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政治大學第187次校務會議紀錄
時 間：民國 105 年 1 月 18 日（星期一）上午 9 時 10 分
地 點：本校行政大樓 7 樓第 1 會議室
出 席：周行一 王振寰 張昌吉 于乃明 高莉芬 林左裕 劉幼琍
林月雲 王文杰 黃蓓蕾 蔡明月 苑守慈 陳 恭 丁樹範
蔡佳泓 王清欉 林啟屏 許文耀 江明修 林國全 唐 揆
張上冠 林元輝 李 明 吳政達 曾守正 陳志銘 曾士榮
林宏明 鄭光明(劉若韶代)蔡源林 劉祥光 劉若韶 李福鐘
廖文宏 李陽明 楊志開 紀明德 楊建銘 張宜武 趙知章
盛杏湲 黃東益 張中復(官大偉代)劉梅君 熊瑞梅 林秋瑾
藍美華 王增勇 黃智聰 方中柔 李酉潭 王千維 陳起行
陳志輝 郭維裕 劉惠美 蔡瑞煌 彭金隆 陳威光 鄭天澤
李有仁 王正偉 王文英 巫立宇 盧敬植 鄭至甫 吳岳剛
陳儒修 施琮仁 曾國峰 江靜之 徐翔生 郭秋雯 黃淑真
尤雪瑛 劉心華 張郇慧 楊瓊瑩 劉梅君 鄭慧慈 賴盈銓
姚紹基 曾蘭雅 陳純一 魏百谷 劉德海 王信賢 鄭同僚
張奕華 黃譯瑩 倪鳴香 游清鑫 柯玉枝(丁樹範代)王瑞琦
蕭琇安 張惠真 莊馥維 張鋤非 林怡璇 陳億霖 陳宏叡
呂冠輝 黃俊森 徐子為 呂鴻祺 吳昭儒(徐子為代)高 俊
許方瑜 王致潔 林佳儀 蔡允然(葉乃爾代)洪淑瑾 劉家濋
請 假：王德權 江翠芬 張台麟 陳榮政 呂潔如
列 席：附屬中學林啟東(李建隆代) 附屬實驗小學林進山
創新育成中心蔡瑞煌
教學發展中心張寶芳
教發中心余能豪
學務處蔡炎龍、盧世坤、張惠玲
校務研究辦公室余民寧
教務處曹惠莉、王揚忠、陳潔
總務處姚建華、林淑雯、沈維華、林啓聖
秘書處張惠玲、許文宜、葛靜怡
主 席：周校長行一
紀錄：許怡君

甲、報告事項
一、確認 104 年 11 月 21 及 30 日第 186 次暨連續校務會議紀錄：確認。
二、報告 104 年 11 月 21 及 30 日第 186 次暨連續校務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洽悉。
（一）第 186 次會議程序與法規委員會報告之法規修正核備案
1.以下提案配合本校院長遴選辦法及系所主管遴選辦法，修正該單位主管
遴選辦法名稱及全文，提請准予核備:
(1)土耳其語文學系擬修正本校「土耳其語文學系系主任遴選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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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以上核備案經與會代表同意，准予核備。
執行情形:遵照辦理。
（二）第 186 次會議討論事項
第一案
提案單位：國際合作事務處及秘書處
案
由：擬修正本校「校務會議各委員會設置辦法」第四條條文，請審議案。
說
明：
一、近年教育部積極推動各項國際化創新相關措施，國際化發展業列為大
學評鑑之重要指標。
二、本校校務發展委員會負責規劃及檢討本校中長程發展計畫，為能參與
本校各項國際化發展之規畫討論，建請同意增列國合長為本校校務發
展委員會當然委員。
決
議：照案通過。(贊成：83 票；反對：0 票)
執行情形:業於 104 年 12 月 15 日政秘字第 1040036717 號函發布修正。
第二案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
由：擬修正本校「校務諮詢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三條條文，請審議案。
說
明：
一、為廣徵校務發展建言，擬增加本校校務諮詢委員會委員人數，由原規
定設置委員七至九人調整為十一至十三人。
決
議：照案通過。(贊成：85 票；反對：0 票)
執行情形: 將配合發布修正本設置辦法。
第三案
提案單位：徐子為
提案連署人：鄭同僚、曾士榮、吳昭儒、呂冠輝、陳宏叡、蔡允然
案
由：檢討現行國立政治大學校歌
說
明:
一、本校之校歌，係自民國二十九年陳果夫先生創作後沿用至今，惟因時空
變遷，多經更迭，已不符時宜，提請廢除校歌。經校內社團野火陣線進
行一連串行動，連署六天已得到1378位在校同學、33位教師連署支持，
未來將持續收集支持師生的連署書，盼能在體制內的討論中，落實本校
引以為傲的開放多元學風，維護大學學術自主。
二、公民參與是民主國家運作的主要動能，本校校歌第一句「政治是管理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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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事 我們就是管理眾人之事的人」，仍停留在訓政時期菁英主義的
指導原則，對師生「命令貫徹 篤信力行」的要求有違學生自治及學術
自由的理念。意識形態百家爭鳴為民主國家之常態，然而「實行三民主
義為吾黨的使命 建設中華民國是吾黨的責任」句中卻僅彰顯中國國民
黨的創黨宗旨，宣揚單一價值觀，未能實踐周校長所言，將本校做為社
會良心的期許。
三、校歌為凝聚學生認同感的重要依託，本校前身為中國國民黨設立的「中
央政治學校」，孕育出許多傑出的政務人才，民國36年我校改隸教育部
下轄之國立大學，我國歷經民主化進程，社會多元發展，以華語界人文
社會科學掛帥的本校，秉持自由開放學風，學生對學校的認同不該建立
在獨尊單一意識形態的校歌上。
決
議：
一、付委成立校歌委員會(贊成：82 票；反對：3 票)彙整本次會議代表意見並分
析蒐集各方案資訊後，提供與會代表研議本案時參考。
二、校歌委員會由林元輝代表擔任召集人，邀請學務長、主任秘書、許文耀、
李福鐘、王正偉、徐子為、呂鴻祺、陳億霖等共九名代表組成。
執行情形:秘書處業完成與會代表意見摘錄，供校歌委員會作為研議參考。
第四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
由：擬新訂本校「新制課程精實方案」(草案)，請 審議案。
說
明：
一、立法目標：
檢討本校現行的課程和教學，並透過全校的課程和授課時數檢討，
來強化學生學習、改善教師在教學、研究與服務上的時間分配，進而提
升本校整體的教育品質，以及學生的競爭力，爰訂定「國立政治大學新
制課程精實方案」(草案)（以下簡稱本方案）
，以作為推動之依據。
二、立法重點：
（一）全院所屬專任教師每學年平均授課時數 12 小時、每學年備課數
以不超過四門課程為原則。
（二）採漸進式三年內完成。
（三）調降畢業學分數及必修學分數比例
1.逐步調降各系所畢業學分數：
學士班：128 學分
碩、博士班：視專業領域發展酌減，以校訂最低畢業學分數為
下限。開課量應以滿足學生的畢業學分數為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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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2.三年內各學士班調降必修學分數至畢業學分數之 40%為原則。
3.系所如有特殊情形得敍明理由提案至院校課程委員會及教務
會議審議，通過後始得暫緩調降。
（四）減授時數：
1.兼任行政職務者得核減授課時數。
2.取消指導博、碩士班學生論文之減授申請，改發給論文指導費。
3.其餘現行鐘點減授措施或各院自訂減授機制由各院自行決定。
（五）取消超支鐘點費之核發；實施三年過渡期間，本校未受限期升等
規範之專任教師，得依本校現行教師授課時數及超支鐘點費核計
辦法第二條及第六條相關規定支領超支鐘點費。
（六）通識課程開課量，通識教育中心應與各學院共同討論，考慮全校
專業課程與通識課程需求規劃開課。
三、 本方案業經本校多次重大會議報告討論，並召開共識營及座談會廣
納蒐集各方意見，作為政策擬訂之參考方向及原則，期間相關行政
單位如教務處、學務處、研發處、人事室、教學發展中心及電算中
心等，亦因應本方案推動研擬相關配套措施。
四、 本方案業經 104 年 10 月 19 日本校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之臨時教務
會議及 11 月 4 日之第 662 次(加開)行政會議討論，有關第三點「計
畫內涵及配套措施」第二項第一款第三、四目之待討論事項如下:
(一) 新制課程精實方案已調降教師授課時數為一年 12 小時，除兼任行
政職務及依規定得減授時數者，是否宜再由各院自訂減授機制？
(二) 各院自訂任何方式之減授是否僅能以具有科技部個人為主持人
之研究計畫為前提？是否將第三目內之「前提」修正為「原則」？
(三) 教師全學年授課時數為 9 小時以下者，如擬在一學期內授完整學
年之學分，須符合「最近三年每年均有個人擔任主持人之科技部
研究計畫，在通過院級課程委員會之認可」之條件是否合宜？
五、 本案如獲通過後將自 105 學年度第 1 期起實施，實施期間相關事宜
悉依本方案規定辦理，現行相關辦法將配合修訂。
議：
一、 延期討論動議 (贊成： 29 票；反對：21 票)，經表決結果通過於 11 月
30 日上午 9 時 10 分召開連續會議繼續討論。(43 票)
二、 本次會議，修正草案內容如下:
(一)第一條目的:「為強化學生學習、增進教師在教學、研究與服務上的
時間分配，進而提升政大整體的教育品質，以及學生的競爭力，
爰訂定「國立政治大學新制課程精實方案」
（以下簡稱本方案）
。」
(二)第二條實施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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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三項
(1)第一款「逐步……為前提。學士班畢業學分數如有特殊情形無
法調降至 128 學分，得敍明理由提院校課程委員會及教務會
議審議通過，始得暫緩調降。」
(2)第二款「三年內各學士班調降必修….之 40%為原則，各系如
有特殊情形者，應敘明理由提院課程委員會審議後送教務會
議備查。」
(3)刪除第三款。
2.第四項
(1)第二款「指導博、碩士班學生論文不得減授時數。」。
(2)第三款「其餘現行時數減授措施及各院…。」
3.第五項「停發超支鐘點費；…..。」
。
4.第六項「為保障通識….應與各學院共同協商，以滿足全校通識課
程需求。」。
5.刪除第七項。
(三)第三條實施內涵及配套措施
1.第一項第二款「避免上下學期開課時數不平衡。」
。
2.第二項
(1)第一款
1.第二目「有限期升等需求之教師每學年授課不得高於 12 小
時，備課數不得超過 4 門課。
2.第三目第二小目「其餘現行時數減授措施…。」。
(2)第二款第二目調整文字為「兼任教師補給:全院專任教師如有
兼任行政職務、休假、借調、經核准之出國研究進修、延長
病假、育嬰假及講座教授等減授之時數，由學校提供兼任教
師時數支援開課。」
3.刪除第四項第二款。
執行情形:本案續提第 186 次連續校務會議討論。
（二）第 186 次連續會議討論事項
第一案（原第四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
由：擬新訂本校「新制課程精實方案」(草案)，請 審議案。
說
明：
一、立法目標：
為強化學生學習、增進教師在教學、研究與服務上的時間分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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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提升本校整體的教育品質，以及學生的競爭力，爰訂定「國立政治大
學新制課程精實方案」(草案)（以下簡稱本方案）。
二、立法重點：
（一） 全院所屬專任教師每學年平均授課時數 12 小時、每學年備課數
以不超過四門課程為原則。
（二）採漸進式三年內完成。
（三）調降畢業學分數及必修學分數比例
1.逐步調降各系所畢業學分數：
學士班：128 學分
碩、博士班：視專業領域發展酌減，以校訂最低畢業學分數為
下限。開課量應以滿足學生的畢業學分數為前提。
2.三年內各學士班調降必修學分數至畢業學分數之 40%為原則。
3.系所如有特殊情形得敍明理由提案至院校課程委員會及教務
會議審議，通過後始得暫緩調降。
（四）減授時數：
1.兼任行政職務者得核減授課時數。
2.取消指導博、碩士班學生論文之減授申請，改發給論文指導費。
3.其餘現行鐘點減授措施或各院自訂減授機制由各院自行決定。
（五）取消超支鐘點費之核發；實施三年過渡期間，本校未受限期升等
規範之專任教師，得依本校現行教師授課時數及超支鐘點費核計
辦法第二條及第六條相關規定支領超支鐘點費。
（六）通識課程開課量，通識教育中心應與各學院共同討論，考慮全校
專業課程與通識課程需求規劃開課。
三、本方案業經本校多次重大會議報告討論，並召開共識營及座談會廣納蒐
集各方意見，作為政策擬訂之參考方向及原則，期間相關行政單位如教
務處、學務處、研發處、人事室、教學發展中心及電算中心等，亦因應
本方案推動研擬相關配套措施。
四、本方案業經 104 年 10 月 19 日本校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之臨時教務會議
及 11 月 4 日之第 662 次(加開)行政會議討論，有關第三點「計畫內涵及
配套措施」第二項第一款第三、四目之待討論事項如下:
(一) 新制課程精實方案已調降教師授課時數為一年 12 小時，除兼任行
政職務及依規定得減授時數者，是否宜再由各院自訂減授機制？
(二) 各院自訂任何方式之減授是否僅能以具有科技部個人為主持人之
研究計畫為前提？是否將第三目內之「前提」修正為「原則」？
(三) 教師全學年授課時數為 9 小時以下者，如擬在一學期內授完整學
年之學分，須符合「最近三年每年均有個人擔任主持人之科技部
研究計畫，在通過院級課程委員會之認可」之條件是否合宜？
五、本案如獲通過後將自 105 學年度第 1 期起實施，實施期間相關事宜悉依
本方案規定辦理，現行相關辦法將配合修訂。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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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修正通過。(贊成:44 票；反對:18 票)

二、 本次會議修正部分如下:
(一) 經無記名投票(關於採行無記名表決，贊成:36 票；反對:34 票)通過於
本方案第一條後增列第二條「各學院應依本方案相關規範，提出
課程精實及教師授課鐘點調整計畫經審查通過後實施」
。(「應」:46
票；
「得」:45 票/發出 92 票，收回 91 票，廢票 0 票；投開票過程，經推舉
王正偉代表為監票人)；配合增訂本條，其他條次遞移。

(二) 原第二條改列第三條，於實施原則第一項刪除「平均」
。(贊成:31
票；反對:16 票)

(三) 原第三條改列第四條
1.第二項第一款第一目刪除「平均」。
2.刪除第五項「建置學術導師制」及第六項「教師對學生之評分
應具鑑別度與常模化」。
(四) 原第四條改列第五條並保留第四項第四款。(保留:44 票；刪除:9 票)
(五) 原第五條改列第六條，作業流程其第一及二項文字內容整併為第
一項；原第三項調整為第二項並修正為「前開計畫應由各學院召
開公聽會，邀請學生參加，並應經院、校課程委員會及...。」(贊
成:24 票；反對:14 票)
(六) 原第六條改列第七條，成效追蹤管考機制第一項第一、二款調整
體例及文字；刪除第五款「各院通識課程數是否依既定比例開
課。」
，其他款次遞移。
執行情形:業依通過方案進行相關事宜排程。並於 12 月 23 日由王副校長主持召
開「課程精實方案執行說明會」，邀請系所主管、助教及各院秘書，
針就計畫書提報及相關配合執行事項時程表加以說明。
三、主席報告
很高興今日能和大家見面，再過三週將是中國農曆年，先向大家拜早年並
預祝猴年行大運。
本日校務會議將依照議程安排進行，另本校校友鄧傳馨學長捐贈清寒獎學
金，安排於本日 11 時 20 分假行政大樓二樓大廳進行簡單隆重捐贈儀式，歡
迎前往共襄盛舉。
四、校務會議各委員會報告（請參閱議程第 43～69 頁）
(一) 程序與法規委員會
1.以下提案配合本校院長遴選辦法及系所主管遴選辦法，修正該單位主管
遴選辦法名稱及全文（如議程第 43～57 頁）
，提請准予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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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外國語文學院擬修正本校「外國語文學院院長遴選要點」。
(2)廣播電視學系擬修正本校「廣播電視學系系主任遴選要點」
。
(3)新聞學系擬修正本校「新聞學系系主任遴選辦法」
。
(4)廣告學系擬修正本校「廣告學系系主任遴選要點」
。
2.傳播學院提擬修正本校「傳播學院設置辦法」
（如議程第 57～63 頁），
提請備查。
決議:本次會議提請核備案共五案，除第一案外國語文學院擬修正本校
「外國語文學院院長遴選要點」由提案單位撤回外，餘四案經與會
代表同意，准予核備。(通過之條文對照表及全文如紀錄附件一～八，第
17～37 頁)

(二) 校務發展委員會
(三) 校務考核委員會
(四) 經費稽核委員會
(五) 校園規劃及興建委員會
五、專案報告:
(一) 校務工作成果與展望(簡報資料請參閱紀錄第 81～103 頁)
(二) 學習成效評量之設計策略(簡報資料請參閱紀錄第 104～115 頁)
(三)103 學年度學雜費調整用途規劃之經費執行情形(簡報資料請參閱紀錄第
116～120 頁)

(以下報告事項援例移至討論事項結束或下午 3 時 30 分進行)
六、各單位工作報告：（請參閱議程第 70～104 頁）
七、校級研究中心業務報告:（請參閱議程第 105～126 頁）
八、第 186 次暨連續校務會議代表詢問各單位工作報告事項回覆情形：
（請參閱議
程第 127～129 頁）

乙、 討論事項：
第一案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
由：擬停止興建及撤銷本校「通識教育大樓新建工程案」
，請審議案。
說
明：
一、 本案辦理歷程簡述:
(一)校內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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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年 6 月 3 日第 98 次「校園規劃及興建委員會」討論通過興建，並
提 97 年 6 月 24 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第 4 屆第 7 次會議討論
照案通過、97 年 11 月 22 日第 151 次校務會議報告通過。
(二)上級(教育部)及主管機關(工程會)部份：
「先期規劃構想書」於 98 年 5 月 13 日經教育部台高字第 0980077781
號函核定，經費為 1 億 8,348 萬 3,461 元整，另週邊水土保持設施改
善所需經費由本校自行另編列辦理、
「30%初步設計報告書」經行政
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100 年 11 月 11 日工程技字第 10000406620 號及
教育部 100 年 11 月 15 日台高(三)字第 1000206635 號函同意辦理。
(三)有關本案申請建管程序：
「都市設計審議」已於 101 年 8 月 30 日台北市政府府都設字第
10136456400 號函准予核備、「水土保持計畫審查」已於 101 年 12
月 26 日經台北市政府府授工字第 10133466700 號函核定、「加強山
坡地雜併建照專案審查計畫書」已於 103 年 02 月 26 經台北市政府
北市都建字第 1036579920 號函審定，
「建造執照」已於 103 年 9 月 2
日核發。
二、本案因於細部設計階段，英、日語系對於興建之必要性及環境適切性
有強烈之意見，本校分別於 102 年 12 月 26 日、103 年 3 月 17 日、103
年 4 月 25 日與文學院、外語學院、日語系及英語系召開說明會，並將
相關答詢紀錄刊登於總務處網頁─校園建設─工程資訊周知，更為加
強本大樓興建訊息之傳達，成立溝通平台小組，成員包括教務長、總
務長、文學院及外語學院院長、相關系所主任，以凝聚共識化解疑慮，
惟最後仍無法達成共識，英語系並提案於 103 年 9 月 11 日第 180 次校
務會議討論經決議：
「暫緩興建」
，查目前建照時效(104 年 6 月 2 日)已
逾期廢照失效，無法執行發包作業，爰已奉准於 104 年 6 月 9 日與設
計監造廠商大林聯合建築師事務所辦妥契約合意終止並結算酬金。
三、本案資本門於各年度預算核列分別為 100 年(1,000 萬元)、102 年
(5,000 萬元)、103 年(4,000 萬元)，共計 1 億元，截至目前已核付委託
設計勞務費(設計費)、水保計畫審查費及建造執照規費總計新台幣 381
萬 179 元，餘 9,618 萬 9,821 元需辦理解編，本校依程序於 104 年 8 月
19 日政總字第 1040022988 號函報教育部申請預算解除；惟行政院主計
總處 104 年 9 月 25 日來函請本校說明暫緩辦理期限及因未來少子化現
象，檢討是否有繼續推動之必要。
四、本案業於 104 年 12 月 21 日提送第 138 次「校園規劃及興建委員會」
討論通過撤案。
五、本案是否繼續推動興建業經本處檢討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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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原建造執照已失效廢照，若要復照必須要在原地號、原範圍、並以
原興建樓層面積辦理，且如於原址新建仍需與文學院、外語學院
師長及同仁溝通及協調並獲支持，否則將視為新申請案。所有上
述校內外報部程序及主管機關審查皆需重新辦理。
(二)日前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已明確公佈山上校區已列入地質敏感
區域，爾後於山上校區開發要通過山坡地審查已極度困難。
(三)本工程興建基地位於山坡地，近兩年氣候變遷常發生豪大雨現象瞬
間暴雨，多次造成該區域鄰近大樓地下樓層淹水，若需興建勢必
先改善並加大上下游排水系統及擋土牆設施，相對水土保持費用
亦需增加。
(四)近幾年台灣本島超過 4 級以上地震頻繁，多棟老舊建物外牆及樓板
產生裂痕及磁磚剝落狀況，基於校園安全維護亟待緊急修繕及進
行結構補強，鑑於校務基金有效利用及緩急案件經費之調整，本
興建經費 1 億 8,300 萬元其中 1 億 6,000 萬元宜先挪至行政大樓辦
理結構補強工程辦理，以解決現階段使用安全需要。
六、綜合上述說明，本工程建議停止辦理程序並予撤案，業經簽核提報本
會議報告，擬請同意本案依前述緣由，以「不興建」方式回覆教育部
及行政院本校檢討結果並予撤案。
議：照案通過。(贊成：70票；反對：0票)

