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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題講題講題講題：：：：大學調適並邁向卓越之路大學調適並邁向卓越之路大學調適並邁向卓越之路大學調適並邁向卓越之路
主講人主講人主講人主講人：：：：陳陳陳陳 泰泰泰泰 然然然然
國立台灣大學 台大講座 / 大氣科學特聘教授 / 學術副校長

時間：2010年 12月 1日 上午 9：30 – 11：30 

地點：台師大綜合大樓509室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第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第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第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第330330330330次行政會議次行政會議次行政會議次行政會議
專題演講專題演講專題演講專題演講

一一一一、、、、認識台大認識台大認識台大認識台大

二二二二、、、、台大邁頂策略會議台大邁頂策略會議台大邁頂策略會議台大邁頂策略會議

三三三三、、、、中程校務發展計畫中程校務發展計畫中程校務發展計畫中程校務發展計畫

五五五五、、、、能與不能能與不能能與不能能與不能，，，，為與不為為與不為為與不為為與不為
（（（（一一一一））））組織結構制度環境重整再造組織結構制度環境重整再造組織結構制度環境重整再造組織結構制度環境重整再造
（（（（二二二二））））我們可以選擇做贏家或輸家我們可以選擇做贏家或輸家我們可以選擇做贏家或輸家我們可以選擇做贏家或輸家

四四四四、、、、提昇高教品質策略提昇高教品質策略提昇高教品質策略提昇高教品質策略（（（（以台大為例以台大為例以台大為例以台大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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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認識台大認識台大認識台大認識台大

1.歷史最悠久歷史最悠久歷史最悠久歷史最悠久、、、、最完整最完整最完整最完整、、、、研究型綜合大學研究型綜合大學研究型綜合大學研究型綜合大學
• 1928 台北帝國大學 1945 國立台灣大學

（1945 台灣僅一所大學，三個學院：台灣師範學院 台灣師大、

台中農學院 中興大學、台南工學院 成功大學）

• 大學部17,852 人，研究生15,541人＝33,393人

• 專任人員3,298 人(教師1,967人，研究人員11人，

稀少性科技人員20人，助教258人，職員696人，
駐警34人，技工工友312人)，校務基金進用602人
(教研28人、行政574人)，計專任人員3,900人。

• 11學院，2專業學院（牙醫、獸醫），54學系，

103研究所（91博士班、100碩士班）

2.世界大學排名世界大學排名世界大學排名世界大學排名

• 上海交大全球前500大，2005第183名，2010年127名，
為兩岸四地第一名。

• QS/泰唔士報全球200所頂尖大學，2005全球第114名。

2009全球第95名。

3.國際化國際化國際化國際化（（（（98989898年年年年））））

• 361所姊妹校，35個雙（聯）學位計畫，194個交換生計畫。
• 6個交換教授計畫，15個暑期班計畫。
• 1,738位學位國際生來自68國家，489位交換生。
• 參加9個國際高教組織。
• 國際學術交流活動5,894筆。

• 工程與電資第41名，生醫第43名，科學第50名，
人文藝術第58名，社科第72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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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台大邁頂策略台大邁頂策略台大邁頂策略台大邁頂策略
（（（（一一一一））））第一次策略會議第一次策略會議第一次策略會議第一次策略會議

