教育大學，藉本校及教授於我國教育領

域社群間已建立之綿密網絡，傳遞本學位學程獨特性與特色訊息。 

 

擬招生名額 第一年度預計招收 8人，此後逐步擴展為每年 15人。 

招生名額來源 

(請務必填列) 

本案招生對象為外籍學生，其名額含在外籍學生招生總量內（國內碩班招生總

量之 10%），不影響國內學生招生總量。 

公開校內既有

系所畢業生就

業情形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就業趨勢統計資料    

 http://r7.ntue.edu.tw/r7/pages/5_hlep/1-help01.html 

 http://r7.ntue.edu.tw/r7/pages/5_hlep/1_help.html 

填表人資料 

(請務必填列) 

服務單位及職稱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國際學位學程辦公室 

執行長 

姓名 王雅蕙 

電話 (02)2732-1104*82228 傳真 (02)2732-2423 

Email yahwang@tea.ntue.edu.tw 

http://r7.ntue.edu.tw/r7/pages/5_hlep/1-help01.html
http://r7.ntue.edu.tw/r7/pages/5_hlep/1_help.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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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自我檢核表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申設日間、進修學制碩士學位學程 
自我檢核表 

校    名：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申請案名：學習與教學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International Master’s Program of Learning and Instruction 

 

支援之學系(研究所)：教育學院教育學系、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課程與教學傳播                    

科技研究所、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人文藝術學院語文與創作學系。 

（凡參加支援之各系所均需填列並符合下列評鑑成績、設立年限、師資結構及學術條件之規定，始得計列

為支援系所） 

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規定 現況 自我檢核 

評鑑成績 

支援之學系(研究所)，最近一次依大學評鑑辦

法系所評鑑結果為通過。（不含第一次評鑑結果

為待觀察，經追蹤評鑑後為通過之結果） 

■教育學院教育學系 

 101 年評鑑結果為   通過認可    

■教育學院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 

 101 年評鑑結果為   通過認可    

■教育學院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研究所 

 101 年評鑑結果為   通過認可    

■人文藝術學院語與文與創作學系 

 101年評鑑結果為    通過認可   

■教育學院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 

 101 年評鑑結果為   通過認可    

設立年限 

□以學院申設碩士班，應符合之規定： 

申請時已設立招生學系達 3年以上。 

【亦即支援之學系(研究所)已設立招生達 3

年以上】 

○○學系(研究所)於___學年

度設立，至 102年 9月止已成

立___年。 

核定公文：   年   月   日 

台高（）字第          號 

■ 符合 

□ 不符 

□以學院申設碩士在職專班，應符合之

規定： 

申請時已設立招生碩士班達 2年以上。 

教育學系(研究所) 

研究所於92年設立。於100年進行

整併，至104年9月止已成立12

年。 

函核在案公文文號：臺高(一)第

1000091546E號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研究所) 

■申設日間、進修學制碩士學位學程，

應符合之規定： 

申請時已設立招生學位學程所跨領域相關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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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班達 3年以上。 

【亦即支援之學系(研究所)已設立招生達 3

年以上】 

民國81年設立。於100年進行整併，

至104年9月止已成立23年。函

核在案公文文號：臺高(一)第

1000109087C號 

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研究所 

民國100年設立。至104年9月止

已成立4年。 

核定公文：臺高(一)字第

1000109087C號 

核定公文：(待系所資訊) 

語文與創作學系(研究所) 

華語文教學碩士班於100年設立。至

104年9月止已成立4年。 

核定公文：臺高(一)字第

1000091546E號 

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研究所) 

於90學年度設立，至104年9月

止已成立14年。 

核定公文：九十年二月九日台

(九 o)師(二)字第 90009283

號 

 

師資結構 

(並請詳列

於基本資

料表 3、4) 

□以學院申設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應符合之規定： 

實聘專任師資應有 9人以上，其中三分之二以

上須具助理教授以上資格，且 4人以上具副教

授以上資格。 

專任師資未達 9人以上者，得計列系所支援之

專任師資，其專任師資應達 15人以上，其中

三分之二以上須具助理教授以上資格，且 4

人以上具副教授以上資格。 

一、 實聘專任教師___位，其

中： 

1.助理教授以上___位 

2.副教授以上____位 

二、 支援專任教師   位，其

中： 

1.助理教授以上___位 

2.副教授以上____位 
三、 實聘及支援專任教師合

計    位。 

□ 符合 

□ 不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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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設日間、進修學制碩士學位學程，

應符合之規定： 
一. 支援系所均應符合申請增設碩士班之師

資結構規定。（學系支援者，該學系實聘

專任教師 9人以上，其中三分之二以上須

具助理教授以上資格，且 4人以上具副教

授資格；研究所支援者，該所實聘專任師

資應有 5人以上具助理教授以上資格，其

中 3人以上須具副教授以上資格。） 

二. 支援設置學位學程之領域相關專任師資

應有 15 人以上，其中三分之二以上須具

助理教授以上資格，且 4人具副教授以上

資格。 

 

一、支援系所之師資： 

1.教育學系(研究所)實聘專

任教師 

15位，其中： 

(1) 助理教授以上 15位 

(2) 副教授以上 12位 
 

2.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研究

所)實聘專任教師 16 位，

其中： 

  (1)助理教授以上 16位 

  (2)副教授以上 14位 

3.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研究   

  所實聘專任教師 9位， 

  其中： 
  (1)助理教授以上 9位 

  (2)副教授以上 7位 

4.語文與創作學系(研究所)

實聘專任教 19位，其中： 

  (1)助理教授以上 19位 

  (2)副教授以上 12位 

5.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研究

所)實聘專任教師 10 位，

其中： 

  (1)助理教授以上 10位 

  (2)副教授以上 8位 

 

 
  
二、實際支援學位學程之專任

教師 15位，其中： 

(1)助理教授以上 15位 

(2)副教授以上 10位 

 

■ 符合 

□ 不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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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份：基本資料表（表 1-4） 
 
基本資料表 

      

表 3：現有專任師資(註 1)名冊表（學院、學位學程申請案，請填寫實際支援師資，並依主要支援之學系或研究所填寫師資名冊） 

        

現有專任師資○員，其中副教授以上者○員，助理教授以上者○員；兼任師資○員。 
  

序號 
專任/

兼任 
職 稱 姓名 最高學歷 專 長 開課名稱(註 2) 備  註 

1   (教授、副

教授、助

理教授、

講師) 

○○○ ○○大學 

○○博士 
    

請註明為○○系(所)主

聘或從聘 

一、教育學系(研究所)：現有專任師資 15員，其中副教授以上者 12員，助理教授以上者 15員。 

序號 專任 職稱 姓名 最高學歷 專長 開課名稱(註 2) 備註 

1 專任 教授 楊志強 
美國北科羅拉多大學  

測驗統計博士 

結構方程模式理論與應用、結

構方程模式理論與應用 

教育研究法、社會科學研究法教育

統計、高等教育統計、多變量分

析、教育測驗與評量、測驗理論與

技術、社會科學研究方法 

教育學系主聘 

2 專任 教授 張郁雯 
美國明尼蘇達大學教

育心理哲學博士 

教育統計與教學評量、教育心

理學、測量理論與技術、學生

教學成就評鑑 

教育測驗與評量、教育心理學、教

學評量研究、教育統計、學習心理

學、學習評量 

教育學系主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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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專任 副教授 田耐青 
美國印第安那大學 

教育學院哲學博士 

教學理論、教學策略、綜合活

動學習領域、多元文化教育、

生涯發展 

教學原理、行動研究、國小綜合活

動教材教法、多元文化教育、國際

教育研究與實習、自我探索與生涯

發展、合作學習、行動研究 

教育學系主聘 

4 專任 副教授 林佳蓉 
美國南加大 USC教育學

院表現科技博士 

教育科技與媒體、媒體識讀教

育、企業教育訓練與表現成效

評估 

資訊科技融入教學研究、系統化教

學設計(ISD)、教學科技理論與實

務、遠距教學研究、教學媒體與操

作、媒體識讀教育、電腦輔助教

學、數位影像處理表現科技研究、

教學設計與發展 

教育學系主聘 

5 專任 教授 吳麗君 
英國布里斯托大學 

哲學博士   

課程與教學、師資培育、比較

教育、質化研究 
課程設計、質化研究 教育學系主聘 

二、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研究所：現有專任師資 9員，其中副教授以上者 7員，助理教授以上者 9員。 

序號 專任 職稱 姓名 最高學歷 專長 開課名稱(註 2) 備註 

1 專任 教授 崔夢萍 

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

分校電腦科學教育博

士 

數位學習、資訊教育、網路教

學策略與設計、網路同儕教導

系統、 學習困難兒童電腦化

評量診斷、補救教學策略 

資訊科技融入教學、互動式多媒體

設計、電腦動畫、數位學習設計研

究 

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

研究所主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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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專任 教授 趙貞怡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

學電腦多媒體教學 

博士 

教育科技、教學設計、電腦多

媒體設計、數位影音創作、人

機介面設計 

研究方法、質性研究、多媒體影音

設計、人機介面設計、數位影音創

作 

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

研究所主聘 

3 專任 助理教授 蔡欣玶 
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

學 教育心理學系博士 

教育測驗與評量、教育量化研

究法、教育心理學研究 

學習評量、學習心理學、教育統

計、教育研究法 

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

研究所主聘 

三、語文與創作學系(研究所)：現有專任師資 19員，其中副教授以上者 12員，助理教授  以上 19員。 
 

序號 專任 職稱 姓名 最高學歷 專長 開課名稱(註 2) 備註 

1 專任 助理教授 林文韵 
亞歷桑那大學 

語言閱讀與文化博士 

雙語雙文化教育、全語文教

育、少兒華語教學、閱讀教

育、 多元文化兒童文學 

治學方法與論文寫作、華語文教學

策略、國際兒童華語文教育研究、

第一語言與第二語言習得、閱讀理

論、雙語教學、華語文教材教法、

兒童文學、閱讀理論與實務 

語文與創作學系主聘 

2 專任 助理教授 盧欣宜 
美國伊利諾大學 

香檳分校語言學博士 

心理語言學、神經語言學、實

驗語音學、漢語語言學、對外

漢語教學、口語訓練、華語師

資培訓 

兒童語言發展、心理語言學、心理

語言學研究、語言學概論、治學方

法與論文寫作、國民小學教學實習

研究方法、語言與文化研究、語言

習得與發展 

語文與創作學系主聘 

四、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研究所)：現有專任師資 16員，其中副教授以上者 14員，助理 教授以上者 16員。 
 

序號 專任 職稱 姓名 最高學歷 專長 開課名稱(註 2)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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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專任 副教授 朱子君 

美國德州大學 

奧斯汀分校 

教育行政博士 

教育行政、決定理論、教育政

治學、 教育國際化 

教育管理學、教育行政、教育政治

學研究、 教育行政決定研究、社

會科學研究方法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

主聘 

2 專任 助理教授 劉怡華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 

麥迪遜分校教育 

領導與政策分析博士 

組織學習與變革、社會網絡理

論分析與應用、領導學 

教育組織行為研究、教育組織行為

專題研究、創造力與創意思考、方

案規劃與設計、教育英文期刊導

讀、學習者中心的教學設計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

主聘 

3 專任 副教授 曾錦達 

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

校區 

資訊教育博士 

資訊教育、質化與量化研究資

料分析、認知科學、高階思考

技巧教學 

電腦與教育專題研究、網際網路與

資料檢索、高等教育統計學、教育

統計學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

主聘 

五、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研究所)：現有專任師資 10員，其中副教授以上者 8員，助理 教授以上者 10員。 
 

序號 專任 職稱 姓名 最高學歷 專長 開課名稱(註 2) 備註 

1 專任 教授 曾慧佳 
美國麻州大學 

教育所博士 

社會科教育理論與哲學、視導

與社會、 電影與社會、國民

小學社會科教材教法、兒童文

學與社會 

學習與教學實務實習 

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

與師資培育與就業輔

導中心合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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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專任 助理教授 周鳳美 
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 

教師教育系博士 

國民小學教育實習、國民小學

社會科教材教法、實習輔導教

師專業發展、質性研究 

學習與教學實務實習 

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

與師資培育與就業輔

導中心合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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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擬增聘師資之途徑與規劃表 
    

擬增聘專任師資 1員，其中副教授以上者 0員，助理教授或具博士學位者 1員。 
  

專兼任 職稱 學位 擬聘師資專長 學術條件 擬開授課程 延聘途徑與來源 有否接洽人選 

專任 
助理教授

以上 
博士 

學習理論、學習心理學、教

學模式研究 

1. 具國際授課能力 

2. 具專業論文著作，SSCI

等級論文 2篇以上 

3. 具執行研究案能力與

經驗 

1. 學習者中心的教學設計  

2. 教學創新專題 
公開招募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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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份：計畫內容 

本院、系、所、學位學程與國家社會人力需求評估（必填）： 

本校預計成立之「學習與教學國際碩士學位學程」乃一招收國際學生為主的碩士學位學程。綜

觀我國教育產業，因為少子化影響，國民教育乃至高等教育均有學生人數逐漸減少的趨勢。然而，

看似不景氣的教育產業，卻在此危機中另有轉機，頻繁的國際交流使得原本地域性強烈的教育產業，

有了更多的形式與需求。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是我國小學師資培育源頭，至今已兩個甲子。近年來本校師培畢業學生在教

師甄試的表現上每年都有超過 200名上榜的亮眼成績，在本校師培制度的不斷精進，建構三師(教

學實務專家、學科專家、業界師傅)共教的教學實習特色，本校教師長期以來即以教學改革先鋒自

許，目前協助教育部推動全台灣中小學實施分組合作學習策略，長期開設「學習策略」課程，並自

行研發大學生學習策略問卷，對於學生學習與教師教學有非常深入之研究，並出版«教育實踐與研

究»TSSCI 期刊。本校於 104-105 年獲得教育部高教司「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並於 104 年起為

國內高等教育規劃和推動大學教師教學實務升等制度。目前高等教育的教育研究，逐漸以數位科技

融入教學為主軸，反而鮮有以學生學習面為研究主軸，輔以教學方法及情境研究，達到更深入的「學

習與教學」研究，尤其以招收外籍學生，以全英語教學，以推廣我國教學實務與學術研究至國際上

更是國內罕見。本學位學程即欲建立這個領域的深化，加上國際化師資設計以及跨校院的交流，使

我校之研究與經驗，可以推廣至東南亞區域國家的教育實踐。 

 

一、 課程簡介 

本學習與教學國際學位學程的設計目的，是要以本校向來卓著的學習與教學領域之研

究，吸引國外優秀學生就讀，提高本校學術上的國際影響力。學習本身本就是教育的核

心，目前國際上的教育方向，已移向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也就是重視學生的學習，教

師以各種教學方法進行學習促進（facilitating）學習。本學位學程招收外籍生，以國

際授課方式教授該學程各個科目，尤其注重學習理論與教學設計的核心課程，兼重研究

方法的訓練，更注重以國際學者協同教學之教學創新專題，來促進國際氛圍的建立。2

學分的實習課程可於臺灣進行、亦可於學生母國進行，使研究所的學習與未來服務的產

業更貼近。除實習之外，學生於畢業前應完成技術報告之撰寫，代替學術碩士論文。課

程結構如圖 1所示。 

 

 

 

 

 

 

 

 

圖 1 學習與教學國際學位學程課程圖 

 

教學專業課程 

學習專業課程 

研究方法 

專業實習 

國際協同教學創新專題 

專業實務技術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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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位學程的教學目的在於培育學生具備以下知能 

（1） 學習心理與學習理論在教育進行中運作的模式 

（2） 教學策略以及創新教學模式 

（3） 以學習者為中心之教學設計以及分析能力 

（4） 探究以學習者為本的教育研究，以質性研究與行動研究為重點。 

（5） 教學實際運用與觀察的實作能力 

 

本校在過去的教育設計中，已有清楚明顯的三個教學走向，活化了整個北教大學習的

生態，在此環境下學習，可以使其「學習與教學」的專業學習有更好的校園學習典範： 

(1) 整合運用多元「學習者中心」教學策略，活化教育 

「學習者中心」是目前貫穿幼兒園、國小、國中、高中職、大學，共同適用

的教學新典範，已衍生出多元的教學策略，包括：「分組合作學習」、「學習共同體」、

「差異化教學」、「問題引導學習」、「專題導向學習」、「行動學習」與「翻轉教室」

等。本校是台灣歷史最悠久的師資培育機構，校內許多教師對「學習者中心」的

教學理念與衍生出的多種教學策略，具有深入研究、轉化與實務的經驗，且不遺

餘力推動國內中小學「學習者中心」的教學革新。本校教師也深具教學改變的熱

忱，自許在教育大學任教課堂中展現教學專業，親身實踐「學習者中心」之教學

策略於課堂中。 

(2) 推廣數位教學平台～鷹架支持師生翻轉教室「教」與「學」 

一般而言，教學過程包括「課前準備－課中學習－課後評量」三個階段。為

了成功活化課堂教學，教師必須學習如何在此三個階段引導學生更投入參與，包

括：(1)在「課前準備」，引導學生透過影片、書本閱讀、或課前作業等方式預習，

進行初步學習；(2)「課中學習」時，引導學生透過分組活動、討論、問題解決、

或任務安排等方式，進行深度學習；(3)在「課後評量」時，引導學生學習選擇以

專題製作、實作表現、檔案評量、創意作品、或紙筆測驗等多元評量方式，展現

學習成果。本校 104-105 年獲得教育部高教司「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子計畫

1 即建置與推廣「教學魔法師數位教學平台」，提供多樣化教學策略樣版，以及彈

性選單機制，讓授課教師可動態組合教學策略，設計和實踐以學習者為中心的教

學活動，學生亦可透過此系統進行彈性的學習選擇，以滿足不同差異化需求。 

(3) 建置高互動教室～建構教師、學生、教材、科技等高度互動的教與學環境 

      高互動教室的設計理念，來自於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的「TEAL教室」  

   (Technology-Enabled Active Learning Classroom)設計構想，以及新加坡南洋   

   理工大學的國家教育學院全面建置的「高互動教室」。其共同目的，主要透過專       

   門設計可彈性組合的座位型態，依據教師的教學需求，隨時調整為大班教學、分 

   組學習，及個別學習等不同型態的教學環境；同時，輔以電腦、平板、手機或及 

   無線傳輸等科技，達到教師與學生互動、教師與教材互動、學生與教材互動、以 

   及學生與學生互動等四個面向，以提升教學效率與學習效果。本校 104-105 年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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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教育部高教司「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子計畫 1 即已建置 10 間高互動教室，有助

於實踐「以學習者為中心」的教學活動。 

根基於本校既有的基礎以及優異的學習與教學環境，本國際學位學程可以提供本校學

生已擁有的優秀的學習環境與模式，更可以加入多元文化的刺激，期許本國際學位學程

的學生能進一步推動本國與其國家的高互動。 

再者，「學習與教學國際碩士學位學程」是在本校近年來推動之國際化與東南亞區域

生態圈重要的里程。本校的規模較小，仍致力鼓勵學生走向國際。除了師資輸出的規劃

與嘗試，讓境外生走進來也是一項重要的工程。「學習與教學國際碩士學位學程」的設計

第一年以招收 8名外籍國際學生，之後才逐年招收僑生、陸生等，本校其他相關教育研

究所本國籍學生亦可選課修讀，增加本國學生與國際學生的互動。在運作上軌道後，預

計可與美國 University of Houston、英國 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 建立雙聯學位，更有效

推動本學位學程之國際化課程設計。 

 

二、 人力需求評估分析： 

（一）招生市場評估（含學生來源、規劃招生名額、他校相同或相近系所招生情形） 

1. 學生來源： 

本學程計畫以招收具大學學歷，通過英文檢測達標的外國籍學生為主。從教育部

資料可知，2015-2016年度來台學習之外籍生亞洲以馬來西亞(4,712人)、日本（4,227

人）、印尼(3,065人)、越南(3,682人) 、南韓（2,666人）以及泰國(961人)為最多，

再來是北美洲的美國(2,895人)占多數。本學程將會針對已在台灣就學的外籍生為主

要招生對象，再配合國外教育展與交流參訪時之教育夥伴宣傳，來招收各國大學畢業

生。 

由於本學位學程以國際授課為設計，本課程將廣納各界人才，其中包含（但不限

於）下列三種類型的學生：符合「臺灣獎學金」申請資格者、東南亞地區人士及歐洲

與美、日地區人士： 

 符合「臺灣獎學金」申請資格者：為鼓勵優秀國際學生來臺取得學位，中華民

國政府設有「臺灣獎學金」，由教育部、外交部、經濟部、科技部審核發放。

雖然獎學金原則上每年以特定國家學生為主，但凡中華民國邦交國學生均得提

出申請。前揭國家主要分佈在中南美洲及非洲地區，如巴拉圭、聖露西亞、宏

都拉斯及巴拿馬等。截至 2015年止，已有包括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在內等 65所

大學，加入臺灣獎學金計畫學校聯盟，開設超過 120種國際授課的大學及研究

所學程。所以針對有邦交以及設有台灣獎學金的國家招生可以提高外籍學生就

學意願。  

 東南亞地區人士： 

東協國家的興起已經是未來的趨勢，我國與之地緣接近，加上新住民的交

流深廣，我國與東南亞地區的交流勢必成為我國產業競爭的重要課題。目前東

南亞國家多值開發中階段，對於教學專業的發展正展開，本校及臺灣擁有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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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富的教學專業研究與經驗可以與之分享。而國家希望促進本國學生前進東南

亞，亦希望東南亞學生來台灣學習。外籍學生來台學習亦是一個重要的國民外

交，協助未來該國制定有利台灣的對台政策，另一方面，若是來就學的東南亞

外籍學生日後留在台灣工作，對於台灣現在新住民與新住民之子文化資本的助

益則會更有幫助。 

然而，因為教育專業的本土性強，過去一再擔心在致力於拿到其他國家的

教師們可能不見得是本學程之潛在生源，但是在這一年內走訪東南亞國家如越

南等的經驗，教育研究已是東南亞國家注重的區塊，各國年輕人的英文程度普

遍提升，對於碩士學位的取得更是有大量的需求，尤其是海外所取得的國際碩

士學位更是東南亞國家年輕學子的夢想，本學程的招生空間因之拓展，本課程

設立的宗旨之一即在滿足此項需求。 

 歐洲與美、日地區人士： 

雖然近年來歐美地區的教育研究似乎都在引領著世界。不過，隨著大陸崛

起，學習華人文化亦是近年來有意以華人教育產業為未來市場的年輕人熱衷的

項目。另一方面，今日的日本赴歐美留學風潮不如既往，來臺學習人數卻逆勢

增加。據日本文部科學省發布的資料顯示，近十年日本出國留學總人數減少三

成，但來臺留學人數卻反而增加六成。因此，台灣對日本學生的吸引力仍從這

些數據上可窺探一二。 

另一方面，本學位學程在申請的同時，本校正與美國 University of Houston、

英國 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 同步進行建立課程與教學相關研究之雙聯學位

的討論，以國際授課的學位學程成立，可以幫助本校雙聯學位夥伴們提高薦送

學生來台學習的可行性，亦可幫助其他交換學生多一點修習課程的機會。本學

程期望能在此基礎上善加耕耘，開創與歐美、日本教育產業的進一步互動。 

2. 規劃招生名額： 

       為提供具啟發性又友善的學習氛圍，本學位學程招生主要考量有二：首先學生背   

  景必須多元化，以利打造同儕之間彼此學習的環境；二是師生人數最佳比例的維持， 

  以確保教學素質。因為是英語授課，考量教師備課與學生學習需求，本課程之理想招 

  生人數為 15人，以兼顧學生背景的多元並維持教學品質的要求。本課程開辦初期將先 

  招收 8位學生，再於三至五年內漸漸增加至每年 15人。招生對象以不占總量管制之 

  外籍生名額為主，計畫第一年全招外籍學生，第二年後逐步開放僑生、陸生申請，以 

  及招收本國籍學生，且他系本國生亦可選修。 

3. 國內相近系所招生情形： 

在臺灣目前並沒有以英語授課之學習與教學研究所，相關以全英文授課的學習或

教學相關領域碩士班，僅有台灣科技大學的數位學習與教育研究所。該研究所為國內

數位學習的發展重鎮，招生狀況良好。然發展以數位學習為主，且外籍學生僅佔 1/3，

其餘仍是本國研究學生。該研究所與本學位學程設計之學習內容，雖均以學習為主，

但切入並不完全相同，兩者之間的學生來源仍有區隔。本校學習與教學國際碩士學位

學程課程設計專業，兼具國際化與實務性，對於有心進修的外籍學生具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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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就業市場狀況（含畢業生就業進路、就業市場預估需求數、就業領域主管之中央機關） 

1. 畢業生就業進路 

本學程學生畢業之後的就業進路以投入學習與教學的教育專業為主。畢業生可以

選擇留在台灣工作，例如投入語言教材之編寫、補教產業的教學、擔任小學的東南亞

語教學教師(如越南語)、國際學校教師等。本學程畢業生亦可以選擇歸國服務，如投

入該國教育市場，例如師資培育、編寫教材、成人學習或補教產業的教學、國際學校

教師、推動國際教育事業交流與媒合、進行教育政策制定等。 

2. 就業市場預估需求數 

就上述所規劃的畢業就業進路，就業市場廣大。在國內，以教授國小東南亞語教

學(越南語)為例，在 108學年度起需求就有 2000餘位，若政府未來再規劃馬來西亞

語、印尼語、泰國語之母語選修，則就業市場需求量則會大增；而未來台灣應該也必

須增加多元語言的學習以因應多元種族社會的成形，因此本學程畢業生若欲留在國內

服務，將來的民間語言學習補習班、翻譯、文化學習活動策劃等市場，若為歐美學生，

依照台灣兒童美語每年 160億市場的需求，加上其學習與教學碩士專業能力，就業不

會是問題；若是東南亞學生，進行翻譯、人力資源仲介專員、文化學習各種文化活動

策劃，以及投入教學，預計之台灣就業市場的需求數每年也至少是上千人。 

若學生回到居住國就業，則該國之教師市場或是高階之教育政策研究等公家機關，

本學程畢業生均有機會與競爭力；在民間企業亦可以進行補教事業、多元智能開發與

教學、教材編製、國際學校教學等各種教育產業發展。 

未來若有陸生就讀，在台灣法令未開放前，在臺就業情況不好，但回中國發展，

或是因雙聯學位而留在英美等國，均可進行學習與教學產業的開發；以大陸的民情，

華人父母特別注重教育，希望小孩能有更有效的學習，本學程畢業生在公部門與私部

門均有大展鴻圖之機會。 

3. 就業領域主管之中央機關 

本學程畢業生以學習與教學為專業，在台灣就業領域主管之中央機關基本上為教育部

或地方教育局處，但因為本學程畢業生就業進路廣，所以並不限於教育部，舉凡文化部、

勞動部、內政部或經濟部都是可能的中央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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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學習與教學國際碩士學位學程」課程規劃 

「學習與教學國際碩士學位學程」的課程設計著力於國際化以及縮短學用落差，課程設計

有以下三個亮點，相信對於外籍生與本國生都能有效激勵。 

 

(五) 「學習與教學國際碩士學位學程」創新設計 

「學習與教學國際碩士學位學程」的課程設計要求增加互動性與交流性，因此整個學位

學程並不僅僅由單一系所進行課堂授課，而是打破各種疆界進行教學： 

(1) 與外國學者協同教學 

本學程課程設計一門「教學創新專題」(必修)，由本國教師與國際學者協同

教學。預計每一學年都至少邀請一位講座教授客座，與本國教師一同交流國際間

創新的教學模式與研究。 

(2) 與台大合作依其專長授課 

本學程課程不僅僅由本校教師擔任，亦結合台大有教學研究的教師一同擔任

授課教師，進行跨校交流與合作，此合作為兩校協議。授課地點也不一定限於北

教大，亦可安排於台大校園中，一方面兩校距離不遠，另一方面促進學生多利用

台大學習資源，以及增加不同校園文化之體驗。 

(3) 校內跨學院與系所開課 

本學程課程以本校教育大學既有之教學研究主軸為重點，任教教師來自教育

系、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研究所、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語言與創作學系以及社

會與區域發展學系之專任教師，均是以學習、教學、評量、閱讀以及研究方法為

研究重心的學者。本校專任師資陣容強大，人才濟濟，留學以英語為母語國家者

亦不在少數，對於學程課程之師資支援不成問題。 

(4) 要求專業實習 

本學程課程要求進行 2學分之專業實習。實習課程時間與內容之安排視授課

教師作細節的調整。原則上須進行 3個月以上的全時實習，可在暑假期間進行，

或在最後一學期進行。實習地點視學生興趣與未來工作銜接需求，可選擇台灣或

是國外，由學程覓得適當之實習場域，由業師與實習教授共同指導。 

(5) 以專業實務技術報告取代碩士論文 

本學程課程為求以實務為導向，降低學生以全英文進行學術性論文撰寫的焦

慮，規劃以專業實務技術報告取代學術性碩士論文。期以實務導向之技術報告，

讓學生深度了解所從事的教學模式或學習觀察，應用於未來實務工作的研發改革

上；另一方面，學生亦能提早規劃研究主題，以更多實務體驗的設計，以行動研

究取向進行專業實務技術報告之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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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學習與教學國際碩士學位學程」課程設計聚焦互動性與實務性 

「學習與教學國際碩士學位學程」之課程規劃注重互動性以及實務性。除了學習理論

與教學理論等專業核心課程之進行為創新的翻轉教室的教學方法之外，亦設計了 PBL、合

作學習等教學方式於本學位學程各科科目課程中，讓學生的學習實作增加，國際上課的

壓力亦可降低。另外，為避免學用落差，學生學習到的學習理論與教學設計概念，需至

教學場域實際進行教育專業實習。實習內容可為學習設計、教材設計、教學設計等實務，

由實習場域中之業師帶領，並配合學程教授之督導，進行反思與實踐。 

本課程設計為畢業學分 32學分，其中必修合計七門，17學分；包括專業實習(一門，

2學分)、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一門，3學分），核心課程（三門，9學分），教學創新專題

（為國際學者協同教學，一門，3學分），另須根據有興趣的研究方向以及實習經驗，撰

寫專業實務技術報告來代替畢業論文（一門，0學分）。詳細課程請見表 1。 

表 1 「學習與教學碩士國際學位學程」課程規劃 

 課程名稱(英) 課程名稱(中) 

一、研究方法課程 (1門課，必修) 

1  Research Methodology  社會科學研究方法 

 

二、核心課程 (3 門課，必修) 

1 Learning  
Theories and Strategies 

學習理論與策略 

2 Instructional Design and Development 教學設計與發展 

3 Learning Assessment 學習評量 
 

三、學習與教學專業課程 (10門課) 

1 Seminar (必修) 教學創新專題 

2 Cooperative Learning 合作學習 

3 Technology and the Science of Learning 數位學習設計研究 

4 Reading Theories and Practice  閱讀理論與實務 
 

5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Development  

 

語言習得與發展 

 

6 Making Sense of Academic 
Journals/Publications in Teaching and 
Learning  

教育英文期刊導讀 

7 Design for Learning 學習者中心的教學設計 

8 Advanced Educational Statistics 高等教育統計 

9 Qualitative Research  質性研究 

10 Action Research 行動研究 

四、 Practicum 
學習與教學實務實習(必修，2學分) 

五、 Professional Technical Report  
專業實務技術報告(必修，0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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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學習與教學國際碩士學位學程」師資豐富 

本校素以教學著稱，目前各院系專任教師中以學習與教學、研究方法或教學實習指導

實務為研究主軸，並有英語授課能力之專任教師，均可投入本學程之教學。除此之外，

本學程重要之核心精神即為交流與協同，除了本校之專任教師，亦設計了校際合作與國

際協同教學的課程，使師資更為豐富。 

1. 本校專任教師： 

本校之教育學系、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研究所、語文與創作學系、教育經營

與管理學系、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等數位專任師資畢業於英語系國家，擁有英語

授課能力與學習與教學或研究方法的專業。結合每位教師之專長，本學程之開課

將更為順暢。本校亦研擬英語授課時數減免的方案，以減輕授課教師負擔，並以

多元升等方案支持以英語授課支援本學程之教師，藉以激勵教師參與授課。 

課程主軸分學習心理、教學方法、研究方法、數位學習、語言學習、實習以

及技術報告撰寫，以下是分類與支援學系說明： 

(1) 學習心理：由教育學系以「學習心理學」為專長之教師支援。 

(2) 教學方法：由教育學系、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等以

「教學方法」為專長之教師支援。 

(3) 研究方法：由教育學系、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等可任教研究方法之教師支

援。 

(4) 數位學習：由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研究所以「數位教學」為專長之教師支

援。 

(5) 語言習得：由語文與創作學系以閱讀教導研究為專長之教師支援。 

(6) 實習：由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之師資協助，與實習場域(國內或國外)之業

師合作。 

(7) 專業實務技術報告：各教師以英文指導研究生撰寫專業實務技術報告。 

2. 與臺大校際合作授課： 

    本校與臺灣大學素有校際合作之協議，從開放通識課程之學生選課到各系所實質教學

與研究合作都是本校目前推動部分。本校規劃本學程，已與臺大校長及相關系所協議，以

跨校交流協同授課方式，共同支援本學程。如長期推動翻轉教育之葉丙成教授(105 學年度

起借調校外單位，不克於 106 年度投入授課，故暫不列入支援師資)以及臺大師培中心的以

課程與教學研究的六位專任教師都是本學程之支援師資。 

     臺大師培中心可支援教師(實際支援視各學期開課需求)： 

                (1)符碧真教授：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教育博士，專長：教育政策、師資培

育、研究方法。 

                (2)王秀槐教授：美國哈佛大學教育研究所博士，專長：課程與教學。 

                (3)徐式寬教授：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教育研究所博士，專長：

教育科技。 

                (4)田芳華副教授：美國密西根大學安那堡分校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博士，專長： 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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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方法、教育政策。 

                (5)陳依琳助理教授：英國倫敦大學教育研究所博士，專長：品格教育。 

                (6)洪承宇助理教授：英國劍橋大學教育博士，專長：課程與教學研究。 

本校與臺大支援師資與支援課程請見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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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課程規劃與授課教師一覽表 

 課程名稱(英) 課程名稱(中) 預定可教學者職稱/學歷 

一、研究方法課程 (1門課，必修) 

1  Research Methodology  
社會科學 
研究方法 

楊志強 
臺北教育大學教育系教授 

美國北科羅拉多大學測驗統計博士 
朱子君 
臺北教育大學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

副教授 

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教育行政

博士 

二、核心課程 (3門課，必修) 

1 
Learning  
Theories and Strategies 

學習理論與策略 

張郁雯 
臺北教育大學教育系教授 

美國明尼蘇達大學 

教育心理哲學博士 

王秀槐 
臺灣大學師資培育中心教授 

美國哈佛大學教育研究所博士 

2 
Instructional Design and 
Development 

教學設計與發展 

林佳蓉 

臺北教育大學教育系副教授 

美國南加大表現科技博士 

洪承宇 
臺灣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助理教授 
英國劍橋大學教育博士 

3 Learning Assessment 學習評量 

蔡欣玶 
臺北教育大學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

研究所助理教授 

美國華盛頓大學教育心理系博士 

三、學習與教學專業課程 (10門課) 

1 Seminar (必修) 教學創新專題 

與外國學者協同教學 

Dr. Robert Slavin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教授 

Dr. Cameron White 
美國休士頓大學教授 

2 Cooperative Learning 合作學習 

田耐青 
臺北教育大學教育系副教授 

美國印第安那大學哲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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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Technology and the 
Science of Learning 

數位學習設計研
究 

崔夢萍 

臺北教育大學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

研究所教授 

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課程與教

學博士 

徐式寬 
臺灣大學師資培育中心教授 

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校區教育博士 

4 
Reading Theories and 

Practice  

閱讀理論與實務 

 

林文韵 
臺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助理

教授 

亞歷桑那大學語言、閱讀與文化博

士 

5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Development  
 

語言習得與發展 
 

盧欣宜 
臺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助理

教授 

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 

語言學博士 

6 

Making Sense of 
Academic 

Journals/Publications in 
Teaching and Learning  

教育英文期刊導

讀 

劉怡華 
臺北教育大學教育經營與管理系助

理教授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 

教育領導與政策分析博士 

7 Design for Learning 
學習者中心的教
學設計 

劉怡華 
臺北教育大學教育經營與管理系助

理教授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 

教育領導與政策分析博士 

8 
Advanced Educational 
Statistics 

高等教育統計 

曾錦達 
臺北教育大學教育經營與管理系副

教授 
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校區 

資訊教育博士 

9 Qualitative Research  質性研究 

吳麗君 
臺北教育大學教育系教授 

英國布里斯托大學哲學博士 

趙貞怡 
臺北教育大學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

研究所教授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 

電腦多媒體教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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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Action Research 行動研究 

田耐青 

臺北教育大學教育系副教授 

美國印第安那大學哲學博士 

四、Practicum 
學習與教學實務實習(必修，2學分) 

周鳳美 
臺北教育大學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

/師培中心助理教授 

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 

教師教育系博士 

曾慧佳 
臺北教育大學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

/師培中心教授 

美國麻州大學教育所博士 

五、Professional Technical Report  
專業實務技術報告(必修，0學分) 

各教師以英文指導研究生撰
寫專業實務技術報告 

3. 國際協同教學合作： 

本學程規劃一門重要的選修課「教學創新專題」，該課具有強烈國際化意圖，

本科目規劃以講座教授方式邀請國際重要學者搭配本校專任教師協同授課，例如

長期推動合作學習的教育重鎮─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教育研究與轉型中心

的 Dr. Slavin（學者ＣＶ請見附錄），在兩校的交流中已初步談論到講座教授的可

能性。另外，預定簽訂之 University of Houston 之交流協議中，該校之課程與教

學研究所教授 Dr. White 亦可配合與越南之交流協議，定期來本校進行短期講座

協同教學之親自授課。本學程藉國際協同教學提供更順暢的國際交流與知識分

享。 

小結 

本校教育領域研究與小學師資培育投入經營多年，成績斐然有目共睹，亦是教育領域中之

翹楚。增設「學習與教學國際碩士學位學程」以提供境外生學習機會，並宣揚交流我國教育發

展的傳統與創新，實在為本校義不容辭之教育天職。期以此學位學程，為我國與外籍學生開啟

國際學習之門，在學習階段與未來職涯發展上能有更周密的社會網絡，為教育下一代開啟合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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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預定講座國際學者偕同授課ＣＶ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 Dr. Robert Slavin 簡介 

Robert E. Slavin is currently Director of the Center for Research and Reform in Education at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art-time Professor at the Institute for Effective Education at the University of York 
(England), and Chairman of the Success for All Foundation. He received his B.A. in Psychology from Reed 
College in 1972, and his Ph.D. in Social Relations in 1975 from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Dr. Slavin has authored or co-authored more than 300 articles and book chapters on such topics as 
cooperative learning, comprehensive school reform, ability grouping, school and classroom organization, 
desegregation, mainstreaming, research review, and evidence-based reform. Dr. Slavin is the author or 
co-author of 24 books, including Educational Psychology: Theory into Practice (Allyn & Bacon, 1986, 
1988, 1991, 1994, 1997, 2000, 2003, 2006, 2009), Cooperative Learning: Theory, Research, and Practice 
(Allyn & Bacon, 1990, 1995), Show Me the Evidence: Proven and Promising Programs for America’s 
Schools (Corwin, 1998), Effective Programs for Latino Students (Erlbaum, 2000), Educational Research in 
the Age of Accountability (Allyn & Bacon, 2007), and Two Million Children: Success for All (Corwin, 2009).  
 
He received the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s Raymond B. Cattell Early Career Award for 
Programmatic Research in 1986, the Palmer O. Johnson award for the best article in an AERA journal in 
1988, the Charles A. Dana award in 1994, the James Bryant Conant Award from the Education 
Commission of the States in 1998, the Outstanding Leadership in Education Award from the Horace 
Mann League in 1999, the Distinguished Services Award from the Council of Chief State School Officers 
in 2000, the AERA Review of Research Award in 2009, the Palmer O. Johnson Award for the best article 
in an AERA journal in 2008, and was appointed as a Member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Education in 
2009 and an AERA Fellow in 2010. 

Education 

 B.A. Reed College, Portland, Oregon, 1972 
 Ph.D. Department of Social Relations,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Baltimore, Maryland, 1975 

Awards and Scholarships 

 AERA Fellow, 2010 
 AERA Review of Research Award, 2009 
 Member, National Academy of Education, 2009 
 Palmer O. Johnson Award (best article in an AERA journal in 2007),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 2008 
 Honorary Doctorate, University of Ghent, Belgium, 2008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CPRE Award for Contributions to Educational Research, 2005 
 Council of Scientific Society Presidents, 2005 
 Distinguished Achievement Award for Excellence in Educational Publishing, Educational 

Leadership, 2003 
 Distinguished Service Award, Council of Chief State School Officers, 2000 
 Honorary Doctorate, University of Liege, Belgium, 1999 
 Outstanding Educator Award, Horace Mann League,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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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mes Bryant Conant Award, Education Commission of the States, 1998 
 Charles A. Dana Award, 1994 
 Parents Magazine "As They Grow" award in education, 1994 
 Award for Distinguished Scientific Contributions to Psychology, Maryland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1988 
 Distinguished Achievement Award for Excellence in Educational Journalism, Educational Press 

Association of America, 1988 
 Palmer 0. Johnson Award (best article in an AERA journal in 1986),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 1988 
 Distinguished Scholar, AERA Committee on the Role and Status of Minorities in Educational 

Research, 1987 
 Raymond B. Cattell Early Career Award for Programmatic Research,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 1985 
 NIMH Training Grant,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1973-1975 
 Commendation for Excellence in Scholarship, Reed College, 1972 

 Experience  

 2004–Present Director, Center for Research and Reform in Education,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Baltimore, MD 

 2010–Present Professor, Institute for Effective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York, York, England 
 2007–2010 Director, Institute for Effective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York, York, England 
 1997–Present Chairman, Board of Directors, Success for All Foundation, Baltimore, MD 
 1994–2004 Principal Research Scientist and Co-Director, Center for Research on the Education of 

Students Placed at Risk,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1989–1994 Principal Research Scientist and Co-Director, Early and Elementary Program, Center 

for Research on Effective Schooling for Disadvantaged Students,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1985–1990 Director, Elementary School Program, Center for Research on Elementary and Middle 

Schools,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1978–1985 Research Scientist, Center for Social Organization of Schools,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1975–1978 Associate Research Scientist, Center for Social Organization of Schools,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1972–1973 Teacher, Aloha Children' s Center (children with mental disabilities), Aloha,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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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大學 Dr. Cameron White 簡介 
 
Cameron Scott White, Ph.D. 
Associate Chair – Department of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Program Director - Social Education / Critical Humanities 
Coordinator –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Professor – Social Education, Cultural Studies,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Education 
 
Ph. D.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University of Texas, August 1992 

M. A. (Education), Austin College, May 1979 
B. A. (History and Political Science), Austin College, May 1978 
Teaching Certificates - Social Studies Composite, History, Government 

 
 

Awards 
 

Certificate of Excellence – College of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Houston, 2015 
Editorship – Journal of Social Studies and History Education, 2014 - present  
Fulbright Specialist – Middle East / Pakistan, 2013 – present 

TEACH Fellowship –US Arab Bilateral Chamber of Commerce, 2009 – 2010 
College of Education Service Award, University of Houston, 2009 
Best Paper Award – College Teaching and Learning Conference, 2004 
College of Education Teaching Excellence Award, University of Houston, 2003 
External Funding Achievement Award, University of Houston, 2002 
Fulbright Research and Teaching Project, New Zealand, 2000 
University Teaching Excellence Award, University of Houston, 1998 
 
Professional    Experience 
Associate Chair – Department of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 2013 - present 
Program Director– (1999 – present) – Social Education & Critical Humanities 

Coordinator –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Professor – Social Education , Cultural Studies,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University of Houston 
      Houston, Texas, August 1995 – present 
Visiting Associate Professor - Teacher Education / Social Studies Education 
      Massey University 
      Palmerston North (2000) 
Assistant Professor of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General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Social Studies Methods 

      New Mexico State University 
      Las Cruces, NM, August 1993 - August 1995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 One Year 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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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ondary and Elementary Social Studies Methods 

Coordinator of Social Studies Student Teaching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ustin, Texas, August 1992 - May 1992 
Teacher of 9th grade World History and Geography 
Department Chairperson for Social Studies   
      Westwood H. S. Annex, Round Rock I.S.D.  
      Austin, Texas, August 1985 - August 1992 
      Supervisor of Student Teachers 
Instructor of "Secondary Schools: Organization and Teaching" 
Assistant Coordinator for The Advancement of Economic Education Project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ustin, Texas, January 1983 - August 1985 
Teacher of Social Studies, World History, American History, and Government 
      Brown Schools, San Marcos, Texas 
      Grades 6 - 12, August 1981 - January 1983 
Teacher of Eighth Grade American History 
      Olle Middle School, Alief I.S.D.,  

      Houston, Texas, August 1979 - August 1981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Experience 
 

Vietnam, China, Taiwan (late May 2015) 
 Consulting       Spring 2015 
 International Partnerships, Constructivist Teaching and Learning 
Singapore (National Institute of Education) 
 Consulting       Spring 2015 

International Partnerships, Qualitative Research, Social Education 
Peru – Study Abroad 
 Latin Americanizing the Curriculum    Summer 2014 
 Taught course (21 students) on Latin Americanizing the Curriculum using experience in Peru as a 
case study 
Cuba – Study Abroad 

 Latin Americanizing the Curriculum    Summer 2012 
 Taught course (21 students) on Latin Americanizing the Curriculum using experience in Cuba as a 
case study 
Costa Rica – Study Abroad 
 Latin Americanizing the Curriculum    Summer 2011 
 Taught course (17 students) on Latin Americanizing the Curriculum using experience in Costa Rica as 
a case study 
China           
 Program Development, Study Abroad  2007, 2010-2012, 2014 
 Taught Urban and Comparative Education course each experience (10, 41, and 40 students 

respectively); planned and met with university officials to develop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partnerships 
for masters degrees, faculty and student exchanges, and conducted research projects; developed and 
evaluated 1+1 MEd Progr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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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tar / Saudi Arabia     

  TEACH Fellowship – US Arab Bilateral Commission  Winter 2009 - 2010 
 Met with education officials for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development; met and planned 
potential future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projects including exchanges 
Vietnam          
 Program Development     2009, 2014 
 Planned and met with several universities to develop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partnerships for 
masters degrees, faculty and students exchanges, research projects, and grant proposals 
United Kingdom – Study Abroad 
 Graduate Course – Global Education    Summer 2009 
 Taught Comparative Education course (10 students); planned and met with education ministry 
officials for future exchange projects 

Singapore (National Institute of Education) 
 Research and Teaching     Summer 2005 
 Consulted on cross-cultural education exchange and comparative education projects 
New Zealand  (Massey University)   
 Visiting Associate Professor     Jan – Dec, 2000 
 Taught several social studies and teacher education courses face to face and online; engaged in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search; presented cross-cultural education projects at conferences; developed 
partnerships for education research projects; resulted in several publications  
Japan - Project Evaluator – Study Abroad 
 The Japan Project       1997 – 1998 

 Evaluated project for Japan teacher study abroad program; cross cultural exchange for curriculum 
development and comparative education research; conducted evaluation of the program 
Indonesia - Social Studies Consultant 
 Indonesian Primary Education Project   Summer 1996 
 Consulted with Indonesian Ministry of Education on social studies education, teacher education, 
and curriculum development; resulted in several publications 
Dominica - Principal Investigator  
Secondary Teacher Education Training Program    Spring 1994 
Fulbright-Hays Group Study Abroad     Summer 1995 

Coordinator of teacher group study abroad program for cross-cultural-exchange and curriculum 
development 
Belize and Mexico -  Coordinat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Teaching Program   1995   

Coordinator of international student teaching program  
South Korea - Social Studies Teacher – Study Abroad 
 Summer Program for Teachers    Summer 1991 
 Participant in teacher group study abroad program; curriculum development 
 
Turkey - Social Studies Teacher – Study Abroad 
 Fulbright-Hays Summer Program    Summer 1990 
 Participant in teacher group study abroad program; curriculum development 
  
Various Countries in Europe – Sponsor - Study Abroad 
 Summer Student Education Program     Summers 1986-1988 
 Coordinator of high school student study abroad program for a three year period 
 
USSR – Student – Study Abroad 
 Winter Program - The Russian Revolution   Winter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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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ent in course abroad program 

附錄 2 授課大綱 

Research Methodology 

Chih-Chiang Yang, Ph. D. 
cyang@tea.ntue.edu.tw 

http://tea.ntue.edu.tw/~cyang 
 

Course Objectives: 
The primary objective of this course is to develop a research orientation among the scholars and to 
acquaint them with fundamentals of research methods in social sciences context. Specifically, the course 
aims at introducing them to the basic concepts used in research and to scientific social research methods 
and their approach. Some other objectives of the course are: 
1. To develop understanding of the basic framework of research process. 
2. To develop an understanding of various research designs and techniques. 
3. To identify various sources of information for literature review and data collection. 
4. To develop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ethical dimensions of conducting applied research. 
5. Appreciate the components of scholarly writing and evaluate its quality. 
 
Proposed Topics*: 
1. Formatting a Research Topic and Research Questions 
2. Introduction to Structure of Thesis 
3. APA 6 
4. Language of Research 
5. Philosophy of Research 
6. Ethics in Research/IRB 
7. Quantitative Research vs Qualitative Research 
8. Survey Research 
9. Observational Research 
10. Design of Questionnaire  
11. Content Analysis vs Meta Analysis  
12. Introduction to Statistics 
13. Critiquing and Evaluating a Thesis 
14. Planning a Research Proposal  
 
*
 Please download the handouts and worksheets from my website: http://tea.ntue.edu.tw/~cyang 

 
Grading: 
1. Participation (40%) 

Participation is based upon attendance and involvement in class activities. 
2. Homework (30%) 

The homework will be assigned weekly to be due the next week at the end of class. 
3. Project (30%) 

A research project will be given in the final week. 
 
Required Textbooks: 
1. APA (2010). Publication manu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6th ed.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2. Gall, M. D., Borg, W. R. & Gall, J. P. (2006). Educational research: An introduction, 8th ed. White Plains, 

mailto:cyang@tea.ntue.edu.tw
http://tea.ntue.edu.tw/~cyang
http://tea.ntue.edu.tw/~c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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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Y: Longman Inc. 
 
References: 
1. Babbie, R. E. (1995). The Practice of social research, 7th ed. Belmont, Calif: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 
2. Crowl, T. K. (1993). Fundamentals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Dubuque: Brown & Benchmark. 
3. Fraenkel, J. R. & Wallen, N. E. (1993). How to design and evaluate research in education, 2nd ed. New 

York: McGraw-Hill, Inc. 
4. Ray, J. W. (2003). Methods toward a science of behavior and experience, 7th ed. Scarborough: 

Nelson/Thomson Learning. 
5. Simon, J., & Paul B. (1985). Basic research methods in social sciences, 3rd ed. New York: Random 

House. 
 
Useful Web Links: 
1. http://ndltd.ncl.edu.tw/ 
2. http://www.ceps.com.tw/ 
3. http://readopac.ncl.edu.tw/ 
4. http://www.most.gov.tw/ 
5. http://www.grb.gov.tw/ 
6. http://wwwlib.umi.com/dissertations/ 
7. http://www.il.proquest.com/proquest/ 
8. http://search.epnet.com 

http://ndltd.ncl.edu.tw/
http://www.ceps.com.tw/
http://readopac.ncl.edu.tw/
http://www.most.gov.tw/
http://www.grb.gov.tw/
http://wwwlib.umi.com/dissertations/
http://www.il.proquest.com/proquest/
http://search.ep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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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ing theories and strategies 
Yuwen Chang, Ph. D. 

yuwenc@tea.ntue.edu.tw 
 

Course Objectives: 
At the completion of the course, the student will be able to: 
1. Describe principles associated with learning theories and strategies. 
2. Design teaching and learning activities that utilize, model, and apply teaching and learning theory. 
3. Evaluate and expand the research literature in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light of existing teaching and 

learning theories. 
4. Reflect on how learning theories impact on every aspect of our lives. 
5. Develop research questions and conduct relevant research that focuses on teaching and learning 

theory. 
 
Proposed Topics: 
1. Introduction 
2. Brain Based Learning and related learning strategies 
3. Behavioral Theories and related learning strategies 
4.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and related learning strategies Matthew H. Olson, B.R. Hergenhahn 

(2009).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ies of learning. Upper Saddle River, N. J.: Pearson/Prentice  
Hall. 

5. Cognitive Learning Theory and related learning strategies 
6. Constructivist Learning Theory 
7. Experiential Learning 
8. Interest, Affect, and Motivation 
9. Self-Regulation and Development and related learning strategies 

 
Grading: 
1. Active Participation (30%) 

Participation is based upon attendance and involvement in class activities. 
2. Unit reading and Discussion (30%) 

Students will be expected to share their thoughts and ideas through discussions on FB. 
3. Application/Modeling of Theory (40%) 

You will design an application activity to engage learners in the theory. The activity should also 
accurately model the principles of the theory. 

 
Required Textbook: 
Schunk, D. H. (2012). Learning theories: An educational perspective. (6th Edition). Boston, MA. Person 
Education Inc. ISBN-10: 0-13-707195-7 
 
References: 
1. Jensen E P. (2008). Brain-Based Learning: The New Paradigm of Teaching. 
2. Skinner's Utopia: Panacea, or Path to Hell, Time Magazine, (1971). 
3. Skinner, B. F. (1948). Walden Two. New York: Macmillan. 
4. Bushman, B. J., & Anderson, C. A. (2001). Media violence and the American public: Scientific facts 

versus media misinformation. American Psychologist, 56(6/7), 477-489. 
5. Shunk & Zimmerman (2003) Self-regulation and Learning. In Handbook of Psych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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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 7. Hoboken, NJ: John Wiley & Sons. 
6. Pintrich (2003) Motivation and Classroom learning. In Handbook of Psychology. Vol 7. Hoboken, NJ: 

John Wiley & Sons. 
7. Hidi, S., & Harackiewicz, J. M. (2000). Motivating the academically unmotivated: A critical issue for 

the 21st century. Review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70(2), 151-179. 
8. Matthew H. Olson (2012).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ies of learning.  Psycholog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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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ructional Design & Development 

Maigo, Chia-Jung Lin, Ed. D. 
Maigolin@tea.ntue.edu.tw 

http://tea.ntue.edu.tw/~maigolin 
 

Course goals: 
This course will provide teachers, media specialists, and adult educators with those skills needed to 

design instruction they are responsible for conducting and enable them to consult with others who are 
responsible for instruction. This course focuses on the application of instructional design principl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instruction. Topics include contemporary issues and trends in instructional design, 
foundations in learning research, requirements for instruction, task and needs analysis, learning 
situations and instructional models, learner characteristics, e-learning innovations, assessing 
instructional outcomes, and factors affecting utilization. 

 
 

Course Aims: 
1. Students are able to comprehend a variety of instructional design models, with emphasis on recent 

contributions from cognitive science and related fields.  
2. Students are able to analyze, apply, and evaluate principles of instructional design to develop 

education and training materials spanning a wide range of knowledge domains and instructional 
technologies. 

 
Proposed Topics: 
1. Introduction to instructional design; Needs assessment and goal analysis 
2. Instructional design model (The ADDIE model, Dick Carey Systems approach model, Assure Model, 

Rapid ISD model, The Four-Door (4D) eLearning Model 
3. Learning theories, Learning styles, Motivation 
4. Ten steps for designing effective instruction 
5. Learner analysis, task analysis 
6. Learning objectives, Learning events of instruction 
7. Instructional sequencing; developing instructional strategies  
8. Designing the instructional message 
9. Developing instructional materials for Interactive elements in the eLearning course 
10. Formative and summative evaluation of instruction 
 
Grading: 
1. Participation (20%) 

Students need to participate in the class activates and online learning communities.  
2. Instructional design literature report (30%) 
3. Instructional Design Plan (20%) 
4. Developing instructional multimedia project (40%) 
 
References: 
1. Reiser, R. A.& Dempsey, J. V. (2011). Trends and Issues in Instructional design and technology 3rd. 

Boston, MA: Pearson publicsher. 
2. Piskurich, G. M. (2006). Rapid instructional design: learning ID fast and right 2nd. SF, CA: John Wiley 

& Sons.  
3. Kemp, J., Morris, G.R. (2004) Designing effective Instructional 4th. SF, CA: John Wiley & Sons. 

mailto:Maigolin@tea.ntue.edu.tw
http://tea.ntue.edu.tw/~maigo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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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Dick., W., Carey, L. (1996). The systematic design of instruction. Fourth edition.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College Publishers. 

5. Duffy, T. & Jonassen, D. (Eds.). (1992). Constructivism and the Technology of Instruction. Hillsdale, NJ: 
Erlbaum. 

6. Merrill, M.D. & Twitchell, D.G. (Eds). (1994). Instructional design theory. Englewood Cliffs, NJ: 
Educational Technology Pub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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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sessment and Learning 
Shin-Ping Tsai, Ph. D. 

sptsai@tea.ntue.edu.tw 
 

Course Objectives: 
At the completion of the course, the students will be able to: 
1. Understand principles and theories of tests and assessments. 

2. Understand methods of data gathering and analysis for student learning. 

3. Make thoughtful, ethical, and reasonable decisions about assessments and assessment  

practices. 

 
Proposed Topics: 
1. Assessment of, for, as learning 
2. Test construction and item analysis 
3. Classical test theory 
4. Reliability and generaliability theory 
5. Validity 
6. Item response theory 
7. Formative assessments and feedback 
8. Performance-based assessments 
9. Portfolio assessments 
10. Curriculum-based measurement 
11. Assessing affective traits 
12. Assessment accommodations 
13. Grading and reporting 
14. Other issues in assessment 

 
Grading: 
1. Class participation (30%) 

Students are expected to attend class and are actively involved in class activities. 
2. Student-led discussion (30%) 

Each student will lead class discussion on the assigned reading. 
3. Individual class project (40%) 

An individual project on test and assessment issues will be developed and implemented throughout 
the semester. 

 
Required Textbooks: 
Linn, R. L., & Miller, M. D. (2012). Measurement and Assessment in Teaching. Upper Saddle River, NJ: 
Prentice Hall. 
 
References: 
1. AERA, APA, & NCME. (2014). Standards for educational and psychological testing. Washington 

DC: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 

2. Allen, M. J., & Yen, W. M. (2002). Introduction to measurement theory. Prospect Heights, IL: 

Waveland Press. 

3. Anastasi, A. & Urbina, S. (2009). Psychological testing. Upper Saddle River, NJ: Prentice Hall. 

4. Black, P., & Wiliam, D. (1998). Inside the black box: Raising standards through classroom 

assessment. Phi Delta Kappan, 80(2), 139-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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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Black, P., Harrison, C., Lee, C., Marshall, B., & Wiliam, D. (2003). Assessment for learning: Putting 

it into practice. Berkshire, England: Open University Press. 

6. Brennan, R. (2009). Elements of generalizability. Iowa City, IA: ACT publications. 

7. Cronbach (1971). Test validation. In R. L. Linn (Ed.), Educational measurement. Washington, DC: 

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 

8. Deno, S. L. (2003). Developments in curriculum-based measurement. Journal of Special Education, 

37(3), 184-192. 

9. Earl, L. M. (2012). Assessment as learning: Using classroom assessment to maximize student 

learning. Newbury Park, CA: Sage. 

10. Embretson, S. E., & Reise, S. P. (2000). Item response theory for psychologists.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11. Gregory, R. J. (2013). Psychological testing: History, principles, and applications. Needham 

Heights, MA: Allyn & Bacon. 

12. Hambleton, R. K., Swaminathan, H., & Rogers, H. J. (1991). Fundamentals of item response theory. 

Newbury Park, CA: Sage. 

13. Linn, R. L. (1993). Educational measurement. Phoenix, AZ: The Oryx Press. 

14. McMillan, J. H. (2013). Classroom assessment: Principles and practice for effective instruction. 

Needham Heights, MA: Allyn and Bacon. 

15. Messick (1989). Validity. In R. L. Linn (Ed.), Educational measurement. New York: Macmillan. 

16. Pellegrino, J. W., Chudowsky, N., ＆ Glaser, R. (Eds.), (2001). Knowing what students know: The 

science and design of educational assessment.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ic Press. 

17. Tindall, G., & Haladyna, T. (2002). Large scale assessment programs for all students. Monterey, 

Mahwah,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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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operative Learning  

Nay-Ching Nancy Tyan, Ph. D. 
ntyan@tea.ntue.edu.tw 

 

Course Description: 
Cooperative learning is an educational approach which aims to organize classroom activities into 

academic and social learning experiences. Students must work in groups to complete tasks collectively 
toward academic goals. The teacher's role changes from giving information to facilitating students' 
learning. In this course, five cooperative learning strategies will be introduced, which are paired learning, 
STAD, Learning Together, Jigsaw & Jigsaw II as well as Group Investigation. The 4-year Taiwan Ministry of 
Education Cooperative learning project will also be presented to share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and 
effort.  
 
Course Objectives: 
Upon the completion of this course, students will be able to 
1. Describe the benefits and limitations of cooperative learning.  
2. Describe the five essential elements for the successful incorporation of cooperative learning in the 

classroom. 
3. Developing and conducting a plan to teach students social skills.  
4. Creating a classroom teaching plan using paired learning. 
5. Creating a classroom teaching plan using STAD. 
6. Creating a classroom teaching plan using Learning Together.  
7. Creating a classroom teaching plan using Jigsaw & Jigsaw II.  
8. Creating a classroom teaching plan using Group Investigation.  

 
Proposed Topics: 
1. Rationale for conducting cooperative learning in classrooms 
2. The five essential elements for the successful incorporation of cooperative learning in the 

classroom Observational Research 
3. The five cooperative learning strategies: paired learning, STAD, Learning Together, Jigsaw & Jigsaw II 

as well as Group Investigation Design of Questionnaire  
4. The 4-year Taiwan Ministry of Education Cooperative learning project  
5. Success For All Foundation 
6. IASC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Cooperation in Education  
 
Grading: 
1. Participation (40%) 

Participation is based upon attendance and involvement in class activities. 
2. Homework (30%) 

The homework will be assigned weekly to be due the next week at the end of class. 
3. Project (30%) 

A research project will be given in the final week. 
 
Required Textbooks: 

Mertler, C. A. (2016). Action Research: Improving Schools and Empowering Educators (5th Edition). 
Sage. 

 

mailto:ntyan@tea.ntu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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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erences: 
Educational Master theses on cooperative learning. 

 
Useful Web Links: 
http://www.iasce.net/ 
IASC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Study of Cooperation in Education 

 
http://www.successforall.org/ 
Success for All Foundation 
 
http://www.kaganonline.com/ 
Publishing and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http://www.iasce.net/
http://www.successforall.org/
http://www.kaganonline.com/


 

 130  

 

 

Technology and the Science of Learning 

Shih-Kuan Hsu, Ph. D. 
skhsu@ntu.edu.tw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rofile/Shihkuan_Hsu 
 

Course Aims: 
This course examines current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work on how people learn, particularly with the 
implications for instruction and the design of learning environments in formal and informal educational 
settings. The learners and learning will be discussed from sociocultural, cognitive, and design-based 
research perspectives, including the development of understandings, abilities, beliefs, roles and 
identities, and as individual, shared, and cultural processes. In the design of learning environments, we 
will explore relationships among what is learned, how it is learned, and how learning is demonstrated. 
We will also look at how technology was used to expand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learners and learning, 
as well as the possible roles that technology play in supporting instruction, learning, and assessment. 
 
Proposed Topics: 
1. Cognitive development and brain research 
2. Sociocultural perspectives in learning 
3. Design-based research 
4. Designing activities and assessments 
5. Mathmatics, history, and lanugage learning  
6. Informal learning and museum 
7. Analytical methods for understanding cognitive process 
8. Analytical methods for assessing interaction 
9. Technology to support interaction and collaboration 
 
Grading: 
1. Reflective Notes (30%) 

Students would be required to make reflect notes before and after the course, both based on  
the questions raised by the instructor and based on the reading. . 

2. Learning Analysis (45%) 
Students should use one of the methods of analysis discussed in class and write a report on  
the problem and apply technology to design analytical process to assess learning. 

3. Participation (25%) 
Students are expected to participate and contribute to the class discussion.  

 
Required Textbook: 
Sawyer, R. K. (Ed.). (2014).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the learning scienc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eferences: 
1. Bransford, J.D., Brown, A. L., & Cocking, R.R. (Eds). (2002). How people learn: Brain, mind, 

experience, and school. Washington., D. C.: National Academy Press. 
2. Edelson, D. C. (2002). Design research: What we learn when we engage in design. The Journal of the 

Learning sciences, 11(1), 105-121. 
3. Chi, M. T. H. (1997). Quantifying qualitative analyses of verbal data: A practical guide. The Journal of 

the Learning Sciences, 63(2), 271-315. 
4. Howley, I., Mayfield, E. & Rosé, C. P. (2013). Linguistic Analysis Methods for Studying Small Groups, 

mailto:skhsu@ntu.edu.tw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rofile/Shihkuan_H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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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Cindy Hmelo-Silver, Angela O’Donnell, Carol Chan, & Clark Chin (Eds.)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Collaborative Learning, Taylor and Francis 

5. Halpern, D. F. (2014). Thought and Knowledge: An Introduction to Critical Thinking (5th Ed). New 
York, NY: Psychology Press 

6. Clark, R. C., & Mayer, R. E. (2011). E-learning and the science of instruction: Proven guidelines for 
consumers and designers of multimedia learning. John Wiley & Sons. 

7. Zhu, X. & Simon, H. A. (1987). Learning mathematics from examples and by doing. Cognition and 
Instruction, 4(3), 137-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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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ading Theories and Practice 

Wen-Yun Lin, Ph. D. 
wenyun@tea.ntue.edu.tw  

 

Course Aims: 
1. To gain knowledge of reading process, the reading curriculum and reading strategies.  
2. To become knowledgeable about the various programs and materials that are available for 

reading instruction.  
3. To build knowledge of a range of instructional strategies that support students reading and thinking 

across different content areas.  
4. To be able to apply these understanding to critique, design, assess and select appropriate 

instructional practices for students from different linguistic, cultural and economic backgrounds. 
 
Proposed Topics: 
1.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f reading instruction 
2. Reading theories and their relations to reading instruction 
3. Reading theories and research  
4. Reading process  
5. Reading strategies 
6. Reading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7. Reading in the content area 
8. Reading assessment 

 
Grading: 
1. Participation (30%) 

Participation is based upon attendance and engagement in class.  
2. Reading reflection (40%) 

Reading reflection is required for every week.  
3. Project (30%) 

Final project will be decided based on student’s personal goal and need.  
 
Required Textbook: 
1. Samuels, S. Jay & Farstrup, Alan E. (2011). What Research Has to Say About Reading Instruction ( 4th 

Edition). International Literacy Association. Newark, DE. 
2. Weaver, Constance (2002). Reading Process and Practice (Edition 3). Portsmouth, NH: Heinemann. 

 
References: 
Book: 
1. Buehl, D. (2011). Developing Readers in Academic Disciplines. Newark, DE: International Literacyg 

Association.  

2. Daniels, Zemelman & Steineke (2007). Content-Area Writing: every Teachers’ Guide: Portsmouth, 
NH: Heinemann.  

3. Diamond Linda and Thorsnes. B. J. (2008) Assessing Reading Multiple Measures, 2nd Edition (2nd 
Edition). 

4. Harvey, S. & Houfbid, A. (2007). Strategies that Work: Teaching Comprehension for Understanding 
and Engagement. Stenhouse Publishers: Portland, ME. 

5. Honing Bill and Diamond Linda (2012). Teaching Reading Sourcebook Updated (2nd E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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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Kamil, M. L., Pearson, P. D., Elizabeth Birr Moje, E. B., & Afflerbach, P (editors). (2010). Handbook of 
Reading Research, Volume IV (4th ed. Edition). Taylor & Francis publisher. 

7. Robinson Richard D. (2004). Readings in Reading Instruction: Its History, Theory, and Development. 
Pearson publisher  

Journal:  
1. Reading Research Quarterly. International Literacy Association. Newark, DE. 
2. The Reading Teacher. International Literacy Association Newark, DE. 
 

http://www.amazon.com/s/ref=dp_byline_sr_book_1?ie=UTF8&text=Michael+L.+Kamil&search-alias=books&field-author=Michael+L.+Kamil&sort=relevancerank
http://www.amazon.com/s/ref=dp_byline_sr_book_1?ie=UTF8&text=Michael+L.+Kamil&search-alias=books&field-author=Michael+L.+Kamil&sort=relevancerank
http://www.amazon.com/s/ref=dp_byline_sr_book_2?ie=UTF8&text=P.+David+Pearson&search-alias=books&field-author=P.+David+Pearson&sort=relevancerank
http://www.amazon.com/s/ref=dp_byline_sr_book_2?ie=UTF8&text=P.+David+Pearson&search-alias=books&field-author=P.+David+Pearson&sort=relevancerank
http://www.amazon.com/s/ref=dp_byline_sr_book_3?ie=UTF8&text=Elizabeth+Birr+Moje&search-alias=books&field-author=Elizabeth+Birr+Moje&sort=relevancerank
http://www.amazon.com/s/ref=dp_byline_sr_book_4?ie=UTF8&text=Peter+Afflerbach&search-alias=books&field-author=Peter+Afflerbach&sort=relevance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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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Development 

Dora Hsin-Yi Lu, Ph. D. 
doralu@tea.ntue.edu.tw 

 

Course Aims: 
This course is an introductory course that covers various topics in child language development an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Students will be able to know how child learn languages, the processes of 
language development, learn theories of first an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be able to apply 
these knowledge to propose research projects on related topics and integrate these knowledge in 
writing lesson plans for language teaching. 
 
Proposed Topics: 
1. Introduction to language development 
2. Biological bases of language learning 
3. Phonological & lexical development 
4. Syntax, cognition development 
5. Literacy, reading and writing development 
6.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 
7. Introduction to SLA 
8. Age 
9. Crosslinguistic influences 
10. The linguistic environment 
11. Cognition 
12. Development of learner language 
13. Foreign language aptitude 
14. Motivation 
15. Affect and other individual differences 
16. Social dimensions of L2 learning 
 
Grading: 
1. Attendance & Participation (20%) 

Attendance is required for this course. Students are expected to complete weekly readings before 
each class, and be fully prepared for class discussion (with questions and contributions).   
Participation will be evaluated from class discussions and involvement in class activities. 

2. Course Written Assignments (30%) 
Written Assignment will be assigned based on topics. Assignments may include reflections, lesson 
plans, questions and comments on readings, essay questions or small projects.  All written 
assignments should be turned in on time. Due dates will be specified clearly when assignments are 
distributed. Late assignment suffers a 10% deduction in grades. 

3. Oral presentations & discussions (20%) 
Each enrolled student will be responsible for leading discussions on required readings once during 
the semester. The presentation and discussion should include not only key points of the readings, 
but also your comments, questions or reflections of the texts. 

4. Final Project (30%) 
Registered students are required to turn in a research proposal at the end of the semester. The 
proposal should be related to language development, acquisition or language teaching. 

 

mailto:doralu@tea.ntu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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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ed chapters from Required Textbooks: 
1. Gleason, J. B. (2012). The development of language, 8th ed, Boston, MA:  

Allyn & Bacon. 
2. Ortega, L. (2009). Understanding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USLA). London: Hodder. ISBN: 978 0 

340 90559 3 
3. Brown, Douglas H. (2014). Principles of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 a course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6th ed. NY: Pearson Education. 
 
References & Recommended Readings: 
1. Gass, S., & Selinker, L. (2008).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An introductory course (3rd Edi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 Hadley, Alice Omaggio. (2001). Teaching language in context. (Third Edition). Boston: Heinle & 

Heinle. 
3. Hoff, E. (2013). Language Development, 5th Edition. Wadsworth. 
4. Owen, R. (2011). Language Development: An Introduction. 8th ed., Boston, MA:  

Allyn & Bacon. 
5. De Bot, K., W. Lowie, & M. Verspoor. (2005).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An advanced resource 

book. London: Routledge.  
6. Doughty, C.J., & M.H. Long. (2003). The handbook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7. Lightbown, P.M., & N. Spada. (2006). How languages are learn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8. VanPatten. B. (2003). From input to output. A teacher’s guide to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Boston. 
9. Abrahamsson, N., & Hyltenstam, K. (2008). The robustness of aptitude effects in near-native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30, 481–509. 
10. Bardovi-Harlig, K. (1994). Reverse-order reports and the acquisition of tense: Beyond the principle 

of chronological order. Language Learning, 44, 243-282. 
11. Brown, A., & Gullberg, M. (2008). Bidirectional crosslinguistic influence in L1-L2 encoding of manner 

in speech and gesture: A study of Japanese speakers of English.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30, 225–251. 

12. Clément, R., Z. Dörnyei and K. A. Noels. (1994). Motivation, self-confidence, and group cohesion in 

the foreign language classroom. Language Learning 44: 417-448. 
13. Conklin, K., & Schmitt, N. (2008). Formulaic sequences: Are they processed more quickly than 

nonformulaic language by native and nonnative speakers? Applied Linguistics, 29, 72-89 
14. Guilloteaux, M. J., & Dörnyei, Z. (2008). Motivating language learners: A classroom-oriented 

investigation of the effects of motivational strategies on student motivation. TESOL Quarterly, 42, 
55-77. 

15. Eckerth, J. (2009). Negotiated interaction in the L2 classroom. Language Teaching, 42, 109-130. 
16. Firth, A., & Wagner, J. (1997). On discourse, communication, and (some) fundamental concepts in 

SLA research. 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91, 800-819. 
17. Ioup, G., Boustagoui, E., Tigi, M., & Moselle, M. (1994). Reexamining the Critical Period Hypothesis: 

A case of successful adult SLA in a naturalistic environment.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16, 73-98. 

18. Jia, G. and A. Fuse. (2007). Acquisition of English grammatical morphology by native Mandarin 
speaking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age‐related differences. Journal of Speech, Language and 

Hearing Research 50: 1280-1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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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Muñoz, C. (2008). Symmetries and asymmetries of age effects in naturalistic and instructed L2 
learning. Applied Linguistics, 29, 578-596. 

20. Schmidt, R. (1983). Interaction, acculturation, and the acquisition of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In N. Wolfson & E. Judd (Eds.), Sociolinguistics and language acquisition (pp. 137-174). Rowley, MA: 
Newbury House. 

21. Yan, J. X., & Horwitz, E. K. (2008). Learners’ perceptions of how anxiety interacts with personal and 
instructional factors to influence their achievement in English: A qualitative analysis of EFL learners 
in China. Language Learning, 58, 151–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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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king Sense of Academic Journals 
/Publications in Teaching and Learning 

Yi-Hwa Liou, 
yhliou@tea.ntue.edu.tw 

https://ntue.academia.edu/YiHwaLiou 
 

Course Description: 
This course is designed for students to prepare for the demands of reading, writing, presenting and 
speaking at the university level but also provides students the opportunity to think about their research 
interests and writing beyond the classroom and in a variety of contexts.  Reading and analyzing journal 
articles is both an act of inquiry and communication.  This course offers students the opportunity to 
identify, develop, and express concepts, to engage in conversations with others and self, and to critique 
and construct arguments through original research.  In addition, reading and analyzing journal articles 
is also a process.  This course emphasizes searching, exploring, drafting, revising, and editing as critical 
practice in developing effective understanding, scholarly conversations, and arguments to become 
engaged learners.   
 
Course Objectives: 
The overall course objectives are threefold:  
1. To practice the four modes of comprehensive literacy: reading, writing, listening, and presenting and 

speaking. 
2. To develop critical thinking.  
3. To develop information-seeking skills and strategies in reading and planning writing within the 

contexts of the university.  
 
Course Requirements: 
This class will be organized with a set of different activities blending individual, small group, and whole 
group activities using multiple techniques of class discussion, role play, and communication.  Students’ 
course performance will be determined by the attendance, participation, writing assignments, and 
assigned weekly discussion.   
 
Each student’s course performance will be evaluated by: 
1. Class Attendance and Participation (20%) 
2. Weekly Writing Assignments (20%) 
3. Assigned Student-Led Discussion (20%)   
4. Literature Review and Presentation (40%); OR Annotated Bibliography (40%)  
 
 
Texts & Recommended Readings: 
1.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2013). Publication manu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6
th

 ed.).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2. Barron, B., Gomez, K., Pinkard, N., Martin, C. K. (2014). The digital youth network: Cultivating 

digital media citizenship in urban communitie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3. Conyers, M. & Wilson, D. (2015). Smarter teacher leadership: Neuroscience and the power of 

purposeful collaboration. New York, NY: Teachers College Press. 

4. Finson, K. D., & Pedersen, J. E. (Eds.) (2015). Applications of visual data in k-16 science classrooms. 

New York, NY: Teachers College Press. 

mailto:yhliou@tea.ntue.edu.tw
https://ntue.academia.edu/YiHwaLi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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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Garrett, T. (2014). Effective classroom management: The essentials. New York, NY: Teachers College 

Press.  

6. Hord, S. M. (2003). Learning together, leading together: Changing schools through professional 

learning communities. New York, NY: Teachers College Press. 

7. Irvine, J. J. (2003). Educating teachers for diversity: Seeing with a cultural eye. New York, NY: 

Teachers College Press. 

8. Kolbert, J. B., & Crothers, L. M. (Eds.) (2013). Understanding and managing behaviors of children 

with psychological disorders: A reference for classroom teachers. New York, NY: Teachers College 

Press. 

9. Lambert, L., Zimmerman, D. P., & Gardner, M. E. (2016). Liberating leadership capacity: Pathways 

to educational wisdom. New York, NY: Teachers College Press. 

10. Mangin, M. M, & Stoelinga, S. R. (2007). Effective teacher leadership: Using research to inform and 

reform. New York, NY: Teachers College Press. 

11. McLaughlin, M. W., & Talbert, J. E. (2006). Building school-based teacher learning communities: 

Professional strategies to improve student achievement. New York, NY: Teachers College Press. 

12. Shirley, D., & MacDonald, E. A. (2016). The mindful teacher (2
nd

 Ed.). New York, NY: Teachers 

College Press. 

13. Stillman, J., & Anderson, L. (2016). Teaching for equity in complex times: Negotiating national 

standards in a high-performing bilingual school. New York, NY: Teachers College Press. 

14. Wilson, M. B. (2012). Interactive Modeling: A Powerful Technique for Teaching Children. Northeast 

Foundation for Children. 

15. Other journal readings are assigned for each week.  

 
Schedule of Topics: 

Wk# Topics 

1 Introduction to the themes, goals, and expectations of this course 

2 Understanding Scholarly Peer-Reviewed Journals and Publications in Teacher Education 

3 Key Concepts in Teacher Education 

4 Library Fieldtrip 

5 Evolving Framework: Teacher, Teaching, and Learning for 21st Century 

6 Learner-Centered Learning Environment 

7 Designing Instruction for 21st Century Learners 

8 Virtual Fieldtrip: Reflection on Professional Talk around Teaching and Learning 

9 Midterm Week 

10 The Mindful Teacher 

11 Virtual Fieldtrip: Reflection on Research Talk around Teacher Leadership 

12 Teacher Leadership 

13 Teacher Education for Social Justice 

14 Assessing Teacher and Teaching Quality 

15 Group Literature Review Checkpoint and Preparation 

16 Literature Review Presentation I 

17 Literature Review Presentation II & Culminating Session 

18 Final We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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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for Learning  

Yi-Hwa Liou, 
yhliou@tea.ntue.edu.tw 

https://ntue.academia.edu/YiHwaLiou 

 
Course Objectives: 
Students are expected to be able to: 
1. Learn the fundamental theory and knowledge of learner-/user-centered course design.  

2. Learn to use Pinterest as a useful learning technology tool that helps users to gather, organize and 

share online resources.  

3. Develop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ways in which Pinterest serves as an important proxy to the 

development of networked collaborative communities.  

4. Utilize Pinterest to create and perform learner-/user-centered course projects. 

 
Course Activities: 
1. Individual learning tasks 

2. Small group tasks and discussion 

3. Whole class tasks and discussion 

4. Engage in virtual learning community 

5. Role play 

 
Course Requirements: 
Throughout the course, students are required to:  
1. Complete all the required course readings and tasks and be prepared to contribute to conversations 

and activities.  

2. Attend all classes and participate actively in class discussion and activities.  

3. Notify the instructor if you are unable to attend class prior to the class meeting and complete 

assignments and hand them in on time. 

4. Follow appropriate use of copyright material (e.g., full citation of published materials) and provide 

new and original work. 

 
Each student’s course performance will be evaluated by:  
1. Class attendance and participation (20%) 

2. Self-Reflection on Visual Literacy (10%) 

3. Self-Review and Reflection on the Use of Pinterest (10%) 

4. (Individual Midterm Project) Review and Reflection on 10+ Pinterest Boards (20%) 

5. (Individual Project) Create your own set of Pinterest Boards in support of your course design activity 

(20%) 

6. (Team Project) Create a full lesson plan (F-1) and perform teaching to the class (F-2) using resources 

gathered from your team’s sets of Pinterest Boards (20%) 

 
Course Reading: 
1. Gordon, D., Meyer, A., & Rose, D. H. (2016). Universal design for learning: Theory and practice. 