第二案
提案單位：總務處
案
由：請同意撤銷「藏書空間暨學生宿舍興建規劃構想書」案，請審議案。
說
明：
一、為滿足校內藏書空間及因應莊敬外舍拆除後之住宿需求，總務處於 102
年規劃於山上校區張家古宅附近(老泉段一小段 106 等地號，面積約
8000 平方公尺)，興建 2 棟各六層樓之建築供書庫及宿舍使用，總工
程經費原預估為 7 億 1,536 萬 8,625 元。
二、本案前經 101 年 6 月 25 日第 169 次校務會議審查通過，於 101 年 11
月 1 日提報教育部審查並申請經費補助；101 年 11 月 6 日教育部以短
期不再接受工程補助案為由退還本案，續提 101 年 12 月 28 日第七屆
第一次校基會討論，同意本案依「國立政治大學工程經費籌措基本原
則」改採全部自籌方式辦理，本校修正規劃構想書後於 102 年 2 月 6
日重新提報教育部審查，3 月 26 日教育部回覆審查意見。
三、依據教育部審查意見，後續需針對斷層、地質安全、山坡地開發、水
土保持、基地工程安全及災害防制等問題進行改善，尚需增加改善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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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 8,182 萬元，與原預估經費合計後約達 7 億 9 千 688 萬 8625 元；對
於開發後續可能衍生之無法估算工程，包括實施環境影響評估衍生之
改善費用及全校水保設施改善費用，約計 2-3 億元，全案興建費用高
達 10 億元以上。
四、本案續提 102 年 10 月 26 日第 126 次校規會討論，有關原需求學生宿
舍部分以指南山莊校區興建宿舍以取代莊敬外舍住宿需求，藏書空間
則待圖書館及社資中心評估需求面積後另行提案討論。續依 104 年 10
月 28 日第 137 次校規會決議撤銷本案，依程序提請撤銷執行。
議：照案通過。 (贊成：87票；反對：0票)

第三案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
由：擬修正本校「學則」第二條及第三十三條條文，請審議案。
說
明：
一、配合教育部函及學生退學標準修正，擬於學則增列第二條第三項及修
正第 33 條條文。
二、依據教育部 104 年 11 月 4 日臺教高(二)字第 1040152568 號函示各大
學校院應依所頒布「專科以上學校維 護突遭重大災害學生學習權益處
理原則」訂定規定並列入學則後報部；本校「協助突遭重大災害學生
學習修業作業原則」
，業經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教務會議通過，
擬新增第 2 條第 3 項為此類學生適用之法源依據。
三、有關修訂本校學則第 33 條學士班學生成績不及格退學標準修訂，說明
如下：
(一)依本校第 183 次校務會議決議「關於本校學士班學生成績不及格退
學標準一案再請召開會議討論」付委辦理。
(二)依前項說明，於 104 年 11 月 25 日召開學士班學生成績不及格退學
之標準研商會議討論後，決議提出甲、乙兩案提送本次會議討論:
1.甲案：學士班一般生累計兩學期修習學分總數達 1/2 不及格，特殊
身分生累計兩學期修習學分總數達 2/3 不及格。
2.乙案：學士班一般生連續兩學期或累計三學期修習學分數達 1/2
不及格，特殊身分生連續兩學期或累計三學期修習學分數
達 2/3 不及格。
(三)配合成績不及格退學標準之放寬以及學則中已訂定有身心障礙生
之修業相關規定下，將同時刪除領有公立醫院開具診斷證明之身心
障礙生之特殊身分別。
決
議：第二條照案通過，第三十三條有關退學標準採乙案。(甲案：20票；乙
案：53票) (通過之條文對照表及全文如紀錄附件九～十，第38～50頁)

第四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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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
由：擬修正本校「性騷擾防治、申訴及懲戒辦法」
，請審議案。
說
明：
一、本校前應臺北市政府勞動局要求，函送本校「性騷擾防治、申訴及懲
戒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予該局，經函復建議修正部分條文；另本
辦法於 96 年訂定，並於 97 年 6 月修訂迄今，爰一併檢視全條文。
二、本案修正重點略如次：
(一)依臺北市政府勞動局建議增列立法依據。(第一條)
(二)適用對象增列「學生」
，刪除約聘僱人員。(第三條)
(三)以「性騷擾防治法」規定被害人得於事件發生後一年內提出申訴，
「性別工作平等法」及「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
訂定準則」，未規定申訴時效，爰刪除申訴時效。(第七條)
(四)增訂適用性騷擾防治法之案件，應副知主管機關；增訂救濟途徑之
規定。(第八、九條)
(五)增訂本辦法應經性平會審議之規定。(第十七條)
三、本案業經 104 年 11 月 26 日本校性平會 104 學年第 2 次會議審議通過。
決
議：
一、 修正通過(贊成：72票；反對：0票) (通過之條文對照表及全文如紀錄附件十一
～十二，第51～63頁)

二、 修正如下:
(一) 第八條
1.第二項「本校…之案件，應副知…。」
2.第四項「接獲加害人非屬本校教職員工生之…。」
(二) 第十條第二項「本校…之案件，應副知…。」

丙、 臨時動議：(經與會代表表決同意納入本次議程討論，贊成38
票，反對27票)

第一案(原臨二案)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
由：擬修正本校「教師基本績效評量辦法」暨「基本績效評量辦法施行
細則」部份條文案，提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 105 年 1 月 7 日 104 學年第二次校評鑑委員會決議辦理。
二、為配合課程精實實施計畫，學校擬於 105 學年同步施行教師多元評量
方案，特修訂旨揭評量辦法暨施行細則，修正重點如下：
(一)增列自一 0 五學年起，本校教師每年須提交年度工作彙整表，系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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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及院長得就其內容提出建議，以協助教師專業成長 (評量辦法
第四條、施行細則第七條) 。
(二)增列本校教師基本績效評量辦法不適用一 0 五學年(含)以後初聘之
各級專任教師(評量辦法第四條) 。
(三)增列本校教師繳交年度工作彙整表作業時程(施行細則第八條) 。
1.人事室於八月通知當學年應提供年度工作彙整表之教師。
2.教師應於九月完成工作彙整表資料補充及檢視。
3.各學院應於十月前將經主管簽核之年度工作彙整表送教師參考。
(四)調整教師績效評量作業時程文字說明(施行細則第九條) 。
議：
一、基本績效評量辦法照案通過(贊成：62票；反對：0票)，施行細則修正通過。
(通過之條文對照表及全文如紀錄附件十三～十六，第64～71頁)

二、施行細則修正如下:
(一)第八條(贊成：67票；反對：0票)
1.第一款「人事室於八月十五日前通知…。」
2.第二款「教師應於九月三十日前完成…。」
3.第三款「各學院應於十月三十一日前將….。」
(二)第九條(贊成：64票；反對：0票)
1.第一款「人事室分別於一月十五日及七月十五日前通知…。」
2.第二款「受評教師應於三月三十一日及九月三十日前…。」
3.第三款「各學院應於五月十五日及十一月十五日前…。」
附帶決議:有關未通過評量教師得否遴選為教學優良教師乙事，請人事室進行研
議檢討。(贊成：46票；反對：1票)
臨二案(原臨一案)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
由：擬訂定本校「教師績效評量辦法」暨「教師績效評量施行細則」(草
案)，請審議案。
說
明：
一、為配合課程精實實施計畫，學校擬於 105 學年同步施行教師多元評量
方案，特制定本校教師績效評量辦法暨施行細則。
二、前揭辦法暨施行細則業經 105 年 1 月 7 日 104 學年第二次校評鑑委員
會審議通過。
決
議：
一、修正通過本校「教師績效評量辦法」(贊成：44票；反對：3票) (通過之條
文對照表及全文如紀錄附件十七～十八，第72～7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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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修正如下:
(一)第三條，除原第二項修正分列為第二、三項如下外，其餘未修正:
1.第二項「初聘且未升等前之專任副教授、助理教授及講師依本校
新進教師限期升等辦法辦理，其通過升等者視同通過第一次評量；
其餘教師通過升等者，得視同通過一次評量。」
2.第三項「以升等抵免評量之教師下次應評量日期為自升等生效學
期起算滿三學年的次一學期。」
(二)第五條第三項「教師因分娩或…最長以二年為限。」
三、施行細則草案部分，請參酌與會代表意見修正後提下次會議討論。與
會代表意見摘錄如下:
(一)第二條第二項有關各學院訂定教學、研究及服務比例配置，各項目
應規範合理的比例範圍。
(二)第四條第一項第五款有關教學意見調查結果可改以較客觀之百分
比描述性規範。

丁、散

會：(下午五時十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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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本校「廣播電視學系系主任遴選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二、本系應於現任系主任任期屆滿 二、本系應於現任系主任任期 因配合傳院資
前三個月組成遴選委員會（以
屆 滿前三 個月組成 遴選 源 整 合 , 規 定
下簡稱遴委會），辦理本系系
委 員會（ 以下簡稱 遴委 本系專任教師
主任遴選作業。
會），辦理本系系主任遴 成員為行政歸
遴委會由行政歸屬於本系之專
選作業。
屬於本系之說
任教師五至七人組成，必要時
遴委會由本系專任教師五 明。
得邀請系外學者專家一人出任
至七人組成，必要時得邀
委員。系外學者專家由系務會
請系外學者專家一人出任
議提名加倍人數，經院長圈選
委員。系外學者專家由系
之。
務會議提名加倍人數，經
遴委會召集人由委員互推之。
院長圈選之。
遴委會召集人由委員互推
之。
七、系主任任期三年，與院長同任 七、系主任任期二年，連選得 配 合 本 院 辦
期，連選得連任一次。自八月
連任一次。自當學年八月 法 , 系 主 任 任
一日起聘為原則；如因出缺重
一日起聘為原則。
期由二年改為
新遴選，其任期仍與院長相同。
三年。
八、系主任於任期中，因重大事故 八、系主任於任期中，因重大 因配合傳院資
經行政歸屬於本系之專任教
事故經全系專任教師四分 源 整 合 , 規 定
師四分之一以上連署提罷免
之一以上連署提罷免案， 本系專任教師
案，由院長召開系務會議，經
由院長召開系務會議，經 成員為行政歸
系務會議全體代表三分之二
系務會議全體代表三分之 屬於本系之說
以上投票，投票票數三分之二
二以上投票，投票票數三 明。
以上同意，報請校長免兼其系
分之二以上同意，報請校
主任職務。
長免兼其系主任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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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國立政治大學廣播電視學系系主任遴選要點
民國 83 年 11 月 9 日第 81 次校務會議核備通過
民國 87 年 1 月 17 日第 99 次校務會議核備通過
民國 98 年 4 月 25 日第 153 次校務會議核備通過名稱及全文
民國 102 年 4 月 20 日第 173 次校務會議核備通過名稱及全文
民國 105 年 1 月 18 日第 187 次校務會議核備通過第 2、7 及 8 點條文

一、 國立政治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廣播電視學系（以下簡稱本系）為遴選系主
任，特依本校系所主管遴選辦法第十一條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本系應於現任系主任任期屆滿前三個月組成遴選委員會（以下簡稱遴委會）
，
辦理本系系主任遴選作業。
遴委會由行政歸屬於本系之專任教師五至七人組成，必要時得邀請系外學者
專家一人出任委員。系外學者專家由系務會議提名加倍人數，經院長圈選
之。
遴委會召集人由委員互推之。
三、 遴委會委員如為系主任候選人，即喪失委員資格。
遴委會應有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方得開會，並經出席委員二分之一
以上同意為通過。委員因故未能參與會議者，不得委託投票。
遴委會委員因故無法參與遴選作業者應辭職。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自
行迴避：
(一)與候選人有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或姻親關係。
(二)與候選人有學位論文指導之師生關係。
如應迴避而未迴避者，應由遴委會依職權決定令其迴避。
四、 遴委會應於現任系主任任期屆滿前二個月，由候選人中遴薦副教授以上人
選至少二人，報請院長簽註意見後轉請校長擇聘之。如有特殊理由， 無
法依限辦理，或僅能遴薦一位候選人時，應具明理由依上開程序報請
校長核示。
候選人如均未獲同意，應重新辦理遴選。
五、 系主任人選為校外人士時，就任前須依本校聘任程序聘為專任教師。
六、 下列情形由院長推薦副教授以上適當人選報請校長聘兼代理系主任，代理
期間以至該學期結束為原則，最長不得逾一年：
(一)依第四點第二項重新遴選後，候選人如仍未獲同意，或未及於現任系
主任任期屆滿前遴薦適當人選時。
(二)現任系主任辭職或因故出缺時。
(三)現任系主任依第八點經校長免兼系主任職務時。
現任系主任於聘期中如因故不能視事，未滿三個月者，依相關規定由副院
長以上代理；達三個月以上者，應主動辭職，所遺職務依前項規定報請代
理之。
七、系主任任期三年，與院長同任期，連選得連任一次。自八月一日起聘為原
18

則；如因出缺重新遴選，其任期仍與院長相同。
八、系主任於任期中，因重大事故經行政歸屬於本系之專任教師四分之一以上
連署提罷免案，由院長召開系務會議，經系務會議全體代表三分之二以上
投票，投票票數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報請校長免兼其系主任職務。
九、 本要點經系務會議及院務會議通過，送請校務會議核備後發布施行，修正
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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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本校「新聞學系系主任遴選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國立政治大學新聞學系系 國立政治大學新聞學系系
主任遴選要點
主任遴選辦法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一、國立政治大學（以下簡 第一條 國立政治大學新聞
稱本校）新聞學系（以
學系（以下簡稱本系）依
下簡稱本系）依本校系
「國立政治大學系所主
所主管遴選辦法訂定
管遴選辦法」訂定本辦
本要點。
法。
二、本系主任應具專任副教 第二條 本系主任應具專任
授以上資格。
教授資格。

說明
依本校母法將名稱
修訂為「要點」
說明
依母法將「辦法」
修正為「要點」
，條
次修正為點次。

三、本系應於現任系主任任 第三條 本系應於系主任任
期屆滿之前三個月，組
期屆滿之前三個月，組成
成系主任遴選委員會
系主任遴 選 委 員 會
(以下簡稱遴委會)，辦
(以下簡稱遴委會)，辦理
理系主任之遴選及推
新聘系主任之遴選及推
薦事務。
薦事務。
四、遴委會置委員七人，由 第四條 遴委會應有委員七
本系全體專任教師於系
位，由本系全體專任教師
務會議中推選之，並得
於系務會議中推選之，並
由系外學者專家擔任，
應選出若干名候補。遴委
並應選出若干位候補委
會應推選一位召集人，由
員。遴委會召集人，由
委員互選產生。
委員互選產生。
借調、休假、與出國講學
傳播學院(以下簡稱本
進修教師，不得擔任遴委
院)為資源整合學院，本
會委員。遴委會委員「如
系專任教師係指本院行
為候選人」，即應退出遴
政歸屬於本系之專任教
委會，並由候補委員遞補
師。
之。
借調、休假、與出國
講學進修教師，不得擔
任遴委會委員。遴委會
委員如為候選人，即應
退出遴委會，並由候補
委員遞補之。
五、遴委會委員因故無法參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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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系務會議提案討
論結果改為應具副
教授以上資格。

一、 依 母 法 第 二
條規定：增
補得由系所
外學者專家
擔任。
二、 文字修正。
三、 定 義 本 系 專
任 教 師 範
疇。

依母法第三條增

與遴選作業者應辭職。
訂。敘明遴委會委
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員應辭職及迴避原
應自行迴避：
則。
(一) 與 候 選 人 有 配
偶、三親等內之血
親或姻親關係
(二) 與候選人有學位
論文指導之師生關
係。
如應迴避而未迴避
者，應由遴委會依職權
決定令其迴避。
六、遴委會應有全體委員三第五條 遴委會應有全體委 點次更動。
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方
分之二以上出席，方得
得開會，並經出席委員三
開會，並經出席委員三
分之二以上同意為通過。
分之二以上同意為通
過。
七、遴委會應於現任系主任 第六條 遴委會遴薦具本系系 一、 點次更動。
任期屆滿前二個月，遴
主任資格之候選人一至三 二、 遴 薦 人 選 由
薦具資格之候選人至少
人，連同得票紀錄報請院
一至三人修
二人，報請院長簽註意
長簽註意見後轉請校長擇
訂為至少二
見後轉請校長擇聘之。
聘之。如未獲同意，應重
人。
如有特殊理由，無法依
新遴選。
三、 增 訂 無 法 依
限辦理，或僅能遴薦一
如於前項重新遴選後，
限辦理及僅
位候選人時，應具明理
仍未獲同意，或未及於現
能遴薦一人
由依上開程序報請校長
任系主任任期屆滿前二
時之核報程
核示。
個月，遴選適當人選時，
序。
候選人如均未獲同
應由院長推薦適當人選 四、 第 二 項 重 新
意，應重新辦理遴選。
報請校長聘兼代理之，代
遴選未獲同
理期限以一年為原則。
意之代理移
至第九點。
五、 文字修正。
八、系主任人選為校外人士
依母法第六條增
時，就任前須依本校聘
訂。
任程序聘為專任教師。
九、系主任有下列情形者， 第七條 系主任辭職或因故出 一、 依 母 法 第 七
由院長推薦本系副教授
缺，本系應即依規定選出
條，合併原條
以上人選，報請校長聘
新任系任，其時程不受第
文第六條 第
兼代理之，代理期間以
三條之限制。
二項、第七條
至該學期結束為原則，
及第九條。敘
21

最長不得逾一年：
明無法依限期
(一) 依第七點重新遴選
內遴薦人選、
後，候選人如仍未
系主任辭職或
獲同意，或未及於
因故出缺、系
現任系主任任期屆
主任於任期內
滿前遴薦適當人
連續請假超過
選。
三個月時之代
(二) 現任系主任辭職或
理方式及期
因故出缺。
限。
(三) 現任系主任依第十
二、 文字修正。
一點經校長免兼主
任職務。
現任系主任於聘期
中如因故不能視事，未
滿三個月者，依相關規
定由副院長以上代理；
達三個月以上者，應主
動辭職，所遺職務依前
項規定報請代理。
系主任出缺，應配
合學期（年）制重新遴
選。
十、系主任任期三年,與院 第八條 系主任任期二年， 一、 點次更動
長同任期，連選得連任
連選得連任一次。
二、 依 母 法 第 九
一次,自八月一日起聘
條規定，增
為原則；如因出缺重新
補起聘日自
遴選，其任期仍與院長
每年八月一
相同。
日起聘為原
則。
三、 任 期 改 為 三
年。
四、 訂 正 補 選 任
期。
(刪除)
第九條 現任系主任於任期 內容併入第九點。
內連續請假超過三個月
時，其職務自然終止，應
立即依本辦法遴選新主
任。系主任如長期請假
時，代理人須經系務會議
同意。
22

十一、系主任於任期中因重
大事故，經本系專任教
師總人數四分之一以
上連署提案罷免，由院
長召開系務會議，經系
務會議全體代表三分
之二以上投票，投票數
三分之二以上之同
意，報請校長免兼其系
主任職務。

第十條 系主任於任期中因 一、 點次更動。
重大事故，經本系專任教 二、 依 母 法 第 十
師總人 數 四 分 之 一 以
條規定增補
上連署提案 罷免，三分
罷免案應由
之二以上投 票，投票數
院長召開系
四分之三以上之同意，報
務會議。
請校長免兼之。
三、 罷免門檻：投
票數四分之
三 以 上 同
意，更改為三
分之二以上
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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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國立政治大學新聞學系系主任遴選要點
民國 99 年 1 月 15 日第 157 次校務會議核備通過
民國 105 年 1 月 18 日第 187 次校務會議核備通過修正名稱及全文

