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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10年 10月 06日（週三）13:30分 

地  點：懷恩館國際會議廳 

主  席：何校長卓飛                                              紀錄人：吳衍德 

出席人員：當然委員－劉三錡副校長（兼通識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藍順德副校長、傅昭銘

副校長（兼主任秘書）、林文瑛教務長(賴宗福代)、釋永東學務長(兼

書院山長)、蔡明達總務長、王宏升招生長(陳亮均代)、詹丕宗研發長

(黃淑惠代)、謝大寧國際長、林裕權圖資長、林淑娟人事室主任、釋

妙暘會計主任、通識教育委員會江淑華執行長(張懿仁代)、人文學院

蕭麗華院長、社會科學學院林信華院長、管理學院羅智耀院長、創意

與科技學院謝元富院長、樂活產業學院許興家院長 

教師代表－外國語文學系廖高成副教授、中國文學與應用學系簡文志副教授、歷

史學系趙太順副教授、宗教學研究所姚玉霜教授、公共事務學系許文

傑副教授、社會學暨社會工作學系施怡廷助理教授、社會學暨社會工

作學系陳憶芬副教授、心理學系吳慧敏副教授、社會學暨社會工作學

系林錚副教授、管理學系呂龍潭副教授、管理學系孫遜教授、資訊應

用學系許惠美副教授、傳播學系徐明珠副教授、文化資產與創意學系

呂萬安副教授、資訊應用學系駱至中副教授、未來與樂活學系陳碩菲

副教授、健康與創意蔬食產業學系韓傳孝助理教授、佛教學系闞正宗

教授、通識教育中心周俊三副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通識教育中心吳

良民副教授 

職員代表－研發處校務研究暨計畫組黃淑惠組長、社會科學學院院秘書邱雅芬組

員、秘書室行政管理組吳衍德辦事員、教務處及劉副辦黃晴郁專員、

研發處校務研究暨計畫組沈高溢組員、教務處註冊與課務組邱勻沁組

長、學務處課外活動組羅采倫代理組長 

學生代表－中國文學與應用學系翁昊宇、社會學暨社會工作學系黃梓恩、中國文

學與應用學系劉采華(羅瑞昌代)、資訊應用學系蔡松霖 

列 席 者：董事會執行董事釋覺元法師(釋有真代) 

系所主管－外國語文學系游鎮維主任、公共事務學系郭冠廷主任、應用經濟學系

周國偉主任、未來與樂活產業學系汪雅婷主任、文化資產與創意學系

蔡明志主任、佛教學系鄭維儀主任、通識教育中心陳建智主任、語文

教育中心張懿仁主任、海雲書院辦公室盧慶雄主任、雲來書院辦公室

施怡廷主任 

請假人員：佛教學院郭朝順院長、佛教研究中心萬金川主任、中國文學與應用學系林明昌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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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歷史學系宋美瑩副教授、宗教學研究所張美櫻副教授、心理學系林緯倫教

授、社會學暨社會工作學系林明禛副教授、應用經濟學系李杰憲副教授、管理學

系曲靜芳副教授、應用經濟學系林啟智教授、文化資產與創意學系厲以壯副教

授、產品與媒體設計學系伍大忠副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產品與媒體設計學系高

宜淓副教授、傳播學系王其敏副教授、未來與樂活學系何振盛教授、未來與樂活

學系林晏如副教授、佛教學系陳一標教授、心理學系李珮綺、傳播學系吳羽柔、

外國語文學系湯宗霖、林美書院辦公室張美櫻主任、雲水書院辦公室曾稚棉主

任、蘭苑書院辦公室陳志賢主任、資訊應用學系羅榮華主任、產品與媒體設計學

系張志昇主任 

壹、捐贈及授獎儀式                                        

一、億光文教基金會簡文秀老師捐贈平台鋼琴，頒發感謝狀。(本案由創意與科技院院長謝

元富教授代行捐贈及授獎儀式。) 

