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 111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行政會議提案單 

編 號 3 提案性質 法規修正 提案單位 教務處 

案 由 
本校「教學優良暨教學傑出教師遴選與獎勵辦法」修正草案，提

請審議。 

說 明 

一、 本校 110-1 學期第 2 次行政會議人事室提案「本校績優職

員、助教、研究人員、校務基金工作人員獎勵辦法修正草

案」，其中委員反映「獲選各系、所優良教師實屬不易，建

議可否考量增加各學院之優良教師獎勵名額。」並決議請教

務處研議修訂。 

二、 本次修法各學院推薦名額改以學院專任教師人數百分比計

算，調整幅度由現行 5%調高為 7%，並採小數點保留至第 2

年計算學院推薦人數，調整計算後新增之名額列為「教學優

良教師」獎勵名額。 

三、 增訂非歸屬學院之教學單位候選人推薦及遴選方式。 

四、 檢附「教學優良暨教學傑出教師遴選與獎勵辦法」修法分析

說明供參考。 

五、 本案業經 111年 3月 8日本校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教

務處處務會議審議通過。 

辦 法 本案經行政會議審議通過、續提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 

審議意見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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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教學優良暨教學傑出教師遴選與獎勵辦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六條 

推薦名額：各系、所及相關教學單

位應經系、所務會議（含相關教學

單位會議），推薦教學優良暨傑出教

師候選人，並將候選人名單連同其

推薦表與有關資料送所屬各學院辦

理院級相關遴選會議，非歸屬學院

教師之推薦，由副校長召集校內專

任教師五至七人組成院級推薦委員

會辦理，惟如無適當人選可不必推

薦。 

第六條 

推薦名額：各系、所及相關教學單

位應經系、所務會議（含相關教學

單位會議），推薦教學優良暨傑出教

師候選人一至二位，並將候選人名

單連同其推薦表與有關資料送所屬

各學院辦理院級相關遴選會議，惟

如無適當人選可不必推薦。 

配合組織調整，非

歸屬學院之教學單

位推薦之候選人，

另成立院級推薦委

員會辦理。 

第七條 

遴選程序及獎項產生方式： 

推薦：各學院依自訂之遴選標準，

於每年六月三十日前召開院級相關

會議，就各系所或教學單位推薦之

候選人遴選學院候選人，代表學院

參加教學優良暨傑出教師遴選委員

會遴選，並將推薦表於每年七月三

十日前送教務處彙辦。 

專任教師人數以各學院每學年度上

下學期平均為基準，推薦人數以各

學院專任教師人數百分之七計算，

採計方式如下： 

(一)計算後之推薦人數若未達一人

以一人計算。 

第七條 

遴選程序及獎項產生方式： 

一、推薦：各學院依自訂之遴選標

準，於每年六月三十日前召開院級

相關會議，就各系所或教學單位推

薦之候選人遴選學院候選人，學院

專任教師未滿 30人得遴選一位，30

人以上得遴選二位，代表學院參加

教學優良暨傑出教師遴選委員會遴

選，並將推薦表於每年七月三十日

前送教務處彙辦。 

二、遴選：於每年十月三十日前召

開遴選委員會，須三分之二（含）

以上委員出席始可開議，討論時各

推薦單位得以書面或影像介紹候選

1. 學院推薦名額

計算方式改以

學院專任教師

人數百分比計

算，並採小數點

之人數保留至

第 2年計算學院

推薦人數。 

2. 配 合 組 織 調

整，校遴選委員

會分二階段進

行票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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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二)計算後之推薦人數，採小數點

第一位四捨五入。 

1.小數點第一位進位者，依進位後

之推薦人數。 

2.小數點第一位捨去者，其小數點

將保留於第二年計算，至多合計兩

年。 

二、遴選：於每年十月三十日前召

開遴選委員會，須三分之二（含）

以上委員出席始可開議，討論時各

推薦單位得以書面或影像介紹候選

人之具體教學優良暨傑出事蹟；遴

選投票之方式依每年度遴選委員會

討論結果進行，表決時以無記名方

式為之。 

三、獎項產生方式暨獎勵名額： 

(一)第一階段：由遴選委員會就人

文學院與非歸屬學院候選人進行票

選，票數最高者參與第二階段遴選。 

(二)第二階段：由遴選委員會就學

院候選人票選二位「教學傑出」教

師，並須出席委員三分之二（含）

以上委員同意始為當選，餘其他候

選人皆為「教學優良」教師。 

人之具體教學優良暨傑出事蹟；遴

選投票之方式依每年度遴選委員會

討論結果進行，表決時以無記名方

式為之。 

三、獎項產生方式暨獎勵名額： 

由遴選委員會就學院候選人票選二

位「教學傑出」教師，並須出席委

員三分之二（含）以上委員同意始

為當選，餘其他候選人皆為「教學

優良」教師。 

 