一、國立政治大學（以下簡稱本校）新聞學系（以下簡稱本系）依本校系所主
管遴選辦法訂定本要點。
二、本系主任應具專任副教授以上資格。
三、本系應於現任系主任任期屆滿之前三個月，組成系主任遴選委員會(以下簡
稱遴委會)，辦理系主任之遴選及推薦事務。
四、遴委會置委員七人，由本系全體專任教師於系務會議中推選之，並得由系
外學者專家擔任，並應選出若干位候補委員。遴委會召集人，由委員互選
產生。
傳播學院(以下簡稱本院)為資源整合學院，本系專任教師係指本院行政歸屬
於本系之專任教師。
借調、休假、與出國講學進修教師，不得擔任遴委會委員。遴委會委員如
為候選人，即應退出遴委會，並由候補委員遞補之。
五、遴委會委員因故無法參與遴選作業者應辭職。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自
行迴避：
(一)與候選人有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或姻親關係
(二)與候選人有學位論文指導之師生關係。
如應迴避而未迴避者，應由遴委會依職權決定令其迴避。
六、遴委會應有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方得開會，並經出席委員三分之
二以上同意為通過。
七、遴委會應於現任系主任任期屆滿前二個月，遴薦具資格之候選人至少二人，
報請院長簽註意見後轉請校長擇聘之。如有特殊理由，無法依限辦理，或
僅能遴薦一位候選人時，應具明理由依上開程序報請校長核示。
候選人如均未獲同意，應重新辦理遴選。
八、系主任人選為校外人士時，就任前須依本校聘任程序聘為專任教師。
九、系主任有下列情形者，由院長推薦本系副教授以上人選，報請校長聘兼代
理之，代理期間以至該學期結束為原則，最長不得逾一年：
(一) 依第七點重新遴選後，候選人如仍未獲同意，或未及於現任系主任任
期屆滿前遴薦適當人選。
(二)現任系主任辭職或因故出缺。
(三)現任系主任依第十一點經校長免兼主任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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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任系主任於聘期中如因故不能視事，未滿三個月者，依相關規定由副院
長以上代理；達三個月以上者，應主動辭職，所遺職務依前項規定報請代
理。
系主任出缺，應配合學期（年）制重新遴選。
十、系主任任期三年，與院長同任期，連選得連任一次，自八月一日起聘為原
則；如因出缺重新遴選，其任期仍與院長相同。
十一、系主任於任期中因重大事故，經本系專任教師總人數四分之一以上連署
提案罷免，由院長召開系務會議，經系務會議全體代表三分之二以上投票，
投票數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報請校長免兼其系主任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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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本校「廣告學系系主任遴選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二、系主任應具本院專任副
教授以上資格。

四、遴委會置委員五人，由
系務會議推選之，委員
應為行政歸屬於本系
之專任副教授以上之
教師。系務會議並應選
出若干名候補委員。
遴委會召集人由委員
互推之。

現 行 條 文
二、系主任應具本系專任
副教授以上資格，並
在本系服務滿三年以
上。
四、遴委會置委員五至七
人，由系務會議推選
之，委員應具本系專
任副教授以上資格。
系務會議並應選出若
干名候補委員。
遴委會召集人由委員
互推之。

九、系主任之任期為三年， 九 、 系 主 任 之 任 期 為 二
與院長任期相同，得連選
年，得連選連任一次。
連任一次。自八月一日起
自當學年八月一日起聘
聘為原則；如因出缺重新
為原則。
遴選，其任期仍與院長相
同。
十、系主任於任期中因重大
事故經行政歸屬於本系
之專任教師四分之一以
上連署提案罷免，由院長
召開系務會議，經系務會
議全體代表三分之二以
上投票，投票數三分之二
以上之同意，報請校長免
兼之。

十、系主任於任期中因重
大事故經本系專任教師
四分之一以上連署提案
罷免，由院長召開系務
會議，經系務會議全體
代表三分之二以上投
票，投票數三分之二以
上同意，報請校長免兼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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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
系主任資格由「本系」
專任副教授修訂為
「本院」
；刪除服務年
資限制。
一、 委 員 人 數 由 五
至七人修訂為
五人。
二、 配 合 傳 院 資 源
整合，明確定義
「本系」專任教
師為「行政歸屬
於本系」之專任
教師。
一、任期由二年修訂
為三年。
二、以院系主管任期
一致之原則，增
訂出缺重新遴選
時，任期仍與院
長相同之規定。
配合傳院資源整合，
明確定義「本系」專
任教師為「行政歸屬
於本系」之專任教
師。

附件六

國立政治大學廣告學系系主任遴選要點
民國 87 年 6 月 17 日第 101 次校務會議核備通過
民國 98 年 3 月 2 日第 152 次校務連續會議核備通過
民國 102 年 4 月 20 日第 173 次校務會議核備通過名稱及全文
民國 105 年 1 月 18 日第 187 次校務會議核備通過修正第 2、4、9 及 10 點條文

一、 國立政治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廣告學系（以下簡稱本系）為遴選系主任，
特依本校系所主管遴選辦法第十一條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系主任應具本院專任副教授以上資格。
三、本系應於現任系主任任期屆滿三個月前，組成遴選委員會（以下簡稱遴委
會）。
四、遴委會置委員五人，由系務會議推選之，委員應為行政歸屬於本系之專任
副教授以上之教師。系務會議並應選出若干名候補委員。
遴委會召集人由委員互推之。
五 、 遴委會委員如為系主任候選人，即喪失委員資格。
遴委會委員因故無法參與遴選作業者應辭職。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
自行迴避：
(一)與候選人有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或姻親關係。
(二)與候選人有學位論文指導之師生關係。
如應迴避而未迴避者，應由遴委會依職權決定令其迴避。
六、遴委會應有全體委員至少三分之二出席，方得開會，並經出席委員三分
之二以上同意為通過。
七 、 現任系主任任期屆滿前二個月，由遴委會自候選人中遴薦至少二人，報
請院長簽註意見後轉請校長擇聘之。
如有特殊理由，無法依限辦理，或僅能遴薦一位候選人時，應具明理由
依上開程序報請校長核示。
候選人如均未獲同意，應重新辦理遴選。
八 、 下列情形由院長推薦副教授以上適當人選報請校長聘兼代理系主任，代
理期間以至該學期結束為原則，最長不得逾一年：
(一)依第七點第三項重新遴選後，候選人如仍未獲同意，或未及於現任
系主任任期屆滿前遴薦適當人選時。
(二)現任系主任辭職或因故出缺時。
(三)現任系主任依第十點經校長免兼系主任職務時。
現任系主任於聘期中如因故不能視事，未滿三個月者，依相關規定由副
院長以上代理；達三個月以上者，應主動辭職，所遺職務依前項規定報
請代理之。
系主任職務出缺，應配合學期（年）制重新辦理遴選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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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系主任之任期為三年，與院長任期相同，得連選連任一次。自八月一日起
聘為原則；如因出缺重新遴選，其任期仍與院長相同。
十、系主任於任期中因重大事故經行政歸屬於本系之專任教師四分之一以上連
署提案罷免，由院長召開系務會議，經系務會議全體代表三分之二以上投
票，投票數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報請校長免兼之。
十一、本要點經系務會議及院務會議通過，送請校務會議核備後發布施行，修
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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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本校「傳播學院組織設置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未修正)

第一條 國立政治大學傳播
學院（以下簡稱本院）
以培育人才、研究學
術、提升文化、服務社
會、促進國家發展為宗
旨。

(未修正)

第二條 本院設院務會議，
為本院最高決策機構。
院務會議職掌如下：
一、審議本院之發展方
針與計畫；
二、審議本院之規章、
辦法；
三、審議本院有關學
術、研究、行政工
作之事宜；
四、研議本院其他重要
事項。
院務會議以院長為主
席，院務會議組織
規則另訂。

第 三條 本院 依據 發展 需 第 三條 本 院依據 發展 需 一、
求，分設大學部（學系、
求，分設學系（學士學 二、
學士學位學程）
、研究部
位學程）
、研究部（碩、
（碩士學位學程、博士
博士學位學程、碩士在
班）
、碩士在職專班等教
職專班）及下列院屬單 三、
學單位及下列院屬專責
位：
單位：
一、研究暨發展中心。
一、研究暨發展中心。
二、資訊與媒體整合實
二、國際合作及交流中
驗中心。
心。
三、資訊與媒體整合實
四、
驗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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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增列大學部。
現行本院博士班
名稱不使用「學
位學程」。
研究部副院長業
務繁重，於碩士
在職專班另設執
行長，將碩士在
職專班自研究部
（）內移出。
增設國際合作及
交流中心。

(未修正)

第四條 本院置院長一人，
綜理院務，經遴選產
生，任期三年，得連任
一次。院長職掌如下：
一、研擬本院發展計
畫，統籌教學、行政、
研究、服務之規劃與執
行。
二、統籌、調整、運用
本院之人事、經費、空
間、設備及其他資源。
三、基於院務需要，委
請本院教師與行政人員
擔任特定職務或工作。
院長應就其職掌業務及
院務發展計畫之執行情
形定期提出報告。
院長之遴選，依本校院
長遴選辦法辦理。
院長於任期中有不適任
情況發生，應陳請校長
交議或經本院院務會議
代表二分之一以上連署
提不適任案，陳請副校
長召開本院院務會議，
經本院院務會議全體代
表三分之二以上之同
意，由校長解除其職
務，並依規定成立遴選
委員會，另行遴選。

第 五 條 本 院 設 副 院 長 三 第五條 本院設副院長一至 一、 明 訂 副 院 長 3
人，由院長就本院系所
三人，襄助院長處理院
人。
主管聘兼之，襄助院長
務，任期與院長同。副 二、 明訂副院長由系
處理院務，任期與院長
院長之產生及去職辦
所主管兼任。
同。其他規範依本校副
法，依本校副主管設置 三、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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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設置辦法辦理。

辦法辦理。

第六條 本院設大學部，統
籌學士班之招生、教
務、學務及相關行政事
務，其主管由本院副院
長兼任。
大學部組織規則另定
之，經院務會議通過後
施行。

增訂大學部相關條
文。

第七條 本院設研究部，統 第六條 本院設研究部，統 一、條次調整，文字
籌傳播碩士學位學程、
籌碩博士班、碩士在職
修訂。
博士班之招生、教務、
專班之教務、學務及相 二、增列「招生」事
學務及相關行政事務，
關行政事務，其主管由
務。
其主管由本院副院長兼
本院副院長兼任。
任。
研究部組織規則另訂，
研究部組織規則另定
經院務會議通過後施
之，經院務會議通過後
行。
施行。
第八條 本院設碩士在職專
班。其主管由院長聘請
本院專任教師兼任，統
籌該班之招生、教務、
學務及相關行政事務。
其主管職稱及工作津貼
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增訂碩士在職專班相
關條文。

第九條 本院設研究暨發展 第七條 本院設研究暨發展
中心，統籌本院學術研
中心，統籌本院學術研
究、院務研發考核，並
究、院務研發考核與合
規劃、協調、推動以下
作交流相關事宜，並規
相關事宜：
劃、協調、推動以下事
一、本院整合研究案。
宜：
二、委託研究案。
一、本院整合研究相關
三、院行政系統，執行
事宜；
院研考、評鑑。
二、委託研究案；

一、 條次調整。
二、 產學合作事務改
由整合實驗中心
辦理。
三、 研究中心國際合
作交流業務改由
國傳學程辦理。
四、 增訂評鑑業務。
五、 明訂研究中心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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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研究暨發展相
關事項。
研究暨發展中心主管由
本院執掌研究部副院長
兼任。研究暨發展中心
組織規則另定之，經院
務會議通過後施行。

三、產學合作相關事宜；
四、國際合作與交流相
關事宜；
五、院行政系統，執行
院研考事項；
六、其他研究暨發展相
關事宜。
研究暨發展中心主管由
院長聘請本院專任教師
兼任，亦得由本院副院
長兼任之。研究暨發展
中心組織規則另訂，經
院務會議通過後施行。

第十條 本院設國際合作及
交流中心，統籌、規劃、
協調、推動本院國際合
作與交流相關事宜。
國際合作及交流中心主
管由本院國際傳播碩士
學位學程主任兼任。國
際合作及交流中心組織
規則另定之，經院務會
議通過後施行。

任由研究部副院
長兼任。

增訂國際合作及交流
中心相關條文。

第十一條 本院設資訊與媒 第八條 本院設資訊與媒體 一、 條次調整。
體整合實驗中心，整合
整合實驗中心，整合教 二、 產學合作業務由
教學、研究與實驗資
學、研究與實驗資源，
整合實驗中心綜
源，支援本院教學研究
支援本院教學研究工
理。
工作，其任務如下：
作，其任務如下：
三、 明訂整合實驗中
一、統籌規劃與管理本
一、統籌規劃與管理本
心主任由副院長
院所屬教學、研究之
院所屬教學、研究之實
兼任。
實驗設備、人力、資
驗設備、人力、資源、
源、空間。
空間。
二、執行與協調各類產
二、與本院研究暨發展
學合作案並支援場
中心合作，執行與協調
地與相關設備。
各類產學合作與委託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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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與媒體整合實驗中
心主管由本院副院長兼
任。資訊與媒體整合實
驗中心組織規則另定
之，經院務會議通過後
施行。

究案並支援場地與相關
設備。
資訊與媒體整合實驗中
心主管由院長聘請本院
專任教師兼任，亦得由
本院副院長兼任之。資
訊與媒體整合實驗中心
組織規則另訂，經院務
會議通過後施行。

第十二條 本院及所屬各教 第 九 條 本 院 及 所 屬 各 系 一、 條次調整。
學單位以及專責單位，
（所、學位學程）
、研究 二、 文字修正。
依據編制，各置教師及
部、院屬單位，依據編
行政人員若干人。
制，各置教師及行政人
教師及行政人員之進用
員若干人。
依本校組織規程及相關
教師及行政人員之進用
規定辦理。
依本校組織規程及相關
規定辦理。
第十三條 本院新設立、變 第十條 本院新設立、變更 一、 條次調整。
更或停辦各教學單位、
或 停 辦 各 系 （ 學 位 學 二、 文字修正。
院屬專責單位，應先經
程）、研究部（學位學
院務會議通過後向校提
程、碩士在職專班）
、院
出。
屬單位，應先經院務會
議通過後向校提出。
第十四條 本院設教師評審 第十一條 本院設教師評審 條次調整。
委員會，掌理本院教師
委員會，掌理本院教師
有關聘任、聘期、升等、
有關聘任、聘期、升等、
停聘、解聘、不續聘、
停聘、解聘、不續聘、
延長服務、資遣原因認
延長服務、資遣原因認
定，及其他依法令應予
定，及其他依法令應予
審議之事項，並規劃本
審議之事項，並規劃本
院教學人力及人才發展
院教學人力及人才發展
計畫。本院教師評審委
計畫。本院教師評審委
員會設置要點另定之。
員會設置要點另訂。
第十五條

本院設院務行政 第十二條

本院設院務行政 條次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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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發展委員會，規劃院
務發展、推動院務行
政。其職掌、委員產生
方式及任期，依本院院
務行政暨發展委員會組
織簡則辦理。

暨發展委員會，規劃院
務發展、推動院務行
政。其職掌、委員產生
方式及任期，依本院院
務行政暨發展委員會組
織簡則辦理。

第十六條 本院設課程委員 第十三條 本院設課程委員 條次調整。
會，規劃、協調並審議
會，規劃、協調並審議
本院課程及教學相關事
本院課程及教學相關事
宜。其職掌、委員產生
宜。其職掌、委員產生
方式及任期，依本院課
方式及任期，依本院課
程委員會組織簡則辦
程委員會組織簡則辦
理。
理。
第 十七條 本 辦法 未盡 事 第 十 四 條 本 辦 法 未 盡 事 條次調整。
宜，依本校組織規程辦
宜，依本校組織規程辦
理。
理。
第十八條 本辦法經院務會 第十五條 本辦法經院務會 條次調整。
議通過，報本校校務發
議通過，報本校校務發
展委員會通過報校務會
展委員會通過報校務會
議備查後發布施行，修
議備查後施行，修正時
正時亦同。
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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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本校「傳播學院組織設置辦法」
民國 99 年 6 月 29 日第 159 次校務會議核備
民國 105 年 1 月 18 日第 187 次校務會議核備通過修正全文

第一條 國立政治大學傳播學院（以下簡稱本院）以培育人才、研究學術、提升
文化、服務社會、促進國家發展為宗旨。
第二條 本院設院務會議，為本院最高決策機構。院務會議職掌如下：
一、審議本院之發展方針與計畫；
二、審議本院之規章、辦法；
三、審議本院有關學術、研究、行政工作之事宜；
四、研議本院其他重要事項。
院務會議以院長為主席，院務會議組織規則另訂。
第三條 本院依據發展需求，分設大學部（學系、學士學位學程）、研究部（碩
士學位學程、博士班）、碩士在職專班等教學單位及下列院屬專責單
位：
一、研究暨發展中心。
二、國際合作及交流中心。
三、資訊與媒體整合實驗中心。
第四條 本院置院長一人，綜理院務，經遴選產生，任期三年，得連任一次。院
長職掌如下：
一、研擬本院發展計畫，統籌教學、行政、研究、服務之規劃與執行。
二、統籌、調整、運用本院之人事、經費、空間、設備及其他資源。
三、基於院務需要，委請本院教師與行政人員擔任特定職務或工作。
院長應就其職掌業務及院務發展計畫之執行情形定期提出報告。
院長之遴選，依本校院長遴選辦法辦理。
院長於任期中有不適任情況發生，應陳請校長交議或經本院院務會議
代表二分之一以上連署提不適任案，陳請副校長召開本院院務會議，
經本院院務會議全體代表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由校長解除其職務，
並依規定成立遴選委員會，另行遴選。
第五條 本院設副院長三人，由院長就本院系所主管聘兼之，襄助院長處理院務，
任期與院長同。其他規範依本校副主管設置辦法辦理。
第六條 本院設大學部，統籌學士班之招生、教務、學務及相關行政事務，其主
管由本院副院長兼任。
大學部組織規則另定之，經院務會議通過後施行。
第七條 本院設研究部，統籌傳播碩士學位學程、博士班之招生、教務、學務及
相關行政事務，其主管由本院副院長兼任。
研究部組織規則另定之，經院務會議通過後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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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本院設碩士在職專班。其主管由院長聘請本院專任教師兼任，統籌該班
之招生、教務、學務及相關行政事務。其主管職稱及工作津貼依本校相
關規定辦理。
第九條 本院設研究暨發展中心，統籌本院學術研究、院務研發考核，並規劃、
協調、推動以下相關事宜：
一、本院整合研究案。
二、委託研究案。
三、院行政系統，執行院研考、評鑑。
四、其他研究暨發展相關事項。
研究暨發展中心主管由本院執掌研究部副院長兼任。研究暨發展中心組
織規則另定之，經院務會議通過後施行。
第十條 本院設國際合作及交流中心，統籌、規劃、協調、推動本院國際合作與
交流相關事宜。
國際合作及交流中心主管由本院國際傳播碩士學位學程主任兼任。國際
合作及交流中心組織規則另定之，經院務會議通過後施行。
第十一條 本院設資訊與媒體整合實驗中心，整合教學、研究與實驗資源，支援
本院教學研究工作，其任務如下：
一、統籌規劃與管理本院所屬教學、研究之實驗設備、人力、資源、空
間。
二、執行與協調各類產學合作案並支援場地與相關設備。
資訊與媒體整合實驗中心主管由本院副院長兼任。資訊與媒體整合實驗
中心組織規則另定之，經院務會議通過後施行。
第十二條 本院及所屬各教學單位以及專責單位，依據編制，各置教師及行政人
員若干人。
教師及行政人員之進用依本校組織規程及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三條 本院新設立、變更或停辦各教學單位、院屬專責單位，應先經院務會
議通過後向校提出。
第十四條 本院設教師評審委員會，掌理本院教師有關聘任、聘期、升等、停聘、
解聘、不續聘、延長服務、資遣原因認定，及其他依法令應予審議之
事項，並規劃本院教學人力及人才發展計畫。本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設
置要點另定之。
第十五條 本院設院務行政暨發展委員會，規劃院務發展、推動院務行政。其職
掌、委員產生方式及任期，依本院院務行政暨發展委員會組織簡則辦
理。
第十六條 本院設課程委員會，規劃、協調並審議本院課程及教學相關事宜。其
職掌、委員產生方式及任期，依本院課程委員會組織簡則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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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依本校組織規程辦理。
第十八條 本辦法經院務會議通過，報本校校務發展委員會通過報校務會議備查
後發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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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

本校「學則」第二及三十三條條文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 二 條 本校 學生 入 學、 休 第二條 本校學生入學、 一、 新增第 2 條第 3
學、保留學籍、保留入學
休學、保留學籍、保
項為本校協助
資格、退學、轉學、轉系
留入學資格、退學、
突遭重大災害
(組)、轉學程、開除學籍、
轉學、轉系(組)、轉
學生學習修業
修讀本校或他校輔系、雙
學程、開除學籍、修
作業原則之法
主修、學程、跨校選修課
讀本校或他校輔
源依據。
程、成績考核、學分抵免
系、雙主修、學程、 二、 本 作 業 原 則 業
與暑期修課、服兵役與出
跨校選修課程、成績
經 104 學年度
國有關學籍處理、畢業年
考核、學分抵免與暑
第 1 學期第 2 次
限、及所授學位等事宜，
期修課、服兵役與出
教務會議討論
悉依本學則辦理。
國有關學籍處理、畢
通過。
依大學法第十一條設置之
業年限、及所授學位
學位學程，應依設立班別
等事宜，悉依本學則
準用本學則之規定。
辦理。
本校學生突遭經教育主管
依 大學 法第十 一條
機關認定之重大災害影響
設置之學位學程，應
其學習權益者，其第一項
依 設立班別 準用本
相關規定依本校協助突遭
學則之規定。
重大災害學生學習修業作
業原則辦理。
第三十三條 學士班學生連續 第三十三條 學士班學生 一、學士班一般生退
兩次或累計三次學期學業
學標準放寬為連
學期學業成績不及格
成績不及格科目之學分數
續兩次或累計三
科目之學分數，達該
達該學期修習科目總學分
次學期學業成績
學期修習學分總數二
數二分之一者，應令退學。
不及格科目之學
分之一者，且之後另
但學士班之僑生、港澳生、
分數達該學期修
一學期學業成績不及
格科目之學分數逾三
國際學生、海外回國升學之
習科目總學分數
分之一者，應令退
蒙藏生、原住民族學生、派
二分之一。學士
學。但學士班之僑
外人員子女學生及符合教
班特殊身分生退
生、港澳生、國際學
育部或本校規定條件之大
學標準放寬為連
生、海外回國升學之
學運動績優學生，連續兩次
續兩次或累計三
蒙藏生、原住民族學
或累計三次學期學業成績
次學期學業成績
生、領有公立醫院開
不及格科目之學分數達該
不及格科目之學
具診斷證明之身心障
學期修習科目總學分數三
分數達該學期修
礙學生、派外人員子
分之二者，應令退學。
習科目總學分數
女學生及符合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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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士班學生修習科目在九
學分以下者，得不受前項規
定之限制。
體育、軍訓(護理)選修課程
學分數，應併入前二項學分
數內核計。
學生如為領有身心障礙手
冊或經各直轄市、縣(市)
政府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
就學輔導委員會鑑定為身
心障礙安置就學，不適用第
一項因學業成績不及格退
學之規定。