時間：94年9月10日-9月11日

地點：臺北縣金山鄉喜凱亞飯店

• 新時代臺大的使命新時代臺大的使命新時代臺大的使命新時代臺大的使命、、、、願景與核心價值願景與核心價值願景與核心價值願景與核心價值

使命：提供師生一流學習與創新的優質環境，培養社會
領導菁英與知識創新研究人才，以提昇臺灣學術水準、
協助國家經濟發展、解決人類永續發展的重大問題。

願景：成為華人頂尖、世界一流校訓的大學。

核心價值(Core value)：重新闡釋校訓『敦品勵學、
愛國愛人』之意義。敦品：誠信、正直；勵學：敬業、
卓越；愛國：關懷、熱情；愛人：包容、樂群。

• 華人頂尖華人頂尖華人頂尖華人頂尖、、、、世界一流之關鍵策略世界一流之關鍵策略世界一流之關鍵策略世界一流之關鍵策略

1.1.1.1.優質教育優質教育優質教育優質教育──包含：

(1) 菁英學程(Honor Program)：請教務處與學務處於半年內
研擬相關辦法。

(2) 通識/共同課程革新：已先撥400萬，請共教會強化40門
相關課程，利用5年500億經費規劃並落實相關課程。

(3) 社團與品格教育：請學務處與學生多加溝通，於半年內
研擬可行方案。

(4) 請教務處主持以下各項，並於一年內完成規劃：全校課程

教學發展中心。
結構調整、感動式教學、專家駐校計畫、英語學程、



4

2.2.2.2.資源條件資源條件資源條件資源條件──包含：

(1) 變革溝通計畫：由校長與一級主管帶動，可以馬上執行。

(2) 校園環境優質化：以利用5年500億經費，請包副校長與
總務長協助規劃。

(3) 募款能量：與管理學院教授溝通討論募款團隊之組成。

(4) 校友關係。

3.3.3.3.制度制度制度制度、、、、環境環境環境環境──包含：

(1) 人事、會計法規檢討改造：秘書室傅主祕與計資中心賴主任
刻正研擬「公文電子化」、人事與會計相關系統電腦化，
希望半年內有初步結果。另請包副校長主持，協同人事室
江主任與會計室黃主任持續研擬相關法令之修訂，俾提升
本校之行政效率。

(2) 強化院級資源與人事調配權責：請各院院長協助規劃。

(3) 引進外部特殊專業人力：將與管理學院教授討論可行方案。

(4) 校務會議制度改革：請陳副校長研擬相關辦法之修訂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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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各級學術行政主管遴選制度：校內有幾個單位正在進行，
希望可以帶動全校各系所。

(6) 研究教授制度：請研發會3個月內規劃相關方案。

(7) 新進教師配套制度：請總務長規劃相關之住宿品質與優惠措施；
請教務長考量規劃減輕新進教師教學負擔之替代方案；
新進教師之創始經費；請相關單位於3個月內完成規劃方案。

(8) 績效導向的彈性薪資：請教務長、研發會陳主委與人事室江主任
於3個月內先行研擬可行方案，並列入校級教評會議案，與各院
院長討論可行性。另，研擬「講座」制度。

(9) 國際化環境。

4.4.4.4.重點突破重點突破重點突破重點突破、、、、卓越研究卓越研究卓越研究卓越研究：：：：

(1) 重點突破方面：請各院院長將此重點列入5年500億「邁向
頂尖大學計畫」之必要條件：研究獎勵制度─請研發會
協同研發會委員於3個月內研擬相關機制或辦法；各級研究
評選機制─ 將再邀請研發會主委及各院院長溝通討論；
跨領域研究中心─5年500億「邁向頂尖大學計畫」中囊括
7個校級整合性研究中心及2個跨校研究中心，請研發會
務必支援相關行政作業。

(2) 吸引頂尖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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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第二次策略會議第二次策略會議第二次策略會議第二次策略會議
時間：95年5月6日-5月7日
地點：宜蘭礁溪老爺酒店
目的：針對94年策略會議之決議，各一級單位說明其執行情形及遭遇困難，

