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師範學院教育學系(所)
 

主旨：檢陳教育學系110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系務會議紀錄1份
(如附件)，請核示。

說明：旨揭會議業於110年9月30日以電子郵件通訊方式召開完竣
。

擬辦：奉核後依規定辦理後續相關作業。

 

會辦單位：

決行層級：第二層決行
 

──批核軌跡及意見──
 1.師範學院 教育學系 助教 侯惠蘭 110/09/30 08:28:13(承辦) : 

　　　　　　　　　　　　　　　　　　　　　　　　　　　　　
 2.師範學院 教育學系 系主任 張淑媚 110/09/30 12:10:27(核示) : 

　　　　　　　　　　　　　　　　　　　　　　　　　　　　　
 3.師範學院  院長 陳明聰 110/09/30 23:02:32(決行) : 

閱(代為決行)
　　　　　　　　　　　　　　　　　　　　　　　　　　　　　
 4.師範學院 教育學系 助教 侯惠蘭 110/10/01 08:19:46(承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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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 於 日期：110/09/30

檔　　號：110/190305/1

保存年限：10

第1頁  共1頁

國立嘉義大學 110/09/30

1103700578



教育學系 110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系務會議紀錄 

時間：110年 9月 30日（星期四）下午 3時 

方式：以電子郵件通訊方式舉行 

主席：張淑媚主任                                    紀錄：侯惠蘭 

出席：如回覆單 

教育學系系務會議設置要點第五點：系務會議之召開，須有應出席教師二分之

一（含）以上之出席，始得開議，並有實際出席教師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始得

決議。 

壹、 主席報告 

     各位老師好，數理教育碩士班林樹聲教授提出 111年度特聘教授申請，依

據人事室通知需於 9月底前經系務會議審議通過，因時間急迫，僅以電子郵件

通訊方式，請各位老師提供意見。 

貳、上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 

1、通過 111學年度教育學系碩士在職專班招生組別調整為課程與教學組、學校

經營與教育創新組。 

2、通過教 111學年度教育研究碩士班招生時不分組，入學後再分組。 

3、通過教育學系博士班 111學年度招生名額分配如下：課程組幼教、家教、特

教、體育、科教各招收 1名，共計 5名；其餘 5名理論組 1名、課程組 2

名、行政組 2名。 

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 

 案由：本學系數理教育碩士班林樹聲教授提出 111年度特聘教授申請，提請審   

議。 

說明： 

1、依據 110年 8月 24日本校人事室通知(如附件 P.1-2)及本校「特聘教授

設置要點」(如附件 P.3-4)辦理。 

2、林樹聲教授於本校擔任教授年資滿三年以上，前三學年度教學評量平均

成績達 4.82分，達到數理教育研究所平均值減零點六個標準差之數值

4.38；符合「最近十年獲科技部計畫主持費單件每月一萬元以上之計畫，

累積八件以上，且五年內有傑出表現者」之推薦資格；並符合師院特聘

教授聘任標準及審議作業規定(如附件 P.5-7)所訂教學、研究、服務各面

向績效，詳見特聘教授推薦表(如附件 P.8)。 

3、檢附林樹聲教授老師特聘教授計分表(如附件 P.9)，相關佐證資料(如附

件一），請卓參。    

決議：照案通過，送師院教評會審查。(全體 25位教師，當事人迴避，應出席

人數 12人始得開議，共 20位教師回覆同意，超過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dcyang <dcyang@mail.ncyu.edu.tw>

來源: dcyang <dcyang@mail.ncyu.edu.tw>
收信: gimse <gimse@mail.ncyu.edu.tw>
⽇期: Tue, 28 Sep 2021 15:06:34

標題:
Re: 110-1-2教育系系務會議，請於9⽉30下午3時前回覆意⾒，
謝謝

(1) 照案通過
-----Original message----- 
From:gimse<gimse@mail.ncyu.edu.tw> 
To:姚姚老師<rfyau@mail.ncyu.edu.tw>,楊德清老師<dcyang@mail.ncyu.edu.tw>,⼤樹老師
<swtsai@mail.ncyu.edu.tw>,⼩樹老師<lin-s-s@mail.ncyu.edu.tw>,均伊老師<jychen@mail.ncyu.edu.tw>,林志鴻老師
<chuck@mail.ncyu.edu.tw>,林明煌<lin5053@mail.ncyu.edu.tw>,姜得勝<winnerchiang@mail.ncyu.edu.tw>,陳聖謨
<csmo@mail.ncyu.edu.tw>,黃芳銘<fmh@mail.ncyu.edu.tw>,許家驊<jhs@mail.ncyu.edu.tw>,洪如⽟
<hungruyu@mail.ncyu.edu.tw>,陳美瑩<mei-ying.chen@mail.ncyu.edu.tw>,劉文英<wenying_l@yahoo.com>,黃秀文
<euge@mail.ncyu.edu.tw>,張淑媚<shumei1967@mail.ncyu.edu.tw>,王清思<chingsze@mail.ncyu.edu.tw>,陳佳慧
1<chiahuic1225@gmail.com>,陳佳慧2<chiahuic@mail.ncyu.edu.tw>,劉馨珺<hsinchun@mail.ncyu.edu.tw>,黃繼仁
<hchiren@mail.ncyu.edu.tw>,何宣甫<hfho@mail.ncyu.edu.tw>,王瑞壎<gloriawang2004@mail.ncyu.edu.tw>,陳珊華
<shanhua@mail.ncyu.edu.tw>,張宇樑<aldychang@mail.ncyu.edu.tw>,葉連祺<yehlc@mail.ncyu.edu.tw> 
Cc:昭如<giee@mail.ncyu.edu.tw>,敏秀<gieapd@mail.ncyu.edu.tw>,貞瑜<educat@mail.ncyu.edu.tw> 
Date: Tue, 28 Sep 2021 14:47:23 
Subject: 110-1-2教育系系務會議，請於9⽉30下午3時前回覆意⾒，謝謝 
各位老師教安：
本次系務會議係林樹聲教授申請111年度特聘教授，依規定需於9⽉底前經系務會議審議通過後，送院教評會審
查，由於時間緊迫及疫情關係，僅以電⼦郵件通訊⽅式召開，議程及附件如附檔，請各位老師表⽰意⾒，並請
於9⽉30⽇（星期四）下午3時前回傳，謝謝各位老師。
提案⼀
案由：林樹聲教授提出111年度特聘教授申請，提請審議。 
說明：依據110年8⽉24⽇⼈事室通知及本校「特聘教授設置要點」辦理，是否同意，提請討論。 
決議選項：
（1）照案通過
（2）修正後照案通過
（3）其他意⾒：      
決議：（1, 2, or 3）：            
楊德清
終⾝特聘教授
國立嘉義⼤學副校⻑
Life-time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Vice  President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Graduate  Institute  of  Mathematics  and  Science  Education 
National  Chiayi  University



chingsze <chingsze@mail.ncyu.edu.tw>

來源: chingsze <chingsze@mail.ncyu.edu.tw>
收信: gimse <gimse@mail.ncyu.edu.tw>
⽇期: Tue, 28 Sep 2021 15:45:08

標題:
Re: 110-1-2教育系系務會議，請於9⽉30下午3時前回覆意⾒，
謝謝

同意1
-----Original message----- 
From:gimse<gimse@mail.ncyu.edu.tw> 
To:姚姚老師<rfyau@mail.ncyu.edu.tw>,楊德清老師<dcyang@mail.ncyu.edu.tw>,⼤樹老師
<swtsai@mail.ncyu.edu.tw>,⼩樹老師<lin-s-s@mail.ncyu.edu.tw>,均伊老師<jychen@mail.ncyu.edu.tw>,林志鴻老師
<chuck@mail.ncyu.edu.tw>,林明煌<lin5053@mail.ncyu.edu.tw>,姜得勝<winnerchiang@mail.ncyu.edu.tw>,陳聖謨
<csmo@mail.ncyu.edu.tw>,黃芳銘<fmh@mail.ncyu.edu.tw>,許家驊<jhs@mail.ncyu.edu.tw>,洪如⽟
<hungruyu@mail.ncyu.edu.tw>,陳美瑩<mei-ying.chen@mail.ncyu.edu.tw>,劉文英<wenying_l@yahoo.com>,黃秀文
<euge@mail.ncyu.edu.tw>,張淑媚<shumei1967@mail.ncyu.edu.tw>,王清思<chingsze@mail.ncyu.edu.tw>,陳佳慧
1<chiahuic1225@gmail.com>,陳佳慧2<chiahuic@mail.ncyu.edu.tw>,劉馨珺<hsinchun@mail.ncyu.edu.tw>,黃繼仁
<hchiren@mail.ncyu.edu.tw>,何宣甫<hfho@mail.ncyu.edu.tw>,王瑞壎<gloriawang2004@mail.ncyu.edu.tw>,陳珊華
<shanhua@mail.ncyu.edu.tw>,張宇樑<aldychang@mail.ncyu.edu.tw>,葉連祺<yehlc@mail.ncyu.edu.tw> 
Cc:昭如<giee@mail.ncyu.edu.tw>,敏秀<gieapd@mail.ncyu.edu.tw>,貞瑜<educat@mail.ncyu.edu.tw> 
Date: Tue, 28 Sep 2021 14:47:23 
Subject: 110-1-2教育系系務會議，請於9⽉30下午3時前回覆意⾒，謝謝 
各位老師教安：
本次系務會議係林樹聲教授申請111年度特聘教授，依規定需於9⽉底前經系務會議審議通過後，送院教評會審
查，由於時間緊迫及疫情關係，僅以電⼦郵件通訊⽅式召開，議程及附件如附檔，請各位老師表⽰意⾒，並請
於9⽉30⽇（星期四）下午3時前回傳，謝謝各位老師。
提案⼀
案由：林樹聲教授提出111年度特聘教授申請，提請審議。 
說明：依據110年8⽉24⽇⼈事室通知及本校「特聘教授設置要點」辦理，是否同意，提請討論。 
決議選項：
（1）照案通過
（2）修正後照案通過
（3）其他意⾒：      
決議：（1, 2, or 3）： 1          王清思  教授 
國立嘉義⼤學教育學系
（05）2263411  ex.  1811 