三分之二。
或本校規定條件之大
學運動績優學生，學 二、休學前後兩學期
視為為連續學
期學業成績不及格科
期。
目之學分數，達該學
期修習學分總數三分 三、在條件放寬下，
將原領有公立醫
之二，且之後另一學
期學業成績不及格科
院開具診斷證明
目之學分數逾二分之
之身心障礙學生
一者，應令退學。
自特殊身分生中
學士班學生修習科目
刪除，依法定身
在九學分以下者，得
心障礙生標準認
不受前項規定之限
定其身分及其適
制。
用之規則。
體育、軍訓(護理)選
修課程學分數，應併
入前二項學分數內核
計。
學生如為領有身心障
礙手冊或經各直轄
市、縣(市)政府特殊
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
輔導委員會鑑定為身
心障礙安置就學，不
適用第一項因學業成
績不及格退學之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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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學

則

民國56年2月17日本校第23 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民國56年7月19日本校第344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教育部58年4月18日臺(57)高字第7396 號令核定
教育部66年1月10日臺(66)高字第0277 號函核備
民國69年6月27日本校第50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教育部69年12月3日臺(69)高字第39383 號函核備
民國80年6月29日本校第72 次校務會議通過
教育部80年8月8日臺(80)高字第41777 號函核備
教育部80年9月18日臺(80)高字第49708 號函核定
教育部80年11月27日臺(80)高字第63818 號函核定
民國81年1月11日本校第73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84年1月14日本校第82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85年11月23日本校第92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教育部86年5月13日台(86)高(二)字第86051061 號函核備
民國87年1月17日本校第99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87年4月18 本校第100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87年6月17日本校第10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教育部87年7月7日台(87)高(二)字第87069106 號函核備
教育部87年7月18日台(87)高(二)字第87076758 號函核備
民國90年1月12日本校第11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教育部90年2月26日台（90）高（二）字第90023146 號函核備
民國90年11月24日本校第115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91年1月2日台（90）高（二）字第90185309 號函核備
民國91年4月20日本校第117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教育部91年9月27日台（91）高（二）字第91146535 號函核備
民國92年1月9日本校第12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教育部92年3月25日台高（二）字第0920042294 號函核備
民國92年11月22日第125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26、29條條文
民國93年1月5日第126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27條條文
教育部93年2月19日台高(二)字第0930014995號函核備
民國93年4月17日第127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25、28、33條條文
教育部93年8 月4 日台高（二）字第0930093219 號函核備
民國95年4月15日第138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10、15、19、19 條之1、42、51條條文
民國95年6月8日第139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2、5 、6、8、13、15、38、39、40、41、50條條文
教育部95年9月7日台高(二)字第0950125041 號函核備
民國96年6月21日本校第144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13、20、42、50條條文
民國96年9月14日本校第145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33條條文
民國 97 年 1 月 15 日第 147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7、11、25、40、40 條之 1、46 條條文
教育部民國97年3月18日台高(二)字第0970037872號函核備
民國97年4月19日第148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51條條文
民國97年11月22日第15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51條條文
民國 99 年 4 月 24 日第 158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5、10、13、33、41、42、43、48、58 條條文
民國 102 年 6 月 25 日第 174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全文
中華民國 103 年 9 月 11 日第 180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13、17、19 及 33 條條文
中華民國 105 年 1 月 18 日第 187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2 及 33 條條文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本學則依大學法及其施行細則，並斟酌本校實際需要訂定之。
第二條 本校學生入學、休學、保留學籍、保留入學資格、退學、轉學、轉系(組)、
轉學程、開除學籍、修讀本校或他校輔系、雙主修、學程、跨校選修
課程、成績考核、學分抵免與暑期修課、服兵役與出國有關學籍處理、
畢業年限、及所授學位等事宜，悉依本學則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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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大學法第十一條設置之學位學程，應依設立班別準用本學則之規定。
本校學生突遭經教育主管機關認定之重大災害影響其學習權益者，其
第一項相關規定依本校協助突遭重大災害學生學習修業作業原則辦
理。
第二章
入學 保留入學資格
第三條 凡曾在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高級中學或同等學校畢業，或具有法令規
定得以同等學力報考資格，經大學考試分發入學、大學繁星推薦入學、
大學個人申請入學、四技二專甄選入學及符合教育部規定之特種身分
學生錄取者，得入本校修讀學士學位。
凡具有下列資格之一，並參加本校轉學生考試錄取者，得編入本校學
士班相當院系年級肄業，修讀學士學位：
一、大學肄業生修業滿一學年（含以上）者。
二、專科學校或專修科畢業者。
三、符合專科畢業同等學歷者。
大學畢(肄)業、入本校就讀之新生、轉學生，入學前修習及格之科目
與學分，經系主任核准得由學校酌予抵免，並得提高編級。
第四條 凡曾在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大學或獨立學院，或教育部認可之國外大
學畢業得有學士學位，或具有法令規定得以同等學力報考資格，經本
校碩士班入學考試或甄試入學錄取者，得入本校修讀碩士學位。
前項入學方式，依本校博、碩士班招生規定辦理。
第五條 凡曾在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大學或獨立學院，或教育部認可之國外大
學畢業得有學士、碩士學位，或具有法令規定得以同等學力報考資格，
經本校博士班入學考試或甄試入學錄取者，得入本校修讀博士學位。
前項入學方式，依本校博、碩士班招生規定有關規定辦理。
本校修讀學士班學位之應屆畢業生及碩士班學生肄業一年以上，成績
優異者，得申請逕行修讀博士學位，相關作業規定依教育部法規及本
校學生逕行修讀博士學位作業規定辦理。
逕行修讀博士學位，本校依教育部法規另定辦法之。
第六條 本校得接受具有規定入學資格之外國學生申請入學。外國學生申請入學，
依本校外國學生入學招生規定辦理。
第六條之一 海外僑生入學，得依教育部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及本校招收
僑生回國就學單獨招生規定辦理。
第六條之二 香港澳門地區學生入學，得依教育部香港澳門居民來臺就學辦法
辦理。
第六條之三 大陸地區學生入學，得依教育部大陸地區人民來臺就讀專科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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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辦法辦理。
第七條 本校各院系所學程得與國外大學簽定學術合作合約，授予各級學位或
雙學位，其辦法另定之。
第八條 (刪除)
第九條 (刪除)
第十條 新生因下列情形之一，不能依規定完成入學手續者，應於註冊截止日
前，附相關證明文件，書面申請保留入學資格，毋須繳納任何費用：
一、重大疾病須長期療養者。
二、應徵召服兵役者。
三、懷孕、分娩者。
四、因特殊事故不能按時入學者。
五、撫育三歲以下子女之需要者。
前項第一至四款保留入學資格，除服兵役依法定役期保留外，以一年
為限；第五款保留入學資格以三年為限。
第十一條 學生於入學考試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一經查明，即開除學籍，除
由本校通知其家長或監護人外，不發給任何學歷證明文件；畢業後經
調查屬實者，應予撤銷，並追繳其已發之學位證書：
一、矇混舞弊。
二、所繳入學證件有假借、冒用、偽造或變造。
三、報考資格不符規定。
第十二條 在校生或畢業校友未經申請手續，不得更改個人基本資料。
申請更改應檢具身分證明文件，報請教務處辦理。入學資格證件所
載與身分證明文件所載不符者，應即更正。
第三章 繳費註冊選課
第十三條 學生應於每學期規定期限內繳納各種費用並完成註冊通知單規定之
各項手續。延誤註冊逾二週仍未完成註冊繳費，當學年度入學新生
即令註銷學籍，其他學生未逾第四十一條所定休學年限者即令休學；
逾休學年限者，即令退學。但有特殊事由經書面向教務處專案申請
核准者，不在此限。
第十四條 學生選修本校課程，依本校學生選課辦法及選課公告辦理。
學生選修國內其他大學校院課程，依本校國內校際選課辦法辦理。
學生出國選修課程，依本校學生出國選修課程實施辦法辦理。
學生註冊但未於選課作業結束前完成選課，未逾第四十一條所定休
學年限者即令休學，其餘則依第四十六條規定退學。
第二項及第三項辦法另定之，並報教育部備查。外國學生選修本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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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依本校外國學生入學辦法辦理。
第十五條 學士班學生第一至第三學年每學期修習學分，不得少於十二學分，
不得多於二十五學分，第四學年每學期不得少於十學分，不得多於
二十五學分，違者所修科目之學分及成績均不計。學生若因情況特
殊，經系主任核可者，得於當學期超修或減修學分。超減修至多以
六學分為限。碩、博士班學生每學期修習學分由各系（所)自定。
學生選課應按年循序就該系(所)規定必修科目表修習並依科目表採
計畢業學分，科目內容有先後修習次序者，除經各該系(所)核准外，
不得顛倒修習，違者該科目學分及成績均不計。
碩、博士班學生經該系（所）核可，得分別修讀博、碩士班之科目，
其修習科目學分及成績由該系所認定； 但碩士班學生於升入博士班
就讀時，該科目學分未列入原碩士班畢業最低學分數內者，得申請
抵免學分。
學士班三、四年級學生經該系核可，得修習碩士班或碩、博士班合
開之科目，修習成績達碩博士生及格標準且該學分未列入畢業最低
學分數內者，升入碩、博士班就讀時，得申請抵免學分。
第十六條 同一上課時間不得修習二科以上之科目，違者移除時間衝堂科目。
修習已及格且科目名稱相同或同一學期修習相同科目名稱課程為重
複修習。
重複修習科目未經系所主管核准，移除該科目。因轉系，或修讀輔
系、雙主修確需重複修習者或同一學期重複修習科目，申請恢復一
門科目者，經系所主管核准，不在此限。
如非前項因素申請重複修習，經系所主管核准者，該科目不納入學
業成績及畢業學分數計算。
第十七條 全學年科目，上學期未修習或成績不及格者，下學期不得修習，違
者移除該科目。但經各該系(所)核准，得於修畢下學期，再續修上
學期成績及格後，該科目學分及成績始得採計。
全學年科目上學期已修習及格，下學期因故未續修者，其上學期學
分照計。
第十八條 加、退選科目應於規定期間內辦理，逾期不予受理。加選科目而未
完成加選手續者，視同未加選，其學分及成績均不計；退選科目而
未完成退選手續者，以未退選論。
第十九條 碩、博士班學生修讀碩、博士班或學士班科目者，及學士班學生修
習須繳費科目者，應繳交學分費。延畢之學士班學生補修或重修零
學分之課程，應依本校文學院學士班收費標準按每週授課時數繳交
學分費。
全校學生應依規定繳交資訊、網路及軟體設備使用費。使用外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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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之語言視聽設備之學生，應依規定繳交語言設備使用費。
各項費用逾期未繳納者，該科成績以零分計算。。
第十九條之一 (刪除)
第四章 科目學分成績
第二十條 學士班學生畢業應修學分數，不得少於一二八學分。但因教育政
策或教學研究之需求，報經教育部專案核准者，不在此限。
相當於國內高級中等學校二年級之國外或香港澳門地區同級同類
學校畢業學士班學生以同等學力入學後，應在規定之修業期限內
增加應修之畢業學分數二十四學分。
碩士班學生應修學分數，不得少於二十四學分；博士班學生應修
學分數，不得少於十八學分。學士班應屆畢業生逕行修讀博士學
位者，含博士班應修學分在內，應修學分數不得少於三十六學分；
碩士班學生逕行修讀博士學位者，含博士班應修學分在內，不得
少於三十學分。
第二十一條 學士班之畢業學分，包括共同必修、專業必修與選修；共同必修包
括通識課程、體育課程及服務學習課程。
凡必修類科目其成績不及格者，不得畢業。
第二十二條 學士班轉學生轉入二年級者，至少須在校肄業三年；轉入三年級者，
至少須在校肄業二年。
轉學生轉入本校，其應修之科目與學分，已在原校修習及格者，得
酌予抵免；或必要時經甄試及格者，亦得抵免。抵免學分，依本校
學生抵免學分辦法辦理。
第二十三條 各科目每學期每週授課一小時計一學分；科目另設實習課者，得不
計學分；計學分之實習或實驗科目，每學分每週應授課二至三小時。
第二十四條 本校學生學業成績考查方式如下：
一、平時成績：由任課教師隨時考查之。
二、期中考試：於每學期期中在規定時間內舉行之。
三、期末考試：於每學期期末在規定時間內舉行之。
期中、期末考試，依本校期中、期末隨堂考試辦法辦理。
第二十五條 本校專、兼任教師於開課學期期末考試結束後，應依期限繳交全部
修業學生成績至教務處註冊組登錄。
學生上學期成績，應於校定期末考試結束後二週內繳交；下學期成
績，應於七月三十一日前繳交。
學士班應屆畢業生畢業考試成績及各期暑修課程成績，應於校定期
末考試及當期暑修結束後一週內繳交。
教師逾期限未能繳交全部成績，由教務處通知授課教師，並副知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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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學系(所、學程)主任協助催繳，逾規定期限一週仍未補交成績者，
上網公告教師名單。
學士班學生成績於次學期開始上課日期起一週內教師仍未補交成
績者，該科即以零分登錄，並即進行排名作業。
教師未依限完成碩、博士學生成績繳交者應依本校成績作業要點處
理成績未完成相關事宜。
第二十六條 學生成績分學業、操行二種，採用百分計分法，以一百分為滿分。
各學系學士班學生以六十分為及格，碩、博士班學生以七十分為及
格，不及格者不給學分。性質特殊之科目，經院系課程委員會及教
務會議通過後，得採通過、不通過之考評方式。
碩、博士班學生學位考試以七十分為及格。
碩、博士班學生修讀學士班科目，以六十分為及格。但該科目學分
成績不列入學期及畢業成績計算。
第二十七條 學士班學生參加暑期班修讀，依本校暑期開班授課規定要點辦理。
暑期班修讀科目及成績記載，依本校暑期開班授課相關規定辦理。
第二十八條 學生各項成績經評定送教務處後，不得撤回。其因登記或核算錯誤
要求更改時，未涉及學生是否退學者，由任課教師書面證明，並經
院、系(所)相關會議討論通過，簽請教務長同意後，再交由註冊組
更改登錄。
前項成績之更改，涉及學生是否退學者，除須經前項程序外，並簽
請校長核定，提行政會議討論決定。
學士班學生成績更正案於次學期開始上課日期起一週內完成更正
程序者，始得納入當學期排名作業，成績更正程序如已超過學士班
排名作業時間，本校不再進行當學期成績排名，以免損及其他學生
權益。
學生成績更正案至遲應於修課次學期休學截止日前完成更正程序，
逾期不予受理。
第二十九條 學生學業平均成績之計算方法如左：
一、以科目之學分乘該科目所得之成績分數為積分。
二、學生學期所修各科目學分之總和，扣除以通過、不通過考評方
式、暑期班修讀之科目學分，為學分總數。學生學期修習學
分總數除成績積分總和，為學期學業平均成績。
三、各學期(含暑期班)修習學分數總和除成績積分總和，為學業
平均成績。
學士班畢業生之學業平均成績，為其畢業成績。
碩、博士班畢業生之學業平均成績與學位考試成績之平均，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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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成績。
前列各項成績，如有小數，均計算至第二位止，第三位以下四捨五
入。
第 三十 條 (刪除)
第三十一條 學生修習必修科目不及格者，應令重修。學士班學生必修科目重修
二次以上者，須加收學分費。
第三十二條 (刪除)
第三十三條 學士班學生連續兩次或累計三次學期學業成績不及格科目之學分
數達該學期修習科目總學分數二分之一者，應令退學。但學士班
之僑生、港澳生、國際學生、海外回國升學之蒙藏生、原住民族
學生、派外人員子女學生及符合教育部或本校規定條件之大學運
動績優學生，連續兩次或累計三次學期學業成績不及格科目之學
分數達該學期修習科目總學分數三分之二者，應令退學。
學士班學生修習科目在九學分以下者，得不受前項規定之限制。
體育、軍訓(護理)選修課程學分數，應併入前二項學分數內核計。
學生如為領有身心障礙手冊或經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特殊教育學
生鑑定及就學輔導委員會鑑定為身心障礙安置就學，不適用第一項
因學業成績不及格退學之規定。
第三十四條 學士班應屆畢業生缺修學分，須於延長修業年限之第二學期重修或
補修者，第一學期得免予註冊，辦理休學。註冊者，至少應選修一
個科目。
第五章 請假、缺席
第三十五條 學生因故不能上課者，應依本校請假規則辦理；凡未經請假或請假
未准而缺席者，為曠課。
學生因病或特殊事故不能參加期中、期末隨堂考試時，其准假及補
考事宜，均由各該科目之任課教師權宜辦理。
未經請假或請假未准而缺考者，為曠考。
因公請假者，不作缺席計。
曠課或曠考之科目，其成績由任課教師權宜核給。
第三十六條 (刪除)
第六章 轉系輔系雙主修教育學程
第三十七條 學士班學生於第二學年開始前得轉系，轉系依本校學生轉系規則辦
理。其辦法另定之，並報教育部備查。
第三十八條 學士班學生，自二年級起得修讀本校或他校其他學系為雙主修、輔
系，已屆最高修業年級之學生不得提出申請。
修讀雙主修以一學系為限，輔系以二學系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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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修讀雙主修、輔系，依本校學生修讀雙主修、輔系相關辦法辦
理，其辦法另定之，並報教育部備查。
第三十九條 (刪除)
第 四十 條 本校學生得依本校學分學程設置辦法修習學分學程，其辦法另定
之。
學士班學生二年級以上及碩、博士班學生申請修習師資培育中心課
程，依本校教育學院師資培育中心學生甄選暨課程修習辦法辦理，
其辦法另定之，並報教育部核定。
第四十條之一 碩士班學生於修業第二學年開始前，得經原肄業所及擬轉入所雙
方主管同意後，申請轉所，並以一次為限。
各所錄取轉所之名額，以其當學年度經核定之招生名額一成為上限。
碩士班辦理轉所之規定，由各所自訂並明列於修業規定中。
轉所經核准後，學生不得再申請更改或轉回原所。
第七章 休學保留學籍退學復學轉學
第四十一條 學生因特殊事故得申請休學、延長休學或退學；申請當學期休學者，
須於期末考試以前辦理，逾期不予受理。
學生申請休學，得由學校一次核准一學期至二學年。休學累計以二
學年為原則，期滿因重病或特殊事故需再申請休學者，得專案報請
校長核准，再予延長一學期或一學年為原則。
請准休學學生，其休學期間之修課紀錄予以刪除。
第四十二條 學生在學期間，有下列情形者，得於休學截止日前，申請保留學籍：
一、應徵召服兵役者。
二、懷孕、分娩者。
三、撫育三歲以下子女之需要者。
前項之申請，須附相關證明文件，第一至二款保留學籍，除服兵役
依法定役期保留外，以一年為限；第三款保留學籍以三年為限。
學生因第一項補辦回溯保留學籍之申請，以復學當學期為限，逾期
不得申請。
請准保留學籍學生，其保留學籍期間之修課紀錄予以刪除。
第四十三條 學生休學或保留學籍期滿即應復學，如於尚未期滿前提早復學，應
於復學之當學期加退選前辦理完成復學程序，並依規定期限辦妥註
冊相關事宜。復學時仍應在原肄業系(所)相銜接之學年或學期肄業；
學期中途休學或保留學籍者，復學時應入原肄業之年級或學期肄
業。
第四十四條 (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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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五條 (刪除)
第四十六條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予退學或勒令退學：
一、逾期未註冊且已逾休學年限者。
二、修業年限屆滿，經依規定延長年限仍未修足所屬系(所)規定應
修科目與學分者。
三、碩、博士班學生在修業期限內未依所屬院、系、所規定完成碩、
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者。
四、碩、博士班學生學位考試在修業期限內未依所屬院、系、所規
定通過者。
五、註冊未選課且已逾休學年限者。但碩博班學生已修畢應修課程
者及學士班已修畢學分之延畢生外語檢定標準未通過者，不在
此限。
六、依本學則其他有關規定應令退學者。
七、依本校有關學生獎懲規定勒令退學或開除學籍者。
八、無前列各款事由而自動申請退學者。
第四十七條 依規定應予退學或開除學籍學生，依本校學生申訴處理辦法提出申
訴者，申訴結果未確定前，不因申訴之提起，而停止原處分之執行。
但提出申訴的學生得向本校提出繼續在校肄業之書面申請。學生申
訴處理辦法另定之。
前項受處分學生經校內申訴未獲救濟者，得依法提起訴願及行政訴
訟；原處分經上級主管機關決定或行政法院判決顯係違法或不當時，
應另為處分。
依前項規定經本校另為處分得復學之學生，因特殊事故無法及時復
學時，各系(所)及教務處應輔導復學；其復學前之離校期間，並得
補辦休學。
第四十八條 經本校勒令退學或開除學籍之學生，不得再行入學。
前項學生已畢業者，撤銷其學位。
第四十九條 學生得向學校申請核發各項證明文件，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
發給與修業有關之任何證明文件：
一、入學資格，經審核不合者。
二、開除學籍者。
學生申請各項證明文件，應依學生請領證件規則辦理，其辦法另定
之。
第八章 修業年限畢業學位
第 五十 條 學士班採學年學分制，其修業年限以四年為原則。但得視學系性質
延長一至二年，並得視學系實際需要，另增加實習半年至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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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因成績優異，於規定修業期限屆滿前一學期或一學年修滿該學
系應修學分者，得准提前畢業。各學系學士班學生未於規定修業期
限修滿應修學分者，得延長一學期至二學年畢業；因加修雙主修而
未能於延長修業年限內修畢學分者，得再延長一學期或一學年。
第三十三條第五項身心障礙學生修讀學士學位者，得視需要延長修
業期限，至多四年。
第五十一條 前條第二項成績優異者，應合於下列規定，並於預定畢業當學期，
向就讀學系提出申請，並經系務會議審核通過，送教務處辦理：
一、學業成績(不含提前畢業當學期)加權總平均在八十分以上或排
名名次在該系該年級學生數前百分之二十以內。
二、提前畢業當學期學業成績平均分數，應達八十分以上。
三、各學期操行成績均達八十分以上。
各學系得就前項各款規定訂定更嚴格之標準。
第五十二條 學士班學生於規定修業年限屆滿前一學期或一學年，修滿該學系規
定應修學分，而不合前條規定者，仍應註冊入學，其應修學分數，
依第十五條規定辦理。
第五十三條 碩、博士班學生在校修業期限，碩士班以一至四年為限；博士班以
二至七年為限。
逕行修讀博士學位學生，自轉入博士班起，其修業年限比照前項博
士班規定辦理；其奉核定再回碩士班就讀者，其在博士班修業時間，
不併入碩士班最高修業年限核計。
碩士在職專班之修業年限以一至四年為限，但未在規定之修業期限
內修滿應修課程或未完成學位論文者，得延長一學年畢業。
碩博士班學生經學校推薦修讀雙聯學位者得延長修業年限一年。
第五十四條 學士班學生修業期滿，修滿規定科目及學分成績及格者，准予畢業，
由本校授予學士學位，發給學士學位證書。
第五十五條 碩士班學生完成碩士學位應修課程，提出論文，始得申請學位考試；
提出論文前， 應否先行通過資格考核，由各系(所)自定。
博士班學生完成博士學位應修課程，通過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
後，提出論文，始得申請學位考試。
前二項資格考核之內容及方式，由各系（所）自行規定並辦理。
碩、博士班學生學位考試，依本校研究生學位考試要點辦理，其辦
法另定之，並報教育部備查。
第五十六條 碩士班學生修業期滿，依規定參加學位考試及格者，准予畢業，由
本校授予碩士學位，發給碩士學位證書。
博士班學生修業期滿，依規定參加學位考試及格者，准予畢業，由
本校授予博士學位，發給博士學位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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逕行修讀博士學位學生修業期滿，通過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
但未通過博士學位考試，其博士學位論文經博士學位考試委員會決
定，合於碩士學位標準者，得授予碩士學位。
第五十六條之ㄧ 碩、博士班學生已授予之學位如發現論文、創作、展演、書面
報告或技術報告有抄襲或舞弊情事,經調查屬實者，撤銷其學位並
註記退學。
第九章 附 則
第五十七條 本學則未盡事宜，依大學法及其施行細則、學位授予法及其施行細
則及教育部公布之相關規定辦理。
第五十八條 本學則經本校校務會議通過，由校長發布施行後，並報請教育部備
查，修正時亦同。

