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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系成立於民國 73 年，成為台灣第七所獨立的大學統計系。當時適值台灣經濟起飛之

際，東海大學本著求真、篤信、力行的辦學理念，為國家社會經濟及國際貿易發展，培養獨

具人文色彩，且富國際觀之統計人才。本系創系之始，即以「統計回饋社會」為指導原則，

成立至今，全系師生恪遵此指導原則，努力不懈而造就今天的東海大學統計系。 

今日的東海統計系大學部每年級兩個班，共約 450 人。碩士班分兩組招生，共約 19 人，

和現有 1 位博士生的博士班。十四位具博士學位的助理教授以上專任教師，每學期負責本系

約 2 至 3 門課程，和支援本校外系約 1 門課程。 

本系遵循本校校務發展目標，力求成為研究與教學並重的卓越學府。除前述之教學與課

程外，本系教師研究發表之成果斐然。自 101 至 103 學年度共計發表 53 篇 SCI/SSCI 論文和  

6 篇 TSSC 論文及 9 篇其它論文。另外獲科技部獎助研究計劃共 19 件，總獎助金額達新台幣

1,045.9 萬元整。在服務方面，林正祥老師曾任本校管理學院院長(84.9 至 85.7(代理)及 86.8

至 91.11)、本校副教務長(99.8 至 101.7)及 AACSB 認證辦公室執行長(101.9 迄今)；沈維雄老

師曾擔任圖書館館長(88.8 至 90.7)及應聘借調至朝陽大學擔任管理學院院長(93.8 至 96.7)；劉

家頤老師曾任本校教育推廣中心班主任(85.8 至 88.7)；其他老師也都積極參與協助校務及院

務推展。 

本系統計諮詢中心正式成立於 97 學年度，先前已與台中榮總及澄清醫院設立固定諮詢合

作關係，案件以醫療數據統計分析為主。本系對鄰近社區提供統計諮詢服務工作，及於統計

科學社群中發表一篇篇的優質學術論文，均為「統計回饋社會」指導原則之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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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導論 

一、系所之歷史沿革 

本校創立於民國 44 年，管理學院成立於民國 65 年與統計系設立於民國 73 年。成立時

招收大學部一班，民國 87 年起招收二班，目前兩班人數共招收 114 人。碩士班於民國 82 年

起招生，目前招生名額 15 人；博士班於民國 90 年開始招生，現今共有博士生 1 人。本系歷

任系所主管名單如表 0-0-1。 

                     表 0-0-1  統計系歷任系所主管及任期 

系所主管 任期 

洪永泰 73.8 至 81.7 

林正祥 81.8 至 85.7 

沈維雄 85.8 至 88.7 

劉家頤 88.8 至 91.7 

沈葆聖 91.8 至 97.7 

黃連成 97.8 至 103.7 

呂恒輝 103.8 起 

為求簡要敘述本系之沿革與輪廓，我們將分教育目標、教師、學生、空間、設備、課程

規劃、組織、與支援等八個項目，分項說明如下： 

1. 教育目標   
 
大學部 

1. 培養統計專業與實務能力。 
2. 培養資料分析能力。 
3. 培養跨領域與多元學習的能力。 
4. 培養人文素養與邏輯思考能力。 

碩士班 
1. 培養統計專業素養。 
2. 培養資料分析能力。 
3. 培養問題分析與解決能力。 
4. 培養正確的專業倫理與態度。 

博士班 
1. 培養統計理論的研究能力。 
2. 培養統計方法的創新能力。 
3. 培養跨領域合作的能力。 
4. 培養宏觀的國際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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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師 

本系現有專任教師十四位，師資專長齊全且教學認真，研究成果豐碩。教師依規定授

課並接受教學評鑑，且擔任導師的工作。 

  3. 學生 

本系創立至今，已有 1,709 名大學部畢業生、230 名碩士班畢業生及 4 名博士班畢業生

投入社會工作，表 0-0-2、表 0-0-3 分別顯示本系大學部、碩、博士班歷年入學人數之統計

表。 

             表 0-0-2  73-103 學年度大學部入學人數統計表 
學年度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入學人數 46 54 51 57 63 
學年度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入學人數 65 61 56 54 60 
學年度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入學人數 56 57 50 75 105 
學年度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入學人數 101 102 105 101 103 
學年度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入學人數 102 109 111 113 116 
學年度 九十八 九十九 一 00 一 0 一 一 0 二 
入學人數 110 112 108 110 112 
學年度 一 0 三     
入學人數 106     

   註：87 學年度開始招收 2 班。 

 

             表 0-0-3  82-103 學年度碩、博士班入學人數統計表 
      項目 
學年度 

碩士班入學人數 博士班入學人數 

82 7 - 
83 8 - 
84 11 - 
85 15 - 
86 6 - 
87 11 - 
88 12 - 
89 13 - 
90 7 1 
91 14 1 
92 15 1 
93 16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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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項目 
學年度 

碩士班入學人數 博士班入學人數 

94 11 1 
95 19 1 
96 19 0 
97 16 0 
98 17 1 
99 18 1 
100 15 0 
101 11 0 
102 8 0 
103 11 0 

 註:博士班於 90 學年度開始招生 

  4. 空間 
本系在遷入管院新址之前，空間較為侷促。但自 2007 年 9 月遷入新址後，共有系辦公

室 1 間、教師研究室 14 間、碩士生室 1 間、博士生室 1 間、電腦教室 1 間、電腦室 2 間、

研討室 2 間、系學會暨圖書室 1 間、教師休息室 2 間及儲藏室 1 間，以及不含上課用教室

共有樓板面積 209.9 坪。 

  5. 設備 
主要教學用途之設備品項與數量見表 0-0-4。另外，本系各項設備清冊可見評鑑當日所

陳列之佐證資料。 
 

  表 0-0-4  主要教學用設備品項與數量 

品項 數量 位置 用途 

筆記型電腦 10 系辦公室 教學 

投影機 5 
系辦、兩間研討室、

系電、系圖 
教學 

影印機 2 教師休息室 教學與行政 

電腦 12 碩士生電腦室 教學與研究 

電腦 7 系辦公室 教學與行政 

電腦 41 電腦教室 教學與研究 

電腦 7 電腦室 教學與研究 

電腦 4 博士生研究室 研究 

6. 課程規劃 

本系 103學年度大學部、碩士班與博士班所開授之必修和選修課程的數量，見表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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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0-0-5  103 學年度必修和選修課程的數量 

學制 必選修 課程類別 
開授課程數量 

上學期 下學期 

大學部 

必修 基礎 8 10 

必、選修 
專業 15 16 

管理 2 2 

選修 
電腦 1 2 

其他 2 1 

碩士班 

必修 專業 4 5 

選修 
一般 2 4 

電腦 1 0 

博士班 必修 專業 1 1 

合計 36 41 

  7. 組織 

本系現有系務會議、系課程委員會、系教師評審委員會、和學生組織的統計系學會，

這些組織多年來運作正常，其執掌項目列於表 0-0-6。 

   表 0-0-6  統計系各項組織及其執掌 

會議名稱 執掌項目 備註 

系務會議 

1. 系組織規程及各種重要章則。 

2. 系務發展計劃及預算。 

3. 系務會議所設委員會或專案小組決議事項。 

4. 會議提案。 

5. 其他重要事項。 

 

系課程委員會 

1. 規劃本系必修及選修科目實施方式（含選課規定、

擋修規定）。 

2. 規劃、研議本系必修及選修科目。 

3. 定期實施檢討或修正課程。 

 

系教師評審委

員會 

1. 教師聘任、聘期、升等、解聘、停聘、不續聘、延

長服務、資遣原因認定及著作抄襲處理等事項之審

議。 

2. 其他依法令應經本會審議之事項。 

 

系學會 總理本會會務及執行會員大會之議案。 學生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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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支援 

系辦公室有五位行政助教，除協助系主任處理系所行政業務外，同時擔任課程助教。

此外，其他人力支援有碩士班與博士班研究生，協助批改作業等。 

 

自從 1940 年代，美國成立第一所獨立的大學統計系。七十幾年以來，這個以數學為基

礎，因應分析資料之需求而生的科學，逐漸成長茁壯，在學術領域中佔領一席重要地位。本

系雖是台灣第七所大學統計系，但在培育國家建設所需之統計人才方面，不落人後。以優質

且教學認真的師資，細心擘劃的課程，完善的設備，與運作正常的系務機制，努力至今已培

育大學畢業生 1709 名，碩士畢業生 230 名及博士班畢業生 4 名。本系所畢業生除繼續進修者

外，大都在工、商、教育界等擔任職務，發揮所長。為此，本系將秉持此一貫精神，繼續為

台灣統計人才的養成盡一份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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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我評鑑過程 
 

本校辦理系所評鑑的進程如表 0-0-7 與表 0-0-8 所示。 
 

 表0-0-7  104年度東海大學系所自辦外部評鑑校內作業工作規劃時程表 
時程 校內作業工作規劃 

103 年 4 月 1 日 建置東海大學系所自辦外部評鑑網頁專區。 

103 年 4 月 21 日 辦理東海大學系所自辦外部評鑑說明會。 

103 年 5 月 5 日 
召開 102 學年度第二學期博雅學習推動委員會暨校評鑑委員會聯席會

議。 

103 年 5 月 20 日 
辦理評鑑知能研習「中正大學自我評鑑與確保學生學習成效之具體作

法」專題演講。 

103 年 5 月 20 日 
函知本校相關單位本校修訂之教育目標及新訂之全校性博雅學習核心

能力。 

103 年 5 月 21 日 
函知受評單位修訂評鑑效標（含特色效標）與認可要素，各受評單位

於 103 年 7 月 31 日完成。 

103 年 6 月 17 日 
檢送本校教學及行政單位依本校教育目標及核心能力修訂時程表，進

行相關工作項目。 

103 年 6 月 25 日 辦理第三場系所自辦外部評鑑知能研習。 

103 年 7 月 31 日 
擴增東海大學系所自辦外部評鑑專區網頁功能 (1)增設「評鑑上傳專

區」，系所得上傳資料與線上簽核、(2)增設「評鑑委員專區」。 

103 年 9 月 10 日 

1.為減輕受評單位填報基本資料負擔，評鑑辦公室自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建置之「高等教育校務資料庫」匯出系所評鑑所需基本資料。 
2.函知受評單位至本校系所自辦外部評鑑專區查詢並下載 100~101 學

年度「系所自我評鑑基本資料表」相關量化數據。 

103 年 9 月 24 日 

103 年 9 月彙整「東海大學系所自辦外部評鑑主管及業務承辦代表名

單」，評鑑辦公室彙整呈報 校長後，轉全體教學行政單位知照。各單

位業務承辦代表組成「評鑑工作執行小組」，並經校長聘任蔡瑞明研發

長為本校 103 學年度校評鑑委員會執行秘書。 

103 年 9 月 30 日 
提請「校評鑑委員會」書審「本期系所評鑑各學系評鑑效標修訂」審

查案。 

103 年 12 月 5 日 

1.召開 103 學年度第一次評鑑工作執行小組會議。(不定期召開會議確

認受評單位工作進度)  
2.提醒小組成員本次評鑑作業相關時程、作業方式、報告撰寫之重點與

相關配合事項。 

104 年 2 月 
評鑑辦公室彙整各受評單位 100~102 學年度完整基本資料表，函知受

評單位至本校系所自辦外部評鑑專區查詢並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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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程 校內作業工作規劃 

104 年 3 月 
基本資料表校庫數據如有需修正(勘誤)的部分，受評單位請於 104 年 3
月檢附佐證資料向評鑑辦公室提出申請調整。 

104 年 5 月 

104 年 5 月評鑑辦公室公告受評單位基本資料表修正後版本，函知受評

單位至本校評鑑專區下載，並確認 100~102 學年度基本資料相關量化

數據後，由受評單位上傳基本資料表定稿版至評鑑專區「評鑑上傳專

區」，經單位主管及一級主管進行線上簽核。 

104 年 4 月~9 月 

自我評鑑委員之遴聘人數以每單位三至五人為原則，應有五分之四以

上由校外人士擔任（本室建議聘任四至五位委員以備當日出席委員人

數不足）： 
1.104 年 4 月由系級推薦自我評鑑委員三至五名，院級推薦自我評鑑

委員三至五名，由院彙整所屬學系自我評鑑委員名單，送交評鑑辦

公室。 
2.104 年 5 月校評鑑委員會推薦自我評鑑委員三至五名。 
3.104 年 6 月評鑑辦公室報請校長核定自我評鑑委員優先順序，並通

知受評單位依校長核定之順序徵詢委員應聘意願。 
4.104 年 7 月評鑑辦公室將自我評鑑委員聘任名單提請自我評鑑指導

委員會審定。 
5.104 年 8 月~9 月寄送自我評鑑委員聘書。 

104 年 5 月~10 月 

自我評鑑報告之審議： 
1.104 年 5 月各受評單位完成自我評鑑報告初稿，送交評鑑辦公室。 
2.104 年 6 月聘請校內具專業評鑑經驗之教師分組書面審查自我評鑑

報告。 
3.104 年 7 月~8 月受評單位針對書面審查建議事項進行修正，並更新

103 學年度相關數據資料。 
4.104 年 9 月自我評鑑報告提請校評鑑委員會審議。 
5.104 年 10 月受評單位寄交自我評鑑委員基本資料表與自我評鑑報

告，另附基本資料表數據各報表定義說明。 

104 年 11 月 
（實地訪評兩週

前） 

自我評鑑委員於訪評兩週前提出「待釐清問題」，受評系所於訪評當日

簡報時回應。 

104 年 11 月 
（評鑑週 11 月 23
日~11 月 28 日） 

1.自我評鑑委員蒞校實地訪評。 
2.訪評報告初稿與評鑑結果建議於實地訪評當日離開受評單位前完成

（訪評委員最遲需於實地訪評結束後兩週內，提出訪評報告初稿）。

訪評報告初稿包含：訪評意見、改善建議與初步認定結果，評鑑結

果分為：「通過」、「有條件通過」及「未通過」。 

104 年 12 月~105
年 1 月 

受評單位如對訪評報告初稿有疑義，包括：違反程序、不符事實或有

其他需要修正事項，可於收到訪評報告初稿三週內向評鑑辦公室提出

申復申請，交予自我評鑑委員複審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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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程 校內作業工作規劃 

105 年 3 月 
受評單位應於自我評鑑初步結果公布二個月內提交自我改善計畫，送

交評鑑辦公室。  

105 年 4 月~6 月 評鑑辦公室編纂全校自我評鑑結果報告書。 

105 年 6 月 

1.復由校評鑑委員會偕受評單位主管，召開自我評鑑檢討會議，討論

改進計畫之可能性，給予建議及展開輔導方案，並決議相關配套及

經費需求。 
2.全校自我評鑑結果報告書提請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審定後，提報教

育部進行自我評鑑結果認定。 

105 年 9 月 
本校經教育部自我評鑑結果認定後，公布於學校系所自辦外部評鑑專

區。 

105 年 12 月 
1.受評單位應於實地訪評結束一年後提出「自我改善計畫之執行成果」。 
2.「自我改善計畫之執行成果」由校評鑑委員會審議，提請自我評鑑指

導委員會審定。 

106 年 4 月 
認可結果為「有條件通過」之受評單位，接受「追蹤評鑑」，認可結果

為「未通過」之受評單位，接受「再評鑑」。啟動本期系所追蹤評鑑及

再評鑑，召開自我評鑑工作說明會。 

106 年 6 月~8 月 
各單位資料彙整、分析及自我評鑑，俾利向訪評委員完整呈現評鑑資

料。 

106 年 9 月 邀請訪評委員，追蹤及再評鑑委員主要由原參與自我評鑑之委員為之。 

106 年 11 月 
訪評委員蒞校實地訪評，本校追蹤與再評鑑作業為一工作日，追蹤評

鑑針對評鑑結果所提問題與缺失進行考核，再評鑑進行完整訪評程序。 

106 年 12 月~107
年 1 月 

實地訪評結束後兩週內通知受評單位訪評報告初稿，受評單位如對初

稿有疑義，包括:違反程序、不符事實或有其他需要修正事項，可於收

到訪評報告初稿三週內向評鑑辦公室提出申復申請，交予自我評鑑委

員複審核定。 

106 年 12 月~107
年 1 月 

本校經教育部認定追蹤評鑑與再評鑑結果後，公布於學校系所自辦外

部評鑑專區。 

107 年 12 月 

受評單位提交「後續自我改善計畫之執行成果」，針對追蹤評鑑系所改

善情形為「部分改善」與「未改善」項目進行書面檢核，若為「已改

善」項目不再重覆檢核，針對再評鑑系所依實地訪評報告書「改善建

議」提交之「後續自我改善計畫之執行成果」逐項進行書面檢核，須

經校評鑑委員會審議，提請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審定，並將此提供予

第三週期評鑑委員參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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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0-0-8  東海大學系所自我評鑑實地訪評一日行程表 

  
 

 

時間 工作項目 

一日 
行程表 

上 
午  

09:00~09:30 評鑑委員到校  

09:30~10:00 評鑑委員預備會議 （含推選召集人） 

10:00~10:40 
系所簡報（含系所對評鑑委員兩週前所提出之「待釐清

問題」進行說明） 

10:40~10:50 休息 

10:50~11:30 教學現場訪視、教學設施參訪（視評鑑委員之決定） 

11:30~12:10 評鑑委員與學生代表、行政人員晤談 

12:10~13:10 午餐  

下 
午  

13:10-14:00 資料檢閱 

14:00~14:30 評鑑委員與系所主管晤談 

14:30~15:20 評鑑委員與教師、畢業系友晤談 

15:20~15:30 休息 

15:30~16:00 綜合座談 

16:00~17:30 
評鑑委員意見交流、討論共識，當天完成評鑑結果認定，

二週內提出訪評報告初稿 

17:30 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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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自我評鑑項目 

一、教育目標  
（一）現況描述 

1-1 系所之教育目標、核心能力擬訂之作法與結果 

    統計系成立於民國 73 年，招收了大學部學生，並在民國 82 年及民國 90 年陸續成立

了碩士班及博士班，進而成為中部地區第一所擁有博士班的學系。統計系成立之初，即

以「統計回饋社會」為指導原則，穩定中求發展。全系師生在此指導原則之下，共同努

力逐步發展出更具體且宏觀的教育目標。本系博士班設立宗旨為培育具有紮實統計理論

與方法之高階研究人才，可做為學界之教師與業界之研發人員，其教育目標如下: 

 1. 培養統計理論的研究能力 

 2. 培養統計方法的創新能力 

 3. 培養跨領域合作的能力 

 4. 培養宏觀的國際視野。 

此外，學校在 102 學年度(103 年 5 月 5 日)修訂教育目標的條文如下： 

1. 專業及跨領域知能 

       2. 人文素養 

       3. 服務關懷的熱忱 

       4. 國際視野 

       5. 創新能力。 

    雖然本系教學領域偏向專業科目之教授，大致可分為統計理論與應用方法、電腦應用

技能、解決問題暨人際溝通技巧、專業知能倫理與科學態度，與必須兼顧全人教育的學

校教育目標中的某些項目，並無明顯密切相關，但實際上已隱含在系所之教育目標之中。

例如第二條中的人文素養，及第三條中的服務關懷熱忱，均屬此類。譬如本系所並未將

培養外語能力明訂為教育目標，但語言能力與國際視野已隱含在本系大學部教育目標中

的第一條培養統計專業能力，碩士班教育目標中的第一條培養業界所需的統計專業素養，

及博士班教育目標中的第四條培養宏觀的國際視野當中。如表 1-1-1 所列為本系博士班之

教育目標與學校教育目標之關聯表。 

另外，學校在 103-104 年度校務發展計畫中明訂五大目標：綠色博雅學術重鎮、永

續特色重點研究、國際深化全球連結、產學合作企業接軌與城鄉發展社會關懷。本系博

士班的教育目標與學校校務發展計畫目標有所連結，見表 1-1-2 之關聯表。當然提供卓越

教學為本系之當然使命。 

 

 

 

11 
 



     表 1-1-1  統計學系博士班教育目標與學校教育目標關聯表 

博士班教育目標 

I.培養統計理論的研究能力 

II.培養統計方法的創新能力 

III.培養跨領域合作的能力 

IV.培養宏觀的國際視野 

 

                               博士班教育目標 

學校教育目標 
I II III IV 

1.專業及跨領域知能 ● ● ● ● 

2.人文素養 ● ●   

3.服務關懷的熱忱 ● ● ●  

4.國際視野 ● ● ● ● 

5.創新能力 ● ● ●  

●相關 

     表 1-1-2  統計學系博士班教育目標與學校發展目標關聯表 

博士班教育目標 

I.培養統計理論的研究能力 

II.培養統計方法的創新能力 

III.培養跨領域合作的能力 

IV.培養宏觀的國際視野 

 

     教育目標 

學校發展目標 
I II III IV 

1.綠色博雅學術重鎮     

2.永續特色重點研究  ● ● ● 

3.國際深化全球連結  ● ● ● 

4.產學合作企業接軌  ● ● ● 

5.城鄉發展社會關懷     

●相關 

  本系博士班依據系所教育目標，訂定學生應具備之核心能力如下： 

1. 具備紮實的統計理論與方法 

2. 具備獨立從事研究的能力 

3. 具有與其他專業領域合作並解決問題的能力 

4. 具備國際競爭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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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畢業學生應具備上述四項核心能力所需的課程安排，將於本文項目二課程設計

與教師教學中加以說明，並呈現類似的關聯表，以顯示博士班課程與此四項核心能力之

關聯程度。表 1-1-3 明確列出博士班的核心能力與教育目標之關聯性。 

    表 1-1-3  統計學系博士班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關聯表 
博士班學生核心能力 

1. 具備紮實的統計理論與方法 

2. 具備獨立從事研究的能力 

3. 具有與其他專業領域合作並解決問題的能力 

4. 具備國際競爭的能力 

博士班學生核心能力 
博士班教育目標 

1 2 3 4 

培養統計理論的研究能力 ● ● ● ● 

培養統計方法的創新能力 ● ● ● ● 

培養跨領域合作的能力 ●  ●  

培養宏觀的國際視野 ● ●  ● 

● 相關 

    本系博士班畢業生同時也是東海大學的畢業生，所具備之能力應符合東海大學對學

生的期望，而且核心能力也是構成學校教育目標中的重要部份。 

1-2 系所之發展方向與特色是否配合系所擬訂之教育目標 

   本系必修和選修課程之規劃與學生未來發展之方向大致可分為: 

    1.統計理論:以繼續深造、從事研究工作為目標。 

    2.管理科學統計:偏向工商管理包括精算師之培育。 

    3.工業統計:培養品管、研發、製程等人才。 

    4.生物統計:包括醫藥衛生、遺傳學、人口學、食品科技和農學方面的應用。 

    5.社會科學統計:偏向政府公共政策之研究與評估。 

學生可選擇其中的一種或數種方向，配合相關科系課程，依個人興趣和能力發展。從 1-1

所述，系所發展方向與特色符合所訂之教育目標。 

1-3 系所擬訂之教育目標是否與校院之教育目標結合 

     在 102 學年度(103 年 5 月 5 日)學校修訂校之教育目標時，管理學院在 102 學年度(103

年 6 月 12 日)隨之修改院之教育目標。為此，本系在 103 學年度第一學期(103 年 10 月 07

日)第一次臨時系務會議也進行修訂，經過系上老師與學生代表討論後，博士班的教育目

標與校院的教育目標相互配合，皆具備專業之知識學習與培養的國際視野，同時是本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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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校院所推廣之方向。如表 1-3-1 所列為本系博士班之教育目標與管理學院教育目標之關

聯表。此外本系與校教育目標之關聯表，請見表 1-1-1。    

      表 1-3-1  統計學系博士班教育目標與管理學院教育目標關聯表 

博士班教育目標 

I.培養統計理論的研究能力 

II.培養統計方法的創新能力 

III.培養跨領域合作的能力 

IV.培養宏觀的國際視野 

 

                               博士班教育目標 

管理學院教育目標 
I II III IV 

1.現代管理專業與實務運用 ● ● ● ● 

2.資訊與科技運用 ● ● ●  

3.國際視野與多元學習 ● ● ●  

4.人文素養服務關懷熱忱 ● ● ● ● 

●相關 

1-4 師生對系所之教育目標、核心能力與發展特色瞭解程度 

本系所教育目標之訂定係經由全體教師與學生代表共同參與討論一致通過的結論(請

參見 98 年 04 月 07 日系務會議記錄)，並分別於 101 學年度第一學期及 103 學年度第一學

期系務會議中，提出修訂本系教育與核心能力之修訂版(請參見 101 年 10 月 16 日系務會

議記錄及 103 年 10 月 07 日系務會議記錄)。然而訂定系所教育目標後，為審核核心能力

之落實，因此對全系學生實施問卷調查，一方面瞭解學生對教育目標的認同程度，另一方

面則是對學生進行教育宣導。以下列出與博士班所用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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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同學： 

為落實本系 103 年 10 月 07 日的系務會議，經由全系教師與學生代表共同參與

討論後，所修訂之本系博士班教育目標及學生核心能力。現在經由這份問卷，對此

教育目標及核心能力之認同程度進行調查，請確實作答，謝謝你的合作！ 

                                        系主任   呂恒輝 

                                                       103 年 10 月 

一、入學年份？     年 

二、下列為本系博士班教育目標，請勾選適當的方格。 

 

                            認同程度 

教育目標 

非

常

不

認

同 

不

認

同 

無

所

謂 

認

同 

非

常

認

同 

1. 培養統計理論的研究能力。      

2. 培養統計方法的創新能力。      

3. 培養跨領域合作的能力。      

4. 培養宏觀的國際視野。      

 

三、下列為本系博士班學生核心能力，請勾選適當的方格。 

 

                            認同程度 

學生核心能力 

非

常

不

認

同 

不

認

同 

無

所

謂 

認

同 

非

常

認

同 

1. 具備紮實的統計理論與方法。      

2. 具備獨立從事研究的能力。      

3. 具有與其他專業領域合作並解決問題  

的能力。 
     

4. 具備國際競爭的能力。      
 

 

博士班問卷調查結果，見表 1-4-1 至表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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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1  博士班教育宣導問卷調查-教育目標得分表 

班級 
第一條 第二條 第三條 第四條 總得分 

人數 分數 人數 分數 人數 分數 人數 分數 人數 分數 

博士班 1 5 1 5 1 5 1 5 1 5 

 

表 1-4-2  博士班教育宣導問卷調查-核心能力得分表 

班級 
第一條 第二條 第三條 第四條 總得分 

人數 分數 人數 分數 人數 分數 人數 分數 人數 分數 

博士班 1 5 1 5 1 5 1 5 1 5 

1-5 依據第一週期系所評鑑結果與建議，確定教育目標並擬訂發展計畫之結果 

本系根據第一週期系所評鑑結果與建議，修改了系所共同之項目:目標、特色與自我

改善、課程設計與教師教學、學生學習與學生事務、研究與專業表現;博士班項目中課程

設計與教師教學之內容，其詳細建議的內容將在第 7-2 的項目中詳細說明。本項目中前述

內容顯示本系博士班教育目標與學校發展計畫方向一致，故維持原定目標。 

（二）特色 

   這部分將分為教師和課程，分項說明。 

     1. 教師 

        本系教師編制為 14 人，目前已聘任專任教師 14 人，其中教授 6 人，副教授 5 人

及助理教授 3 人，皆具有博士學位，並具備多元化之背景。教師之大學主修為統計、

數學、生物、工工、管理科學等，博士學位均為統計或統計相關之學位，每位老師皆

具教學熱忱且積極從事研究。本系教師專長涵蓋數理統計、機率論、隨機過程、生物

統計、工業統計、時間序列、多變量分析、人口統計、人因工程等不同領域。在研究

方面，本系教師過去多年來在國內外學術期刊發表質量俱佳的論文，廣泛且深入的研

究成果有助於教學品質的提昇，詳情可見本文項目四。專業化、高研究能量、且具教

學熱忱之優質教師群，是本系最重要的資產。 

     2. 課程 

        由於師資陣容齊全且教師專長廣泛，足以教授博士生所需的統計專業學識，而在

論文及統計軟體方面，老師亦可與學生相互討論、切磋，來達到可能之合作。在入學

分組設計中，由原先的甲乙組，轉變分為統計組與管理組，讓非統計系背景之學生，

亦可報考就讀博士班。從而達到修習統計相關知識，並可涵蓋培養管理的相關課程知

識，以達到跨領域學習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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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問題與困難 

    因為統計課程涉及理論艱澀之故，無法與產業結合。老師的專長與研究較著重於基礎

學習，故無聚焦於創新能力培養。因此業界普遍對於統計理論與方法的應用仍極為貧乏，

諸多部門捨僱用統計人才。 

  （四）改善策略 

    本系博士班針對現況與面臨之困難，擬定之改善策略可分為成立統計諮詢中心、加強

與校內系所合作、以及創新能力之培養三項行動，分述如下： 

       1. 統計諮詢中心 

        本系自創系即非正式提供統計諮詢服務，藉由統計諮詢可以讓統計推廣到更多地方，

也希望業界對統計更了解。本諮詢中心不但能為學校週邊之醫院、學院、工商企業等機

構解決統計問題，另一方面也提供碩博士班研究生有實地解決疑難問題之經驗。進而推

廣至與工業區或是中科之學術研究亦是想發展的一個方向。 

       2. 校內系所合作 

        基於統計本身服務之本質，本系加強與校內其他系所合作與互動，並透過將博士班

甲乙兩組更換成統計組與管理組，目的希望與管院各系有進一步的交流     ，以提升博士

班教學及研究品質，更是統計諮詢的重要一部分。 

    3. 未來擬開設創新能力培養之課程，例如:大數據課程等。 

（五）項目一之總結 

    本系在訂定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時，需考量現今求學環境改變及降低少子化衝擊，

將專業領域之研究與管院各系合作，以達到不同領域之間團隊合作的效益。本系在專業

課程安排方面，專注於教育目標的達成與畢業學生核心能力的養成，着重於專業知能、

團隊合作、電腦能力、與學術倫理，並著重增加培養實務導向型的人才為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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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程設計 

（一）現況描述 

2-1 依據教育目標、核心能力與發展特色進行課程規劃與架構設計之運作與結果為何？ 

本系博士班課程架構之理念，以培育統計理論與方法兼具之研究人才；訓練學生成

為大專院校教師或業界與研究機構的研究人才。教導學生具備統計理論的研究能力，統

計方法的創新能力，跨領域合作的能力與宏觀的國際視野。本系博士班課程之設計是透

過必修課程與專業選修課程，使博士班之畢業生具備紮實的統計理論與方法，獨立從事

研究的能力，結合其他專業領域合作的能力與具備國際競爭的能力。 

在統計理論科目方面(如統計推論、高等機率論等)，主要在教導學生深入了解機率

及數統理論，以奠定日後理論與方法研究之基礎。在統計方法科目方面(如廣義線性模

型等)，教導學生各種方法論研究領域之相關理論，以作為日後在該研究領域發表論文

之基礎。有關於 101 至 103 學年度必修科目表，請見附錄 2-1-1 至附錄 2-1-3。附錄 2-1-4

為本系博士班 95 至 103 學年度開課明細表。表 1-1-1、表 1-1-3、表 1-3-1 及附錄 2-1-5

為本系所與院、校教育目標及專業課程與預期畢業生具備之核心能力之關聯表。 

2-2 課程規劃與設計之品質保證機制為何？ 

本系課程委員會由全體專任教師組成，主要負責規劃、研議及審定本系課程。課程

委員會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會議，並視實際需要召開臨時會議。會議規定學生代表列席，

討論開課事宜(見附錄 2-2-1)，並邀請校外學者或優秀畢業系友參與研議。本系課程檢討

機制為依據產業需求、學習狀況及參考教師教學評鑑做為實施檢討或修正課程。表 2-0-1

列出本系 98 至 103 學年度邀請校外學者、業界、畢業系友及學生代表。附錄 2-2-2 為

101 至 103 學年度系課程委員會議題與決議重點摘錄。 

自 103 學年度起博士班招生分為統計組及管理組，統計組課程設計著重於統計理論，

如統計推論、高等機率論、廣義線性模型等課程；管理組課程設計則是偏向管理專業，

如管理、財務、經濟、會計、資訊等課程。 

    表 2-0-1  98 至 103 學年度邀請校外學者、業界、畢業系友及學生代表 

學年度 課程會議日期 校外學者 業界代表 畢業系友 學生代表 

98 99/04/27 李其融  李其融  

99 
99/11/09 李其融  李其融  

100/04/19 李燊銘    

100 
100/11/15 

李燊銘 
   

101/04/24    

101 
101/11/27 

李燊銘 
   

102/04/23   劉士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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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 課程會議日期 校外學者 業界代表 畢業系友 學生代表 

102 
102/11/19  

蔡嘉玲 蔡嘉玲 
 

103/04/22   

103 

103/11/18 
鄭宗琳 

   

