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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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年 6 月 6 日校長核定公告修正全文 

教育部 102 年 6 月 17 日臺教高(三)字第 1020088829 號函核定修正全文 

第 一 條  依據義守大學(以下簡稱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十

五條，訂定義守大學教師聘任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校教師之聘任，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悉依本辦法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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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資源處存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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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下簡稱校教評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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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資源處統一辦

理之。 
新聘教師作業以每學期辦理一次，起聘日以每學期開始日(八

月一日或二月一日)為原則。 
新聘教師作業流程及繳交文件如附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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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無教育人員任用條

例所定不得任用之情事外，並應具備教育人員任用條例及其施行

細則所列應具備之相關資格條件，始得聘任。 
本校如符合教育部大學評鑑績優規定，並於教育部核定之有效

期間內，下列聘任教師得不受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有關「已屆應即退

休年齡者，不得任用為專任教育人員」之限制，惟仍不得超過七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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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歲： 
一、講座教授。 
二、學士後醫學系與國際學院外籍專任教師，服務期間表現優異，

經專案簽奉校長核准者。 

前項聘任人員在聘期中屆滿七十五歲時，視為聘期屆滿。其人

數不得超過全校專任教師總額之百分之三，且聘期不得超過五年。 

第 六 條  本校教師資格審查悉依教育部訂頒之「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

格審定辦法」及其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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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得不受前列限制。 
第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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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員聘任辦法」之規定。其辦法

另訂，經校教評會審議通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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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校教評會審議通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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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校教評會審議通過，陳請校

長核定後實施。 
第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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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請人力資源處提校教評會

決審通過，簽請校長核定後聘任，並報請教育部審定核發教師證

書。 
院聘教師由院級教評會辦理初審後，逕送人力資源處提校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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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會進行決審。 
第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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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用教

育部所定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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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認定原則依教育部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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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條  教師送審之代表著作及參考著作經發現(或經檢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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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校教評會審議通過，陳請校長

核定後實施。 
第十二條  本校教師之聘任以一學年一聘為原則。期滿並符合本校教師

績效評鑑辦法相關規定，且經三級教評會審議通過始得續聘。 
            教師績效評鑑辦法另訂，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

實施。 
第十三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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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續

聘、資遣、獎懲、校外兼職兼課、借調及休假研究等重要參考。 
第十四條  教師之不續聘、停聘、解聘等事宜，依據教師法、教育人員

任用條例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五條  兼任教師除依本辦法規定外，另依本校「兼任教師聘任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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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其辦法另訂，經校教評會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第十六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教育部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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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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 

通過 

通過 

未通過 

附表一 

義守大學新聘教師作業流程(已有教師證書者) 
 
 
 
 
 
 
 
 
 
 
 
 
 
 
 
 
 
  

 

徵聘作業 
(新聘教師徵選委員會) 

系提出需求計

畫，並經學校

核定員額 

系教評會   

初審 

聘任簽呈 會簽各院院長、

通識中心主任 

會簽人力資源處 

校長核定 
(聘任人選確定) 

院教評會   

複審 

校教評會   

決審 

發聘 

第一學期十月底前 

第二學期四月底前 

第一學期十二月底前 

第二學期六月底前 

-起聘年月- 

二月起聘 

八月起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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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 

通過 

通過 

未通過 

未通過 

通過 

附表二    義守大學新聘教師作業流程(以「學位論文」送審者) 

 
 
 
 
 
 
 
 
 
 
 
 
 
 
 
 
 
  

 

徵聘作業 
(新聘教師徵選委員會) 

系提出需求計

畫，並經學校

核定員額 

系教評會   

初審 

聘任簽呈 會簽各院院長、

通識中心主任 

會簽人力資源處 

校長核定 
(聘任人選確定) 

院教評會   

複審 

校教評會   

決審 

發聘 

聘任學院院長 
辦理外審作業 

第一學期十月底前 

第二學期四月底前 

第一學期十二月底前 

第二學期六月底前 

-起聘年月- 

二月起聘 

八月起聘 

報送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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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 

通過 

通過 

未通過 

未通過 

通過 

通過 

附表三   義守大學新聘教師作業流程(以「專門著作」送審者) 
 
 
 
 
 
 
 
 
 
 
 
 
 
 
 
 
  

 
 
 

徵聘作業 
(新聘教師徵選委員會) 

系提出需求計

畫，並經學校

核定員額 

系教評會   

初審 

聘任簽呈 會簽各院院長、

通識中心主任 

會簽人力資源處 

校長核定 
(聘任人選確定) 

院教評會   

複審 

校教評會   

決審 

發聘 

聘任學院院長 
辦理外審作業 

第一學期十月底前 

第二學期四月底前 

第一學期十二月底前 

第二學期六月底前 

-起聘年月- 

二月起聘 

八月起聘 

學術副校長  
辦理外審作業 

報送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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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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年3月21日校長核定修正第2點、第5點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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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資源處存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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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人力資源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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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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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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年 2 月 19 日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臨時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3 年 03 月 03 日校長核定公告修正第 3、9、18、23、24、28、30 條條文 

103 年 5 月 28 日 102 學年第 2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3 年 06 月 09 日校長核定公告修正第 4、7、9、10、11、15、25、2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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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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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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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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級一級外審)，但其教師教學服務成

績仍須符合本校教師升等成績之規範始得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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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其教師教學服務成績仍須

符合本校教師升等成績之規範始得提出申請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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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其教師教學服務成績仍

須符合本校教師升等成績之規範始得提出申請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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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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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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其年資得不受前條第一項第二款

之限制。 

第  五  條  本辦法第三條各款所訂服務年資，依下列方式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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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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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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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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說明其

間之關聯性。代表著作並應非為曾以其為代表著作送審者。 

本次送審代表著作與前次送審代表著作內容近似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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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該專門著作送人力資源處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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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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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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人力資源處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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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報教育

部廢止其教師資格，並追繳或註銷該等級之教師證書。 

第  十  條  教師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提出升等之申請；其已提

出者應予駁回： 

一、於三級教評會升等作業審查期間之各學期，其授課

時數未符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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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所頒發之原等級教師證書影本乙份。 

七、原職級聘書影本乙份。 

八、外審教授迴避名單乙份（以三人為限，並須檢附具

體理由，無者免附）。 

九、代表著作有合著人者，應繳交合著人證明書正本乙

份。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送審人為中央研究院院士，免繳交合著人簽章

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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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送審人為第一作者或送審人為通信（訊）作者，

免繳交其國外合著人簽章證明部分。 

十、教學、研究及服務具體成果。 

十一、前一教師等級之代表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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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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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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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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複審之外審學者專家名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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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審之外審學者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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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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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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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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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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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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以上。 

（五）申請升等教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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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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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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且三

人評分總平均為七十分以上，申請升等助理

教授者外審成績至少二人評分達七十分以上

且三人評分總平均為七十分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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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

且四人評分總平均為七十分以上，申請升等

助理教授者外審成績至少三人評分達七十分

以上且四人評分總平均為七十分以上。 

（五）申請升等教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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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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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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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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分以上且三人評分總平均為七十分以

上，申請升等助理教授者外審成績至少二人

評分達七十分以上且三人評分總平均為七十

分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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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達七十五分以上且四人評分總平均為七十