19-3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教學優良暨教學傑出教師遴選與獎勵辦法(修正草案) 

 

93年 9月 21日 93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94年 11月 29日 94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6年 10月 16日 96學年度第 1學期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97年 4月 1日 96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97年 11月 18日 97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8年 1月 12日教育部台高(三)字第 0980002505號函同意備查 

99年 7月 7日 98學年度第 2學期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99年 11月 23日 99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0年 5月 24日 99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 

101年 11月 20日 101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1年 12月 3日 101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 

104年 11月 24日 104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4年 12月 21日 104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 

105年 3月 29日 104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5年 4月 18日 104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 

107年 11月 27日 107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7年 12月 18日 107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 

年 月 日   學年度第 學期第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年  月  日  學年度第  學期第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 

第一條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勵教師發揮教育專業精神，致力教學與研

究，提昇教學品質，特定本辦法。 

第二條 經費來源：由本校自籌收入項下支應。 

第三條  獎項及獎勵方式： 

一、獎項：分為「教學優良」暨「教學傑出」獎兩類。 

二、獎勵方式：「教學優良」獎每位頒發獎狀及獎勵金貳萬元、「教學傑出」獎每位頒

發獎狀及獎勵金伍萬元；以上獲獎教師均由校長於本校重要會議或慶典中公開表

揚。 

第四條  獎勵對象之資格： 

一、凡在本校任教滿三年以上之專任教師，教學成效卓著，並有具體事蹟者，均得為

候選人。 

二、受推薦人最近三學年內之教學評量調查結果得為教學優良教師之參考依據，提供

該單位推薦候選人及遴選委員會遴選之參考。 

第五條  遴選委員會：由教務長、各學院院長及校長遴選資深教授五人等組成，教務長擔任

召集人。 

第六條  推薦名額：各系、所及相關教學單位應經系、所務會議（含相關教學單位會議），推

薦教學優良暨傑出教師候選人，並將候選人名單連同其推薦表與有關資料送所屬各

學院辦理院級相關遴選會議，非歸屬學院教師之推薦，由副校長召集校內專任教師

五至七人組成院級推薦委員會辦理，惟如無適當人選可不必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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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遴選程序及獎項產生方式： 

一、推薦：各學院依自訂之遴選標準，於每年六月三十日前召開院級相關會議，就各

系所或教學單位推薦之候選人遴選學院候選人，代表學院參加教學優良暨傑出教

師遴選委員會遴選，並將推薦表於每年七月三十日前送教務處彙辦。 

專任教師人數以各學院每學年度上下學期平均為基準，推薦人數以各學院專任教

師人數百分之七計算，採計方式如下： 

(一)計算後之推薦人數若未達一人以一人計算。

(二)計算後之推薦人數，採小數點第一位四捨五入。 

1.小數點第一位進位者，依進位後之推薦人數。

2.小數點第一位捨去者，其小數點將保留於第二年計算，至多合計兩年。

二、遴選：於每年十月三十日前召開遴選委員會，須三分之二（含）以上委員出席始

可開議，討論時各推薦單位得以書面或影像介紹候選人之具體教學優良暨傑出事

蹟；遴選投票之方式依每年度遴選委員會討論結果進行，表決時以無記名方式為

之。 

三、獎項產生方式暨獎勵名額： 

(一)第一階段：由遴選委員會就人文學院與非歸屬學院候選人進行票選，票數最

高者參與第二階段遴選。 

(二)第二階段：由遴選委員會就學院候選人票選二位「教學傑出」教師，並須出

席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委員同意始為當選，餘其他候選人皆為「教學優

良」教師。 

第八條  「教學優良」獎教師於得獎後的次二屆不得再列為候選人，「教學傑出」獎教師於得

獎後的次三屆不得再列為候選人。 

第九條  獲選為「教學傑出」獎之教師中得票數最高者，得由校方推薦為師鐸獎候選人。所

有「教學傑出」獎之教師，得由校方安排教學觀摩活動及教學歷程記錄，以促進教

學交流，其餘「教學優良」獎教師亦得視需要比照辦理。 

第十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提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

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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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優良暨教學傑出教師遴選與獎勵辦法」修法分析說明 