50

附件十一

本校「性騷擾防治、申訴及懲戒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第一條 國立政治大學（以下簡 第一條 國立政治大學（以下簡
稱本校）為防治性騷擾，提供
稱本校）為防治性騷擾，提
免於性騷擾之友善環境保護
供免於性騷擾之友善環境保
被害人之權益，特依性騷擾防
護被害人之權益，特依性騷
治法、性騷擾防治準則、性別
擾防治法、性騷擾防治準則
工作平等法及工作場所性騷
及性別工作平等法訂定本辦
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
法。
訂定準則訂定本辦法。
(未修正)
第二條 本校之性騷擾防治、申
訴及懲戒之處理，除其他法
令另有規定外，依本辦法行
之。
第三條 本校教職員工生發生 第三條 本校教職員工（含約聘
性騷擾防治法第二條及性別
僱人員）發生性騷擾防治法
工作平等法第十二條之性騷
第二條及性別工作平等法第
擾事件者，適用本辦法。但
十二條之性騷擾事件者，適
適用性別平等教育法處理
用本辦法。但適用性別平等
者，不適用本辦法之規定。
教育法處理者，不適用本辦
法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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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依臺北市政府勞
動局 103 年 3 月
19 日北市勞就
字
第
10331874700 號
函建議修正。

一、 適用對象增
列「生」修
正為「本校
教 職 員 工
『生』…。」
刪除『
（含約
聘 僱 人
員）
』
。
二、 倘 學 生 ( 被
申訴人)與
校 外 人 士
(申訴人)發
生有關性騷
擾防治法之
性 騷 擾 事
件，由人事
室受理申請
後，移請性
平會審議、
調查及後續
處 理 事 宜
(含處理建

議、執行情
形，與社政
單 位 聯 繫
等)。
三、修正部分文
字。
(未修正)

第四條 本辦法所稱性騷擾，係
指性侵害犯罪以外，對他人
實施違反其意願而與性或性
別有關之行為，且有下列各
款情形之一：
一、本校教職員工執行職務
或在工作場所時，任何
人以性要求、具有性意
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
行為，對其造成敵意
性、脅迫性或冒犯性之
工作環境，致侵犯或干
擾其人格尊嚴、人身自
由或影響其工作表現。
二、主管人員對部屬或對求
職者為明示或暗示之性
要求、具有性意味或性
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
作為勞務契約成立、存
續、變更或分發、配置、
報酬、考績、陞遷、降
調、獎懲等之交換條件。
三、任何人以展示或播送文
字、圖畫、聲音、影像
或其他物品之方式，或
以歧視、侮辱之言行，
或以他法，而有損害他
人人格尊嚴，或造成使
人心生畏怖、感受敵意
或冒犯之情境，或不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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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修正)

第六條 本校由性別平等教育
委員會(以下簡稱性平會)負
責處理性騷擾防治法及性別
工作平等法有關性騷擾申訴
案之審議及調查。但處理教

影響其工作、教育、訓
練、服務、計畫、活動
或正常生活之進行。
四、以該他人順服或拒絕該
行為，作為其獲得、喪
失或減損與工作、教
育、訓練、服務、計畫、
活動有關權益之條件。
第五條 本校為防治性騷擾行
為之發生，應辦理性騷擾防
治措施及推動工作如下：
一、 辦理防治性騷擾之教育
訓練。
二、 頒布禁止工作場所性騷
擾之書面聲明。
三、 設 置 專 線 電 話
(02-29387901) 、 傳 真
(02-29387902)、專用信
箱 或 電 子 信 箱
(shappeal@nccu.edu.t
w)等接受申訴，並將本
辦法公開揭示。
四、 以保密方式處理申訴，
並使申訴人免於遭受任
何報復或其他不利之待
遇。
五、 當事人有輔導、醫療等
需要者，視情況引介至
本校相關單位或專責機
構進行身心輔導或治
療。
第六條 本校由性別平等教育 文字修正。
委員會(以下簡稱性平會)負
責處理性騷擾防治法及性別
工作平等法的性騷擾申訴案
的審議及調查。但處理教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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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員工性騷擾申訴案時，學
員工性騷擾申訴案時，學生
生代表不參與。
代表不參與。
性平會調查成員之女性
性平會調查成員之女性
代表比例不得低於二分之
代表比例不得低於二分之
一，並得視需要聘請專家學
一，並得視需要聘請專家學
者擔任之。
者擔任之。
第七條 性騷擾申訴得於法律 第七條 性騷擾申訴得於法律 一、查性騷擾防
規定之申訴時效內，以言詞
規定之申訴時效內（依性騷
治法第十三
或書面向本校人事室提出。
擾防治法規定於事發後一年
條規定性騷
惟以言詞申訴者，受理之人
內；依性別工作平等法規定
擾事件被害
員或單位應做成紀錄，經向
於事發後十年內）
，以言詞或
人除可依相
申訴人朗讀或使閱覽，確認
書面向本校人事室提出。惟
關法律請求
其內容無誤後，由其簽名或
以言詞申訴者，受理之人員
協助外，並
蓋章。
或單位應做成紀錄，經向申
得於事件發
前項書面或言詞作成之紀
訴人朗讀或使閱覽，確認其
生 後 一 年
錄，並載明下列事項：
內容無誤後，由其簽名或蓋
內，向加害
一、申訴人姓名、性別、出
章。
人 所 屬 機
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
前項書面或言詞作成之紀
關、部隊、
統一編號、服務單位及
錄，並載明下列事項：
學 校 、 機
職稱、住居所、聯絡電
一、申訴人姓名、性別、出
構、僱用人
話、申訴日期。
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
或直轄市、
二、有法定代理人或委任代
統一編號、服務單位及
縣 (市) 主
理人，應載明其姓名、
職稱、住居所、聯絡電
管機關提出
性別、出生年月日、國
話、申訴日期。
申訴。
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職
二、有法定代理人或委任代 二、「性別工作
業、住居所、聯絡電話
理人，應載明其姓名、
平等法」及
及與申訴人關係。有委
性別、出生年月日、國
「工作場所
任代理人者，並應檢附
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職
性騷擾防治
委任書。
業、住居所、聯絡電話
措施申訴及
三、申訴之事實及內容。
及與申訴人關係。有委
懲戒辦法訂
四、可取得之相關事證或人
任代理人者，並應檢附
定準則」，
證。
委任書。
未明定申訴
申訴書或言詞作成之紀錄不
三、申訴之事實及內容。
時效。
合前項規定，而其情形可補
四、可取得之相關事證或人
正者，應通知申訴人於十四
證。
日內補正。
申訴書或言詞作成之紀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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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性騷擾之申訴有下列
情形之一，應不予受理：
一、逾期提出申訴者。
二、申訴書或言詞作成之紀錄
，未於前條第三項所定期
限內補正者。
三、同一事件已調查完畢，並
將調查結果函復當事人
者。
本校不受理性騷擾申訴時，
應於申訴或移送到達二十日
內以書面通知當事人，但如
為依性騷擾防治法辦理之案
件，應副知臺北市政府社會
局。
前項通知應敘明理由及救濟
途徑：
一、依性騷擾防治法辦理之
案件，應載明當事人得於
通知到達之次日起三十
日內，向臺北市政府社會
局提出再申訴。
二、依性別工作平等法辦理
之案件，應載明當事人
得於收到書面通知次日
起二十日內，以書面向
本校副校長室提出申
復。
接獲加害人非屬本校教職員
工生之性騷擾申訴案時，仍
應採取適當之緊急處理，並
應於七日內將申訴書及相關
資料移送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合前項規定，而其情形可補
正者，應通知申訴人於十四
日內補正。
第八條 性騷擾之申訴有下列 一、依性騷擾防
情形之一，應不予受理：
治準則第十
一、逾期提出申訴者。
二條修正第
二、申訴書或言詞作成之紀
一項第三款
錄，未於前條第三項所
文字。
定期限內補正者。
二、適用性騷擾
三、同一事件已處理完畢者
防治法之案
。
件，應副知
本校不受理性騷擾申訴時，應
主管機關（
於申訴或移送到達二十日內以
性騷擾防治
書面通知當事人，並副知台北
準則第九條
市政府社會局。
）;適用性別
前項通知應敘明理由，並載明
工作平等法
當事人得於通知到達之次日起
之案件，毋
三十日內，向台北市政府社會
須副知主管
局提出再申訴。
機關，惟當
接獲加害人非屬本校教職員工
事人得向雇
之性騷擾申訴案時，仍應採取
主申復，或
適當之緊急處理，並應於七日
向主管機關
內將申訴書及相關資料移送台
申訴（工作
北市政府社會局。
場所性騷擾
防治措施申
訴及懲戒辦
法訂定準則
第十一條、
性別平等工
作法第三十
四條）
。
三、救濟途徑：
(一)適 用 性 騷
擾防治法
案件：依該
法第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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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條 調查性騷擾事件時，應
依照下列調查原則為之：
一、應以不公開之方式為之，
並保護當事人之隱私及
人格法益。
二、應秉持客觀、公正、專業
之精神，恪守性騷擾防治
準則第十五條所規定之
迴避原則，並給予當事人
充分陳述意見及答辯之
機會。
三、被害人之陳述明確，已無
詢問必要者，應避免重複
詢問。
四、得通知關係人到場說明，
並得邀請相關之學者專
家協助。
五、當事人或證人有權力不對
等之情形時，應避免其對

條規定辦
理。
(二)適 用 性 別
工作平等
法案件：依
「工作場
所性騷擾
防治措施
申訴及懲
戒辦法訂
定準則」第
十一條規
定辦理。
四、第八條第二
項刪除括弧
，修正為「，
但…」
第九條 調查性騷擾事件時，應 修正部分文字。
依照下列調查原則為之：
一、性騷擾事件之調查，應以
不公開之方式為之，並保
護當事人之隱私及人格
法益。
二、性騷擾事件之調查應秉持
客觀、公正、專業之精
神，恪守性騷擾防治準則
第十五條所規定之迴避
原則，並給予當事人充分
陳述意見及答辯之機會。
三、被害人之陳述明確，已無
詢問必要者，應避免重複
詢問。
四、性騷擾事件之調查，得通
知關係人到場說明，並得
邀請相關之學者專家協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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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
六、調查人員因調查之必要，
得於不違反保密義務範
圍內另作成書面資料，交
由當事人閱覽或告以要
旨。
七、處理性騷擾事件之所有人
員，對於當事人之姓名或
其他足以辨識身份之資
料，除有調查必要或基於
公共安全之考量者外，應
予保密。
八、調查過程中，得視當事人
之身心狀況，主動轉介或
提供心理輔導及法律協
助。
九、對於在性騷擾事件申訴、
調查、偵察或審理程序
中，為申訴、告訴、告發、
提起訴訟、作證、提供協
助或其他參與行為之
人，不得為不當之差別待
遇。

第十條 除有不可抗力之因
素，性平會應自接獲移送申
訴 案 件 到 達 七日內開始調
查，並於二個月內完成調查，
必要時得延長一個月。並應通
知當事人。
本校就性騷擾事件調查及處
理結果應以書面通知當事
人，但如為依性騷擾防治法
辦理之案件，應副知臺北市
政府社會局，並得作成懲戒

五、性騷擾事件之當事人或證
人有權力不對等之情形
時，應避免其對質。
六、調查人員因調查之必要，
得於不違反保密義務範
圍內另作成書面資料，交
由當事人閱覽或告以要
旨。
七、處理性騷擾事件之所有人
員，對於當事人之姓名或
其他足以辨識身份之資
料，除有調查必要或基於
公共安全之考量者外，應
予保密。
八、性騷擾事件調查過程中，
得視當事人之身心狀
況，主動轉介或提供心理
輔導及法律協助。
九、對於在性騷擾事件申訴、
調查、偵察或審理程序
中，為申訴、告訴、告發、
提起訴訟、作證、提供協
助或其他參與行為之
人，不得為不當之差別待
遇。
第 十 條 除 有 不 可 抗 力 之 因 一、 同 本 辦 法
素，性平會應自接獲申訴或
第八條修
移送申訴案件到達七日內開
正說明。
始調查，並於二個月內完成調 二、 刪除「申訴
查，必要時得延長一個月。並
或」。
應通知當事人。
三、 第 十 條 第
本校就性騷擾事件調查及處
二項刪除
理結果應以書面通知當事
括弧，修正
人，副知台北市政府社會
為「，但…」
局，並得作成懲戒或其他處
理之建議，送交本校相關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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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其他處理之建議，送交本
位執行。
校相關單位執行。
前項書面通知內容應包
前項書面通知內容應包括處
括處理結果之理由及再申訴
理結果、理由及救濟途徑。
等救濟途徑。
申訴人及其相對人對申訴案
申訴人及其相對人對申
之審理結果有異議，或期限
訴案之審理結果有異議，或
內未調查完成者，得依下列
期限內未調查完成者，得於
救濟途徑辦理：
期限屆滿或調查結果通知到
一、依性騷擾防治法辦理之
達之次日起三十日內，向台
案件，當事人得於通知
北市政府社會局提出再申
到達之次日起三十日
訴。
內，向臺北市政府社會
局提出再申訴。
二、依性別工作平等法辦理
之案件，當事人得於收
到書面通知次日起二十
日內，以書面向本校副
校長室提出申復。
(未修正)
第十一條 申訴人於案件評議
期間撤回申訴者，應以書面
為之，於送達性平會後即予
結案備查，並不得就同一事
由再提出申訴。
(未修正)
第十二條 性平會之調查處
理，不受該事件司法程序進
行之影響。
(未修正)
第十三條 性騷擾事件當事人
得以書面或言詞，向性平會
申請調解。事件經調解成功
者，應作成調解書並應經雙
方當事人簽字。
惟情節重大時，性平會
仍得繼續審議。
(未修正)
第十四條 性騷擾行為經調查
屬實者，本校得視情節輕
重，對加害人依相關規定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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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職、降職、減薪、懲戒或
其他處理。如涉及刑事犯罪
時，並應協助申訴人提出告
訴。
性騷擾申訴經證實為誣
告者，本校得視情節輕重，
對申訴人依相關法令為懲戒
或處理。
(未修正)
第十五條 本校對性騷擾案件
審議結果，應採取後續追蹤
考核監督，確保懲戒或處理
措施有效執行，以預防相同
事件或報復情事發生。
(未修正)
第十六條 本校對擔任調查小
組之成員，應予公差登記，
並依法令或學校規定支給交
通費或相關費用。
第十七條 本辦法經性別平等 第十七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 增訂由性平會審
教育委員會及校務會議通過
通過後，由校長發布施行， 議之規定。
後發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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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性騷擾防治、申訴及懲戒辦法
民國 96 年 4 月 28 日第 143 次校務會議通過訂定
民國 96 年 9 月 14 日第 145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1 及 6-10 條條文
民國 97 年 4 月 19 日第 148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4、5 及 10 條條文
民國 97 年 6 月 17 日第 149 次校務會議核備通過第 4 條條文
民國 105 年 1 月 18 日第 187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部分條文

