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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守大學教師聘任辦法 
 

95 年 05 月 24 日 94 學年度第 2學期第 1次臨時行政會議通過 

97 年 11 月 12 日 97 學年第 1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98 年 7 月 7 日 97 學年第 2學期第 4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8 年 7 月 28 日校長核定公告修正第 6、11 條條文 

99 年 6 月 20 日校長核定公告修正第 3、9、11、16 條條文 

第 一 條  依據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十四條規定訂定本辦

法。 

第 二 條  本校教師之聘任，除法令另有規定外，依本辦法辦理。 

第 三 條  為確保本校師資之卓越，並使所聘師資專長符合學校發展

之需要，各系（所、班、中心）應就現有師資狀況及課程規劃

情形等擬妥中長程師資聘用計畫，經所屬學院院務會議核備後

送人事室存查，並定期檢討，如須修正應提出具體理由說明。 

本校新聘教師聘任作業要點另訂經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第 四 條  本校教師之聘任，應本公開、公正、公平之原則，於傳播

媒體或學術刊物刊載徵聘資訊，徵聘資訊之刊載由人事室統一

辦理之。 

新聘教師作業以每學期辦理一次，並以每學期開始（八月

一日或二月一日）起聘日期為原則。 

新聘教師作業流程及繳交文件如附表一，各級教評會應於

規定期限內完成推薦及審議。  

第 五 條  本校教師之聘任，除應品德操守均佳，無教育人員任用條

例所定不得任用之情事外，並應具備下列資格規定： 

一、講師須具備下列資格之一： 

（一）持有教育部所頒講師證書者。 

（二）具有碩士學位或其同等學歷證書，成績優良，

並有專門著作者。 

（三）大學校院醫學系、中醫學系、牙醫學系畢業，

擔任醫院臨床工作六年以上，成績優良並有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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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著作者。 

（四）大學或獨立學院畢業，曾從事與所習學科有關

之研究工作、專門職業或職務六年以上，成績

優良，並有專門著作者。 

二、助理教授須具備下列資格之一： 

（一）持有教育部所頒助理教授證書者。 

（二）具有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歷證書，成績優良，

並有專門著作者。 

（三）具有醫學系、中醫學系、牙醫學系碩士學位，

擔任所習學科臨床工作四年以上，成績優良，

並有專門著作者。 

（四）大學校院醫學系、中醫學系、牙醫學系畢業，

擔任臨床工作九年以上，其中至少曾任醫學中

心師（三）級以上醫師四年，成績優良， 並有

專門著作者。 

（五）具有碩士學位或其同等學歷證書，曾從事與所

習學科有關之研究工作、專門職業或職務四年

以上，成績優良，並有專門著作者。 

（六）曾任講師三年以上，成績優良，並有專門著作

者。 

三、副教授須具備下列資格之一： 

（一）持有教育部所頒副教授證書。 

（二）具有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歷證書，曾從事與所

習學科有關之研究工作、專門職業或職務四年

以上，並有專門著作者。 

（三）曾任助理教授三年以上，成績優良，並有專門

著作者。 

四、教授須具備下列資格之一： 

（一）持有教育部所頒教授證書。 

（二）具有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歷證書，曾從事與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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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學科有關之研究工作、專門職業或職務八年

以上，有創作或發明，在學術上有重要貢獻或

重要專門著作者。 

（三）曾任副教授三年以上，成績優良，並有重要專

門著作者。 

前項第一款第四目及第二款第五目僅適用聘任兼任教師。 

第 六 條  依前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目及第二款第二目規定送審者，

得以其取得學位之論文、創作、展演或書面報告、技術報告（以

下簡稱學位論文）替代專門著作。 

第 七 條  新聘專任教師為本校博士者，應具有博士後於其他公私立

機構、學校從事與所習學科相關教學、研究、專門職業或職務

之專任工作二年以上且成績優良之經歷。惟具有特殊專長或優

異表現且經新聘教師甄選委員會認定後聘任之。 

第 八 條  未具第五條第一項各款資格而在學術上有特殊貢獻者，經

教師評審委員會出席委 員四分之三以上決議通過，得 以其經

歷及著作或作品審定其職級，並依教育人員任用條例 第十九條

之一規定送教育部審定後聘任。 

第 九 條  本校為提升學術水準並延攬國內外學術成就卓著之學者來

校講學及研究，得延聘講座，由教授主持。本校講座設置辦法另

訂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並報請董事會核備後實施。 

本校因教學及研究需要，得延聘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工

作及延聘研究人員擔任研究工作，其聘任資格依「本校聘任專

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辦法」及「本校研究人員聘任辦法」之規

定。其辦法另訂經校教評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本校為彈性運用教學研究人力，促進跨單位學術研究與合

作，得辦理校內間及與校外間共同合聘教師。本校教師合聘實

施要點另訂經校教評會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本校為強化醫學臨床教學需要，得聘任臨床教師擔任臨床

教學工作，其設置及聘任辦法另訂，經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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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條  教師資格之審查，應先由各系（所、班、中心）教評會辦

理初審，院（中心）教評會辦理複審，送請人事室提校教評會

決審通過，簽請校長核定後聘任，並報請教育部學術審議委員

會審定核發教師證書。 

院聘教師由院級教評會辦理初審後逕送人事室提校教評會

進行決審。 

第十一條  新聘教師以學歷審查教師資格者，其專門著作或學位論文

應由院級教評會送請校外學者專家五人審查，至少四人評分七

十分（小數第一位四捨五入為整數）以上為及格，始得提校教

評會審議。 

新聘教師以著作及經歷送審教師資格者，其審查程序及著

作外審成績比照教師升等規定辦理，但教學服務成績不列入評

審項目。外審成績符合教師升等辦法規定者聘任之，未達規定

者，得以學歷送審資格辦理。 

新聘教師以國外學位或文憑送審者，其學位或文憑之入學

資格、畢業學校、修習課程、修業期間及不予認定之情形，準

用大學辦理國外學歷採認辦法之規定。但送審人修業期間須達

前開辦法第九條第一項或第三項所定期間三分之二以上規定，

其論文、個人著作或作品應由院及校教評會送請校外學者專家

審查，審查程序比照前項規定辦理。 

國外學校之學制或學位與文憑之名稱及屬性，與我國不同

者，除準用前項規定外，其認定原則如附表二。 

新聘教師持有教育部核發教師資格證書或具有國家講座

者，專門著作不須外審，逕由各級教評會審議。 

第十二條  教師送審之代表著作及參考著作經發現有抄襲或違反送審

教師資格規定者，依本校教師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處理要點

辦理。其要點另訂經校教評會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第十三條  本校教師之聘任分為初聘、續聘及長期聘任三種。初聘為

一年並為試聘期，初聘期滿後須經新聘教師續聘評量通過始得

續聘。第二學期聘任之教師於該學期結束即視為初聘期滿，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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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系（所、班、中心）及院教評會決議有延長試聘之必要時，

得配合學年度延長一年。 

前項新聘教師續聘評量要點另訂經校教評會通過陳請校長

核定後實施。 

初聘期滿並通過評量者，續聘第一次為一年，以後續聘每

次為二年。但續聘後經教師評鑑未通過者，續聘改為一年一聘。 

本校長期聘任辦法另訂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

施。 

第十四條  本校教師聘任後，應接受教學、研究、輔導及服務績效之

評鑑，評鑑結果並作為教師升等、晉薪、續聘、停聘、解聘、

獎懲、校外兼職兼課、借調及休假研究等重要參考。其績效評

鑑辦法另訂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第十五條  教師不續聘、停聘、解聘，依據教師法、教育人員任用條

例及本校相關規定辦理。 

第十六條  兼任教師除依本辦法規定外，另依兼任教師聘任辦法辦

理。其辦法另訂經校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第十七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教育部相關規定辦理。 

第十八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自公告日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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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守大學新聘教師聘任作業要點 
 

97 年 12 月 3 日 9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 次校教評會通過 
 

一、為確保本校師資之卓越，並使所聘師資專長領域能符合學校發展之需要，依據本校教師聘

任辦法第三條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本校各系（所、班、中心）應就其本單位現有師資狀況及課程規劃情形等擬妥中長程師資

聘用計畫送所屬學院（中心）院務會議核備並陳請校長核定後送人事室存查。師資聘用計

畫應定期檢討，如須修正應向學院（中心）提出具體說明。 

三、各系（所、班、中心）為新聘專任教師，應設「新聘教師甄選委員會」，以辦理教師甄選事

宜，並於完成甄選後將推薦人選向該單位教師評審委員會推薦。如有不推薦者，應敘明理

由送所屬學院備查。 

四、新聘教師甄選委員會由聘任單位推派及所屬學院院長（中心主任）指派之副教授以上教師

至少五至九名為委員組成之，其中聘任單位推派之委員人數應較院長（中心主任）指派委

員多一名。但聘任單位副教授以上教師人數不足時，指派委員人數不受此限。 

院長（中心主任）指派委員得為聘任單位內或外之教師。 

新聘教師甄選委員會主席由所屬學院院長就委員中指派一人擔任之。 

五、新聘教師甄選委員會原則上應於擬新聘專任教師起聘日半年前，將徵才公告內容及方式送

請所屬學院（中心）同意，陳請校長核定後，由人事室統一公開刊登於國內、外知名之報

紙、雜誌或網站，並由學院（中心）於收件後，將應徵資料轉新聘教師甄選委員會進行教

師甄選，公開徵才期間至少應達二個月。 

前項如有特殊原因，經新聘教師甄選委員會認定，送請院長（中心主任）同意並陳請校長

核定者，不在此限。 

六、新聘教師甄選委員會應於報名截止後，且應徵人數達三人以上時，始得進行甄選程序。未

達三人者，除應徵人選傑出經新聘教師甄選委員會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外，應再重新公

開徵才作業。 

七、候選人如其最高學歷為本校授予，且畢業後未在其他單位從事與教學、研究相關之工作二

年以上，不得列入為候選人，惟具有特殊專長或優異表現且經新聘教師甄選委員會認定者，

不在此限。 

八、各聘任單位應依本要點之規定，訂定其「新聘教師甄選委員會設置及甄選作業要點」，並送

所屬學院（中心）核備。 

九、各學院所屬學程，比照本要點規定辦理。 

十、本要點經校教評會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自九十八學年度起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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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守大學  新聘教師作業流程 
完成日期   起聘年月 

8 月 5 日    2 月起聘 
2 月 5 日    8 月起聘 
 

 

 

 

 
9 月 5 日 
3 月 5 日 
 

 
 
 

9 月 15 日 
3 月 15 日 

 

9 月 20 日 
3 月 20 日 
 

 

 

 

  

 

 

 

  

 

 
  

10 月 20 日 
4 月 20 日 
 

 

11 月 20 日（10/31 收件截止） 
5 月 20 日（04/30 收件截止） 
  
 

 

 

 

 
12 月 20 日 

6 月 20 日 
 
 

1 月 31 日 
 7 月 31 日 
 
 
 
 
 

 

 

各系、中心將需求人員

資料送人事室彙整 

徵聘作業 

以「專門著作」送審者 

召開系、中心初審教評會審

查新聘教師資格 

著作（含學位論文）外審 
由院教評會主席簽報校長送

校（系）外學者專家審查 

召開院、中心複審教評會審

查新聘教師資格 

召開院、中心複審教評會確

認外審成績並決議 

召開校教評會審查新聘教師

資格 

召開校教評會確認外審成績

並決議 

著作外審 
受審查人至取得該級教師資格後

近 5 年專門著作，由院教評會主

席簽報校長送校外學者專家審查 

聘任簽呈  會簽各院院長、通

識中心主任 

 校長核定 

以「文憑」送審者 已持有教師證書者 

會簽人事室 

召開院、中心複審教評會確

認外審成績並決議 

召開校教評會審查新聘教師

資格 

發聘 

著作外審 
受審查人至取得該級教師資格後

近 5 年專門著作，由校教評會主

席簽報校長送校外學者專家審查 

發聘 

核發教師證書 

人事室報部核備 人事室報部核備 

核發教師證書 

召開校教評會審查新聘教師

資格 

發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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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義守大學教師升等辦法 
 

88 年 11 月 19 日教育部台（88）審字第 88144690 號函核備 

91 年 5 月 10 日教育部台（91）審字第 91066462 號函核備 

93 年 4 月 20 日 92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93 年 5 月 26 日 92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4 年 12 月 21 日 94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5 年 6 月 14 日 94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5 年 12 月 20 日 95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7 年 11 月 12 日 97 學年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8 年 7 月 28 日校長核定公告修正第 5、7~30 條條文 

100 年 6 月 24 日校長核定公告修正第 1~2、4~13、18、26~31 條條文 

100 年 12 月 26 日校長核定公告修正第 10、13 條條文 

第  一  條  義守大學(以下簡稱本校) 為鼓勵教師認真從事教學、研

究與服務，依據教育部「教師資格審定辦法」及相關法令規

定，訂定義守大學教師升等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校教師升等之相關事項，除法令另有規定外，依本辦

法辦理。 

第  三  條  本校專任教師其現職經教育部審定合格後，繼續服務屆

滿下列規定，得申請升等審查： 

一、講師升助理教授： 

（一）具有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歷證書，成績優 

良，並有專門著作者。 

（二）具有碩士學位或其同等學歷證書，曾從事與

所習學科有關之研究工作、專門職業或職務

四年以上，成績優良，並有專門著作者。 

（三）大學或獨立學院醫學系、中醫學系、牙醫學

系畢業，擔任臨床工作九年以上，其中至少

曾任醫學中心師（三）級以上醫師四年，成

績優良， 並有專門著作者。 

（四）曾任講師三年以上，成績優良，並有專門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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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二、助理教授升副教授： 