104/04/21    

104/06/23    陳孝先 

2-3 跨領域學習之課程規劃與執行為何？ 

因大環境的改變，攻讀博士班意願的學生人數逐年降低。因此，自 103 學年度起變

更乙組為管理組，與企管系、國貿系、財金系、會計系、資管系、經濟系等六系共同開

課，請六個外系老師跨系支援授課，此舉預期可吸引更多不同領域的學生報考博士班。

由於 103 學年度停招博士班，但 104 學年度博士班招生已有一位入學就讀，預期未來博

班報考率將會逐年增加。 

（二）特色 

本系師資與課程方面具備師資專長涵蓋面廣，教師年資分配平均及本系分組(統計組

及管理組)招生等 3 大特色，茲分項說明如下： 

1. 師資專長涵蓋面廣 

  本系教師之專長領域涵蓋面廣，教師專長領域大致可分為如表 2-0-2。 

表 2-0-2  本系教師之專長領域類別群組 

專長領域類別 教師群 

存活分析與人口統計 林正祥、沈葆聖、張玉媚 

工業統計與可靠度 林雅俐、俞一唐 

統計推論與統計方法 沈維雄、黃連成、呂恒輝、黃愉閔 

統計計算與貝氏統計 魏文翔、蘇俊隆 

隨機過程與機率論 劉家頤、陳志賢、王榮琮 

2. 教師年資分配平均 

表 2-0-3 列出本系教師進入本校年資與研究領域對照表，可見本系教師平均年齡為

52 歲，平均年資為 17 年，其中教師年資分佈平均，是個經驗豐富且活力充沛的系所。 

    表 2-0-3  本系教師進入本校年資與研究領域對照表 

姓名 級職 研究領域 
出生年份

(民國) 
年資 

林正祥 教授 人口統計 40 77 年起(84 年升等教授) 
沈維雄 教授 統計推論 43 77 年起(85 年升等教授) 
沈葆聖 教授 存活分析 49 82 年起(89 年升等教授) 

19 
 



姓名 級職 研究領域 
出生年份

(民國) 
年資 

黃連成 教授 序列分析 50 91 年起 
魏文翔 教授 統計計算 56 88 年起(97 年升等教授) 
呂恒輝 教授 高維度資料分析 52 91 年起(101 年升等教授) 
劉家頤 副教授 隨機點過程 44 80 年起 
陳志賢 副教授 機率論 47 79 年起 
林雅俐 副教授 人因工程 52 77 年起(81 年升等副 ,教授) 
俞一唐 副教授 可靠度分析 62 95 年起(99 年升等副教授) 
張玉媚 副教授 存活分析 66 96 年起(101 年升等副教授) 
王榮琮 助理教授 隨機過程 54 91 年起 
蘇俊隆 助理教授 貝氏統計 54 95 年起 
黃愉閔 助理教授 統計推論 57 96 年起 

3. 分組招生 

本系自 103 學年度起，博士班招收分為統計組與管理組。將吸引更多不同領域的學

生報考博士班，為社會培育眾多具多元能力的人才。 

（三）問題與困難 

由於本系所教授之課程較為艱澀困難，或不易與產業應用結合，故較無法吸引學生

就讀。 

（四）改善策略 

博士班課程規劃朝向與管理領域結合，課程設計擬與企管系、國貿系、財金系、會

計系、資管系和經濟系共同開課，用以吸引更多領域考生報考博班。 

（五）項目二之總結 

因大環境的改變與景氣的榮枯，使得有意攻讀博士班的學生人數逐年降低。為此增

設管理組，結合管理學院各系及社會科學院經濟系的師資與資源共同開課，預期能提高

博班學生的多元性與跨領域之特色。未來擬預期開設大數據分析課程，行有餘力考慮其

他課程（例如：雲端運算課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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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師資教學 

（一）現況描述 

3-1 教師之數量、結構與學術專長，符合系所及在職專班教育目標及滿足學生學習需求

之情形為何？ 

統計系成立於民國 73 年，於民國 82 年設立統計碩士班，民國 90 年成立應用統計博

士班。本系自設立大學部至碩士班，更進一步成立博士班，均在極短時間內達成，成為

國內私立大學第一所擁有博士班的統計系，這表示本系教師除教學外，研究的專業表現，

符合教育部高學術品質的標準。 

本系現有 14 位專任教師(見表 3-1-1)皆具博士學位，除一位是工業工程博士，一位是

數學博士外，其餘全是統計領域博士。表 3-1-2 呈現教師數與職級成長。表 3-1-3 是本系

近三年來每學期之學生人數與生師比。 

    表3-1-1 專、兼任教師學經歷基本資料表 
     一、專任師資 

姓名職稱 
到任日期 

學歷 主要研究領域 

林正祥教授 
77.08 

美國德州大學生物統計學博士 人口統計 

沈維雄教授 
77.08 

美國馬里蘭大學統計學博士 統計推論 

沈葆聖教授 
82.08 

美國肯塔基大學統計學博士 存活分析 

魏文翔教授 
88.08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統計學博士 統計計算 

黃連成教授 
91.08 

國立中央大學統計學博士 序列分析 

呂恒輝教授 
91.08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統計學博士 高維度資料分析 

林雅俐副教授 
77.08 

國立清華大學工業工程博士 人因工程 

陳志賢副教授 
79.08 

美國匹茲堡大學數學博士 機率論 

劉家頤副教授 
80.08 

美國北卡州立大學統計學博士 隨機點過程 

俞一唐副教授 
95.08 

國立政治大學統計學博士 可靠度分析 

張玉媚副教授 
96.08 

國立中央大學統計學博士 存活分析 

王榮琮助理教授

91.08 
英國薩西克斯大學統計博士 隨機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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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職稱 
到任日期 

學歷 主要研究領域 

蘇俊隆助理教授

95.08 
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統計博士 貝氏統計 

黃愉閔助理教授

96.08 
美國明尼蘇達大學統計學博士 統計推論 

     二、兼任師資 
學年度 職稱 姓名 授課科目/學期 學歷 現職單位 

99 

講師 劉士嘉 

資訊教育-統計軟體

(SAS)/上學期 
統計學/下學期 

東海大學統

計碩士 
東海大學統計

學系博士生 100 
應用統計/上學期 
統計軟體/下學期 

101 
資訊教育-統計軟體

(SAS)/上、下學期 

103 助理教授 李仁佑 
統計學【上】/下學期 
統計學【上】/下學期 

中央大學統

計博士 

弘光科技大學 
教育資源中心

博士後研究 
 

     表 3-1-2  專、兼任教師結構表 

區分 
99 

學年度 
100 

學年度 
101 

學年度 
102 

學年度 
103 

學年度 

專任教

師數與

職級 

教授數 5 4 5 5 6 
副教授數 5 5 5 5 5 
助理教授數 4 4 3 3 3 
小計 14 13 13 13 14 

專任教師具博士學位數 14 13 13 13 14 
兼任教

師數與

職級 

講師數 1 1 1   

助理教授數     1 
說明 1：100-102 年林正祥教授借調至財金系。 
說明 2：99 年俞一唐老師升等為副教授。 
說明 3：101 年呂恒輝老師升等為教授；張玉媚老師升等為副教授。 

     表 3-1-3  專、兼任教師人數統計及生師比一覽表 

學年度 
學生數(註 1) 教師人數(註 2) 加權後學生

總數(註 3) 生師比 
大學部 碩士班 博士班 專任 兼任 

101 404 27 0 13 1 458 34.57 

102 413 19 1 13 0 454 34.92 

103 413 18 1 14 1 452 31.72 
註 1：學生人數採計該學年度第一學期之註冊並繳全額學費之入學學生總和。 
註 2：教師人數採計該學年度第二學期已聘任之專、兼任師資為依據。 
註 3：加權後學生總數採計(註 1)之學生總人數，其中碩士班學生加權 2 倍，博士班學生加權 3 倍計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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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教師專長涵蓋面廣，專業領域可分成存活分析、工業統計和統計推論三個類群，

生產管理、作業管理、品質管制等管理課程之師資均不假外求。除極少數課程外，每科

至少有兩位老師能支援授課。此外在教學負擔方面，平均每位教師每週授課時數約 9 小

時(見表 3-1-4)，教學負荷量應屬合理範圍。 

 表 3-1-4  專任教師每週授課時數統計表 
學 年 度 101 102 103 
學 期 別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專 任 教 師 人 數 13 13 13 13 14 14 
專任教師授課總學分數 112 114 121 131 128 134 
每週每人平均授課時數 8.6 8.8 9.3 10.1 9.1 9.6 

3-2 教師研究與專業服務表現之情形為何？ 

本系教師之教學、研究與服務的專業表現，符合高學術品質的標準，且整體教師的

研究與專業表現的數量與品質均佳。另外可由本系教師執行科技部研究計畫件數及總金

額、發表在 SCI、SSCI 期刊論文篇數及國內外研討會論文篇數、出席國際會議人數、校

內學術著作獎勵篇數及減授鐘點人數，以及教師提供社會專業服務之成效，均展現本系

教師具國際性之學術競爭力。 

本系目前專任教師共十四位皆具博士學位，教師除了教學和提供經常性的統計諮詢

工作外，積極從事研究。目前系上教師的主要研究領域，可區分為生物統計、工業統計、

統計計算、多變量分析、序列分析與人因工程等相關領域。本系所整體研究與專業表現

符合既定的研究方向與目標，透過國內、國際之學術交流與合作，建立優質之研究團隊

與學術氣氛，其中研究成果之出版、教師創作及個案分析等專業表現，不論在數量或品

質上，都有良好的成長表現。101-103 學年度專任教師發表在國內外期刊論文有 68 篇，

其中有 53 篇為 SCI 或 SSCI 之期刊論文；另外，學術研討會論文 19 篇。而詳細教師個

人期刊論文與會議論文請見附錄 3-2-1 和附錄 3-2-2。 

東海大學為提升研究之質與量，訂定「東海大學專任教師學術研究獎勵辦法」(見

附錄 3-2-3)，辦理全校研究與獎勵，包含研究計畫、新進專任教師研究計畫、減授鐘點、

學術著作及產學合作等獎勵，以鼓勵教師提升研究與專業表現成果。教師可藉由執行科

技部研究計畫，其計畫達到規定件數，即可減授課鐘點一至三小時不等，以降低教學負

擔。管理學院依據「東海大學專任教師學術著作獎勵辦法」訂定「東海大學管理學院專

任教師學術著作獎勵審查細則」(見附錄 3-2-4)，獎勵管理學院專任教師以本校名義出版

或是發表之學術著作。本系 101 至 103 學年度專任教師獲得學校學術著作獎勵與科技部

研究計畫減授鐘點如表 3-2-1、3-2-2 及 3-2-3，詳細獲獎教師與期刊論文資料請見附錄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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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  教師研究與專業表現資料概要 
                            學年度 

項目 
101 102 103 

科技部計畫件數 7 6 6 
科技部計畫金額 3,864,000 3,360,000 3,235,000 
發表 SCI,SSCI 期刊論文篇數 18 16 19 
發表於 TSSCI 期刊論文篇數 1 3 2 
發表於 EI 期刊論文篇數 1 1 0 
發表於 EconLit 期刊論文篇數 1 1 1 
其他具審查制度期刊論文數 0 1 3 
該年度期刊論文總篇數 21 22 25 
發表國內外研討會論文篇數 4 14 1 
出席國際會議人數 1 4 1 
學術著作獎勵篇數 21 13 20 
減授鐘點人數 9 9 9 

         

    表 3-2-2  教師學術著作獎勵統計表 
學年度 編號 姓名 級別 學術著作獎勵金額/篇數 

101 

1 沈葆聖 教授 240,400 元/13 篇 
2 黃連成 教授 15,000/1 篇 
3 陳志賢 副教授 2,862/3 篇 
4 林雅俐 副教授 15,000/1 篇 
5 俞一唐 副教授 28,000/1 篇 
6 張玉媚 副教授 11,550/1 篇 
7 王榮琮 助理教授 28,000/1 篇 

102 

1 沈葆聖 教授 142,500 元/9 篇 
2 呂恒輝 教授 15,000 元/1 篇 
3 黃連成 教授 30,000 元/1 篇 
4 魏文翔 教授 30,000 元/1 篇 
5 俞一唐 副教授 15,000 元/1 篇 

103 

1 沈葆聖 教授 140,200/10 篇 
2 林正祥 教授 22,000/1 篇 
3 沈維雄 教授 9,240/1 篇 
4 魏文翔 教授 10,000/1 篇 
5 黃連成 教授 22,000/1 篇 
6 林雅俐 副教授 6,000/3 篇 
7 劉家頤 副教授 2,860/2 篇 
8 王榮琮 助理教授 2,000/1 篇 

 
24 

 



    表 3-2-3  教師減授鐘點一覽表 
學年度 編號 姓名 級別 可減授鐘點數/每學期 

101 

1 林雅俐 副教授 1 
2 沈葆聖 教授 3 
3 魏文翔 教授 3 
4 黃連成 教授 3 
5 王榮琮 助理教授 2 
6 呂恒輝 教授 3 
7 俞一唐 副教授 1 
8 蘇俊隆 助理教授 2 
9 張玉媚 副教授 1 

102 

1 林雅俐 副教授 2 
2 沈葆聖 教授 3 
3 魏文翔 教授 1 
4 黃連成 教授 3 
5 王榮琮 助理教授 2 
6 呂恒輝 教授 3 
7 俞一唐 副教授 2 
8 蘇俊隆 助理教授 2 
9 張玉媚 副教授 2 

103 

1 林雅俐 副教授 2 
2 沈葆聖 教授 3 
3 林正祥 教授 3 
4 黃連成 教授 3 
5 王榮琮 助理教授 2 
6 呂恒輝 教授 3 
7 俞一唐 副教授 2 
8 蘇俊隆 助理教授 2 
9 張玉媚 副教授 2 

本系所每學年皆會邀請國內外著名學者、業界專家與傑出系友至系上專題演講，系所

師生均積極參與且受益良多，101 至 103 學年度至本系演講之詳細資料，如附錄 3-2-6。另

外，近三年教師出席國內和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以及教師至校外學術單位演講資料

整理如表 3-2-4，詳細資料如附錄 3-2-2 和附錄 3-2-7。 

  表 3-2-4  101-103 學年度系所演講及教師出席國內外研討會人次統計 
                            學年度 
項目 

101 102 103 

系所演講 7 1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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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年度 
項目 

101 102 103 

至校外演講 0 1 1 
教師出席國內研討會 2 9 1 
教師出席國際研討會 1 3 1 

本系專任教師 14 位，101 至 103 學年度科技部研究計畫 19 件，計畫的學門分類有

數理統計、生物統計、工業統計、其他應用統計、人因工程與工業設計、人口、家庭與

社區、社會學方法論與研究法等。表 3-2-5 顯示 101 至 103 學年度本系教師申請科技部

研究計畫案通過件數和比率。 

          表 3-2-5  專任教師科技部研究計畫案通過件數和比率 
學年度 通過件數 申請件數 通過比率 

101 7 9 78 % 
102 6 9 67 % 

103 6 11 55 % 

本系為推廣統計應用於資料分析，早於民國 85 年成立統計諮詢室，長久以來本系教

師一直提供全校各系所師生、政府機關、企業界、醫療院所和其他學術與研究單位，從

事學術論文、學位論文、研究報告、產品開發、臨床試驗、市場調查等有關統計理論和

統計方法應用之統計諮詢。大部分的統計諮詢案件是不定時的方式，長期性的案件如劉

家頤老師與澄清醫院簽約，提供統計諮詢長達三年的合作。 

  本系教師擔任學術期刊論文之學術專業審查與編輯服務，例如沈維雄老師擔任統計

與資訊評論編輯委員、蘇俊隆老師擔任 Biometrics 審查委員。擔任學會委員，例如林正

祥老師擔任台灣人口學會理事。教師提供的專業服務，除上述的期刊論文審查與編輯、

學會委員，尚有醫院訓練課程講師、各政府機關計畫評選/審查委員、系所評鑑委員、校

外碩、博士班論文口試委員，以及提供各界的統計諮詢服務，本系教師提供社會服務之

詳細資料請參見表 3-2-6。 

  表 3-2-6  校外專業服務 
學年度 教師姓名 服務類別 職稱 

101 

林正祥 台灣人口學會 理事 

沈維雄 

統計與資訊評論 編輯委員 
真理大學統計與精算學系系所評鑑 評鑑委員 
國立嘉義大學應用數學系系所評鑑 評鑑委員 
義守大學應用數學系系所評鑑 評鑑委員 
經濟部能源局：節約能源與效率提升整體策略研究計畫 審查委員 
經濟部能源局：能源政策研究類計畫管理服務及成果推廣

規劃計畫 
審查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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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 教師姓名 服務類別 職稱 

101 

沈維雄 

經濟部能源局：服務業能源管理系統示範推廣輔導計畫 評選委員 
經濟部能源局：政府機關學校能源管理與節能技術服務計

畫 
評選委員 

經濟部能源局：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基金及查核作業計畫 審查委員 
經濟部能源局：住宅與服務業能源查核及節能技術輔導推

廣計畫 
評選委員 

經濟部能源局：我國農業部門能源消費動態及其影響之調

查分析 
評選委員 

教育部：100 年度成人教育調查統計 審查委員 
勞委會職訓局：102 年度就業機會開拓勞務外包計畫 評選委員 
新北市政府文化局：統計應用專業人才聘任 審查委員 
大學院校系所評鑑 評鑑委員 
國立台北護理健康大學健康事業管理系碩士班學生 口試委員 

沈葆聖 畢肯市場研究股份有限公司 顧問 
黃愉閔 統計諮詢(吳映緹 工業設計系) 諮詢委員 
劉家頤 101 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 命題委員 

蘇俊隆 
國立中央大學統計研究所博士班學生 口試委員 
國立中央大學統計研究所碩士班學生 口試委員 

102 沈維雄  

統計與資訊評論 編輯委員 
高等教育評鑑中心 102年度大學院校通識教育暨第二週期

系所評鑑 
評鑑委員 

國立台中科技大學應用統計系系所評鑑 評鑑委員 
輔仁大學數學系外部自我評鑑 訪評委員 
台灣綠色生產力基金會：我國能源大用戶能源效率指標管

理方案研析-以醫院業為例計畫 
審查委員 

育達科技大學研究計畫 審查委員 
彰化縣政府：彰化縣重要遊憩據點遊客人次統計及遊客旅

遊意向與滿意度調查 
審查委員 

經濟部能源局：電力工程技術決策支援及業務推動 評審委員 
台南市政府：103 年台南市政府施政措施滿意度及民眾需

求調查委外案 
評選委員 

經濟部能源局：加油站及加氣站品質抽驗與管理 評審委員 
台中榮民總醫院：台灣職業安全衛生管理系統

OHSAS&TOSHMS 輔導及驗證服務 
評審委員 

台灣自來水公司：台灣自來水公司水量計不準度研究 評審委員 
經濟部能源局：天然氣事業經營業務管理及查核 評審委員 
經濟部能源局：住宅與服務業能源查核及節能技術輔導推

廣計畫 
審查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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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 教師姓名 服務類別 職稱 

102 

沈維雄 

經濟部能源局：再生能源發電設備基金及查核作業計畫 審查委員 
經濟部能源局：政府機關學校能源管理與節能技術服務計

畫 
審查委員 

經濟部能源局：服務業能源管理系統示範推廣輔導計畫 審查委員 
經濟部能源局：節約能源與效率提升整體策略研究計畫 審查委員 
經濟部能源局：我國農業部門能源消費動態及其影響之調

查分析 
審查委員 

經濟部能源局：能源政策研究類計畫管理服務及成果推廣

規劃計畫 
審查委員 

經濟部水利署：102 年水資源投資分析年度報告編輯暨系

統維護 
評審委員 

行政院：103 年勞務委任採購案 評審委員 
客家委員會：103 至 103 年全國客家人口基礎資料調查 諮詢委員 
台灣綠色生產力基金會：我國能源大用戶能源效率指標管

理方案研析-以旅館業及批發零售業為例 
審查委員 

環保署：民眾環境素養調查專案工作計畫 評審委員 
台南市政府：102 年台南市政府施政措施滿意度及民眾需

求調查委外案 
評審委員 

教育部：102 學年度科技大學評鑑訪視及技專校院改名改

制後訪視相關工作採購案 
評審委員 

國立台北護理健康大學健康事業管理系碩士班學生 口試委員 

蘇俊隆 
Biometrics 審查委員 
Statistics in Medicine 審查委員 
國立中央大學統計研究所碩士班學生 口試委員 

沈葆聖 畢肯市場研究股份有限公司 顧問 

黃愉閔 

統計諮詢(黃哲瑩 英語中心) 諮詢委員 
統計諮詢(賈台寶) 諮詢委員 
統計諮詢(呂冠樺 台灣科技大學) 諮詢委員 
統計諮詢(胡學昭 僑光英語) 諮詢委員 

103 沈維雄 

中山醫學大學醫學資訊系課程審查 審查委員 
中原大學應用數學系系所自我評鑑 訪評委員 
中山醫學大學資訊系課程審查 審查委員 
國立高雄大學統計研究所追蹤評鑑 評鑑委員 
統計與資訊評論 編輯委員 
台灣綠色生產力基金會：我國能源大用戶能源效率指標管

理方案研析-以醫院業為例計畫 
審查委員 

彰化縣政府：彰化縣重要遊憩據點遊客人次統計及遊客旅

遊意向與滿意度調查 
審查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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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 教師姓名 服務類別 職稱 

103 

沈維雄 

經濟部能源局：電力工程技術決策支援及業務推動 審查委員 
經濟部能源局：加油站及加氣站品質抽驗與管理 評審委員 
經濟部能源局：天然氣事業經營業務管理及查核 審查委員 
經濟部能源局：能源政策研究類計畫管理服務及成果推廣

規劃計畫 
評審委員 

經濟部能源局：政府機關學校能源管理與節能技術服務計

畫 
審查委員 

經濟部能源局：節約能源與效率提升整體策略研究計畫 審查委員 
教育部終身教育司：103 年度成人教育調查統計 評選委員 
教育部體育署 103年度我國民眾運動消費支出調查委辦案 評選委員 
台灣綠色生產力基金會：我國能源用戶能源效率指標管理

方案研析-以便利商店為例計畫 
審查委員 

台中市政府：台中市政府建設局施政滿意度民意調查 評選委員 
高等教育評鑑中心 104年度大學院校通識教育暨第二週期

系所評鑑 
評鑑委員 

沈葆聖 畢肯市場研究股份有限公司 顧問 
劉家頤 國立政治大學統計學系碩士班學生 口試委員 

蘇俊隆 
國立中央大學統計研究所碩士班學生 口試委員 
統計諮詢(許唯中 澄清醫院) 諮詢委員 

黃愉閔 
統計諮詢(林原新 亞諾法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諮詢委員 
統計諮詢(林泳安 景觀系碩士在職專班) 諮詢委員 
統計諮詢(賴易德 環境科學與工程系) 諮詢委員 

張玉媚 
國立中央大學統計研究所碩士班學生 口試委員 
American Journal of Biostatistics 審查委員 
Journal of Data Science 審查委員 

王榮琮 Mathematical and Computer Modelling of Dynamical Systems 審查委員 

    表 3-2-7 為本系 101-103 獲補助之各類研究計畫或委託數量統計表，表 3-2-8 為本系專任

教師與產、官、學、研建立學術合作計畫一覽表，表 3-2-9 為本系專任教師擔任學術活動主

持人、與談人一覽表。 

     表 3-2-7 歷年獲補助之各類研究計畫或委託數量統計表 

           年度 
類別 101 102 103 合計 

科技部 7 6 6 19 
政府單位 0 1 0 1 
民間團體 0 1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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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3-2-8 專任教師與產、官、學、研建立學術合作計畫一覽表 
     一、科技部 

教師 擔任職務 計畫名稱 研究期間 經費 

林正祥 主持人 
台灣重要死因消長影響平均

餘命暨社會經濟損失長期趨

勢探討 

101.08.01-102.07.31 
(第2年) 

531,000 

黃連成 主持人 
linex 損失函數下貝氏序列估

計之二階次近似問題研究 

101.08.01-102.07.31 

534,000 

林雅俐 主持人 
行動科技服務對於代間人機互

動和社會支持網絡之整合性評

估研究—以行動娛樂為例 
602,000 

俞一唐 主持人 
邊際分配不具封閉型式的重

要因子篩選之貝氏方法 
453,000 

張玉媚 主持人 
Cox 模型和 Aalen 模型之適應

性選取 
564,000 

呂恒輝 主持人 高維度長期追蹤資料分析 481,000 

沈葆聖 主持人 
在雙截資料下無母數與半參

數之檢定 
864,000 

王榮琮 主持人 
除錯階段中N版本編程軟體系

統之隨機模型的探討 
366,000 

林正祥 主持人 
台灣老人生活滿意度、憂鬱與

存活關係多重狀態變化影響

因子貫時性研究 

102.08.01-103.07.31 

438,000 

呂恒輝 主持人 泛函群集分析 497,000 
俞一唐 主持人 可靠度改善實驗的貝氏分析 447,000 

沈葆聖 主持人 
集群雙設限資料下轉換模型

之半參數分析 
974,000 

張玉媚 主持人 
伽瑪脆弱模型下二組存活中

位數差異之信賴區間估計與

應用 
470,000 

黃連成 主持人 
非對稱 relative linex 損失函

數下貝氏序列估計之最佳與

近似最佳法則之研究 
534,000 

呂恒輝 主持人 
Principal Hessian Directions 方
法分析長期追蹤資料 

103.08.01-104.07.31 

424,000 

張玉媚 主持人 
群集存活資料下二組存活中

位數差異之信賴區間估計與

應用 
547,000 

沈葆聖 主持人 
左截右設限資料下半參數轉

換治癒模型 
77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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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 擔任職務 計畫名稱 研究期間 經費 

俞一唐 主持人 
具有截斷架構的衰退量貝氏

分析 

103.08.01-104.07.31 

512,000 

黃連成 主持人 
非對稱有界損失函數之貝氏

序列估計研究 
489,000 

林正祥 主持人 
台灣中、老年世代生命表暨婦

女世代生育率變化趨勢預測

探討 
488,000 

     二、行政機關 
教師 擔任職務 計畫名稱 研究期間 經費 

劉家頤 主持人 
雲林縣稅務局統計諮詢暨資

料分析 103.05.01-103.06.30 32,000 

     三、民間團體組織 
教師 擔任職務 計畫名稱 研究期間 經費 
劉家頤 主持人 統計暨諮詢資料分析 103.08.01-104.07.31 50,000 

     四、其他 
教師 擔任職務 計畫名稱 研究期間 經費 
沈維雄 共同主持人 能源學術期刊總體規劃 101.5.1-101.10.30 - 

     表3-2-9 專任教師擔任學術活動主持人、與談人一覽表 
     一、主持人 

教師 學術活動名稱 日期 
沈維雄 中國統計學社102統計學術研討會 102.11.29 
黃連成 2013海峽兩岸經營創新、變革與挑戰學術研討會 103.04.25 
沈葆聖 2013海峽兩岸經營創新、變革與挑戰學術研討會 103.04.25 
黃連成 2014國際經營創新,變革與挑戰學術研討會 103.04.25 
沈葆聖 2014國際經營創新,變革與挑戰學術研討會 103.04.25 
黃連成 海量資料與資料探勘研習會 103.07.29 
呂恒輝 2015 兩岸永續經營創新、變革與挑戰國際學術研討會 104.04.25 

     二、與談人 
教師 學術活動名稱 日期 

沈維雄 台灣能源學術期刊專家座談會 101.9.11 
沈維雄 住宅部門能源需求推估與服務業部門節能措施評估

專家座談會 
102.11.12 

3-3 教師評量之執行情形為何？ 

      每學期開學初，任課教師須上網公告課程教學大綱與成績考核評分標準等，並須

在課程第一堂課告知學生教學評量方式。成績評量依學校排定之期中考與期末考外，部

分教師亦採用課堂專題討論及作業方式，評量學生之學習成績。表 3-3-1 為 101-103 學

年度課程大綱上網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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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3-1  101-103 學年度課程大綱上網統計表 

       學年 

項目  學期 

101 102 103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上學期 下學期 

開 課 數 目 44 42 45 48 47 48 

完 成 數 目 44 42 45 48 47 48 

完 成 率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3-4 教師教學設計、多元方法應用及教學評量成效之情形為何？ 

本系博士班以培育學生具備紮實的統計理論與方法、獨立從事研究的能力、具備與

其他專業領域合作的能力，課程規劃結合理論與實務知識。為落實教學目標，本所教師

教學除基本理論課程外，皆輔以電腦軟體進行相關案例講解；更進一步以個案討論方式，

使學生能更深入了解課程之應用。 

本校為激發教學回饋、評估教學成效及提升本校教學品質，特訂定東海大學教學評

量實施辦法(詳見附錄 3-4-1)，用以了解學生學習成效並適時調整教學內容及授課方式。

評量回饋結果顯示任課教師教學成效符合博士生學習需求。此外，未來擬規劃博士班學

生教學輔導與改進機制，並納入學生學習成效計畫。 

3-5 提升教師教學、研究、服務與輔導之成效為何？ 

依據本校教師評鑑準則第九條及教師評鑑施行細則第五條，訂定「東海大學管理學

院教師評鑑辦法」(見附錄 3-4-2)，用以提升教師教學、研究、服務與輔導品質。依該辦

法本系自 101 學年度起，陸續針對應受評之教師進行評鑑作業，結果詳見表 3-5-1。 

表 3-5-1  101-103 本系專任教師教師評鑑統計表 
       學年 
項目   101 102 103 

應受評人數    1 註 1 0    3 註 2 
通 過 人 數 1 0 3 
通 過 率 100% 0% 100% 
註 1：魏文翔教授通過評鑑。 
註 2：劉家頤副教授、陳志賢副教授及俞一唐副教授通過評鑑。 

 本系教師教學品質之良窳由系主任負責協調，在鼓勵教師專業成長與提昇教學效果 

方面，學校之相關鼓勵辦法列於表 3-5-2。 

     表 3-5-2  學校獎勵教師教學之辦法 
辦法名稱 附錄 

東海大學提升教學品質辦法 附錄 3-5-1 
東海大學獎勵教師教學辦法 附錄 3-5-2 
東海大學鼓勵教師以英語授課暫行辦法 附錄 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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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名稱 附錄 
東海大學專任教師教材教育製作費補助辦法 附錄 3-5-4 
東海大學教學創新獎勵辦法 附錄 3-5-5 

本系所博士班設有班級導師，皆致力於協助博士生修課規劃與生涯輔導(見表

3-5-3)。 

 表 3-5-3  101 至 103 學年度博士班導師名單 

學年度 導師 學生 

101 林正祥 劉士嘉、陳孝先 

102 沈維雄 陳孝先 

103 林雅俐 陳孝先 

（二）特色 

本系師資與課程方面，具備師資專長涵蓋面廣及教師年資分配平均，茲分項說明如下： 

1. 師資專長涵蓋面廣 

 以統計領域角度觀之，本系教師之專長領域涵蓋面深廣，且從教師授課科目可看出

教師均能發揮所長(見項目二之表 2-0-2)。 

2. 教師年資分配平均 

   從本系教師進入本校年資與研究領域(見項目二之表 2-0-3)，可見本系教師平均年齡

為 52 歲，平均年資為 17 年，其中資深教師至資淺教師平均分佈，是個經驗豐富且活力

充沛的系所。 

（三）問題與困難 

本系教師員額已於 99 學年度起由 14 名減為 13 名，雖目前仍維持 14 名，但近 3 年教

師教學負擔由平均每週授課約 8 小時上升至 9-10 小時，有增加之趨勢，此將影響教師教

學品質與研究能量。 

（四）改善策略 

計畫向學校爭取聘任講座教授，以促進本系教學與研究之發展與學術聲望之提昇;另
外，可增加兼任教師的聘任員額或降低必修課程，以減輕本系教師的教學負擔，提升學術

研究能量。 

（五）項目三之總結 

    本系師資專長廣且甚具彈性，教學、研究與服務卓越，且符合學術研究發展與產業轉

型需求。此外，鼓勵教師出席國際會議以增加國際曝光率，在教學上加強博士生的英文能

力與論文撰寫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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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習資源 