Wakefield, MA: CAST Professional Publishing. 

2. Hayden, B. (2012). Pinfluence: The complete guide to marketing your business with Pinterest. 

Hoboken, NJ: John Wiley & Sons, Inc.  

3. Miles, J. G., & Lacey, K. (2013). Pinterest power: Market your business, sell your product, and build 

your brand on the world's hottest social network. Columbus, OH: McGraw-Hill Education.  

4. Schiro, M. (2013). Curriculum theory: Conflicting visions and enduring concerns. Thousand Oaks, 

mailto:yhliou@tea.ntu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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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 Sage Publications, Inc.  

5. Walter Foster Creative Team, Nye, J. (2014). Pinterest perfect!: Creative prompts & pin-worthy 

projects inspired by the artistic community of Pinterest. Irvine, CA: Walter Foster Publishing.  

6. Wiles, J. W., & Bondi, J. C. (2011). Curriculum development: A guide to practice (8
th

 Ed.). Boston, 

MA: Pearson.  

7. Other readings are assigned for each week. 

 
Supporting Readings: 
1. Bresmer, A., Hynes-Musnisky, E., Newlin-Wagner, S., & Sikinger-Golde, K. (2015). Introduction 

Social Media as a Component of Reading Courses. Research & Teaching In Developmental 

Education, 32(1), 56-63. 

2. Gavin, R. (2014). Let's get visual. Australian Giftguide, 18-20. 

3. Holtz, S. (2012). Picture perfect. Communication World, 29(6), 8-10. 

4. Leland, K. (2015). Top ways to gain support using Pinterest. Nonprofit World, 33(2), 8-9. 

5. Morgan, C. (2014). Using Pinterest and Secret Pinboards for Media Pitching. Public Relations 

Tactics, 21(3), 14. 

6. Phillips, B. J., Miller, J., & McQuarrie, E. F. (2013). Dreaming in pictures: Pinterest and the visual 

imagination. American Academy Of Advertising Conference Proceedings, 126. 

7. Pinterest deserves your interest. (2013). Senior Market Advisor, 14(8), 11. 

8. Price, K. B. (2013). Using Pinterest as a training and development tool. T+D, 67(11), 76-77. 

9. Robinson, R., & sahu, U. (2012). Pinning with Pinterest. Global Cosmetic Industry, 180(7), 22-24. 

10. Silbermann, B., Sharp, E. (2013). Pinterest. Fast Company, (179), 110. 

11. Taylor, C. (2014). Use visual search to stimulate potential. Communication: Journalism Education 

Today, 48(2), 2-9. 

 
Schedule of Topics: 

Wk# Topics Assignment / Note 

1 Introduction and Course Expectations  

2 21st Century Course Design: Concepts, Components, and Community  

3 Visual Literacy: Concepts and Application  

4 Self-Reflection on Visual Literacy Assignment “B” 

5 Pinterest-ing Community: How Pinteresting!  

6 Pinterest: Hands-On Design Meet in a computer lab 

7 Self-Review and Reflection on the Use of Pinterest Assignment “C” 

8 
(Individual Midterm Project) Review and Reflection on 10+ Pinterest 
Boards 

Assignment “D” 

9 Pinterest-ing Community: Your Review of Pinterest Boards 
(Midterm Week) 

Meet in a computer lab 

10 
Course Design Activity and Other Supporting Tools: (lesson) Plan, 
Elements, and Demonstration 

 

11 
(Individual Project) Create your own set of Pinterest Boards in 
support of your course design activity 

Assignment “E” 

12 
Pinterest-ing Community: Checkpoint (Team Project) Create a full 
lesson plan and perform teaching to the class using resources 
gathered from your team’s sets of Pinterest Boards 

Assignment “F-1” 
Meet in a computer lab 

13 Perform Team Teaching and Evaluation Part 1 Assignment “F-2” 

http://www.amazon.com/s/ref=dp_byline_sr_book_1?ie=UTF8&text=Walter+Foster+Creative+Team&search-alias=books&field-author=Walter+Foster+Creative+Team&sort=relevance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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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k# Topics Assignment / Note 

14 Perform Team Teaching and Evaluation Part 2 Assignment “F-2” 

15 Perform Team Teaching and Evaluation Part 3 Assignment “F-2” 

16 Perform Team Teaching and Evaluation Part 4 Assignment “F-2” 

17 Perform Team Teaching and Evaluation Part 5 & Concluding Thoughts Assignment “F-2” 

18 Final We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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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anced Educational Statistics 

Chih-Chiang Yang, Ph. D. 
cyang@tea.ntue.edu.tw 

http://tea.ntue.edu.tw/~cyang 
 

Course Aims: 
1. Application: Students will know the purpose of quantitative research, they will know to choose 

quantitative research procedures that are appropriate for specific practical problems. 
2. Interpretation: Students will understand the underlying logic of quant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they will be proficient in interpretation, generalization, and critique of the results of quantitative 
research procedures. 

3. Operation: Students will acquire skills in using computer software (SPSS/AMOS) for solving 
quantitative research problems in various areas of application. 

 
Proposed Topics*: 
1. Introduction to Basic Statistics 
2. Sampling Techniques 
3. Overview for Statistical Methods 
4. T Test, ANOVA & ANCOVA 
5. MANOVA & MANCOVA 
6. Correlation Analysis and Regression Analysis 
7. Logistic Regression 
8. Path Analysis 
9. 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EFA) and 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 
10.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 
 
* Please download the handouts and worksheets from my website: http://tea.ntue.edu.tw/~cyang 
 
Grading: 
1. Participation (40%) 

Participation is based upon attendance and involvement in class activities. 
2. Homework (30%) 

The homework will be assigned weekly to be due the next week at the end of class. 
3. Project (30%) 

The real data sets will be given in the final week. You have to use the appropriate statistics  
procedures and rational interpretations in the project. 

 
Required Textbook: 
Hair, J. F., Anderson, R. F., Tatham, R. L. & Black, W. C. (2009). Multivariate data analysis 7th ed.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Inc. 
 
References: 
1. Glass, G. V. & Hopkins, K. D. (1984). Statistical methods in education and psychology.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Inc. 
2. Hoyle, R. H. (1995).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New Delhi, India: SAGE Publications, Inc. 
3. Johnson, R. A. & Wichern, D. W. (1992). Applied multivariate statistical analysis 3rd ed.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Inc. 
4. Montgomery, D. C. (1991). Design and analysis of experiments 3rd ed.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mailto:cyang@tea.ntue.edu.tw
http://tea.ntue.edu.tw/~cyang
http://tea.ntue.edu.tw/~cy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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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Montgomery, D. C. & Peck, E. A. (1992). Introduction to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2nd ed.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6. Raykov, T. & Marcoulides, G. A. (2000). A first course in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Inc., Publishers. 

7. Scheaffer, R. L., Mendenhall, W. & Ott, L. (1990). Elementary survey sampling, 4th ed. Boston: 
PWS-KENT. 

8. Stevens, J. (1996). Applied multivariate statistics for the social sciences.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Inc., Publis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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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litative Research 
Professor Li-Juing Wu, 
lijuing.wu@gmail.com 

 

Course Aims: 
This course seeks to help students: 
1. Gain understanding in the following main qualitative research approaches, case study, ethnography, 

grounded theory and narrative inquiry.  
2. Gain skills with techniques associated with qualitative methods, in particular with interviewing, 

observation, and document analysis. 
3. Gain expertise in critiquing and assessing the quality of articles that use these methods in 

educational research. 
 
The objectives for the course are for all students to: 
1. Understand the most important characteristic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and the key ways in which 

this approach differs from other research strategies. 
2. Develop an appreciation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foundations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research. 
3. Get acquainted with the most important methods of data collection and analytical strategies used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and to use these in a small-scale study with a qualitative component. 
4. Build observational and interviewing skills and develop your capacity for useful reflection on 

research. 
5. Be able to use knowledge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s to evaluate published articles that use 

this research method. 
6. Raise awareness of ethical issues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and the impact of the research process on 

participants. 
 
Proposed Topics: 
1. Introduction to qualitative research  
2. Ethnography 1 
3. Ethnography 2 (observation)  
4. Grounded theory 1 
5. Grounded theory 2 (data analysis) 
6. Case study 1 
7. Case study 2 (Interviewing) 
8. Narrative inquiry 1 
9. Narrative inquiry 2 (ethical issue) 
10. Overview and examination 

 
A. This course will provide you with the basic knowledge and skills you will need to pursue a 
qualitative study, but the course is not a substitute for extensive reading and thinking about 
specific methods and their use. You will require additional learning of specific methods through 
courses and supervised research experiences. 
B. Please download the handouts and worksheets from University website. 

 
Grading: 
1. Participation (40%) 

Participation is based upon attendance and involvement in class activities. 

mailto:lijuing.wu@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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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Homework (40%) 
The homework will be assigne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semester and you have to upload your 
homework to the University website on time.  

3. Final examination (20%) 
 
Textbooks and other readings: 
1. Denzin, N. K. & Lincoln, Y. S. (Eds.) (1994).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2nd ed.).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 Denzin, N. K. & Lincoln, Y. S. (Eds.) (2005).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3rd ed.).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3. Eisner, E. W. & Peshkin, A. (1990). Qualitative inquiry in education: he continuing debate. New York: 

Teachers College Press. 
4. Emerson, R. M., Fretz, R. I., & Shaw, L. L. (1995). Writing ethnographic fieldnotes. 
5.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6. Hitchcock, G. & David, H. (1989). Research and the teacher: A qualitative introduction to 

school-based research. London: Routledge. 
7. Josselson, R. & Lieblich, A. (Eds.) (1993). The narrative study of lives. London: Sage.  
8. Kvale, S. (1996). An introduction to qualitative research interviewing. Thousand 
9. Oaks, CA: Sage. 
10. McCracken, G. (1988). The long interview.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1. Mason, J. (2005). Qualitative researching. London: Sage. 
12. Maxwell, J. A. (2013). Qualitative research design: An interactive approach (3d ed.). Thousand Oaks, 

CA: Sage. 
13. Merriam, S. (2009). Qualitative research: A guide to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San 
14. Francisco, CA: Jossey-Bass. 
15. Miles, M. B., & Huberman, A. M. (1994). Qualitative data analysis (2nd ed.). Thousand Oaks, CA: 

Sage. 
16. Schwandt, T. A. (1997). Qualitative inquiry: A dictionary of term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7. Steier, F. (1991). Research and reflexivit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8. Weiss, R. S. (1994). Learning from strangers: The art and method of qualitative interview studie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 Wolcott, H. F. (1994). Transforming qualitative data: Description, analysis, and interpretation. 

London: SAGE Publication. 
20. Wolcott, H.F. (1995). The art of fieldwork. Walnut Creek: Altamira Press. 
21. Woods, P. (1996). Researching the art of teaching. London: routledge. 
 
Relevant websites: 

http://qrj.sagepub.com/reports/most-read 
http://qualitativeresearch.ratcliffs.net/15methods.pdf 
http://www.scu.edu.au/schools/gcm/ar/whyar.html 
http://en.wikipedia.org/wiki/Action_research 
http://www.edu.plymouth.ac.uk/resined/actionresearch/arhome.htm 
http://en.wikipedia.org/wiki/Narrative_inquiry 
http://www.narrativeinquiry.ca/ 
http://www.qsrinternational.com/what-is-qualitative-research.aspx 
http://en.wikipedia.org/wiki/Qualitative_research 
http://www.edu.plymouth.ac.uk/resined/qualitative%20methods%202/qualrshm.htm 

http://qrj.sagepub.com/reports/most-read
http://qualitativeresearch.ratcliffs.net/15methods.pdf
http://www.scu.edu.au/schools/gcm/ar/whyar.html
http://en.wikipedia.org/wiki/Action_research
http://www.edu.plymouth.ac.uk/resined/actionresearch/arhome.htm
http://en.wikipedia.org/wiki/Narrative_inquiry
http://www.narrativeinquiry.ca/
http://www.qsrinternational.com/what-is-qualitative-research.aspx
http://en.wikipedia.org/wiki/Qualitative_research
http://www.edu.plymouth.ac.uk/resined/qualitative%20methods%202/qualrshm.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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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tion Research   

Nay-Ching Nancy Tyan, Ph. D. 
ntyan@tea.ntue.edu.tw 

 

Course Description: 
Action research is a research approach suitable for educators who wish to solve problems they face in 
the workplace.  This course aims to assist educators to identify the problem needs to and can be solved, 
develop solution from literature review, develop research tools and apply them to solve problems and 
evaluat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solution.  Finally, students will have to write up the research report 
and present it to the class.  
 
Course Objectives: 
After completing this course, students will be able to: 
1. Critique action research reports. 
2. Develop an action research plan. 
3. Write an action research report. 

 
Proposed Topics: 
1. Action research in everyday life 
2. Action research in education workplace 
3. Review and critique several action research reports 
4. Identify a problem which needs to be solved 
5. Formatting research topic, research purposes and research questions 
6. Drawing a research structure chart 
7. literature review and solution formation 
8. Depicting research participants and the setting using SWOT 
9. Constructing research tools 
10. Data collection and analysis 
11. Professional contemplation  
12. Writing research report 
13. Making report presentation 
14. Action research community 
 
Grading: 
1. Participation (40%) 

Participation is based upon attendance and involvement in class activities. 
2. Homework (30%) 

The homework will be assigned weekly to be due the next week at the end of class. 
3. Report (30%) 

A research report will be presented in the final week. 
 
Required Textbooks: 
1. APA (2010). Publication manu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6th ed.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2. Mertler, C. A. (2016). Action Research: Improving Schools and Empowering Educators (5th Edition). 

Sage. 
 

mailto:ntyan@tea.ntue.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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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ferences: 
Educational Master theses using action research as approach. 

 
Useful Web Links: 
http://www.arnaconnect.org/conferences/2016-arna-conference 
(Action Research Network of the Americas, ARNA) 
 
http://www.esri.mmu.ac.uk/carnnew/ 
(Collaborative Action Research Network, CARN) 
 

 

 

 

 

 

 

 

 

 

 

 

 

 

 

 

 

 

 

 

 

 

 

                        

 

 

 

http://www.arnaconnect.org/conferences/2016-arna-conference
http://www.esri.mmu.ac.uk/carn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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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學年度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申請增設碩士班、碩士學位學程、碩士在職專班 

院、系、所、學位學程計畫書格式 

※各項資料應詳實填報，如經查提報資料錯誤、不完整、涉及不實記載者，本部將依「專科以上學校總量

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第 12條規定，駁回其院、系、所、學位學程增設調整申請案，並追究相關責任。 

第一部份、摘要表                             *本表為計畫書首頁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106學年度申請增設碩士班、碩士學位學程、碩士在職專班 

院、系、所、學位學程計畫書 

申請增設班別 □碩士班   ■碩士學位學程   □碩士在職專班   □碩士在職學位學程 

申請案名6
（請依

註 1體例填報） 

中文名稱：東南亞區域管理碩士學位學程             
英文名稱： Master’s Program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in South East Asia                                          

曾經申請年度：□103學年度 □102學年度 □101學年度 □曾於  學年度申請 ■未曾申請過 

授予學位名稱 管理碩士 (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所屬院系所或

校內現有相關

學門之系所學

位學程 

 

 

 名稱 
設立 

學年度 

現有學生數 

大學 碩士 博士 小計 

研究所 

學系 

人文藝術學院 

文化創意產業經營學系 94 188 34 0 222 

研究所 

學系 

教育學院 

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 90 213 51 0 264 

研究所

學系 

教育學院 

教育學系 92 171 56 0 227 

研究所

學系 

教育學院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 81 181 104 75 360 

                                                      
6
 院系所學程名稱體例：碩博士班未設學士班者，一律稱○○研究所；已設學士班者，增設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博士班者，一律稱○○學系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博士班)。一系多碩(博)士班之體例為：○○學系※※碩士班(碩士

在職專班、博士班)。學位學程之體例為：○○學士學位學程」、「○○碩士學位學程」、「○○碩士在職學位學程」、「○

○博士學位學程」；系所分組之體例為：○○學系(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博士班)※※組、◎◎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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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 

人文藝術學院 

語文與創作學系 93 347 79 0 426 

國內設有本學

系博(碩)士班

相關系所學位

學程學校 

國立暨南大學東南亞學系及研究所 

私立淡江大學亞洲研究所東南亞研究組 

招生管道 

 

6. 藉本院/系所及教師於各國間已建立之綿密網絡，傳遞本學位學程獨特性

與特色訊息，以俾與招生目標進行精確溝通。 

7. 透過既有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之招生管道，廣泛宣導本學位學程。 

8. 於本校及本院/系所官方網站設立外籍生招生網頁，將文宣資料雙語化，

提供外國學生來臺就學完整資訊（包括本校/院/系所/學程資訊、入學申

請資格、表格和流程、獎學金等訊息），使外籍生得以瀏覽相關訊息及資

料，提高外籍學生入學意願。 

9. 積極參加於國外舉辦之留學臺灣教育展，加強行銷本校特色。 

10. 尋求本校研究發展處國際事務組重點經營締結姊妹校（共 78 所：亞洲 56

所、歐美 20所、大洋洲 2所）的協助推廣，於國際學術交流活動間曝光，

提升本學位學程能見度。 

擬招生名額 第一年度預計招收 8人，此後逐步擴展為每年 15人 

招生名額來源 

(請務必填列) 

本案招生對象為外籍學生，其名額含在外籍學生招生總量內（國內碩班招生總

量之 10%），不影響國內學生招生總量。 

公開校內既有

系所畢業生就

業情形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就業趨勢統計資料    

 http://r7.ntue.edu.tw/r7/pages/5_hlep/1-help01.html 

 http://r7.ntue.edu.tw/r7/pages/5_hlep/1_help.html 

 

填表人資料 

(請務必填列) 
服務單位及職稱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國際學位學程辦公室 

執行長 

姓名 王雅蕙 

http://r7.ntue.edu.tw/r7/pages/5_hlep/1-help01.html
http://r7.ntue.edu.tw/r7/pages/5_hlep/1_help.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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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 (02)2732-1104*82228 傳真 (02)2732-2423 

Email yahwang@tea.ntue.edu.tw 



 

 151  

 

 

第二部份：自我檢核表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申設日間、進修學制碩士學位學程 
自我檢核表 

校    名：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申請案名：東南亞區域管理碩士學位學程 

           Master’s Program for Business Management in South East Asia    

                                           

支援之學系(研究所)：人文藝術學院文化創意產業經營學系、語文與創作學系、教

育學院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教育學系。 

（凡參加支援之各系所均需填列並符合下列評鑑成績、設立年限、師資結構及學術條件之規定，始得計列

為支援系所） 

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規定 現況 自我檢核 

評鑑成績 

支援之學系(研究所)，最近一次依大學評鑑辦

法系所評鑑結果為通過。（不含第一次評鑑結果

為待觀察，經追蹤評鑑後為通過之結果） 

■人文藝術學院文化創意產業經營學系

101年評鑑結果為    通過認可   

■人文藝術學院語文與創作學系 

 101 年評鑑結果為   通過認可    

■教育學院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 

 101 年評鑑結果為   通過認可    

■教育學院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 

 101 年評鑑結果為   通過認可    

■教育學院教育學系 

 101 年評鑑結果為   通過認可    

 

設立年限 

□以學院申設碩士班，應符合之規定： 

申請時已設立招生學系達 3年以上。 

【亦即支援之學系(研究所)已設立招生達 3

年以上】 

○○學系(研究所)於___學年

度設立，至 102年 9月止已成

立___年。 

核定公文：   年   月   日 

台高（）字第          號 

■ 符合 

□ 不符 

□以學院申設碩士在職專班，應符合之

規定： 

申請時已設立招生碩士班達 2年以上。 

文化創意產業經營學系(研究所)

於94學年度設立，至104年9月

止已成立10年。 

核定公文：臺中(二)字第

0940134557D號 

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研究所) 

於90學年度設立，至104年9月

■申設日間、進修學制碩士學位學程，

應符合之規定： 

申請時已設立招生學位學程所跨領域相關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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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班達 3年以上。 

【亦即支援之學系(研究所)已設立招生達 3

年以上】 

止已成立14年。 

核定公文：九十年二月九日台

(九 o)師(二)字第 90009283

號 

語文與創作學系(研究所) 

華語文教學碩士班於100年設立。至

104年9月止已成立4年。 

核定公文：臺高(一)字第

1000091546E號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研究所) 

民國81年設立。於100年進行整併，

至104年9月止已成立23年。函

核在案公文文號：臺高(一)第

1000109087C號 

教育學系(研究所) 

研究所於92年設立。於100年進行

整併，至104年9月止已成立12

年。 

函核在案公文文號：臺高(一)第

1000091546E號 

師資結構 

(並請詳列

於基本資

料表 3、4) 

□以學院申設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應符合之規定： 

實聘專任師資應有 9人以上，其中三分之二以

上須具助理教授以上資格，且 4人以上具副教

授以上資格。 

專任師資未達 9人以上者，得計列系所支援之

專任師資，其專任師資應達 15人以上，其中

三分之二以上須具助理教授以上資格，且 4

人以上具副教授以上資格。 

六、 實聘專任教師___位，其

中： 

1.助理教授以上___位 

2.副教授以上____位 

七、 支援專任教師   位，其

中： 

1.助理教授以上___位 

2.副教授以上____位 

八、 實聘及支援專任教師合

計    位。 

□ 符合 

□ 不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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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設日間、進修學制碩士學位學程，

應符合之規定： 
三. 支援系所均應符合申請增設碩士班之師

資結構規定。（學系支援者，該學系實聘

專任教師 9人以上，其中三分之二以上須

具助理教授以上資格，且 4人以上具副教

授資格；研究所支援者，該所實聘專任師

資應有 5人以上具助理教授以上資格，其

中 3人以上須具副教授以上資格。） 

四. 支援設置學位學程之領域相關專任師資

應有 15 人以上，其中三分之二以上須具

助理教授以上資格，且 4人具副教授以上

資格。 

 

一、支援系所之師資： 

 1.文化創意產業經營學系

(研究所)實聘專任教師 

9位，其中： 

(3)助理教授以上 9位 

(4)副教授以上 5位 

2.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研究

所)實聘專任教師 10 位，

其中： 

  (1)助理教授以上 10位 

  (2)副教授以上 8位 

3.語文與創作學系(研究所)    

  實聘專任教師 19位，其中： 
  (1)助理教授以上 19位 

  (2)副教授以上 12位 

4.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研究

所)實聘專任教師 16 位，

其中： 

  (1)助理教授以上 16位 

  (2)副教授以上 14位 

5.教育學系(研究所)實聘專

任教師 15位，其中： 

  (1)助理教授以上 15位 

  (2)副教授以上 12位 

 
   

二、實際支援學位學程之專任

教師 16位，其中： 

(1)助理教授以上 16位 

(2)副教授以上 8位 

■ 符合 

□ 不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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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份：基本資料表（表 3-4） 
 

基本資料表 
      

表 3：現有專任師資名冊表（學院、學位學程申請案，請填寫實際支援師資，並依主要支援之學系或研究所填寫師資名冊） 

現有專任師資○員，其中副教授以上者○員，助理教授以上者○員；兼任師資○員。 
  

序號 
專任/ 

兼任 
職 稱 姓名 最高學歷 專 長 開課名稱 備  註 

1   (教授、副教

授、助理教

授、講師) 

○○○ ○○大學 

○○博士 

    

請註明為○○系(所)主聘或

從聘 

一、文化創意產業經營學系(研究所)，現有專任師資 9員，其中副教授以上者 5員，助理教授以上者 9員。 
 

序號 
專任/ 

兼任 
職 稱 姓名 最高學歷 專 長 開課名稱 備  註 

1 專任 教授 陳智凱 
國立臺灣大學 

國際企業研究所博士 

娛樂經濟、策略行銷、消費心

理、知識經濟 

國際企業管理、策略行銷、消費者行

為、文化創意產業管理專題 
文化創意產業經營學系主聘 

2 專任 教授 林詠能 
英國萊斯特大學 

博物館學研究所博士 

大型藝文節慶活動、博物館規

劃管理、消費者行為 

畢業專題(二)、行銷學、博物館經營

管理專題、文化產業創業育成專題 
文化創意產業經營學系主聘 

3 專任 助理教授 林展立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工業教育所博士 
文創數位設計 

創新設計專題研究、畢業專題(二)、

使用者經驗設計、文創商品設計開

發、產官學合作研發與實習、創新設

計專題研究 

文化創意產業經營學系主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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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專任 助理教授 江政達 
國立政治大學 

企業管理所博士 
產官學合作 

文化創意園區規劃經營實務、統計

學、專案管理、文化產業人力資源專

題、文化產業策略行銷、電子商務理

論與專題實務、電子商務 

文化創意產業經營學系主聘 

二、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研究所)：現有專任師資 10員，其中副教授以上者 8員，助理教授以上者 10員。 
 

序號 
專任/ 

兼任 
職 稱 姓名 最高學歷 專 長 開課名稱 備  註 

1 專任 副教授 王大修 
美國喬治亞大學 

社會學系博士 

社會學、多元文化、性別與教

育、批判思考、社會變遷、國

際志工與服務學習、社會科教

學與評量 

社會與區域發展專題研究、社會與區

域發展實習、多元文化研究、社會

學、族群關係與教育 

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主聘 

2 專任 副教授 林政逸 
國立臺北大學 

都市計劃研究所博士 

都市及區域規劃、都市文化經

濟、文化導向都市再生、創意

都市研究、文化產業 

社會與區域發展專題、城鄉發展與規

劃、永續區域發展特論、文化創意產

業研究、土地使用計畫、社會與區域

發展實習 

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主聘 

3 專任 助理教授 沈立 

美國德州農工大學 

生態系統科學與 

管理學系博士 

環境規劃設計與管理、景觀及

遊憩資訊調查評估、公園與遊

憩行為、旅遊目的地意象、永

續生態旅遊、休閒活動規劃 

社會與區域發展專題研究、景觀學概

論、專題討論、社會區域與發展實

習、景觀規劃、社會與節慶研究管

理、自然資源保育 

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主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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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專任 助理教授 洪士峰 東海大學社會學系博士 
老年社會學、經濟社會學、社

區研究 

組織變遷專題研究、多元文教育理論

與實施、社會發展與社會問題、 
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主聘 

        

三、語文與創作學系(研究所)：現有專任師資 19員，其中副教授以上者 12員，助理教 授以上 19員。 
 

序號 
專任/ 

兼任 
職 稱 姓名 最高學歷 專 長 開課名稱 備  註 

1 專任 助理教授 張金蘭 

國立政治大學 

華語文教學 

學位學程博士 

華語文教材教法、華語文測驗

與評量、華語文師資培訓、中

國神話、中國古典小說、口語

表達、國音學 

閱讀與寫作、治學方法與論文寫作、

華語文課程與教學設計研究、華語文

教學專題研究 

語文與創作學系主聘 

2 專任 助理教授 宋如瑜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華語文教學研究所博士 

各級華語文教學、華語文師資

培育、華語文教材編寫、華語

文教材教法、華語文教學設

計、教學行動研究、教師課堂

語言研究 

華語文測驗與評量研究、華語教材編

寫研究、跨文化溝通與華語文教學研

究、華語文教學導論、華語文教學實

習 

語文與創作學系主聘 

四、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研究所)：現有專任師資 16員，其中副教授以上者 14員，助理教授以上者 16員。 
 

序號 
專任/ 

兼任 
職 稱 姓名 最高學歷 專 長 開課名稱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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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專任 副教授 盧俊成 
國立台灣大學 

商學研究所博士 

策略管理、資訊管理、網路行

銷、知識管理 

教育組織行為專題研究、教育行政組

織分析、學校行政個案研究、知識管

理專題研究、策略管理專題研究、學

校行銷管理專題研究、教育人力資源

管理專題研究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主聘 

2 專任 副教授 朱子君 

美國德州大學 

奧斯汀分校 

教育行政博士 

教育行政、決定理論、教育政

治學、 教育國際化 

教育管理學、教育行政、教育政治學

研究、 教育行政決定研究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主聘 

3 專任 副教授 魏郁禎 
國立政治大學 

企業管理博士 

人力資源管理、組織行為、企

業倫理 
管理學、人力資源管理、組織行為、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主聘 

4 專任 助理教授 陳秋蓉 
國立中正大學 

財務金融所博士 

財務管理、績效評估、經濟成

長理論與實證、金融機構管理 

統計學、財務管理、非營利組織管

理、企業教育訓練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主聘 

五、教育學系(研究所)：現有專任師資 15員，其中副教授以上者 12員，助理教授以上 者 15員。 
 

序號 
專任/ 

兼任 
職 稱 姓名 最高學歷 專 長 開課名稱 備  註 

1 專任 教授 楊志強 
美國北科羅拉多大學測

驗統計博士 

結構方程模式理論與應用、量

表編製與應用 

教育研究法、社會科學研究法、教育

統計、高等教育統計、多變量分析、

教育測驗與評量、測驗理論與技術 

教育學系主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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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專任 助理教授 陳蕙芬 
國立政治大學科技管理

研究所博士 

教育創新、創新設計與採納、

創造力、質性研究 

創造力理論、思考與學習、兒童學習

產業、創新與創業精神概論、學習策

略與方法、組織創心理理論、教育行

政畢業專題 

教育學系主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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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資料表 
      

表 4：擬增聘師資之途徑與規劃表 
    

        
擬增聘專任師資 1員，其中副教授以上者 1員。 

   

專兼任 職稱 學 位 擬聘師資專長 學術條件 擬開授課程 延聘途徑與來源 有否接洽人選 

專任 副教授 經濟學博士 東南亞區域研究 
熟悉東南亞社會

經濟發展 
東南亞區域研究、總體經濟學 對外徵聘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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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份：計畫內容 

本院、系、所、學位學程與國家社會人力需求評估（必填）： 

東南亞區域管理碩士學位學程設立的目的在於臺灣與全球連動關係架構下，檢視臺灣高

等教育所面臨的問題，反省並探討臺灣社會面對東南亞的迷思，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東南亞區

域管理碩士學位學程的設立，能建立東南亞人才培訓基地，期待此學位學程的設立對臺灣與

東南亞區域社會發展創造共贏的成果。本學位學程以東南亞之在地人才為招生對象，以利為

東協國家 30萬臺商培育所需的產業管理人才；學生學成返國後除成為臺商有利的骨幹，也有

利我國新南向政策的推動。 

  

一、「東南亞區域管理碩士學位學程」設置緣起 

 

(一)世界產業的興衰發展 

人工智慧將在 2020年取代許多產業，以量產為主的臺灣製造業的經濟毛利率將逐年下降，

所需工作也將被機器人替代，目前臺灣的鐘錶店、西服店、小商店早已經被取代，只剩下高

端客製化的商店，醫師、律師、教師多數也將會被取代(OECD，2015)，未來十年，當人類的

記憶、能力多數會被機器人、電腦取代時，還有哪些需求是同時被創造出來的?而且暫時不會

被機器人替代?為因應世界產業的變革，高等教育應規畫相對應的課程與人才培育模式。 

  

(二)臺灣的經濟發展出路 

近期天下、商周或今周刊都報導即使黃昏產業也有全球競爭力的公司；以及當亞洲區域

經濟形成時，臺灣的產業會有哪些影響與利基，這些都顯示高等教育培育人才不能只看到臺

灣島內，臺灣的經濟與人才培育必然與亞洲(影響力的權重未來將更高)息息相關，尤其是東

協 10國經濟圈。因此只會英語已經只是基本功，尚須習得其他語文的能力，以及學習如何與

東南亞人群進行跨文化且有效的溝通。 

 

臺灣經濟的發展出路，不能只想到將產品與人才輸出到第三世界，更要思考 TPP的影響，

第三世界不只是世界工廠，更是世界各國生產者競相前往設廠最優生產基地，由上游原料到

下游產品的行銷，臺商已經無可避免的必定將整體產業鏈移往東南亞，東南亞更是未來世界

最有消費力的區域之一。因此，更要讓臺灣成為培訓東南亞人士，提供臺商與各國政府可資

運用的管理人才。 

  

(三)教育部新住民子女政策趨勢與本校各系原有專長教師之優勢 

教育部 2015年開始啟動新住民子女教育第一期五年計畫，其中大部分與國中小有關，部

分與高中第二外語選修有關，部分與高職或高工的產業實習有關；而其中本校教師教育專長

可以發揮的場域，包括師資生在新住民子女教育教學策略、師資生若欲成為新住民語文教師

之語言文化培訓課程、在職教師多元文化教育初階、進階培訓課程，針對東南亞母語教師師

資培訓、以及返鄉(東南亞)溯源體驗計畫、以及高工、大學生職前往臺商東南亞公司參觀見

習、臺商在臺公司實習，以及大四前往東南亞一學期的實習等，這些研究經驗都可以作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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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發展專為東南亞人士提供之東南亞區域管理碩士學位學程的厚實基礎。 

 

(四)本校已有的東亞研究基礎 

本校接受國泰慈善基金會委託進行新住民及其子女「卓越幸福計畫」，自 2013 年開始，

已經進行 3年，即將進入第 4年，成果包括： 

(1)新住民子女越語課程有系統的於周末開辦，提供教育部「2015 樂學計畫」以及未來

107年  

   新住民語文教育開班授課、教材編寫、師資培訓模式。 

(2)國小國中教師多元文化意識的提升，將前往越南體驗的素材融入課程，並進行教學實

驗。 

(3)師資生前往越南生活體驗，提供師資生實習的另一個創新管道。 

(4)新住民子女的繪本心得，提升新住民子女的自尊與成就感。 

(5)新住民及其男性配偶更願意將孩子送到學校學習越南語。 

 

二、人力需求評估分析： 

 

(一)招生市場評估（含學生來源、規劃招生名額、他校相同或相近系所招生情形） 

臺灣經濟的動力主要仰賴出口，其中對中國大陸及香港出口從 2002 年 31.45%快速成長

至 2015年的 39.4%(經濟部，2016)。美國富比世調查亦指出，臺灣出口最倚賴中國大陸市場

的國家，僅次於澳洲。而近年中國大陸經濟趨緩的情形下，臺灣因高度仰賴中國大陸，特定

產業將面臨重大挑戰。在出口過度傾中的情形下，使得我國經濟發展受制於中國大陸。因此，

如何擴張其他地區的出口，並降低對中國大陸的依存度就成為我國未來經貿發展的重要議

題。 

 

而即將就任總統蔡英文在其政策中提出了「新南向政策」目標，將提升與馬來西亞、印

尼、越南、菲律賓、泰國及緬甸等東南亞國家的經貿關係。而事實上，我國對東南亞國協 10

國的出口比例近年來有大幅成長的趨勢，從 2002年的 12.16%，成長至 2015年的 18.1%。顯

示新政府「新南向政策」的確是我國經濟發展上的重要目標區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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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我國主要出口地區統計數據(資料來源：經濟部) 

 

東南亞國協有超過 6.2 億龐大人口，自 2000 年至今，各年度經濟成長大多在 5-6%間。

2012年東協 10國 GDP約 2.3兆美元，至 2020年 GDP預估可達 4.7兆美元。東協因豐沛勞動

力與低廉工資，成為許多臺商與跨國企業海外製造業基地，近年東協經濟逐漸發展，服務業

之成長亦相當顯著。東協自 1990 年代起，因經濟快速發展受到全球注目，更成為重要的新

興市場。依國際貨幣基金統計，至 2014 年底東協名目 GDP 首次超越四小龍。而依據經濟合

作暨發展組織預估，東協 2013至 2017年平均經濟成長率可達 5.5%，將在全球經濟扮演重要

的角色。東協不論在地理位置、勞力成本等方面均具有競爭優勢，其龐大內需市場提供了我

國經貿發展的重要契機(徐遵慈，2014)。  

 

而我國自 1994 年推動「加強對東南亞地區經貿工作綱領」，以強化與東協國家之貿易與

投資等各項合作，至今已邁入第七期。在政策長期推動下，東南亞不但是我國第二大出口市

場與投資區域，雙邊關係更延伸至觀光、勞工、文化等領域。而近年東協國家經濟與產業結

構出現巨大變化，及投資環境改善等因素，我國廠商亦有重返東南亞投資的熱潮出現，由產

業主導的新南向政策已經成形。再加上新政府的新南向政策，我國與東協國家的經貿發展將

更為熱絡。 

 

我國與東協的經貿合作日趨密切，對於推動東南亞地區各方面所需人才的培養卻十分有

限。目前國內大學設有東南亞區域方面研究的系所只有五所，而碩士班更為缺乏，只有國立

政治大學、國立暨南大學與淡江大學三個學校設有東南亞碩士課程，且多以語言、文化為內

容，顯示我國東南亞區域管理人才嚴重不足。而依經濟部(2016)數據，目前臺商在東協國家

的投資金額達到了 863億美金，臺商在東協的人數也超過 25萬人。因此，本校將針對東協地

區的學生進行招生，以培育具備管理能力的東協學生。 

 

依據教育部統計顯示(2016)，104 年度我國大專校院境外學生在臺留學人數達 11 萬多，

比 103年度 9萬 3645人成長 17.66%。而境外學生佔大專校院學生人數比例達 8.27%，顯示我

國高等教育輸出具有相當的影響力。而境外生來臺修讀學位人數前五名依序為馬來西亞、中

國大陸、香港、澳門、越南。其中東協 10 國約佔境外生總數 39.21%、約四萬多人。因此，

本校規劃的東南亞區域管理學程招生對象而言，難度不高。 

 

1.學生來源： 

本案招生對象為東南亞國協 10國之外籍學生，其名額含在外籍學生招生總量內（國內碩

班招生總量之 10%），不影響國內學生招生總量。本學程將以東南亞在地學生為招生對象，以

培育 30萬臺商所需產業管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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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規劃招生名額： 

為提供友善的學習環境、並維持最佳的師生比例、維護教學品質，本學程招生人數將訂

為 15人。本學程開辦初期將以招收 8位學生為目標，再於三至五年內逐漸擴展為每年 15人。

招生對象為東南亞華語系或中文系畢業生，必須通過中文 TOCFL 華語文能力測驗或先修本校

華語課程。 

 

3.他校相同或相近系所分析比較 

目前國內的東南亞區域管理的系所極為缺乏，目前設有碩士班與研究所學校僅有國立政

治大學東南亞語言文化學程(語言為主)；國立暨南大學東南亞學系碩士班(7 人)、東南亞學

系人類學碩士班(4人)、在職專班 22人；淡江大學亞洲研究所東南亞組(10人)。而以上相關

系所多以東南亞語言、文化與人類學為主要內容，目前並無針對管理領域之相關系所，顯示

我國在東南亞區域管理人才嚴重不足。 

 

(二)就業市場狀況（含畢業生就業進路7、就業市場預估需求數、就業領域主管之中央機關8） 

 

1.東協國家平均失業率極低 

東協國家雖然在 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時遭受重大衝擊，但目前已走出經濟發展陰影。東

協國家近年來致力於經濟改革，加上優勢的人口紅利，與區域經濟整合等因素，造就了東協

優異的經濟表現。依國際勞工組織的統計數據指出，東協 2013年平均失業率僅 3.72%，因此，

就業機會強勁(ILO，2014)。 

 

2.服務業持續提升、就業需求強勁 

此外，近年來東協經濟逐漸提升，產業結構亦大幅調整，目前服務業正與日俱增。目前

東協除新加坡(72%)、菲律賓與馬來西亞的服務業比重超過五成外，其他國家仍以一級產業與

工業為主。依據東協統計，在 2013年，東協國家中僅新加坡、菲律賓與馬來西亞的服務業占

GDP比重超過 50%，其餘國家皆不足 50%，其中汶萊與緬甸甚至低於四成（圖 2）。整體而言服

務業對東協重要性愈來愈重要。若以先進國家的服務業比重在七至八成的比例，東協國家的

服務業仍有大幅成長的機會。而本管理學程的就業機會，以服務業居多；以臺灣為例，工業

部門中以國際標準職業代碼中分類代碼 24的商業及行政專業人員就業人數，僅為服務業的四

分之一，顯示本學程畢業生的就業前景看好，東協未來的管理人力需求強勁。 

 

                                                      
7
 可參考主計處職業標準分類(http://ebook.dgbas.gov.tw/public/Data/342211223371.pdf)填列。 

8
 例如：設計產業之主管機關為經濟部、醫事人員之主管機關為衛生福利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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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東協國家服務業佔比(資料來源：ASEANStats, 2015) 

3.東協臺商持續成長服務業持續提升、就業需求強勁 

東協國家是臺商海外投資主要地區，臺商投資遍佈東協、人數估計在 30萬人左右。其中

泰國、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是傳統重點投資國家。但目前越南、柬埔寨是臺商增長最快

地區。雖然臺商投資以往投資在製造業，但近年來服務業投資迅速增長。 

 

東協近年來經濟穩定成長，內需的服務業市場成長迅速，因此，吸引各國企業投資。而

我國一向與東協國家有緊密的經貿合作關係，隨著東協服務業發展，將成為我國服務業拓展

市場的選擇，而本學程的學生也將成為我國新南向政策的重要合作策略夥伴。 

 

三、「東南亞區域管理碩士學位學程」課程規劃 

「東南亞區域管理碩士學位學程」之課程設計，將著力為東協國家之 30萬臺商培育所需

之在地人才，課程設計有以下三個亮點，可吸引東南亞學生報考。 

 

(一)「東南亞區域管理碩士學位學程」創新設計 

「東南亞區域管理碩士學位學程」之課程設計係以問題導向之設計原則，依東南亞臺商

經營管理之需求，由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教育學系、文化創意產業經營學系、社會與區域

發展學系與語文與創作學系之專業師資所組成，以提供學生在管理、區域經濟與華語文的學

習需求。 

 

(二)要求專業實習 

本學程課程要求進行 4 學分之專業實習。實習課程時間與內容之安排是授課教師與實務

界之業師共同規畫。原則上須進行 3 個月以上的全時實習，可在暑假期間進行，或在最後一

學期進行。實習地點將以我國在東南亞的臺商公司或工廠、臺商在臺母企業或與東南亞臺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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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近的產業進行；視學生興趣與未來工作銜接需求，可選擇臺灣或是國外，由學程覓得適當

之實習場域，由業師與實習教授共同指導。 

 

(三)專業實務技術報告取代碩士論文 

本學程課程為實務導向之經營管理課程，畢業論文之規劃將以專業實務技術報告取代學

術碩士論文。期以實務導向之技術報告，個案研究對象更將聚焦在東南亞的臺商公司或工，

使學生能深度了解所從事的經營管理模式，應用在未來實務工作的之上外，更可望減低學生

回到東協母國之後能直接就業、並成為臺商的骨幹。 

 

四、「東南亞區域管理碩士學位學程」課程設計聚焦實務性與華語能力之培養 

 

「東南亞區域管理碩士學位學程」之課程規劃注重及實務性的具備中級以上之華語文能

力，以成為臺南的管理所需人才。除了專業核心課程之進行為創新、實務導向的教學方法外，

亦規畫了「中級華語 I、II」與「華人社會與文化」課程，以培育理解華人社會與文化知識

與具備良好華語文能力的學生，使學生畢業即就業，成為我國「新南向政策」的最佳支持人

才。另外，為避免學用落差，學生於課堂所學習之經營理論與概念，需至實際工作場域進行

專業實習，並由實習場域中之業師帶領，並配合學程教授之督導，進行實踐。 

 

本課程畢業學分 32 學分，其中必修合計六門，18 學分；包括基礎課程 (研究方法、產

業經營專題討論、產業個案研究等，3門課必修)，專業課程(企業經營理論與實務專題，1門

課必修)，華語文課程(華人社會與文化、中級華語 I，2 門課必修)、產業實習等。另撰寫專

業實務技術報告來代替畢業論文（一門課，0學分）。詳細課程請見表 1。 

 

表 1 「東南亞區域管理碩士學位學程」課程規劃 

東南亞區域管理碩士學位學程課程架構 

開課單位 
科目 

代碼 
科目中文名稱 科目英文名稱 

修 

別 

學 

分 

時 

數 

教育經營與管

理學系 

一、基礎課程 (3門課，必修) 

170500 研究方法 Research Methodology 必 3 3 

新增 產業經營專題討論 
Seminar on Industries 

Management 
必 2 2 

新增 產業個案研究 Industries Case Studies 必 2 2 

教育經營與管

理學系 

 

 

 

二、專業課程(12門課，1門必修) 

0889700 企業經營理論與實務專題 
Management Theory and 

Practice 
必 2 2 

0889900 行銷理論與企劃實務專題 
Marketing Theory and 

Practice 
選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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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創意產業

經營學系碩士

班 

 

 

 

社會與區域發

展學系碩士班 

0890000 人力資源理論與實務專題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and Practice 
選 2 2 

0890200 策略管理理論與實務專題 
Strategy Management Theory 

and Practice 
選 2 2 

0891000 使用者經驗專題研究 User Experience case study 選 2 2 

0890300 電子商務理論與實務專題 
e-Business Theory and 

Practice 
選 2 2 

0890400 財務管理理論與實務專題 
Finance Management and 

Practice 
選 2 2 

0890600 創新與創業管理專題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Management 
選 2 2 

0891600 產業調查專題研究 Industry Survey Study 選 2 2 

907300 都市及區域規劃專題 
Seminar on Urban and 

Regional Planning 
選 2 2 

907500 
創新、產業與區域發展專

題 

Seminar on Innovation, 

Industry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選 2 2 

847900 產業經濟學 Industrial Economics 選 3 3 

華語文教學碩

士班 

 

社會與區域發

展學系碩士班 

三、華語文課程(3門課，2門必修) 

834500 華人社會與文化 
Study of Chinese Society and 

Culture 
必 3 3 

新增 中級華語I Intermediate Chinese I 必 2 2 

新增 中級華語II Intermediate Chinese II 選 2 2 

 四、產業實習 Internship 必 4 4 

 五、專業實務技術報告 Professional Technical Report 必 0 0 

 (一)「東南亞區域管理碩士學位學程」師資豐富 

本校素以教學著稱，本學程重要之核心精神即為交流與協同，除了本校之專任教師，亦

設計了實務的產業業師協同教學的課程，使師資更為豐富。 

1.本校專任教師： 

本校之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文化創意產業經營學系、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語文與創

作學系、教育學系等專任師資。本學程結合每位教師之專長、使開課更為順暢。課程主軸分

核心課程、專業課程、華語文課程、產業實習以及專業實務技術報告撰寫，以下是分類與支

援學系說明： 

(1)核心課程：由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教育學系之教師支援。 

(2)專業課程：由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文化創意產業經營學系、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教育

學系等教師支援。 

(3)華語文課程：由語文與創作學系、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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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產業實習：由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文化創意產業、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師資協助，與實

習場域(國內或國外)之業師合作。 

(5)專業實務技術報告：各教師指導研究生撰寫專業實務技術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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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課程規劃與授課教師一覽表 

東南亞區域管理碩士學位學程課程規畫及預定師資 

科目中文名稱 科目英文名稱 授課師資 

一、基礎課程 (3門課，必修) 

研究方法 Research Methodology 楊志強 

產業經營專題討論 Seminar on Industries Management 盧俊成 

產業個案研究 Industries Case Studies 魏郁禎 

二、專業課程(12門選修，1門必修) 

企業經營理論與實務專題 Management Theory and Practice 江政達 

行銷理論與企劃實務專題 Marketing Theory and Practice 林詠能 

人力資源理論與實務專題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and Practice 朱子君 

策略管理理論與實務專題 Strategy Management Theory and Practice 陳智凱 

使用者經驗專題研究 User Experience case study 林展立 

電子商務理論與實務專題 e-Business Theory and Practice 江政達 

財務管理理論與實務專題 Finance Management and Practice 陳秋蓉 

創新與創業管理專題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Management 陳蕙芬 

產業調查專題研究 Industry Survey Study 魏郁禎 

都市及區域規劃專題 Seminar on Urban and Regional Planning 林政逸 

創新、產業與區域發展專題 
Seminar on Innovation, Industry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沈  立 

產業經濟學 Industrial Economics 陳智凱 

三、 華語文課程(3門課，2門必修)  

華人社會與文化 Study of Chinese Society and Culture 
王大修 

洪士峰 

中級華語I Intermediate Chinese I 張金蘭 

中級華語II Intermediate Chinese II 宋如瑜 

四、 產業實習 Internship(必修，4學分) 

五、 專業實務技術報告 Professional Technical Report(必修，0學分) 

2.業師協同教學合作： 

本學程規劃一門重要的必修課「產業實習」，該課具有強烈東南亞區域產業導向之教學，

為避免學用落差，本科目規劃以本校專任教授與產業界的實務專業教師協同授課。學生於課
堂所學習之經營理論與概念，需至實際工作場域進行專業實習，並由實習場域中之業師帶領，
並配合學程教授之督導，進行實踐，使學生畢業即就業，成為我國「新南向政策」的最佳支

持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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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編號：4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第 36次校務會議提案單 

案由 檢討本校之扣考制度，修訂本校學則，提請 討論。 

說明 

一、依 104學年度第二學期導師會議建議辦理。 

二、關於扣考制度，本校學則現行規定為「學生請假經核准後而缺席者，為缺

課；未經請假或請假未准而缺席者，為曠課。曠課一小時以缺課三小時計，

某一科目缺課累積達該科目授課總時數二分之一者，不得參加該科目期末

考試」。 

三、因本校已取消期末集中考試，無法由行政端強制扣考，為避免師生不必要

的麻煩或爭執，老師們建議取消扣考制，缺課太多者逕予以零分或不及格

分數;而無意以嚴厲的成績懲罰學生缺課的老師，則點名後無需在系統上登

錄，仍保有成績的裁量權。 

四」目前學生請假除公假、產假外，皆以線上申請，經導師線上核准後；碩、

博士班學生經系所主管核准後，即完成請假手續。系統上設定學生請事假

應於當日內提出申請；請病假應於三日內提出申請，並續送師長核章，致

輒有學生被點名了才上網請假、要求師長准假之情事，造成師長困擾。 

五、為避免上述說明三、四等問題，擬修改學則第二十二條，取消曠課之加權

計算，且取消扣考制度，改為「缺、曠課累積達該科目授課總時數二分之

一者，除已依規定辦理完成停修者外，該科學期成績以零分計算」。修正

條文對照表如附件一。 

六、如確定取消扣考改以成績處理，系統仍依例發送缺課通知予學生；本處亦

仍將逐月彙列缺曠課預警清單予相關單位及師長。關於相應之系統修改，

經洽詢系統廠商表示可配合，但會產生費用，實際支出需視異動多少程式

而訂，原則上每支程式 5000-7000元。若於 5、6月間完成系統分析，預計

9月可完成系統修改，下學期應可上線。 

七、本案已經105.05.02主管協調會及105.05.09主管會報討論通過。 

八、另因本校「大學部學生暑期修課辦法」已修訂為「日間學制學士班暑期修

課辦法」，並經教育部 105.03.09臺教高(二)字第 1050003991號函備查，

爰配合修訂學則第十四條第二項相關文字。 

九、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修正後草案及原學則各乙份（如附件一~附件三）。 

辦法 經本會議討論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並報教育部備查。 

決議 照案通過。 

                         提案單位：教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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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學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提 105.05.17本校第 36次校務會議審議 

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十四條 本校研究所、大學部、進修

推廣處進修教育中心學生

因特殊需要申請相互選課

或跨校選課，依本校「選課

辦法」及「校際選課實施要

點」辦理，校際選課實施要

點另陳報教育部備查。 
本校大學部學生申請參加

暑期課程，依本校「日間學

制學士班暑期修課辦法」辦

理，前述辦法另陳教育部備

查。 

第十四條 本校研究所、大學部、進修

推廣處進修教育中心學生

因特殊需要申請相互選課

或跨校選課，依本校「選課

辦法」及「校際選課實施要

點」辦理，校際選課實施要

點另陳報教育部備查。 

本校大學部學生申請參加

暑期課程，依本校「大學部

學生暑期修課辦法」辦理，

前述辦法另陳教育部備查。 
 

茲因本校「大學部學生

暑期修課辦法」已更名

為「日間學制學士班暑

期修課辦法」，故配合

修正本條文。 

第二十二

條 
某一科目缺、曠課累積達

該科目授課總時數二分之

一者，除已依規定辦理完成

停修者外，該科學期成績以

零分計算。 
 

第二十二

條 
曠課一小時，作缺課三小時

計。某一科目缺課累積達該

科目授課總時數二分之一

者，不得參加該科目期末考

試，其不得參加期末考試科

目之學分數達該學期所修

學分總數二分之一者，勒令

休學。 

前項勒令休學之學生，應於

接到通知一星期內，來校辦

理休學手續。 
 

一、取消曠課之加權計

算。 

二、取消扣考制度及勒

令休學之規定。 

三、缺、曠課累積達該

科目授課總時數二

分之一者，除已依

規定辦理完成停修

者外，該科學期成

績以零分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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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學則 (修正後草案 ) 

節錄版 
提 105.05.17本校第 36次校務會議審議 

 
 

 
第 三 章  註冊、繳費與選課 

第十四條 本校研究所、大學部、進修推廣處進修教育中心學生因特殊需要申請相互
選課或跨校 選課，依本校「選課辦法」及「校際選課實施要點」辦理，校
際選課實施要點另陳報教育部備查。 
本校大學部學生申請參加暑期課程，依本校「日間學制學士班暑期修課辦
法」辦理，前述辦法另陳教育部備查。 

  第 五 章  請假、缺課與曠課 

第十九條 學生因故不能上課者須事前向學務處請准給假。其因病請假逾一日以上者
應持有本校衛生保健組、心理輔導組或醫院之證明，三日以上者應有醫院
之證明。如因特殊事故不及事先請假者，應依照請假手續補辦。有關學生
請假辦法另訂之。 

第二十條 學生請假經核准後而缺席者，為缺課；未經請假或請假未准而缺席者，為曠
課。 

第二十一條 （刪除） 
第二十二條 某一科目缺、曠課累積達該科目授課總時數二分之一者，除已依規定辦理

完成停修者外，該科學期成績以零分計算。 
第二十三條 經核准請公假、產假者，不作缺課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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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學則 (原條文 ) 

節錄版 

第 三 章  註冊、繳費與選課 

第十四條 本校研究所、大學部、進修推廣處進修教育中心學生因特殊需要申請相互
選課或跨校選課，依本校「選課辦法」及「校際選課實施要點」辦理，校
際選課實施要點另陳報教育部備查。 
本校大學部學生申請參加暑期課程，依本校「大學部學生暑期修課辦法」
辦理，前述辦法另陳教育部備查。 

第 五 章  請假、缺課與曠課 

第十九條 學生因故不能上課者須事前向學務處請准給假。其因病請假逾一日以上者
應持有本校衛生保健組、心理輔導組或醫院之證明，三日以上者應有醫院
之證明。如因特殊事故不及事先請假者，應依照請假手續補辦。有關學生
請假辦法另訂之。 

第二十條  學生請假經核准後而缺席者，為缺課；未經請假或請假未准而缺席者，為
曠課。 

第二十一條 （刪除） 
第二十二條 曠課一小時，作缺課三小時計。某一科目缺課累積達該科目授課總時數二

分之一者，不得參加該科目期末考試，其不得參加期末考試科目之學分數
達該學期所修學分總數二分之一者，勒令休學。 
前項勒令休學之學生，應於接到通知一星期內，來校辦理休學手續。 

第二十三條 經核准請公假、產假者，不作缺課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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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編號：5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第 36次校務會議提案單 

案由 為修正「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講座設置辦法」乙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 依據教育部於 104 年 9 月 3 日發布修正「國立大學校院校務

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及教育部 104 年 10 月 6 日臺教高（通）

字第 1040131656 號來函「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

法」發布後各校需配合辦理相關注意事項辦理。 

二、 依據本校 105 年 4 月 21 日召開 104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基金管

理委員會議決議修正「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講座設置辦法」校務

基金自籌收入相關文字。 

三、 檢附上開法規修正條文對照表、原要點及修正後草案各乙份（如

附件 1~3）。 

辦法 本辦法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及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

施，並報教育部備查。 

決議 照案通過。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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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講座設置辦法修正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修 正 說 明 

第九條 

本辦法所需經費，由本校校務基

金學雜費收入及 5 項自籌收入支

應之，經費額度由本校每年「年

度預算分配會議」決議公告之。 

第九條 

本辦法所需經費，由本校校務基

金學雜費收入及 5 項自籌收入支

應之，經費額度由本校每年「年

度預算分配會議」決議公告之。 

配合教育部 104 年 9 

月 3 日發布修正「國

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

管理及監督辦法」辦

理。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及

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

實施，並報教育部備查。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

長核定後實施，並報教育部備查。 

依據 104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

會議提案辦法二修正。 

 

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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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講座設置辦法(原辦法) 

94.2.2 經本校 156次行政會議討論通過 

94.3.30 第 51次校務會議通過 

94.09.02 教育部台學審字第 0940115144號函同意備查 

94.9.30 本校第 2次校務會議通過 

94.10.31 教育部台學審字第 0940146745號函同意備查 

95.10.24 經本校第 7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6.12.04.經本校第 12次校務會議通過 

97.1.8教育部台中(二)字第 0970000639號函核備 

102.11.12第 31次校務會議通過 

103.01.22教育部臺教高(三)字第 1030007839號函核備 

103.11.26第 112次校務會議通過 

一、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拓展與國內外學術機構交流合作，促進學術發

展，提昇教學研究水準及國際競爭力，茲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二十一條規定訂定「國

立臺北教育大學講座設置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二、 凡國內外知名學者專家，學術成就卓越，或具特殊專長，有助於提昇本校學術研究及

教學水準與國際聲譽者，得受聘為本校之講座。 

三、 講座由國內外著名學者專家（非本校專任或退休教師）擔任，並應具備下列基本條件

之一： 

一、諾貝爾獎得主。 

二、中央研究院院士。 

三、教育部國家講座主持人。 

四、科技部特約研究人員。 

五、教育部學術獎得獎人。 

六、國家文藝獎得主。 

七、國際重要學術機構或學會之院士。 

八、國際重要學術期刊主編。 

九、財團法人傑出人才發展基金會傑出人才講座得獎人。 

十、各領域國際頂尖獎項得主。 

十一、其他在各專業領域上有傑出表現者。 

四、 講座之名額總數，每學年每學院以 1名為原則。 

五、 講座之遴聘與審查 

講座之遴聘，應配合本校學術研究及教學發展重點需要，由本校校長、副校長、教務

長、研發長、學院院長、系所主管推薦，並經系級、院級及校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

通過後，報請校長敦聘之。 

講座之遴聘須有校級教師評審委員會三分之二（含）以上委員出席，出席委員三分之

二（含）以上同意為通過。 

六、 應備資料 

提聘單位應於講座應聘半年前備齊下列資料送至研究發展處國際事務組。 

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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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被推薦人或應徵人之學經歷、論著目錄、重要論著、具體學術成就證明 

二、教學研究計畫 

三、校外單位申請經費補助之證明文件 

四、其他有助於審查之相關資料 

七、 講座之待遇及福利如下所列： 

一、講座待遇之支給比照行政院「各機關聘請國外顧問、專家及學者來台工作期間支

付費用最高標準表」所列各級報酬辦理。 

二、提供研究設備與空間；講座如有特殊研究空間之需求，而提聘單位無法提供時，

得由本校相關單位協調提供之。 

三、校外傑出教師聘任得免送外審。 

四、提供宿舍或提供校外房屋津貼。 

五、提供本校教職員所享之優惠待遇。 

八、 講座之義務： 

一、每學期至少提供公開學術演講或座談 2次。 

二、每學期至少開設 1 門課程，講座可自行決定開授課程之形式、內容及學分數，亦

可與本校教師協同授課。 

三、參與大型研究計畫之執行及帶領研究團隊。 

四、協助指導或規劃本校相關之重點研究領域之研究與教學。 

九、 本辦法所需經費，由本校校務基金學雜費收入及 5項自籌收入支應之，經費額度由本

校每年「年度預算分配會議」決議公告之。 

十、  講座之聘期以半年為原則，最多 1年。如需要延長，得依本辦法第五條之規定辦理。 

十一、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並報教育部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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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講座設置辦法(修正辦法) 

94.2.2 經本校 156次行政會議討論通過 

94.3.30 第 51次校務會議通過 

94.09.02 教育部台學審字第 0940115144號函同意備查 

94.9.30 本校第 2次校務會議通過 

94.10.31 教育部台學審字第 0940146745號函同意備查 

95.10.24 經本校第 7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6.12.04.經本校第 12次校務會議通過 

97.1.8教育部台中(二)字第 0970000639號函核備 

102.11.12第 31次校務會議通過 

103.01.22教育部臺教高(三)字第 1030007839號函核備 

103.11.26第 112次校務會議通過 

105.4.21 104學年度第 2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通過 

提送 105.05.17校務會議審議 

 

一、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拓展與國內外學術機構交流合作，促進學術發

展，提昇教學研究水準及國際競爭力，茲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二十一條規定訂定「國

立臺北教育大學講座設置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二、 凡國內外知名學者專家，學術成就卓越，或具特殊專長，有助於提昇本校學術研究及

教學水準與國際聲譽者，得受聘為本校之講座。 

三、 講座由國內外著名學者專家（非本校專任或退休教師）擔任，並應具備下列基本條件

之一： 

一、諾貝爾獎得主。 

二、中央研究院院士。 

三、教育部國家講座主持人。 

四、科技部特約研究人員。 

五、教育部學術獎得獎人。 

六、國家文藝獎得主。 

七、國際重要學術機構或學會之院士。 

八、國際重要學術期刊主編。 

九、財團法人傑出人才發展基金會傑出人才講座得獎人。 

十、各領域國際頂尖獎項得主。 

十一、其他在各專業領域上有傑出表現者。 

四、 講座之名額總數，每學年每學院以 1名為原則。 

五、 講座之遴聘與審查 

講座之遴聘，應配合本校學術研究及教學發展重點需要，由本校校長、副校長、教務

長、研發長、學院院長、系所主管推薦，並經系級、院級及校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

通過後，報請校長敦聘之。 

講座之遴聘須有校級教師評審委員會三分之二（含）以上委員出席，出席委員三分之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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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含）以上同意為通過。 

六、 應備資料 

提聘單位應於講座應聘半年前備齊下列資料送至研究發展處國際事務組。 

一、被推薦人或應徵人之學經歷、論著目錄、重要論著、具體學術成就證明 

二、教學研究計畫 

三、校外單位申請經費補助之證明文件 

四、其他有助於審查之相關資料 

七、 講座之待遇及福利如下所列： 

一、講座待遇之支給比照行政院「各機關聘請國外顧問、專家及學者來台工作期間支

付費用最高標準表」所列各級報酬辦理。 

二、提供研究設備與空間；講座如有特殊研究空間之需求，而提聘單位無法提供時，

得由本校相關單位協調提供之。 

三、校外傑出教師聘任得免送外審。 

四、提供宿舍或提供校外房屋津貼。 

五、提供本校教職員所享之優惠待遇。 

八、 講座之義務： 

一、每學期至少提供公開學術演講或座談 2次。 

二、每學期至少開設 1 門課程，講座可自行決定開授課程之形式、內容及學分數，亦

可與本校教師協同授課。 

三、參與大型研究計畫之執行及帶領研究團隊。 

四、協助指導或規劃本校相關之重點研究領域之研究與教學。 

九、 本辦法所需經費，由本校校務基金學雜費收入及 5 項自籌收入支應之，經費額度由本

校每年「年度預算分配會議」決議公告之。 

十、  講座之聘期以半年為原則，最多 1年。如需要延長，得依本辦法第五條之規定辦理 

十一、本辦法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及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並報教育部備

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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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編號：6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第 36次校務會議提案單 

案由 擬修訂「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學生申訴辦法」，提請  討論。 

說明 

一、已依 105年 4月 11日行政主管協調會議及 105年 4月 18日行政

主管會報決議修正。 

二、本辦法修正重點如下： 

  (一)修正本辦法第三條： 

    1.將第四條專任教師未兼行政職之委員比例和任一性別委員比

例說明，移至第三條條文內。 

    2.內設程序審議小組事項移至本條文最後說明並修改程序審議

小組委員人數，總人數合計改為 5-7人。 

  (二)修正本辦法第四條申評會委員之組成並明列選舉權和被選舉

權之規定以及修正文字： 

    1.修正申評會委員之組成並明列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之規定。 

    2.增加第四條第二款之校長遴聘專任教師及校外專家學者之說 

      明並修改任期為 1年。 

    3.原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條文改為第三款且所述之「學生自治會 

      」修正文字為「學生會」並於第三款內明列選舉權和被選舉權 

      之規定。。 

  (三)修改程序審議小組委員人數： 

      專任教師代表改為 3至 5名，學生代表人數改為 1名。程序審

議小組含申評會主席合計人數改為 5-7名。 

三、檢附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學生申訴辦法部分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附

件一)、原辦法(如附件二)、修正草案(如附件三)。 

四、檢附參考法規：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和臺

北市立大學、國立臺灣大學和國立高雄師範大學之學生申訴相關

法規供參(如附件四)。 

辦法 經校務會議討論通過陳報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決議 照案通過。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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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學生申訴辦法部分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三條  為處理申訴人所提

申訴案件，成立「學

生申訴評議委員會」

（以下簡稱申評會）

，申評會置委員 20

至 23人，專任教師

之委員未兼行政職

務者，不得少於委員

總數之二分之一；任

一性別委員應佔委

員總數三分之一以

上。 

        委員均為無給職，相

關行政作業由學生

事務處負責。 

        申評會內設程序審

議小組，由申評會主

席任召集人，另由委

員 4至 6人組成，負

責決定是否受理申

訴之審議。 

 

第三條  為處理申訴人所提

申訴案件，成立「學

生申訴評議委員會」

（以下簡稱申評會）

，申評會置委員 20

至 23人；申評會內

設程序審議小組，由

委員10至12人組成

，負責決定是否受理

申訴之審議。委員均

為無給職，相關行政

作業由學生事務處

負責。 

 

一、將第四條專任教師未兼行
政職之委員比例和任一性
別委員比例說明，移至第三
條條文內。 

二、內設程序審議小組事項移
至本條文最後說明並修改
程序審議小組委員人數，總
人數合計改為 5-7人。 

第四條 「申評會由下列人員

共同組成： 

        一、專任教師代表

13 人，由全校專任

教師互相票選產生

，惟每系所至多 1

人，任期 2年，連選

得連任。 

        二、校長遴聘之校內

專任教師及校外專

家學者 4至 7人，任

期 1年；其中至少 1

人應具法律專長。 

        三、學生代表 3人由

學生會推選之，任期

1年，連選得連任。 

        已擔任學生獎懲委

員會委員或於任期

中有休假研究、國外

研究（含講學或進修

第四條  申評會由下列人員

共同組成： 

        一、專任教師代表

17-20人，由全校專

任教師互相票選 13

人擔任之，惟每系所

至多 1人，其餘由校

長遴聘之，任期 2

年，連選得連任。 

        二、學生代表 3人由

學生自治會推選之

，任期 1年，連選得

連任。 

        前項已擔任學生獎

懲相關委員會代表

者不得再任申評會

委員；專任教師代表

未兼行政職務之教

師不得少於委員總

數之二分之一；任一

一、修正申評會委員之組成並 

    明列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之

規定。 

二、增加第四條第二款之校長 

    遴聘專任教師及校外專家 

    學者之說明並修改任期為 

    1年。 

三、原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條 

    文改為第三款且所述之「 

    學生自治會」修正文字為 

    「學生會」並於第三款內 

    明列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之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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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時進修或留職

停薪期間之情形者

，不得擔任委員。其

所留遺缺，另行補選

或補聘之。 

        票選委員時，教師若

已奉准將於新任委

員任期內休假研究

、國外研究（含講學

或進修）或全時進修

者，有選舉權但無被

選舉權。留職停薪期

間之教師，無選舉權

且無被選舉權。 

        新任委員尚未選舉

完成時，由現任委員

繼續執行職務至新

任委員產生止。委員

出缺時，繼任委員之

任期至原任期屆滿

之日止。 

 

性別委員應佔委員

總數三分之一以上。 

        新任委員尚未選舉

完成時，由現任委員

繼續執行職務至新

任委員產生止。委員

出缺時，繼任委員之

任期至原任期屆滿

之日止。 

 

第六條  程序審議小組除申

評會主席為當然委

員並擔任小組召集

人外，其餘由申評會

委員互選之，其中專

任教師代表 3 至 5

名，學生代表 1名，

任期 1年。 

 

第六條  程序審議小組除申

評會主席為當然委

員並擔任小組召集

人外，其餘由申評會

委員互選之，其中專

任教師代表 8 至 10

名，學生代表 2名，

任期 1年。 

 

一、修改程序審議小組委員人

數：專任教師代表改為 3

至 5 名，學生代表人數改

為 1 名。程序審議小組含

申評會主席合計人數改為   

5-7名。 

 

 

 

 

 

 

 

 

 

 

 

 

 

 



 

182 
 

附件二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學生申訴辦法(原辦法) 
 

86.3.18教育部台(86)訓一字第 86026741號函核定 
90.6.27本校第 3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0.8.6教育部台（90）訓（一）字第 90109156號函核定 

95.3.28本校第 4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5.4.21教育部台訓（二）字第 0950057565號函核定 

100.11.15本校第 27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4.9教育部臺訓(一)字 1010057129號函桢定 

 
第一條  為保障學生學習、生活及受教權益，增進校園和諧，依大學法第 33條第 4項、教育

部大學及專科學校學生申訴案處理原則及本校組織規程第 22條規定，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在籍學生、學生會及其他相關學生自治組織(以下簡稱申訴人)對於學校之懲處、

其他措施或決議，認為違法或不當，致損害其權益者，得依本辦法之規定，向學校

提出申訴。 

第三條  為處理申訴人所提申訴案件，成立「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以下簡稱申評會），申

評會置委員 20至 23人；申評會內設程序審議小組，由委員 10至 12人組成，負責

決定是否受理申訴之審議。委員均為無給職，相關行政作業由學生事務處負責。 

第四條  申評會由下列人員共同組成： 

        一、專任教師代表 17-20人，由全校專任教師互相票選 13人擔任之，惟每系所至多

1人，其餘由校長遴聘之，任期 2年，連選得連任。 

二、學生代表 3人由學生自治會推選之，任期 1年，連選得連任。 

前項已擔任學生獎懲相關委員會代表者不得再任申評會委員；專任教師代表未兼行

政職務之教師不得少於委員總數之二分之一；任一性別委員應佔委員總數三分之一

以上。 

新任委員尚未選舉完成時，由現任委員繼續執行職務至新任委員產生止。委員出缺

時，繼任委員之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止。 

第五條  申評會主席由委員互選之，並主持會議，任期 1 年，連選得連任。申評會開會時主

席如因故不克出席，得由其指定 1名委員代理主席職務。 

第六條  程序審議小組除申評會主席為當然委員並擔任小組召集人外，其餘由申評會委員互

選之，其中專任教師代表 8至 10名，學生代表 2名，任期 1年。 

第七條  申訴案有調查或實地瞭解之必要時，得經申評會決議，推派委員 3至 5人成立「調

查小組」為之；並得另聘請醫學、法學、社會學、心理學、輔導學之專業人士為調

查小組成員或諮詢顧問。 

第八條  申評會及程序審議小組之開會需有二分之一（含）以上委員出席方得開會，評議決

定書之決議需經出席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通過，方得成立。一般事項之決議則

以過半數決定之。評議決定書之內容由委員互推 1 名負責完成之。委員對會議中之

議案有利害關係時，應行迴避。 

第九條  申評會開會時，得邀請本校行政單位有關人員列席。 

第十條  學生申訴，應以書面提列具體事實並檢附下列相關資料送學生事務處或學生申訴信

箱。 

一、申訴人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字號、系別、班級、學號、住居住址、聯絡

電話。 

二、原措施之主管單位。 

三、申訴之事實及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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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希望獲得之補救。 

五、提起申訴之日期。 

六、佐證證據。 

多數人共同申訴時，應由申訴人選出代表人，並檢附代表委任書。 

第十一條  申訴人對於學校之懲處、其他措施或決議不服者，應於收到或接受相關懲處、措

施或決議之次日起十日內以書面向申評會提出申訴，逾期則不予受理。 

申訴人因天災或其他不應歸責於己之事由，致逾期者，得於其原因消滅後十日內

向申評會聲明理由，請求許可。但遲誤申訴期間已逾 1年者，不得為之。 

期限之末日如遇國定例假日，以其假日之次日代之。 

申訴人向學校提起申訴，同一案件以一次為限。 

第十二條  申訴人於申評會未做成評議決定書前，得撤回申訴案。 

申訴案經撤回後，就同一事實不得再提出申訴。 

第十三條  申訴提起後，申訴人就申訴事件或牽連之事項，提出訴願、刑事訴訟或行政訴訟

者，應即以書面通知申評會，申評會獲知上情後，應即中止評議，俟中止評議原

因消滅後繼續評議。惟退學與開除學籍之申訴不在此限。 

第十四條  受理學生申訴時，對於其中涉及品性考核、學業評量或懲處方式之選擇，應依有

關法令規定，並應尊重教師及學校本於專業及對事實真象之認知所為之決定，僅

於其判斷裁量違法或顯然不當時，始得予撤銷或變更。 

第十五條  未符要件不予受理之申訴案件或逾越申評會之權責者，應以評議決定書駁回，並

建議處理方式。 

第十六條  申評會之召開，以不公開為原則，但須通知申訴人、原處分單位之代表及關係人

到會說明。 

第十七條  學校應於收到申訴書之次日起三十日內完成評議，必要時得予延長，並通知申訴

人，延長以一次為限，最長不得逾二個月。但涉及退學、開除學籍或類此處分之

申訴案，不得延長。 

依大法官三八二號解釋令所謂「類此之處分行為」係指退學或開除學籍等足以改

變其學生身分及損害其受教育之機會者言之。 

第十八條  學校對於申訴所作成之申訴評議決定書，應按其性質附記第二十七條或第二十九

條之內容。 

第十九條  退學或開除學籍之申訴，學校於評議決定未確定前，學生得向學校提出繼續在校

肄業之書面請求。 

學校於接到前項請求後，應徵詢申評會之意見並衡酌該生之生活、學習狀況於一

週內書面答覆，並載明學籍相關之權利與義務。 

第二十條  依第十九條規定經學校同意在校肄業者，學校除不得授給畢業證書外，其他修課、

成績考核、獎懲得比照在校生處理。 

第二十一條  申評會之表決、委員之個別意見，應予保密。涉及學生隱私之申訴案件，申訴

人之基本資料應予保密，委員不得就此事對外發言。 

第二十二條  評議決定書應包括主文、事實、理由等內容。對不受理之申訴案件亦應做成評

議決定書，惟其內容只列主文和理由。 

第二十三條  申評會所作之申訴評議決定書，應由學生事務處陳報校長核定後送達申訴人及

原處分單位。 

第二十四條  評議以秉持公平與正義為原則，並應以學校之現行規定為依據。 

第二十五條  申評會完成評議決定書後，陳校長核定時，應副知原處分單位。 

若原處分單位認為有與法規抵觸或事實上窒礙難行者，應列舉具體事實及理由，

按行政程序陳報校長並副知申評會，校長如認為有理由者，得移請申評會再議(



 

184 
 

以一次為限)，否則評議決定書經完成行政程序後應即採行。 

第二十六條  退學、開除學籍或類此處分之申訴，經評議確定維持原處分，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修業證明書所載修業截止日期以原處分日期為準。 

二、申訴期間所修習科目學分，得發給學分證明書。 

三、役男「離校學生緩征原因消滅名冊」於申訴結果確定後三十日內冊報。 

四、退費基準依專科以上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辦法第八條及專科以上學校學雜

費收取辦法第十五條規定辦理。 

第二十七條  申訴人就學校所為之行政處分，經向學校提出申訴而不服其決定，得於收到申

訴評議決定書之次日起三十日內，繕具訴願書，並檢附學校申訴評議決定書，

經學校向教育部提起訴願。 

第二十八條  申訴人就學校所為之行政處分，未經學校申訴途徑逕向教育部提出訴願者，教

育部依規定須將該訴願案移由學校依照學生申訴程序處理。 

第二十九條  申訴人就學校所為行政處分以外之懲處、其他措施或決議，經向學校提起申訴

而不服其決定，得按其性質依法提起訴訟，請求救濟。 

第三十條  依訴願決定或行政訴訟判決另為處分並同意學生復學者，應依本校規定完成撤銷

退學程序，其因特殊事故無法及時復學時，學校應輔導其復學；對已入營無法復

學之役男，學校應保留其學籍，俟其退伍後，輔導優先復學；復學前之離校期間

並得補辦休學。 

第三十一條  學生因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提起申訴，其屬性別平等教育法第二

十八條第二項申請調查之性質者，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相關規定處理。 

第三十二條  本辦法經本校校務會議通過陳報教育部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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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學生申訴辦法(修正草案) 
 

86.3.18教育部台(86)訓一字第 86026741號函核定 
90.6.27本校第 3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0.8.6教育部台（90）訓（一）字第 90109156號函核定 

95.3.28本校第 4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5.4.21教育部台訓（二）字第 0950057565號函核定 

100.11.15本校第 27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4.9教育部臺訓(一)字 1010057129號函核定 

105.00.00本校第 00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為保障學生學習、生活及受教權益，增進校園和諧，依大學法第 33條第 4項、教育

部大學及專科學校學生申訴案處理原則及本校組織規程第 22條規定，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在籍學生、學生會及其他相關學生自治組織(以下簡稱申訴人)對於學校之懲處、

其他措施或決議，認為違法或不當，致損害其權益者，得依本辦法之規定，向學校

提出申訴。 

第三條  為處理申訴人所提申訴案件，成立「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以下簡稱申評會），申

評會置委員 20 至 23人，專任教師之委員未兼行政職務者，不得少於委員總數之二

分之一；任一性別委員應佔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 

        委員均為無給職，相關行政作業由學生事務處負責。 

        申評會內設程序審議小組，由申評會主席任召集人，另由委員 4至 6人組成，負責

決定是否受理申訴之審議。 

第四條  申評會由下列人員共同組成： 

        一、專任教師代表 13人，由全校專任教師互相票選產生，惟每系所至多 1人，任期

2年，連選得連任。 

        二、校長遴聘之校內專任教師及校外專家學者 4至 7人，任期 1年；其中至少 1人

應具法律專長。 

        三、學生代表 3人由學生會推選之，任期 1年，連選得連任。 

            已擔任學生獎懲委員會委員或於任期中有休假研究、國外研究（含講學或進修）

、全時進修或留職停薪期間之情形者，不得擔任委員。其所留遺缺，另行補選

或補聘之。 

        票選委員時，教師若已奉准將於新任委員任期內休假研究、國外研究（含講學或進

修）或全時進修者，有選舉權但無被選舉權。留職停薪期間之教師，無選舉權且無

被選舉權。 

        新任委員尚未選舉完成時，由現任委員繼續執行職務至新任委員產生止。委員出缺

時，繼任委員之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止。 

第五條  申評會主席由委員互選之，並主持會議，任期 1 年，連選得連任。申評會開會時主

席如因故不克出席，得由其指定 1名委員代理主席職務。 

第六條  程序審議小組除申評會主席為當然委員並擔任小組召集人外，其餘由申評會委員互

選之，其中專任教師代表 3至 5名，學生代表 1名，任期 1年。 

第七條  申訴案有調查或實地瞭解之必要時，得經申評會決議，推派委員 3至 5人成立「調

查小組」為之；並得另聘請醫學、法學、社會學、心理學、輔導學之專業人士為調

查小組成員或諮詢顧問。 

第八條  申評會及程序審議小組之開會需有二分之一（含）以上委員出席方得開會，評議決

定書之決議需經出席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通過，方得成立。一般事項之決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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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過半數決定之。評議決定書之內容由委員互推 1 名負責完成之。委員對會議中之