Jessica  Ching-Sze  Wang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National  Chiayi  University,  Taiwan 



shumei1967 <shumei1967@mail.ncyu.edu.tw>

來源: shumei1967 <shumei1967@mail.ncyu.edu.tw>
收信: gimse <gimse@mail.ncyu.edu.tw>
⽇期: Tue, 28 Sep 2021 19:27:29

標題:
Re: 110-1-2教育系系務會議，請於9⽉30下午3時前回覆意⾒，
謝謝

照案通過

淑媚
-----Original message----- 
From:gimse<gimse@mail.ncyu.edu.tw> 
To:姚姚老師<rfyau@mail.ncyu.edu.tw>,楊德清老師<dcyang@mail.ncyu.edu.tw>,⼤樹老師
<swtsai@mail.ncyu.edu.tw>,⼩樹老師<lin-s-s@mail.ncyu.edu.tw>,均伊老師<jychen@mail.ncyu.edu.tw>,林志鴻老師
<chuck@mail.ncyu.edu.tw>,林明煌<lin5053@mail.ncyu.edu.tw>,姜得勝<winnerchiang@mail.ncyu.edu.tw>,陳聖謨
<csmo@mail.ncyu.edu.tw>,黃芳銘<fmh@mail.ncyu.edu.tw>,許家驊<jhs@mail.ncyu.edu.tw>,洪如⽟
<hungruyu@mail.ncyu.edu.tw>,陳美瑩<mei-ying.chen@mail.ncyu.edu.tw>,劉文英<wenying_l@yahoo.com>,黃秀文
<euge@mail.ncyu.edu.tw>,張淑媚<shumei1967@mail.ncyu.edu.tw>,王清思<chingsze@mail.ncyu.edu.tw>,陳佳慧
1<chiahuic1225@gmail.com>,陳佳慧2<chiahuic@mail.ncyu.edu.tw>,劉馨珺<hsinchun@mail.ncyu.edu.tw>,黃繼仁
<hchiren@mail.ncyu.edu.tw>,何宣甫<hfho@mail.ncyu.edu.tw>,王瑞壎<gloriawang2004@mail.ncyu.edu.tw>,陳珊華
<shanhua@mail.ncyu.edu.tw>,張宇樑<aldychang@mail.ncyu.edu.tw>,葉連祺<yehlc@mail.ncyu.edu.tw> 
Cc:昭如<giee@mail.ncyu.edu.tw>,敏秀<gieapd@mail.ncyu.edu.tw>,貞瑜<educat@mail.ncyu.edu.tw> 
Date: Tue, 28 Sep 2021 14:47:23 
Subject: 110-1-2教育系系務會議，請於9⽉30下午3時前回覆意⾒，謝謝 
各位老師教安：
本次系務會議係林樹聲教授申請111年度特聘教授，依規定需於9⽉底前經系務會議審議通過後，送院教評會審
查，由於時間緊迫及疫情關係，僅以電⼦郵件通訊⽅式召開，議程及附件如附檔，請各位老師表⽰意⾒，並請
於9⽉30⽇（星期四）下午3時前回傳，謝謝各位老師。
提案⼀
案由：林樹聲教授提出111年度特聘教授申請，提請審議。 
說明：依據110年8⽉24⽇⼈事室通知及本校「特聘教授設置要點」辦理，是否同意，提請討論。 
決議選項：
（1）照案通過
（2）修正後照案通過
（3）其他意⾒：      
決議：（1, 2, or 3）：           



jhs <jhs@mail.ncyu.edu.tw>

來源: jhs <jhs@mail.ncyu.edu.tw>
收信: gimse <gimse@mail.ncyu.edu.tw>
⽇期: Tue, 28 Sep 2021 22:18:43

標題:

侯姐您好：      非常感謝您的通知說明及辛勞協助，個⼈同意
「（1）照案通過」，不好意思辛苦您了，再次非常感謝您的辛
勞協助及⽀持。敬祝⽣活⼯作⼀切順⼼如意！健康平安！
                           許家驊老師  敬謝Re: 110-1-2教育系系務會議，
請於9⽉30下午3時前回覆意⾒，謝謝

侯姐您好：

 

    非常感謝您的通知說明及辛勞協助，個人同意「（1）照案通過」，不好意思辛苦您了，再次非常感謝您的辛
勞協助及支持。敬祝生活工作一切順心如意！健康平安！

 

                          許家驊老師  敬謝

 

-----Original message----- 
From:gimse<gimse@mail.ncyu.edu.tw> 
To:姚姚老師<rfyau@mail.ncyu.edu.tw>,楊德清老師<dcyang@mail.ncyu.edu.tw>,⼤樹老師
<swtsai@mail.ncyu.edu.tw>,⼩樹老師<lin-s-s@mail.ncyu.edu.tw>,均伊老師<jychen@mail.ncyu.edu.tw>,林志鴻老師
<chuck@mail.ncyu.edu.tw>,林明煌<lin5053@mail.ncyu.edu.tw>,姜得勝<winnerchiang@mail.ncyu.edu.tw>,陳聖謨
<csmo@mail.ncyu.edu.tw>,黃芳銘<fmh@mail.ncyu.edu.tw>,許家驊<jhs@mail.ncyu.edu.tw>,洪如⽟
<hungruyu@mail.ncyu.edu.tw>,陳美瑩<mei-ying.chen@mail.ncyu.edu.tw>,劉文英<wenying_l@yahoo.com>,黃秀文
<euge@mail.ncyu.edu.tw>,張淑媚<shumei1967@mail.ncyu.edu.tw>,王清思<chingsze@mail.ncyu.edu.tw>,陳佳慧
1<chiahuic1225@gmail.com>,陳佳慧2<chiahuic@mail.ncyu.edu.tw>,劉馨珺<hsinchun@mail.ncyu.edu.tw>,黃繼仁
<hchiren@mail.ncyu.edu.tw>,何宣甫<hfho@mail.ncyu.edu.tw>,王瑞壎<gloriawang2004@mail.ncyu.edu.tw>,陳珊華
<shanhua@mail.ncyu.edu.tw>,張宇樑<aldychang@mail.ncyu.edu.tw>,葉連祺<yehlc@mail.ncyu.edu.tw> 
Cc:昭如<giee@mail.ncyu.edu.tw>,敏秀<gieapd@mail.ncyu.edu.tw>,貞瑜<educat@mail.ncyu.edu.tw> 
Date: Tue, 28 Sep 2021 14:47:23 
Subject: 110-1-2教育系系務會議，請於9⽉30下午3時前回覆意⾒，謝謝 
各位老師教安：
本次系務會議係林樹聲教授申請111年度特聘教授，依規定需於9⽉底前經系務會議審議通過後，送院教評會審
查，由於時間緊迫及疫情關係，僅以電⼦郵件通訊⽅式召開，議程及附件如附檔，請各位老師表⽰意⾒，並請
於9⽉30⽇（星期四）下午3時前回傳，謝謝各位老師。
提案⼀
案由：林樹聲教授提出111年度特聘教授申請，提請審議。 
說明：依據110年8⽉24⽇⼈事室通知及本校「特聘教授設置要點」辦理，是否同意，提請討論。 
決議選項：
（1）照案通過
（2）修正後照案通過
（3）其他意⾒：      
決議：（1, 2, or 3）：           



shanhua <shanhua@mail.ncyu.edu.tw>

來源: shanhua <shanhua@mail.ncyu.edu.tw>
收信: gimse <gimse@mail.ncyu.edu.tw>
⽇期: Wed, 29 Sep 2021 08:31:16

標題:
Re: 110-1-2教育系系務會議，請於9⽉30下午3時前回覆意⾒，
謝謝

（1）照案通過

陳珊華
國立嘉義大學教育學系教授
教育行政與政策發展碩士班
PhD. Chen, Shan-Hua 
National Chiayi University, Professor

Tel:(+886)5-2263411 ext. 1928 ; 2421 
Fax:(+886)-52260149 
shanhua@mail.ncyu.edu.tw 

-----Original message----- 
From:gimse<gimse@mail.ncyu.edu.tw> 
To:姚姚老師<rfyau@mail.ncyu.edu.tw>,楊德清老師<dcyang@mail.ncyu.edu.tw>,⼤樹老師
<swtsai@mail.ncyu.edu.tw>,⼩樹老師<lin-s-s@mail.ncyu.edu.tw>,均伊老師<jychen@mail.ncyu.edu.tw>,林志鴻老師
<chuck@mail.ncyu.edu.tw>,林明煌<lin5053@mail.ncyu.edu.tw>,姜得勝<winnerchiang@mail.ncyu.edu.tw>,陳聖謨
<csmo@mail.ncyu.edu.tw>,黃芳銘<fmh@mail.ncyu.edu.tw>,許家驊<jhs@mail.ncyu.edu.tw>,洪如⽟
<hungruyu@mail.ncyu.edu.tw>,陳美瑩<mei-ying.chen@mail.ncyu.edu.tw>,劉文英<wenying_l@yahoo.com>,黃秀文
<euge@mail.ncyu.edu.tw>,張淑媚<shumei1967@mail.ncyu.edu.tw>,王清思<chingsze@mail.ncyu.edu.tw>,陳佳慧
1<chiahuic1225@gmail.com>,陳佳慧2<chiahuic@mail.ncyu.edu.tw>,劉馨珺<hsinchun@mail.ncyu.edu.tw>,黃繼仁
<hchiren@mail.ncyu.edu.tw>,何宣甫<hfho@mail.ncyu.edu.tw>,王瑞壎<gloriawang2004@mail.ncyu.edu.tw>,陳珊華
<shanhua@mail.ncyu.edu.tw>,張宇樑<aldychang@mail.ncyu.edu.tw>,葉連祺<yehlc@mail.ncyu.edu.tw> 
Cc:昭如<giee@mail.ncyu.edu.tw>,敏秀<gieapd@mail.ncyu.edu.tw>,貞瑜<educat@mail.ncyu.edu.tw> 
Date: Tue, 28 Sep 2021 14:47:23 
Subject: 110-1-2教育系系務會議，請於9⽉30下午3時前回覆意⾒，謝謝 
各位老師教安：
本次系務會議係林樹聲教授申請111年度特聘教授，依規定需於9⽉底前經系務會議審議通過後，送院教評會審
查，由於時間緊迫及疫情關係，僅以電⼦郵件通訊⽅式召開，議程及附件如附檔，請各位老師表⽰意⾒，並請
於9⽉30⽇（星期四）下午3時前回傳，謝謝各位老師。
提案⼀
案由：林樹聲教授提出111年度特聘教授申請，提請審議。 
說明：依據110年8⽉24⽇⼈事室通知及本校「特聘教授設置要點」辦理，是否同意，提請討論。 
決議選項：
（1）照案通過
（2）修正後照案通過
（3）其他意⾒：      
決議：（1, 2, or 3）：           



winnerchiang <winnerchiang@mail.ncyu.edu.tw>

來源: winnerchiang <winnerchiang@mail.ncyu.edu.tw>
收信: gimse <gimse@mail.ncyu.edu.tw>
⽇期: Tue, 28 Sep 2021 15:13:56