（一）現況描述 

4-1 提供學生學習輔導之作法為何？ 

    隨著時代的進步，本系所教師除專業知識的傳統課堂講授外，同時積極提供學生各 

     種不同的學習輔導，也就是學習資源大致可分為實體和非實體兩部分。實體部分包括所 

有硬體軟體設備，例如教室和研究室電腦，印表機和圖書儀器商用套裝軟體，甚至包含 

所有相關網路平台之設置等；而非實體部分則包括硬體設備以外的一切，例如教師學術 

研究，系所教學理念以及課程設計之成熟度。更重要的還有全體教師對學生學習輔導投 

入的積極度與熱誠。首先，衡量本系實體部門完善程度可分為硬體和網路平台兩部分來 

探討，硬體部分可分為空間、儀器設備(含電腦軟體)和圖書等三項。 

(1) 空間 

         系所空間的配置如表 4-1-1，其中有 2 間研討室、1 間電腦教室、2 間電腦室及系圖 

    書室。研討室主要為本所碩、博士班，上課與論文研討之用；電腦教室提供學生電腦相

關課程學習及上機實習之用，共有 41 台電腦及兩 2 台印表機。另 2 間電腦室，一間配置

在碩士班研究生室提供碩班研究生使用；另 1 間在電腦教室旁，專為學生個人編寫程式

與模擬練習之用，博士生室共有 4 台電腦及 1 台印表機，目前所提供的空間足夠讓學生

充分使用。 

   表 4-1-1  系所空間的配置 

名稱 數量 大小(坪數) 編號 

主任辦公室 1 9.1 坪 M451 

系辦公室 1 24.2 坪 M446 

教師研究室 14 平均 4.4 坪 

M430, M431, M433~M436, 

M423, M444, M448~M450, 

M452,   M453 

碩士生研究室 

(含電腦室) 
1 25 坪 M432 

博士生研究室 1 9.3 坪 M454 

電腦教室/電腦室 2 30.4 坪, 5.8 坪,  M442,  M441 

研討室 2 4.8 坪, 13.7 坪 M428,  M438 

系學會暨圖書室 1 15.8 坪 M463 

教師休息室 2 4.7 坪, 4.4 坪 M437,  M445 

(2)儀器設備(含電腦軟體) 

         系所儀器設備包含兩部分，一部分是由學校分配的經費所購置，另一部分是教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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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部研究計劃或其它單位的研究計劃所購置。除教師的研究計劃所購置的設備是個人 

     使用外，其餘的儀器設備由全體系所師生所共享。系所現有的教學與研究之儀器設備請 

     見表 4-1-2，其中硬體及軟體設施相當齊全。 

    表 4-1-2  系所教學及研究設備  
硬 
體 

設備名稱 數量 軟 
體 

軟體名稱 

桌上型電腦 162 SAS 

筆記型電腦 65 SPSS 

雷射印表機 22 S-PLUS 

影印機 3 Matlab 

多功能事務機 5 Minitab 

投影機 5 R 

掃瞄器 1   

大型不斷電系統 2   

碎紙機 3   

傳真機 1   

(3)圖書 

   自 97 學年度起，所有書籍由圖書館管理學院分館統籌收藏，其中包含紙本及電子

期刊，紙本期刊與電子期刊的種類如附錄 4-2-5。網路平台部分可分為學校所建置教學

平台和教師個人網站，本校教學平台於民國 96 年啟用迄今已有 9 年，自民國 103 年已

經升級改版，目前全校教師使用普及率如表 4-1-3；本系 14 位專任教師中，目前有建置

個人網站者共計 3 人。 

      表 4-1-3  101 至 103 學年度全校教師使用教學平台比率 
開課學年度 101 上 101 下 102 上 102 下 103 上 103 下 
上網率： 
日間部(含研) 

62.10% 54.50% 56.10% 55.50% 76.3% 73.8% 

上網率： 
全校 

63.10% 55.30% 56.80% 55.80% 53.7% 51.9% 

      註: 上網率指授課教師有透過數位教學平台新增教學活動、資源功能才計算。 

     本校教學平台功能完整，且本系教師均能配合使用促進教學效果，例如搭配選課

系統，在每學期開學前即上傳教學大綱，學生可預先瞭解課程概要。此外教師並利用

個人網頁與學校數位學習平台上傳各式輔助教材提供學生下載，建立教室外互動學習

環境。目前本系教師及全校教師使用教學平台，公布課程大綱的比例皆為 100%。 

     為提升學生學習成效，本系在 102 年 9 月 10 日的系務會議有訂定「提升學生學

習成效委員會設置法」，請見附錄 4-1-1，此辦法適用本系所全部學生。至今該辦法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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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大學部學生學習成效檢討與修訂，未來研擬針對碩博班學生檢討改進。 

 本系目前正與廠商洽談建置本系所專業網站事宜，一旦完成應有更完整成熟之網

路平台提供進行各式各樣的活動。另外，本校正積極推動 MOOCS(磨課師) 大規模開

放線上課程計畫，本系也配合籌備推動中。  

  除了虛擬網路活動以外，每位教師都能提供實質面對面晤談，以便協助學生課業

學習。博士班提供導師制度，學生可利用時間與導師晤談，藉此解決學生在生活或課

業上遇到的困難。大學部另有設置教學助理機制，安排成績優秀之高年級學生定時在

指定教室內為低年級同學提供課業輔導，表 4-1-4 所列為過去三年之教學助理名單。 

  表 4-1-4  101-103 學年度之教學助理名單 

年度 上學期 下學期 

101 

施漢羿(三 A)、余詩涵(二 B) 

李宗峻(四 A)、朱婉琳(三 A) 

陳則均(三 B) 

李宗峻(四 A)、謝尚儒(三 A) 

陳則均(三 B)、陳冠霖(二 B) 

朱婉琳(三 A)、王舒涵(三 A) 

102 

謝尚儒(四 A)、陳冠霖(二 B) 

呂孟哲(二 A)、施雅芝(三 A) 

王舒涵(四 A)、許念慈(四 B) 

董洛真(三 A)、葉青青(二 B) 

呂孟哲(二 A)、胡雅茹(二 B) 

陳則均(四 B)、陳嫺姍(二 B) 

103 

戴荷芸(二 A)、陳嫺姍(三 B) 

劉博緯(三 B)、胡雅茹(三 B) 

呂孟哲(三 A)、李韻如(三 A) 

呂孟哲(三 A)、陳嫺姍(三 B) 

李韻如(三 A)、劉博緯(三 A) 

呂孟哲(三 A)、胡雅茹(三 B) 

4-2 提供學生之學習資源及其管理維護機制為何？ 

本系所的儀器設備、研討室、電腦教室及系圖書室等，均有制定使用管理辦法見附

錄 4-2-1 至附錄 4-2-4，並指派專任助教負責儀器設備、研討室、電腦教室及系圖書室的

管理。每年學校編列各系維修設備費用費，並與維修廠商有長期合作，做定期維護與保

養，以維持最佳使用狀態。 

         實質管理機制是由系務會議所屬各委員會負責如儀器設備委員會、課程委員會等，  

明訂管理規章並視需要進行變更。自 101 至 103 學年度儀器設備委員通過的議案如表

4-2-1。 

      表 4-2-1  101 至 103 學年度儀器設備委員會通過議案 

時間 

(學年度-學期) 
決議 

101-1 系辦採購隨身硬碟 1 個。 

101-2 採購螢幕 15 台及主機 15 台汰換電腦教室設備。 

102-1 1. 更換系圖書室(M463)投影機一台。 
2. 採購無線分享器 2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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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學年度-學期) 
決議 

102-2 1. 添購無線麥克風供老師及助教教學用。 

2. 採購螢幕 13 台及主機 13 台汰換電腦教室設備。 

103-1 更換系電腦教室 (M442)投影機一台。 

103-2 1. 系辦採購數位相機 1 個。 
2. 更換電腦教室(M442)投影機一台。 
3. 添購伺服器一台供網頁儲存用。 
4. 採購螢幕 15 台及主機 22 台汰換電腦教室設備。 

    4-3 提供學生課外學習活動之作法為何？ 

    每學期開設的專題討論皆會邀請國內外學者與業界專家演講與交流，且定期邀請畢

業系友回校舉行專題演講，用以分享工作內容與經驗。 

4-4 指導教授的研究生指導負擔與提供學習和生涯輔導之情形為何？ 

    本系博士班招生名額 1 名，而專任教師 14 名，其中副教授級以上的教師有 11 位，

皆有學術研究能力指導博士生。博士班研究生皆有專屬研究室，以及配備先進之個人電

腦與印表機等。博士生研究室與教師研究室皆在同樓層，師生互動密切，有助於提供學

生於課業及生活上的學習與輔導。 

4-5 系所提供學生生活與生涯輔導之作法為何？ 

    針對獎助碩、博士生從事研究及輔助教學以提高學術水準，學校設立研究生獎助學

金，其經費由教育部補助。此外本系教師積極申請科技部或其它單位之研究計畫可用以

支助博士生。另外，學校為鼓勵博士生設立「東海大學優秀新生入學獎勵辦法」，見附

錄 4-5-1，亦可提供為獎學金來源。 

本系所博士班設立班級導師，導師可安排時間跟學生約談，瞭解學生的生活狀況以

及學習方面的問題，同時導師亦可提供學生相關生涯建議與規劃，101 至 103 學年度博

士班導師名單見項目三之表 3-5-3。 

    （二）特色 

先分項說明本系大學部、碩士班與博士班在此項目所具有的一些共同特色。 

1. 教師多元教學與多元評量 

 本系教師對不同性質的課程，採用多元教法，展現教學豐富性，提供適合的學習方

式，並採用多元學習評量方式，以期回饋出學生最佳的學習效果。 

2. 圖書儀器設備與統計套裝軟體 

每年由學校所分配的圖書儀器設備經費和專案經費，由系上的儀器設備委員會負責

統籌規劃圖書儀器設備與統計套裝軟體的添購、更新或汰舊之計畫，充實教學資源。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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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透過本系圖書委員推薦圖書館購置統計相關書籍及期刊，作為教學和研究之用，見

附錄 4-2-5。本系藉由儀器設備委員會和系圖書委員整合有限的資源，以期達到最大的

經費效用，滿足學生學習的需求。 

3. 管理與維護儀器設備、研討室、電腦教室與系圖書室 

系所的儀器設備、研討室、電腦教室與系圖書室等，均有制定使用管理辦法，所有

教師與學生均能依循這些管理辦法共同維護本系的設施。系所並指派專任助教負責管理，

協助教師與學生借用設備、研討室等，而設備的維修有長期合作的廠商，做定期修護與

保養，以維持最佳使用狀況。 

4. 獎助學金補助 

大多數的碩、博士生可支領研究生獎助學金以協助系上教學，另外擔任本系教師的

科技部或其它單位之研究計畫助理，亦可獲得經濟上的支助。 

（三）問題與困難 

       由於統計專業性不同於其它管理類課程，需要用到較多的數理知識，並且系上教師

幾乎皆採用原文教科書教授，加上目前進入本系的學生程度不如以往，少數學生在學習

過程中都會有挫折感發生。不可諱言因近年來大專院校教師嚴重過剩，大學畢業生修讀

博士學位意願嚴重低落。因應博士生學習成效，本系積極做出因應，先後在系務會議及

課程委員會中提出議案，修改博士班課程要求及增加招生組別，係因顧及本系社會責任

且避免教學資源浪費。表 4-5-1 所列為 97 至 103 學年度在系務會議通過更改博士班學則

的歷程、目前已放寬資格考規定，考試方式分為筆試資格考或審查資格考，不同背景的

博士生可選擇考試方式，詳見附錄 4-5-2 博士班學則。表 4-5-2 所列為 97 至 103 學年度課

程委員會通過更改博士班課程的過程。  

表 4-5-1  97 至 103 學年度系務會議通過更改博士班學則議案 

日期 原規定 新規定 
97.09.16 第五章第十五條 

本系博士班研究生通過資格考試後，可申

請論文研究計劃審核。 
第五章第十六條 
論文研究計劃審核委員由本系專任教師

四人以上組成，論文指導教授為當然委

員。審核以口試方式進行。此項審核須經

委員超過二分之一同意，方為通過。 

廢除第五章第十五條及第五章第十

六條 
 

99.01.05 第六章第二十條  
博士論文指導教授須為本系專任副教授

以上教師。外系及外校教師僅可擔任共同

指導教授，並須經本系系務會議通過。 
第六章第二十一條 

第六章第二十條  
博士論文指導教授須為本系專任助

理教授以上教師。外系及外校教師

僅可擔任共同指導教授，並須經本

系系務會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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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原規定 新規定 
論文指導教授及共同指導教授應為研究

成果優異之教師(過去三年中，至少有一

篇論文發表於第十五條所規定之學術期

刊者)。 

第六章第二十一條  
論文指導教授及共同指導教授之歷

年著作中，至少有一篇論文發表於

第十五條所規定之學術期刊。 
102.05.07 第四章第十三條  

本系博士班資格考試科目如下： (一) 甲
組 : 統計推論、高等機率論。 
(二) 乙組 : 統計推論、統計方法 
 
第五章第十五條第三項 
至少有一篇論文發表或被正式接受(須附

已被接受之證明）在 SCIE 之期刊上。前

述論文若為聯合發表以與指導教授或指

導教授以及共同指導教授合作為限，論文

之第一作者必須為學位候選人本人，並不

得為其碩士論文，亦不得為其進入博士班

之前發表之論文。 

第四章第十三條 
本系博士班資格考試科目如下： 
(一) 統計組 : (1)統計推論，(2)高等

機率論或統計方法(一)、(二)二擇一。 
(二) 管理組 : (1)管理群組課程擇

一，(2)數理統計或統計方法 (一)、
(二)二擇一。 
 
第五章第十五條第三項 
至少有一篇論文發表或被正式接受

(須附已被接受之證明）在 SCIE、
SSCI、EI 及 TSSCI 之期刊上。前述

論文若為聯合發表以與指導教授或

指導教授以及共同指導教授合作為

限，論文之第一作者必須為學位候

選人本人，並不得為其碩士論文，

亦不得為其進入博士班之前發表之

論文。 

104.06.23 

第四章第十一條 
本系博士班研究生入學後三學年內(休學

期間不計) ，必須通過資格考試。如在入

學後三學年內，未能通過資格考試應予勒

令退學。 
第四章第十二條 
本系博士班資格考試原則上每年三月份

與十月份各舉辦一次，欲應考者須於學期

結束前一個月向系上提出申請。 
第四章第十四條 
資格考試經評定為不及格之科目，可以重

考，重考以一次為限。 

第四章第十一條 
本系博士班研究生入學後四學年內

(休學期間不計) ，必須通過資格考

試。如在入學後四學年內，未能通

過資格考試應予勒令退學。 
第四章第十二條 
本系博士班資格考試每年三月份與

十月份各舉辦一次，欲應考者須於

學期結束前一個月向系上提出申

請。 
第四章第十四條 
資格考試經評定為不及格之科目，

可以重考。 

  表 4-5-2  97 至 103 學年度課程委員會通過更改博士班課程議案 

日期 提案 決議 

98/10/27 學士班及碩、博士班必修科目外 有關外審委員所提更改部份必修科目學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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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提案 決議 

審意見，請討論。 之建議，將於適當時機再行討論其可行性；

另外，有關加開選修課程之建議，將於各學

期開課時討論開課與否。 

100/03/22 

更改碩、博士班 100 學年度起入

學新生必修科目表之「碩士論

文」及「博士論文」學分數案，

請討論。 

通過碩、博士論文學分數變更案，「碩士論文」

由 6 學分變更為 2 學分，「博士論文」由 12

學分變更為 2 學分，前述變更適用於 100 學

年度起之入學新生。 

102/04/23 
更改博士班必修科目表，請討

論。 

初步通過更改博士班必修科目表，待下次會

議再行討論。 

102/05/07 

102 年 4 月 23 日課程委員會初

步通過更改博士班必修科目表

乙案，請討論。 

通過更改博士班必修科目表如下，並適用於

103 學年度入學新生。 
甲(統計)組 
1. 更改「高等機率論」與「統計方法

(一)(二) 」二選一。 
乙(管理)組 
1. 「統計推論」(3-3)更改為「數理統計」(3-3) 
2. 刪除「廣義線性模型」(3-0) 
3. 新增管理群組任選一群組 

管理群組 A：「經營管理(一)、(二)」(3-3) 
管理群組 B：「國際貿易理論與政策」、「國

際金融理論」(3-3) 
管理群駔 C：「財務會計專題」、「管理會

計專題」(3-3) 
管理群組 D：「財務工程專題(一)、(二)」
(3-3) 
管理群組 E：「資訊管理」、「電子商務」

(3-3) 
管理群組 F：「個體經濟分析」、「總體經

濟分析」(3-3) 

103/06/23 
更改 105 學年度博士班必修科

目表，請討論。 

經與會委員討論後，決議修訂統計組「統計

推論」變更為「數理統計」，管理組「數理統

計」變更為「高等統計學」。 

（四）改善策略 

    除了持續觀察業界需求之外，本系仍秉持教育之初衷:鼓勵本系優秀畢業生能考慮繼

續深造，至於外系報考之學生則建議學生在統計專業知識不足的部分，可藉由修習碩士班

程來加強。另外，為降低博士班課程要求，經系課程會議調降必修科目與學分，詳見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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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3 及附錄 4-5-4。學費輔助上可由學校為學生提供的「東海大學優秀新生入學獎勵辦法」

獲得輔助，來增加學生報考意願。因國立大學亦面臨到博士班招生窘境，本系或可向教育

部申請學術菁英專案增加招生。未來擬爭取教育部相關培育方案之經費，用以推動學生學

術研究合作能力。 
 

（五）項目四之總結 

      本系所培育學生具備統計專業素養與從事統計相關工作的能力，課程規劃結合理論

與實務知識，使博士生畢業之後能順利就業。為落實教學目標，本系所教師皆能適當的

運用多元教學方法，並配合進度提供學生適切的學習作業，以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除一般傳統黑板書寫教學外，多位教師也使用電腦製作課程講義與使用網路平台輔

助教學。教師課堂上除使用教科書外，亦提供補充教材輔助教學，學生亦可藉由網路下

載任課教師提供的講義資料，提高學習吸收助益。未來擬爭取教育部相關培育分案之經

費，用以推動學生學術研究合作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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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學習成效 

（一）現況描述 

    統計系成立於民國 73 年，於民國 82 年設立統計碩士班，民國 90 年成立應用統計博

士班。本系自設立大學部至碩士班，更進一步成立博士班，均在極短時間內達成，成為國

內私立大學第一所擁有博士班的統計系。 

5-1 碩、博士班學生之學術與專業表現為何？ 

    研究表現可由研究生與指導教授聯合發表文章及參與研討會發表論文中看出其成

果。博士生李政弘與劉士嘉分別與指導教授聯合發表論文共 11 篇，其中 6 篇刊登於 SCI

期刊上詳細資料如表 5-1-1，參與研討會成果請見表 5-1-2。除了學術論文的發表外，劉

士嘉於 98 學年度至 101 學年度擔任本系兼任教師，教授統計學及統計軟體課程。 

    另外，為提升本系學生學術研究成果與專業科目成效，本系訂定「東海大學管理學

院統計學系學生學術研究成果獎學金施行細則」，鼓勵學生參與研討會並發表論文，細

則請見附錄 5-1-1。此外，博士生李政弘與劉士嘉於 99 學年度至 101 學年度間擔任科技

部兼任助理協助指導老師計畫研究。 
 

  表 5-1-1  99-101 學年度博士生與指導教授發表論文情形 
學

年

度 
日期 

指導 
教授 

學生 
姓名 

論 文 題 目 期刊名稱 
歸屬 
資料庫 

99 

2010/9/30 林正祥 劉士嘉 

Confidence interval procedures 
for proportions estimated by 
group testing with groups of 
unequal size adjusted for 
overdispersion. (Journal of 
Applied Statistics Vol. 38 Issue 
7 pp.1467-1482)  

Journal of 
Applied Statistics  

SCI 

2010/12/01 林正祥 劉士嘉 

影響臺灣老人存活相關因子

探討－脆弱韋伯時間相依模

型之應用(中國統計學報 
48 卷 4 期  P271 – 291) 

中國統計學報 EconLit 

2011/01/05 林正祥 劉士嘉 

Effect of factors 
with time-dependent covariates 
on the survival status of the 
elderly in Taiwan. 
(Quality & Quantity 
Vol. 46, Issue 1, pp 237-249) 

Quality & 
Quantity 

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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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年

度 
日期 

指導 
教授 

學生 
姓名 

論 文 題 目 期刊名稱 
歸屬 
資料庫 

2011/03 林正祥 劉士嘉 

Probability of detecting 
nematode infestations for 
quarantine sampling with 
imperfect extraction 
efficacy(Journal of 
Nematology, Vol. 43, pp. 
16-24. ) 

Journal of 
Nematology 

SCI 

100 

2011/11/01 林正祥 劉士嘉 

Cost analysis in choosing group 
size when group testing for 
Potato virus Y in the presence 
of classification errors. (Annals 
of Applied Biology 
Volume 159, Issue 3, pages 
491–502,) 

Annals of 
Applied Biolog 
 

SCI 

2011/11/03 黃連成 李政弘 

Asymptotic Optimal Estimation 
ofPoissonMean Under LINEX 
Loss Function(Communications 
in Statistics - Theory and 
Methods Vol. 40 Issue 23 pp. 
4308-4321) 

Communications 
in Statistics - 
Theory and 
Methods 
 

SCI 

2012/02/24 黃連成 李政弘 

Bayes sequential estimation for 
one-parameter exponential 
family under asymmetric 
LINEX loss function. 
Sequential Analysis, Vol.31, 
No. 1, pp. 3-21. 

Sequential 
Analysis 

 

2012/4/01 林正祥 劉士嘉 

A new computer program for 
estimating the proportion of 
infected seeds and its 
confidence limit by group 
testing in seed health assays 
(Journal of the Agricultural 
Association of China, Vol. 13, 
No. 2,pp. 118-131. ) 

Journal of the 
Agricultural 
Association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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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年

度 
日期 

指導 
教授 

學生 
姓名 

論 文 題 目 期刊名稱 
歸屬 
資料庫 

101 

2012/06/12 黃連成 李政弘 

Bayes sequential estimation for 
Poisson process under a LINEX 
loss function. 
Statistics,47,672-687 

Statistics SCI 

2012/10/01 林正祥 劉士嘉 
台灣婦女生育率變動趨勢探

討。數據分析，第七卷，第五

期，107-136 頁。 
數據分析 EconLit 

2012/12/01 林正祥 劉士嘉 

影響台灣不同世代老人存活

趨勢相關問題探討(台灣衛

誌，第三十一卷，第六期，

P597-611) 

台灣衛誌 TSSCI 

   表 5-1-2  100-101 學年度博士生參與研討會發表論文情形 
學年

度 
日期 

學生 
姓名 

研討會名稱 期刊名稱 

100 

2010/12/04 劉士嘉 
台灣社會學年會暨國科

會專題研究成果發表會 
指導教授：林正祥老師 

台灣地區老人存活相關問題

探討-脆弱韋伯時間相依模型

之應用 

2011/07/07 陳孝先 
2011 數位生活科技研討

會 
RFID 於校園安全建置的應用 
– 以台南啟智學校為例 

2011/06/24 李政弘 
第 20 屆南區統計研討會

暨 2011 年中華機率統計

學會年會及學術研討會 

Asymptotic Optimal 
Estimation of Poisson Mean 
Under LINEX Loss Function 

101 

2011/10/15 劉士嘉 
2011 聯合會員大會暨學

術研討會 
指導教授：林正祥老師 

影響台灣不同世代老人存活

趨勢相關問題探討 

2013/04/26 劉士嘉 
2013 年台灣人口學會年

會暨學術研討 
指導教授：林正祥老師 

台灣老人活躍、成功老化健康

餘命差異變化趨勢探討 

2013/05/24 陳孝先 
2013 年第十二屆離島資

訊技術與應用研討會 
雲端智慧家庭節能系統之設

計 

5-2 碩、博士班學生之數量與品質如何？ 

    101 學年度(含)以前博士班分為甲、乙組，分別招收統計相關科系及非統計相關科

系畢業之研究生。因應跨領域需求，本所博士班從 103 學年度開始分組成統計組及管理

組，名額共 1 名。統計組主要招收統計系(所)畢業或同等學力學生；管理組為招收商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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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班畢業及其相關科系畢業之學生。目前博士班僅一位 99 學年度入學之學生，101、

102學年度皆無學生入學，103學年度停招。表 5-2-1為博士班入學人數與畢業人數資料。 

 表 5-2-1  95-103 學年度碩博士生入學與畢業人數 

學年度 博士生入學人數 博士生畢業人數 

95 1 0 
96 0 1 
97 0 1 
98 1 0 
99 1 1 
100 0 0 
101 0 1 
102 0 0 
103 0 0 

（二）特色 

    本系現有專任教師 14 位，教師研究領域可區分為生物統計、工業統計、統計計算、

多變量分析、高維度資料分析、序列分析與人因工程等。因此除了統計基礎專業課程外，

亦可提供博士生多領域選修課程。本系爲推廣統計資料分析應用，早於民國 85 年成立統

計諮詢室，97 學年度正式成立統計諮詢中心。長久以來本系教師一直提供全校各系所師

生、政府機構、企業界、醫療院所和學術與研究單位從事學術論文、學位論文、研究報

告、產品開發、臨床試驗、市場調查等有關統計理論和統計方法應用之統計諮詢。透過

本系教師提供之統計諮詢，除可促使教師與學界、業界、醫療院所各單位跨領域的計畫

合作，部分成果亦可聯合發表論文，請見附錄 5-0-1。近期統計諮詢中心與相關機構簽訂

統計諮詢合約，提供諮詢服務，見表 5-0-1。此外，亦有校內外師生及業界尋求統計諮詢，

見表 5-0-2。另一方面博士班學生配合統計諮詢之合作計畫，可使其在統計應用有實作的

經驗，培養資料分析的能力，為未來就業作準備。 

表 5-0-1  校外機構統計諮詢成果 
學年度 諮詢教師 機構 主題 

101 劉家頤 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 醫學研究統計諮詢暨資料分析 

102 劉家頤 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 醫學研究統計諮詢暨資料分析 

103 
劉家頤 

澄清綜合醫院中港分院 醫學研究統計諮詢暨資料分析 

雲林縣 稅務為民服務問卷調查統計資詢暨資料分析 

黃愉閔 亞若法生技有限公司 
糖尿病糖化血色快速檢測組臨床測試相關統

計資詢暨資料分析 

       

45 
 



        表 5-0-2  個人統計諮詢 
學年度 諮詢教師 服務對象 

101 黃愉閔 
統計諮詢(簡鴻文 瑞基海洋生物科技(股)公司) 
統計諮詢(王雯卿 彰師大) 

101 黃愉閔 
統計諮詢(趙淑賢 弘光科技大學) 
統計諮詢(李宜賢 弘光科技大學) 
統計諮詢(陳桂淑 美研所) 

102 

黃愉閔 
統計諮詢(吳映緹 工業設計系) 
統計諮詢(黃哲瑩 英語中心) 

劉家頤 
統計諮詢(許先菊 東海大學附屬小學) 
統計諮詢(李淑瑜 埔里小學) 

沈葆聖 統計諮詢(洪滿榮 台中榮總婦產科) 

103 

黃愉閔 

統計諮詢(賈台寶) 
統計諮詢(呂冠樺 台灣科技大學) 
統計諮詢(胡學昭 僑光英語) 
統計諮詢(林原新 亞諾法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統計諮詢(林泳安 景觀系碩士在職專班) 

蘇俊隆 統計諮詢(許唯中 澄清醫院) 
沈葆聖 統計諮詢(洪滿榮 台中榮總婦產科) 
劉家頤 統計諮詢(陳明慧 東海大學附屬小學) 

（三）問題與困難 

    由於博士班的課程主要以統計理論為主，較缺乏實務應用或跨領域課程的學習，數

理分析能力較薄弱的同學在學習課程及成效表現上會顯得較力不從心。另外，學校目前

尚無具體鼓勵博士生參與國外研討會措施，用以培育在校優秀博士生具備國際研究經驗。 

（四）改善策略 

    為加強實務應用及吸引跨領域人才就讀，從 103 學年度開始博士班招生增設管理組，

此組課程調整為吸引更多管理人才就讀，希望能有跨領域的合作成效及產學合作表現。此

外，品管方面出路較廣，亦可增加學生就業。另外，針對學習成效建議學生修習碩士班統

計專業課程，便於加強數理分析能力並補足統計專業知識，以期有更好的學習成效。此外，

鼓勵本系教師積極申請研究計畫案，資助博士生參與國外研討會，亦鼓勵博士生向科技部

申請出席國際學術會議補助或千里馬計畫出國進修，以提昇國際研究經驗。 

（五）項目五之總結 

    本系教師研究領域多元，可以提供博士生多項領域的學習及論文的合作，訓練學生研

究及撰寫論文的能力。另外學生與老師合作的期刊也常刊登在不錯的期刊上，藉以累積研

究實力，在未來就業或從事教職及研究工作都有幫助。此外，鼓勵博士生出席國內學術研

討會，並鼓勵出席國際會議，培養其宏觀的國際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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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生涯追蹤 

（一）現況描述 

6-1 畢業生生涯發展追蹤機制落實之情形為何？ 

     本系追蹤與調查畢業生之管道有三：(1)系友主動至學校校友網站主機登錄和更新資

料；(2)系友主動到系網頁登錄與更新資料；(3)由系辦公室與系友協助收集其他系友的

資料，經整理後建立電子檔案再傳到系辦公室。目前實際操作的情形是(1)，(2)管道完

全依賴系友的主動配合，登錄的情形並不踴躍。除了依(3)管道收集系友資料外，也透過

此管道通知系友到校友網站與系網頁登錄與更新資料。至今系上 4 位博士畢業生，謝敏

雄就職於謙華科技公司；謝淑惠於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擔任助研究員；李

政弘任教於東勢高工；劉士嘉現於國民健康署執行研發替代役，且畢業後的資訊皆定期

更新。 

6-2 研擬畢業生整體學習成效評估機制之情形為何？ 

     本系博士學位資格考核包括三項，(1)完成博士學位應修課程，並獲得應修學分。(2)

資格考試及格。(3)至少有一篇論文發表或被正式接受(須附已被接受之證明）在 SCIE 之

期刊上。前述論文若為聯合發表，以與指導教授或指導教授以及共同指導教授合作為限，

論文之第一作者必須為學位候選人本人，並不得為其碩士論文，亦不得為其進入博士班

之前發表之論文。 

6-3 自行規劃機制或結合學校之機制，蒐集互動關係人、畢業生及企業雇主對學生學習

成效意見之情形為何？ 

    本校就業輔導暨校友聯絡室定期會實施畢業生就業狀況追蹤，系上可由就業輔導暨

校友聯絡室獲得相關資訊。另外至今系上博士畢業生為 4 人，其畢業流向較易取得。 

6-4 校友與系所合作提升畢業生就業力情形為何？ 

        本系博士畢業生中，謝淑惠博士目前於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擔任助研

究員，並曾與沈葆聖老師合作發表期刊。另外，劉士嘉博士現於國民健康署執行研發替

代役，與林正祥老師合作發表多篇文章於頂級期刊。此外，謝敏雄與李政弘分別於工業

界及學界工作，迄今尚未有合作情況。 

（二）特色 

    本系博士班畢業生因在校受過紮實之理論與應用統計之訓練，熟悉各項應用軟體之

操作，在畢業後多從事與研究相關工作。因本系提供一系列兼具廣度與深度的博士班基

礎及選修課程，使得博士生對於統計理論與應用均有相當程度的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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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問題與困難 

    為了進一步了解畢業生對博士班教育目標、核心能力以及學習成效的意見回饋需做

調整。 

（四）改善策略 

        針對畢業生課程回饋，擬設計博班核心能力、教育目標及學習成效之問卷予畢業系 

    友填寫，做為課程設計及學習成效改善之依據，讓課程設計更為完善。 

（五）項目六之總結 

    本系博士生畢業後都有不錯的發展，且大部分還是從事與教職及研究相關的工作，

這與本系的專業訓練及老師的多領域研究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希望藉由畢業生在職場

的專業表現，及學校的新生入學獎勵補助，吸引更多優秀人才就讀。未來擬有效運用系

友資源強化就業實習與學術研究等。另外，擬推薦傑出校友表揚其傑出表現，用以增加

校友捐款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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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整體改善 

（一）現況描述 

7-1 行政管理機制運作與定期自我改善之情形為何？ 

本系之行政管理組織主要有系務會議、系教評會、和系課程委員會，成員均為全系

專任教師，其執掌與開會頻率請見表 7-1-1。各會議詳細組織章程請參閱附錄 2-2-1、附

錄 7-1-1 至附錄 7-1-2。 

   表 7-1-1  系務會議、系教評會、和系課程委員會執掌與開會頻率表 

會議 執掌(討論事項) 正常開會頻率 

系務會議 

一、系組織規程及各種重要章則。 
二、系務發展計劃及預算。 
三、系務會議所設委員會或專案小組決議事項。 
四、會議提案。 

五、其他重要事項。 

每學期兩次 

系教評會 

一、教師聘任、聘期、升等、解聘、停聘、不續聘、

延長服務、資遣原因認定及著作抄襲處理等事

項之審議。 
二、其他依法令應經本會審議之事項。 

每學年至少一

次 

系課程委員會 

一、規劃本系必修及選修科目實施方式（含選課規

定、擋修規定）。 

二、規劃、研議本系必修及選修科目。 

三、定期實施檢討或修正課程。 

1. 每三年學系必修科目送外審，檢討修正課程結

構、課程名稱 (中英文) 與授課大綱，以符合

學生、社會與產業需求。每學期內部自行檢討

修正必修及選修課程名稱學分及授課大綱。 

2. 檢討輔系及學分學程之課程結構及學分數。 

3. 檢討畢業生之基本專業能力、外語能力，修正

必修及選修課程。 

4. 檢討教師所開課程是否與其專長符合。 

5. 檢討兼任教師之授課大綱與課程名稱。 

6. 研議規劃學系通識課程。 

7. 安排系友建言時間，對系課程結構、名稱及

內容提出建議。 

8. 檢討補救教學課程（重修班、暑修班）。 

每學期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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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2-2 與附錄 7-1-3 至 7-1-4 分別列出本系這三個行政管理組織在過去三年的運