議案有利害關係時，應行迴避。 

第九條  申評會開會時，得邀請本校行政單位有關人員列席。 

第十條  學生申訴，應以書面提列具體事實並檢附下列相關資料送學生事務處或學生申訴信

箱。 

一、申訴人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字號、系別、班級、學號、住居住址、聯絡

電話。 

二、原措施之主管單位。 

三、申訴之事實及理由。 

四、希望獲得之補救。 

五、提起申訴之日期。 

六、佐證證據。 

多數人共同申訴時，應由申訴人選出代表人，並檢附代表委任書。 

第十一條  申訴人對於學校之懲處、其他措施或決議不服者，應於收到或接受相關懲處、措

施或決議之次日起十日內以書面向申評會提出申訴，逾期則不予受理。 

申訴人因天災或其他不應歸責於己之事由，致逾期者，得於其原因消滅後十日內

向申評會聲明理由，請求許可。但遲誤申訴期間已逾 1年者，不得為之。 

期限之末日如遇國定例假日，以其假日之次日代之。 

申訴人向學校提起申訴，同一案件以一次為限。 

第十二條  申訴人於申評會未做成評議決定書前，得撤回申訴案。 

申訴案經撤回後，就同一事實不得再提出申訴。 

第十三條  申訴提起後，申訴人就申訴事件或牽連之事項，提出訴願、刑事訴訟或行政訴訟

者，應即以書面通知申評會，申評會獲知上情後，應即中止評議，俟中止評議原

因消滅後繼續評議。惟退學與開除學籍之申訴不在此限。 

第十四條  受理學生申訴時，對於其中涉及品性考核、學業評量或懲處方式之選擇，應依有

關法令規定，並應尊重教師及學校本於專業及對事實真象之認知所為之決定，僅

於其判斷裁量違法或顯然不當時，始得予撤銷或變更。 

第十五條  未符要件不予受理之申訴案件或逾越申評會之權責者，應以評議決定書駁回，並

建議處理方式。 

第十六條  申評會之召開，以不公開為原則，但須通知申訴人、原處分單位之代表及關係人

到會說明。 

第十七條  學校應於收到申訴書之次日起三十日內完成評議，必要時得予延長，並通知申訴

人，延長以一次為限，最長不得逾二個月。但涉及退學、開除學籍或類此處分之

申訴案，不得延長。 

依大法官三八二號解釋令所謂「類此之處分行為」係指退學或開除學籍等足以改

變其學生身分及損害其受教育之機會者言之。 

第十八條  學校對於申訴所作成之申訴評議決定書，應按其性質附記第二十七條或第二十九

條之內容。 

第十九條  退學或開除學籍之申訴，學校於評議決定未確定前，學生得向學校提出繼續在校

肄業之書面請求。 

學校於接到前項請求後，應徵詢申評會之意見並衡酌該生之生活、學習狀況於一

週內書面答覆，並載明學籍相關之權利與義務。 

第二十條  依第十九條規定經學校同意在校肄業者，學校除不得授給畢業證書外，其他修課、

成績考核、獎懲得比照在校生處理。 

第二十一條  申評會之表決、委員之個別意見，應予保密。涉及學生隱私之申訴案件，申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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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基本資料應予保密，委員不得就此事對外發言。 

第二十二條  評議決定書應包括主文、事實、理由等內容。對不受理之申訴案件亦應做成評

議決定書，惟其內容只列主文和理由。 

第二十三條  申評會所作之申訴評議決定書，應由學生事務處陳報校長核定後送達申訴人及

原處分單位。 

第二十四條  評議以秉持公平與正義為原則，並應以學校之現行規定為依據。 

第二十五條  申評會完成評議決定書後，陳校長核定時，應副知原處分單位。 

若原處分單位認為有與法規抵觸或事實上窒礙難行者，應列舉具體事實及理由，

按行政程序陳報校長並副知申評會，校長如認為有理由者，得移請申評會再議(

以一次為限)，否則評議決定書經完成行政程序後應即採行。 

第二十六條  退學、開除學籍或類此處分之申訴，經評議確定維持原處分，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修業證明書所載修業截止日期以原處分日期為準。 

二、申訴期間所修習科目學分，得發給學分證明書。 

三、役男「離校學生緩征原因消滅名冊」於申訴結果確定後三十日內冊報。 

四、退費基準依專科以上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辦法第八條及專科以上學校學雜

費收取辦法第十五條規定辦理。 

第二十七條  申訴人就學校所為之行政處分，經向學校提出申訴而不服其決定，得於收到申

訴評議決定書之次日起三十日內，繕具訴願書，並檢附學校申訴評議決定書，

經學校向教育部提起訴願。 

第二十八條  申訴人就學校所為之行政處分，未經學校申訴途徑逕向教育部提出訴願者，教

育部依規定須將該訴願案移由學校依照學生申訴程序處理。 

第二十九條  申訴人就學校所為行政處分以外之懲處、其他措施或決議，經向學校提起申訴

而不服其決定，得按其性質依法提起訴訟，請求救濟。 

第三十條  依訴願決定或行政訴訟判決另為處分並同意學生復學者，應依本校規定完成撤銷

退學程序，其因特殊事故無法及時復學時，學校應輔導其復學；對已入營無法復

學之役男，學校應保留其學籍，俟其退伍後，輔導優先復學；復學前之離校期間

並得補辦休學。 

第三十一條  學生因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提起申訴，其屬性別平等教育法第二

十八條第二項申請調查之性質者，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相關規定處理。 

第三十二條  本辦法經本校校務會議通過陳報教育部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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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參考法規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 

85年 01月 22日第 1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1年 06月 19日第 36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教育部 92年 07月 02日台中（二）字第 0920093688號核定 

94年 07月 04日第 54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教育部 94年 08月 16日台中（二）字第 0940105457號核定 

94年 09月 30日改制大學後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教育部 94年 11月 29日台中（二）字第 0940164733號函核定 

95年 06月 06日改制大學後第 5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9年 6月 23日第 21次校務會議（續會）修正通過 

100年 6月 28日第 25次校務會議（續會）修正通過 

100年 12月 13日第 27次校務會議（續會）修正通過 

101年 11月 20日第 29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年 6月 4日第 30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3年 5月 20日第 3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4年 6月 2日第 34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 1條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以下簡稱本校）依照大學法第二十條及本校組織

規程第二十二條之規定，設教師評審委員會。 

第 2條  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分下列三級： 

一、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系、所教評會）。 

二、院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院教評會）。 

三、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校教評會）。 

各學院應訂定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經院務會議通過送校教評會

備查並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各系（所）應訂定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

要點，經系（所）務會議通過送院教評會核備並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第 3條  本校設校、院、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行使依法令應行評審事項，

其組成如下： 

一、校教評會：置委員若干人，除校長、副校長、教務長、各學院院

長為當然委員外，其餘委員由全校專任講師（含）以上票選專任

教授 9 人組成，每張選票最多圈選 5 人，每學院至少當選 2 人，

每系所至多當選 1人，票數相同以公開抽籤決定。 

校教評會委員任一性別人數，若未達委員總數三分之一時，得從

票選委員中，依票數高低順序遞補所缺之性別代表補足。當然委

員於聘期中出缺時，由校長遴選遞補。票選委員於聘期中出缺時，

按前揭票選原則與性別比例規定，依票數高低順序遞補。 

會議由校長召集並主持。校長因事不克出席會議時，由副校長代

理主持；副校長出缺或不克出席會議時，由校長指派 1 名委員代

理主持。票選之委員任期 1 年，連選得連任，惟新任委員尚未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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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完成時，由現任委員繼續執行校教評會職務至新任委員產生

止。 

二、院教評會：置委員 13 至 19 人，除院長及各系（所）主管為當然

委員外，其餘委員由該院票選教授組成，每系所至少當選 1 人，

任期 1年，連選得連任，並得簽請校長選聘校內外學者擔任委員。

會議由院長召集並主持。 

三、系（所）教評會：置委員 7至 15人，除系（所）主管及教授為當

然委員外，其餘委員由該系（所）推選助理教授以上教師組成，任

期 1年，連選得連任，並得簽請校長選聘校內外學者擔任委員。會

議由系（所）主管召集並主持。 

各級教評會之組成，因職務關係而擔任之當然委員人數不得過半。 

休假研究、國外研究（含講學或進修）、全時進修或留職停薪期間之教

師，不得擔任各級教評會委員。 

票選或推選新任委員時，教師若已奉准將於新任委員任期內休假研究、

國外研究（含講學或進修）或全時進修者，有選舉權但無被選舉權。

留職停薪期間之教師，無選舉權且無被選舉權。 

各級教評會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委員因故不克出席時，因職務關係

而擔任之當然委員得由具同級教師資格之職務代理人代理，其餘委員

除因出缺由候補委員遞補外，單次會議因故不能出席時，不得委任他

人出席。 

第 4條  本會審議事項如下： 

一、關於教師之聘任、聘期、續聘、不續聘、停聘、解聘、資遣原因

之認定、違反教師聘約及教師義務之處理等評審事項。 

        二、關於教師升等評審事項。 

        三、關於教師學術研究、教授休假進修及獎懲有關事項。 

        四、其他與教師權益有關事項。 

        五、依相關法令應由本會審議之事項。 

對未獲系（所）教評會決議通過之升等案件，經申訴程序認定有理由

者，院教評會得就原系（所）教評會之重新決議，自為審議處置。原

系（所）教評會在院教評會指定期間內仍未為決議者，院教評會得逕

行審議處置。校教評會對院教評會有此情形者，亦同。 

第 5條  校教評會置執行秘書 1人，由人事室主任兼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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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條  本辦法所評審事宜，須先經由系（所）教評會決議，送院教評會通過，

再送人事室簽請校長提校教評會審議。 

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中心及通識教育中心審議事項及程序由該中心比

照本辦法有關系（所）教評會之規定，進行初審；複審由相關學院教

評會辦理；決審則由校教評會辦理。 

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中心及通識教育中心其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

點應比照系（所）定之，送相關學院教評會核備，並陳請校長核定後

實施。 

第 7條  本會會議不定期舉行，會議時須有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出席始得

開會，出席委員二分之一（含）以上同意方得決議；但升等、解聘、

停聘、不續聘等重大事項之審議，須有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之出

席，出席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同意，始得決議。其有教師法第十

四條第一項第十三款規定之情事，經校教評會議決解聘或不續聘者，

除情節重大者外，應併審酌案件情節，議決一年至四年不得聘任為教

師，並報教育部核准。審議之紀錄，應陳報校長核定後執行。 

第 7條之 1  教師涉有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八款或第九款情形者，所屬聘任

單位應於知悉 3日內，循行政程序專案簽提校教評會。本會應於 3

週內召開會議審議，審議通過後予以停聘，並靜候調查。經調查屬

實者，由本校報教育部核准後，予以解聘。 

第 8條  各級教評會對審查之案件，應經出席委員充分討論，投票採無記名單

記方式進行。但關於教師升等著作之評審，教評會除能提出具有專業

學術依據之具體理由，並經三分之二 (含)以上出席委員之認可，得否

決著作審查結果外，否則即應尊重審查人之判斷。校教評會委員除就

名額、年資、教學成果等因素予以斟酌外，不應對申請人專業學術以

多數決作成決定。 

系（所）及院教評會審議教師資格審查案時，不得低階高審，低階委員就教

師資格審查個案應迴避。 

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辦法另訂之，並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第 9條  教師解聘、停聘及不續聘案如事證明確，而系（所）教評會所做之決議

確有違法令或顯然不當時，院教評會得逕依規定審議變更之。校教評

會對院教評會有此情形者，亦同。 

        因教師紛爭或特殊事故致系（所）教評會不能正常運作者，院教評會得

逕行議決之。校教評會對院教評會有此情形者，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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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0條  各級教評會開會時得視需要邀請有關人員列席報告或說明，評審委員

若為審查事項之本人、配偶或三親等以內之血親、姻親或曾有此親屬

關係、學位論文指導關係者時，應自行迴避；有疑義時，由教評會予

以認定。未自行迴避者，主席得經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委員決議請該委

員迴避。迴避委員不計入該項決議案之出席及決議人數。 

第 11條  校教評會委員不得同時擔任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委員。 

第 12條  本設置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並經校長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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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大學學生申訴評議要點 

102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09.24 

教育部 102年 10月 9日臺教學(二)字第 1020150000號同意核定修正 

一、臺北市立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保障學生學習、生活及受教權益，增進校園和諧，

依大學法第三十三條第四項及本校組織規程第七條規定，成立本校申訴評議委員

會(以下簡稱申評會) ，並訂定本要點。 

二、學生、學生會及其他相關學生自治組織（以下簡稱申訴人）對於本校之懲處、其

他措施或決議，認為違法或不當，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得依本校學生申訴相

關規定，向本校委員會提起申訴；申訴人就同一案件向本校提起申訴，以一次為

限。 

前項學生，係指本校對其處分時，具學籍者;前項學生自治組織，係指本校合法立

案之學生自治團體。 

三、申評會置委員九至十一人，由校長聘任之，委員組成如下: 

(一)教師代表三至五人，由各學院各推薦一人。 

(二)學生代表三人，由學生會、學生議會及研究生代表各推薦一人。 

(三)法律專業人士一人，由社會暨公共事務學系推薦具法律學者專家一名。 

(四)心理諮商專業人士一人，由心理與諮商學系推薦心理學者專家一名。 

(五)教育專業人士一人，由教育學院推薦教育學者專家一名。 

未兼行政職務之教師不得少於委員總數之二分之一；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

三分之一以上。 

擔任學生獎懲委員會之委員或負責學生獎懲決定、調查之人員，不得擔任申評會

委員。 

四、申評會委員均為無給職，任期一學年，連選得連任，其中申評會召集人，由校長

指派。 

五、申訴人對於本校之懲處、其他措施或決議不服者，應於收到或接受相關懲處、措

施或決議之次日起十四日內，以書面向申評會提起申訴。 

申訴人因天災或其他不應歸責於己之事由，致遲誤前項申訴期間者，於其原因消

滅後十日內，得以書面敘明理由向本校委員會申請受理評議。但遲誤申訴期間已

逾一年者，不得為之。 

期限之末日為本校休假日者(不包含寒、暑假) ，以其休假末日之次日起代之。 

六、申訴人應載明下列事項，由申訴人簽名，並檢附相關資料: 

(一)申訴人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身份證字號、住所、聯絡電話、電郵、系

級、年級、學號。 

(二)原處分單位。 

(三)申訴之主旨、事實及理由。 

(四)希望獲得之補救。 

(五)申訴年月日。 

(六)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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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評會認為申訴書不合規定，而其情形可補正者，應通知申訴人於七日內補正。

其補正期間應自評議期間內扣除。 

七、申評會應於收到申訴書之次日起三十日內，完成評議；必要時，得予延長，並通

知申訴人。延長以一次為限，最長不得逾二個月。但涉及退學、開除學籍或類此

處分之申訴案，不得延長。 

八、申訴案有調查或實地了解之必要時，得經申評會決議，推派委員三至五人成立調

查小組調查為之。 

九、委員對申訴案件有利害關係者，應自行迴避;申訴人於申訴開始評議前，得申請對

該案有利害關係之委員迴避。 

十、申訴提起後，於申訴評議書送達前，申訴人得撤回申訴。 

十一、  申訴提起後，申訴人就申訴事件或其牽連之事項，提出訴願或訴訟者，應即

以書面通知本校，由本校轉知申評會。 

        申評會依前項通知或依職權知前項情事時，應停止評議，並通知申訴人；於

停止原因消滅後，經申訴人書面請求，應繼續評議，並以書面通知申訴人。

申訴案件全部或一部之評議決定，以訴願或訴訟之法律關係是否成立為據者，

申評會於訴願或訴訟程序終結前，應停止評議，並以書面通知申訴人；於停

止原因消滅後，應繼續評議，並以書面通知申訴人。退學、開除學籍或類此

處分之申訴案件，不適用前二項規定。 

十二、 申訴案件之評議以不公開為原則。但申訴案件之評議得通知申訴人、原處分

單位之代表及關係人到場說明或陳述意見。 

十三、 申評會之評議、表決、委員個別意見及學生隱私應予保密。 

十四、  就退學、開除學籍或類此處分之申訴案件，於評議決定確定前，本校得依職

權或依學生書面之申請，使學生繼續在本校肄業。 

本校收到前項學生提出之申請者，應徵詢申評會之意見，並衡酌該生生活、

學習狀況，於七日內以書面回覆，並載明學籍相關之權利與義務。 

十五、 依前揭規定在校肄業之學生，本校除不得授給畢業證書外，其他修課、成績

考核、獎懲得比照在校生處理。 

十六、 評議決定書應包括主文、事實、理由等內容。不受理之申訴案件亦應做成評

議書，其內容得不記載事實。 

前項評議決定書並應依第十九條第一項或第二十條規定，記載不服申訴評議

決定之救濟方法。 

十七、 評議決定書應依申評會之組織及隸屬，經校長核定後，送達申訴人及原處分

單位。評議決定書陳校長核定時，應知會原為懲處、措施或決議之單位。原

為懲處、措施或決議之單位認有牴觸法令或窒礙難行者，應於本校申訴相關

規定所定期限內，以書面敘明具體事實及理由，陳報校長，並副知申評會；

校長認為有理由者，得移請申評會再議，並以一次為限。 

十八、 評議決定經核定後，本校應依評議決定執行。 

退學、開除學籍或類此處分之申訴案件，經評議確定維持原處分者，並依下

列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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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修業證明書所載修業截止日期，以原處分日期為準。 

(二) 申訴期間所修習科目學分，得發給學分證明書。 

(三) 役男「離校學生緩徵原因消滅名冊」，於申訴結果確定後三十日內冊

報。 

(四) 退費基準依專科以上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要點第八條及專科以上學

校學雜費收取要點第十五條規定辦理。 

十九、 申訴人就本校所為之行政處分，經向本校提起申訴而不服其決定，得自申訴

評議書送達次日起三十日內，繕具訴願書，檢附本校申訴評議決定書，經本

校向臺北市政府提起訴願。 

本校收到前項訴願書，應儘速附具答辯書，並將必要之關係文件，送交臺北

市政府。 

申訴人就本校所為之行政處分，未經本校申訴程序救濟，逕向臺北市政府提

起訴願者，臺北市政府應將該案件移由本校依學生申訴程序處理。 

二十、 申訴人就本校所為行政處分以外之懲處、其他措施或決議，經向本校提起申

訴而不服其決定，得按其性質依法提起訴訟，請求救濟。 

二十一、 訴願決定或行政訴訟判決撤銷本校原退學、開除學籍或類此處分者，其因特

殊事故無法及時復學時，本校應輔導其復學；對已入營無法復學之役男，本

校應保留其學籍，俟其退伍後，輔導優先復學；復學前之離校期間並得補辦

休學。 

二十二、 學生申訴制度應廣為宣導，使學生了解申訴制度之功能。 

學生因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事件提起申訴，其屬性別平等教育法第二十八條

第二項申請調查之性質者，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相關規定處理。 

二十三、 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報臺北市政府教育局轉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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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學生申訴評議辦法 

85.6.15 本校 8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第一次延會通過  

85.9.6 教育部台(85)訓(一)字第 85515350 號函核定  

85.10.19 本校 8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5.11.19 本校(85)校學字第 18531 號公告發布施行  

95.6.10 本校 9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5.7.21 教育部台訓(二)字第 0950107677 號函核定  

96.1.13 本校 9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6.2.6 教育部台訓(二)字第 0960017549 號函核定  

96.3.24 本校 9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提報  

98.6.13 本校 9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8.7.3 教育部台訓(一)字第 0980111557 號函核定  

99.3.27 本校 9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討論通過  

99.5.4 教育部台訓(一)字第 0990071188 號函核定  

102.3.12 本校第 2753 次行政會議通過  

102.4.23 教育部臺教學(二)字第 1020024475 號函核訂  

104.7.28 本校第 2868 次行政會議通過  

104.8.31 教育部臺教學(二)字第 1040116603 號函核定  

第一章總則 

第一條(法源)  

      為建立學生申訴制度，保障學生學習、生活及受教權益，依大學法第三十三條第四項

及本校組織規程第五十四條規定，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主責單位)  

      學生、學生會及其他相關學生自治組織申訴事件，由學生申訴評議委員 會(以下簡稱

申評會)處理之。 前項委員會之組織、職掌及功能，另定之。  

第二章申訴  

第三條(申訴之資格、理由及身分認定)  

      本校學生對於本校就其有關生活、學習或受教權益所為處分，認有違法 或不當致損害

其權益者，得依本辦法向申評會提出申訴。 學生會及其他相關學生自治組織，不服本

校之懲處或其他措施及決議之 事件者，亦同。  

第一項所稱學生，指學校對其為懲處、其他措施或決議時，具有學籍者。   

第四條(申訴期限)  

      申訴應自處分送達之次日起三十日之內提出之，逾期不受理。 申訴人因不可抗力，致

逾期限未提起申訴者，得於不可抗力終止事由後 十日內向申評會以書面聲明理由，請

求受理。但遲誤申訴期限已逾一年 者，不得為之。 期限之末日為本校之休假日者(不

包括寒、暑假)，以其休假末日之次日代 之。  

第五條(申訴方式)  

      申訴應以申訴書書面向申評會提出。  

第六條(申訴書內容)  

      申訴書應載明下列事項，由申訴人簽名：  

      一、申訴人姓名、年齡、性別、系級、學號、住所及聯絡電話。  

      二、原處分之單位。  

      三、申訴之主旨、事實及理由。 四、年、月、日。  

      五、證據。  

      申評會認為申訴書不合規定，而其情形可補正者，應通知申訴人於七日 內補正。其補

正期間應自評議期間扣除。 

      多位學生共同申訴時，得由申訴人選出三人以下之代理人，並檢附代理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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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評議準備程序)  

      申評會於收到申訴書時，由主席進行準備程序，必要時得由主席邀請具法律或相關背

景委員及學生委員等至少 3 名組成準備小組，進行準備程序。  

      準備程序應審查下列事項：  

      一、申訴之提起是否符合本辦法規定。  

      二、確認申訴爭議標的、事實及理由。  

      三、列席評議會議之關係人選。  

      四、繕具申訴書副本送原處分單位，必要時連同關係人，由其答復申訴 之內容。  

      五、安排準備評議之其他相關事項。  

      申訴人及原處分單位均得提出關係人建議人選。  

      準備程序所為之準備事項，應列明書面記錄，並交由申評會幹事承辦其中所列相關事

項。其結果送交原處分單位及申訴人。  

      準備小組會議決議不受理案件，本會得經三分之二以上委員以通訊表決，且經全體委

員過半數同意決議不受理者，本會作成不受理決定。  

第八條(原處分單位之義務)  

      原處分單位應自收到申訴書副本之次日起十日內附具原處分書、對申訴 之答復及相關

文件，送交申評會及申訴人。 

      原處分單位認申訴有理由者，得自行撤銷或變更原處分，並知會申評會。 原處分單位

逾越法定期間而不提出答復及相關文件者，申評會得逕為決定。  

第九條(申訴撤回)  

      申訴人於申訴評議決定書送達前，得撤回申訴之全部或部分；申訴經撤 回後，就同一

事實不得再提出申訴。  

第九條之一(一事不再理)  

      學生、學生會或其他相關學生自治組織等就同一事件提出申訴者，以一 次為原則。  

第十條(申訴資格不符或逾期) 申訴不符合第三條或第四條規定者，申評會應以書面駁回之，

並得建議處理方式。  

第十條之一(通知當事人)  

      申評會於評議開始前得通知申訴人、原處分單位及關係人得到會說明。  

第三章評議  

第十一條(評議時限)  

      申評會於收到申訴書之次日起，應於三十日內完成評議，必要時得予延長，並通知申

訴人，延長以一次為限，最長不得逾二月。但涉及退學、 開除學籍或類似處分之申訴

案，不得延長。 

第十一條之一(調查小組)  

      申評會得決議成立調查小組調查之。調查小組以申評會委員三人至五人 為原則。  

第十二條(評議方式)  

      評議應秉持中立並採不公開原則。 評議之進行，應先認定該申訴之提起是否符合本辦

法規定。 評議結論包括申訴成立或駁回之理由，應經本會全體委員過半數同意。 相

關各造經合法通知，無正當理由，不於規定之期間內提出答復、準時 到會或詳細說明

者，申評會得衡酌全盤之資料及相關之證據後，逕為決 定。  

第十三條(保密義務)  

      申評會之評議、表決及委員個別意見，應予保密。  

第十三條之一(在校肄業之申請)  

      就退學、開除學籍或類似處分之申訴案件，於評議決定確定前，本校相 關權責單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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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申訴人書面之申請，使其繼續在本校肄業。  

      本校相關權責單位收到前項申訴人提出之申請後，應徵詢本申訴評議委員會之意見，

並衡酌該申請者生活、學習狀況，於七日內以書面回覆該 申請者，並載明學籍相關之

權利義務。  

      依前二項規定在校肄業之學生，本校除不得授給畢業證書外，其他修課、成績考核、

獎懲得比照在校生處理。  

第十四條(評議決定書內容)  

      評議決定書，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申訴人姓名、年齡、性別、系級、學號、住所及聯絡電話。  

      二、原處分之單位。  

      三、主文、事實及理由。  

      四、評議決定單位。  

      五、年、月、日。  

      不受理之申訴案件亦應作成評議決定書，其內容得不記載事實。  

      前二項評議決定書並應依本辦法第十六條第一項或第三項規定，記載不服申訴評議決

定之救濟方法。  

第十五條(評議效力)  

      申評會作成評議決定書，經委員會確認，送請校長核定後，送達申訴人 及原處分單位。  

      原處分單位認為有與法規牴觸或事實上窒礙難行者，應自收到評議決定 書[副本]之次

日起十日內，列舉具體事實及理由陳報校長申請再議，並副知申評會。但再議以一次

為限。  

      校長認為再議申請書有補充資料之必要者，得要求原處分單位於三日內提供。  

      校長未於規定期間內收到原處分單位之補充資料，或收到後認無理由再 議，得逕行駁

回再議申請。  

      校長接獲再議申請書後，如認為有再議之必要時，應於十日內移請申評 會再議。申評

會於接獲校長再議之裁示時，應通知再議申請人及申訴人，開始再議程序。  

      申評會再議之程序，準用本辦法第十一條至第十四條規定。  

      評議書經完成行政程序後，學校應即採行。  

      退學之申訴，經評議確定維持原處分者，其修業、學籍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修業證明書所載修業截止日期以原處分日期為準。  

      二、申訴期間所修習科目學分，得發給學分證明書。  

      退學或開除學籍之申訴，經評議確定維持原處分者，其兵役、退費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役男「離校學生緩征原因消滅名冊」於申訴結果確定後三十日內冊報。  

      二、退費基準依專科以上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辦法第八條及專科以上學 校學雜費收取

辦法第十五條規定辦理。  

第四章訴願  

第十六條(訴願與訴訟)  

      申訴人遭受本校所為之行政處分，經向本校申評會提起申訴而不服其決 定，得自申訴

評議決定書送達次日起三十日內，繕具訴願書，檢附本校 申訴評議決定書，依法向教

育部提起訴願。 本校收到前項訴願書，應儘速附具答辯書，並將必要之關係文件，送

交教育部。 

      申訴人就本校所為之行政處分，未經本校申訴程序救濟，逕向教育部提出訴願者，教

育部將該訴願案移回本校時，本校應依本辦法規定處理。申訴人就本校所為行政處分

以外之懲處、其他措施或決議，經向本校提起申訴而不服其決定者，得按其性質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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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訴訟，請求救濟。  

第十七條(復學處理)  

      因訴願或行政訴訟獲救濟之輔導或處理程序如下：  

      一、依訴願決定或行政訴訟判決另為處分並同意學生復學者，其因特殊 事故不能及時

復學時，本校應輔導其復學；因已入營而不能復學之役男， 學校應保留其學籍，

俟其退伍後，輔導優先復學；復學前之離校期間並 得補辦休學。  

      二、依訴願決定或行政訴訟判決另為處分並同意學生復學者，應依本校 規定完成撤銷

退學程序。  

第十八條(訴訟效力)  

      在申訴程序進行中，申訴人或關係人，就申訴事件或其相牽連事項提出 訴願或訴訟者，

應即以書面通知申評會。  

      申評會於接獲通知後，應停止評議，並通知申訴人；於停止原因消滅後， 經申訴人書

面請求，應繼續評議，並以書面通知申訴人。  

      申訴案件全部或一部之評議決定，以訴願或訴訟之法律關係是否成立為 據者，申評會

於訴願或訴訟程序終結前，應停止評議，並以書面通知申 訴人；於停止原因消滅後，

應繼續評議，並以書面通知申訴人。  

      退學、開除學籍或類似處分之申訴案件，不適用前三項規定。  

第五章附則  

第十九條(性別平等申訴)  

      申訴人因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提起申訴，其屬性別平等教育法第二十八

條第二項規定申請調查之性質者，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相關 規定處理。  

第二十條(施行日期)  

      本辦法經學生輔導委員會議、行政會議通過，報請教育部核定後，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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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辦法 

86.1.11 本校 8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通過  

86.3.19 教育部台(86)訓一字第 862853 號函核定  

86.6.7 本校 8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5.25 本校 89 學年度學生輔導委員會第 12 次會議修正通過  

91.1.5 本校 9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通過  

91.2.4 教育部台(91)訓一字第 91014797 號函核定  

95.6.1 本校 9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5.7.21 教育部台訓(二)字第 0950107677 號函核定  

96.6.16 本校 9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討論通過 

98.6.13 本校 9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6.8 本校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備查  

104.6.16 本校第 38 次學生輔導委員會修正通過  

104.10.17 本校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備查  

第一條 本校為建立學生正常之申訴管道，以保障學生權益，增進校園和諧，特依本校組織規

程第五十五條之規定，設置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二條 本會職掌下列事項：  

       一、本校學生對於本校就其有關生活、學習與受教權益所為處分，認為違法或不當致

損害其權益而提起之申訴案件。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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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而提

起之申訴案件。  

       三、本校學生申訴評議辦法第十五條規定之再議案件。  

第三條 本會置委員 13-17 人，由校長自教師、職工、學生遴聘組成。其中未兼 行政職務者

不得少於總額之二分之一。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  

       教師代表需具助理教授以上資格。學生代表為學生會、學代會及研究生協會代表各一

人。  

       本會應有法律、教育、心理學者或相關領域專家擔任委員。擔任學生獎懲委員會之委

員或負責學生獎懲決定、調查之人員，不得擔任本會委員。  

       委員任期兩年，每年改聘半數，連選得連任。  

       委員因故不能擔任職務者，由本會主席薦請校長改聘之，任期至原任期屆滿之日為

止。  

       各遴聘委員所屬學院或單位，由校長另聘候補委員一名。  

       候補委員名額與本會委員同。  

第四條 本會置幹事一人，由校長就本校具備法律專業之行政人員優先調兼之，負責申訴書之

收件，並依本校學生申訴評議辦法第七條規定之決定，配合完成相關事項之準備。  

第五條 主席由委員互選，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一次。  

第六條 本會會議視需要，由主席召開之。  

第七條 本會開會應有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除評議結論及評議決定書之確認應經本會全體

委員過半數同意外，其餘事項之決議，以出席委員過半數行之。  

       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如需請假，應由各該學院或單位之候補委員代理出席會議，其

他人不得代理。  

第八條 本會成員就該申訴案件為申訴人、關係人或直接參與申訴案件之裁決者，應行迴避。

申訴人或原處分單位認為本會成員有迴避之必要時，得敘明事實及理由，向本會申請

該委員迴避。  

       前項委員應否迴避，由本會決議之。  

第九條 本辦法經學生輔導委員會議通過後，自發布日施行，並送校務會議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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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學生申訴處理辦法 

   95.6.16 本校 94學年度第 2學期校務會議通過 
                        95.7.6教育部台訓（二）字第 0950099604號函同意核定 
                             97.1.11 本校 96學年度第 1學期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7.1.23教育部台訓（二）字第 0970011553號函同意核定 
                             98.1.9 本校 97學年度第 1學期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8.1.20教育部台訓（二）字第 0980009279號函同意核定 

101.1.6本校 100學年度第 1學期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2.21教育部台訓（一）字第 1010027508號函修正核定 

第一條 為保障學生學習、生活與受教權益，增進校園和諧，依據大學法第 33 條第 4 項、

教育部 100.6.8 臺訓（一）字第 1000068208C 號函訂定之大學及專科學校學生申訴

案處理原則及本校組織規程第 31條之規定，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學生、學生自治會及其他相關學生自治組織（以下簡稱申訴人）對於學校之懲處、

其他措施或決議，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得依本辦法之規定，

向本校提起申訴。 

前項所稱學生，指本校對其為懲處、其他措施或決議時，具有學籍者。  

第三條 本校為處理申訴人所提申訴案件，應成立「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以下簡稱申評

會），評議申訴案件。 

前項申評會，由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組長為申評會執行秘書，負責相關行

政作業。並於學生輔導中心設置專線協助輔導。  

第四條 申評會之組成，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置委員十七人，由校長遴聘之，其中應有本校學生自治會代表擔任委員；未

兼行政職務之教師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之二分之一；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

分之一以上。 

二、應有法律、教育、心理學者專家擔任。 

三、擔任學生事務會議之代表或負責學生獎懲決定、調查之人員，不得擔任申評

會委員。  

第五條 依前條規定，申評會委員由下列人員組成之： 

一、未兼行政職務教師代表 11 人： 

由各學院推薦教師代表 2 人（男女各 1 人），通識教育中心及師資培育中心共同推

薦教師代表 1 人。 

二、法律專業人士 1 人：由本校法律顧問擔任。 

三、教育專業人士 1 人：由教育學系推薦。 

四、心理諮商專業人士 1 人：由輔導與諮商研究所推薦。 

五、職員代表 1 人：由本校職員同仁推選。 

六、學生自治會代表 2 人：由學生自治會推薦 (男女各 1 人)。 

就申訴案之性質，得聘請有關之學者專家列席會議，提供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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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申評會委員為無給職。任期中委員辭職或出缺，由原推薦單位重新推薦之。 

校外委員得支給出席費及交通費。  

第七條 申評會主席由委員互選，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主席為會議召集人。  

第八條 申評會開會應有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始得開議；評議決定書之決定，應有出席

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其他事項之決議，以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行之。 

委員因故不能出席會議時，不得委託代理。  

第九條 申訴人於案件開始評議前，得申請對該案有利害關係之委員迴避之。委員對申訴

案件自認有利害關係時，亦得申請迴避。申請同意與否，由申評會主席決定之。 

第十條 申訴人就同一案件向本校提起申訴，以一次為原則。  

第十一條 學生、學生自治會及其他相關學生自治組織對於學校之懲處、其他措施或決議不

服者，應於收到或接受相關懲處、措施或決議之次日起三十日內，以書面向申評

會提起申訴。 

申訴書應提列具體事實，並檢附相關資料。 

申訴人因天災或其他不可歸責於己之事由，致遲誤前項申訴期間者，於其原因消

滅後十日內，得以書面敘明理由向申評會申請受理評議。但遲誤申訴期間已逾一

年者，不得為之。 

第十二條 本校應於收到申訴書之次日起三十日內完成評議；必要時，得予延長，並通知申

訴人。延長以一次為限，最長不得逾二個月。但涉及退學、開除學籍或類此處分

之申訴案，不得延長。 

申評會認為申訴書不合規定，而其情形可補正者，應通知申訴人於七日內補正。

其補正期間應自評議期間內扣除。  

第十三條 本校處理申訴案件時，得經申評會決議，成立調查小組調查之。調查小組以三至

五人為原則為之。  

第十四條 
申訴提起後，於申訴評議書送達前，申訴人得撤回申訴。  

第十五條 申訴提起後，申訴人就申訴事件或其牽連之事項，提出訴願或訴訟者，應即以書

面通知本校，由本校轉知申評會。 

申評會依前項通知或依職權知前項情事時，應停止評議，並通知申訴人；於停止

原因消滅後，經申訴人書面請求，應繼續評議，並以書面通知申訴人。申訴案件

全部或一部之評議決定，以訴願或訴訟之法律關係是否成立為據者，申評會於訴

願或訴訟程序終結前，應停止評議，並以書面通知申訴人；於停止原因消滅後，

應繼續評議，並以書面通知申訴人。 

退學、開除學籍或類此處分之申訴案件，不適用前二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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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條 申訴案件之評議以不公開為原則。 

申訴案件之評議得通知申訴人、原單位之代表及關係人到會說明或陳述意見。  

第十七條 申評會之評議、表決及委員個別意見，應予保密。 

涉及學生隱私之申訴案件，申訴人基本資料應予以保密，必要時予以輔導。  

第十八條 就退學、開除學籍或類此處分之申訴案件，於評議決定確定前，本校得依職權或

依學生書面之申請，使學生繼續在學校肄業。本校收到前項學生提出之申請者，

應徵詢申訴案件處理單位之意見，並衡酌該生生活、學習狀況，於七日內以書面

回覆，並載明學籍相關之權利與義務。  

第十九條 依前條規定在校肄業之學生，本校除不得授給畢業證書外，其他修課、成績考核、

獎懲得比照在校生處理。  

第二十條 評議決定書應包括主文、事實、理由等內容。不受理之申訴案件亦應做成評議書，

其內容得不記載事實。 

前項評議決定書並應依第 23條第 1項或第 24條規定，記載不服申訴評議決定之

救濟方法。  

第二十一條 評議決定書應依申評會之組織及隸屬，經校長核定後，送達申訴人。 

評議決定書陳校長核定時，應知會原為懲處、措施或決議之單位。原為懲處、措

施或決議之單位認有牴觸法令或窒礙難行者，應於七日內，以書面敘明具體事實

及理由，陳報校長，並副知申評會；校長認為有理由者，得移請申評會再議，並

以一次為限。  

第二十二條 評議決定經核定後，本校應依評議決定執行。 

退學、開除學籍或類此處分之申訴案件，經評議確定維持原處分者，並依下列規

定辦理： 

一、修業證明書所載修業截止日期，以原處分日期為準。 

二、申訴期間所修習科目學分，得發給學分證明書。 

三、役男「離校學生緩征原因消滅名冊」，於申訴結果確定後三十日內冊報。 

四、退費基準依專科以上學校向學生收取費用辦法第 8 條及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

收取辦法第 15 條之規定辦理。  

第二十三條 申訴人就本校所為之行政處分，經向本校提起申訴而不服其決定者，得自申訴評

議書送達次日起三十日內，繕具訴願書，檢附本校申訴評議決定書，經本校向教

育部提起訴願。 

本校收到前項訴願書，應儘速附具答辯書，並將必要之關係文件，送交教育部。 

申訴人就學校所為之行政處分，未經本校申訴程序救濟，逕向教育部提出訴願者，

教育部應將該案件移由本校依學生申訴程序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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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條 申訴人就本校所為行政處分以外之懲處、其他措施或決議，經向本校提起申訴而

不服其決定，得按其性質依法提起訴訟，請求救濟。  

第二十五條 訴願決定或行政訴訟判決撤銷本校原退學、開除學籍或類此處分者，其因特殊事

故無法及時復學時，本校應輔導其復學；對已入營無法復學之役男，本校應保留

其學籍，俟其退伍後，輔導優先復學；復學前之離校期間並得補辦休學。  

第二十六條 學生申訴制度應列入學生手冊或於學校網頁，廣為宣導，使學生了解申訴制度之

功能。 

學生因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提起申訴，其屬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28條

第 2項申請調查之性質者，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相關規定處理。 

第二十七條 
申評會之經費，由學生事務處編列預算支應。  

第二十八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及校務會議通過，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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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編號：7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第 36次校務會議提案單 

案由 擬新訂本校105年財務規劃報告書，提請 討論。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於104年10月6日來函「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

管理及監督辦法」104年9月3日發布後之相關注意事項辦

理，按第一點第五項「有關105年度財務規劃報告書及校

務基金績效報告書報部及公開期程如下：1、考量各校實

務運作需求及校務會議召開期程，有關105年度財務規劃

報告書，展延至105年4月30日前報本部備查」。 

二、因考量本校實務運作及校務會議召開期程，擬展延至105

年5月30日前報部，教育部已同意展延至105年5月30日前

報部備查。 

三、本案業經4月21日104學年度第2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

修正通過。 

四、檢附本校 105年財務規劃報告書乙份（如附件）。 

辦法 本案經校務會議討論通過後，報教育部備查。  

決議 照案通過。 

提案單位：秘書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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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財務規劃報告書 

 （105 年度） 

 

 

 

 

 

 

 

中華民國 105 年 04 月 

(105 年 4 月 21 日第 2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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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教育績效目標 

    本校以中長程發展計畫為基礎，擬訂年度財務規劃報告書，現行 104-108 年

度中長程計畫緊密連結「教師專業發展分軌」，並重學術研究、體育成就、藝術

展演、技術應用及教學實務五種專業發展途徑；「學生人才培育分軌」，採課程分

流制度，區隔學術與實務取向課程，以落實北教大專業人才培育之精神，全面拓

展師資培育、教育研究、數位科技、教育文化產業、藝文設計、文化創意等六大

專業人才，並整合本校各項發展需求，引領校務發展，開創北教大永續發展新局，

計畫架構圖如圖 1。 

本校教育績效目標是以校務發展中長程計畫之十大發展總目標為立基，以下

茲就每一發展總目標之「現況」、「目標」、「策略」、「行動方案」分別論述之，每

一發展總目標亦須由本校各學術暨行政單位內合作以及單位間橫向協調，方能成

就。 

 

圖 1 校務發展中長程計畫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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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穩健發展、邁向合併－推動穩健發展之兩校合併 

本校與臺灣大學協商合併，有將近 20 年的基礎，持續與臺大交流合作，建

立多元溝通管道，達成本校與臺大合併之目標；並依 104 年 6 月 17 日教育部臺

教高(三)字第 1040094981 號來函「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與國立臺灣大學合併會談

紀錄」，進行滾動式調整修正： 

1. 過去兩年間，兩校相關主管密集溝通交流達 20 多次，為推動學校合併所

作努力，教育部給予高度肯定，兩校整合成果如下： 

(1) 各學院與學系達成有關整合兩學院及系所歸屬之意向，部分同名系

所提供更名選項。 

(2) 進行院級教評會代表聘請、通識課程互選、共同辦理海外研修活動、

大學部與研究所課程互選互免學分費等實質合作。 

2. 兩校推動合併過程中，基於臺大部分系所對合併之疑慮仍需克服，建議兩

校共同組成工作小組，就合併前相關疑慮及未來合作事項進行討論，以確

認相關障礙能否排除。 

3. 考量兩校合併案已討論多年，社會對合併案是否推動亦持續關注，爰請兩

校就合併議題共同研商，於 105 學年度內提報校務會議討論確認合併意願，

讓合併案是否推動能早日決定。 

(一) 目標 

本校與臺大兩校校務會議分別通過兩校合併案報部，陳報行政院核定執

行，以達成本校與臺大合併之任務。 

(二) 策略 

以兩校合併不整併之形式辦理，維持本校現有行政組織與人事運作。合

併後，本校名稱冠以「臺灣大學北師校區」就地發展。 

(三) 行動方案 

1. 溝通與交流 

(1) 兩校之間以兩校副校長做為溝通窗口，兩校內溝通則分別由兩校

之副校長充分與行政單位、院、系所以及學生團體，進行面對面

座談，聽取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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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成立跨校工作小組。「課程與教學交流合作小組」成員建議為兩校

教務處；資訊系所交流合作小組成員建議為臺大電資學院長、資

訊工程學系主任，以及本校理學院長、資訊科學系主任；人文藝

術系所交流合作小組成員建議為臺大文學院長、音樂學研究所長、

戲劇學系主任，以及本校人文藝術學院長、音樂學系主任、藝術

與設計造形學系主任，就合併前相關疑慮及未來合作事項進行討

論，以確認相關障礙能否排除。 

(3) 本校持續每學期於全校教師座談會、校務會議與行政會議進行報

告。另召集「推動與臺大合作發展協商委員會」，研議本校與臺大

合併議題與方向，自 102 學年度起，本委員會聘請臺大張慶瑞副

校長擔任諮詢委員，與本委員會成員直接溝通與協調。 

(4) 召集「推動與臺大合作發展協商委員會工作小組」，就合併工作項

目，進行分工與執行，並擲交「推動與臺大合作發展協商委員會」

討論與報告，促進兩校在行政上與學院之間的實質合作與交流。 

(5) 積極與校友持續溝通，建請校友會理監事會議、會員代表大會未

來邀請本校學院院長暨系所主管列席與會。 

2. 行政、院系所單位盤點 

(1) 行政單位制度、規章、系統與相關法規融合，逐步趨向與臺大一

致。涉及教師、行政同仁與學生權益，需經由溝通取得共識。 

(2) 學院架構擬以「藝術與設計學院」與「教育學院/教育與發展學院」

兩學院方式發展，徵詢本校各系所意願及其屬性，分置於兩學院

下。 

(3) 本校與臺大性質相近之系所，為明顯區隔以利招生，名稱研議調

整，如：臺灣文化研究所調整為臺灣文化教育研究所；資訊科學

系可調整為應用科技與媒體（設計）學系、網路與多媒體（設計）

學系、雲端科技（設計）學系、互動科技與多媒體（設計）學系

或生活科技運用（設計）學系；數位科技設計學系可調整為玩具

與遊戲設計學系、娛樂科技設計學系、娛樂工程與互動設計學系、

娛樂互動設計學系或互動娛樂設計學系。 



 

210 
 

3. 學術交流與課程合作 

(1) 本校各級相關委員會，如：院、系教評會、課程委員會、通識教

育質詢委員會、通識教育委員、學術發展委員會等邀請臺大師長

代表加入。 

(2) 除通識課程選修名額，每年採協定式逐步開放外，兩校大學部與

研究所課程跨校選修不限名額、不限課程，互免學分費。 

(3) 與臺大國際處合作，開放臺大海外研修團，將名額讓本校學生申

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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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專業創新、優化教學－深化傳承創新之教學專業 

本校設有 18 個系所，兼具傳承與創新。部分系所持續培育師資人才，部分

系所則轉型為培育具創新且滿足新興市場需求之新型人才。在「以教學為主軸特

色」的優勢下，為了追求專業創新與優化教學，期透過全面盤整相關法規，並加

以修整改善，發展健全的教師專業發展制度，藉由降低授課時數、研究減授鐘點、

創新評量問卷等制度，強化教師增能機制。此外，發展客製化專業支持系統，為

本校教師依個人差異性需求量身打造具支持性之教學發展及專業成長之服務，提

供教師更豐富與完整之獎勵與補助資源，經由薪傳制度、教學助理、知識管理、

校外研習、公開授課、專業社群、各類計畫等來支持本項發展總目標之達成。 

(一) 目標 

1. 預計 104 年完善新薪相繫優化教學內涵，持續精進新進教師教學專業 

為協助新進教師及早瞭解學校，104 學年度新進教師研習會除介紹

本校典章制度及教學資源外，亦安排教師薪傳座談會及相關專題分享，

同時，透過研習手冊、教師資源綜覽及給新進教師的一封信，使其能更

快速掌握精進教學專業的資訊與資源。 

2. 預計 105 年完善學生學習成果導向問卷及教學歷程導向問卷 

  104-105 年將根據實施結果及教師意見，持續修訂改善問卷內容、

系統功能以及實施流程。 

3. 預計 108 年全面落實客製化教師專業發展支持系統 

  落實客製化教師專業發展支持系統，為本校教師依個人差異性需求

量身打造具支持性之教學發展及專業成長之服務，提供教師更豐富與完

整之獎勵與補助資源，經由薪傳制度、教學助理、知識管理、校外研習、

公開授課、專業社群、各類計畫等予以支持。 

(二) 策略 

4. 持續修訂學生學習成果導向問卷及教學歷程導向問卷 

學生學習成果導向問卷將根據實施結果及教師意見，持續修訂改善。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之問卷內容將新增一題，並於第三部分之質化內容

新增有關性別平等之敘述；系統部分將分為教師端、學生端以及行政端

進行測試、改善與確認，進行信效度分析。於確認無誤後委請廠商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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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操作手冊，以使教職員便於操作；教學歷程導向問卷則將依據學習

目標、教師教學方式、學習方法、學習評量方式以及學習結果之運用等

予以編修。 

5. 辦理新進教師精緻研習 

  除按往例介紹本校之典章制度及教學資源、各學院榮獲教學優良之

教師進行分組經驗交流外，再納入「以學習者為中心」之分組合作學習，

適應不同學生程度之區分化教學，以及數位融入教學，以提升新進教師

之教學能量。 

6. 薪傳教師諮詢擴大服務 

  本校已實施薪傳教師諮詢服務多年，成效頗佳。在此基礎上，本校

為鼓勵教師採用教師升等新制，將薪傳教師諮詢擴大服務，即提供升等

教師亦可申請薪傳教師以專業偕行，協助其專業發展過程更加順利。 

7. 教學觀課系統化 

  每一位新進教師至本校二年內均要接受二次的觀課，本校將依新進

教師及薪傳教師於課前討論重點之後才進行觀課，並於觀課後進行回饋

與討論，觀課內容則依各系的需求量身訂做，同時提供校級的觀課表格

供各系參考。 

8. 創新教學法進行一條龍的推廣、研討與培訓 

  本校擬針對有助於學習者中心，促使學習積極主動學習的重要教學

法（包括小組合作學習、差異化教學、實習課程的教學、專題導向課程

的學習）進行大量專題演講的推廣，繼之教學法工作，教學法教師成長

社群，然後進行認證，最後選拔可以擔任創新教學法的講師，這種一條

龍式的培訓與認證機制，將可以讓全面教師受益。 

9.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 

  鼓勵本校同一系、所或跨院、系、所專任教師 5 人以上共同組成專

業學習社群，以群體研討活動方式，激發教師課程研發、教學精進，增

進教師同儕專業知能成長，建構學校成為一個學習型組織。此外，為鼓

勵教師採教師升等新制，將推動升等教師專屬社群，以進行「小團體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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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諮詢」，使其充分了解升等新制的各項規定，並邀請已成功以新制升

等之校外教授分享。 

10. 補助校外專業研習或證照 

  學校舉辦之一般共通性研習活動，並無法充分滿足個別教師專業需

求，因此，專任教師可提出申請參與校外專業團體或機構舉辦之專業培

訓活動，經審查後提供經費補助。 

11. 開創公開授課典範傳承 

  邀請教學優良獲獎教師公開授課，事前提供教學計劃與參考資料，

並開放互動討論，以收北教大典範傳承之效。 

(三) 行動方案 

12. 請教務處、進修推廣處、計算機與網路中心協助改善問卷 

  邀請教務處、進修推廣處、計算機與網路中心協助提供改善問卷之

建議，同時，針對系統功能及操作流程亦協助測試、改善與確認。 

13. 請各系所／單位協助所屬教師勾選問卷題目 

  學生學習成果導向問卷中，有 20 題為多元組合勾選題，教師可依

據課程預期學生達成之專業能力和軟實力學習成果進行勾選，並由電腦

系統自行進行組合與編輯。請各系所／單位協助所屬教師進行問卷題目

勾選事宜。 

14. 彙整並定期更新「教師資源綜覽」 

  為提供教師豐富與完整之「獎勵補助」及「教學協助」資源，並使

其能瞭解並運用以提升教學能量，本校透過彙整並定期更新「教師資源

綜覽」，使教師一次綜覽本校有關教學、研究、服務與輔導、評鑑、升

等之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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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無所不在、未來學習－融合人文科技之數位教育 

為提升學生之就業競爭力，將善用高互動教室，強化開放式課程、數位課程

及核心能力檢核機制。 

(一) 目標 

1. 逐年提升高互動教室使用率 

    本校有分組教室一間，未來教室一間，103 年再增建 4 間高互動教

室，達成每一學院均設置高互動教室的目標。104 年起希望提高高互動

教室之使用率達 50%以上，105-108 年且持續維持高使用率，並以高應

用層次的方式使用，使得教師、學生、科技三者相輔相成，共同建構出

更流暢的互動教學模式，教師角色從教導者成為促進者；學生角色則由

被動學習者轉為主動參與者，達到良好的教學效果。學生熟悉相關的教

學模式及教學設備後，對於在學期間至中小學參觀、實習，有相輔相成

的效果；畢業後參加教師甄試及適應實際教學現場亦有相對的優勢。 

2. 建置整合式行動學習網 

  本校將於 105 年建置課業輔導 APP，讓學生能以各種行動載具，與

同學及教師進行互動。另外也將協助各學院建置數位專業補救課程，以

課程錄影方式，將上課內容上傳至「雲端教材共享平臺」，採非同步教

學模式，提供學習進度落後學生再學習的補救機會。最後將整合校內外

行動學習資源，讓本校學生可以有效進行行動學習與全方位學習。 

(1) 課業輔導系統 APP 

  讓學生能以小組的方式進行合作學習，透過專門設計的教學

環境，及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模式，輔以電腦及其他設備，將過

去不易呈現和理解之抽象概念呈現出來，同時促進團隊合作式學

習，提升學生學習動機與課堂活動參與的程度，增進教學效率與

學習效果。教師可於教學中涵蓋授課、問答、小組討論、演習與

實驗活動，透過電腦播放影片，進一步藉由學生自行操作多媒體

動態模擬實驗，來強化學習理解與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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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數位補救課程 

  本校教學發展中心實施「課業精進夥伴」制度行之多年，近

年來許多課程教材皆已數位化，為使學生可於任何時間、任何地

點反覆學習，因此鼓勵各學院建置數位專業補救課程，以課程錄

影方式，將上課內容上傳至「雲端教材共享平臺」，採非同步教學

模式，提供學習進度落後學生再學習的補救機會。 

(3) 教與學 APPs 大市集 

  從「教師」及「學生」兩個層面，整合國內外有關大學教學

及學習的各類 APP 資源，就不同平臺（Android、iOS、Win App）

進行分類整理，並提供簡介與使用說明。 

(二) 策略 

1. 在硬體方面提高高互動教室的使用效率 

(1) 支援高互動教室設備之維護。 

(2) 逐年檢討高互動教室之使用狀況並進行改善。 

2. 配合「整合式行動學習網｣之建置，提高高互動教室的應用層次 

(1) 教師可透過整合式行動學習網進行翻轉教學。 

(2) 學生透過整合式行動學習網配合高互動教室空間，提升學生學習

動機與課堂活動參與的程度。 

(三) 行動方案 

1. 配合各學院專業領域提高高互動教室之使用效率 

(1) 每年編列設備維護相關預算。 

(2) 隨時配合各高互動教室報修情形進行設備維護修整。 

(3) 逐年調查了解各高互動教室之使用狀況，徵詢相關建議並設法滿

足改善，提高教師使用意願及教室使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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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置｢整合式行動學習網｣ 

(1) 課業輔導系統 APP 

課業輔導系統 APP 讓學生能以各種行動載具，與同學及教師

進行互動，此外計網中心於民國 104 年起將陸續完成建置全校含

宿舍之無線網路佈建與大容量網路教材儲存平臺等前置基礎建設，

教師將可透過數位平臺進行線上測驗或是上傳各種翻轉學習的影

音教材，學生亦可透過課業輔導系統 APP 進行無所不在的數位學

習。 

(2) 數位補救課程 

為使學生可達到無所不在的學習，教學發展中心於 104 年起規

劃補助各學院建置數位專業補救課程，以課程錄影方式，將上課

內容上傳至「雲端教材共享平臺」，採非同步教學模式，提供學習

進度落後學生再學習的補救機會。 

(3) 教與學 APPs 大市集 

教學發展中心自 104 年起蒐集並篩選各種未來雲端應用及大

學教與學科技所需之 APPs 及網路資源，分類為不同平臺（Android、

iOS、Win App），提供簡介與使用說明，發行學習電子報與網誌，

教師可運用 Apps 大市集平臺進行教學影片錄製與分享，同時邀

請教學科技大師及本校教師進行教學科技 Apps 教學經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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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產學鏈結、特色品牌－強化產學鏈結之發展機制 

為提升學生就業競爭力，從大一新生第一哩到大四畢業最後一哩，各有其發

展重點：「生涯探索」、「職涯輔導」、「就業輔導」與「創業協助」。然而，

無論是「就業」或自行「創業」，均應導入「創新」與「創意」，提高學生「專

業高附加價值」，使其在就業職場中脫穎而出，或更一進步積極創業。因此強化

產學鏈結、發展特色品牌是打開通往「學」、｢用」合一的最後一哩路，協助本

校師生從創意發想到創業實踐，將創意變生意，追求生涯的自我實現，是本目標

的最終關懷。 

 (一)目標 

為達成產學鏈結、特色品牌的願景，本期中長程計畫擬定下列目標： 

1. 深化學分學程內涵，鼓勵與專業證照結合，並與產業鏈結。 

2. 各學院實施課程分流，規劃跨領域課程學習及產學合作。 

3. 各系所皆開設產學合作課程。 

4. 強化產學鏈結，落實產學媒合機制。 

5. 推展校園創新創業風氣。 

(二)策略 

1. 專精系所課程分流 

以本校獲得 102 學年度「教育部補助大學校院推動課程分流計畫」

之補助為推動本校課程分流之前導，鼓勵其他學院及學系未來參與課程

分流計畫。 

2. 跨領域課程 

(1) 教育學院課程分流計畫中，規劃教育專業學院全院性課程分流，

由學院主導深化與開拓跨領域學群專業人才課程，審慎檢視實務

性與理論性課程之配當，並建置校內外實作或實習課程之設計與

落實機制。 

(2) 推動現有學程建立與產業界合作交流之產學實習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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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各系所強化產學鏈結 

(1) 補助各系所開設專業實習課程之相關費用，以鼓勵開課。 

(2) 發展符合產學需求的實務課程，強化產學互動、就業力的培育，

以及產業實務的教學，作為本校轉型必要的重點，亦為各系所努

力之方向。 

例如：心理與諮商學系：近年社會趨勢顯現司法、醫療與企業組織

亟需心理諮商的專業支援與介入，是以計畫在該碩士班紮實的理論課程

基礎，特別針對實務課程再精緻化，建構「情緒與衡鑑」、「家庭伴侶諮

商」、「性別意識」、「生涯與實務」四種跨課程領域的學群，進行多元職

場的拓展。除了深化實務課程以深植研究生諮商技術與能力，增進專業

證照之取得之外；更將強化實務課程與司法、醫療與企業組織接軌，拓

展實務課程融入各類專業領域脈絡，以提升諮商專業應用的遷移學習。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自成立以來，致力於進行產官學界的協作，

保持與教育行政機關、中小學、文教機構、非營利組織及一般企業良好

的互動，建立平等互惠的夥伴關係。未來將運用多元策略促進教師、學

生和產官學界的交流與合作，提供教師與學生接觸實務的機會，厚植實

務經驗，並能將參與及協作成果回饋給產官學界，以達到共贏共榮的目

標。此外，未來有待規劃教育行政專業人員、教育訓練規劃人員、人力

資源發展人員、文教事業企劃人員等各類專業人才的課程認證。 

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強化理論與實務課程之分流，提供實務導向

之學生適性選擇，並輔導其實務規劃能力，縮短產學落差。培養都市規

劃師、景觀規劃師及觀光企劃師三類實務人才。 

4. 辦理校園創新創業系列課程與活動 

以本校獲得補助之104-105教學卓越計畫作為前導，辦理大師講座、

創業 CAFÉ、校園創業工作坊、校園創業講座、校園創業競賽系列課程

活動，以期培育校園創新創業人才，推展創新創業之風氣，並透過校園

創業競賽以及創業 CAFÉ 作為學界與業界平臺，讓本校師生與產業界得

以進行進一步對話，進而開啟合作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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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動方案 

1. 各系所規劃開設產學合作課程  

(1) 訂定「專業實習課程實施辦法」，鼓勵各學系開設專業實習課程，

讓學生與產業接軌。 

(2) 鼓勵各系所開設產學合作課程：定期調查各系所開設情形，並追

蹤尚未規劃開設之系所進度。 

2. 各學院實施課程分流方案 

    本校三學院自 102 學年度起陸續獲得教育部推動課程分流計畫補

助，計畫名稱分別為「深植與拓展-教育專業學院」(補助經費：250 萬

元)、「藝術、文創與音樂人才分流計畫」(補助經費：50 萬元)，以及「創

新學用合一設計課程之規劃結合專業生涯輔導與產學實務課程之實踐」

(補助經費：80 萬元)。藉由三學院分享實施課程分流經驗，作為各學院

實施課程分流之參考，並鼓勵三學院各系所積極推動課程分流，規劃培

養專業能力之實務型課程，以培育多元人才。 

3. 建構產學媒合平臺 

  調查本校師生所擁有著作、設計、技術、專利、智慧財產權、聯絡

資訊等資料，彙整後建立專屬資料庫，亦可為教師升等資料庫。透過公

開資料庫，有意向本校尋求產學合作機會之產官學界，可透過該資料庫

查詢本校可提供產學合作之資源，透過本校產學合作暨育成中心協助後，

進行著作與技術應用申請流程。 

4. 辦理創新創業大師講座 

創新與創業精神並非天生而來，必須經過學習與訓練。本課程內涵

將培養學生具備創新創業的態度與知識、並提升創新創業必要的技能。

本課程將從創新與創業管理的理論切入，分成「創意來源」、「創新管理」

與「創業實踐」三大重點，講授主題包括：創造力、創新管理與案例、

創業機會辨識與創業資源取得等十個。 

本課程強調從創意發想到創業實踐，是一套有系統的架構性知識，

但過程中最好能結合個人志趣，才能發揮學習最大價值、將創意變生意、

達到追求自我實踐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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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課程進一步將透過工作坊形式，學習創新創業的必備技能；將邀

請具創新與創業經驗的業界精英分享其創業心得，激發學生想法。 

最後，協助學生試驗各種創意與創業構想，鼓勵同學組隊報名國內

外創意或創業競賽。 

本課程旨在培養本校學生具備創新與創業精神，協助學生從理論、

實例與練習中，學習到創新與創業的基本概念，讓學生從體會創新與創

業時所遇到的挑戰與困難，培養開創未來的精神與相關知能，並能應用

於自己的人生規劃與未來學習生涯。本課程規劃分為三個階段：(1) 創

新創業理論課程；(2)工作坊；(3)行動課程。 

5. 設置創業諮詢基地－創業 CAFÉ  

本校北師美術館設有創業 CAFÉ，為經濟部創業諮詢基地，並效法

美國矽谷創業文化，結合經濟部中小企業處、青年創業協會總會等產官

界資源，簽訂產學合作備忘錄，於本校定期舉辦創業 CAFÉ 座談會活

動。 

定期辦理創業 CAFÉ 座談會，創業 CAFÉ 座談會分為創業達人經

驗分享、創業家 promotion 時間、創業媒合等活動三部分。 

創業 CAFÉ 提供本校師生及校外廠商汲取創業經驗、靈感與尋覓合

作機會之最佳平臺，並優先輔導本校有意創業師生創業機會。 

6. 辦理校園創業競賽 

辦理校園創業競賽，透過競賽及工作坊訓練課程，增進學生創新創

業之精神，培育具有發展潛力創業團隊進駐本校育成中心，協助媒合公

部門及私人企業相關資源，輔導競賽團隊成為未來就業市場明日之星。 

7. 培育優秀校園創業團隊 

以本校育成中心輔導創業競賽表現優秀之團隊進駐育成中心，作為

產學合作與實習平臺。補助優秀校園創業團隊走出校園，勇於參與各公

私立部門所舉辦之創新創業競賽與活動（例如龍騰微笑創業競賽、教育

部 U-START 競賽、ALPHA CAMP、社企流相關活動等），接觸創新創

業最新脈動，並尋覓外界創業補助之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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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職涯輔導、菁英培育－致力學生適性之職涯輔導 

落實從大一新生的第一哩到大四畢業的最後一哩，提供學生生涯探索、職涯

適性診斷與專業諮詢、專業實習，以及就業媒合等一系列完善的職涯輔導措施。

陶塑北教大學生無論從事任何職業，都視其為「終身的志業」。在生涯探索中優

先要確定志向，充滿熱忱，發揮努力不懈的學習精神，展現「做一行愛一行，不

朝三暮四，不斷精進創新」的志業感，而不只是將工作視為職業，才能成為未來

各行業的菁英。 

(一) 目標 

1. 預計於 104 年完成各系職涯百工圖，107 年落實全校學生進行職涯探

索，各系均有生涯導師提供諮詢 

原有系所職涯百工圖影片提供的各種行業，已連結各系所的「課程

地圖」，104 年持續補助各系所錄製職涯百工圖影片，邀請畢業在職場上

有優異表現之校友菁英，分享「志業」與「職業」之不同。在職涯探索

方面，除利用教育部 UCAN 平臺之職業興趣探索測驗施測與解測，協助

大一學生探索自己的職涯興趣外，再加入「CPAS 職業適性診斷測驗」

工具施測，以使大二以上之學生進一步瞭解自我適性工作；而本校於 103

年已有 5 位教職員取得「全球職涯發展師（GCDF）」，目前亦有 9 位教

師進修中，104-107 年將擴大邀請各系教授參加，並邀請成立生涯導師

社群，將生涯發展融入課程或職涯活動，協助學生職涯探索並瞭解自我，

幫助學生藉以規劃不同的學習計畫，在校期間即確立好未來職場藍圖。 

2. 預計 108 年推廣各系依職涯進路辦理職能養成系列活動 

本校為協助學生於畢業前培養求職準備所需能力，舉辦全校性職涯

輔導系列講座、專業證照及公職考試之增能講座、企業參訪等活動，

104-108 年將逐系推廣，鼓勵該系所自辦專屬職能養成系列活動，提供

學生深入瞭解各領域專家學者或人資主管分享其任用標準、職場經驗，

指導學生全方位求職技巧，增進學生未來就業新選擇。 

3. 預計 106 年全校推動專業實習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並建構雇主與

校友調查之回饋機制 

本校於 98 學年度經教務會議通過，訂定專業實習實施辦法，18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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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學生可選擇所屬系所提供的企業實習機會。為使學生畢業後可與職

場工作接軌，106 年將全面推廣各系開設專業實習課程，遴聘業界專家

協同教學，提供學生專業知識的吸取，認識產業最新資訊，縮短與業界

之距離。為了解雇主與校友對本校職涯輔導及培育機制，持續針對雇主

與校友進行滿意度調查，並將問卷系統線上化，建構雇主與校友調查之

回饋機制，依調查結果回饋各系所，作為系所調整各項課程規劃之參考，

藉以縮短學用落差。 

(二) 策略 

1. 強化職涯輔導以扎根學生多元就業力 

本校原有系所職涯百工圖影片，是由各系所優秀校友以生動活潑的

方式分享就業經驗，提供學生規劃未來職涯發展之參考，將持續深化拍

攝職場百工圖，邀請菁英校友分享決定其志業之歷程與影響。並且落實

職涯診斷與諮詢，協助學生從入學第一哩階段起，透過瞭解自己的職涯

興趣與方向，進而結合自身優勢，確立未來發展方向。同時鼓勵各系所

培育「全球職涯發展師」（GCDF）深入學生職涯發展，成立生涯導師社

群，將生涯發展融入課程或職涯活動。 

2. 落實專業實習提升謀職準備度，進行畢業生流向追蹤與雇主滿意度調

查之自我回饋修正機制 

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落實專業實習制度，強化學生實務經驗，

增加學生專業知能，於畢業前邀請企業到校辦理徵才活動，如：就業博

覽會、企業說明會等，促進畢業生順利就業。並持續定期調查畢業生流

向及雇主滿意度，調查結果回饋各系所，作為系所各項課程規劃之參考，

藉以縮短學用落差。 

3. 推動職能養成系列活動以培育就業競爭力 

辦理職能養成系列活動，如：企業參訪、就業增能等講座，讓學生

認識並瞭解企業文化、環境、概況、所需具備能力等，讓學生提早為職

涯發展做準備。規劃各類證照及公職考試增能講座，以增進學生未來就

業新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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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行動方案 

1. 深化拍攝職場百工圖，邀請菁英校友分享決定其志業之歷程與影響 

辦理各系所錄製職涯進路影片競賽，邀請畢業在職場上有優異表現

之校友菁英，分享「志業」與「職業」之不同，以及就業資訊、應徵過

程、準備過程等，幫助學弟妹學習如何確定志向，做好選擇，以及做好

哪些準備與就業接軌。 

2. 落實職涯診斷與諮詢 

利用教育部 UCAN 平臺「職業興趣探索測驗」與 Career「CPAS 職

業適性診斷測驗」等測驗工具施解測，協助學生瞭解自己的職涯興趣與

方向、「適性工作」的傾向、「領導潛能」的強弱及「職場性格」的特質，

進而結合自身優勢，確立未來發展方向。 

3. 擴大培育「全球職涯發展師」（GCDF）深入學生職涯發展 

邀請各系所 1 位教授參加全球職涯發展師（Global Career 

Development Facilitator，簡稱 GCDF）培訓課程，完成認證之職涯發展

師，可以其專業提供學生一系列的職涯輔導相關活動。由職涯課程提供

學生就業須知，透過職涯探索測驗結果，由職涯發展師採一對一個別諮

詢方式，深入協助學生發掘自身興趣，規劃未來生涯發展志向。 

4. 成立生涯導師社群，將生涯發展融入課程或職涯活動 

邀請各系所教授成立專業成長社群，並將生涯發展相關生涯理論、

生涯探索、職涯探索、學涯探索、學涯轉換及生涯籌畫等概念，融入教

材教授學生，或辦理相關職涯活動提供學生諮詢與建議。 

5. 辦理企業參訪 

教師規劃專業課程並能實際運用於企業裡，於學期中帶領學生至有

關之企業參訪。藉由參訪過程，讓學生認識並瞭解企業文化、環境、概

況、所需具備能力等，讓學生提早為職涯發展做準備。 

6. 舉辦專業證照及公職考試之增能講座 

鼓勵各系所主動規劃各類證照及公職考試增能講座，邀請菁英校友

或專家蒞校，進行經驗分享、座談講座或研習等活動，以增進學生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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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新選擇。 

7. 開設職涯輔導系列講座 

開設職涯輔導系列講座、職場人際溝通與職業倫理等議題工作坊，

邀請各領域專家學者或人資主管分享其任用標準、職場經驗或求職準備

所需能力等，指導學生全方位求職技巧。 

8. 推動專業實習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 

為使學生畢業後可與職場工作接軌，持續推動各系所開設專業實習

課程，由校內專任教師與業界專家協同教學，以落實專業實習機制。開

設之課程緊密連結產業新資訊，具有專業實務性質，提供學生專業知識

的吸取，認識產業最新資訊，縮短與業界之距離，同時強化學生實務經

驗，增加學生專業知能，以提升學生畢業後就業競爭力。 

9. 邀請企業到校徵才，促進畢業生就業 

辦理就業媒合系列活動，邀請企業到校辦理徵才活動或徵才說明會，

提升本校學生就業率。 

10. 持續調查畢業生流向與雇主滿意度作為調整課程之基礎 

建立線上問卷調查系統，於每年 9 至 10 月開始調查前一年、三年、

五年之畢業生流向調查，並依畢業生填寫之工作單位，進行雇主滿意度

調查。將調查結果回饋各系所，作為系所調整各項課程規劃之參考，藉

以縮短學用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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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國際接軌、跨國移動－培養境外交流之全球實力 

強化國際競爭力為本校近年來的辦學重點，以厚植學生國際競爭實力，培養

學生之國際移動力為目標。推動至今，已有效喚起本校師生國際交流之意願與學

習；更進一步，本校於 104-108 年中長程計畫中更注重國際化的教學與學術環境

的建立，以培育學生的跨國移動力。期望本校學術國際化更進一步由個人「點」

的行動擴大到系院「面」的推動，以課程國際化設計為根本，鼓勵師生走出去，

開拓視野並找到自己專業在國際上的定位，使本校在學術發展與學生學習上都能

夠有國際化環境為基礎，來支持學系研究教學與學生職涯發展。 

(一) 目標 

  為達成厚植學生跨國移動實力，本中長期計畫規劃藉由「讓學生走出去」

的一連串設計，期許學生可以由個人學習的點、系所國際學術交流的線、加

上職涯專業發展的面達成跨足國際就業舞臺之願景。「讓學生走出去」的一

連串設計分列下述： 

1. 厚植學生外語能力：未來世界趨勢以亞洲為新興地區，以此趨勢設計

厚植學生外語能力方向。目標在除了傳統的歐美語系之加強，進而拓

展東南亞語系的學習，如泰語、越南語等，以為未來就業與發展的利

器。除語言能力之外，專業英文的運用能力亦是主要目標，目標為開

設相關專業英文課程，如策展專業英文、教學專業英文等科目，期能

培養學生具備符合未來職場專業能力。 

2. 培養學生國際視野、胸懷與就業舞臺實力：目標持續鼓勵系所開設國

際大師講座，由國際大師定期的與不定期的交流、駐校等模式，帶給

學生國際視野。 

3. 建置國際化校園，建立國際交換生平臺：目標在校、院、系等各層級

鼓勵學術交流與合作，實質進行對話，增加交換生名額。讓學生可以

在在學期間就走出去培養多元文化視野。 

4. 推廣學生國際視野：鼓勵「學生走出去」，本校首創海外實地學習補

助要點，目標在鼓勵教師於課程中設計國際學習元素，使學生對於國

際脈動與專業發展能夠持續關心，期能帶動本校學生往外走的意願與

憧憬。海外實地學習的推廣為 104-105 年度學生國際學習與交流的重

點發展業務計畫，補助學生進行海外實地學習。預計 104-105 年度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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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學生人數可達 120 人，106-108 學年度有 180 位學生受惠，之後再

逐年增編預算，使學生專業學習都能夠具有專業實務之國際視野。 

(二) 策略 

1. 厚植學生外語能力 

預計於通識課程中開設多元外語課程以加強學生的外語能力；並以

傳統的歐美語系之加強，進而拓展東南亞語系的學習，如泰語等，以為

未來就業與發展的利器。另外並開設通識專業英文課程，如策展專業英

文、教學專業英文等科目，期能培養學生具備符合未來職場專業能力。 

2. 培養學生國際視野與專業舞臺實力 

預計持續鼓勵系所開設國際大師講座（由校長講座經費支付）以帶

給學生國際視野。 

3. 建置國際化校園，建立國際交換生平臺 

在校、院、系等各層級鼓勵學術交流與合作，實質進行對話，增加

交換生名額。讓學生可以在在學期間就走出去培養多元文化視野。除了

繼續增加日本、韓國等區域的姊妹校數，另更拓展英美語系之姊妹校進

行學術交流，預計於 104 年增加三所以上東亞地區姊妹校，三所以上歐

美地區姊妹校，並增加交換生名額總數。而對於境外學生之學習適應輔

導，亦規劃建立學伴制度與學生社團與以輔導。106-108 年再逐年依增

加 1-2 所姊妹校為目標，促進學生國際流動。 

4. 推廣學生國際視野 

鼓勵「學生走出去」，本校首創海外實地學習補助要點，鼓勵教師

於課程中設計國際學習元素，更在經費上實際補助出國經費。104-105

年預計每一學院都能有至少一門課程可以進行將學生帶出去的設計，在

各院都有國際經驗的種子課程後，於 106-108 年可以達到每系都有海外

實地學習課程，期能帶動本校學生往外走的意願與憧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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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行動方案 

1. 國際化課程與教學 

(1) 開設多元外語課程。104-105 學年度擬增加德語課程，106-108 學

學年度擬增加泰語等課程，使學生可以有多元選擇，以利其未來

國際移動或交流。 

(2) 增開專業英文課程。配合本校「北師美術館」教育部指定之美感

教育遊學基地，本校之市定古蹟大禮堂、百年校史館等系列展示

資源，培育學生具有藝術會展專業導覽能力，首先於 104 年開設

會展專業英文，未來 105、106 年將陸續開設教學專業英文、科技

專業英文，以增加學生專業性英文之應用。 

(3) 設立國際大師講座與開設國際學者協同教學授課課程。依各系特

色課程，延聘國際學者協同授課。協同授課之課程，除爭取合作

教授之校方學分課程外，已同時開放予鄰近大學之學生修習，增

加課程學習的多元化觀點。目前報部核准設立之「藝術與造形設

計博士班」即規劃與日本東京藝術大學之知名藝術家協同授課。 

(4) 申辦各類國際學位學程。整合各學院與通識中心開設國際課程，

擴大並落實開設全英語授課學程。教學跨領域整合為當代發展之

重要趨勢，本校將打破系所藩離，依人文藝術學院、理學院、教

育學院、通識中心具備英文授課能力教師之專長，規劃跨領域全

英語授課學程與國際學程─預計 105 年申辦藝術與人文國際碩士

學位學程、106 年申辦教學專業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2. 國際化教學環境 

(1) 開設國際學生華語文專班。為打造國際化校園，吸引境外生入學，

並協助其順利就學，104 學年度起，為進修學位的國際學生開辦

國際學生華語文專班一班， 105學年度再增設一班，以母語分班，

並配置具有該母語能力之華語文教學助理。 

(2) 推動學伴制度與輔導文化交流社團。為增進境外生學習與生活的

融入，本校補助學生文化交流社團，建立境外學生學伴制度，讓

學生在校園中增進外語與國際社交能力。104-105 學年度境外生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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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學伴人數達 50 人，境外生參與國際文化交流社人數 15 人；

106-108 學年度境外生使用學伴人數達 60 人，境外生參與國際文

化交流社人數 20 人。 

3. 學生國際交流 

(1) 擴大推動各系所海外實地學習課程。本校為鼓勵學生擁有國際視

野與實際國際經驗，特訂定「海外實地學習課程補助實施要點」，

規定要與原有開設課程結合，並已於 103 年 2 月起開始實施。實

施後頗受好評，目前四系師生申請，參與者認為因認識了海外市

場，而更清楚自己的職涯規劃。預計於 104-105 年有 120 學生人

次參與海外實地學習；106-108 年可增至 180 學生人次有出國學習

之行動。 

(2) 鼓勵教育部學海系列申請。鼓勵各系所師生申請教育部學海系列，

擬舉辦學海歸國學子經驗分享，學海計畫指導教師經驗分享。104

學年度學海系列預計薦送學生人數 30 人，包括 4 個學海築夢數；

105 學年度學海系列學生人數 40 人，包含學海築夢數 5 個。 

(3) 增加海外交換生名額。目前本校學生出國申請踴躍，但是來臺交

換學生則較少，約有 20 名。未來積極建立國外大學的夥伴關係，

進行研究與學生的交換。 

(4) 與姊妹校辦理師生參訪交流。本校與締約友校交流頻繁，交流形

式有參訪團、研討會、座談會、國際事務處官方拜訪，未來更會

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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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教師發展、專業分軌－提升實務研究之專業發展 

    依據本校修訂通過之教師聘任及升等辦法與評鑑辦法，並延續 102 學年度

「擬定多元升等新制」、「建置溝通回饋機制」，以及「完備專業支持系統」三項

推動策略，103 學年度計畫將從｢完善相關法規｣、｢完善審查作業機制｣、｢完善

並推動客製化教師支持系統｣、｢持續溝通、宣導與成功經驗分享｣、｢建置教師多

元升等專家諮詢系統｣五大目標，以健全教師多元升等制度，並落實執行，以達

人盡其才，各適其所之計畫初衷。 

(一) 目標 

1. 預計於 104 年完善相關審查作業機制，並協助各院法規修訂完成率

100% 

    102 學年度本校已完成修訂「教師聘任及升等辦法」和「教師評鑑

辦法」，增設了「教學實務」、「技術應用」兩類教師升等途徑/軌道。103

學年度將進一步協助各學院制訂｢教學實務｣及｢技術應用｣之升等申請

資格，並將多元升等內涵與申請資格修訂於各學院「教師聘任與升等準

則」和「教師評鑑準則」。 

本校針對新增的兩類升等途徑，將持續完善審查作業機制，教學實

務升等與技術升等資格門檻、審查項目與成績配分比重，讓各系所符合

此資格之教師能順利升等。  

除了建置本校相關審查機制，也逐步建置教學實務外審委員人才資

料庫，促使更加完善新制升等制度。 

2. 預計 108 年提升本校有意願參與新制多元升等管道之教師人數達 5

位 

    教育部希冀透過建立多元升等制度引導大學教師職涯發展與學校

人才培育方向相結合，確保教師教學品質及學生學習成效（包括未來就

業競爭力），協助學校提升競爭力及定位自我發展特色，爰推動大專校

院教師多元升等制度。 

    然而教學實務升等為新的制度，因此，將邀請有意願之教師，透過

辦理說明會、講座、經驗分享等，促使教師對於教學實務升等更加了解，

也讓有意願採取教學實務升等管道之教師能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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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預計 105 年全面落實客製化教師多元升等支持系統 

    本校新增「教學實務」、「技術應用」兩類升等途徑/軌道，為協助

與鼓勵教師採用多元管道升等，將主動提供客製化支持系統，讓補助辦

法可以深化與落實。 

(二) 策略 

1. 持續修訂校級審查規準機制並協助各院及系所制定申請新制多元升

等之門檻 

    103 學年度將據以持續修訂｢教學實務｣與｢技術應用｣兩大升等途

徑/軌道之｢審查基準｣、｢審查項目｣、｢配分比重｣、｢審查評分表件｣等

規範，以完備審查規準機制。 

    採取教學實務升等與技術升等之教師，除應先通過本校「教師評鑑」

外，另須通過教學與服務成績，和系所與院級層級訂定之申請資格，方

得以教學實務升等或技術升等之。 

    此外，將協助各學院依其發展特色訂出上述每一個向度所需之明確

標準參照值，再修訂於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準則、教師評鑑準則中，持

續輔導教師參與多元制度。 

2. 完善規劃新制升等外審專家組成、功能與評分機制 

    在「教學實務」升等與「技術應用」升等外審委員組成上，本校於

102 學年度已建置 59 位校外教學實務面向專長之學者資料庫，在技術

應用升等外審委員資料庫，則參照教育部所建立之外審委員名單，未來

外審專家資料庫將逐步擴大。 

3. 提供各校推動教師多元升等制度相關資源使教師更加了解新制多元

升等之內涵 

    本校積極參與夥伴學校辦理經驗分享會，並將相關資訊透過辦理活

動方式，傳達新制多元升等資訊與精神。 

4. 執行一系列客製化支持系統以鼓勵教師多元專業發展 

    客製化專業支持系統為本校獨有之特色，為系所有意願採用｢教學

實務｣與｢技術應用｣新制升等之教師，提供量身訂做、專業化的系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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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每一位教師可依據個人專業發展規劃，向學校提出專業支持需求