並請與會人員集思廣益未來之執行策略。

• 簡報簡報簡報簡報

1.陳泰然副校長簡報說明關鍵策略執行情況、follow up 
及「邁向頂尖大學計畫」諮議委員會建議。

2.蔣丙煌教務長、沈冬國際長及11學院院長進行各該單位
關鍵策略之執行情形，與會人員提出其優缺點，經彙整後，
各該報告人員針對與會人員之建議再予說明。

• 議題與結論議題與結論議題與結論議題與結論

1.解決校內空間不足之具體措施為何？
(1)強制收回空間確有其困難，應以宏觀微調、雙贏策略逐步進行。

(2)將興建之卓越中心即由學校調配控制，為計畫取向，有執行計畫
之教授可申請使用，計畫完成即應歸還空間，以利其他人員運用。

2.延攬優秀新進教師與國際頂尖人才全校性學院之配套措施為何？

(1)人才為學校發展之根本，若學院已知未來3-5年將有缺額，應及早

規劃尋訪人才，以便員額出缺時即可及時補上。

(2)人才創始經費占重要地位，可由校及院相互搭配。

(3)院長掌控部分經費，可機動運用於聘任教師，學校亦有經費可與之

配合。

(4)總務處已針對新進教師進行宿舍規劃作業，提供房屋津貼亦為可行

作法，惟經費來源是很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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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英語課程與國際化目標之平衡點與策略為何？

(1)下次會議可先就倫理層面進行剖析，或可能會有更好的結論。

(2)文化取向的短期外籍生越來越多，因此仍應規劃英語學程，
至來臺為取得完整學位之外籍生，學好中文為其必要課題，
因此不必全英語上課。

(3)研究所可朝全英語教學規劃，如英語MBA班，即招徠許多來自
MIT等知名學府之學生，對本校知名度提升有正向助益。

4.如何進行校際整合？
各學院可自行決定與姐妹校間的互動及發展，若有數個學院
均選定同一所姐妹校，可將其提升至學校層級進行。

5.如何增強行政資源以減少教師行政負擔？

有關行政問題產生之困擾，可將具體意見提供包副校長參考。

6.有關本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之運作模式

(1)未來將成立財務處，可與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共同考量校務
基金之運作方式。

(2)可先將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組織方案提行政會議討論，通過後
提校務會議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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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有關本校學術行政主管之產生方式

(1)未來原則朝遴選方式進行，社科院及管院兩階段作法或不失為
過渡時期之進行方式。

(2)系所主管之產生方式可再討論，希能朝遴選方式規劃。

8.專業學院如何定位？

此案尚在形成階段，藉本次會議拋出想法，請與會人員集思廣益，
若獲認可，將可循程序進行。

（（（（三三三三））））第三次策略會議第三次策略會議第三次策略會議第三次策略會議
目的：延續94及95年之策略會議，進行後續之分享與檢討。
會前會：為使會議順利進行，並召開4次會前會。

議題：策略執行會議之討論議題及進行方式--各院均衡發展策略
如何在策略會議中透過個案報告方式，與其他學院作經驗
分享與意見交流。

• 先檢討學校制度面，使其更具效能，有效解決各院瓶頸，爾後
再討論個案分享是否可行。

• 發問卷至各院，內容如下：「為執行本計畫，各院已訂定標竿
目標，請各院針對執行過程所面臨之最大問題，依優先順序
提列1~3項，並酌作說明」，並請各院於11月10日前將資料交回，
俾便彙整。

• 下次會議討論各院所提出問題及後續進行方式。

1.第1次會前會
時間：95年11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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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2次會前會
時間：95年11月21日

議題：策略執行會議之討論議題及進行方式

2.1 由各院提出問題中，彙整為四大議題，提策略執行會議討論：

(1)議題一：如何簡化行政程序及減輕行政負擔

(2)議題二：臺大的master plan為何？

(3)議題三：基礎科學教師teaching load太重及生師比太高的
解決之道

(4)議題四：如何吸引優秀研究生入學及控管研究生品質。

2.2 前揭各項議題宜先作分析，作為策略執行會議兩個半日之議題：

(1)議題一：由本室（學術副校長室）再蒐集各院意見後彙整提供人事室
及會計室參考後提會討論。

(2)議題二：請理學院羅院長及進修推廣部廖教授負責規劃，使形成
具體化討論議題。

(3)議題三：由管理學院洪院長及理學院羅院長規劃其內容。

(4)議題四：由醫學院陳院長研擬討論內容。

2.3 除前揭討論議題外，並將以半日時間安排各一級單位作經驗分享。

2.4 策略執行會議時間訂於96年2月3、4日，地點暫訂於本校管理學院
玉山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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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3次會前會
時間：96年1月11日