（一）具有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歷證書，曾從事與

所習學科有關之研究工作、專門職業或職務

四年以上，並有專門著作者。 

（二）曾任助理教授三年以上，成績優良，並有專

門著作者。 

三、副教授升教授： 

（一）具有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歷證書，曾從事與

所習學科有關之研究工作、專門職業或職務

八年以上，有創作或發明，在學術上有重要

貢獻或重要專門著作者。 

（二）曾任副教授三年以上，成績優良，並有重要

專門著作者。 

前項第一款第一目以博士學位升等助理教授者，其審查

程序比照新聘教師規定。 

由他校專任教職轉任本校教職者，其服務年資應予採

計，但在本校任教至少滿一年，方可提出申請升等。 

以第一項有關研究工作、專門職業或職務之年資申請升

等時，須在本校任教至少滿一年方可提出。 

第  四  條  教育人員任用條例修正公布（八十六年三月二十一日）

施行生效前已取得講師、助教證書之現職人員，如繼續任教

而未中斷，並取得博士學位者，得逕依原升等辦法送審，不

受大學法第二十九條之限制。 

前項取得博士學位而申請送審副教授資格教師，如審查

未獲通過，得申請送審助理教授資格。其之後如欲申請副教

授資格者，不得再以該畢業論文或其論文之一部分提出升等

申請，須比照一般升等案件另以取得助理教授資格後所發表

之著作或作品辦理升等，惟其年資不受限制。 

第  五  條  本辦法第三條各款所訂服務年資，依下列方式計算： 

9



3 
 

一、研究工作、專門職業或職務之年資，依服務機關 

（構）正式核發之服務證明所載起迄年月計算。 

二、曾任教師之年資，依教師證書所載年資起算之年月

計算，並配合歷年實際接受之聘書，以推算至提出

升等所屬學期結束止（七月三十一日或一月三十一

日）。兼任教師年資折半計算。 

三、任教年資之計算，不包括留職停薪期間之年資，但

留職前後之年資得視為連續，並以歷年接受之聘

書，配合教師證書生效日期推算之。 

四、教師經核准且於借調期間每學期有返校義務授課二

學分以上者，於申請升等時，其借調期間年資合併

計算，但最多採計二年；惟教師借調他校滿三年以

上者，經本校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校教評

會）同意，得於借調學校送審教師資格。 

五、教師經核准全時進修、研究者，於申請升等時，其

全時進修、研究期間年資合併計算，但最多採計一

年。 

第  六  條  教師申請升等之當學期應有實際在校授課之事實。審查

期間因故請假離校或離職，應停止審查該升等案，至其回校

任教後再繼續審查。停止審查期間超過一年者視同結案。 

第  七  條  擬升等教師所提專門著作，應為已出版公開發行之專

書，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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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經前開刊物出具證明將定期

發表，或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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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著作。代表著作須申請人

以「義守大學」全銜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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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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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二種以上著作送審者，應自行擇定代表著作及參考著

作；其屬系列之相關研究者，得合併為代表著作。代表著作

並應非為曾以其為代表著作送審者。 

前項之代表著作，其名稱或內容有變更者，送審時，應

檢附前次送審代表著作及本次著作異同對照。其餘有關著作

之相關規定，依「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辦理。 

藝術類教師之升等，得以作品及成就證明代替專門著作

送審。 

送審之專門著作、作品及成就證明依教育部訂頒「專科

以上學校教師資格送審辦法」及其他相關規定辦理。 

第  八  條  前條所稱代表著作，應符合下列規定： 

一、與送審人任教科目性質相關。 

二、非為學位論文之一部分。但未曾以該學位論文送審

或屬學位論文延續性研究者，經送審人主動提出說

明，並經專業審查認定代表著作具相當程度創新

者，不在此限。 

未符前項各款規定之一者，不通過其教師資格審定。 

第  九  條  教師以已被接受將定期發表之證明申請升等者，其代表

著作應自該刊物出具接受證明所載日期之日起一年內發表，

並自發表之日起二個月內，將該專門著作送人事室查核並存

檔。其因不可歸責於申請人者之事由，而未能於一年內發表

者，應檢附該刊物出具未能發表原因及確定發表時間之證

明，向校教評會申請展延，並以該刊物出具接受證明之日起

三年內為限。經評審通過展延者，應於一年期限屆滿前，送

人事室備查。 

前項著作經審定後不得作為下次送審著作。 

未依規定期限發表並送繳發表之代表著作者，應駁回或

報教育部撤銷其教師資格。 

第  十  條  教師有下列情事之一者，不得申請升等： 

一、申請升等當學期或升等後，其授課時數未符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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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留職停薪期間。 

三、不符合本校「教師升等教學服務成績考核要點」相

關規定者。 

第 十一 條  申請升等之教師，應繳交下列資料： 

一、教師資格審查履歷表乙份（含電子檔）。 

二、以著作(技術報告、作品、體育成就)送審教師資格查

核表/以學位或文憑送審教師資格查核表乙份。 

三、教師升等申請書暨各級教評會評審概要簡表乙份。 

四、送審代表著作及參考著作（均限以升等生效日為基

準點，代表作為五年內、參考著作為七年內之出版

品）及其中文摘要（五百至一千字）一式三份。 

五、教師升等著作審查基本資料表乙份。 

六、教育部所頒發之原級教師證書影本。 

七、原職級聘書影本。 

八、外審教授迴避名單（三人以內並附理由）。 

九、合著證明書正本三份（代表著作有合著者方需檢附）。 

十、兼任教師之專職服務證明書（無專職免附）及兼任

期間授課證明書。 

十一、教學、研究及服務具體成果。 

十二、前一等級代表著作。 

第 十二 條  教師升等之審查以三級三審制為原則，初審由各系(所、

班)、通識教育中心初審教師評審委員會辦理，複審由各學院

（通識教育中心複審）教師評審委員會辦理，決審由校教師

評審委員會辦理。 

第 十三 條  各系(所、班)、通識教育中心每年各級教師提名升等人

數之上限為該系(所、班)、通識教育中心該級（升等以前）教

師人數之五分之二（餘數進一）。但助理教授及講師可提出升

等之名額，不在此限。 

第 十四 條  體育、藝術、應用科技類教師以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

報告代替專門著作申請升等，其條件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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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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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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重要國際運動賽會範圍、成就證明採計基準

依教育部規定。 

前項第一款之審查基準如附表一；第二款之審查基準如

附表二；第三款之審查基準如附表三。 

第 十五 條  以專門著作、體育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送審者，本校

一次送三位學者專家審查；以作品、藝術成就證明送審者，

本校一次送四位學者專家審查。審查人不得低階高審。 

前項複審外審學者專家名單，由院長徵詢相關領域教授

後遴選加倍人選為原則送校長圈選；決審外審學者專家名

單，由校教評會主席徵詢院長及相關領域教授後遴選加倍人

選為原則送校長圈選。 

升等教師得提出三人以內不宜審查其著作之迴避名單，

並附具體理由。 

第 十六 條  外審委員之遴選為顧及公正性與平衡性，宜盡量兼顧下

列原則： 

一、同一案件之審查委員盡可能避免均由同一學校之教

授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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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送審人畢業學校之教授盡可能迴避（尤其是畢業時

間十年以內，且為同一系所者）。 

三、與送審人為同校系且同時期畢業者，應盡可能迴避

審查。 

四、曾與送審者共同參與相關研究者，盡可能迴避審查。 

針對特殊性類科國內不易遴選適當委員審查時，得遴選

國外之教授擔任審查委員。 

外審委員名單之產生及外審作業，應由教評會主席親自

處理並注意保密；外審委員送回之資料及審查意見應加以整

理，手寫者應重新打字及校對。 

第 十七 條  外審委員具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應迴避審查： 

一、送審人之研究指導教授。 

二、送審人代表著作之合著人或共同研究人。 

三、現與送審人同校或曾與送審人同一系所服務者。 

四、與升等申請人有親屬或行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有關

規定者。 

前項應迴避而未迴避之審查者，其評審結果無效。惟其

餘有效之評審，仍得計入審查結果。有效外審人數不足時，

應就不足之人數另行送審補正。 

第 十八 條  升等審查程序： 

一、初審： 

（一）系(所、班)、通識教育中心初審教評會先審

查升等名額、申請人資格後，應就申請人自

取得現職職位後之教學、服務及研究等方面

進行評審。 

（二）系(所、班)、通識教育中心初審教評會依教

師升等教學服務成績考核要點之規定評定申

請人之教學與服務成績。 

（三）系(所、班)、通識教育中心初審教評會依各

系（中心）訂定之研究成績評審辦法對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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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研究成果進行審查。 

（四）申請人經系(所、班)、通識教育中心初審教

評會評分達下列標準，且經系(所、班)、通

識教育中心初審教評會決議同意推薦者，始

通過初審：教學、服務及研究成績均達七十

分（小數第一位四捨五入為整數）以上。 

（五）申請升等教授者，研究成績佔百分之七十，

教學成績佔百分之十五，服務成績佔百分之

十五，申請升等副教授者，研究成績佔百分

之六十，教學成績佔百分之二十五，服務成

績佔百分之十五，申請升等助理教授者，研

究成績佔百分之五十，教學成績佔百分之三

十五，服務成績佔百分之十五，合計後為初

審總成績，以上申請者皆須達七十分始為通

過。並依高分次序取決同級教師升等名額，

分數相同時，依序比較研究、教學、服務之

成績高分定之。 

（六）經初審通過之升等案，教評會主席應加註評  

語連同評審成績、各項表件及其升等著作送

請上一級教評會複審。 

二、複審： 

（一）院或通識教育中心複審教評會就申請人之教

學 與服務研究情形及初審有關資料進行複

審，並依教師升等教學服務成績考核要點評

定教學服務成績。 

（二）院、通識教育中心複審教評會依各院（中心）

訂定之研究成績評審辦法對申請人之研究成

果進行審查。 

（三）申請人經院或通識教育中心複審教評會評定

其教學與服務成績均達七十分(小數第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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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捨五入為整數）以上，且升等案經院或通

識教育中心複審教評會決議後，辦理著作外

審，將申請人之研究成果（含作品、技術報

告、成就證明）送請校外之學者專家審查。 

（四）申請人著作外審評分達下列標準，且經院或

通識教育中心複審教評會決議同意推薦者，

始通過複審：以專門著作、體育成就證明或

技術報告送審者，申請升等教授、副教授者

外審成績至少二人評分達七十五分（小數第

一位四捨五入為整數）以上且三人評分總平

均為七十分(小數第一位四捨五入為整數)以

上，申請升等助理教授者外審成績至少二人

評分達七十分（小數第一位四捨五入為整數）

以上且三人評分總平均為七十分(小數第一

位四捨五入為整數)以上。以作品、藝術成就

證明送審者，申請升等教授、副教授者外審

成績至少三人評分達七十五分（小數第一位

四捨五入為整數）以上且四人評分總平均為

七十分(小數第一位四捨五入為整數)以上，

申請升等助理教授者外審成績至少三人評分

達七十分（小數第一位四捨五入為整數）以

上且四人評分總平均為七十分(小數第一位

四捨五入為整數)以上。 

（五）申請升等教授者，研究成績佔百分之七十，

教學成績佔百分之十五，服務成績佔百分之

十五，申請升等副教授者，研究成績佔百分

之六十，教學成績佔百分之二十五，服務成

績佔百分之十五，申請升等助理教授者，研

究成績佔百分之五十，教學成績佔百分之三

十五，服務成績佔百分之十五，合計後為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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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總成績，以上申請者皆須達七十分始為通

過。 

（六）經複審通過之升等案，院或通識教育中心複

審教評會主席應加註評語，連同評審成績、

各項表件及其升等著作送請校教評會決審。 

三、決審： 

（一）校教評會應就名額、年資、教學、服務等因

素加以斟酌。開會時依本校教師升等教學服

務成績考核要點規定，評定申請人教學與服

務成績。 

（二）申請人經校教評會評定其教學與服務成績均

達 七十分（小數第一位四捨五入為整數）以

上，且升等案經校教評會決議後，辦理著作

外審，將申請人之研究成果（含作品、技術

報告、成就證明）送請校外之學者專家審查。 

（三）申請人著作外審評分達下列標準，且經校教

評會決議通過者，始通過決審：以專門著作、

體育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送審者，申請升等

教授、副教授者外審成績至少二人評分達七

十五分（小數第一位四捨五入為整數）以上

且三人評分總平均為七十分(小數第一位四

捨五入為整數)以上，申請升等助理教授者外

審成績至少二人評分達七十分（小數第一位

四捨五入為整數）以上且三人評分總平均為

七十分(小數第一位四捨五入為整數)以上。

以作品、藝術成就證明送審者，申請升等教

授、副教授者外審成績至少三人評分達七十

五分（小數第一位四捨五入為整數）以上且

四人評分總平均為七十分(小數第一位四捨

五入為整數)以上，申請升等助理教授者外審

17



11 
 

成績至少三人評分達七十分（小數第一位四

捨五入為整數）以上且四人評分總平均為七

十分(小數第一位四捨五入為整數)以上。 

（四）申請升等教授者，研究成績佔百分之七十，

教學成績佔百分之十五，服務成績佔百分之

十五，申請升等副教授者，研究成績佔百分

之六十，教學成績佔百分之二十五，服務成

績佔百分之十五，申請升等助理教授者，研

究成績佔百分之五十，教學成績佔百分之三

十五，服務成績佔百分之十五，合計後為決

審總成績，以上申請者皆須達七十分始為通

過。 

前項教師升等教學、服務成績考核要點及評分標準另訂

經校教評會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系（所、班）、中心及

學院得增訂其他標準送院、校教評會核備後實施。 

教師以經歷及研究成果（含作品、技術報告、成就證明）

申請講師者，著作外審評分達下列標準，且經校教評會決議

通過者，始通過審議：以專門著作、體育成就證明或技術報

告送審者，外審成績至少二人評分達七十分（小數第一位四

捨五入為整數）以上且三人評分總平均為七十分(小數第一位

四捨五入為整數)以上。以作品、藝術成就證明送審者，外審

成績至少三人評分達七十分（小數第一位四捨五入為整數）

以上且四人評分總平均為七十分(小數第一位四捨五入為整

數)以上。 

第 十九 條  複審或決審時，教評會委員如對升等著作外審結果之可

信度與正確性有疑義，應提出具有專業學術依據之具體理

由，經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決議後，再送非原審查者一人

至三人辦理著作外審，其審查結果併同原審查意見，由教評

會決定之。 

第 二十 條  各級教評會審議前，教評會委員得至指定場所詳閱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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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資料。 

第二十一條  各級教評會審議時，教評會委員應全程參與，否則不得

評分；如對升等案有疑義，經決議暫緩審議，於再審議時，

得邀請升等人到會或以書面說明後，再繼續審議。 

第二十二條  教師升等案，每學期辦理一次，其作業流程如附表，逾

期或資料不齊全未補正者，不予受理。 

第二十三條  未獲通過之升等案，該級教評會應將審查結果並敘明理

由，系級由該系（所、班）、中心、院級由該院（中心）、校

級由人事室以校函書面通知當事人，並敘明救濟途徑。 

第二十四條  申請人對審查結果如有疑義並有具體事證者，得於收到

決議通知書之日起三十日內以書面經由人事室向上一級教評

會提出申復或向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起申訴；如對申復

結果不服時，得於收到決議通知書之日起三十日內以書面經

由人事室向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申訴；對校教評會審查

結果如有疑義並有具體事證者，得於收到決議通知書之日起

三十日內以書面經由人事室向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申

訴。 

前項教師升等申復審查要點另訂經校教評會通過陳請校

長核定後實施。 

第二十五條  校教評會審通過之升等案經簽請校長核定後，應檢件報

請教育部核備。報部核備期間仍以原職級任教及支領原職級

薪資。審查通過後之年資、職級、薪資依部頒證書記載為準，

並依本校聘書起算。決審未通過時，應另從系初審重新辦理

申請。 

第二十六條    校教評會審議通過之代表著作、學位論文、作品、技術

報告或成就證明，應於學校圖書館公開、保管。但技術報告

有保密之必要者，得不予公開。 

第二十七條  升等初審辦法，由系（所、班）、中心教評會訂定經院教

評會審議，送校教評會核備，陳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升等

複審辦法，由院（中心）教評會訂定，經校教評會審議，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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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 