標題:
姜得勝Re: 110-1-2教育系系務會議，請於9⽉30下午3時前回覆
意⾒，謝謝

助教您好：

如果合乎規定，我同意。
敬祝  平安
 

姜得勝  敬上
國立嘉義⼤學教育學系所 

 
 

-----Original message----- 
From:gimse<gimse@mail.ncyu.edu.tw> 
To:姚姚老師<rfyau@mail.ncyu.edu.tw>,楊德清老師<dcyang@mail.ncyu.edu.tw>,⼤樹老師
<swtsai@mail.ncyu.edu.tw>,⼩樹老師<lin-s-s@mail.ncyu.edu.tw>,均伊老師<jychen@mail.ncyu.edu.tw>,林志鴻老師
<chuck@mail.ncyu.edu.tw>,林明煌<lin5053@mail.ncyu.edu.tw>,姜得勝<winnerchiang@mail.ncyu.edu.tw>,陳聖謨
<csmo@mail.ncyu.edu.tw>,黃芳銘<fmh@mail.ncyu.edu.tw>,許家驊<jhs@mail.ncyu.edu.tw>,洪如⽟
<hungruyu@mail.ncyu.edu.tw>,陳美瑩<mei-ying.chen@mail.ncyu.edu.tw>,劉文英<wenying_l@yahoo.com>,黃秀文
<euge@mail.ncyu.edu.tw>,張淑媚<shumei1967@mail.ncyu.edu.tw>,王清思<chingsze@mail.ncyu.edu.tw>,陳佳慧
1<chiahuic1225@gmail.com>,陳佳慧2<chiahuic@mail.ncyu.edu.tw>,劉馨珺<hsinchun@mail.ncyu.edu.tw>,黃繼仁
<hchiren@mail.ncyu.edu.tw>,何宣甫<hfho@mail.ncyu.edu.tw>,王瑞壎<gloriawang2004@mail.ncyu.edu.tw>,陳珊華
<shanhua@mail.ncyu.edu.tw>,張宇樑<aldychang@mail.ncyu.edu.tw>,葉連祺<yehlc@mail.ncyu.edu.tw> 
Cc:昭如<giee@mail.ncyu.edu.tw>,敏秀<gieapd@mail.ncyu.edu.tw>,貞瑜<educat@mail.ncyu.edu.tw> 
Date: Tue, 28 Sep 2021 14:47:23 
Subject: 110-1-2教育系系務會議，請於9⽉30下午3時前回覆意⾒，謝謝 
各位老師教安：
本次系務會議係林樹聲教授申請111年度特聘教授，依規定需於9⽉底前經系務會議審議通過後，送院教評會審
查，由於時間緊迫及疫情關係，僅以電⼦郵件通訊⽅式召開，議程及附件如附檔，請各位老師表⽰意⾒，並請
於9⽉30⽇（星期四）下午3時前回傳，謝謝各位老師。
提案⼀
案由：林樹聲教授提出111年度特聘教授申請，提請審議。 
說明：依據110年8⽉24⽇⼈事室通知及本校「特聘教授設置要點」辦理，是否同意，提請討論。 
決議選項：
（1）照案通過
（2）修正後照案通過
（3）其他意⾒：      
決議：（1, 2, or 3）：           



rfyau <rfyau@mail.ncyu.edu.tw>

來源: rfyau <rfyau@mail.ncyu.edu.tw>
收信: gimse <gimse@mail.ncyu.edu.tw>
⽇期: Tue, 28 Sep 2021 15:26:05

標題:
Re: 110-1-2教育系系務會議，請於9⽉30下午3時前回覆意⾒，
謝謝

姚如芬選(1)照案通過!

-----Original message----- 
From:gimse<gimse@mail.ncyu.edu.tw> 
To:姚姚老師<rfyau@mail.ncyu.edu.tw>,楊德清老師<dcyang@mail.ncyu.edu.tw>,⼤樹老師
<swtsai@mail.ncyu.edu.tw>,⼩樹老師<lin-s-s@mail.ncyu.edu.tw>,均伊老師<jychen@mail.ncyu.edu.tw>,林志鴻老師
<chuck@mail.ncyu.edu.tw>,林明煌<lin5053@mail.ncyu.edu.tw>,姜得勝<winnerchiang@mail.ncyu.edu.tw>,陳聖謨
<csmo@mail.ncyu.edu.tw>,黃芳銘<fmh@mail.ncyu.edu.tw>,許家驊<jhs@mail.ncyu.edu.tw>,洪如⽟
<hungruyu@mail.ncyu.edu.tw>,陳美瑩<mei-ying.chen@mail.ncyu.edu.tw>,劉文英<wenying_l@yahoo.com>,黃秀文
<euge@mail.ncyu.edu.tw>,張淑媚<shumei1967@mail.ncyu.edu.tw>,王清思<chingsze@mail.ncyu.edu.tw>,陳佳慧
1<chiahuic1225@gmail.com>,陳佳慧2<chiahuic@mail.ncyu.edu.tw>,劉馨珺<hsinchun@mail.ncyu.edu.tw>,黃繼仁
<hchiren@mail.ncyu.edu.tw>,何宣甫<hfho@mail.ncyu.edu.tw>,王瑞壎<gloriawang2004@mail.ncyu.edu.tw>,陳珊華
<shanhua@mail.ncyu.edu.tw>,張宇樑<aldychang@mail.ncyu.edu.tw>,葉連祺<yehlc@mail.ncyu.edu.tw> 
Cc:昭如<giee@mail.ncyu.edu.tw>,敏秀<gieapd@mail.ncyu.edu.tw>,貞瑜<educat@mail.ncyu.edu.tw> 
Date: Tue, 28 Sep 2021 14:47:23 
Subject: 110-1-2教育系系務會議，請於9⽉30下午3時前回覆意⾒，謝謝 
各位老師教安：
本次系務會議係林樹聲教授申請111年度特聘教授，依規定需於9⽉底前經系務會議審議通過後，送院教評會審
查，由於時間緊迫及疫情關係，僅以電⼦郵件通訊⽅式召開，議程及附件如附檔，請各位老師表⽰意⾒，並請
於9⽉30⽇（星期四）下午3時前回傳，謝謝各位老師。
提案⼀
案由：林樹聲教授提出111年度特聘教授申請，提請審議。 
說明：依據110年8⽉24⽇⼈事室通知及本校「特聘教授設置要點」辦理，是否同意，提請討論。 
決議選項：
（1）照案通過
（2）修正後照案通過
（3）其他意⾒：      
決議：（1, 2, or 3）：           



fmh <fmh@mail.ncyu.edu.tw>

來源: fmh <fmh@mail.ncyu.edu.tw>
收信: gimse <gimse@mail.ncyu.edu.tw>
⽇期: Wed, 29 Sep 2021 08:43:09

標題:
Re: 110-1-2教育系系務會議，請於9⽉30下午3時前回覆意⾒，
謝謝

-----Original message----- 
From:gimse<gimse@mail.ncyu.edu.tw> 
To:姚姚老師<rfyau@mail.ncyu.edu.tw>,楊德清老師<dcyang@mail.ncyu.edu.tw>,⼤樹老師
<swtsai@mail.ncyu.edu.tw>,⼩樹老師<lin-s-s@mail.ncyu.edu.tw>,均伊老師<jychen@mail.ncyu.edu.tw>,林志鴻老師
<chuck@mail.ncyu.edu.tw>,林明煌<lin5053@mail.ncyu.edu.tw>,姜得勝<winnerchiang@mail.ncyu.edu.tw>,陳聖謨
<csmo@mail.ncyu.edu.tw>,黃芳銘<fmh@mail.ncyu.edu.tw>,許家驊<jhs@mail.ncyu.edu.tw>,洪如⽟
<hungruyu@mail.ncyu.edu.tw>,陳美瑩<mei-ying.chen@mail.ncyu.edu.tw>,劉文英<wenying_l@yahoo.com>,黃秀文
<euge@mail.ncyu.edu.tw>,張淑媚<shumei1967@mail.ncyu.edu.tw>,王清思<chingsze@mail.ncyu.edu.tw>,陳佳慧
1<chiahuic1225@gmail.com>,陳佳慧2<chiahuic@mail.ncyu.edu.tw>,劉馨珺<hsinchun@mail.ncyu.edu.tw>,黃繼仁
<hchiren@mail.ncyu.edu.tw>,何宣甫<hfho@mail.ncyu.edu.tw>,王瑞壎<gloriawang2004@mail.ncyu.edu.tw>,陳珊華
<shanhua@mail.ncyu.edu.tw>,張宇樑<aldychang@mail.ncyu.edu.tw>,葉連祺<yehlc@mail.ncyu.edu.tw> 
Cc:昭如<giee@mail.ncyu.edu.tw>,敏秀<gieapd@mail.ncyu.edu.tw>,貞瑜<educat@mail.ncyu.edu.tw> 
Date: Tue, 28 Sep 2021 14:47:23 
Subject: 110-1-2教育系系務會議，請於9⽉30下午3時前回覆意⾒，謝謝 
各位老師教安：
本次系務會議係林樹聲教授申請111年度特聘教授，依規定需於9⽉底前經系務會議審議通過後，送院教評會審
查，由於時間緊迫及疫情關係，僅以電⼦郵件通訊⽅式召開，議程及附件如附檔，請各位老師表⽰意⾒，並請
於9⽉30⽇（星期四）下午3時前回傳，謝謝各位老師。
提案⼀
案由：林樹聲教授提出111年度特聘教授申請，提請審議。 
說明：依據110年8⽉24⽇⼈事室通知及本校「特聘教授設置要點」辦理，是否同意，提請討論。 
決議選項：
（1）照案通過
（2）修正後照案通過
（3）其他意⾒：      
決議：（1, 2, or 3）：    1       