貳、主席報告：                                              

一、今天是本校新學年度第 1次的校務會議，謝謝各位踴躍出席，我們非常高興，師大的

簡文秀老師捐贈本校一台這麼好的平臺鋼琴，有助於提升本校的藝術教育，這台鋼琴

在前天舉辦的 2021佛大藝術季｢經典歌劇饗宴｣已有演出，獲得熱烈的回響，也感謝

創科院謝院長與簡老師接洽連繫，而簡老師在演出之餘與其先生及家族企業對臺灣社

會公益亦有重大的貢獻，令我們敬佩。 

二、下週正式實體教學，特別感謝我們各處室主管、同仁、及院系所老師們的用心與準備

我們就是希望學生只要進到學校、進入教室、進入宿舍，他們看到的就是最好的環

境，我也和傅副校長到各個宿舍整個看了一遍，在此對於全體同仁的努力致上最大的

謝意。 

三、在此特別提醒每位老師，對於教育部公告防疫各項措施應完全配合，因這牽涉到所有

教職員生的健康，在疫情稍有減緩之際，各處室人員仍應持續關注教育部相關規定。 

四、系所評鑑是對學校品質的檢驗，我們要給予最大的重視，尤其在撰寫相關評鑑報告的

時候，我再三拜託各院系在評鑑報告中主動顯示我們學校各院系的辦學狀況，用最誠

實的態度去呈現出來，是優點請不要漏掉，是缺點也請自我檢討，教學評鑑的報告

書，也牽涉到未來整個評鑑過程時，委員評量時的重要依據，請各教學單位與相關行

政單位，務必配合教務處時程辦理。 

五、國家宣示將於 2030年推動雙語化政策，雙語化的實施是勢在必行的，教育部去年已

提出相關申請方案，但是我們學校準備工作不及沒有提出申請，南華大學已提出也已

通過，因此，這部分要拜託各院系去思考，2030年完全實施雙語化之前的準備工

作，各院系該怎麼做，相關規畫將請傅副校長主持，請各院系所提出具體計畫，這是

國家的政策勢在必行，也要拜託各院系所及早因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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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前次會議紀錄確認暨執行情形報告：                    

提案 會議決議 執行情形 

一 

提案單位：秘書室 

案由：修訂本校「A11-002校務會議設置辦法」，提請討

論。 

決議：照案通過。 

本案已於 110年 6月 24

日簽請校長核定公告。 

二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 

案由：修訂本校「A02-401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設置暨

處理辦法」，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經 110年 06月 23日 109

學年度第 5次校務會議通

過，110年 6月 25日報教

育部核備，110年 07月 01

日 臺 教 學 ( 二 ) 字 第

1100086823 號函同意核

定；已於 110 年 07 月 06

日公告週知並更新網頁。 

三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修訂本校「A01-002學則」，提請討論。 

決議：1.修正通過。 

2.第 52條第一項第四句新增「已註冊」。 

本案已於 6月 30日簽請

校長核定公告，並於 7

月 8日報教育部備查。 

四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修訂本校「A01-019學分抵免辦法」，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本案已於 6月 30日簽請

校長核定公告，並於 7

月 8日報教育部備查。 

五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修訂本校「A01-059辦理各類學位名稱訂定程序

授予要件及代替碩士博士論文認定規則」，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本案已於 6月 30日簽請

校長核定公告，並於 7

月 8日報教育部備查。 

六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修訂本校「A01-031碩、博士班研究生學位考試

辦法」，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本案已於 6月 30日簽請

校長核定公告，並於 7

月 8日報教育部備查。 

七 

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 

案由：修訂本校「A02-101學生獎懲辦法」，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本案經 110年 06月 23日 

109 學年度第 5 次校務會

議通過並公告週知。 

八 

提案單位：人文學院 

案由：112學年度外國語文學系碩士班停招案，提請討

論。 

決議：照案通過。 

將於 110年 10月 5日前

提送計畫書至招生事務

處，由招生事務處統籌

辦理本校院、系、所、

學位學程增設調整案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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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 會議決議 執行情形 

報本校董事會及報部作

業。 

九 

提案單位：人文學院 

案由：112學年度歷史學系碩士班停招案，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將於 110年 10月 5日前