議題：策略執行會議討論議題如何安排

3.1 有關如何簡化行政程序及減輕行政負擔之議題，包含：

(1) 有關本校行政程序簡化問題，本室將函請各單位提出於執行
邁向頂尖大學計畫所遭遇之人事、會計問題，擇其急迫解決順序
出1-2項，彙整後提會討論。

(2) 有關國際生及訪問學生相關事宜，應列為本校未來成立國際
事務處之功能規劃中，請理學院羅院長列出對該處未來事務
定位之期待，並應爭取對簽證相關事宜文件及文書之認證與發給，
授權本校辦理，至如何進行，提會討論。

3.2 有關臺大的master plan為何之議題，包含：

(1) 臺大邁向頂尖大學之路發展的定位及找出各項衝突的
平衡點。

(2) 有關專業學院之設計與運作，請各學院思考其可行性及
運作方式，提會討論。

(3) 請理學院羅院長先整理相關議題資料，並與進修推廣部
廖咸興老師討論議題之呈現方式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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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有關基礎科學教師teaching load太重及生師比太高的解決之道
議題， 包含：

(1) 針對課程改革，思考減少學分或加強內容及品質之可行性。

(2) 學生主動學習文化之建立，教學單位與教師的策略為何。

(3) 如何建立以績效為導向之行政人員與技術人員之薪資結構。

(4) 基礎科學教師員額嚴重不足之解決方法。

(5) 研究生擔任TA之可行性與必要性。

(6) 教師個人開課自主性與院系所需求如何取得平衡。

(7) 有關本項議題內容，請管理學院洪院長整理後於1月15日中午前
送交學術副校長室。

3.4 有關如何吸引優秀研究生入學及控管研究生品質之議題，包含：

(1) 吸引優秀研究生入學之誘因。

(2) 控管研究生品質之作法。

(3) 調整碩、博士生比例，期調整到1：1，並考慮碩士生之學術研究
與專業訓練分流之可行性，請醫學院陳院長補充調整理由之資料，
並請理學院羅院長提供意見。

3.5 前述各項議題請管理學院洪院長、林嬋娟老師、郭瑞祥老師、
湯明哲老師、廖咸興老師協助形成議題及安排時程，
並於下次開會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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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第4次會前會
時間：96年1月19日(星期五)下午2：00

議題：確認策略執行會議討論議題及議程安排

4.1各項討論議題順序及內容如下：

(1)議題一：「人事及會計單位如何配合臺大邁向頂尖大學」，

包含人事及會計兩部分，分別進行報告及討論，
子題如下：

a.過去與現在所遭遇癥結問題為何？

b.在現有政府法規制度下，臺大應如何配合以解決問題？

c.哪些法規應鬆綁？未來應如何爭取其修正？

(2)議題二:「吸引優秀研究生入學之策略及控管研究生品質之
作法」，子題如下：

a.吸引優秀研究生入學之策略：請教務長先予研議，提出策略，
各院配合辦理。

b.控管研究生品質之作法：亦請教務長先予研議，提出策略，
各院配合辦理。

c.調整碩、博士生比例，以及碩士生之學術研究與專業訓練分流之
可行性：請醫學院陳院長及理學院羅院長分別就碩、博士生比例
調整理由及學術研究與專業訓練分流之可行性提出書面資料，
俾便會中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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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議題三:「臺大邁向頂尖大學宏觀計畫之建立」，分兩階段進行：

第一階段為分組討論(共分4組)，分別由1位管院老師擔任小組召集人，

掌控討論過程及彙整與會人員意見；第2階段則由各組推派1人報告

該組結論後討論。子題如下：

a.臺大邁向頂尖大學之路發展的定位及找出各項衝突的平衡點。

b.專業學院之設計與運作。

(4)議題四:「生師比太高及基礎科學教師教學負擔太重之解決方式」
，子題如下：

a.藉減少學分或加強內容及品質以達到課程改革之可行性。

b.基礎科學教師員額嚴重不足之解決方法。

c.研究生擔任TA之可行性與必要性。

d.教師個人開課自主性與院系所需求如何取得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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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前述議題三之小組召集人，請林嬋娟老師協調4位
管院老師擔任，並設計簡報範本，俾利將分組討論
內容彙整為2頁簡報資料，以便隨後之報告及討論。