分以上，申請升等助理教授者外審成績至少

三人評分達七十分以上且四人評分總平均為

七十分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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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申請升等教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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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且三人評分

總平均為七十分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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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且四人評分總平均為七十分

以上。 

 前列第一項各款評分所達分數，均含本數，並取「小數

第一位四捨五入為整數」。各審級之升等總成績並應符合本校

教師教學服務成績之規範與標準始得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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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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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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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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級由人力資源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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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書面向原決議處分之教評會

提出申復，或向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以下簡稱申評會)提

起申訴；如對申復結果不服時，得於收到決議通知書之次日

起三十日內，以書面向申評會提出申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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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

起三十日內，以書面向申評會提出申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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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教評會審議通過之升等案經簽請校長核定後，應檢附

相關表件報請教育部核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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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審未通過或送審人中途撤案時，應從系級初

審重新辦理升等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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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於本校圖書館公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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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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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第十二條規

定始得提出申請，其任用資格及審查程序準用本辦法規定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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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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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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三十 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教育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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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 年 10 月 21 日校長核定公告修正第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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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教授：教學佔百分之二十五，服務佔百分之十 
          五。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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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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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教學、服務績效

成績須符合「各達七十分以上」之規定外，並應在該屆所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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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組前百分之八十以內（以下各款所稱「以內」，均為「含同

分者」）。 
     (三) 採計第七屆以後之教師績效評鑑成績，其教學、服務績效成績

均須符合「各達七十分以上」之規定，並應在該屆所屬類別

前百分之八十以內。其各類別歸屬之規範如下： 
          1.「教學深耕」類： 

             (1)教學績效成績：於「教學深耕」類教師中之前百分之八

十以內。 
             (2)服務績效成績：於所屬學院(通識教育中心)教師中之前百

分之八十以內。 
          2.「教研並重」類：教學與服務績效成績均須於所屬學院(通

識教育中心)教師中之前百分之八十以內。 
            前項第三款各目類別中，兼任行政職務之教師，在「教學」項目之績

效成績，得放寬至前百分之九十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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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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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類別)前百分之八十以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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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屆至第六屆之教學、服務績效成績計算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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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鑑成績各類別百分之八十之落點分數，並將全校教師績效評鑑成績送

人力資源處留存備查。 
五、教師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其提出升等申請時，至少採計二屆已完

成且符合第四點規定成績標準之教學和服務成績（包含最近一屆），

不受前點第一項之限制： 
     (一)到校服務未滿四年之教師。 
     (二)四年內曾借調其他大學院校、公民營企業、機關(構)之教師。 
     (三)依本校教師績效評鑑辦法申請免評獲准之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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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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分表及考核成績表如附件。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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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教師提出升等申請時，應先向人力資源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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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第四點或第五點規定予

以初審。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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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要點經校教評會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自公告日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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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守大學教師績效評鑑辦法 

 

96年 6月 13日 95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通過 

97年 5月 14日校教師績效評鑑委員會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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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8年 2月 25日校教師績效評鑑委員會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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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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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8、11、15、16、17、18、19、20條條

文 

101年 07月 11日 校長核定公告修正第 1、2、3、4、5、6、7、8、9、10、11、12、

13、14、15、16、17、18、19、21 及 22條條文 

102年 11月 28日校長核定公告修正第 1、2、4、6、7、8、9、18、19、21條條文 

103年 7月 28日校長核定公告修正第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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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聘、停聘、不續聘、獎勵及其他措

施之重要參考或依據。 

第  二  條  本辦法所稱教師績效評鑑，以本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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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研究發展處（以下簡稱研發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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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Administrator
文字方塊
附件2-1-5 義守大學教師績效評鑑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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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本校現任講座、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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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行政會議通過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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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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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學」積分為該類別教師之前百分之九十五

或「輔導暨服務」積分為教師主聘所屬學院（通

識教育中心，以下簡稱中心）教師（不含臨床

教學類教師）之前百分之九十五。 

二、「教研並重」類教師若到校服務滿三年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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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分為該類別教師主聘所屬學院（中

心）教師之前百分之九十五或「輔導暨服務」

積分為教師主聘所屬學院（中心）教師（不含

臨床教學類教師）之前百分之九十五。 

三、符合本項第一款第二目、第二款第二目規定且該學

院受評教師過少者，該學院受評教師得經校教師績

效評鑑委員會審議後，與性質相近之學院教師合併

計算百分比。 

四、「臨床教學」類教師若到校服務滿三年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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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分為該類別

教師之前百分之九十五。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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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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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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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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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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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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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受評資料採計期間年滿63歲教師，應符合下列標準： 

（一）「教學」基本表現達六十分。 

（二）「輔導暨服務」基本表現達六十分。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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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屆

「研究」表現視為通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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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屆「研究」表現視為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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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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近三年曾申請暫免評鑑獲准教師，「研究」表現通過

標準可依「研究」表現資料採計期間參加教師績效

評鑑屆數按比例計算。 

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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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表現所採列計分論文之領域須與主從聘學系（中

心）專業相關，始可列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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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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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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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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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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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複審小組主任委員

及各學院（中心）院長（主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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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績效評鑑之決審工作以及

學年度系所自我評鑑（ISUQ）獎勵遴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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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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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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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主任）為主任委員，召集評鑑資料採計學年度時之學院

（中心）內各系所主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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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主任）為主任委員，

召集評鑑資料採計學年度時之學院（中心）內各系所主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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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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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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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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由人力資

源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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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績效總分十分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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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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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條第二款、第十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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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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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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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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續二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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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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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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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適用各屆教師績效評鑑施行時之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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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以書面彌封方式通知當事人。除行政

公務外，有關評鑑結果，凡參與之教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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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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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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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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學年 
 

教師姓名 職級 最高學歷及學位 學術專長 
（兼任教師列出現職）

專任教師 
應純哲 副教授 美國德州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博士 公共衛生、醫務管理 
謝幸燕 助理教授 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博士 醫療社會學、組織社會