提送計畫書至招生事務

處，由招生事務處統籌

辦理本校院、系、所、

學位學程增設調整案陳

報本校董事會及報部作

業。 

十 

提案單位：人文學院 

案由：112學年度中國文學與應用學系系碩士班停招

案，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將於 110年 10月 5日前

提送計畫書至招生事務

處，由招生事務處統籌

辦理本校院、系、所、

學位學程增設調整案陳

報本校董事會及報部作

業。 

十一 

提案單位：人文學院 

案由：112學年度中國文學與應用學系碩士在職專班停

招案，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將於 110年 10月 5日前

提送計畫書至招生事務

處，由招生事務處統籌

辦理本校院、系、所、

學位學程增設調整案陳

報本校董事會及報部作

業。 

十二 

提案單位：人文學院 

案由：112學年度人文學院申請增設碩士班案，並學籍

分組為中國文學與應用學組、歷史學組及外國語文學

組，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將於 110年 10月 5日前

提送計畫書至招生事務

處，由招生事務處統籌

辦理本校院、系、所、

學位學程增設調整案陳

報本校董事會及報部作

業。 

十三 

提案單位：創意與科技學院 

案由：112學年度文化資產與創意學系碩士班停招案，

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將於 110年 10月 5日前

提送計畫書至招生事務

處，由招生事務處統籌

辦理本校院、系、所、

學位學程增設調整案陳

報本校董事會及報部作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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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 會議決議 執行情形 

十四 

提案單位：創意與科技學院 

案由：112學年度產品與媒體設計學系碩士班停招案，

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將於 110年 10月 5日前

提送計畫書至招生事務

處，由招生事務處統籌

辦理本校院、系、所、

學位學程增設調整案陳

報本校董事會及報部作

業。 

十五 

提案單位：創意與科技學院 

案由：112學年度傳播學系碩士班停招案，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將於 110年 10月 5日前

提送計畫書至招生事務

處，由招生事務處統籌

辦理本校院、系、所、

學位學程增設調整案陳

報本校董事會及報部作

業。 

十六 

提案單位：創意與科技學院 

案由：112學年度資訊應用學系碩士班停招案，提請討

論。 

決議：照案通過。 

將於 110年 10月 5日前

提送計畫書至招生事務

處，由招生事務處統籌

辦理本校院、系、所、

學位學程增設調整案陳

報本校董事會及報部作

業。 

十七 

提案單位：創意與科技學院 

案由：112學年度資訊應用學系碩士在職專班停招案，

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將於 110年 10月 5日前

提送計畫書至招生事務

處，由招生事務處統籌

辦理本校院、系、所、

學位學程增設調整案陳

報本校董事會及報部作

業。 

十八 

提案單位：創意與科技學院 

案由：112學年度創意與科技學院增設碩士班案，並學

籍分組為文化資產與創意學組、產品與媒體設計學組、

傳播學組及資訊應用學組，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將於 110年 10月 5日前

提送計畫書至招生事務

處，由招生事務處統籌

辦理本校院、系、所、

學位學程增設調整案陳

報本校董事會及報部作

業。 

十九 
提案單位：創意與科技學院 將於 110年 10月 5日前

提送計畫書至招生事務



6 

 