第二十八條  兼任教師升等須符合本校兼任教師聘任要點第十二點規

定始得提出申請，並依本辦法辦理。 

第二十九條  兼任教師在其他學校升等，領有較高職級教師證書擬申

請改聘時，於開學前經教評會審議通過者，自學期開始改聘；

開學後通過者，自下一學期開始改聘。 

兼任教師取得較高職級任用資格擬申請改聘高一職級資

格時，依本校教師聘任辦法第十一條規定辦理。 

第 三十 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依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

定辦法」及相關法令規定辦理。 

第三十一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自公告日

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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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守大學教師升等教學服務成績考核要點 
 

88 年 9 月 22 日教育部台(88)審字第 88115148 號函核備 

91 年 2 月 26 日教育部台(91)審字第 91025267 號函核備 

91 年 10 月 23 日 91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校教評會修訂通過 

91 年 11 月 13 日 91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2 次校教評會修訂通過 

93 年 4 月 20 日 92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94 年 12 月 14 日 94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95 年 4 月 19 日 94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97 年 12 月 3 日 97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4 次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98 年 1 月 20 日 97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6 次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100 年 6 月 11 日校長核定公告修正第 1~2、4、7~8 點條文 

100 年 11 月 4 日校長核定公告修正第 4 點條文 

100 年 12 月 5 日校長核定公告修正第 4~11 點條文 

101 年 2 月 17 日校長核定公告修正第 4 點條文 

一、為考核教師升等教學服務成績，依「義守大學教師升等辦法」規   

定，訂定「義守大學教師升等教學服務成績考核要點」（以下簡稱本

要點）。 

二、本校教師之升等，其教學服務成績之考核，依本要點規定辦理。 

三、辦理教師升等教學服務成績考核，教學及服務成績總分各以一百分

計算，其教學服務成績佔升等總成績比例如下： 

    （一）升等教授：教學佔百分之十五，服務佔百分之十五。 

    （二）升等副教授：教學佔百分之二十五，服務佔百分之十五。 

    （三）升等助理教授：教學佔百分之三十五，服務佔百分之十五。 

四、教師升等之教學服務成績考核，在提出升等申請時，應檢具於最近

已完成之四屆教師績效評鑑中，有三屆(包含最近一屆)之成績（含

基本成績及進階成績），並須符合下列標準，始得提出升等申請： 

    （一）若採計第一屆至第三屆之教師績效評鑑成績，其教學、服務

績效成績須符合「各達七十分以上」。 

    （二）若採計第四屆以後之教師績效評鑑成績，除符合前款規定 

外，並應在該屆所選類組前百分之八十以內（含同分者）。 

   專任臨床教師採計任何一屆之教師績效評鑑成績時，其教學、服務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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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成績均須符合「各達七十分以上」之規定，但不受「應在該屆所選

類組前百分之八十以內（含同分者）」之限制。其因無本校第一屆至

第三屆之教師績效評鑑成績時，得以義大醫院之評鑑成績認定之。 

   教師所選人文類組參加人數少於十五人時，併入社會科學類組計算排

序；自然類組參加人數少於十五人時，併入工程類組計算排序。 

   研究發展處於每年辦理教師績效評鑑完成後，應公告當屆教師績效評

鑑成績各類組百分之八十之落點分數，並將全校教師績效評鑑成績送

人事室留存備查。 

五、教師符合下列條件者，其提出升等申請時，採計教師績效評鑑成績

之屆數另行規定如下，不受前點第一項之限制： 

    （一）到校服務未滿四年之教師：具有他校教育服務年資者，採計

其到校後所有已完成且獲通過之教師評鑑成績；無他校教育

服務年資者，至少採計獲通過之二屆（以上均包含最近一屆）。 

    （二）四年內曾借調之教師：採計四年內最近一屆已完成且獲通過

之教師績效評鑑成績。 

    （三）依本校教師績效評鑑辦法申請免評獲准之教師：至少採計四

年內已完成且獲通過之二屆教師績效評鑑成績(包含最近一

屆)。 

六、教師績效評鑑教學成績和服務成績之計算，分為初審、複審及決審

三級。 

    教師之教學(服務) 原始成績調整計算公式如下： 

    60+（x-60）*0.3 

    （x 為提出升等教師採用評鑑屆數之原始教學（服務）之平均成績）。    

經計算後總分超過一百分者，仍以一百分計。 

    初審成績之計算以調整後之教師評鑑教學（服務）成績佔百分之六

十；系教評委員平均分數佔百分之四十之權重計算之。 

    複審成績之計算以初審之教學（服務）成績佔百分之七十；院教評

委員平均分數佔百分之三十之權重計算之。 

    決審成績之計算以複審之教學（服務）成績佔百分之八十；校教評

委員評分佔百分之二十之權重計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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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分表及考核成績表如附件。 

七、本校兼任教師申請升等時適用本要點，其教學、服務成績考核評審

標準及評審考核表另訂，經校教評會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八、本要點考核項目均以現任職級年資五年內之事實為限，各項計分內

容均須提送具體事實。 

九、教師提出升等申請時，應先向人事室申請成績排序百分比表，併同

研究發展處核發之教師績效評鑑成績，向系(所、班)、通識教育中心

提出。 

    申請人所屬之系（所、班）、通識教育中心，應將申請人教學服務資

料交系（所、班）、通識教育中心教評會，依第五點規定予以初審。 

十、院（通識教育中心）教評會複審時，就系（所、班）、通識教育中心

教評會所送之初審書面資料進行審議。如認為資料不足，得請其補

充之。 

校教評會決審時，就院教評會所送之複審書面資料進行審議。 

十一、本要點經校教評會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自公告日實施。 

 

23



1

義守大學教師績效評鑑辦法

民國 96 年 6 月 13 日 9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通過

民國 97 年 5 月 14 日校教師績效評鑑委員會修正通過

民國 97 年 6 月 20 日 9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98 年 2 月 25 日校教師績效評鑑委員會修正通過

民國 98 年 4 月 1 日 9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98 年 6 月 3 日 9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9 年 07 月 05 日 校長核定公告修正第六、七、八、十一、十五、十六、十七、十八、

十九、二十條條文

101 年 07 月 11 日 校長核定公告修正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一及二十二條條文

第 一 條 義守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高教學、研究、輔導暨

服務之品質，依據大學法及本校組織規程相關規定，訂定「義

守大學教師績效評鑑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做為教師升

等、續聘、長期聘任、停聘、不續聘及獎勵之重要參考。

第 二 條 本辦法所稱教師績效評鑑，以本校編制內專任教師在校

任教期間「教學」、「研究」與「輔導暨服務」之績效為評鑑

基準，其中「教學」表現及「輔導暨服務」表現採計最近一

學年資料，並分成「基本」和「進階」兩部分；「研究」表現

則採計最近三學年資料。

第 三 條 教師績效評鑑每學年辦理一次，凡於本校服務滿一年之

專任教師，每年均應接受評鑑。服務年限依本校正式聘任年

資計算之。

第 四 條 教師因產假、育嬰假、留職停薪或其他具體事由者，應

於研發處公告作業期限內，向校教師績效評鑑委員會提出暫

免接受評鑑申請。

第 五 條 教師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免接受評鑑：

一、獲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

二、獲頒經校教師績效評鑑委員會議確認之國際級或國

家級以上學術獎項。

三、現任或曾任本校校長、副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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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校現任講座教授。

第 六 條 教師績效評鑑類別區分如下：

一、分為「教學深耕」、「教研並重」與「臨床教學」三

大類，依教學資料採計期間之教師資格分類之。教

學深耕類教師依「教學深耕」類準則評鑑；臨床教

學類教師依「臨床教學」類準則評鑑；非屬上述二

類教師則依「教研並重」類準則評鑑。

二、「臨床教學」類使用「義守大學臨床教學類教師績效

評鑑總表」進行評鑑；其餘各類教師使用「義守大

學教師績效評鑑總表」進行評鑑，該二份總表由校

教師績效評鑑委員會審定，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實

施。

三、「義守大學教師績效評鑑總表」與「義守大學臨床教

學類教師績效評鑑總表」中之「教學」、「研究」與

「輔導暨服務」各項目所需評鑑資料，以直接由本

校各相關作業系統連結匯入為原則，教師應於平時

隨時上網更新。系統未建置功能之評鑑項目資料，

應由受評教師自行檢附接受評鑑。各資料之擷取與

檢附，以研發處公告截止日為基準；逾期不予計入。

第 七 條 教學積分為教學基本表現和教學進階表現得分之總和，

研究積分為研究表現之總分，輔導暨服務積分為輔導暨服務

基本表現和輔導暨服務進階表現得分之總和。各類別教師績

效評鑑通過標準如下：

一、「教學深耕」類教師之「教學」及「輔導暨服務」二

項目應同時達以下標準：

（一）「教學」基本表現達七十分且「輔導暨服務」

基本表現達六十分；

（二）「教學」積分或「輔導暨服務」積分為所屬類

別教師之前 95%。

二、「教研並重」類和「臨床教學」類教師若到校服務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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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教學」、「研究」及「輔導暨服務」三項目應

同時達以下標準：

（一）「教學」基本表現和「輔導暨服務」基本表現

皆達六十分，且「研究」表現達六十分；

（二）「教學」積分或「輔導暨服務」積分為所屬類

別教師之前 95%。

三、「教研並重」類和「臨床教學」類教師若到校服務未

滿三年者，應符合下列標準：

（一）任教職已滿三年之教師，「教學」、「研究」及

「輔導暨服務」三項目須同時達以下標準：

1、「教學」基本表現達六十分；

2、「研究」表現達六十分；

3、「輔導暨服務」基本表現達六十分。

（二）到校服務滿兩年之初任教職之教師，「教學」、

「研究」及「輔導暨服務」三項目須同時達以

下標準：

1、「教學」基本表現達六十分；

2、「研究」表現達三十分；

3、「輔導暨服務」基本表現達六十分。

（三）到校服務滿一年之初任教職之教師，「教學」

及「輔導暨服務」二項目須同時達以下標準：

1、「教學」基本表現達六十分；

2、「輔導暨服務」基本表現達六十分。

四、現任兼任行政主管職務達五個月以上之教師，應符

合下列標準：

（一）「教學」基本表現達六十分；

（二）「研究」表現達四十五分；

（三）「輔導暨服務」基本表現達六十分。

五、曾兼任行政主管職務達五個月以上之教師，於卸任

後當學年及次學年之教師績效評鑑，應符合下列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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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

（一）「教學」基本表現達六十分；

（二）「研究」表現達四十五分；

（三）「輔導暨服務」基本表現達六十分。

六、服務滿三年以上之教師，於第七屆（102 學年度）研

究項目如未達通過標準(六十分)，但於 101 學年(單
一學年度)內之「研究」項目得分達二十分者，且「教

學」積分或「輔導暨服務」積分為所屬類別教師之

前 95%，當屆評鑑結果視為通過；服務滿三年以上

之教師，於第八屆（103 學年度）「研究」項目如未

達通過標準(六十分)，但於 101及 102兩學年內之「研

究」項目得分達四十分者，且「教學」積分或「輔

導暨服務」積分為所屬類別教師之前 95%，當屆評

鑑結果視為通過；服務滿三年以上之教師於第九屆

（104 學年度）起，評鑑項目各項需均達通過標準。

七、若教師符合上述各款類別條件二項以上者，得擇有

利類別條件適用之。

未達上述標準者，為未通過當屆教師績效評鑑，依據本

辦法第十八條之規定辦理。

第 八 條 教師績效評鑑分為初審、複審與決審三級，分述如下：

一、「教學深耕」類及「教研並重」類三級審查程序如下：

（一）初審：「教學」表現及「輔導暨服務」表現二

項目由各學院（通識中心）初審小組負責審查，

「研究」表現項目由自然與生命科學領域、工

程領域、社會人文領域三大研究領域所屬初審

小組負責審查。各初審小組將初審結果和初審

分數依據項目分送各複審小組進行複審。

（二）複審：「教學」表現、「研究」表現及「輔導暨

服務」表現分別由各項複審小組負責審查經初

審提交之各項項目之資料。各複審小組將複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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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和複審分數提交決審。

（三）決審：由校教師績效評鑑委員會負責審核由

複審提交之各項資料和分數，並將決審結果

和分數陳請校長核定。

二、「臨床教學」類三級審查如下：

（一）初審：由臨床教學初審小組負責審查，並將

初審結果和初審成績提交複審。

（二）複審：由臨床教學複審小組負責審查，並將

複審結果和複審成績提交決審。

（三）決審：由校教師績效評鑑委員會負責審核由

複審提交之資料和分數，並將決審結果和分

數陳請校長核定。

初審、複審與決審各級執行教師評鑑審核作業時，由研

發處提供必要之協助；決審會議須對當屆未通過評鑑教師充

分討論，必要時得請教師提供書面說明或於審查會議中列席

說明。

第 九 條 校教師績效評鑑委員會由副校長及各複審小組召集人於

第一學期開學後組成之，由校長指派副校長中一人擔任主任

委員，研發長為執行秘書，負責「義守大學教師績效評鑑總

表」與「義守大學臨床教學類教師績效評鑑總表」審定以及

教師績效評鑑之決審工作。決審小組委員任期一年，得連任

之。

開會時，應有校教師績效評鑑委員會全體委員二分之一

以上出席方得開議，應有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同意始得

決議。投票以無記名方式為之。校教師績效評鑑委員會之各

項決議，應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第 十 條 教學複審小組由評鑑資料採計學年度時之教務長為主任

委員，召集各學院（中心）初審小組召集人組成之。研究複

審小組由評鑑資料採計學年度時之研發長為主任委員，召集

各研究領域初審小組召集人組成之。輔導暨服務複審小組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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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鑑資料採計學年度時之學生事務長為主任委員，召集各學