作概況，包括開會日期及主要議題等內容。除了所列這三個組織的明文規定之執掌以外，

另有更重要的任務，就是系所自我評鑑及自我改善。由於傳統大學系所組織章程並未固

定將上述自我評鑑及自我改善之任務明文寫入，但正常運作之系所會自行發現此需求，

而將其定位。因此，本系擬成立系所評鑑工作小組，用以執行成效檢討，達成自我評鑑

改善之目標。另外，由於面臨博士班招生問題，學校為留住優秀學生提供獎學金與新生

獎勵辦法，以資鼓勵；本系亦以轉型策略與網羅在職生入學進修，面對少子化帶來招生

嚴峻的考驗。 

7-2 針對第一週期系所評鑑之改善建議，進行品質改善之計畫與落實的情形為何？ 

第一週期系所評鑑(博士班)之改善情形，這部分將分為系所共同和博士班，分項逐

點說明之。 

1. 系所共同 

(1) 目標、特色與自我改善 

改善建議: 1. 增聘專任教師至少 2 位，以降低教師授課時數，使教師易於出國進修，

並開設較多元的課程。2. 訂定獎勵辦法，以鼓勵教師參與學術研討會，及赴國內外

研究機構進行長期進修或研究的辦法。3. 延攬國外研究傑出之學者擔任客座教授，

以提升研究水準。4. 教師升等論文之計點方式，宜更合理。 5. 對研究表現優異的教

師，該校宜提供更好的獎勵方式。6. 宜定期或不定期舉辦學術研討會，以提升該系

之學術知名度。 

改善情形: 1. 目前專任教師 14 名，按學校給予本系的編制(見附錄 7-2-1)，已超編 1

名，本系將持續向學校爭取增加教師員額，以降低教師授課時數，支持教師出國進修

並開設多元課程(例如：財務統計學程、工業統計學程、生物統計學程、海量資料(統

計計算)學程)。2. 本校已有『東海大學專任教師進修研究辦法』(見附錄 7-2-2) 以鼓

勵教師赴國內外研究機構進行進修或研究。3. 未來將向校方爭取客座教授名額。4. 已

修訂教師升等論文計點方式(見附錄 7-2-3)。 5.學校設有減授鐘點與論文發表費等獎

勵辦法(見附錄 3-2-3)，目前更進一步成立特聘教授制度，獎勵研究優異教師。(見附

錄 7-2-4 和 7-2-5)。6. 近幾年本系參與管院研討會，未來將不定期舉辦小型或大型學

術研討會。 

(2) 課程設計與教師教學 

改善建議: 1. 課程委員會宜有校外專家學者參與，俾使課程之開授更加完善。2. 部分

教師授課時數過重，建議該校增撥至少 2 個員額給該系。3. 對於新進教師每學期授課

9 小時之規定，宜考慮彈性計算每年授課 18 小時，讓教師有更多的時間從事研究。 

改善情形: 1.98 學年度修改課程委員會組織章程第三條，新增聘請校內外學者專家、產

業界及畢業生代表，參與課程之規劃、研議，並提供諮詢(見附錄 2-2-1)，目前開課事

宜皆已實施。2. 目前專任教師 14 名，按學校給予本系的編制(見附錄 7-2-1)，已超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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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本系將持續向學校爭取增加教師員額。3. 學校通過『東海大學新聘助理教授減授

鐘點辦法』(見附錄 7-2-6)，新進教師前兩年可申請每學期減授 3 學分，可讓新進教師

有更多時間從事研究。 

(3) 學生學習與學生事務 

改善建議: 1. 建議增加還書地點，並使續借更便捷。2. 宜加快設備汰舊更新的速度。

3. 建議該校針對用電量只做總量管制，讓系所自行管理開放時間。 

改善情形: 1. 針對圖書歸還問題，皆可就近在總館或管院分館借還書，但是借閱中之

書籍在歸還日期數日前皆可透過網路做線上續借動作(見附錄 7-2-7)。2. 學校針對設

備報廢有其規定(見附錄 7-2-8)，本系每年皆有編列預算。另外學校針對電子類產品報

廢回收有其相關規定(見附錄 7-2-9)。3. 本系已改建置分離式冷氣機，並充分提供碩

博生較長的使用時間。 

(4) 研究與專業表現 

改善建議: 1. 目前大部分私立大學副教授級以上教師即可申請休假（帶職帶薪）以進

行學術研究，該校宜規劃休假研究辦法，以增進教師之研究實力。2. 建議學校對於

願意多負擔教學的資深教師，將其鐘點費做更有彈性之認定。3. 教師宜更主動積極

申請科技部的國外訪問，或向該校申請帶職帶薪至國外訪問。 

改善情形: 1. 本校已有教授休假辦法(見附錄 7-2-10)，尚無副教授休假辦法，將參考

他校做法向學校建議副教授休假研究辦法(例如，長庚大學、輔仁大學、東吳大學和

銘傳大學)。2. 未來將建議學校針對教師鐘點費更有彈性。3. 鼓勵教師申請科技部的

國外訪問，或向本校申請帶職帶薪至國外訪問研究，例如系上有數位老師申請科技部

計畫至國外短期訪問(見附錄 7-2-11)。 

2. 博士班 

課程設計與教師教學 

改善建議: 1. 宜檢討博士班選修課程，並適度縮減畢業學分數。2. 針對招生不足之問題，

因應外在競爭環境，宜重新檢討研究發展重心，集中在一、二個研究領域並發展出特色，

以利未來就業之競爭力。3. 宜再增加一些統計理論或實務等相關課程，以提升博士生之

研究廣度。4. 現有博士生人數較少，修課之選擇亦較少，宜多鼓勵參加國內外學術研討

會及中央研究院等機構舉辦的短期課程等。 

改善情形: 1. 本系博士班畢業學分數過多，經參考外校作法，發現重要原因之一為論文學

分數(12 學分)過高所致。100 學年度本系已初步先降低論文學分數至 2 學分，後續再進一

步評估是否調整其他必修及選修科目(見附錄 2-1-1 至 2-1-3)。2. 自 103 學年度起將乙組變

更為管理組，和企管系、國貿系、財金系、會計系、資管系、經濟系共六系一起合作共同

開管理相關課程，以期可吸引更多不同領域的學生報考博士班。3. 計畫增開統計實務應

用相關課程，以提升博士生之研究廣度。4. 學校規定博士班 1 人即可開課，且本系開設

碩博選修課程供博士生多元學習。鼓勵博士生參與學術研討會並發表論文，同時可申請學

生學術成果獎學金(見附錄 7-2-12)，系上教師亦提供科技部補助研究生差旅費，此外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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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科技部千里馬計畫到國外學習增加學經歷。 

（二）特色 

1. 支持教師出國進修並開設多元課程。2. 自 103 學年度起將乙組變更為管理組，並與管

院各系合作共同開設管理相關課程，以期可吸引更多不同領域的學生報考博士班。3. 學

校設立特聘教授制度，獎勵研究優異教師。4. 新進教師前兩年可申請每學期減授 3 學分，

可讓新進教師有更多時間從事研究。5. 鼓勵教師申請科技部的國外訪問，並已有老師申

請科技部計畫至國外短期訪問。6. 本系已改建置分離式冷氣機，並充分提供碩博生較長

的使用時間。 

（三）問題與困難 

    老師無法赴國內外研究機構進行中長期進修或訪問。因教學負擔重，導致欠缺與外

校連結，故無法提升本系之學術知名度。 

（四）改善策略 

  本系師資進修與學術研究針對現況與面臨之困難，擬定之改善策略如下： 

    師資進修：本校已有『東海大學專任教師進修研究辦法』鼓勵教師赴國內外研究機

構進行進修或研究。此外，鼓勵教師申請科技部的國外訪問，或向本校申請帶職帶薪至

國外訪問研究，例如系上老師申請科技部計畫至國外短期訪問。 

    學術研究：近幾年本系參與並協辦管院研討會，未來將不定期舉辦小型或大型學術

研討會(例如：南區統計研討會、統計年會、中華機率統計年會等)，同時鼓勵教師加入

中國統計學社終身會員。 

（五）項目七之總結 

未來將給予老師有更多時間進修，並鼓勵教師積極參加國內外研討會發表論文，或

向數學推動中心申請短期訪問學者增加交流，有助於本系邁向教學研究並重的學術單位。

改善機制中，計畫可增加博士班畢業系友之回饋管道，藉以了解課程的設計是否能符合

職場之需要。也參考第一週期的評鑑建議與提升學生學習成效，本系持續改善，並朝向

培養學術研究型與實務導向型的人才為方向邁進。積極開拓在職人士回流進修本系博士

班是為未來不錯的方式。另外，拓展國際博士生員（例如：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等）

就讀本系博士班也是不錯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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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與他校同質系所分析比較（SWOT 分析） 
（一）與他校同質系所分析比較 

 
 
 

         指標內容 
 
 
 
學 

學校系所  年 
             度 

近三年研發成果（限專任教師） 

（
教
師\

學
生
） 

教
師
學
生
數 

（
國
科
會\

其
他
） 

研
究
計
畫
數 

（
國
科
會\

其
他
） 

研
究
計
畫
金
額
（
仟
元
） 

發展特色  

1.東海大學 
統計學系 

101 14/0 7 3864 
教育目標是培育具有紮實統計理論的研

究能力、統計方法的創新能力、跨領域

合作的能力及具備國際競爭的能力。同

時訓練學生具有核心能力成為高階研究

人才，並為學界之教師與業界之研發人

員。 

102 14/1 6 3360 

103 14/1 6 3235 

2.逢甲大學 
統計學系 

101 14/5 5 3926 
本系特色是設計有學程訓練，包含精算

學程、計量財務學程，導引學生有跨系

修課的方向，提供學生就業或是繼續深

造的參考，使學習更多樣化。大學部、

碩士班、博士班的課程設計上分組，使

學生有多元化之發展，特別強化統計在

財務及精算上的應用。 

102 14/3 7 4145 

103 14/3 9 6378 

3.淡江大學 
數學系 
資料科學與 
數理統計組 

101 11/15 註 1 6 3379 培養數學、數理統計及相關科學應用與

研究人才，提供全校學生基礎數學與數

學通識之課程，並經由數學學習培養學

生思考、組織、分析與表達之能力。碩

專班成立宗旨在提供國內中學教師進階

進修以提升數學與教學之專業技能。 

102 11/11 註 1 6 3598 

103 11/9 註 1 5 3147 

4.中興大學 
  應用數學系 
   

101 8/1 7 3829 

本所訓練著重於理論統計以及生物、生

態、財務、工業、資訊等相關應用統計

課程。發展重點是以訓練具有決策分析

能力的人才為主，加強統計諮詢實務工

作，使學生有實際分析統計資料的能

力，同時也考慮到學生未來就業市場的

需求，本所秉持在教學及課程設計上理

論與應用並重，務必使理論與實務操作

緊密結合，達到"學以致用"，並訓練出

具處理資料、解決問題能力之統計專業

人才。  

102 8/1 5 3697 

103 8/1 3 1544 

註 1：該學系博士班採不分組招生，故學生人數包含數學組與資統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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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SWOT 分析 

本系之 SWOT 分析如表 8-2-1 所示，整體而言，身為私立大學、校園廣大、課程規劃完

善、師資結構完整為本系主要之內在優勢；本系弱點包括統計理論艱深、與資源少阻礙博班

發展，導致無法支應人才需求。本系雖面臨此艱難之弱點，但全系教職員生無不克盡職責、

同心協力，以積極創造機會。本系可把握之機會包括中部地區學科領域最完整之綜合大學、

師資專業化、研究與教學完備與鄰近中部科學工業園區，有助於跨領域與產學合作及國際化

的人才需求。未來特色可以根據本系師資陣容與地點優勢用以培養學術研究型與實務型的企

業研發人才雙軌並行。最後，本系將面臨之威脅包括教育部補助逐年遞減、學生來源縮減、

國立大學博班競爭與學生素質降低，造成系所研究與教學成效降低。 

 
表 8-2-1  SWOT 分析 

 機會 (O) 威脅（T） 

強
點
（S

） 

中部地區學科領域最完整之綜合大
學有助於跨領域合作  

師資專業化有助於產業轉型與在職
教育需求 

教育部補助逐年遞減與學生來源縮
減造成研究與教學成效降低 

研究與教學完備有助於帶來產學合
作機會  

鄰近中部科學工業園區有助於國際
化的人才需求  

弱
點
（W

） 
統計理論艱深導致在職教育需求降
低 

補助、資源少及學生來源縮減 
難與國立大學博班競爭 

資源少阻礙博班發展導致無法支應
國際化的人才需求 

統計理論艱深及學生素質降低阻礙
博班發展 

 
提升研究與教學之績效，以增加教育部補助與資源: 
1. 研擬主辦國際學術研討會，以提升本系之學術知名度，並鼓勵教師積極申請研究計畫案與

參加國內外研討會發表論文，有助於本系邁向教學研究並重的學術單位。 
2. 為謀博士班長遠發展，以職場導向並朝在職人士招生，吸引更多優秀人才就讀。因應大環

境的改變與景氣的榮枯影響，從 103 學年度開始博士班分為統計組及管理組，結合管理學

院各系及社會科學院經濟系的師資與資源共同開課，藉此吸引更多跨領域專業管理人才，

並透過新生入學獎勵，以增加招生與就讀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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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 2-1-1  101 與 102 學年度統計學系博士班必修科目表

甲 

組 

科目 學分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備註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博士論文 2          

 專題討論 2 1 1        

 統計推論 6 3 3        

 廣義線性模型 3 3         

 高等機率論 6 3 3        

 統計諮詢專題(一) 2   1 1      

 統計諮詢專題(二) 2     1 1    

 必修學分數 23 

  選修學分數 9 

 畢業學分數 32 

乙 

組 

科目 學分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備註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博士論文 2          

 專題討論 2 1 1        

 統計推論 6 3 3        

 廣義線性模型 3 3         

 統計方法(一) 3 3         

 統計方法(二) 3  3        

 統計諮詢專題(一 ) 2   1 1      

 統計諮詢專題(二 ) 2     1 1    

 必修學分數 23 

  選修學分數 9 

 畢業學分數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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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1-2  103 學年度統計學系博士班甲組(統計組)必修科目表

甲
組(

統
計
組) 

科目 學分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備註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博士論文 2          

 專題討論 2 1 1        

 統計推論 6 3 3        

 廣義線性模型 3 3         

 高等機率論 6 3 3       
本科與統計方法

(一)(二)二選一 

 統計方法(一) 3 3         

 統計方法(二) 3  3        

 統計諮詢專題(一) 2   1 1      

 統計諮詢專題(二) 2     1 1    

 必修學分數 23 

  選修學分數 9 

 畢業學分數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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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1-3  103 學年度統計學系博士班乙組(管理組)必修科目表

乙
組(

管
理
組) 

科目 學分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備註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博士論文 2          

 數理統計 6 3 3        

 統計方法(一) 3 3         

 統計方法(二) 3  3        

 管理專題(一) 3 3         

 管理專題(二) 3  3        

 行銷管理專題  3   3      A 群組 

 創業管理專題  3    3     A 群組 

 國 際 貿 易 理 論

與政策  
3   3  

  
  B 群組 

 國際金融理論  3    3     B 群組 

 財務會計專題  3   3      C 群組 

 管理會計專題  3    3     C 群組 

 財 務 工 程 專 題

(一 ) 
3   3  

  
  D 群組 

 財 務 工 程 專 題

(二 ) 
3    3 

  
  D 群組 

 資訊管理  3   3      E 群組 

 電子商務  3    3     E 群組 

 個體經濟分析  3   3      F 群組 

 總體經濟分析  3    3     F 群組 

 必修學分數 26 

管理群組任選一群組  選修學分數 6 

 畢業學分數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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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1-4  95-103 學年度統計系博士班專業課程開課明細 

課程名稱 修課年級 必/選 
學

分 

95 96 97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專題討論 一 必 1       

統計推論 一 必 3       

高等機率論 一 必 3       

廣義線性模型 二 必 3       

統計諮詢專題(一) 二 必 1       

機率論專題 四 選 1       

遺失資料分析 三 選 1       

統計諮詢專題(二) 二 必 1       

遺失共變數迴歸分析 四 選 1       

長期追蹤資料分析 二 選 1       

經驗過程導論 三 選 3       

序列估計 四 選 1       

課程名稱 修課年級 必/選 
學

分 

98 99 100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專題討論 一 必 1       

統計推論 一 必 3       

統計方法(一) 一 必 3       

統計方法(二) 二 必 3       

統計諮詢專題(一) 二 必 1       

機率論專題 三 選 3       

復發事件之競爭風險分

析 
四 選 3       

序列分析 五 選 1       

數理統計專題 一 選 3       

群體測試專題 四 選 1       

重複測量資料多重狀態

模式分析 
五 選 3       

生物統計專題 六 選 3       

課程名稱 修課年級 必/選 
學

分 

101 102 103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統計諮詢專題(二) 三 必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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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1-5  學生核心能力與課程規劃之對應 

【博士班】學生核心能力 

1. 具備紮實的統計理論與方法 

2. 具備獨立從事研究的能力 

3. 具有與其他專業領域合作並解決問題的能力 

4. 具備國際競爭的能力 

學生核心能力 

課程名稱 
1 2 3 4 

專題討論 ● ●  ● 

統計推論 ● ●  ● 

高等機率論 ● ●  ● 

廣義線性模型 ● ● ●  

統計諮詢專題(一) ●  ●  

統計諮詢專題(二) ●  ●  

● 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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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2-1  統計學系課程委員會組織規程 
 

東海大學管理學院統計學系課程委員會組織規程 

84 年 11 月 27 日 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院課程委員會議准予備查 

校課程委員會議准予備查 

97 年 04 月 29 日 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97 年 05 月 13 日 院課程委員會議准予備查 

97 年 11 月 12 日 校課程委員會議准予備查 

99 年 03 月 12 日 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99 年 03 月 26 日 管理學院 98 學年度第 3 次院課程委員會准予備查 

99 年 04 月 09 日 校課程委員會准予備查 

102 年 03 月 25 日校課程委員會修訂通過 

104 年 06 月 23 日 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   本系依據東海大學課程委員會組織規程第四條，成立「東海大學管理學院統計學系

課程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二條   本會之職掌如下： 

一、規劃本系必修及選修科目實施方式（含選課規定、擋修規定）。 

二、規劃、研議本系必修及選修科目。 

三、定期實施檢討或修正課程。 

(一)、每三年學系必修科目送外審，檢討修正課程結構、課程名稱 (中英文) 與

授課大綱，以符合學生、社會與產業需求。 

      每學期內部自行檢討修正必修及選修課程名稱學分及授課大綱。 

(二)、檢討輔系及學分學程之課程結構及學分數。 

(三)、檢討畢業生之基本專業能力、外語能力，修正必修及選修課程。 

(四)、檢討教師所開課程是否與其專長符合。 

(五)、檢討兼任教師之授課大綱與課程名稱。 

(六)、研議規劃學系通識課程。 

(七)、安排系友建言時間，對系課程結構、名稱及內容提出建議。 

(八)、檢討補救教學課程（重修班、暑修班）。 

第三條   本會由本系全體專任老師及學生代表組成之，並聘請校內外學者專家、產業界及畢

業生代表，參與課程之規劃、研議，並提供諮詢。  

第四條   本會由系主任兼任召集人，開會時由召集擔任主席，召集人不克出席時，由各委員

互推一人擔任之。 

第五條   本會每學期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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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本會開會時，應有出席人員過半數始得開會，應有出席人員過半數之同意始得決

議。 

第七條   本規程經系務會議通過，送院、校課程委員會審議，並經教務會議備查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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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2-2  101-103 學年度本系課程委員會議題與決議重點摘錄表 

開會日期 議題 決議與實施狀況 

101.08.24 

1. 劉家頤老師擬於 101 學年度

第一學期加開學士班「品質管

制」(3-0)課程乙案。 

2. 林雅俐老師擬於 101 學年度

第一學期加開碩士班「人機介

面專題」(3-0)課程乙案。 

1. 經通訊投票結果（同意 11

票，廢票 1 票），通過劉家頤

老師 101 學年度第一學期加

開學士班「品質管制」(3-0)

課程乙案。 

2. 經通訊投票結果（同意 11

票，廢票 1 票），通過林雅俐

老師 101 學年度第一學期加

開碩士班「人機介面專題」

(3-0)課程乙案。 

101.11.27 

1.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開課事

宜，請討論。 

 

 

 

2.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新開課程

「財務時間序列」(碩 1-2，

選，0-3)之課程概述案，請討

論。 

1. 通過101學年度第2學期開課

事宜。有委員建議「程式設計」

課程改由資工系教師授課，此

案將於下次再開該課程時納

入考量。 

2. 通過101學年度第2學期新開

課程「財務時間序列」 (碩

1-2，選，0-3)之課程概述案。 

102.04.23 

1.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開課事

宜，請討論。 

2.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新開課程

「教育測驗統計」(統 3-4，

選，3-0)及「統計資料採礦」(碩

1-2，選，3-0)之課程概述案，

請討論。 

3. 更改博士班必修科目表，請討

論。 

1. 通過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開

課事宜。 

2. 通過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新

開課程「教育測驗統計」及

「統計資料採礦」之課程概

述案。 

 

 

3. 初步通過更改博士班必修科

目表，待下次會議再行討論。 

102.05.07 

1. 102 學年度於大學部規劃開設

「倫理價值與社會責任」（1

學分）課程案，請討論。 

2. 102 年 4 月 23 日課程委員會

初步通過更改博士班必修科

1. 通過 102 學年度於大學部規

劃開設「倫理價值與社會責

任」（1 學分）課程。 

2. 通過更改博士班必修科目

表，並適用於 103 學年度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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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會日期 議題 決議與實施狀況 

目表乙案，請討論。 新生。 

102.09.10 

1. 更改 103 學年度博士班必修科

目表。 

 

 

 

 

 

 

 

2. 102 學年度第一學期「統計諮

詢專題(二)」課程之課程概述

案。 

1. 102 年 5 月 7 日課程委員會通

過更改博士班必修科目表乙

案，原乙組(管理組)之管理群

組 A 之科目為「經營管理

(一)」和「經營管理(二)」，通

過更改為企管系建議之課程

「經營管理」和「服務管理」，

並適用於 103 學年度入學新

生。 

2. 通過 102 學年度第一學期新

開課程「統計諮詢專題(二)」

(博 3，必，1-1)之課程概述

案。 

102.10.15 

1. 更改 103 學年度博士班必修科

目表，請討論。 

 

 

 

 

 

 

 

 

 

 

2. 討論是否調整學、碩士班相同

之課程名稱。 

1. 因院課程委員會(102/9/24)委

員建議乙組(管理組)增加管

理類必修科目及更改管理群

組 A 之科目。經與會委員討

論後，增加必修科目「管理專

題(一)」(3 學分)和「管理專

題(二)」(3 學分)；原管理群

組 A 之科目為「經營管理」

和「服務管理」，更改為「行

銷管理專題」和「創業管理專

題」。並適用於 103 學年度入

學新生。 

2. 經與會委員討論後，不須調整

學、碩士班相同之課程名稱。 

102.11.19 

1. 102 學年度第二學期開課事

宜，請討論。 

2. 101 學年度課程整體架構之外

審意見回應及系所因應措

施，請討論。 

1. 通過 102 學年度第二學期開

課事宜。 

2. 經與會委員討論後，通過

學、碩士班課程外審意見追

蹤表。 

102.12.31 
1. 更改 103 學年度大學部必修

科目表，A 群組是否增列「統

1. 經與會委員討論後，A 群組增

列「統計資料採礦」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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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會日期 議題 決議與實施狀況 

計資料採礦」課程？請討論。 

 

2. 102 學年度第二學期課程「統

計諮詢」(碩 2，必，1-1)之課

程概述修正案，請討論。 

並適用於 103 學年度入學新

生。 

2. 通過 102 學年度第二學期課

程「統計諮詢」之課程概述

案。 

103.02.18 

大學部必修科目 A 群組新增課程

「統計資料採礦」(統計 3-4，選，

3-0)之課程概述案，請討論。 

通過大學部必修科目 A 群組新增

課程「統計資料採礦」之課程概述

案。 

103.04.22 
103 學年度第一學期開課事宜，請

討論。 

通過 103 學年度第一學期開課事

宜。 

103.06.10 

1. 討論大學部一年級必選課程

「倫理價值與社會責任」名稱

更改為「管理教育導論」並自

103 學年度起開設此課程。 

 

2. 統計系大四生及延畢生重修

必修課程跨班修習，請討論。 

 

3. 規劃大學部 4 個跨領域學

程，請討論。 

1. 通過大學部一年級必選課程

「倫理價值與社會責任」名

稱更改為「管理教育導論」

並自 103 學年度起開設此課

程。 

2. 通過統計系大四生及延畢生

重修必修課程可以跨班修

習。 

3. 經與會委員討論後，跨領域

學程需提供更多他系課程給

學生選課，下次會議再行討

論。 

103.09.23 

1. 針對本系必修課程之重修生

跨班修習，擬修訂「統計系修

課規定」，請討論。 

2. 103 學年度第一學期研究所

「線性模型」課程之課程概述

案。 

 

3. 討論本院 102 學年度學習成

效評量結果，並提出相關回饋

意見，請討論。 

1. 修訂通過「統計系修課規定」

並自 103 學年度起適用，相

關資料呈送系務會議審議。 

2. 修正通過 102 學年度第一學

期研究所「線性模型」 (碩

1-2，選修，3 學分)之課程概

述案。 

3. 經與會委員討論後，無改善

建議。 

 

103.09.26 

增開 103 學年度第一學期學士班

「迴歸分析」(3-0)課程乙案。 

經通訊投票結果（參與投票 9 人，

同意 9 票，不同意 0 票），通過增

開 103 學年度學士班「迴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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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會日期 議題 決議與實施狀況 

重修班(3-0) 案，只限統計系重修

學生。 

103.10.07 

確認本院學習成效(AOL)委員於

103 學年度建議執行的系級改善行

動(Department-Level Improvement 

Actions)。 

與會委員全體確認本院學習成效

(AOL)委員於103學年度建議執行

的系級改善行動

(Department-Level Improvement 

Actions)。 

103.11.18 

103 學年度第二學期開課事宜，請

討論。 

排課原則： 

1. 以老師授課意願之優先順序為

首要考量。 

2. 老師擇一學期開碩班選修課程。 

3. 鼓勵老師支援群組課程。 

通過 103 學年度第二學期開課事

宜。 

104.01.13 

更改大學部必修科目表及修訂「統

計系修課規定」，請討論。 

1. 原「計算機概論(一年級必修，

0-3)」課程變更為選修課程，增加

「程式設計」課程為一年級必修課

程(0-3)，104 學年度起適用。(同

意票數:9 票) 

2. 「多變量分析(三年級必修，

0-3)」課程修習時間更改為「多變

量分析(三年級必修，3-0)」，102

學年度起適用。(同意票數:7 票) 

3. 「統計實務(四年級必修，2-2)」

課程更改為「統計實務(一)(三年級

必修，0-2)」及「統計實務(二)(四

年級必修，2-0)」，並增列「統計

系修課規定」於第七條，102 學年

度起適用。(同意票數:10 票) 

4. 因應增加院共同必修「管理教

育導論」1 學分，畢業學分維持 128

學分不變下，必修學分數由 103

學分變更為 104 學分，選修學分數

由 25 學分變更為 24 學分，104 學

年度起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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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會日期 議題 決議與實施狀況 

5. A、B 群組課程之修課年級更改

為 2 至 4 年級。 

104.03.09 

增開 103 學年度第二學期博士班

「統計諮詢專題(二)(上)」(1-1)課

程乙案。 

經通訊投票結果（參與投票 10

人，同意 10 票，不同意 0 票），通

過增開 103 學年度博士班「統計諮

詢專題(二)(上)」(1-1) 案。 

104.04.21 

1. 104 學年度第一學期開課事

宜，請討論。 

2. 針對外系「統計學」課程增設

排課委員會，以決定授課人

選，請討論。 

 

3. 任課老師連續教授統計系必

修課程同一課程達三年者，排

課時不列入優先授課人選，請

討論。 
 

4. 教授外系「統計學」課程達二

門者，需搭配任教一門群組課

程，請討論。 

1. 通過 104 學年度第一學期開

課事宜。 

2. 經與會委員討論後(8 位出席

委員中 5 位同意)，決議針對

外系「統計學」課程增設排課

委員會，委員皆可參與。 

3. 經與會委員討論後(9 位出席

委員中 8 位同意)，決議任課

老師連續任教統計系必修課

程同一課程達三年者，排課時

不列入優先授課人選。 

4. 經與會委員討論後(9 位出席

委員中 8 位同意)，決議任教

外系「統計學」課程達二門

者，需搭配任教一門群組課

程。 

104.06.23 

1. 更改 105 學年度博士班必修

科目表，請討論。 

 

 

 

2. 修訂「統計系修課規定」，請

討論。 

 

3. 104 學年度大學部必修課程

「會計學」(統計 2，必，3-3)

之課程概述修正案，請討論。 

4. 104 學年度第一學期擬增開

「統計推論」(博 1，必，3-3)

1. 經與會委員討論後(12位出席

委員中 9 位同意)，決議修訂

統計組「統計推論」變更為「數

理統計」，管理組「數理統計」

變更為「高等統計學」。 

2. 經與會委員討論後，修訂「統

計系修課規定」，104 學年度

起適用。 

3. 修正通過 104 學年度大學部

必修課程「會計學」(統計 2，

必，3-3)之課程概述案。 

4. 通過黃連成老師 104 學年度

第一學期增開「統計推論」(博

66 
 



開會日期 議題 決議與實施狀況 

課程乙案，請討論。 1，必，3-3)課程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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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2-1  101-103 學年度專任教師學術期刊論文一覽表 
學年度 教師 論文名稱 期刊名稱 索引類別 

101 沈葆聖 

Nonparametric estimation of the bivariate distribution function 
with doubly truncated data 

Communications in Statistics-Theory and 
Methods 

SCI 

Additive Mixed Effect Model for Clustered Doubly-Censored 
Data 

Communications in Statistics-Simulation 
and Computation 

SCI 

Estimation in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model with twice 
censored data. 

Communications in Statistics-Theory and 
Methods 

SCI 

Median regression model with left truncated and 
interval-censored Data. 

Journal of the Korean Statistical Society SCI 

Additive Hazards Model with Truncated and Doubly Censored 
Data. 

Journal of Applied Statistics SCI 

Regression analysis of interval censored and doubly truncated 
data with linear transformation models. 

Computational Statistics SCI 

Regression M-estimators with one modified form of doubly 
censored data 

Communications in Statistics-Simulation 
and Computation 

SCI 

Analysis of left-truncated right-censored or doubly censored data 
with linear transformation models 

Test SCI 

Additive Transformation Models for Multivariate 
Interval-Censored Data. 

