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簽  於教務處教學暨學習資源中心

主旨： 謹呈103學年度教師教學獎勵建議名單及決選會議紀

錄，呈請核示。

說明：

一、103學年度教師教學獎勵遴選決選會議，其會議紀錄

（含103學年度教學傑出教師、教學特優教師和教學優良

教師之推薦名單）和簽到單如附件一所示，恭請呈閱。

二、以上所提之名單是否得當，呈請核示。

三、奉核後，呈請依「銘傳大學教師教學獎勵辦法」所

訂，准予核發獲選教學傑出教師每人獎金新台幣伍萬元

整，獲選教學特優教師每人獎金新台幣貳萬元整，獲選教

學優良教師每人獎金新台幣壹萬元整，以資鼓勵。獎勵辦

法如附件二。

四、所需經費擬由105年度教學卓越計畫子計畫一項目支

付（1-4-2-A），預估使用經費共計新台幣肆拾玖萬元

整，經費明細如附件三所示。

敬陳

校長

承辦人：邵秀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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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簽辦紀錄 - NO.134608】

教務處-教學暨學習資源中心-一般職員,邵秀梅 (2016-01-06 11:26,附件異動)

教務處-教學暨學習資源中心-一般職員,邵秀梅 (2016-01-06 11:29,陳核):擬請同

意辦理

教務處-教學暨學習資源中心-主任/組長,遲文麗 (2016-01-06 17:50,陳核):擬如

擬

教務處-公文稽核秘書,周欣怡 (2016-01-07 09:50,陳核)

教務處-副處院室長,顏昌明 (2016-01-07 15:09,陳核):擬如擬

教務處-處室長,遲文麗 (2016-01-08 14:04,組外會簽):擬如擬

財務處-登記桌,曾君萍 (2016-01-08 14:44,陳核)

財務處-副處院室長,魏伶真 (2016-01-08 14:46,陳核)

財務處-處室長,林淑瑜 (2016-01-11 11:22,回覆):敬悉

學術副校長室-登記桌,徐佩徽 (2016-01-08 15:54,陳核)

學術副校長室-處室長,王金龍 (2016-01-08 17:26,回覆):敬悉

桃園校區行政處-登記桌,周慧美 (2016-01-08 14:11,陳核)

桃園校區行政處-副處院室長,陳克琛 (2016-01-08 15:54,陳核):敬悉

桃園校區行政處-處室長,徐哲文 (2016-01-08 16:55,回覆):敬悉

教務處-處室長,遲文麗 (2016-01-12 12:45,陳核):擬如擬

秘書處-登記桌,賴數淑 (2016-01-12 14:49,陳核)

秘書處-秘書長,樊中原 (2016-01-19 16:56,陳核):敬悉

學術副校長室-登記桌,徐佩徽 (2016-01-20 09:12,陳核)

學術副校長室-副校長,王金龍 (2016-01-20 14:16,陳核)

行政副校長室-登記桌,王文惠 (2016-01-20 14:22,陳核)

行政副校長室-副校長,陳振南 (2016-01-20 15:01,陳核):敬呈

校長室-公文秘書,陳意君 (2016-01-21 10:05,陳核)

校長室-校長,李  銓 (2016-01-21 14:25,決行):閱

教務處-教學暨學習資源中心-一般職員,邵秀梅 (2016-01-22 09:11,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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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學年度教師教學獎勵遴選「決選」會議紀錄 

會議日期：104年 12月 28日（星期一） 

會議時間：12:20 至 12:30 

會議地點：台北校區 E402大會議室 

與會人員：教師教學獎勵審議委員（「簽到單」如附件） 

 

一、教師教學獎勵遴選決選 

提案：恭請委員審議 103學年度教師教學獎勵遴選結果建議名單。 

說明：103學年度各單位共推出 27位教師參與教師教學獎勵遴選，經

初審與複審會議決議，選出 3位教學傑出教師、11位教學特優

教師和 12位教學優良教師。 

決議：經教師教學獎勵審議委員審議後，遴選出下列教學傑出教師、

教學特優教師和教學優良教師建議名單。 

 