院（中心）初審小組召集人組成之。臨床教學複審小組由評

鑑資料採計學年度時之醫學院院長為主任委員，小組委員由

主任委員推薦校內專長符合之教師二至四人，經校長同意敦

聘之。複審小組委員任期一年；委員若因離職或其他因素，

無法擔任複審工作，則由各複審小組主任委員簽請校長另聘

適當人選擔任，其聘期以補足原委員聘期為止。

第 十一 條 教學初審小組由評鑑資料採計學年度時之各學院院長

（通識中心主任）為主任委員，召集評鑑資料採計學年度時之

學院（通識中心）內各系所主管 (通識中心組長)組成之。研究

初審小組區分為自然與生命科學領域、工程領域、社會人文領

域三大領域，由校長指派各領域主任委員，由主任委員推薦校

內專長符合之教師二至四人，經校長同意敦聘之。輔導暨服務

初審小組由評鑑資料採計學年度時之各學院院長（通識中心主

任）為主任委員，召集評鑑資料採計學年度時之學院（通識中

心）內各系所主管（通識中心組長）組成之。臨床教學初審小

組由評鑑資料採計學年度時之醫學院院長為主任委員，由主任

委員推薦校內專長符合之教師二至四人，經校長同意敦聘之。

各類初審小組委員任期一年；委員若因離職或其他因素，

無法擔任初審工作，則由各初審小組主任委員簽請校長另聘

適當人選擔任，其聘期以補足原委員聘期為止。

教師不得同時擔任初審小組與複審小組之委員。

第 十二 條 教師績效評鑑之程序及規定如下：

一、受評教師應依據研發處公告之教師績效評鑑作業時

程及規定，進入教師評鑑系統輸入基本資料，並進

行自評作業，以接受評鑑。

二、受評教師未依研發處公告之作業程序接受評鑑者，

視為未通過當次教師績效評鑑，依本辦法第十八條

之規定辦理。

第 十三 條 初審小組依據下列原則進行初審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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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初審小組確實依教師績效評鑑總表之規範，就教師

所提資料進行審查；初審小組發現所屬教師漏列表

現項目或資料時，應個別通知該教師依研發處公告

之評鑑作業時程補提資料受評。

二、初審小組就所屬教師之實際整體表現予以初審分數，

初審和自評分數若有差距，初審小組應敘明具體理

由與事實。

第 十四 條 複審小組依據下列原則進行複審作業：

一、複審小組確實依教師績效評鑑總表之規範，審查各

初審小組提報之初審結果，予以複審分數。

二、複審和初審分數若有差距，複審小組應敘明具體理

由與事實。

第 十五 條 校教師績效評鑑委員會依據下列原則進行決審作業：

一、決審並議決各複審小組提報之複審結果，並評核決

審分數。

二、決審和複審分數若有差距，校教師績效評鑑委員會

應敘明具體理由與事實。

第 十六 條 最近一學年內，兼任行政主管職務達五個月以上之教師，

應另接受行政績效評鑑，其行政績效評鑑方式如下：

一、兼任行政主管教師之行政績效評鑑，採用由人事室

擬定並經校長核定之「兼任行政主管教師行政績效

評鑑表」進行評鑑。

二、兼任一級主管者之績效，由其權責副校長初評。

三、兼任二級主管者之績效，由其單位一級主管初評及

權責副校長複評。

四、兼任一級主管之初評分數和兼任二級主管之複評分

數經副校長開會確認後，陳請校長進行最後審查。

五、校長針對兼任行政主管教師之行政績效，得依據具

體事實予以加(減)行政績效總分十分。

第 十七 條 各項受評資料若有疑義或涉及違反學術倫理之情事，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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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該項複審小組及校教師績效評鑑委員會評定屬實後，調整

或扣除該項計分。其情節嚴重者，由校教師績效評鑑委員會

送相關委員會依相關規定辦理。

第 十八 條 教師未符合本辦法第七條，或有本辦法第十二條第二項

規定之情形，並經核定為「未通過」當屆教師績效評鑑者，

其處理方式如下：

一、當學年內未通過者，由所屬學院（通識中心）協調

系所（組）或校內相關單位，於獲「未通過」核定

通知後之次學期起，給予一學期之適當協助和輔導，

且連續二學期不得晉薪、晉級、超鐘點、兼任本校

行政主管（已擔任且任期未滿者免兼）、在校外兼

職、兼課、教授休假研究（已核准通過或正執行中

者撤銷其未完成之休假研究期間）、擔任校級委員

（已擔任且任期未滿者解除委員資格）。

二、連續二年未通過者於獲第二次「未通過」核定通知

後之次學期、或五學年內有三次未通過者於獲第三

次「未通過」核定通知後之次學期，由校教師績效

評鑑委員會送教師所屬學院（通識中心）教師評審

委員會及校教師評審委員會為解聘、停聘或不續聘

之審議依據。

三、所有經校長核定為「未通過」之教師，當學年年終

獎金依當年度年終獎金發放標準規定處理。

前項各款之學年數計算以教師實際接受評鑑學年度為之。

受評教師依本辦法第四條之規定申請並獲准該學年暫免接受

評鑑者，該免評鑑之學年不列入前項各款之學年數計算。

第 十九 條 經核定之教師績效評鑑結果，由研發處彙整後送交相關

單位辦理後續事宜，並以彌封方式通知當事人。除行政公務

外，有關評鑑結果，凡參與之教師及行政人員均應善盡保密

之責任，其有違反者，由主辦單位簽請校長處分之。

第 二十 條 教師對評鑑結果如有疑義並有具體事證者，得於接獲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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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通知之次日起七個工作天內向校教師績效評鑑委員會申請

複評。校教師績效評鑑委員會應於收件截止次日起十個工作

天內完成複評，並報請校長核定後通知當事人。

第二十一條 本辦法各修訂條文自第七屆（102 學年度）起適用；但受

評教師第四屆至第六屆績效評鑑結果有未通過之情形者，依

修正前之規定辦理。

第二十二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自公告日實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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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1-7  96 至 100 學年專、兼任教師之基本資料 

 

◎ 96 學年 

教師姓名 職級 最高學歷及學位 

陳宏基 專任教授 台灣大學醫學院醫學系 醫學士 

袁行俢 專任教授 美國德州大學分子醫學研究所 哲學博士 

應純哲 專任副教授 美國德州大學公共衛生學院 公共衛生博士 

曲延棣 專任副教授 美國南卡羅萊娜州立大學 醫務管理博士 

鄭惠珠 專任副教授 德國畢勒費大學社會學院 社會科學博士 

蔡尚學 專任副教授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院醫究所 理學博士 

謝幸燕 專任助理教授 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社會學博士 

高月慈 專任助理教授 美國印第安那大學應用健康系 博士 

林美色 專任助理教授 德國畢勒費大學社會學院 社會科學博士 

鄭雅愛 專任助理教授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院牙醫學 理學博士 

陳文旭 專任助理教授 日本浜松醫科大學寄生蟲學 醫學博士 

尤素芬 專任助理教授 英國渥立克大學健康與社會學院 社會政策博士 

陳芬如 專任助理教授 美國南卡羅萊娜州立大學 健康照護管理博士 

馬震中 專任助理教授 美國南卡羅萊娜州立大學 健康照護管理博士 

朱慧凡 專任助理教授 陽明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 衛生政策管理博士 

陳泰瑞 專任助理教授 高雄醫學院醫學系 醫學士 

劉奕添 專任講師 台灣大學病理學研究所 理學碩士 

郭舜卿 專任講師 高雄醫學大學牙醫學 碩士 

郭振宗 兼任助理教授 高雄科技大學工程科技研究所 博士 

周煌智 兼任助理教授 陽明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 流行病學組博士 

吳景崇 兼任助理教授 美國 YUIN 大學東方醫學暨針灸學 博士 

袁繼銓 兼任講師 中山大學資訊管理學系 碩士 

洪誌隆 兼任講師 中山大學資訊管理研究所 碩士 

葉世玉 兼任講師 義守大學管理研究所 醫務管理碩士 

鄒惠雪 兼任講師 高雄醫學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 醫務管理專班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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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7 學年 

教師姓名 職級 最高學歷及學位 

陳宏基 專任教授 台灣大學醫學系 碩士 

應純哲 專任副教授 美國德州大學公共衛生學院 公共衛生博士 

曲延棣 專任副教授 美國南卡羅萊納大學 醫務管理學博士 

鄭惠珠 專任副教授 德國畢勒費大學社會學院 社會科學博士 

蔡尚學 專任副教授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院醫學研究所 理學博士 

謝幸燕 專任助理教授 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社會學博士 

高月慈 專任助理教授 美國印第安那大學應用健康系 博士 

林美色 專任助理教授 德國畢勒費大學社會學院 社會科學博士 

鄭雅愛 專任助理教授 高雄醫學大學口腔醫學院牙醫學 理學博士 

陳文旭 專任助理教授 日本國立浜松醫科大學寄生蟲學 醫學博士 

尤素芬 專任助理教授 英國渥立克大學健康與社會學院 社會政策博士 

陳芬如 專任助理教授 美國南卡羅萊納大學 健康照護管理博士 

馬震中 專任助理教授 美國南卡羅萊納大學 健康照護管理博士 

朱慧凡 專任助理教授 陽明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 衛生政策管理博士 

高家常 專任助理教授 美國聖路易大學公共衛生所 醫務管理博士 

劉奕添 專任講師 台灣大學病理學研究所 理學碩士 

郭舜卿 專任講師 高雄醫學大學 牙醫學碩士 

蔣百聰 專任講師 高雄醫學大學公共衛生學研究所 醫務管理學組碩士 

洪誌隆 兼任講師 中山大學資訊管理研究所 碩士 

袁繼銓 兼任講師 中山大學資訊管理學系 碩士 

鄒惠雪 專任講師 高雄醫學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 醫務管理碩士 

高浩雲 兼任講師 國立中山大學資訊管理學系 博士 

劉佳明 兼任講師 高雄醫學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 碩士 

周季民 兼任講師 高雄科技大學運輸與倉儲營運系 管理碩士 

馬可容 兼任助理教授 美國北卡羅來納大學教堂山分校 健康照護管理博士 

蔡郁姣 兼任講師 高雄醫學大學公共衛生學研究所 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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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 學年 

教師姓名 職級 最高學歷及學位 

陳宏基 專任教授 台灣大學醫學系 碩士 

應純哲 專任副教授 美國德州大學公共衛生學院 公共衛生博士 

曲延棣 專任副教授 美國南卡羅萊納大學 醫務管理學博士 

鄭惠珠 專任副教授 德國畢勒費大學社會學院 社會科學博士 

蔡尚學 專任副教授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院醫學研究所 理學博士 

謝幸燕 專任助理教授 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社會學博士 

高月慈 專任助理教授 美國印第安那大學應用健康系 博士 

林美色 專任助理教授 德國畢勒費大學社會學院 社會科學博士 

鄭雅愛 專任助理教授 高雄醫學大學口腔醫學院牙醫學 理學博士 

陳文旭 專任助理教授 日本國立浜松醫科大學寄生蟲學 醫學博士 

尤素芬 專任助理教授 英國渥立克大學健康與社會學院 社會政策博士 

陳芬如 專任助理教授 美國南卡羅萊納大學 健康照護管理博士 

馬震中 專任助理教授 美國南卡羅萊納大學 健康照護管理博士 

朱慧凡 專任助理教授 陽明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 衛生政策管理博士 

高家常 專任助理教授 美國聖路易大學公共衛生所 醫務管理博士 

劉奕添 專任講師 台灣大學病理學研究所 理學碩士 

顏永杰 專任助理教授 約翰霍普金斯大學 精神健康學系博士 

許素貞 兼任助理教授 成功大學資源工程學系 博士 

洪誌隆 兼任講師 中山大學資訊管理研究所 碩士 

袁繼銓 兼任講師 中山大學資訊管理學系 碩士 

劉佳明 兼任講師 高雄醫學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 碩士 

鄒惠雪 兼任講師 高雄醫學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 醫務管理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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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學年 

教師姓名 職級 最高學歷及學位 

應純哲 專任副教授 美國德州大學公共衛生學院 公共衛生博士 

鄭惠珠 專任副教授 德國畢勒費大學社會學院 社會科學博士 

蔡尚學 專任副教授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院醫學研究所 理學博士 

謝幸燕 專任助理教授 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社會學博士 

高月慈 專任助理教授 美國印第安那大學應用健康系 博士 

羅英瑛 專任副教授 國立中山大學人力資源管理 博士 

鄭雅愛 專任助理教授 高雄醫學大學口腔醫學院牙醫學 理學博士 

陳文旭 專任助理教授 日本國立浜松醫科大學寄生蟲學 醫學博士 

尤素芬 專任助理教授 英國渥立克大學健康與社會學院 社會政策博士 

陳芬如 專任助理教授 美國南卡羅萊納大學 健康照護管理博士 

馬震中 專任助理教授 美國南卡羅萊納大學 健康照護管理博士 

高家常 專任助理教授 美國聖路易大學公共衛生所 醫務管理博士 

劉奕添 專任講師 台灣大學病理學研究所 理學碩士 

顏永杰 專任助理教授 約翰霍普金斯大學 精神健康學系博士 

林嘉祥 兼任講師 陽明大學醫學系 學士 

洪誌隆 兼任講師 中山大學資訊管理研究所 碩士 

劉佳明 兼任講師 高雄醫學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 碩士 

鄒惠雪 兼任講師 高雄醫學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 醫務管理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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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學年 

教師姓名 職級 最高學歷及學位 

應純哲 專任副教授 美國德州大學公共衛生學院 公共衛生博士 

鄭惠珠 專任副教授 德國畢勒費大學社會學院 社會科學博士 

蔡尚學 專任副教授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院醫學研究所 理學博士 

謝幸燕 專任助理教授 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 社會學博士 

高月慈 專任助理教授 美國印第安那大學應用健康系 博士 

羅英瑛 專任副教授 國立中山大學人力資源管理 博士 

鄭雅愛 專任助理教授 高雄醫學大學口腔醫學院牙醫學 理學博士 

陳文旭 專任助理教授 日本國立浜松醫科大學寄生蟲學 醫學博士 

尤素芬 專任助理教授 英國渥立克大學健康與社會學院 社會政策博士 

陳芬如 專任助理教授 美國南卡羅萊納大學 健康照護管理博士 

馬震中 專任助理教授 美國南卡羅萊納大學 健康照護管理博士 

高家常 專任助理教授 美國聖路易大學公共衛生所 醫務管理博士 

劉奕添 專任講師 台灣大學病理學研究所 理學碩士 

顏永杰 專任助理教授 約翰霍普金斯大學 精神健康學系博士 

林嘉祥 專任講師 陽明大學醫學系 學士 

洪誌隆 兼任講師 中山大學資訊管理研究所 碩士 

劉佳明 兼任講師 高雄醫學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 碩士 

鄒惠雪 兼任講師 高雄醫學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 醫務管理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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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核心能力資訊，應用多元教學方法，編制講義與數位媒材一覽表