學 
高月慈 助理教授 美國印第安那大學應用健康系博

士 健康行為與健康促進 

蔡尚學 副教授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院醫學研究所 
博士 

流行病學、生物統計
學、公共衛生學 

鄭雅愛 助理教授 高雄醫學大學口腔醫學院牙醫學
研究所博士 

解剖生理學、醫療品
質、口腔健康促進 

鄭惠珠 副教授 德國畢勒費大學社會學院博士 
醫療史、醫療社會學、
社區照護、傳統醫療政
策 

陳芬如 助理教授 美國南卡羅萊納大學博士 
健康保險、醫療品質管
理、長期照護服務管
理、醫務管理、醫療行
銷管理 

尤素芬 助理教授 英國渥立克大學健康與社會學院 
博士 

移工健康、職業健康政
策、醫療社會學、醫療
倫理 

馬震中 助理教授 美國南卡羅萊納大學博士 醫院策略管理、醫療品
質系統、醫務管理 

高家常 副教授 美國聖路易大學公共衛生所博士
美國密蘇里州聖路易大學博士 

研究方法論、健康促
進、生活品質、醫療品
質、長期照護、社區與
精神護理、護理行政 

羅英瑛 副教授 國立中山大學人力資源管理研究
所博士 

醫療機構經營管理、長
期照護管理、人力資源
管理 

郭光明 助理教授 國立中正大學資訊管理研究所博
士 醫療資訊管理 

張雁晴 助理教授 美國伊利諾大學芝加哥校區身心
障礙研究博士 

公共衛生、健康促進、
職能治療、身心障礙 

臨床醫師師資 

陳翰容 教授 
日本群馬大學醫學部神經外科醫

學博士 
國立中山大學醫務管理碩士 

神經外科、外科學、醫

院行政管理 

余燦榮 教授 中國醫藥大學醫學系醫學士 
國立中山大學管理學碩士 

解剖生理、臨床藥理、

外科學、醫院行政管理

陳文旭 副教授 
日本國立浜松醫科大學寄生蟲學
研究所醫學博士 
高雄醫學大學醫務管理學研究所
碩士 

內科學、胃腸肝膽疾
病、寄生蟲學 、醫院行
政管理 

顏永杰 助理教授 約翰霍普金斯大學公共衛生學院
精神健康學系博士 精神醫學、公共衛生 

林嘉祥 助理教授 陽明大學醫學系學士 泌尿專科 
兼任教師 
許素貞 助理教授 國立成功大學資源工程學系博士 秀傳醫療體系營運中心

教學副院長 

鄒惠雪 講師 高雄醫學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碩
士 

中央健康保險署高屏業
務組醫務管理科專員 

劉佳明 講師 高雄醫學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碩
士在職專班 

義大醫院醫務管理室經
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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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1-6 101-102學年專、兼任教師之學經歷基本資料



◎ 102 學年 
 

教師姓名 職級 最高學歷及學位 學術專長 
（兼任教師列出現職）

專任教師 
應純哲 副教授 美國德州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博士 公共衛生、醫務管理 
謝幸燕 助理教授 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博士 醫療社會學、組織社會

學 
高月慈 助理教授 美國印第安那大學應用健康系博

士 健康行為與健康促進 

蔡尚學 副教授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院醫學研究所 
博士 

流行病學、生物統計
學、公共衛生學 

鄭雅愛 助理教授 高雄醫學大學口腔醫學院牙醫學
研究所博士 

解剖生理學、醫療品
質、口腔健康促進 

鄭惠珠 副教授 德國畢勒費大學社會學院博士 
醫療史、醫療社會學、
社區照護、傳統醫療政
策 

陳芬如 助理教授 美國南卡羅萊納大學博士 
健康保險、醫療品質管
理、長期照護服務管
理、醫務管理、醫療行
銷管理 

尤素芬 助理教授 英國渥立克大學健康與社會學院 
博士 

移工健康、職業健康政
策、醫療社會學、醫療
倫理 

馬震中 助理教授 美國南卡羅萊納大學博士 醫院策略管理、醫療品
質系統、醫務管理 

高家常 副教授 美國聖路易大學公共衛生所博士
美國密蘇里州聖路易大學博士 

研究方法論、健康促
進、生活品質、醫療品
質、長期照護、社區與
精神護理、護理行政 

羅英瑛 副教授 國立中山大學人力資源管理研究
所博士 

醫療機構經營管理、長
期照護管理、人力資源
管理 

郭光明 助理教授 國立中正大學資訊管理研究所博
士 醫療資訊管理 

張雁晴 助理教授 美國伊利諾大學芝加哥校區身心
障礙研究博士 

公共衛生、健康促進、
職能治療、身心障礙 

臨床醫師師資 

陳翰容 教授 
日本群馬大學醫學部神經外科醫

學博士 
國立中山大學醫務管理碩士 

神經外科、外科學、醫

院行政管理 

陳文旭 副教授 
日本國立浜松醫科大學寄生蟲學
研究所醫學博士 
高雄醫學大學醫務管理學研究所
碩士 

內科學、胃腸肝膽疾
病、寄生蟲學 、醫院行
政管理 

兼任教師 
許素貞 助理教授 國立成功大學資源工程學系博士 秀傳醫療體系營運中心

教學副院長 

鄒惠雪 講師 高雄醫學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碩
士 

中央健康保險署高屏業
務組醫務管理科專員 

洪誌隆 講師 國立中山大學資訊管理研究所 義大醫院資訊部協理 
劉佳明 講師 高雄醫學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所碩

士在職專班 
義大醫院醫務管理室經
理 

蔡易庭 講師 國立高雄師範大學人力與知識管
理衛生所碩士 

義大醫院醫務管理室企
劃管理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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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時間 主題 地點 主講者 主辦單位 

2014/11/5 
103 學年第 1 學期教師成長工作坊-如何提升

學生學習成效講座 

校本部科技大樓 3401
教室、燕巢分部 A 棟

0102 教室 
彭森明 教授 教學發展中心 

2014/9/24 
103 學年第 1 學期教師成長工作坊-全英授課

技巧講座 
義守大學燕巢分部-A

棟 A0101 教室 數媒系陳思維老師 教學發展中心 

2014/5/7 
102-2 教師成長工作坊(Ⅳ)─暫定：班級經營

與師生互動分享講座 

校本部：科技大樓

3401 教室；燕巢分

部：教學大樓A棟0102
教室 

電機系黃蓮池老師 教學發展中心 

2014/4/16 
102-2教師成長工作坊(Ⅲ)─創新教學經驗分

享講座 

校本部：科技大樓

3401 教室；燕巢分

部：教學大樓A棟0102
教室 

大傳系鄭瓊月老師 教學發展中心 

2014/4/2 
102-2 教師成長工作坊(Ⅱ)─暫定：全英教學

領航講座 

校本部：科技大樓

3401 教室；燕巢分

部：教學大樓A棟0102
教室 

國財系黃國誠教授 教學發展中心 

2014/3/5 
102-2 教師成長工作坊(Ⅰ)─快樂學英文：全

英語教學的挑戰、策略與反思 

校本部：科技大樓

3401 教室；燕巢分

部：教學大樓A棟0102
教室 

數媒系陳思維老師 教學發展中心 

2013/12/5 
102-1 教師成長工作坊系列活動-教學評量經

驗分享演講活動 

校本部科技大樓 3401
教室； 分部 A 棟 102

教室 

高雄醫學大學黃淑玲

老師 教學發展中心 

2013/11/13 
102-1 教師成長工作坊系列活動-產學互動的

策略與經驗分享演講活動 

校本部科技大樓 3401
教室； 分部 A 棟 102

教室 
清大彭明輝教授 教學發展中心 

2013/10/2 
102-1 教師成長工作坊系列活動-創新教學經

驗分享活動 

校本部科技大樓 3401
教室； 分部 A 棟 102

教室 

陳瑞芸老師、楊崇宏老

師、林彥勝老師 教學發展中心 

 

2013/9/25 
 

102-1 教師成長工作坊系列活動-英語領航演

講活動 

校本部科技大樓 3401
教室； 分部 A 棟 102

教室 

尤素芬老師、黃寶珊老

師 教學發展中心 

2012/1/10 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師成長團體成果發表 
校本部綜合教學大樓 1

樓川堂 
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

師成長團體召集人 
義守大學教學發展

中心 

2011/6/22 99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師成長團體成果發表 
校本部綜合教學大樓 1