一、 學院推薦名額： 

現行以學院教師人數30人以下得遴選一位，超過30(含)人以上得遴選兩位，擬修法改以學院專

任教師人數百分比計算，並採小數點保留至第2年計算學院推薦人數。 

二、 獎勵名額分析(110學年度專任教師人數為155人)： 

擬修法調高學院推薦名額百分比做為「教學優良教師」獎勵名額。 

(一)現行方案：獎勵名額約為5%，獎勵名額為「教學傑出教師」2名及「教學優良教師」6名，

得獎人數共計8名。  

(二)7%調整方案：獎勵比例由5%提高為7%，調整後音樂學院、電影與新媒體學院、戲劇學院各

新增1位，獎勵名額為「教學傑出教師」2名及「教學優良教師」新增為9名，

得獎人數共計11名。 

(三)小數點保留第二年方案(修正)：獎勵比例仍為7%，並採小數點保留於第2年計算推薦人數，

獎勵名額為「教學傑出教師」2名，第1年「教學優良教師」仍為9名，得獎人數共

計11名，第2年保留計算後文化資源學院、美術學院各新增1名，「教學優良教師」

新增為11名，得獎人數共計13名。 

三、 經費分析： 

現行方案每年經費22萬元，7%調整方案經費為28萬，小數點保留方案(修正)經費為32萬元，惟

各學院如無適當人選可不必推薦。 

四、 「教學優良教師」之專業審核回歸各學院，遴選委員會僅就「教學優良教師」中遴選2名「教

學傑出教師」，餘其他候選人皆為「教學優良教師」。 

110學年度各學院專任教師人數一覽表

學院別 
音樂 

學院 

電影與

新媒體

學院 

戲劇 

學院 

文化

資源

學院 

美術 

學院 

舞蹈 

學院 

人文

學院

非歸屬學院 

總計 體育

中心

音樂與影像

跨域學士學

位學程

專任教師人數 
(110-1學期/110-2學期) 

40 
(41/39) 

26 
(26/26)

25 
(25/24)

20 
(20/20)

18 
(18/18) 

14 
(13/14)

10 
(9/10)

2 
(2/2)

2 
(1/2)

155 
(155/155)

5% 

現行

方案 

專任教師人數*5% 2 1.3 1.25 1 0.9 0.7 0.5 0.2 7.75 
學院未滿 30 人遴選一

位，30人以上遴選二位 
2 1 1 1 1 1 1 1 

8 校遴選第一階段 2 1 1 1 1 1 1 

校遴選第二階段 教學傑出教師 2名及教學優良教師 6名 

7% 

調整

方案 

專任教師人數*7% 2.8 1.82 1.75 1.4 1.26 0.98 0.7 0.28 10.85 

學院推薦遴選人數 3 2 2 1 1 1 1 1 

11 校遴選第一階段 3 2 2 1 1 1 1 

校遴選第二階段 教學傑出教師 2名及教學優良教師 9名 

＊
小
數
點
保
留
第
二
年
方
案(

修
正) 

專任教師人數*7% 2.8 1.8 1.75 1.4 1.26 0.98 0.7 0.28 10.85 

學院推薦遴選人數 3 2 2 

1 
第 1年 

1 
第 1年

1 1 1 

11 
第 1年 

13 
第 2年 

1+1* 
第 2年

1+1* 
第 2年

校遴選第一階段 3 2 2 

1 
第 1年

1 
第 1年

1 1 
2 

第 2年

2 
第 2年

校遴選第二階段 

教學傑出教師 2名及教學優良教師 9名 
第 1年 

教學傑出教師 2名及教學優良教師 11名 
第 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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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北藝術大學110學年度第2學期教務處第2次處務會議紀錄(摘錄) 

時間：111年3月8日(二)上午10:00 

地點：行政大樓三樓會議室 

主席：林劭仁教務長 

  黃國倫研究助理    紀錄：余琇媚秘書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壹、 主席致詞: (略)

貳、 各單位重要工作計畫執行情形工作報告: (略)

參、 提案討論: 

案由: 本校「教學優良暨教學傑出教師遴選與獎勵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提

請討論。(提案單位:課務組) 

說明: 

一、 本校110-1學期第2次行政會議人事室提案「本校績優職員、助教、研究人

員、校務基金工作人員獎勵辦法修正草案」，其中委員反映「獲選各系、

所優良教師實屬不易，建議可否考量增加各學院之優良教師獎勵名額。」

並決議請教務處研議修訂。 

二、 本次修法改以學院專任教師人數百分比（四捨五入，不足1人以1人計）計

算學院推薦人數，並調高學院推薦名額百分比做為「教學優良教師」獎勵

名額，調整幅度採行A方案(6%)或B方案(7%)，提請會議討論。 

三、 檢附「教學優良暨教學傑出教師遴選與獎勵辦法」修法分析說明供參考。 

決議: 照案通過，續提行政會議。 

肆、 臨時動議:無

伍、 散會 (11點 10分) 

19-7



19-8


	1_提案單
	2_對照表
	3_修正草案
	4_分析說明
	5_處務會議紀錄
	6_簽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