第一條 國立政治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防治性騷擾，提供免於性騷擾之
友善環境保護被害人之權益，特依性騷擾防治法、性騷擾防治準
則、性別工作平等法及工作場所性騷擾防治措施申訴及懲戒辦法
訂定準則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之性騷擾防治、申訴及懲戒之處理，除其他法令另有規定外，
依本辦法行之。
第三條 本校教職員工生發生性騷擾防治法第二條及性別工作平等法第十
二條之性騷擾事件者，適用本辦法。但適用性別平等教育法處理
者，不適用本辦法之規定。
第四條 本辦法所稱性騷擾，係指性侵害犯罪以外，對他人實施違反其意願
而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行為，且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本校教職員工執行職務或在工作場所時，任何人以性要求、
具有性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對其造成敵意性、脅迫
性或冒犯性之工作環境，致侵犯或干擾其人格尊嚴、人身自由
或影響其工作表現。
二、主管人員對部屬或對求職者為明示或暗示之性要求、具有性
意味或性別歧視之言詞或行為，作為勞務契約成立、存續、變
更或分發、配置、報酬、考績、陞遷、降調、獎懲等之交換條
件。
三、任何人以展示或播送文字、圖畫、聲音、影像或其他物品之
方式，或以歧視 、侮辱之言行，或以他法，而有損害他人人
格尊嚴，或造成使人心生畏怖、感受敵意或冒犯之情境，或不
當影響其工作、教育、訓練、服務、計畫、活動或正常生活之
進行。
四、以該他人順服或拒絕該行為，作為其獲得、喪失或減損與工
作、教育、訓練、服務、計畫、活動有關權益之條件。
第五條 本校為防治性騷擾行為之發生，應辦理性騷擾防治措施及推動工作
如下：
一、 辦理防治性騷擾之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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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頒布禁止工作場所性騷擾之書面聲明。
三、 設置專線電話(02-29387901)、傳真(02-29387902)、專用信箱
或電子信箱(shappeal@nccu.edu.tw)等接受申訴，並將本辦法公
開揭示。
四、 以保密方式處理申訴，並使申訴人免於遭受任何報復或其他
不利之待遇。
五、 當事人有輔導、醫療等需要者，視情況引介至本校相關單位
或專責機構進行身心輔導或治療。
第六條 本校由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以下簡稱性平會)負責處理性騷擾防治
法及性別工作平等法有關性騷擾申訴案之審議及調查。但處理教職
員工性騷擾申訴案時，學生代表不參與。
性平會調查成員之女性代表比例不得低於二分之一，並得視需要
聘請專家學者擔任之。
第七條 性騷擾申訴得於法律規定之申訴時效內，以言詞或書面向本校人事
室提出。惟以言詞申訴者，受理之人員或單位應做成紀錄，經向申
訴人朗讀或使閱覽，確認其內容無誤後，由其簽名或蓋章。
前項書面或言詞作成之紀錄，並載明下列事項：
一、申訴人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服務
單位及職稱、住居所、聯絡電話、申訴日期。
二、有法定代理人或委任代理人，應載明其姓名、性別、出生年月
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職業、住居所、聯絡電話及與申訴
人關係。有委任代理人者，並應檢附委任書。
三、申訴之事實及內容。
四、可取得之相關事證或人證。
申訴書或言詞作成之紀錄不合前項規定，而其情形可補正者，應通
知申訴人於十四日內補正。
第八條 性騷擾之申訴有下列情形之一，應不予受理：
一、逾期提出申訴者。
二、申訴書或言詞作成之紀錄，未於前條第三項所定期限內補正者
。
三、同一事件已調查完畢，並將調查結果函復當事人者。
本校不受理性騷擾申訴時，應於申訴或移送到達二十日內以書面通
知當事人，但如為依性騷擾防治法辦理之案件，應副知臺北市政府
社會局。
前項通知應敘明理由及救濟途徑：
一、依性騷擾防治法辦理之案件，應載明當事人得於通知到達之次
日起三十日內，向臺北市政府社會局提出再申訴。
二、依性別工作平等法辦理之案件，應載明當事人得於收到書面通
知次日起二十日內，以書面向本校副校長室提出申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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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獲加害人非屬本校教職員工生之性騷擾申訴案時，仍應採取適當
之緊急處理，並應於七日內將申訴書及相關資料移送臺北市政府社
會局。
第九條 調查性騷擾事件時，應依照下列調查原則為之：
一、應以不公開之方式為之，並保護當事人之隱私及人格法益。
二、應秉持客觀、公正、專業之精神，恪守性騷擾防治準則第十
五條所規定之迴避原則，並給予當事人充分陳述意見及答辯
之機會。
三、被害人之陳述明確，已無詢問必要者，應避免重複詢問。
四、得通知關係人到場說明，並得邀請相關之學者專家協助。
五、當事人或證人有權力不對等之情形時，應避免其對質。
六、調查人員因調查之必要，得於不違反保密義務範圍內另作成
書面資料，交由當事人閱覽或告以要旨。
七、處理性騷擾事件之所有人員，對於當事人之姓名或其他足以
辨識身份之資料，除有調查必要或基於公共安全之考量者
外，應予保密。
八、調查過程中，得視當事人之身心狀況，主動轉介或提供心理
輔導及法律協助。
九、對於在性騷擾事件申訴、調查、偵察或審理程序中，為申訴、
告訴、告發、提起訴訟、作證、提供協助或其他參與行為之
人，不得為不當之差別待遇。
第十條 除有不可抗力之因素，性平會應自接獲移送申訴案件到達七日內開
始調查，並於二個月內完成調查，必要時得延長一個月。並應通知當
事人。
本校就性騷擾事件調查及處理結果應以書面通知當事人，但如為依
性騷擾防治法辦理之案件，應副知臺北市政府社會局，並得作成懲
戒或其他處理之建議，送交本校相關單位執行。
前項書面通知內容應包括處理結果、理由及救濟途徑。
申訴人及其相對人對申訴案之審理結果有異議，或期限內未調查
完成者，得依下列救濟途徑辦理：
一、依性騷擾防治法辦理之案件，當事人得於通知到達之次日起三
十日內，向臺北市政府社會局提出再申訴。
二、依性別工作平等法辦理之案件，當事人得於收到書面通知次日
起二十日內，以書面向本校副校長室提出申復。
第十一條 申訴人於案件評議期間撤回申訴者，應以書面為之，於送達性平
會後即予結案備查，並不得就同一事由再提出申訴。
第十二條 性平會之調查處理，不受該事件司法程序進行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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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條 性騷擾事件當事人得以書面或言詞，向性平會申請調解。事件經
調解成功者，應作成調解書並應經雙方當事人簽字。
惟情節重大時，性平會仍得繼續審議。
第十四條 性騷擾行為經調查屬實者，本校得視情節輕重，對加害人依相關
規定為調職、降職、減薪、懲戒或其他處理。如涉及刑事犯罪時，
並應協助申訴人提出告訴。
性騷擾申訴經證實為誣告者，本校得視情節輕重，對申訴人依
相關法令為懲戒或處理。
第十五條 本校對性騷擾案件審議結果，應採取後續追蹤考核監督，確保懲
戒或處理措施有效執行，以預防相同事件或報復情事發生。
第十六條 本校對擔任調查小組之成員，應予公差登記，並依法令或學校規
定支給交通費或相關費用。
第十七條 本辦法經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及校務會議通過後發布施行，修正
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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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教師基本績效評量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四條 自一○五學年起， 第四條 本 校 教 師 任 職 每 一、為 協 助 教 師 專 業 成
本校教師每年須提交年 滿五年須接受整體評量
長，增列教師每年須提
度工作彙整表，系 (所) 一次，達各院頒訂最低評
交年度工作彙整表，並
主管及院長得就其內容 量標準者，為通過當次評
得由主管提出書面建
提出建議，以協助教師專 量。評量未通過者得申請
議。
業成長。
輔導，並於三年內完成再 二、增列本法不適用一 0 五
教師任職每滿五年須接 評量。未於三年內通過再
學年(含)以後初聘之
受整體評量一次，達各院 評量者，依本辦法第六條
各級專任教師。
頒訂最低評量標準者，為 第二項規定辦理。
通過當次評量。評量未通
教師因分娩或罹患重大
過者得申請輔導，並於三
疾病申請延長病假經核
年內完成再評量。未於三
定者，得檢具證明申請經
年內通過再評量者，依本
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決
辦法第六條第二項規定
議延後辦理評量，每次最
辦理。
長以二年為限。
教師因分娩或罹患重大
教師通過升等者視同通
疾病申請延長病假經核
過一次評量。
定者，得檢具證明申請
本校專任研究人員自中
經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
華民國九十八年八月一
決議延後辦理評量，每
日起比照適用本辦法。
次最長以二年為限。
教師通過升等者視同通
過一次評量。
本校專任研究人員自中
華民國九十八年八月一
日起比照適用本辦法。
本辦法不適用於一○五
學年以後初聘之各級專
任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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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教師基本績效評量辦法
民國 90 年 6 月 16 日第 113 次校務會議通過
民國 91 年 6 月 13 日第 118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2、7、8 條條文
民國 92 年 4 月 19 日第 122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5 條條文
民國 92 年 9 月 10 日第 124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7 條條文
民國 93 年 12 月 29 日依第 129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8 條條文
民國 97 年 9 月 12 日第 150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全文
民國 101 年 6 月 25 日第 169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4 至第 7 條條文
民國 103 年 6 月 25 日第 179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5 條條文
民國 105 年 1 月 18 日第 187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4 條條文

第一條
第二條

第三條

第四條

第五條

國立政治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升本校專任教師教學、研究與服務
水準，依大學法第二十一條規定訂定本辦法。
本校教師除應遵守法令履行聘約外，並根據教師倫理，善盡下列義務：
一、秉持專業精神從事教學，激發學生獨立思考能力、鼓勵學生自我要
求，並維護其受教權益。
二、持續從事學術研究，呈現研究成果。
三、主動輔導學生，培養健全人格。
四、參與校務活動。
本校教師基本績效評量項目為教學、研究與服務（含輔導）三類，各類
評量標準由各院教評會參酌本辦法第二條訂定，送校教評會備查。
校評鑑會議得訂定最低標準供各學院參考。
自一○五學年起，本校教師每年須提交年度工作彙整表，系 (所)主管
及院長得就其內容提出建議，以協助教師專業成長。
教師任職每滿五年須接受整體評量一次，達各院頒訂最低評量標準者，
為通過當次評量。評量未通過者得申請輔導，並於三年內完成再評量。
未於三年內通過再評量者，依本辦法第六條第二項規定辦理。
教師因分娩或罹患重大疾病申請延長病假經核定者，得檢具證明申請
經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決議延後辦理評量，每次最長以二年為限。
教師通過升等者視同通過一次評量。
本校專任研究人員自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八月一日起比照適用本辦法。
本辦法不適用於一○五學年以後初聘之各級專任教師。
本校教師服務年資滿十五年且年滿六十歲者得免接受評量。
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終身免接受研究評量：
一、獲選為國內、外院士者。
二、獲頒教育部國家講座或學術獎者。
三、曾擔任國外著名大學講座教授者。
四、曾獲國內、外傑出學術成就獎項經本校採認者。
五、曾獲科技部傑出研究獎一次或獲科技部專題計畫主持人費十二次以
上者（含九十一學年度前甲種研究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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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第七條

第八條
第九條

六、曾獲本校學術研究獎、研究成果國際化特優研究獎或傑出研究講座
教師獎合計二次者。
曾獲本校傑出教師獎或教學特優教師獎合計達二次以上者，得終身免接
受教學評量。
曾獲本校傑出服務獎二次以上者，得終身免接受服務評量。
教師如於再評量、延後評量期間內或應接受評量當學期，符合免評量
要件者，應先通過當次評量，始得申請免評量。
本辦法中華民國九十七年九月十二日修訂前依法得免評量者，從其規
定辦理。
教師整體評量未經校教評會備查通過者，次學期起不得提出升等；不予
晉薪；不得支領超支鐘點費；不得在校內外兼職兼課；不得擔任各級教
評會委員；不得申請借調、休假研究、出國研究、講學或進修。
八年未通過評量者，除符合退休資格者得申請退休外，應經教師評審委
員會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及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決議，報請主管教
育行政機關核准後不予續聘。
各級教評會審議不續聘案之流程及處理期限，依本校專任教師至第八
年尚未通過基本績效評量處理流程辦理。
教師如未通過評量、再評量或於應接受評量學期未提出評量者，系(所)
應通知教師以書面敘明理由，提系(所)教評會專案討論，並敘明後續輔
導措施及所需支援，提院、校教評會備查。
本校教師基本績效評量作業由系（所）、中心、院及校教師評審委員
會辦理。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選舉研究中心及體育室比照院級教評會辦理。
本辦法之施行細則由校評鑑會議另訂之。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由校長發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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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教師基本績效評量辦法施行細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第七條 本校教師依基本評 第七條 本校教師依基本評量
量辦法第四條規定，自一
辦法第四條規定，每滿五年
○五學年起，每年均須就
後之第六年第一學期須接
教學、研究、服務各方面
受評量；評量未通過者應於
提交前一年度之工作彙整
該學期起算三年內完成再
表，系(所)主管及院長得
評量。
就其工作彙整表提出建
教師應接受評量學期，不因
議。
再評量順延之。
教師任職每滿五年後之第
教師得提前申請評量，評量
六年第一學期須接受評
績效以前次評量後之成果
量；評量未通過者應於該
為限。下次評量學期仍依第
學期起算三年內完成再評
一項規定計算，不因提前評
量。
量而延長。
教師應接受評量學期，不
受評教師教學、研究或服務
因再評量順延之。
評量未達本細則之標準且
教師得提前申請評量，評
未於應受評學期向系（所）
量績效以前次評量後之成
敘明理由者，視為未通過評
果為限。下次評量學期仍
量。
依第二項規定計算，不因
教師如於應受評學期僅單
提前評量而延長。
項未通過，再評量時仍應接
受評教師教學、研究或服
受教學、研究、服務之整體
務評量未達本細則之標準
評量。
且未於應受評學期向系
（所）敘明理由者，視為
未通過評量。
教師如於應受評學期僅單
項未通過，再評量時仍應
接受教學、研究、服務之
整體評量。
第八條 本校教師繳交年度
工作彙整表作業時程如
下：
一、人事室於八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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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增列教師每年須提交
年度工作彙整表。

增列教師繳交年度工
作彙整表之作業時
程。原基本績效評量作
業時程順移至第九條。

前通知當學年應提供
年度工作彙整表之教
師。
二、教師應於九月三十日
前完成工作彙整表資
料補充及檢視。
三、各學院應於十月三十
一日前將經主管簽核
之年度工作彙整表送
教師參考。
第九條 本校教師績效評量 第八條 本校教師績效評量作 評量作業時程：
作業時程如下：
業時程如下：
一、爾後所有業務單位
一、 人 事 室 分 別 於 一 月
一、 人事室分別於一月及
資料整合於教師
十五日及七月十五
七月，列出當學期應
績效評量系統，可
日前通知當學應受
受評量之教師名冊，
由教師自行補充
評量之教師。
送各業務單位及各
及檢視，是以調整
二、 受 評 教 師 應 於 三 月
院、系（所）轉達應
條文文字說明。
三十一日及九月三
受評教師確認。
二、配合評量辦法名稱
十日前完成繳交自
二、 各業務單位應於三月
調整，更新條文文
評報告，送院、系
中旬及九月中旬提供
字。
(所)參辦。
評量資料送各受評教 三、條次變更。
三、 各 學 院 應 於 五 月 十
師、院、系(所)參辦。
五日及十一月十五
三、 各學院應於五月中旬
日前將評量結果及
及十一月中旬前將評
評量會議紀錄送校
量結果及評量會議紀
教師評審委員會備
錄送校教師評審委員
查。
會備查。
未通過評量者，由人事室
未通過評量者，由人事室將
將評量結果及基本評量辦
評量結果及基本評量辦法第
法第六條規定通知受評教
六條規定通知受評教師。
師。
教師如提前申請評量，各業
教師如提前申請評量，應
務單位應配合提供評量資
自行提供評量資料。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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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條 未通過評量之教師 第九條 未通過評量之教師得 條次調整。
得由各系（所）、學院或
由各系（所）、學院或教學
教學發展中心協助接受再
發展中心協助接受再評量。
評量。
第十一條 本校教師對評量 第十條 本校教師對評量結果 條次調整。
結果如有不服，得向本校
如有不服，得向本校教師申
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
訴評議委員會提出申訴。
申訴。
第十二條 為提升本校教學 第十一條 為提升本校教學暨 條次調整。
研 究品質 ，本細則 各項 標
暨研究品質，本細則各項
準，得視情況修訂，經校評
標準，得視情況修訂，經
鑑會議討論，提校務會議備
校評鑑會議討論，提校務
查後施行。
會議備查後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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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教師基本績效評量辦法施行細則
民國 91 年 5 月 29 日第 196 次校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
民國91 年6 月13 日第118 次校務會議備查通過
民國92 年4 月19 日第122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4 條條文
92 年6 月12 日第123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4 條條文
民國93 年12 月29 日依第129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2 條條文
民國98 年6 月26 日第154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全文
民國98 年11 月21 日第156 次校務會議備查修正通過第3、4、5、8 條條文
民國100年6月24日第164次校務會議備查通過修正第4條條文
民國101年6月25日第169次校務會議備查通過修正第2、3、4、5、7、8條條文
民國 105 年 1 月 18 日第 187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7 至 12 條條文

第一條
第二條

第三條

第四條

第五條

本細則依本校教師基本績效評量辦法（以下簡稱基本評量辦法）第八
條規定訂定之。
為尊重各學門之差異，簡化行政流程，本細則擬定教學、研究及服務
三項評量之參考標準供各學院參考；各學院訂有更嚴格之評量標準者，
從其規定。
評量作業相關資料由各業務單位依以下三條所列之標準產出，已達本
細則之標準者，建議各學院逕予通過；未達本細則之標準者，相關資
料由各業務單位送受評教師敘明理由，提系（所）
、院教評會個案逐一
討論。
研究評量資料由研發處提供，教學評量資料由教務處提供。服務評量
部分，出席會議資料由秘書處提供，輔導學生資料由學務處提供。
本校教師研究項目評量之參考標準為受評期間至少應有下列研究成果
共五件：
一、主持或共同主持研究計畫；
二、發表於經專業審查認定符合專業標準之學術論著
（含專利及創作）
。
前項研究成果應含一件經專業審查通過之學術論著。
前二項評量標準之認定原則由各學院訂定，送校教評會備查。
本校教師應遵守教師倫理，且教學項目評量符合下列標準：
一、教學大綱應上網。
二、每學期應依規定準時繳交學生成績。
三、每學年授課時數符合相關規定，請假應補課。
四、受評期間所擔任課程需符合教學意見調查結果之最低標準，其標
準由各院訂定，送校教評會備查。
五、本校專任教師於受評期間內同一授課科目連續二學期，或每學期
有二授課科目教學意見調查結果在七十分以下者，由教務處通知
所屬系所協助改善，並全程參加教學發展中心特別規劃之教學精
進計畫或教學工作坊尋求改善。
本校教師服務項目評量之參考標準如下：
一、受評期間出席系（所）務會議及校內應出席會議之各項出席率均
應達百分之七十五。
二、關懷學生，從事各項校內服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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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參與全校性活動。
第六條 本校專任專業技術人員及依本校新進教師限期升等辦法第二條第二項
聘任之教師，其評量標準得由聘任單位依基本評量辦法另訂之。
第七條 本校教師依基本評量辦法第四條規定，自一○五學年起，每年均須就
教學、研究、服務各方面提交前一年度之工作彙整表，系(所)主管及
院長得就其工作彙整表提出建議。
教師任職每滿五年後之第六年第一學期須接受評量；評量未通過者應
於該學期起算三年內完成再評量。
教師應接受評量學期，不因再評量順延之。
教師得提前申請評量，評量績效以前次評量後之成果為限。下次評量
學期仍依第二項規定計算，不因提前評量而延長。
受評教師教學、研究或服務評量未達本細則之標準且未於應受評學期
向系（所）敘明理由者，視為未通過評量。
教師如於應受評學期僅單項未通過，再評量時仍應接受教學、研究、
服務之整體評量。
第八條 本校教師繳交年度工作彙整表作業時程如下：
一、人事室於八月十五日前通知當學年應提供年度工作彙整表之教
師。
二、教師應於九月三十日前完成工作彙整表資料補充及檢視。
三、各學院應於十月三十一日前將經主管簽核之年度工作彙整表送教
師參考。
第九條 本校教師績效評量作業時程如下：
一、人事室分別於一月十五日及七月十五日前通知當學應受評量之教
師。
二、受評教師應於三月三十一日及九月三十日前完成繳交自評報告，
送院、系(所)參辦。
三、各學院應於五月十五日及十一月十五日前將評量結果及評量會議
紀錄送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備查。
未通過評量者，由人事室將評量結果及基本評量辦法第六條規定通知
受評教師。
教師如提前申請評量，應自行提供評量資料。
第十條 未通過評量之教師得由各系（所）、學院或教學發展中心協助接受再
評量。
第十一條 本校教師對評量結果如有不服，得向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申
訴。
第十二條 為提升本校教學暨研究品質，本細則各項標準，得視情況修訂，經校
評鑑會議討論，提校務會議備查後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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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教師績效評量辦法」(草案)
條文
第一條 國立政治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升本校專任教師教
學、研究與服務水準，促進教師專業成長與教育品質，依大學
法第二十一條規定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教師除應遵守法令履行聘約外，並根據教師倫理，
善盡下列義務：
一、 秉持專業精神從事教學，激發學生獨立思考能力、鼓勵學
生自我要求，並維護其受教權益。
二、 持續從事學術研究，呈現研究成果。
三、 主動輔導學生，培養健全人格。
四、 參與校務活動。
第三條 本辦法之適用對象為一○五學年以後初聘之各級專任教
師。
初聘且未升等前之專任副教授、助理教授及講師依本校新進教
師限期升等辦法辦理，其通過升等者視同通過第一次評量；其
餘教師通過升等者，得視同通過一次評量。
以升等抵免評量之教師下次應評量日期為自升等生效學期起算
滿三學年的次一學期。
本校專任研究人員比照適用本辦法。
本校專任專業技術人員比照適用本辦法，其評量標準得由聘任
單位依評量辦法另定之。
第四條 本校教師績效評量項目為教學、研究與服務（含輔導）
三類，各類評量標準由各院教評會參酌第二條訂定，送校教評
會備查。
三年整體評量參考標準由本辦法施行細則另定之。
第五條 本校教師每年須提交年度工作彙整表，系 (所)主管及院
長得就其內容提出建議，以協助教師專業成長。
教師任職每滿三年須接受整體評量一次，達各院頒訂評量標準
者，為通過當次評量。評量未通過者得申請輔導及提交改進計
畫，並於二年內完成再評量。未於二年內通過再評量者，依第
六條第二項規定辦理。
教師因分娩或罹患重大疾病申請延長病假經核定者，得檢具證
明申請經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決議延後辦理評量，每次最長以
二年為限。
72