申請，如教學實務或教材教法研發補助、教師薪傳、產學合作專業成長

社群等，讓每位教師無後顧之憂，全力發展獨特性專業領域。 

(三) 行動方案 

1. 請人事室協助修訂校級審查規準機制 

    與人事室開會討論，審視校級審查機制，並協助輔導各院訂定相關

辦法，以達校級與院級相關審查基準之一致性。 

2. 請學術單位協助審視相關法規制度之適切性 

    邀請各院院長共同討論本校修訂的辦法與機制之可行性，促使行政

與學術團隊充分溝通，順利推動。 

3. 辦理教學實務外審委員諮詢會議達成共識 

    本校於 102學年度建置 59位校外教學實務面向專長之學者資料庫，

為取得教學實務外審委員審查重點與方式之共識後再進行審查，讓有意

願採取教學實務升等管道之教師能安心，將於 103 學年度辦理 1 至 3

場教學實務升等外審諮詢委員會議凝聚共識。 

4. 辦理校內說明會、專家諮詢會議、講座、經驗分享會 

    本校於 102 學年度辦理問卷調查、行政單位與學術單位討論會議、

說明會、經驗分享、專家諮詢、標竿學習與交流等方式推動新制多元升

等制度，為使新制多元升等制度推動更加完善，將於 103 學年度持續辦

理校內說明會、經驗分享、專家諮詢等活動，滾動式修訂多元升等新制，

並凝聚本校之共識，提升教師採用新制升等制度之意願。 

5. 本校教師採用多元升等制度進行升等 

    透過本校客製化支持系統、舉辦相關活動並積極鼓勵教師採用多元

升等制度，預計 108 學年度前有 1-5 位教師完成多元升等制度升等。 

6. 成立新制多元升等社群 

    將有意願採取｢教學實務｣與｢技術應用｣之教師，依本校申請社群辦

法，組成教師多元升等專業社群，透過既有客製化支持系統與計畫資源

挹注，協助教師採用新制升等途徑/軌道更加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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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創新傳承、精緻師培－完善師培教育之專業認證 

本校於 1895 年創校迄今，培育無數優秀教育工作者。立基於百餘年的師資

培育歷史資產，配合教育部師資培育白皮書政策及符應教育現況，本校師資培育

落實強化三師共教、師資生、卓獎生及公費生品保機制、專業學校認證與合作、

及就業輔導等各項措施，以達創新傳承與精緻師資培育的發展總目標。 

(一) 目標 

1. 預計於 104-105 年度規劃多元實用之教育學程課程 

依據 104 年 1 月 29 日修正公布之「原住民族教育法」、教育部 103

年 6 月 4 日召開之「研商開設公費原住民族教育師資培育專班相關事宜

會議」及 104 年 1 月 19 日修正「師資培育公費助學金及分發服務辦法」

等規定，本校將於國民小學教育學程課程架構內，規劃開設原住民族文

化語言相關課程。 

依據教育部「提升國民中小學本土語言師資專業素養改進措施」及

符應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師資需求之期待，本校將規劃開設閩南語及客

語等相關精進課程。 

2. 預計於 104-106 年度建置完善的師資培育品保機制 

為建立師資培育品質保證機制，有效檢核與輔導前揭各項師資生專

業表現能力，並結合現有教務、學務、師培系統資料庫，本校於 103

年度規劃建置並完成師資生專業表現能力檢核暨輔導管理系統，藉由電

腦進行登錄、上傳、檢核、預警及輔導師資生的專業表現能力與發展情

形。 

為使前揭師資生檢核系統能更完整，預定於 104-106 年度期間，規

劃將本校現有之卓越師資培育獎學金審核機制及公費生審核機制納入

該系統，俾師資生、卓獎生及公費生等同時具備兩種身分之師資生，能

掌握學習歷程及各項檢核標準完成狀況。 

3. 預計於 104-108 年度精進四階段實習系統 

本校為強化學生實務教學及行政能力，提供一週見習、融入教育專

業課程之實習、三週集中實習及半年教育實習等相關輔導機制，協助同

學完成實習課程，而為提升本校及國民小學、幼兒園夥伴協作關係，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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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行地方教育輔導工作外，本校於 103 年度發展專業發展學校計畫，藉

由評選及認證，密切與國小及幼兒園協同進行課程與教學研究，以促進

教師專業成長。 

為提升學生實務教學能力，於 104 年度起規劃結合集中教學實習及

國小教學演示實作評量，讓學生可進行實務演練，教師能掌握學生教學

狀況。 

4. 預計於 104-108 年度持續爭取師資培育相關計畫 

教育部於 101 年 12 月 19 日訂定發布「教育部補助師資培育之大學

精進師資素質計畫作業要點」，本校即積極向教育部申請該計畫補助，

並分別於 102 學年度獲補助 280 萬元及 103 學年度獲補助 450 萬元之經

費，藉由各方案計畫之陸續執行，提升本校師資生素質、強化十二年國

民基本教育所需師資，並促進與中小學及幼兒園之夥伴協作機制。 

此外，教育部自 95 學年度起發布卓越師資培育獎學金試辦計畫至

今已邁入第 9 年，本校每年皆獲核定該獎學金受獎名額並核撥獎學金，

促使更多優秀師資生投入教育行列。 

準此，本校將於 104-108 年度，持續爭取前揭師資培育相關計畫。 

(二) 策略 

1. 規劃開設多元且實用之教育專業課程 

  依據教育部於 103 年 6 月 4 日召開之「研商開設公費原住民族教育

師資培育專班相關事宜會議」，徵詢本校原住民籍教師及相關學系意見，

規劃開設原住民民族文化語言相關課程。 

    同時，依據教育部「提升國民中小學本土語言師資專業素養改進措

施」及符應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師資需求之期待，邀請閩南語及客語專

家學者，召開本校開設閩南語及客語精進課程諮詢會議，研商適合師資

生修習之閩南語及客語相關精進課程，以提升師資生未來擔任各教學現

場本土語言教師素養，並通過各項語言檢定。 

2. 建置及整合完善的師資生檢核系統 

    基於專業標準本位師資培育政策與理念，研議本校師資生需具備各

類科師資之專業知識、技能與態度，並致力於追求專業發展，本校業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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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年 6 月 18 日制定「師資生檢核機制實施要點」，並於 103 學年度規

劃建置「師資生專業表現能力檢核暨輔導管理系統」，該系統將朝線上

登錄、上傳、檢核、預警及輔導等功能逐步設計。 

    另外，考量部分師資生同時具備卓獎生或公費生資格，將現行卓獎

生及公費生檢核機制納入「師資生專業表現能力檢核暨輔導管理系統」，

以提升該系統整體效能。 

3. 持續深化地方教育輔導工作及專業學校認證制度 

    本校每年均以總召學校身分主動邀請新北市等五縣市輔導區教育

局長官、臺北市教育局長官及區內師資培育大學共同討論及研商年度計

畫。會前調查教育局及所屬學校有興趣的主題，並與本校相關專長領域

教授媒合暨共商活動，冀使符應教學現場所需，學術理論與教學實務緊

密交流，共創教育新思維。 

    另為促進本校與幼兒園及國民小學之夥伴關係，特訂定「國立臺北

教育大學專業發展學校遴選及認證實施要點」，遴選專業發展學校，致

力於教學改革、提供專業的實習環境、協同進行課程與教學研究，以促

進教師專業成長並建構專業發展學校認證機制。 

4. 完備四階段實習系統 

    本校提供學生參與一週見習、融入教育專業課程之實習、三週集中

實習及半年教育實習，透過法規修正，提高學生參與率。結合集中實習

及國小教學演示實作評量，精進學生教學實務演練。另提供相關輔導措

施，包含：一週見習說明會、推介實習說明會、實習生返校座談及黑馬

計畫等，確保學生順利完成教學實習及教育實習，並協助其通過教檢。 

5. 持續申請教育部師資培育相關計畫 

  依據教育部師資培育相關計畫作業要點規定，持續積極參與爭取各

項計畫經費，以精進本校師資生素質、強化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所需師

資，並促進與中小學及幼兒園之夥伴協作機制之精進師資素質計畫，以

及為吸引優秀學生投入教育行列，培育優質教師，以確保修習師資職前

教育課程之學生具教師教學基本能力、專業素養與國際視野等之卓越師

資培育獎學金計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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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行動方案 

1. 開設原住民民族文化語言相關課程 

    於本校 104 學年度國民小學教師師資職前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及學

分表中，另開設原住民民族文化語言相關課程，包括族語、民族誌田野

研究方法、部落服務方案與評估、文化回應教學、臺灣原住民族概論等

20 以上學分之課程，於 104-105 年度逐年開設供學生選修。 

2. 開設閩南語及客語相關精進課程 

    邀請閩南語及客語專家學者，召開本校開設閩南語及客語精進課程

諮詢會議，研商適合師資生修習之閩南語及客語相關精進課程，於本校

104 學年度國民小學教師師資職前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及學分表中，另開

設閩南語及客語相關精進課程，包括閩南語及客語之文學與文化、讀寫、

音韻系統與正音…等各 8 學分課程，於 104-105 年度逐年開設供學生選

修。 

3. 建置完成「師資生專業表現能力檢核暨輔導管理系統」 

    本校自 103 年度起規劃建置「師資生專業表現能力檢核暨輔導管理

系統」，已逐步規劃設計各作業系統內容，預定於 103 學年度結束前完

成各面向系統規劃，包含線上登錄、上傳、檢核、預警及輔導等功能；

104 學年度將正式提供學生使用。 

4. 整合師資生、卓獎生及公費生檢核暨輔導管理系統 

    在本校「師資生專業表現能力檢核暨輔導管理系統」之完善規劃下，

預訂於 105 年度，規劃將現行之卓獎生及公費生檢核機制納入該系統，

以提升整體效能，並完善各項檢核、預警及輔導機制。 

5. 修訂完成「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應屆畢業師資生集中實習實施辦法」 

    本校自 103 學年度起規範入學師資生及教程生須完成國民小學教

學演示實作評量，邀集系所主管研商修訂法規，建置完善的配套措施，

提供學生於畢業前完成國民小學演示實作評量，於 104 年度完成法規修

訂。 

6. 重視輔導區及專業發展學校合作，建構綿密的地方教育輔導工作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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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各領域教學實作、重要教育議題及提升實習輔導教師指導能力

學科教學知能等面向，辦理教師進修研習活動、研討會、教材教法研討

會、教學研究推廣研習會、實地到校巡迴輔導。另邀集輔導區內各領域

中心學校及教學卓越學校之校長、教師共同合作，研發典範教學示例。 

    持續於104-108年度評選專業發展學校並建立綿密之輔導工作網絡，

結合縣、市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教育研究發展中心及國民教育輔導團，

有效發揮輔導功能，加強與本校之夥伴學校維繫良好教育合作關係。 

7. 持續爭取師資培育相關計畫補助 

    本校自 102 學年度起，向教育部申請精進師資素質計畫經費補助，

已分別於 102 學年度及 103 學年度獲教育核定補助，藉由計畫之執行提

升師資生素質並挹注教學所需硬體設備經費；而卓越師資培育獎學金之

核定發放，至今已邁入第 9 年，經由每學期各項嚴謹檢核標準檢核通過

之卓獎生，皆為本校優秀之師資生。 

    基於前揭顯著成效，本校將於 104-108 年度持續爭取精進師資素質

計畫及卓越師資培育獎學金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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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績效行政、永續校園－建立學校發展之高效管理 

學校為師生共同學習成長之場所，校園環境不僅提供教育上的支援，亦隱含

教育意義。臺北教育大學校園自西元 1895 年發展至今，為推動本校永續校園規

劃之願景，本校近年來配合政府「能源改善」政策，成立「節約能源推動小組」

戮力於能源改善管理，並於 103 年獲經濟部能源局補助新臺幣 500 萬，建置各項

能源管理系統與設備；並且多次爭取獲教育部補助約新臺幣 1800 萬元，逐年分

項針對既有建築物進行屋頂防水、無障礙設施等改善工程，塑造綠色友善校園環

境。 

本校總區面積較小，學生使用校園面積有限，因應教學空間不足，總務處為

合理有效運用教室空間及校地，設立「校園空間規劃委員會」、「環境保護暨職業

安全衛生委員會」及成立「都市更新開發校地專案規劃專案小組」等權責單位，

參與都市更新開發校地，期有效解決日漸緊絀的校務基金，同時活化本校校地，

達到永續性、環境性及防災安全校園環境之規劃。為此，本校於 2013 年與臺師

大等 52 所大專院校共同成立綠色大學工作共享相關資訊，提升跨校、跨領域合

作，同時結合政府、企業與民間機構，為永續校園發展而努力。 

(一) 目標 

1. 預計於 104 年完成本校「空調及照明 ESCO 節能績效保證專案」施

工及節能驗證量測 

    本校為落實使用者付費，培養師生珍惜能源習慣，於 104 年已完成

藝術館練琴房分離式冷氣建置，並裝設刷卡控制系統以避免使用後忘記

關閉空調問題；並主動申請 ESCO 節能績效保證專案示範推廣補助計畫

並獲補助新臺幣 500 萬元，就本校體育館之空調、照明及行政大樓之單

機冷氣裝設溫度感測器與篤行樓教室導入用電管理系統，預估節能率為

56.2％，預定於 104 年完成施工及節能之量測驗證。 

2. 預計 104-105 年持續增建宿舍無障礙寢室及視聽館、體育館一次性防

水整修工程 

    本校多數校舍已 20 餘年，近年來為促使校園無障礙校園環境獲得

有效改善，遂逐年針對既有建築物之無障礙設施進行修繕，截至 103

年已陸續依據建築技術規則相關規定完成各棟建築物無障礙設施改善

及增設科學館無障礙電梯設備；此外，長年因風雨及地震反覆作用，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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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多數校舍屋頂陸續發生漏水情況，為提供良好教學環境及避免長期漏

水影響建築物結構體，亦逐年針對漏水建築物進行一次性防水整修工

程。 

3. 預計 106 年全面完成更換 T5 節能燈具 

囿於預算有限，目前採燈具損壞再更換為 T5 節能燈具方式辦理，

擬逐年編列預算，預計於 106 年完成節能燈具全面汰換作業。 

4. 預計 108 年完成能源監控系統及電力需量控制系統之建置 

    因能源監控及電力需量控制系統之建置費用較高，擬規劃爭取相關

補助經費，陸續建置，預計於 108 年完成相關系統建置，以 e 化管理能

源，並可避免用電超約罰款，節省電費支出。 

5. 增加自籌收入，以舒緩日漸緊絀的校務基金，並提升本校校務基金財

務執行績效 

    為提供學生有更好的學習環境，各項新建及修繕工程使本校校務基

金日漸緊縮，為使校園資金能夠更充足，期開拓其他收入來源，增加校

務基金運用之彈性。目前校務基金增加定存利息收入，持續進行調整本

校 2 年期定存存款金額為 6 億、達到每年利息收入達 8 佰萬元及每月均

有利息收入，並隨時檢討現金流量，將閒置資金靈活調度，增加定存利

息。 

6. 改善師生教研空間，活化校地與資產 

    短程目標將可供校內單位短期利用校地公告，期藉由專業團隊之豐

富經驗與創意及卓越執行力提高校地使用率，中程目標將可出租或委外

經營校地於開發興建前招標出租或委外經營以挹注校務基金，長程目標

則以籌款或都市更新等多元方式開發校地，區位佳之低樓層空間委外經

營，以兼顧增加教學空間及校務基金。 

7. 精進專業知識，健全檔案管理，提升工作效能 

    本校檔案管理 103 年獲教育部補助「提升檔案管理績效計畫」補助

10 萬元，為提高檔案管理之效益，健全檔案管理制度，發揮檔案最高

利用價值，期能透過數位典藏計畫、標竿學習計畫及教育訓練等創造本

校智慧財產，傳承本校智慧結晶。 

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biw=1536&bih=750&q=%E7%B7%8A%E6%8B%99&revid=764999047&sa=X&ei=1mEzVbH0GYTt8AXj8YHgDQ&ved=0CF0Q1QIo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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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策略 

1. 開源節流，積極爭取經費相關單位專案補助，有效抑制校務基金支

出。 

配合政府徹底執行各項能源相關節能措施，以節約能源避免不必要

的資源浪費，並主動積極撰寫相關節能補助計畫，以爭取補助經費，新

建及修繕老舊館舍及建置各項節能設施。 

2. 分年、分期進行建置，避免龐大建置費用排擠校務基金效益 

為配合整體校園規劃設計，改善師生教學空間之環境，修繕及新建

校舍所需經費甚為龐大，避免校務基金一次性負擔太大，以分年、分期

規劃執行，逐步完善校園改善工程。 

3. 隨時檢討現金流量，靈活調度閒置資金，增加本校定存利息 

將 1 年期定存到期時轉存 2 年期，增加每月定存，以增加每月利息

收入及隨時檢討現金流量，將閒置資金靈活調度，採固定或機動利率較

高及拆單方式辦理定存，逐步達成每年利息收入目達 8 佰萬元以上。 

4. 減少作業，提升效能 

103年進行請購系統受款人資料中介資料庫變更事宜，新增受款人，

從 103 年 8 月開始，填寫「新增受款人申請書」，送本組建檔上傳中介

資料庫（SQL），同步更新主計室與出納組受款人資料的方式，俾利統

一控管、維護滙款資料正確性及避免人力重複，增加效率。103 年度起

所得稅各式憑單改採線上查詢及自行列印方式。 

5. 加強內控遵循法令 

加強出納業務內部控制，每年 12 月定期及不定期盤點；另由主計

單位每年至少盤點一次及每年 3 月辦理往來金融機構函證帳戶設立情

形。 

6. 活化校園空間，充分發揮校園空間之價值 

訂定學校空地短期利用，活化計畫構想書說明文件，以利校內單位

投件與評審，評估可出租或委外經營校地辦理招標出租或委外經營事宜，

商請都市更新校外相關專家出席，審查實施者所送計畫以保護校方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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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 

7. 健全檔案管理機制，提高工作效能 

依據本校年度暨中長程檔案管理計畫之績效目標及業務需要，規劃

檔案管理人員標竿學習及教育訓練並分期逐年進行各年度檔案清查暨

清理銷毁工作，以健全檔案管理工作。 

(三) 行動方案 

1. 拓展校務基金來源 

積極爭取境外委託代訓，使學校設備及場地充分利用，提供對外服

務，加強推廣教育、場地租借等，並積極爭取教育部及各界經費，增加

經費來源；建請國際事務組深化境外學校合作關係，進行學院系所之實

質研究、教學、招生學制上之合作；結合研發處人力資源，爭取與企業

進行產學合作、育成輔導、並且協助技術移轉及專利申請等，以充實自

籌來源。 

2. 定期召開節約能源推動小組會議 

每年定期召開節約能源推動小組會議，檢討各館舍建物之用電情形

及改善措施。 

3. 不定期巡檢全校用電、用水情形 

藉由實地巡檢以了解本校各館舍落實節能情形，並及時提出改善措

施。 

4. 辦理環安衛教育講座 

不定期辦理實驗室、實習工場、消防等安全教育訓練及節約能源、

環境保護等環境教育講座，培養防災及環保意識，以增進校園安全及愛

護環境。 

5. 增加定存收入 

預計 104 年利息收入約 830 萬元、105 年約 1,700 萬元、106 年約

1,170 萬元，104 年 4 月新增 8,000 萬元定存，預計增加利息收入約 66

萬元。 

6. 減少作業，提升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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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寫「新增受款人申請書」，送本組建檔當日即上傳中介資料庫

（SQL） 達到統一控管、維護滙款資料正確性及避免人力重複，達到

增加效率的目標。103 年度起所得稅各式憑單改採線上查詢及自行列印

方式，實行成效良好，減少每年列印及郵寄成本約 3 萬元，節能減碳，

撙節開支。 

7. 加強內控、遵循法令 

加強出納業務內部控制，每年辦理定期及不定期 2 次自行查核盤點；

另由主計單位每年至少盤點一次及每年 3 月辦理往來金融機構函證帳

戶設立情形，均符合法令規定。 

8. 活化館舍提升短期租借率 

    訂定空地短期利用活化計畫構想書說明文件並開放本校管有

附小對面、校總區外西南方及校總區明德樓南側三處空地供校內單位短

期使用，經校地規劃專案小組開會審議通過校總區明德樓南側空地之短

期利用計畫，其餘將繼續公告受理。校外泉州街部份較完整空地已多次

公告招標辦理出租，成功國宅附近辦公空間已協調現使用單位縮減集中

使用空間，俟騰出完整建物空間後辦理委外經營招標事宜。規劃興建中

校總區東北側及東南側校地，可分別紓解教學研究空間的不足，及因應

國際學術交流之住宿需求，因臨巷道，低樓層空間規劃委外經營。 

9. 參與都市更新開發，達到撙節經費並同時提升校園學習環境 

   校總區西側復興南路二段 337 巷 6 弄校地已與鄰地以都市更新

辦理開發，實施者多次與本校參與都市更新開發校地專案推動小組開會

協商，附小對面校地已函發鄰近私有土地地主委託之建築公司同意都更

單元之畫定，以都更方式開發，可同時達到增加教學空間、撙節學校經

費及促進都市土地使用、美化都市景觀之成效，都更後分回臨街低樓層

空間亦可出租委外。 

10. 為精進專業知識提升工作效能，經規劃選定近年曾獲國家檔案管理

局金檔獎之績優單位如國立臺灣大學、國立臺灣科技大學等進行標

竿學習，並鼓勵檔管人員參加教育部、國家檔案管理局舉辦之各項

研習課程，期能增進檔管專業知識，提升工作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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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為清理老舊檔案健全檔案管理工作，依據本校「檔案清查暨清理銷

毁計畫」編列年度預算，增聘臨時人員及工讀人力協助辦理檔案整

理工作，透過屆保存年限公文檔案之銷毁作業清出檔案庫房空間，

期能徵集各業務單位更重要的檔案資料，使更完善保存於檔案庫

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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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通識教育、革新啟航－建構博雅精緻之學習環境 

以本校學生基本素養為主，透過校外專家諮詢與校內充分溝通，重新建置通

識課程，培養具博雅關懷胸襟、創新實踐能力、專業責任涵養之人才，發展出多

元化、專業化、特色化之七大領域課程，以達通識教育革新啟航的發展總目標。 

(一) 目標： 

1. 預計於 104 年完成本校通識教育相關法令修正及建立完善制度，執       

行通識教育改進計畫，以回應高教評鑑中心評鑑意見 

  積極完善通識教育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依欲聘教師專長

由固定成員及專業成員共同組成專屬教評會。加強完備課程及師資聘

任之三級三審制度，於課程方面及師資聘任方面，均符應評鑑意見。 

2. 預計於 105年至106年持續評估開設配合政策推動之重點議題課程，

建立本校通識教育課程特色 

  建立本校通識教育課程特色，開設配合政策推動之重點議題課

程，增加學生相關重點議題課程學習之機會，以及提供學生修習跨領

域學程先備課程與正式課程之機會，藉以提升學生跨領域整合之多元

就業能力。 

3. 預計於 107 年至 108 年推動學生意見調查，建立及落實 PDCA 改善

機制，以精進通識教育課程 

  以學習成效導向，精進通識教育課程，深化學習內涵，並強化

重視學生意見調查，檢討不合時宜之通識課程，輔導教師修正教學內

容以落實 PDCA 改善機制。 

(二) 策略： 

1. 以法制層面修訂並建立相關組織及制度，持續推動通識教育，發展專

業化、多元化、公開化的課程 

透過組織法的修訂，提升本校通識教育中心為一級輔教單位，並

由教務長兼任通識中心主任，提高專責單位位階與實質決策主管負責

通識教育，並修訂「通識教育委員會設置辦法」以利於通識教育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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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形成、共識之凝聚與整體通識教育課程之推展。 

2. 以本校發展願景、教育目標與學生基本素養為基本理念，持續評估開

設配合政策推動之相關重點議題課程 

修訂本校通識教育委員會設置辦法，強化通識教育課程七大領

域召集人權限，提升有關辦理通識教育課程之規劃與開設事宜，達

成專業化、公開透明化、具有上而下之統整性與主體性，發揮實質

主導。並依此鼓勵老師多多開設相關重點議題課程，使學生能有更

多選擇性。 

3.以本校發展願景、教育目標與學生基本素養為基本理念，建立通識

教育課程目標與檢核機制，確保教師教學品質與學生學習成效 

在學生學習成效評估機制部分，讓授課教師以多元評量方式評估

學生在基本素養的具體成效，實施「學生學習成果導向問卷」。教師

得依其授課屬性預先勾選期待學生學習此門課程所需具備的核心能

力，再讓學生填答，藉此問卷結果了解學生基本素養的達成情形，

已作為該課程之回饋與檢討。 

(三) 行動方案 

1. 行政組織再造方案 

(1) 修訂「通識教育中心設置辦法」成為一級輔教單位，統籌本校通

識教育相關業務，研擬通識教育發展方向、規劃與審查通識教育

課程、協調通識教育師資與排課及審議通識教育相關計畫。 

(2) 組成「通識教育諮詢委員會」延聘校外通識教育專家，提供本校

通識教育理念、目標、發展方向與重要政策之諮詢。 

(3) 修訂「通識教育委員會設置辦法」，下設七領域小組會議，負責審

議本校通識教育課程規劃、開設與相關辦法。相關授課教師安排

由各領域召集人推薦，並由召集人會議審議之。 

2. 重建本校特色課程方案 

有關通識教育課程之規劃與開設，由各領域召集人邀集該領域課程

屬性相關之系所主管共同討論確立之，以確立本校通識教育中心上而下

之統整性與主體性，發揮實質主導通識課程之規劃、開設等功能。另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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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專業基礎的教育為核心內涵，每一課程領域規劃有通識相關對應學

程課程，提供更多學生修習跨領域學程先備課程或正式課程之機會，藉

以提升學生跨領域整合之多元就業能力。 

3. 教與學品質確保方案 

落實校級學生基本素養、通識教育課程目標與檢核機制之對應關係，

重視學生意見調查，建立 PDCA 改善機制，並經由辦理通識教學策略

研討會、通識教育理念專題演講增加師生互動，以確保教與學之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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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年度工作重點 

本校為積極尋求外部資源擴大學校發展，以順應時代潮流發展，發展精緻化

綠色大學，利用新興科技、專業創新與優良之教學，以落實人盡其才，各適其所

之教師專業分軌。並建構適性化學習環境，培養學生全人教育與全球化之工作能

力，讓學生及早定位學習與就業結合之發展方向，以擴大本校對國家教育之影響

力，特依據校務發展中長程計畫之十大發展總目標，訂定各項發展總目標之年度

工作重點，並朝以師資培育、教育研究、藝文設計、數位科技及文化創意為特色

的優質、創新、具競爭力之專業大學之發展願景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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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穩健發展、邁向合併－推動穩健發展之兩校合併 

本校與臺灣大學協商合併，有將近 20 年的基礎，持續與臺大交流合作，建

立多元溝通管道，達成本校與臺大合併之目標，以下茲就本發展總目標之 105

年度工作重點製表說明如下。 

表 1：穩健發展、邁向合併總目標 105 年度工作重點彙整表 

項目 
類

型 
績效指標 105 年 

溝通與交流 

量

化 

持續每學期於全校教師座談會、校務會議與行政會議進行

報告 
100% 

進行院對院、系對系之溝通與交流 2 次 

積極與校友持續溝通 1 次 

召集「推動與臺大合作發展協商委員會」及「推動與臺大

合作發展協商委員會工作小組」 
8 次 

質

化 

兩校之間以兩校副校長做為溝通窗口，兩校內溝通則分別由兩校之

副校長充分與行政單位、院、系所以及學生團體，進行面對面座談，

聽取建議。 

1. 兩校共同組成工作小組，就合併前相關疑慮及未來合作事項
進行討論，以確認相關障礙能否排除。 

2. 就合併議題共同研商，於 105 學年度內提報校務會議討論確
認合併意願。 

行政、院系所單

位盤點 

量

化 

行政單位制度、規章、系統與相關法規融合進度 20% 

本校與臺大性質相近之系所，為明顯區隔以利招生，名稱

研議調整 
70% 

學術交流與課

程合作 

量

化 

本校各級相關委員會，邀請臺大師長代表加入 20% 

開放兩校通識課程修課名額 
不限 

名額 

兩校跨校選修 
不限 

名額 

與臺大國際處合作，開放臺大海外研修團，將名額讓本校

學生申請 
2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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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專業創新、優化教學－深化傳承創新之教學專業 

持續強化教學卓越及教師教學專業之發展，並從課程、教師授課時數、教學

設備及臨床教學等之制度及法規面支持本項發展重點之達成，以下茲就本發展總

目標之 105 年度工作重點製表說明如下。 

表 2：專業創新、優化教學總目標 105 年度工作重點彙整表 

項目 
類
型 

績效指標 105 年 

教師評量問卷
以學生學習成
果為導向 

量
化 

全校教師問卷平均 4 分以上比例 80% 

質
化 

持續完善學生學習成果導向問卷 

辦理新進教師
精緻研習 

量
化 

辦理新進教師精緻研習 1 場 

新進教師參與「新進教師研習或座談會」比例 100% 

新進教師參與「新進教師研習或座談會」滿意度、受益
度 

80% 

薪傳教師諮詢
擴大服務 

量
化 

新進教師參與薪傳諮詢服務比例 100% 

新進教師接受薪傳諮詢服務滿意度、受益度 80% 

教學觀課系統
化 

量
化 

新進教師接受觀課比例 100% 

新進教師接受觀課滿意度、受益度 80% 

創新教學法進
行一條龍的推
廣、研討與培
訓 

量
化 

師培教師每學期使用教學魔法師教學平臺 3 次以上比例 40% 

質
化 

105 年完成網路教學系統平臺建置 

教師專業學習
社群 

量
化 

教師專業學習社群組數 16 組 

補助校外專業
或證照研習 

量
化 

平均每位教師參與校外專業或證照研習時數 3.0 

公開授課 

量
化 

公開授課開課數 4 門 

質
化 

104 年擬定公開授課實施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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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無所不在、未來學習－融合人文科技之數位教育 

為提升學生之就業競爭力，將建置高互動教室，強化開放式課程、數位課程

及核心能力檢核機制，以下茲就本發展總目標之 105 年度工作重點製表說明如

下。 

表 3：無所不在、未來學習總目標 105 年度工作重點彙整表 

項目 
類
型 

績效指標 105 年 

利用高互動教
室 

量

化 
提高高互動教室使用率 50% 

質

化 
每學年調查高互動教室之使用狀況及改善建議 

建置課業輔導
系統 APP 

量

化 

辦理「課輔 APP 推廣研習活動」（每學期 2 場） 
規劃建

置中 

課輔 APP 使用滿意度 
規劃建

置中 

質

化 
全校師生使用課輔 APP 進行高互動學習 

建置數位補救
課程 

量
化 

提升數位補救課程數 3 門 

每門課觀看人數 200人 

建 置 教 與 學
APPs 大市集 

量
化 

師生使用教與學 APPs 大市集人次 200人 

使用教與學 APPs 大市集滿意度、受益度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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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產學鏈結、特色品牌－強化產學鏈結之發展機制 

推展合作跨域之課程、產學合作課程，以及課程分流之課程架構，型塑系所

特色品牌，以下茲就本發展總目標之 105 年度工作重點製表說明如下。 

表 4：產學鏈結、特色品牌總目標 105 年度工作重點彙整表 

項目 
類

型 
績效指標 105 年 

鼓勵各系所參

與課程分流計

畫 

量

化 

完成「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學生專業實習課程實施辦法」

修訂 
100% 

提升課程分流數量 4系所 

質

化 

修訂完善之「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學生專業實習課程實施辦法」，因

應各系所性質廣泛。 

建構產學媒合

平臺 

量

化 

建置產學合作資料庫 
建置 

完成 

產學合作資料庫資料涵蓋率 60% 

與本校簽訂產學合作意向書之廠商間數 5 間 

創新創意大師

講座 

量

化 

邀請創新創意管理學者與專家演講 10 場 

辦理創新創業管理工作坊 3 場 

質

化 
參與學生希望自行創業比率 >8% 

設置創業諮詢

基 地 — 創 業

CAFÉ 

量

化 

舉辦創業 CAFÉ 場次 3 場 

參與創業 CAFÉ 企業間數 8 間 

質

化 

1. 積極推動校內師生參與創業 CAFÉ 活動。 

2. 鼓勵本校研究團隊參與活動，拓展創投商機。 

辦理校園創業

競賽 

量

化 

參與競賽團隊數 10 隊 

賽後願意持續發展創業計畫團隊比率 20% 

舉行創業工作講座與工作坊（場） 6 場 

質

化 

1. 提升師生創新精神與職場實務經驗。 

2. 扶植極具發展潛力創業團隊，協助媒合各項資源。 

培育優秀校園

創業團隊 

量

化 
外界創新創業競賽與活動之校園創業團隊 3 隊 

質

化 

1. 培育具發展潛力創業團隊，協助爭取創業補助。 

2. 協助優秀團隊進行創業媒合，尋求更多資源挹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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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職涯輔導、菁英培育－致力學生適性之職涯輔導 

落實新生入學到畢業之職涯輔導進路，除以學習地圖紮實生涯所需之核心能

力，更以產業實習課程、海外實習課程培育菁英人才，以下茲就本發展總目標之

105 年度工作重點製表說明如下。 

表 5：職涯輔導、菁英培育總目標 105 年度工作重點彙整表 

項目 類型 績效指標 105年 

深化拍攝職場百工圖，邀請菁英校友分享

決定其志業之歷程與影響 
量化 

拍攝菁英校友職場百工圖

（系所數） 

18 系

所 

落實職涯診斷與諮詢 

量化 
UCAN 線上施測及職涯顧問

解測（人次） 
700人 

量化 
CPAS 線上施測及職涯顧問

解測（人次）  
300人 

擴大培育「全球職涯發展師」（GCDF）

深入學生職涯發展 
量化 

參加職涯發展師培訓課程

（人） 
15 人 

成立生涯導師社群，將生涯發展融入課程

或職涯活動 
量化 成立生涯導師社群 

1 

社群 

辦理企業參訪 量化 企業參訪 

18 場 

200 人

次 

舉辦專業證照及公職考試之增能講座 量化 

專業證照演講 3 場 

公職講座演講 2 場 

講座滿意度 80% 

開設職涯輔導系列講座 量化 
就業講座 6 場 

講座滿意度 70% 

推動專業實習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 量化 

業界專家協同教學課程數 
18 

門課 

遴聘業界專家人數 18 人 

參與專業實習課程之學生人

數 
400人 

業界專家協同教學課程滿意

度、受益度（%） 
70% 

邀請企業到校徵才，促進畢業生就業 量化 校園徵才活動 1 場 

持續調查畢業生流向與雇主滿意度作為

調整課程之基礎 
量化 

建置本校雇主滿意度與畢業

生流向調查系統 
50% 

畢業生流向問卷有效調查率

（%） 
60% 

雇主滿意度問卷有效調查率

（%）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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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國際接軌、跨國移動－培養境外交流之全球實力 

符應全球化趨勢，推動專業英文課程、海外實地學習課程、雙聯學位學程，

以培育學生的跨國移動力，以下茲就本發展總目標之 105 年度工作重點製表說明

如下。 

表 6：國際接軌、跨國移動總目標 105 年度工作重點彙整表 

項目 
類

型 
績效指標 105 年 

開設多元外語

課程 

量

化 
增設德語相關語言課程 1 門 

增開專業英文

課程 

量

化 
增開會展專業英文課程 1 門 

設立國際大師

講座與開設國

際學者協同教

學授課課程 

量

化 

設立國際大師講座與開設國際學者協同教學授課課程 1 位 

教學滿意度 90% 

申辦各類國際

碩士學位學程 

量

化 
申辦藝術與人文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1 學程 

開設國際學生

華語文專班 

量

化 

開設國際學生華語文專班 1 班 

國際學生華語專班學生參與度 40% 

國際學生華語專班教學滿意度 80% 

推動學伴制度 
量

化 

境外生使用學伴人數 
50 

人 

境外生對學伴制度滿意程度 80% 

文化交流社團 
量

化 

境外生加入文化交流社團人數 15 人 

境外生對文化交流社活動滿意程度 80% 

推動學生國際

交流 

量

化 

擴大推動各系所海外實地學習課程 120 位 

海外實地學習課程各科學生參與度 70% 

教師對於海外實地學習課程支援度之認同 60% 

鼓勵教育部學海系列申請 30 人 

增加海外交換生名額 40 人 

與姊妹校辦理

師生參訪交流 

量

化 

辦理姊妹校師生參訪交流 

來訪 2

團/出訪

1 團 

辦理姊妹校師生參訪交流滿意度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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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教師發展、專業分軌－提升實務研究之專業發展 

以多元升等制度和課程分流制度來支持教學實務型教師和技術應用型教師

在各自的專業上得到最大的支持，以下茲就本發展總目標之 105 年度工作重點製

表說明如下。 

表 7：教師發展、專業分軌總目標 105 年度工作重點彙整表 

項目 
類

型 
績效指標 105 年 

逐年修訂校級

審查規準機制 

量

化 

召開跨單位修訂會議 2 場 

跨單位修訂會議與會人數 10 位 

跨單位修訂會議後各單位修訂進度 100% 

提請相關會議審議 4 場 

提請相關會議審議完成率 100% 

相關會議審議通過比例 100%  

請學術單位協

助審視相關法

規制度之適切

性 

量

化 

召開各院討論會議 1 場 

各院討論會議與會人數 5 位 

各院討論會議後完成法規修訂率 100%  

全校教師修正意見回饋調查 2 次 

全校教師修正意見回饋調查回收率 80% 

依據全校教師意見回饋調查結果修正相關法規之修訂進

度 
90%  

協助各院初擬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準則及教師評鑑準則 3 次 

各院初擬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準則及教師評鑑準則修訂

進度 
100%  

各院初擬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準則及教師評鑑準則完成

修訂率 
100%  

辦理校內說明

會、專家諮詢

會議、講座、

經驗分享會 

量

化 

辦理校內說明會 3 場 

校內說明會教師參與率 80%  

校內說明會教師滿意度 80%  

辦理諮詢會議 2 場 

諮詢會議參與人數 5 位 

諮詢會議參與人滿意度 90% 

辦理產學合作講座 2 場 

產學合作講座參與人數 5 位 

產學合作講座參與人滿意度 90% 

辦理經驗分享會 2 場 

經驗分享會參與人數 5 位 

經驗分享會參與人滿意度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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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教師發展、專業分軌總目標 105 年度工作重點彙整表(續) 

項目 
類

型 
績效指標 105 年 

辦理教學實務

外審委員諮詢

會議達成共識 

量

化 

辦理教學實務外審委員諮詢會議 3 場 

教學實務外審諮詢委員參與率 80%  

教學實務外審諮詢委員認同評價度 80%  

建置教學實務外審委員人才庫 30 位 

教學實務外審委員人才庫建置完成率 100%  

教學實務外審委員人才庫持續擴充人數比例 +5%  

以多元升等制

度進行升等 

量

化 

教師申請以多元升等制度完成升等 2 位 

教師實際採用多元升等制度完成升等 2 位 

教師對於多元升等制度之認同感 60% 

成立新制多元

升等社群 

量

化 

建置教師多元升等專業社群 1 個 

教師多元升等專業社群建置完成率 100%  

社群成員參與程度 80%  

辦理社群諮詢會議 2 場 

社群諮詢會議參與人數 10 位 

社群成員滿意度 70% 

質

化 

讓本校教師有意願參與新制多元升等制度。 

透過社群建置與推動，提供客製化支持系統與行政協助，教師實

際以新制升等途徑完成升等。 

透過相關活動辦理與推動，校內教師對於新制多元升等制度產生

認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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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創新傳承、精緻師培－完善師培教育之專業認證 

強化三師共教、公費生培育計畫、專業學校認證、校長培育等，以達創新傳

承與精緻師培的發展重點，以下茲就本發展總目標之 105 年度工作重點製表說明

如下。 

表 8：創新傳承、精緻師培總目標 105 年度工作重點彙整表 

項目 
類

型 
績效指標 105 年 

建置完成「師

資生專業表現

能力檢核暨輔

導管理系統」 

量

化 

每學年召開宣導說明會 4 場 

每學期師資生檢核通過率 80% 

質

化 

1. 落實本校「師資生檢核機制實施要點」。 

2. 定期彙整並公告各項教學能力檢定訊息。 

3. 建立預警及互動機制。 

建立師培大學

與專業發展學

校之合作機制 

量

化 

每學年「專業發展學校」認證數 4 所 

專業發展學校教師與本校辦理協同合作工作坊及研習比

例 
100% 

質

化 

提供專業學習環境、協同進行課程與教學研究，以促進教師專業

成長。 

開設多元且實

用之教育專業

課程 

量

化 

開設原住民民族文化語言課程 2 學分 

開設閩南語及客語課程 4 學分 

質

化 
1. 透過各種管道宣導，鼓勵師資生修習課程。 

整合師資生、

卓獎生及公費

生檢核暨輔導

管理系統 

質

化 

1. 建置完善的師資生專業表現能力檢核暨輔導系統。 

2. 建立預警及互動機制。 

3. 建置並產出師資生各項檢核紀錄表單。 

4. 整合卓獎生及公費生檢核機制。 

 

  



 

256 
 

表 8：創新傳承、精緻師培總目標 105 年度工作重點彙整表(續) 

項目 
類

型 
績效指標 105 年 

重視輔導區學

校合作，建構

綿密的地方教

育輔導工作網

絡 

量

化 

每學年辦理「巡迴服務/講座」 20 場 

每學年辦理教師進修「地方教育輔導活動、工作坊或研

習」 
8 場 

編印輔導專書、出版品（每年 1 本） 1 本 

質

化 

1. 到校巡迴服務，積極落實關懷偏鄉、離島及原住民教育，深耕

責任區。 

2. 規劃多元、多樣、多面向之地方教育輔導活動、工作坊或研習

營，建置資源共享脈絡，驗證理論與實務、分享新知創新教學。 

3. 編印輔導專書、出版品，分享教學示例及推廣教學新知。 

4. 發行國民教育電子報。 

建置四階段完

整且紮實的教

學與教育實習

制度，並推動

「三師共教制

度」 

量

化 

每學年度一週見習完成率 100% 

每學年度教學實習課程各系實地參訪及觀摩場次 10 場 

每學年度辦理注音符號教學觀摩場次 3 場 

每學年度各師培學系參與集中實習達成率 100% 

每學年度輔導畢業生參與半年教育實習達成率 80% 

質

化 

建構完善的四階段實習系統：「一週見習」、「融入教育專業課

程之實習」、三週「集中實習」及半年教育實習，以橋接教育理

論與教學現場實務。 

質

化 

1. 辦理校園徵才，推廣學生至產業實習。 

2. 落實教學實習課程，並推動銜接教育實習與海外實習作業，鼓

勵學生前往海外實習。 

質

化 

1. 強化本校、學系與各縣市政府教育局處三方合作關係。 

2. 連結公費生與公費分發地之認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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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績效行政、永續校園－建立學校發展之高效管理 

持續提升行政績效，增加校務基金收入，活化校地、及精進校園管理效能，

以達永續校園的發展重點，以下茲就本發展總目標之 105 年度工作重點製表說明

如下。 

表 9：績效行政、永續校園總目標 105 年度工作重點彙整表 

項目 
類
型 

績效指標 105 年 

行政單位跨域
合作強化校安
機制 

量
化 

召開校園安全會議 1 次 

參加校園安全會議 1 次 

辦理校園防災避難演練 1 次 

質
化 

1. 推動軍訓人員專業研討。 

2. 擬訂「災害防救委員會」，納編各單位分工執行防災工作。 

3. 協同總務處預判校園潛在災害，共同制訂防災計畫。 

4. 每學期召開「校園安全會議」，將有關學生校園安全事項進行
檢討與精進作為。 

5. 協同總務處檢查本校建築物之危安因素，並建議編入年度預算
改善。 

開發並提升本
校校地使用效
能 

質
化 

1. 開放本校管有附小對面、校總區外西南方及校總區明德樓南側
三處空地供校內單位短期使用。 

2. 校外泉州街與成功國宅附近校地於興建前採委外經營方式增加
使用效益。 

3. 規劃興建校總區東北側校地，1 至 4 樓委外經營增加校務基金收
入，5 至 12 樓作為教學研究空間以紓解空間嚴重不足之窘境。 

4. 因應國際學術交流住宿需求，於校總區東南側規劃新建學人及
學生宿舍。 

5. 校總區西側外復興南路二段 337 巷 6 弄校地已與鄰地以都市更
新辦理開發，並已評估進行校外附小對面、成功國宅附近及泉
州街校地與鄰地私有土地以參與或自行公辦都更方式開發興
建。 

校舍修繕 
質
化 

1. 104 年增建無障礙寢室，改善無障礙電梯設備，友善校園。 

2. 104 年施作視聽館屋頂防水性工程、105 年施作體育館頂樓防水
工程，以提供良好教學環境。 

3. 102 年完成行政大樓廁所改善工程，103 年完成第二宿舍西側浴
室整修工程，預計 104 年暑假完成第二宿舍東側浴室整修工程，
以提供全校師生優質之衛生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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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績效行政、永續校園總目標 105 年度工作重點彙整表(續) 

項目 
類
型 

績效指標 105 年 

依據業務需要
規劃檔管人員
標竿學習及教
育訓練 

量
化 

參加教育部舉辦教育訓練 1 次 

進行標竿學習 1 次 

依本校「檔案
清查暨清理銷
毁計畫」執行
各年度公文檔
案整理工作 

量
化 

執行檔案清查工作 

約
20,000

件公文 

執行公文清理銷毁工作 

約
6,000

件公文 

減少作業，提
升效能 

量
化 

增加定存利息收入 
約 830

萬元 

加強內控，每年辦理核查 2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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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通識教育、革新啟航－建構博雅精緻之學習環境 

以本校學生基本素養為主，重新建置通識課程，透過校外專家諮詢與校內充

分溝通，以達通識教育革新啟航的發展重點，以下茲就本發展總目標之 105 年度

工作重點製表說明如下。 

表 10：通識教育、革新啟航總目標 105 年度工作重點彙整表 

項目 
類

型 
績效指標 105 年 

建構通識教育

機制 

量

化 

每學期召開「通識教育諮詢委員會」 1 次 

每學期召開「通識教育委員會」 1 次 

每學期召開七領域小組會議 1 次 

質

化 

1. 修訂「通識教育中心設置辦法」成為一級輔教單位，統籌本校

通識教育相關業務，研擬通識教育發展方向、規劃與審查通識

教育課程、協調通識教育師資與排課及審議通識教育相關計畫。 

2. 組成「通識教育諮詢委員會」延聘校外通識教育專家，提供本

校通識教育理念、目標、發展方向與重要政策之諮詢。 

3. 修訂「通識教育委員會設置辦法」，下設七領域小組會議，負責

審議本校通識教育課程規劃、開設與相關辦法。相關授課教師

安排由各領域召集人推薦，並由召集人會議審議之。 

4. 延聘通識教育「校共同課程」專長專任師資，並與其他系所單

位合聘通識教育「領域課程」專長師資。 

開設專業基礎

的通識教育課

程 

量

化 
每學期召開通識課程領域召集人會議 1 次 

質

化 

1. 建構專業基礎的教育為核心內涵，每一課程領域規劃有通識相

關對應跨領域學程課程。 

2. 文學創作與欣賞領域之（經典選讀）、（大眾媒體與社會）分別

為古典語文能力學分學程、編輯與採訪學分學程之先修課程；

品德與思考領域之（文化藝術與著作權）為法律專業學分學程

之先修課程；生涯職能領域之（社會科學批判思考與學習）、（心

理學）為學習潛能開發學分學程之先修課程；數位科技與多媒

體領域之（網站設計與賞析）、（數位影音創作）、（創意數位影

像）為多媒體創作與動畫學分學程之認抵課程。 

3. 各課程領域設置有課程召集人，邀集該領域課程屬性相關之系

所主管共同討論確立通識課程及推薦教師授課教師安排由召集

人推薦，並審議之。 

提升通識教育

品質落實檢核

機制 

量

化 

每學年度辦理「通識教學策略研討會」場次 1 場 

每學期辦理通識教育理念專題演講場次 6 場 

質

化 

1. 落實校級學生基本素養、通識教育課程目標與檢核機制之對應

關係，重視學生意見調查，建立 PDCA 改善機制。 

2. 每學期請教務處配合提供學生學習成果導向問卷結果，以納入

PDCA 改善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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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財務預測 

    本校為配合教育部「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之實施，財務運作自 88 年下

半年及 89 年度起，由普通公務預算制度，改為附屬單位預算非營業基金之預算

制度，並依大學法規定落實財務自主，籌募部分財源，吸收社會資源投入教育，

以減輕政府負擔，奠定精實穩固之發展基礎。 

   本校現有校地面積僅8.0787公頃，學生人數5,886人(含大學生3,132人，研

究生1,249人，進修部研究生1,505人)，相對應法定預算規模亦較為有限，惟經

費之運用向重於使用效能之提昇，並以滿足教學研究需求為優先。 

 

(一)現況 

本校校務基金之營運力求開源節流，除101年度「綜合教學大樓新建工程」

舊案未完工程2,322萬元轉列損失，致短絀1,230萬元，如不計則101年賸餘為

10,926千元外，歷年均有賸餘。近年來收入面在職專班於103學年度第1學期每

1學分費調漲700元，大學部及日間研究所之學雜費因政策性因素無法調漲，

建教合作計畫及補助計畫，老師均積極爭取參與，並於104年爭取到教育部教

學卓越計畫2年（104-105年度）6千萬元，成果豐碩，推廣教育因鄰近學校機

構所辦課程同質性高，競爭激烈，但仍積極努力開拓推廣市場，泳健館（100

年9月）、篤行樓（101年3月）及美術館（102年9月）加強營運使用，學生住

宿費於102年7月調漲至7千元，104年6月因應保全調整住宿費至7,350元，學生

餐廳櫃位102年10月分別招商出租，場租收入逐年增加、利息收入於103年度

將定期存款年限延長至2年期並逐月檢視本校閒置現金狀況，適時增加短期定

存，惟因就業市場及少子化之影響，研究所招生收入逐年小幅遞減；另支出

面除教學成本增加外，其餘成本及費用因貫徹節能減碳政策，並撙節開支，

亦有逐年減少趨勢。 

 

(二)發展願景與目標 

1. 協助爭取經費資源。 

2. 協助各單位開源節流，俾利充實校務基金。 

3.  經費預算決算收支賸餘，健全學校財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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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未來五年預估 

 

本校財務預估係以104年收支狀況為基礎，並參酌如下之環境變動，

審慎推估105-107年之財務形。 

 

1. 本校爭取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104年及105年各3千萬元。 

2. 103學年度第1學期在職專班每1學分費調漲700元，學雜費收

入105年預估增加142 萬元，另日間部研究所學生註冊率逐年

遞減1%，約200萬元。 

3. 泳健館（100年9月）、篤行樓（101年3月）及美術館（102

年9月）加強營運使用，場租收入預計逐年約增200萬元。 

4. 調增定期存款年限至2年期限，並逐月檢視適時增加短期定存額度，

預計約增150萬元。 

5. 教職員及約用工作人員升等、晉級等自然成長因素，每年人事

費增加 600萬元。  
6. 建教合作計畫及補助計畫圖儀設備，預計學校每年折舊額外增加約

100萬元。 

7. 預計規劃新建成功校區教學大樓4,500萬，分年編列，105年500萬

元，106年1,000萬元，107年3,000萬元；另新建綜合研究大樓3億3

千萬元，分年編列，106年20萬元，107年180萬，108年1億3千萬

元，以後年度1億9,800萬元。 

8. 依教育部規定於105年度提足勞工退休準備金913萬1千元。 

9. 其餘業務收入成長有限，惟期間源節流措施成效良好，故有關其他

業務收入及支出預估為零成長不予計列。 

 

爰編列「 105至107年度可用資金變化情形」如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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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風險評估 

    本校本（105）年度之風險評估，包括風險辨識、風險分析及風險評量等

三部分： 

一、風險辨識 

參考「行政院所屬各機關風險管理及危機處理作業基準」及「教育部風

險管理及內部控制推動作業原則」，將學校可能發生風險之事件及其發生之原

因和方式進行辨識。內容包括本校目標、重要政策及例行性業務風險，以利

各項計畫及工作之推動與執行。另檢討辨識將監察院糾正（舉）、彈劾案、審

計部建議改善事項、主管單位查核建議、新聞輿情及利害關係人意見等列入

風險議題之必要性，以避免或降低其可能對本校之負面影響。 

 

二、風險分析 

依據「風險影響程度敘述分類表(表11)」及「風險發生機率敘述分類表(表

12)」，作為本校衡量風險影響程度及發生機率之參考標準，並據以計算風險

值（影響程度及發生機率之乘積），以分析各項風險情境一旦發生後之衝擊及

後果。 

 

表11 風險影響程度敘述分類表 

等級 影響 
程度 

涉及
範圍 

申訴抱怨
人數 

學校 
形象 

法規/行
政處份 

財物損失 人員傷亡 

3 非常 

嚴重 

擴及 

校外 

11人以上 全國性新聞

媒體報導之

負面新聞 

依法 

懲處 

新臺幣

100 萬元

以上 

人員 

死亡 

2 嚴重 擴及 

全校 

3 至 10 人 區域新聞媒

體報導之負

面新聞 

限期 

改善 

新臺幣

10 萬至

100 萬元 

人員 

重傷 

1 輕微 校內

某些

單位 

2 人以下 網路散播之

負面訊息 

書面說

明或回

應 

新臺幣

10 萬元

以下 

人員 

輕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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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 風險發生機率敘述分類表 

等級 可能性分類 詳細的描述 

3 幾乎確定 在大部分的情況下會發生或 2 年內非常可能發生 

2 可能 有些情況下會發生或 2 年內可能發生 

1 幾乎不可能 只會在特殊的情況下發生或 2 年內不太可能發生 

 

三、風險評量 

風險評量係用以決定風險管理先後 順序之步驟，將風險與事先制定之標

準比較，以決定該風險之等級。依據本校風險辨識及風險分析之標準，依據

本校現況，列出「本校主要風險項目彙整表(表13)」及「本校風險圖像表(表

14)」。考量本校人力、資源、環境等因素，將低風險區訂為本校105年度可接

受之風險範圍（即風險值為2（含）以下）。 

 

表13 本校主要風險項目彙整表 

類別 

風

險

代

號 

主要風險項目 

影

響

程

度 

發

生

機

率 

風

險

值 

可能的影響 負責單位 

教務處A 
A1 

外籍生報到人數不如預期

成長 
1 1 1 

季班有些微風險，但可靠特

色班別維持或提升 

教務處華語

文中心 

學生事務

處B B1 

宿舍環境清潔(蚊蟲) 

3 2 6 

若宿舍蚊蟲過多，將增加清

潔環境及噴掃除蟲藥劑之

費用。 

主辦生輔

組，協辦事

務組 

B2 

宿舍環境清潔(垃圾) 

3 2 6 

因宿舍住宿學生多且垃圾

量大、將增加清潔環境之費

用。 

B3 

宿舍消防安全 

3 2 6 

宿舍消防系統已使用多

年，其維修或檢測經費可能

隨使用年限增加。 

B4 

宿舍消防安全(水電 

保養) 
3 1 3 

因宿舍住宿學生之電器用

品多且使用時間集中，若電

量負荷過高，則可能影響電

線之使用安全。 

主辦生輔

組，協辦營

繕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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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 

宿舍頂樓天台 

3 2 6 

宿舍頂樓因屬較不受注意

之偏僻角落，為維護安全需

增加裝設監視器及警報器

之費用。 

主辦生輔

組，協辦校

安中心 

總務處C 

C1 

興建大樓施工 

3 2 6 

因評估工期長短而致使改

建建築件數減少，或必須分

批改建。 

總務處保管

組、營繕組 

C2 

建築每年折舊 

2 1 2 

建物每年固定折舊，除非有

天災(如地震 )發生才會加

速建物損壞，影響耐用年

限。 

總務處保管

組 

C3 

採購業務之廠商未完成履

約 
2 1 2 

1.規格不夠周延容易影響

採購流程。 

2.履約管理監控作業反應

不及易影響驗收時程。 

總務處營繕

組、事務組 

C4 

採購標準作業流程不完善 

1 2 2 

1.規格錯誤，影響採購產品

之功能及品質。 

2.無投標廠商或交貨履約

逾期影響計畫經費之推

展。 

C5 

不動產之購置、出租或利

用 

1 1 1 

本校不動產之管理、使用及

收益皆符合國有財產法相

關規定，並定期收取租金或

權利金，如有繳租情形不正

常之承租人，列入下次是否

續租或評選之考量。 

總務處保管

組 

C6 

財物失竊 

2 2 4 

財產如因竊盜、不可抗力或

其他意外事故，至毀損或滅

失時應保持現場原狀，並依

規定時限，將發生時間、地

點及損失情形，立即通知警

政機關後，依審計法有關規

定，檢具有關資料報請審計

機關審核。隨時注意陌生人

進出辦公處所，降低失竊機

率，減少損失。 

總務處保管

組 

C7 

國有公用不動產被占用 

2 2 4 

除年度定期盤點外，不定期

加強巡查，一旦發現占用情

事即依法排除並收取占用

期間之使用補償金。 

C8 

未能即時掌握及建立學校

租借空間相關資訊致使場

地收入減少 

2 2 4 

降低空間活化之使用率。 總務處事務

組 

C9 

場地租借硬體設備維護不

良及管理人員不熟悉業務

流程 
2 2 4 

簽訂定期維護合約以即時

掌握設備情況適時更新。 

對管理人員辦理教育訓練

熟悉業務流程。 

研究發展

處D 
D1 

科技部計畫未依規定辦理

結案等相關作業 
1 1 1 

科技部要求計畫之行政管

理費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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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2 
育成中心未依規定辦理火

險及竊盜險投保事宜。 
2 1 2 

增加風險經費，形象彌補宣

傳經費增多。 

 

D3 

產學合作未依規定簽訂書

面契約。 2 2 4 

廠商私自以本校名義進行

招生及招商，法務成本可能

增高。 

 

D4 

教師未依「政府科學技術

研究發展成果歸屬及運用

辦法」第5條規定，未通

知學校情況下逕自申請專

利。 

2 2 4 

若教師未通報學校逕自申

請專利將不利控管本校專

利案件。 

 

D5 
國外文化交流出團或接團

的風險。 
2 1 2 

完善規劃緊急應變計畫，增

進人員危機處理能力，妥善

照顧團中人員。 

 

人事室E 

E1 
因應新型業務約用人力增

加 
1 2 2 

1.因應教育政策變革及創

新，增加多元化業務，組織

需配合功能性調整，約用人

力有增加趨勢。 

2.人事費用成本增加。 

 

E2 
建置人事智慧辦公作業系

統 
2 2 4 

1.傳統紙本管理方式，增加

作業時間、紙張成本及資料

外洩的安全性。 

2.建置人事智慧辦公作業

系統， 需增加建置維護費

用。 

 

圖書館F 

F1 

圖書館儀器設備電力故障 

1 2 2 

1. 讀者無法使用視聽設備。 

2. 建檔尚未存檔，致檔案流

失。 

3.視聽資料流通改用離線

流通。 

 

主計室G 

G1 

未妥適擬訂年度財務規務

規劃報告書，且未適時檢

視學校三年內財務變化情

形。 

３ ２ 6 

各權責單位未以中長期考

量具體擬定學校教育績效

目標，而影響財務預測推

估，將影響學校整體發展及

營運。 

 

G2 

可用資金無法償還短期負

責或過低，影響學校整體

營運與造成國庫負擔。 
３ １ 3 

學校可用資本扣除償還短

期負責仍為負數，或可用額

度過低，將會發生舉債，而

影響學校整體發展及營運。 

 

G3 

學校整體校務基金及各項

自籌收入之執行年年發生

虧絀，,若加回折舊及攤銷

仍為虧絀 ,將造成學校人

事支出､教學成本及資本

支出無法負擔，影響學校

整體營運甚巨。 

３ 1 3 

年度決算年年虧絀，並加回

折舊及攤銷仍為虧絀，致影

響學校可用資金額度存

量，將會造成學校未來教學

發展及營運。 

 

計算機與

網路中心H H1 

多項校務核心系統被迫面

臨更新問題與預算支出。 2 2 4 

學校多項核心系統可能每

年皆須進行小改寫，每隔數

年即須進行全面大改版。 

系統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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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資訊科技的不斷進

步，軟硬體須被迫進行更新

作業，以確保能支援最新作

業環境、正常顯示在最新的

電腦中、支援師生所需要的

最新資訊技術及修補各項

資安漏洞，增加系統修改相

關費用。 

H2 

資訊機房發生不可預期之

重大災變(如：強烈大地

震) 
3 1 3 

相關人員評估災害狀況(全

校網路中斷、重要服務伺服

器及資料毀損)，成立搶救

小組，進行災變復原作業，

需增加資訊機房重建或復

原經費。 

網路設備組 

進修推廣

處J J1 
系所學生報到率不足 

2 2 4 
請系所加入符合現代潮流

之課程，吸引學生就讀。 

進修教育中

心 

J2 冬夏令營及學期間之學費

因市場結構而受限。 

1 1 1 

在既有成本下，利潤受限，

故需開發校內特色課程，創

造產品差異性，以提高市場

議價能力及需求，進而提高

營收及利潤。 

推廣教育中心 

J3 冬夏令營及學期間之學生

人數因少子化而逐年遞減

所致之營收不確定性。 

 

 

1 

 

 

2 2 

實收營收可能未若預期，故

需開發校內特色課程，創造

產品差異性，以提高市場議

價能力及需求，進而提高營

收及利潤。 

J4 政府委辦案之學費因政策

法規限制無法因應成本調

整。例：課後照顧班、幼

兒園園長教育訓練班等。 

 
 
 
2 

 
 
 
2 4 

在既有成本下，利潤受限，

故需撙節各項成本。 

J5 政府委辦案之市場需求已

趨飽和。例：幼兒園園長

教育訓練班…等。 

 

 

2 

 

 

2 4 

實收營收可能未若預期，故

在既有課程與政府委辦單

位反映招生現況，並討論因

應措施(如委辦學校數量、

期程安排)。 

J6 中國地區委辦課程案因政

治因素致使承辦案件數減

少。 

 

1 

 

2 2 

總營收之減少，因此尋求其

它區域之合作機會。 

J7 教職員及約用工作人員之

薪資調整。 

 
 
1 

 
 
1 1 

人事支出增加，建立績效評

核機制，以鼓勵中心人員提

高生產效率。 

J8 各項設備添置及更新。  
1 

 
2 2 增加支出，但亦能提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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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撙節人事費用，並在事

前進行市場訪價再行添購。 

J9 人員流動。  

 

 

2 

 

 

 

2 4 

高流動率以致無法順利交

接，造成資訊不全，進而影

響營業成效。如：人事成本(工

讀生)。 

(1) 招聘時詳細告知工作內

容與工時、薪資安排，確認

意願高者再行錄用。 

(2) 招收大一新生長期培

訓。 

J10 校內場地有限。  

 

 

1 

 

 

 

2 2 

可使用之場地有限，造成專

案間互相擠壓，無法有效的

推廣課程所致之財務影

響，故與使用及管理單位內

部協調校內場地，使各單位

皆能效率善用學校資源。 

 

表14 本校風險圖像表 

影響程度 風險分布 

非常嚴重（3） B4, G2, G3, H2 B1, B2, B3, B5, 

C1, G1 

 

嚴重（2） C2, C3, D2 C6, C7, C8, C9,  

D3, D4, E2, H1, 

J1, J4, J5, J9 

 

輕微（1） A1, C5, D1, D5, 

J2, J7 

C4, E1, F1, J3, 

J6, J8, J10 

 

 幾乎不可能（1） 可能（2） 幾乎確定（3） 

 發生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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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預期效益 

本校自 1895 年創校迄今已有 120 年，橫跨三個世紀，培育無數小學、幼兒、

特教之優秀師資，對臺灣小學教育發展功不可没。然而邁向 21 世紀，未來的學

習不再侷限於書本，教學不再侷限於教室，如何培育師生迎接未來學習型態的改

變，由過去學生被動聽講、教師單一講述的傳統教學型態，轉化成教師活化課程

教學，並促使學生主動學習，提升學習動機與成效，進而提升就業競爭力，培養

創新行動力，自主數位學習力以及促進跨國移動力，儼然成為本校面臨的重要挑

戰。 

因此，本校校務發展中長程計畫之十大發展總目標，將緊密連結「教師專業

發展分軌」與「學生人才培育分軌」，採課程分流制度，區隔學術與實務取向課

程，以落實北教大專業人才培育之精神。 

本計畫採以變應變方式，進行滾動式編修與執行，隨時檢討調整修正，建立

落實 PDCA 改善機制。執行十大發展總目標，引領校務發展，延續既有精緻師

資培育優勢，開拓教育文化產業，發揮藝文設計特色，發展數理科技創新教育能

量，擴充進修推廣教育功能，建立非師培系所特色品牌，發展區隔市場需求，開

創北教大永續發展新局，戮力達成以師資培育、教育研究、藝文設計、數位科技、

教育文化產業及文化創意為特色的優質、創新、具競爭力專業大學之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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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編號：8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第 36次校務會議提案單 

案由 
廢止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經費稽核委員會設置辦法，提請  審

議。 

說明 

一、 本案已提經第76次行政主會協調會審議通過。 

二、 依教育部104年9月3日以臺教高(三)字第1040115757E

號函辦理(參閱附件一)。 

三、 按教育部104年9月3日以臺教高(三)字第1040115757B

號令修正發布施行之「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

監督辦法」(以下簡稱管監辦法)，已刪除舊管監辦法

第十九條「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會議下，應設經費稽

核委員會。(第一項)經費稽核委員會置委員七人至十

五人，由校務會議成員推選產生。但管理委員會之成

員、學校總務及會計相關人員，不得擔任經費稽核委

員會之委員。(第二項)經費稽核委員會所需工作人

員，由各校現有人員派兼之。(第三項)」規定(參閱附

件二)。 

四、 另按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二十一條明文「法規有左列情

形之一者，廢止之：……三、法規因有關法規之廢止

或修正致失其依據，而無單獨施行之必要者。……」，

本校經費稽核委員會設置辦法，因舊管監辦法第十九

條已刪除至失其依據，爰依法廢止之。 

五、 依前揭教育部來函及相關法規辦理廢止事宜。 

辦法 提請校務會議通過後，公告廢止。 

決議 照案通過。 

提案單位：秘書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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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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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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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編號：9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第 36次校務會議提案單 

案由 

配合教育部修正發布「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爰

修訂本校「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設置辦法」及新

訂「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校務基金稽核實施辦法」，提請 討論。 

說明 

一、 依據教育部於 104年 9月 3日發布修正「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

金管理及監督辦法」辦理。 

二、 依據教育部 104年 10月 6日臺教高（通）字第 1040131656號

來函「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發布後各校需

配合辦理相關注意事項。 

三、 依據「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及「國立大學

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訂（修）本校「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校

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設置辦法」及新訂本校「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校務基金稽核實施辦法」。 

四、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設置辦法」及「國立

臺北教育大學校務基金稽核實施辦法」業經 105 年 3 月 7 日第

76 次行政主管協調會討論通過；「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校務基金

管理委員會設置辦法」業經 4 月 21 日 104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基

金管理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五、 檢附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國立大學校院校

務基金設置條例、修正對照表及修正後草案（如附件 1-4）。 

辦法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送校長核定後實施。  

決議 
一、「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修正案通過。 

二、「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校務基金稽核實施辦法」第二條請修正為「本

校置稽核人員數人」，修正後照案通過。 

提案單位：秘書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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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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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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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 1 條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以下稱

本校）為因應高等教育發展

趨勢，提昇教育品質，增進

教育績效，特依國立大學校

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第 5 條

及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

理及監督辦法第 2 條第五

條、第七條之規定，設置「國

立臺北教育大學校務基金管

理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 

會）。 

第 1 條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以下稱

本校）為因應高等教育發展

趨勢，提昇教育品質，增進

教育績效，特依國立大學校

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第 5條

及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

管理及監督辦法第 2條之規

定，設置「國立臺北教育大

學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以下簡稱本委員會）。 

一、本條配合國立大學
校院校務基金管理
及監督辦法第五條
「管理委員會得視
任務之需要，分組
辦事；其組成方
式，由學校定之。

管理委員會每學期
至少召開會議一
次，必要時得召開
臨時會；開會時，
得請相關單位人員
列席。」及第七條
「管理委員會及稽
核人員或稽核單位
之設置、運作、績
效考核及其他應遵
行事項之規定，由
學校定之，經校務

會議通過後實施。」
內容修正。 

第 5條  本委員會任務如下： 

一、校務基金年度概算擬編之 
    審議。 
二、校務基金經費收支及運用     

 之績效考核。 
三、年度財務規劃及年度投資    

 規劃之審議。 
四、依第十三條第二項所定自 

    籌收入收支管理規定之    
 審議。 

五、其他關於校務基金預決 
    算、收支、保管及運用事項   

之審議。 

 

 

 

 

第 5條  本委員會任務如下： 

一、學校教學、研究與推廣所     

          需財源之規劃。 

二、校區建築及工程興建所需    

財源之規劃。 

三、校務基金年度概算擬編之  

審議。 

      四、校務基金開源措施之審

議。 

    五、校務基金經濟有效節流措

施之審議。 

    六、校務基金經費收支及運用

之績效考核。 

    七、學校捐贈收入、場地設備

管理收入、推廣教育收

本條係因原國立大學校 

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 

辦法第三條刪除，爰按 

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 

設置條例第 6條「管理 

委員會之任務如下： 

一、校務基金年度概算 

擬編之審議。 

二、校務基金經費收支

及運用之績效考

核。 

三、年度財務規劃及年

度投資規劃之審

議。 

四、依第十三條第二項

所定自籌收入收

支管理規定之審

議。 

五、其他關於校務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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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建教合作收入及投資

取得收益之收支管理規

定之審議。 

      八、其他關於校務基金收支、

保管及運用事項。 

預決算、收支、保

管及運用事項之

審議。」內容修

正。 

第 9條 本辦法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

會及校務會議通過後，並送

校長核定後實施陳請校長

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第 9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

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

施，修正時亦同。 

依據 104學年度第 76次

行政主管協調會議決議

修正。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後草案) 

  89.1.18本校第 27次校務會議通過 

  94.3.30本校第 51次校務會議通過 

 94. 9. 30本校第 2次校務會議通過 

         105.4.21  104學年第 2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 1 條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以下稱本校）為因應高等教育發展趨勢，提昇教育品質，增進

教育績效，特依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第 5條及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

及監督辦法第 2條第五條、第七條之規定，設置「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委

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 

第二 2 條 本委員會置委員 7 至 15 人，其中不兼行政職務之教師代表不得少於 1/3，必要時

得聘請校外專業人士參與。 

第三 3條 本委員會之委員任期 2年，由校長遴選提經校務會議同意後聘任之，均為無給職。 

第四 4條 本委員會由校長任召集人，主持會務，會議時任主席；置執行秘書 1人，由召集人

聘任之。本委員會所需工作人員，由學校現有人員派兼為原則，但為使校務基金

之收支、保管及運用發揮最大經濟效益，得進用專業人員若干人，其權利、義務、

待遇及福利另訂之。 
本委員會得視任務需要設財務規劃、校務基金法規制定及募款等工作小組，其組

成方式另訂之。 

    第五 5條 本委員會任務如下： 
      一、學校教學、研究與推廣所需財源之規劃。 

二、校區建築及工程興建所需財源之規劃。 

  三、校務基金年度概算擬編之審議。 

四、校務基金開源措施之審議。 

        五、校務基金經濟有效節流措施之審議。 

    六、校務基金經費收支及運用之績效考核。 

    七、學校捐贈收入、場地設備管理收入、推廣教育收入、建教合作收入及投資取          

        得收益之收支管理規定之審議。 

          八、其他關於校務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事項。 

一、校務基金年度概算擬編之審議。 

       二、校務基金經費收支及運用之績效考核。 

       三、年度財務規劃及年度投資規劃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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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依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第十三條第二項所定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規定之 

   審議。 

       五、其他關於校務基金預決算、收支、保管及運用事項之審議。 

第六 6條 本委員會每學期至少召開會議 1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本委員會召開會議

時，得請相關人員列席。 

  本委員會召開會議時須有委員 2/3以上本人親自出席始得開會，出席委員 2/3   

  以上同意方得決議。 

  第七 7條 本委員會委員在任期中因出國進修、職務變動或其他私人因素而不克繼續執行 

           委員職務時，得由召集人視需要依本辦法遴聘委員遞補之，遞補委員之任期， 

           均以原任期為準。 

  第八 8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大學法、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及國立大 

           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第九 9條 本辦法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及校務會議通過後，並送校長核定後實施陳請校 

           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 4】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校務基金稽核實施辦法 

第一條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以下簡稱本校) 為強化校務基金內部控制及確保其內部控制制

度持續有效運作，落實經費稽核之功能，特依「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

及「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規定訂定本校校務基金稽核實施辦法

(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置稽核人員一人數人。本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之成員、總務、主計及行政主

管相關人員，不得擔任稽核人員。 

前項稽核人員應具稽核工作經驗及相關專業背景。 

第三條  稽核人員之任務如下： 

一、人事、財務、營運及關係人交易事項，涉及校務基金交易循環之事後查核。 

二、現金出納及壞帳處理之事後查核。 

三、現金、銀行存款、有價證券、股票、債券與固定資產等之稽核及盤點。 

四、校務基金各項業務績效目標達成度之定期評估、稽催及彙整報告。 

五、校務基金運用效率與各項支出效益之查核及評估。 

六、其他專案稽核事項。 

前項第一款所定交易循環，包括收入循環、採購與支付循環、薪資循環、財產管理

循環、投資循環、融資循環及研發循環等。 

第四條  稽核人員應依風險評估結果，擬訂年度稽核計畫，經校長同意後實施，並  作成年

度稽核報告，向校務會議報告。 

稽核人員執行稽核任務，應獨立超然，並得視任務需求，請校內相關單位提供必要

之資料以供查閱。 

第五條  稽核人員執行任務，除依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及三十三條規定外，對於以前曾服

務之單位或執行之業務，於三年內進行稽核作業者，亦應自行迴避。  

第六條  稽核人員執行任務，應本誠實信用原則，不得有下列情事：  

一、明知校務基金之執行有缺失或異常事項，故意隱匿或作不實、不當之揭露。  

二、怠於行使職權，致稽核效能不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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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違反法令之行為。  

稽核人員違反前項規定者，校長應命其限期改善，必要時，得懲處或調整職務。  

第七條  前條第一項第一款所稱缺失或異常事項，指下列情事：  

一、校務基金之執行不符合相關法令或學校規章。  

二、校務基金之執行未達績效目標。  

三、校務基金之相關作業程序未能發揮其內部控制制度之有效性。  

四、年度決算實質短絀。  

五、賸餘或可用資金有異常減少。  

六、開源節流計畫之執行未具成效。  

七、其他缺失或異常事項。  

前項第四款所稱年度決算實質短絀，指學校年度收支餘絀依一般公認會計原則須調

整加回國庫撥款購置資產所提列之折舊、折耗及攤銷費用後，仍為短絀之情形。  

第八條  稽核人員執行任務，發現校務基金之執行有缺失或異常事項，應據實揭露及提供意

見，作成年度稽核報告，並檢附工作底稿及相關資料。  

稽核人員應定期追蹤前項缺失或異常事項至改善為止。  

第一項稽核報告、工作底稿及相關資料，應於向校務會議報告後，至少保存五年。  

第九條  受稽核單位未於期限內完成改善事項或未執行改善追蹤事項者，應列入下次稽核重

點，並得依本校相關獎懲規定辦理。  

第十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依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

管理及監督辦法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一條 本辦法校務會議通過，送校長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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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編號：10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第 36次校務會議提案單 

案由 有關修訂本校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與處理要點，提請  討論。 

說明 

一、 本案已經 104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通過

(附件一)。 

二、 因本校目前規範與實際辦理方法略有出入，為釐清各單位之權

責，並加快性平案件調查步驟，擬授權輪值小組議決調查小組

成員名單，並將針對性平事件處理結果之申復提出對象，由目

前學務處生輔組修正為秘書室。 

三、 其餘修正內容詳見修正對照表(附件二)。 

辦法 經校務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決議 

一、請將事件處理 SOP 寄送給全校教職員工及學生周知，
並將 SOP 連結公告於校首頁。 

二、請主秘與教務長研擬性平案件中有關導師職責的文字敘

述，並在導師會議中讓老師們知悉。 
三、餘照案通過。 

提案單位：秘書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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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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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 

防治與處理要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國立臺北教育大學（以

下簡稱本校）為預防與

處理校園性侵害、性騷

擾或性霸凌事件、違反

性別工作平等法事件，

及處理本校教職員工生

與校外人士所發生之性

侵害、性騷擾事件，特

依據「性別平等教育法」

及「校園性侵害性騷擾

或性霸凌防治準則」（以

下簡稱防治準則），及

「性騷擾防治法」、「性

侵害犯罪防治法」、「性

別工作平等法」訂定本

要點。 

一、未修正。 

 二、本要點用詞定義如

下： 

  (一) 校園性侵害、性騷

擾或性霸凌事件：指性

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

之當事人於事件發生時

為本校教師、職員、工

友或學生，且一方為學

生者。受性侵害、性騷

擾或性霸凌之學生，包

括其他學校之學生在

內。 

  (二) 性侵害：指性侵害

犯罪防治法所稱性侵害

犯罪之行為。 

  (三) 性騷擾：指符合下

一、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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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情形之一，且未達性

侵害之程度者： 

      1.以明示或暗示之方

式，從事不受歡迎且

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

視之言詞或行為，致

影響他人之人格尊

嚴、學習、或工作之

機會或表現者。 

      2.以性或性別有關之

行為，作為自己或他

人獲得、喪失或減損

其學習或工作有關權

益之條件者。 

  (四) 性霸凌：指透過語

言、肢體或其他暴力，

對於他人之性別特徵、

性別特質、性傾向或性

別認同進行貶抑、攻擊

或威脅之行為且非屬性

騷擾者。 

  (五) 教師：指專任教

師、兼任教師、代理教

師、代課教師、護理教

師、教官及其他執行教

學、研究或教育實習之

人員。 

  (六) 職員、工友：指前

款教師以外，固定或定

期執行學校事務之人

員。 

  (七) 學生：指具有學

籍、接受進修推廣教育

者或交換學生。 

 三、如行為人或被害人之

一，非為本校教職員工

生，本校應依相關法

令、學校輔導程序並結

合社會資源協助之，必

一、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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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時應向本校性別平等

教育委員會（以下簡稱

性平會）報告。如涉及

違反兒童及少年權益保

障法、兒童及少年性交

易防治條例、性騷擾防

治法、性侵害犯罪防治

法及其施行細則，應即

時依規定之權責分工

（如附表一）通報主管

機關；本校教職員工生

為被害人，而依法非屬

本校受理之性侵害、性

騷擾或性霸凌事件，亦

同。 

      本校若非行為人所

屬之機關、學校或僱用

人於接獲性侵害、性騷

擾或性霸凌之檢舉、申

請調查或申訴時，仍應

採取適當之緊急處理，

並應於七日內將申訴書

及相關資料移送其所在

地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 

      本校應依事件管轄

學校或機關之通知派代

表參與調查或依其懲處

建議進行處理。 

四、教職員工生於進行校

內外教學活動、執行職

務與人際互動時，應尊

重性別多元與個別差

異。 

    教師於執行教學、

指導、訓練、評鑑、管

理、輔導或提供學生工

作機會時，在與性或性

別有關之人際互動上，

四、教職員工生於進行校

內外教學活動、執行職

務與人際互動時，應尊

重性別多元與個別差

異。 

    教師於執行教學、

指導、訓練、評鑑、管

理、輔導或提供學生工

作機會時，在與性或性

別有關之人際互動上，

一、為使規範體系明

確，本要點第七點

規定移列本點第五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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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得發展有違專業倫理

之關係。 

    教師發現其與學生

之關係有違反前項專業

倫理之虞時，應主動迴

避或陳報學校處理。 

    教職員工生應尊重

他人與自己之性或身體

之自主避免不受歡迎之

追求行為，並不得以強

制或暴力手段處理與性

或性別有關之衝突。 

    為健全校園性侵

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

治教育，本點第一項至

第四項之規定，應納入

本校教職員工聘約及學

生手冊。 

不得發展有違專業倫理

之關係。 

    教師發現其與學生

之關係有違反前項專業

倫理之虞時，應主動迴

避或陳報學校處理。 

    教職員工生應尊重

他人與自己之性或身體

之自主避免不受歡迎之

追求行為，並不得以強

制或暴力手段處理與性

或性別有關之衝突。 

五、本校為積極推動校園

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

凌防治教育，以提升教

職員工生尊重他人與自

己性或身體自主之知

能，應採取下列措施： 

(一) 針對教職員工

生，每年定期舉辦校園

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

凌防治之教育宣導活

動，並評鑑其實施成

效。 

(二) 針對性平會及負

責校園性侵害、性騷擾

或性霸凌事件處置權責

單位之人員，每年定期

辦理相關之在職進修活

動。 

(三) 鼓勵前款人員參

加校內外校園性侵害、

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處

五、本校為積極推動校園

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

凌防治教育，以提升教

職員工生尊重他人與自

己性或身體自主之知

能，應採取下列措施： 

(一) 針對教職員工

生，每年定期舉辦校園

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

凌防治之教育宣導活

動，並評鑑其實施成

效。 

(二) 針對性平會及負

責校園性侵害、性騷擾

或性霸凌事件處置權責

單位之人員，每年定期

辦理相關之在職進修活

動。 

(三) 鼓勵前款人員參

加校內外校園性侵害、

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處

一、為使規範體系明

確，本要點第六點

第三項規定移列本

點第五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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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研習活動，並予以