提案 會議決議 執行情形 

案由：112學年度創意與科技學院碩士在職專班增設

案，提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處，由招生事務處統籌

辦理本校院、系、所、

學位學程增設調整案陳

報本校董事會及報部作

業。 

◎結論：上次會議紀錄予以確認，執行情況洽悉。 

肆、業務報告暨新型冠狀病毒肺炎防治報告：  

一、副校長室（無） 

二、秘書室（略） 

◎主席指示：本校應確實符合教育部的防疫指引，例如室內課程採固定座位，人數與空間

符合限制條件等，原則上 80 人以下就可採行實體上課，而 80 人以上課程，

在教室空間可達到每一個人 2.25 平方米的空間時，仍可採行實體教學，80

人以上的課程在空間未能符合前述條件或老師仍有疑慮時，也可以採用遠距

或遠距及實體分流等方式進行。 

三、教務處（略） 

◎主席指示：(一)有關教師共識營上教師提出牽涉政風相關提案時，比照公務體系政風單

位方式處理方式，提問人若有具名且有具體證據才予以受理，我們不會

把提問人名字公布，但是沒有具名針對這一類議題，基於責任和法律的

責任問題，未來將不會受理，在此特別說明。 

(二)有關畢業生流向調查比率牽涉學校統計資料的效度、信度等問題，請各

院系所加強連繫作業，務必請畢業生能夠確實填答。 

◎委員提問：去年教師評鑑辧法的評鑑過程中，除依規定 3 位評鑑委員外，另有觀察員 1

名，由教務處指派教務長或副校長列席，其法源依據、功能為何，我建議在

今年教師評鑑應該取消此一作法。 

◎主席指示：當時是試辧期，因此有安排觀察員，以了解制度運作上是否有不足之處，再

提供給教務處參考，就問題提出解決方案。觀察員僅做觀察制度運作的情況

無實際參與評量。今年教師評鑑制度正式實行，是否仍有設置觀察員之必要，

請教務處評估。 

四、學生事務處（略） 

◎主席指示：請學生會轉告同學在入住、實體上課前，至少打完第 1劑疫苗;另請學務處調

查學生注射情況，必要時請宜蘭縣政府衛生局來學校為同學注射，以維護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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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健康。 

五、總務處（略） 

◎主席指示：請人事室研擬專任教師擔任導師、學術導師及書院導師的明確定位，並納入

聘約中落實執行。 

六、招生事務處（略） 

七、研究發展處(無) 

◎主席指示：本校研發經費(產學合作及推廣教育收入)預計從百分之七提升到百分之十四，

除研發處外，也請各院系所鼓勵教師積極投入各項研究或產學計畫。 

八、國際暨兩岸事務處（略） 

九、圖書暨資訊處（略） 

◎主席指示：請各院系所轉告老師，多於課堂上要求同學到圖書館查詢資料，並給圖書館

相關的意見，以提高圖書館的使用率。 

十、人事室（略） 

◎委員提問：教師升等辦法第 11條第 2項，有關校務基本條件之採計，老師參加教學專業

發展研習，由誰認定，其認定指標能否放寬。目前正在規畫讓老師對地方公共

議題、在地議題有所認識與投入，因此規畫辦理宜蘭智庫等公共議題的討論，

參與這些活動是否能符合升等門檻條件，以增加老師參與意願。 

◎主席指示：請人事室辦理升等作業時列入考量，必要時可修訂相關規定或程序。(人事室) 

十一、會計室（無） 

十二、佛教研究中心（無） 

十三、通識教育委員會（略） 

十四、人文學院（無） 

十五、社會科學學院（無） 

十六、管理學院（無） 

十七、創意與科技學院（無） 

十八、樂活產業學院（無） 

十九、佛教學院（無） 

廿十、雲水書院（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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廿一、林美書院（無） 

廿二、雲來書院（無） 

廿三、海雲書院（無） 

廿四、蘭苑書院（無） 

伍、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佛光大學教師聘任及服務規則部分條文修正案，提請討論。（詳附件一） 

說明：為積極拓展產學合作與相關專業機構進行研究、合作與教學相關案件之合作，原「未

持有教育部任一職級教師證書之兼任教師，在本校兼任滿四學期（連續）以上仍續

聘」之規定，現增訂與本校簽訂產學或相關專案合約時，合約或合作內容與教學有

關，而該案有關之兼任教師「連續二學期授課且仍續聘」時，得依本校「新聘教師

學位送審教師資格作業要點」辦理教師資格證書，增列於本規則第 10 條第 3 項。 

法制作業審核：本案於 110 年 8 月 27 日預告修訂，並提送 110 年 9 月 28 日 110 學年度第

一次行政會議討論通過。本次會議提案依 110學年第一次行政會議建議修正。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會計室 

案由：請校務會議代表自 110學年度未兼行政職務之專任教師中，推選佛光大學預算委員

會委員，共計 3名。 

說明：依據本校「預算委員會設置辦法」第 2條規定辦理。 

決議：預算委員正取名單依序為許文傑老師（11票）、羅中峰老師（9票）、林衍伶老師

（8票），備取名單依序為孫遜老師（5票）、曲靜芳老師（4票）。    

陸、臨時動議：無                                              

柒、散會：1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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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A09-011 