說明
宗旨及立法依據。

宣示性條款。

適用對象。

評量項目及評量
參考標準。

教師每年須提交
年度工作彙整表
之規定及評量周
期。

第六條 教師三年整體評量未經校教評會備查通過者，次學期起
不得提出升等；不予晉薪；不得在校內外兼職兼課；不得擔任
各級教評會委員；不得申請借調、休假研究、出國研究、講學
或進修。
五年未通過評量者，除符合退休資格者得申請退休外，應經教
師評審委員會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及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
決議，報請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後不予續聘。
各級教評會審議不續聘案之流程及處理期限，依本校專任教師
至第五年尚未通過績效評量處理流程辦理。
教師如未通過評量、再評量或於應接受評量學期未提出評量
者，系(所)應通知教師以書面敘明理由，提系(所)教評會專案
討論，並敘明後續輔導措施及所需支援，提院、校教評會備查。
第七條 本校教師績效評量作業由系（所）
、中心、院及校教師評
審委員會辦理。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選舉研究中心及體育室比照院級教評會辦
理。
第八條 本辦法之施行細則由校評鑑會議另定之。
第九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發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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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結果處理方
式。

評量作業單位。

本辦法施行細則
訂定單位。
辦法訂定及修正
程序。

本校教師績效評量辦法
民國 105 年 1 月 18 日第 187 次校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第二條

第三條

第四條

第五條

第六條

國立政治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升本校專任教師教學、研究與服務
水準，促進教師專業成長與教育品質，依大學法第二十一條規定訂定
本辦法。
本校教師除應遵守法令履行聘約外，並根據教師倫理，善盡下列義務：
一、秉持專業精神從事教學，激發學生獨立思考能力、鼓勵學生自我
要求，並維護其受教權益。
二、持續從事學術研究，呈現研究成果。
三、主動輔導學生，培養健全人格。
四、參與校務活動。
本辦法之適用對象為一○五學年以後初聘之各級專任教師。
初聘且未升等前之專任副教授、助理教授及講師依本校新進教師限期升
等辦法辦理，其通過升等者視同通過第一次評量；其餘教師通過升等者，
得視同通過一次評量。
以升等抵免評量之教師下次應評量日期為自升等生效學期起算滿三學
年的次一學期。
本校專任研究人員比照適用本辦法。
本校專任專業技術人員比照適用本辦法，其評量標準得由聘任單位依評
量辦法另定之。
本校教師績效評量項目為教學、研究與服務（含輔導）三類，各類評量
標準由各院教評會參酌第二條訂定，送校教評會備查。
三年整體評量參考標準由本辦法施行細則另定之。
本校教師每年須提交年度工作彙整表，系 (所)主管及院長得就其內容
提出建議，以協助教師專業成長。
教師任職每滿三年須接受整體評量一次，達各院頒訂評量標準者，為
通過當次評量。評量未通過者得申請輔導及提交改進計畫，並於二年
內完成再評量。未於二年內通過再評量者，依第六條第二項規定辦理。
教師因分娩或罹患重大疾病申請延長病假經核定者，得檢具證明申請
經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決議延後辦理評量，每次最長以二年為限。
教師三年整體評量未經校教評會備查通過者，次學期起不得提出升等；
不予晉薪；不得在校內外兼職兼課；不得擔任各級教評會委員；不得
申請借調、休假研究、出國研究、講學或進修。
五年未通過評量者，除符合退休資格者得申請退休外，應經教師評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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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及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決議，報請主
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後不予續聘。
各級教評會審議不續聘案之流程及處理期限，依本校專任教師至第五
年尚未通過績效評量處理流程辦理。
教師如未通過評量、再評量或於應接受評量學期未提出評量者，系(所)
應通知教師以書面敘明理由，提系(所)教評會專案討論，並敘明後續
輔導措施及所需支援，提院、校教評會備查。
第七條 本校教師績效評量作業由系（所）
、中心、院及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辦理。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選舉研究中心及體育室比照院級教評會辦理。
第八條 本辦法之施行細則由校評鑑會議另定之。
第九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發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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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發展報告
周行一校長
2016.01.18
第187次校務會議

1

本校2015年的校務發展

2

1

2016/2/15

教務處
1.新制課程精實方案評估、政策確定及推動
2.教學助理制度及法規之建置
3.制定本校學生突遭重大災害事件處理原則
4 實施碩博士學生學位考試新制
4.實施碩博士學生學位考試新制
5.國內校際選課及出國選課線上申請系統建置
6.學士班學生轉系規則修訂
7.制訂本校招生試務作業準則
8.推動招生考生審查資料上傳
9.推動照顧經濟弱勢學生招生-大學個人申請政星組
10.建立滾動式的課程品質保證機制及核心能力學習成效問卷分析與回饋
11.通識教育追蹤評鑑作業及經營博雅書房

3

教發中心
1. 教學環境
1. 舉辦新進教師研習(10位)與交流(28位)及教學發展工作坊(46位)
2. 14組教師傳習團隊；10 個教師教學成長社群
3. 19門課參與教學精進實驗計畫
4. 引介 RUBRIC、VIZISO…等教學工具支援教學精進
等教學工具支援教學精進
5. 舉辦政大山水講堂教學成果展，有179人參與座談討論
2. 學習環境
1. 評審、培訓、考核教學助理TA及遴選特優TA
2. 提供學習輔導諮詢服務與推廣學生自主學習風氣
3. 學習科技
1. 政大磨課師課程平台，已彙整6門磨課師課程，總瀏覽人次達
140 205人次。
140,205人次
2. 政大微積分及程式設計課以SPOC 模式教學
3. 舉辦磨課師培訓系列工作坊，分享線上課程製作經驗
4. 參與北一區區域教學資源整合分享計畫
1. 彙整與推動北一區磨課師通識課程方案; 校務巨量分析合作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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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處
1. 工讀業務變革 建置全校兼任助理人才庫並協助陸僑生國際化評鑑工
作
2 建置推展 服務學習與志工制度
2.
3. 推動新生書院住宿學習 山居書院生活學習圈
4. 通過教育部生命教育視導 持續推動三級預防工作 拓展健康促進活動
5. 辦理駐校藝術家系列活動 啟發同學對空間的創意想像
6. 規劃實習就業平台 設立學生實習委員會
7. 強化防災演練 執行各項校園安全工作

5

總務處
1. 推動國際人文大學城計畫，成立大學城諮詢委員會。
2. 推動校門口三角地及東西側公設保留地都市更新計畫，爭取營建署補
助700萬元。
3 完成研究總中心及南苑改建學人宿舍興建工程。
3.
4. 取得指南校區。
5. 本校104年較96年(基準年)節約用電1,367,797度(4.25%)，若扣除新增
建築自強十舍和研創中心用電，節約用電達4,867,147度(15.13%)。
6. 104年第1學期開始，本校陸生可使用財付通、支付寶等跨境支付工具
支付學雜費，提供陸生安全、快速、便利金流平台及繳費管道。
7. 檔案回溯74-75年度約9,700件，電子發文比率：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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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處
1. 學術推動組：
1. 統籌推動大型計畫、爭取外部建教合作、提升社會影響力
2. 鼓勵多元學術產出、盤整學術補助措施、建立優質學術環境
2. 學術評鑑組：
1. 推動教師多元評量、提升專任教師教學、研究與服務水準、促進教師
專業成長
3. 企畫組：
1. 「研究倫理審查委員會」通過教育部查核、標竿企業產學合作 (台達
電進駐研創中心培訓智慧校園種子教師)、 學術研究商品化
(資管系郁方老師與驊陞科技簽訂技術授權合約)
4. 育成中心：
1. 育成 – 扶植中小型企業建立產學研合作機制、
2. 創立方 – 加速新創團隊成長成為國內外創意、創新創業典範
3. 創新創業平台 –提升校內創新創業家精神提供新創團隊資源，建立創
新創業生態體系
7

國合處

國合處
學位
生

外薦
交換
生

大陸
學位
生

大陸
外薦
交換
生

赴國
際交
換生

大陸
交換
學生

1. 學生的照顧 (104.01)
1. 補助/獎助國際學習(63人)
585
377
282
120
377
67
2. 提供海外暑期短期進修課程(41人)
3. 鼓勵教師開設國外短期學習課程(3門，41人修課)
4. 教師開設英語授課課程
5. 交換生英語授課(11門，313人)
6. 交換生英語授課學分班(7門，192人)
7. 辦理各類國際活動 (新生說明會、消防演習、世界嘉年華、4校聯合
Olympics)
8. 國際學人/學生宿舍(I-House) 管理
2. 國際合作交流
1. 接待外賓(含大陸)109場，514人
2. 首度簽約學校8所-亞太4所、北美3所、歐1所
3. 參加APAIE、NAFSA、EAIE三大教育展
4. 參加越南、泰國、日本、印尼等國際招生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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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處
1. 完成104年教育部統合視導業務：本校七項受評項目全數通過
2. 提升行政效能：行政會議全學年召開次數由7次減至5次，減輕主管開會負
擔；辦理行政、教學主管及學生代表與會之共識會議計3梯次。
3. 持續推動內部控制：滾動式進行內控項目風險評估、自評及手冊第三版改
版。
4. 本校公共關係經營、暢通校內外溝通管道
1. 媒體聯繫、危機處理、校務建言系統、馬上辦等
5. 型塑校園文化
1. 校園新聞、校慶公關文宣、雙年報出版、校史館經營及特展
6. 建立政大品牌形象
1. 紀念品開發、商標及影像授權管理
7 健全校友聯繫管道 凝聚校友豐沛力量
7.
1. 建全校友資料庫網站；協辦各地校友會活動，聯絡第九屆全球校友嘉
年華等
2. 薪傳三十校友活動、 校友返校日、統籌規劃校慶活動
3. 經營管理校友服務中心、推廣校友證及校友福利、規劃辦理校園導覽
8. 推動各項募款方案
9
1. 小額捐款管理及服務、執行募款專案

圖書館
1. 教師學術身份認證識別碼(ORCID)推廣建置
2. 配合勞動部、教育部及學校挸定，工讀生轉為勞動型、學習型專兼任助理，
對圖書館影響甚鉅。
3. 商學院圖書分館RFID智慧圖書館建置計畫
4. 完成總圖大廳門禁擴充、服務櫃台整修及底樓防空避難室整修
5. 執行科技部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圖書計畫，協助2016年計畫申請
6. 協處處理公企中心圖書館之館藏建檔改號
7. 持續推動閱讀講座
8. 建置圖書館「資訊素養探索學園」之相關互動課程，發揮圖書館終身學習
功能
9. 機構典藏系統新增Scopus與Web of Science之引用次數
10.一站式整合檢索本館館藏、自建數位系統及雲端商業索引等各種圖書及電
子資源
11.連接電算中心的教著與教師資訊系統，提供機構典藏有關論著和ORCID相
關的異動資訊
12.擔任全國數位化論文典藏聯盟召集單位，舉辦2015年聯盟年會、完成台灣
區2016年採購議價
13.指南山莊撤架書庫建置搬遷計畫
14.雲端列印軟硬體建置計畫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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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資中心
1. 籌辦「誠樸輔國：陳誠副總統文物特展」、「陳誠與抗戰」演講、舉辦座
談會
2. 支援圖書館、社資中心及人文中心等大型活動之數位策展，包含互動展示
技術與數位內容製作
3. 羅家倫文庫之善本書修復及保存
4. 改善社資中心後棟空調設備及外牆鋁窗汰換
5. 建置社資中心歷年數位策展典藏及各式影音資料網站

11

電算中心
1. 校園網路基礎建設與服務的持續改進
1. 對外網路頻寬擴充，由4.9G擴充至10G，校內無線網路區域壅
塞改善
2. 更換老舊之無線上網連結設備(access points, AP)
3. 無線網路上網免驗證服務：教職員工生每人三組
4. 校園網路頻寬使用率動態網頁上線〈五分鐘更新〉
5. 雲端列印服務推出
2. 電子郵件空間擴大：教職員工5GB，學生1GB
3. 行政資訊系統
1. 學生兼任助理勞動權益相關系統之開發
全校策略+專案計畫17,012,172 元
2 配合【課程精實計畫】開發新系統
2.
校園授權軟體 12,329,711元
電算中心業務費 7,082,736元
3. 配合IR辦公室，整理各項校務資料
教職員個人電腦 2,263,044元
4. 行動政大App上線
優先支援電腦教室 1,759,404元
一般行政設備費 275,917元
4. 政大區網中心及政大首頁通過教育體系資安驗證
新進教師電腦 349,400元
5. 政大中英文首頁改版
6. 執行全校電腦軟硬體經費約4,100萬元。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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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計室
1. 維持學校財務穩定，提升經費運用效率
1. 104年度學校各項支出均依分配數執行，各教學單位及研究中心獲
配業務費、基本設備費及電腦定額設備費之結餘，可留用至以後
年度使用。
2. 簡化作業程序，提升行政效能
1. 1萬元至10萬元以下之採購，除業務需要購置非教學研究設備應專
案簽准外，可依採購法逕洽承商辦理，惟不得分批辦理採購。

13

人事室
1. 執行本校頂大人力發展子計畫
1. 賡續延聘講座及特聘教授
2. 持續補助新進特殊優秀人才
2 推動行政人員教育訓練多元化
2.
1. 強化專業訓練，提升工作績效
2. 營造優質學習，培蘊人文涵養
3. 完成約用人員制度檢討報告
4. 建置學生兼任助理制度
1. 學習與勞動分流系統之建立
2 校園服務與社會公益之實踐
2.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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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2015年的財務狀況

15

本校104年的財務狀況
104

103

增減

說明
1.專班學雜費增加910萬
元)

收入

38億5,906萬元

38億2,736萬元

2.教研補助收入增加854
萬元
3,170萬元
3.利息收入增加597萬元
4.投資賸餘增加479萬元
5.更有效率得使用經費

支出

39億2,402萬元
,

39億3,063萬元
,

((661萬元))

餘絀

(6,496萬元)

(1億327萬元)

3,831萬元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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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105年度財務規劃方向
一、各教學單位及研究中心獲配業務費、基本設備費及電腦
定額設備費之結餘，可留用至以後年度使用。
二、因應教師退休潮及增加教學能量，各院提前增補教師。
三、增設學術導師並整併學院導師。
四、設立博士菁英獎學金。

17

本校2016年的校務發展方向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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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
1.新制課程精實方案推動及實施
2.推動辦理教師評分等第制度
3.學則法規修訂-學士班退學制度檢討與調整
4.選課制度辦理程序調整
5.一般通識課程與核心通識課程內容架構之精實調節
6.成立招生辦公室落實招生宣傳專業化
7.配合校務研究發展盤點教務資料庫之內涵

19

教發中心
1. 營造良好教學環境
1. 續推教師傳習制度(coaching and mentoring)
2. 推廣更多教學精進實驗計畫
3. 鼓勵更多教師組跨院專業成長社群
4. 提供全英語授課教師培訓與國際研習機會
2. 營造良好學習環境
1. 推動以學習成效為主的教學
2. 深化教學助理培訓與獎勵機制
3. 善用學習科技
1. 爭取外部資源，持續開發具政大特色
2. 磨課師課程，並發展本校SPOC 網路課程搭配課堂互動的混成學習
模式
模式。
4. 持續參與北一區區域教學資源整合分享計畫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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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處
1.
2.
3.
4.
5.
6.
7.

擴大生活助學金補助對象 照顧弱勢同學
培養社團服務學習種子 落實志願服務反思學習
加強多元自主學習與住宿生活學習
導師制變革規劃 推動學術及生涯導師雙軌併行
持續推動駐校藝術家 落實校園藝術審美教育
建立實習就業平台 學生實習朝向系統及國際化
結合校務研究(IR) 落實校園安全工作

21

總務處
1. 啟動指南山莊校區開發建設先期規劃，包括環境影響評估及學生宿舍規
劃構想書報部審議。
2. 積極推動都市更新計畫，整合周邊地主意願，共同促進大學城願景實
現。
3. 進行公共行政及企業管理教育中心新建工程。
4. 進行體育館整修工程。
5. 進行東側校園圍牆綠美化及環境改善工程。
6. 編列預算整修職務宿舍。
7. 環境保護組將改制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組（環安組），加強推動職
場安全之各項業務。
8. 山下機車停車場朝電子化機械管理
山下機車停車場朝電子化機械管理。
9. 國際學人暨學生會館103年度營收約601萬元；104年度營收約781萬元；
105年預計年度收入將達到850萬元。
10. 持續增加各種安全、便捷、快速繳費管道，以利本校收款業務。
11. 持續辦理檔案回溯及提升電子發文比率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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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處
1. 學術推動組：
1. 強化各項學術研究補助及獎勵措施，鼓勵多元學術產出，建立優質
學術研究環境
2. 積極協助教研人員爭取科技部及產官學研究計畫，提高研究產出，
凸顯本校社會貢獻
2. 學術評鑑組：
1. 發展106年研究中心評鑑指標 強化中心建立自我改善機制
3. 企畫組：
1. 政大研究成果及產學合作可視化
2. 重新定義產學合作範疇，擴大政大社會影響力
3. 建立產學合作橋樑，研究成果具體化
4. 持續推動研究倫理觀念普及與機制，提昇研究素養
4. 育成中心：
1. 培育具備創業家精神之人才
2. 建立人文與社會科學領域產學合作新價值
3. 建立自給自足的發展機制
5. 積極規劃與爭取後頂大計畫
23

國合處
1.

目標：
1. 未來三年內交換生人數成長50%約750人
2. 協助推動英語授課課程至少佔各院課程數之5%
3. 協助提升政大海外知名度
2. 校外發展方面：
1
1.
強化海外聯結
1. 深化與國際名校之關係與增加交換生人數、加強短期學程(客製/暑期)
2. 海外宣傳，協助定期報導政大之各類成果
3. 開發國內聯結：落實政大、清大、陽明及台北藝大四校之「國際事務策略夥
伴計畫」，包括辦理與國內各大學國際處的互訪彼此學習
3. 校內精進方面：
1. 教師國際化
1. 鼓勵教師到姊妹校交換或帶領學生至海外短期學、鼓勵教師以英語授課
2. 學生國際化
1. 擬定國際學位生招生策略
2. 與教務處共同檢視英語授課課程是否足以提供學生修習
3. 國際新生報到時採一站式服務
4. 整合校內國際學生活動並強化本地生與外籍生之互動平台
5. 推動校院級國際化合作，達到互相支援與資源整合之目的
3. 行政國際化
1. 持續推動國合處行政國際化與精進
24
2. 各處室與系所院辦公室之行政國際化之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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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處
1. 邀集各單位共同研商，彙整105年度財務規劃書，預計4/30報部。
2. 建立本校內部稽核制度，增設稽核專責人力或單位，完成年度稽核報告。
3. 強化校園溝通及媒體聯繫管道
1 媒體聯繫、危機處理、加強各項校內外溝通等
1.
4. 型塑卓越校園文化、傳播政大發展願景與影響力
1. 校園新聞、首頁意象、簡介及年報等文宣、校史館經營
5. 啟動90週年校慶籌備事宜
6. 健全校友聯繫管道 凝聚校友豐沛力量
1. 擴大補助校友資料庫維護更新；持續增進與各地校友會互動與聯繫。
2 薪傳三十校友活動、 校友返校日
2.
7. 推動各項募款方案
1. 小額捐款管理及服務、執行募款專案；加強捐款網頁功能
8. 開發政大特色專屬紀念禮品
1. 設計多元、創意、高品質的系列紀念禮品，期許帶起政大人的認同與
典藏
25

電算中心
1. 校園網路基礎建設與服務的持續改進
2. 行政資訊系統
1. 完成學生兼任助理勞動權益相關系統之開發
2. 完成大部分【課程精實計畫】之配套系統
3. 配合建置學務處實習平台
4. 行動政大App與政大通App上線推廣
3. 配合IR辦公室，建立整合之校務資料庫與視覺化分析評台
4. 完成電子公文系統之更新準備
5. 支援教發中心線上學習系統(moodle)之擴充
6. 電算中心內部
1. 執行舊機房冷氣更新工程
2 完成新機房擴建規劃
2.
3. 規劃與建置集中式資料儲存平台
4. 伺服器集中管理之規劃與實施
5. 校務行政資訊系統持續翻新
6. 規劃人員離退之因應措施
7. 執行全校電腦軟硬體(經費約4,000萬元)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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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計室
1. 妥善分配資源，加強預算管理
1. 經常性支出量入為出，資本性支出部分，分析學校財務流量與重
大建設資金需求情形 確保在財務穩健基礎下完成校園重大建
大建設資金需求情形，確保在財務穩健基礎下完成校園重大建
設。
2. 持續檢討作業流程，提升行政效能
1. 持續檢討及簡化作業程序，強化會計系統計畫管理之運用，提升
行政效能。

27

人事室
1. 精進員額方案，恊助延攬豐沛師資
1.發揮學院特色，以學院重點發展為主軸的招募策略
2.進行全球招募，著重新進教師教研潛力
2 強化教職人員教育訓練，提升核心職能
2.
強化教職人員教育訓練 提升核心職能
1.提昇數據分析與運用能力
2.強化主管領導及團隊
3.厚植同仁核心職能
3. 營造優質幸福職場
1.賡續推動本校員工協助方案
2 強化員工福利措施
2.強化員工福利措施
3.建立選、用、育、晉、留完整措施
4. 研議職涯發展與校務目標相契之方案
4. 配合新制課程精實方案調整人事法制
5. 善用人事資料分析，精進人事決策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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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政治大學的願景與策略
思想影響力

教育影響力

世界級的政治大學

軟、硬體、空間

教育內涵的設計

思想大師/教育家

•空間公共化
•教師/學生宿舍
•教師研究室
•研究與教學環境
•行政效率/負擔

•生活、涵養通識、
專業、創業
•心理諮商
心理諮商
•職涯輔導

•大學講座
•外部資源講座
•教學、服務負擔合理
教學 服務負擔合理
化
•教學評量信賴度
•“教學品質為必要條
件，研究品質為充分
條件”的升等制度
•多元評量無限期升等
壓力的教師