樓川堂 
99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

師成長團體召集人 教學發展中心 

2011/6/1 
【06/01 教師成長演講】「閱讀與寫作-談詩

生活」 
科技大樓 3501 林天祥 義守大學通識

教育中心副教授 通識教育中心 

2010/12/8 
【12/08 教師成長演講】「聽、說、讀、寫一

把罩-大學任意門 」 
行政大樓 10 樓第八研

討室 
李金鴦 高師大國文系

副教授 通識教育中心 

2010/12/1 
【教師成長演講】「淺談如何提昇大學生的

英文學習動機 」 
行政大樓 10 樓第七研

討室 
吳岱栖 本校觀光學系

助理教授 通識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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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3-1 教師教學專業發展相關講座



2010/11/24 【教師成長】「華語文課程教學經驗分享」 
行政大樓 10 樓第七研

討室 
賴慧玲 本校通識教育

中心助理教授 通識教育中心 

2010/11/3 【教師成長】「通識課程的目前趨勢與規劃」 
行政大樓 10 樓第七研

討室 
吳明孝 本校通識教育

中心助理教授 通識教育中心 

2010/10/27 
教師成長團體--商管領域產學合作心得及其

與教學的相關性 
綜合教學大樓51302-2

教室 

高雄第一科技大學資

訊管理學系 孫思源教

授 
教學發展中心 

2010/4/28 【教師成長】「學生提問能力的培養」 
行政大樓 10 樓第七研

討室 
劉開鈴 國立成功大學

外國語文學系教授 通識教育中心 

2010/4/7 【教師成長】「通識課程設計中的必要張力」 
行政大樓 10 樓第七研

討室 
黃俊儒 國立中正大學

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通識教育中心 

 

2013/5/15 
 

教師專業成長活動系列講座--產學合作應用

至實務教學之經驗分享 

校本部科技大樓 3 樓

3401 教室/燕巢分部 A
棟 0102 教室 

義守大學創新育成中

心主任 徐祥禎教授 
義守大學教學發展

中心 

2013/5/1 
教師專業成長活動系列講座--PISA學習評量

理念介紹與省思 

校本部科技大樓 3 樓

3401 教室/燕巢分部 A
棟 0102 教室 

國立台南大學教育學

系測驗統計碩博士班 
洪碧霞教授 

義守大學教學發展

中心 

2013/4/10 
教師專業成長活動系列講座--全英授課經驗

分享 

校本部科技大樓 3 樓

3401 教室/燕巢分部 A
棟 0102 教室 

義守大學應用英語系

尚惠芳教授 教學發展中心 

2013/3/13 
教師專業成長活動系列講座--創新教學經驗

分享 

校本部科技大樓 3 樓

3401 教室/燕巢分部 A
棟 0102 教室 

義守大學創新教學獲

獎教師 教學發展中心 

2012/11/28 
教師專業成長活動系列講座--傑出教學教師

經驗分享 

校本部科技大樓 3 樓

3401 教室/燕巢分部 A
棟 0102 教室 

義守大學 100 學年度

傑出教學獲獎教師 
義守大學教學發展

中心 

2012/11/21 
教師專業成長活動系列講座--全英授課經驗

論壇 

校本部科技大樓 3 樓

3401 教室/燕巢分部 A
棟 0101 教室 

教育部大專校院專業

英語授課培訓教師 
義守大學教學發展

中心 

2012/11/14 
教師專業成長活動系列講座--從教學評量實

務談如何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校本部 3401/燕巢分部

A0102 
彰化師範大學教育研

究所王智弘教授 
義守大學教學發展

中心 

2012/11/7 
教師專業成長活動系列講座--台美教學經驗

談(全英語演說) 
校本部 3401/燕巢分部

A0102 
中央大學資訊工程學

系孫敏德教授 
義守大學教學發展

中心 

2012/10/17 
教師專業成長活動系列講座--創新教學經驗

分享 
校本部 3801/燕巢分部

C0145 
義守大學創新教學獲

獎教師 
義守大學教學發展

中心 

2012/9/26 
教師專業成長活動系列講座--創新應用與教

學 
校本部 3401/燕巢分部

A0102 
遠東科技大學創造力

中心陳玉崗主任 教學發展中心 

 
2012/5/16 

教師專業成長活動系列講座~~~傑出教學教

師經驗分享 

校本部科技大樓 3401
會議室/燕巢分部 A 棟

0102 教室 

義守大學職治系張立

青老師/企管系陳芃婷

老師 

義守大學教學發展

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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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5/9 
教師專業成長活動系列講座~~~老師編課用

唱的-創新教學經驗分享 
校本部科技大樓 3401

會議室 
義守大學資訊工程學

系沈鴻哲助理教授 
義守大學教學發展

中心 

2012/5/2 
教師專業成長活動系列講座~~~基礎學科會

考實施與資料分析經驗分享 

校本部科技大樓 3401
會議室/燕巢分部 A 棟

0102 教室 

嘉義大學數位學習設

計與管理學系張立杰

副教授 

義守大學教學發展

中心 

2012/4/11 
教師專業成長活動系列講座~~~量身訂做學

生學習成效評估 
校本部 3401/燕巢分部

A0102 

高雄醫學大學 通識教

育中心 黃淑玲助理教

授 
教學發展中心 

2012/3/21 
教師專業成長活動系列講座~~~教育工作者

的創新思維 
校本部:3401/燕巢分

部:A0102 
國家文官培訓所特約

講師 陳永隆 博士 教學發展中心 

2011/11/9 
教師專業成長活動系列講座--全英授課經驗

論壇 
義守大學校本部/燕巢

分部 
義守大學教育部培訓

教師 教學發展中心 

2011/10/19 
教師專業成長活動系列講座--教學評量與學

習評量的反思 
義守大學校本部/燕巢

分部 
國立中山大學教育學

系 邱文彬教授 教學發展中心 

2011/10/5 
教師專業成長活動系列講座--從微型教學之

應用談有效教學之核心能力 
義守大學校本部/燕巢

分部 
國立台中教育大學 教
育學系 謝寶梅教授 教學發展中心 

2011/5/11 
教師專業成長工作坊系列講座---微型教學演

練調查與研究--經驗與實施成效 

校本部科技大樓 3401
教室/燕巢分部 A 棟

0102 教室 

南台科技大學師資培

育中心 謝水南講座教

授 
教師發展組 

 

2011/5/4 
 

教師專業成長工作坊系列講座---以學生學習

成效為主軸的教學評鑑 

校本部科技大樓 3401
教室/燕巢分部 A 棟

0102 教室 

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助

理研究員 黃淑玲博士 教師發展組 

2011/3/30 
教師專業成長工作坊系列講座---大學教學評

量:兼談微型教學 

校本部科技大樓 3401
教室/燕巢分部 A 棟

0102 教室 

輔仁大學教育領導與

發展研究所 蔡進雄所

長 
教師發展組 

2011/3/9 
教師專業成長工作坊系列講座---多元化教學

評量理念與推動策略 

校本部科技大樓 3401
教室/燕巢分部 A 棟

0102 教室 

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

育中心李坤崇主任 教師發展組 

2010/11/3 教師專業成長工作坊--微型教學講座 
校本部科技大樓 3501

教室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教

育學系黃永和副教授 教學發展中心 

2010/10/27 教師專業成長工作坊-班級情境經營 綜合教學大樓 50916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