陳佳慧 <chiahuic1225@gmail.com>

來源: 陳佳慧 <chiahuic1225@gmail.com>
收信: gimse <gimse@mail.ncyu.edu.tw>
⽇期: Tue, 28 Sep 2021 15:28:06

標題:
Re: 110-1-2教育系系務會議，請於9⽉30下午3時前回覆意⾒，
謝謝

1.照案通過

從陳佳慧chiahuic 的 iPhone 傳送

gimse <gimse@mail.ncyu.edu.tw> 於 2021年9⽉28⽇ 下午2:49 寫道： 

各位老師教安：
本次系務會議係林樹聲教授申請111年度特聘教授，依規定需於9⽉底前經系務會議審議通過後，送
院教評會審查，由於時間緊迫及疫情關係，僅以電⼦郵件通訊⽅式召開，議程及附件如附檔，請各
位老師表⽰意⾒，並請於9⽉30⽇（星期四）下午3時前回傳，謝謝各位老師。
提案⼀
案由：林樹聲教授提出111年度特聘教授申請，提請審議。 
說明：依據110年8⽉24⽇⼈事室通知及本校「特聘教授設置要點」辦理，是否同意，提請討論。 
決議選項：
（1）照案通過
（2）修正後照案通過
（3）其他意⾒：      
決議：（1, 2, or 3）：           
<110-1-2教育系系務會議議程及附件.pdf>
<110-1-2佐證資料.pdf>



林志鴻 <chuck@mail.ncyu.edu.tw>

來源: 林志鴻 <chuck@mail.ncyu.edu.tw>
收信: gimse <gimse@mail.ncyu.edu.tw>
⽇期: Wed, 29 Sep 2021 08:14:01

標題:
Re: 110-1-2教育系系務會議，請於9⽉30下午3時前回覆意⾒，
謝謝

1.照案通過

gimse <gimse@mail.ncyu.edu.tw> 於 2021年9⽉28⽇ 週⼆ 14:48 寫道： 
各位老師教安： 
本次系務會議係林樹聲教授申請111年度特聘教授，依規定需於9⽉底前經系務會議審議通過後，送院教評會
審查，由於時間緊迫及疫情關係，僅以電⼦郵件通訊⽅式召開，議程及附件如附檔，請各位老師表⽰意⾒，
並請於9⽉30⽇（星期四）下午3時前回傳，謝謝各位老師。 
提案⼀ 
案由：林樹聲教授提出111年度特聘教授申請，提請審議。 
說明：依據110年8⽉24⽇⼈事室通知及本校「特聘教授設置要點」辦理，是否同意，提請討論。 
決議選項： 
（1）照案通過 
（2）修正後照案通過 
（3）其他意⾒：       
決議：（1, 2, or 3）：           

https://mail.ncyu.edu.tw/cgi-bin/genMail?adr=gimse@mail.ncyu.edu.tw&


jychen <jychen@mail.ncyu.edu.tw>

來源: jychen <jychen@mail.ncyu.edu.tw>
收信: gimse <gimse@mail.ncyu.edu.tw>
⽇期: Wed, 29 Sep 2021 08:28:52

標題:
Re: 110-1-2教育系系務會議，請於9⽉30下午3時前回覆意⾒，
謝謝

（1）照案通過

均伊

-----Original message----- 
From:gimse<gimse@mail.ncyu.edu.tw> 
To:姚姚老師<rfyau@mail.ncyu.edu.tw>,楊德清老師<dcyang@mail.ncyu.edu.tw>,⼤樹老師
<swtsai@mail.ncyu.edu.tw>,⼩樹老師<lin-s-s@mail.ncyu.edu.tw>,均伊老師<jychen@mail.ncyu.edu.tw>,林志鴻老師
<chuck@mail.ncyu.edu.tw>,林明煌<lin5053@mail.ncyu.edu.tw>,姜得勝<winnerchiang@mail.ncyu.edu.tw>,陳聖謨
<csmo@mail.ncyu.edu.tw>,黃芳銘<fmh@mail.ncyu.edu.tw>,許家驊<jhs@mail.ncyu.edu.tw>,洪如⽟
<hungruyu@mail.ncyu.edu.tw>,陳美瑩<mei-ying.chen@mail.ncyu.edu.tw>,劉文英<wenying_l@yahoo.com>,黃秀文
<euge@mail.ncyu.edu.tw>,張淑媚<shumei1967@mail.ncyu.edu.tw>,王清思<chingsze@mail.ncyu.edu.tw>,陳佳慧
1<chiahuic1225@gmail.com>,陳佳慧2<chiahuic@mail.ncyu.edu.tw>,劉馨珺<hsinchun@mail.ncyu.edu.tw>,黃繼仁
<hchiren@mail.ncyu.edu.tw>,何宣甫<hfho@mail.ncyu.edu.tw>,王瑞壎<gloriawang2004@mail.ncyu.edu.tw>,陳珊華
<shanhua@mail.ncyu.edu.tw>,張宇樑<aldychang@mail.ncyu.edu.tw>,葉連祺<yehlc@mail.ncyu.edu.tw> 
Cc:昭如<giee@mail.ncyu.edu.tw>,敏秀<gieapd@mail.ncyu.edu.tw>,貞瑜<educat@mail.ncyu.edu.tw> 
Date: Tue, 28 Sep 2021 14:47:23 
Subject: 110-1-2教育系系務會議，請於9⽉30下午3時前回覆意⾒，謝謝 
各位老師教安：
本次系務會議係林樹聲教授申請111年度特聘教授，依規定需於9⽉底前經系務會議審議通過後，送院教評會審
查，由於時間緊迫及疫情關係，僅以電⼦郵件通訊⽅式召開，議程及附件如附檔，請各位老師表⽰意⾒，並請
於9⽉30⽇（星期四）下午3時前回傳，謝謝各位老師。
提案⼀
案由：林樹聲教授提出111年度特聘教授申請，提請審議。 
說明：依據110年8⽉24⽇⼈事室通知及本校「特聘教授設置要點」辦理，是否同意，提請討論。 
決議選項：
（1）照案通過
（2）修正後照案通過
（3）其他意⾒：      
決議：（1, 2, or 3）：           



Aldy Chang <aldychang@mail.ncyu.edu.tw>

來源: Aldy Chang <aldychang@mail.ncyu.edu.tw>
收信: gimse <gimse@mail.ncyu.edu.tw>
⽇期: Tue, 28 Sep 2021 15:19:36

標題:
Re: 110-1-2教育系系務會議，請於9⽉30下午3時前回覆意⾒，
謝謝

（1）照案通過

宇樑
9-28-21

張宇樑, Ph.D. 
教授, 教育⾏政與政策發展研究所, 國立嘉義⼤學
訪問學者, 教育學院, 美國加州⼤學柏克萊分校
校址: 621嘉義縣⺠雄鄉文隆村85號 教政所 
電話: 0919515826; 05-2263411 #2421 
Email: aldychang@mail.ncyu.edu.tw or aldy.chang@msa.hinet.net 
-----Original message----- 
From:gimse<gimse@mail.ncyu.edu.tw> 
To:姚姚老師<rfyau@mail.ncyu.edu.tw>,楊德清老師<dcyang@mail.ncyu.edu.tw>,⼤樹老師
<swtsai@mail.ncyu.edu.tw>,⼩樹老師<lin-s-s@mail.ncyu.edu.tw>,均伊老師<jychen@mail.ncyu.edu.tw>,林志鴻老師
<chuck@mail.ncyu.edu.tw>,林明煌<lin5053@mail.ncyu.edu.tw>,姜得勝<winnerchiang@mail.ncyu.edu.tw>,陳聖謨
<csmo@mail.ncyu.edu.tw>,黃芳銘<fmh@mail.ncyu.edu.tw>,許家驊<jhs@mail.ncyu.edu.tw>,洪如⽟
<hungruyu@mail.ncyu.edu.tw>,陳美瑩<mei-ying.chen@mail.ncyu.edu.tw>,劉文英<wenying_l@yahoo.com>,黃秀文
<euge@mail.ncyu.edu.tw>,張淑媚<shumei1967@mail.ncyu.edu.tw>,王清思<chingsze@mail.ncyu.edu.tw>,陳佳慧
1<chiahuic1225@gmail.com>,陳佳慧2<chiahuic@mail.ncyu.edu.tw>,劉馨珺<hsinchun@mail.ncyu.edu.tw>,黃繼仁
<hchiren@mail.ncyu.edu.tw>,何宣甫<hfho@mail.ncyu.edu.tw>,王瑞壎<gloriawang2004@mail.ncyu.edu.tw>,陳珊華
<shanhua@mail.ncyu.edu.tw>,張宇樑<aldychang@mail.ncyu.edu.tw>,葉連祺<yehlc@mail.ncyu.edu.tw> 
Cc:昭如<giee@mail.ncyu.edu.tw>,敏秀<gieapd@mail.ncyu.edu.tw>,貞瑜<educat@mail.ncyu.edu.tw> 
Date: Tue, 28 Sep 2021 14:47:23 
Subject: 110-1-2教育系系務會議，請於9⽉30下午3時前回覆意⾒，謝謝 
各位老師教安：
本次系務會議係林樹聲教授申請111年度特聘教授，依規定需於9⽉底前經系務會議審議通過後，送院教評會審
查，由於時間緊迫及疫情關係，僅以電⼦郵件通訊⽅式召開，議程及附件如附檔，請各位老師表⽰意⾒，並請
於9⽉30⽇（星期四）下午3時前回傳，謝謝各位老師。
提案⼀
案由：林樹聲教授提出111年度特聘教授申請，提請審議。 
說明：依據110年8⽉24⽇⼈事室通知及本校「特聘教授設置要點」辦理，是否同意，提請討論。 
決議選項：
（1）照案通過
（2）修正後照案通過
（3）其他意⾒：      
決議：（1, 2, or 3）：           



hungruyu <hungruyu@mail.ncyu.edu.tw>

來源: hungruyu <hungruyu@mail.ncyu.edu.tw>
收信: gimse <gimse@mail.ncyu.edu.tw>
⽇期: Tue, 28 Sep 2021 15:51:38