公假及經費補助。 

(四) 鼓勵校園性侵

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

件被害人或檢舉人儘早

申請調查或檢舉，以利

蒐證及調查處理。 

(五) 定期舉辦或鼓勵

所屬人員參與性侵害、

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之

相關教育訓練。 

置、研習活動，並予以

公假及經費補助。 

(四) 鼓勵校園性侵

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

件被害人或檢舉人儘早

申請調查或檢舉，以利

蒐證及調查處理。 

六、本校為防治校園性侵

害、性騷擾或性霸凌，

應採取下列措施改善校

園危險空間： 

(一) 依空間配置、管理

與保全、標示系統、求

救系統與安全路線、照

明與空間穿透性及其他

空間安全要素等，定期

檢討校園空間與設施之

規劃及使用情形並檢視

校園整體安全。 

(二) 記錄校園內曾經

發生性侵害、性騷擾或

性霸凌事件之空間，並

依實際需要繪製校園危

險地圖。 

    前項第一款檢討校

園空間與設施之規劃，

應考量學生之身心功能

或語言文化差異之特殊

性，提供符合其需要之

安全規劃及說明方式；

其範圍，應包括校園內

所設之宿舍、衛浴設

備、校車等。 

    

六、本校為防治校園性侵

害、性騷擾或性霸凌，

應採取下列措施改善校

園危險空間： 

(一) 依空間配置、管理

與保全、標示系統、求

救系統與安全路線、照

明與空間穿透性及其他

空間安全要素等，定期

檢討校園空間與設施之

規劃及使用情形並檢視

校園整體安全。 

(二) 記錄校園內曾經

發生性侵害、性騷擾或

性霸凌事件之空間，並

依實際需要繪製校園危

險地圖。 

    前項第一款檢討校

園空間與設施之規劃，

應考量學生之身心功能

或語言文化差異之特殊

性，提供符合其需要之

安全規劃及說明方式；

其範圍，應包括校園內

所設之宿舍、衛浴設

備、校車等。 

    本校應定期舉辦或

鼓勵所屬人員參與性侵

一、為使規範體系明

確，本點第三項規

定移列本要點第五

點第五項規定，爰

刪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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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

治之相關教育訓練。 

 七、為健全校園性侵害、

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

教育，本要點第四點

之規定應納入本校教

職員工聘約及學生手

冊。 

一、本點刪除。 

二、為使規範體系明

確，本點規定移列

本要點第四點第五

項，爰刪除之。 

七、本校處理校園性侵

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

件，應告知當事人或其

法定代理人得主張之權

益及各種救濟途徑，或

轉介至相關機構處理。

必要時，本校應整合校

內外資源網絡對當事人

提供下列適當協助： 

(一)心理諮商輔導。 

(二)法律諮詢管道。 

(三)課業協助。 

(四)經濟協助。 

(五)晤談、陪同就醫、

情緒支持、報警、緊急

安置或庇護。 

(六)其他性平會認為必

要之保護措施或協助。 

    學校或主管機關處

理校園性侵害、性騷擾

或性霸凌事件，對檢舉

人有受侵害之虞者，並

應提供必要之保護措施

或其他協助。 

    前二項協助必要時

得委請醫師、心理師、

社會工作師或律師等專

業人員為之，其所需費

用，由本校編列預算支

應。 

    當事人非本校教職

八、為處理性侵害、性騷

擾或性霸凌事件當事人

所遭受之身心傷害，本

校於必要時應整合校內

外資源網絡，依被害人

之意願與需求，提供晤

談、陪同就醫、情緒支

持、報警、緊急安置、

庇護、心理諮商輔導、

法律諮詢管道、課業協

助，及其他性平會認為

必要之保護措施或協

助。 

    前項協助必要時得

委請醫師、心理師、社

會工作師或律師等專業

人員為之，其所需費

用，由本校編列預算支

應。 

    當事人非本校教職

員工生時，應通知當事

人所屬學校，依前項規

定提供適當協助。 

    本校應防治性侵

害、性騷擾或性霸凌行

為之發生。於知悉有性

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

之情形時，應採取立即

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

施。 

一、點次變更。 

二、本點第一項微調文

字，並修正與防治

準則相符之體例。 

三、原要點漏未規定檢

舉人有受侵害之虞

時之處置措施，故

依性平法第二十四

條後段文字，增列

本點第二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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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生時，應通知當事

人所屬學校，依前項規

定提供適當協助。 

    本校應防治性侵

害、性騷擾或性霸凌行

為之發生。於知悉有性

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

之情形時，應採取立即

有效之糾正及補救措

施。 

八、本校校長、教職員工

知悉校內發生疑似校園

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

凌事件者，應立即依通

報權責分工（如附表一）

通報，至遲不得超過二

十四小時。 

    如有經媒體報導之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

性霸凌事件，應視同檢

舉，本校應主動將事件

交由性平會調查處理。

疑似被害人不願配合調

查時，本校仍應提供必

要之輔導或協助。 

    本校處理霸凌事

件，如發現有疑似性侵

害、性騷擾或性霸凌情

事者，視同檢舉，由性

平會依相關規定辦理。 

十、本校校長、教職員工

知悉校內發生疑似校園

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

凌事件者，應立即依通

報權責分工（如附表一）

通報，至遲不得超過二

十四小時。 

    如有經媒體報導之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

性霸凌事件，應視同檢

舉，本校應主動將事件

交由性平會調查處理。

疑似被害人不願配合調

查時，本校仍應提供必

要之輔導或協助。 

    本校處理霸凌事

件，如發現有疑似性侵

害、性騷擾或性霸凌情

事者，視同檢舉，由性

平會依相關規定辦理。 

一、點次變更。 

 

九、本校學生發生性侵

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

件，或校外人士遭受本

校學生性侵害或性騷擾

時，被害人或檢舉人得

以言詞、書面或電子郵

件向本校學生事務處生

活輔導組（以下簡稱學

務處生輔組）申請調

九、本校學生發生性侵

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

件，或校外人士遭受本

校學生性侵害或性騷擾

時，被害人或檢舉人得

以言詞、書面或電子郵

件向本校學生事務處生

活輔導組（以下簡稱學

務處生輔組）申請調

一、原要點第九點第六

項移列至第三項。 

二、為符一般立法體

例，除原要點第九

點第一項至第三項

外，其餘項次刪除

後，移列至它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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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 

    前項申請單位電話

為 (02)8732-8885，電

子郵件地址為

sg@tea.ntue.edu.tw。 

    本校教職員工間發

生性侵害或性騷擾事

件，或校外人士遭受本

校教職員工性侵害或性

騷擾時，被害人或檢舉

人得以書面向本校人事

室申請調查。 

    第一項申請調查事

件之加害人如為本校首

長者，該申請調查應向

本校所屬主管機關提

出。 

 

 

查。 

    前項申請單位電話

為 (02)8732-8885，電

子郵件地址為

sg@tea.ntue.edu.tw。 

    本校教職員工間發

生性侵害或性騷擾事

件，或校外人士遭受本

校教職員工性侵害或性

騷擾時，被害人或檢舉

人得以書面向本校人事

室申請調查。 

    依性騷擾防治法提

起之案件，應於事件發

生時起一年內提出申請

調查；依性別工作平等

法提起之案件，應於事

件發生時起十年內提出

申請調查。 

    申請之書面或言

詞、電子郵件作成之紀

錄，應由申請人簽名或

蓋章，並載明下列事

項： 

(一) 申請人或檢舉人

姓名、性別、出生年

月日、國民身份證統

一編號或護照號碼、

服務或就學之單位與

職稱、住所或居所及

聯絡電話。 

(二)申請人申請調查

者，應載明被害人之

出生年月日。 

(三)有法定代理人者，

其姓名、性別、出生

年月日、國民身分證

統一編號或護照號

碼、職業、住所或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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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及聯絡電話。 

(四)有委任代理人者，

其姓名、性別、出生

年月日、國民身分證

統一編號或護照號

碼、職業、住所或居

所及聯絡電話，並應

檢附委任書。 

(五)申請調查或檢舉之

事實內容及其相關證

據。 

    前項調查之申請如

行為人為本校首長者，

應向本校所屬主管機關

提出。 

    學務處生輔組或人

事室於接獲調查申請或

檢舉時，應於二十日內

以書面通知申請人或檢

舉人是否受理。 

    學務處生輔組或人

事室於接獲調查申請或

檢舉時，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應不予受理： 

(一) 非屬本要點所規

定之事項者。 

(二) 申請人或檢舉人

未具真實姓名。 

(三)同一事件已處理完

畢者。 

    前項不受理之書面

通知，應敘明理由。 

    學務處生輔組或人

事室接獲申請調查後，

除有第八項所定事由

外，應於三日內交由性

平會調查處理。 

    教職員工性騷擾或

性侵害事件之申請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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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收件後，應由人事室

負責性平會調查處理程

序所有會議之召開及協

調聯繫事宜。 

    申請人或檢舉人於

第七項之期限內未收到

通知或接獲不受理通知

之次日起二十日內，得

以書面具明理由，向原

申請受理單位學務處生

輔組或人事室申復。 

    本校認無不受理之

情形或申復有理由者，

性平會應即進行調查，

必要時成立調查小組調

查之，其組成方式依相

關規定辦理。 

    前項調查小組之調

查權責以與該個案相關

之調查為限，並於完成

調查報告後，即刻移送

性平會。 

    如接獲之申請本校

無管轄權者，應將該案

件於七個工作日內移送

其他有管轄權者，並通

知當事人。 

十、依性騷擾防治法提起

之案件，應於事件發生

時起一年內提出申請調

查；依性別工作平等法

提起之案件，應於事件

發生時起十年內提出申

請調查。 

 一、原要點第九點第四

項移列為第十點。 

十一、申請之書面或言

詞、電子郵件作成之

紀錄，應由申請人簽

名或蓋章，並載明下

列事項： 

九、(第五項)申請之書面

或言詞、電子郵件作成

之紀錄，應由申請人簽

名或蓋章，並載明下列

事項： 

一、原要點第九點第五

項移列為第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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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申請人或檢舉

人姓名、性別、出生

年月日、國民身份證

統一編號或護照號

碼、服務或就學之單

位與職稱、住所或居

所及聯絡電話。 

(二) 申請人申請調

查者，應載明被害人

之出生年月日。 

(三) 有法定代理人

者，其姓名、性別、

出生年月日、國民身

分證統一編號或護照

號碼、職業、住所或

居所及聯絡電話。 

(四) 有委任代理人

者，其姓名、性別、

出生年月日、國民身

分證統一編號或護照

號碼、職業、住所或

居所及聯絡電話，並

應檢附委任書。 

(五) 申請調查或檢

舉之事實內容及其相

關證據。 

(一) 申請人或檢舉人

姓名、性別、出生年

月日、國民身份證統

一編號或護照號碼、

服務或就學之單位與

職稱、住所或居所及

聯絡電話。 

(二)申請人申請調查

者，應載明被害人之

出生年月日。 

(三)有法定代理人者，

其姓名、性別、出生

年月日、國民身分證

統一編號或護照號

碼、職業、住所或居

所及聯絡電話。 

(四)有委任代理人者，

其姓名、性別、出生

年月日、國民身分證

統一編號或護照號

碼、職業、住所或居

所及聯絡電話，並應

檢附委任書。 

(五)申請調查或檢舉之

事實內容及其相關證

據。 

 

十二、學務處生輔組或人

事室接獲申請調查或

檢舉後，除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外，應於三

日內將申請人或檢舉

人所提事證資料交付

性平會調查處理： 

(一) 非屬本要點所

規定之事項者。 

(二) 申請人或檢舉

人未具真實姓名。 

(三) 同一事件已處

九、(第八項) 學務處生輔

組或人事室於接獲調查

申請或檢舉時，有下列

情形之一者，應不予受

理： 

(一)非屬本要點所規定

之事項者。 

(二)申請人或檢舉人未

具真實姓名。 

(三)同一事件已處理完

畢者。 

  (第十項)學務處生輔組

一、整併原要點第九點

第八項及第十項移

列為第十二點第一

項。 

二、為使調查小組能盡

早組成，以啟動調

查程序，故增訂第

二項，授權輪值小

組議決調查小組組

成名單。 

三、第三項微調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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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完畢者。 

    性平會接獲學務

處生輔組或人事室移

送之事件時，應由輪

值小組依前項所定事

由，進行初審，並議

決以下事項： 

(一) 是否受理申請

或檢舉事件。 

(二) 調查小組之成

員名單。 

    本校就接獲之申

請或檢舉無管轄權

時，應將該案件於七

個工作日內移送其他

有管轄權者，並通知

當事人。 

或人事室接獲申請調查

後，除有第八項所定事

由外，應於三日內交由

性平會調查處理。 

(第十五項)如接獲之申

請本校無管轄權者，應

將該案件於七個工作日

內移送其他有管轄權

者，並通知當事人。 

十三、性平會應自本校接

獲調查申請或檢舉時

起二十日內，以書面

通知申請人或檢舉人

是否受理。 

    前項不受理之書

面通知應敘明理由，

並告知申請人或檢舉

人申復之期限及受理

單位。 

九、(第七項)學務處生輔

組或人事室於接獲調查

申請或檢舉時，應於二

十日內以書面通知申請

人或檢舉人是否受理。 

(第九項)前項不受理之

書面通知，應敘明理由。 

一、第一項係修正原要

點第九點第七項，

於輪值小組議決是

否受理後，由性平

會以書面通知申請

人或檢舉人是否受

理，以符實際。 

二、第二項係修正原要

點第九點第九項，

並增訂有關申復之

期限及受理單位之

教示救濟規定。 

十四、申請人或檢舉人於

前點第一項之期限

內，未收到通知或接

獲不受理通知之次日

起二十日內，得以書

面具明理由，向性平

會申復；其以言詞為

之者，事件管轄學校

或機關應作成紀錄，

經向申請人或檢舉人

九、(十二)申請人或檢舉

人於第七項之期限內未

收到通知或接獲不受理

通知之次日起二十日

內，得以書面具明理

由，向原申請受理單位

學務處生輔組或人事室

申復。 

一、第一項係原要點第

九點第十二項，修

正文字，明定向性

平會提起申復，並

增訂以言詞提起申

復之續處辦法。為

防治準則第二十條

第二項之明文。 

二、第二項明定申復次

數之限制，為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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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讀或使閱覽，確認

其內容無誤後，由其

簽名或蓋章。 

    前項不受理之申

復以一次為限。 

    性平會接獲申復

後，應於二十日內以

書面通知申復人申復

結果。申復有理由

者，即應展開調查。 

準則第二十條第三

項之明文。 

三、第三項明定申復結

果之通知及申復有

理由之續處辦法。

為防治準則第二十

條第四項之明文。 

十五、性平會為處理性侵

害、性騷擾或性霸凌

事件，得依性別平等

教育法第三十條第三

項、防治準則第二十

一條及本校性平會設

置要點第五點成立調

查小組。 

        前項性平會或調

查小組進行事件之調

查時，如遇有行為人

非本校教職員工生

者，應以書面通知行

為人現所屬學校派代

表參與調查。 

    性別平等教育委

員會或調查小組依本

法規定進行調查時，

行為人、申請人及受

邀協助調查之人或單

位，應予配合，並提

供相關資料。 

    前項調查小組之

調查權責以與該個案

相關之調查為限，並

於完成調查報告後，

即刻提交性平會審

議。 

    當事人之輔導人

十一、性平會為處理性侵

害、性騷擾或性霸凌

事件，必要時得依本

校性平會設置要點第

五點成立調查小組。 

    當事人之輔導人

員，應迴避該事件之

調查工作；參與調查

及處理人員亦應迴避

對該當事人之輔導工

作。 

    性騷擾事件之調

查人員在調查過程

中，有下列各款情形

之一，應自行迴避︰ 

(一)本人或其配偶、

前配偶、四親等內之

血親或三親等內之姻

親或曾有此關係者為

事件之當事人時。 

(二)本人或其配偶、

前配偶，就該事件與

當事人有共同權利人

或共同義務人之關係

者。 

(三)現為或曾為該事

件當事人之代理人、

輔佐人者。 

(四)於該事件，曾為

一、第一項明定調查小

組之設置依據。 

二、原要點第十一點第

三項至第七項移列

至第十六點。 

三、第二項、第三項係

自原要點第十四點

第一項、第二項所

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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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應迴避該事件之

調查工作；參與調查

及處理人員亦應迴避

對該當事人之輔導工

作。 

證人、鑑定人者。 

    性騷擾事件之調

查人員有下列各款情

形之一者，當事人得

申請迴避︰ 

(一)有前項所定之情

形而不自行迴避者。 

(二)有具體事實，足

認其執行調查有偏頗

之虞者。 

    前項申請，應舉

其原因及事實，向本

校性平會為之，並應

為適當之釋明；被申

請迴避之調查人員，

對於該申請得提出意

見書。 

    被申請迴避之調

查人員在性平會就該

申請事件為准駁前，

應停止調查工作。但

有急迫情形，仍應為

必要處置。 

    調查人員有第三

項所定情形不自行迴

避，而未經當事人申

請迴避者，應由性平

會命其迴避。 

    涉及性別工作平

等法或性騷擾防治法

之性別事件，得委託

本校性平會調查處

理。 

十六、性騷擾事件之調查

人員在調查過程中，

有下列各款情形之

一，應自行迴避︰ 

(一) 本人或其配

偶、前配偶、四親等

十一、(第三項)性騷擾事

件之調查人員在調查

過程中，有下列各款

情形之一，應自行迴

避︰ 

(一)本人或其配偶、

二、本點係自原要點第

十一點第三項至第七項

所移列。 



 

304 
 

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

之姻親或曾有此關係

者為事件之當事人

時。 

(二) 本人或其配

偶、前配偶，就該事

件與當事人有共同權

利人或共同義務人之

關係者。 

(三) 現為或曾為該

事件當事人之代理

人、輔佐人者。 

(四) 於該事件，曾為

證人、鑑定人者。 

        性騷擾事件之調

查人員有下列各款情

形之一者，當事人得

申請迴避︰ 

(一) 有前項所定之

情形而不自行迴避

者。 

(二) 有具體事實，足

認其執行調查有偏頗

之虞者。 

        前項申請，應舉

其原因及事實，向本

校性平會為之，並應

為適當之釋明；被申

請迴避之調查人員，

對於該申請得提出意

見書。 

        被申請迴避之調

查人員在性平會就該

申請事件為准駁前，

應停止調查工作。但

有急迫情形，仍應為

必要處置。 

        調查人員有第三

項所定情形不自行迴

前配偶、四親等內之

血親或三親等內之姻

親或曾有此關係者為

事件之當事人時。 

(二)本人或其配偶、

前配偶，就該事件與

當事人有共同權利人

或共同義務人之關係

者。 

(三)現為或曾為該事

件當事人之代理人、

輔佐人者。 

(四)於該事件，曾為

證人、鑑定人者。 

(第四項)性騷擾事件

之調查人員有下列各

款情形之一者，當事

人得申請迴避︰ 

(一)有前項所定之情

形而不自行迴避者。 

(二)有具體事實，足

認其執行調查有偏頗

之虞者。 

(第五項)前項申請，

應舉其原因及事實，

向本校性平會為之，

並應為適當之釋明；

被申請迴避之調查人

員，對於該申請得提

出意見書。 

(第六項)被申請迴避

之調查人員在性平會

就該申請事件為准駁

前，應停止調查工

作。但有急迫情形，

仍應為必要處置。 

(第七項)調查人員有

第三項所定情形不自

行迴避，而未經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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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而未經當事人申

請迴避者，應由性平

會命其迴避。 

人申請迴避者，應由

性平會命其迴避。 

     

十七、教職員工性騷擾或

性侵害事件之申請調

查經收件後，應由人

事室負責性平會調查

處理程序所有會議之

召開及協調聯繫事

宜。 

        涉及性別工作平

等法或性騷擾防治法

之性別事件，得委託

本校性平會調查處

理。 

九、(第十一項) 教職員工

性騷擾或性侵害事件之

申請調查經收件後，應

由人事室負責性平會調

查處理程序所有會議之

召開及協調聯繫事宜。 

十一、(第八項) 涉及性別

工作平等法或性騷擾防

治法之性別事件，得委

託本校性平會調查處

理。 

一、第一項係自原要點

第九點第十一項所

移列。 

二、第二項係自原要點

第十一點第八項所

移列。 

十八、性侵害、性騷擾或

性霸凌事件之當事

人、檢舉人及證人之

姓名及其他足以辨識

身份之資料，除有調

查之必要或基於公共

安全之考量者外，應

予保密。 

        本校負責處理性

侵害、性騷擾或性霸

凌事件之所有人員均

負有保密義務，違反

者應負一切行政與法

律責任。 

十三、性侵害、性騷擾或

性霸凌事件之當事

人、檢舉人及證人之

姓名及其他足以辨識

身份之資料，除有調

查之必要或基於公共

安全之考量者外，應

予保密。本校負責處

理性侵害、性騷擾或

性霸凌事件之所有人

員均負有保密義務，

違反者應負一切行政

與法律責任。 

一、點次變更。 

二、將原要點第十三點

後段文字移列為第

二項，以符體例。 

十九、為尊重當事人隱私

權及限制揭露內容之

範圍下，性平會得由

執行秘書擔任媒體發

言人，對外統一發

言。 

十二、為尊重當事人隱私

權及限制揭露內容之

範圍下，性平會得由

執行秘書擔任媒體發

言人，對外統一發

言。 

一、點次變更。 

二十、行政程序法有關管

轄、移送、迴避、送

達、補正等相關規

定，於本要點適用或

十四、性平會或調查小組

進行事件之調查時，

行為人、申請人及受

邀協助調查之人或單

一、點次變更。 

二、原要點第十四點第

一項、第二項已移

列至第十五點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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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用之。 

        性平會之調查處

理，不受該事件司法

程序進行之影響；調

查程序亦不因行為人

喪失原身分而中止。 

        性侵害、性騷擾

或性霸凌事件之調查

應秉持客觀、公正、

專業原則，給予當事

人充分陳述意見及答

辯機會。被害人之陳

述明確，已無詢問必

要者，應避免重複詢

問。 

        行為人、被害

人、檢舉人或證人有

權力不對等之情形

者，應避免其對質。    

但於不違反保密義務

之前提下，衡酌合理

保障行為人答辯權之

必要，得另作成書面

資料後，交行為人閱

覽或告以內容要旨。 

        為保障校園性侵

害、性騷擾或性霸凌

事件當事人之受教權

或工作權，本校必要

時應依防治準則第二

十五條規定彈性處理

當事人之出缺勤紀錄

與成績考核，積極協

助其職務或課業不受

相關規定之限制，並

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位，應予配合，並提

供相關資料。 

    前項性平會或調

查小組進行事件之調

查時，如遇有行為人

非本校教職員工生

者，應以書面通知行

為人現所屬學校派代

表參與調查。 

    行政程序法有關

管轄、移送、迴避、

送達、補正等相關規

定，於本要點適用或

準用之。 

    性平會之調查處

理，不受該事件司法

程序進行之影響；調

查程序亦不因行為人

喪失原身分而中止。 

    性侵害、性騷擾

或性霸凌事件之調查

應秉持客觀、公正、

專業原則，給予當事

人充分陳述意見及答

辯機會。被害人之陳

述明確，已無詢問必

要者，應避免重複詢

問。 

    行為人、被害

人、檢舉人或證人有

權力不對等之情形

者，應避免其對質。

但於不違反保密義務

之前提下，衡酌合理

保障行為人答辯權之

必要，得另作成書面

資料後，交行為人閱

覽或告以內容要旨。 

    為保障校園性侵

項、第三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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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性騷擾或性霸凌

事件當事人之受教權

或工作權，本校必要

時應依防治準則第二

十五條規定彈性處理

當事人之出缺勤紀錄

與成績考核，積極協

助其職務或課業不受

相關規定之限制，並

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二十一、性平會應於受理

申請或檢舉後二個月

內完成調查。必要

時，得延長之，延長

以二次為限，每次不

得逾一個月，但適用

性騷擾防治法者，延

長以一個月為限。 

        延長調查期限應

以書面通知申請人、

檢舉人及行為人。 

十五、性平會應於受理申

請或檢舉後二個月內

完成調查。必要時，

得延長之，延長以二

次為限，每次不得逾

一個月，但適用性騷

擾防治法者，延長以

一個月為限。延長調

查期限應以書面通知

申請人、檢舉人及行

為人。性平會調查完

成後，應將調查報告

及處理建議，以書面

向學務處生輔組或人

事室提出，學務處生

輔組或人事室應於該

報告提出二個月內提

請召開校內相關會

議，依相關法規規定

議處，或移送相關權

責機關依相關法律或

法規規定議處，並將

處理之結果，以書面

載明事實及理由通知

申請人、檢舉人、行

為人及所在地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

關。 

    前項召開校內相

一、點次變更。 

二、第十五點第一項後

段、第二項及第三

項移列至第二十二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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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會議議處前，得要

求性平會之代表列席

說明。 

    本校應將相關會

議議處結果，以書面

通知申請人及行為

人，同時告知申復之

期限；行為人非本校

教職員工生者，並一

併移送調查報告及懲

處建議予行為人所屬

學校或機關。 

二十二、性平會調查完成

後，應將調查報告及

處理建議，以書面向

學務處生輔組或人事

室提出，學務處生輔

組或人事室應於該報

告提出二個月內提請

召開校內相關會議，

依相關法規規定議

處，或移送相關權責

機關依相關法律或法

規規定議處，並將處

理之結果，以書面載

明事實及理由通知申

請人、檢舉人、行為

人及所在地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 

        前項召開校內相

關會議議處前，得要

求性平會之代表列席

說明。 

        本校應將相關會

議議處結果，以書面

通知申請人及行為

人，同時告知申復之

期限；行為人非本校

教職員工生者，並一

十五、(第一項後段)性平

會調查完成後，應將

調查報告及處理建

議，以書面向學務處

生輔組或人事室提

出，學務處生輔組或

人事室應於該報告提

出二個月內提請召開

校內相關會議，依相

關法規規定議處，或

移送相關權責機關依

相關法律或法規規定

議處，並將處理之結

果，以書面載明事實

及理由通知申請人、

檢舉人、行為人及所

在地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 

(第二項)前項召開校

內相關會議議處前，

得要求性平會之代表

列席說明。 

    (第三項)本校應將相

關會議議處結果，以

書面通知申請人及行

為人，同時告知申復

之期限；行為人非本

一、本點係自第十五點

第一項後段、第二

項及第三項所移

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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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移送調查報告及懲

處建議予行為人所屬

學校或機關。 

校教職員工生者，並

一併移送調查報告及

懲處建議予行為人所

屬學校或機關。 

二十三、申請人或行為人

對事件管轄學校或機

關處理之結果不服

者，得於收到書面通

知次日起二十日內，

以書面具明理由向秘

書室或人事室申復；

其以言詞為之者，秘

書室或人事室應作成

紀錄，經向申請人或

行為人朗讀或使閱

覽，確認其內容無誤

後，由其簽名或蓋

章。 

        前項申復以一次

為限。 

    適用性騷擾防治

法者，如本校逾期未

完成調查或當事人不

服其調查結果，得於

期限屆滿或調查結果

通知到達之次日起三

十日內，向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提

出再申訴。 

十六、申請人或行為人對

於前點第三項處理之

結果有不服者，得於

收到書面通知次日起

二十日內，以書面具

明理由向本校原處分

單位申復。申復以一

次為限。但適用性騷

擾防治法者，如本校

逾期未完成調查或當

事人不服其調查結

果，得於期限屆滿或

調查結果通知到達之

次日起三十日內，向

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提出再申訴。 

    本校受理申復後

應依相關規定組成審

議小組審議，如發現

調查程序有重大瑕

疵，或有足以影響原

調查認定之新事實、

新證據時，得要求性

平會重新調查。重新

調查應另組調查小組

為之。其調查程序，

依本要點之相關規

定。 

一、明定申復方式，修

正「向本校原處分

單位申復」為「向

秘書室或人事室申

復」，以符實際。 

二、原要點第十六點第

一項後段移列為第

二、三項。 

三、第二項移列至第二

十五點。 

二十四、秘書室或人事室

接獲申復後，依下列

程序處理： 

    (一)由秘書室或人事

室收件後，應即組成

審議小組，並於三十

日內作成附理由之決

十七、學務處生輔組或人

事室接獲申復後，依

下列程序處理： 

(一)學務處生輔組或

人事室收件後，應即

組成審議小組，並於

三十日內作成附理由

一、點次變更。 

二、學務處生輔組修正

為秘書室，以符實

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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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以書面通知申復

人申復結果。 

    (二)前款審議小組應

包括性別平等教育相

關專家學者、法律專

業人員三人或五人，

其小組成員中，女性

人數比例應占成員總

數二分之一以上，具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

或性霸凌事件調查專

業素養之專家學者人

數比例於學校應占成

員總數三分之一以

上，於主管機關應占

成員總數二分之一以

上。 

    (三)原性平會委員及

原調查小組成員不得

擔任審議小組成員。 

    (四)審議小組召開會

議時由小組成員推舉

召集人，並主持會

議。 

    (五)審議會議進行

時，得視需要給予申

復人陳述意見之機

會，並得邀所設性平

會相關委員或調查小

組成員列席說明。 

    (六)申復有理由時，

將申復決定通知相關

權責單位，由其重為

決定。 

    (七)申復人得於審議

期間或於前款申復決

定送達前，準用前點

規定撤回申復。撤回

申復者，並不得就同

之決定，以書面通知

申復人申復結果。 

(二)前款審議小組應

包括性別平等教育相

關專家學者、法律專

業人員三人或五人，

其小組成員之組成，

女性人數應占成員總

數二分之一以上，具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

或性霸凌調查專業素

養人員之專家學者人

數於學校應占成員總

數三分之一以上，於

主管機關應占成員總

數二分之一以上。 

(三)原性平會委員及

原調查小組成員不得

擔任審議小組成員。 

(四)審議小組召開會

議時由小組成員推舉

召集人，並主持會

議。 

(五)審議會議進行

時，得視需要給予申

復人陳述意見之機

會，並得邀所設性平

會相關委員或調查小

組成員列席說明。 

(六)申復有理由時，

將申復決定通知相關

權責單位，由其重為

決定。 

(七)申復人於案件審

議期間撤回申復者，

應以書面為之。性平

會於收受撤回書面

後，應即予結案備

查。撤回申復者，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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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由再提出申復。    

(八)申復無理由或經

收受撤回申復之書面

後，秘書室應通知性

平會予以結案備查。 

不得就同一事由再提

出申復。 

二十五、本校受理申復經

前項審議小組審議

後，如發現調查程序

有重大瑕疵，或有足

以影響原調查認定之

新事實、新證據時，

得要求性平會重新調

查。 

        性平會於接獲前

項重新調查之要求

時，應另組調查小組

進行調查。調查小組

成員由輪值小組議決

之。 

十六、(第二項)本校受理

申復後應依相關規定

組成審議小組審議，

如發現調查程序有重

大瑕疵，或有足以影

響原調查認定之新事

實、新證據時，得要

求性平會重新調查。

重新調查應另組調查

小組為之。其調查程

序，依本要點之相關

規定。 

一、本點為原要點第十

六點第二項所移

列。 

二十六、申請人或行為人

對申復結果不服，得

於接獲書面通知書之

次日起三十日內，依

下列規定提起救濟： 

(一) 本校教師：依教

師法之規定。 

(二) 本校依公務人

員任用法任用之職員

及中華民國七十四年

五月三日教育人員任

用條例施行前未納入

銓敘之職員：依公務

人員保障法之規定。 

(三) 本校約聘僱人

員（含臨時人員）及

工友：依性別工作平

等法之規定。 

(四) 本校學生：依規

定向本校提起申訴。 

十八、申請人或行為人對

申復結果不服，得於

接獲書面通知書之次

日起三十日內，依下

列規定提起救濟： 

(一)本校教師：依教

師法之規定。 

(二)本校依公務人員

任用法任用之職員及

中華民國七十四年五

月三日教育人員任用

條例施行前未納入銓

敘之職員：依公務人

員保障法之規定。 

(三)本校約聘僱人員

（含臨時人員）及工

友：依性別工作平等

法之規定。 

(四)本校學生：依規

定向本校提起申訴。

一、點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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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基於尊重專業判

斷及避免重複詢問原

則，本校對於與校園

性侵害、性騷擾或性

霸凌事件有關之事實

認定，應依據性平會

之調查報告。 

十九、 本校對於與本要點

有關之事實認定，應

依據性平會之調查報

告。 

一、點次變更，並略做

文字修正。 

二十八、本校應提供足夠

措施保護行為人、被

害人、檢舉人、證人

和其他該事件相關人

士，並充分告知相關

當事人將依法處理報

復、恐嚇、誣告或其

他違法或不當之行

為。 

        行為人、被害

人、檢舉人、證人和

其他該事件相關人士

如受有不公正績效考

核、不公正學業或學

術評價、語言或書面

威脅等報復行為，得

檢具相關證據，向性

平會申請調查。 

二十、本校應提供足夠措

施保護行為人、被害

人、檢舉人、證人和

其他該事件相關人

士，並充分告知相關

當事人將依法處理報

復、恐嚇、誣告或其

他違法或不當之行

為。 

    行為人、被害

人、檢舉人、證人和

其他該事件相關人士

如受有不公正績效考

核、不公正學業或學

術評價、語言或書面

威脅等報復行為，得

檢具相關證據，向性

平會申請調查。 

一、點次變更。 

二十九、性騷擾防治法提

起之性騷擾事件，雙

方當事人得以書面或

言詞逕向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申請

調解，調解程序依該

法規定辦理。 

        本校受僱人、負

責人利用執行職務之

便，對校外人士為性

騷擾，依性騷擾防治

法第九條第二項對被

害人為回復名譽之適

二十一、性騷擾防治法提

起之性騷擾事件，雙

方當事人得以書面或

言詞逕向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申請

調解，調解程序依該

法規定辦理。 

    本校受僱人、負

責人利用執行職務之

便，對校外人士為性

騷擾，依性騷擾防治

法第九條第二項對被

害人為回復名譽之適

一、點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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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處分時，本校應提

供適當之協助。 

        本校學生、接受

教育或訓練之人員於

本校接受教育或訓練

時，對校外人士為性

騷擾，依性騷擾防治

法第九條第二項對被

害人為回復名譽之適

當處分時，本校應提

供適當之協助。 

當處分時，本校應提

供適當之協助。 

    本校學生、接受

教育或訓練之人員於

本校接受教育或訓練

時，對校外人士為性

騷擾，依性騷擾防治

法第九條第二項對被

害人為回復名譽之適

當處分時，本校應提

供適當之協助。 

三十、本校應建立校園性

侵害、性騷擾或性霸

凌事件及加害人之檔

案資料，並以密件送

交學校文書單位歸檔

保存。 

        前項檔案資料應

分為原始檔案與報告

檔案。 

        前項原始檔案應

以密件文書歸檔保

存，其內容應包括防

治準則第三十二條原

始檔案第一至五項所

列資料；前項報告檔

案，其內容應包括防

治準則第三十二條報

告檔案第一、二項所

列資料。 

二十二、本校應建立校園

性侵害、性騷擾或性

霸凌事件及加害人之

檔案資料，並以密件

送交學校文書單位歸

檔保存。 

    前項檔案資料應

分為原始檔案與報告

檔案。 

    前項原始檔案應

以密件文書歸檔保

存，其內容應包括防

治準則第三十二條原

始檔案第一至五項所

列資料；前項報告檔

案，其內容應包括防

治準則第三十二條報

告檔案第一、二項所

列資料。 

一、點次變更。 

三十一、本要點如有未盡

事宜，悉依有關法令

辦理。 

二十三、本要點如有未盡

事宜，悉依有關法令

辦理。 

一、點次變更。 

三十二、本要點經性平會

通過，送校務會議議

決後，陳請校長核定

後實施。 

二十四、本要點經性平會

通過，送校務會議議

決後，陳請校長核定

後實施。 

一、點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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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編號：11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第 36次校務會議提案單 

案由 
有關本校組織規程第 4、7、17、21及 22條部分條文修正案，

請 討論。 

說明 

一、 教育部104.8.19臺教高(四)字第1040106607號函核定本

校105學年度增設「學院、學位學程」碩士班—當代藝術

評論與策展研究全英語碩士學位學程，支援系所為文化

創意產業經營學系、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爰修正與學

位學程相關之條文，修正第4、7、21及第22條條文。 

二、 依考試院函修正第17條條文，將本校職員職稱予以簡併。 

三、 依據「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刪除經

費稽核委員會，爰修正第22條條文相關部分。 

四、 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條文修正草案及全條文草案等各1

份。 

辦法 經校務會議通過並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決議 照案通過。 

提案單位：人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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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組織規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修 正 說 明 

第四條    本大學分設下

列各學院、學系、研

究所及學位學程：  

一、教育學院 

（一）教育經營與管理學

系（含教育政策與管

理博士班、教育政策

與管理碩士班、文教

法律碩士班） 

（二）課程與教學傳播科

技研究所(含教育傳

播與科技碩士班、課

程與教學碩士班、博

士班） 

（三）教育學系(含教育創

新與評鑑碩士班、生

命教育碩士班) 

（四）幼兒與家庭教育學

系(含碩士班) 

（五）特殊教育學系(含碩

士班、早期療育碩士

班) 

（六）心理與諮商學系(含

碩士班) 

（七）社會與區域發展學

系（含碩士班，分社

會與教育發展組、區

域發展組) 

二、人文藝術學院 

（一）語文與創作學系（分

語文師資組、文學創

作組）(含碩士班、

華語文教學碩士班) 

（二）兒童英語教育學系

(含英語教育碩士

班) 

（三）藝術與造形設計學

第四條    本大學分設下

列各學院、學系及研

究所：  

一、教育學院 

（一）教育經營與管理學

系（含教育政策與管

理博士班、教育政策

與管理碩士班、文教

法律碩士班） 

（二）課程與教學傳播科

技研究所(含教育傳

播與科技碩士班、課

程與教學碩士班、博

士班） 

（三）教育學系(含教育創

新與評鑑碩士班、生

命教育碩士班) 

（四）幼兒與家庭教育學

系(含碩士班) 

（五）特殊教育學系(含碩

士班、早期療育碩士

班) 

（六）心理與諮商學系(含

碩士班) 

（七）社會與區域發展學

系（含碩士班，分社

會與教育發展組、區

域發展組) 

二、人文藝術學院 

（一）語文與創作學系（分

語文師資組、文學創

作組）(含碩士班、

華語文教學碩士班) 

（二）兒童英語教育學系

(含英語教育碩士

班) 

（三）藝術與造形設計學

一、教育部 104.8.19臺教

高(四)字第

1040106607號函核

定本校 105學年度增

設「學院、學位學程」

碩士班—當代藝術評

論與策展研究全英語

碩士學位學程，支援

系所為文化創意產業

經營學系、藝術與造

形設計學系。 

二、上開函亦核定「社會

育區域發展學系碩士

班」之「區域發展組」

與「社會與教育發展

組」，105學年度起分

組整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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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分藝術組、設計

組）(含碩士班、藝

術跨域整合博士班)   

（四）音樂學系(含碩士

班)  

（五）臺灣文化研究所 

（六）文化創意產業經營

學系(含碩士班) 

三、理學院 

（一）數學暨資訊教育學

系（分數學組、資訊

組）(含碩士班) 

（二）自然科學教育學系

(含博士班、碩士

班，碩士班分科學教

育組、應用科學組) 

（三）體育學系(含碩士

班) 

（四）資訊科學系(含碩士

班) 

（五）數位科技設計學系

（含玩具與遊戲設

計碩士班） 

四、學位學程 

 (一) 當代藝術評論與策

展研究全英語碩士

學位學程 

本大學各系所碩士在

職專班，詳如附表「國立

臺北教育大學各系所碩士

學位在職進修專班設置

表」。 

本大學各學院、學

系、研究所、學位學程之

設立、變更或停辦，應經

校務會議通過，報請教育

部核定。 

系（分藝術組、設計

組）(含碩士班、藝

術跨域整合博士班)   

（四）音樂學系(含碩士

班)  

（五）臺灣文化研究所 

（六）文化創意產業經營

學系(含碩士班) 

三、理學院 

（一）數學暨資訊教育學

系（分數學組、資訊

組）(含碩士班) 

（二）自然科學教育學系

(含博士班、碩士

班，碩士班分科學教

育組、應用科學組) 

（三）體育學系(含碩士

班) 

（四）資訊科學系(含碩士

班) 

（五）數位科技設計學系

（含玩具與遊戲設

計碩士班） 

 

 

 

 

本大學各系所碩士在

職專班，詳如附表「國立

臺北教育大學各系所碩士

學位在職進修專班設置

表」。 

本大學各學院、學

系、研究所之設立、變更

或停辦，應經校務會議通

過，報請教育部核定。 

第七條    本大學各學院

置院長一人，綜理院務；

各學系置主任一人，辦理

第七條    本大學各學院

置院長一人，綜理院務；

各學系置主任一人，辦理

一、大學法第 13條規定：

「大學各學院置院長

一人，綜理院務；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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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務；各單獨設立之研究

所置所長一人，辦理所

務；系所合一者，應由一

人兼任，任期均為三年，

連選得連任一次；並視需

要置助教、職員若干人。 

 

本大學各學院院長由

該學院循民主程序，就教

授中選出，報請校長聘請

兼任之。其選任辦法由各

學院院務會議訂定，報請

校長核備。 

本大學各學系系主

任、研究所所長，由該學

系、研究所循民主程序，

就副教授以上教師中選

出，報請校長聘請兼任

之。本校所、系主管選薦

準則另訂之，各系、所依

前開準則訂定選薦辦法報

請校長核備。 

新設立之學院、學系、

研究所第一任主管由校長

遴聘之。 

 

本大學各學位學程

置主任一人，學位學程主

任由校長自支援設立學位

學程之學院、學系、研究

所之院長、系主任、所長

或與該學位學程相關專長

之副教授以上教師中擇一

聘兼之。學位學程主任任

期三年，得續任一次。續

任由校長經徵詢程序後續

聘之。學位學程主任因重

大事由，得由校長於任期

屆滿前免除其聘兼職務。 

 

系務；各單獨設立之研究

所置所長一人，辦理所

務；系所合一者，應由一

人兼任，任期均為三年，

連選得連任一次；並視需

要置助教、職員若干人。 

 

本大學各學院院長由

該學院循民主程序，就教

授中選出，報請校長聘請

兼任之。其選任辦法由各

學院院務會議訂定，報請

校長核備。 

本大學各學系系主

任、研究所所長，由該學

系、研究所循民主程序，

就副教授以上教師中選

出，報請校長聘請兼任

之。本校所、系主管選薦

準則另訂之，各系、所依

前項準則訂定選薦辦法報

請校長核備。 

新設立之學院、學系及

研究所第一任主管由校長

遴聘之。 

 

學系置主任一人，單

獨設立之研究所置所

長一人，辦理系、所

務。大學並得置學位

學程主任，辦理學程

事務。」 

二、同條第二項第二款：

「系主任、所長及學

位學程主任，依該校

組織規程規定之程

序，就副教授以上之

教師中選出，報請校

長聘請兼任之。但藝

術類與技術類之系、

所及學位學程之主

任、所長，得聘請副

教授級以上之專業技

術人員兼任之。」 

三、同條第四項規定：「院

長、系主任、所長、

學位學程主任與副主

管之任期、續聘、解

聘之程序及其他應遵

行事項，於大學組織

規程定之。」。 

四、105學年度新設當代

藝術評論與策展研究

全英語碩士學位學

程，爰依上開規定置

學位學程，訂定學位

學程主任之資格、任

期、續聘主管規定

等。 

五、國立臺灣大學組織規

程有關學位學程主任

選任規定如下：「學位

學程主任由校長自共

同設立學位學程之學

院、學系(科)、研究

所之院長、副院長、

系(科)主任、所長、

共同教育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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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室主任或與該學

位學程相關專長之副

教授以上教師中擇一

聘兼之。 

    學位學程主任任期以

三年為原則，得續任

一次。續任由校長經

徵詢程序後續聘之。  

    學位學程主任因重大

事由，得由校長於任

期屆滿前免除其聘兼

職務。」。 

六、參酌上開國立臺灣大

學學位學程主任選任

規定，增訂之。 

第十七條    本大學所

置職員，其職稱得包括專

門委員、秘書、組長、技

正、編審、專員、輔導員、

組員、技士、技佐、助理

員、辦事員、管理員、書

記若干人。 

    本大學另置醫師、藥

師、營養師、護理師、護

士若干人；醫師，必要時

得遴用公私立醫療機構

醫師兼任。 

第十七條    本大學所

置職員，其職稱得包括專

門委員、秘書、組長、技

正、編審、專員、輔導員、

組員、技士、技佐、助理

員、辦事員、管理員、書

記若干人。 

    本大學另置醫師、藥

師、營養師、護理師、護

士若干人；醫師，必要時

得遴用公私立醫療機構

醫師兼任。 

依考試院核備本校組織規

程，均請本校依該院 96

年1月29日考授銓法三字

第 0962748647號函，簡併

職稱，本校現有職員員額

編制表已無置編審、輔導

員及管理員職稱，爰予以

刪除，保留同列等之專員

及辦事員職稱。 

第二十一條    本大學

設下列各種會議： 

一、校務會議：議決校務

重大事項，以校長、

副校長、各學院院

長、行政主管、教師

代表、研究人員代

表、職員代表、學生

代表及其他有關人

員代表組成之。 

  教師代表人數

不得少於全體人員之

第二十一條    本大學

設下列各種會議： 

一、校務會議：議決校務

重大事項，以校長、

副校長、各學院院

長、行政主管、教師

代表、研究人員代

表、職員代表、學生

代表及其他有關人

員代表組成之。 

  教師代表人數

不得少於全體人員之

一、於本校部分會議中，

將學位學程主管列入

相關會議。 

二、各學系（所、學位學

程）務會議，應為本

校會議之一，爰將原

條文修正列為第九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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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分之一，其中具教

授、副教授資格者，

以不少於教師代表人

數之三分之二為原

則；學生代表人數不

得少於全體人員之十

分之一。各類代表產

生方式及其比例另訂

之，經校務會議審議

通過後實施。 

  校務會議由校

長召開並主持，每學

期至少召開一次，如

經校務會議應出席人

數五分之一以上請求

召開臨時校務會議

時，校長應於十五日

內召開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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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位學

程、校級中心

及輔助單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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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分之一，其中具教

授、副教授資格者，

以不少於教師代表人

數之三分之二為原

則；學生代表人數不

得少於全體人員之十

分之一。各類代表產

生方式及其比例另訂

之，經校務會議審議

通過後實施。      

  校務會議由校

長召開並主持，每學

期至少召開一次，如

經校務會議應出席人

數五分之一以上請求

召開臨時校務會議

時，校長應於十五日

內召開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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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級中

心及輔助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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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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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提議事項。 

         校務會議必要時得

設各種委員會或專案小

組，處理校務會議交議事

項。 

二、行政會議：由本大學

校長、副校長、各學

院院長、學術、行

政、輔助單位主管及

附設學校校長組織

之。校長為主席，討

論本大學有關重要

行政事項。 

三、教務會議：由教務

長、學生事務長、總

務長、研發長、各學

院院長、進修推廣處

處長、研究所所長、

學系系主任、學位學

程主任、圖書館館

長、師資培育暨就業

輔 導 中心 中心 主

任、教學發展中心中

心主任、北師美術館

館長、通識教育中心

中心主任、教務處各

組組長與華語文中

心之主任及經選舉

產生之學生代表三

人組織之。教務長為

主席，每學期召開一

次，必要時得召開臨

時會議，討論有關教

務重要事宜。必要時

得邀請有關人員列

席。 

四、學生事務會議：由教

務長、學生事務長、

總務長、研發長、各

學院院長、進修推廣

         

校務會議必要時得

設各種委員會或專案小

組，處理校務會議交議事

項。 

二、行政會議：由本大學

校長、副校長、各學

院院長、學術、行

政、輔助單位主管及

附設學校校長組織

之。校長為主席，討

論本大學有關重要

行政事項。 

三、教務會議：由教務

長、學生事務長、總

務長、研發長、各學

院院長、進修推廣處

處長、研究所所長、

學系系主任、圖書館

館長、師資培育暨就

業輔導中心中心主

任、教學發展中心中

心主任、北師美術館

館長、通識教育中心

中心主任、教務處各

組組長與華語文中

心之主任及經選舉

產生之學生代表三

人組織之。教務長為

主席，每學期召開一

次，必要時得召開臨

時會議，討論有關教

務重要事宜。必要時

得邀請有關人員列

席。 

 

四、學生事務會議：由教

務長、學生事務長、

總務長、研發長、各

學院院長、進修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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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處長、研究所所

長、學系系主任、學

位學程主任、圖書館

館長、師資培育暨就

業輔導中心中心主

任、北師美術館館

長、通識教育中心中

心主任、學生事務處

各組組長、體育室主

任、軍訓室主任及經

選舉產生之學生代

表三人組織之。學生

事務長為主席，每學

期召開一次，必要時

得召開臨時會議，邀

請有關人員列席並

討論有關學生事務

事宜。 

五、總務會議：由教務

長、學生事務長、總

務長、研發長、各學

院院長、進修推廣處

處長、研究所所長、

各學系系主任、圖書

館館長、師資培育暨

就業輔導中心中心

主任、北師美術館館

長、通識教育中心中

心主任、總務處各組

組長及經選舉產生

之學生代表三人組

織之。總務長為主

席，每學期召開一

次，必要時得召開臨

時會議，邀請有關人

員列席並討論有關

總務事宜。 

六、研究發展會議：由教

務長、學生事務長、

總務長、研發長、圖

處處長、研究所所

長、學系系主任、圖

書館館長、師資培育

暨就業輔導中心中

心主任、北師美術館

館長、通識教育中心

中心主任、學生事務

處各組組長、體育室

主任、軍訓室主任及

經選舉產生之學生

代表三人組織之。學

生事務長為主席，每

學期召開一次，必要

時得召 開臨 時會

議，邀請有關人員列

席並討論有關學生

事務事宜。 

 

五、總務會議：由教務

長、學生事務長、總

務長、研發長、各學

院院長、進修推廣處

處長、研究所所長、

各學系系主任、圖書

館館長、師資培育暨

就業輔導中心中心

主任、北師美術館館

長、通識教育中心中

心主任、總務處各組

組長及經選舉產生

之學生代表三人組

織之。總務長為主

席，每學期召開一

次，必要時得召開臨

時會議，邀請有關人

員列席並討論有關

總務事宜。 

六、研究發展會議：由教

務長、學生事務長、

總務長、研發長、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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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館館長、各學院院

長、進修推廣處處

長、各系所學位學程

主管及各學院推選

教師二名代表組織

之，推選代表任期二

年。研發長為主席，

每學期至少召開一

次，必要時得召開臨

時會議，邀請校內外

專家學者列席。 

七、進修事務會議：由教

務長、學生事務長、

總務長、研發長、教

學發展中心中心主

任、各學院院長、進

修推廣處處長及所

屬各中心之主任組

織之。進修推廣處處

長為主席，每學期至

少召開一次，必要時

得召開臨時會議，邀

請校內外專家學者

列席並討論進修教

育事務及年度經費

分配相關事宜。 

八、本大學各學院設院務

會議，院長為主席，

討論該學院教學、研

究、發展及其他院務

事項。院務會議由該

學院院長及所屬各

學系系主任、各研究

所所長、各系所教師

代表組成之，其設置

辦法另訂之。 

     九、本大學各學系（所、

學位學程）設系

（所、學位學程）務

會議，系（所、學位

書館館長、各學院院

長、進修推廣處處

長、各系所主管及各

學院推選教師二名

代表組織之，推選代

表任期二年。研發長

為主席，每學期至少

召開一次，必要時得

召開臨時會議，邀請

校內外專家學者列

席。 

七、進修事務會議：由教

務長、學生事務長、

總務長、研發長、教

學發展中心中心主

任、各學院院長、進

修推廣處處長及所

屬各中心之主任組

織之。進修推廣處處

長為主席，每學期至

少召開一次，必要時

得召開臨時會議，邀

請校內外專家學者

列席並討論進修教

育事務及年度經費

分配相關事宜。 

八、本大學各學院設院務

會議，院長為主席，

討論該學院教學、研

究、發展及其他院務

事項。院務會議由該

學院院長及所屬各

學系系主任、各研究

所所長、各系所教師

代表組成之，其設置

辦法另訂之。 

         本大學各學系（所）

設系（所）務會議，系（所）

主任為主席，討論該學系

（所）教學、研究、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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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程）主任為主席，

討論該學系（所、學

位學程）教學、研

究、發展及其他事

項。系（所、學位學

程）務會議由該學系

（所、學位學程）全

體教師及助教、職員

組成之。 

         各學院、系（所、學

位學程）務會議，在討論

與學生之學業及生活有

關事項時，應邀請學生代

表出席。 

         本大學必要時得增

設與教學、研究及社會服

務有關之其他會議，其功

能及組織方式另訂之。 

及其他系務事項。系（所）

務會議由該學系（所）全

體教師及助教、職員組成

之。 

 

 

        

 

 

各學院、系（所）務

會議，在討論與學生之學

業及生活有關事項時，應

邀請學生代表出席。 

         

本大學必要時得增

設與教學、研究及社會服

務有關之其他會議，其功

能及組織方式另訂之。 

第二十二條    本大學設

下列各種委員會： 

一、教師評審委員會：評

審本校教師之聘任、

聘期、升等、改聘、

停聘、解聘、不續聘、

獎懲、學術研究、資

遣原因之認定及違反

義務之處理等事項，

並掌理有關教師教

學、研究、輔導及服

務成效之評鑑。 

        本大學教師評

審委員會分校、院、

系（所、中心）三級。  

             校、院、系（所、

中心）教師評審委員

會其設置辦法另訂

之，校級教師評審委

員會其設置辦法經校

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二、教師申訴評議委員

第二十二條    本大學設

下列各種委員會： 

一、教師評審委員會：評

審本校教師之聘任、

聘期、升等、改聘、

停聘、解聘、不續聘、

獎懲、學術研究、資

遣原因之認定及違反

義務之處理等事項，

並掌理有關教師教

學、研究、輔導及服

務成效之評鑑。 

        本大學教師評

審委員會分校、院、

系（所、中心 

）三級。  

             校、院、系（所、

中心）教師評審委員

會其設置辦法另訂

之，校級教師評審委

員會其設置辦法經校

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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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評議本大學教師

之解聘、停聘及其他

決定不服之申訴。本

會置委員二十一

人，由校長遴聘本大

學專任教師、本大學

行政人員、教育學

者、地區教師組織或

分會代表、法律學

者、社會公正人士擔

任，除任一性別委員

應占委員總數三分

之一以上外，另未兼

行政職務之教師不

得少於總額三分之

二；其設置要點另訂

之，經校務會議通過

後實施。 

三、學生申訴評議委員

會：本會受理學生、

學生會及其他相關

學生自治組織不服

學校之懲處或其他

措施及決議之事

件，以保障學生權

益。其申訴辦法另訂

之，經校務會議通過

後，報請教育部核定

後實施。 

四、課程委員會：負責規

劃、研議、審訂本大

學課程規章、校訂課

程及各學院課程發

展方向與基本原則

等事宜。其設置要點

另訂，經教務會議通

過並經校長核定後

實施。 

五、校務基金管理委員

會：負責規劃本大學

 

二、教師申訴評議委員

會：評議本大學教師

之解聘、停聘及其他

決定不服之申訴。本

會置委員二十一

人，由校長遴聘本大

學專任教師、本大學

行政人員、教育學

者、地區教師組織或

分會代表、法律學

者、社會公正人士擔

任，除任一性別委員

應占委員總數三分

之一以上外，另未兼

行政職務之教師不

得少於總額三分之

二；其設置要點另訂

之，經校務會議通過

後實施。 

三、學生申訴評議委員

會：本會受理學生、

學生會及其他相關

學生自治組織不服

學校之懲處或其他

措施及決議之事

件，以保障學生權

益。其申訴辦法另訂

之，經校務會議通過

後，報請教育部核定

後實施。 

四、經費稽核委員會：稽

核本大學經費之收

支事項並公布之。本

會置委員七人至十

五人，由校務會議成

員推選產生。但校務

基金管理委員會之

成員、學校總務及主

計相關人員，不得擔

 

 

 

 

 

 

 

 

 

 

 

 

 

 

 

 

 

 

 

 

 

 

 

 

 

 

 

 

 

 

 

 

 

一、教育部 104年 9月 3

日以臺教高(三)字第

1040115757B號令修

正發布施行之「國立

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

理及監督辦法」(以下

簡稱管監辦法)，已刪

除舊管監辦法第十九

條「各國立大學校院

校務會議下，應設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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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校務所需之財

源、基金財源之開

闢、校務基金預編之

審查等事宜。置委員

七至十五人，未兼行

政職務之教師代表

不得少 於三 分之

一。其設置要點另

訂，經校務會議通過

後實施。 

六、性別平等教育委員

會：為促進性別地位

之實質平等，並處理

本校性別工作平等

及性騷 擾防 治措

施、申訴、救濟及調

查等事宜，特設本

會。其設置要點另訂

之，經行政會議通過

並經校長核定後實

施。 

     

 

 

 

 

 

 

 

 

 

 

 

 

 

 

    上開各種委員會，

其中教師評審委員會、

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及

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之

任經費稽核委員會

之委員。其設置要點

另訂，經校務會議通

過後實施。   

五、課程委員會：負責規

劃、研議、審訂本大

學課程規章、校訂課

程及各學院課程發

展方向與基本原則

等事宜。其設置要點

另訂，經教務會議通

過並經校長核定後

實施。 

六、校務基金管理委員

會：負責規劃本大學

各項校務所需之財

源、基金財源之開

闢、校務基金預編之

審查等事宜。置委員

七至十五人，未兼行

政職務之教師代表

不得少 於三 分之

一。其設置要點另

訂，經校務會議通過

後實施。 

七、性別平等教育委員

會：為促進性別地位

之實質平等，並處理

本校性別工作平等

及性騷 擾防 治措

施、申訴、救濟及調

查等事宜，特設本

會。其設置要點另訂

之，經行政會議通過

並經校長核定後實

施。 

    上開各種委員會，

其中教師評審委員會、

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及

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之

費稽核委員會。 

二、秘書室已提

105.03.07第 76 次

行政主管協調會議討

論通過，刪除經費稽

核委員會，依會議決

議修正。 

三、點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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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成，任一性別委員應

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

上；至性別平等教育委

員會，採任期制，以校

長為主任委員，其中女

性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二

分之一以上。 

    本大學必要時得經

校務會議通過增設其他

各種委員會，處理特定

事務。 

組成，任一性別委員應

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

上；至性別平等教育委

員會，採任期制，以校

長為主任委員，其中女

性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二

分之一以上。 

    本大學必要時得經

校務會議通過增設其他

各種委員會，處理特定

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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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條    本大學分設下列各學院、學系、研究所及學位學程：  

一、教育學院 

（一）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含教育政策與管理博士班、教育政策與管理碩士班、文教法律

碩士班） 

（二）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研究所(含教育傳播與科技碩士班、課程與教學碩士班、博士班） 

（三）教育學系(含教育創新與評鑑碩士班、生命教育碩士班) 

（四）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含碩士班) 

（五）特殊教育學系(含碩士班、早期療育碩士班) 

（六）心理與諮商學系(含碩士班) 

（七）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含碩士班，分社會與教育發展組、區域發展組) 

二、人文藝術學院 

（一）語文與創作學系（分語文師資組、文學創作組）(含碩士班、華語文教學碩士班) 

（二）兒童英語教育學系(含英語教育碩士班) 

（三）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分藝術組、設計組）(含碩士班、藝術跨域整合博士班)   

（四）音樂學系(含碩士班)  

（五）臺灣文化研究所 

（六）文化創意產業經營學系(含碩士班) 

三、理學院 

（一）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分數學組、資訊組）(含碩士班) 

（二）自然科學教育學系(含博士班、碩士班，碩士班分科學教育組、應用科學組) 

（三）體育學系(含碩士班) 

（四）資訊科學系(含碩士班) 

（五）數位科技設計學系（含玩具與遊戲設計碩士班） 

四、學位學程 

 (一)當代藝術評論與策展研究全英語碩士學位學程 

本大學各系所碩士在職專班，詳如附表「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各系所碩士學位在職進修專

班設置表」。 

本大學各學院、學系、研究所、學位學程之設立、變更或停辦，應經校務會議通過，報請教

育部核定。 

 

第七條    本大學各學院置院長一人，綜理院務；各學系置主任一人，辦理系務；各單獨設

立之研究所置所長一人，辦理所務；系所合一者，應由一人兼任，任期均為三年，連選

得連任一次；並視需要置助教、職員若干人。 

          本大學各學院院長由該學院循民主程序，就教授中選出，報請校長聘請兼任之。

其選任辦法由各學院院務會議訂定，報請校長核備。 

        本大學各學系系主任、研究所所長，由該學系、研究所循民主程序，就副教授以上

教師中選出，報請校長聘請兼任之。本校所、系主管選薦準則另訂之，各系、所依前開

準則訂定選薦辦法報請校長核備。 

     新設立之學院、學系、研究所第一任主管由校長遴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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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大學各學位學程置主任一人，學位學程主任由校長自支援設立學位學程之學院、

學系、研究所之院長、系主任、所長或與該學位學程相關專長之副教授以上教師中擇一

聘兼之。學位學程主任任期三年，得續任一次。續任由校長經徵詢程序後續聘之。學位

學程主任因重大事由，得由校長於任期屆滿前免除其聘兼職務。 

 

第十七條    本大學所置職員，其職稱得包括專門委員、秘書、組長、技正、編審、專員、

輔導員、組員、技士、技佐、助理員、辦事員、管理員、書記若干人。 

           本大學另置醫師、藥師、營養師、護理師、護士若干人；醫師，必要時得遴用公

私立醫療機構醫師兼任。 

 

第二十一條    本大學設下列各種會議： 

     一、校務會議：議決校務重大事項，以校長、副校長、各學院院長、行政主管、教師代

表、研究人員代表、職員代表、學生代表及其他有關人員代表組成之。 

     教師代表人數不得少於全體人員之二分之一，其中具教授、副教授資格者，以不少

於教師代表人數之三分之二為原則；學生代表人數不得少於全體人員之十分之一。

各類代表產生方式及其比例另訂之，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      

     校務會議由校長召開並主持，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如經校務會議應出席人數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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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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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位學程、校級中心及輔助單位之設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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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務會議必要時得設各種委員會或專案小組，處理校務會議交議事項。 

     二、行政會議：由本大學校長、副校長、各學院院長、學術、行政、輔助單位主管及附

設學校校長組織之。校長為主席，討論本大學有關重要行政事項。 

     三、教務會議：由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研發長、各學院院長、進修推廣處處

長、研究所所長、學系系主任、學位學程主任、圖書館館長、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

中心中心主任、教學發展中心中心主任、北師美術館館長、通識教育中心中心主任、

教務處各組組長與華語文中心之主任及經選舉產生之學生代表三人組織之。教務長

為主席，每學期召開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討論有關教務重要事宜。必要

時得邀請有關人員列席。 

     四、學生事務會議：由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研發長、各學院院長、進修推廣

處處長、研究所所長、學系系主任、學位學程主任、圖書館館長、師資培育暨就業

輔導中心中心主任、北師美術館館長、通識教育中心中心主任、學生事務處各組組

長、體育室主任、軍訓室主任及經選舉產生之學生代表三人組織之。學生事務長為

主席，每學期召開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邀請有關人員列席並討論有關學

生事務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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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總務會議：由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研發長、各學院院長、進修推廣處處

長、研究所所長、各學系系主任、圖書館館長、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中心中心主任、

北師美術館館長、通識教育中心中心主任、總務處各組組長及經選舉產生之學生代

表三人組織之。總務長為主席，每學期召開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邀請有

關人員列席並討論有關總務事宜。 

     六、研究發展會議：由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研發長、圖書館館長、各學院院

長、進修推廣處處長、各系所學位學程主管及各學院推選教師二名代表組織之，推

選代表任期二年。研發長為主席，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邀請校內外專家學者列席。 

     七、進修事務會議：由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研發長、教學發展中心中心主任、

各學院院長、進修推廣處處長及所屬各中心之主任組織之。進修推廣處處長為主席，

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邀請校內外專家學者列席並討論進

修教育事務及年度經費分配相關事宜。 

     八、本大學各學院設院務會議，院長為主席，討論該學院教學、研究、發展及其他院務

事項。院務會議由該學院院長及所屬各學系系主任、各研究所所長、各系所教師代

表組成之，其設置辦法另訂之。 

     九、本大學各學系（所、學位學程）設系（所、學位學程）務會議，系（所、學位學程）

主任為主席，討論該學系（所、學位學程）教學、研究、發展及其他系務事項。系

（所、學位學程）務會議由該學系（所）全體教師及助教、職員組成之。 

         各學院、系（所、學位學程）務會議，在討論與學生之學業及生活有關事項時，應

邀請學生代表出席。 

     本大學必要時得增設與教學、研究及社會服務有關之其他會議，其功能及組織方式

另訂之。 

 

第二十二條    本大學設下列各種委員會： 

一、教師評審委員會：評審本校教師之聘任、聘期、升等、改聘、停聘、解聘、不續聘、

獎懲、學術研究、資遣原因之認定及違反義務之處理等事項，並掌理有關教師教學、

研究、輔導及服務成效之評鑑。 

        本大學教師評審委員會分校、院、系（所、中心）三級。  

         校、院、系（所、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其設置辦法另訂之，校級教師評審委員會

其設置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二、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評議本大學教師之解聘、停聘及其他決定不服之申訴。本會

置委員二十一人，由校長遴聘本大學專任教師、本大學行政人員、教育學者、地區

教師組織或分會代表、法律學者、社會公正人士擔任，除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

數三分之一以上外，另未兼行政職務之教師不得少於總額三分之二；其設置要點另

訂之，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三、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本會受理學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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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以保障學生權益。其申訴辦法另訂之，經校務會議

通過後，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四、經費稽核委員會：稽核本大學經費之收支事項並公布之。本會置委員七人至十五人，

由校務會議成員推選產生。但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之成員、學校總務及主計相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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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不得擔任經費稽核委員會之委員。其設置要點另訂，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四、課程委員會：負責規劃、研議、審訂本大學課程規章、校訂課程及各學院課程發展

方向與基本原則等事宜。其設置要點另訂，經教務會議通過並經校長核定後實施。 

五、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負責規劃本大學各項校務所需之財源、基金財源之開闢、校

務基金預編之審查等事宜。置委員七至十五人，未兼行政職務之教師代表不得少於

三分之一。其設置要點另訂，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六、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為促進性別地位之實質平等，並處理本校性別工作平等及性

騷擾防治措施、申訴、救濟及調查等事宜，特設本會。其設置要點另訂之，經行政

會議通過並經校長核定後實施。 

    上開各種委員會，其中教師評審委員會、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及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

之組成，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至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採任期制，

以校長為主任委員，其中女性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二分之一以上。 

 本大學必要時得經校務會議通過增設其他各種委員會，處理特定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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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立 臺 北 教 育 大 學 組 織 規 程 修 正 草 案 (105.08.01生效) 
              87.10.13第 23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教育部 88.3.17台師字第 88015113號函核定 

89.10.3第 30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教育部 90.1.20台(二)師字第 90009978號函核備 

             90.6.27第 3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教育部 90.11.8台(二)師字第 90145727號函同意備查 

             91.6.19第 36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教育部 92.2.18台 (二) 師字第 920008299號及 92.5.13台 (二)師字第 920061075號

函同意備查 

92.6.24 第 42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教育部 93.10.7 台人(一)字第 0930133263 號函轉考試院 93.10.5 考授銓法三字第

0932415763號函修正核備 

93.10.12 第 48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教育部 94.2.22台中（二）字第 0940020818號函同意備查 

94.7.4第 54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教育部 94.10.17日台中〔二〕字第 0940138059號函同意備查，考試院 95.2.21考授銓

法三字第 0952586710號函修正核備 

95.3.28第 4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教育部 95.5.26台中（二）字第 0950073503號函修正核定 

95.6.6第 5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教育部 95.7.28台中（二）字第 0950111913號函修正核定 

95.10.24第 7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教育部 95.11.22台中（二）字第 0950173040號函同意核定，考試院 96.1.29考授銓

法三字第 0962748647號函修正核備 

96.1.17第 8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教育部 96.3.29台中（二）字第 0960041123號函核定，教育部 96.5.23台中（二）字

第 0960071780號函修正核定（第十二條之一） 

96.10.23第 1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四條、第五條、第六條及第十八條），教育部 96.11.20台中（二）字第 0960178797

號函修正核定（第五條）考試院 97.7.24考授銓法三字第 0972955777號函核備 

97.9.23 第 14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四條及第八條），教育部 97.11.10 台高（二）字第 0970224946 號函核定，考試院

99.2.2考授銓法三字第 0993159393號函核備 

98.2.24第 16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八條、第九條及第二十一條），教育部 98.3.27台高（二）字第 0980048560號函核

定（第八條），及 98年 4月 15日台高（二）字第 0980063516號函核定（第九條及第二十一條）考試院 99.2.2考授銓法三

字第 0993159393號函核備 

98.10.20第 18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四條第十五條），教育部 98.11.2台高（二）字第 0980185310號函核定（第十五條），

教育部 99.7.29台高（二）字第 0990129913號函核定（第四條）考試院 101.7.11考授銓法三字第 1013613766號函核備 

99.6.23第 21次校務會議續會及 99.11.23第 23次校務會議通過（第八條、第十二之一條及第十二之二條），教育部 100.1.11

臺高（二）字第 1000002988號函核定（第八條、第十條、第十一條、第十二條、第十二條之一、第十二條之二、第十三條

及第二十一條，計八條），教育部 100.6.27 臺高字第 1000109527 號函核定（第四條及第八條）考試院 101.7.11 考授銓法

三字第 1013613766號函核備 

99.6.1第 21次校務會議通過（第四條），100.6.14第 25次校務會議通過（第八條、第九條及第二十一條），教育部 100.8.9

臺高字第 1000133624號函核定（第八條、第九條及第二十一條）、教育部 101.7.5臺高字第 1010124942號函核定（第四條）

考試院 101.10.30考授銓法三字第 1013659282號函核備 

99.6.23第 21次校務會議（續會）及 99.11.23第 23次校務會議通過（第四條），教育部 101.9.3臺高（三）字第 1010163252

號函核定（第四條）考試院 101.10.30考授銓法三字第 1013659282號函核備 

101.11.20第 29次校務會議通過（第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二條之一、十二條之二、十四、二十一條），教育部 101.12.26

臺高（三）字第 1010249481號函核定，考試院 102.02.26考授銓法三字第 1023688766號函核備 

101.06.05第 28次校務會議通過（第四條）；102.06.18第 30次校務會議通過（第二十二條） 

教育部 102.09.04 臺教高（一）字第 1020132607 號函及 102.10.07 臺教高（一）字第 1020145827 號函核定第四、八、十

六、二十一、二十二條（第八、十六條自 102.01.01 生效；第二十一條自 102.02.01 生效、第四、二十二條自 102.08.01

生效） 

102.11.12第 3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八、九、十一、十七、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條 

教育部 102.12.23臺教高(一)字第 1020189512號函核定第八、九、十七、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條 

考試院 103.04.18考授銓法四字第 1033832336號函核備 

102.06.04第 30次校務會議通過（第四條）；103.05.20第 32次校務會議通過（第五、八、十一及二十一條） 

教育部 103.09.24臺教高(一)字第 1030128507號函核定第四條、第四條附表、第八、十一、二十一條 

教育部 104.04.10臺教高(一)字第 1030194149號函核定第五條 

考試院 104.12.22考授銓法四字第 1044052875號函核備 

103.05.20第 32次校務會議通過（第四條）；104.06.02第 34次校務會議通過（第十條至第十四條） 

教育部 104.07.08臺教高(一)字第 1040092755號函核定第四條(含附表)、第十條至第十四條 

考試院 104.12.22考授銓法四字第 1044052875號函核備 

104.12.15第 35次校務會議通過(第九條) 

教育部 104.12.24臺教高(一)字第 1040181048號函核定第九條 

105.01.05臨時校務會議對第 9條修正案復議動議通過 

教育部 105.2.3臺教高(一)字第 1050015298號函核定第九條 

考試院 105.03.23考授銓法四字第 1054082630號函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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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本規程依大學法第三十六條及師資培育法之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大學定名為國立臺北教育大學(以下簡稱本大學)。 

第三條    本大學秉持敦愛篤行之精神，以研究學術、培育人才、提升文化、服務社會、促

進國家發展及增進人類福址為宗旨。 

第四條    本大學分設下列各學院、學系、研究所及學位學程： 

一、教育學院 

（一）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含教育政策與管理博士班、教育政策與管理碩

士班、文教法律碩士班） 

（二）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研究所(含教育傳播與科技碩士班、課程與教學碩

士班、博士班） 

（三）教育學系(含教育創新與評鑑碩士班、生命教育碩士班) 

（四）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含碩士班) 

（五）特殊教育學系(含碩士班、早期療育碩士班) 

（六）心理與諮商學系(含碩士班) 

（七）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含碩士班，分社會與教育發展組、區域發展組) 

二、人文藝術學院 

（一）語文與創作學系（分語文師資組、文學創作組）(含碩士班、華語文教

學碩士班) 

（二）兒童英語教育學系(含英語教育碩士班) 

（三）藝術與造形設計學系（分藝術組、設計組）(含碩士班、藝術跨域整合

博士班)   

（四）音樂學系(含碩士班)  

（五）臺灣文化研究所 

（六）文化創意產業經營學系(含碩士班) 

           三、理學院 

（一）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分數學組、資訊組）(含碩士班) 

（二）自然科學教育學系(含博士班、碩士班，碩士班分科學教育組、應用科

學組) 

（三）體育學系(含碩士班) 

（四）資訊科學系(含碩士班) 

（五）數位科技設計學系（含玩具與遊戲設計碩士班） 

          四、學位學程 

              (一) 當代藝術評論與策展研究全英語碩士學位學程 

 

本大學各系所碩士在職專班，詳如附表「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各系所碩士學位在職

進修專班設置表」。 

本大學各學院、學系、研究所、學位學程之設立、變更或停辦，應經校務會議通

過，報請教育部核定。 

第五條    本大學置校長一人，綜理校務，負校務發展之責，對外代表本大學。 

本大學校長候選人除應具備教育人員任用條例及相關法令規定之資格，且得由外

國人擔任，不受國籍法之限制外，並須具備下列條件： 

一、必備條件： 

             （一）曾擔任教授三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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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具有三年以上之教育或學術行政經驗。 

             候選人相關年資之計算，核計至候選人登記截止日為止。 

          二、重要條件： 

             （一）處事公正且能超越政治、宗教、黨派及營利單位等利益。惟已兼任與上

述相關職務者，須書面承諾於應聘校長前放棄。 

             （二）在教育學術上著有成就與聲望。 

             （三）身心健康並具有高尚品德與情操。 

             （四）能充分尊重學術自由。 

             （五）具有前瞻性之教育理念。 

             （六）具有卓越規劃、組織及領導能力。 

（七）有爭取及妥善運用資源之能力。 

校長聘期四年，期滿得續聘一次，新任校長聘期以當年八月一日或二月一日起聘

為原則。 

校長之產生，由本大學組織校長遴選委員會，經公開徵才程序，參酌各方意見，

本獨立自主精神，遴選出校長，報請教育部聘任之。 

校長遴選委員會置委員二十一人，由本大學代表九人、校友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

九人、教育部遴派之代表三人組成，其中本大學代表中之教師代表，其人數不得少於

三分之二。 

本大學校長遴選委員會之產生及組織等相關事宜，另訂校長遴選辦法，經校務會

議通過後實施。 

     校長聘期屆滿十個月前，應由教育部進行評鑑。另由全校專任講師以上教師，就

校長所提治校績效與未來規劃理念，並參考教育部評鑑結果報告書，以無記名投票方

式就校長續聘行使同意權，獲全校專任講師以上教師總數過半數以上同意為通過，始

可續聘。若未獲通過，應依規定進行新校長遴選。 

前項投票期間為 5日，所稱全校專任講師以上教師，不含留職停薪及投票期間 5
日均帶職帶薪出國講學研究進修或請假出國者。 

     校長之去職，除因故辭職外，應經校務會議代表二分之一以上人數之連署，並經

全校編制內教職員工投票達三分之二人數通過，報請教育部解聘之。 

      本大學校長因故出缺或依前項規定經教育部解聘時，由本大學副校長、教務長、

學生事務長及總務長依序代理校長職務，且報教育部核定，並應於二個月內組成校長遴

選委員會，依規定辦理校長遴選。代理期間自校長出缺或解聘日起，至新任校長就任為

止。 

第六條    本大學置副校長一人，襄助校長處理校務並推動學術研究，由校長就專任教授中

聘請兼任之，但必要時校長得以契約方式聘任校外人士擔任。其聘期以配合校長之聘

期為原則，聘期中得請辭或不予聘兼。 

第七條    本大學各學院置院長一人，綜理院務；各學系置主任一人，辦理系務；各單獨設

立之研究所置所長一人，辦理所務；系所合一者，應由一人兼任，任期均為三年，連選

得連任一次；並視需要置助教、職員若干人。 

          本大學各學院院長由該學院循民主程序，就教授中選出，報請校長聘請兼任之。

其選任辦法由各學院院務會議訂定，報請校長核備。 

        本大學各學系系主任、研究所所長，由該學系、研究所循民主程序，就副教授以上

教師中選出，報請校長聘請兼任之。本校所、系主管選薦準則另訂之，各系、所依前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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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則訂定選薦辦法報請校長核備。 

     新設立之學院、學系、研究所第一任主管由校長遴聘之。 

        本大學各學位學程置主任一人，學位學程主任由校長自支援設立學位學程之學院、

學系、研究所之院長、系主任、所長或與該學位學程相關專長之副教授以上教師中擇一

聘兼之。學位學程主任任期三年，得續任一次。續任由校長經徵詢程序後續聘之。學位

學程主任因重大事由，得由校長於任期屆滿前免除其聘兼職務。 

第八條    本大學設下列各行政單位： 

一、教務處：分設註冊、課務及出版等三組，掌理註冊與招生、課務及出版事項。

另設華語文中心。 

二、學生事務處：分設心理輔導、生活輔導、課外活動指導、衛生保健四組，掌

理學生事務事項。另設軍訓室、體育室，分別掌理學生軍訓、護理課程之規

劃與教學，並協助學生安全維護暨生活輔導事務及體育活動規劃暨設施管理

事項。 

三、總務處：分設文書、事務、出納、營繕、保管及環安等六組，掌理總務事項。 

四、研究發展處：分設綜合企劃組、國際事務組及產學合作暨育成中心，掌理研

究發展相關事項。 

五、進修推廣處：分設進修教育中心及推廣教育中心，掌理進修暨推廣教育。 

六、圖書館：分設採編、期刊、推廣、典閱、資訊資源五組，負責蒐集教學研究

資料、掌理圖書管理及提供資訊服務事項。 

七、秘書室：掌理秘書、校友服務及綜合事務。另設校友中心。 

八、人事室：掌理人事事務，並得分組辦事。 

九、主計室：掌理歲計、會計及統計事務，並得分組辦事。 

第九條    本大學為教學、研究、推廣及輔導之需要設下列輔助單位： 

一、計算機與網路中心：分設設備暨網路組、系統組及教育訓練組。。 

二、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中心：分設課務組、實習組及輔導組。。 

三、北師美術館：分設研究典藏組、展覽暨教育推廣組及公關暨資源 

開發組。 

四、教學發展中心：分設教學專業發展組、學生學習促進組及教學科技推廣組。 

五、通識教育中心。 

本大學、各學院、學系及研究所為教學、研究、推廣及輔導之需要，得設立、變

更、或停辦各種中心。 

前項輔助單位設置辦法另訂之，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中心主任或館長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資格之教師兼任之；各組置組長一人，由助理

教授以上教師或研究人員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 

第十條    教務處置教務長一人，主持全校教務事宜，由校長聘請教授兼任之，並得置秘書，

各組置組長一人，由助理教授以上教學或研究人員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中心置主任

一人，均由助理教授以上教學或研究人員兼任，職員若干人。 

第十一條    學生事務處置學生事務長一人，主持全校學生事務事宜，由校長聘請教授兼任

之，並得置秘書，各組置組長一人，均由助理教授以上教學或研究人員兼任，或由

職員擔任，生活輔導組組長並得由軍訓教官兼任，職員若干人。軍訓室置主任一人，

由校長自職級相當人員或教育部推薦之軍訓教官二人至三人中擇聘之，並置軍訓教

官、護理教師若干人。體育室置主任一人，由校長聘請助理教授以上之體育教師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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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或擔任之。 