4.3 先以電子郵件發送會議紀錄及議程表，請與會議人員
提供意見，並於下週五前確定議程安排及後續事宜。

5.5.5.5.第三次策略會議第三次策略會議第三次策略會議第三次策略會議：：：：執行策略會議執行策略會議執行策略會議執行策略會議
時間：96年2月4日(星期日)上午9時
地點：校總區管理學院玉山廳

• 簡報簡報簡報簡報：：：：

(1)人事室如何配合臺大邁向頂尖大學？

人事室江元秋主任說明本校人事制度運作

(2)會計單位如何配合臺大邁向頂尖大學？

會計室黃日暉主任說明本校會計制度運作

(3)招收優秀研究生入學之策略及控管研究生品質之作法？

蔣丙煌教務長說明本校吸引優秀研究生入學之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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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組討論分組討論分組討論分組討論：：：：臺大邁向頂尖大學宏觀計畫之建立臺大邁向頂尖大學宏觀計畫之建立臺大邁向頂尖大學宏觀計畫之建立臺大邁向頂尖大學宏觀計畫之建立

• 議題議題議題議題

(1)人事單位如何配合本校邁向頂尖大學？

a.校內人事問題，請人事室依研擬方法持續進行。

b.至外部有關政府應鬆綁之人事法規方面，將協調教育部及
相關單位尋求解決方法。

(2)會計單位如何配合本校邁向頂尖大學？

a.會計室及各單位應儘速整理出面臨問題，可提交邁向頂尖大學
策略聯盟，由其向工程委員會或相關單位反應，促請其修法。

b.零用金制度請會計室儘速設計，俾使各單位經費使用更為靈活。

(3)本校吸引優秀研究生入學之策略及控管研究生品質之
作法為何？

a.本校人數迅速擴張，以研究所尤甚，應加以限制，請教務長予以考量。

b.招收優秀研究生，與會人員所提聯合多個研究所一起招生、
放寬招生限制等不失為好的構想，可再研議。

c.獎學金為吸引優秀人才之良好方法，應研議其進行方式。

d.俟教育部同意學費調漲議題後，將再會同邁向頂尖大學策略聯盟研商
開放大陸學生來臺修習研究所課程相關規劃，提大學校長會議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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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如何建立臺大邁向頂尖大學宏觀計畫？

a.院中院的1.5級制，為大家都可同意的專業學院設計方式，
可採一系多所形式進行。

b.如何建立院長分配資源的權力，應落實於相關法規。

(5)本校生師比太高及基礎科學教師教學負擔太重之解決方式？

a.大班教學、小班輔導為減輕教師負擔之有效作法。

b.請教務長與電資學院、工學院協商，釋出人力開授通識或基礎課程。

三三三三、、、、中程校務發展計畫中程校務發展計畫中程校務發展計畫中程校務發展計畫

97.11.1597.11.1597.11.1597.11.15 召開「校務發展規劃策略會議」第1次會前會。
為研擬研擬研擬研擬本校中程校務發展計畫書，擬擬擬擬於98年2月邀集
一級行政主管召開策略會議。為使會議順利進行，
陳泰然副校長爰召開會前會，邀請湯明哲副校長、
管理學院郭瑞祥、李吉仁、陸洛及廖咸興4位教授共同
研商策略會議之時間及進行方式。

97.11.1997.11.1997.11.1997.11.19 召開「校務發展規劃策略會議」第2次會前會，討論策略會議
進行方式及相關細節，並決議於98年2月13日召開策略會議。