佛光大學教師聘任及服務規則 

 

110.09.28 110學年度第 1次行政會議通過 

110.10.06 110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通過 

 

第 1 條   為規範佛光大學（以下簡稱本校）教師之聘任、授課、待遇及其他應注意事項，

特訂定本校「教師聘任及服務規則」（以下簡稱本規則）。 

第 2 條   本校教師應遵守教師法、教育人員任用條例之規範，恪守本校「教師倫理宣

言」，並應尊重性別平等與專業倫理，遵守性別平等教育法、性別工作平等法及

校園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凌防治準則等相關規定，在與性或性別有關之人際互動

上，不得發展有違專業倫理之關係。 

第 3 條   本校專任教師應授課、從事學術研究、服務、輔導等事務，每週留校至少四天。 

本校專任教師有擔任導師之義務，專任體育教師有擔任體育活動及學生課外

活動指導老師之義務。 

本校專任教師不得任校外之專任職務。 

本校兼任教師之權利及義務係依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兼任教師聘任辦法」

第 5條及第 6條辦理。 

第 4 條   本校專任教師校外兼課應申請獲准後始得為之，逕自兼課者，將提報各級教師評

審委員會議處。 

本校專任教師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校外兼課： 

一、 教師評鑑未通過者。 

二、 違反教師資格送審規定遭停權者。 

三、 前一學期授課鐘點不足、申請學期仍未補足者。 

四、 其他違反本校教學相關規定經查證確認者。 

第 5 條   本校專任教師均應接受評鑑。教師評鑑實施方式及對教師聘任結果，悉依本校教

師評鑑辦法辦理。 

第 6 條   本校教師之聘任，應延攬品德操守均佳及具有足資證明之優良表現，對於擬聘教

學單位之發展有所助益者，並具備下列基本條件： 

一、 講師應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一)獲有部頒講師證書，且成績優良者。 

(二)在國內外大學院校、研究院（所），得有碩士學位或同等學歷證書，成績優

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二、 助理教授應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一)獲有部頒助理教授證書，且成績優良者。 

(二)在國內外大學院校、研究院（所），得有博士學位或同等學歷證書，成績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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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三)在國內外大學院校、研究院（所），得有碩士學位或同等學歷證書，曾從事

與所習學科有關之研究工作、專門職業或職務四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

專門著作者。 

(四)曾任講師三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三、 副教授應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一）獲有部頒副教授證書，且成績優良者。 

（二）在國內外大學院校、研究院（所），得有博士學位或同等學歷證書，曾從

事與所習學科有關之研究工作、專門職業或職務四年以上，並有專門著

作者。 

（三）曾任助理教授三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四、 教授應具有下列資格之一： 

（一）獲有部頒教授證書，且成績優良者。 

（二）在國內外大學院校、研究院（所），得有博士學位或同等學歷證書，曾從

事與所習學科有關之研究工作、專門職業或職務八年以上，並有專門著

作者。 

（三）曾任副教授三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重要專門著作者。 

五、 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之資格，另依本校「聘任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辦