標題:
Re: 110-1-2教育系系務會議，請於9⽉30下午3時前回覆意⾒，
謝謝

同意~~~

洪老師上
Ruyu HUNG, Ph.D / Distinguished Professor in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 orcid.org/0000-0002-8583-8456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 National Chiayi University, Taiwan / Tel (O): +886-5-2263411-1801  /  
Personal Website: https://sites.google.com/view/ruyu-hung/
Recent PUBLICATIONS 
Cultivation of self in East Asian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2019, Routledge) 
The Confucian Concept of Learning (2018, Routledge)
A kaleidoscopic View of Chinese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2018, Routledge)
**2019 PESA Book Award 
Education between speech and writing: Crossing the boundaries of Dao and deconstruction (2018, Routledge) 

-----Original message----- 
From:gimse<gimse@mail.ncyu.edu.tw> 
To:姚姚老師<rfyau@mail.ncyu.edu.tw>,楊德清老師<dcyang@mail.ncyu.edu.tw>,⼤樹老師
<swtsai@mail.ncyu.edu.tw>,⼩樹老師<lin-s-s@mail.ncyu.edu.tw>,均伊老師<jychen@mail.ncyu.edu.tw>,林志鴻老師
<chuck@mail.ncyu.edu.tw>,林明煌<lin5053@mail.ncyu.edu.tw>,姜得勝<winnerchiang@mail.ncyu.edu.tw>,陳聖謨
<csmo@mail.ncyu.edu.tw>,黃芳銘<fmh@mail.ncyu.edu.tw>,許家驊<jhs@mail.ncyu.edu.tw>,洪如⽟
<hungruyu@mail.ncyu.edu.tw>,陳美瑩<mei-ying.chen@mail.ncyu.edu.tw>,劉文英<wenying_l@yahoo.com>,黃秀文
<euge@mail.ncyu.edu.tw>,張淑媚<shumei1967@mail.ncyu.edu.tw>,王清思<chingsze@mail.ncyu.edu.tw>,陳佳慧
1<chiahuic1225@gmail.com>,陳佳慧2<chiahuic@mail.ncyu.edu.tw>,劉馨珺<hsinchun@mail.ncyu.edu.tw>,黃繼仁
<hchiren@mail.ncyu.edu.tw>,何宣甫<hfho@mail.ncyu.edu.tw>,王瑞壎<gloriawang2004@mail.ncyu.edu.tw>,陳珊華
<shanhua@mail.ncyu.edu.tw>,張宇樑<aldychang@mail.ncyu.edu.tw>,葉連祺<yehlc@mail.ncyu.edu.tw> 
Cc:昭如<giee@mail.ncyu.edu.tw>,敏秀<gieapd@mail.ncyu.edu.tw>,貞瑜<educat@mail.ncyu.edu.tw> 
Date: Tue, 28 Sep 2021 14:47:23 
Subject: 110-1-2教育系系務會議，請於9⽉30下午3時前回覆意⾒，謝謝 
各位老師教安：
本次系務會議係林樹聲教授申請111年度特聘教授，依規定需於9⽉底前經系務會議審議通過後，送院教評會審
查，由於時間緊迫及疫情關係，僅以電⼦郵件通訊⽅式召開，議程及附件如附檔，請各位老師表⽰意⾒，並請
於9⽉30⽇（星期四）下午3時前回傳，謝謝各位老師。
提案⼀
案由：林樹聲教授提出111年度特聘教授申請，提請審議。 
說明：依據110年8⽉24⽇⼈事室通知及本校「特聘教授設置要點」辦理，是否同意，提請討論。 
決議選項：
（1）照案通過
（2）修正後照案通過
（3）其他意⾒：      
決議：（1, 2, or 3）：           

https://sites.google.com/view/ruyu-hung/
https://www.routledge.com/Cultivation-of-Self-in-East-Asian-Philosophy-of-Education-1st-Edition/Hung/p/book/9780367359348
https://www.routledge.com/The-Confucian-Concept-of-Learning-Revisited-for-East-Asian-Humanistic/Kwak-Kato-Hung/p/book/9781138489196
https://www.routledge.com/A-Kaleidoscopic-View-of-Chinese-Philosophy-of-Education/Hung/p/book/9781138489288
file:///C:/Users/user/Downloads/9781315727509_googlepreview%20(3).pdf


wen-ying Liou <wenying_l@yahoo.com>

來源: wen-ying Liou <wenying_l@yahoo.com>
收信: gimse <gimse@mail.ncyu.edu.tw>
⽇期: Tue, 28 Sep 2021 15:24:24

標題:
Re: 110-1-2教育系系務會議，請於9⽉30下午3時前回覆意⾒，
謝謝

您好，
針對提案⼀本⼈投同意票。
謝謝
教育系劉文英

在 2021年9⽉28⽇ 星期⼆ 下午02:48:09 [GMT+8]， gimse<gimse@mail.ncyu.edu.tw> 寫道：

各位老師教安：
本次系務會議係林樹聲教授申請111年度特聘教授，依規定需於9⽉底前經系務會議審議通過後，送院教評會審查，由於時間緊迫及疫情
關係，僅以電⼦郵件通訊⽅式召開，議程及附件如附檔，請各位老師表⽰意⾒，並請於9⽉30⽇（星期四）下午3時前回傳，謝謝各位老
師。
提案⼀
案由：林樹聲教授提出111年度特聘教授申請，提請審議。 
說明：依據110年8⽉24⽇⼈事室通知及本校「特聘教授設置要點」辦理，是否同意，提請討論。 
決議選項：
（1）照案通過 
（2）修正後照案通過 
（3）其他意⾒：       
決議：（1, 2, or 3）：           



swtsai <swtsai@mail.ncyu.edu.tw>

來源: swtsai <swtsai@mail.ncyu.edu.tw>
收信: gimse <gimse@mail.ncyu.edu.tw>
⽇期: Tue, 28 Sep 2021 21:07:19

標題:
Re: 110-1-2教育系系務會議，請於9⽉30下午3時前回覆意⾒，
謝謝

決議選項：
（1）照案通過
（2）修正後照案通過
（3）其他意⾒：      
決議：（1, 2, or 3）：   （1）        

-----Original message----- 
From:gimse<gimse@mail.ncyu.edu.tw> 
To:姚姚老師<rfyau@mail.ncyu.edu.tw>,楊德清老師<dcyang@mail.ncyu.edu.tw>,⼤樹老師
<swtsai@mail.ncyu.edu.tw>,⼩樹老師<lin-s-s@mail.ncyu.edu.tw>,均伊老師<jychen@mail.ncyu.edu.tw>,林志鴻老師
<chuck@mail.ncyu.edu.tw>,林明煌<lin5053@mail.ncyu.edu.tw>,姜得勝<winnerchiang@mail.ncyu.edu.tw>,陳聖謨
<csmo@mail.ncyu.edu.tw>,黃芳銘<fmh@mail.ncyu.edu.tw>,許家驊<jhs@mail.ncyu.edu.tw>,洪如⽟
<hungruyu@mail.ncyu.edu.tw>,陳美瑩<mei-ying.chen@mail.ncyu.edu.tw>,劉文英<wenying_l@yahoo.com>,黃秀文
<euge@mail.ncyu.edu.tw>,張淑媚<shumei1967@mail.ncyu.edu.tw>,王清思<chingsze@mail.ncyu.edu.tw>,陳佳慧
1<chiahuic1225@gmail.com>,陳佳慧2<chiahuic@mail.ncyu.edu.tw>,劉馨珺<hsinchun@mail.ncyu.edu.tw>,黃繼仁
<hchiren@mail.ncyu.edu.tw>,何宣甫<hfho@mail.ncyu.edu.tw>,王瑞壎<gloriawang2004@mail.ncyu.edu.tw>,陳珊華
<shanhua@mail.ncyu.edu.tw>,張宇樑<aldychang@mail.ncyu.edu.tw>,葉連祺<yehlc@mail.ncyu.edu.tw> 
Cc:昭如<giee@mail.ncyu.edu.tw>,敏秀<gieapd@mail.ncyu.edu.tw>,貞瑜<educat@mail.ncyu.edu.tw> 
Date: Tue, 28 Sep 2021 14:47:23 
Subject: 110-1-2教育系系務會議，請於9⽉30下午3時前回覆意⾒，謝謝 
各位老師教安：
本次系務會議係林樹聲教授申請111年度特聘教授，依規定需於9⽉底前經系務會議審議通過後，送院教評會審
查，由於時間緊迫及疫情關係，僅以電⼦郵件通訊⽅式召開，議程及附件如附檔，請各位老師表⽰意⾒，並請
於9⽉30⽇（星期四）下午3時前回傳，謝謝各位老師。
提案⼀
案由：林樹聲教授提出111年度特聘教授申請，提請審議。 
說明：依據110年8⽉24⽇⼈事室通知及本校「特聘教授設置要點」辦理，是否同意，提請討論。 
決議選項：
（1）照案通過
（2）修正後照案通過
（3）其他意⾒：      
決議：（1, 2, or 3）：           



hchiren <hchiren@mail.ncyu.edu.tw>

來源: hchiren <hchiren@mail.ncyu.edu.tw>
收信: gimse <gimse@mail.ncyu.edu.tw>
⽇期: Tue, 28 Sep 2021 15:01:07