Communications in Statistics-Theory and 
Methods 

SCI 

Median regression model with left-truncated and right-censored 
data 

Journal of Statistical Planning and 
Inferences 

SCI 

Regression analysis for cumulative incidence probability under 
competing risks and left-truncated data 

Lifetime Data Analysis 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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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 教師 論文名稱 期刊名稱 索引類別 

101 

沈葆聖 
Semiparametric mixed-effect models for clustered 
doubly-censored data 

Journal of Applied Statistics SCI 

林正祥 

影響台灣不同世代老人存活相關因子探討 台灣衛誌 TSSCI 

台灣婦女生育率變動趨勢探討 數據分析 EconLit 

Effects of continuous passive motion on reversing the adapted 
spinal circuit in humans with chronic spinal cord injury 

Archives of Physical Medicine and 
Rehabilitation 

SCI 

魏文翔 Robust Estimation: Location-Scale and Regression Problems Taiwanese Journal of Mathematics SCI 

呂恒輝 High-dimensional regression analysis with treatment comparisons Computational Statistics SCI 

黃連成 
Bayes sequential estimation for a Poisson process under a LINEX 
loss function 

Statistics SCI 

林雅俐 
Usability Evaluation of Comprehension Performance and  
Subjective Assessment on Mobile Text Advertising 

Lecture Notes in Computer Science EI 

陳志賢 
Secure Dynamic Access Control Scheme of PHR in Cloud 
Computing 

Journal of Medical Systems SCI 

俞一唐 
A Modification of the Box-Meyer Method for Finding the Active 
Factors in Screening Experiments 

Journal of Applied Statistics SCI 

102 林正祥 

臺灣事故傷害對潛在生命年數、工作年數及社會經濟損失影響

探討 
人口學刊 TSSCI 

台灣老人成功與活躍老化之健康餘命探討 台灣衛誌 TSSCI 

配對數據分析模式之應用探討 數據分析 EconL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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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 教師 論文名稱 期刊名稱 索引類別 

102 

沈維雄 台灣節能標章認證制度擴散速率與影響因素之研究 科技管理學刊 TSSCI 

沈葆聖 

Analyzing Truncated Data with Semiparametric Transformation 
Models 

Journal of Statistical Computation and 
Simulation 

SCI 

On Goodness-of-Fit Tests for Aalen's Additive Model based on 
Left-truncated Right-censored or Doubly Censored Data 

Communications in Statistics: Theory and 
Methods 

SCI 

Semiparametric Regression Analysis for Clustered 
Doubly-Censored Data 

Computational Statistics SCI 

A generalization of Turnbull's estimator for interval censored and 
doubly truncated data 

Communications in Statistics-Theory and 
Methods 

SCI 

Simple Nonparametric Estimators of the Bivariate Survival 
Function Under Random Left Truncation and Right Censoring 

Computational Statistics SCI 

Factors that affect early recurrence after prolapse repair by a 
non-anchored vaginal mesh procedure. 

Taiwanese Journal of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SCI 

Changes in Sexual Function of Women with Refractory 
Interstitial Cystitis/Bladder Pain Syndrome after Intravesical 
Therapy with a Hyaluronic Acid Solution 

Journal of Sexual Medicine SCI 

Aalen's additive risk model for left-truncated and right-censored 
data 

Communications in Statistics-Simulation 
and Computation 

SCI 

Proportional hazards regression with interval-censored and 
left-truncated data 

Journal of Statistical Computation and 
Simulation 

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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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 教師 論文名稱 期刊名稱 索引類別 

102 

沈葆聖 

A Class of Rank-based Test for Doubly Truncated Data Test SCI 

Estimation of the association for bivariate doubly censored data 
Journal of Statistical Planning and 
Inferences 

SCI 

On Fitting Transformation Model to Survey Data 
Communications in Statistics-Theory and 
Methods 

SCI 

Additive Transformation Models for Clustered Doubly-Censored 
Data. 

Communications in Statistics-Simulation 
and Computation 

SCI 

黃連成 

Asymptotic non-deficiency of some procedures for a particular 
exponential family under relative LINEX loss 

Sequential Analysis SCI 

A robust two-stage procedure in Bayes sequential estimation of a 
particular exponential family 

Metrika SCI 

Optimal, nearly optimal and robust procedures for the exponential 
distribution with relative linear exponential loss 

Statistics SCI 

陳志賢 
A Hierarchical Access Control Scheme Based on Lagrange 
Interpolation and ELGamal Algorithm with Numerical 
Experiments 

Applied Mechanics and Materials EI 

王榮琮 Reliability Evaluation Techniques Energy-Efficient Fault-Tolerant Systems 專書 

103 沈葆聖 

Conditional MLE for the Proportional Hazards Model with 
Left-truncated and Interval-censored Data 

Statistics and Probability Letters SCI 

Semiparametric transformation models with random effects for 
clustered doubly-censored data. 

Journal of Statistical Computation and 
Simulation 

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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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 教師 論文名稱 期刊名稱 索引類別 

103 沈葆聖 

Two-stage estimation for multivariate recurrent event data with a 
dependent terminal event 

Biometrical Journal SCI 

Nonparametric tests for left-truncated and interval-censored data 
Journal of Statistical Computation and 
Simulation 

SCI 

Median Regression Model with Doubly Truncated Data. Journal of Applied Statistics SCI 

Parameter estimation in regression for long-term survival rate 
from left-truncated and right-censored data. 

Communications in Statistics-Simulation 
and Computation 

SCI 

A self-consistent estimator of survival function with 
interval-censored and left-truncated data. 

Journal of the Korean Statistical Society SCI 

A weighted quantile regression for left truncated and right 
censored data 

Journal of Statistical Computation and 
Simulation 

SCI 

Full likelihood inference in the Cox model with LTRC data when 
covariates are discrete 

Statistics SCI 

Nonparametric estimation with left-truncated and right-censored 
data when the sample size before truncation is known 

Statistics SCI 

Additive Transformation Models for Multivariate 
Interval-Censored Data 

Communications in Statistics-Theory and 
Methods 

SCI 

Linear Transformation Models for Survival Analysis with Tumor 
Growth Information in Cancer Screening Study. 

Communications in Statistics-Theory and 
Methods 

SCI 

Additive Transformation Models for Clustered Doubly-Censored 
Data. 

Communications in Statistics-Simulation 
and Computation 

SCI 

Semiparametric Analysis of Transformation Models with 
Dependently Left-truncated and Right-Censored Data 

Communications in Statistics-Simulation 
and Computation 

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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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 教師 論文名稱 期刊名稱 索引類別 

103 

沈葆聖 

The Inverse Probability Weighted Estimators for Distribution 
Functions of the Bivariate Recurrent Events 

Statistics and Probability Letters SCI 

Nonparametric association analysis of bivariate left-truncated 
competing risks data. 

Biometrical Journal SCI 

呂恒輝 
An inverse-regression method of dependent variable 
transformation for dimension reduction with nonlinear 
confounding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Statistics SCI 

林正祥 
臺灣事故傷害對潛在生命年數、工作年數及社會經濟損失影響

探討 
人口學刊 TSSCI 

沈維雄 
台灣節能標章認證制度擴散速率與影響因素之研究。，19（2），
45-66 

科技管理學刊 TSSCI 

黃連成 
Asymptotic non-deficiency of some procedures for a particular 
exponential family under relative LINEX loss 

Sequential Analysis SCI 

林雅俐 

台灣地區觀光旅館之營運績效採礦研究 觀光與休閒管理期刊 其他 

台灣大型集團企業經營績效之財務指標採礦研究 管理資訊計算 其他 

美國職業籃球比賽勝負之關鍵因素採礦研究 觀光與休閒管理期刊 其他 

張玉媚 
Confidence bands for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wo median survival 
times as a function of covariates 

Lifetime Data Analysis SCI 

魏文翔 Mathematical Equation Models 
Journal of the Chinese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EconL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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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2-2  101-103 學年度專任教師出席學術會議論文一覽表 

學年度 教師姓名 研討會名稱 論文名稱 地點 

101 

林正祥 
台灣地區事故傷害預防與安全促進協會2011學
術研討會 

影響台灣不同世代老人存活趨勢相關問題

探討 
台灣大學 

林雅俐 

The Fif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 
Computer-Human Interactions ACHI 2012 

Evaluation of User Interface Satisfaction of 
Mobile Maps for Touch Screen Interfaces 

Las Vegas, NV, USA 

第二十一屆南區統計研討會 網路團購行為之知覺風險影響研究 輔仁大學 

第二十一屆南區統計研討會 
部落格行銷模式對網路購物消費者購買意

願之研究 
輔仁大學 

102 

沈維雄 102 年統計學術研討會 
台灣節能標章認證制度擴散速率與影響因

素之研究 
輔仁大學 

呂恒輝 The 9th ICSA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Inviation  
An adaptive estimation method for 
dimension reduction with application to 
functional response data 

香港 

林正祥 

2014 臺灣人口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 
Multi-State Models for Recurrent Event 
Data－An Application to the Depression 
Transition Status of the Elderly in Taiwan 

勞動部勞保總局 

2014 國際經營創新,變革與挑戰學術研討會 
Change in depressive status of the elderly in 
Taiwan–An application of Cox regression 
model for the interval censored data 

東海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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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 教師姓名 研討會名稱 論文名稱 地點 

102 

黃連成 2014 國際經營創新,變革與挑戰學術研討會 
Asymptotic Optimality of a Two-Stage 
Estimation Procedure Under LINEX Loss 

東海大學 

林雅俐 

2014 國際經營創新,變革與挑戰學術研討會 

美國職棒大聯盟球隊績效之探勘研究 

東海大學 行動科技服務對於代間人機互動和社會支

持網絡之整合性評估研究—以行動娛樂為

例 

HCI International 2013 
Usability Evaluation of Comprehension 
Performance and Subjective Assessment on 
Mobile Text Advertising 

Iowa State University 

2014 年中華民國人因工程學會第 21 屆年會暨

研討會 
代間互動對於高齡老者之社會支持網絡研

究—以行動娛樂為例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2014 資訊應用與商管議題研討會 

台灣大型集團企業經營績效之財務指標研

究 

育達科技大學 台灣地區觀光旅館營運績效之實證研究 

探討美國職業籃球勝負之關鍵因素研究 

張玉媚 2013 Joint Statistical Meeting 
Adaptive model selection between Cox 
model and Aalen model 

Montréal, QC, 
Can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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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 教師姓名 研討會名稱 論文名稱 地點 

102 張玉媚 
2014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Natur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Estimation of the Confidence Interval for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wo Median Survival 
Times under a Gamma Frailty Model 

日本京都 

103 呂恒輝 2015 海峽兩岸應用統計學術研討會 
An adaptive estimation method for 
dimension reduction with application to 
functional response data 

銘傳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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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2-3  東海大學專任教師學術研究獎勵辦法 
 

東海大學專任教師學術研究獎勵辦法 

86 年 11 月 5 日第 33 次行政會議通過 

87 年 3 月 25 日第 9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89 年 5 月 17 日第 16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93 年 2 月 25 日第 3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96 年 6 月 6 日第 9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97 年 5 月 7 日第 8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98 年 10 月 21 日第 15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0 年 11 月 21 日第 17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第 一 章  總則 

第 一 條 為提升本校學術水準，鼓勵教師從事學術研究，特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辦法獎勵所需之經費，由本校年度預算中編列「教師學術研究獎助專款」（以下稱

本專款）支用研究計畫獎勵、新進專任教師研究計畫獎勵、減授鐘點獎勵、學術著

作獎勵及產學合作獎勵。本專款除新進專任教師研究計畫獎勵及產學合作獎勵外，

依預算餘額適度分配金額於研究計畫獎勵、減授鐘點獎勵及學術著作獎勵。受獎勵

之教師在獎金撥款期間，須為本校之專任教師，但本校退休教師不在此限。 
第 三 條 本校在該年度研究計畫總管理費，由研究發展委員會建議，經校長核定後，提撥適

當比例保留款提供研究計畫管理相關單位行政業務之用。 

第 二 章  主持國科會研究計畫及其他研究計畫獎勵 

第 四 條 凡本校專任教師執行該年度國科會研究計畫及其他研究計畫結案後，應給予獎勵，

但共同主持研究計畫或學校編列配合款之計畫，不得申請本項獎勵。 
上述各項計畫若有特殊情況，得以專案方式申請，經校長核定後，給予獎勵 

第 五 條 數人共同主持之整合型研究計畫，由該整合型研究計畫總主持人決定管理費分配方

式後，分配給該研究計畫之各共同主持人，分配比例及名單應於申請獎勵時註明。 
第 六 條 本專款之獎勵金計算方式，以研究計畫管理費總收入為參考準則，並採級距加權，

各級距與對應之權重如下：研究計畫管理費總金額 3 萬元(含)以下部分，給予 90%
獎勵；管理費總金額 3 萬元以上，10 萬元(含)以下部分，給予 60%獎勵；管理費總

金額 10 萬元以上部分，給予 40%獎勵。 
前項獎勵發放之金額，得依該年度預算總額之考量，予以乘上折扣權重後發放，惟

兩性平等議題相關計畫不在此限；折扣權重之決定，由研發處研議，簽報校長核定

後實施。 

第 三 章  新進專任教師研究計畫獎勵 

第 七 條 凡本校新進且初次擔任專任教師者在到校二年內，首次申請國科會研究計畫或其他

中央級部會研究計畫未獲核准時，得向本校研究發展處提出申請經費，核可後給予

其研究計畫部分經費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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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八 條 本項研究經費補助以一次為原則，期限為一年，補助金額最高為十萬元，主持人費

用、人事費用及差旅費用不在補助範圍之內，須附收據及黏貼憑證結案。且結案後

半年內須比照國科會研究計畫提出研究報告。 

第 四 章  減授鐘點獎勵 

第 九 條 凡符合下列資格者，經本校學術發展小組核定後，於次學年度減授鐘點： 
一、上一學年度獲得國科會傑出研究獎或教育部學術獎者，得於每學期減授鐘點四

小時，共兩學年。 
二、最近十二學年度曾執行國科會研究計畫十件以上且結案者或最近六學年度曾執

行非國科會產學研究計畫總金額 800 萬以上且結案者，得於每學期減授鐘點三

小時。 
三、最近八學年度曾執行國科會研究計畫六件以上且結案者或最近四學年度曾執行

非國科會產學研究計畫總金額 400 萬以上且結案者，得於每學期減授鐘點二小

時。 
四、最近五學年度曾執行國科會研究計畫三件以上且結案者或最近二學年度曾執行

非國科會產學研究計畫總金額 200 萬以上且結案者，得於每學期減授鐘點一小

時。 
前項研究計畫之範圍，不包含第四條第一項但書所訂之各項計畫。受獎勵或執行國

科會研究計畫之件數，不以任職本校期間為限，但非國科會產學研究計畫，以任職

本校期間為限。 
因執行國科會計畫及非國科會產學研究計畫,而符合減授鐘點者,其減授鐘點數可併

計，惟減授鐘點至多三小時。 
第 十 條 若同時符合第九條之各項規定者，擇其一減授鐘點。 

執行減授鐘點之教師，每學期至少仍須授課二學分。如有特殊情況，經校長核定，

不在此限。 
第十一條 符合第十條第一項之教師其所獲得減授鐘點數得保留後累計執行，但需於執行前一

學年度開學初提出申請，經校長核定後執行。 

第 五 章  學術著作獎勵 

第十二條 關於學術著作獎勵，另依「東海大學專任教師學術著作獎勵辦法」辦理。 

第 六 章  產學合作獎勵 

第十三條 關於產學合作獎勵，另依「東海大學專任教師產學合作獎勵辦法」辦理。 

第 七 章  附則 

第十四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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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2-4  東海大學管理學院專任教師學術著作獎勵審查細則 
 

東海大學管理學院專任教師學術著作獎勵審查細則 
 

97 年 2 月 26 日管理學院教評會通過 

97 年 3 月 21 日管理學院院教評會修訂通過 

97 年 5 月 8 日 校學術審議委員會審查通過 

98 年 4 月 21 日管理學院院教評會修正通過 

98 年 6 月 10 日校學術審議委員會同意核備 

101 年 5 月 31 日管理學院院教評會修正通過 

101 年 6 月 18 日校學術審議委員會同意核備 

102 年 4 月 11 日管理學院院教評會修正通過 

 
第一條 為促進學術發展，鼓勵本院專任教師撰寫與發表學術著作，依本校「東海大學專任

教師學術著作獎勵辦法」第八條，訂定「東海大學專任教師學術著作獎勵辦法管理

學院學術著作審查細則」(以下簡稱本細則)。 
第二條 本細則之獎勵對象為本院專任教師，列入獎勵者為以本校名義出版或是發表之學術

著作與獲獎，所稱學術著作與獲獎之種類如下： 
一、研究論文：係指發表於國內外學術期刊，具審查機制之學術研究論文。 
二、書籍：係指由國內外出版社正式出版之學術性專書或教科書、翻譯著作。 
三、藝術及設計創作：指公開參展之藝術或設計作品、公開之藝術表演活動、音樂

演出之光碟、錄影帶、錄音帶(附節目書單)、由國內外出版社正式出版之藝術

或設計及文學作品之專輯及發明專利等作品。 
四、獲獎：指由國內外學術性單位所頒發之獎項。 

第三條 本細則依照下列方式對於申請人提出本細則第二條所列之著作，進行分級（頂尖著

作、A、B、C、D 級）後給予獎勵：  
一、頂尖著作：論文刊登於 SCI 或 EI 或 SSCI 或水準相當之期刊之 Impact Factor，

在申請人所指定領域之前 10%。 
二、A 級著作：論文刊登於 SCI 或 EI 或 SSCI 或水準相當之期刊之 Impact Factor，

在申請人所指定領域之前 50%或刊登於統計與機率領域之前 70%或論文刊登於

TSSCI、AHCI 期刊暨專利作品。 
三、B 級著作，包括： 

1.論文刊登於 SCI、EI、SSCI 或水準相當之期刊之 Impact Factor，在申請人所指

定領域之前 80%或刊登於統計與機率領域非 70%之前期刊。 
2.論文刊登於最新年度公佈FLI期刊(財務類)或論文刊登於最新年度公佈EconLit
期刊（經濟與財務商管類）、MathSciNet 期刊（統計類）。 

四、C 級著作，包括： 

1. 其他刊登於 SCI 或 EI 或 SSCI 或水準相當之期刊之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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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論文刊登於最新年度公佈 INSPEC 期刊（資管類）。  
3. 論文刊登於中國大陸公布之 CSSCI 期刊著作。 

五、D 級著作：書籍及其他不屬於頂尖著作、A、B 及 C 級，且具有審查機制之著

作。 
第四條  申請及審查： 

一、申請人可申報當年度所有之著作（或是作品）與獲獎，不限件數。每件著作（或

是作品）與獲獎應依本校專任教師學術著作獎勵辦法第四條第二項，由校學術

審議委員審查後判定其獎勵金額，再乘以作者權重而得其實領獎勵金額，而該

件著作之作者權重，聯絡作者(Corresponding author)視同第一位作者順位，作

者權重皆為 1，第二順序作者權重為 0.5，第三作者為 0.3，第四作者之後全為

0.1。若本校同仁多人為論文之共同作者時，可各自依上述作者排序申請，但

僅以最高的權重來核計獎勵金，之後再依照申請同仁的權重總和作為分母，分

別計算各自作者的權重為權重比例，直接乘以該篇著作獎勵金。 

(如某篇論文作者內有校內同仁共二人參與，一位為第一作者，另一位為第二

作者，兩位同仁各自申請，權重分別為 1 及 0.5，以權重最高值 1 為獎勵金額。

各自所分配獎勵金則以 1/1+0.5=0.67，0.5/1+0.5=0.33 之權重，再乘以論文級數

之獎勵金核發。以屬於 A 級著作 30,000 元為例，上述兩位申請人各得由該篇

著作所得之獎勵金為：30,000 元×(0.67) = 20100 元，另一位同仁為 30,000 元

×(0.33) = 9900 元。) 
二、申請之著作應為以本校名義出版之研究論文或其他學術著作，出版日期限為前

一年度一月至十二月間，申請者除應檢送申請表外，並需自行指定領域，並檢

附著作及申請等級佐證資料各一份。 
三、若有前一年度之著作未及於當年度申請獎勵者，得於次一年度提出申請。 
四、院每年收件截止日期，依研發處來函於辦理期限前收件完成後，召開院教評會

議審查。 
第五條 其他未盡事宜，依「東海大學專任教師學術著作獎勵辦法」相關規定辦理。 
第六條 本細則經本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訂定後，報請本校學術審議委員會備查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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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2-5  101-103 學年度專任教師學術著作獎勵一覽表 

 
序號 學年度 教師 學術著作名稱 類別 獎勵級別 獎勵金額 

1 101 林雅俐 
 (2009). 中國工業工程學會 98 年度年會暨學術研討會人因工程組

佳作論文獎 for 中國工業工程學會. 
中華民國人因工程

學會 
B 級著作 15,000 

2 101 陳志賢 
T. S. Chen (陳澤雄), C. H. Liu, T. L. Chen, C. S. Chen (陳志賢), J. G. 
Bau, T. C. Lin (2012). Secure Dynamic Access Control Scheme of PHR 
in Cloud Computing(4). Journal of Medical Systems, 6(36), 4005-4020. 

SCI B 級著作 1,350 

3 101 陳志賢 

Y. F. Chung (鐘玉芳), T. L. Chen, T. S. Chen (陳澤雄), C. S. Chen (陳
志賢) (2012). A Study on Efficient Group-Oriented Signature Schemes 
for Realistic Application Environment(4).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novative Computing, Information and Control, 4(8), 2713-2727. 

EI C 級著作 420 

4 101 陳志賢 

Y. F. Chung (鐘玉芳), T. L. Chen, C. S. Chen (陳志賢), T. S. Chen (陳
澤雄) (2012). The Study on General Secure Multi-Party 
Computation(3).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novative Computing, 
Information and Control, 1(8), 895-910. 

EI C 級著作 1,092 

5 101 沈葆聖 
Pao-sheng Shen (2012). Nonparametric estimation of the bivariate 
distribution function with doubly censored data. Communications in 
Statistics - Theory and Methods, 41, 195-211. 

SCI B 級著作 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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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學年度 教師 學術著作名稱 類別 獎勵級別 獎勵金額 

6 101 沈葆聖 
Pao-sheng Shen (2012). Modified self-consistent estimators of the 
survival function with twice censored data.. Journal of Statistical 
Planning and Inferences, 142, 1549-1556. 

SCI A 級著作 28,000 

7 101 沈葆聖 
Pao-sheng Shen (2012). Median regression model with left-truncated 
andright-censored data. Journal of Statistical Planning andInferences, 
Journal of Applied Statistics, vol. 42, 360-370. 

SCI A 級著作 28,000 

8 101 沈葆聖 
Pao-sheng Shen (2012). Regression analysis for cumulative incidence 
probability under competing risks and left-truncated sampling. Lifetime 
Data Analysis, vol. 18, 1-18. 

SCI A 級著作 28,000 

9 101 沈葆聖 
Pao-sheng Shen（2012）。Analysis of left-truncated and right-censored 
or doubly censored data with linear transformation models. Test, 21, 
584-603. 

SCI A 級著作 28,000 

10 101 沈葆聖 
Pao-sheng Shen（2012）。A generalized time-dependent conditional 
linear model with left-truncated and right-censored data。
Communication in Statistics-Theory and Methods，41，128-137。 

SCI B 級著作 15,000 

11 101 沈葆聖 

Man-Jung Hung, Yi-Ting Chen, Pao-sheng Shen,  
Shih-Tien Hsu, Gin-Den Chen, Esther Shih-Chu, Ho（2012）。Risk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treatment of intersitial cystitis using intravesical 
therapy with a dimethyl sulfoxide cocktail。International Urogynecol 
Journal，23，1533-1539。 

SCI A 級著作 8,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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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學年度 教師 學術著作名稱 類別 獎勵級別 獎勵金額 

12 101 沈葆聖 
Pao-sheng Shen (2012). Nonparametric analysis of interval censored 
and doubly truncated data. Journal of Statistical Computation and 
Simulation, 82(12), 1845-1854. 

SCI B 級著作 15,000 

13 101 沈葆聖 
Pao-sheng Shen（2012）。Nonparametric estimators of the distribution 
function for one modified model of current status data。Communications 
in Statistics-Theory and Methods，39，267-277。 

SCI B 級著作 15,000 

14 101 沈葆聖 
Pao-sheng Shen（2012）。Semiparametric mixed-effect models for 
clustered doubly censored data。Journal of Applied Statistics，39（9），

1881-1892。 
SCI B 級著作 15,000 

15 101 沈葆聖 
Pao-sheng Shen（2012）。Estimation in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model 
with doubly censored data。Journal of Statistical Computation and 
Simulation，Vol. 82，503-514。 

SCI B 級著作 15,000 

16 101 沈葆聖 

Pao-sheng Shen (2012). Estimation of the bivariate cause-specific 
distribution function with left-truncated competing risks data. 
Communications in Statistics-Simulation and Computation, vol.41, 
99-110. 

SCI B 級著作 15,000 

17 101 沈葆聖 
Pao-sheng Shen (2012). Empirical likelihood ratio for linear 
transformation models with doubly censored data. Communications in 
Statistics-Simulation and Computation, vol. 41, 531-543. 

SCI B 級著作 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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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學年度 教師 學術著作名稱 類別 獎勵級別 獎勵金額 

18 102 沈葆聖 
Pao-sheng Shen (2013). Nonparametric estimation of the bivariate 
distribution function with doubly truncated data. Communications in 
Statistics-Theory and Methods, 42, 3805-3818. 

SCI B 級著作 15,000 

19 102 沈葆聖 
Pao-sheng Shen (2013). Regression analysis of interval censored and 
doubly truncated data with linear transformation models. Computational 
Statistics, 28, 581-596. 

SCI B 級著作 15,000 

20 102 沈葆聖 
Pao-sheng Shen (2013). Regression M-estimators with one modified 
form of doubly censored data. Communications in Statistics-Simulation 
and Computation, 42, 603-612. 

SCI B 級著作 15,000 

21 102 沈葆聖 
Pao-sheng Shen (2013). A class of rank-based test for doubly truncated 
Data. Test, 22, 83-102. 

SCI A 級著作 30,000 

22 102 沈葆聖 
Pao-sheng Shen (2013). Median regression model with left truncated 
and interval-censored Data. Journal of the Korean Statistical Society, 
42, 469-479. 

SCI B 級著作 15,000 

23 102 沈葆聖 
Yu-Mei Chang(張玉媚), Chun-Shu Chen and Pao-sheng Shen (2012). 
A jackknife-based versatile test for two-sample problems with 
right-censored data. Journal of Applied Statistics, 39, 267-277. 

SCI B 級著作 3,450 

84 
 



序號 學年度 教師 學術著作名稱 類別 獎勵級別 獎勵金額 

24 102 沈葆聖 

Sean J. Blamires, Cheng-Hui Lai, Ren-Chung Cheng, Chen-Pan Liao, 
Pao-sheng Shen and I-Min Tso(卓逸民) (2012). Body spot coloration of 
a nocturnal sit-and-wait predator visually lures prey. Behavioral 
Ecology, 23, 69-74. 

SCI 頂尖著作 4,050 

25 102 沈葆聖 
Pao-sheng Shen (2013). Additive hazards model with truncated and 
doubly censored data. Journal of Applied Statistics, 40, 1520-1532. 

SCI B 級著作 15,000 

26 102 沈葆聖 
Pao-sheng Shen (2013). Estimation of the association for bivariate 
doubly censored data. Journal of Statistical Planning and Inferences, 
143, 630-636. 

SCI A 級著作 30,000 

27 102 魏文翔 
Wen Hsiang Wei (魏文翔) (2013). Robust Estimation: Location-Scale 
and Regression Problems. Taiwanese Journal of Mathematics, 17(3), 
1055-1093. 

SCI A 級著作 30,000 

28 101 黃連成 
Hwang, L.-C. and Lee, C.-H. (2012). Bayes sequential estimation for 
one-parameter exponential family under asymmetric LINEX loss 
function.. Sequential Analysis, 31(1), 3-21. 

其他 B 級著作 15,000 

29 102 黃連成 
Leng-Cheng Hwang* and Cheng-Hung Lee (2013). Bayes sequential 
estimation for a Poisson process under a LINEX loss function. 
Statistics, 47(4), 672-687. 

SCI A 級著作 30,000 

30 101 王榮琮 
Rong-Tsorng Wang (2012). A Dependent Model for Fault Tolerant 
Software Systems During Debugging. IEEE TRANSACTIONS ON 
RELIABILITY, 61(2), 504-515. 

SCI A 級著作 2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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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學年度 教師 學術著作名稱 類別 獎勵級別 獎勵金額 

31 102 呂恒輝 
H. H. Lue and B. R. You (2013). High-dimensional regression analysis 
with treatment comparisons. Computational Statistics, 28, 1299-1317. 

SCI B 級著作 15,000 

32 101 俞一唐 
Yu, I-T. and Chang, C.-L.（2012）。Applying Bayesian Model Averaging 
for Quantile Estimation in Accelerated Life Tests。IEEE Transactions 
on Reliability，61（1），74-83。 

SCI A 級著作 28,000 

33 102 俞一唐 
I-Tang Yu (2013). A Modification of the Box-Meyer Method for 
Finding the Active Factors in Screening Experiments. Journal of 
Applied Statistics, 40(5), 972-984. 

SCI B 級著作 15,000 

34 101 張玉媚 
Yu-Mei Chang, Chun-Shu Chen, Pao-Sheng Shen (2012). A 
jackknife-based versatile test for two-sample problems with 
right-censored data. Journal of Applied Ststistics, 39(2), 267-277. 

SCI B 級著作 11,550 

35 103 林正祥 
林正祥*、劉士嘉、劉于琪（2014)。臺灣事故傷害對潛在生命年數、

工作年數及社會經濟損失影響探討。人口學刊，48，141-171。 
TSSCI A 級著作 22,000 

36 103 林雅俐 
林雅俐、林宜劭（2014）。美國職業籃球比賽勝負之關鍵因素採礦研

究。觀光與休閒管理期刊，2，95-103。 
其他 D 級著作 2,000 

37 103 林雅俐 
林雅俐、陳思羽（2014）。台灣地區觀光旅館之營運績效採礦研究。

觀光與休閒管理期刊，2，20-29。 
其他 D 級著作 2,000 

38 103 林雅俐 
林雅俐、劉淙凱（2014）。台灣大型集團企業經營績效之財務指標採

礦研究。管理資訊計算，3，480-489。 
其他 D 級著作 2,000 

39 103 沈維雄 
歐嘉瑞、沈維雄、陳依兌、蕭志同（2014）。台灣節能標章認證制度

擴散速率與影響因素之研究。科技管理學刊，19（2），45-66。 
TSSCI A 級著作 9,240 

86 
 



序號 學年度 教師 學術著作名稱 類別 獎勵級別 獎勵金額 

40 103 劉家頤 

C. J. LIU, S. C. HUANG, Y. C. HUANG, C. Y. LIU, H. I. CHEN 
(2013). Sonographic demonstration of human small intestinal migrating 
motor complex phase III. Neurogastroenterology and Motility, 25(2), 
198-202. 

SCI A 級著作 660 

41 103 劉家頤 
鄭金昌,劉家頤,李建平（2013）。大專排球選手不同背景變項其心理

技能之研究。興大體育學刊，12，35-49。 
其他 D 級著作 2,200 

42 103 沈葆聖 
Pao-sheng Shen (2013). Additive mixed effect model for clustered 
doubly censored data.. Communications in Statistics-Simulation and 
Computation, 42, 2295-2307. 

SCI B 級著作 10,000 

43 103 沈葆聖 
Pao-sheng Shen (2014). A weighted quantile regression for left 
truncated and right censored data.. Journal of Statistical Computation 
and Simulation, 84(3), 596-604. 

SCI A 級著作 22,000 

44 103 沈葆聖 
Pao-sheng Shen (2014). Simple nonparametric estimators of the 
bivariate survival function under random left truncation and right 
censoring. Computational Statistics, 29, 641-659. 

SCI B 級著作 10,000 

45 103 沈葆聖 
Pao-sheng Shen (2014). A generalization of Turnbull's estimator for 
interval censored and doubly truncated data. Communications in 
Statistics-Theory and Methods, 43, 2958-2972. 

SCI B 級著作 10,000 

46 103 沈葆聖 

Hung, M.J., Su, T.H., Lin, Y. H., Huang, W. C., Lin, T. Y., Hsu, C. S., 
Chuang, F. C., Tsai, C. P., Shen, P. S., Chen, G.D. (2014). Changes in 
sexual function of women with refractory interstitial cystitis/bladder 
pain syndrome after intravesical therapy with a hyaluronic acid solution. 
The Journal of Sexual Medicine, 11, 2256-2263. 

SCI A 級著作 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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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學年度 教師 學術著作名稱 類別 獎勵級別 獎勵金額 

47 103 沈葆聖 
Pao-sheng Shen (2014). Semiparametric Regression analysis for 
clustered doubly-censored data. Computational Statistics, 29, 813-828. 

SCI B 級著作 10,000 

48 103 沈葆聖 
Pao-sheng Shen (2014). Analyzing truncated data with semiparametric 
transformation models. Journal of Statistical Computation and 
Simulation, 84(11), 2474-2485. 

SCI A 級著作 22,000 

49 103 沈葆聖 
Pao-sheng Shen (2014). Nonparametric estimation with left-truncated 
and right-censored data when the sample size before truncation is 
known. Statistics, 48, 315-326. 

SCI A 級著作 22,000 

50 103 沈葆聖 
Pao-sheng Shen (2014). Proportional hazards regression with 
interval-censored and left-truncated data.. Journal of Statistical 
Computation and Simulation, 84, 264-272. 

SCI A 級著作 22,000 

51 103 沈葆聖 
Pao-sheng Shen (2014). Aalen's additive risk model for left-truncated 
and right-censored data. Communications in Statistics-Simulation and 
Computation, 43, 1006-1019. 

SCI B 級著作 10,000 

52 103 魏文翔 
Wen Hsiang Wei (魏文翔) (2014). MATHEMATICAL EQUATION 
MODELS. Journal of the Chinese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52(4), 497-532. 