法」審查。聘任專業技術人員為專任教師者，需經各級教評會四分之三

（含）以上同意，始得聘任。 

第 7 條   本辦法所稱國內外大學院校、研究院（所），指經教育部立案或教育部認可之國

內外大學院校、研究院（所）。 

第 8 條   本校專任教師之聘任，應本公平、公正、公開之原則，於傳播媒體或學術刊物刊

載徵聘資訊，徵聘資訊之刊載，及徵聘人員資料之處理由人事室統一辦理。 

第 9 條   本校專任教師聘任審查程序，悉依本校「新聘專任教師作業準則」辦理。 

第 10 條   以學位新聘且未持有教育部資格證書之專任教師，其教師資格送審程序，悉依本

校「新聘教師學位送審教師資格作業要點」辦理，未符合規定或送審未通過者，

應撤銷其聘任。專案教師送審教師資格作業另依本校「專案教師聘任辦法」辦

理。 

兼任教師如專任於其他專科以上學校時，應由該任職學校送審。兼任教師

如符合「在本校兼任滿四學期（連續）以上仍續聘」時，得以學位著作申請教

師資格，相關規定悉依本校「新聘教師學位送審教師資格作業要點」辦理。 

前項兼任教師如為本校簽訂產學合作機構指派人員，於合約存續期間在本

校兼任時間得酌減至「滿二學期（連續）以上仍續聘」，得提出教師資格送審。 

第 11 條   本校通識教育委員會所屬教師之聘任，應比照學院程序逐級辦理。 

第 12 條   在中央研究院或教育部認可之其他學術研究機構，擔任研究員、副研究員、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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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員及研究助理者，得經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聘任為本校之教授、副教

授、助理教授、講師。 

第 13 條   本校專任教師聘任分為初聘、續聘二種。教師之聘期，初聘為一年，續聘第一次

為一年，以後每次續聘，除情況特殊經校級教師評審委員會決議得少於兩年外，

均為二年，屆齡退休人員聘期至屆齡退休法定日為止。 

第 14 條   聘期屆滿之教師經由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就其教學、研究與服務（輔導）之成

績審議。 

第 15 條   新聘教師接到聘書後應於兩週內將應聘書簽章送交人事室，如不應聘者，應將聘

書退回註銷。 

第 16 條   本校九十七學年（含）後聘任之專任助理教授及講師於六年內未能升等者，自第

七年起不予續聘。但情況特殊，經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同意者，自第七年起得依本

辦法第 13條情況特殊予以續聘，惟至升等前不予晉俸。如續聘期限內仍未能升

等者，於續聘第七年起，如有符合本校教學、研究、服務暨輔導相關規定者，經

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同意，得再予續聘，惟至升等前不予晉俸。 

本校九十七學年度（不含）前已聘任之專任助理教授及講師，迄一百零一

學年度止仍未升等者，應自一百零二學年度起算，一體適用本條規定。 

第一項所述教學、研究、服務暨輔導相關規定，經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後公告實施。 

本校專任教師有借調或兼任各級行政職務者，該借調期間或兼任行政職務

期間不列入升等年限計算。 

本校專任教師因懷孕、生產或申請育嬰留職停薪者，得經各級教師評審委

員會同意延長升等年限，每次以二年為限。 

第 17 條   本校教師如確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於提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並報請教

育部核准後，予以解聘、停聘或不續聘。 

一、 違反教師法規定之解聘、停聘或不續聘情事且查證屬實者。 

二、 涉及教師著作抄襲，經查證確認屬實且情節重大者。 

三、 違反教師聘約或本規則情節重大，經查證屬實者。 

四、 新聘專任教師未按規定辦理教師資格審查者。 

五、 有本辦法第 16條第一項及第二項情形者。 

第 18 條   本校教師不服解聘、停聘或不續聘處置者，得向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申訴。 

第 19 條   本校專任教師擬於聘約期滿後不再應聘，應於聘約屆滿前二個月以書面通知學

校。如欲於聘約存續期間內辭職者，應經學校同意後，始得離職。 

本校對聘約屆滿之專任教師不予續聘時，應於聘期屆滿前二個月以書面通

知當事人。 

第 20 條   本校專任教師離職時，應辦妥移交及離職手續；其離職生效時，應發給離職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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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未辦理離職手續或未經學校同意逕於聘約存續期間內辭職者，無法發給離職