標題:
Re: 110-1-2教育系系務會議，請於9⽉30下午3時前回覆意⾒，
謝謝

敬啟者：
    (1)照案通過。
                     黃繼仁
-----Original message----- 
From:gimse<gimse@mail.ncyu.edu.tw> 
To:姚姚老師<rfyau@mail.ncyu.edu.tw>,楊德清老師<dcyang@mail.ncyu.edu.tw>,⼤樹老師
<swtsai@mail.ncyu.edu.tw>,⼩樹老師<lin-s-s@mail.ncyu.edu.tw>,均伊老師<jychen@mail.ncyu.edu.tw>,林志鴻老師
<chuck@mail.ncyu.edu.tw>,林明煌<lin5053@mail.ncyu.edu.tw>,姜得勝<winnerchiang@mail.ncyu.edu.tw>,陳聖謨
<csmo@mail.ncyu.edu.tw>,黃芳銘<fmh@mail.ncyu.edu.tw>,許家驊<jhs@mail.ncyu.edu.tw>,洪如⽟
<hungruyu@mail.ncyu.edu.tw>,陳美瑩<mei-ying.chen@mail.ncyu.edu.tw>,劉文英<wenying_l@yahoo.com>,黃秀文
<euge@mail.ncyu.edu.tw>,張淑媚<shumei1967@mail.ncyu.edu.tw>,王清思<chingsze@mail.ncyu.edu.tw>,陳佳慧
1<chiahuic1225@gmail.com>,陳佳慧2<chiahuic@mail.ncyu.edu.tw>,劉馨珺<hsinchun@mail.ncyu.edu.tw>,黃繼仁
<hchiren@mail.ncyu.edu.tw>,何宣甫<hfho@mail.ncyu.edu.tw>,王瑞壎<gloriawang2004@mail.ncyu.edu.tw>,陳珊華
<shanhua@mail.ncyu.edu.tw>,張宇樑<aldychang@mail.ncyu.edu.tw>,葉連祺<yehlc@mail.ncyu.edu.tw> 
Cc:昭如<giee@mail.ncyu.edu.tw>,敏秀<gieapd@mail.ncyu.edu.tw>,貞瑜<educat@mail.ncyu.edu.tw> 
Date: Tue, 28 Sep 2021 14:47:23 
Subject: 110-1-2教育系系務會議，請於9⽉30下午3時前回覆意⾒，謝謝 
各位老師教安：
本次系務會議係林樹聲教授申請111年度特聘教授，依規定需於9⽉底前經系務會議審議通過後，送院教評會審
查，由於時間緊迫及疫情關係，僅以電⼦郵件通訊⽅式召開，議程及附件如附檔，請各位老師表⽰意⾒，並請
於9⽉30⽇（星期四）下午3時前回傳，謝謝各位老師。
提案⼀
案由：林樹聲教授提出111年度特聘教授申請，提請審議。 
說明：依據110年8⽉24⽇⼈事室通知及本校「特聘教授設置要點」辦理，是否同意，提請討論。 
決議選項：
（1）照案通過
（2）修正後照案通過
（3）其他意⾒：      
決議：（1, 2, or 3）：           
國立嘉義⼤學教育學系
黃繼仁
052263411#1828



Hsin-Chun Liu <hsinchun@mail.ncyu.edu.tw>

來源: Hsin-Chun Liu <hsinchun@mail.ncyu.edu.tw>
收信: gimse <gimse@mail.ncyu.edu.tw>
⽇期: Tue, 28 Sep 2021 15:12:36

標題:
Re: 110-1-2教育系系務會議，請於9⽉30下午3時前回覆意⾒，
謝謝

敬啟者
本⼈敬表同意（1）照案通過
劉馨珺敬上
-----Original message----- 
From:gimse<gimse@mail.ncyu.edu.tw> 
To:姚姚老師<rfyau@mail.ncyu.edu.tw>,楊德清老師<dcyang@mail.ncyu.edu.tw>,⼤樹老師
<swtsai@mail.ncyu.edu.tw>,⼩樹老師<lin-s-s@mail.ncyu.edu.tw>,均伊老師<jychen@mail.ncyu.edu.tw>,林志鴻老師
<chuck@mail.ncyu.edu.tw>,林明煌<lin5053@mail.ncyu.edu.tw>,姜得勝<winnerchiang@mail.ncyu.edu.tw>,陳聖謨
<csmo@mail.ncyu.edu.tw>,黃芳銘<fmh@mail.ncyu.edu.tw>,許家驊<jhs@mail.ncyu.edu.tw>,洪如⽟
<hungruyu@mail.ncyu.edu.tw>,陳美瑩<mei-ying.chen@mail.ncyu.edu.tw>,劉文英<wenying_l@yahoo.com>,黃秀文
<euge@mail.ncyu.edu.tw>,張淑媚<shumei1967@mail.ncyu.edu.tw>,王清思<chingsze@mail.ncyu.edu.tw>,陳佳慧
1<chiahuic1225@gmail.com>,陳佳慧2<chiahuic@mail.ncyu.edu.tw>,劉馨珺<hsinchun@mail.ncyu.edu.tw>,黃繼仁
<hchiren@mail.ncyu.edu.tw>,何宣甫<hfho@mail.ncyu.edu.tw>,王瑞壎<gloriawang2004@mail.ncyu.edu.tw>,陳珊華
<shanhua@mail.ncyu.edu.tw>,張宇樑<aldychang@mail.ncyu.edu.tw>,葉連祺<yehlc@mail.ncyu.edu.tw> 
Cc:昭如<giee@mail.ncyu.edu.tw>,敏秀<gieapd@mail.ncyu.edu.tw>,貞瑜<educat@mail.ncyu.edu.tw> 
Date: Tue, 28 Sep 2021 14:47:23 
Subject: 110-1-2教育系系務會議，請於9⽉30下午3時前回覆意⾒，謝謝 
各位老師教安：
本次系務會議係林樹聲教授申請111年度特聘教授，依規定需於9⽉底前經系務會議審議通過後，送院教評會審
查，由於時間緊迫及疫情關係，僅以電⼦郵件通訊⽅式召開，議程及附件如附檔，請各位老師表⽰意⾒，並請
於9⽉30⽇（星期四）下午3時前回傳，謝謝各位老師。
提案⼀
案由：林樹聲教授提出111年度特聘教授申請，提請審議。 
說明：依據110年8⽉24⽇⼈事室通知及本校「特聘教授設置要點」辦理，是否同意，提請討論。 
決議選項：
（1）照案通過
（2）修正後照案通過
（3）其他意⾒：      
決議：（1, 2, or 3）：           



yehlc <yehlc@mail.ncyu.edu.tw>

來源: yehlc <yehlc@mail.ncyu.edu.tw>
收信: gimse <gimse@mail.ncyu.edu.tw>
⽇期: Wed, 29 Sep 2021 10:01:08

標題:
Re: 110-1-2教育系系務會議，請於9⽉30下午3時前回覆意⾒，
謝謝

敬啟者:
  同意,照案通過
葉連祺敬啟

-----Original message----- 

Date: Tue, 28 Sep 2021 14:47:23 
Subject: 110-1-2教育系系務會議，請於9⽉30下午3時前回覆意⾒，謝謝 
各位老師教安：
本次系務會議係林樹聲教授申請111年度特聘教授，依規定需於9⽉底前經系務會議審議通過後，送
院教評會審查，由於時間緊迫及疫情關係，僅以電⼦郵件通訊⽅式召開，議程及附件如附檔，請各
位老師表⽰意⾒，並請於9⽉30⽇（星期四）下午3時前回傳，謝謝各位老師。
提案⼀
案由：林樹聲教授提出111年度特聘教授申請，提請審議。 
說明：依據110年8⽉24⽇⼈事室通知及本校「特聘教授設置要點」辦理，是否同意，提請討論。 
決議選項：
（1）照案通過
（2）修正後照案通過
（3）其他意⾒：      
決議：（1, 2, or 3）：           



euge <euge@mail.ncyu.edu.tw>

來源: euge <euge@mail.ncyu.edu.tw>
收信: gimse <gimse@mail.ncyu.edu.tw>
⽇期: Wed, 29 Sep 2021 16:15:52

標題:
Re: 110-1-2教育系系務會議，請於9⽉30下午3時前回覆意⾒，
謝謝

(1)照案通過

黃秀文

-----Original message----- 
From:gimse<gimse@mail.ncyu.edu.tw> 
To:姚姚老師<rfyau@mail.ncyu.edu.tw>,楊德清老師<dcyang@mail.ncyu.edu.tw>,⼤樹老師
<swtsai@mail.ncyu.edu.tw>,⼩樹老師<lin-s-s@mail.ncyu.edu.tw>,均伊老師<jychen@mail.ncyu.edu.tw>,林志鴻老師
<chuck@mail.ncyu.edu.tw>,林明煌<lin5053@mail.ncyu.edu.tw>,姜得勝<winnerchiang@mail.ncyu.edu.tw>,陳聖謨
<csmo@mail.ncyu.edu.tw>,黃芳銘<fmh@mail.ncyu.edu.tw>,許家驊<jhs@mail.ncyu.edu.tw>,洪如⽟
<hungruyu@mail.ncyu.edu.tw>,陳美瑩<mei-ying.chen@mail.ncyu.edu.tw>,劉文英<wenying_l@yahoo.com>,黃秀文
<euge@mail.ncyu.edu.tw>,張淑媚<shumei1967@mail.ncyu.edu.tw>,王清思<chingsze@mail.ncyu.edu.tw>,陳佳慧
1<chiahuic1225@gmail.com>,陳佳慧2<chiahuic@mail.ncyu.edu.tw>,劉馨珺<hsinchun@mail.ncyu.edu.tw>,黃繼仁
<hchiren@mail.ncyu.edu.tw>,何宣甫<hfho@mail.ncyu.edu.tw>,王瑞壎<gloriawang2004@mail.ncyu.edu.tw>,陳珊華
<shanhua@mail.ncyu.edu.tw>,張宇樑<aldychang@mail.ncyu.edu.tw>,葉連祺<yehlc@mail.ncyu.edu.tw> 
Cc:昭如<giee@mail.ncyu.edu.tw>,敏秀<gieapd@mail.ncyu.edu.tw>,貞瑜<educat@mail.ncyu.edu.tw> 
Date: Tue, 28 Sep 2021 14:47:23 
Subject: 110-1-2教育系系務會議，請於9⽉30下午3時前回覆意⾒，謝謝 
各位老師教安：
本次系務會議係林樹聲教授申請111年度特聘教授，依規定需於9⽉底前經系務會議審議通過後，送院教評會審
查，由於時間緊迫及疫情關係，僅以電⼦郵件通訊⽅式召開，議程及附件如附檔，請各位老師表⽰意⾒，並請
於9⽉30⽇（星期四）下午3時前回傳，謝謝各位老師。
提案⼀
案由：林樹聲教授提出111年度特聘教授申請，提請審議。 
說明：依據110年8⽉24⽇⼈事室通知及本校「特聘教授設置要點」辦理，是否同意，提請討論。 
決議選項：
（1）照案通過
（2）修正後照案通過
（3）其他意⾒：      
決議：（1, 2, or 3）：           



hfho <hfho@mail.ncyu.edu.tw>

來源: hfho <hfho@mail.ncyu.edu.tw>
收信: gimse <gimse@mail.ncyu.edu.tw>
⽇期: Thu, 30 Sep 2021 12:13:01