育學系(所)楊巧玲教授 
教學發展中心教師

發展組 

2010/6/2 教師專業成長工作坊-全英授課心得交流 
校本部綜合教學大樓

51305 室 
應用數學系 謝良瑜老

師 教學發展中心 

2010/3/17 
98學年度第 2學期教師專業成長工作坊系列

活動-精進教學職能分享座談會 
燕巢分部 B 棟二樓，第

三會議室 

健康管理學系「翁慧

卿」老師、「蔡夙穎」

老師 
教學發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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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職單位 職號 姓名 研習活動名稱 活動日期

醫務管理學 19560 馬震中 103學年度全英授課技巧營-上午場次：非英語文學科全英語授課之技巧 1030910

醫務管理學 1A029 郭光明 103學年度全英授課技巧營-上午場次：非英語文學科全英語授課之技巧 1030910

醫務管理學 1A119 張雁晴 103學年度全英授課技巧營-上午場次：非英語文學科全英語授課之技巧 1030910

醫務管理學 19560 馬震中 103學年度全英授課技巧營-下午場次：英語發音問題之正確認識及解決 1030910

醫務管理學 1A119 張雁晴 103學年度全英授課技巧營-下午場次：英語發音問題之正確認識及解決 1030910

醫務管理學 19236 蔡尚學 103學年度全英授課技巧營-下午場次：英語發音問題之正確認識及解決 1030910

醫務管理學 1A029 郭光明 103學年度全英授課技巧營-下午場次：英語發音問題之正確認識及解決 1030910

醫務管理學 19336 尤素芬 103學年第1學期教師成長工作坊-全英授課技巧講座 1030924

醫務管理學 19560 馬震中 103學年第1學期教師成長工作坊-全英授課技巧講座 1030924

醫務管理學 19439 陳芬如 103學年第1學期教師成長工作坊-全英授課技巧講座 1030924

醫務管理學 18933 高月慈 103學年第1學期教師成長工作坊-全英授課技巧講座 1030924

醫務管理學 19236 蔡尚學 103學年第1學期教師成長工作坊-全英授課技巧講座 1030924

醫務管理學 19927 羅英瑛 103學年第1學期教師成長工作坊-全英授課技巧講座 1030924

醫務管理學 1A029 郭光明 103學年第1學期教師成長工作坊-全英授課技巧講座 1030924

醫務管理學 1A119 張雁晴 103學年第1學期教師成長工作坊-全英授課技巧講座 1030924

醫務管理學 19725 高家常 103學年第1學期教師成長工作坊-全英授課技巧講座 1030924

醫務管理學 19927 羅英瑛 103學年第1學期教師成長工作坊-提升學習動機講座 1031001

醫務管理學 19560 馬震中 103學年第1學期教師成長工作坊-提升學習動機講座 1031001

醫務管理學 19439 陳芬如 103學年第1學期教師成長工作坊-提升學習動機講座 1031001

醫務管理學 19236 蔡尚學 103學年第1學期教師成長工作坊-提升學習動機講座 1031001

醫務管理學 1A119 張雁晴 103學年第1學期教師成長工作坊-提升學習動機講座 1031001

醫務管理學 18932 謝幸燕 103學年第1學期教師成長工作坊-提升學習動機講座 1031001

醫務管理學 19217 鄭雅愛 103學年第1學期教師成長工作坊-提升學習動機講座 1031001

醫務管理學 18933 高月慈 103學年第1學期教師成長工作坊-提升學習動機講座 1031001

醫務管理學 19725 高家常 103學年第1學期教師成長工作坊-提升學習動機講座 1031001

醫務管理學 1A029 郭光明 103學年第1學期教師成長工作坊-提升學習動機講座 1031001

醫務管理學 19217 鄭雅愛 103學年第1學期教師成長工作坊-如何提升學生學習成效講座 1031105

醫務管理學 19560 馬震中 103學年第1學期教師成長工作坊-如何提升學生學習成效講座 1031105

醫務管理學 19927 羅英瑛 103學年第1學期教師成長工作坊-如何提升學生學習成效講座 1031105

醫務管理學 18932 謝幸燕 103學年第1學期教師成長工作坊-如何提升學生學習成效講座 1031105

醫務管理學 18732 應純哲 103學年第1學期教師成長工作坊-如何提升學生學習成效講座 1031105

醫務管理學 19725 高家常 103學年第1學期教師成長工作坊-如何提升學生學習成效講座 1031105

醫務管理學 1A029 郭光明 103學年第1學期教師成長工作坊-如何提升學生學習成效講座 1031105

醫務管理學 19236 蔡尚學 103學年第1學期教師成長工作坊-如何提升學生學習成效講座 1031105

醫務管理學 1a119 張雁晴 103學年第1學期教師成長工作坊-如何提升學生學習成效講座 1031105

醫務管理學 18932 謝幸燕 數位學習認證申請研習會-數位學習課程認證介紹與指標說明 1031015

醫務管理學 19560 馬震中 數位學習認證申請研習會-數位學習課程認證介紹與指標說明 1031015

醫務管理學 19333 鄭惠珠 數位學習認證申請研習會-數位學習課程認證介紹與指標說明 1031015

醫務管理學 19236 蔡尚學 數位學習認證申請研習會-數位學習課程認證介紹與指標說明 1031015

醫務管理學 19725 高家常 數位學習認證申請研習會-數位學習課程認證介紹與指標說明 1031015

醫務管理學系1A119 張雁晴 103-1中原大學遠距連線第3場：從產學鏈結看高等教育的學用合一 1040107

醫務管理學系19560 馬震中 103-1中原大學遠距連線第3場：從產學鏈結看高等教育的學用合一 1040107

醫務管理學系1A029 郭光明 103-1中原大學遠距連線第3場：從產學鏈結看高等教育的學用合一 1040107

附件2-3-2  本系教師專業發展講座參與資料工作坊明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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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六標準差式課程滿意調查報告書

一般課程(103/2 期中)
課程代號及名稱 G5106010醫療健康產業人力資源管理

教師姓名 羅英瑛,

選課人數 32   問卷人數 17

選項/人數/績分
       

全面 陰面
100 91.4 79.2 62.2 50

一   計畫與教材 
1 本門課的教材內容對我難易適

中。 12 4 1 0 0 96.75 0.00

2 本門課上課進度符合課程大
綱。 12 4 1 0 0 96.75 0.00

整體來說，本門課採用的教材與授課
進度適合班上同學學習。 12 4 1 0 0 96.75 0.00

二    教學方法 
1 本門課老師的表達條理分明。

12 4 1 0 0 96.75 0.00

2 本門課老師會適時調整教學方
法。 12 4 1 0 0 96.75 0.00

整體來說，本門課老師的教學方法有
助於提升班級的學習成效。 12 4 1 0 0 96.75 0.00

三    評量方法 
1 本門課成績評量採用多元方

式。 12 4 1 0 0 96.75 0.00

2 本門課老師於作業或測驗前後
會提供適當協助（討論、講
解）。 11 5 1 0 0 96.25 0.00

整體來說，本門課的評量方式可以合
理反映班上同學的學習成效。 12 4 1 0 0 96.75 0.00

四    班級經營 
1 本門課老師和本班互動良好。

13 3 1 0 0 97.26 0.00

2 本門課老師所營造的氛圍有助
於提升我的學習動機和興趣。 12 4 1 0 0 96.75 0.00

整體來說，本門課老師的班級經營對
班上同學學習有幫助。 12 4 1 0 0 96.75 0.00

五    教學態度 
1 本門課老師教學認真。

12 4 1 0 0 96.75 0.00

2 本門課老師的教導方式有益我
的學習。 12 4 1 0 0 96.75 0.00

整體來說，本門課老師的教學態度有
助於提升班級的學習成效。 12 4 1 0 0 96.75 0.00

教學績效評量 全面(期中Cutoff_1.5%標準=85.73) 陰面(期中Cutoff_1.25%標準=3.54)