EconLit B 級著作 10,000 

53 103 黃連成 
Leng-Cheng Hwang(黃連成)* (2014). Asymptotic non-deficiency of 
some procedures for a particular exponential family under relative 
LINEX loss. Sequential Analysis, 33(3), 345-359. 

SCI A 級著作 22,000 

54 103 王榮琮 

Rong-Tsorng Wang (王榮琮)* (2014). Reliability Evaluation 
Techniques. In Jimson Mathew, Rishad A. Shafik, Dhiraj K. 
Pradhan (Ed.), Energy-Efficient Fault-Tolerant Systems (pp. 11-97). New 
York: Springer Science+Business Media.(ISBN：978-1-4614-4192-2) 

Springer 
Science+Business 

Media 

專書部分 

章節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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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2-6  101-103 學年度統計系專題演講資料 

學年度 日期 演講者 演講題目 

101 

101/10/23 謝文萍 Causal inference of gene regulation based on sub-network 
assembly 

101/12/04 張源俊 Application of Sequential Methods to Covariate Adjusted 
Response Adaptive Designs 

101/12/11 謝國文 
Confidence intervals and sample size calculations for the 
standardized effect arising in the comparison of two 
normal populations 

102/01/10 李百靈 Identifying cluster number for subspace projected 
functional data clustering 

102/03/19 陳瓊梅 Semiparametric transformation models for current status 
data with informative censoring 

102/04/30 陳素雲 On Multilinear 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Statistical 
Theory 

102/05/07 黃冠華 Genotype imputation accuracy with different reference 
panels in admixed populations 

102 

102/11/05 洪弘 γ-SUP: a clustering algorithm for cryo-electron 
microscopy images of asymmetric particles 

102/11/26 江其衽 Analyzing 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 Time Course 
Data with FPCA 

102/12/17 鄒小蕙 Assessing Consistent Treatment Effect in a Multiregional 
Clinical Trial 

102/12/27 Susmita Datta A Novel Ensemble Technique using Rank Aggregation for 
Mining Complex High Dimensional Data 

102/12/27 Somnath Datta 
A Nonparametric Analysis of Waiting Times from a 
Multistate Model Using a Novel Linear Hazards Model 
Approach 

103/03/18 黃景祥 A stepwise regression algorithm for high-dimensional 
variable selection 

103/04/1 陳旭昇 In Pursuit of Empirical Macroeconomics and Finance: 
from an applied econometrician’s point of view 

103/04/22 何淮中 An Information Diffusion Model and Trading Strategies 

103/04/29 范盛娟 On the Use of Genomic Data 

103/05/06 謝進見 Quantile regression based on counting process approach 
under semi-competing risks data 

103 
103/10/28 顏佐榕 Estimating Network Structure from Time to Event Data 

103/11/04 劉禹農 簡介 Machine Learning 的一些重要演算法及其應用—
以 MATLAB 套裝軟體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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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年度 日期 演講者 演講題目 

103 

103/11/25 溫啟仲 Functional inference for mixed case interval-censored data 
with covariate measurement error 

103/12/09 張志浩 Asymptotic Theory for Geostatistical Regression Model 
Selection 

104/01/06 鄧惠文 On spherical Monte Carlo simulation with applications in 
finance 

104/04/07 潘憶文 統計在醫療服務研究的應用 

104/04/14 王婉倫 Analysis of Incomplete High-dimensional Data Using 
Mixtures of Common Factor Analyzers 

104/04/28 江其衽 Inverse regression for longitudinal data 

104/05/05 呂剛中 Parallel Groups Design versus Crossover Design: 
Definitions, Ideas and Limitations 

104/05/05 蔡恆修 Doubly Constrained Factor Models with Applications 

104/05/12 陳君厚 Data, Visualization and E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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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2-7   101-103 學年度本系教師至學術單位演講資料 

學年度 教師 演講題目 
主辦單位 

(學校及科系) 
演講時間 

(月/日) 

101 

沈維雄 應用統計理論與實務 
台中教育大學

專業經營碩士

學位學程 
102.03.22 

呂恒輝 

An Inverse-Regression Method of 
Dependent Variable Transformation for 
Dimension Reduction with Nonlinear 
Confounding 

靜宜大學 
統計資訊學系 

102.04.18 

俞一唐 
A Modification of the Box-Meyer Method 
for Finding the Active Factors in Screening 
Experiments 

工工書報 102.05.01 

102 俞一唐 

A Bayesian Approach to the Identification 
of Active Location and Dispersion Factors 

中研院統計所 103.03.10 

A Bayesian Approach to the Identification 
of Active Location and Dispersion Factors 

中央大學 
統研所 

103.05.06 

103 
王榮琮 

A Dependent Model for Fault Tolerant 
Software Systems during Debugging 

清華大學 103.11.07 

林正祥 統計方法的應用 
長庚大學醫務

管理研究所 
104.0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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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4-1   東海大學教學評量實施辦法 

東海大學教學評量實施辦法 

中華民國 103 年 9 月 24 日教學評鑑委員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3 年 11 月 12 日教學評鑑委員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3 年 11 月 25 日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本辦法依大學法第十六條第五款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以激發教學回饋、評估教學成效及提升本校教學品質為目標，各學制專、兼

任教師所授之課程，除部分非講授課程由各系自行斟酌辦理外，均須參與辦理。 
第三條、 教學評量問卷依各學院屬性、課程性質設置不同版本問卷，以符合課程需求，真實

呈現教師教學表現。 
第四條、 教學評量之施測，依教務處規劃之期程並會同電算中心執行，於學期中辦理「期中

學生學習意見反映」及學期末「期末教學評量」網路問卷調查。 
第五條、 教學評量實施方式以網際網路為主，必要時得輔以電腦卡片、問卷式或其它方式為

之。 
第六條、 「期中學生學習意見反映」、「期末教學評量」之統計結果，可分別於數位教學平台、

教師資訊系統參閱。教務處亦將結果統計報表分送各任課教師、系主任和院長，提

供各院系改進教學，激發教學回饋效應的參考。 
第七條、 專任教師教學評量單科成績未達 60 分者依下列方式辦理：教師檢視學生意見後提

出課程改善計畫，經系主任、院長、教務長根據教師提供改善計畫進行輔導，並由

教學資源中心提供相關教學支援，必要時得由副校長會同教務長邀請專家學者組成

輔導小組進行必要的教學協助。 
第八條、 專任教師教學評量單科成績介於 60 分至 70 分之間者採支持性輔導，由系主任進行

教學輔導，並須出席教學資源中心舉辦之教師專業成長相關活動，該學年度至少出

席 5 次以上。 
單科成績介於 60 分至 70 分之間，三年內累計三次者，依前條處理。 

第九條、 兼任教師教學評量單科成績未達 60 分者不予續聘。 
單科成績介於 60 分至 75 分之間，兩年內累計二次者，不予續聘。 

第十條、 教學評量單科成績未達 60 分之專兼任教師得陳述理由，經系、院及教學評鑑委員

會審議通過後另行處理，不受第七、九條之限制。 
第十一條、 教學評量結果之應用： 

1. 任課教師了解學生學習情形並調整教學內容及授課方式，以提升教學品質。 
2. 各院系課程委員會得依評量結果提出教學改進方案，作為各院系教學改善及課

程調整依據。 
3. 作為教師升等、教師評鑑、進修、改聘、續聘及延長服務之參考。 
4. 作為教學創新獎勵、教師優良教學及教學傑出獎選拔之參考。 

第十二條、 本實施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公告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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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4-2   東海大學管理學院教師評鑑辦法 

東海大學管理學院教師評鑑辦法 
96 年 6 月 7 日院務會議通過 

96 年 9 月 18 日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核備通過 

98 年 5 月 26 日院教評會議修正通過 

98 年 6 月 19 日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核備通過 

101 年 6 月 19 日院教評會議修正通過 

101 年 6 月 26 日院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 年 7 月 4 日校教評會通過 

103 年 1 月 9 日院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3 年 4 月 17 日校教評會核定 

第一條 為提升管理學院（以下簡稱本院）教師教學、研究、服務與輔導品質，特依據本校教

師評鑑準則第九條及教師評鑑施行細則第五條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凡本院專任教師，除年滿 60 歲免受評鑑者外，應依本校教師評鑑準則第二條規定辦

理。應接受評鑑期間，未提出或所附受評資料不實致影響評鑑結果者，視同未通過；

評鑑未通過者，依本校教師評鑑準則第七條辦理。 
第三條 院教評會審議教師評鑑時，應遵守本校教師評鑑準則第六條之開會與迴避規定。 
第四條 本院教師評鑑每學年辦理一次，其時程及程序如下： 

一、 申請評鑑教師應備齊評鑑報告書及教學、研究、服務與輔導等相關佐證資料，於

每年 10 月 31 日前提送所屬系所。 
二、 系所教評會就教師受評資料查核確認後，於每年 11 月 30 日前送請院教評會審議。 
三、 院教評會於每年 12 月 31 日前將教師評鑑結果提報校教評會審議。 

第五條 教師評鑑分為教學、研究、服務與輔導四個子項，每一子項包含「校訂共同基準」與

「院訂細項基準」兩部分各佔 50 分，總分為 100 分。四個評鑑子項加權計算後，總分

達 70 分以上為通過評鑑。受評教師於四個評鑑子項目中，若任一項目總分未達 60 分，

則該次評鑑視為「不通過」。 
教學權重應介於 30~60%，研究權重應介於 20~60%，服務權重應介於 5~20%，輔導權

重應介於 5~20%。受評教師得在本校教師評鑑準則規定範圍內自行決定四個評鑑子項

目之權重且權重和為 100％。 
 

第六條 「校訂共同基準」之組成及評分方式依「東海大學教師評鑑施行細則」第四條及「東

海大學教師評鑑共同基準評分標準表」之規定辦理。其中教學子項校訂共同基準第四

細項之「教學負擔度」計算方式為 Σ
n 
i=1 (修課人數*授課時數*課程屬性權重)/實際授

課時數，課程屬性權重訂為大學部課程權重為 1，碩士班課程權重為 2，博士班課程不

列入教學負擔度。第六細項「特殊教學表現」之考核標準需經系、院相關會議審查通

過，惟申請人必須將有關資料登錄於教師檔案系統，並提供佐證資料。 
「院訂細項基準」有關教學、研究、服務與輔導四個子項目評分內容及計分標準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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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示在本辦法第七條至第十條。 
第七條 教學子項目之細項評鑑計分標準如下：  

一、教學榮譽：受評期間獲本校「教學優良獎」、「教學創新獎」或「特優教學獎」者，

其教學部分免受評鑑一次，以 50 分核計。 
二、教學評鑑：參考教務處提供之「教學意見反映統計表」，受評教師於受評期間每

學期之各科加總平均分數若在 75 分以上 80 分(不含)以下者，每學期加計 2 分；

若 80 分以上者，每學期加計 3 分。 
三、教學資源：所有任教科目之授課大綱上網、成績預警、繳交學期成績，均按時辦

理者，每一項目每學期各加計 1 分。使用教學平台者，每學期加計 2 分。 
四、授課時數：每學期扣除行政減免及研究獎勵減授後，校內授課學分數每超過 1

學分，加計 0.5 分，一學期最多核計 2 分，但每不足 1 學分則扣 0.5 分。上述之

學分數含在職專班，但不含推廣班。 
五、其他：在教學項目上，經院教評會過半數委員認定有益教學品質者，每一事項最

多加計 5 分。 
第八條 研究子項目之細項評鑑計分標準如下： 

曾獲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教育部國家講座或學術獎得獎人、國科會傑出研究獎得主

3 次以上、曾擔任國科會專題計畫或產學合作計畫（計畫經費 50 萬元以上）主持人 10
次以上者，其研究部分免受評鑑，以 50 分核計。 
一、期刊論文：國外 SSCI、SCI、EI、AHCI、FLI、ECONLIT 及國內 TSSCI 論文，

每篇加計 10 分。其他有匿名審查之國內外論文，每篇加計 8 分；未匿名者，每篇

加計 5 分。 
二、學術專書及譯作：由國內外出版社正式出版之學術性專書或教科書，每本加計 8

分，若係已正式出版之翻譯作品，每本加計 5 分。 
三、學術研討會論文：檢附論文完整報告及議程，國際性研討會論文每篇加計 6 分、

兩岸研討會論文每篇加計 5 分、國內研討會論文每篇加計 4 分，但受評期間最多

以 20 分為上限。 
四、校內外研究計畫與產學合作計畫： 
（一）擔任國科會大型整合研究計畫總主持人、共（協）同主持人、研究員：每案每

年分別加計 10 分、5 分、3 分。 
（二）擔任國科會、其他機關或產學合作計畫主持人、共（協）同主持人、研究員：

每案每年分別加計 5 分、3 分、1 分。 
（三）擔任國科會大專生專題計畫指導教授：每案分別加計 2 分。 
五、論文指導：本校博、碩士生論文，每案分別加計 4 分、1 分。論文為聯合指導者

，該加分除以指導人數，若得獎者加倍計分。指導大學部學生論文參加校內、外

競賽得獎者，每案分別加計 1 分、2 分。受評期間，最多以 20 分為上限。 
六、學術活動：受邀國內外學術研討會專題演講，每案加計 1 分；擔任學術期刊之主

編、編輯委員或諮詢委員，每案分別加計 10 分、1 分；學術研討會擔任引言人、

主持人或講評人、議程委員，每案加計 1 分；校外邀請學術演講，每案加計 1 分

；擔任國內外學術研討會之主辦人、協辦人，每案分別加計 5 分、2 分；擔任期

刊或計畫審查委員，每案加計 1 分；擔任校外碩博士論文口試委員，每案加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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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受評期間最多以 20 分為上限。 
七、其他：在研究項目上，經院教評會過半數委員認定有益學術研究或倫理者，每一

事項最多加計 5 分。 
第九條 服務子項目之細項評鑑計分標準如下： 

一、擔任校、院、系主管或行政職級相當之職務者，每學期加計 5 分。 
二、系、院、校各委員會代表，每項目每學期加計 2 分。 
三、擔任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主持人、共（協）同主持人、研究員，每案每年加計 5

分。 
四、參與校內教學卓越計畫，推動產業建教合作課程、就業輔導課程或專業證照課程

具有成效者，每案加計 5 分。 
五、主辦或協辦國內外各類大型活動負責承辦活動，每案加計 3 分。 
六、擔任校外學術性、服務性委員會或公益團體之委員、顧問、理監事、審議或評審

委員者，每學期每項目每年加計 2 分。 
七、獲頒院級優良教育人員或其他服務獎勵者，每次加計 5 分。 
八、參與非學期期間之學生學習活動，每案加計 5 分。 
九、於受評期間每執行一科 AOL 課程評量，加計 2 分，總計以 10 分為上限。 
十、經本院認可之其他具體績優表現者，總計以 20 分為上限（檢附說明與資料）。 

第十條 輔導子項目之細項評鑑計分標準如下： 
一、受評期間曾獲本校「優良導師獎」者，其輔導部分免受評鑑一次，以 50 分核計。 
二、受評期間獲系級優良導師者每次加計 10 分。 
三、以下每輔導事項每學期加計 5 分： 

（一）擔任導師。 
（二）擔任社團、刊物、代表隊指導老師。 
（三）其他輔導學生課外活動者。 

四、參加由校、院或系所組成之教師成長社群、學生輔導社群或相關研習活動者，

每次加計 2 分。 
五、輔導學生參加國內外競賽者，每次加計 3 分，獲獎者每次加計 5 分。 
六、執行課程預警、預警輔導工作者，每學期分別加計 1 分、3 分。 
七、經本院認可之其他具體績優表現者，總計以 20 分為上限（檢附說明與資料）。 

第十一條 受評教師若符合「東海大學教師評鑑施行細則」第六條第一款『受評期間榮獲全國性

或國際性之教學、研究獎項者。』之免評鑑一次資格，應先將相關資料送院教師評審

委員會彙整後，送學術審議委員會予以審定。 
第十二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東海大學教師評鑑準則」及「東海大學教師評鑑施行細則」

之規定辦理。 
第十三條 本辦法經院務會議通過後，提報校教評會核定後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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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5-1   東海大學提升教學品質辦法 

 

東海大學提升教學品質辦法 

一Ｏ三年六月二十五日第七次行政會議通過 

第一條  為提升學校整體教學品質及落實教學設備改善，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需之經費，由本校年度預算中編列特色教學亮點計畫與教學設備改善計畫

專款，並分別依特色教學亮點計畫實施細則與教學設備改善計畫實施細則辦理。 

第三條  申請計畫之審核，由副校長、教務長、研發長、副研發長、儀器設備委員會執行秘

書、會計室主任組成提升教學品質審核小組，審核申請計畫書並實地訪視後，議決

同意補助之教學設備與金額。 

本辦法之補助以跨院課程教學優先，其次為跨系，再其次為各系；基礎課程教學使

用優先於進階課程。 

第四條  申請計畫經審核小組審核通過簽請校長同意後，由相關單位製發核定清單，各單位

應於五月底前完成驗收付款。 

各單位如遇需求改變致原使用計畫無法執行時，得於當年八月至次年一月底前簽請

校長同意變更，每學年度變更次數以一次為限。 

審核小組得依前一學年度各單位之變更幅度考量下一學年度之補助資格與額度。 
第五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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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5-2   東海大學獎勵教師教學辦法 

 
東海大學獎勵教師教學辦法  

                                                      
                       中華民國 103 年 5 月 14 日第 5 次行政會議通過 

 
第一條 為提昇本校優良教學風氣及教學品質，獎勵從事創新教學之教師，特訂定獎勵教師

教學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本辦法獎勵項目含教學優良獎及教學傑出獎。 
第三條 獎勵資格為本校專任教師且連續服務三年，其教學表現優良者。 
第四條 本獎勵之申請,每學年辦理一次，自第一學期開學日起受理，申請人應至教務處領填

表格（或下載）檢附個人資料表、教學優良獎或教學傑出獎申請表及第五條所列資料，

於十月一日前向所屬單位主管提出申請，經系、院教評會通過後送交教務處。 
第五條 本獎勵得以下列各事項為授獎依據： 

一、 教學成果佔 40%：包括教學創新具體成果及成果附件(含教學成果論文發表)、
教學意見調查結果、特殊教學事蹟、受輔導學生表現及其他相關成果。 

二、 教材與教學準備佔 20%：包括教學授課大綱、教學內容（含數位教學活動）、

教學方法創新成果作品、教材、教具、成績繳交情形及其他相關資料。 
三、對教學熱忱、理念及方法佔 20%：提供提昇教學品質之事證，如教學滿意度、

學生學習成效等相關佐證資料或說明以利審查。 
四、系所主任或本校教師推薦函二封佔 20%。 

第六條 教學優良獎之獲獎人數，以全校教師人數 5%為限，教學傑出獎之獲獎人數則以全校

專任教師人數 1%為限，前項比例分配涉及小數時，以一人計算之。 
第七條 審查及遴選方式如下： 

一、 教學優良獎之遴選，由各學院及非屬系所院組成評審小  
組，依照各學院之教師數遴選至多 5%之教師成為教學優良獎獲獎人。 

二、 教學傑出獎之遴選，由各學院及非屬系所院，推舉一名該年度獲教學優良獎

之教師送至教務處。由校長指定副校長一人召集遴選小組先行審查，經學術

審議委員會委員以無記名投票方式，遴選教學傑出獎獲獎人，投票數應達出

席委員三分之二同意始為通過。教學優良獎、教學傑出獎同一年度兩者不複

敍獎。 
第八條 獎勵方式如下： 

一、 教學優良獎獲獎教師由校長頒發獎狀及獎金新台幣參萬元整，以資表揚。教學

傑出獎獲獎教師由校長頒發獎狀乙紙及獎金新台幣捌萬元整，並免除教師評鑑

乙次。 
二、本獎勵如無適當人選，得予從缺。 
三、教學傑出獎獲獎累計達三次之教師，由校長頒發特優傑出教學獎獎牌一面及獎

金新台幣壹拾萬元整。 
第九條 獲得教學傑出獎之教師，得獎後的兩個學年不得再為本獎勵之被推薦人。每位教師獲

得教學傑出獎次數以三次為限。教學優良獎獲獎教師則不在此限；本校得要求教學傑

出獎得獎教師於獲獎之次一學期內，舉辦觀摩教學或課程發表會，並製成創新課程錄

影提供全校師生觀摩學習。 
第十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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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5-3  東海大學鼓勵教師以英語授課辦法 
 

東海大學鼓勵教師以英語授課辦法 

 

100.11.22 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11.12 教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 一 條   本校為提昇學生英文程度，增加學生就業競爭力，除開設英語語文課程外並訂定

「東海大學鼓勵教師以英語授課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鼓勵教師以英語講授

一般課程。 

第 二 條   本辦法鼓勵範圍以選修課程、研究所課程及通識課程為原則，但不含規定以英語

授課之課程、非講授類課程(實驗、實習、專題討論、演說等性質之課程)及以英

語為母語之教師開授課程。 

第 三 條   採「英語授課」之課程內容須以全程英語教學方式授課，其方式包括教材採用英

語書籍，授課、研討及作業皆採用英語方式為之。 

第 四 條   本校教師擬以英語授課者，請於前一學期配合開課作業，向課程委員會提出申請，

經教務長核准後該課鐘點數以 1.5 倍計算。 

前項課程由授課教師於開學前在本校校園網路教務系統公告教學內容大綱，俾便

學生選課。 

第 五 條   依本辦法開設之課程應由系院校課程委員會定期檢討改進。 

第 六 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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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5-4  東海大學專任教師教材教育製作費補助辦法 
 

東海大學專任教師教材教具製作費補助辦法 

100 年 11 月 22 日教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為鼓勵本校專任教師開發新教材、新教具，以提升教學品質、建立教學特色，特訂

定東海大學專任教師教材教具製作費補助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每學年第一學期受理申請，申請人請於公告期限內檢送申請表暨同意聲明書、出版

計畫書各一份送教務處教學資源中心彙整，轉送本校教學發展委員會審議。 
        獲補助及未獲補助之徵選資料概不退件。 
第三條 本辦法補助之新教材以平面出版品之印刷費為主，新教材須具備 ISBN 國際標準書

號編碼、未公開販售，補助以一次為限；再版或部分內容修訂或調整再版者，不予

補助。 
        補助方式分實體出版經費補助及數位出版專案補助兩方式。 
        實體出版經費補助：教材總頁數 250 頁以下補助新台幣 1 萬元整、250 至 500 頁補

助新台幣 2 萬元整、500 頁以上補助新台幣 3 萬元整。必要時，教學發展委員會得

視教材內容及申請件數，調整補助金額及上限。 
        數位出版專案補助：由教務處洽詢國內外數位教材出版機構，協助美術設計、編輯

排版相關事宜並進行數位出版。 
申請人應於申請表上註明補助方式。 

第四條  為提升教學品質開發之新教具，其補助額度由教學發展委員會視教具成本補助 1 至

3 萬元。 
第五條  評選結果連同核定補助金額，自收件截止日起一個月內，於教務處教學資源中心網

站公告，並個別通知申請教師。 
第六條  獲補助教材之出版品封面或封底應註明「本書獲東海大學專任教師教材製作費補助

辦法經費補助」之字樣，並繳交三件出版品至教務處教學資源中心以供成果紀錄之

用。 
        獲補助之教具應在適當位置黏貼「本教具獲東海大學專任教師教材教具製作費補助

辦法經費補助」之字樣，並繳交三件教具之影音資料相片至教務處教學資源中心以

供成果紀錄之用。 
        獲補助之教材、教具應憑收據在規定時程內完成核銷；若未能於期限內完成核銷程

序，將取消其獲補助資格及補助經費，並從缺。 
第七條  申請日期、申請注意事項、申請表暨同意聲明書、出版計畫書及數位出版專案補助

說明等相關資料請至教務處教學資源中心網站參閱。 
第八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公告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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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5-5  東海大學教學創新獎勵辦法 

東海大學教學創新獎勵辦法 

 

 
 

第一條 本校為提昇教學品質，獎勵教師從事教學方法或教材內容改進的努力與貢獻，特訂定

本辦法。 

第二條 凡任職本校之專任教師均得依本辦法申請獎勵。 

第三條 本獎勵之申請，每學年辦理一次，自第二學期開學日起受理，申請人應至教務處領填

表格（或下載）檢附下列資料，至遲於三月卅一日前向所屬單位主管提出申請，經

院送交教務處。 

       一、個人資料表。 

       二、教學創新獎勵申請表（含系、所、院主管推薦）。 

       三、自述教學創新具體成果及成果附件。 

       四、教材、教具、教學方法創新成果作品。 

       五、提昇教學品質之事證(如教學滿意度、學生學習成效等)。 

       申請本辦法獎勵之課程，學年課以申請人前二學年所任教之課程為  

       限；學期課以申請人前四學期所任教之課程為限。 

第四條 審查作業分初審與複審 

一、初審：由校長指定相關領域之學術審議委員會委員三名提供建議校外審查委員

名單六名，由校長圈選二名，以書面審查方式辦理。 

二、複審：由學術審議委員會以無記名投票會審方式辦理，以達出席委員二分之一

為通過。 

第五條 獎勵方式： 

一、每學年獎勵名額以六名為限。如無適當人選，得予從缺。 

二、得獎教師除公開表揚外，並頒發獎狀乙紙及獎金新台幣參萬元。 

三、獲獎之各項資料得於適當地點公開陳列。 

第六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 

 
 
 
 
 

民 國 八 十 九 年 十 月 四 日 行 政 會 議 通 過 

民 國 九 十 三 年 一 月 十 四 日 行 政 會 議 修 正 通 過 

民 國 一 百 年 十 二 月 七 日 行 政 會 議 修 正 通 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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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1-1  提升學生學習成效委員會設置辦法 
 

東海大學統計學系（所）提升學生學習成效委員會設置辦法 

中華民國 102 年 9 月 10 日系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2 年 9 月 24 日院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統計學系（所）（以下簡稱本系所）為提升教學品質及學生學習成效，依據東海大

學提升學生學習成效實施要點第八條及本系課程委員會組織規程第二條訂定提升

學生學習成效委員會設置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系所提升學生學習成效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之職掌如下： 

定期檢討提升教學品質及學生學習成效機制，具體做法如下： 

一、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之妥適性。 

二、教育目標、核心能力與整體課程規劃是否具關聯性。 

三、學生學習輔導措施之檢討及改善建議。 

四、學生學習成效評估及自我改善機制之檢討及改善建議。 

五、其他教學品質及學生學習成效相關事項之檢討及改善建議。 

本會每學年至少提出一次檢討報告及改善建議，送系務會議、院務會議研議，會

議記錄等資料於每年 7 月前送教務處備審。 

第三條 本會組成如下： 

由本系全體專任老師組成之，由系主任兼任主任委員。 

第四條 本會每學年至少召開會議一次。 

第五條 本會開會時，主任委員擔任主席，主任委員不克出席時，由各委員互推一人擔任

之。 

第六條 本會開會時，應有出席人員過半數始得開議，應有出席人過半數之同意，始得決

議。 

第七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院務會議通過，送教務處備查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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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2-1  儀器設備使用管理辦法 
 

東海大學管理學院統計學系儀器設備使用管理辦法 

97 年 11 月 11 日系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為有效使用及管理本系儀器設備，特訂定「統計系儀器設備使用管理辦法」，以下

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儀器設備係指經本校總務處保管組驗收列管之儀器設備。 

 

第三條  儀器設備存放於系辦公室，借用者須填寫「儀器設備借用表單」。儀器設備使用完

畢，務必即時歸還，最遲應於當日課程結束後送還。 

 

第四條  儀器設備應依規定之程式操作使用，並善加維護保管。若借用人不當操作，造成

器材毀損時，借用人須負賠償責任。 

 

第五條  借用之儀器設備如有問題或狀況，請借用人向系辦公室反應，以利儀器設備使用

的效益與壽命。 

 

第六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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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2-2  研討室使用管理辦法 
 

東海大學管理學院統計學系研討室使用管理辦法 

97 年 11 月 11 日系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本系研討室空間包括 M428 和 M438 共二間研討室。 

 

第二條 研討室主要提供本系研究生上課，與指導老師討論論文及論文口試使用。 

 

第三條 研究生如需使用研討室與老師進行討論，請於借用日一週前向系辦登記。借用時

段為週一至週五上午八點至下午五點，與正常課程不衝突為原則。 

 

第四條 借用人於使用後，請將門窗、空調及電器設備關上，並負場地清潔與使用安全及

損毀賠償之責。 

 

第五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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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2-3  電腦教室使用管理辦法 
 

東海大學管理學院統計學系電腦教室使用管理辦法 

97 年 11 月 11 日系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本系電腦教室主要提供本系教職員生之電腦課程及上機實習使用。 

 

第二條  各科教師如有需求借用電腦教室上機實習或考試，請於借用日一週前向系辦登

記。 

 

第三條  借用時段為週一至週五上午八點至下午五點，與電腦課程不衝突為原則，且授課

老師與同學負有共同管理及維護之責任。 

 

第四條  嚴禁私自拆卸本教室之電腦零組件或週邊設備。 

 

第五條  尊重智慧財產權請勿使用非法軟體。 

 

第六條  電腦教室內嚴禁大聲喧嘩或攜帶食物飲料進入。 

 

第七條  上機實習完畢後，必須正常關機，並將隨身所攜物品帶離，勿隨處製造垃圾，以

維護環境清潔。注意教室內電燈及冷氣是否關閉，以節約能源。 

 

第八條  凡本系電腦教室之使用者均須遵守本管理辦法，無法遵守本辦法者，將不得使用

教室設備。 

 

第九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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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2-4  系圖書室使用管理辦法 
 

東海大學管理學院統計學系系圖書室使用管理辦法 

97 年 11 月 11 日系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凡本系教師及學生，得依本辦法使用本系圖書室(以下簡稱系圖)。 

 

第二條  系圖開放時間，由系辦公室研擬公告。但若遇特殊情形，需暫時關閉時，則另行

公告。 

 

第三條   室內之陳設，不得任意移動、攜出或破壞汙損，並請維護清潔。 

 

第四條   當日離開，個人圖書物品必須帶走，不帶走者本系有權進行清理。 

 

第五條   進入系圖衣著整齊外，禁止在室內吸煙，並保持安靜，違者停止當日使用權利。 

 

第六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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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 4-2-5   統計專業紙本及電子期刊 
 
紙 本 期 刊 名 稱(含數學及社會期刊) 電 子 期 刊 名 稱 
Acta Mathematica The American Statistician 

Advances in Applied Probability Annals of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American Journal of Mathematics Biometrics 

The American Mathematical Monthly 
Israel. Central Bureau of Statistics. Monthly Bulletin 
of Statistics 

Annals of Mathematics Revista Brasileira de Estatistica 

Journal of Applied Probability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Journal. Series A: General 

Journal of Functional Analysis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Journal. Series B: 
Methodological 

Journal of Optimization Theory and Applications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Journal. Series C: Applied 
Statistics 

The Journal of Symbolic Logic Statistica Neerlandica 

The Mathematical Gazett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Journal. Series D: The 
Statistician 

Mathematics Magazine Denmark. Danmarks Statistik. Statistisk Aarbog 

Mathematics of Computation New York State Statistical Yearbook 

Notre Dame Journal of Formal Logic 
Israel. Central Bureau of Statistics.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Israel 

Osaka Journal of Mathematics 
Statistical and Social Inquiry Society of Ireland. 
Journal 

Journal of Multivariate Analysis United Nations. Statistical Yearbook 

Tamkang Journal of Mathematics Annals of Statistics 

Annals of Probability Review of Public Data Use 

Applied Mathematics and Optimization Statistical Pocketbook of Indonesia 

Numerical Functional Analysis and Optimization: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Journal of Time Series Analysis 

Fuzzy Sets and Systems: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in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Journal 

Journal of Algorithms AmStat News 

U M A P Journal Statistics & Probability Letters 

Communications in Contemporary Mathematics 
United Nations.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Europe. 
Statistical Journal 

Optimization: a journal of mathematical 
programming and operations research 

Fluctuation and Noise Letters: an interdisciplinary 
scientific journal on random processes in physical, 
biological and technological systems 

Chinese Annals of Mathematics. Series B Stochastics and Dyna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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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 本 期 刊 名 稱(含數學及社會期刊) 電 子 期 刊 名 稱 
I M A Journal of Mathematical Control & 
Information 

Statistics: a journal of theoretical and applied 
statistics 

Risk Analysis: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Great Britain. 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 
Regional Trends 

The Mathematical Intelligencer Journal of Applied Statistics 

Journal of Graph Theory 
Journal of Official Statistics: an international 
quarterly 

Journal of Operator Theory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Statistics: theory and 
applications 

College Mathematics Journal International Statistical Review 

Consortium Monthly Digest of Statistics 

Complex Systems Canadian Journal of Statistics 

Journal of Cryptology Communications in Statistics: Theory and Methods 

Journal of Grey System: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Journal of Statistical Planning and Inferenc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Mathematics Nihon Tokei Nenkan 