第十二條    總務處置總務長一人，主持全校總務事宜，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或

由職員擔任，並得置秘書，各組置組長一人，由助理教授以上教學或研究人員兼任，

或由職員擔任，職員若干人。  

第十二條之一  研究發展處置研發長一人，主持全校研究發展事宜，由校長聘請教授兼任之，

並得置秘書，各組置組長一人，由助理教授以上教學或研究人員兼任，或由職員擔

任，中心置主任一人，由助理教授以上教學或研究人員兼任，職員若干人。 

第十二條之二  進修推廣處置處長一人，主持全校進修教育事宜，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

師兼任之，中心各置主任一人，均由助理教授以上教學或研究人員兼任，職員

若干人。 

第十三條    圖書館置館長一人，綜理全館館務，由校長聘請具有專業知能之副教授以上人

員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各組置組長一人，由助理教授以上教學或研究人員兼任，

或由職員擔任，職員若干人。 

第十四條    秘書室置主任秘書一人，主持秘書室事宜，主任秘書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

師兼任或由職員擔任，校友中心置主任一人，由助理教授以上教學或研究人員兼任，

並置職員若干人。 

第十五條    人事室置主任一人，秘書、專員、組員、辦事員若干人，依法辦理人事管理事

項。 

第十六條    主計室置主任一人，組長、專員、組員、幹事、辦事員、書記若干人，依法掌

理歲計、會計及統計事項。 

第十七條    本大學所置職員，其職稱得包括專門委員、秘書、組長、技正、編審、專員、

輔導員、組員、技士、技佐、助理員、辦事員、管理員、書記若干人。 

           本大學另置醫師、藥師、營養師、護理師、護士若干人；醫師，必要時得遴用公

私立醫療機構醫師兼任。 

第十八條    本大學得附設實驗國民小學、幼稚園及特殊教育學校（班），辦理各項實驗研究

及提供教學實習。附設學校校長遴選辦法由本大學依相關法規另訂之。  

附設學校之組織規程，由該校依相關法規另訂之，並陳報本大學核定後實施。 

第十九條    本大學由教師兼任之行政單位、輔助單位主管其任期均為三年，得連任一次，

任期中得請辭或不予聘兼。 

本組織規程施行前已聘任之前項主管，其連任及任期準用前項之規定。 

第二十條    本大學教師分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及講師四級，其聘任須在法定員額編制

內由系（所）、院、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報請校長聘任之。其聘任與升等

辦法另訂。 

本大學應定期對各級教師從事教學、研究、服務及輔導等規定事項之成效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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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評鑑

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本大學為提升教學及研究水準得置講座，主持教學研究工作，其設置辦法另訂

之。 

本大學為協助教學及研究需要，得置助教；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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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人員之進用，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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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條    本大學設下列各種會議： 

一、校務會議：議決校務重大事項，以校長、副校長、各學院院長、行政主

管、教師代表、研究人員代表、職員代表、學生代表及其他有關人員代

表組成之。 

教師代表人數不得少於全體人員之二分之一，其中具教授、副教授資格

者，以不少於教師代表人數之三分之二為原則；學生代表人數不得少於

全體人員之十分之一。各類代表產生方式及其比例另訂之，經校務會議

審議通過後實施。 

校務會議由校長召開並主持，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如經校務會議應出

席人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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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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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位學程、校級中心及輔助單位之設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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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務會議必要時得設各種委員會或專案小組，處理校務會議交議事項。 

二、行政會議：由本大學校長、副校長、各學院院長、學術、行政、輔助單位

主管及附設學校校長組織之。校長為主席，討論本大學有關重要行政事

項。 

三、教務會議：由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研發長、各學院院長、進

修推廣處處長、研究所所長、學系系主任、學位學程主任、圖書館館長、

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中心中心主任、教學發展中心中心主任、北師美術館

館長、通識教育中心中心主任、教務處各組組長與華語文中心之主任及經

選舉產生之學生代表三人組織之。教務長為主席，每學期召開一次，必要

時得召開臨時會議，討論有關教務重要事宜。必要時得邀請有關人員列

席。 

四、學生事務會議：由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研發長、各學院院長、

進修推廣處處長、研究所所長、學系系主任、學位學程主任、圖書館館長、

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中心中心主任、北師美術館館長、通識教育中心中心

主任、學生事務處各組組長、體育室主任、軍訓室主任及經選舉產生之學

生代表三人組織之。學生事務長為主席，每學期召開一次，必要時得召開

臨時會議，邀請有關人員列席並討論有關學生事務事宜。 

五、總務會議：由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研發長、各學院院長、進修

推廣處處長、研究所所長、各學系系主任、圖書館館長、師資培育暨就業

輔導中心中心主任、北師美術館館長、通識教育中心中心主任、總務處各

組組長及經選舉產生之學生代表三人組織之。總務長為主席，每學期召開

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邀請有關人員列席並討論有關總務事宜。 

六、研究發展會議：由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研發長、圖書館館長、

各學院院長、進修推廣處處長、各系所學位學程主管及各學院推選教師二

名代表組織之，推選代表任期二年。研發長為主席，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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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邀請校內外專家學者列席。 

七、進修事務會議：由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研發長、教學發展中心

中心主任、各學院院長、進修推廣處處長及所屬各中心之主任組織之。進

修推廣處處長為主席，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邀

請校內外專家學者列席並討論進修教育事務及年度經費分配相關事宜。 

八、本大學各學院設院務會議，院長為主席，討論該學院教學、研究、發展及

其他院務事項。院務會議由該學院院長及所屬各學系系主任、各研究所所

長、各系所教師代表組成之，其設置辦法另訂之。 

九、本大學各學系（所、學位學程）設系（所、學位學程）務會議，系（所、

學位學程）主任為主席，討論該學系（所、學位學程）教學、研究、發展

及其他系務事項。系（所、學位學程）務會議由該學系（所）全體教師及

助教、職員組成之。 

          各學院、系（所、學位學程）務會議，在討論與學生之學業及生活有關事項時，

應邀請學生代表出席。 

本大學必要時得增設與教學、研究及社會服務有關之其他會議，其功能及組織

方式另訂之。 

第二十二條    本大學設下列各種委員會： 

一、教師評審委員會：評審本校教師之聘任、聘期、升等、改聘、停聘、解

聘、不續聘、獎懲、學術研究、資遣原因之認定及違反義務之處理等事

項，並掌理有關教師教學、研究、輔導及服務成效之評鑑。 

                  本大學教師評審委員會分校、院、系（所、中心）  三級。  

                 校、院、系（所、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其設置辦法另訂之，校級教師評

審委員會其設置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二、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評議本大學教師之解聘、停聘及其他決定不服之

申訴。本會置委員二十一人，由校長遴聘本大學專任教師、本大學行政

人員、教育學者、地區教師組織或分會代表、法律學者、社會公正人士

擔任，除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外，另未兼行政職務

之教師不得少於總額三分之二；其設置要點另訂之，經校務會議通過後

實施。 

              三、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本會受理學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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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以保障學生權益。其申訴辦

法另訂之，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 

四、課程委員會：負責規劃、研議、審訂本大學課程規章、校訂課程及各學

院課程發展方向與基本原則等事宜。其設置要點另訂，經教務會議通過

並經校長核定後實施。 

五、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負責規劃本大學各項校務所需之財源、基金財源

之開闢、校務基金預編之審查等事宜。置委員七至十五人，未兼行政職

務之教師代表不得少於三分之一。其設置要點另訂，經校務會議通過後

實施。 

六、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為促進性別地位之實質平等，並處理本校性別工

作平等及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救濟及調查等事宜，特設本會。其設

置要點另訂之，經行政會議通過並經校長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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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開各種委員會，其中教師評審委員會、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及學生申訴評

議委員會之組成，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至性別平等教育委

員會，採任期制，以校長為主任委員，其中女性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二分之一以上。 

本大學必要時得經校務會議通過增設其他各種委員會，處理特定事務。 

第二十三條    本大學為增進學生在校學習效果及自治能力，應輔導學生成立由全校學生選

舉產生之學生會。 

學生會之幹部，悉由普選或推派產生，其辦法另訂之。 

學生會之輔導單位，為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 

第二十四條    本大學教職員員額編制表另訂並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職員員額編制表應

函送考試院核備。 

第二十五條    本規程經校務會議通過並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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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編號：12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第 36次校務會議提案單 

案由 修正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辦法名稱及部分條文，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教育部依教師法於 103年 7月 24日發布「專科以上學校

兼任教師聘任辦法」，並自 103年 8月 1施行。爰依該辦法、

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辦法(兼任教師相關條文)及歷次教評

會決議，並參酌各大學規定，訂定本校兼任教師聘任要點。

105年 4月 26日本校 104學年度第 7次教評會決議通過訂

定兼任教師聘任要點，同時決議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辦法

名稱修正為專任教師聘任及升等辦法，並將該辦法內兼任

教師相關條文一併刪除，逕送校務會議審議。 

二、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辦法擬修正第 2條條文，增列各學院、

系(所)得訂定較嚴格之審查規定，及刪除兼任教師相關條

文如下: 第 5條第 5款、第 8條第 3項、第 9條第 2項、

10條第 5項及第 16條。 

三、檢附本校專任教師聘任及升等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附

件 1)、修正後全條文(如附件 2)及兼任教師聘任要點(如

附件 3) 供參。 

辦法 通過後實施。 

決議 

一、本案依校務會議議事規則第十條，與人事室臨時提案併案

討論。 

二、本案「修正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辦法名稱及部分條文」，

決議通過。 

三、臨時提案「修正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 6條與本

校專任教師聘任及升等辦法第 10條」，決議通過。 

四、本案附件三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兼任教師聘任要點第三、

四、五、六點，請刪除「學位學程」之文字。 

提案單位：人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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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專任教師聘任及升等辦法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

(1050428) 

修  正  名  稱 現  行  名  稱 說   明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專任教師聘
任及升等辦法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師聘任及升等
辦法 

 
 

依本校 104 學年
度第 7 次教評會
決議修正名稱，
以與兼任教師聘
任辦法區分。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 二 條  本校教師之新聘、續

聘、不續聘、停聘、解聘
及升等之審議，除遵照有
關法令規定外，悉依本辦
法辦理；各學院、系(所)
訂有更嚴格之規定者，從
其規定。 

          本校體育、藝術、應
用科技等以技能為主之教
師聘任或升等，依教育人
員任用條例第十四條第三
項之規定，得以作品、成
就證明或技術報告代替專
門著作送審。其條件如下： 

      一、藝術類科教師，得以
作品及成就證明送審
教師資格；其類科範
圍，包括美術、音樂、
舞蹈、民俗藝術、戲
劇、電影及設計。 

      二、應用科技類科教師，
對特定技術之學理或
實作有創新、改進或
延伸應用之具體成果
者，得以技術報告(含
教學實務成果技術報
告)送審，其審查範圍
如下： 

          （一）有關專利或創
新之成果。 

          （二）有關專業技術

第 二 條  本校教師之新聘、續
聘、不續聘、停聘、解聘及
升等之審議，除遵照有關法
令規定外，悉依本辦法辦
理。 

          本校體育、藝術、應用
科技等以技能為主之教師聘
任或升等，依教育人員任用
條例第十四條第三項之規
定，得以作品、成就證明或
技術報告代替專門著作送
審。其條件如下： 

      一、藝術類科教師，得以作
品及成就證明送審教師
資格；其類科範圍，包
括美術、音樂、舞蹈、
民俗藝術、戲劇、電影
及設計。 

      二、應用科技類科教師，對
特定技術之學理或實作
有創新、改進或延伸應
用之具體成果者，得以
技術報告(含教學實務
成果技術報告)送審，其
審查範圍如下： 

          （一）有關專利或創新
之成果。 

          （二）有關專業技術或
管理之個案研
究，經整理分析
具整體性及獨特

 為因應教師多
元升等路徑，各
學院、系所得訂
定更嚴格之教
師聘任及升等
規定，爰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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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管理之個案
研究，經整理分
析具整體性及
獨特見解貢獻
之報告。 

          （三）有關產學合作
實務改善專案
具有特殊貢獻
之研發成果。 

      三、體育類科教師本人或受
其指導之運動員參加
重要國際運動賽會，獲
有名次者，該教師得以
成就證明送審。 

         前項所稱教學實務成
果，指經實施後能改善學
生學習狀況，有效提升學
生學習成效之下列成果： 

      一、撰寫大學或中小學教學
專用書。 

      二、創新大學或中小學課程
設計，研發教材教具、
教學策略與方法、班級
經營策略、學習評量方
式或科技融入教學之
方法。 

見解貢獻之報
告。 

          （三）有關產學合作實
務改善專案具有
特殊貢獻之研發
成果。 

      三、體育類科教師本人或受其
指導之運動員參加重要
國際運動賽會，獲有名次
者，該教師得以成就證明
送審。 

         前項所稱教學實務成
果，指經實施後能改善學生
學習狀況，有效提升學生學
習成效之下列成果： 

      一、撰寫大學或中小學教學專
用書。 

      二、創新大學或中小學課程設
計，研發教材教具、教學
策略與方法、班級經營策
略、學習評量方式或科技
融入教學之方法。 

第五條 本校教師之新聘應依下
列規定辦理： 

一、以教師證書資格初任本
校教職，得以教師證書所
列之等級聘任之，不得聘
為高一等級教師。 

 二、各級教師應具有下列資
格之一： 

(一)講師： 
獲有國內外大學（教育部
認可者，下列各級教師亦
同）碩士學位、或相當碩
士等級之文憑並有專門著
作，或作品、展演與成就
證明，或技術報告者。 

第五條 本校教師之新聘應依下列
規定辦理： 

一、以教師證書資格初任本校
教職，得以教師證書所列之
等級聘任之，不得聘為高一
等級教師。 

 二、各級教師應具有下列資格
之一： 

(一)講師： 
獲有國內外大學（教育部認
可者，下列各級教師亦同）
碩士學位、或相當碩士等級
之文憑並有專門著作，或作
品、展演與成就證明，或技
術報告者。 

一、104 學年度
第 7 次教評會
通過訂定本校
兼任教師聘任
要點，爰配合刪
除本條文第 5
款。 
 
二、所刪除條文
內容訂於兼任
教師聘任要點
第 6 點(兼任教
師年齡限制及
重新聘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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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助理教授： 
1.獲有國內外大學博士學
位、或相當博士等級之文
憑並有專門著作，或作
品、展演與成就證明，或
技術報告者。 

2.曾任講師三年(含)以
上，成績優良，並有專門
著作，或作品、展演與成
就證明，或技術報告者。 

(三)副教授： 
1.獲得國內外大學博士學
位或相當博士等級之文
憑後，在研究機構繼續
研究，或從事與所習學
科有關之專門職業或職
務合計四年以上，成績
卓著，並有專門著作，
或作品、展演與成就證
明，或技術報告者。 

2.曾任助理教授三年(含)以
上，成績優良，並有專門
著作，或作品、展演與成
就證明，或技術報告者。 

(四)教授： 
1.獲得國內外大學博士學位
或相當博士等級之文憑
後，在研究機構繼續研
究，或從事與所習學科有
關之專門職業或職務合計
八年以上，有創作或發
明，或在學術上有重要貢
獻、專門著作，或作品、
展演與成就證明，或技術
報告者。 

2.曾任副教授三年(含)以
上，成績優良，並有專門
著作，或作品、展演與成
就證明，或技術報告者。 

三、本校聘任教師，如需擔任師
資培育相關教學實務課程

(二)助理教授： 
1.獲有國內外大學博士學
位、或相當博士等級之文
憑並有專門著作，或作
品、展演與成就證明，或
技術報告者。 

2.曾任講師三年(含)以上，成
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
或作品、展演與成就證
明，或技術報告者。 

(三)副教授： 
1.獲得國內外大學博士學位
或相當博士等級之文憑
後，在研究機構繼續研
究，或從事與所習學科有
關之專門職業或職務合
計四年以上，成績卓著，
並有專門著作，或作品、
展演與成就證明，或技術
報告者。 

2.曾任助理教授三年(含)以
上，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
作，或作品、展演與成就證
明，或技術報告者。 

(四)教授： 
1.獲得國內外大學博士學位或
相當博士等級之文憑後，在
研究機構繼續研究，或從事
與所習學科有關之專門職
業或職務合計八年以上，有
創作或發明，或在學術上有
重要貢獻、專門著作，或作
品、展演與成就證明，或技
術報告者。 

2.曾任副教授三年(含)以上，成
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或
作品、展演與成就證明，或
技術報告者。 

三、本校聘任教師，如需擔任師
資培育相關教學實務課程
者，如條件相同以具有中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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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如條件相同以具有中
小學(含幼兒園)教育工作
或相關經驗者為優先；如
需擔任產學合作相關課程
者，以具有產業經驗者為
優先。 

四、專業技術人員之聘用資格依
有關規定辦理。 

(五、刪除本款) 

學(含幼兒園)教育工作或相
關經驗者為優先；如需擔任
產學合作相關課程者，以具
有產業經驗者為優先。 

四、專業技術人員之聘用資格依
有關規定辦理。 

五、兼任教師之年齡不得超過七
十歲，各系、所如有特殊需
要，得提院、校教師評審委
員會審議通過後，專案辦理
聘任。兼任教師於本校中斷
任教逾四年，系（所）應重
新辦理新聘作業，經各級教
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後，
始得聘任。 

第八條 本校專任教師之不續聘

案，須經系、所及院教師評

審委員會於四月底前審

議，將審議結果再送由人事

室彙提本校教師評審委員

會複審。經核定為不續聘

者，應於聘約期滿前一個月

通知當事人；未經決議不續

聘者，視為同意續聘。不續

聘、停聘、解聘之教師，經

系、所及院教師評審委員會

審議通過後，將名單及相關

資料送人事室簽提本校教

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依

程序報請教育部核備。 

前項教師評審委員會審

議時，得邀請當事人列席

說明。 

(刪除本項)  

 

 

 

第八條 本校專任教師之不續聘

案，須經系、所及院教師評

審委員會於四月底前審議，

將審議結果再送由人事室彙

提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複

審。經核定為不續聘者，應

於聘約期滿前一個月通知當

事人；未經決議不續聘者，

視為同意續聘。不續聘、停

聘、解聘之教師，經系、所

及院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

過後，將名單及相關資料送

人事室簽提本校教師評審委

員會審議通過，依程序報請

教育部核備。 

前項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時，得邀請當事人列席說明。 

兼任教師之續聘，應由各

系、所及院教師評審委員會

審議通過後，提校教師評審

委員會備查。 

所刪除條文內
容訂於兼任教
師聘任要點第
4 點第 2 項(兼
任教師續聘程
序)。 

第九條 新聘專任教師未獲有應

聘等級教師證書者，除有

特殊情形之外，應於到職

第九條 新聘專任教師未獲有應聘

等級教師證書者，除有特殊

情形之外，應於到職三個月

所刪除條文內
容訂於兼任教
師聘任要點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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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月內，依規定檢齊證

件或著作辦理資格審查。

逾期不送審者，聘約期滿

後不予續聘；送審未通過

者，應即撤銷其聘任。 

       (刪除本項) 

 

 

 

 

 

 

 

 

 

 

 

內，依規定檢齊證件或著作

辦理資格審查。逾期不送審

者，聘約期滿後不予續聘；

送審未通過者，應即撤銷其

聘任。 

兼任教師未領有講師證書

且須於本校任教滿六學期，

始得以學位(或相等文憑) 申

請送審教師資格辦理教師證

書，惟未滿三個月之課程或

班次之兼任教師不予辦理。

申請時若涉及審查費用時，

應由當事人自行負擔。兼任

教師送審教師資格審查程序

及標準，準用本辦法第六條

之規定。 

7 點(兼任教師
申請教師證
書)。 

第十條 教師停聘、解聘或不續聘

均依據大學法、教師法暨

其施行細則、教育人員任

用條例暨其施行細則辦

理。 

專任教師之停聘、解聘、

不續聘、資遣原因之認定

或有違反本校教師聘約或

其他法令規定之情事等，

須經系、所教評會決議

後，始得提送院、校教評

會審議。但行為違反相關

法令，經有關機關查證屬

實或經檢察官提起公訴

者，於判決確定前，逕由

校教評會審議停聘事宜；

若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且

情節重大或經一審判決有

罪，逕由校教評會審議解

聘或不續聘事宜。 

前項停聘、解聘、不續聘

或資遣案之當事人得請求

第十條 教師停聘、解聘或不續聘均

依據大學法、教師法暨其施

行細則、教育人員任用條例

暨其施行細則辦理。 

專任教師之停聘、解聘、不

續聘、資遣原因之認定或有

違反本校教師聘約或其他法

令規定之情事等，須經系、

所教評會決議後，始得提送

院、校教評會審議。 

前項停聘、解聘、不續聘或

資遣案之當事人得請求於教

評會審議時，給予合理之時

間以提出說明，當事人並得

提出證據。 

第二項停聘、解聘、不續

聘或資遣等處分應詳細敘明

理由、事實、依據之法令及

請求救濟之管道與期限。 

兼任教師如有停聘或解聘

之情事，由校教評會辦理。 

1.所刪除條文
內容訂於兼任
教師聘任要點
第 4 點第 2 項
(兼任教師停聘
解聘處理) 
2.配合臨時提
案修正條文第
10 條，爰更正
其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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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教評會審議時，給予合

理之時間以提出說明，當

事人並得提出證據。 

第二項停聘、解聘、不

續聘或資遣等處分應詳細

敘明理由、事實、依據之

法令及請求救濟之管道與

期限。 

      (刪除本項) 

 

 

第十六條  (刪除本條內容) 

 

 

 

 

 

 

  

第十六條 本校兼任教師(暑期部及

未滿三個月之課程或班次之

兼任教師除外)於本校任教滿

六學年後，得依本辦法申請

辦理升等，其限額另訂，惟

自八十八年十月二日修訂公

布實施日起聘任之兼任教師

不得辦理。 

所刪除條文內
容訂於兼任教
師聘任要點第 8
點，並修正為不
辦理兼任教師
升等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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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專任教師聘任及升等辦法（修正後全條文） 

 
85.01.22第 12次校務會議通過 
86.05.27第 16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8.10.02第 26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9.10.03第 30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0.06.27第 3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1.01.22第 34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2.01.17第 40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4.03.30第 5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4.07.04第 54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4.12.27改制大學後第 3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5.10.24第 7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6.10.23第 1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7.06.24第 13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9.06.23第 21次校務會議（續會）修正通過 
100.06.28第 25次校務會議（續會）修正通過 
100.12.13第 27次校務會議（續會）修正通過 
102.6.4第 30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3.5.20第 3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4.1.6第 33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5.17第 00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據大學法、教師法、教育人員任用條例及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組織規程第二十條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校教師之新聘、續聘、不續聘、停聘、解聘及升等之審議，除遵照

有關法令規定外，悉依本辦法辦理；各學院、系(所)訂有更嚴格之規

定者，從其規定。 

本校體育、藝術、應用科技等以技能為主之教師聘任或升等，依教育

人員任用條例第十四條第三項之規定，得以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

告代替專門著作送審。其條件如下： 

         一、藝術類科教師，得以作品及成就證明送審教師資格；其類科範圍，

包括美術、音樂、舞蹈、民俗藝術、戲劇、電影及設計。 

         二、應用科技類科教師，對特定技術之學理或實作有創新、改進或延

伸應用之具體成果者，得以技術報告(含教學實務成果技術報告)

送審，其審查範圍如下： 

           （一）有關專利或創新之成果。 

           （二）有關專業技術或管理之個案研究，經整理分析具整體性及獨

特見解貢獻之報告。 

           （三）有關產學合作實務改善專案具有特殊貢獻之研發成果。 

         三、體育類科教師本人或受其指導之運動員參加重要國際運動賽會，

獲有名次者，該教師得以成就證明送審。 

          前項所稱教學實務成果，指經實施後能改善學生學習狀況，有效提

升學生學習成效之下列成果： 

         一、撰寫大學或中小學教學專用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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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創新大學或中小學課程設計，研發教材教具、教學策略與方法、

班級經營策略、學習評量方式或科技融入教學之方法。 

第 三 條  各學院應依據本辦法訂定該學院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準則，經院務

會議通過後，報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備查，並經校長核定後施行。 

 各系（所）應依據本辦法與院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準則，訂定該系

（所）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要點，經系（所）務會議通過後，報院教

師評審委員會備查，並經校長核定後施行。 

第一章  教師之新聘 

第 四 條 本校教師分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講師四級。 

第 五 條 本校教師之新聘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以教師證書資格初任本校教職，得以教師證書所列之等級聘任之，

不得聘為高一等級教師。 

 二、各級教師應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一)講師： 

獲有國內外大學（教育部認可者，下列各級教師亦同）碩士

學位、或相當碩士等級之文憑並有專門著作，或作品、展演

與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者。 

(二)助理教授： 

1.獲有國內外大學博士學位、或相當博士等級之文憑並有專

門著作，或作品、展演與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者。 

2.曾任講師三年(含)以上，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或作

品、展演與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者。 

(三)副教授： 

1.獲得國內外大學博士學位或相當博士等級之文憑後，在研

究機構繼續研究，或從事與所習學科有關之專門職業或職

務合計四年以上，成績卓著，並有專門著作，或作品、展

演與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者。 

2.曾任助理教授三年(含)以上，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

或作品、展演與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者。 

(四)教授： 

1.獲得國內外大學博士學位或相當博士等級之文憑後，在研

究機構繼續研究，或從事與所習學科有關之專門職業或職

務合計八年以上，有創作或發明，或在學術上有重要貢獻、

專門著作，或作品、展演與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者。 

2.曾任副教授三年(含)以上，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或

作品、展演與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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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本校聘任教師，如需擔任師資培育相關教學實務課程者，如條件

相同以具有中小學(含幼兒園)教育工作或相關經驗者為優先；如

需擔任產學合作相關課程者，以具有產業經驗者為優先。 

        四、專業技術人員之聘用資格依有關規定辦理。 

         (刪除第五項)  

第 六 條  本校教師之新聘須本公開、公平、公正之原則，依下列程序辦理： 

         一、各系、所應依其員額編制、課程需要及授課時數等因素，以確定

新聘教師名額。 

         二、各系、所應詳列新聘教師等級、人數、專長、資格等需求條件，

簽會所屬學院、人事室，經核准後於國內外主要傳播媒體或學術

刊物公告徵求之。 

         三、應徵人員須先檢具學歷證件及專門著作(或作品、展演與成就證

明，或技術報告），經各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初審，初審通過

者送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複審，複審通過者再送由人事室彙提本校

教師評審委員會決審。 

         四、初聘專任教師如未獲擬聘等級教師證書者，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應

同時審查其教師資格。 

前項人員須先檢具學歷證件及專門著作，或作品、展演與成就證明，

或技術報告，經各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初審，初審通過者之專門著

作，或作品、展演與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或學位論文送校外學者專

家審查通過後，再送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複審，複審通過者再送由人事

室彙提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決審。 

以學位資格送審者，其專門著作，或作品、展演與成就證明，或技

術報告外審採一級制，由系、所教評會推薦校外學者專家審查參考名

單六至十二人送系、所主管，由系、所主管以秘密方式送六位校外學

者專家審查(得不受限於前列參考名單)，其中須有四位成績達八十分

者為審查通過（藝術類科之作品、展演與成就證明送審八位校外學者

專家審查，其中須有六位成績達八十分者為審查通過）。非以學位資

格送審者，其著作外審程序比照本校專任教師升等採兩級制，由院級

及校級送外審，兩級各送三位校外學者專家審查，各須有二位成績達

八十分者為審查通過（藝術類科之作品、展演與成就證明兩級各送四

位校外學者專家審查，各須有三位成績達八十分者為審查通過）。 

第二章  教師之續聘、不續聘、停聘與解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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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七 條  本校新任教師初聘為一年，續聘第一次為一年，以後續聘均以二年

為原則。 

第 八 條  本校專任教師之不續聘案，須經系、所及院教師評審委員會於四月

底前審議，將審議結果再送由人事室彙提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複審。

經核定為不續聘者，應於聘約期滿前一個月通知當事人；未經決議不

續聘者，視為同意續聘。不續聘、停聘、解聘之教師，經系、所及院

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將名單及相關資料送人事室簽提本校教

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依程序報請教育部核備。 

前項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時，得邀請當事人列席說明。 

(刪除第三項)  

第 九 條  新聘專任教師未獲有應聘等級教師證書者，除有特殊情形之外，應

於到職三個月內，依規定檢齊證件或著作辦理資格審查。逾期不送審

者，聘約期滿後不予續聘；送審未通過者，應即撤銷其聘任。 

          (刪除第二項) 

第 十 條  教師停聘、解聘或不續聘均依據大學法、教師法暨其施行細則、教

育人員任用條例暨其施行細則辦理。 

專任教師之停聘、解聘、不續聘、資遣原因之認定或有違反本校教

師聘約或其他法令規定之情事等，須經系、所教評會決議後，始得提

送院、校教評會審議。但行為違反相關法令，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或

經檢察官提起公訴者，於判決確定前，逕由校教評會審議停聘事宜；

若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且情節重大或經一審判決有罪，逕由校教評會

審議解聘或不續聘事宜。 

前項停聘、解聘、不續聘或資遣案之當事人得請求於教評會審議時，

給予合理之時間以提出說明，當事人並得提出證據。 

第二項停聘、解聘、不續聘或資遣等處分應詳細敘明理由、事實、

依據之法令及請求救濟之管道與期限。 

(刪除第五項) 

         第三章  教師之升等 

第十一條 本校各級教師申請升等，應符合下列資格： 

一、講師擬申請升等助理教授者，須曾任講師三年以上，表現良好，並應

具有相當於博士學位論文之著作，或專門著作，或作品、展演與成

就證明，或技術報告。 



 

350 
 

二、助理教授擬申請升等副教授者，須曾任助理教授三年以上，表現良好 ，

並應具有優於博士學位論文之著作，或專門著作，或作品、展演與

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 

三、副教授擬申請升等教授者，須曾任副教授三年以上，表現良好，

並有重要專門著作，或作品、展演與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 

四、專業技術人員之升等，依有關規定辦理。 

本條文所述表現良好係指於該教師職級期間通過本校教師評鑑(不包括

免評鑑)，並於生活品德上無不良紀錄者。 

第十一條之一  申請升等教師所提專門著作，或作品、展演與成就證明，或技

術報告，應與任教科目性質相關，並符合下列規定： 

ㄧ、送審人個人之原創性著作，且非以整理、增刪、組合或編排

他人著作而成之編著或其他非學術性著作。 

二、發表於國內外具審查制度之學術或專業刊物之論文，或在國

內外具正式審查程序之研討會發表之論文經集結成冊出版

公開發行（含以光碟發行）者，或已出版公開發行之專書。

但藝術、體育及應用科技類教師，得以作品、展演與成就證

明或技術報告代替專門著作申請升等。 

三、代表著作應為送審人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及送審前五年

內之著作；參考著作應為送審人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及

送審前七年內之著作。但送審人曾於前述期限內懷孕或生產

者，得申請延長前述年限二年。 

各學院並應訂定該學院教師以教學實務升等及技術應用升等

之基本門檻。 

第十二條  教師升等服務年資之計算以教育部頒發教師證書上記載起算年月為

準，計算至提出升等申請當學期結束時（一月或七月）為止。此期間

教師於國內外研究、進修或講學未能履行專任教師職務達半年以上者，

其年資不予採計。留職停薪期間年資不予採計。 

第十三條  凡本校專任教師申請以學位升等者，須檢附學位證書或就讀學校正

式核發之臨時學位證明書及其專門著作，或作品、展演與成就證明，

或技術報告並通過所屬系、所及院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簽會人事室

提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得改聘相當等級教師，但仍應受

授課時數之限制。 

以就讀學校正式核發之臨時學位證明書送審者，經本校查證後得依

其所載取得該學位事實認定時間送審。但於取得正式學位證書後，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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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一個月內送交本校查核並影印存檔，學位證書所載畢業日期與臨時

學位證明書未符者，依學位證書所載日期認定之。未依規定送繳者，

依教育部相關規定辦理。 

前揭專門著作外審部分依照本辦法第十四條採院級、校級外審二級

制；升等評審項目與外審通過標準依照本辦法第十五條辦理。 

第十四條  本校教師辦理專門著作，或作品、展演與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升

等程序如下： 

     一、通告申請： 

             人事室應於每年二月二十日、八月二十日前，通函各系、所辦理

升等事宜。 

        二、系（所）審： 

            擬申請升等教師應於每年三月二十日、九月二十日前，填妥「教

師升等申請表」(含教學服務成績考核評分表)，檢齊升等主要著

作及參考著作(一式三份；藝術類科之作品、展演與成就證明送審，

須一式四份)，連同有關附件送所屬各系、所，各系、所應於五月

二十日、十一月二十日前召開教師評審委員會並完成升等審查工

作。 

             系、所不辦理專門著作，或作品、展演與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

外審，僅就教學服務成績進行考核評分。 

三、院審： 

             (一) 凡系、所審查通過之教師，由各系、所將其升等主要專門著

作(或作品、展演與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參考著作、相

關資料、教學服務成績考核評分表、與系、所教評會推薦之

校外學者專家審查參考名單五至七人，於五月三十日、十一

月三十日前送院教師評審委員會 

              (二)升等申請者得提出不欲接受審查之迴避人選一至二人。審查

時，升等申請者姓名得公開，但專門著作審查人姓名則予以

保密。 

             (三) 院辦理專門著作，或作品、展演與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外

審，由院長以秘密方式遴請三位校外學者專家(得不受限於前

列參考名單)進行專門著作，或作品、展演與成就證明，或技

術報告審查以評定研究成績；藝術類科之作品、展演與成就

證明送審，則送四位校外學者專家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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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各院應於一月二十日、七月二十日前完成審議教學服務成

績與校外審查工作並召開教師評審委員會，並於一、七月底

前將通過者之所有資料、專門著作(或作品、展演與成就證明，

或技術報告）及院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之結果與意見，提交

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四、校審： 

             (一) 凡院審通過之教師，由各院將其升等主要專門著作(或作品、

展演與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參考著作、相關資料、著

作審查結果及意見、教學服務成績考核評分表、與院長推薦

之校外學者專家審查參考名單五至七人，一併轉送人事室。 

            (二) 經校長具函以秘密方式遴請三位校外學者專家(得不受限

於前列參考名單)進行專門著作，或作品、展演與成就證明，

或技術報告審查以評定研究成績，惟校級審查人員不得與院

級重複；藝術類科之作品、展演與成就證明送審，則送四位

校外學者專家審查。 

(三)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者，送人事室簽請校長核定後，

報教育部審查核發教師證書後，始予以換發聘書。  

辦理專門著作，或作品、展演與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外審時，嚴禁

有請託、關說、利誘、威脅或其他干擾審查人或審查程序等情事。 

第十五條 教師升等評審項目與標準如下： 

     一、評審項目： 

（一）各系、所現有教師缺額、課程需要及升等人數之限制。 

         （二）教師升等申請表所列資料。 

         （三）教師教學服務成績考核結果。 

             教學服務成績考核要點另訂之。 

教師評審委員會針對升等名額、年資、教學服務表現等因素作綜

合評量，獲得出席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同意為初評通過；系、

所將相關資料移送院審議，由院、校辦理專門著作，或作品、展

演與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外審。 

        二、升等評審標準如下所列，升等者須符合初審與決審所訂成績標

準： 

             (一) 初審：教師教學服務成績須達七十分；研究成績(外審成

績)須達七十分（三位評審者須有二位達此標準或

四位評審者須三位達此標準）。兩項成績任一項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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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七十分者，為升等不通過；兩項成績皆達七十分

者，必須進行決審成績之計算。 

（二）決審：教師決審之計分方式為：總成績為一百分，研究成

績(外審成績)佔百分之七十，教學與服務成績佔百

分之三十。 

院級決審成績計算方式為：院級著作外審（百分之

七十）＋系所級教學服務成績（百分之三十）。 

校級決審成績計算為：校級著作外審（百分之七十）

＋院級教學服務成績（百分之三十）。 

三位評審所評成績分別與教學服務成績依比例加

權計算後，其中二位成績達八十分者為通過。 

藝術類科之作品、展演與成就證明送審，四位評審

所評成績分別與教學服務成績依比例加權計算後，

其中三位成績達八十分者為通過。 

加權計算後之決審分數算至小數點後第一位，小數

點後第二位四捨五入。 

  評審過程中若教評會委員提出不利於當事人之重大缺失時，應給予

當事人有陳述意見之機會，由教評會專案討論，以做適當之處理。 

各級教評會評審過程及審查人之評審意見，除依規定提供教師申訴

受理機關及其他救濟機關外，應予保密，以維持評審之公平性。 

第十六條  (刪除) 

第十七條 本校教師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不得申請升等： 

         一、在國內外進修、研究、講學等，而未履行專任職務達一學期以上，

返校任職未滿一學期者。但在國內外進修、研究、講學前已在本

校擔任同級教師三年以上者，得不受此款限制。 

         二、借調其他機關服務，而未能履行專任教師之職責達一學期以上，

於返校任職未滿一學期者。 

        三、品德或其他方面有重大瑕疵而引起非議者。 

        四、在參加升等之學年度內，延長病假達一學期者。 

        五、任職本校未滿一年或於提出申請升等之該學期出國進修、研究

者。 

         六、未通過本校教師評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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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八 條 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中心及通識教育中心審議事項及程序由該中

心比照本辦法有關系（所）教評會之規定，由該中心組織教評會，進

行初審；複審由相關學院教評會辦理；決審由校教評會辦理。 

  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中心及通識教育中心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要點，

送相關學院教評會核備，並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第 十九 條 本校教師升等申請表(含教學服務成績考核表)另訂之。 

第 二十 條 本校教師於八十六年三月二十一日前已取得講師或助教證書之現

職人員，如繼續任教未中斷，得申請依原升等辦法之規定，送審較高

等級教師資格。但審定程序，仍應依本辦法現行規定辦理。 

第二十一條 升等結果於審查會議結束後十日內以書面通知申請者。對於未獲升

等通過之案件，除應以書面通知申請者外，並應以具體文字說明不通

過之理由；申請者得於通知送達之次日起三十日內向本校教師申訴評

議委員會提出申訴。 

         第四章  附  則 

第二十二條 教師如有違反本校教師聘約、教師義務或其他法令規定等情事，但

尚未符合教師法第十四條所定解聘、停聘及不續聘之規定者，得依教

師法第十八條規定由本校三級教評會按情節輕重列入升等審查、晉級、

教授休假研究等之參考、一定期間不得支領超授鐘點費、不得在校外

兼職兼課或不得借調等處置。          

第二十三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依教育部相關規定及由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研議

決定之。 

第二十四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並經校長核定後施行。 

 

 

 

 

 

 

 

 

 

 



 

355 
 

【附件 3】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兼任教師聘任要點 

105年 4月 26日本校 104學年度第 7次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 

一、本校兼任教師之聘任，除依專科以上學校兼任教師聘任辦法規定外，悉

依本要點辦理。 

二、兼任教師除按所聘職級需具有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十八條（教授）、第十七

條（副教授）、第十六條之一（助理教授）及第十六條（講師）各款資格之

ㄧ外；其有教育部頒發之教師證書者，得依教師證書職級聘任。 

    前項兼任教師，如以專業技術人員聘任，以具有特殊專業實務、造詣或成

就，足以勝任教學工作者為限，並應符合大學聘任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

辦法之規定。 

    新聘兼任教師以具有博士學位為原則，若因特殊需要，得聘任持有講師證

書之碩士學位兼任教師。 

三、各系(所、中心、學位學程)擬新聘兼任教師應檢附新聘兼任教師提聘表、學

經歷證件影本及教學大綱等資料(本校退休教師新聘為兼任教師免附學經歷

證件影本及教學大綱)，提經三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通過，並於聘期開始

前完成聘任作業；如有特殊情形，應依行政程序簽准後，始得延至開學當

月份完成三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程序。 

四、兼任教師之聘期，為一學期或一學年，期滿重新提出續聘申請。 

    各系(所、中心、學位學程)擬申請續聘兼任教師應檢附續聘名冊，經各系(所、

中心、學位學程)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後，會教務處查無教學意見調查

結果不予續聘情形後，經院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後，提校教師評審委

員會備查。 

    教務處於每年二月或七月中旬統計教學意見調查結果，若兼任教師當學期

有兩科以上平均值於 3.5 以下或一科平均值於 3 以下，依規定自次學期起

不予續聘，系(所、中心、學位學程)應即更換授課教師，該課程之新(續)

聘兼任教師聘任案，提次學期第一次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備查)。 

五、各系(所、中心、學位學程)必修課以專任教師授課為原則，但下列事由得由

兼任教師授課，並須加註事由：  

    (一)專任教師教授休假、生病請假、借調。 

    (二)依本校規定有臨時調整授課教師必要時。 

六、兼任教師之年齡不得超過七十歲，各系(所、中心、學位學程)如有特殊需

要，得提院、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專案辦理聘任，但不得超過



 

356 
 

七十五歲。 

    兼任教師於本校中斷任教逾四年，系（所、中心、學位學程）應重新辦理

新聘作業，經三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始得聘任。 

七、兼任教師未領有講師證書且須於本校任教滿六學期，始得以學位(或相等文

憑) 申請送審教師資格辦理教師證書，惟未滿三個月之課程或班次之兼任

教師不予辦理。申請時若涉及審查費用時，應由當事人自行負擔。兼任教

師送審教師資格審查程序及標準，準用本校專任教師聘任及升等辦法第六

條第三項之規定。 

八、本校不辦理兼任教師升等事宜。 

九、兼任教師在學期中取得較高等級教師資格或學歷，得檢具證明文件經三級

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後，追溯自通過之當學期起改聘為高一等級教

師。 

十、兼任教師之勞健保及勞退金提撥事宜，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一、兼任教師之授課時數，依本校專任教師基本授課時數及超支鐘點費計算

要點辦理；其授課鐘點費，依公立大專校院兼任教師鐘點費支給基準表

支給。 

十二、兼任教師如有停聘或解聘之情事，由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辦理。 

十三、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依專科以上學校兼任教師聘任辦法及相關法令規

定辦理。 

十四、本要點經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送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357 
 

提案編號：13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第 36次校務會議提案單 

案由 本校「教師評鑑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教育部於 104年 3月成立教師多元升等制度工作圈，本校為教

學實務組之召集學校，負責研擬教學實務升等操作型定義、建

議審查基準，以及審查配合項目。 

二、擬參酌教師多元升等制度工作圈擬定教學、研究、服務與輔導

之項目，修正本校教師評鑑辦法。 

三、有關本辦法修正案，經 105年 4月 26日校教評會議通過，提送

校務會議討論。 

四、檢附本校教師評鑑辦法修正對照表(附件一）、本校教師評鑑辦

法草案(附件二)、教育部推動教師多元升等制度工作圈-教學實

務組研擬內容(附件三)供參。 

辦法 於通過後，經校長核定後施行。 

決議 照案通過。 

提案單位： 人事室 

 

 

 

 

 

 

 

 



 

358 
 

附件一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師評鑑辦法部分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第二條) 現行條文(第二條) 說明 

凡本校之專任教師均應接受教學、研

究、輔導及服務評鑑。 

教師評鑑分教學、研究、輔導及服務

三項目，其總和滿分為一百分，各項

目配分彈性比例及其評鑑細目如下： 

一、教學（佔 35~45％） 

(一)教學計畫與教材準備。 

(二)師生教學狀況調查結果。 

(三)授課、缺調課、補課及送交成

績之情形。 

(四) 與學科/教學方法相關證照

或證書。 

(五) 與教師學術專長或教授科

目相關議題之教科書出版品。 

(六) 數位課程及教材認證。 

(七) 公開授課與分享。 

(八) 主持或參與教學社群(Lead 

Teacher)。 

(九) 擔任教學諮詢教師

(Mentor)。 

(十) 獲得教學獎勵(含校內、政

府機關、學會、協會、有立案

之財團法人等)。 

(十一) 其他教學成果。 

二、研究（佔 30~40％） 

(一)展演、藝術作品之成果。 

(二)具審查機制之學報、專業期

刊、或研討會發表之學術或教學

實務研究論文。 

(三)出版公開發行之學術、教育或

教學相關專書、專章。 

(四)符合與開授學科、教學場域相

關，並有助學生學習成效之教學

實務技術報告；具各學科特色之

教學模式或創新教學策略之教

學實務技術報告；以多元方式評

估學生有效學習成效之教學實

務技術報告。 

凡本校之專任教師均應接受教學、研

究、輔導及服務評鑑。 

教師評鑑分教學、研究、輔導及服務

三項目，其總和滿分為一百分，各項

目配分彈性比例及其評鑑細目如下： 

一、教學（佔 35~45％） 

(一)教學計畫與教材準備。 

(二)師生教學狀況調查結果。 

(三)授課、缺調課、補課及送交成

績之情形。 

(四)教學得獎紀錄 

(五)其他教學成果。 

 

 

 

 

 

 

 

 

 

 

 

 

 

 

二、研究（佔 30~40％） 

(一) 已出版之著作、展演之成果、

研發取得專利之成果。 

(二) 主持、共同主持、協同主持或

參與執行學術研究、產學合

作或經學校同意之建教合作

計畫。 

(三) 大學教學專用書出版品、中小

學教科書出版品、教材教法

教具研發技術報告(可含影

帶、使用手冊等)、教學實驗

成果報告、行動研究成果報

一、 本校為教育部教

師多元升等運作

工作圈之教學實

務組召集學校。 

二、 歷經3場教學實務

組工作圈會議、5

場工作圈總召組

會議、1場大工作

會議與3場分區說

明會等，擬訂教學

實務升等教學、服

務與輔導之審查

項目及配分比

例，詳如附件三。 

三、 配合工作圈教學

實務組所擬定項

目，修正調整評鑑

辦法審查項目，使

本辦法更具多元

及完善。 

四、 項次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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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學教學專用書出版品、中小

學教科書出版品、教材教法教具

研發技術報告(可含影音檔案、

使用手冊等)、教學實驗成果報

告、行動研究成果報告。 

(六)研發取得專利成果、技術移

轉、技術競賽獲獎勵情形、產學

合作執行績效、產學合作應用及

衍生成果之技術報告。 

(七)主持、共同主持、協同主持或

參與執行學術研究、產學合作、

經學校同意之建教合作計畫，或

具審查機制之教學相關計畫成

果報告(如教學卓越計畫、師資

培育精緻發展特色計畫、精進師

資素質計畫等)。 

(八)其他研究成果。 

三、輔導及服務（佔 25~35％） 

(一)協助主管機關推動活化教學、

行動學習等有關翻轉教學計

畫。 

(二)主持或參與協助任職學校撰擬

與執行政府競爭型計畫，具有

具體成效(如教學卓越計畫、師

資培育精緻特色計畫、精進師

資素質計畫等)。 

(三)參與政府重大政策研擬。 

(四)擔任政府機關、學術機構或學

術團體之重要職務、學術期刊

編輯、籌辦學術會議等學術服

務表現。 

(五)開授進修推廣處、教育部(局)

或政府機關委託之教學實務班

別。 

(六)地方教育輔導相關研習擔任講

座。 

(七)接受主管機關委辦教學實務推

廣事項。 

(八)代表本校、院參加校內外各項

競賽獲獎。 

告，主持、共同主持、協同

主持或參與執行教學相關計

畫成果技術報告。 

(四) 指導研究生學位論文之成果。 

(五) 其他研究成果。 

 

 

 

 

 

 

 

 

 

 

 

 

 

 

 

 

 

 

三、輔導及服務（佔 25~35％） 

(一)擔任導師及研究生生涯輔導社

群指導教師之情形。 

(二)輔導學生課業之情形。 

(三)指導學生社團或參與學生活動

之情形。 

(四)特殊輔導個案，如性平教育、

品格教育等。 

(五)擔任校內行政職務、出席會

議、行政配合情形等行政服務

表現。 

(六)擔任政府機關、學術機構或學

術團體之重要職務、學術期刊

編輯、籌辦學術會議等學術服

務表現。 

(七)策劃或協助辦理校內外學術推

廣班、隊或活動等推廣服務表

現。 

(八)其他輔導或服務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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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擔任校內行政職務、出席會

議、行政配合情形等行政服務

表現。 

(十)策劃或協助辦理校內外學術推

廣班、隊或活動等推廣服務表

現。 

(十一)擔任導師及研究生生涯輔導

社群指導教師之情形。 

(十二)輔導學生學習有具體成效。 

(十三)輔導學生實習表現優異。 

(十四)輔導學生證照考取(政府或

學會辦理)。 

(十五)輔導學生專題製作表現優

異。 

(十六)指導學生研究生學位論文。 

(十七)指導學生執行大專生專題計

畫 

(十八)指導學生競賽得獎。 

(十九)指導學生社團或參與學生活

動之情形。 

(二十)輔導特殊需求學生有具體事

蹟，如性平教育、品格教育

等。 

(二十一)其他輔導或服務成果。 

 

 

 

各學院參考上述規定，依其特性選擇

前項各評鑑之細目，並於教師評鑑準

則中詳訂評分比例。 

 

 

 

 

 

 

 

 

 

 

 

 

 

 

 

 

 

 

 

 

 

 

 

 

 

 

 

 

 

 

 

 

 

 

各學院依其特性，參考上述規定於教

師評鑑準則中詳訂前項各評鑑細目之

評分比例等。 

 



 

361 
 

 附件二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師評鑑辦法(草案) 

95.10.24本校第 7次校務會議通過 

96.1.17臨時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9.6.23第 21次校務會議（續會）修正通過 

101.11.20第 29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3.5.20第 3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4.01.06第 33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00.00第 00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昇教師榮譽，增進教學、研

究、輔導及服務成效，依大學法第 21條規定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凡本校之專任教師均應接受教學、研究、輔導及服務評鑑。 

教師評鑑分教學、研究、輔導及服務三項目，其總和滿分為一百分，各

項目配分彈性比例及其評鑑細目如下： 

一、教學（佔 35~45％） 

(一) 教學計畫與教材準備。 

(二) 師生教學狀況調查結果。 

(三) 授課、缺調課、補課及送交成績之情形。 

(四) 與學科/教學方法相關證照或證書。 

(五) 與教師學術專長或教授科目相關議題之教科書出版品。 

(六) 數位課程及教材認證。 

(七) 公開授課與分享。 

(八) 主持或參與教學社群(Lead Teacher)。 

(九) 擔任教學諮詢教師(Mentor)。 

(十) 獲得教學獎勵(含校內、政府機關、學會、協會、有立案之財團

法人等)。 

(十一) 其他教學成果。 

二、研究（佔 30~40％） 

(一)展演、藝術作品之成果。 

(二)具審查機制之學報、專業期刊、或研討會發表之學術或教學實務

研究論文。 

(三)出版公開發行之學術、教育或教學相關專書、專章。 

(四)符合與開授學科、教學場域相關，並有助學生學習成效之教學實

務技術報告；具各學科特色之教學模式或創新教學策略之教學實

務技術報告；以多元方式評估學生有效學習成效之教學實務技術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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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學教學專用書出版品、中小學教科書出版品、教材教法教具研

發技術報告(可含影音檔案、使用手冊等)、教學實驗成果報告、

行動研究成果報告。 

(六)研發取得專利成果、技術移轉、技術競賽獲獎勵情形、產學合作

執行績效、產學合作應用及衍生成果之技術報告。 

(七)主持、共同主持、協同主持或參與執行學術研究、產學合作、經

學校同意之建教合作計畫，或具審查機制之教學相關計畫成果報

告(如教學卓越計畫、師資培育精緻發展特色計畫、精進師資素質

計畫等)。 

(八)其他研究成果。 

三、輔導及服務（佔 25~35％） 

(一)協助主管機關推動活化教學、行動學習等有關翻轉教學計畫。 

(二)主持或參與協助任職學校撰擬與執行政府競爭型計畫，具有具體

成效(如教學卓越計畫、師資培育精緻特色發展計畫、精進師資素

質計畫等)。 

(三)參與政府重大政策研擬。 

(四)擔任政府機關、學術機構或學術團體之重要職務、學術期刊編輯、

籌辦學術會議等學術服務表現。 

(五)開授進修推廣處、教育部(局)或政府機關委託之教學實務班別。 

(六)地方教育輔導相關研習擔任講座。 

(七)接受主管機關委辦教學實務推廣事項。 

(八)代表本校、院參加校內外各項競賽獲獎。 

(九)擔任校內行政職務、出席會議、行政配合情形等行政服務表現。 

(十)策劃或協助辦理校內外學術推廣班、隊或活動等推廣服務表現。 

(十一)擔任導師及研究生生涯輔導社群指導教師之情形。 

(十二)輔導學生學習之成效。 

(十三)輔導學生實習表現優異。 

(十四)輔導學生證照考取(政府或學會辦理)。 

(十五)輔導學生專題製作表現優異。 

(十六)指導學生研究生學位論文。 

(十七)指導學生執行大專生專題計畫 

(十八)指導學生競賽得獎。 

(十九)指導學生社團或參與學生活動之情形。 

(二十)輔導特殊需求學生有具體事蹟，如性平教育、品格教育等。 

(二十一)其他輔導或服務成果。 

各學院參考上述規定，依其特性選擇前項各評鑑之細目，並於

教師評鑑準則中詳訂評分比例。 

第三條  各級教師評鑑規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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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96 年 7 月 31 日（含）以前聘任各級教師，自本辦法通過後，每 5

年由各學院實施評鑑。 

二、96 年 8 月 1 日（含）以後聘任之講師及助理教授應於來校服務 3

年內；副教授及教授應於來校服務 5 年內，由各學院實施評鑑。 

評鑑通過者，講師及助理教授每隔 3 年內，副教授及教授每隔 5

年內，由各學院實施評鑑，並完成校教評會備查程序。 

三、教師兼任各級行政職務，其接受評鑑的年限得加計其行政服務時

間，但至多以加計 3 年為限。 

四、評鑑結果分通過、須覆評及不通過 3 級： 

(一) 通過：符合學院評鑑準則所訂標準或本辦法得免接受評鑑之

條件者。 

(二) 須覆評：有下列條件之一者： 

1、連續兩學期師生教學狀況調查結果有 2 科以上之平均值

低於 3.5 或 1 科之平均值低於 3。 

2、近 5 年未有專業研究成果或專業展演作品者。 

3、達學院評鑑準則另訂之須覆評要件者。 

(三) 不通過：達學院評鑑準則規定之不通過標準者。 

五、經評鑑為須覆評者，應於獲知評鑑結果 3 個月內就須覆評之項目

及原因提出書面說明及改進計畫，提請學院予以覆評；學院應於

接獲申請  9 個月內予以覆評完畢，並將改進計畫與覆評結果一

併提校教評會核備。 

六、經評鑑或覆評不通過者，需自提改善計畫並由所屬系(所、中心)

及相關業務單位予以協助、輔導並追蹤其改善成效，並於 2 年內

接受再評鑑。未於 3 個月內提送改進計畫者，由系(所、中心)提報

各學院，視為再評鑑不通過。再評鑑仍不通過者，提經校教師評

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教評會）確認，並提 3 級教評會審議通過後

辦理不續聘或解聘程序。 

七、各級教師如併計本辦法施行前或其他機構資歷已符合升等年資，

可申請提早辦理評鑑，其評鑑資料採計時間自申請評鑑日起向前

追溯併計本辦法施行前或其他機構資歷至多 3 年。但任職未滿 1

年之新進教師不得申請提早辦理評鑑。 
八、未於期限內接受評鑑、覆評、再評鑑或所附資料不實致影響評鑑

結果者，視同評鑑、覆評或再評鑑不通過。 

九、各級教師對評鑑、覆評或再評鑑結果有異議者，得於接獲書面通

知之次日起 15 日內以書面檢具證據資料，向校教評會提出申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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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各學院有更嚴格之規定者，從其規定。 

第四條  本校教師應經評鑑通過始得提請升等。通過升等教師，依其升等後職級，

自教師證書記載起訖年月之當學期起算其應接受評鑑年數。 

最近一次評鑑為須覆評及不通過之教師，不得申請教授休假研究，且自

次學年起不予晉薪、不得在外兼職或兼課、不得超授鐘點、不得借調、

不得出國研究及講學，亦不得擔任校內各級教評會委員或行政主管。 

經覆評及再評鑑通過之教師，自次學年起，解除前項限制。 

第二項所列各種限制之解除，應符合相關規定。 

第五條  本校教師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得終身免接受評鑑。 

一、獲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者。 

二、曾獲頒教育部學術獎或國家講座者。 

三、曾擔任國內外著名大學講座教授經本校認可者。 

四、曾獲頒科技部傑出研究獎 1 次以上者。 

五、獲科技部甲種獎勵研究獎或專題型研究計畫（含產學合作計畫）

研究主持費十五次以上(若多年期計畫，該計畫之核算次數以年數

計算)，且各次計畫執行期限須達一年以上，每年最多以一件計。 

六、曾獲國家文藝獎者。 

七、曾獲本校優良導師及研究生生涯輔導社群指導教師獎 5 次者。 

八、曾獲本校教學優良獎 5 次者。 

九、年齡滿 60 歲者（但初聘者除外）。 

各學院得自訂所屬教師在受評鑑年限內，擔任科技部主持人達一定次數

(若多年期計畫，該計畫之核算次數以年數計算)或於各等級期刊發表學

術期刊論文達一定篇數，或曾獲本校優良導師或教學優良獎達一定次數，

或於國內、外同等級藝文展演達一定場次，或得當次免評鑑，並提經校

教評會備查。 

前項同等級藝文展演之認定，由學院為之。 

有本辦法第三條第一項第四款第二目之需覆評情形者，不得申請當次或

終身免評鑑。 

本辦法修正前已通過免評鑑者，得免再接受評鑑。 

第六條  本校教師因休假研究、借調、出國進修或講學、懷孕、生產、育嬰或

遭受重大事件者，得檢具證明簽經所屬系(所、中心)、學院及校長同意

延後辦理評鑑，下次評鑑期程併同順延。應接受評鑑年數計算，不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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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留職停薪期間。 

第七條  各學院應依本辦法組成評鑑委員會，並訂定評鑑準則，規定各級教師

受評項目、標準及辦理程序，並報校教評會備查。 

前項訂定評鑑準則時，視需要時得邀請學生代表列席。 

各系(所、中心)應依學院訂定之評鑑準則，由系所教評會進行申請評鑑

教師資料之檢覈。 

第八條  各學院應於各級教師評鑑期限內辦理完畢，並於每年 2 月、8 月底前完

成作業報校教評會備查。 

第九條  本辦法若有未盡事宜，悉依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並經校長核定後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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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三 教育部建立教師多元升等制度-教學實務組研擬之送審作品類型、格式及內容與審查

項目 

一、 送審作品類型、格式及內容 

「教學實務研究升等」、「教學實務成果升等」送審之作品類型、格式及內容，詳見下表： 
升等途徑 教學實務研究升等 教學實務成果升等 

送審類型 以教學實務研究著作做為專門著作送審 以教學實務成果技術報告代替專門著作送審 

送審格式 

一、研究主題：教學實務研究理念與研究背景之

探討與重要性。 

二、研究方法：研究方法能檢驗教材內容與分析

方法之適切性。 

三、研究發現或教學應用價值：研究成果在教學

實務應用上具創新性及可行性，問題的獨特

性與重要性、改善策略之可行性及研究結果

推廣應用效益等。 

(項目各校可自訂) 

一、 研究理念與學理基礎：教學研發理念之創新

與所依據之基本學理。 

二、 主題內容與方法技巧：符合研發理念與學理

基礎、學習對象、教材內容與分析方法之適

切性、創新性等。 

三、 成果貢獻：教學研發成果之創新性及可行

性，在教學實務應用上及對提升學習成效之

具體貢獻。 

(項目係依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十

八條附表二規定訂定) 

代表成果 

代表成果(50-70%)(與教學相關之研究成果)，其

著作方式可包括下列項目： 
□已出版公開發行之教育或教學相關之專書、專
章 

□於國內外學術或專業刊物發表(含具正式審查
程序，並得公開及利用之電子期刊)之教學實務
研究論文 

□於國內外具有正式審查程序研討會發表且集結
成冊出版公開發行(含以光碟發行)之教學實務
研究論文 

(依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十一條規

定如列) 

代表成果(50-70%)，其著作方式可包括下列項目： 
□符合與開授學科、教學場域有關，並有助學生
學習成效之教學實務技術報告 

□具各學科特色之課程設計或創新教學策略之教
學實務技術報告 

□以多元方式評估學生有效學習成效之教學實務
技術報告 

參考成果 

(30%-50%) 

下列四項在「教學實務研究升等」和「教學實務成果升等」中皆可互相採用 

1.教學實務研究成果 
□已出版公開發行之教育或教學相關之專書、專章 
□於國內外學術或專業刊物發表(含具正式審查程序，並得公開及利用之電子期刊)之教學實務研究論
文 

□於國內外具有正式審查程序研討會發表且集結成冊出版公開發行(含以光碟發行)之教學實務研究
論文 

□其他教學實務研究成果 

2.教學實務成果技術報告 
□教學實驗成果報告或教學行動研究成果報告 
□符合與開授學科、教學場域有關，並有助學生學習成效之教學實務技術報告 
□具各學科特色之教學模式或創新教學策略之教學實務技術報告 
□以多元方式評估學生有效學習成效之教學實務技術報告 
□具審查機制之教學相關計畫成果報告(如教學卓越計畫、師資培育精緻發展特色計畫等；須為主持
人、協同/共同/分項主持人或等同之人員) 

□其他教學實務成果報告 

3.其他學術研究成果 
□已出版公開發行之學術相關專書 
□於國內外學術或專業刊物發表(含具正式審查程序，並得公開及利用之電子期刊)之學術研究論文 
□於國內外具有正式審查程序研討會發表且集結成冊出版公開發行(含以光碟發行)之學術研究論文 
□其他學術研究成果 

4.其他技術報告 
□專利成果 
□技術移轉 
□技術競賽獲獎情形 
□產學合作執行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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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學合作應用及衍生成果 
□其他有利成果(如作品) 

二、 教學升等可採計之教學、服務與輔導成績之審查項目及配分比例 

    教師升等除了送審著作之外，還包含教學、服務與輔導成績，各校可依照下列項目選用

或自訂。 

在教學項目中，下方特別用底線標註，表示與教學卓越計畫緊扣的項目，包括公開授課

與分享、主持或參與教學社群(Lead Teacher)、擔任教學諮詢教師(Mentor)等。在服務與輔

導項目中，其中服務層面強調對校內外推廣具有社會影響力，在輔導層面則著重於輔導學生

課業、生活、人格、就業或升學等有具體成效。所提供各項目內容僅供各校參考選用，各校

亦可自訂。 

類別 項目(可同時作為其他升等途徑參考) 

教學 

(10%-30%) 

□近年教師評鑑教學面向表現 
□近年教授課程之教學評量 
□與學科/教學方法相關證照或證書 
□具審查機制之大學教學專用書出版品 
□中小學教科書出版品 
□與教師學術專長或教授科目相關議題之教科書出版品 
□教材教法教具研發成果(可含影音檔案、使用手冊等) 
□數位課程及教材認證 
□公開授課與分享 
□主持或參與教學社群(Lead Teacher) 
□擔任教學諮詢教師(Mentor) 
□獲得教學獎勵(含校內、政府機關、學會、協會、有立案之財團法人等) 
□參加校內外辦理之教師教學分享座談、演講或研習會等 

服務與輔導 
(10%-30%) 

1.服務(對校內外推廣具有社會影響力) 
□協助教育主管機關推動活化教學、行動學習等有關翻轉教學計畫 
□主持或參與協助撰擬與執行政府部門競爭型計畫 (如大學教學卓越計畫、師資培育精緻發展特
色發展計畫、精進師資素質計畫等) 

□參與政府相關政策研擬 
□主持或參與執行具審查機制之教學相關計畫、產學合作或經學校同意之建教合作計畫 
□擔任政府機關、學術機構或學術團體之重要職務、學術期刊主編、編輯委員、審查委員 
□開授進修部、教育部(局)或政府機關委託之教學實務班別 
□接受主管機關委辦教學實務推廣事項 
□地方教育輔導相關研習擔任講座 
□擔任一級主管、二級主管 
□擔任校內外各種考試命題、閱卷、口試委員 
□擔任校內各級會議委員，或擔任校、院級代表委員 
□出席校內相關會議或配合學校行政事務 
□代表本校、院參加校內外各項競賽獲獎 
□擔任學術活動（如研討會、研習會）之籌辦或主持工作 
□策劃或協助辦理校內外學術推廣班、隊或活動 
□出國講學、專題演講 
2.輔導(輔導學生課業、生活、人格、就業、升學等有具體成效) 
□輔導特殊需求學生有具體事蹟 
□指導學生社團或參與學生活動 
□輔導學生學習有具體成效 
□提升學生學習成績 
□輔導學生實習表現優異 
□輔導學生證照考取(政府或學會辦理) 
□輔導學生專題製作表現優異 
□指導學生研究生學位論文 
□指導學生執行大專生專題計畫 
□指導學生競賽得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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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編號：14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第 36次校務會議提案單 

案由 
有關「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師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及學術倫理案

件處理辦法」修正案，提請  審議。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 104.11.4 臺教高通字第 1040143687 號函及本校

104 學年度第 2 次、第 7次校教評會決議辦理。 

二、本次修正重點為新設學術倫理審議委員會，處理有關教師違反

學術倫理及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之案件，並將原辦法之條文次

序重整。 

三、檢附「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師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及學術倫

理案件處理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及修正草案 1 份。 

辦法 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決議 照案通過。 

提案單位： 人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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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師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及學術倫理案件處理辦法」修

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師違反學術倫

理暨送審教師資格規定處理辦法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師違反送審教師

資格規定及學術倫理案件處理辦法 
辦法名稱修正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一條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以下

簡稱本校)為處理教師違

反學術倫理情事及違反送

審教師資格規定，依據教

育部「專科以上學校教師

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處

理原則」，訂定本處理辦

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 1 條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以下簡

稱本校)為公正處理教師違

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及學術

倫理案件，依據教育部「專

科以上學校教師違反送審教

師資格規定處理原則」，訂

定本處理辦法（以下簡稱本

辦法）。 

 

一、文字修正，有關公

正之處理原則統一

規範於第 4條。 

二、依辦法名稱文字修

正。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違反學術倫理

及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

定，指有下列情事之一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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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及學術成果、作

品、展演及技術報告

有抄襲、剽竊、偽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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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資格送審人或經

由他人有請託、關

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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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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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及學術成果、作品、

展演及技術報告有抄

襲、剽竊、偽造或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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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本辦法係處理違反

「學術倫理案件」

及「違反送審教師

資格規定」，爰處

理樣態應含學術倫

理案件，爰增列

之。 

二、非僅送審教師資格

之送審人，刪除送

審人文字。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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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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設學術倫理審議委員

會(以下簡稱本會)，負責

受理、調查、審議違反學

術倫理及違反送審教師

資格規定案件。 

         本會應就審議成立之案

件做成懲處建議，並送請

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

簡稱校教評會）處理。 

         本會置委員七至九人，任

期二年，得連任。副校長

為當然委員兼召集人，其

餘委員由校長遴聘校內

外學者專家組成，其中校

外學者專家至少二人，並

應包含具法律專長者。 

         本會會議由召集人召

開，召集人因故不能主持

會議時，得指定委員一人

代理之。 

         本會開會時，應有三分之

二以上委員出席，出席委

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始

得決議。 

         本會委員均為無給職，校

外學者專家得依規定支

給出席費。 

第 3 條  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

簡稱「校教評會」）為審理

單位。 

本校於受理教師被檢舉案件

期間，或教師資格經教育部

審定後，發現送審人有第 2

條所定各款情事之一，均由

校教評會先行調查認定。 

校教評會認為有必要時或相

關法令規定，則系(所)、院

教評會應協助辦理被檢舉案

件之查證、審議及懲處事宜。 

 

一、新設立學術倫理委

員會，負責受理、

調查並審議違反違

反學術倫理案件及

送審教師資格規

定。 

二、原審理單位為校教

評會，系(所)院教

評會協助查證、審

議及懲處；處理程

序改由學術倫理審

議委員會，負責受

理、調查及審議，

提出建議後，再送

由校教評會處理。 

二、明訂學術倫理委員

會之委員組成、任

期及召集人。 

三、明訂學術倫理委員

會之召開及決議程

序。 

四、委員會為無給職，

校外學者專家得支

給出席費。 

 

第四條  本校應本公正、客觀及嚴

謹之原則，審理本校教師

涉及違反學術倫理及違反

送審教師資格規定案件。 

         

(原第 4條條文移列至第 11條) 一、本條增列。 

二、增列處理原則。 

第五條  對於具真實姓名及具體指

陳違反學術倫理及違反送

第 5 條  對於具名及具體指陳違反送

審教師資格規定及學術倫理

一、修正規範受理與不

受理情形的三個層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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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教師資格規定之檢舉，

應由人事室先向檢舉人查

證，查證確為其所檢舉

後，應即進入校內處理程

序，並以保密方式為之，

避免檢舉人及被檢舉人曝

光。 

        未具真實姓名但具體指陳

違反第二條各款情事之檢

舉，得依第一項規定辦理。 

        未具體指陳違反第二條各

款情事或未充分舉證者，

不予處理。 

之檢舉，應即進入校內處理

程序，並以保密方式為之，

避免檢舉人及送審人曝光。 

對於未具名而具體指陳違反

送審教師資格規定及學術倫

理之檢舉，得依前項規定辦

理。 

 

二、第一項為檢舉人應

具真實姓名，指陳

事項要具體。 

三、第二項為未具真實

姓名之檢舉或無具

體對象或充分舉證

者。 

四、第三項為不受理情

形。 

 

第六條 本會於收到檢舉案件後應

儘速召開會議審議並決定

是否成案。 

若檢舉案件成案，即應以

書面通知被檢舉人，請其

於收到通知次日起二週內

針對檢舉內容提出書面答

辯，逾期不為答辯者，視

同放棄答辯。 

 

第 6條 校教評會於收到檢舉案件後 3

週內開會審議並決定是否成

案。具名之檢舉案並應於開

會前由人事室先向檢舉人查

證。 

若檢舉案件成案，即應以書

面通知送審人，請其於收到

通知次日起 2 週內針對檢舉

內容提出書面答辯，逾期不

為答辯者，視同放棄答辯。 

 

一、由校校教評會改為

由學術倫理審議委

員會處理。 

二、具名檢舉案之查

證，已於第 5條規

範。 

三、會議召集為具彈

性，不規範處理時

間，但應儘速召

開。 

 

第七條  本會就受理之案件必要時

得成立調查小組，其成員

以三至五人為原則，其中

一至二人應為該領域之學

者專家。 

        調查小組應對受理之案件

進行查證，提出調查報告

及擬處建議送本會審議。 

         

第 7 條  檢舉案件成案後，由校教評

會委員推選 3 人以上及本校

相關專業領域教授 2 人以上

組成「教師違反送審教師資

格規定及學術倫理審理小

組」(以下簡稱審理小組)處

理教師被檢舉案件事宜，必

要時得聘請校外學者專家參

與。審理小組之召集人，由

小組成員互推之。 

        審理小組成員之遴選應遵守

迴避原則，以維持審查之客

觀性及公平性。 

一、原審理單位為校教

評會，系(所)院教

評會協助查證；修

正為由新設立之學

術倫理審議委員會

依需要與否組成調

查小組，小組成員

以三至五人為原

則，並應聘請與案

件相關之該領域校

外學者專家一至二

人。 

二、原條文規範之迴避

原則，統一規範於

第 10條。 

三、如有組成調查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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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理小組開會應有四分之三

以上成員出席及決議事項應

經三分之二以上出席者同

意。 

組，調查結果送學

術倫理委員會議

決，議決程序規範

於第三條。 

第八條  檢舉案之處理，應尊重該

專業領域之判斷。 

檢舉案若屬第二條第二款

或第四款者，應依下列程

序辦理： 

一、如為送審教師資格

案，本會或調查小組

應將檢舉內容與答辯

書送原審查人再審

理，必要時得加送相

關學者專家一至二人

審查，以為相互核

對；若為學術成果舞

弊案無原審查人者，

逕送相關學者專家三

人審查。審查人審查

後應提出審查報告書

送本會或調查小組，

俾供處理之依據。審

查人身分應予保密。 

二、檢舉案經相關專業領

域學者專家審查完

竣，於處理階段必要

時得允被檢舉人於程

序中再提出口頭答

辯。 

三、學者專家審查後，本

會或調查小組於審議

時如仍有判斷困難之

情事，得列舉待澄清

之事項，再請專業學

者專家審查，俾作進

一步判斷之依據。 

 

第 8 條  檢舉案之處理，應尊重該專

業領域之判斷。 

檢舉案若屬第 2 條第 2 款或

第 4 款者，審理小組應將檢

舉內容與答辯書送原審查人

再審理，必要時得加送相關

學者專家 1 至 2 人審查，以

為相互核對；若為學術成果

舞弊案無原審查人者，逕送

相關學者專家 3 人審查。審

查人審查後應提出審查報告

書送審理小組，俾供處理之

依據。審查人身分應予保密。 

檢舉案經相關專業領域學者

專家審查完竣，於處理階段

必要時得允送審人於程序中

再提出口頭答辯。學者專家

審查後，審理小組於審議時

如仍有判斷困難之情事，得

列舉待澄清之事項，再請專

業學者專家審查，俾作進一

步判斷之依據。 

 

一、數字格式更改。 

二、明訂對符合第二條

第二款或第四款規

定案件之處理程

序。 

三、格式調整，原條文

內容改分點敘述。 

 

第九條  檢舉案對屬第二條第五款 第 9條  本校於受理送審人之教師資 一、明訂對符合第二條

第五款規定案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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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之案件，處理程序如

下： 

一、教師資格審查案送審

單位應與受到干擾之

審查人取得聯繫，作

成通聯紀錄後，送該

審查層級之教評會召

集人或主席再與該審

查人查證後，提本會

審議。 

二、經本會審議屬實者，

送審單位應即停止其

案件之審查程序，並

做成懲處建議送校教

評會決議，經校教評

會決議後通知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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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審查案件期間，發現送審

人有第 2條第 5款所訂情事

時，應與受到干擾之審查人

取得聯繫並作成電話紀錄，

送該審查層級之教評會召集

人或主席，經教評會召集人

或主席再與該審查人查證

後，提教評會審議；經教評

會審議屬實者，應即停止其

資格審查程序，並由學校通

知送審人，自通知日起 2年

內不受理其教師資格之申

請，並報教育部備查。 

 

處理程序。 

二、明訂處理流程，原

由校教評會處理部

分改為由學術倫理

審議委員會處理，

但最終審議屬實之

處理單位仍為校教

評會處理。 

第十條 本會委員、調查小組、審查

人及相關承辦人員，與被

檢舉人有下列關係或情事

之一者，應予迴避： 

一、師生。 

二、三親等內血親。 

三、配偶或三親等內之姻

親或曾有此關係者。 

四、學術合作關係。 

五、相關利害關係人。 

六、檢舉人或被檢舉人提

具體迴避理由，經本

會同意者。 

七、依其他法規應迴避者。 

    前項第一、四、五款之關

係得由本會認定。 

第 10條  學校審理小組成員、原審查

人及校外學者專家，與送審

人有下列關係之一者，應予

以迴避： 

一、師生。 

二、三親等內之血親。 

 三、配偶或三親等內之姻親

或曾有此關係。 

四、學術合作關係。 

五、相關利害關係人。 

 六、檢舉人或送審人提具體

迴避理由，經審理單位

同意者。 

七、依其他法規應予迴避。 

 

一、修正迴避人員。 

二、修正師生、學術合

作關係及相關利害

關係人，由學術倫

理委員會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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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條  審議成立之檢舉案件，

校教評會依違反規定之

類型及情節輕重，得處置

下列一款以上之懲處： 

         一、一定期間內不予晉 

薪、不得申請升等、

借調、在外兼職或兼

課。 

         二、一定期間內不得申請

教授休假研究、延長

服務或擔任校內各

級教評會委員或學

術行政主管職務。 

         三、停止支給法定外其他

給與、一定期間內不

得申請本校研究計

畫或學術獎勵、補

助、其他停權措施之

處分。 

         四、書面告誡。 

         五、依教師法第十四條規

定予以解聘、停聘、

不續聘。 

         審議成立之違反送審教

師資格案件，除依前項懲

處外，如於本校受理送審

人之教師資格審查期

間，應駁回送審人教師資

格審查之申請，如教師資

格經教育部審定者，報教

育部撤銷該等級起之教

師證書，並應依專科以上

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

決議一定期間不受理其

教師資格審查申請之處

分。        

         審議成立之檢舉案件，如

已獲得本校研究獎勵或

補助者，應追回研究獎勵

金或補助費。 

 

第 4 條  審議成立之檢舉案件，如於

本校受理送審人之教師資格

審查期間，應駁回送審人教

師資格審查之申請，如教師

資格經教育部審定者，報教

育部撤銷該等級起之教師證

書，並得為一定期間不受理

其教師資格審查申請之處

分。如已獲得本校研究獎勵

者，應追回研究獎勵金。校

教評會並依涉案情節輕重，

決議處置之建議，其種類如

下： 

一、一定期間內不予晉 薪、

不得申請升等、借調、

在外兼職或兼課。 

二、一定期間內不得申請教

授休假研究、延長服務

或擔任校內各級教評會

委員或學術行政主管職

務。 

三、其他停權措施之處分。 

        四、依教師法第 14條規定予

以解聘、停聘、不續聘。 

 

一、懲處建議事項，增

列停止支給法定外

其他給與，一定期

間內不得申請研究

計畫獎勵或補助。 

二、增列一定期間不受

理教師資格審查之

期間規定，應依專

科以上學校教師資

格審定辦法規定。  

三、審議成立之檢舉案

件，增列追回補助

費。 

 

第十二條  本校應於接獲檢舉或移

送案件之日起四個月內

第 11條  本校應於接獲檢舉或移送案

件之日起 4個月內作成具體

一、條次修正。 

二、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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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成具體結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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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檢舉人及被檢舉人。 

檢舉案件經本校審議成

立者，應依規定作出懲

處，並於決定後十日內，

將審議結果、懲處情形與

理由，以書面通知檢舉人

及被檢舉人。被檢舉人若

有不服，應於通知書送達

次日起一個月內向本校

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

出申訴。 

 

 

結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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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個月，

並應通知檢舉人及送審人。 

學校應於審議後 10 日內，

將處理結果、懲處情形與理

由，以書面通知檢舉人及送

審人。送審人若有不服，應

於通知書送達次日起 1個月

內向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

員會提出申訴。 

 

 

 

 

第十三條  校教評會對檢舉案件之

審議及懲處決定，應經委

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及

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

同意。但處置建議如為解

聘、停聘或不續聘之裁決

應依相關規定辦理。 

 

第 12條  校教評會對檢舉案件之審議

及懲處決定，應經委員三分

之二以上出席及出席委員

三分之二以上同意。但處置

建議如為解聘、停聘或不續

聘之裁決應依相關規定辦

理。 

 

條次修正。 

第十四條  檢舉案件之處置，若涉

及解聘、停聘、不續聘，

應依教師法及本校相關

規定程序，經三級教評會

決議後，報教育部核准。 

第 13條  檢舉案件之處置，若涉及解

聘、停聘、不續聘，應依教

師法相關規定程序，經三級

教評會決議後，報教育部核

准。 

一、條次修正。 

二、增列本校相關規

定。 

第十五條   檢舉案件經校教評會

審議成立，並為懲處之

決定者，應報教育部備

查，其懲處及其他處

置，不因送審人提出申

訴或行政爭訟而暫緩執

行。 

第 14條  檢舉案件經校教評會審議成

立，並為懲處之決定者，應

報教育部備查，其懲處及其

他處置，不因送審人提出申

訴或行政爭訟而暫緩執行。 

 

條次修正。 

第十六條  檢舉案件經審議後判定

未成立，原檢舉人或第三

第 15條  檢舉案件經審議後判定未成

立，原檢舉人或第三人若再

一、條次修正。 

二、處理機制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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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若再次提出檢舉，應提

本會審議，如有具體新事

證，再行調查與審理；否

則即依原審議結論逕復

檢舉人。 

         檢舉人如為本校教師，因

無謂之濫行檢舉，致生影

響校園和諧之情事，本會

得衡量其情節輕重提出

警告或另為懲處建議送

請校教評會處理。 

 

次提出檢舉，應提送校教評

會審議，如有具體新事證，

再行調查與審理；否則即依

原審議結論逕復檢舉人。檢

舉人如為本校教師，因無謂

之濫行檢舉，致生影響校園

和諧之情事，校教評會得衡

量其情節輕重提出警告或

另為懲處。 

 

三、有關濫行檢舉之處

理，移第二項。 

 第 16條  教師送審教師資格以外之學

術成果涉及違反學術倫

理、抄襲、剽竊或其他舞弊

情事，應依本要點規定進行

調查及處理。 

 

原條文已於第二條中

規範。 

第十七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

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 17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相關

法令規定辦理。 

 

將條次由數字修正為

文字。 

第十八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

過，並經校長核定後實

施。  

第 18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並

經校長核定後實施。 

 

將條次由數字修正為

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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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師違反學術倫理暨送審教師資格規定處理辦法」修正草案 
90.06.22 89學年度第 8次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 