98.01.1398.01.1398.01.1398.01.13 召開「研商撰寫本校中程校務發展計畫內容第1次座談會」。
為研擬出本校中程校務發展計畫，並據以施行，陳泰然副校長
邀集2位副校長及教務等6處首長，開會研商本校「中程校務
發展計畫」內容規劃、應納入單位、撰擬要點等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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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01.2098.01.2098.01.2098.01.20 召開「研商撰寫本校中程校務發展計畫內容第2次座談會」。
陳泰然副校長邀集2位副校長及教務等6處首長，召開中程
校務發展計畫書第2次撰擬會議。

98.02.1398.02.1398.02.1398.02.13 召開「校務發展規劃策略會議」。
為檢討檢討檢討檢討過去幾年所訂策略策略策略策略的執行執行執行執行情形、本校未來發展發展發展發展之
中程計畫中程計畫中程計畫中程計畫，並檢討本校的制度制度制度制度，邀集一級行政主管及4位
領域專家，假管理學院冠德講堂舉行策略會議，管理學院
郭瑞祥教授、廖咸興教授、陸洛教授主持，由各學院院長院長院長院長
簡報簡報簡報簡報說明各學院Benchmark學校、SWOT分析、未來5年
可突破突破突破突破之研究領域及執行策略等，與會人員與會人員與會人員與會人員並提出優、缺點
及建議意見，供各學院參考。

98.04.1598.04.1598.04.1598.04.15 召開「研商各學院撰寫中程校務發展計畫書座談會」。
為使各學院中程校務發展計畫書撰擬方向一致，
學術副校長室張小珍秘書張小珍秘書張小珍秘書張小珍秘書爰邀集各學院秘書學院秘書學院秘書學院秘書，共同討論
如何撰擬各學院計畫書。

98.06.0998.06.0998.06.0998.06.09 召開「中程校務發展計畫98年第2次規劃策略會議
第1次會前會」。
因各一級行政單位及各學院所送之中程校務發展計畫書內容
未臻統一，仍有調整空間，陳泰然副校長擬召開擬召開擬召開擬召開「中程校務
發展計畫98年第第第第2222次規劃策略會議次規劃策略會議次規劃策略會議次規劃策略會議」，並邀請管理學院幾位
老師及相關學院院長召開相關會前會。

98.06.1198.06.1198.06.1198.06.11 召開「中程校務發展計畫98年第2次規劃策略會議第2次
會前會」。邀請管理學院郭瑞祥教授等人，討論策略會議
進行方式，包含節次安排、討論主題、各節次主持人等事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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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07.1398.07.1398.07.1398.07.13 召開「中程校務發展計畫98年第2次規劃策略會議第3次
會前會」。

98.07.1598.07.1598.07.1598.07.15 召開「中程校務發展計畫98年第2次規劃策略會議」。
邀集一級行政主管及8888位領域專家位領域專家位領域專家位領域專家，假管理學院重光講堂
舉行，由管理學院郭瑞祥、陸洛、廖咸興及陳忠仁4位教授主持
會議之進行。除「擴大學生國際視野並建立學生寬廣國際觀」
、「合理化課程內容與結構」及「重塑優質的教師聘任、評估
及升等制度」等議題外，更請各學院院長簡報說明各學院發展
突破性領域突破性領域突破性領域突破性領域之策略策略策略策略及資源需求資源需求資源需求資源需求後，請與會人員與會人員與會人員與會人員提出書面意見，
請各學院將收集的意見及建議，納入並修訂中程校務發展
計畫書。

98.08.0698.08.0698.08.0698.08.06 「研商撰寫本校中程校務發展計畫內容第3座談會」。
陳泰然副校長邀集2位副校長及教務等6處首長，研商時程及
頁數、內容之規劃。

98.08.1898.08.1898.08.1898.08.18 學術副校長室彙集所有稿件，裝訂為「中程校務發展
計畫書初稿」，送請一級行政主管一級行政主管一級行政主管一級行政主管、各學院院長各學院院長各學院院長各學院院長、
10101010位領域專家位領域專家位領域專家位領域專家及國科會陳正宏陳正宏陳正宏陳正宏副主委、中國醫藥大學
黃榮村黃榮村黃榮村黃榮村校長、醫學系陳維昭陳維昭陳維昭陳維昭名譽教授等3位校外委員審查，
並請審查委員於8月27日前送交書面審查意見。