學期 科目 編制講義 數位媒體

98(上） 社會問題與適應 ＰＰＴ

普通生物學 ＰＰＴ

９８（下） 社會問題與適應 ＰＰＴ

解剖生理學 ＰＰＴ

醫療機構安全衛生管理 ＰＰＴ

醫療機構安全衛生管理（碩） ＰＰＴ

９９（上） 社會問題與適應 ＰＰＴ

普通生物學 ＰＰＴ

醫管實習（一） 無

９９（下） 社會問題與適應 ＰＰＴ

自然科學 ＰＰＴ

流行病學 ＰＰＴ

１００（上） 健康促進 ＰＰＴ

普通生物學 ＰＰＴ

醫管實習（一） 無

公共衛生學 ＰＰＴ

100(下) 流行病學 ＰＰＴ

醫管專題 無

自然科學 ＰＰＴ

98(1) 醫學術語 V PPT

98(2) 醫管研究專題(一)t V PPT

98(2) 組織行為 V PPT

99(1) 醫管研究專題(二)vppt V PPT

100(1) 健康照護體系概論v ppt V PPT

98 醫療社會學 ■

98 醫療產業概論 ■

98 醫療消費行為 ■

98 醫學人類學 ■

98 組織理論與管理 ■

100 社會問題與適應 ■

100 人社會與醫療 ■

100 醫療社會學 ■

100 醫療消費行為 ■

100 醫學人類學 ■

100(1) 醫院評鑑 V

96-1 醫藥衛生法規 ˇ

96-2 健康保險學 ˇ

96-2 醫療法規與倫理 ˇ

97-1 社區醫療管理概論 ˇ

97-1 醫藥衛生法規 ˇ

97-1 衛生政策與管理 ˇ

97-2 醫療與現代社會 ˇ

97-2 健康保險學 ˇ

97-2 醫學倫理 ˇ

97-2 質性研究方法 ˇ

98-1 醫藥衛生法規 ˇ

98-1 衛生政策分析 ˇ

98-1 醫療人力市場分析 ˇ

98-2 醫療與現代社會 ˇ

98-2 健康保險學 ˇ

98-2 醫學倫理 ˇ

99-1 社區醫療管理概論 ˇ

99-1 醫藥衛生法規 ˇ

99-1 衛生政策分析 ˇ

99-2 健康照護影片議題評析 ˇ

99-2 醫學倫理 ˇ

99-2 人道與生命倫理 ˇ

100-1 醫療與現代社會 ˇ

100-1 醫藥衛生法規 ˇ

100-1 衛生政策分析 ˇ

100-2 健康照護影片議題評析 ˇ

100-2 醫學倫理 ˇ

100-2 人道與生命倫理 ˇ

100-1 多變量分析 V

100-1 醫療會計與成本制度 V
961 行銷管理 自編講義 PPT

961 財務管理 自編講義 PPT

961 行銷管理 自編講義 PPT

961 醫療行銷管理 自編講義 PPT

962 健康科學研究方法 自編講義 PPT

962 醫管企劃專案 自編講義 PPT

962 健康科學研究方法 自編講義 PPT

962 醫管企劃專案 自編講義 PPT

962 長期照護服務 自編講義 PPT

971 財務管理 自編講義 PPT

971 財務管理 自編講義 PPT

971 醫療服務研究方法 自編講義 PPT

971 醫療行銷管理 自編講義 PPT

971 健康保險專題 自編講義 PPT

972 健康科學研究方法 自編講義 PPT

972 健康科學研究方法 自編講義 PPT

972 醫管企劃專案 自編講義 PPT

972 醫療機構財務管理 自編講義 PPT

972 醫務管理專題研討(一) 自編講義 PPT

981 財務管理 自編講義 PPT

981 財務管理 自編講義 PPT

981 專案管理 自編講義 PPT

981 醫療行銷管理 自編講義 PPT

981 健康保險專題 自編講義 PPT

982 健康科學研究方法 自編講義 PPT

982 醫管企劃專案 自編講義 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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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2 健康科學研究方法 自編講義 PPT

982 醫療機構財務管理 自編講義 PPT

991 健康科學研究方法 自編講義 PPT

991 專案管理 自編講義 PPT

991 醫療機構管理實習 自編講義 PPT

991 醫務管理專題研討(二) 自編講義 PPT

992 財務管理 自編講義 PPT

992 醫管企劃專案 自編講義 PPT

992 財務管理 自編講義 PPT

992 醫務管理專題研討(一) 自編講義 PPT

1001 健康科學研究方法 自編講義 PPT

1001 健康科學研究方法 自編講義 PPT

1001 醫療經濟學專題 自編講義 PPT

1001 醫務管理專題研討(二) 自編講義 PPT

1002 財務管理 自編講義 PPT

1002 醫管企劃專案 自編講義 PPT

1002 財務管理 自編講義 PPT

1002 人文與管理講座（四） 自編講義 PPT

1002 醫務管理專題研討 自編講義 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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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學年第2學期課程學習目標及設計 

學年 學期 開課系級 課程代號 課程名稱 選修別
學
分
數

授課教師

100 2 醫管三Ａ A5123910 財務管理 系必 3 陳芬如

課程描述
本課程主要訓練管理領域學生對財務管理的基本技能，介紹財務管理基本工具的知識與應用，內容包括財務報表、
預算、營運資金管理、成本分析與管理、資金投資決策與控制，課程著重於基本財務工具教學與案例演練。 

修課條件 會計 

達成指標與課程學習目標之關聯

能力/素養達成指標 課程學習目標(中) 

I1 
運用醫管專業知識於醫
療產業的管理 

了解健康照護環境變遷對機構財務之影響了解財務管理對機構經營重要性了解財務管
理基本概念與工具技術   

I2 
運用團隊合作、分析與
解決問題能力於醫療產
業的管理 

 熟悉財務管理於醫療機構之運用   

I4 
運用整合醫管資訊進行
邏輯推理能力於專業任
務的達成 

培養機構經營與財務診斷之專業素養  

學習設計

能力/素
養 

(學習成
果)

學習目
標 

(達成指
標)

權
重

學習認知層
次＊

教學方式＊
評量方式及配分 

(每項達成指標依權重所佔百分比配分)＊
建立評量標

準＊

CB1-1-1 
具備專
業管理
的理論
基礎 

I1 
運用醫
管專業
知識於
醫療產
業的管
理 

70 1.知識 
  

課堂授課 
課堂檢討 
  

平時：9 
期中(1)：25 
期末(1)：25 
作業：11 
  

測驗藍圖 
  

CB1-2-1 
具備團
隊合
作、分
析與解
決問題
的能力 

I2 
運用團
隊合
作、分
析與解
決問題
能力於
醫療產
業的管
理 

20 4.分析、評
鑑、創作 
  

課堂授課 
課堂檢討 
  

學習態度：6 
作業：4 
書面/口頭報告：10 
  

測驗藍圖 
評量尺規 
  

CB3-1-1 
具備獨
立思考
的能力 

I4 
運用整
合醫管
資訊進
行邏輯
推理能

10 2.理解 
  

課堂授課 
課堂檢討 
  

期中(1)：5 
期末(1)：5 
  

測驗藍圖 
  

1010815--014135列印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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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於專
業任務
的達成 

學習評量項目總計 
平時： 9 期中(1)： 30 期末(1)： 30 學習態度： 6

作業： 15
書面/口頭報

告：
10

授課進度與大綱（Outline/Schedule of Course）： 

授課進度與大綱（Outline/Schedule of Course）

第０１週 課程介紹、醫療服務財務管理內容綜論 

第０２週 醫療財務報表與分析 

第０３週 醫療財務報表與分析 

第０４週 財務規劃與控制 第一次小考 

第０５週 財務規劃與控制 

第０６週 營運資金管理 第二次小考 

第０７週 春假 

第０８週 營運資金管理 考前複習 

第０９週 期中考 

第１０週 資本預算投資、貨幣時間價值、投資計劃評估 

第１１週 資本預算投資、貨幣時間價值、投資計劃評估 

第１２週 資本結構 第三次小考 

第１３週 醫院成本行為 

第１４週 私立醫療院所之租稅課徵與租稅規劃討論 如何防範醫院財務危機 

第１５週 多元支付制度下醫院財務管理 

第１６週 多元支付制度下醫院財務管理 

第１７週 課程期末總論 

第１８週 期末考 

參考書籍、
教材

（Textbooks 
or 

References）  

參考書籍與資料： 
醫務管理雜誌 醫務管理學會 

Finkler SA (2001)financial management for public health and not for profit organization NJ:Pretice-Hall 
健康照護機構之財務管理 Robert A. McLean 郭乃文 翻譯 普林斯頓書局 
醫院財務管理 文京出版社 張曉芬 施博文著

課程要求
（學生於學
期間應達成
之學習成

就、作業、
考試等）

1010815--014135列印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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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irement 
of this 

course）  

課前預習、準時上課、認真聽講、歡迎發問(與我) 必備一台計算機！

備註
（Additional 
information） 

 

一、本課程依經驗較具難度，相關名詞對同學而言較陌生，然而財務管理攸關醫療機構在險惡環境中的存亡。課前預習絕
對有助於你對課程內容的了解，為達到事半功倍的學習效果與配合與課程進度，強力要求同學依照課程進度預習，並準備
小考，缺考者不提供補考機會。 
二、上課時歡迎發問，有問題請直接與老師發問，請勿打擾其他同學，你的問題或許會是其他同學的問題，你的提問或許
將提供同學學習機會。 
三、請遵守上課禮貌，手機請關靜音與勿使用手機，若有緊急事件可先告知老師後方能使用手機。 
四、請勿遲到，上課遲到十分鐘以曠課論，不補點，並扣減平時成績，缺課達學校規定則依規定扣考。 
五、請確實遵守課堂禮儀，若有要是需離開教室請告知授課教師，未告知離開者視同未出席該課。 
六、準時交作業，不接受任何理由補交作業，若因有要事必須請假，請委託同學代交作業。 
七、請於第一週印出課程大綱並注意成績計算方式。以掌握課程進度與小考日期。 
八、以上規定是為確保同學上課權益，敬請配合，學期全勤者加分學期總分五分。

1010815--014135列印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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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5-1 學習品質保證系統---IMAP 範例畫面 

 

課程核心能力權重 

 

 

成績登錄與課程核心能力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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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5-2 學習品質保證系統---IMAP 範例畫面



 

 

課程核心能力達成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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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學年度第二學期

課程內容 課堂授課 課堂檢討 實作練習 口頭報告 分組討論 參訪 閱讀 參與服務 服務日誌 實習場所教學
專題負責教

師個別指導

電腦軟體應用 P P P

會計學 P P P P

醫療社會學 P P P

公共衛生學 P P P

文獻管理 P P P P

健康照護影片議題評析 P P P

憲政與法治 P P P P

華語文學與思想(二) P P P

電腦軟體應用 P P P

會計學 P P P

公共衛生學 P P P

憲政與法治 P P P P

華語文學與思想(二) P P

組織行為 P P

人力資源管理 P P P

管理心理學 P P P P P

醫療消費行為 P P P

生物統計學（二） P

健康保險學 P P

流行病學 P P P P

社區照護 P P P P

疾病分類實務 P

醫療會計與成本制度 P P

文明發展史 P P P P

組織行為 P P P

人力資源管理 P P

生物統計學（二） P

健康保險學 P P

教學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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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5-3 多元學習與評量彙整表



100學年度第二學期

課程內容 課堂授課 課堂檢討 實作練習 口頭報告 分組討論 參訪 閱讀 參與服務 服務日誌 實習場所教學
專題負責教

師個別指導

教學方式

醫療會計與成本制度 P P

文明發展史 P P

品質管理 P P P

財務管理 P P

醫學人類學 P P

醫療機構安全衛生管理 P P

作業管理 P P P P

心理衛生照護 P P P P

醫管企劃專案 P P P P

健康照護制度比較 P P

組織理論與管理 P P P

醫管研究專題(一) P P P

品質管理 P P P

財務管理 P P

醫管實習（二） P

醫學倫理 P P P

非營利組織 P

現代醫療科技 P P P P

醫管專題 P

國際醫療照護品質管理系統 P P P

醫管實習（二）

醫學倫理 P P P

醫管專題 P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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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學年度第二學期

課程內容 期中 期末
學習態

度
作業

教學意

見調查
平時

書面/口頭

報告
出席

課堂討

論

小考測

驗
表演

同儕互

評
實作 筆記 論文

電腦軟體應用 P P P P P

會計學 P P P P P P

醫療社會學 P P P P P

公共衛生學 P P P P P

文獻管理 P P P

健康照護影片議題評析 P P P P P

憲政與法治 P P P P P P

華語文學與思想(二) P P P P

電腦軟體應用 P P P P P

會計學 P P P P P P

公共衛生學 P P P P P

憲政與法治 P P P P P P

華語文學與思想(二) P P P P

組織行為 P P P P

人力資源管理 P P P P

管理心理學 P P P P P

醫療消費行為 P P P P

生物統計學（二） P P P P P

健康保險學 P P P P P

流行病學 P P P P P P P P

社區照護 P P P P P

疾病分類實務 P P P

醫療會計與成本制度 P P P P P

文明發展史 P P P P P

組織行為 P P P P

人力資源管理 P P P P P

生物統計學（二） P P P P P

健康保險學 P P P P P

學習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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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學年度第二學期

課程內容 期中 期末
學習態

度
作業

教學意

見調查
平時

書面/口頭

報告
出席

課堂討

論

小考測

驗
表演

同儕互

評
實作 筆記 論文

學習評量

醫療會計與成本制度 P P P P P

文明發展史 P P P P

品質管理 P P P P P

財務管理 P P P P P P

醫學人類學 P P P P

醫療機構安全衛生管理 P P P

作業管理 P P P P

心理衛生照護 P P P P P P

醫管企劃專案 P P P P

健康照護制度比較 P P P P

組織理論與管理 P P P P P

醫管研究專題(一) P P P P

品質管理 P P P P P

財務管理 P P P P P P

醫管實習（二） P

醫學倫理 P P P P

非營利組織 P P P P

現代醫療科技 P P P P P P

醫管專題 P

國際醫療照護品質管理系統 P P P

醫管實習（二）

醫學倫理 P P P P

醫管專題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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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學年度第二學期