94.11.08 94學年度第 3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97.06.24第 13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6.28第 25次校務會議（續會）修正通過 

104.12.15第 35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000.00.00第 00次 00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以下簡稱本校)為處理教師違反學術倫理情事及違反送審教師

資格規定，依據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教師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處理原則」，訂

定本處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違反學術倫理及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指有下列情事之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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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及學術成果、作品、展演及技術報告有抄襲、剽竊、偽造或其他舞弊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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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資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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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設學術倫理審議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負責受理、調查、審議違反學術倫理

及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案件。 

         本會應就審議成立之案件做成懲處建議，並送請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校教

評會）處理。 

         本會置委員七至九人，任期二年，得連任。副校長為當然委員兼召集人，其餘委員

由校長遴聘校內外學者專家組成，其中校外學者專家至少二人，並應包含具法律專

長者。 

         本會會議由召集人召開，召集人因故不能主持會議時，得指定委員一人代理之。 

         本會開會時，應有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始得決議。 

         本會委員均為無給職，校外學者專家得依規定支給出席費。 

第四條  本校應本公正、客觀及嚴謹之原則，審理本校教師涉及違反學術倫理及違反送審教

師資格規定案件。 

第五條  對於具真實姓名及具體指陳違反學術倫理及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之檢舉，應由人

事室先向檢舉人查證，查證確為其所檢舉後，應即進入校內處理程序，並以保密方

式為之，避免檢舉人及被檢舉人曝光。 

        未具真實姓名但具體指陳違反第二條各款情事之檢舉，得依第一項規定辦理。 

        未具體指陳違反第二條各款情事或未充分舉證者，不予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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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本會於收到檢舉案件後應儘速召開會議審議並決定是否成案。 

若檢舉案件成案，即應以書面通知被檢舉人，請其於收到通知次日起二週內針對檢

舉內容提出書面答辯，逾期不為答辯者，視同放棄答辯。 

第七條  本會就受理之案件必要時得成立調查小組，其成員以三至五人為原則，其中一至二

人應為該領域之學者專家。 

        調查小組應對受理之案件進行查證，提出調查報告及擬處建議送本會審議。 

第八條  檢舉案之處理，應尊重該專業領域之判斷。 

檢舉案若屬第二條第二款或第四款者，應依下列程序辦理： 

一、如為送審教師資格案，本會或調查小組應將檢舉內容與答辯書送原審查人再審

理，必要時得加送相關學者專家一至二人審查，以為相互核對；若為學術成果

舞弊案無原審查人者，逕送相關學者專家三人審查。審查人審查後應提出審查

報告書送本會或調查小組，俾供處理之依據。審查人身分應予保密。 

二、檢舉案經相關專業領域學者專家審查完竣，於處理階段必要時得允被檢舉人於

程序中再提出口頭答辯。 

三、學者專家審查後，本會或調查小組於審議時如仍有判斷困難之情事，得列舉待

澄清之事項，再請專業學者專家審查，俾作進一步判斷之依據。 

第九條  檢舉案對屬第二條第五款規定之案件，處理程序如下： 

一、教師資格審查案送審單位應與受到干擾之審查人取得聯繫，作成通聯紀錄後，

送該審查層級之教評會召集人或主席再與該審查人查證後，提本會審議。 

二、經本會審議屬實者，送審單位應即停止其案件之審查程序，並做成懲處建議送

校教評會決議，經校教評會決議後通知申請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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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條 本會委員、調查小組、審查人及相關承辦人員，與被檢舉人有下列關係或情事之一者，

應予迴避： 

一、師生。 

二、三親等內血親。 

三、配偶或三親等內之姻親或曾有此關係者。 

四、學術合作關係。 

五、相關利害關係人。 

六、檢舉人或被檢舉人提具體迴避理由，經本會同意者。 

七、依其他法規應迴避者。 

        前項第一、四、五款之關係得由本會認定。 

第十一條  審議成立之檢舉案件，校教評會依違反規定之類型及情節輕重，得處置下列一款

以上之懲處： 

         一、一定期間內不予晉 薪、不得申請升等、借調、在外兼職或兼課。 

         二、一定期間內不得申請教授休假研究、延長服務或擔任校內各級教評會委員或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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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行政主管職務。 

         三、停止支給法定外其他給與、一定期間內不得申請本校研究計畫或學術獎勵、補

助、其他停權措施之處分。 

         四、書面告誡。 

         五、依教師法第十四條規定予以解聘、停聘、不續聘。 

         審議成立之違反送審教師資格案件，除依前項懲處外，如於本校受理送審人之教師

資格審查期間，應駁回送審人教師資格審查之申請，如教師資格經教育部審定者，

報教育部撤銷該等級起之教師證書，並應依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決議一

定期間不受理其教師資格審查申請之處分。     

         審議成立之檢舉案件，如已獲得本校研究獎勵或補助者，應追回研究獎勵金或補助

費。 

第十二條  本校應於接獲檢舉或移送案件之日起四個月內作成具體結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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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應通知檢舉人及被檢舉

人。 

檢舉案件經本校審議成立者，應依規定作出懲處，並於決定後十日內，將審議結果、

懲處情形與理由，以書面通知檢舉人及被檢舉人。被檢舉人若有不服，應於通知書

送達次日起 1個月內向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申訴。 

第十三條  校教評會對檢舉案件之審議及懲處決定，應經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及出席委員

三分之二以上同意。但處置建議如為解聘、停聘或不續聘之裁決應依相關規定辦

理。 

第十四條  檢舉案件之處置，若涉及解聘、停聘、不續聘，應依教師法及本校相關規定程序，

經三級教評會決議後，報教育部核准。 

第十五條   檢舉案件經校教評會審議成立，並為懲處之決定者，應報教育部備查，其懲處及

其他處置，不因送審人提出申訴或行政爭訟而暫緩執行。 

第十六條  檢舉案件經審議後判定未成立，原檢舉人或第三人若再次提出檢舉，應提本會審

議，如有具體新事證，再行調查與審理；否則即依原審議結論逕復檢舉人。 

         檢舉人如為本校教師，因無謂之濫行檢舉，致生影響校園和諧之情事，本會得衡量

其情節輕重提出警告或另為懲處建議送請校教評會處理。 

第十七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十八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並經校長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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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104學年度第 2次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紀錄【節錄】 

提案十 

案 由：如何積極提升本校學術自律(如升等案論文篇數門檻等)，提請 審議。 
說 明： 

    一、依 104年 9月 15日本校 104學年度臨時教評會臨時動議辦理。 

    二、附陳國立中興大學黑期刊資料，請  參考。 

決  議： 

    ㄧ、參考其他學校規定，成立學術(倫理)委員會。 

二、請升等教師註明其升等途徑、學門領域名稱及科技部代碼。 

三、臚列升等應注意事項提供教師參考。 

 

六、散會：下午 15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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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編號：15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第 36次校務會議提案單 

案由 訂定本校教師兼職及兼課處理要點(草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教育部 104.6.1臺教人（二）字第 1040069402B號令核釋教育

人員任用條例第 34條兼職之範圍，併請各校就教師兼職申請之

審核，宜建立校內審核管理機制進行實質審核；至違反規定之

案件，則應提送教師評審委員會或其他相關會議進行審議。且

如有修正內部規章必要者，應於 104學年度第 1學期結束前修

正完竣。 

二、本校未就教師兼職及兼課訂有內部規章，爰依公立各級學校專

任教師兼職處理原則及相關法規規定，並參酌各大學規定，訂

定本校教師兼職及兼課處理要點(草案)。 

三、檢附本校教師兼職及兼課處理要點(草案)(附件 1)、專任教師校

外兼職申請及評估表 (草案) (附件 2)、公立各級學校專任教

師兼職處理原則(附件 3)、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 34條核釋(附

件 4)、本校專任教師聘約(附件 5)供參。 

 

辦法 通過後實施。 

決議 

一、第八點第(十一)款請修正為「涉及違反學術倫理暨送審教師資格

規定，經核定不得兼職者」。 

二、第十二點第(五)款請修正為「涉及違反學術倫理暨送審教師資格

規定，經核定不得兼課者」。 

三、餘照案通過。 

提案單位：人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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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師兼職及兼課處理要點(草案)全條文(1050503) 

訂  定  條  文 說      明 

一、本校為規範編制內專任教師（以下簡稱教師）

之兼職及兼課，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公立各

級學校專任教師兼職處理原則及相關法規規

定，訂定本要點。 

訂定本要點之法源依據。 

壹、兼職  

二、本校教師至學校以外之機關（構）兼職，依本

要點辦理。但兼任行政職務教師，其兼職範圍

及許可程序，依公務員服務法辦理，不適用第

三點規定。 

公立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兼職
處理原則第 2點。 

三、教師兼職機關（構）之範圍及得兼任之職務，

依公立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兼職處理原則辦理。 

公立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兼職處
理原則第 3點。 

四、教師兼任職務以執行經常性業務為主者，其兼

職時數每週合計不得超過八小時。 

公立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兼職
處理原則第 5點第 1項。 

五、教師兼職費之支給，依軍公教人員兼職費及講

座鐘點費支給規定辦理；但兼職費之支給個數

及支給上限不受該支給規定之限制。 

公立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兼職
處理原則第 6點。 

六、教師兼職不得影響本職工作，且須符合校內基

本授課時數及工作要求，並應事先申請經本校

核准。但有下列情形者，得免報准： 

(一)教師非常態性（非固定、經常或持續）應邀

演講或授課，且分享或發表內容未具營利目

的或商業宣傳行為。 

(二)教師兼任政府機關（構）、學校、行政法人

之任務編組職務或諮詢性職務，或擔任政府

機關（構）、學校、行政法人會議之專家代

表。 

(三)教師所兼職務依法令規定應予保密者。 

(四)教師應政府機關（構）、學校、行政法人或

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或團體之邀請兼任

職務，僅支領交通費或出席費，且無其他對

價回饋（含金錢給付、財物給付）。 

將教育部 104.6.1臺教人

（二）字第 1040069402B號核

釋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 34條

核釋內容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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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教師應政府機關（構）、學校、行政法人或非

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或團體之邀請擔任非常

態性工作者。 

七、教師校外兼職，應事先填具兼職申請及評估表

並檢附聘函、聘書或兼職機關徵求本校同意之

公文，循行政程序報經學校核准。教師兼職職

務異動或期滿續兼，應重行申請。 

訂定兼職申請程序及表件。 

八、教師兼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校不予核准或

於兼職期間廢止其核准：  

(一)與本職工作性質不相容。 

(二)教師評鑑未符合本校標準。 

(三)對本職工作有不良影響之虞。 

(四)有損本校或教師形象之虞。 

(五)有洩漏公務機密之虞。 

(六)有營私舞弊之虞。 

(七)有職務上不當利益輸送之虞。 

(八)有支用公款或不當利用本校公物之虞。 

(九)有違反教育中立之虞。 

(十)有危害教師安全或健康之虞。 

(十一)涉及違反學術倫理暨送審教師資格規定送

審教師資格規定及學術倫理，經核定不得

兼職者。 

公立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兼職
處理原則第 9點第 1項各款。 

九、教師借調期間，其兼職由借調機關（構）核准
並副知本校，但兼職期間不得超過借調期間。 

公立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兼職
處理原則第 10之 1點。 

貳、兼課  

十、教師在校外兼課每週以四小時為限。 本校專任教師聘約第 5點。 

十一、教師兼課不得影響本職工作，且應符合校內

基本授課時數及工作要求，並事先經兼課學

校致函本校同意。 

公立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兼職
處理原則第 8點。 

十二、教師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不得至校外兼課： 

(一)兼任一級行政單位主管職務者。 

 (二)新進助理教授到校二年內經核准減免授課

時數者。 

  (三)未達本校規定基本授課時數者。 

將本校各項規定(如教師評
鑑辦法、教師違反送審教師
資格規定及學術倫理案件處
理辦法等)及現行往例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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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最近一次教師評鑑結果為須覆評及不通過

者。 

  (五)涉及違反學術倫理暨送審教師資格規定送

審教師資格規定及學術倫理，經核定不得兼

課者。 

十三、各系 (所、中心)對教師在校外兼課情形，應

於每學年度終了時進行評估檢討，作為是否

同意繼續兼課之依據。 

公立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兼職
處理原則第 9點第 2項。 

参、附則  

十四、教師校外兼職及兼課合併計算每週不得超過
八小時。 

兼職時數每週合計不得超過
8小時，校外兼課每週以 4小
時為限，合併計算每週不得超
過 8小時。 

十五、除依規定得免報經本校核准之兼職外，教師

未經學校同意在校外兼職或兼課，經查證屬

實，由三級教評會按情節輕重列入教師評

鑑、升等審查、晉級、教授休假研究等之參

考、一定期間不得支領超授鐘點費、不得在

校外兼職兼課或不得借調等處置。 

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辦法第
22條。 

十六、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公立各級學校專

任教師兼職處理原則及其他相關規定辦理。 

未盡事宜之處理。 

十七、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送請校長核定後實

施。 

公立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兼職
處理原則第 11 點:各級學校
依據本原則訂定之校內規
定，應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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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師兼職及兼課處理要點(草案) 
                     105 年 5 月 17 日本校第 00 次校務會議通過 

一、本校為規範編制內專任教師（以下簡稱教師）之兼職及兼課，依教育人員任用
條例、公立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兼職處理原則及相關法規規定，訂定本要點。 

壹、兼職 

二、本校教師至學校以外之機關（構）兼職，依本要點辦理。但兼任行政職務教師，
其兼職範圍及許可程序，依公務員服務法辦理，不適用第三點規定。 

三、教師兼職機關（構）之範圍及得兼任之職務，依公立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兼職處
理原則辦理。 

四、教師兼任職務以執行經常性業務為主者，其兼職時數每週合計不得超過八小
時。 

五、教師兼職費之支給，依軍公教人員兼職費及講座鐘點費支給規定辦理；但兼職
費之支給個數及支給上限不受該支給規定之限制。 

六、教師兼職不得影響本職工作，且須符合校內基本授課時數及工作要求，並應事
先申請經本校核准。但有下列情形者，得免報准：  

(一)教師非常態性（非固定、經常或持續）應邀演講或授課，且分享或發表內
容未具營利目的或商業宣傳行為。 

(二)教師兼任政府機關（構）、學校、行政法人之任務編組職務或諮詢性職務，
或擔任政府機關（構）、學校、行政法人會議之專家代表。 

(三)教師所兼職務依法令規定應予保密者。 

(四)教師應政府機關（構）、學校、行政法人或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或團體
之邀請兼任職務，僅支領交通費或出席費，且無其他對價回饋（含金錢給
付、財物給付）。 

(五)教師應政府機關（構）、學校、行政法人或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或團體
之邀請擔任非常態性工作者。 

七、教師校外兼職，應事先填具兼職申請及評估表並檢附聘函、聘書或兼職機關徵
求本校同意之公文，循行政程序報經學校核准。教師兼職職務異動或期滿續兼，
應重行申請。 

八、教師兼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校不予核准或於兼職期間廢止其核准：  

(一)與本職工作性質不相容。 

(二)教師評鑑未符合本校標準。 

(三)對本職工作有不良影響之虞。 

(四)有損本校或教師形象之虞。 

(五)有洩漏公務機密之虞。 

(六)有營私舞弊之虞。 

(七)有職務上不當利益輸送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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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有支用公款或不當利用本校公物之虞。 

(九)有違反教育中立之虞。 

(十)有危害教師安全或健康之虞。 

(十一)涉及違反學術倫理暨送審教師資格規定送審教師資格規定及學術倫理，
經核定不得兼職者。 

 九、教師借調期間，其兼職由借調機關（構）核准並副知本校，但兼職期間不
得超過借調期間。 

貳、兼課 

十、教師在校外兼課每週以四小時為限。 

十一、教師兼課不得影響本職工作，且應符合校內基本授課時數及工作要求，
並事先經兼課學校致函本校同意。 

十二、教師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不得至校外兼課： 

  (一)兼任一級行政單位主管職務者。 

  (二)新進助理教授到校二年內經核准減免授課時數者。 

  (三)未達本校規定基本授課時數者。 

  (四)最近一次教師評鑑結果為須覆評及不通過者。 

  (五)涉及違反學術倫理暨送審教師資格規定送審教師資格規定及學術倫理，
經核定不得兼課者。 

十三、各系 (所、中心)對教師在校外兼課情形，應於每學年度終了時進行評估
檢討，作為是否同意繼續兼課之依據。 

参、附則 

十四、教師校外兼職及兼課合併計算每週不得超過八小時。 

十五、除依規定得免報經本校核准之兼職外，教師未經學校同意在校外兼職或
兼課，經查證屬實，由三級教評會按情節輕重列入教師評鑑、升等審查、
晉級、教授休假研究等之參考、一定期間不得支領超授鐘點費、不得在
校外兼職兼課或不得借調等處置。 

十六、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公立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兼職處理原則及其他
相關規定辦理。 

十七、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送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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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專任教師校外兼職申請及評估表(草案) (1050503)  

服務單位  職稱  申請人姓名  

行政職務 
□申請人未兼任編制內行政職務。（兼職依本校教師兼職及兼課處理要點辦理） 
□申請人兼任編制內行政職務。（兼職依公務員服務法辦理） 

兼 職 機 關
(構 )學校 
名 稱 

 

 

(附聘函、聘書、徵求本校同意之公文) 兼職機關
(構)學校 
性 質 

□政府機關（構）    □公立學校 

□私立學校          □行政法人 

□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或團體 

□國外地區、港澳當地主管機關設立或立案之學校 

□與學校建立產學合作關係之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 

□政府、學校持有其股份之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 

□新創生技新藥公司 

兼職機關
(構 )設立
之 依 據 

 

 

(附該機構或團體組織規程或捐助章程影
本，政府機關（構）及公私立學校免附) 

兼職職稱  兼職期間 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兼職時數 
□每週       小時 
□           開會一次 
□其他： 

兼職費 
□無 
□有，每月           元。 
      出席費每次         元。  

申請人自評
及 簽 章 

1.兼職及兼課時數合併計算每週未超過 8小時。□是 □否 
2.授課時數      小時，符合校內基本授課時數及工作要求。□是 □否 
3.所兼職務與教學或研究專長相關，且不影響本職工作。□是 □否 
4.無涉及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及學術倫理，經核定不得兼職。□是 □否 
5.最近一次教師評鑑通過。□是 □否 
                            申請人簽章：                    年      月     日 

系(所、中
心)、學院 
評估項目及
意 見 

1.與本職工作性質不相容。               2.教師評鑑未符合本校標準。 
3.對本職工作有不良影響之虞。           4.有損本校或教師形象之虞。 
5.有洩漏公務機密之虞。                 6.有營私舞弊之虞。 
7.有職務上不當利益輸送之虞。           8.有支用公款或不當利用本校公物之虞。 
9.有違反教育中立之虞。                 10.有危害教師安全或健康之虞。 
11.涉及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及學術倫理，經核定不得兼職者。 
 
□經評估有上述不予核准之情形(請敘明︰        )，建請不予同意或廢止本兼職案。  
□經評估無上述情形，建請同意本兼職案。    

     系(所、中心)主管：                院長：                

教 務 處 
意   見 

授課時數      小時，符合校內基本授課時數。□是 □否  
                                  簽章：             

人 事 室 
意   見 

1.兼職及兼課時數合併計算每週未超過 8小時。□是 □否 
2.無涉及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及學術倫理，經核定不得兼職。□是 □否 
3.最近一次教師評鑑通過。□是 □否 
□經核與兼職規定相符。           □兼非營利事業機構職務免會研發處。 
□經核與至營利事業機構兼職規定相符，會知研發處與兼職機構訂約。 
                                  簽章：      

研 發 處 
意 見 

□擬奉核後與該公司簽訂 □產學合作契約 □學術回饋金契約。 
□其他：                          簽章：      

批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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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公立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兼職處理原則 ( 民國 105 年 03 月 24 日 修正 ) 

 一、教育部為規範公立各級學校編制內專任教師（以下簡稱教師）之 

    兼職，特訂定本原則。 

二、教師在服務學校以外之機關（構）兼職，依本原則規定辦理。但  

    兼任行政職務之教師，其兼職範圍及許可程序，依公務員服務法 

    規定辦理，並不適用第三點及第四點規定。 

三、教師兼職機關（構）之範圍如下： 

  (一) 政府機關（構）、公立學校及已立案之私立學校。 

  (二) 行政法人。 

  (三) 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或團體： 

      １、公營、私營或公私合營之事業。 

      ２、合於民法總則公益社團及財團之組織。 

      ３、依其他法規向主管機關登記或立案成立之事業或團體。 

      ４、國際性學術或專業組織。 

  (四) 國外地區、香港及澳門當地主管機關設立或立案之學校。 

  (五) 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 

         １、與學校建立產學合作關係者。 

         ２、政府或學校持有其股份者。 

  (六) 新創生技新藥公司。 

前項第五款及第六款兼職，以專科以上學校教師為限。 

四、教師至前點所定兼職機關（構）兼任之職務，以與教學或研究專 

 長領域相關者為限，且不得兼任下列職務： 

  (一) 非代表政府或學校股份之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董事長、董   

          事、監察人、負責人、經理人等職務。但兼任下列職務者，    

          不在此限： 

         １、國營事業、已上市（櫃）公司或經董事會、股東會決 

             議規劃申請上市（櫃）之未上市（櫃）公開發行公司 

             之獨立董事。 

         ２、金融控股公司百分之百持有之銀行、票券、保險及綜 

             合證券商等子公司之獨立董事。 

         ３、符合下列條件之一之新創生技新藥公司之董事，其經 

             學校同意，並得持有公司創立時百分之十以上之股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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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教師為持有該公司研發製造使用於人類或動植物 

                  用新藥之主要技術者。 

             (２) 教師為持有該公司研發製造、植入或置入人體內 

                  屬第三等級高風險醫療器材之主要技術者。 

         ４、已於我國第一上市（櫃）之外國公司或經董事會、股 

             東會決議規劃於我國申請第一上市（櫃）之外國公司 

             之獨立董事。 

    (二) 律師、會計師、建築師、技師等專業法律規範之職務。 

    (三) 私立學校之董事長及編制內行政職務。 

    (四) 香港或澳門當地主管機關設立或立案學校之職務，有損害 

         我國國格、國家安全之虞者。 

  本原則中華民國一百零五年三月二十四日修正實施前，已依修正 

    前規定兼任外部董事、外部監察人及具獨立職能監察人職務者，    

    得繼續兼任至已報准之任期屆滿止。 

五、教師兼任職務以執行經常性業務為主者，其兼職時數每週合計不 

    得超過八小時。 

  專科以上學校教師於寒暑假期間之兼職時數得由各校自訂兼職 

    時數上限規範，不受前項規定限制。 

六、教師兼職費之支給，依軍公教人員兼職費及講座鐘點費支給規定 

    辦理。 

    專科以上學校教師兼職費之支給個數及支給上限不受前項支給 

    規定之限制。 

七、教師兼職數目，除各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另有規定外，由各級學校 

    定之。 

八、教師兼職不得影響本職工作，且須符合校內基本授課時數及工作 

    要求，並事先以書面報經學校核准，於期滿續兼或兼職職務異動 

    時，應重行申請。 

九、教師兼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學校應不予核准或於兼職期間廢止 

    其核准： 

  （一）與本職工作性質不相容。 

  （二）教師評鑑未符合學校標準。 

  （三）對本職工作有不良影響之虞。 

  （四）有損學校或教師形象之虞。 

  （五）有洩漏公務機密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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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有營私舞弊之虞。 

  （七）有職務上不當利益輸送之虞。 

  （八）有支用公款或不當利用學校公物之虞。 

  （九）有違反教育中立之虞。 

  （十）有危害教師安全或健康之虞。 

  各級學校應就教師之兼職每年定期進行評估檢討，作為是否同意 

    教師繼續兼職之依據。 

十、未兼任行政職務教師依第三點第一項第五款第一目規定至與學校 

    建立產學合作關係之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兼職或依第三點第一    

    項第六款規定至新創生技新藥公司兼職，期間超過半年者，學校 

    應與教師兼職機構訂定契約，約定收取學術回饋金納入校務基金 

    運用或公務預算繳庫，學術回饋金每年不得少於兼職教師一個月 

    在學校支領之薪給總額； 

    其收取辦法，由各校定之。 

  兼任行政職務教師依相關法令規定至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兼職，除代表政府

或學校股份外，兼職期間超過半年者，學校應依前項規定辦理，收取學術回饋金。 

十之一、教師借調期間，其兼職依下列規定辦理，不受第五點至第九 

        點規定之限制： 

    （一）兼職期間不得超過借調期間，並應副知原服務學校。 

    （二）借調期間至營利事業機構或團體兼職，期間超過半年者， 

          由原服務學校自行決定是否比照第十點規定，收取學術回 

          饋金。 

十一、各級學校依據本原則訂定之校內規定，應經校務會議通過 

      後實施。 

十二、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或學校定有較本原則更嚴格之規定     

      者，從其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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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核釋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三十四條如下： 

(104.6.1臺教人（二）字第 1040069402B號) 

一、 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三十四條所定兼職，係指教育人員從事本職以外之工作。惟單純以

文字或影像，利用媒體、網站等媒介分享訊息、經驗或知識（例如在個人部落格或臉書上分

享圖文、於媒體投稿或投書等）、展示、販售或出版個人書籍或作品，未具營利目的或商業宣

傳行為，且與任何組織均未生職務或契約關係，則非屬兼職範圍。 

 

二、 茲為鼓勵教師之學術研究及知識成果導入社會應用，爰教師有對其本職工作、學術名譽

及尊嚴無不良影響，亦無與其本職不相容之下列情形者，得免依「公立各級學校專任教師兼

職處理原則」報經學校核准： 

 

(一) 教師非常態性（非固定、經常或持續）應邀演講或授課，且分享或發表內容未具營利目

的或商業宣傳行為。 

 

(二) 教師兼任政府機關（構）、學校、行政法人之任務編組職務或諮詢性職務，或擔任政府

機關（構）、學校、行政法人會議之專家代表。 

 

(三) 教師所兼職務依法令規定應予保密者。（例如擔任典試法所規定之典試委員、命題委員、

閱卷委員、審查委員、口試委員、心理測驗委員、體能測驗委員或實地測驗委員，擔任專科

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所規定之著作審查人等）。 

 

(四) 教師應政府機關（構）、學校、行政法人或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或團體之邀請兼任職

務，僅支領交通費或出席費，且無其他對價回饋（含金錢給付、財物給付）。（例如擔任非營

利團體之課輔教師、擔任宗教性質團體志工等）。 

 

(五) 教師應政府機關（構）、學校、行政法人或非以營利為目的之事業或團體之邀請擔任非

常態性之工作者。（例如擔任競技比賽之裁判或評審）。 

 

三、 嗣後各校就教師兼職申請之審核，宜建立校內審核管理機制（例如組成審核小組）進行

實質審核；至違反規定之案件，則應提送教師評審委員會或其他相關會議進行審議，以期慎

重。 

 

四、 本兼職控管機制發布後，各校應於一個月內重行檢視所屬教師之兼職是否符合規定及完

成報核程序；如有修正內部規章必要者，應於一○四學年度第一學期結束前修正完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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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專任教師聘約 

100.6.28第 25次校務會議（續會）修正通過 
一、本聘約有效期間自民國  年  月  日起至民國  年  月  日止。應聘教師

接獲新聘書須於二週內送回應聘書；如不應聘，須於二週內退回聘書註銷。 

二、教師待遇每月按政府所訂標準支給。 

三、教師每週基本授課時數、超支鐘點及核減授課時數等事項，依本校「專任

教師基本授課時數及超支鐘點費計算要點」及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四、教師之聘任、升等、薪級、待遇、福利、差假、保險、退休、資遣、撫卹、

研究、講學、進修及休假研究等事項，依政府及本校規定辦理。 

五、本校專任教師非經本校同意不得在校外兼課或兼職，其兼課時數每週不得

超過四小時，如違規定，依有關規定辦理。 

六、專任教師每週至少需來校四天。 

七、本校教師除教學工作外，有擔任學校行政職務、導師及指導研究之義務並

應依規定參加各項集會或其他委託辦理事項之責。 

八、新聘教師應接受擔任學校行政工作至少兩年之義務。 

九、本校教師在聘期內，對於學生心理、品德、生活、言行隨時隨地均應擔任

輔導之責任。 

十、教師應遵守性別平等教育法、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準則及性別工作平

等法等相關法令規定。 

十一、本校教師對外承接補助（委託）計畫，應依本校行政程序辦理，並由學

校與計畫主持人具名簽訂合約，不得有未透過學校行政作業而逕與各機

關訂約，接受委託研究情事。 

十二、教師如有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及學術倫理案件者，應依本校「教師違

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及學術倫理案件處理辦法」及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三、教師應接受評鑑，其評鑑結果依本校教師評鑑辦法及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四、教師擬於聘約期限屆滿後，不再應聘時，應於聘約屆滿 1個月前以書面

通知學校；如欲於聘約存續期間內辭職者，須經本校同意並將本聘書退

回加註離職日期，辦妥離職手續方得離校及發給離職證明書。 

十五、教師如有違反本校教師聘約、教師義務或其他法令規定等情事，但尚未

符合教師法第 14條所定解聘、停聘及不續聘之規定者，得依教師法第 18

條規定由本校三級教評會按情節輕重列入升等審查、晉級、教授休假研

究等之參考、一定期間不得支領超授鐘點費、不得在校外兼職兼課或不

得借調等處置。 

十六、其他未規定事項，依大學法、教師法、教育人員任用條例及相關法令規

定辦理。 

十七、本校教師聘約經校務會議通過，並經校長核定後實施。  

 

 



 

403 
 

提案編號：16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第 36次校務會議提案單 

案由 訂定本校兼任教師聘約(草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教育部於 103年 7月 24日發布「專科以上學校兼任教師聘任

辦法」，並自 103年 8月 1施行。依該辦法第 8條:「兼任教師之

聘期、鐘點費支給基準及其他重要事項應納入聘約。」，爰依該

辦法並參酌各大學兼任教師規定及聘約，訂定本校兼任教師聘

約(草案)。 

二、檢附本校兼任教師聘約(草案)全條文(如附件 1)及專科以上學校

兼任教師聘任辦法 (如附件 2)供參。 

辦法 通過後實施。 

決議 
一、第九條修正為「本聘約經校務會議通過，送請校長核定

後實施」。 

二、餘照案通過。 

提案單位： 人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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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兼任教師聘約(草案)全條文(1050509) 

訂  定  條  文 說      明 
一、聘期自中華民國○○年○○月○○日至○○年

○○月○○日止。 

專科以上學校兼任教師聘任辦法第

8 條:兼任教師之聘期、鐘點費支給

基準及其他重要事項應納入聘約。 

二、每週授課時數及課程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授

課鐘點費依公立大專校院兼任教師鐘點費支

給基準表按實際授課時數核實支給。 

每週授課時數依本校規定，授課鐘

點費依教育部規定核實支給。 

三、兼任教師有親自授課、監考、閱卷、按規定時

限繳交成績及指導學生學習之義務，應依排定

課程及授課地點實施教學，未經本校同意不得

私自請他人代課或協同教學，非經核准不得任

意調動授課時段，如因故需請假，應依規定調

補課。 

參考專科以上學校兼任教師聘任辦

法第 6點兼任教師義務。 

四、兼任教師於聘期中請辭、退聘或倒課者，應退

還聘書。因故於聘約存續期間辭職者，須先簽

經學校同意。 

兼任教師請辭及退聘程序。 

五、兼任教師當學期教學意見調查結果如有本校教

學意見回饋與支持系統實施要點規定不予續

聘之情形，自次學期起不予續聘。 

本校教學意見回饋與支持系統實施

要點第 6點第 3款。 

六、兼任教師於執行教學、指導、訓練、評鑑、管

理、輔導或提供學生工作機會時，在與性別有

關之人際互動上，不得有違反性別工作平等

法、性別平等教育法、性騷擾防治法、本校性

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與處理要點等相關

規定之言行，亦不得發展有違專業倫理之關

係。對於師生關係有違反前述專業倫理之虞，

應主動迴避或陳報學校處理。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
則第 34條略以，學校應將第七條
及第八條規定納入教職員工聘
約。(第七條:教師於執行教學、指導、
訓練、評鑑、管理、輔導或提供學生
工作機會時，在與性或性別有關之人
際互動上，不得發展有違專業倫理之
關係。教師發現其與學生之關係有違
反前項專業倫理之虞，應主動迴避或
陳報學校處理。) 

七、兼任教師在聘約有效期間內，有教師法第十四
條第一項各款情事之一者，除有第八款及第九
款規定情事，由本校逕予解聘者外，其餘各款
情事經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後予以解
聘；其有第十三款規定之情事，除情節重大者
外，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應併審酌案件情節，議
決一年至四年不得聘任為教師。     

專科以上學校兼任教師聘任辦法第

3條第 2款及兼任教師聘任要點第

12點(兼任教師如有停聘或解聘之

情事，由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辦

理。)。 

 

八、本聘約如有未盡事宜，依專科以上學校兼任教
師聘任辦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聘約未盡事宜之處理。 

九、本聘約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送請校長核定後
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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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兼任教師聘約 

105.5.17第 00次校務會議通過 

一、聘期自中華民國○○年○○月○○日至○○年○○月○○日止。 

二、每週授課時數及課程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授課鐘點費依公立大專校院兼

任教師鐘點費支給基準表按實際授課時數核實支給。 

三、兼任教師有親自授課、監考、閱卷、按規定時限繳交成績及指導學生學習

之義務，應依排定課程及授課地點實施教學，未經本校同意不得私自請他

人代課或協同教學，非經核准不得任意調動授課時段，如因故需請假，應

依規定調補課。 

四、兼任教師於聘期中請辭、退聘或倒課者，應退還聘書。因故於聘約存續期

間辭職者，須先簽經學校同意。 

五、兼任教師當學期教學意見調查結果如有本校教學意見回饋與支持系統實施

要點規定不予續聘之情形，自次學期起不予續聘。 

六、兼任教師於執行教學、指導、訓練、評鑑、管理、輔導或提供學生工作機

會時，在與性別有關之人際互動上，不得有違反性別工作平等法、性別平

等教育法、性騷擾防治法、本校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與處理要點等

相關規定之言行，亦不得發展有違專業倫理之關係。對於師生關係有違反

前述專業倫理之虞，應主動迴避或陳報學校處理。        

七、兼任教師在聘約有效期間內，有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各款情事之一者，

除有第八款及第九款規定情事，由本校逕予解聘者外，其餘各款情事經校

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後予以解聘；其有第十三款規定之情事，除情節

重大者外，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應併審酌案件情節，議決一年至四年不得聘

任為教師。     

八、本聘約如有未盡事宜，依專科以上學校兼任教師聘任辦法及相關法令規定

辦理。 

九、本聘約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送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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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專科以上學校兼任教師聘任辦法 

103.7.24臺教人(二)字第 1030104292A號令 

第一條  本辦法依教師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三十五條第二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兼任教師，指以部分時間在專科以上學校擔任教學工作，並依大學法及

專科學校法之教師分級，及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所定資格聘任者。 

軍警校院依本法規定聘任之兼任教師，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適用本辦法之規定。 

第三條  有本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十二款或第二項後段情事之一者，不得聘任為兼

任教師。 

兼任教師在聘約有效期間內，有本法第十四條第一項各款情事之一者，除有第八款

及第九款規定情事，由學校逕予解聘者外，其餘各款情事應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通過後予以解聘；其有第十三款規定之情事，除情節重大者外，學校教師評審委員

會應併審酌案件情節，議決一年至四年不得聘任為教師。 

兼任教師有第一項規定之情形者，各校應辦理通報；各校聘任兼任教師前，應為資

訊之蒐集及查詢；其通報、資訊之蒐集、查詢及其他相關事項，準用不適任教育人

員之通報與資訊蒐集及查詢辦法之規定。 

第四條  兼任教師之聘任及解聘應符合正當法律程序；其聘任及解聘程序，由各校定之。 

第五條  兼任教師於受聘期間，享有下列權利： 

        一、對學校教學及行政事項提供意見。 

        二、享有待遇及保險等依法令規定之權益。 

        三、對學校有關其個人待遇及解聘之措施，認為違法或不當致損害其權益者，得準

用教師法之申訴程序，請求救濟。 

        四、教師之教學依法令享有教學自主。 

        五、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得拒絕參與教育行政機關或學校所指派與教學無關之工

作或活動。 

        六、其他法令規定應享之權利。 

第六條  兼任教師於受聘期間，負有下列義務： 

        一、遵守聘約規定，維護校譽。 

        二、積極維護學生受教之權益。 

        三、依有關法令及學校安排之課程，實施教學活動。 

        四、嚴守職分，本於良知，發揚師道及專業精神。 

        五、非依法律規定不得洩漏學生個人或其家庭資料。 

        六、其他法令規定應盡之義務。 

第七條  公立專科以上學校兼任教師待遇以鐘點費支給，其支給基準，由教育部定之。但依

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規定支給較高數額者，不在此限。 

私立專科以上學校兼任教師待遇，由學校視財務狀況定之；其鐘點費支給基準，不

得低於本辦法施行前之數額。 

第八條  兼任教師之聘期、鐘點費支給基準及其他重要事項應納入聘約。 

第九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八月一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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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公立大專校院兼任教師鐘點費支給基準表（核定本） 

行政院 103年 3月 4日 院授人給揆字第 1030021470號函核定 

  

 

 

 

 

類 別 教 授 副 教 授 助 理 教 授 講 師 

支 

給 

基 

準 

日 

間 

授 

課 

925 795 735 670 

夜 

間 

授 

課 

965 825 775 715 

備 註 

一、單位：新臺幣元。 

二、夜間授課時間為下午 6時以後。 

三、本表自民國 103年 8月 1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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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編號：17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第 36次校務會議提案單 

案由 
因應通識教育評鑑報告之待改善事項及建議事項，建請通識教育中

心主任一職由專任教授擔任，不宜由其他一級主管兼任。 

說明 

一、 依102.10.15校務發展委員會決議由教務長兼代通識教育中心

中心主任，並經 102.11.12第 31次校務會議通過。 

二、 大學校院通識教育暨第二週期系所評鑑再評鑑報告之第五項

「組織、行政運作與自我改善機制」之(二) 待改善事項第 3

點「該專責單位已由教務處二級單位改為輔助教學一級單位，

惟其主體性與獨立性，仍難以與各學院相提並論；且由教務長

兼任中心主任，恐因任務繁重而分身乏術，不利該專責單位之

長遠發展」，及(三)建議事項第 3 點「為落實通識教育之理念

與提升通識教育之品質，該專責單位宜與各學院並列為一級學

術單位，中心主任宜由專任教授擔任，不宜由其他一級主管兼

任。」 

三、 經 105.4.12 104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發展委員會通過，提請校

務會議討論。 

四、 檢附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設置辦法(詳附件一)及

 大學校院通識教育暨第二週期系所評鑑再評鑑報告截錄(詳

附件二)。 

辦法 
 

依決議辦理 

決議 
本案經清點人數後，在場委員 17 人，未達應出席委員人數
二分之一，本提案續提下次校務會議審議，並排在優先討論
順位。 

提案單位：通識教育中心  

 



 

409 
 

附件一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設置辦法 

93年 4月 7日第 146次行政會議通過 

93年 6月 16日第 47次校務會議通過 

教育部 93年 10月 7日台中（二）字第 0930129588號函核定 

102年 11月 12日校務會議通過 

教育部 102年 12月 23日臺教高(一)字第 1020189512號函核定 

             

第一條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基於學校發展願景及教育目標，依據本校組織章

程第九條，特設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 

第二條  本中心置主任一人，由校長聘請本校副教授(含)以上之專任教師兼任之。 

第三條  本中心配合業務需要成立通識教育委員會及通識教育諮詢委員會，協助本校通識教

育之規劃、課程審議與諮詢，委員會設置辦法另定之。 

第四條  本中心之職掌為： 

        一、研訂通識教育中心組織章程。 

        二、研擬通識教育發展方向。 

        三、規劃與審查通識教育課程。 

        四、協調通識教育師資與排課。 

        五、審議通識教育相關計劃之。 

        六、其他與本校通識教育相關之事項。 

        有關通識教育課程規劃案，需提通識教育委員會審議，再提校課程委員會及教務會

議審議之。 

第五條  本中心得設置課程分組召集人若干人，由本校專任教師兼任之，襄助本中心各項業

務職掌。 

本中心得聘請專、兼任教師教授相關課程及本校各系所無法提供師資之課程。 

第六條  本中心得置職員、約用工作人員若干人，以辦理推動本校通識教育之相關業務。 

第七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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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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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時提案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第 36次校務會議提案單 

案由 
修正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6條與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辦
法第 10條，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 6 條第 1 項與本校教師聘任及

升等辦法第 10條第 2項係規定教評會評審事項、教師停聘、解

聘、不續聘、資遣原因之認定或有違反本校教師聘約或其他法

令規定之情事等，須經系所教評會決議後，始得提送院、校教

評會審議。惟為處理特殊事件，爰增列逕由校教評會審議教師

停聘、解聘或不續聘事宜之情事。 

二、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 6 條第 1 項後半段與本校教師

聘任及升等辦法第 10條第 2項後半段均增列「但行為違反相關

法令，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或經檢察官提起公訴者，於判決確

定前，逕由校教評會審議停聘事宜；若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且

情節重大或經一審判決有罪，逕由校教評會審議解聘或不續聘

事宜。」文字。 

三、檢附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 6 條修正條文對照表(如

附件 1)、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辦法第 10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如附件 2)、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後全條文(如

附件 3)及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辦法修正後全條文(如附件 4) 

供參。 

 

辦法 通過後實施。 

決議 本案與提案 12 併案討論，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單位：人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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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 6 條修正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六條  本辦法所評審事宜，須先

經由系（所）教評會決議，

送院教評會通過，再送人

事室簽請校長提校教評會

審議。但行為違反相關法

令，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

或經檢察官提起公訴者，

於判決確定前，逕由校教

評會審議停聘事宜；若經

有關機關查證屬實且情節

重大或經一審判決有罪，

逕由校教評會審議解聘或

不續聘事宜。 

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中

心及通識教育中心審議事

項及程序由該中心比照本

辦法有關系（所）教評會

之規定，進行初審；複審

由相關學院教評會辦理；

決審則由校教評會辦理。 

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中

心及通識教育中心其教師

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應比

照系（所）定之，送相關

學院教評會核備，並陳請

校長核定後實施。 

第六條  本辦法所評審事宜，須先

經由系（所）教評會決議，

送院教評會通過，再送人

事室簽請校長提校教評會

審議。 

 

 

 

 

 

 

 

 

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中

心及通識教育中心審議事

項及程序由該中心比照本

辦法有關系（所）教評會

之規定，進行初審；複審

由相關學院教評會辦理；

決審則由校教評會辦理。 

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中

心及通識教育中心其教師

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應比

照系（所）定之，送相關

學院教評會核備，並陳請

校長核定後實施。 

為處理特殊事

件，爰於本條文

第 1項後半段

增列逕由校教

評會審議教師

停聘、解聘或不

續聘事宜之情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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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師聘任及升等辦法第 10 條修正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十條 教師停聘、解聘或不續聘均

依據大學法、教師法暨其施

行細則、教育人員任用條例

暨其施行細則辦理。 

專任教師之停聘、解聘、不

續聘、資遣原因之認定或有

違反本校教師聘約或其他法

令規定之情事等，須經系、

所教評會決議後，始得提送

院、校教評會審議。但行為

違反相關法令，經有關機關

查證屬實或經檢察官提起公

訴者，於判決確定前，逕由

校教評會審議停聘事宜；若

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且情節

重大或經一審判決有罪，逕

由校教評會審議解聘或不續

聘事宜。 

前項停聘、解聘、不續聘或

資遣案之當事人得請求於教

評會審議時，給予合理之時

間以提出說明，當事人並得

提出證據。 

第二項停聘、解聘、不續

聘或資遣等處分應詳細敘明

理由、事實、依據之法令及

請求救濟之管道與期限。 

第十條 教師停聘、解聘或不續聘均

依據大學法、教師法暨其施

行細則、教育人員任用條例

暨其施行細則辦理。 

專任教師之停聘、解聘、不

續聘、資遣原因之認定或有

違反本校教師聘約或其他法

令規定之情事等，須經系、

所教評會決議後，始得提送

院、校教評會審議。 

 

 

 

 

 

 

 

 

前項停聘、解聘、不續聘或

資遣案之當事人得請求於教

評會審議時，給予合理之時

間以提出說明，當事人並得

提出證據。 

第二項停聘、解聘、不續

聘或資遣等處分應詳細敘明

理由、事實、依據之法令及

請求救濟之管道與期限。 

為處理特殊事
件，爰於本條文
第 2項後半段
增列逕由校教
評會審議教師
停聘、解聘或不
續聘事宜之情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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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後全條文） 

85年 01月 22日第 1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1年 06月 19日第 36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教育部 92年 07月 02日台中（二）字第 0920093688號核定 

94年 07月 04日第 54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教育部 94年 08月 16日台中（二）字第 0940105457號核定 

94年 09月 30日改制大學後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教育部 94年 11月 29日台中（二）字第 0940164733號函核定 

95年 06月 06日改制大學後第 5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9年 6月 23日第 21次校務會議（續會）修正通過 

100年 6月 28日第 25次校務會議（續會）修正通過 

100年 12月 13日第 27次校務會議（續會）修正通過 

101年 11月 20日第 29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年 6月 4日第 30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3年 5月 20日第 3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4年 6月 2日第 34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4年 12月 15日第 35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5.17第 00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 1條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以下簡稱本校）依照大學法第二十條及本校組織

規程第二十二條之規定，設教師評審委員會。 

第 2條  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分下列三級： 

一、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系、所教評會）。 

二、院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院教評會）。 

三、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校教評會）。 

各學院應訂定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經院務會議通過送校教評會

備查並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各系（所）應訂定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

要點，經系（所）務會議通過送院教評會核備並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第 3條  本校設校、院、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行使依法令應行評審事項，

其組成如下： 

一、校教評會：置委員若干人，除校長、副校長、教務長、各學院院

長為當然委員外，其餘委員由全校專任講師（含）以上票選專任

教授 9 人組成，每張選票最多圈選 5 人，每學院至少當選 2 人，

每系所至多當選 1人，票數相同以公開抽籤決定。 

校教評會委員任一性別人數，若未達委員總數三分之一時，得從

票選委員中，依票數高低順序遞補所缺之性別代表補足。當然委

員於聘期中出缺時，由校長遴選遞補。票選委員於聘期中出缺時，

按前揭票選原則與性別比例規定，依票數高低順序遞補。 

會議由校長召集並主持。校長因事不克出席會議時，由副校長代

理主持；副校長出缺或不克出席會議時，由校長指派 1 名委員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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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主持。票選之委員任期 1 年，連選得連任，惟新任委員尚未票

選完成時，由現任委員繼續執行校教評會職務至新任委員產生

止。 

二、院教評會：置委員 13 至 19 人，除院長及各系（所）主管為當然

委員外，其餘委員由該院票選教授組成，每系所至少當選 1 人，

任期 1年，連選得連任，並得簽請校長選聘校內外學者擔任委員。

會議由院長召集並主持。 

三、系（所）教評會：置委員 7至 15人，除系（所）主管及教授為當

然委員外，其餘委員由該系（所）推選助理教授以上教師組成，任

期 1年，連選得連任，並得簽請校長選聘校內外學者擔任委員。會

議由系（所）主管召集並主持。 

各級教評會之組成，因職務關係而擔任之當然委員人數不得過半。 

休假研究、國外研究（含講學或進修）、全時進修或留職停薪期間之教

師，不得擔任各級教評會委員。 

票選或推選新任委員時，教師若已奉准將於新任委員任期內休假研究、

國外研究（含講學或進修）或全時進修者，有選舉權但無被選舉權。

留職停薪期間之教師，無選舉權且無被選舉權。 

各級教評會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委員因故不克出席時，因職務關係

而擔任之當然委員得由具同級教師資格之職務代理人代理，其餘委員

除因出缺由候補委員遞補外，單次會議因故不能出席時，不得委任他

人出席。 

第 4條  本會審議事項如下： 

一、關於教師之聘任、聘期、續聘、不續聘、停聘、解聘、資遣原因

之認定、違反教師聘約及教師義務之處理等評審事項。 

        二、關於教師升等評審事項。 

        三、關於教師學術研究、教授休假進修及獎懲有關事項。 

        四、其他與教師權益有關事項。 

        五、依相關法令應由本會審議之事項。 

對未獲系（所）教評會決議通過之升等案件，經申訴程序認定有理由

者，院教評會得就原系（所）教評會之重新決議，自為審議處置。原

系（所）教評會在院教評會指定期間內仍未為決議者，院教評會得逕

行審議處置。校教評會對院教評會有此情形者，亦同。 

第 5條  校教評會置執行秘書 1人，由人事室主任兼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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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條  本辦法所評審事宜，須先經由系（所）教評會決議，送院教評會通過，

再送人事室簽請校長提校教評會審議。但行為違反相關法令，經有關

機關查證屬實或經檢察官提起公訴者，於判決確定前，逕由校教評會

審議停聘事宜；若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且情節重大或經一審判決有罪，

逕由校教評會審議解聘或不續聘事宜。 

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中心及通識教育中心審議事項及程序由該中心比

照本辦法有關系（所）教評會之規定，進行初審；複審由相關學院教

評會辦理；決審則由校教評會辦理。 

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中心及通識教育中心其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

點應比照系（所）定之，送相關學院教評會核備，並陳請校長核定後

實施。 

第 7條  本會會議不定期舉行，會議時須有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出席始得

開會，出席委員二分之一（含）以上同意方得決議；但升等、解聘、

停聘、不續聘等重大事項之審議，須有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之出

席，出席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同意，始得決議。其有教師法第十

四條第一項第十三款規定之情事，經校教評會議決解聘或不續聘者，

除情節重大者外，應併審酌案件情節，議決一年至四年不得聘任為教

師，並報教育部核准。審議之紀錄，應陳報校長核定後執行。 

第 7條之 1  教師涉有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第八款或第九款情形者，所屬聘任

單位應於知悉 3日內，循行政程序專案簽提校教評會。本會應於 3

週內召開會議審議，審議通過後予以停聘，並靜候調查。經調查屬

實者，由本校報教育部核准後，予以解聘。 

第 8條  各級教評會對審查之案件，應經出席委員充分討論，投票採無記名單

記方式進行。但關於教師升等著作之評審，教評會除能提出具有專業

學術依據之具體理由，並經三分之二 (含)以上出席委員之認可，得否

決著作審查結果外，否則即應尊重審查人之判斷。校教評會委員除就

名額、年資、教學成果等因素予以斟酌外，不應對申請人專業學術以

多數決作成決定。 

系（所）及院教評會審議教師資格審查案時，不得低階高審，低階委員就教

師資格審查個案應迴避。 

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辦法另訂之，並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第 9條  教師解聘、停聘及不續聘案如事證明確，而系（所）教評會所做之決議

確有違法令或顯然不當時，院教評會得逕依規定審議變更之。校教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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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對院教評會有此情形者，亦同。 

        因教師紛爭或特殊事故致系（所）教評會不能正常運作者，院教評會得

逕行議決之。校教評會對院教評會有此情形者，亦同。 

第 10條  各級教評會開會時得視需要邀請有關人員列席報告或說明，評審委員

若為審查事項之本人、配偶或三親等以內之血親、姻親或曾有此親屬

關係、學位論文指導關係者時，應自行迴避；有疑義時，由教評會予

以認定。未自行迴避者，主席得經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委員決議請該委

員迴避。迴避委員不計入該項決議案之出席及決議人數。 

         審理事項涉及著作抄襲或學術倫理案件，校教評會作成具體結論時，

應有校外具法律專長之教授或曾任法官之人員列席。 

第 11條  校教評會委員不得同時擔任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委員。 

第 12條  本設置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並經校長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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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師聘任及升等辦法（修正後全條文） 

 
85.01.22第 12次校務會議通過 
86.05.27第 16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8.10.02第 26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9.10.03第 30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0.06.27第 3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1.01.22第 34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2.01.17第 40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4.03.30第 5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4.07.04第 54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4.12.27改制大學後第 3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5.10.24第 7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6.10.23第 1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7.06.24第 13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9.06.23第 21次校務會議（續會）修正通過 
100.06.28第 25次校務會議（續會）修正通過 
100.12.13第 27次校務會議（續會）修正通過 
102.6.4第 30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3.5.20第 3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4.1.6第 33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5.17第 00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 一 條  本辦法依據大學法、教師法、教育人員任用條例及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組織規程第二十條規定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校教師之新聘、續聘、不續聘、停聘、解聘及升等之審議，除遵照

有關法令規定外，悉依本辦法辦理。 

本校體育、藝術、應用科技等以技能為主之教師聘任或升等，依教育

人員任用條例第十四條第三項之規定，得以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

告代替專門著作送審。其條件如下： 

         一、藝術類科教師，得以作品及成就證明送審教師資格；其類科範圍，

包括美術、音樂、舞蹈、民俗藝術、戲劇、電影及設計。 

         二、應用科技類科教師，對特定技術之學理或實作有創新、改進或延

伸應用之具體成果者，得以技術報告(含教學實務成果技術報告)

送審，其審查範圍如下： 

           （一）有關專利或創新之成果。 

           （二）有關專業技術或管理之個案研究，經整理分析具整體性及獨

特見解貢獻之報告。 

           （三）有關產學合作實務改善專案具有特殊貢獻之研發成果。 

         三、體育類科教師本人或受其指導之運動員參加重要國際運動賽會，

獲有名次者，該教師得以成就證明送審。 

          前項所稱教學實務成果，指經實施後能改善學生學習狀況，有效提

升學生學習成效之下列成果： 

         一、撰寫大學或中小學教學專用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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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創新大學或中小學課程設計，研發教材教具、教學策略與方法、

班級經營策略、學習評量方式或科技融入教學之方法。 

第 三 條  各學院應依據本辦法訂定該學院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準則，經院務

會議通過後，報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備查，並經校長核定後施行。 

 各系（所）應依據本辦法與院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準則，訂定該系

（所）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要點，經系（所）務會議通過後，報院教

師評審委員會備查，並經校長核定後施行。 

第一章  教師之新聘 

第 四 條 本校教師分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講師四級。 

第 五 條 本校教師之新聘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以教師證書資格初任本校教職，得以教師證書所列之等級聘任之，

不得聘為高一等級教師。 

 二、各級教師應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一)講師： 

獲有國內外大學（教育部認可者，下列各級教師亦同）碩士

學位、或相當碩士等級之文憑並有專門著作，或作品、展演

與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者。 

(二)助理教授： 

1.獲有國內外大學博士學位、或相當博士等級之文憑並有專

門著作，或作品、展演與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者。 

2.曾任講師三年(含)以上，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或作

品、展演與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者。 

(三)副教授： 

1.獲得國內外大學博士學位或相當博士等級之文憑後，在研

究機構繼續研究，或從事與所習學科有關之專門職業或職

務合計四年以上，成績卓著，並有專門著作，或作品、展

演與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者。 

2.曾任助理教授三年(含)以上，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

或作品、展演與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者。 

(四)教授： 

1.獲得國內外大學博士學位或相當博士等級之文憑後，在研

究機構繼續研究，或從事與所習學科有關之專門職業或職

務合計八年以上，有創作或發明，或在學術上有重要貢獻、

專門著作，或作品、展演與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者。 

2.曾任副教授三年(含)以上，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或

作品、展演與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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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本校聘任教師，如需擔任師資培育相關教學實務課程者，如條件

相同以具有中小學(含幼兒園)教育工作或相關經驗者為優先；如

需擔任產學合作相關課程者，以具有產業經驗者為優先。 

        四、專業技術人員之聘用資格依有關規定辦理。         

第 六 條  本校教師之新聘須本公開、公平、公正之原則，依下列程序辦理： 

         一、各系、所應依其員額編制、課程需要及授課時數等因素，以確定

新聘教師名額。 

         二、各系、所應詳列新聘教師等級、人數、專長、資格等需求條件，

簽會所屬學院、人事室，經核准後於國內外主要傳播媒體或學術

刊物公告徵求之。 

         三、應徵人員須先檢具學歷證件及專門著作(或作品、展演與成就證

明，或技術報告），經各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初審，初審通過

者送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複審，複審通過者再送由人事室彙提本校

教師評審委員會決審。 

         四、初聘專任教師如未獲擬聘等級教師證書者，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應

同時審查其教師資格。 

前項人員須先檢具學歷證件及專門著作，或作品、展演與成就證明，

或技術報告，經各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初審，初審通過者之專門著

作，或作品、展演與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或學位論文送校外學者專

家審查通過後，再送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複審，複審通過者再送由人事

室彙提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決審。 

以學位資格送審者，其專門著作，或作品、展演與成就證明，或技

術報告外審採一級制，由系、所教評會推薦校外學者專家審查參考名

單六至十二人送系、所主管，由系、所主管以秘密方式送六位校外學

者專家審查(得不受限於前列參考名單)，其中須有四位成績達八十分

者為審查通過（藝術類科之作品、展演與成就證明送審八位校外學者

專家審查，其中須有六位成績達八十分者為審查通過）。非以學位資

格送審者，其著作外審程序比照本校專任教師升等採兩級制，由院級

及校級送外審，兩級各送三位校外學者專家審查，各須有二位成績達

八十分者為審查通過（藝術類科之作品、展演與成就證明兩級各送四

位校外學者專家審查，各須有三位成績達八十分者為審查通過）。 

第二章  教師之續聘、不續聘、停聘與解聘 

第 七 條  本校新任教師初聘為一年，續聘第一次為一年，以後續聘均以二年

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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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八 條  本校專任教師之不續聘案，須經系、所及院教師評審委員會於四月

底前審議，將審議結果再送由人事室彙提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複審。

經核定為不續聘者，應於聘約期滿前一個月通知當事人；未經決議不

續聘者，視為同意續聘。不續聘、停聘、解聘之教師，經系、所及院

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將名單及相關資料送人事室簽提本校教

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依程序報請教育部核備。 

前項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時，得邀請當事人列席說明。 

第 九 條  新聘專任教師未獲有應聘等級教師證書者，除有特殊情形之外，應

於到職三個月內，依規定檢齊證件或著作辦理資格審查。逾期不送審

者，聘約期滿後不予續聘；送審未通過者，應即撤銷其聘任。          

第 十 條  教師停聘、解聘或不續聘均依據大學法、教師法暨其施行細則、教

育人員任用條例暨其施行細則辦理。 

專任教師之停聘、解聘、不續聘、資遣原因之認定或有違反本校教

師聘約或其他法令規定之情事等，須經系、所教評會決議後，始得提

送院、校教評會審議。但行為違反相關法令，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或

經檢察官提起公訴者，於判決確定前，逕由校教評會審議停聘事宜；

若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且情節重大或經一審判決有罪，逕由校教評會

審議解聘或不續聘事宜。 

前項停聘、解聘、不續聘或資遣案之當事人得請求於教評會審議時，

給予合理之時間以提出說明，當事人並得提出證據。 

第二項停聘、解聘、不續聘或資遣等處分應詳細敘明理由、事實、

依據之法令及請求救濟之管道與期限。 

         第三章  教師之升等 

第十一條 本校各級教師申請升等，應符合下列資格： 

一、講師擬申請升等助理教授者，須曾任講師三年以上，表現良好，並應

具有相當於博士學位論文之著作，或專門著作，或作品、展演與成

就證明，或技術報告。 

二、助理教授擬申請升等副教授者，須曾任助理教授三年以上，表現良好 ，

並應具有優於博士學位論文之著作，或專門著作，或作品、展演與

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 

三、副教授擬申請升等教授者，須曾任副教授三年以上，表現良好，

並有重要專門著作，或作品、展演與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 

四、專業技術人員之升等，依有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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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條文所述表現良好係指於該教師職級期間通過本校教師評鑑(不包括

免評鑑)，並於生活品德上無不良紀錄者。 

第十一條之一  申請升等教師所提專門著作，或作品、展演與成就證明，或技

術報告，應與任教科目性質相關，並符合下列規定： 

ㄧ、送審人個人之原創性著作，且非以整理、增刪、組合或編排

他人著作而成之編著或其他非學術性著作。 

二、發表於國內外具審查制度之學術或專業刊物之論文，或在國

內外具正式審查程序之研討會發表之論文經集結成冊出版

公開發行（含以光碟發行）者，或已出版公開發行之專書。

但藝術、體育及應用科技類教師，得以作品、展演與成就證

明或技術報告代替專門著作申請升等。 

三、代表著作應為送審人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及送審前五年

內之著作；參考著作應為送審人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及

送審前七年內之著作。但送審人曾於前述期限內懷孕或生產

者，得申請延長前述年限二年。 

各學院並應訂定該學院教師以教學實務升等及技術應用升等

之基本門檻。 

第十二條  教師升等服務年資之計算以教育部頒發教師證書上記載起算年月為

準，計算至提出升等申請當學期結束時（一月或七月）為止。此期間

教師於國內外研究、進修或講學未能履行專任教師職務達半年以上者，

其年資不予採計。留職停薪期間年資不予採計。 

第十三條  凡本校專任教師申請以學位升等者，須檢附學位證書或就讀學校正

式核發之臨時學位證明書及其專門著作，或作品、展演與成就證明，

或技術報告並通過所屬系、所及院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簽會人事室

提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得改聘相當等級教師，但仍應受

授課時數之限制。 

以就讀學校正式核發之臨時學位證明書送審者，經本校查證後得依

其所載取得該學位事實認定時間送審。但於取得正式學位證書後，應

於一個月內送交本校查核並影印存檔，學位證書所載畢業日期與臨時

學位證明書未符者，依學位證書所載日期認定之。未依規定送繳者，

依教育部相關規定辦理。 

前揭專門著作外審部分依照本辦法第十四條採院級、校級外審二級

制；升等評審項目與外審通過標準依照本辦法第十五條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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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條  本校教師辦理專門著作，或作品、展演與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升

等程序如下： 

     一、通告申請： 

             人事室應於每年二月二十日、八月二十日前，通函各系、所辦理

升等事宜。 

        二、系（所）審： 

            擬申請升等教師應於每年三月二十日、九月二十日前，填妥「教

師升等申請表」(含教學服務成績考核評分表)，檢齊升等主要著

作及參考著作(一式三份；藝術類科之作品、展演與成就證明送審，

須一式四份)，連同有關附件送所屬各系、所，各系、所應於五月

二十日、十一月二十日前召開教師評審委員會並完成升等審查工

作。 

             系、所不辦理專門著作，或作品、展演與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

外審，僅就教學服務成績進行考核評分。 

三、院審： 

             (一) 凡系、所審查通過之教師，由各系、所將其升等主要專門著

作(或作品、展演與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參考著作、相

關資料、教學服務成績考核評分表、與系、所教評會推薦之

校外學者專家審查參考名單五至七人，於五月三十日、十一

月三十日前送院教師評審委員會 

              (二)升等申請者得提出不欲接受審查之迴避人選一至二人。審查

時，升等申請者姓名得公開，但專門著作審查人姓名則予以

保密。 

             (三) 院辦理專門著作，或作品、展演與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外

審，由院長以秘密方式遴請三位校外學者專家(得不受限於前

列參考名單)進行專門著作，或作品、展演與成就證明，或技

術報告審查以評定研究成績；藝術類科之作品、展演與成就

證明送審，則送四位校外學者專家審查。 

               (四) 各院應於一月二十日、七月二十日前完成審議教學服務成

績與校外審查工作並召開教師評審委員會，並於一、七月底

前將通過者之所有資料、專門著作(或作品、展演與成就證明，

或技術報告）及院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之結果與意見，提交

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四、校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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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凡院審通過之教師，由各院將其升等主要專門著作(或作品、

展演與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參考著作、相關資料、著

作審查結果及意見、教學服務成績考核評分表、與院長推薦

之校外學者專家審查參考名單五至七人，一併轉送人事室。 

            (二) 經校長具函以秘密方式遴請三位校外學者專家(得不受限

於前列參考名單)進行專門著作，或作品、展演與成就證明，

或技術報告審查以評定研究成績，惟校級審查人員不得與院

級重複；藝術類科之作品、展演與成就證明送審，則送四位

校外學者專家審查。 

(三)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者，送人事室簽請校長核定後，

報教育部審查核發教師證書後，始予以換發聘書。  

辦理專門著作，或作品、展演與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外審時，嚴禁

有請託、關說、利誘、威脅或其他干擾審查人或審查程序等情事。 

第十五條 教師升等評審項目與標準如下： 

     一、評審項目： 

（一）各系、所現有教師缺額、課程需要及升等人數之限制。 

         （二）教師升等申請表所列資料。 

         （三）教師教學服務成績考核結果。 

             教學服務成績考核要點另訂之。 

教師評審委員會針對升等名額、年資、教學服務表現等因素作綜

合評量，獲得出席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同意為初評通過；系、

所將相關資料移送院審議，由院、校辦理專門著作，或作品、展

演與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外審。 

        二、升等評審標準如下所列，升等者須符合初審與決審所訂成績標

準： 

             (一) 初審：教師教學服務成績須達七十分；研究成績(外審成

績)須達七十分（三位評審者須有二位達此標準或

四位評審者須三位達此標準）。兩項成績任一項未

達七十分者，為升等不通過；兩項成績皆達七十分

者，必須進行決審成績之計算。 

（二）決審：教師決審之計分方式為：總成績為一百分，研究成

績(外審成績)佔百分之七十，教學與服務成績佔百

分之三十。 

院級決審成績計算方式為：院級著作外審（百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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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系所級教學服務成績（百分之三十）。 

校級決審成績計算為：校級著作外審（百分之七十）

＋院級教學服務成績（百分之三十）。 

三位評審所評成績分別與教學服務成績依比例加

權計算後，其中二位成績達八十分者為通過。 

藝術類科之作品、展演與成就證明送審，四位評審

所評成績分別與教學服務成績依比例加權計算後，

其中三位成績達八十分者為通過。 

加權計算後之決審分數算至小數點後第一位，小數

點後第二位四捨五入。 

  評審過程中若教評會委員提出不利於當事人之重大缺失時，應給予

當事人有陳述意見之機會，由教評會專案討論，以做適當之處理。 

各級教評會評審過程及審查人之評審意見，除依規定提供教師申訴

受理機關及其他救濟機關外，應予保密，以維持評審之公平性。 

第十六條  (刪除) 

第十七條 本校教師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不得申請升等： 

         一、在國內外進修、研究、講學等，而未履行專任職務達一學期以上，

返校任職未滿一學期者。但在國內外進修、研究、講學前已在本

校擔任同級教師三年以上者，得不受此款限制。 

         二、借調其他機關服務，而未能履行專任教師之職責達一學期以上，

於返校任職未滿一學期者。 

        三、品德或其他方面有重大瑕疵而引起非議者。 

        四、在參加升等之學年度內，延長病假達一學期者。 

        五、任職本校未滿一年或於提出申請升等之該學期出國進修、研究

者。 

         六、未通過本校教師評鑑者。 

第 十八 條 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中心及通識教育中心審議事項及程序由該中

心比照本辦法有關系（所）教評會之規定，由該中心組織教評會，進

行初審；複審由相關學院教評會辦理；決審由校教評會辦理。 

  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中心及通識教育中心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要點，

送相關學院教評會核備，並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第 十九 條 本校教師升等申請表(含教學服務成績考核表)另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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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十 條 本校教師於八十六年三月二十一日前已取得講師或助教證書之現

職人員，如繼續任教未中斷，得申請依原升等辦法之規定，送審較高

等級教師資格。但審定程序，仍應依本辦法現行規定辦理。 

第二十一條 升等結果於審查會議結束後十日內以書面通知申請者。對於未獲升

等通過之案件，除應以書面通知申請者外，並應以具體文字說明不通

過之理由；申請者得於通知送達之次日起三十日內向本校教師申訴評

議委員會提出申訴。 

         第四章  附  則 

第二十二條 教師如有違反本校教師聘約、教師義務或其他法令規定等情事，但

尚未符合教師法第十四條所定解聘、停聘及不續聘之規定者，得依教

師法第十八條規定由本校三級教評會按情節輕重列入升等審查、晉級、

教授休假研究等之參考、一定期間不得支領超授鐘點費、不得在校外

兼職兼課或不得借調等處置。          

第二十三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依教育部相關規定及由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研議

決定之。 

第二十四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並經校長核定後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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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各單位重點工作報告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第 36次校務會議教務處工作報告 

（104 年 12 月~105 年 4 月） 

註冊組 

一、 已完成 105學年度日間學制碩、博士班招生工作，預計招收 418名碩士生、25名

博士生，其中 16名核定提早於本(104學年度第 2)學期入學。 

二、 已完成 105 學年度大學「繁星推薦」入學招生工作，預計招收 102 名學生(含 1

名原住民)；「個人申請」入學招生工作，總計招收 310名學生(含 29名原住民)。 

三、 已完成 105學年度學士班「運動績優學生獨立招生」考試，總計招收 16名學生。 

四、 105學年度獲海聯會錄取分發碩士班僑生 9名、博士班僑生 0名；獲陸聯會核定

招收碩士班陸生 4名、博士班陸生 2名。 

五、 執行起飛計畫有關弱勢學生安心入學基金之「原住民籍學生學雜費全額補助」，

由本校校務基金支應扣除教育部定額補助後之差額，104學年度計有 14位原住民

籍學生獲全額減免；另新增「弱勢學生入學成績優異獎學金設置要點」以鼓勵優

秀弱勢學生就讀本校，104學年度計有 6位弱勢學生獲得此項獎學金。 

六、 近期增修改之教務章則法規有本校學生抵免學分實施要點、本校學生成績管理辦

法、本校優秀新生全額獎學金設置要點及本校弱勢學生入學獎學金設置要點。 

 

課務組 

一、 已全面換新本校明德樓 2、3樓教室及 C612之投影機及布幕，另配合教師建議，

已完成篤行樓 Y801第 2台投影機及無線 AP之建置，供行動設備上網使用，歡迎

師長回饋使用狀況，俾作為後續教室設備更新處理之參考。 

二、 本校 106學年度增設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案目前彙整如下，將依會議決議，於教

育部規定期限內辦理報部事宜。 

類別 院系 班組名稱 校務會議 

停招 兒英 英語教學碩士學位班 

已過第 35次校務會

議(104上) 
停招 語創 語文教學碩士學位班 

增設 語創 語文教學碩士在職專班 

更名 教育 
「生命教育碩士學位在職進修專班」 

更名為「生命教育碩士在職專班」 待本(36)次校務會議

審議(104下) 
更名 教經 

「教育領導與管理碩士學位在職進修專班」 

更名為「教育領導與管理碩士在職專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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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招 教經 學校行政碩士學位班 

停招 課傳 教學碩士學位班 

增設 課傳 課程與教學碩士在職專班 

 

三、 為評估線上比對系統是否有助避免碩博生學位論文抄襲舞弊情事，已徵求每學院

各 10 位老師完成「快刀-中文論文原創性比對系統」及「智泉-Turnitin 系統」

之試用。經彙整教師試用回饋意見顯示，「快刀」之比對結果參考價值不高；而

「Turnitin」則因功能涵蓋線上評分及同儕評鑑等教學輔助功能，操作介面複雜，

影響教師使用意願。爰進一步洽商另一單純提供原創性比對功能之「iThenticate」

系統，已獲同意於 5月份提供試用。 

出版組 

一、《北教大校訊》自第 184 期（105 年 4 月出刊）起改為季刊，每期刊印 20 頁（含

封面封底），概分為「焦點新聞」、「學術頻道」、「師生表現」、「活力校園」、「校友

園地」等區塊（依各期來稿量彈性調整版面）。 

二、《教育實踐與研究》線上投稿至 105年 4月中旬計 43篇，每篇悉依隨到隨審原則

辦理格式審查、預審、初（外）審及複（編委會）審等作業。105.4.14召開第 29

卷第一次編輯委員會議完成 8篇論文複審，將於 105年 6月出刊。 

三、《教育實踐與研究》除可於國內數位平台檢索全文外，亦已獲通過收錄於國際資

料庫 EBSCO 及 ProQuest。 

 

華語文中心 

一、2015華語春季班於 105年 3月 1日（星期二）至 105年 5月 16日（星期一）開

課，共 11班，共 93人，課程時間為週一到週五，上午 9:00至 12:00或下午 1:30

至 4:30兩個時段，每次上課 3小時，共計 155小時。 

二、國際扶輪社 3520地區文化體驗課程開課，上課時間為 105年 3月 2日至 105年 5

月 25日，共有 76人參加，時間為每週三下午 14:00到 16:30。 

三、國際扶輪社 3520地區夜間華語課程開課，上課時間為 105年 2月 25日至 105年

5月 31日，共有 22人參加，時間為每週一、二、四下午 17:30到 1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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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第 36次校務會議教學發展中心工作報告 

一、 本校申請 104-105 年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申請通過，共獲 2 年 6000 萬經

費補助。經 105 年 1 月 18 日實地訪視考評後，於 3 月 8 日收到教育部來函

通知，續補助第 2 年 3000 萬元。 

二、 本中心已於 4 月 13 日召開教學卓越計畫第二次計畫管考會議，並訂於 105

年 5 月 11 日召開 105 年度第三次管考會議。 

三、 本校申請教育部 103 年課程分流計畫第二年補助案共獲 112 萬元補助，分

別為「創新學用合一設計課程之規劃-結合專業生涯輔導與產學實務課程之

實踐」新台幣 70 萬元及「藝術、文創與音樂人才分流計畫」新台幣 42 萬

元。 

四、 本校執行「104-105 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為協助全校師生瞭解學校各

項教學、研究、評鑑、升等、服務與輔導、學生學習資源等相關內容，已

將「教師資源綜覽」、「學生學習資源綜覽」以及「推動教師多元升等新制

簡介」之宣傳摺頁電子檔放置於校首頁供全校師生參考使用。 

五、 教學卓越計畫跨校交流活動：國立高雄大學與國立中山大學分別於 3 月 17

日及 4 月 18 日蒞本校參訪交流，獲益良多。 

六、 本中心將於5月24日至27日於大禮堂辦理104-105年教學卓越計畫成果展，

歡迎全校師生踴躍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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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第 36次校務會議通識教育中心工作報告 
104 年 12 月至 105 年 4 月 

一、 課務報告： 

(一)完成 104學年度第二學期通識課程、服務學習(三)及教學助理實務學習

(一)(二)等課程之建置及選課作業，及與台大校際通識選課事宜。計開 81門

課(不含教學助理實務學習)共 3788人修習。通識校際選課，本校計 33名同

學選修台大通識課程，台大學生計 36名選修本校通識課程。目前進行 105學

年度第 1學期通識領域課程排課作業。 

(二)完成及公告 104-2臺大校際選課通識課程本校認抵領域及學分數一覽表，及

再次提醒選課同學，臺灣大學課程節次與上課時間與本校不同，請詳查對照

表避免沖衝。完成 105學年度第一學期本校開授予台大通識課程科目及因應

教授休假調整科目事宜之簽辦作業。 

(三)104學年度計新增外國語文領域課程、校共同課程「教學助理實務學習」及「全

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學分更改 3案，經 104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課程委

員會議及教務會議通過。 

(四)為落實培養校級國際視野素養之理念、並符合評鑑委員建議加開相關課程之

意見，105學年度新增「實用情境日語」、「日文童謠賞析」、「媒體英文」3 門

外國語文領域課程開課，經 104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1次校課程委會及校務會

議通過。 

(五)為提升通識課程統整性及融貫性，強化學生學習動機及方向性，激發學生各

項潛在能力，每學期補助通識課程教師辦理所授通識課程相關研討會、專題

演講或座談會、論壇等活動鐘點費，104學年度第二學期計補助 12門並完成

核銷作業，105學年度第一學期，計有 9門課程獲得補助。 

 

二、 行政業務: 

(一)於 105年 1月 20日召開 104學年度第一學期通識諮訽委員會議及通識委員會

議，完成 105 學年度新增外國語文領域通識課程「日文童謠賞析」、「實用情

境日語」、「媒體英文」審議及 104 學年度新增校共同課程「教學助理實務學

習」追認。 

(二)於 105年 3月 30日，假行政大樓 A503B會議室召開通識教育中心 104學年度

第二學期第 1 次業務會議，完成年度計畫製定及大學校院通識教育暨第二週

期系所評鑑再評鑑後續自我改善計畫事項之檢討。 

(三)新訂「國立臺北教育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經 105年 1

月 18 日第 74 次行政主管協調會議修正通過，提請 2 月份行政主管會報修正

通過，將續提通識教育委員會審議。 

(四)為鼓勵本校優秀教師投入通識教育，以提昇教師教學績效及提高教學品質，

配合教育部來函及本校遴選要點，辦理本校傑出通識教育教師獎遴選，於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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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9日召開評選小組會議，評選 2位傑出通識教育教師，簽請奉核後，於 128

次行政會議頒發獎狀及獎金，並代表本校參加教育部全國傑出通識教育教師

獎遴選。 

(五)依據通識教育評鑑報告每學年宜辦理通識教育研討會，針對通識教育理念與

實務進行推廣及深入的討論，提出建言，104學年以外國語文領域為主題辦理

新開設東南亞語文科目推廣研討會，105學年以品德與思考領域為主題，擬於

105年 5月 21日(六)假篤行樓 6樓國際會議廳辦理「2016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通識教育會議」，會中將邀請專家學者針對本校全體師生進行通識教育經驗傳

承與分享。 

(六)為協助學生順利取得畢業學分，本學期起從寬認列夏季學院課程，原未列入

之「政治議題」、「國際關係」、「鄉土語言教學」皆認列入相關領域。計完成

104學年度暑期北二區夏季學院通識課程及 MOOCS課程認扺事宜，共 88科之

認抵事宜。 

 

 

 

 

 

 

 

 

 

 

 

 

 

 

 

 

 

 

 

 

 

 

 

 

 

 



 

434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第 36次校務會議學生事務處工作報告 

項次 項目 內容 

一 
導師制相關業

務 

(一)依本校獲教育部 104-105年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學務處執行子

計畫《3》樂在學習能力加值支持系統。 

1.執行策略：導師應安排 4~6小時「導師時間」(office hours)，

主動約詢導生或以餐敘、座談等不同方式，主動關心學生需求。 

2. 第一年質量化績效與指標：全校學生每學期與導師晤談比例應達

60%；接受導師晤談後，學生受益度與滿意度需達 75%。 

3. 第二年質量化績效與指標：全校學生每學期與導師晤談比例應達

70%；接受導師晤談後，學生受益度與滿意度應達 85%。 

4. 為瞭解導師生之互動情形，於本處自 104年 12月 17日起至 105

年 1月 3日進行線上學生受益度與滿意度問卷施測。 

5.上項問卷本處多次透過公告及電子信箱通知並以亂數抽獎方式

鼓勵同學踴躍填答，然填答率仍未如預期僅有 26%。 

6.問卷結果得知全校師生晤談比率約 69%；學生受益度及滿意度

76%，恰達第一年訂定之量化指標。 

為達本校申請計畫所設定目標，接下來仍請各位師長按執行策略進

行輔導。 

二 全國社團評鑑 

105年大專校院學生會與學生社團成果競賽暨觀摩活動，已於 3月 19

日、3月 20日舉行，學務處課指組推派學生會榮獲特優，擠進全國前

四名；芝山親善大使及迴聲管樂社各別榮獲甲等。 

三 

芝山親善大使

擔任國宴禮賓

人員 

今年芝山親善大使受邀擔任 520就職國宴禮賓人員，也是唯一受邀擔任

接待禮賓團隊，預估有六十五位參與這次的盛會，並於 4/11(一)於本

校活動中心 506 接受多家記者採訪，受訪內容分別刊登於台灣蘋果日

報、台視新聞台、東森新聞頻道、中天新聞台、民視新聞台、udn新聞

台、三立新聞台、寰宇新聞、非凡新聞，增加本校的能見度，為本校宣

傳效果佳。 

四 畢業典禮 

今(105)年畢業典禮將於6月18日(六)早上9:30逕行辦理，以「The Way」

為主題，標語為「向左走，向右走」，象徵人生就像是一趟旅行，畢業

典禮就像是一個中繼站，我們攜帶著各自的行李在這裡相遇；也在這裡

分開，各自往未知的旅程邁進。 

五 
大專校院學校

衛生輔導訪視 

(一)衛生輔導訪視涵蓋 102學年度第 2學期至 104學年度第 1學期，共

四個學期之執行內容，分為「學校衛生行政」、「健康服務與保健設

施」、「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活動」、「環境與餐飲管理」四大指標予

以評分，並以「其他特色」額外加分，輔導結果將作為教育部實施

獎勵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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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務處衛保組召開數次跨處室協調會議，蒐集並整理輔導訪視資料