標題:
Re: 110-1-2教育系系務會議，請於9⽉30下午3時前回覆意⾒，
謝謝

1 照案通過

宣甫
-----Original message----- 
From:gimse<gimse@mail.ncyu.edu.tw> 
To:姚姚老師<rfyau@mail.ncyu.edu.tw>,楊德清老師<dcyang@mail.ncyu.edu.tw>,⼤樹老師
<swtsai@mail.ncyu.edu.tw>,⼩樹老師<lin-s-s@mail.ncyu.edu.tw>,均伊老師<jychen@mail.ncyu.edu.tw>,林志鴻老師
<chuck@mail.ncyu.edu.tw>,林明煌<lin5053@mail.ncyu.edu.tw>,姜得勝<winnerchiang@mail.ncyu.edu.tw>,陳聖謨
<csmo@mail.ncyu.edu.tw>,黃芳銘<fmh@mail.ncyu.edu.tw>,許家驊<jhs@mail.ncyu.edu.tw>,洪如⽟
<hungruyu@mail.ncyu.edu.tw>,陳美瑩<mei-ying.chen@mail.ncyu.edu.tw>,劉文英<wenying_l@yahoo.com>,黃秀文
<euge@mail.ncyu.edu.tw>,張淑媚<shumei1967@mail.ncyu.edu.tw>,王清思<chingsze@mail.ncyu.edu.tw>,陳佳慧
1<chiahuic1225@gmail.com>,陳佳慧2<chiahuic@mail.ncyu.edu.tw>,劉馨珺<hsinchun@mail.ncyu.edu.tw>,黃繼仁
<hchiren@mail.ncyu.edu.tw>,何宣甫<hfho@mail.ncyu.edu.tw>,王瑞壎<gloriawang2004@mail.ncyu.edu.tw>,陳珊華
<shanhua@mail.ncyu.edu.tw>,張宇樑<aldychang@mail.ncyu.edu.tw>,葉連祺<yehlc@mail.ncyu.edu.tw> 
Cc:昭如<giee@mail.ncyu.edu.tw>,敏秀<gieapd@mail.ncyu.edu.tw>,貞瑜<educat@mail.ncyu.edu.tw> 
Date: Tue, 28 Sep 2021 14:47:23 
Subject: 110-1-2教育系系務會議，請於9⽉30下午3時前回覆意⾒，謝謝 
各位老師教安：
本次系務會議係林樹聲教授申請111年度特聘教授，依規定需於9⽉底前經系務會議審議通過後，送院教評會審
查，由於時間緊迫及疫情關係，僅以電⼦郵件通訊⽅式召開，議程及附件如附檔，請各位老師表⽰意⾒，並請
於9⽉30⽇（星期四）下午3時前回傳，謝謝各位老師。
提案⼀
案由：林樹聲教授提出111年度特聘教授申請，提請審議。 
說明：依據110年8⽉24⽇⼈事室通知及本校「特聘教授設置要點」辦理，是否同意，提請討論。 
決議選項：
（1）照案通過
（2）修正後照案通過
（3）其他意⾒：      
決議：（1, 2, or 3）：           



國立嘉義大學　函

 

地址：600355嘉義市鹿寮里學府路300號

承辦人：高嘉敏

電話：2717192

傳真：2717195

電 子 信 箱

：Kaojiamin1117@mail.ncyu.edu.tw
 

受文者：如正副本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0年8月24日

發文字號：嘉大人字第1109003796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主旨：有關本校111年度特聘教授聘任事宜，請依說明事項辦 理
，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本校特聘教授設置要點及本校109年9月8日109學年度

第1次校教評會決議辦理。
二、依據本校特聘教授設置要點規定略以：
(一)第4點：
１、聘任作業：本校特聘教授及終身特聘教授聘任，每年

九月底前由系（所、中心）務會議通過推薦，送請各
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辦理初審；師資培育中心及語言
中心分別由師範學院及人文藝術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
辦理初審。各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於每年十月底前將
推薦人選及佐證資料送本校特聘教授評審委員會審議
，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自翌年一月一日起聘，並
於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報告。

２、特聘教授及終身特聘教授推薦人選之學經歷及著作目
錄(科技部專題計畫表C301及C302)、重要論著、發表
論文之績效(例如論文被引用數等) 、具體教學、學
術研究及服務成就證明、計畫經費核定清單和其他相
關證明文件，應先送相關單位審查再循序提送院教師
評審委員會及本校特聘教授評審委員會審議。

３、推薦名額：各系(所、中心)每四名教授以推薦一人為
原則；推薦人數不足一人者，得推薦一人，超過一人
者，餘數採四捨五入計算。各學院特聘教授名額，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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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號：

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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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每年八月一日編制內專任教授為基準，每滿教授十
人得推薦一人，餘數進一；教授未滿十人之學院得推
薦一人。終身特聘教授不占各學院名額。

(二)第7點：績效報告審議未通過者，不得於任期屆滿之次
日起一年內獲聘為特聘教授或終身特聘教授。

(三)第10點：各學院應自訂特聘教授教學、研究、服務各面
向績效之聘任標準及審議作業規定，經院教師評審委員
會審議通過，依行政程序簽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三、另辦理推薦作業時，請遵循本校109年4月9日109學年度第
5次校教評會提案四決議意旨審議，摘述如下：各學院推
薦特聘教授時，應評估被推薦人之執行績效比前次任期有
更好表現，對系、院之具體貢獻；推薦終身特聘教授時
，應評估被推薦人對系、院、校之具體貢獻。

四、綜上，請各系（所、中心）將推薦人選資料先送相關單位
審查，於本（110）年9月底前送各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
，並請各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於10月底將推薦人選（含相
關佐證資料）送本校人事室提本校特聘教授評審委員會審
議。各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就推薦人選是否符合各學院自
訂之特聘教授教學、研究、服務各面向績效之聘任標準應
具體審查，上述各面向績效之審查結果請列表詳載（如特
聘教授推薦相關評分表），俾作為本校特聘教授評審委員
會審議之佐證資料。

 

正本：本校各學院、各學系(所)(含學位學程)、師資培育中心、語言中心

副本：本校教務處、研究發展處、人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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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特聘教授設置要點 

 中華民國 99年 10月 19日 99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全文 12條 

中華民國 100年 6月 21日 99學年度第 2學期第 3次校務會議修正全文 11條 

中華民國 105年 3月 15日 104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5年 12月 20日 105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6年 6月 13日 105學年度第 2學期第 3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7年 10月 16日 107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7年 10月 16日 107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9年 6月 9日 108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 國立嘉義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勵教師增進教學、研究及服務之績效，提昇

學術競爭力，依據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行政院延攬及留住大

專校院特殊優秀人才實施彈性薪資方案訂定本要點。 

二、 本要點所需經費由本校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教育部相關補助計畫及科技部行政院

國家科學技術發展基金經費支應。 

三、 本校編制內專任教授在本校擔任教授年資滿三年以上，推薦當學期之前三個學年

度教學評量平均成績須至少達所屬學系（所、中心、學位學程）平均值減零點六個

標準差之數值，並符合下列資格之一者，得聘為特聘教授： 

（一）最近五年曾獲一次科技部傑出研究獎，且五年內有傑出表現者。 

（二）最近五年曾獲「國家文藝獎」或「行政院文化獎」或「吳三連獎」者，且

五年內有傑出表現者。 

（三）最近十年獲科技部計畫主持費單件每月一萬元以上之計畫，累積八件以

上，且五年內有傑出表現者。 

（四）最近五年獲本校教學績優教師獎二次以上，且五年內有傑出表現者。  

（五）最近五年曾依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執行產學合作計畫及政府科

研補助或委託辦理計畫之補助案金額累計達新臺幣二千萬元以上並擔任主

持人(不含共同或協同主持人)，且五年內有傑出表現者。  

前項研究、教學及服務之成績均計算至申請當年度十二月底，且校外資歷可併

入計算；如屬計畫性質者，計畫應執行完畢，始得採計。 

第一項各款有關傑出表現之評量標準，由各學院依其特性訂定傑出表現評量標

準(例如:高引用論文、五年內學術期刊論文、國際期刊等級之專書、專書章節、

著作、專利、新品種、創作作品或展演場所等其它傑出表現)，並提送校教師評

審委員會審查。 

本校特聘教授每一任期為二年，連續任滿三任，於翌年再獲聘任者，聘為終身特

聘教授。 

四、 聘任作業及推薦名額： 

（一）聘任作業：本校特聘教授及終身特聘教授聘任，每年九月底前由系（所、

中心）務會議通過推薦，送請各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辦理初審；師資培育

中心及語言中心分別由師範學院及人文藝術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辦理初

審。各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於每年十月底前將推薦人選及佐證資料送本校

特聘教授評審委員會審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自翌年一月一日起

聘，並於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報告。 

特聘教授及終身特聘教授推薦人選之學經歷及著作目錄(科技部專題計畫

表 C301及 C302)、重要論著、發表論文之績效(例如論文被引用數等) 、具

體教學、學術研究及服務成就證明、計畫經費核定清單和其他相關證明文

件，應先送相關單位審查（特聘教授推薦表如附表一；終身特聘教授推薦表

如附表二）再循序提送院教師評審委員會及本校特聘教授評審委員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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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薦名額：各系(所、中心)每四名教授以推薦一人為原則；推薦人數不足