序號 院別 任教系所單位 姓名 獲奬類別 

1 社科學院 心理系 朱春林 教學傑出 

2 國際學院 外交學程 周宛青 教學傑出 

3 共同教育 師培中心 林和春 教學傑出 

4 管理學院 企管系 徐雅惠 教學特優 

5 管理學院 財金系 楊重任 教學特優 

6 設計學院 品設系 駱信昌 教學特優 

7 設計學院 數媒系 賀天穎 教學特優 

8 資訊學院 電通系 高誌陽 教學特優 

9 資訊學院 電子系 賴志明 教學特優 

10 資訊學院 資管系 余仁朋 教學特優 

11 資訊學院 資工系 李遠坤 教學特優 

12 觀光學院 休憩系 林莉萍 教學特優 

13 社科學院 安管系 虞義輝 教學特優 

14 共同教育 通識中心 駱芬美 教學特優 

15 管理學院 企管系 陳淑貞 教學優良 

16 管理學院 國企系 曹為忠 教學優良 

17 管理學院 國企系 葉彩蓮 教學優良 

18 管理學院 財金系 王子湄 教學優良 

19 管理學院 風保系 劉壽祥 教學優良 

20 管理學院 會計系 李娟菁 教學優良 



序號 院別 任教系所單位 姓名 獲奬類別 

21 設計學院 商設系 馮承芝 教學優良 

22 資訊學院 資傳系 呂光裕 教學優良 

23 社科學院 公事系 吳鯤魯 教學優良 

24 健康學院 醫工系 楊佳燕 教學優良 

25 健康學院 生科系 林翰佐 教學優良 

26 健康學院 醫管系 鄭榕鈺 教學優良 

 

 







 

銘傳大學教師教學獎勵辦法 

民國100年5月12日教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銘傳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升教學品質，並表揚教學成效優良教

師，特制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教師係指在本校任教連續滿三年（含）以上，品德優良之

專任教師，且熱心教學並指導學生學業具成效，堪為表率者。 

第三條 本校設教師教學獎勵審議委員會，負責教學獎勵教師的遴選。委員會

之組成以校長為主任委員，學術副校長、教務長、各學院院長、人資

處處長、共同教育委員會召集人為當然委員共同組成之。若上述職務

人員異動時，則以其繼任者替代之。 

第四條 教學獎勵教師審議委員會會議之召開，須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始

可開議。其經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通過，始得作成決議。委員如係

被推薦人，應行迴避不得參與投票。 

第五條 獎勵種類分為「教學傑出獎」、「教學特優獎」以及「教學優良獎」三

類，獲獎者除公開表揚外，並頒發獎狀（牌）及獎金。「教學傑出獎」

獎金新台幣伍萬元整，「教學特優獎」獎金新台幣貳萬元整，「教學優

良獎」獎金新台幣壹萬元整。但獲獎之教師，於頒獎時如未擔任本校

專任教師者，應取消其獲獎資格，並繳回相關獎勵金。獲獎教師之名

額增減，得視當年度教學卓越及本校經費決定之。 

第六條 本辦法之獎勵每學年舉辦一次，「教學傑出獎」名額以三位為限，「教

學特優獎」名額以十位為限，「教學優良獎」名額以全校專任教師百分

之五為限。教學傑出教師於獲獎五年後始得再提出教學獎勵申請，教

學特優教師與教學優良教師於獲獎三年後始得再提出教學獎勵申請。

連續三次獲得教學傑出獎教師，列為「終身教學傑出教師」，嗣後不再

推薦，並刊載本校校刊，登錄其優良事蹟永久陳列於校史室。 



 

第七條 教師教學獎勵獲獎教師應提供教學優良之心得報告，並應參與教學研

習會分享教學經驗，協助教師教學獎勵候選教師的複審評選工作以及

所屬單位之教學發展相關事務。獲獎教師所提供之各項資料，得由學

校安排公開陳列。 

第八條 本辦法之申請及遴選方式，另訂教師教學獎勵遴選實施要點執行之。 

第九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表：經費使用預估 

計畫名稱：教師教學獎勵 

計畫編號：1-4-2-A （P.051-04） 

經費項目 
計畫經費明細 

單價 數量 總額 說明 

04. 彈性薪資 50,000 3 150,000 103 學年度「教學傑出教師」獎勵金 

04. 彈性薪資 20,000 11 220,000 103 學年度「教學特優教師」獎勵金 

04. 彈性薪資 10,000 12 120,000 103 學年度「教學優良教師」獎勵金 

合  計   4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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