綜合分數 96.75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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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整體意見 

選項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1 整體來說，我滿意本門課的教學計畫、教學方法、
課業輔導、成績評量及教學態度等。 12 4 1 0 0

2 .整體來說，本門課增長了本班同學的基本素養(如 
倫理道德、社會知能、生活態度)。 12 4 1 0 0

3 整體來說，本門課增長了本班同學的核心能力(如 
專業知能、國際視野、創新整合、資訊科技)。 12 4 1 0 0

4 整體來說，本門課增長了本班同學的專業技能。
12 4 1 0 0

學生對教師的建議

建議 加大音量 清晰咬字 板書清晰 放慢講課速度 增供成績評量方式

人數 0 0 0 0 0

建議 平穩情緒 照綱授課 充實內容 增供參考書目 減少調課/停課

人數 0 0 0 0 0

建議 準時上課 準時下課 教材上網 增加實例研討 減提無關題材

人數 0 0 0 0 0

學生對教師的建議:其它

編號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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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自評 

1
如下是我修習本門課的主要原因（可複選） 

原因 必修 興趣 升學 就業 證照

人數 2 11 1 2 0

原因 自我能力提升 學分數需求 老師不常點名 時間可配合 老師給分很寬鬆

人數 8 4 0 6 0

原因 其他

人數 0

2 我的學習態度是認真的。

選項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人數 11 5 1 0 0

3 如下是我最常使用的課後輔導方式（可複選） 

方式 師生晤談 電子郵件 教學助理 同儕小老師 教學網站

人數 6 7 0 1 8

方式 無 其他

人數 1 0

4 若收到預警通知，我會反省改進學習態度。

選項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人數 10 6 1 0 0

如下是我修習本門課的主要原因（可複選） :其它

編號 建議

如下是我最常使用的課後輔導方式（可複選） :其它

編號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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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六標準差式課程滿意調查報告書

一般課程(103/2 期末)
課程代號及名稱 G5106010醫療健康產業人力資源管理

教師姓名 羅英瑛,

選課人數 32   問卷人數 15

選項/人數/績分
       

全面 陰面
100 91.4 79.2 62.2 50

一   計畫與教材 
1 本門課的教材內容對我難易適

中。 9 6 0 0 0 96.56 0.00

2 本門課上課進度符合課程大
綱。 9 6 0 0 0 96.56 0.00

整體來說，本門課採用的教材與授課
進度適合班上同學學習。 9 6 0 0 0 96.56 0.00

二    教學方法 
1 本門課老師的表達條理分明。

10 5 0 0 0 97.13 0.00

2 本門課老師會適時調整教學方
法。 11 4 0 0 0 97.71 0.00

整體來說，本門課老師的教學方法有
助於提升班級的學習成效。 11 4 0 0 0 97.71 0.00

三    評量方法 
1 本門課成績評量採用多元方

式。 9 6 0 0 0 96.56 0.00

2 本門課老師於作業或測驗前後
會提供適當協助（討論、講
解）。 10 5 0 0 0 97.13 0.00

整體來說，本門課的評量方式可以合
理反映班上同學的學習成效。 9 6 0 0 0 96.56 0.00

四    班級經營 
1 本門課老師和我互動良好。

11 4 0 0 0 97.71 0.00

2 本門課老師所營造的氛圍有助
於提升我的學習動機和興趣。 11 4 0 0 0 97.71 0.00

整體來說，本門課老師的班級經營對
班上同學學習有幫助。 11 4 0 0 0 97.71 0.00

五    教學態度 
1 本門課老師教學認真。

12 3 0 0 0 98.28 0.00

2 本門課老師的教導方式有益我
的學習。 12 3 0 0 0 98.28 0.00

整體來說，本門課老師的教學態度有
助於提升班級的學習成效。 12 3 0 0 0 98.28 0.00

教學績效評量 全面(期末Cutoff_1.5%標準=85.46) 陰面(期末Cutoff_1.25%標準=3.90)

綜合分數 97.36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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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整體意見 

選項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1 整體來說，我滿意本門課的教學計畫、教學方法、
課業輔導、成績評量及教學態度等。 12 3 0 0 0

2 我願意選修本門課老師所教授的其他科目。
12 3 0 0 0

3 我願意推薦學弟妹選修本門課老師所教授科目。
12 3 0 0 0

4 整體來說，本門課增長了本班同學的基本素養(如 
倫理道德、社會知能、生活態度)。 11 4 0 0 0

5 整體來說，本門課增長了本班同學的核心能力(如 
專業知能、國際視野、創新整合、資訊科技)。 11 4 0 0 0

6 整體來說，本門課增長了本班同學的專業技能。
11 4 0 0 0

學生對教師的建議

建議 加大音量 清晰咬字 板書清晰 放慢講課速度 增供成績評量方式

人數 0 0 0 0 0

建議 平穩情緒 照綱授課 充實內容 增供參考書目 減少調課/停課

人數 0 0 0 0 0

建議 準時上課 準時下課 教材上網 增加實例研討 減提無關題材

人數 0 0 0 1 0

學生對教師的建議:其它

編號 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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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自評 

1
如下是我修習本門課的主要原因（可複選） 

原因 必修 興趣 升學 就業 證照

人數 2 10 2 2 0

原因 自我能力提升 學分數需求 老師不常點名 時間可配合 老師給分很寬鬆

人數 8 7 0 1 0

原因 其他

人數 0

2 我自認我的學習態度是認真的。

選項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人數 6 9 0 0 0

3 如下是我最常使用的課後輔導方式（可複選） 

方式 師生晤談 電子郵件 教學助理 同儕小老師 教學網站

人數 3 5 0 2 8

方式 無 其他

人數 3 0

4 若收到預警通知，我會反省改進學習態度。

選項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人數 8 7 0 0 0

5 到今天為止，我預期本學期本門課的成績可能是 

選項 高分 勉強及格 低分

人數
10 5 0

6 勾取本學期中我有的正式記錄。（可複選）

紀錄 預警 扣考 曠課 師生晤談 課業輔導

人數 2 0 0 0 0

紀錄 無紀錄

人數 14

如下是我修習本門課的主要原因（可複選） :其它

編號 建議

如下是我最常使用的課後輔導方式（可複選） :其它

編號 建議

七、性別平等教育

項目 同意人數 不同意人數 事跡說明

1

老師對學生沒有性別歧視的表現。

15 0

2

老師對學生沒有不當的肢體接觸。

15 0

3

老師與學生維持恰當的性平態度。

15 0

4

老師不因性別差異而有不當的學習安排。

1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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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6-3 義守大學教學知能薪傳實施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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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職稱 論文發表 畢業論文