課程內容 課堂授課 課堂檢討 口頭報告 分組討論 參訪
實習場所

教學
書面報告 心得報告

指導教授

討論
個別指導

醫務管理學特論 P P P P P

醫療衛生政策 P P P

統計軟體應用 P P

多變量分析 P P

長期照護服務與管理 P P P P P

醫療專案管理 P P

醫務管理專題研討 P P P P

論文指導(二) P

碩士論文 P

論文指導(四) P

論文指導(五) P

教學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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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學年度第二學期

課程內容 期中 期末 學習態度 作業 筆記 平時
書面/口

頭報告
實作 課堂討論

口頭報告

心得
論文

醫務管理學特論 P P P P

醫療衛生政策 P P P P

統計軟體應用 P P P P P

多變量分析 P P P P P

長期照護服務與管理 P P P P P

醫療專案管理 P P P P

醫務管理專題研討 P P P P

論文指導(二) P

碩士論文 P

論文指導(四) P

論文指導(五) P

學習評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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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守大學教務處課務組工作聯繫單
(編號 :教課字第 1U1U86號 )

簽核主管 :黃奇 、莊景文 、黃一正

承辦人 : 周嘉怡 (分機 2128)

《>mail:betha呼 @isu.edu.t叻

日 期 :1U1年 11月 26日

致 :各教學單位

口請覆 ▓免覆

舝篛眚周嘉煙

主 旨 :lUl學年度第 1學期期中預警名單開放查詢等相關事宜 。

明 :

一 、期中預警學生名單已開放網路查詢 ,並以｝mail通知被預警學生 。

二 、預警學生名單相關資料 ,請 貴單位 自行於校務行政(北祥)系 統

或應用系統下載利用 。被預警科 目達三科(含)以 上者 ,請寄發通

知或連絡該生家長共同關心該生之學習情況 。

三 、為協助同學克服障礙 ,提高學習成效 ,請 貴單位主管 、導師及授課

教師協助輔導被預警學生 。輔導紀錄可至應用資訊系統一「學生輔導

中的 「課業輔導記錄┘點選 「輔導期中預警學生┘問題分類 ,填寫

導紀錄(如 附件一)而 輔導學生之紀錄將作為日後教師評鑑以及相關

教師考評等之參考依據 。

四、本學期各學院均已開設提供學生免費修習之補救教學課程(如 附件
二),請授課教師輔導被預警學生參加補救教學課程 ,以提高學生

學習成效 。

教務長 :

韆璜一
教

抯

● u.Vt‵ 刁KV〞

承辦人 :

t｛ 〦6

課務組組長 : 教務處秘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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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一SHUUUNIVERSITY
CⅢⅡculumSectiUnUfUⅢ ceUfAcad田㎡CAffairs

Inter一ⅢlitNUtⅢcatiUn
仆杺.J㏑U-Ke-TzulU1U86)

Heads incharge:ChyiHwang,五 ng-Wen
Zhuang,1「 i＿ZhengHuang
Staf㏑ -charge:Jia一nZhUuoxt.2128)
e-maⅡ:bethany@isu.edu.tw

Date:NUvember2a2U12
TU:Allacademicun北 s

口Pleasereply█ NUneedtUreply

Staff-in-charge:

SectiUnChiefUfCu」矼culunlSectiUn: 絳抻一
Secreta玾 UfUmceUfAcadeⅡ licAffairs: ﹀́〞

:孓
埤珜雸石司

Su切 ect:AffaIsrelevant tU㏑ qui跆s intUstudents recdⅥ ngmidt“mwam㏑ gs㏑ the1豇

semeSterUftheacadeΠlicyear2Ul2.

DescriptiUn:

1.TheinquIyintUthelistUfstudents receiVinglnidteΠ nwamingsis nU、vavaⅡableUnthe

InfUΠnatiUnSysten1,andsuchstudentswⅡ lreceiveanUtiflcaⅡ Unviae-lnaⅡ .

2. PleasedUwnlUadthelistUfstudents receiVinglnidteΠ nwamingsandrelevantdata士rUm

the 乙物ㄉθη〢〞 4σ羽氻杺〞atㄉ刀 Da翃乙羾 θ Urthej矺彴′沕atㄉK易 召尨沕.Please send

nUtiflcatiUns Ur cUntactparents regarding students’  leamingperfUⅡ nance ifStudents

receivewamingsfUr3cUurseSUr rnUre.

3. TUhelp students imprUvetheir leamingperfUIⅡ lanceandUvercUmeleamingUbstacles,

theheadsUftheacadeⅡ licun丘s,advisUrsandinstmctUrs sha11prUvidecUunseⅡ ngtU

studentswhUreceiVeWamings.PleaseⅡ lUutthecUunselingrecUrd← eeA伉 aChment1)

UntheInfUmlatiUnSystem(Ent玾 :InfUlⅢatiUnSystem→ StudentCUnsulting→ Π 11U瑛

lessUn’scUunseⅡnξ>Select‘
‘CUnsultingfUr studentswhUreceiveMidtelΠ lWaming”

astheCUllllsel㏑gTYpe).ThecUunsel㏑ grecUrdWⅢ seⅣeasareferencetUfacultY

evaluaIUnandrelevantfacuhyperfUrlnanceasSessment㏑ thehture.

4. FreeremedialcUursesUfferedbyrespectivecU1legesarenUwavaⅡ ablefUr students tU

reoSter(seeA伉 ac㎞ ent2).In乩 mCtUrs shall nUti玗 studentswhUrecekethemidterln

、
vamingUftheseremedialcUursessUastUimprUvestudents’ leamingperfUⅡnance.

DeanUfAcademlcAI㏑ 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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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於「課業輔導記錄維護」維護期中預警輔導紀錄，一經「儲存—學生可查詢」，  

學生即刻收到訊息，輔導內容將不可再修改。

 
 

 

 

註：原「生活輔導記錄維護」已刪除點選「輔導期中預警學生」問題分類選項，統一於「課業輔導記錄維護」。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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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資學院 

月/日 節 次 課程名稱 授課教師 教 室 

09/25 CD 電路學 張恩誌 50408 

10/16 Z5 管理數學 鄭榮祿 50414 

11/01 AB 工程數學(一) 謝東宏 50408 

11/05 89A 線性代數 歐陽振森 50502 

11/06 AB 電磁學(一) 李冠慰 50506 

11/07 12 計算機概論 蔡吉昌 

03411 

第六電

腦教室 

11/07 34 電子學（一） 曾遠威 50608 

11/08 89 資料庫管理 陳秀如 03411 

11/08 A 經濟學 梁鐿徽 50408 

11/08 ABC 微積分 孫永莒 50402 

11/08 AB 微積分(I) 洪惠陽 50403 

11/22 56 資料結構 陳啟彰 50504 

11/29 56 資料結構 陳啟彰 50504 

12/06 AB 工程數學(一) 謝東宏 50408 

01/08 AB 電磁學(一) 李冠慰 50506 

01/10 AB 工程數學(一) 謝東宏 50408 

01/10 AB 微積分(I) 洪惠陽 50403 
 

理工學院 

月/日 節 次 課程名稱 授課教師 教 室 

09/25 

10/02 

10/09 

10/16 

10/23 

10/30 

11/06 

11/13 

11/20 

11/27 

12/04 

12/11 

12/18 

12/25 

01/08 

Z 微積分（一） 張榮展 50508 

Z 微積分（一） 張耀祖 50711 

Z 微積分（一） 黃宏財 50403 

Z 微積分（一） 郎正廉 50507 

Z 微積分（一） 吳土城 50502 

Z 微積分（一） 施俊良 50615 

Z 微積分（一） 孫一凡 50603 

Z 微積分（一） 羅大欽 50704 

10/02 Z 英語補救教學 林幸宜 01417 

10/04 Z 英語補救教學 林幸宜 01417 

10/09 Z 英語補救教學 林幸宜 01417 

10/11 Z 英語補救教學 林幸宜 01417 

10/16 Z 英語補救教學 林幸宜 01417 

10/18 Z 英語補救教學 林幸宜 01417 

10/23 Z 英語補救教學 林幸宜 01417 

10/24 3 英語補救教學 林幸宜 01417 

10/25 Z 英語補救教學 林幸宜 01417 

10/30 Z 英語補救教學 林幸宜 01417 

10/31 34 英語補救教學 林幸宜 01417 

11/13 Z 英語補救教學 林幸宜 01417 

11/14 34 英語補救教學 林幸宜 01417 

11/20 Z 英語補救教學 林幸宜 01417 

11/21 34 英語補救教學 林幸宜 01417 
 

醫學院 

月/日 節 次 課程名稱 授課教師 教 室 

10/01 34 護理行政概論實習 王魯梅 C0133 

10/03 34 中醫基礎理論 倪健航 C0133 

10/08 AB 護理行政概論實習 李麗君 

B0316
第一電

腦教室 

10/09 Z 微積分 石明正 A1009 

10/23 Z 微積分 石明正 A1009 

10/23 9A 骨科物理治療學 游家源 B0527 

10/24 A 工程數學 吳佳祥 C0436 

10/25 AB 微積分(一) 陳博洲 C0433 

10/30 9A 骨科物理治療學 李新民 B0527 

10/31 34Z 
職能治療理論與技術

學(三) 
林鋐宇 B0522 

11/06 AB 營養學(二) 方麗雯 A0910 

11/08 ABC 生物力學 劉保興 C0436 

11/28 AB 工程數學 吳佳祥 C0436 

11/28 34 中醫基礎理論 倪健航 C1036 

11/28 9AB 普通化學 丁慧枝 A0909 

12/04 Z 微積分 石明正 A1009 

12/12 34 生物統計 張富貴 A0412 

12/19 3 生物統計 張富貴 A0412 

12/20 AB 微積分(一) 陳博洲 C0433 

12/25 AB 營養學(二) 方麗雯 A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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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學院 

月/日 節 次 課程名稱 授課教師 教 室 

10/05 56 經濟學(一) 田祖武 50606 

10/12 56 經濟學(一) 田祖武 50606 

10/23 Z 統計學(二) 楊文輝 01818 

10/24 34Z 電腦與資訊概論 胡靖 01410 

10/31 34 會計學(一) 周容如 50607 

11/01 AB 管理數學 楊智育 50406 

11/05 AB 管理數學 陳俊益 50408 

11/06 56 經濟學(一) 拾已宇 50611 

11/06 78 經濟學(一) 黃永成 50611 

11/06 Z 統計學(二) 楊文輝 01818 

11/07 34 會計學(一) 周容如 50607 

11/08 AB 管理數學 楊智育 50406 

12/04 Z 統計學(二) 楊文輝 01818 

12/18 Z 統計學(二) 楊文輝 01818 

12/19 34 會計學(一) 莊素增 50411 

12/25 78 經濟學(一) 黃永成 50611 

12/26 34 會計學(一) 莊素增 50411 

01/03 ABC 管理數學 楊智育 50403 

01/07 AB 管理數學 陳俊益 50408 

01/10 AB 管理數學 楊智育 50406 

01/08 34 經濟學(一) 拾已宇 50611 
 

觀餐學院 

月/日 節 次 課程名稱 授課教師 教 室 

10/11 67 經濟學概論 拾已宇 50704 

10/17 34 會計學 周容如 50807 

10/18 67 經濟學概論 拾已宇 50704 

10/24 34 會計學 周容如 50807 

10/25 67 經濟學概論 拾已宇 50704 

10/31 34Z 電腦與資訊概論 胡  靖 

02203 

第一電

腦教室 

11/01 67 經濟學概論 拾已宇 50704 

11/07 34 電腦與資訊概論 胡  靖 

02203 

第一電

腦教室 

11/08 67 經濟學概論 拾已宇 50704 

11/14 34 電腦與資訊概論 胡  靖 

02203 

第一電

腦教室 

11/29 78 電腦與資訊概論 劉旭冠 50910 

12/06 78 電腦與資訊概論 劉旭冠 50910 

12/13 67 經濟學概論 拾已宇 50704 

12/13 789 電腦與資訊概論 劉旭冠 50910 

12/19 34 會計學 周容如 50807 

12/20 67 經濟學概論 拾已宇 50704 

12/26 4 會計學 周容如 50807 
 

語文學院 

月/日 節 次 課程名稱 授課教師 教 室 

10/02 5 初級日語會話(一) 中尾真樹 61022 

10/03 34 Communication 桂慶中 61033 

10/04 4 
English Speech & 

Debate 泰利保羅 60730 

10/04 7 
English Speech & 

Debate 泰利保羅 61029 

10/22 Z Essay Writing 韓賀伯 61033 

10/24 34 
English Communication 

Skills 雷莫罕 61034 

10/24 9 翻譯實務專題研究 釋依昱 61023 

10/26 7 中級日語(一) 黃幸素 61022 

10/29 Z Essay Writing 韓賀伯 61033 

11/5 Z Essay Writing 韓賀伯 61033 

11/09 7 中級日語(一) 黃幸素 61022 

11/21 34 English Composition 吳佳蓓 61032 

11/21 34 
TEFL: Teaching 

Methods 
田靜誼 61034 

11/21 7 初級日語(一) 李守愛 61022 

11/23 78 高級日語(一) 蔣千苓 61022 

11/30 Z 日文寫作(一) 花城可裕 61023 

12/04 7 初級日語會法(一) 日下幸里 61022 

12/10 5 英語實務會話(一) 鮮正玄 61023 

12/11 7 初級日語會法(一) 日下幸里 61022 

01/18 7 初級日語(一) 李守愛 61022 

 

傳設學院 

月/日 節 次 課程名稱 授課教師 教 室 

09/27 ABCD 報刊媒體實務(一) 陳瑞芸 
第 2電腦

教室 

10/08 AB 設計素描 林崇宏 51201 

10/15 AB 設計素描 林崇宏 51201 

10/24 34 廣播節目製作一 李嘉崑 

多媒體

中心錄

音室 

10/30 34 廣播節目製作一 李嘉崑 

多媒體

中心錄

音室 

11/05 ABC 設計素描 林崇宏 51201 

11/19 ABC 設計素描 林崇宏 51201 

11/20 89 創意動畫 涂國雄 50109 

11/27 89 創意動畫 涂國雄 50109 

11/28 12 華語文學與思想 鄭瓊月 50804 

12/04 8 創意動畫 涂國雄 5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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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醫務管理學系 