一人者，得推薦一人，超過一人者，餘數採四捨五入計算。各學院特聘教

授名額，按其每年八月一日編制內專任教授為基準，每滿教授十人得推薦

一人，餘數進一；教授未滿十人之學院得推薦一人。終身特聘教授不占各

學院名額。 

五、 本校特聘教授評審委員會置委員十一人至十五人，由副校長、教務長、研發長、

各學院院長及校長遴聘校內外學者專家組成，由副校長兼校教評會主席擔任召集

人。 

特聘教授評審委員會開會時，委員均應親自出席，並有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

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票始得通過。 

評審會議開會時得邀請相關人員列席說明。審查委員如經推薦為特聘教授候選人

時，應迴避審查，並不計入出席委員人數。 

六、 特聘教授評審委員會委員任期一年，自當年十一月一日至次年十月底止，為無給

職，聘請校外學者專家參與審查者，得依規定支付相關費用。 

七、 特聘教授之名額及特聘加給： 

（一）名額：每年(含不同任期)特聘教授以 20名為上限。 

（二）特聘加給： 

1、特聘教授績效報告經本校特聘教授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始得按年支

給特聘加給，並於每年七月底前一次發給每人六萬元至十二萬元，惟本

校得視年度經費情形，依行政程序簽會相關單位陳請校長核定後增減

之。 

2、績效報告審議未通過者，不得於任期屆滿之次日起一年內獲聘為特聘教授

或終身特聘教授。 

3、特聘加給合計支領六年為限。終身特聘教授不支領特聘加給。 

（三）本校核給特聘教授加給期間，如獲聘為國家講座、本校講座教授，特聘加

給自動終止，仍在職者得保有本校特聘教授榮銜，並俟其支領上述獎勵補

助期限屆滿後，得於任期內恢復核發特聘加給。 

八、 特聘教授應於任期屆滿當年度九月底前將績效報告（如附表三：採計期間為現任

任期起聘日至任期屆滿當年度九月止）提送院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院教師評審

委員會應於每年十月底前將所屬特聘教授之績效報告提送至本校特聘教授評審委

員會審議。 

九、 特聘教授離職，終止發放本加給。 

特聘教授、終身特聘教授違反本校專任教師聘約或因有損及校譽情事經本校特聘

教授評審委員會審議認定屬實，得撤銷其榮銜，如為特聘教授並終止發放本加

給。 

十、 各學院應自訂特聘教授教學、研究、服務各面向績效之聘任標準及審議作業規

定，經院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依行政程序簽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十一、 本要點經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及校務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

長核定後實施。 
附表:  

一、國立嘉義大學特聘教授推薦表 
二、國立嘉義大學終身特聘教授推薦表 
三、國立嘉義大學特聘教授績效報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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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師範學院特聘教授聘任標準及審議作業規定 
 

            99 年 12 月 10 日 9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6 次院教評通過 

 100 年 9 月 8 日 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院教評通過 

105 年 8 月 15 日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院教評通過 

106 年 8 月 8 日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院教評通過 

106 年 12 月 14 日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5 次院教評通過 

110 年 4 月 8 日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院教評通過 

110 年 6 月 22 日 109 學年度第 7 次校教評通過(傑出表現) 

 

一、國立嘉義大學師範學院（以下簡稱本院）為為提昇教師增進教學、研究及服務之績

效，依據「國立嘉義大學特聘教授設置要點」第十點，訂定「國立嘉義大學師範學院特聘

教授聘任標準及審議作業規定」（以下簡稱本規定）。 

 

二、本院編制內專任教授在本院擔任教授年資滿三年以上，推薦當學期之前三個學年度教學

評量平均成績須至少達所屬學系（所、中心、學位學程）平均值減零點六個標準差之數

值，並符合下列資格之一者，得推薦聘為本校特聘教授： 

（一）最近五年曾獲一次科技部傑出研究獎，且五年內有傑出表現者。 

（二）最近五年曾獲「國家文藝獎」或「行政院文化獎」或「吳三連獎」者，且五年內有傑

出表現者。 

（三）最近十年獲科技部計畫主持費單件每月一萬元以上之計畫，累積八件以上，且五年內

有傑出表現者。 

（四）最近五年獲本校教學績優教師獎二次以上，且五年內有傑出表現者。 

（五）最近五年曾依專科以上學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執行產學合作計畫及政府科研補助或委

託辦理計畫之補助案金額累計達新臺幣二千萬元以上並擔任主持人(不含共同或協同

主持人)，且五年內有傑出表現者。 

前項研究、教學及服務之成績均計算至申請當年度十二月底，且校外資歷可併入計算；如屬

計畫性質者，計畫應執行完畢，始得採計。 

第一項各款有關傑出表現之評量標準，五年內至少 1 篇著作，應為本院學術期刊、專書或專

章分級 等級一之著作或至少 2 篇應為等級三以上之著作，且為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 

本校特聘教授每一任期為二年，連續任滿三任，於翌年再獲聘任者，聘為終身特聘教授。 

本學院教授如符合上列之資格申請者，尚須符合下列條件始得被推薦為特聘教授： 

（一）教學方面：三年內之教學評量平均成績不低於4分。 

（二）服務方面：三年內曾完成校內外服務各至少十次。 

（三）研究方面：三年內曾在本學院所認可之二級以上期刊發表論文至少一篇。（以上皆需

附佐證資料） 

 

三、聘任作業及推薦名額： 

 （一）聘任作業：本校特聘教授及終身特聘教授聘任，每年九月底前由系（所、中心）務

會議通過推薦，送請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辦理初審；師資培育中心由師範學院教師評

審委員會辦理初審。各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於每年十月底前將推薦人選及佐證資料送

本校特聘教授評審委員會審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自翌年一月一日起聘，並於

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報告。 

特聘教授及終身特聘教授推薦人選之學經歷及著作目錄(科技部專題計畫表 C301 及

C302)、重要論著、發表論文之績效(例如論文被引用數等) 、具體教學、學術研究及服

務成就證明、計畫經費核定清單和其他相關證明文件，應先送相關單位審查（特聘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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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推薦表如附表一、本學院特聘教授計分表四；終身特聘教授推薦表如附表二）再循

序提送院教師評審委員會及本校特聘教授評審委員會審議。 

（二）推薦名額：各系(所、中心)每四名教授以推薦一人為原則；推薦人數不足一人者，

得推薦一人，超過一人者，餘數採四捨五入計算。各學院特聘教授名額，按其每年

八月一日編制內專任教授為基準，每滿教授十人得推薦一人，餘數進一；教授未滿

十人之學院得推薦一人。終身特聘教授不占各學院名額。 
 

四、本院特聘教授評審委員會可依下列研究、教學、服務表現，進行計分與決定推薦人選。

(如附表四) 

（一）最近五年曾獲一次科技部傑出研究獎，5 分。 

（二）最近五年內曾獲「國家文藝獎」或「行政院文化獎」或「吳三連獎」者，2 分。 

 (三)最近十年獲科技部計畫主持費單件每月一萬元以上(含)之計畫，每年每件 1 分。獲科技

部整合型或規劃推動之研究計畫，其整合型主持人及共同主持人，研究計畫執行期間核

給研究主持費單件每月 1 萬元以上(含)之計畫，每年每件 1 分。 

(四)最近五年獲教育部教學實踐計畫，主持費單件每月 6000 元以上(含)之計畫，每年每件 1

分。 

（五）五年內獲本校教學特優教師獎者，每次得 2 分；五年內獲本校教學肯定教師獎者，每

次得 1 分。 

（六）最近五年內曾獲研究發展處認定經由學校行政作業而接受之政府、財團法人、政府立

案私人機構之研究計畫或規劃案（含研究類型為補助案部分），擔任主持人(不含共同或

協同主持人)，金額每 50 萬得 0.5 分，未滿 50 萬不計分。 

（七）最近五年內，依本院學術期刊、專書或專章分級，屬於一級之期刊或專書，每篇（本）

得 0.5 分。 

以上各款經計分後，將提供評審委員票決之參考。 

 

五、本學院特聘教授評審由院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擔任，開會時委員均應親自出席，並有三

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始得決議。評審會議開會時得邀請相

關人員列席說明。審查委員如經推薦為特聘教授候選人時，應迴避審查，並不計入出席

委員人數。 

 

六、特聘教授之特聘加給及聘期： 

（一）聘期：特聘教授每一任期為二年，連續任滿三任，於翌年再獲聘任者，聘為終身特聘

教授。 

（二）特聘加給： 

1、特聘教授績效報告經本校特聘教授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始得按年支給特聘加

給，並於每年七月底前一次發給每人六萬元至十二萬元，惟本校得視年度經費情

形，依行政程序簽會相關單位陳請校長核定後增減之。 

2、績效報告審議未通過者，不得於任期屆滿之次日起一年內獲聘為特聘教授或終身特

聘教授。 

3、特聘加給合計支領六年為限。終身特聘教授不支領特聘加給。 

（三）本校核給特聘教授加給期間，如獲聘為國家講座、本校講座教授，特聘加給自動終

止，仍在職者得保有本校特聘教授榮銜，並俟其支領上述獎勵補助期限屆滿後，得於任

期內恢復核發特聘加給。 

 

七、特聘教授應於任期屆滿當年度九月底前將績效報告（如附表三：採計期間為現任 

任期起聘日至任期屆滿當年度九月止）提送院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院教師評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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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應於每年十月底前將所屬特聘教授之績效報告提送至本校特聘教授評審委 

員會審議。 

八、特聘教授離職，終止發放本加給。 

特聘教授、終身特聘教授違反本校專任教師聘約或因有損及校譽情事經本校特聘 

教授評審委員會審議認定屬實，得撤銷其榮銜，如為特聘教授並終止發放本加給。 

 

九、本規定如有未盡事宜之處，由院教師評審委員會研議決定之。 

 

十、本規定經院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依行政程序簽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附表一國立嘉義大學特聘教授推薦表 

附表二國立嘉義大終身特聘教授推薦表 

附表三國立嘉義大學特聘教授績效報告表 

附表四國立嘉義大學師範學院特聘教授計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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