證明。 

第 21 條   本校專任教師薪給含本薪及學術研究費，兼任行政職者另支主管或兼職職務加

給。本校敘薪、薪俸表及主管職務加給標準等另訂之。 

第 22 條   本校專任教師自實際到職之日起薪，離職之日止薪。本校教師若於學期中途報准

改為兼任時，按其實際授課鐘點改支鐘點費。 

第 23 條   本校專任教師於學年終了時，教學成績優良者，得晉本俸一級，至本職最高年功

薪為限。 

第 24 條   本校專任教師每週授課之基本時數，由教務處及各教學單位負責排定。授課教師

須按時到校親自授課，指導學生研究、批改學生報告及試卷。不得私自另請他人

代課。 

本校專兼任教師請假悉依本校「教職員工請假休假辦法」辦理，兼任教師

需完成調補課申請程序。 

第 25 條   本校教師在請假期滿後，應自動與學生洽商補課時間，並通知教務處。有關教師

申請調課、補課及代課事宜，係依本校「教師申請調課、補課及代課實施辦法」

辦理。 

第 26 條   本校教師未經請假而無故缺課者，由各教學單位會同教務處處理。 

第 27 條   本校教師請假在兩週以上不足四週（含）時，必須自行請人代課。其代課人選經

所屬教學單位同意，代課人之報酬由請假人自行商洽解決。 

專任教師請假四週（不含）以上、不足二個月（含）者，由所屬教學單位及

教務處，逕行請人代課，所需之鐘點費由請假教師薪津內扣除。 

專兼任教師請假在二個月以上者，薪津停發代課所需鐘點費由學校致送。 

第 28 條   本校專任教師凡因進修、研究或特殊事故需留職停薪者，另依本校「教職員工留

職停薪辦法」、「專任教師國外研究與講學辦法」辦理。 

第 29 條   本校專任教師鐘點費核計、授課鐘點不足及校外兼課相關事宜，悉依本校「專任

教師基本授課時數與減授時數處理辦法」、「教師授課鐘點費核計辦法」及「專任

教師校外兼課處理辦法」辦理。 

本校兼任教師鐘點費核計悉依本校「教師授課鐘點費核計辦法」辦理。 

第 30 條   本校專任教師，具教授資格者，在本校連續服務滿七年以上，成績卓著者，得依

本校「教授休假研究辦法」，由各教學單位提出，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後經

校長核定。 

本校教授休假人數應與教師國外研究與講學辦法所述帶職帶薪人數合併計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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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1 條   本校專任教師休假研究期間之薪給照發。休假期滿經本校續聘者，兩年之內不得

辭職或退休。 

第 32 條   依本辦法第 6條聘任之專任教師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保險，兼任教師依「專科以

上學校兼任教師聘任辦法」規定辦理，惟具公保身份者不得重覆參加勞工保險。 

第 33 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相關法規規定辦理。 

第 34 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回提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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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光大學教師聘任及服務規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新舊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10條  以學位新聘且未持有

教育部資格證書之專任教

師，其教師資格送審程

序，悉依本校「新聘教師

學位送審教師資格作業要

點」辦理，未符合規定或

送審未通過者，應撤銷其

聘任。專案教師送審教師

資格作業另依本校「專案

教師聘任辦法」辦理。 

兼任教師如專任於其

他專科以上學校時，應由

該任職學校送審。兼任教

師如符合「在本校兼任滿

四學期（連續）以上仍續

聘」時，得以學位著作申

請教師資格，相關規定悉

依本校「新聘教師學位送

審教師資格作業要點」辦

理。 

前項兼任教師如為本

校簽訂產學合作機構指派

人員，於合約存續期間在

本校兼任時間得酌減至

「滿二學期（連續）以上

仍續聘」，得提出教師資

格送審。 

第10條  以學位新聘且未持有

教育部資格證書之專任教

師，其教師資格送審程

序，悉依本校「新聘教師

學位送審教師資格作業要

點」辦理，未符合規定或

送審未通過者，應撤銷其

聘任。專案教師送審教師

資格作業另依本校「專案

教師聘任辦法」辦理。 

兼任教師如專任於其

他專科以上學校時，應由

該任職學校送審。兼任教

師，如符合「未持有教育

部任一職級教師證書之兼

任教師，在本校兼任滿四

學期（連續）以上仍續

聘」時，悉依本校「新聘

教師學位送審教師資格作

業要點」辦理。 

1.修正第 2 項 

依照教育人員任

用條例辦理。 

2.增列第 3項 

放寬與本校簽訂

產學或相關專案

合約時，合約或合

作內容與教學相

關之兼任教師取

得教師資格證書

之規定。依 110學

年第一次行政會

議建議修正。 

回提案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