游○珮 研究助理 探討慢性腎臟病人自我照護與健康行為對達成照護指標之影響 探討慢性腎臟病人自我照顧與健康行為對達成照護指標之影響

鄭○婷 行政人員 影響醫師工作績效因素之研究-以南部某市立醫院為例 影響醫師工作績效因素之研究─以南部某市立醫院為例

林○珍 研究助理
A CONTROLLED TRIAL OF VASOCONSTRICTOR PLUS HISTOACRYL INJECTION VERSUS PROTON PUMP INHIBITOR PLUS

HISTOACRYL INJECTION IN THE MANAGEMENT OF ACUTE GASTRIC VARICEAL BLEEDING
急性胃食道靜脈瘤出血使用抗生素、輸血之比較

劉○和 醫療分隊長 留任軍醫職場之意向研究-以空軍基地醫療人員為例 自我效能、自覺組織支持與留任傾向-以空軍醫療人員為例

曾○嫙 醫檢師 關懷老者居住問題 團隊資源管理在醫檢部門之應用探討─以南部某教學醫院為例

顏○婷 外傷管理師 台灣老年人口在不同外傷嚴重度之醫療資源耗用分析-以南部某醫學中心為例 重大外傷病人於外傷科成立前後醫療資源耗用及醫療品質差異分析

林○惠 副護理長 早產兒直接母奶哺餵及奶瓶餵食對生理指標及住院天數的影響 早產兒直接母奶哺餵及奶瓶餵食對生理指標及住院天數的影響

黃○誌 事務員 醫院資材庫撥補標準作業流程之修訂對工作績效改善之影響 醫院資材庫撥補標準作業流程之修訂對工作績效改善之影響

甘○芳 護理師 科技輔助應用於高齡者社交生活之探討 探討智慧型手機載入運動Apps對大學生規律運動影響之研究─以南部某大學為例

林○彤 副護理長 Factors Related to Quality of Life of Persons with Parkinson's Disease 巴金森氏症病人生活品質及相關因素之探討

戴○芬 護理長 護理過程紀錄稽核量表之建構及其信效度研究 護理過程稽核與病人護理品質之關係探討

林○玲 護理師 發展及建構中文版癌症病人靈性需求量表 發展及建構中文版癌症病人靈性需求量表

王○靜 副護理長 提升急性新生兒中重度病房會客服務滿意度 產後住院期間母乳哺育自覺成效、社會支持與持續哺乳狀態之相關研究

尤○徽 護理師 自我調節理論方案對心臟衰竭病人疾病認知、自我照顧能力及生活品質之成效：初探性研究 運用不同衛教方式對心臟衰竭病人疾病認知、自我照顧能力及生活品質之成效

陳○羽 精神科研究助理 社區老年人跌倒之相關因素分析：一世代研究 社區老年人跌倒之相關因素分析：一世代研究

李○譁 麻醉護理師 Multimedia PCA Education on Cognition and Satisfaction of Patients Undergoing Surgery 多媒體衛教對術後病人自控式止痛的認知及滿意度成效之探討

李○湘 麻醉護士 The Effects of Bloodletting Acupuncture Relieves Postoperative Sore Throat after General Anesthe 針刺放血減輕術後喉嚨疼痛之成效

林○玲 門診護士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OF THE CHINESE VERSION OF SPIRITUAL INTERESTS

黃○藍 副技術主任 Pressure Ulcer Prevention Procedure on Reducing Prevalence and Rank of Pressure Ulcer in Patients Receiving Surgery 壓瘡防護流程介入對降低手術病人壓瘡之成效分析

游○珮 研究助理 探討慢性腎臟病人自我照顧與健康行為對達成照護指標之影響

林○靜 醫事技術員 "The effects on elders participating health improving program", T 社區健康促進活動預防與控制肥胖成效探討─以高雄市某社區為例

林○靜 醫事技術員 探討團體減重班之成效" 社區健康促進活動預防與控制肥胖成效探討─以高雄市某社區為例

邱○芳 護理師 南部某醫學中心神經內科急性病房身體約束之探討 南部某高齡醫學中心老年病人非計劃性再住院原因之探討

張○芬 護理長 血液透析病人對針扎的焦慮 教學光碟飲食指導對血液透析病人飲食控制的成效

翁○良 執行長 南部某精神專科醫院經營策略分析 佛教養護機構老人宗教信仰與心理健康之關聯

林○涵 腫瘤個管師 老人用藥安全之探討 大腸直腸癌個案管理介入成效之研究

冉○全 社工員 居家照顧服務員之人格特質對照顧工作壓力所產生的服務工作滿意度關係之探討 居家照顧服務員之人格特質對照顧工作壓力所產生的服務工作滿意度關係之探討

簡○宏 管理師 運用遠距照護服務系統於社區民眾健康自我管理行為之影響 醫院藥師工作壓力、工作滿意度與留任意願之相關研究

莫○榕 行政人員 知識管理對於醫院績效影響之實證研究 知識管理對於醫院績效影響之實證研究

潘○育 護理師 國際疾病分類系統第十版轉換之關鍵障礙與成功因素探討 國際疾病分類系統第十版轉換之關鍵障礙與成功因素探討

黃○彤 校護 八週減重計畫對大學過重女學生減重及體適能之影響 有氧運動與營養教育介入對大學過重女學生減重及體適能之影響

附件2-3-5 學生論文發表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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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主題 主講人 任職單位 職稱 日期 地點