後，於 104年 12月 18日(五)辦理學校衛生訪視自評，自評流程安

排簡報、資料審閱、校園參觀及師生晤談等。兩位委員對本校衛生

工作現況及正式輔導訪視籌劃提出建議，衛保組已彙整並會簽相關

單位共同改善。 

(三)本校已於 105年 3月 24日(四)接受教育部四位委員到校進行衛生

輔導訪視，流程包括簡報、資料審閱、校園參觀、師生晤談及綜合

座談等。學務處衛保組已開始就委員提供之輔導意見研議改善措

施，待教育部正式行文公布訪視輔導結果後，會再進一步會簽相關

單位。 

六 個別諮商服務 

(一) 個別諮商服務(包含高風險與危機個案晤談與管理)： 

104 年 11 月 10 日～105 年 4 月 18 日個別諮商共 212 人，總人次為

1266 人次。其四項主訴類型有：人際議題、情感關係、家庭關係、

精神疾患（躁鬱症、憂鬱症、社交焦慮症、疑似精神疾病）。 

(二) 辦理個案系統合作會議，合計 2 場次。 

(三) 急症發作、自殺行為學生急診及住院期間到院協助與關心。 

七 校園初級預防 

(一) 爆米花義工團： 

1. 持續與伯大尼兒少家園、善牧基金會德蓓之家及靖娟文教基金

會福安兒童服務中心等機構合作外展出隊服務及課輔陪伴，期

初累計至 04/16 出隊服務 100 人次。（每週福安兒童服務中心 3

人、伯大尼 10 人、東區單家 6 人、德蓓 4 人出隊服務） 

2. 本(104 學年度第 2)學期每週四中午固定進行出隊服務團體督

導會議，期初至今 04/14 累計參與 85 人次。 

(二) 心衛推廣活動： 

1. 心理衛生輔導週 

(1) 擬於 105.04.25(一)-04.28(四) 12:00-13:20 於學餐廣場前辦

理教育部補助校園情感教育計畫之「愛戀粉紅 Party」主題

週活動，鼓勵全校師生踴躍參與。 

(2) 擬於 105.05.03(二)15:30-17:30 於鐘樓前廣場辦理「白色夢

幻 Party」－鐘樓告白活動，透過此活動，邀請同學說出內

心的愛，將愛傳遞出去，分享自己的享/想愛宣言。 

2. 全校性主題講座–情感教育主題 

(1) 擬於 105.04.26(二) 15:30~17:30 辦理「做個魅力情人－穿搭

術教學」講座，假至善樓國際會議廳，邀請女人我最大-

變髮及造型單元客座達人林葉亭小姐主講，歡迎全校師生

踴躍參加。 

(2) 擬於 105.05.09(一) 18:30~20:30 辦理「戀愛攻略－關係經營

技巧」講座，假至善樓國際會議廳，邀請上班這檔事-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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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性專家林萃芬諮商心理師主講，歡迎全校師生踴躍參與。 

3. 團體工作坊 

(1) 辦理理財理人生-投資心理學工作坊，105.03.22(二)與

105.03.29(二)，09:00-12:00，地點至善樓 G202，由蔡明芳

心理師帶領，共 42 人次參與。 

(2) 翻轉人生-投資心理學工作坊，105.04.30(六)，09:00-16:00，

地點未來教室 Y603，由蔡明芳心理師帶領。 

(3) 自我探索團體：塔羅之鑰-用圖像打開內心世界的鎖，

105.04.28-06.02(四)，15:30-18:00，地點至善樓 G202，由歐

庭實習心理師帶領。 

(4) 因為愛，我和你~親密溝通工作坊，105.05.28(六)，

09:00-17:00，地點至善樓 G202，由張佳雯心理師帶領。 

(5) 「Be a Top Leader」領導力團體，105.05.02-06.06(一)，

18:00-20:30，地點至善樓 G202，由蘇守怡實習心理師帶領。 

4. 班級座談–大學心卡友 

本學期規劃「關係、情緒之探索與經營」系列主題，服務時間

為週二下午 15:30-17:30，若有其他時間需求，可再彈性調整，

歡迎導師或同學採小班制預約，心輔組將派專業講師前往講

述。 

八 
教育部補助計 

畫 

獲得教育部 105 年度補助大專校院辦理輔導工作計畫-校園情感教育

「愛情魔法特調」補助 84,496 元，此計畫案為與台大合辦之跨校際活

動。 

九 校際交流活動 

(一) 105.01.06 舉辦海峽兩岸諮商輔導實務交流座談，與上海金融學院

學生處心理健康教育與諮詢中心主任劉純姣教授進行交流。 

(二)105.03.07 辦理諮商輔導實務交流座談，與日本兵庫教育大學新井 

肇教授暨其研究生進行交流。 

十 體育競賽活動 

(一)105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桌球分區錦標賽 

    本校女子桌球隊榮獲北區一般女生組優異成績 

    活動日期：105.3.25-27 

    活動地點：長庚大學 

    團體第 4名 

    雙打賽銅牌：陳俐言(自然三)、 許郁敏(數資四) 

    單打賽第 9名：陳佳吟(藝四甲) 

(二)105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羽球分區錦標賽 

    本校女子桌球隊榮獲北區一般女生組優異成績 

    活動日期：105.3.28-31 

    活動地點：長庚科大 

    雙打賽第 2名：傅芷萱(文產四)、古覃美(音樂二) 

    單打賽第 7名：傅芷萱(文產四) 

(三)中華民國大專院校 104學年度排球運動聯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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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男甲排球隊榮獲公開一級男生組決賽第 2名優異成績 

    活動日期：105.4.16~17 

    活動地點：台北市大 

    領隊：楊忠祥 

    教練：林丞顯 

    隊長：張閔舜 

    隊員：張昇倫、謝潭佑、白世旻、陳三郎、高呈瑋、石修智、吳奕

諴、許恩誌、陳立偉、林建輝、江承勳、楊子奕、鄭文貴 

    最佳邊線-吳奕諴、張閔舜 

    最佳中間攔網-張昇倫 

    最佳自由-謝潭佑 

(四)本校空手道隊員入選國家代表 

  1.文姿云  獲選  

    第 23屆世界空手道錦標賽 國家代表隊 

  2.温子萱  獲選  

    第 6屆東亞空手道錦標賽 

    第 15屆亞洲青少年空手道錦標賽 

    第 23屆世界空手道錦標賽國家代表隊 

十一 校園安全 

(一)學務處軍訓室各系所輔導教官於每學期入班實施關懷座談宣導提

醒同學注意最新詐騙手法及歹徒慣用伎倆，諸如：購買遊戲點數、

假冒在網路社群好友傳遞訊息請求幫忙…等，如遇有上述情事並進

而要求至 ATM提款機從事匯款行為，可撥打 165反詐騙電話諮詢，

亦可請求軍訓室校安中心值勤同仁協助。 

(二)近日校園偶發宵小盜竊之事件，軍訓室平日除訓練學生守望隊員針

對校園內各行政辦公處、教室及實驗場所留意門禁管制等內容，亦

寄發公告信件予全校教職員工生，請全校師生提高警覺，小心自身

財物。 

十二 賃居輔導 

(一)104學年度學生校外賃居人數共計 98人，訪視工作由各系所輔導

教官或導師聯繫學生課餘時間前往實施，並依賃居訪視安全評核表

安全、建物、消防逐一檢視。訪視結果如不符合評核要項，依規定

不發予「安全標章」，並需將改善之處以掛號信函郵寄家長知悉。 

(二)軍訓室採購攜帶式「一氧化碳偵測器」、「反針孔偵測器」，以提供

校外租屋訪視或有可疑狀況之偵檢處理，歡迎前往租屋處訪視學生

之師長可向軍訓室洽借。 

(三)為增進學生校外賃居法律及生活知能，本室於 5月 17日舉辦「賃

居座談會」，會中將邀請崔媽媽基金會或社會賢達人士蒞校講演。 

十三 全民國防教育 

(一)役期折抵：軍訓室開設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週三「全民國

防」、週五「國防科技」兩班，並於篤行樓 Y305教室授課。有關役

期、訓期折抵，區分如下：82年次以前(常備兵役現役或替代役 1

年)，軍訓：每 8堂課折算 1日，折減上限 30日。全民國防教育軍

事訓練：每 8堂課折算 1日，折減上限 30日。 



 

438 
 

    83 年次以後之役種(常備兵役軍事訓練 4 個月)。軍訓或全民國防

教育軍事訓練：以每 8堂課折算 1日，每門課程至多得折減 2日。 

(二)本室已提供書面通訊申辦役訓期折抵證明，歡迎役齡男同學多加申

辦。 

十四 兵役緩徵 

(一)依據正常學制修業年限（大學 4年、碩士班 2年、博士班 4年）辦

理入學緩徵申請，須延修者依規定以學期為單位，延長緩徵(儘召)

至離校日止前提出延修申辦。期末正值徵兵旺季，有關延長修業申

請事宜，軍訓室同仁除透過社群網路公告外亦積極聯繫系上助教轉

知研究生辦理。 

(二)凡 83年 1月 1日以後出生，符合軍事訓練體位役男同學，依據兵

役施行規定，戶籍所在地公所於當（104）年 11月份開始進行「徵

兵調查、徵兵體檢、軍種抽籤」等程序。 

(三)役男有意願利用在學期間完成四個月軍事訓練者，役齡學生於大一

當年入校後至 11月 16日止，至戶籍所在地區公所辦理申請登記，

符合徵兵體位者，於暑假前接獲徵集令(通知單)，安排大一暑假接

受「入伍訓練」8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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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第 36次校務會議總務處工作報告 

營繕組 

一、 學生宿舍及行政大樓衛浴廁所整修工程，第二宿舍衛浴整修工程及行政大樓廁所整修工

程已完工結案並正常使用。第一宿舍衛浴整修工程已完工並正常使用，因涉及訴訟中，

尚未付款。 

二、 科學舘廁所整修工程已於 12月 22日決標，預定於暑假期間施作。 

三、 西側圍籬案已於 105年 11月 22日決標，目前已完工，進行驗收程序中。 

四、 創意自造中心整修工程已於 3月 9日決標，目前已進行收尾工程，即將完工。 

五、 A03整修工程簽辦發包程序中。 

六、 105年無障礙設施改善工程或教育部補助 200萬元，預定於 6月 20以前發包並於年度內

執行完畢。 

 

事務組 

一、 辦理計網中心視聽館 F305電腦教室整建案採購作業規劃中。 

二、 學生活動中心 1、2樓餐廳及其他各櫃位招租案除尚有兩個櫃位近期重新招商外其餘皆

順利營運中。 

三、 辦理行政大樓 605會議室整建為「全方位行動學習及會議室」招標案，奉教育部核准以

「最有利標」方式辦理，即將招開評選會議。 

四、 為因應推動各大學強化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處理原則之規定，本組配合制

訂納保相關表格供不同適用對象使用。另為就源及保費分攤計算兩部分功能採電子化作

業，期間已陸續與業務相關單位及廠商進行功能訪談建置中。 

 

保管組 

一、 校區東北側基地興建綜合研究大樓案，已於 105年 3月 23日召開附近里民公聽會，會

議紀錄已函送里辦公處並放置本校網站公告周知。 

二、 成功國宅校地興建教學大樓案，已提興建需求書於營繕組辦理委託規劃、設計及監造技

術服務採購。 

三、 附小對面校地在尚未興建推廣教育大樓使用前，暫時規劃設置停車使用案，業報教育部

105年 4月 22日臺教高(三)字第 1050051780號函復原則同意。 

四、 105年度財物盤點清冊已於 4月 8日發放完畢，初盤作業業已展開，部分單位完成初盤

結果後陸續繳回。本組將依各單位繳回的盤點清冊修正存置地點和補標籤。惠請各單位

於 5月底前繳交，俾以進行複盤作業。 

五、 依各單位財物減損單辦理報廢財物聯繫、確認、收取等事宜。其中 104年 12月 15日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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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年 3月 24日變賣報廢財物暨廢碳粉匣，計為校務基金增加 74,170元收入。 

 

環安組 

一、 爭取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105 年下半年環境節日及其他環境教育相關活動計畫，獲補助經

費新台幣 27 萬 7,240 元，規劃辦理「友善在地環境，惜福綠色生活」環境教育活動。 

二、 爭取教育部補助學校校園能資源管理及環境安全衛生計畫-能源管理系統，裝設數位電

表，獲補助經費新台幣 20 萬元。 

三、 與新北市環保局共同推行「廢棄物循環再利用」，簽訂合作備忘錄並補助本校活動經費。 

四、 預定自 5月起推行篤行樓排課控電系統，以進行節能措施。 

 

文書組 

一、 辦理 82、83 年度公文檔案銷毁共 4130 件，報請教育部審核，後續執行 82、83年度檔

案清理銷毀工作。 

二、 規劃建置合於法令規定檔案庫房，並辦理公文檔案資料搬遷及清查整理工作。 

三、 參加國立臺灣大學主辦之「全國大學檔案聯展」。 

四、 配合行政院政策要求執行電子公文附加檔以 ODF檔傳輸，並宣導請各單位配合。 

 

出納組 

一、 郵局自 105年 3月 17日起，定期儲金同一儲戶、同一日於同一郵局臨櫃辦理多筆新增

定存合計 500萬(含)以上者，改以大額存款利率計息，為增加本校利息收入，因應方式

如下： 

(一)於 3月 7日及 15日簽准新增 2億 3,760萬元及 5,940萬元定儲 3年，採固定利率

1.12%，利息收入約為 11,112,910元。 

(二)於 4月 1日簽准後續定存到期採每筆拆單為 490萬元方式辦理。 

二、 依 104年 12月 31日 104學年度第 1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主席裁示辦理， 105年 1

月詢問其他銀行定存利率，仍以郵局 1年定儲利率 1.2%及 2年利率 1.225%最高： 

(一)中信銀：議價方式辦理，目前 1-2年定儲利存率約 0.42%-0.47%。 

(二)台北富邦銀行：適用大額存款利率，目前 1及 2年定儲利率 0.29%及 

   0.30%。 

(三)玉山銀行：適用大額存款利率，目前 1及 2年定儲利率 0.28%。 

(四)土地銀行：適用大額存款利率，目前 1及 2年定儲利率 0.39%及 0.41%。 

(五)兆豐金控：大額存款報價最長為一年期，利率僅 0.68%。 

三、 為增加繳費便利及多元化，從本學期起委託中國信託銀行代收學雜費及學分費等項目，

開放延長 ATM、中信銀及郵局櫃檯繳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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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第 36次校務會議研究發展處工作報告 

綜合企劃組 
一、教育部及其他單位計畫 

(一) 辦理教育部「大學校院校務資料庫」填報作業：每年 3 月及 10 月兩期表冊 [104.03

期] 及[104.10 期]。 

1. 完成校內填報說明會 

2. 釐清各單位負責之表冊 

3. 確認各單位填表權限 

4. 依教育部指示進行檢核報部 

5. 協助各單位發文修正資料庫內容 

(二) 辦理「教育部補助未獲邁向頂尖大學計畫或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之大專院校實

施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包括每年申請作業、獲補助教師每季造冊請款作業，

以及受補助教師每年繳交績效評估報告報部作業。 

二、科技部計畫 

(一) 協助辦理科技部各類專題研究計畫申請、變更及請款作業事宜。 

(二) 提供科技部及其他單位相關研究案之徵件、相關辦法變更等訊息。 

(三) 辦理 104 年度科技部獎勵特殊優秀人才結案報告。 

(四) 辦理 105 年度科技部獎勵特殊優秀人才申請事宜。 

(五) 辦理科技部教師國外短期研究申請事宜。 

(六) 辦理科技部新進研究人員計畫申請。 

(七) 辦理科技部補助出席國際會議申請及請款事宜。 

(八) 辦理科技部教師辦理國際學術研討會申請、變更及請款事宜。 

(九) 辦理科技部計畫結案及請款事宜。 

三、綜合業務 

(一) 綜理本校校務評鑑相關業務。 

(二) 辦理教育部大專校院統合視導規劃方案。 

(三) 學習型兼任助理申請、每月造冊事宜。 

(四) 處理校內計畫類學習型兼任助理津貼造冊事宜。 

(五) 公告校外各單位申請學術研究計畫來函作業。 

(六) 辦理校內各類計畫案經費審核相關事宜。 

(七) 辦理補助教師專題研究計畫、學校特色研究案經費會辦事宜。 

 
國際事務組 
一、 國際交流 

(一) 本校與欽州學院、湖州師範學院、廣州大學、北京師範大學、暨南大學、太原理

工大學、湖北文理學院、大慶師範學院、阜陽師範學院、越南中央藝術師範大學

等 10 校簽訂學術合作交流備忘錄及學生交流合作備忘錄，刻正聯繫處理簽約相關

作業手續；另刻正聯繫海外姐妹校美國楊百翰大學夏威夷分校、北科羅拉多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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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倫斯科技大學、英國里茲大學、伯明罕城市大學、日本東京國際大學、學校法

人常磐大學、韓國仁德大學、極東大學、大陸南京師範大學等 10 校處理續約相關

作業手續。 

(二) 聯繫辦理 105 學年度第一學期(2016 年秋季班)海外姐妹校大學交換學生申請來臺

就讀收件事宜及本校赴海外姐妹校大學交換學生申請就讀相關事宜。 

(三) 2016 上半年已參加 2016 越南臺灣高等教育展、2016 馬來西亞臺灣高等教育升學

博覽會，刻聯繫辦理 2016 日本東京地區臺灣留學說明會、2016 香港臺灣高等教

育展參展作業。 

(四) 辦理本校 2016 年外國學生申請入學收件及資料初審事宜。 

(五) 聯繫辦理 2016 年 7 月 19日至 7月 28日本校師生赴韓國姐妹校首爾教育大學師生

參加語言與文化體驗研習活動事宜。 

(六) 聯繫辦理 2016 年 7 月 20 日至 7 月 30 日本校師生赴華中師範大學第四屆“陽光支

教 攜愛同行”兩岸四地大學生暑期支教活動活動事宜。 

(七) 聯繫辦理 2016 年 7 月 17日至 7月 24日本校師生赴太原理工大學華夏文明三普行

夏令營活動事宜。 

(八) 聯繫辦理 2016 年 7 月 20日至 7月 29日本校師生赴東北師範大學海峽兩岸大學生

夏令營活動事宜。 

(九) 聯繫辦理 2016 年 7 月 19日至 7月 25日本校師生赴日本愛知教育大學夏令營活動

事宜。 

二、 行政業務 

(一) 辦理本校 105 年 7－12 月因公出國申請案收件事宜。 

(二) 辦理本校系所申請 104 學年度海外實地學習課程補助案。 

(三) 辦理本校 104 度學海飛颺優秀學生出國進修奬助申請案。 

(四) 配合教育部修正發布「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配合調整校務基

金自籌收入相關文字，爰修正「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講座設置辦法」。 

三、 教學卓越計畫業務 

(一) 辦理本校日文網頁架設相關事宜。 

(二) 辦理本校外籍學位生及交換學生華語文專班相關事宜。 

(三) 協助辦理跨學院國際碩士學位學程相關事宜。 

(四) 協助辦理外籍生及交換學生學伴配對事宜。 

 

產學合作暨育成中心 
一、 持續經管育成中心 

(一) 本校育成中心一、二樓空間仍持續維持招租額滿狀態，未來積極輔導進駐廠商與

本校各院系所建構產學合作鏈結。 

(二) 維護育成中心硬體設備，汰換老舊自來水管線、馬桶、消防設備、鐵捲門、燈泡、

冷氣相關設備。 

(三) 協助育成中心進駐廠商「樂農生活志業股份有限公司」與育成中心產學相關討論。 

 

二、 響應本校教學卓越計畫執行，推動校園創新創業風氣 

(一) 第三屆校園創業競賽說明會已於 04 月 29 日辦理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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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學期預計辦創新創業講座 3 場、創業工作坊 3 場、創業 CAFE 講座 3 場， 創業

CAFÉ 工作坊 3 場，共計 12 場活動。 

(三) 於 105 學年度第二學期通識課程中開設「創新創業大師講座」課程，邀請國內各

領域創新、創意與創業相關優秀人士蒞臨分享經驗。並配合課程主題，進行小組

創業企劃發想、投標等活動，讓修課同學有一創業實作機會。 

(四) 持續輔導校園創業競賽優秀團隊進駐本校育成中心，現已有本屆創業競賽冠軍隊

伍－MIDS 團隊進駐。 

(五) 協助申請 U-START 大專生創業計畫。 

(六) 協助安排教卓成果展動態活動確認及資料填報事宜。 

三、 提供產學合作、專利與智慧財產權專業諮詢和服務： 

(一) 專利與技術移轉服務：本年度協助本校教師申請發明專利 1 件。 

(二) 協助本校專任教師執行產學合作案件：105 年度共累積產學合作案 3 件。 

(三) 協助本校教職員生於簽署產學合作或出版授權等定型化契約時之智慧財產權保護

諮詢。 

(四) 維護科技部研發成果(STRIKE)系統資料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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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第 36次校務會議圖書館工作報告 

一、本年度圖書設備費執行 

(一)104 年度各單位圖書費執行率均達 80%，105 年度圖書費(不含期刊費)依往例公式分

配，經計算後分配額度於 1 月 27 日通知各系所單位。 

(二)為確實執行圖書費之採購進度及有效使用經費，各系所經費之使用期限，劃分 2 期，

第 1 期(每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推薦經費需達該系所全年圖書費的 60%、第 2

期(至 9 月 30 日)，完成其餘經費之訂購。 2 期所分配經費額度，可合併提前使用，

每期經費如有餘額，由圖書館收回統籌運用。截至 4 月 20 日，105 年度圖書設備費

(不含電子書)之動支率為 34.45%。 

(三)圖書館每月初定期公佈「各系所圖書費執行分析表」，請各系所單位自行查閱圖書館

「業務統計」網頁，以掌握經費運用情形，並充實各單位教學、研究、學習所需資

料。 

二、特藏室舊籍書目整理 

本館特藏豐富，包括民國 34 年以前日治時期珍藏圖書，其中有許多是全球孤本，為本校

寶貴文化資產。為求完善供查參並利評鑑，特進行本館 6 樓特藏室舊籍書目整理，本案

業於 1 月間完成現有舊籍書目清點，總計圖書 13,627 冊，刻正進行書目檢核相關作業，

以利日後出版本館館藏日文舊籍目錄供閱。截至 3 月 31 日，本案工作進度如下： 

 

工作項目 冊數 

6 樓特藏室總冊數 13,627 冊 

1. 6F 特藏室圖書清點 (已於 105 年 1 月完成) 

2. 工讀生初步修改書目 11,272 冊 

3. 館員完成書目資料審核 8,498 冊 

4. 更改館藏資料(含重印書標) 5,022 冊 

三、完成 105 年紙本期刊、電子期刊、資料庫及報紙訂購： 

1. 中文期刊(含大陸)：以政府共同供應契約採購 159 種，新台幣 265,601 元。 

2. 日文期刊：6 種，新台幣 24,924 元。 

3. 西文期刊：206 種，新台幣 4,423,000 元(紙本 88 種 886,600 元；電子 118 種 3,536,400

元) 

4. 資料庫及電子期刊 19 種，新台幣 3,044,838 元。 

5. 報紙 10 種(13 份)，新台幣 57,600 元。 

四、 為推廣閱讀活動，利用一樓新書展示區策畫辦理主題書展系列活動： 

(一)105 年 3月 7日至 31日辦理 1「2015 開卷好書主題書展」，計展出年度中文創作好書、

翻譯好書、最佳青少年圖書、最佳童書及美好生活書共 40 冊，同時本館網頁同步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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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網路書展」。 

(二)105 年 4 月 18-25 日：配合 2016 年世界閱讀日辦理「中華兒童叢書回顧展」，展出展

出各年級之文學類 25 冊、科學類 9 冊、健康類 10 冊及藝術類 6 冊，共 50 冊，展出

之重點為呈現當時的社會經濟環境，教育當局對國小學童的思想教育及價值觀。 

五、為維護地震發生瞬間師生閱覽查找圖書之安全，規畫辦理書庫之鋼製書架頂部拉桿增設

工程，以增強高書架之耐震性。104 年施作 7 樓全部及六樓部份書架，105 年續編預算施

作六樓部份及五樓全部鋼製書架，得標廠商依合約將於 4 月下旬施工完畢。 

六、規則修訂： 

  (一)為因應校內外讀者入館拍攝需求(作業、參觀、婚紗，或其它因素)，擬訂「國立臺北

教育大學圖書館入館拍攝申請單」，提 1050105 組長會議討論通過。因婚紗拍攝與校友

中心業務有關，並與校友中心作橫向溝通後定稿，用以規範及管理讀者入館拍攝行為。 

(二)放寬圖書續借次數，由 1 次增為 3 次：考量圖書續借讀者仍有借用需求，但限於續借

１次之規定，必須將書帶來圖書館辦理還書，再辦理借書，增加館員及讀者的負擔，

故放寬續借次數，本案已於 1050421 圖書館組長會議通過，並公告實施。 

七、有關本校學位論文獲得佳績如下： 

（一）國家圖書館於 105 年 3 月 18 日舉辦《臺灣最具影響力學術資源統計結果發佈記者會

暨頒獎典禮》，其中【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使用統計結果，本校榮獲三項

殊榮，足見本校研究生的學位論文被使用度高，圖書館鼓勵研究生於提交學位論文

時選擇「立即公開」，期能與研究同道更快更多分享成果，達到資源共享之目標，並

有助提升本校學術研究影響力。本校榮獲三項殊榮如下： 

1.最佳學術曝光獎（104 年點閱率最高之大學校院）：本校榮獲「公立大學組」第 4 名  

2.知識分享獎（104 年電子全文下載率最高之大學校院）：本校榮獲「公立大學組」第

3 名  

3.學術影響力獎（綜合指標最高之大學校院，博碩士論文授權全文數、送存率、點閱

率及下載率，各占 25%）：本校榮獲「公立大學組」第 4 名 

（二）本校與華藝數位股份有限公司簽訂【博士、碩士論文授權電子出版合約】，該公司結

算本校 104 年本校學位論文被下載使用之權利金共 85,222 元，較 103 年的 62,888

元增加 22,334 元，較 102 年的 53,982 元增加 31,240 元，足見本校學位論文被使用

度逐年提升。 

八、安排 2016 年上半年【北教大名師講座】及圖書館專題演講如下：  

105 年 3/17 方銘健老師及陳明虔聲樂家，講題：《音樂與人生》  

105 年 5/5 鍾靜老師，講題：《親近繪本 親近數學》  

105 年 4/12 王大修老師及柬埔寨籍南洋台灣姐妹會李佩香小姐，講題：《國際觀、新住民

語言文化與學生競爭力》  

105 年 6/7 林淇瀁老師，講題：《四季──詩的色彩與光影》 

九、完成圖書館網站及行動版網頁改版作業，並於 105.1.12 正式上線啟用，提供讀者更佳的

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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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圖書館於 105 年 12 月 5 日校慶日，配合舉辦理本校創意未來學習中心開幕剪綵、揭碑儀

式，儀式中邀請貴賓有：教育部資科司林思伶次長、師培司張明文司長、李蔡彥司長、

申學庸聲樂家、簡文秀音樂家、本校校長、圖書館館長等 8 人共同開幕剪綵活動。 

(一)創意未來學習中心隸屬本校圖書館，內設有：高互動學習區、行動學習區、3D 實驗

互動區、討論小間、趣味發想區等。目的是提供本校師生有一個為提供學生利用課

外時間上網學習之空間，使用建物面積約 215m2，分為(如高互動學習區、討論小間、

3D 實驗互動區、趣味發想區)五個區域，以提供師資培育課程優先使用。 

     (二)各區域功能與設備： 

1.高互動學習區：本區現有 50 台筆記型電腦，全區分 8 個小組，每 1 小組可做獨立

討論小組。透過智慧教學錄影廣播系統 TRBS 對全體學生進行全體互動教學。 

2.討論小間：採預約式小組討論室。 

3.3D 實驗互動區：結合本校藝設系 3D 課程教學，可與學生或有興趣訪客做實驗互  

動教學。 

4.行動學習區：使用者自備 3C 產品(如平板、手機、NB、I pad 等)，提供無線上網自 

  修學習。 

5.趣味發想區：創意、發想、討論、休閒環境。 

(三)全區採用四台 (lib1、lib2 與 NTUE1、NTUE2) wifi 無線上網功能。結合單槍投影機做 4

分割畫面同步、透過自備 3C 產品(如平板、手機、NB、I pad 等)，作即時討論模式做

互動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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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第 36次校務會議教育學院工作報告 

    會議時間：105 年 05 月 17 日  

   資料範圍：104 年 12 月至 105 年 5 月 

 
教育學院 

性質 工作內容大要 日期 

院計畫 

1. 「整合型視覺形式美感教育實驗計畫」-與北師美術館合作執行。 2013.9-2016.6 
2. 「深植與拓展－教育專業學院」課程分流計畫-教育學院與社發系、心諮

系、幼教系、教經系共同執行。 2015.3-2016.3 

3. 精進師資素養計畫-6 項計畫。 2015.8-2016.7 
4. 精緻特色發展計畫-4 項計畫。 2015.8-2016.7 
5. 地方教育輔導計畫-3 項計畫。 2015.8-2016.7 

院活動 

1. 教育學院舉辦「深植與拓展-教育專業學院」課程分流計畫成果展。 2015.12.15-18 
2. 教育學院專題演講：香港教育的美麗與哀愁-對臺灣的啟示。 2015.12.29 
3. 教育學院與台大師培中心、中華適性教育協會合作舉辦「適性教育論壇」。 2016.1.9 
4. 教育學院於新竹十興國小舉辦第六期「適性探索親子營」 2016.1.23-24 
5. 教育學院院級交換學生甄試(德文組) 2016.2.3  
6. 教育學院專題演講：「教育、輔導、諮商、治療、矯治 - 我的志業與系統

合作之關係」。 2016.3.4 

7. 教育學院舉辦視覺形式美感教育實驗計畫線上施測說明會。 2016.3.4 

8. 教育學院與正念減壓中心合作舉辦「2016 正念的力量活動」。 2016.3.11-13
、16-20 

9. 教育學院專題演講：「OECD 跨界資料庫與論文引用趨勢」。 2016.4.27 
院教師
評鑑 

1. 教育學院申請教師終身免評鑑共計 2 位教師、當次免評鑑共計 3 位教師、
教育系、教經系、心諮系、社發系申請教師評鑑案共計 6 案。  

院教師
評審 

1. 辦理教育學院共 3 位教師申請升等副教授案、1 位申請升等教授案。辦理
教育學院教師申請休假進修案 4 案。 

2. 新聘 1 位專任教師、11 位兼任老師、１位業界教師。 
 

院務 

1. 教育學院訂定「新聘專任教師作業規定」、「新聘專任教師升等作業規
定」，修訂「教師評鑑準則」、「本院教師聘任與升等審查準則」，更新「推
薦國外/國內優良學術期刊一覽表」。 

2. 教育學院設置「創新服務設計與產業實作學分學程」。 

 

 

教育學系（含教育創新與評鑑碩士班、生命教育碩士班） 
性質 工作內容大要 日期 

學術 
活動 

2015 芝山新秀學術研討會 2015.11.21 
精彩教育人-「造橋工人」筆記 Miss Yeh 在底特律的跨文化教學 
          -小香菇愛上學 
          -專題式學習可以這樣玩 

2015.11.29 

教師 
動態 田耐青、黃永和老師參訪美國巴爾的摩 Success for all 基金會及三所中學 2016.1.27-2.

4 
    

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含教育政策與管理碩士班、文教法律碩士班、教育政策與管理博士班） 
性質 工作內容大要 日期 

學術 
活動 

教育相對論系列講座：教育應該不一樣(嚴長壽總裁) 2015.12.17 
教經系系學會於臺中市西屯區重慶國小辦理寒假學生服務梯隊(小熊維尼多元
教育生活營) 2016.1.23~29 

教育相對論系列講座：臺灣的教育缺與盲(作家楊照) 2016.3.29 
教育相對論系列講座：教育創新警覺力(吳靜吉教授) 2016.4.19 
文教創業與行銷企劃書競賽 2016.4.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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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教育學系（含特殊教育碩士班、早期療育碩士班） 
性質 工作內容大要 日期 

活動 

專題講座：特教班與資源班教學及班級經營策略分享(II) 2015.11.27 
專題講座：特教班實施差異化教學實務分享 2015.12.08 
專題講座：我的職業生涯規畫 2015.12.10 
學習策略系列講座-透過案例撰寫與討論增進親師合作的溝通技巧與策略 2016.3.10 
教師精進教學講座-故事繪本教學~手工書編製實務 2016.3.22 

 
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含碩士班） 
性質 工作內容大要 日期 

演講 

日本兒童人權的發展(講者:梅野政信教授、新福悅郎教授) 2015.12.7 
教甄即興創作教具實作輔導(講者:李依恬老師) 2015.12.9 
特殊幼兒親子共讀實務策略(講者:陳阿月老師) 2015.12.10 
走。未來的路：幼教師專業旅行的新方向(講者:蘇偉馨董事長) 2016.01.08 
敢於做夢，勇於實現(講者:范瀞勻幼教系系友) 2016.03.22 

 
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研究所（含課程與教學碩士班、教學傳播與科技碩士班、博士班） 
性質 工作內容大要 日期 

學術 
活動 

104 年度教傳組所友大會 2015.12.05 
104 年度教傳組所友會聯誼活動－平溪菁桐一日遊 2015.12.11 
課程與教學研究所創所 20 週年慶祝會 2015.12.20 
103 級教育傳播與科技碩士班資訊實作展 2016.01.12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博士班資格考 2016.2.17-2.19 

 
心理與諮商學系（含碩士班） 
性質 工作內容大要 日期 

 

舉辦「專輔見習成果發表會」邀請七位專輔老師蒞臨指導 2016.1.7 
接待日本兵庫教育大學參訪及學術交流 2016.3.7 
舉辦星光大道- 來自心 sing的你 2016.3.23 
舉辦專題講座：如何籌辦國際型研討會 2016.4.7 

舉辦心諮之夜- 2016 心諮之夜 × 起嗆起嗆心電線 2016.4.12 

大四教程生至大湖國小進行駐校三週實習 2016.4.25-5.13 

系務 
與日本京都立命館大學簽定合作交流協議書 2016.3 
系主任選薦會議 2016.3.15 

 

社會與區域發展學系（含碩士班） 
性質 工作內容大要 日期 

學術 

活動 

2015 年跨國文化體驗教學實踐國際研討會-二代培力政策與計畫執行檢討 2015.12.19 

王大修老師帶領七位學生前往中國大陸珠海中山大學、上海台商進行海外實

地學習。 
2015.12.26-30 

申請教育部、國泰人壽慈善基金會「國中小越南語（英語）生活營」計畫 20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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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第 36次校務會議人文藝術學院工作報告 

105.4.20 

◎ 計畫執行 

一、 「104-105 北二區教學資源整合分享-專業內容策展特色人才培育計典範轉移計畫」

(藝設系、文創系)執行。 

二、 「教學卓越－子計畫《9》:3D 列印「創客」特色人才培育」執行。 

三、 「藝術、文創與音樂人才分流計畫」(藝設系、文創系、音樂系)執行。 

◎ 人文藝術學院學程： 

一、 專業內容策展學分學程、創客特色人才學分學程執行。 

二、 當代藝術評論與策展研究全英語碩士學位學程執行。 

◎與台大交流 

   105.3.11(五) 拜訪台大電機資訊學院(台灣大學博理館 201會議室)。 

 

國際交流合作 

單位 名稱/內容 地點 日期 

語創系 
海外實習 

林文韵老師帶領華語文碩士班同學前往 
香港弘立書院 12/7-12/11 

人文藝術

學院 
英國南安普敦大學 2016碩博士課程說明會 

藝術館 405 

國際會議廳 
1/5 

兒英系 
前往日本鹿兒島大學及其附屬中小學校洽談

學生實習事宜  
日本鹿兒島 2/14-2/18 

人文藝術

學院 

與 Art Academy of Latvia來訪教授商討兩校交

流合作事宜 
藝術館 310 3/29 

音樂系 美國史丹佛大學交流演出 美國 4/4-4/12 

學術活動 

單位 主題 日期 地點 備註 

音樂系 校慶音樂會 12/3 雨賢廳  

人文藝術
學院、語創
系、麋研齋 

第 14屆全國硬筆書法頒獎典禮 12/5 學生活動中心 405  

台文所 
《打破暗暝見天光》人權講堂系

列講座 

12/18、1/8、

3/25、4/22 
至善樓國際會議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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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系 協奏曲比賽 12/23-24 雨賢廳  

台文所 
第十二屆國北教大台文所所內

研究生學術研討會 
1/13 篤行樓 601  

藝設系 藝術組大三大型展演「Ⅲ」 1/5～1/14 四四南村公民會館  

文創系 
大四畢製預展【創試劑】)臥龍

29巷內 
1/5～1/10   

藝設系 設計組大三大型展演「轉換」 1/8～1/12 松煙文創園區  

音樂系 歌劇期末展演 Opera Viva 1/9   

音樂系 105年全國音樂術科考試 2/13-2/15 音樂系館、雨賢廳  

人文藝術
學院、藝設

系 

新一代設計展暨人文藝術季開

幕式 
4/26 

篤行樓一樓及周圍

廣場 
 

人文藝術

學院 
人文藝術季-野餐音樂會 4/26 阿波羅廣場  

音樂系 系友音樂會 4/28 M104  

學生活動/獲獎 

單位 名稱/內容 日期 備註 

文創系 

105級(大四)張岳、陳彥瑋、李唯銓、陳逸
軒、陳文偉 
台北文創松菸天空創意節作品【「：Project 
carrier」】獲首獎+100萬製作費 

12/2-12/13 

臺北文創 

http://www.tnhf.c

om.tw/index.aspx 

兒英系 英文板書基本能力鑑定 12/22~12/23 行政大樓 407室 

藝設系 夜碩一廖偉淇同學榮獲 2015臺灣工藝競賽「美術工藝」組二等獎，獎金 40萬元 

藝設系 藝四甲 張秉程同學榮獲第 26屆長洪盃武術博覽會青年組兵器、拳術雙料冠軍 

語創系 

【2015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文學獎】 
◎新詩組 
特優：語二乙柯祖皓《觀音山下》 
優選：語三乙楊錦秋《飛鳥和魚》、語碩一賴冠樺《不要驚動不要喚醒我所親愛》 
佳作：語一乙楊創雲《一生一》、語二乙粘祐瑄《愛是一種退化》、語碩二楊敏夷《女
人的代價－武曌》、語碩一潘柏霖《你沒辦法推薦我一本詩集》 
◎散文組 
特優：語二乙粘祐瑄《伴》 
優選：語一甲郭家瑋《台北對談》、語三甲施藝蓁《船》 
佳作：語三乙楊錦秋《我在潛意識裡尋找你》、語一甲張庭瑋《一道傷疤》、語碩二
楊敏夷《叩問》、語二乙王昱婷《小事》 
◎極短篇組 
特優：語三乙蔡伃婷《魚缸》 
優選：語一甲郭家瑋《雪》、語三甲施藝蓁《紙船》 
佳作：語二乙陳佑鎧《甜》、語碩二黃馨儀《們》、語一乙陳星宇《百年數人》 

藝設系 
碩士班三年級學生蕭逸玫參加 104全國美術展油畫類入選 

作品名稱:「躍」 

藝設系 
大學部藝四甲學生吳政融參加 104年第三屆新像攝影大賽專題故事組人氣獎 

作品名稱:「美麗淨行式」 

藝設系 大學部設計組四乙黃鈞同學入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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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15光陽設計挑戰盃 

2.2016Yodex新一代設計產學交流三陽未來二輪主題競賽 

藝設系 大學部藝術組四甲學生吳政融參加 104年第三屆新像攝影大賽專題故事組人氣獎 

藝設系 碩士班藝術創作組三年級學生蕭逸玫參加 104全國美術展油畫類入選 

藝設系 

大學部設計組四乙楊佩穎、江明貞入圍 2016 Yodex新一代設計雄獅文具產學獎 

大學部設計組四乙王劭萱、張天馨入圍 2016 Yodex新一代設計雄獅文具產學獎 

大學部設計組四乙黃  鈞入圍 2016 Yodex 新一代設計三陽機車產學獎 

大學部設計組四乙賴妍蓉入圍 2016 Yodex 新一代設計金點新秀獎 

大學部設計組四乙盧霈萱入圍 2016 Yodex 新一代設計金點新秀獎 

教師動態 

單位 
教師 
姓名 

內容 

語創系 
林文韵老師、盧

欣宜老師 

105年 4月 3日~10日至美國雙語小學進行華語文實習學校洽談 

人事異動 

單位 職稱 姓名 異動說明 備註 

音樂系 助理教授 王雅蕙 新進專任教師 105/2/1起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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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第 36次校務會議理學院工作報告 

105.4.26 

一、理學院重要院務報告： 
1.重要計畫研提與執行： 

（1）本院執行 104-105年度教卓計畫—子計畫《10》科技專業特色人才培育（SCIENCE）

重要活動： 

日期 地點 活動名稱 辦理系所 
105.1.11～

105.1.15 

篤行樓 1樓川堂 素描、電腦繪圖與數位媒體整合設計之期末專題

展 

數位系 

105.1.26 科學館 B505教室 高中生之數位設計體驗營隊 數位系 

105.3.3 科學館 B306教室 海洋科普工作坊 I:海洋浮游動物 

國立中山大學博士後研究員徐培凱博士 

自然系 

105.3.3、

105.3.10、  

105.3.17、

105.3.24、 

105.3.31 

科學館 B206教室 配合「數學遊戲」課程執行教卓計畫 數資系 

105.3.4～105.3.6 科學館 B101階梯教

室 

臺灣專業運動防護員協會 105年度丙級運動傷害

防護員講習會 

體育系 

105.3.9 科學館 B101階梯教

室 

3D列印技術在教育與藝術領域的應用 

美洛克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傅孝暘先生 

自然系 

105.3.10 科學館 B206教室 科學活動實作工作坊  梅期光老師（國中自然領

域退休教師暨拜耳公司科學志工科教顧問） 

自然系 

105.3.11 活動中心 405室 講題：如何成為一位專業體能訓練員 

講師：鄭維軒 

體育系 

105.3.17 科學館 B306教室 海洋科普工作坊 II:海洋底棲甲殼動物  何平合

助理教授（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環境生物與漁業科

學學系） 

自然系 

105.3.19、105.3.26 創意館 WEB UI/UX設計工作坊 數位系 

105.3.25 體育館舞蹈教室 體能工作坊-系列一：賽前熱身--如何成為一位

專業體能訓練師  講師：鄭維軒 

體育系 

105.3.26 歷史博物館 本系盧姝如老師「設計美學」課程帶在職生前往

國立歷史博物館參觀普普˙塗鴉─凱斯哈林特

展 

數位系 

105.3.26～

105.3.27 

篤行樓 Y801教室 桌上遊戲設計體驗工作坊（初階） 數資系 

105.3.29 篤行樓 Y701教室 邀請日本卡普空臺灣分公司舉辦徵才說明會 數位系 

105.3.30 科學館 B101階梯教

室 

建構與世界接軌的國小科學教育的重要性  梅期

光老師（國中自然領域退休教師暨拜耳公司科學

志工科教顧問） 

自然系 

105.3.31 體育館舞蹈教室 體能工作坊-系列二：重量訓練概論 

講師：鄭維軒 

體育系 

105.4.1 體育館舞蹈教室 體能工作坊-系列三：重量訓練實作 

講師：鄭維軒 

體育系 

105.4.9～105.4.10 科學館 B101階梯教

室 

體適能健身指導員 C級證照研習會 體育系 

105.4.14 科學館 B306教室 海洋科普工作坊 III:海洋哺乳動物 

國立台灣大學博士後研究員林子皓博士 

自然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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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4.23～

105.4.24 

篤行樓 Y801教室 桌上遊戲設計體驗工作坊（進階） 數資系 

105.4.26 大同公司、大同大

學 

企業參訪（大同公司、大同大學媒體設計系） 數資系 

2.其他重要工作項目： 

（1）辦理本院第六任院長選任相關業務。 

（2）辦理本院專任教師 104學年度第 2學期「教師升等申請案（含著作外審）」相關業

務。 

（3）辦理本院專任教師 104學年度第 2學期「教師評鑑申請案（含當次免評鑑）」相關

業務。 

（4）辦理本院 105學年度第 1學期「教育學程開課案」。 

（5）配合教發中心通知，辦理 104學年度「教師教材與教學著作獎勵」申請推薦作業。 

（6）配合教務處通知，辦理 104學年度「全校教學優良獎」第二階段推薦作業。 

（7）配合教務處通知，彙整本院各學系全校性重要行事於 105學年度全校行事曆中。 

（8）配合教務處通知，研訂 105年度下半年「研究所招生宣傳作業」之活動與經費補助

計畫。 

（9）配合人事室通知，研訂院級「新聘專任教師聘任作業規定」、「新聘專任教師升等

作業規定」。 

（10）因應 105年度教師學術研究獎勵申請，配合定期檢視與增刪本院推薦國內、國外

優良學術期刊清冊。 

（11）辦理 104學年度理學院五系系學會聯合活動 

活動名稱：理學院聯合之夜【Star Wars—原理覺醒】 

活動時間：105.5.13（資科系系學會主辦，各學系系學會協辦） 

（12）本院申請科學館廁所整修，獲教育部補助部分工程經費 360萬元，另整修工程業

已招標完成，暫訂於 105.6.27開工，預計施工為期約 2個月（105年度暑假期間）。 

3.本校校園樹木保護小組重要工作： 

（1）辦理「資源再利用，環保 DIY活動---製作環保清潔劑」活動（與環安組合辦）：

3/25。 

4.榮譽榜（本院教師優良事蹟） 

（1）恭賀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劉宣谷老師榮升教授。 

（2）恭賀體育學系楊啟文老師榮升副教授。 

（3）恭賀本院教師組隊參加本校教職員工桌球競賽，榮獲第四名。 

二、數學暨資訊教育學系（含碩士班） 
1.學術活動（研討會/演講） 

日期 地點 題目 主講人 備註 

105.4.25（一） 科學館 B207教室 
從十二年國教將程式設計訂為必修

課程談運算思維的教育理念與實務 

新北市五股區德音國民小學 

張原禎老師 
 

105.4.25（一） 科學館 101教室 我的學術研究與論文指導心得 
台北市立大學 

鄭英豪老師 
 

2016.5.9(一) 科學館 101教室 
運算思維的教育理念、 

政策趨勢與教學實務 

德音國民小學借調新北市教育

局張原禎老師 
 

2016.5.31(二) 科學館207教室 
【職涯輔導講座】玩出大能力，玩

出興趣 

中華生活數學推廣學會 

李勝義理事長 
 

2016.6.7(二) 科學館 101教室 
機器人在程式設計教育的創新應用

與趨勢 

翰尼斯企業有限公司 

曾吉弘講師 
 

http://www.robotkingdom.com.tw/


 

454 
 

2.研習營活動 

（1）辦理「玩數總動員數學益智成長營」梯隊活動：1/24～1/31。 

3.榮譽榜 

（1）數資系學生 105學年度錄取「碩、博士班推薦甄試考試」人數總計 7名。 

（2）數資系學生參與第 37屆北部大專院校北數盃獲獎如下： 

A.桌球團體賽榮獲冠軍殊榮。 

B.女子籃球團體賽榮獲殿軍殊榮。 

三、自然科學教育學系（含博士班、碩士班） 
1.學術活動（研討會/演講） 

日期 地點 題目 主講人 備註 

105.3.9(三) 

15:30~17:30 

科學館 B101 

階梯教室 

3D列印技術在教育與藝術領域的

應用 

美洛克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傅孝暘先生 
 

105.3.30(三) 

15:30~17:30 

科學館 B101 

階梯教室 

建構與世界接軌的國小科學教育

的重要性 

國中自然領域退休教師暨拜耳公司

科學志工科教顧問  梅期光老師 
 

105.4.20(三) 

15:30~17:30 

科學館 B101 

階梯教室 

物理演示之開發與改進：15年回

顧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物理學系 

張慧貞教授 
 

105.4.27(三) 

15:30~17:30 

科學館 B101 

階梯教室 

Profiling Genome Wide DNA 

Methylation in Zoo 

(動、植物基因體的 DNA甲基化) 

中央研究院植物暨微生物學研究所   

陳柏仰助研究員 
 

105.5.18(三) 

15:30~17:30 

科學館 B101 

階梯教室 
"新型海浪發電系統"相關題目 

萬能科技大學光電工程系周鑑恆教

授 
 

2.研習營、基本能力分級鑑定活動 

（1）辦理「第二屆國小自然領域教材教法之創新與實踐」學術研討會：1/8。 

（2）辦理「104學年度自然科學基本知能及教學基本能力分級鑑定」第一階段紙筆測驗：

5/17。 

3.榮譽榜 

（1）自然系學生 105學年度錄取「碩、博士班推薦甄試考試」人數總計 14名。 

四、體育學系（含碩士班） 
1.學術活動（研討會/演講） 

日期 地點 題目 主講人 備註 

105.01.05（二） 體育館 K205教室 
臺灣運動人才培育之展望 

(教師專業成長講座) 

救國團運動處 

簡鴻檳處長 
 

105.03.11（五） 活動中心 405室 如何成為一位專業體能訓練員 
專業體能教練 

鄭維軒先生 
 

105.03.21（一） 體育館 K205教室 如何成為優秀專業經理人 
陳峙存(本系 96級學長-南山

人壽襄理) 
 

105.04.09-10 科學館 101教室 
105年體適能健身指導員證照研

習會 

中華民國健身運動協會講師

群 
 

105.04.23-24 

體育館 205教室、舞

蹈教室及 3樓綜合球

場 

精進師資素質計畫：提升體育專長

師資生之專業素養與教學知能-體

育課程規劃與教學講習會 

大專體總講師群(與大專體

總合辦) 
 

105.04.22 
台北市雙溪國小露

營營區 

104探索教育融入小學課程行動

策略計畫-探索教育實習課程 
薛銘卿老師  

2.研習營活動 

（1）辦理「學校體育發展暨校務交流（宜蘭縣黎明國小）」：1/15。 

（2）辦理「提昇偏鄉海洋運動能力計畫-中角國小海洋運動營」：1/17～1/18。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lonNQFaP0DnzxuyQurXs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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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辦理「教檢模擬考、教甄模擬考、教檢試題分析(一)、教檢試題分析(二)」：1/23

～1/26。 

（4）辦理「提升體育專長師資生之專業素養與教學知能講習會」：3/26。 

（5）辦理「104提昇偏鄉海洋運動能力計畫成果展（金山中角國小）」：4/8。 

3.榮譽榜 

（1）體育系學生 105學年度錄取「碩士班推薦甄試考試」人數總計 8名。 

（2）體育系學生 105學年度原住民公費分發情形： 

a.106級陳煜君同學 分發宜蘭縣大同國小。 

b.106級黃詩筠同學 分發宜蘭縣蓬萊國小。 

（3）榮獲「中華民國大專校院 105年度教職員工網球賽」男甲組亞軍。 

五、資訊科學系（含碩士班） 
1.學術活動（研討會/演講） 

日期 地點 題目 主講人 備註 

105.3.15(二) 

13:30~15:30 
視聽館 F408教室 工業物聯網之無線感測技術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電子工程系   

游允帥助理教授 
 

105.3.29(二) 

13:30~15:30 
視聽館 F408教室 

SDN Research: Experiences 

and View Sharing 

國立交通大學資訊工程系 

王協源教授兼網路工程研究所所長 
 

105.4.12(二) 

13:30~15:30 
視聽館 F408教室 IT人的它經濟時代 

信義房屋資訊長 

蔡祈岩先生 
 

105.5.3(二) 

13:30~15:30 
視聽館 F408 TAAZE讀冊生活 

學思行數位行銷股份有限公司-張

天立董事長 
 

105.6.7(二) 

13:30~15:30 
視聽館 F408教室 資通科技在產業之應用與機會 

中國文化大學資訊工程學系 

洪敏雄教授兼系主任  
 

2.研習營、基本能力分級鑑定活動 

（1）辦理「104學年度資訊科基本能力分級鑑定」：3/5。 

（2）辦理「怪獸小學培訓營（南投縣文昌國民小學）」：2/1～2/5。 

3.榮譽榜 

（1）資科系學生 105學年度錄取「碩士班推薦甄試考試」人數總計 5名。 

（2）「2015亞洲智慧型機器人運動競技大賽」，榮獲「自走車摸黑 A組(樂高組)」佳作(共

7組) 

作品名稱：老龍腦怒鬧老

農 

學生：柯永昌、王浩軒、王亭懿、王祥捷（許佳興副教

授指導） 

作品名稱：遊戲 boy1號 學生：林承達、張勝富、朱凱麟、沈柏劭（許佳興副教

授指導） 

作品名稱：侮辱皆神 學生：張博崴、陳冠龍、詹于陞（許佳興副教授指導） 

作品名稱：君王傑森 學生：馮才昇、邱楹傑、王偉任、黃君喬（許佳興副教

授指導） 

作品名稱：夯哥 3.0 學生：林宣佑、許祐晨、王可萱、何正卿（許佳興副教

授指導） 

作品名稱：天上人間 學生：巫自和、楊道偉、李姿妤、張雅婷（許佳興副教

授指導） 

作品名稱：VTEM 學生：李為德、蔡勝安、黃俐欣、朱詩婷（許佳興副教

授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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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數位科技設計學系（含玩具與遊戲設計碩士班） 
1.學術活動（研討會/演講） 

日期 地點 題目 主講人 備註 

105.03.21（一） 篤行樓 Y401 廣告設計與行銷美學 
台灣知識庫數位內容服務部 

吳文麗經理 
 

105.03.24（四） 篤行樓 Y502 影像藝術與造型設計 
台北當代藝術館 

石瑞仁館長 
 

105.03.25（五） 明德樓 C621 數位藝術與影像 
台東大學 

林永發教授 
 

105.03.29（二） 篤行樓 Y701 卡普空未來研發說明會 台灣卡普空公司開發部  

105.04.26（二） 篤行樓 Y704 
面試大哉問 

（職涯輔導講座） 

崇右技術學院 

蔡長青助理教授 
 

2.研習營、工作坊活動 

（1）辦理「數位科技設計創意體驗營」：1/26。 

（2）辦理「2016 WEB UI/UX」課程：3/19、3/26、4/9。 

（3）辦理「2016第 35屆新一代設計展」：5/13-16（世貿 3館）。 

3.榮譽榜 

（1）數位系學生 105學年度錄取「碩士班推薦甄試考試」人數總計 8名。 

（2）「ZBrush國際競賽」：玩遊所在職班周伯翰同學（巴白山教授指導）榮獲優勝獎、

入圍獎三項等共四項國際獎。 

（3）「全國大專院校 104國術內家拳」：玩遊所碩士班盤芹綺同學榮獲第二名。 

（4）「2015通訊大賽智慧城市應用服務設計競賽」：玩遊所碩士班溫存立、古兆鈞、袁

鼎皓同學（林仁智老師指導），以作品「愛清潔」榮獲概念組第一名。 

（5）「經濟部 3D列印設計競賽」：（盧姝如老師、巴白山老師、楊孟哲老師指導） 

A.榮獲學生組第一名 

作品名稱：金猴小夜燈 

參賽者：玩遊所碩士班陳紀廷、張晟恒、林邦右  

B.榮獲學生組第二名 

  作品名稱：猴轉乾坤 

  參賽者：玩遊所碩士班陳紀廷、張晟恒、張堯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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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第 36次校務會議進修推廣處工作報告 

進修教育中心 

一、105學年度招生考試第 1階段考試將於 4月 17日舉行筆試，經招生委員會議決議確認各

班別最低錄取標準後，將於 5月 2日放榜並寄發考生成績通知單。 

二、105年 5月 16日至 6月 17日受理 105學年度第 1學期夜間暨週末假日班學生就學優待

申請。 

三、105年度暑期班課表於 5月 2日公告，並已於 5月 12日完成第一階段預選作業；105學

年度第 1學期夜間暨週末假日班開排課作業刻正進行中，預計 6月 8日公告 105學年度

第 1 學期夜間暨週末假日班課表，6 月 15 日至 7 月 20 日進行夜間暨週末假日班第一階

段預選作業。 

四、105年 5月 2日至 5月 31日辦理暑期班住宿申請。6月 1日至 6月 24日辦理暑期班停車

證申請相關作業。 

五、依「進修推廣處碩士學位考試實施要點」之規定，本學期各所、系提出預估畢業生清冊

期限為 5月 13日止，已通知各所、系依相關規定辦理。 

六、105 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新生訂於 6 月 5 日(星期日)辦理新生報到註冊，備取生報到註

冊時間為 6月 14日(星期二)。 

七、105 年 8月 6 日上午舉辦 104 學年度夜間暨周末假日班畢業典禮，下午舉辦 105 學年度

新生始業式。 

八、105 學年度幼教專班預定招收台北 16 學分班一班、宜蘭 16 學分班一班，相關考試作業

依教育部公告期程辦理。 

 
推廣教育中心 

一、 104 年「鞍山師範學院聯合培養學前教育研究生課程」於 9 月順利結束，鞍山師範

學院及其師生對於本校於課程、參訪、住宿等方面之規畫皆感賓至如歸。故今(105)

年本處再次與鞍山師範學院接洽，雙方皆有高度合作意願，已於今(105)年四月簽

定「鞍山師範學院委託辦理教育研究培訓課程」共同合作協定書，並將自 6月 4日

至 8 月 27 日止接待來自鞍山師範學院師生共三十名。感謝幼兒與家庭教育學系蔡

敏玲主任及全體教師協助規劃課程及師資，亦感謝校長、總務處、語文與創作學系

周美慧主任及華語文中心協助協調住宿事宜。 

二、 「篤行樓 Y802闈場改建設計與設備採購專案」自 104年 12月始規劃，已於今(105)

年 2 月 5 日完成改建及驗收。自 2 月 6 日起迄 4 月 25 日止已陸續出借予音樂系、

教務處註冊組、學務處衛生保健組、進修推廣處進修教育中心等單位舉辦招生考試

等用途。近期本中心正與總務處事務組共同修訂「篤行樓 Y802 闈場的管理辦法及

要點」，預計於五月行政主管協調會議時申請提案審查，經行政主管協調會議通過

後，再向上提案。 

三、 幼兒園園長專業訓練班自 101年起每年皆受新北市、桃園市、基隆市、宜蘭縣等縣

市政府委辦，由本中心聯合招生，每年舉辦兩期，為校務基金之穩定收入來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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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105)年 1 月方結束 104 學年度第 1 期，同時亦積極與台北市政府接洽、爭取台

北市政府之委辦，已於 105 年初簽定委辦契約，並於 105 年 2 月 23 日開班之 104

學年度第 2期加入聯合招生。近期台北市政府、桃園市政府、宜蘭縣政府、基隆市

政府之委辦合約期即將屆滿，但已確定取得包含新北市政府及其他四縣市政府之委

辦意願，近期正陸續簽訂契約書，並同時規劃 105學年度第 1期幼兒園園長專業訓

練班，預計將於 6月公布招生訊息、9月中開班。 

四、 本中心由衷感謝各系所師生及行政單位鼎力相助本中心為期共 12日之 2016冬令營，

及為增益本校校務基金所做之共同之努力及犧牲，各系所協助之課程的課程系所規

劃收益及對於校務基金之增益如下表所示。近期本中心 2016 夏令營已完成課程徵

件，正評估課程內容及財務預算中，預計於 5月 1日起正式開放招生。 

2016冬令營系所課程收入統計 

系所 系所規劃費總額 校務基金總額 

特別感謝體育系：李加耀主任 

指導開設課程 
 $     86,393    $  172,776   

特別感謝數位系：范丙林主任 

介紹合作單位開課課程 
 $     35,659    $  142,635   

特別感謝自然系：盧秀琴主任 

介紹合作單位開設之課

程 

 $      2,658    $    4,032   

總金額  $    124,710    $  319,443   

五、 為促進兩岸合作教育事業之發展及增進教育界人事之學術及實務交流，自 103年起

本中心即積極與中華文化經濟交流協會、山東省濟南容德文化傳播有限公司、鞍山

師範學院等單位接洽、合作，於 104年共承辦來自四川省各方校長或教師培訓之一

日案 8起、山東國學教育種子教師來台研修案、鞍山師範學院聯合培養學前教育研

究生課程案等；也同時接待來自山東濟南幼兒師範高等專科學校與其他單位，期望

能促成更多交流機會。截至 105年 4月止，除穩定合作對象外，山東曲阜師範大學

之貴賓將於 5月初至本校交流、簽訂合作協議書，並商討後續合作事宜。 

六、 為提升推廣教育中心網路報名系統之效能，已於 104年提出 105 年度推廣教育中心

網路系統重建計畫，並於同年完成提案及報價。105 年現階段正規劃及微調細部架

構並編寫需求規劃書，預計於 6月底招標，7月開始動工，並於 105年 12月前完成

驗收，自 106年起正式對外開放啟用。 

七、 平日常態班課程如兒童硬筆書法班、兒童毛筆書法班、瑜珈提斯周六班等持續穩定

開班；105 年 3月起增加與品學堂股份有限公司合作，開設 PISA閱讀素養養成常態

班，並與該合作企業規劃暑期課程，期望能更多元化 2016 夏令營課程；課程與教

學傳播科技研究所欲與本中心合作隨班附讀之課程，經查核本校尚未有相關實施要

點，故本中心將於五月行政主管協調會議提出「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辦理隨班附讀作

業要點」。 

八、 104 年 12 月起與兒童英語教育學系陳嘉煥老師接洽合辦「2016 英國牛津哈特福學

院暑期遊學團」，自 3 月 7 日開始對本校校內學生開放報名至 5 月 1 日。截至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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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日止已有 15人報名參加，本團將於 7月 30日出發前往英國牛津哈特福學院，接

受為期兩週的課程訓練。近期正與陳嘉煥老師及英國牛津哈特福學院確認行程及費

用事宜，本案對於開拓學生視野有一定程度之幫助，並會提撥總收益之 30%為校務

基金。預計 106年本校將以學分班模式續辦，並與東吳大學聯合辦理招生。 

九、 105年與社會區域發展學系王大修老師聯合承辦「國中小越語(英語)生活營」，本案

由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國泰慈善基金會、丁善理先生紀念基金會補助，並委

辦本校社會區域發展學系負責課程規劃、本中心負責協助招生、住宿、交通等庶務

性事務。預計越南丁善理紀念中學共 26 位師生將於 6 月底來台協助教授課程，目

前正積極透過社群網站、發公文至各國中小學、實體店面公告等方式對外招生。 

十、 依據教育部來函，已於 4 月 15 日送出 105 學年度樂齡大學補助申請計畫，確認本

校共開設一班，每班學員 25～30 人，每人酌收學費 5 千元整，預計向教育部申請

補助金額為 33 萬元整。本補助計畫主持人為本處林詠能處長，執行單位包含教育

系、體育系、社發系洪士峰老師。推廣教育中心為課務協辦單位。計畫執行時間擬

定於 105 學年度上下學期周四全日(6 小時)以及週五上午(3 小時)，一學期 12 周，

共計 216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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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第 36次校務會議人事室工作報告  

一、 於 104年 12月 22日週知教師，茲就「教育部審議教師違反送審規定案例 88-99

年舉要」，摘列部分違反學術倫理案例，請本校教師於論文發表及申請升等時宜

特別注意相關規定。 

二、 通知自 105.1.1起公教人員實施一般健檢應於下列三大醫療機構範圍實施(衛生福

利部評鑑合格之醫院及教學醫院、經財團法人醫院評鑑暨品質策進會（以下簡稱

醫策會）健康檢查品質認證之診所、勞動部認可辦理勞工一般體格與健康檢查之

醫療機構)，違者經費無從補助。 

三、 轉知有關性別工作平等法第 20條規定，家庭照顧假之「家庭成員」   定義，

應依勞動部函釋規定辦理，即民法第 1123條規定之家屬或視為家屬者亦屬之；教

師申請家庭照顧假，服務學校必要時得請其提供相關證明文件，至證明文件之形

式，法無明文，足茲證明受僱者有須親自照顧家屬之事實已足。 

四、 轉知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105年 1月 1日起生效之健保新制訊息，平均眷

口數由 0.62人調降為 0.61人，一般保險費率調降至 4.69%、補充保險費率調降至

1.91%，及補充保險費利息、股利、租金、執行業務收入扣費門檻由 5千調整至 2

萬元，詳請請上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網站查詢。 

五、 為悼念南臺灣地震罹難同胞，本校取消訂於 105年 2月 18日(星期四)上午 9:30

於本校大禮堂舉行之新春團拜，並為受難朋友祈禱祈福。 

六、 依行政院函頒「推動 ODF-CNS15251為政府文件標準格式實施計畫」，政府檔案文

件需為開放性檔案格式，以便利公眾使用。鑑於公開於「公務出國報告資訊網」

之出國報告，僅提供民眾查詢瀏覽，係屬非可編輯之文件，爰採用 PDF之文書格

式。自即日起，各機關(構)、學校於「公務出國報告資訊網」登錄出國報告相關

資料時，請將所有電子檔以 PDF格式上傳，並請出國報告專責人員於點收出國報

告時，檢視電子檔規格是否為 PDF格式。 

七、 轉知銓敘部函，公務人員係國家推動政策之重要人力資源，請重視公務人員身心

健康問題，提點公務人員應重視自主健康管理，並儘可能運用資源，協助同仁健

康維護；對於罹疾病者，宜積極督促其就醫接受治療。 

八、 人事行政總處為落實政府資訊與個人資料保護法，並強化國民旅遊卡檢核系統使

用者登入安全性，以專案委託聯合信用卡處理中心，修正檢核系統部分功能，並

已於 105年 4月 14日正式上線，本室已轉知密碼設定條件規則及簡要整理常見問

題供同仁參考。 

九、 為促進非假日國內旅遊市場的活絡，交通部觀光局訂於 105年 3月至 6月底舉辦

「Fun心玩透全臺灣」活動，請協助加強宣傳及鼓勵機關所屬同仁踴躍參加本方案

推出之各項優惠行程。 

十、 為因應 105年防汛期來臨，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業已修正「天然災害停止上班及

上課作業 Q＆A（問答資料）」，並置於該總處網站最新消息項下，可自行上網查

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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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第 36次校務會議主計室工作報告 

一、 本室依規定簽奉校長組成出納查核小組（成員包括秘書室、人事室及主

計室）且由校長指定主任祕書擔任召集人，並於 104年 12月 1日進行出

納查核（共分六大項事務）任務，查核結果及意見已於 105 年 3 月呈核

完畢。 

二、 104年度決算書業於 105年 3月 21日編送教育部等相關單位。 

三、 科技部於 105年 4月 8日派員蒞校實施就地查核。 

四、 106年度概算業經 105年 4月 21日 104學年度第 2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

會審議通過，刻正編列預算相關表件，俟教育部通知依規定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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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台北教育大學第 36次校務會議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中心工作報告 

一、 辦理教育部委辦 104 年度師資培育之大學主管聯席會議結案及敘獎事

宜。 

二、 彙整本校101年度師資培育評鑑自我改善追蹤狀況。 

三、 辦理普通數學檢定考試。 

四、 因應教育部辦理之國小師資類科「師資生國語、數學、社會及自然領域

學科知能評量電腦化適性測驗」，預計辦理 4場次(104-2二場次、105-1

二場次)線上測驗；另依教育部 105年 2月 19日臺教師(二)字第

1050021938號函會議紀錄，研擬修正本校「各師資類科教育專業課程學

分抵免要點」。 

五、 本校申請國民小學教師加註自然領域專長專門課程規劃乙案，業已於 105

年 3月 14日報教育部審議。 

六、 函部本校 104-2「卓越師資培育獎學金學校總體輔導報告暨學生評量報

告」；並因應教育部卓越儲備教師證申請條件，邀請吳茜茵老師為卓獎生

講座二場次「如何建置學習歷程檔案」講座。 

七、 105 年度卓越師資培育獎學金計畫海外參訪活動，預定於 105 年 7 月 11

日至 15日參訪大阪教育大學及附屬平野小學。 

八、 辦理本校 104 學年度精進師資素質計畫定期工作會議、經費控管及期中

報告等相關事宜。 

九、 105學年度精進師資素質計畫申請案已通過教育部初審，依委員意見修正

計畫及經費，並於 5月 2日至教育部進行複審報告。 

十、 訂定法規本校「國民小學教師加註各領域專長專門課程以師資培育學系

本學系申請審核試辦方案實施要點」及「國民小學教師加註各領域專長

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實施要點」。 

十一、 規劃本校 105學年度教育學程甄選簡章訂定事宜。 

十二、 辦理三週集中實習事宜，並於 6 月 2 日舉辦成果發展會，邀請張明文

司長蒞臨指導。 

十三、 105學年度精緻特色發展計畫業於 3月 31日函報教育部，並於 4月 27

日參加教育部初審會議。 

十四、 105學年度史懷哲服務計畫業於 4月 11日甄選完畢，計 123名同學報

名，錄取 92名同學。 

十五、 獲教育部補助本校「105度教育部補助師資培育之大學落實教育實習輔

導工作實施計畫」部分經費 15萬元整。 

十六、105年 4月 14日公布 105年教師檢定考試榜單，本次檢定考試本校全

體通過率為 70.72％（全國通過率為 50.77％，摘自教育部 105年 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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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日新聞稿），通過教師檢定考試者，辦理後續教師證書核發作業。並

將通過名單轉知各系所及各實習指導教授。 

十七、出版地方教育輔導專書(「桌遊高手闖天關：桌上遊戲在補救教學的應

用手冊」呂翠華等著，6月出版)。 

十八、賡續辦理 104學年度地方教育輔導工作(執行期間：103.1.1-104.6.30)，

籌畫 105學年度計畫。 

十九、賡續辦理偏鄉中小學實驗試點學校典範計畫─中角國小：105年 4月 8

日美術展開幕圓滿成功，地點：中角國小活動中心，展期：105年 4月

11日至 5月 31日。 

二十、辦理 104學年度國民小學類科教學演示能力檢測，共計 27名受檢學生。 

二十一、印製完成 105 年度師資培育簡介，並自 4 月份起陸續至各縣市進行

106學年度公費生名額爭取作業。 

二十二、召開 104學年度第 1學期就業輔導暨產業實習委員會會議。 

二十三、105 年度預計補助 6 名教師參加「GCDF 全球職涯發展師」國際證照

培訓班，10月份班別共 5系所 5名教師參訓。 

二十四、補助系所辦理企業參訪、職涯輔導講座，企業參訪共補助 16場、職

涯輔導講座共補助 26場。 

二十五、104學年度第 2學期針對大三學生進行 CPAS職業適性診斷，目前完

成解測班級計 16班。 

二十六、104學年度第 2學期各系所共開設 15門產業實習課程。 

二十七、搭配就業輔導系列活動週，於 5 月第一週舉辦求職準備系列活動，

提供中英文履歷撰寫技巧、面試指導、職場彩妝及履歷健檢活動，

並辦理 105年度就業博覽會，共 41家廠商設攤，計提供 2,773個職

缺。 

二十八、完成 102 學年度畢業滿一年學生流向調查報告，調查結果預計於行

政會議上提供各系所參考。 

二十九、完成 105年度雇主滿意度問卷設計，預計於 5-6月進行問卷調查。 

三十、有關本中心新建職涯輔導網頁及問卷調查系統整合平台，已開會討論

初步需求，目前正與廠商詢價中，後續將進行招標作業。 

三十一、永齡分校課輔服務統計表(991-1042)說明如下: 

學期 合作學校/機構 學童人數 上課時數 課輔老師 師資生 卓獎生(教學助理) 

991 6 間 78 人 1664 小時 23 人 10 人 0 人 

992 17 間 183 人 3758 小時 57 人 17 人 0 人 

993 10 間 79 人 2100 小時 16 人 10人 0 人 

1001 17 間 185 人 3968 小時 67 人 22 人 3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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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2 17 間 163 人 4224 小時 70 人 32 人 50 人 

1003 10 間 86 人 1785 小時 17 人 8 人 0 人 

1011 20 間 190 人 4352 小時 78 人 41 人 52 人 

1012 21 間 221 人 5396 小時 101 人 57 人 20 人 

1013 9 間 109 人 2588 小時 19 人 13 人 6 人 

1021 18 間 183 人 4069 小時 77 人 51 人 70 人 

1022 19 間 195 人 3968 小時 74 人 49 人 42 人 

1023 8 間 69 人 2080 小時 13 人 11 人 4 人 

1031 16 間 145 人 2944 小時 55 人 35 人 15 人 

1032 16 間 172 人 3584 小時 62 人 51 人 53 人 

1033 7 間 46 人 1720 小時 11 人 9 人 0 人 

1041 15 間 144 人 3456 小時 65 人 44 人 7 人 

1042 15 間 135 人 3328 小時 59 人 48 人 28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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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第 36次校務會議計算機與網路中心工作報告 

 

一、調整新教學平台單一檔案最大上傳容量限制由原先 100MB調整為 1GB(加大 10倍)，單一

課程最大存放空間由原先 200MB調整為 1.5GB(加大 7.5倍)，如有存放空間不足之情況，

亦可向計中系統組提出空間擴大申請，此外，系統組亦持續舉辦教育訓練，推廣新教學

平台。 

二、執行教卓計畫中子計畫《4》學習無所不在~整合式學習網與課業輔導 APP，本年度所執

行之課業輔導APP可提供師生透過行動裝置進行數位學習，本案已於4月21日完成招標，

預計 9月底前系統正式上線。 

三、因舊版校內造字系統無法在 Windows作業系統(Win7、8)上安裝使用，本中心已於 104年

進行新造字系統採購上線作業，完成造字編碼匯入、提供說明網頁與安裝檔下載、系統

教育訓練、新系統上線與舊系統停用作業，讓行政人員能更便利的使用該功能。 

四、配合校務系統資料同步需求，本中心協助進行系統資料介接與單一簽入介接測試，進期

完成新教學平台、學習履歷、學分班系統等資料介接協助，以便完成系統資料同步，提

供完善的系統服務品質。 

五、完成 104學年度第 2學期有關課程使用計網中心電腦教室排課作業，已將相關課表公布

於計網中心首頁，供系所查詢並填報選課系統，於寒假期間完成 5間電腦教室系統更新，

同時依據 104學年度第 2學期排定課表，安裝相對應上課軟體，並派送完畢。 

六、「電腦教室線上設備報修系統」已於 2月 22日上線使用，若有老師及學生反應電腦教室

相關設備問題時，本中心都能即時處理及排除狀況，以提升電腦設備使用率。 

七、教育部函請本校填報「106 年度電腦經費預算表」，本中心安排於 3 月 3 日辦理各單位

填表說明會，彙整各單位相關資料後，已於期限內函復教育部。 

八、進行網路核心防火牆韌體更新，修正系統 Bug 以提供更穩定的網路服務；更換資訊機房

UPS室冷氣，以保持資訊機房供電穩定。 

九、配合全校歲末高壓機電設備維護，進行資訊機房發電機維護及停電待命以因應突發狀況；

此次全校停電，導致 4台交換器、11 台無線網路基地台異常，於春節連假後緊急進行維

修更換。 

十、協助教務處 105學年度碩博士班招生考試及進修推廣處 105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招生考

試出題闈場之電腦及區域網路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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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第 36次校務會議秘書室重要工作報告 

秘書室 

一、 每月第一、三週辦理行政主管協調會議，第二週辦理主管會報及最後一週

辦理行政會議。 

二、 辦理教師升等案校級外審事宜。 

三、 辦理校長機要業務及傳票、支票及會計憑證審核用印事宜。 

四、 辦理本校 105年度內部控制檢核彙整相關事宜。 

五、 104年 12月 31日及 105年 4月 21日分別召開 104學年度第 1次、第 2次

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會議。 

六、 105年 4月 12日召開校務發展委員會。 

七、 104年 12月 15日、105年 1月 14日、105年 4月 14日及 105年 4月 26日

召開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 

八、 105年 1月 19日召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辦理性平事件各項程序相關事

宜。 

九、 與圖書館協同辦理性平影片欣賞導讀講座，計三場。 

日期 片名 導讀講師 

5 月 17 日 大眼睛 
洪美鈴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心輔組兼任心理師 

5 月 24 日 新郎嫁錯郎 
洪美鈴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心輔組兼任心理師 

5 月 31 日 婚姻風暴 
洪美鈴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心輔組兼任心理師 

 

校友中心 

一、 辦理 120週年校慶工作。 

二、 辦理校史文物受贈暨修復工作。 

三、 協助各單位參訪校史館導覽工作。 

四、 每週三晚間協助校友合唱團練唱事宜。 

五、 參加各地方校友會會議。 

六、 協助校友總會召開理監事會議暨會員代表大會。 

七、 協助長青會會務。 

八、 協助各級校友返校舉辦同學會。 

九、 協助校友離校暨申請校友證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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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教育大學第 36次校務會議北師美術館工作報告 

一、展務活動辦理 

1. 執行三月份蔡明亮展覽之策展、佈展相關作業。 

展覽期間於 2016.03.26 至 2016.04.24 期間於北師美術館舉行。 

無無眠－蔡明亮大展 

---------------------------------------------- 

當美術館徹夜不眠，蔡明亮伴你無無眠。 

展覽內容以《無無眠》、《西遊》與《秋日》三部短片共同組成。在電影中從

身體在城市中的移動，到日常的身體表現，電影鏡頭以蔡明亮一貫緩慢的節奏展

現人與空間緊密結合的互動關係。將於每日晚間六時至午夜開放，更於周末舉辦

通宵夜宿活動，邀請觀眾在夜間美術館觀賞電影，並親身參與電影與美術館跨界

融合的行為試驗，觀眾將如旅人一般暫時棲居美術館，與電影共眠，也與美術館

共眠，與其他旅人共眠。 

2. 籌備與師培中心、藝設系共擬教育部推動弱勢偏鄉學校扶助亮點的地方教育輔導計

畫，擬以 One Piece Museum 基隆高中方案為基礎，進行巡迴性展覽與教育活動，

執行地點為金山區中角國民小學，執行期間為 2015.08.01-2016.07.31，展覽期間為

2016.04.11-2016.05.31。 

 

《距˙離》Distance 

 

距離，指的是不具有方向性的純量，是對於兩個物體、兩個物件、兩個人、兩個

位置之間多遠的數據描述 是時間與空間上的相隔距離，在數學裡可以透過度量進

行計算，有一規則去描述兩者遠離間的長度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於 2015年 8月至 2016年 07月於新北市金山區中角國小執行推

動「師資培育之大學認養偏鄉中小學實驗試點學校典範計畫」，環扣於中角國小四

大核心特色：藝文、生態、海洋、閱讀，結合地方特色發展課程。將國北教大視

為 A 點，中角國小視為 B 點，試點計畫要拉近的是 A 與 B 之間的距離，拉近城

市與鄉村之間的距離，教師與學校之間的距離。 

 

本展覽展出各子計畫於中角國小執行的內容，由北師美術館以一件典藏品－〈聖

母拜訪〉（Visitation）發展的 One Piece Museum 百聞‧不如「一件」館校合作計畫，

帶領學童撰寫出屬於自己的拜訪故事與畫出拜訪地圖；由國北教大藝術與造形設

計學系的巴魯巴美育工作隊接續北師美術館執行的課程，帶領學童於校園內畫出

拜訪時去過的地方、遇見的人事物，透過彩繪牆面更凝聚對於地方的認同、特色

亮點營造與美感素養扎根；連結中角地區的海洋與生態特色，國北教大體育系發

展水上活動課程，提升海洋運動與水上活動安全。回到學校，國北教大師資培育

暨就業輔導中心與語文與創作學系以中角國小現有課程與教學為基礎，建構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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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的創意的教學精進模式，整合閱讀問思、合作學習、智慧教室的教學模式，培

育中角智慧閱讀大師。 

 

回應到教與學不應有差異及距離，此次計畫結合當地資源共創課程，教學將學生

與生活拉近產生交融，跨越兩者搭起通道。開展教師與學生的視野，更敏銳與深

入地觀察並探索生活上的事物，運用於教學上持續建構。 

 

因此展覽突破過往以「教學成果展」的既定模式，集結北教大一中心一館三系的

投入，以及中角全體師生、社區民眾的參與，彙整各子計畫的課程紀錄與內容，

透過藝術展的方式體現教師與學生之間共同建構的發展歷程，觀眾可循著展覽瞭

解「教」與「學」的網絡關係、創新教學模式及實驗性的課程發展，帶領學生持

續探索與發現。 

 

▒指導單位｜教育部 

▒執行單位｜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中心 

▒執行子計畫｜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語文與創作學系、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中心、藝

術與造形設計學系、MoNTUE 北師美術館、體育學系 

 

▒展覽策畫｜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北師美術館、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中心 

▒獨家贊助｜財團法人蘇天財文教基金會 

▒展覽協力｜新北市金山區中角國民小學

----------------------------------------------------------------------- 

新北市金山區中角國小展覽參觀資訊 

展期：4/11~5/31（週日休館）9:00-16:00 

   採預約參觀制 

地點：新北市金山區海興路 49 號 

----------------------------------------------------------------------- 

二、本期教育部委辦整合型「視覺形式美感教育實驗計畫」 

1. 辦理視覺形式美感教育實驗課程種子教師共學社群教師教學研討工作坊。 

2. 辦理視覺形式美感教育實驗課程種子教師共學社群增能培訓工作坊。 

3. 輔導種子學校與種子教師執行第五期實驗課程。 

 

三、未來工作 

1. 輔導美感教育第五期種子教師實驗課程計畫。 

2. 辦理美感教育四月份共學社群種子教師培訓與教師教學研討工作坊。 

3. 參與美感教育核心規劃小組工作會議。 

4. 籌備美感教育 104 學年度成果展事宜。 

5. 配合新北市政府教育局與新北市政府文化局合作並規劃擴大推廣 One Piece 

Museum 計畫之相關事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