回饋分析總表 

項目 回饋內容 改善策略 

資料蒐集對象 佐證資料 

在
校
生 

應
屆
畢
業
生 

校
友 

教
師 

職
員 

業
界 

家
長 

民
眾 

文
件 

訪
談 

座
談 

問
卷 

其
他 

授課計畫與教材 

提供實際醫院準備評

鑑的範本 

實際醫院準備評鑑的

資料為醫院財產不易

獲得可參考改善 
    

教材太難、準備報告

需要花很多時間 
教材太難可請教老師

及TA協助處理       

一學期要完成一份研

究論文似乎有點趕，

是否能把這門課分成

上下兩學期，吸收的

成效會較好 

學期報告範圍僅須完

成，前言、文獻探討、

與研究方法，且為小

組報告，小組人數約

4‐8人，實際上學期報

告成果多數約10頁，

若學生能依教學進度

進行相關學期報告，

應無太趕的情形，本

是相信學生將自我管

理依進度完成，日後

將持續監控學生的進

度。 

     

請用參考書 

這是好問題。目前坊

間無適當的中文醫務

管理學教科書，原文

書多以美國環境為主

題描述，較不合適。

因此花費時間製作講

義。若學生仍有意

見，考慮再使用中文

醫務管理學教科書。

     

課堂上的作業時間太

短、太趕 

可參考改善，亦會考

慮部分課堂作業改為

課後作業。 

     

輔助教學 

此科的助教再協助同

學這方面的成效似乎

不高，無法給同學明

確的建議 

將再強化助教的在課

程上的訓練,  並要求

助教若對同學所提之

問題有所疑惑時,  應
先與授課教師討論後

再協助同學 

     

可以多給練習題讓我

們練習 
本學期已提供較多的

練習題與練習機會。
     

教學方式 

我認為演講可提前至

期中考後那週做折

衝，因為聽完演講後

讓我較有具體的想

法，也較能理解所規

可參考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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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事項應如何準

備，對準備期末報告

也很有助益！ 

老師講的東西太抽象 
很難理解 

研究方法部分內容確

實有概念理解的瓶

頸，已盡力上傳與利

用實例與學術期刊、

研究報告、碩博論文

的內容於教學平台並

說明，要請同學認真

聽講與課餘以上傳的

資料進行理解吸收，

以利學習，若有疑問

亦鼓勵踴躍發問，日

後將主動評估與要求

學生之學習成效並進

行必要輔導。 

     

同學台上報告，老師

很愛接話批評，要評

論報告組可以等報告

組結束之後再來評

論，直接插手接話很

沒禮貌。 

我的口頭報告有限定

題目與時間 ,如果學

生報告的內容偏離主

題或是報告時間太

長 ,我會出面提醒同

學 ,我認為此生並不

了解老師＂插話＂的

用意! 

     

能實際參訪機構事件

很棒的經驗！但是好

不容易接洽到有機構

願意提供參訪的機

會，卻不巧不方便在

假日，對我們也很困

擾！ 

第一週上課已通知同

學能夠做好計劃，期

滿如期完成做作業。

該學期有一組同學在

期末逼近時才連絡好

參訪的機購與時間，

學生應從學習經驗中

認知到事先計劃(時

間管理)與團隊合作

的重要。 

     

可以在慢一點好難 

長久以來，每次下課

前都會告訴學生， 
上課速度太快或太

慢、有任何問題，都

歡迎隨時讓老師知

道，但並無人反應。

此外，和以往相比，

這學期的講授速度是

最慢的。 

     

講課有部分學生都聽

不太董 

開學時說明若有問題

應及時發問，並鼓勵

同學發問，將會再與

同學溝通並說明。 

     

其他 

報告的標準有點太嚴

格 

我不認為報告的要求

會太嚴格 ,從我給學

生的成績即可了解! 
     

增加與老師討論的時

間 

學期中對學生的討論

時間除 officce  hour
外，學生皆可另依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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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約時間，並以各種

方式問問題，因同學

多在報告繳交截止前

方擠在一起討論，甚

至本人沒課時段，全

日整日高達6小時，將

於日後於開學前告知

同學為避免日後這種

情形發生，應依說明

的進度執行學期報

告。 

希望考試完能公布成

績 

 

ㄧ般而言期中考後會

做期中預警的系統提

醒，若有學生反應希

望公佈試後成績，會

將考卷發放給學生查

驗。 

     

點名確實 

因醫學術語為模組課

程，每堂上課教師均

為不同教師，往後將

加強宣導並確實上課

點名。 

     

希望咳嗽可以戴口罩 

當我感冒時，我都會

戴口罩上課；咳得比

較嚴重時，我也會跟

學生說抱歉。 
上課時，我跟學生都

有一些距離，每次咳

嗽我也會轉頭朝向地

面或朝向黑板， 
所以我不清楚教學評

量組的長官們希望我

怎麼回覆這個問題。

     

兌現說過的話 
要請提出意見的同學

具體描述須兌現的的

事宜。 
     

建議老師不要在上完

課才將教材上網 

該學期多數教材為自

製，應已於課前置入

教學平台。 
     

不要看人給分、請用

同一套標準對每個學

生、應該公平的對每

個學生，不可以只對

陸生好。 

不明白此問題的始

末。該學期的期中與

期末考成績表現，陸

生成績確與本籍生有

天壤之別，為求學生

成績常態分配，以儘

量達公平、公正與公

開。我比較關注的是

學生學習態度的養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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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99 學年度第 2 學期教學意見調查－學生意見回饋分析總表 

單位：醫務管理學系 

項目 回饋內容 改善策略 

資料蒐集對象 佐證資料 

在
校
生 

應
屆
畢
業
生 

校
友 

教
師 

職
員 

業
界 

家
長 

民
眾 

文
件 

訪
談 

座
談 

問
卷 

其
他 

授課計畫與

教材 

柏拉圖的繪製細節，

可以說明清楚一點會

更好！ 
下次上課會說明更清楚。      

可以多教點課本講義

外的。 

上課已補充講義。補充講

義即是補充課本以外的

內容，請同學上課多用

心。 

     

請老師將教材提早放

到網路上或是請負責

同學將講義印出，這

樣會比較了解老師講

課的內容。 

教學內容會在上課前建

置於教學平台,唯少數同

學不願自行download 資
料及作筆記,恐是學習障

礙之一。 

     

1. 少有全英講義或

ppt。 
2. 全英ppt對學生來

說有點吃力。 

此目的是期許提升學生

閱讀英文的能力。英文

ppt占所有教學資訊15%
以下。 
策略有: 
1. ppt 若有英文資料一

定是提早將教材提早放

到bb平台 ,並以e-mail方
式 通知學生預習。 
2. 請同學上課做筆記,以
減少gap。 

     

講報告如何做時，請

詳細說明，要用研究

方法來做報告也是要

說一下。 

在課程內容的設計，醫管

研究專題（一）主要涵蓋

一般、普通性的研究方法

及議題。同時也會鼓勵學

生事先構想暑假機構實

習時實習專題的題目。針

對個人所選可能的專題

議題，請學生蒐集相關文

獻，就特定研究提出討論

與分享。由於學生所選的

議題有別，對於文獻中所

提的一些研究方法，會建

議學生再參閱其他延伸

的參考資料。對於上述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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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建議，在未來課程進

行時，除了建議相關文獻

之外，再加以導讀，以助

詮解相關研究方法的運

用。再者，提供學生報告

綱要，作為參照與指引。

期末報告措手不及。 

期末報告之相關規定已

再開學第一週第一次上

課跟同學預告與說明 , 
並在課程大綱上以文字

說明 , 同學應在課程一

開始時便知曉此報告之

內容與報告時間 , 若同

學還是認為措手不及 , 
則之後將在上課時以口

頭與在教學平台以文字

上不定期提醒同學提早

進行準備! 

     

內容實在是太難了。 

財務管理內容本屬較有

難度課程，各人對內容難

易程度解讀不同，且於學

期初即提醒同學若有不

懂應提出並提供OFFICE 
hour以供課業諮詢。 

     

期中考過後的內容很

難，很挫折! 

希望有心學習的同學可

利用課餘到醫院接觸實

體病歷,一定有助學習,我
會儘量幫助同學學習! 

     

希望有更實用的教

學。 

實用定義主觀，不知是否

為個人意見？但將會同

時檢視課程內容。 
     

提供查字的訣竅。 

1. 學生基礎醫學知識較

欠缺,例如醫學術語,
疾病分類課程儘可能

課前預習 ,把不懂的

醫學字詞先弄懂 ,老
師上課 

2. 都會提供查代碼的方

法 ,但若書本內容都

是生字 ,就毫無訣竅

可言 

     

多給練習題。 多指派練習題目      

授課進度/速
度 

能清楚講解 ,避免冗

字與不確定的字眼 ,
可以慢慢講~有時候

下次授課將調整授課速

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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老師講得太快 ,可能

就會講錯 ,這樣可能

會讓我們錯亂和不清

楚。 

上課速度可以再放慢

些。 

1. 訪談學生：詢問上課

學生對進度的意見 
2. 小考：藉由考試結果

了解學生對上課內容

的吸收程度 
3. 報告：請學生繳交報

告來了解學生對課程

的投入與吸收狀況 

     

期中考後教太多了 ..
因有點難 ..有點吃不

消! 

期中考過後確有點在敢

進度(之前碰一次國定假

日),日後會注意此問題 
     

授課方式 

希望可多寫版書，這

樣對算法會比較瞭

解。 

算式詳列於PPT，需要時

皆會是當使用白板，對不

瞭解處是否與版書有

關？鼓勵不懂的同學於

課堂與課後發問。 

     

報告時間 ,可以縮短 ,
才能獲取在重點之部

分知識。 

下次報告會再考量時間

之分配 
     

希望以後能報告or考
試二選一當作期末

考。 

本課程採多元評量方

式：期中採書面報告，期

末採考試，兩者訓練之重

點不同。評量標準在期初

即已說明，學期中亦再多

次解釋。 

     

重點講課。 

並不清楚學生說的重點

講課為何?  
目前以問題為導向的授

課模式,即針對問題討論

方式上課. 

     

上課依然缺乏活力。 

1. 授課教材之內容更改

為理論與實務比例平均

分配。 
2. 增加學生討論與互動

的時間。 
3. 撥放課程相關之影

片。 
4. 使用相關課程之文獻

及報導，給予學生進行課

堂討論。 
5. 將提醒注意課堂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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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反應。 
6. 持續追縱改善情況。

考試時間安

排 

1. 希望利用課堂考

期中末考。 
2. 不要將段考及期

末考試沒經大多

同學同意就更動。 
3. 期中期末考週，希

望能依照課堂時

間安排考試，例:
移到星期三。 

4. 希望能依照課堂

時間安排期中期

末考試，避免學生

每一科考試都擠

在星期三。 

1. 期末考已修正 
2. 會酌情修改期中考時

間 
     

建議不要把報告放在

考試週。 

考量學生考試與報告之

雙重壓力 , 之後將採取

報告時間與考試週錯開。

     

其他 

電話通知讓人頗有壓

力，有到場和沒到場

的下場都一樣? 

電話通知主要是讓同學

了解期末考試結果及其

他報告成績再做確認而

非補考，已在上課時和同

學說明清楚。 

     

1. 字寫大一點。 
2. 以後記得在小教

室就好。 
3. 多到台下巡視同

學查工具書的狀

況，有些真的很難

找。 

大教室上課有很多缺點,
人太多無法兼顧太多人,
會出現如建議事項的缺

點,以後一定在小教室比

較好。 

     

投票有失公平性。 

期末提供同學依報告可

行性、有效性、吸引度進

行投票僅做為本人額外

提供同學小組獎勵金獎

勵對象參考依據。非關成

績！ 

     

期中考試成績可以早

一點公布。 
及早公布考試成績      

期中考些許人作弊不

公平。 
下次考試會加強監考      

＊藍色文字為例示說明，請依學生實際反應意見及處理狀況填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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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守大學教學知能薪傳實施辦法 
 

97 學年度第 1學期第 2次教務會議通過(97.12.12) 

98 學年度第 2學期第 2次教務會議通過(99.05.28) 

98 學年度第 2學期第 11 次行政會議通過(99.07.23) 

99 年 7 月 30 日校長核定公告全文 

 

第一條   為提升教師教學知能及推動教學輔導機制，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教學發展中心(以下簡稱教發中心)負責推動及辦理教學知能

薪傳計畫之各項業務。 

第三條   教發中心應於每學年開學前，聘請在教學、研究及輔導具有

豐富經驗之教師擔任良師顧問，並建立良師顧問資料庫。 

第四條   教學知能薪傳計畫活動以教學知能之研討交流和經驗分享為

主，分為「個別諮詢」和「團體研習」兩種型態。 

  個別諮詢由良師顧問提供個別諮詢服務，進行面談、電話諮

詢或電子郵件諮詢等服務。 

  團體研習由教發中心規劃舉辦研習活動，邀請校內教師和新

進教師參加，議題以教學知能典範研習和班級經營座談會為主。 

第五條   本校設教學知能薪傳委員會，由當年度良師顧問組成，負責

審議有關教學知能薪傳相關事項，教發中心主任為當然委員並擔

任召集人。 

第六條  符合下述任一條件之教師，由教學知能薪傳委員會審議是否

須參加當學期教學知能薪傳活動： 

一、經教務處提報，前一學期教學意見調查結果未達標準之

教師。 

二、經研發處提報，前一學年度教師績效評鑑教學部份未通

過之教師。 

三、經各教學單位提報，須接受教學輔導之教師。 

  必須參加教學知能薪傳活動之教師，須選擇至少一位良師顧

問進行個別諮詢，並參加團體研習至少兩場次。 

  必須參加教學知能薪傳活動之教師，如拒絕參與前項輔導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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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則由教學知能薪傳委員會提送教務處或進修部作為教師績效

評鑑教學「基本表現」評分之依據。 

第七條   為獎勵良師顧問協助教學知能薪傳計畫之推動，每學年酌發

每位良師顧問諮詢費。 

第八條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自公告日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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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學年至100學年醫務管理學專任教師參與教學成長活動情形

97學年醫務管理學專任教師參與教學成長活動情形

醫務管理學系 尤素芬 製作數位教材著作權須知

醫務管理學系 曲延棣 Blackboard教學資源平台初階

醫務管理學系 曲延棣 Bb教學資源平台初階教育訓練(燕巢分部)
醫務管理學系 朱慧凡 Blackboard教學資源平台初階

醫務管理學系 林美色 Bb教學資源平台初階教育訓練(燕巢分部)
醫務管理學系 馬震中 Blackboard教學資源平台基本認識及操作介紹(燕巢分部)
醫務管理學系 馬震中 Blackboard教學資源平台初階

醫務管理學系 高家常 Blackboard教學資源平台初階

醫務管理學系 高家常 97學年度新進教師研習

醫務管理學系 蔡尚學 Blackboard教學資源平台基本認識及操作介紹(燕巢分部)
醫務管理學系 蔡尚學 Blackboard教學資源平台初階

醫務管理學系 蔡尚學 教師成長團體_研究方法與生物統計

醫務管理學系 鄭惠珠 Blackboard教學資源平台基本認識及操作介紹(燕巢分部)
醫務管理學系 鄭雅愛 Bb教學資源平台初階教育訓練(燕巢分部)
醫務管理學系 謝幸燕 Blackboard教學資源平台基本認識及操作介紹(燕巢分部)