資

源

•人文大學城
•校友服務/募款
•公企中心
•產學合作

29

國際一流大學的良性循環
教育理想與使命
不停增進教師
素質

教育一流的學生

學校不停地獲得外部資源，不斷
投資在教師及學生身上。

創造傑出教學與研究成果

學生、教師及校友熱愛學校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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精實課程是政大成為國際一流大學
的基石
目標是發揮教師的教學與研究能量
紮實政大的教育，創造多元化的學習環境
教育學生成爲具備自我學習能力、利他淑世人文情懷、全
球移動力的頂尖人才

31

精實課程的執行
精實課程方案可幫助教師適性發展，是一個很有彈性的制
度，各學院可以依精實課程方案的精神及規定，透過自評
或其他方式設計院自己的制度，讓教師適性發展；
教師授課學分數以每年12學分、備課數四門課爲原則（但，
有六年升等限制的助理教授，學分數每年不得超過12學分、
備課數不得超過四門課）；
教師經由自評機制或學院設計的其他機制 可選擇將貢獻
教師經由自評機制或學院設計的其他機制，可選擇將貢獻
重點置於教學、研究或服務，有的老師的教學時數可以高
於12學分，有的可以低於12學分。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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精實課程的執行
請各學院加強教師間的互動，強化課程委員會的功能，趁
「課程精實方案」及課程大修之際，考量全球教育趨勢，
重新檢視並設計課程內容；
請各院、系、所參考教育學院的格式編定自己的「課程手
冊」，由學校將委託出版中心統一印製，新生入學即可人
手一冊；
請教學單位的各層級課程委員會協助教師準備教學大綱，
請教學單位的各層級課程委員會協助教師準備教學大綱
重視課前預習、課堂中學習活動結合預習內容、課後作
業，請儘量讓同學修1學分課，除了上課時間外，有約1.5
至2小時的相關學習投入時間；
33

精實課程的執行
請減少必修學分
請儘量以院為開課單位，課程結構請以金字塔為原則，多
開重要的基礎課程，少開艱僻、修課人數少的的選修課
程，讓全校學生能有機會跨領域多元學習；
請將全校需求高的專業課程儘量以整合課程方式開課；
請儘量開放非整合的專業必修課程給外系及外院學生選
修；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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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學年度全校學士班
說明1:所有課程未含軍訓課、體育課、服務課
說明2:其他包含學分學成另行開設專班、國何處IUP華語課程、商學院開設共同選修、數位內容
與科技學士學位學程、傳播學院學士班前段專業科目、商學院開設學士班課程
說明3：外文中心為大學英文（一）、大學英文（二）、大學英文（三）、大學英文（四）。

全校學士班各年級平均選課人數（
全校學士班各年級平均選課人數（M=38.13）
）

平均選課人數

80.00

71.97
70.00
60.00
50.00

49.00
44.18
37.44

40.00

32.29

33.19

31.14

30.00

M=38.13

23 82
23.82

21.18
20.00
10.00
0.00

1年級

2年級

3年級

4年級

通識課

整開課

輔系

其他

外文中心

學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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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學年度全校碩士班、博士班
說明1:所有課程未含軍訓課、體育課、服務課
說明2:其他包含商學院開設碩士班課程、生物科技管理學程、各院開設之碩士班課程(未區分
年級)。

全校碩士班各年級平均選課人數
（M=12.56）
平均選課人數
25.00
20.64

20.00

全校博士班各年級平均選課人數（M=4）
35.00
31.00

平均選課人數

30.00
25.00

17.59
15.25

15.00

20.00
10.52

10.00

M=12
M
12.56
56

15.00
10.00

5.00

5.00

3.72

3.49

2.86

3.67

0.00
1年級 2年級 3年級 其他
碩士班

M=4

0.00
1年級 2年級 3年級 4年級 其他
博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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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字塔的課程結構

紅色實線：現行的課程結構
藍色虛線：理想的課程結構
37

104學年度上學期教室使用率%
說明1:包含排課、全學期借用。
說明2:週一扣除2小時導師課，以8小時為標準；其他天以8:00~18:00，共10小時為標準計
算。

1~29人
30~49人
50~69人
70~89人
90~109
90
109人
110~129人
130~149人
150人以上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20.83

37.86

31.67

31.43

27.86

18.52
36.76
42.50
47 06
47.06
56.25
42.19

45.19
54.46
68.00
56 47
56.47
63.33
72.50

30.37
53.56
68.00
58 24
58.24
65.00
57.50

40.00
55.54
61.00
58 82
58.82
66.67
50.00

28.52
38.81
51.00
45 29
45.29
40.00
37.50

54.17

53.33

46.67

56.67

30.00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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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學年度
上學期教室
使用率%

早上

說明1:包含排課、全學
期借用
期借用。
說明2:早上為8-10時，
以2小時標準計算(扣除
導師課)，中午為12-14
時，以2小時標準計
算，下午為14-18時，以
4小時標準計算。

中午

下午

1~29人
30~49人
50~69人
70~89人
90~109人
110~129人
130~149人
人
150人以上
1~29人
30~49人
50~69人
70~89人
90~109人
110~129人
130~149人
150人以上
1~29人
30~49人
50~69人
70~89人
90~109人
110~129人
130~149人
150人以上

星期一
11.90
5.56
13.37
15.00
29.41
16.67
25.00
33.33
19.05
14.81
39.11
40.00
35.29
50.00
43.75
16.67
26.19
26.85
47.28
57.50
61.76
79.17
50.00
83.33

星期二
35.71
41.67
56.19
65.00
66.18
62.50
75.00
50.00
29.76
27.78
36.14
60.00
29.41
41.67
56.25
16.67
44.05
57.41
61.88
75.00
60.29
75.00
78.13
75.00

星期三
29.17
39.81
56.19
70.00
66.18
66.67
71.88
50.00
27.38
12.96
29.70
52.50
35.29
58.33
37.50
16.67
36.31
29.63
62.87
73.75
61.76
66.67
53.13
58.33

星期四
35.12
50.00
59.41
56.25
64.71
62.50
46.88
50.00
19.05
12.96
37.62
50.00
38.24
58.33
18.75
33.33
33.93
43.52
60.64
71.25
63.24
75.00
68.75
75.00

星期五
34.52
41.67
54.46
65.00
55.88
50.00
43.75
25.00
22.62
20.37
26.73
52.50
32.35
58.33
12.50
0.00
23.81
19.44
29.21
36.25
41.18
20.83
43.75
50.0039

104學年度上學期教室使用率%
說明1:包含排課、全學期借用。
說明2:週一扣除2小時導師課，以8小時為標準；其他天以8:00~18:00，共10小時為標準計算

104學年度上學期每天不同容量教室使用率（％）
100 00
100.00
90.00
80.00
70.00
60.00

星期一
星期二

50.00

星期三
星期四

40 00
40.00

星期五

30.00
20.00
10.00
0.00
1~29人

30~49人

50~69人

70~89人

90~109人

110~129人

130~149人

150人以上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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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學年度上學期教室使用率%
說明1:包含排課、全學期借用。
說明2:早上為8-10時，以2小時標準計算(扣除導師課)，中午為12-14時，以2小時標準計算，下午為14-18
時，以4小時標準計算。
104學年度上學期每天不同容量教室使用率（％）
100.00
90.00
80.00
70.00
60.00
50.00
40.00
30.00
20.00
10.00

早上

中午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150人以上

110~129人

130~149人

70~89人

90~109人

50~69人

1~29人

30~49人

150人以上

110~129人

130~149人

70~89人

90~109人

50~69人

1~29人

30~49人

150人以上

110~129人

130~149人

70~89人

90~109人

50~69人

1~29人

30~49人

0.00

下午
星期四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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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學年度上學期教室使用率%
說明1:包含排課、全學期借用。
說明2:週一扣除2小時導師課，以8小時為標準；其他天以8:00~18:00，共10小時為標準計算

104學年度上學期不同容量教室每週使用率（％）
100.00
90.00
80.00
70.00
1~29人
30~49人

60.00

50~69人
70~89人

50.00

90~109人
110~129人

40.00

130~149人
150人以上

30.00
20.00
10.00
0.00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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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學年度上學期教室使用率%
說明1:包含排課、全學期借用。
說明2:早上為8-10時，以2小時標準計算(扣除導師課)，中午為12-14時，以2小時標準計算，下午為14-18
時，以4小時標準計算。
104學年度上學期每天不同容量教室使用率（％）
100 00
100.00
90.00
80.00
70.00
60.00
50.00
40.00
30.00
20.00
10.00

早上
星期二

星期三

150人以上

110~129人

130~149人

70~89人

90~109人

50~69人

1~29人

中午
星期一

30~49人

150人以上

110~129人

130~149人

70~89人

90~109人

50~69人

1~29人

30~49人

150人以上

110~129人

130~149人

70~89人

90~109人

50~69人

1~29人

30~49人

0.00

下午
星期四

星期五

43

103學年度全校學士班學期平均成績
說明1:包含轉系、轉學、選讀生。

M = 81.71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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精實課程的執行
請宣導教師分散排課時間，減少學生的衝堂狀況；
請重視教師評分的鑑別度，讓努力程度高的同學拿到
高分，反之亦然

45

感謝各位老師、同仁的付出與努力，
祝大家猴年行大運、政大校運昌隆！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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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成效評量之設計策略

報告人 : 教學發展中心 張寶芳

Academically Adrift 學術飄零
Limited Learning on College Campus

• 2011 年紐約大學教授大規模系統研究
(24所大學，2362名學生)發現45% 大學生
大一、大二兩年在批判思考、邏輯推理、
寫作溝通等關鍵能力並沒有明顯學到。
• 再次引起討論大學教育的價值與績效
• 學生學習成果受到更多的關注
Resource: Richard Arum, Josipa Roksa, “Academically Adrift: Limited Learning
on College Campus”., Univ. of Chicago Pres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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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
近年來高等教育評鑑聚焦於學生學習成果
• 為了達到學習目標，學生需要做什麼?

3

• 學生是否學到所預期的知識、能力、態度?
學生
學到所 期的知識 能力 態度
• 如何引發學生學習參與度?
• 如何有效學習
• 如何確保學習成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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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
以學生學習成效為
導向，設定教育目
標 核心能力
標、核心能力
設定本校使命、
教育目標與校級
核心能力

發展各學院之核心能力，
由各學院課程委員會及
授課教師擬定

設定院級核心能力(院課
程委員會及授課教師)
透過教學意見及
課程雷達圖反映
學習目標與教師
設定的是否相符

設定系所學位學程核心能力(系所學位
學程課程委員會及授課教師)
設定「核心能力」與「核心課程」之對照

未來:因應課程精實
以學生學習成效為
導向，設定教育目
標 核心能力
標、核心能力
設定本校使命、
教育目標與校級
核心能力

發展各學院之核心能
力，由各學院課程委員
會及授課教師擬定

設定院級核心能力(院課
程委員會及授課教師)
設定系所學位學程核心能力(系所學位
學程課程委員會及授課教師)

透過教學意見及
課程雷達圖反映
學習目標與教師
設定的是否相符

設定「核心能力」與「核心課程」之對照

授課教師設計課程時應明確設定學習成效評量尺規以評估
學生學習狀態

教師設計
更細緻的
評分標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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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設計（課程層級）
以學習表現為基準，
評量期望的學生學
習成果

學習成效
1. 訂定學習目標 Goals & objectives

3 設計評量機制
3.

評量

2 發展學習活動與學習體驗
2.

老師

評量尺規 Rubric
明訂各項評量標準及相對應的表現指標
評量標準 (criteria)： 該學習行為所需具備的各個面向
表現指標 (performance)：定義各面向表現之優劣指標
Rubric 形式
整體型：對學生整個學習表現進行整體的評估
分析型：細分若干指標項目，各自訂定評量標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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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工具: 尺規 Rubric
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彀(ㄍㄡˋ，弓滿也)；學者亦
孟子曰
「羿之教人射 必志於彀(ㄍㄡˋ 弓滿也) 學者亦
必志於彀。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

Rubrics 功能
1. 幫助師生皆更清楚學習目標，平時作業
與期末作業皆有較具體的努力方向
與期末作業皆有較具體的努力方向。
2. 提升學生主動學習
•
•
•
•

共同建構Rubrics可增加增加學生參與感
同儕互評有必要結合Rubrics，以提供同
學評論、評分的思考依據
自訂Rubrics目的在幫助同學專注於自我
成長，對學習成效負起責任
建構Rubrics及自訂Rubrics都有提升學習
反思的效益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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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Rubrics 的幾個例子
應用
•
•
•

共創 Rubrics
同儕互評
共同核心標準

影視特效課- 林玲遠老師
目標
讓同學專注於自我成長，
讓同學專注於自我成長
也在進步中得 到樂趣
共構 Rubrics的作用
• 提供明確的練習目標，以利掌握練習時間
• 建構式Rubrics嘗試提升同學的自覺性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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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訂評量標準 (課堂作業)
90以上
全部項目依照
格式要求

80 ‐ 85

70 ‐ 75

僅一項未依格
式要求

兩項以上項目
未依格式要求

技巧表現
30 %

所有需練習的
項目均有出現，
且整體構圖和
動態均佳

所有需練習的
項目均有出現，
整體構圖和動
態尚可或中規
中矩

部份需練習的 所有需練習的
項目沒有出現， 項目均沒有出
或整體構圖與 現
動態太不協調

創意發想
20 %

有特殊表現
（加入個人巧
思 融會貫通
思，融會貫通
之前以及該次
課堂所學）

有嘗試變化
（加入個人巧
思 嘗試變通
思，嘗試變通
運用本次所學
功能）

完全沒有額外
的嘗試

進步程度
20 %

進步或看得出
一直很用心

持平

退步或明顯懈
怠了

基本格式要求
30 %

60以下
全部項目未依
格式要求

程式設計基礎課- 余能豪老師
•
•
•
•

包裝學習內容、增強學習動機
驅動不同程度學生向上發展
更多課堂及課後的實作練習
鼓勵互助、分享與程式觀摩
讓程度好的同學幫忙帶未跟上的同學
內容
設計

機制
設計

平台
設計

• 註: 學生來自政大不同學院及系所（多為文科背景）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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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式作業互評
A

拉Bar 遊戲機
Slot Machine

B

C

出現連線(三個
加上金錢功能， 可拉 bar 產生隨
水果連成一線)
初始500元，每 機圖案並依水果
的機率低於25%；拉一次扣50元， 圖案計分
連線時分數加倍 得分時贏得金錢

• 每人評定五份作業（匿名評分）
• 必須在
必須在一週內評分完畢，否則
週內評分完畢，否則…
• 評分有誤時將扣HP，請謹慎評分
• 被評分者若對分數有疑異可在一週內
於系統提出申訴

動漫畫作品線上互評機制‐ 敖老師
教師可在作業設定
處指定互評的指標
與配分，讓同學依
照指標完成互評。

由於同學反應評分
級距不足導致評分
不易，因此將原本
五個級距調整成十
個評分級距。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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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坦福大學 寫作修辭學程
PROGRAM IN WRITING AND RHETORIC

多元又相通 Different But Equivalent
Common core among 22 sections in Stanford’s WR1

Courses
for
Common
Core for
Courses

Fulfilling
Requirement

All courses have to comply
with the following:
• Teaching philosophy
• Policies and principles
• Support for students’
students
learning
• Sequence of
assignments
• Evaluation Criteria

大一寫作修辭課
• Sequence of Assignments
• RHETORICAL ANALYSIS
• TEXTS IN CONVERSATION
• RESEARCH‐BASED ARGUMENT

• Additional Writing
• informal writing, including blogs, journals, online discussions, outlines,
parts of drafts, and reflective memos.

• Total Writing Required
• Polished, final‐draft writing each student should expect to complete per
quarter is between 7,500 and 9,000 words (25‐30 pages at 300 words per
page)

9

2016/2/15

評量標準 Evaluation Criteria
• What to score?
• What does each score mean?

CHARACTERISTIC

A

B

C

D

Fail

Topic 主題
Audience 對象
Purpose 目的
Persona in
P
i relation
l i to content
立場與內容
Organization 組織
Style 風格
Form 體例

See:
https://undergrad.stanford.edu/programs/pwr/cours
/
1/
1
i

成績 A
Topic: a clearly defined and significant subject, carefully introduced and
consistently explored in informative ways
Audience: a sophisticated understanding of the readers' values, assumptions,
and expectations
Purpose: a carefully articulated, achievable aim or aims
Persona: a rhetorical stance and voice that serve the purpose and appeal
effectively to the audience
Content: sustained arguments that are well‐supported with multiple forms of
evidence
id
and
d "good
"
d reasons,"" fully
f ll developed
d l
d with
i h appropriate
i
strategies
i
(and in research‐based writing demonstrating a sophisticated understanding
of and ability to use, evaluate, and integrate a wide range of source materials)
Organization: a clear and imaginative structure or pattern that provides
coherence, leads the audience from idea to idea, clarifying relationships and
connections, and shows a mature awareness of gen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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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評量尺標的好處
對教師而言：
• 客觀評量，避免主觀的成見或既定印象。
• 能夠明確回應學生對於評分高低的疑問。
• 能夠節省教師在評估作業及提供回饋所需時間。
• 能夠幫助教師檢視並調整課程目標與教學行為。

對學生而言：
對學生而言
• 知道成績的評量標準，引導正確有效學習。
• 知道自己的優缺點，及未來應該朝何種方向改進。
• 可發展自我評估的能力，並為自己的學習負責。

推展學習成效評量
• 教師教學社群與評量研習營 (文化)
• Rubrics工作坊 (工具)
• Rubric融入課程設計與教學
• 建置線上Rubric 互評機制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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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聆聽 ，並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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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學年度學雜費調整用途規劃
學年度學雜費調整用途規劃
之經費執行情形
報告人：于乃明教務長

緣由
• 依據：103年6月25日第179次校務會議
決議。

• 調整對象及調漲幅度：
研究所以上（含專班）學雜費基數依102
學年度收費基準調漲約5%。
一般學制研究所學分費依102學年度收費
基準調漲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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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費基準調整對照表
項目

收費標準一 收費標準二 收費標準三
調整前
12300
12480
14280
每學期
調整後
12910
13100
14990
學雜費基數
差額
610
620
710
調整前
1576
每學期
調整後
1655
學分費
差額
79
註：
1.100學年度以後以外國學生或陸生身份申請入學之學生收費標準為上述費用之二倍。
2.收費標準一適用之學院為文學院（不含圖檔所）、社會科學院（不含地政系）、外國語
文學院、法學院、國際事務學院及教育學院；收費標準二適用之學院為：商學院（不含
資管系、科管智財所）；收費標準三適用之學院及學系為理學院、傳播學院、圖檔所、
地政系、資管系及科管智財所。

其他
6%

圖儀經費
12%

獎助學金
18%

支用項目
及
分配比例

人事經費
46%

教發經費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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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途規劃及執行情形（一）
• 用途規劃：聘用專任教師及輔導專業
行政人員薪資
• 執行單位：人事室
人事
經費
• 預算額度：4,509,458
46%
• 執行金額：2,607,354(57.82%)
• 剩餘經費：1,902,104(42.18%)
• 支用說明：104學年度會計系副教授、身健
中心及職涯中心約用人員薪資

用途規劃及執行情形（二）
• 用途規劃：持續研究並推動教學發展
之策略與工作
• 執行單位：教發中心
教發
• 預算額度：1,764,571
經費
• 執行金額：0,297,840(16.88%)
18%
• 剩餘經費：1,466,731
剩餘經費：1 466 731(83.12%)
(83 12%)
• 支用說明：104年9-12月學習型
兼任助理學習津貼及104年11-12月
國外諮詢專家報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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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途規劃及執行情形（三）
• 用途規劃：設置獎學金與助學金加強
扶助經濟弱勢
• 執行單位：生僑組
獎助
學金
• 預算額度：1,764,571
18%
• 執行金額：1,752,571(99.32%)
• 剩餘經費：0,012,000(0.68%)
• 支用說明：104年5-12月研究生生活助學金及
104學年特殊境遇學生還願助學金

用途規劃及執行情形（四）
•
•
•
•
•
•

用途規劃：維持圖書資源
執行單位：圖書館
圖儀
經費
預算額度：1,176,380
12%
執行金額：1,176,380(100%)
剩餘經費：0,000,000(0%)
支用說明：Scopus索引摘要資料庫及
Cambridge Books Online電子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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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途規劃及執行情形（五）
•
•
•
•
•
•

用途規劃：辦理畢業生流向調查專案
執行單位：職涯中心
預算額度：588,190
其他
執行金額：588,157(99.99%)
6%
剩餘經費：000, 33(0.01%)
支用說明：畢業三年及五年
之畢業生流向調查相關費用
(調查對象：100學年度及98學年度之畢業生)

執行金額及剩餘經費彙整
1,902,104
(42 18%)
(42.18%)

執行金額

1,466,731
(83.12%)
2,607,354

剩餘經費

0
(0%)

12,000
(0.68%)
(0 68%)

1,176,380

1,424,571

圖儀經費

獎助學金

588,157

297,840

人事經費

教發經費

33
(0.01%)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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