Journal of Discrete Mathematical Sciences & 
Cryptography 

Statistica 

Annals of Applied Probability Zhongguo Tongji Xuebao 

The Bulletin of Symbolic Logic Nihon Tokei Geppo 

Bernoulli: a journal of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and 
probability 

Chilean Journal of Statistics 

Applied Stochastic Models and Data Analysis Journa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Measurement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Norway. Statistiks Sentralbyraa. Statistical Yearbook 
of Norway 

Human Relations Statistical Science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Statistical Papers 

Social Policy: organizing for social and economic 
justice 

Chance (New York, 1988) 

Social Research: an international quarterl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Computational Statistics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Journal 

Theory and Decision: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multidisciplinary advances in decision sciences 

Statistical Society. Journal 

Philosoph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Statistical Methods in Medical Research 

Journal of Public Policy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Journal. Series A: Statistics 
in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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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 本 期 刊 名 稱(含數學及社會期刊) 電 子 期 刊 名 稱 

Social Science History 
Sankhya. Series A: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and 
probability 

Evaluation Review: a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research 

Sankhya. Series B: applied and interdisciplinary 
statistics 

Southeast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Zhongguo Tongji 

Social History Diao-yan Shijie 

Economy and Society Shanghai Tongji 

Geschichte und Gesellschaft: Zeitschrift fuer 
Historische Sozialwissenschaft 

Anuario Estadistico de America Latina y el Caribe 

Social Networks Statistica Sinica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 Revista Romana de Statistica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Latvia Journal of Nonparametric Statistics 

Evaluation: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ory, 
research and practice 

Statistics: a journal of theoretical and applied 
statistics 

Body & Society Immigration Update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Journal of Statistics Education: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n the teaching and learning of statistics 

The American Statistician Test 

Biometrics Documentos de Trabajo Biltoki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Journal. Series C: 
Applied Statistics 

Korean Statistical Society. Journal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Journal. Series D: The 
Statistician 

Statisticni Letopis Republike Slovenije 

Annals of Statistics Journal of Applied Statistics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Journal Health Statistics Wales 

AmStat News Australian & New Zealand Journal of Statistics 

Statistics & Probability Letters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Journal. Series B: 
Statistical Methodology 

Journal of Applied Statistics 
Lifetime Data Analysis: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devoted to the methods and applications of 
reliability and survival analysis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Statistics: theory and 
applications 

Extremes: statistical theory and applications in 
science, engineering and economics 

International Statistical Review Analitika: revista de analisis estadistico 

Canadian Journal of Statistics Sri Lankan Journal of Applied Statistics 

Communications in Statistics: Theory and 
Methods 

Eesti Statistika Aastaraam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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紙 本 期 刊 名 稱(含數學及社會期刊) 電 子 期 刊 名 稱 
Canada. Statistics Canada. Survey Methodology 
(Print) 

Journal of the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Supplement 

Sequential Analysis Incorporated Statistician 

Statistical Science 
Scandinavian Journal of Statistics: theory and 
applications 

Chance (New York, 1988) Canada. Statistics Canada. Health Indicators 

Statistical Methods in Medical Research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Publications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Journal. Series A: 
Statistics in Society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Quarterly 
Publications 

Sankhya. Indian Journal of Statistics Stochastic Models 

Statistica Sinica 
Understanding Statistics: statistical issues in 
psychology, education,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Stats: the 
magazine for students of statistics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Journal 

Australian & New Zealand Journal of Statistics Journal of Statistical Theory and Applications 

Royal Statistical Society. Journal. Series B: 
Statistical Methodology 

Journal of Statistical Software (Online) 

Lifetime Data Analysis: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devoted to the methods and applications of 
reliability and survival analysis 

United Nations Statistical Office. Monthly Bulletin 
of Statistics 

Stochastic Models Statistics Education Research Journal 

Significance: statistics making sense 
Lifetime Data Analysis: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devoted to the methods and applications of 
reliability and survival analysis 

The Annals of Applied Statistics R News 

 Statistical Methods and Applications 

 Statistical Yearbook of Ireland 

 Tongji yu Guanli 

 Journal of Data Science 

 S O R T 

 Canadian Journal of Statistics 

 Significance: statistics making sense 

 
Journ@l Electronique d'Histoire des Probabilites et 
de la Statistiqu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Official Statistics. 
Statistical Journal 

 Japan Statistical Society. Journal 

109 
 



紙 本 期 刊 名 稱(含數學及社會期刊) 電 子 期 刊 名 稱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tatistics and Probability 

 Statistical Analysis and Data Mining 

 Technology Innovations in Statistics Education 

 DataCritic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ritical statistics 

 Statistics Surveys 

 Electronic Journal of Statistics 

 Bayesian Analysis 

 Statistics and its Interface 

 
Wiley Interdisciplinary Reviews. Computational 
Statistics (Online) 

 
Wiley Interdisciplinary Reviews. Computational 
Statistics (Print) 

 InterStat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Statistics 

 Monthly Digest of Statistics 

 Electronic Journal of Applied Statistical Analysis 

 Statistique et Enseignement 

 
Case Studies in Business, Industry and Government 
Statistics 

 Open Journal of Statistics 

 Journal of Reliability and Statistical Studies 

 Journal of Social and Economic Statistics 

 Biometric Bullet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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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4-5-1  東海大學優秀新生入學獎勵辦法 
 

東海大學優秀新生入學獎勵辦法 

102 年 1 月 22 日第 2 次行政會議通過  

 

第一條 為鼓勵及增進成績優異學生就讀本校，特訂定東海大學優秀新生入學獎勵辦法(以下   

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以獎勵繁星推薦、個人申請及考試入學分發本校學士班學生，碩士班甄試及考 

試入學之一般生，博士班甄試及考試入學之一般生（含逕行修讀博士學位一般生）為
限，不含在職生。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之學雜費，係指本校所訂收費標準之學費及雜費，不包含住宿費、學生平 

安保險費、語言實習費、電腦及網路使用費、各系專業指導費及其他代收費用。  

第四條 凡經繁星推薦或個人申請分發並註冊就讀本校學士班新生，其學科能力測驗成績總級 

分達60級分以上者，依下列標準獎助。  

一、 學科能力測驗成績總級分達70級分以上者，除發給獎學金15萬元外，另獎助第一 

學年學雜費10萬元、住宿費2萬元及補助一次海外研習往返機票費最高5萬元。  

二、 學科能力測驗成績總級分達68級分以上者，獎助第一學年學雜費5萬元、住宿費1 

萬元及補助一次海外研習往返機票費最高5萬元。  

三、 學科能力測驗成績總級分達65級分以上者，獎助第一學年學雜費2.5萬元、住宿 

費5仟元及補助一次海外研習往返機票費最高3萬元。  

四、 學科能力測驗成績總級分達60級分以上者，獎助第一學年學雜費2.5萬元及補助一 

次海外研習往返機票費最高2萬元。  

第五條 凡經考試入學分發並註冊就讀本校學士班新生，其錄取學系採計之指定科目考試成績 

累計百分比在前20％以上者，將依大學考試入學分發委員會公布之「指定科目考試各 

種組合成績人數累計總表」，採下列標準獎助。  

一、 指定科目考試成績累計百分比在前3％者，除發給獎學金15萬元外，另獎助第一學 

年學雜費10萬元、住宿費2萬元及補助一次海外研習往返機票費最高5萬元。  

二、 指定科目考試成績累計百分比在前5％者，獎助第一學年學雜費5萬元、住宿費1 

萬元及補助一次海外研習往返機票費最高5萬元。  

三、 指定科目考試成績累計百分比前10％者，獎助第一學年學雜費2.5萬元、住宿費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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仟元及補助一次海外研習往返機票費最高3萬元。指定科目考試成績累計百分比 

在前20％者，獎助第一學年學雜費2.5萬元及補助一次海外研習往返機票費 

最高2萬元。  

第六條 第四條及前條第一款之獎學金15萬元於入學當學期一次發給，學雜費及住宿費 

依每學期分期發給；海外研習往返經濟艙機票補助，以參與本校國際處所舉辦 

姐妹校交換學生計劃、雙聯學位計劃且獲姊妹校接受入學者為限，並依各類補 

助金額，實報實銷。  

第七條 凡經本校碩士班入學甄試及考試錄取正取第一名並註冊就讀者，獎助第一學年 

獎學金5萬元。但甄試及考試招生之系(所)，如有分組招生之情形者，其該系(所)推薦
學生仍以一名為限，且不得依序遞補。  

第八條 依本校五年一貫攻讀學、碩士學位實施要點，核准先修碩士班課程之學士班學 

生，參加本校碩士班入學甄試及考試錄取並註冊入學者，依下列規定獎助第一 

學年獎學金5萬元。  

   一、 各學系組獎勵名額以各學系組教育部核定招生名額10%為限(小數點無條件進位)。  

   二、 依錄取考生之大學畢業成績系排名百分比(同等學力錄取生以歷年成績系排名百分 

        比)擇優獎勵。同時符合前條申請資格者，擇一領取，不得重複申請，其獎勵缺額依 

        序遞補。  

第九條 凡經本校博士班入學甄試及考試錄取並註冊入學就讀之一般生，獎助其第一、二學年 

獎學金共10萬元。  

第十條 符合獎勵資格之新生註冊後，由教務處提報名單至學務處及國際處，除海外研習往返 

機票費外，經獎助學金委員會審核通過，於註冊後二個月內通知新生於規定期間內具 

領，分期核發；受獎學生，如有偽造或不實情事，撤銷其得獎資格，並追回受領之獎 

助。  

第十一條 符合獎勵資格之新生，如有辦理保留入學資格、休學或退學之情形，則自動喪失獎 

         勵資格。已獲獎學生如辦理保留入學資格、休學或退學，經獎助學金委員會審查確 

         定後，其獎助資格將予以追回。但因不可抗力或特殊事由者不在此限。  

第十二條 本辦法第九條自102學年度入學新生起實施；第四條、第五條、第七條及第八條自 

         103學年度入學新生起實施。  

第十三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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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4-5-2  東海大學管理學院統計學系博士班學則 
 

東海大學管理學院統計學系博士班學則 

民國 90年 5 月 23日系務會議通過 

民國 92年 6 月 17日系務會議修訂 

民國 93年 1 月 6日系務會議修訂 

民國 94年 2 月 22日系務會議修訂 

民國 95年 6 月 13日系務會議修訂 

民國 96年 1 月 9日系務會議修訂 

民國 96年 10月 23 日系務會議修訂 

民國 96年 11月 27 日系務會議修訂 

民國 97年 9 月 16日系務會議修訂 

民國 99年 1 月 5日系務會議修訂 

民國 102 年 5月 7日系務會議修訂 

民國 104 年 06月 23日系務會議修訂 

民國 104 年 09月 15日系務會議修訂 

 

 

第一章 總則   

第  一  條 本系為處理博士班研究生入學、修課、及學位考試等有關事宜，特依據「東海大

學學則」訂定本學則。 

第二章 入學 

第  二  條 本系於每學年開始之前，公開招考博士班一年級新生。 

第  三  條 詳細入學考試報考資格、分組、及名額，概以刊載於本校博士班招生簡章為準。 

第  四  條 外國籍及大陸地區學生之入學，依有關規定辦理。 

第三章 修業年限與修習學分 

第  五  條 本系博士班研究生如數學基礎不足者，經招生委員要求，需補修過研究所或大學

部課程，方得參加博士論文口試。 

第  六  條 本系博士班修業年限為二至七年(休學期間不計) ，休學至多不得超過二學年。 

第  七  條 本系博士班研究生除論文外，至少須修滿三十學分，其中本科課程不得少於二十

一學分（修業期限內補修碩士或學士班學分不得計入）。 

第  八  條 本系博士班研究生在修業期間四年內，每學期均須選修專題討論課程。 

第  九  條 本系博士班研究生如在規定修業年限內未達到第七條之要求，應令退學。 

第四章 資格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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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條 本系博士班資格考試委員會由全系三位專任教師組成，處理資格考試命題、及評

分等事宜，並決定及格標準。 

第 十一 條 本系博士班研究生若選擇筆試資格考，則入學後四學年內(休學期間不計) ，必 

           須通過資格考試。如在入學後四學年內，未能通過資格考試應予勒令退學。 

第 十二 條 本系博士班資格考試每年三月份與十月份各舉辦一次，欲應考者須於學期結 

束前一個月向系上提出申請。 

第 十三 條 本所博士生資格考試採兩種形式： 

          一、筆試資格考： 

              (一) 大學及碩士其主修為（應用）數學、統計者（經由外籍生申請入學者除 

                   外)，須通過筆試資格考。 

              (二) 考試科目：(1)數理統計，(2)高等機率論、統計方法二擇一。 

          二、 審查資格考： 

              (一) 大學或碩士（任一）其主修非（應用）數學、統計者或經由外籍生申請 

                   入學者，可選擇通過筆試資格考或審查資格考。 

              (二) 畢業前要有與指導教授合著之 SCI或 SSCI論文被接受，學生必須為論 

                   文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 

第 十四 條 資格考試經評定為不及格之科目，可以重考。 

第五章 博士學位資格考核  

第 十五 條 本系博士學位資格考核包括以下三項： 

           (一)完成博士學位應修課程，並獲得應修學分。 

           (二)資格考試及格。 

           (三)至少有一篇論文發表或被正式接受(須附已被接受之證明）在 SCI或 SSCI之   

               期刊上。前述論文若為聯合發表以與指導教授或指導教授以及共同指導教授 

               合作為限，論文之第一作者必須為學位候選人本人，並不得為其碩士論文， 

               亦不得為其進入博士班之前發表之論文。 

(四)博士班研究生與指導教授共同發表之論文，若論文投稿時指導教授仍為本系 

    之專任教師，雖然論文接受時，指導教授已至他校任教，該論文仍視為博士 

    班研究生與系上專任教師合著之文章，符合第十五條之(三)規定。 

第 十六 條 符合第十五條之(一)與(二)項規定者，始得由本系所提出為博士學位候選人。 

第 十七 條 符合第十五條之規定者，經論文指導教授推薦，得申請博士學位考試。 

第 十八 條 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可保持至第六條規定之修業年限為止，期滿未通過博士學位 

           者，應令退學。 

第 十九 條 通過資格考後得申請本系兼課。 

第六章 博士論文指導教授 

第 二十 條 博士論文指導教授須為本系專任助理教授以上教師。外系及外校教師僅可擔任共

同指導教授，並須經本系系務會議通過。 

第二十一條 論文指導教授及共同指導教授之歷年著作中，至少有一篇論文發表於第十五條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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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之學術期刊。 

第七章 博士學位考試 

第二十二條  本系博士學位候選人之博士學位考試委員會置委員五至九人，由校內外學者專

家中對該研究生所提論文有專門研究，並具備下列資格之一者，由系主任向校

長推薦，由校長遴聘組成之。校內外委員均各須佔三分之一以上。 

(一)曾任教授者。 

(二)擔任中央研究院院士，或曾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員者。 

(三)曾任副教授或曾任中央研究院副研究員，且在學術上著有成就者。 

(四)獲有博士學位，且在學術上著有成就者。 

第二十三條  本系博士學位候選人之學位考試以口試行之，並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口試以公開舉行為原則，須事前公佈口試時間、地點、及論文題目。 

            (二) 學位考試委員應親自出席，不得委託他人代表。博士學位考試委員會至少 

                 應有委員五人出席，出席委員中須有校外委員三分之一以上參加，始得舉 

                 行。 

            (三) 學位考試委員會由校長指定委員一人為召集人，但論文指導教授不得兼任 

                 召集人。 

            (四) 學位考試成績以七十分為及格，一百分為滿分，評定以一次為限，並以出 

                 席委員評定分數平均決定之，評定為不及格者，以不及格論，成績不予平 

                 均。 

(五) 論文有抄襲或舞弊情事，經學位考試委員會確定者，以不及格論。 

            (六) 學位考試成績不及格，其修業年限尚未屆滿者，得於次學期或次學年重考                 

                 ，重考以一次為限；重考成績仍不及格者，應令退學。 

第二十四條  通過博士學位考試之候選人，由本系報請學校授予博士學位。 

第八章 附則 

第二十五條  本學則之規定如有未盡事宜，依本校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二十六條  本學則經系務會議通過，報請教務處備案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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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4-5-3  105學年度統計學系博士班甲組(統計組)必修科目表 

 科目 學
分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備註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統 
計 
組  

 博士論文 2          

 專題討論 2 1 1        

 統計推論 6 3 3        

 高等機率論 3 3         

 統計方法 3  3        

 統計諮詢專題(一) 2   1 1      

 統計諮詢專題(二) 2     1 1    

 必修學分數 17 高等機率論與統計方法二選一。 

 選修學分數 9 

 畢業學分數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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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4-5-4  105學年度統計學系博士班乙組(管理組)必修科目表 

組別 科目 學
分 

第一學年 第二學年 第三學年 第四學年 
備註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管 
理 
組 

 

 博士論文 2          

 數理統計 3 3         

 統計方法 3  3        

 管理專題(一) 3 3         

 管理專題(二) 3  3        

 行銷管理專題 3         
管理群組 A 

 創業管理專題 3         

 國際貿易理論與政策 3         
管理群組 B 

 國際金融理論 3         

 財務會計專題 3         
管理群組 C 

 管理會計專題 3         

 財務工程專題(一) 3         
管理群組 D 

 財務工程專題(二) 3         

 資訊管理 3         
管理群組 E 

 電子商務 3         

 個體經濟分析 3         
管理群組 F 

 總體經濟分析 3         

 必修學分數 20 管理群組課程任選一群組。 

 選修學分數 6 

 畢業學分數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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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5-0-1 本系教師聯合發表論文 
年分 老師 論文題目 期刊名稱 

2011 

林正祥 

Confidence interval procedures for 
proportions estimated by group testing with 
groups of unequal size adjusted for 
overdispersion. Journal of Applied Statistics, 
Vol. 38, pp. 1467-1482. 

Journal of Applied 
Statistics 

林正祥 

Cost analysis in choosing group size when 
group testing for Potato virus Y in the 
presence of classification errors.            
Annals of Applied Biology, Vol. 159, pp. 
491-502 

Annals of Applied 
Biology 

張玉媚 

Confidence sets-based procedures for 
identifying the minimum effective dose with 
right-censored lifetime data. Journal of 
Chinese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Vol. 49, pp. 
26-42. 

Journal of Chinese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張玉媚 

Model selection for two-sample problems 
with right-censored data: An application of 
Cox model. 
Journal of Statistical Planning and Inference, 
Vol. 141, pp. 2120-2127. 

Journal of Statistical 
Planning and Inference 

張玉媚 

Identification of the minimum effective dose 
based on weighted Kaplan-Meier Statistics. 
Journal of Statistical Computation and 
Simulation, Vol. 81, pp. 619-634 

Journal of Statistical 
Computation and 
Simulation 

俞一唐 

Bayesian Process Optimization Using Failure 
Amplification Method.  Applied Stochastic 
Models in Business and Industry, Vol. 27, 
pp.402-409. 

Applied Stochastic 
Models in Business and 
Industry 

沈葆聖 

Nonparametric estimation of the bivariate 
survival function for one modified form of 
current-status data.  
Journal of Statistical Computation and 
Simulation, Vol. 81, pp. 1199-1209 

Journal of Statistical 
Computation and 
Simulation 

沈葆聖 

Conditional likelihood estimation and 
efficiency comparisons in proportional odds 
model with missing covariates.  Annals of 
the Institute of Statistical Mathematics, Vol. 
63, pp. 887-921. 

Annals of the Institute 
of Statistical 
Mathema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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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分 老師 論文題目 期刊名稱 

呂恒輝 

Dimension reduction in survival regressions 
with censored data via an imputed spline 
approach. Biometrical Journal, Vol. 53, No. 
3, pp. 426-443. 

Biometrical Journal 

2012 

林正祥 

A new computer program for estimating the 
proportion of infected seeds and its 
confidence limit by group testing in seed 
health assays. Journal of the Agricultural 
Association of China, Vol. 13, No. 2,pp. 
118-131. 

Journal of the 
Agricultural 
Association of China 

張玉媚 
A Jackknife-based versatile test for 
two-sample problems with right-censored 
data.Journal of Applied Statistics 39,267-277 

Journal of Applied 
Statistics 

俞一唐 

Applying Bayesian Model Averaging for 
Quantile Estimation in Accelerated Life Tests.    
IEEE Transactions on Reliability, Vol. 61, 
pp.74-83. 

IEEE Transactions on 
Reliability 

陳志賢 
Secure dynamic access control scheme of 
PHR in cloud computing. Journal of Medical 
Systems, Vol. 36, No. 6, pp. 4005-4020. 

Journal of Medical 
Systems 

陳志賢 

A study on efficient group-oriented signature 
schemes for realistic application environmen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novative 
Computing, Information and Control, Vol. 8, 
No. 4, pp. 2713-2727.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novative Computing, 
Information and 
Control 

陳志賢 

The study on general secure multi-party 
comput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novative Computing, Information and 
Control, Vol. 8, No. 1, pp. 1-10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novative Computing, 
Information and 
Control 

沈葆聖 

Risk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treatment of 
interstitial cystitis using intravesical therapy 
with a dimethyl sulfoxide cocktail.  
International Urogynecology Journal. Vol. 
23,1533-1539. 

International 
Urogynecology 
Journal. 

沈葆聖 
Body spot coloration of a nocturnal 
sit-and-wait predator visually lures prey. 
Behavioral Ecology. Vol. 23,69-74. 

Behavioral Ecology 

2013 林正祥 
Effects of continuous passive motion on 
reversing the adapted spinal circuit in humans 

Archives of Physical 
Medicin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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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分 老師 論文題目 期刊名稱 
with chronic spinal cord injury. Archives of 
Physical Medicine and 
Rehabilitation,Vol.94,No.5,pp.822-828. 

Rehabilitation 

劉家頤 

Sonographic demonstration of human small 
intestinal migrating motor complex phase III. 
Neurogastroenterology and Motility, Vol. 25, 
No. 2, pp. 198-202. 

Neurogastroenterology 
and Motility 

劉家頤 
大專排球選手不同背景變項其心理技能之研

究。興大體育學刊,第十二期 
興大體育學刊 

呂恒輝 
High-dimensional regression analysis with 
treatment comparisons. Computational 
Statistics, Vol. 28, pp. 1299-1317. 

Computational Statistics 

2014 沈維雄 
台灣節能標章認證制度擴散速率與影響因

素之研究 
科技管理學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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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5-1-1  學生學術成果獎學金辦法與實施細則 

 
東海大學學生學術成果獎學金辦法 

96 年 12 月 12 日第 18 次行政會議通過 

101 年 9 月 19 日第 13 次行政會議通過 

第一條  為鼓勵及提升本校各學院學生專業科目成績或學術研究成果，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申請之對象限於本校各院系在學之大學部及碩、博士班學生。 

第三條  每學年各學院之學生學術研究成果獎學金總金額依學校預算訂定之。獎學金發給對

象及其遴選方式由各學院自行訂定，每系以 10 名為上限。 

第四條  各學院之學生學術研究成果獎學金實施細則，經各院務會議通過後送獎助學金委員

會核備。 

第五條  本獎學金之截止日期每年 5 月中旬前辦理。 

第六條  本辦法經獎助學金委員會通過，報行政會議核定後實施。 

 

                 管理學院學生學術研究成果獎學金實施細則 

97 年 3 月 4 日管理學院院務會議通過 

97 年 4 月 3 日獎學金委員會核定 

101 年 9 月 27 日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 年 12 月 7 日獎學金委員會核定 

第一條 依據「東海大學學生學術成果獎學金辦法」特訂定本實施細則。 

第二條 申請之對象限於本院各系學生，包括大學部、碩士班與博士班。大學部以三、四年

級學生為原則，惟以四年級為優先。 

第三條 本獎學金發給對象及其遴選方式由各學系自行訂定審查及推薦實施細則，每系以 10

名為上限。 

第四條 獎金分配原則將依本院各系三、四年級之班級數，每班算一個基數，碩士班算一個

基數，博士班算二分之一個基數，按比率分配學校所核撥本院之「學生學術成果獎

學金」給各系，並授權院長調整分配金額。 

第五條 本獎學金之申請配合校之截止日期每年 5 月中旬，請各系於每年 5 月初前將推薦名

單送至院長室辦理。 

第六條  本實施細則經院務會議通過，送獎助學金委員會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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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大學管理學院統計學系學生學術研究成果獎學金施行細則 
98 年 4 月 7 日系務會議通過 

102 年 01 月 08 日系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本施行細則，係依據「管理學院學術研究成果獎學金實施細則」訂定。 

第二條  獎學金設置目的在於鼓勵及提升本系(所)學生學術研究成果或專業科目成績。 

第三條  獎勵金額以管理學院分配給本系之金額為限。 

第四條  申請資格為本系(所)學生，包含大學部、碩士班與博士班。大學部以三、四年級為

原則，惟以四年級為優先考量。 

第五條  獎助以 10 名為上限，獎助名單與獎金由系務會議審定之。 

第六條  本施行細則若有未盡事宜，依「管理學院學術研究成果獎學金實施細則」辦理。 

第七條  本細則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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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7-1-1  統計學系系務會議組織章程 
 

東海大學管理學院統計學系系務會議組織章程 

民國八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第三十六次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九十年十二月十八日臨時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九十一年一月九日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九十一年一月二十二日臨時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九十一年一月廿四日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九十一年一月卅日第五次行政會議通過 

 
第一條  本章程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二十四條第七款設立「統計學系系務會議」，以下簡稱本

會。 

第二條  本會委員由本系專任教師組成。 
第三條  本會設主席一人，由系主任擔任。 
第四條  本會審議下列事項： 

 （一）系組織規程及各種重要章則。 

  （二）系務發展計劃及預算。 

        （三）系務會議所設委員會或專案小組決議事項。 

        （四）會議提案。 
（五）其他重要事項。 

第五條  本會應於每學期開始後及結束前各開會一次，由系主任召集之。必要時得召開臨時

會議。 

第六條  本會須逾半數委員出席方得開會。各種議案之有效表決須達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

同意。 

第七條  凡討論有關助教之工作、獎懲等議題，助教代表應出席本會。 

第八條  凡與全系學生生活、獎懲、學業等有關之議題，系學會會長或學生代表應出席本會。 

第九條  本章程經系務會議通過，提送院務會議以及行政會議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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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7-1-2  統計學系教師評審委員會組織章程 
 

東海大學管理學院統計學系教師評審委員會組織章程 
                                        八十四年十一月 七日系所務會議通過 

八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八十五年 三月 五日校教評會議修正通過 

八十七年 五月十九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八十七年 五月廿六日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八十七年 六月 一日校教評會議修正通過 

九十一年十一月十二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九十二年 一月廿一日院教評會議修正通過 

九十二年十一月十四日校教評會議修正通過 

九十七年  九月十六日系務會議確認通過 

第一條 本系依據東海大學教師評審委員會組織章程第六條，設立「東海大學管理學院統計

學系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二條 本會委員由全系專任助理教授以上教師組成。 

第三條 本會設主任委員一人，由系主任兼任，並於開會時擔任主席。 

第四條 本會之職掌如左： 

一、教師聘任、聘期、升等、解聘、停聘、不續聘、延長服務、資遣原因認定及著

作抄襲處理等事項之審議。 

二、其他依法令應經本會審議之事項。 

委員不得參與高於本身職等教師升等之審議。 

委員本身為上述職掌之當事人者應迴避之。 

上述審議案經本會通過後，再提交院教評會審議。 

第五條 本會須有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方得開會。除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之審議，以出席

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為通過外，其他議案以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為通過。 

 解聘、停聘、不續聘案中，如有因行為不檢有損師道，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者；教

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或違反聘約情節重大等情事者，應經三分之二

以上委員出席及出席委員半數以上之決議為通過。 

第六條 教師之聘任，依本校相關法令辦理；教師之升等審查要點另訂之。 

第七條 本章程經系務會議暨院教評會通過，送交校評會審議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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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7-1-3  101-103 學年度本系系務會議題摘錄表 

開會日期 人數 議題 

101 年 09 月 18 日 12/13 

1. 研究生協助教學工作之分配。 

2. 決定教學助理人選。 

3. 選舉 101 學年度院教評委員及院務委員各 1 名、校務

委員 2 名、圖書委員 1 名、推廣教育委員 1 位、職員

申訴評議委員 1 位及儀器設備委員 2 位。 

101 年 09 月 28 日 10/13 
1. 決定財團法人中國主計協進社獎學金人選。 

2. 決定中國統計學社獎學金人選。 

101 年 10 月 16 日 11/13 

1. 決定王堯弘教授獎學金名單。 

2. 討論系所教育目標是否修改。 

3. 討論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大學校院系

所評鑑管理學門評鑑項目。 

101 年 11 月 06 日 12/13 
1. 討論系所評鑑項目之參考效標及涵蓋要素。 

2. 推薦教學卓越彈性薪資人選。 

101 年 11 月 27 日 12/13 
1. 討論修改王堯弘教授獎學金之申請辦法。 

2. 討論博士班招生之因應對策。 

102 年 01 月 08 日 13/13 

1. 討論廢除碩班甄試筆試科目。 

2. 討論碩班一般考試筆試科目。 

3. 修改學生學術研究成果獎學金施行細則。 

4. 討論期末聚餐日期及地點。 

102 年 02 月 26 日 11/13 

1. 研究生協助教學工作之分配。 

2. 決定教學助理人選。 

3. 102 學年度僑生及港澳學生個人申請。 

102 年 03 月 26 日 12/13 
1. 決定王堯弘教授獎學金名單。 

2. 102 學年度助教續聘案。 

102 年 04 月 29 日 10/13 
1. 討論 AACSB 相關事宜。 

2. 決定「五年一貫攻讀學、碩士學位」人選。 

102 年 05 月 07 日 13/13 

1. 決定「五年一貫攻讀學、碩士學位」人選。 

2. 決定「東海大學統計學系學生學術研究成果獎學金」

獎助名單及獎金。 

3. 修正博士班學則。 

102 年 05 月 15 日 9/13 
1. 決定學生學術研究成果獎學金名單由林鈺堂同學改

成黃琬瑜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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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會日期 人數 議題 

102 年 06 月 04 日 13/13 

1. 102 學年度導師遴選。 

2. 討論統計諮詢中心主任人選。 

3. 討論期末聚餐日期及地點。 

102 年 09 月 10 日 12/13 

1. 研究生協助教學工作之分配。 

2. 決定教學助理人選。 

3. 決定中國統計學社獎學金推薦名單。 

4. 選舉 102 學年度院教評委員及院務委員各 1

名、校務委員 2 名、圖書委員 1 名、學術發展

小組 1 位及儀器設備委員 2 位。 

5. 擬定「東海大學統計學系提升學生學習成效委

員會設置辦法」。 

102 年 10 月 15 日 13/13 1. 決定王堯弘教授獎學金名單。 

102 年 11 月 19 日 13/13 
1. 討論修改東海大學管理學院統計學系系務會議組織

章程。 

102 年 12 月 31 日 9/13 1. 討論期末聚餐日期及地點。 

103 年 02 月 18 日 13/13 

1. 研究生協助教學工作之分配。 

2. 決定教學助理人選。 

3. 討論俞一唐老師統計學成績更改案。 

103 年 03 月 04 日 11/13 
1. 審核 103 學年度僑生及港澳學生個人申請資格。 

2. 推薦本系路思義獎學金名單。 

103 年 04 月 01 日 12/13 1. 決定王堯弘教授獎學金名單。 

103 年 04 月 22 日 13/13 1. 系主任選舉。 

103 年 05 月 13 日 13/13 

1. 決定「五年一貫攻讀學、碩士學位」人選。 

2. 決定「東海大學統計學系學生學術研究成果獎學

金」獎助名單及獎金。 

3. 討論系所自辦外部評鑑參考效標暨檢核表。 

103 年 06 月 10 日 13/13 

1. 103 學年度導師遴選。 

2. 討論統計諮詢中心主任人選。 

3. 103 學年度助教續聘案。 

4. 討論期末聚餐日期及地點。 

103 年 09 月 23 日 11/12 

1. 學士班個人申請簡章修訂。 

2. 修訂碩士班乙組考試招生簡章。 

3. 修訂博士班甄試及考試招生簡章。 

4. 院提供修訂之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針對系是否修

改，請討論。 
126 

 



開會日期 人數 議題 

5. 決定中國統計學社獎學金推薦名單。 

6. 選舉 103 學年度院教評委員及院務委員各 1 名、校務

委員 2 名、圖書委員 1 名、儀器設備委員 2 位、學生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專案審查小組 1 名及衛生委員 1