非營利組織的管理與運作-以高雄家扶中心為例 王聖基

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

家庭扶助基金會-高雄

家扶中心

主任 西元2012年03月26日 A0101

第三世界國家健康照護制度與醫院興建之經驗分享 黃金山
彰化基督教醫院體系

營運中心
專員 西元2012年05月02日 A0101

油症事件-拒絕遺忘! 【與毒共存-惠明人】
廖脫

如、邱

台灣油症受害者支持

協會
理事長、常務理事 西元2012年05月09日

育成大樓地下

一樓演講廳

人力資源管理 李彥俊 彰濱秀傳紀念醫院 副營運長 西元2012年05月11日 A0102

創新企劃力，誰強誰就贏 鄭啓川 創新企劃顧問有限公 總經理 西元2012年05月23日 A0102

體適能活動據點推廣行銷策略 孫義智 莊氏音律生活工作室 秘書長 西元2012年06月06日 A0609

資訊科技─在醫院的應用 黃興進
國立交通大學資訊管

理研究所
教授 西元2012年06月07日 A0611

問卷設計概念與技巧 高森永
國防醫學院公共衛生

學系暨研究所
教授 西元2012年06月13日 A0610

如何準備醫院評鑑-從評鑑委員觀點來談 邱榮章
台南郭綜合區域教學

醫院
副院長 西元2012年11月27日 A0612

地區醫院執行社區健康促進之實務經驗分享 呂慧貞
高雄榮民總醫院屏東

分院
組長 西元2012年11月28日 A0609

網路行銷經驗分享 紀玟呈 宇拓創意行銷 執行總監 西元2012年12月12日 A0102

長期照護組織評鑑經驗分享 任玉智

國軍左營總醫院附設

民眾診療服務處護理

之家長期照護組

執行長 西元2012年12月26日 A棟11樓

非營利組織的管理與運作 - 以家扶基金會高雄家扶中

心為例
王聖基

財團法人台灣兒童暨

家庭扶助基金會-高雄

家扶中心

主任 西元2013年04月30日 A0610

中國大陸醫管市場發展及人才需求相關議題 何國章
亞洲華人醫務管理交

流協會
理事長 西元2013年05月01日 C0145

醫管人就業經驗與職場態度分享座談 徐義德 奇美醫院 企劃管理部專員 西元2013年05月02日 A1101

醫管人就業經驗與職場態度分享座談 蔣政廷 迦美診所 管理部 主任 西元2013年05月02日 A1101

醫管人就業經驗與職場態度分享座談 戴詩潓 琮比企業有限公司 國外業務課課長 西元2013年05月02日 A1101

環境正義 -- 從空氣品質談起 王敏玲 地球公民基金會 副執行長 西元2013年05月29日 A0101

健保制度對醫院影響之探討 吳美玲
彰化基督教醫院體系

發展中心
主任 西元2013年06月05日 A0102

醫務工作者應有的素養與倫理 戴正德
中山醫學大學 醫學社

會暨社會工作學系
特聘講座教授 西元2013年10月30日 育成大樓B1

長期照顧機構之行銷策略實務經驗 廖學志 聖馬爾定醫院 副院長 西元2013年12月09日 A0101

醫療環境變化與趨勢-從體系醫院整合探討 黃遵誠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 副總院長 西元2013年12月21日 A0101

醫療資訊管理與醫院管理 吳彬安 安南醫院 行政副院長 西元2013年12月25日 A1101

醫療健康產業論壇：『彰化基督教醫院體系發展經驗

分享』
陳秀珠

彰化基督教醫院/副院

長室
行政副院長 西元2014年04月26日 A0101

環境正義-從空氣品質談起 王敏玲 地球公民基金會 副執行長 西元2014年04月30日 A0101

健保制度對醫院經營管理之影響與因應 黃金山 南基醫院行政處 處長 西元2014年05月21日 C0137

醫療糾紛探討 陳文旭 義大醫院社區醫療部 部長 西元2014年06月04日 B0618

醫院績效評估制度與平衡計分卡應用實務 吳美玲 彰基體系發展中心 主任 西元2014年11月04日 B0618

醫療健康產業論壇：『醫院經營新方向-以品質貫穿醫

院、大學與衛生行政』
邱文達

台北醫學大學講座教

授/台北醫學大學醫療

體系 榮譽顧問

教授 西元2014年12月06日 A0101

園藝治療於長期照顧服務之應用 曾慧慈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 副教授 西元2014年12月10日 A0101

醫療行銷廣告行不行 王小星 高雄市衛生局 科長 西元2014年12月17日 C0133

醫院環境安全衛生管理的重要性 張庭瑋
義大醫院勞工安全衛

生室
課長 西元2014年12月17日 A0613

醫務管理的院實應用 張偉洲 高雄市立小港醫院 高級專員 西元2014年12月22日 A0101

環境正義－從空氣品質談起 王敏玲 地球公民基金會 副執行長 西元2015年05月13日 A0101

醫院財務管理實務 潘保瑞 義大醫院經營專科 副理 西元2015年05月26日 A0101

醫務管理者統領長期照護體系之運作 吳文智
國軍高雄總醫院左營

分院
院長 西元2015年05月30日 A0101

健保支付制度對醫院經營之影響 潘保瑞 義大醫院經營專科 副理 西元2015年06月03日
B棟護理系7樓

階梯教室

病歷資訊管理 吳蕙玲
奇美醫學中心病歷資

訊管理室
組長 西元2015年06月10日 C0145

附件2-3-6 近三年之學術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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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3-1 標竿醫院參訪紀錄 

標竿醫院參訪記錄 

 

目的：本系為增加學生與業界交流之機會以使理論與實務相結合，舉辦標竿醫院

參訪。期待由標竿醫院的創新與特色服務，讓學生了解醫療產業最新趨勢，並帶

給學生更多醫管實務面的學習。 

時間：104 年 1 月 23 日（五） 

地點：彰濱秀傳紀念醫院及安南醫院 

參與人員：本系師生共計 31人 

行程： 

時間 行程 備註 

7:00~7:30 醫學院 A棟門口集合  

7:30 發車  

10:00 彰濱秀傳紀念醫院 2 小時參訪行程 

12:00 用餐  

13:00 發車  

15:00 安南醫院 1 小時參訪行程 

16:00 發車  

17:00 返回醫學院區  

 

 

紀錄： 

（一）秀傳醫療財團法人彰濱秀傳紀念醫院健康園區 

宗旨：創造卓越醫療機構，營造優質健康城鎮。 

願景：國際化的優質醫院。 

目標：發展急重症與微創治療、深耕社區醫療服務。 

彰濱秀傳醫院以"幸運草"為醫院標誌，其代表"祝福”的意思，在院內四處

皆可看到幸運草的標誌，醫院以六星級的飯店式設計、人體奧妙的醫學博物館、

人文藝術氣息的藝術館，院內周遭皆可看到"行動掛號車"，由行政人員主動幫病

患掛號，減少病患們等待掛號的時間，而在領藥的部分，亦有藥師群協助帶位，

並為病患解釋藥物作用，同時進行相關藥物諮詢。 

醫院的資訊系統眾多，由資訊人員設計出相關人員所需之系統，例如 HIS、

MIS、THIS等，而在不同科別所需之系統皆有不同之處，由各科別提出所需系統，

資訊人員皆會進行量身訂做，在系統之中，亦為操作人員做了貼心設計，操作人

員將各式紀錄勾選完後，彙整出完整記錄，亦提供列印設計，系統也設計系統提

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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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另外業已設立居家資訊平台，不論是健康或是不健康的民眾皆可參與，

此資訊讓民眾皆可在家中運用點腦、手機進行查詢相關紀錄的查詢，若由醫療人

員到府服務，看診的資料也會回傳至醫院，民眾也可進行查詢，在醫師方面，為

讓醫師能即時掌握相關資訊，也會隨時以簡訊通知醫師，不管醫師在院外或院內，

皆可立即了解病情，到場時，醫師即可立即進行醫療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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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台南市安南醫院_委託中國醫藥大學興建經營 

宗旨：促進大台南民眾健康基本人權 

價值：以病人為尊、以員工為重、以醫院為榮 

願景：成為全人照護與人文關懷的優質社區教學醫學中心 

為改善臺南市原北門次區域(包括安南區、佳里區、學甲區、西港區、七股

區、將軍區、北門區、安定區等)醫療資源不足的問題，臺南市政府積極在安南

區籌設能提供急性與慢性疾病、復健及精神醫療照護的高水準綜合醫院，以實現

居民二十幾年來企盼擁有一座綜合醫院的夢想，讓大臺南地區的醫療服務更臻完

善。 

台南市安南醫院為全國第二座，南台灣第一座 BOT 經營設立二年，醫院目

標已提供「救腦、救心、救命」的急重症醫療服務為短程目標，進一步中長程想

建立整合多層級醫療照護成為社區醫學中心。其特色為擁有駐國排名第一精神團

隊、黃金級錄建築、尖端腦外科技術服務、中西整合治療、全自動化血液檢驗流

程及全台第一室內候車空間。 

安南醫院初期的重點為急重症醫療，為提高就醫可近性、排除就醫障礙、提

升公共衛生服務質與量、減少政府財政支出，以及為地方創造就業機會，已建立

全人、安全、優質之醫療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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