98.08.3198.08.3198.08.3198.08.31 召開「各學院中程校務發展計畫書初稿修訂會議」。
各學院說明該院計畫書內容，除發送審查委員所提建議審查委員所提建議審查委員所提建議審查委員所提建議外，
並請與會人員分對各學院提出書面建議。

計畫表修正建議如下，請參酌：

(一)理念：頂尖大學由頂尖學院組成，頂尖學院係由頂尖系所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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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議事項：

1.在制度面改革方面，有關(1)教師員額流通、(2)院系所主管產生

及(3)教師聘任、評估及升等之制度改進，希能納入。

2.國際化的目標、內容、策略希能明確呈現。

3.發展目標方面，需有國際一流大學之學院或國際一流學院作為

標竿學校，並有追求目標之因應策略。

4.希呈現各學院、系、所課程檢討機制，以關照整體課程結構與

課程內容之合理性、時代需求以及國際趨勢。

5.突破性領域(學術或技術)希能呈現目標、KPI、策略、資源投入、

考評機制。

6.請各學院參酌蒐集到的所有書面意見，納入計畫書修訂參考。

99.03.0199.03.0199.03.0199.03.01 陳泰然副校長邀集管院郭瑞祥、林嬋娟、陸洛、
廖咸興、陳忠仁等教授，討論訂定校級之「校務發展
追踪考核辦法」以便進行後續之追蹤考核。

99.03.2399.03.2399.03.2399.03.23 第2616次行政會議。通過「中程校務發展計畫書執行
追蹤考核作業要點(草案)」。

99.04.2299.04.2299.04.2299.04.22 陳副校長泰然邀集廖咸浩主秘、郭瑞祥主任、陸洛教授、
林嬋娟教授、廖咸興教授及陳麗如秘書等人，召開
「本校中程校務發展計畫書各單位考核作業細則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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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5.3199.05.3199.05.3199.05.31 98學年度第5次校發會。「中程校務發展計畫執行追蹤
考核作業要點」提會討論通過，並決議：「各學院如對
計畫書內容尚須修正，請於99年6月底前提出修正版送
學術副校長室彙整。」

99.09.1799.09.1799.09.1799.09.17 99學年度第1次校發會。
修正「中程校務發展計畫執行追蹤考核作業要點」。

99.09.2199.09.2199.09.2199.09.21 第2638次行政會議。
通過「中程校務發展計畫執行追蹤考核實施要點」。

四四四四、、、、提昇高教品質策略提昇高教品質策略提昇高教品質策略提昇高教品質策略（（（（以台大為例以台大為例以台大為例以台大為例））））

2222、、、、院系所評鑑院系所評鑑院系所評鑑院系所評鑑

建立教學研究單位評鑑制度，落實評鑑結果之建議與

意見（86, 6, 7  台大校務會議）

1111、、、、教學評鑑教學評鑑教學評鑑教學評鑑

建立客觀、合理、可行的學生對教師教學評鑑制度
（85, 12, 12  教務會議）

•做為改進教學、提昇教學品質的重要參考

•學生對教師教學投入心力的重要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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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3、、、、教師評估教師評估教師評估教師評估
(1)(1)(1)(1)國立台灣大學教師評估準則國立台灣大學教師評估準則國立台灣大學教師評估準則國立台灣大學教師評估準則