15

98學年醫務管理學專任教師參與教學成長活動情形

醫務管理學系 尤素芬 醫學人文教學發展教師成長團體

醫務管理學系 尤素芬 醫學人文教學發展教師成長團體

醫務管理學系 尤素芬 醫學人文教學發展教師成長團體

醫務管理學系 尤素芬 醫學人文教育發展與研究提升教師成長團體

醫務管理學系 尤素芬 醫學人文教育發展與研究提升教師成長團體

醫務管理學系 尤素芬 醫學人文教育發展與研究提升教師成長團體

醫務管理學系 尤素芬 醫學人文教育發展與研究提升教師成長團體

醫務管理學系 尤素芬 醫學人文教育發展與研究提升教師成長團體

醫務管理學系 尤素芬 醫學人文教育發展與研究提升教師成長團體

醫務管理學系 尤素芬 醫學人文教育發展與研究提升教師成長團體

醫務管理學系 尤素芬 醫學人文教育發展與研究提升教師成長團體

醫務管理學系 尤素芬 醫學人文教育發展與研究提升教師成長團體

醫務管理學系 尤素芬 實證醫護研究教師成長團體

醫務管理學系 尤素芬 實證醫護研究教師成長團體

醫務管理學系 尤素芬 教師專業成長工作坊-全英授課經驗分享座談

醫務管理學系 曲延棣 「六標準差式教學意見調查表」說明會(燕巢分部)
醫務管理學系 林美色 醫學人文教學發展教師成長團體

醫務管理學系 林美色 醫學人文教學發展教師成長團體

醫務管理學系 林美色 醫學人文教學發展教師成長團體

醫務管理學系 林美色 醫學人文教育發展與研究提升教師成長團體

醫務管理學系 林美色 醫學人文教育發展與研究提升教師成長團體

醫務管理學系 林美色 醫學人文教育發展與研究提升教師成長團體

醫務管理學系 林美色 醫學人文教育發展與研究提升教師成長團體

醫務管理學系 林美色 醫學人文教育發展與研究提升教師成長團體

醫務管理學系 林美色 醫學人文教育發展與研究提升教師成長團體

醫務管理學系 林美色 醫學人文教育發展與研究提升教師成長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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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務管理學系 林美色 實證醫護研究教師成長團體

醫務管理學系 林美色 實證醫護研究教師成長團體

醫務管理學系 馬震中 「六標準差式教學意見調查表」說明會(燕巢分部)
醫務管理學系 馬震中 實證醫護研究教師成長團體

醫務管理學系 馬震中 實證醫護研究教師成長團體

醫務管理學系 馬震中 教師專業成長工作坊-全英授課經驗分享座談

醫務管理學系 馬震中 推動e化教師實務資訊系統說明會(99.1.20)
醫務管理學系 馬震中 輔導學生至業界實習工讀【申請e化教師實務資訊系統實習工讀案

醫務管理學系 高月慈 醫學人文教學發展教師成長團體

醫務管理學系 高月慈 醫學人文教學發展教師成長團體

醫務管理學系 高月慈 醫學人文教學發展教師成長團體

醫務管理學系 高月慈 醫學人文教育發展與研究提升教師成長團體

醫務管理學系 高月慈 醫學人文教育發展與研究提升教師成長團體

醫務管理學系 高月慈 醫學人文教育發展與研究提升教師成長團體

醫務管理學系 高月慈 商管研究教師成長團體

醫務管理學系 高月慈 醫學人文教育發展與研究提升教師成長團體

醫務管理學系 高月慈 醫學人文教育發展與研究提升教師成長團體

醫務管理學系 高月慈 醫學人文教育發展與研究提升教師成長團體

醫務管理學系 高月慈 商管研究成長團體

醫務管理學系 高月慈 醫學人文教育發展與研究提升教師成長團體

醫務管理學系 高月慈 醫學人文教育發展與研究提升教師成長團體

醫務管理學系 高月慈 醫學人文教育發展與研究提升教師成長團體

醫務管理學系 高家常 研究分析方法與教學實務應用成長團體

醫務管理學系 陳文旭 醫學人文教育發展與研究提升教師成長團體

醫務管理學系 陳芬如 實證醫護研究教師成長團體

醫務管理學系 陳芬如 數位教材製作軟體Camtasia研習活動(燕巢分部)
醫務管理學系 蔡尚學 SPSS軟體學習教師成長團體

醫務管理學系 蔡尚學 實務課程教學研習會

醫務管理學系 蔡尚學 教師專業成長工作坊-教育部計畫申請與執行經驗分享

醫務管理學系 蔡尚學 推動e化教師實務資訊系統說明會(99.1.20)
醫務管理學系 鄭惠珠 醫學人文教學發展教師成長團體

醫務管理學系 鄭惠珠 醫學人文教學發展教師成長團體

醫務管理學系 鄭惠珠 醫學人文教學發展教師成長團體

醫務管理學系 鄭惠珠 教師成長團體成果發表會

醫務管理學系 鄭惠珠 醫學人文教育發展與研究提升教師成長團體

醫務管理學系 鄭惠珠 醫學人文教育發展與研究提升教師成長團體

醫務管理學系 鄭惠珠 醫學人文教育發展與研究提升教師成長團體

醫務管理學系 鄭惠珠 醫學人文教育發展與研究提升教師成長團體

醫務管理學系 鄭惠珠 醫學人文教育發展與研究提升教師成長團體

醫務管理學系 鄭惠珠 醫學人文教育發展與研究提升教師成長團體

醫務管理學系 鄭惠珠 醫學人文教育發展與研究提升教師成長團體

醫務管理學系 鄭惠珠 醫學人文教育發展與研究提升教師成長團體

醫務管理學系 鄭惠珠 醫學人文教育發展與研究提升教師成長團體

醫務管理學系 鄭雅愛 98學年度第2學期新進教師研習

醫務管理學系 鄭雅愛 醫學人文教育發展與研究提升教師成長團體

醫務管理學系 鄭雅愛 醫學人文教育發展與研究提升教師成長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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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務管理學系 鄭雅愛 醫學人文教育發展與研究提升教師成長團體

醫務管理學系 鄭雅愛 醫學人文教育發展與研究提升教師成長團體

醫務管理學系 鄭雅愛 醫學人文教育發展與研究提升教師成長團體

醫務管理學系 鄭雅愛 醫學人文教育發展與研究提升教師成長團體

醫務管理學系 鄭雅愛 醫學人文教育發展與研究提升教師成長團體

醫務管理學系 應純哲 醫學人文教育發展與研究提升教師成長團體

醫務管理學系 謝幸燕 醫學人文教學發展教師成長團體

醫務管理學系 謝幸燕 醫學人文教學發展教師成長團體

醫務管理學系 謝幸燕 醫學人文教學發展教師成長團體

醫務管理學系 謝幸燕 實務課程教學研習會

醫務管理學系 謝幸燕 醫學人文教育發展與研究提升教師成長團體

醫務管理學系 謝幸燕 醫學人文教育發展與研究提升教師成長團體

醫務管理學系 謝幸燕 醫學人文教育發展與研究提升教師成長團體

醫務管理學系 謝幸燕 醫學人文教育發展與研究提升教師成長團體

醫務管理學系 謝幸燕 醫學人文教育發展與研究提升教師成長團體

醫務管理學系 謝幸燕 醫學人文教育發展與研究提升教師成長團體

醫務管理學系 謝幸燕 醫學人文教育發展與研究提升教師成長團體

醫務管理學系 謝幸燕 醫學人文教育發展與研究提升教師成長團體

醫務管理學系 謝幸燕 醫學人文教育發展與研究提升教師成長團體

醫務管理學系 謝幸燕 數位教材製作獎勵辦法說明(燕巢分部)
92

99學年醫務管理學專任教師參與教學成長活動情形

醫務管理學系 鄭雅愛 99學年度第1學期新進教師研習

醫務管理學系 羅英瑛 99學年度第1學期新進教師研習

醫務管理學系 馬震中 99學年度第1學期教師專業成長工作坊-微觀教學講座

醫務管理學系 羅瑛瑛 99學年度第1學期教師專業成長工作坊-微觀教學講座

醫務管理學系 陳宗泰 99學年度第2學期新進教師研習會

醫務管理學系 陳宗泰 99學年度第2學期教師專業工作坊

醫務管理學系 馬震中 99學年度第2學期教師專業工作坊

醫務管理學系 羅英瑛 99學年度第2學期教師專業工作坊

醫務管理學系 應純哲 99學年度第2學期大學教學評量:兼談微型教學

醫務管理學系 鄭雅愛 99學年度第2學期以學生學習成效為主軸的教學評鑑

醫務管理學系 陳芬如 99學年度第2學期以學生學習成效為主軸的教學評鑑

醫務管理學系 鄭惠珠 99學年度第2學期以學生學習成效為主軸的教學評鑑

醫務管理學系 高家常 99學年度第2學期以學生學習成效為主軸的教學評鑑

醫務管理學系 蔡尚學 99學年度第2學期以學生學習成效為主軸的教學評鑑

醫務管理學系 羅英瑛 99學年度第2學期以學生學習成效為主軸的教學評鑑

醫務管理學系 梁鐿徽 99學年度第2學期微型教學(Microteaching)的理念及其應用模式

醫務管理學系 尤素芬 99學年度第2學期微型教學(Microteaching)的理念及其應用模式

醫務管理學系 蔡尚學 99學年度第2學期微型教學(Microteaching)的理念及其應用模式

醫務管理學系 高家常 99學年度第2學期教師成長團體成果發表

19

100學年醫務管理學專任教師參與教學成長活動情形

醫務管理學系 馬震中 100學年度第2學期教師專業成長工作坊-以成果為導向之學生學習

醫務管理學系 謝幸燕 100學年度第2學期教師專業成長工作坊-以成果為導向之學生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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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務管理學系 應純哲 100學年度第2學期教師專業成長工作坊-以成果為導向之學生學習

醫務管理學系 鄭雅愛 100學年度第1學期新進教師研習

醫務管理學系 尤素芬 100學年度第1學期匠師教學歷程檔案平台操作說明會

醫務管理學系 高家常 100學年度第1學期教師成長專業工作坊-從微型教學之應用談有效

醫務管理學系 鄭雅愛 100學年度第1學期教師成長專業工作坊-教學評量與學習評量的反

醫務管理學系 蔡尚學 100學年度第1學期教師成長專業工作坊-教學評量與學習評量的反

醫務管理學系 陳芬如 100學年度第1學期教師成長專業工作坊-教學評量與學習評量的反

醫務管理學系 馬震中 100學年度第1學期教師成長專業工作坊-教學評量與學習評量的反

醫務管理學系 羅英瑛 100學年度第1學期教師成長專業工作坊-教學評量與學習評量的反

醫務管理學系 高月慈 100學年度第1學期教師成長專業工作坊-教學評量與學習評量的反

醫務管理學系 應純哲 100學年度第1學期教師成長專業工作坊-教學評量與學習評量的反

醫務管理學系 蔡尚學 100學年度第1學期教師成長專業工作坊-全英授課經驗論壇

醫務管理學系 馬震中 100學年度第1學期教師成長專業工作坊-全英授課經驗論壇

醫務管理學系 高家常 100學年度第1學期教師成長專業工作坊-全英授課經驗論壇

醫務管理學系 鄭惠珠 100學年度第1學期教師成長專業工作坊-全英授課經驗論壇

醫務管理學系 郭光明 100學年度第2學期新進教師研習

醫務管理學系 鄭雅愛 100學年度第2學期教師成長工作坊-教育工作者的創新思維

醫務管理學系 蔡尚學 100學年度第2學期教師成長工作坊-教育工作者的創新思維

醫務管理學系 陳芬如 100學年度第2學期教師成長工作坊-教育工作者的創新思維

醫務管理學系 羅英瑛 100學年度第2學期教師成長工作坊-教育工作者的創新思維

醫務管理學系 高家常 100學年度第2學期教師成長工作坊-教育工作者的創新思維

醫務管理學系 郭光明 100學年度第2學期教師成長工作坊-教育工作者的創新思維

醫務管理學系 陳芬如 100學年度第2學期教師成長工作坊-「學生學習成效評估：釋義與

醫務管理學系 羅英瑛 100學年度第2學期教師成長工作坊-「學生學習成效評估：釋義與

醫務管理學系 蔡尚學 100學年度第2學期教師成長工作坊-「學生學習成效評估：釋義與

醫務管理學系 謝幸燕 100學年度第2學期教師成長工作坊-「學生學習成效評估：釋義與

醫務管理學系 鄭惠珠 100學年度第2學期教師成長工作坊-「學生學習成效評估：釋義與

醫務管理學系 高家常 100學年度第2學期教師成長工作坊-「學生學習成效評估：釋義與

醫務管理學系 郭光明 100學年度第2學期教師成長工作坊-「學生學習成效評估：釋義與

醫務管理學系 尤素芬 100學年度第2學期教師成長工作坊-「學生學習成效評估：釋義與

醫務管理學系 馬震中 100學年度第2學期教師成長工作坊-「學生學習成效評估：釋義與

醫務管理學系 謝幸燕 100學年度第2學期教師成長工作坊-基礎學科會考實施與資料分析

醫務管理學系 馬震中 100學年度第2學期教師成長工作坊-老師編課用唱的-創新教學經驗

醫務管理學系 陳芬如 100學年度第2學期教師成長工作坊-老師編課用唱的-創新教學經驗

醫務管理學系 郭光明 100學年度第2學期教師專業成長工作坊-傑出教學教師經驗分享

醫務管理學系 謝幸燕 100學年度第2學期教師專業成長工作坊-傑出教學教師經驗分享

醫務管理學系 蔡尚學 100學年度第2學期教師專業成長工作坊-傑出教學教師經驗分享

醫務管理學系 羅英瑛 100學年度第2學期教師專業成長工作坊-傑出教學教師經驗分享

醫務管理學系 尤素芬 100學年度第2學期教師專業成長工作坊-傑出教學教師經驗分享

醫務管理學系 馬震中 100學年度第2學期教師專業成長工作坊-傑出教學教師經驗分享

醫務管理學系 高月慈 100學年度第2學期教師專業成長工作坊-傑出教學教師經驗分享

醫務管理學系 高家常 100學年度第2學期教師專業成長工作坊-傑出教學教師經驗分享

44

total :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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