87, 1, 10  校務會議通過/  89, 10, 21  第一次修正/  91, 6, 1  第二次修正

• 需經評估通過才得提請升等。

• 評估不適任者，不予晉薪與不得在外兼職兼課。

• 初聘之講師與助理教授於第一次評估不適任，經過1-2年再予評估
仍不適任者，經校教評會審議通過後，辦理不續聘或解聘程序。

93,10,16 第三次修正

•對不適任教師之強制淘汰機制，擴及各級教師。

•未於評估期限內接受評估或附件資料不實致影響評估結果者，均
視同評估不通過。

•評估不適任者，不得申請教授休假研究，不得延退或擔任校內各
級教評委員或行政主管。

•刪除原年滿60歲之教授、副教授免辦評估之規定。

(2) (2) (2) (2) 教師評估制度建立之理念與特色教師評估制度建立之理念與特色教師評估制度建立之理念與特色教師評估制度建立之理念與特色

• 理念

• 提昇教師榮譽，增進教學、研究及服務水準。

• 公平性、合法性、合理性及可行性。

• 特色
專任教師、專業技術人員及專任研究人員，均需接受評估。

學校訂準則，負責監督；學院訂辦法（自訂受評項目、
標準、程序等），報校核備，負責執行。

傑出教授、副教授免辦評估。（例如：中研院院士、
曾獲教育部國家講座或學術獎者、曾獲國科會傑出獎三次
以上者，曾獲教學傑出獎二次者…… ）

普 遍 性：

專業尊重
與 授 權

禮遇原則：

懲罰原則：

：

不得升等、晉薪、教授休假、校外兼職兼課、
延退、擔任各級教評委員及行政主管；二次不適任，
不續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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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3) (3) 績效與影響績效與影響績效與影響績效與影響

台大近年之提前與延長
退休人數變化，提前指
65歲以下，延長指65歲
以上。民國88年起實行
教師評估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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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教師評估歷年未通過人
數與比率。民國87年1月訂
定「國立台灣大學教師評估
準則」，民國88年起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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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4) (4) (4) 落實評估制度的要件落實評估制度的要件落實評估制度的要件落實評估制度的要件

• 需有教師充分支持（向上提昇之校園文化）

• 公信力（過程與結果）

• 完善配套措施，包括激勵辦法與懲罰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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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組織結構制度環境重整再造組織結構制度環境重整再造組織結構制度環境重整再造組織結構制度環境重整再造

1. 變革的心理障礙變革的心理障礙變革的心理障礙變革的心理障礙

2））））變革的正常反應變革的正常反應變革的正常反應變革的正常反應

歡迎、肯定、調適 v.s.  觀望、批評、抱怨、杯葛、反彈

五五五五、、、、能與不能能與不能能與不能能與不能，，，，為與不為為與不為為與不為為與不為

土界屋太一：組織的盛衰有兩個關鍵—

坪內壽夫：改變若不能維持到底，最後一定是回復原狀。

艾科卡：「變」不一定會成功，但是「不變」是一定不會成功。

吳火獅：維持現狀，就是落伍。

過度適應現在的環境？

共識：天下唯一「不變」的真理，就是「變」。

毛澤東（最困難的時期）：革命形勢一片大好。

1））））人類是習慣動物人類是習慣動物人類是習慣動物人類是習慣動物

沈醉於過去成功的經驗？

2. 成功要訣成功要訣成功要訣成功要訣：：：：共識凝聚共識凝聚共識凝聚共識凝聚
有參與才能形成共識，有共識才有認同，
有認同才會投入，有投入才有成果。

3. 做人做事的理念做人做事的理念做人做事的理念做人做事的理念
1））））基本原則基本原則基本原則基本原則

2））））互動要領互動要領互動要領互動要領

多肯定，少否定。
多讚賞，少批評。

a.先處理心情，再處理事情

點頭微笑
主動問候
肯定讚賞（天下無敵之全新觀點：從養成欣賞他人優點開始）
關懷協助

b.禁止講潑冷水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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贏家贏家贏家贏家 輸家輸家輸家輸家

（（（（二二二二））））我們可以選擇做贏家或輸家我們可以選擇做贏家或輸家我們可以選擇做贏家或輸家我們可以選擇做贏家或輸家

• 認為學習是為了累積能量 認為學習是為了飯碗

• 把責任看成動力 把責任看成累贅

• 看不到希望就準備 看不到希望就放棄

贏家贏家贏家贏家 輸家輸家輸家輸家

• 常說「讓我來幫你忙」 常說「那不關我的事」

• 永遠有一個計畫 永遠有一個藉口

• 常說「可能很困難，
但希望很大」

常說「可能有希望，
但困難重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