名。 

7. 決定教學助理人選。 

8. 研究生協助教學工作之分配。 

103 年 10 月 07 日 11/12 

1. 討論本系修訂之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案。 

2. 討論「東海大學 102 學年度統計學系所提升學生學習

成效檢討及改善建議書」案。 

3. 討論本系修正「東海大學統計系學生五年一貫攻讀

學、碩士學位實施要點」。 

4. 討論本系學生英文能力檢定未通過，於事後修習替代

方案課程，其及格成績是否可計入畢業學分。 

5. 討論本系 102 學年度教師教學優良獎遴選事宜。 

6. 討論本系財團法人中國主計協進社獎學金人選。 

103 年 11 月 18 日 1/12 

1. 決定王堯弘教授獎學金名單。 

2. 決定麗明營造股份有限公司獎學金名單。 

3. 決定高毓靈先生紀念獎學金名單。 

4. 討論系(所)評鑑工作分組一覽表。 

5. 討論「東海大學統計學系學生五年一貫攻讀學、碩士

學位施行要點」。 

103 年 12 月 02 日 10/12 

1. 討論統計系博士班暫緩評鑑申請，請討論。 

說明：  

(1)學校可能允許緩評一年，但須做出系所轉型完整計畫。 

(2)附上"東海大學增設與調整教學單位辦法"。 

2. 討論本系修正「東海大學統計系學生五年一貫攻讀

學、碩士學位實施要點」。 

104 年 01 月 13 日 11/12 1. 討論期末聚餐日期與時間，建議地點為福華飯店。 

104 年 03 月 03 日 11/13 

1. 研究生協助教學工作之分配。 

2. 決定教學助理人選。 

3. 討論黃愉閔老師時間序列成績更改案。 

4. 討論戴中擎老師經濟學成績更改案。 

5. 討論許書偉老師會計學成績更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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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會日期 人數 議題 

6. 審核 104 學年度僑生及港澳學生個人申請資格。 

104 年 03 月 17 日 12/13 
1. 推薦本系路思義獎學金一名。 

2. 推薦本系外部評鑑訪評委員三至五名。 

104 年 04 月 15 日 9/13 
1. 推薦「中華民國斐陶斐榮譽學會 104 年度本校分會新

榮譽會員」事宜。 

104 年 04 月 21 日 9/13 1. 統計學重修班增加助教實習課事宜，請討論。 

104 年 05 月 19 日 10/13 

1. 對於自 96 學年度起，統計系與會計系冷氣電費誤植

事宜。為爭取本系權益，建請學校妥善歸還溢繳之費

用，請討論。 

2. 決定「五年一貫攻讀學、碩士學位」人選，請討論。 

3. 討論修改「東海大學統計系學生五年一貫攻讀學、碩

士學位實施要點」，請討論。 

4. 討論期末聚餐日期、時間與用餐形式，建議地點為福

華飯店。 

104 年 06 月 23 日 12/13 

1. 104 學年度導師遴選，請討論。 

2. 修訂「東海大學統計諮詢中心」設置辦法，請討論。 

3. 104 學年度統計諮詢中心主任改選，請討論。 

4. 104 學年度助教續聘案，請討論。 

5. 修訂「東海大學管理學院統計學系博士班學則」之博

士班資格考年限及次數，請討論。 

6. 針對「東海大學 103學年度統計學系所提升學生學習

成效檢討及改善建議書」成效評估案，請討論。 

7. 修訂「東海大學管理學院統計學系課程委員會組織章

程」，請討論。 

8. 修訂「東海大學管理學院統計學系教師升等審查要

點」，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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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7-1-4  101-103 學年度本系教評委員會議題摘錄表 

開會日期 人數 議題 

101.11.27 12/13 101 學年度第二學期兼任講師劉士嘉續聘案。 

102.03.26 12/13 

1、102 學年度專任教師續聘案。 

2、102 學年度專任助教(舊制)蔡佳玲續聘案。 

3、101 學年度專任教師學術著作獎勵申請案。 

4、101 學年度專任教師魏文翔教授評鑑案。 

5、101 學年度新聘專任教師（王榮琮助理教授、蘇俊隆助理教

授）評估案。 

102.04.23 9/10 王榮琮助理教授提升等副教授案。 

102.05.07 11/13 102 學年度林正祥教授借調至財金系乙案。 

103.04.01 12/13 

1、103 學年度專任教師續聘案。 

2、103 學年度專任助教(舊制)蔡佳玲續聘案。 

3、102 學年度專任教師學術著作獎勵申請案。 

4、102 學年度新聘專任教師（王榮琮助理教授、蘇俊隆助理教

授及黃愉閔助理教授）評估案。 

103.06.10 13/13 劉家頤老師學術著作等級認定申請案。 

103.10.14 9/12 王榮琮老師申請 103 學年度教師「教學優良獎」遴選案。 

103.11.18 11/12 

1、103 學年度俞一唐老師教師評鑑申請案。 

2、103 學年度陳志賢老師教師評鑑申請案。 

3、103 學年度劉家頤老師教師評鑑申請案。 

103.11.25 11/12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兼任教師李仁佑博士聘任案。 

104.03.17 13/13 

1、104 學年度專任教師續聘案。 

2、104 學年度專任助教(舊制)蔡佳玲續聘案。 

3、103 學年度專任教師學術著作獎勵申請案。 

4、103 學年度新聘專任教師（王榮琮助理教授、蘇俊隆助理教

授及黃愉閔助理教授）評估案。 

104.07.27 4/4 
1、擬推薦林正祥教授為本系 104 學年特聘教授人選案。 

2、擬推薦沈葆聖教授為本系 104 學年特聘教授人選案 

 

 

 

129 
 



附錄 7-2-1  統計系專任教師員額配置 

 

人事室 函 
機關地址：台中市西屯區台中港路三段 181 號 

聯 絡 人：鄺安華 

聯絡電話：04–23590121#28302 

電子郵件：owgen@thu.edu.tw 

傳  真：04–23590350 

受文者： 如正副本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99 年 3 月 9 日 

發文字號：東海人字第 09932001040 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董事會決議.doc、董事會核定教師員額 990219.doc） 

主旨：檢送 99 年 1 月 22 日第 31 屆第 12 次董事會核定之本校「各系所專任教師員額配置表」

乙份，自即日起各系所請依新配置之員額數聘任教師，請  查照辦理。 

說明： 

一、各系所目前員額高於新配置之員額者，遇有離職、退休或聘期屆滿者不再遞補或續聘

，直至降為新員額數止。 

二、若有缺額擬新聘者，需先簽請校長視經費預算情形核准後再辦理新聘作業。 

 

正本：本校各一二級教學單位、教務處、體育室 

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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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室 函 
機關地址：台中市西屯區台中港路三段 181 號 

聯 絡 人：黃秋月 

聯絡電話：04–23590121#21007 

電子郵件：cy0920@thu.edu.tw 

傳  真：04–23596055 

受文者： 如正副本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99 年 3 月 5 日 

發文字號：東海秘(二)字第 09931000470 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 

主旨：有關教務處提報擬新訂本校「專任教師員額配置辦法」案，經董事會決議如說

明，請  查照並轉知各系所。 

說明：教務處所提擬新訂本校「專任教師員額配置辦法」案，經本(99)年 1 月 22 日

本校董事會第 31 屆第 12 次會議決議：有鑑於執行上的考量，不以「東海大學

專任教師員額配置辦法」實施，改以通過以下要點請學校辦理： 

1. 依 98 學年度之系、所、院教學單位結構，本校專任教師總人數編制以 527 人為

原則。 

2. 因尚有多個系、所超過新編制教師人數而需逐年調降，以達到 527 人之標準，在

此過度期間，可在人事預算額度內，予以流用。 

3. 在不低於教育部最低標準人數（基本人數＋生師比標準；341 人＋60 人＝401 人）

，且不超過 527 人員額編制內，為提升學校整體教務發展，校長可在「共同/基礎

/通識課程應增人數」（78 人＋48 人＝126 人）內，彈性調配運用。 

4. 依據學校附表「各系所專任教師配置表」。 

正本：教務處、人事室 

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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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大學專任教師員額配置表  
製表時間： 99 年 2 月 19 日  

單 位 名 稱 

教  師  編  制  員  額 

現有教

師人數 
 備註 基本教

師人數 

達生師

比標準  

需增人數 

為授共同

/基礎/通

識課程所

增 人 數 

合 計 

中國文學系 11 2 7 20 20 員額由 26 調降為 20 

外國語文學系 9  15 24 24  

歷史學系 9  1 10 12 員額由 12 調降為 10 

日本語文學系 9 1 5 15 15  

哲學系 11   11 10 員額由 12 調降為 11 

物理學系 11  6 17 17 

不含劉大衛；員額由 18

調降為 17 （如校長不佔

缺即為 17 人） 

化學系 11 1 5 17 17 員額由 18 調降為 17 

生命科學系 11  6 17 17 員額由 18 調降為 17 

數學系 9  6 15 15 員額由 16 調降為 15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 11 2  13 13 員額由 14 調降為 13  

工業工程與經營資訊學系 11 4  15 16 員額由 16 調降為 15 

環境科學與工程學系 11   11 10 員額由 12 調降為 11 

資訊工程學系 9 6 4 19 21 員額由 20 調降為 19 

電機工程學系 9   9 9 員額由 10 調降為 9 

企業管理學系 9 8  17 18 員額由 16 調整為 17 

國際貿易學系 9 8  17 17 員額由 16 調整為 17  

會計學系 9 3  12 13 員額由 16 調降為 12 

財務金融學系 9 2  11 10 員額由 12 調降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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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位 名 稱 

教  師  編  制  員  額 

現有教

師人數 
 備註 基本教

師人數 

達生師

比標準  

需增人數 

為授共同

/基礎/通

識課程所

增 人 數 

合 計 

統計學系 11 1 1 13 14 員額由 14 調降為 13 

資訊管理學系 9   9 8 員額由 10 調降為 9 

經濟學系 9 9  18 18 員額由 16 調整為 18 

政治學系 11  3 14 14  

行政管理暨政策學系 9 1  10 11 員額由 11 調降為 10 

社會學系 11 1 1 13 13 員額由 15 調降為 13 

社會工作學系 11 1 1 13 14 員額由 14 調降為 13 

教育研究所 7   7 7 已合併計算宗教所 

畜產與生物科技系 11  2 13 14 員額由 15 調降為 13 

食品科學系 9 4  13 12 員額由 12 調整為 13 

餐旅管理學系 9   9 7 員額由 10 調降為 9 

美術學系 9  1 10 9 員額由 11 調降為 10 

音樂學系 9  6 15 15 員額由 16 調降為 15 

建築學系 9  7 16 16  

工業設計學系 9   9 9 員額由 10 調降為 9 

景觀學系 9  1 10 10  

法律學系 11 6  17 18 
員額由 15 調整為 17 

 

以上學術單位小計 341 60 78 479 483  

英語中心    23 23 員額由 25 調降為 23 

師培中心    2 2  

體 育 室    15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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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位 名 稱 

教  師  編  制  員  額 

現有教

師人數 
 備註 基本教

師人數 

達生師

比標準  

需增人數 

為授共同

/基礎/通

識課程所

增 人 數 

合 計 

通識中心    8 8  

以上非學術之教學

單位小計 
   48 48  

合    計    527 531 員額由 560 調降為 527 

註：1.上表合計列之備註欄所述之專任教師員額 560 人係舊編制下員額，現依新編制辦法訂

定員額為 527 人（教師編制員額之合計欄為紅色數字者表調降員額、藍色表調增員額、

黑色表員額不變）。 

2.未來若修習教育學程學生人數嚴重萎縮以及通識中心順利轉型為行政單位時，則師培中

心及通識中心可再調減專任教師編制員額。 

3.英語中心及體育室現行核准編制人數是否需作調整，擇期召集會議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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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7-2-2  東海大學專任教師進修研究辦法 

 

東海大學專任教師進修研究辦法 
民國 83 年 01 月 19 日第 2 次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 88 年 02 月 24 日第 6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2 年 01 月 22 日第 2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本校為鼓勵專任教師進修汲取學術新知，提升研究品質，或為至本校姐妹校講學或

研究，促進國際學術交流，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專任教師，係指取得教育部合格證書之本校專任教授、副教授、助理教

授及講師。申請進修研究之專任教師，其年資計算至開始進修研究之日，已在本校

連續實際教學三年以上者，方得申請。但已獲其他機構補助者，不在此限。 

進修研究教師於進修研究期滿後，應依約返校服務，服務期滿方得再行申請進修研

究。 

第三條 本校專任教師申請於國內外大學校院或研究機構修讀學位、講學、研究者，依本辦

法辦理。 

第四條 本校教師進修研究方式如下： 

一、帶職帶薪：教師保留現職職缺，學校基於教學或業務需要，主動薦送、指派或

同意教師辦妥請假手續而參加之全時、部分辦公時間、休假或公餘進修研究。 

利用部分辦公時間進修、研究者，每人每週公假時數最高以八小時為限。 

利用部分辦公時間或公餘前往國內大學校院進修學位，照支全薪之教師，得予

減免授課時數至多三小時。所屬服務單位在不影響教學原則下，應予排課之便

利，但減免授課時數不得改支鐘點費。 

二、留職停薪：保留職缺、停止支薪，不須授課。修讀學位者，學校每月補助生活

費新台幣 10,000 元。 

前項二種進修研究方式，由學術審議委員會，視本校財務狀況及實際需要決定之。 

第五條 教師申請進修研究，須以學期或學年為單位。但利用寒暑假期間進行短期進修研究

者，不在此限。 

教師之進修研究，應配合系、所、中心、室之需要，以不影響教學及不增加學校財

務負擔為原則且不得增加專任員額。 

第六條 教師進修研究名額，每系、所、中心、室在同一時間內以該單位專任教師總人數十

人以內者以一名為限。每超過十人增加一名，至多以四名為限。 

第七條 申請進修研究之教師，應於一個學期以前提出具體進修研究計劃及相關證明文件，

向所屬單位主管提出申請，循行政程序提交學術審議委員會審議。 

各系所、中心、室、院對申請進修研究案之審議方式自訂之。 

進修研究案經學術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後，申請人應即覓妥保證人會同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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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進修研究保證書。保證書簽訂後，如因取得其他進修研究方式之權利，應即循行

政程序重新提出申請換約。 

對本校有顯著貢獻之教師，得由校長提請學術審議委員會審議，以帶職帶薪全時或

休假方式薦送進修研究，並不受第六條名額之限制。 

第八條 進修研究教師經學術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帶職帶薪進修研究期間之年資應予採

計；留職停薪之年資不計，但前後之年資得予併計。 

第九條 進修研究期限如下，不得以任何理由申請延長： 

一、修讀碩士學位者，以二年為限。 

二、修讀博士學位者，以三年為限。 

三、講學、研究以一年為限。 

第十條 進修研究教師進修研究期滿應即返校服務，其服務期限如下： 

一、帶職帶薪全時進修研究者，其服務期限為進修研究期限之兩倍。 

二、帶職帶薪部分辦公時間、公餘進修及留職停薪進修研究者，其服務期限與進修

研究期限相同。 

教師履行服務義務期限屆滿前，不得辭職(聘)、調任或再申請進修、研究。但因教

學或校務上之特殊需要，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通過及服務學校同意者，不在此限。 

第十一條 進修研究教師如未依約返校服務，其職務視同解除，除不得請領本校離職年積金

外，應由其本人或保證人償還其進修研究期間由本校支給之薪資與相關費用。有眷

舍者應按本校房租津貼標準繳交進修研究期間之房租津貼。 

第十二條 進修研究教師應於每學期結束後二個月內向學術審議委員會提出進修研究報告；修

讀學位者，另須繳交成績報告單。凡有藉進修研究之名，實際未從事進修研究者，

應送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處，並取消今後之申請資格。 

前項情形獲准帶職帶薪全時進修者，應追回支給之薪資與相關費用；獲准帶職帶薪

部分辦公時間及公餘者，應追回減免授課時數之鐘點費；獲准留職停薪者，如學校

曾支給每月生活補助費與相關費用，應予追回。 

第十三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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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7-2-3  東海大學管理學院統計學系教師升等審查要點 

 

東海大學管理學院統計學系教師升等審查要點 
 

八十七年六月十六日系教評會議通過 

八十七年九月廿二日院教評會議修正通過 

八十七年十一月十七日校教評會議核備通過 

九十二年六月十七日系教評會議修正通過 

九十二年九月二日系教評會議修正通過 

九十二年九月廿二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九十二年九月廿五日院教評會議修正通過 

九十二年十一月十四日校教評會議修正通過 

九十七年九月十六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九十七年 九月十八日院教評會議修正通過 

九十八年 一月十五日校教評會議核備通過 

一○一年 四月廿四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一年 五月 十日院教評會議修正通過 

一○一年 五月十八日校教評會議核備通過 

一○四年 六月廿三日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本系依據本校教師升等實施辦法第五條暨本系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系教評會）

組織章程第六條，訂定「東海大學管理學院統計學系教師升等審查要點」（以下簡稱

本要點）。 

第二條 升等審核標準分研究、教學、與服務成績三部份。 
 研究成績佔總成績之百分之 50，教學成績佔總成績百分之 30，服務成績佔總成績之

百分之 20。 

第三條 研究成績之評定標準 

 一、申請晉升教授或副教授所提報之學術著作，代表作與參考作必須分別為五年內

與七年內且為前一等級至本次申請等級間之著作，學術著作須為已發表，或已

被接受且出具證明者為限。學術著作之等級，參照「東海大學管理學院專任教

師學術著作獎勵審查細則」，區分為頂尖、A、B、C 及 D 級，各等級評定標準

如下： 

1. 頂尖著作：論文刊登於 SCI 或 EI 或 SSCI 或水準相當之期刊之 Impact 
Factor，在申請人所指定領域之前 10%。 

2. A 級著作：論文刊登於 SCI 或 EI 或 SSCI 或水準相當之期刊之 Impact 
Factor，在申請人所指定領域之前 50%或刊登於統計與機率領域之前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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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論文刊登於 AHCI 暨專利作品。 

3. B 級著作：a.論文刊登於 SCI、EI、SSCI 或水準相當之期刊之 Impact Factor，
在申請人所指定領域之前 80%或刊登於統計與機率領域非 70%之前或收錄

於 TSSCI 期刊。b.論文刊登於最新年度公佈 FLI 期刊(財務類)、或論文刊登

於最新年度公佈 EconLit 期刊（經濟與財務商管類）、MathSciNet 期刊（統

計類）或中華會計學刊(Taiwan Accounting Review)。 

4. C 級著作：a.其他刊登於 SCI 或 EI 或 SSCI 或水準相當之期刊之論文。b.
論文刊登於最新年度公佈 INSPEC 期刊（資管類）。c.論文刊登於中國大陸

公布之 CSSCI 期刊著作。 

5. D 級著作：初版專書或其他不屬於頂尖著作、A、B 及 C 級，且具有審查

制度之著作。 

 二、申請升等之代表作，升等申請人必須為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並應以其在本校

服務期間之研究成果為限，服務機構應以本校為名。 

 三、送審之代表作需檢附出版期刊之封面及編輯委員之影本，若有共同作者，應取

得其他作者之「合著人證明」。若學術著作歸屬於 SCI、SSCI 或水準相當之期

刊，應提供該篇著作當年度最新公告之 Impact Factor 及申請人所指定領域之期

刊 Impact Factor 排序，以作為學術著作等級認定之標準。 

 四、博士論文或以博士論文為基礎發表之論文，不得做為升等代表作之用；惟若以

博士論文作更深一層推衍之論文，則不在此限。 

 五、申請晉升教授者七年內必須有三篇以上 B 級期刊論文(或兩篇 A 級期刊論文或

一篇頂尖加上一篇 B 級期刊論文)。申請晉升副教授者，七年內必須有二篇以上

B 級期刊論文(或一篇頂尖期刊論文)，方符合本系升等門檻標準（70 分）。 

 六、七年內研究成績之評定標準如下： 

1. 期刊論文計分，頂尖著作每篇得 10 分，A 級著作每篇得 8 分，B 級著作每

篇得 6 分，C 級著作每篇得 4 分，D 級著作每篇得 2 分。 

2. 國科會研究計畫每件 1 分。 

3. 前述之論文如有作者二人以上合著，以〔2/(n+1)〕×該篇原始分數為第一作

者之得分，第二作者之得分為第一作者之 80％、第三作者之得分為第二作

者之 80％，餘類推。通訊作者與第一作者之得分相同。 

 七、研究成績為 70＋[七年內研究成果作者序加權得分] ，研究成績超過 100 分，

以 100 分計。(「東海大學統計學系教師升等研究項目評審表」（附件一）) 

第四條 系升等審查委員分別計算教學及服務之成績如下： 

教學：依「東海大學統計學系教師升等教學項目評審表」（附件二）之評審標準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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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其中「學生教學反映」項目分數計算方式如下： 
取近三年來教學評鑑之每科最優項目，以

( ) ( ) ( ) ( ) ( ) 25
100
20

EDCBA
E 1D 2C 3B 4A 5

××
++++

++++
分計算之。 

服務：依「東海大學統計學系教師升等服務項目評審表」（附件三）之評審標準給

分。 

教學與服務項目評審表兩者總分均達 70 分以上者，方符合送審資格。 

第五條 再根據第二條第二項之比率計算其總成績，總成績達 80 分以上者方符合送審資格。 

第六條 通過系教評會升等審定後，報請管理學院院長提交管理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第七條 升等案經系教評會審查未獲通過時，需提請院、校教評會核定，以學校名義函知送

審人。送審人於接獲前項通知後，擬提申請覆議者，應檢具相關資料及理由於收到

審議結果十五日內為之。 

第八條 升等案經系教評會審議未獲通過者，若以相同或相似題目之代表作再次送審時，應

檢附前次送審著作三冊及新舊著作異同對照表三份備審。 

第九條 本要點未盡事宜，依「東海大學教師升等實施辦法」、「東海大學教師升等辦法暨著

作審查注意事項」暨「東海大學管理學院教師升等審查要點」之規定辦理。 

第十條 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提交院、校教評會審議後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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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7-2-4  東海大學教師彈性薪資實施辦法 

   

東海大學教師彈性薪資實施辦法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一月十日第 17 次行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一 OO 年一月五日第 1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一 OO 年三月十日第 4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一 OO 年四月十一日教育部臺高(三)字第 1000057751 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一 O 二年十一月十三日第 15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一 O 三年一月三日教育部臺教高(五)字第 1030000852 號函備查 

 

第 一 條 為提昇東海大學（以下簡稱本校）學術績效，培育優質人才，因應薪資差異化

趨勢，特依據教育部頒佈之「延攬及留住大專校院特殊優秀人才實施彈性薪資

方案」制訂「東海大學彈性薪資實施辦法」（以下稱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辦法所稱彈性薪資之發給，係指不改變現行月支本薪(年功薪)、學術研究費

及各項兼任職務加給等基本薪資結構而另外發給之薪資。 

前項彈性薪資之經費來源為教育部「邁向頂尖大學計畫」、「獎勵大學教學卓越

計畫」或其他可支付彈性薪資的經費來源。 

第 三 條 彈性薪資之核給以每年十二個月為原則。 

第 四 條 本辦法適用對象包括： 

新聘及現任之專任教學、研究人員及編制外全職經營管理人才。 

第 五 條 本校教學、研究人員，符合下列規定之一者，經評比後發給彈性薪資： 

一、凡具有下列事實之一，為教學表現優良者： 

1.獲得本校教學傑出獎、教學優良獎。 

2.獲得本校教學創新獎。 

3.協助本校教學卓越計畫、亮點計畫，或其他重要課程改進計畫。  

4.出版教學用教材並被其他校院廣泛採用。 

5.其他特殊具體優良教學事蹟。 

二、凡具有下列事實之一，為研究表現優良者： 

1.近三年研究成果曾獲「東海大學學術著作獎勵」之 C 級以上獎勵。 

2.近五年執行國科會計畫、其他政府機關委託研究計畫或產學合作計畫等三

件以上。 

3.其他特殊具體優良研究事蹟。 

三、凡具有下列事實之一，為服務表現優良者： 

1.獲本校優良導師。 

2.兼任行政工作或協助推行本校重要校務計畫者。 

3.校外各項服務（兼任學會幹部、政府機關兼任顧問、委員、講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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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其他特殊具體優良服務事蹟。 

本條彈性薪資佔年度彈性薪資總額百分之四十。 

第 六 條 本校教學、研究人員，獲有下列榮譽者，每月得核給彈性薪資： 

一、中央研究院院士。 

二、教育部國家講座。 

三、教育部學術獎、國科會傑出特約研究員。 

四、國科會傑出研究獎。 

五、國際性學術榮譽，其性質與本項各款學術地位相當者。 

六、本校講座教授。 

七、本校特聘教授。 

本條彈性薪資佔年度彈性薪資總額百分之二十。 

第 七 條 依據本辦法新聘特殊優秀之教學、研究人員，經聘用後，得核給彈性薪資。 

前項新聘特殊優秀之教學、研究人員，係指其資歷與第六條第一項各款學術地

位相當者。 

新聘特殊優良教研人員，係指第一次聘任於國內之大專院校者，但不包括公立

學術、政府機關（構）退休人員。 

對於第一次新聘延攬之特殊優秀人才，本校提供研究室或實驗室之基礎設備

費，並視需要邀請校內資深教師擔任其教學與研究導師。 

本條獎勵金佔年度彈性薪資總額百分之二十。 

第 八 條 本校新聘編制外行政經營管理人才，其有關條件以契約定之。 

本條彈性薪資佔年度彈性薪資總額百分之二十。 

第 九 條 依本辦法獲補助之薪資與校內同職等人員之最低薪資差距至少為百分之五。 

依本辦法核給彈性薪資之人數以百分之十五為上限。 

第 十 條 為審查本辦法所訂各項彈性薪資之核給，由校長召集相關單位決定彈性薪資金

額總數、實施程序與個別適用教師補助之薪資額度、核給期間，人事室公告收

件。「學術審議委員會」負責審議所有申請案件，包含對本年度新申請教師進

行資格審查，以及原適用教師是否符合繼續核給之資格。 

本辦法所訂各類彈性薪資之比例，該年度若有餘款，經校長核定後得移作其他

彈性薪資項目使用，但仍應依據經費來源使用相關規範之規定辦理。 

第十一條 學術審議委員會每年定期審議所有申請案件，包含本年度所延攬或留任之各類

特殊優秀人才資格，以及上一年度原適用教師是否符合繼續核給之審議。 

獲獎勵人員於獎勵期間最後 1 個月內應繳交獲獎年度教學、研究、服務等成果

報告，作為評估當年度績效之參考。 

獲獎者應在審查時之表現基礎上，在獲獎的年度內有具體的進步，並通過「學

術審議委員會」之審議，以作為下年度繼續核給彈性薪資的依據。 

第十二條 依本辦法獲得獎勵者，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由學術審議委員會審議，下一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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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條   

不再繼續核給彈性薪資： 

一、 前一學年度授課時數未達基本授課時數規定者。 

二、 前一學年任一科目之教師評量成績未達 80 分者。 

三、 依照「東海大學學術著作獎勵辦法」，前一年度未發表任何一篇 C 級以

上著作，或未獲得國科會、政府補助、委託之研究計畫者。 

四、 依據「東海大學教師評鑑準則」，教學、研究、服務、輔導之任一項目

未達 70 分，或四項目評鑑之加權平均成績未達 80 分者。 

五、 未按照本辦法規定繳交成果報告，致無法評估當年度績效者。 

六、 違反本校相關規定情節重大者。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並報教育部備查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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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7-2-5  東海大學特聘教授設置辦法 

 

東海大學特聘教授設置辦法 
100 年 3 月 11 日第 4 次行政會議通過 
100 年 3 月 29 日第 187 校務會議通過 

100 年 6 月 10 日第 32 屆第 6 次董事會議通過 
104 年 4 月 8 日第 5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為鼓勵本校教授致力於提昇學術水準，爭取更高榮譽。特訂定「東海大學特聘教授

設置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特聘教授由教授年資三年(含)以上之教授擔任，並應符合下列資格之一者，得聘為

特聘教授： 
一、曾獲國內、外著名學術獎項者。 
二、藝術成就表現傑出曾獲得國家級或國際性獎項者。 
三、產學合作績優曾獲本校產學合作傑出獎者。 
四、曾在八年內獲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研究主持費達六次以上者。 
五、教學表現優良曾獲本校特優教學獎(教學傑出獎)或本校教學創新獎(教學優良獎)

累計三次（含）以上者。 
六、其他學術表現與本項各款規定相當者。 
前述條件均自取得教授資格後起算。 

第三條 特聘教授之特別津貼依本校彈性薪資辦法給付。但其資格若不屬於科技部及教育部

之獎勵規範內，則依本校其他可支付彈性薪資之經費獎勵。 
特聘教授之特別津貼一年發放十二個月。 
特聘教授如獲聘為本校講座或退休、離職時，其特別津貼隨即終止。 

第四條 特聘教授應致力本校教學、服務水準與研究競爭力之提昇，負擔之任務由校長、院

長與特聘教授商議，除特殊狀況經校長核定外，得就下列三項任務中擇一擔任： 
一、擔任相關學術研究領導工作。 
二、開授通識課程。 
三、擔任行政工作。 

第五條 本校特聘教授總人數以本校專任教師人數的 5%為上限，必要時從缺。 
第六條 特聘教授如係新進專任教師者，其教師資格審查部份，仍應循三級教評會程序辦理；

其加聘為特聘教授者，則依本辦法第七條辦理。 
第七條 各系所須檢附被推薦人之學經歷、著作目錄、重要論著、具體教學與學術研究成就

（藝術成就）之相關證明文件，經系、院教評會通過後送人事室辦理。 
人事室彙整至研發處及教務處進行學術表現審查後，由校長召集副校長、教務 
長、受推薦者所屬院長、研發長及外聘委員等人組成小組審核決定人選，送校 
教師評審委員會備查，自次學年度八月起聘任。 
特聘教授聘期一次至多兩年。特聘教授聘期屆滿前半年如須展延聘期者，依照前項

辦理。但連續六次獲聘為本校特聘教授者，為終身特聘教授。 
第八條 校長應於全校性公開活動中，頒予特聘教授證書。 
第九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校務會議通過，報請董事會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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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7-2-6  東海大學新聘助理教授減授鐘點辦法 

 

東海大學新聘助理教授減授鐘點辦法 
99 年 1 月 13 日第 1 次行政會議通過 

102 年 4 月 10 日第 6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 為減輕新聘助理教授學負擔，鼓勵術研究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新聘助理教授，係指獲得國內外博士學位後初次擔任專任助理教授（不

含客座、約聘）者。 

第三條 符合前條規定之教師到任後二學年內，每週授課時數減三小時。 

第四條 適用本辦法之新聘助理教授在減期間不得支領超支鐘點費，亦不得兼任校內行政工

作及在校外兼課（職）。                                                                                                                                                    

第五條 適用本辦法之新聘助理教授於減授期間至少向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補助申請乙件，

或具相當學術水準之期刊投稿乙篇，或以藝術作品於國家級場地展（演）出乙次，

並提供相關佐證資料，送交研究發展處備查。 

第六條 適用本辦法之新聘助理教授於減授期間或結束後二年內離職者，須於減授期間或結

束後二年內離職者，須於減授期間或結束後二年內離職者，須全部繳回其所領減授

時數之換算鐘點費用。 

第七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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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錄 7-2-7  東海大學圖書館借書規則 

 

東海大學圖書館借書規則 
87 年 5 月 20 日第 15 次行政會議准予備查 

97-01-10 圖書委員會會議通過 

97 年 4 月 9 日第 6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  為維護師生使用圖書館資源之權益，並提昇圖書館營運效率，特訂定本規則。 

第二條  本校專任教職員工及約聘人員憑服務證、具學籍之學生憑學生證辦理借書。 

第三條  本校兼任教師、附設機構或實習單位、研究助理及各計劃人員等非編制人員，本校

退休人員、選修學分、推廣教育班等學員及經行政會議核可之校務合作人員得向本

館申請核辦借書手續。 

申辦方式如下： 

一、1.兼任教師持聘函，2.附設機構或實習單位由單位負責人提出，3.研究助理及各

計劃人員由計劃主持人提出，4.退休人員持本校退休證明。 

二、申請核可後須親持 1 吋照片至借還書櫃檯處登錄。 

三、選修學分、推廣教育班等類學員由單位主管以團體方式提出，不接受個別申

請。 

第四條  多重身份者，擇一辦證。 

第五條  借書冊數及期限如下（寒暑假另行訂定）： 

專任教職員工：六十冊、六週、得續借五次 

兼任教師、附設機構、實習單位、計劃人員：二十冊、六週、得續借三次 

退休人員：二十冊、六週、得續借三次 

研 究 生：五十冊、六週、得續借三次 

大學部學生：二十冊、三週、得續借一次 

推廣部等類：十冊、三週、得續借一次 

準入學生：五冊 

第六條 參考書、善本書、期刊、報紙、電子資料及特殊性質之資料，限於館內閱覽。 

第七條 借閱人得於借書到期前(含)第五天起，辦理續借。擬續借之書已被他人預約，或已逾

期，則不得辦理續借。續借手續，借閱人可利用網路於「東海大學圖書館書目查詢系

統」之「個人借閱狀況」自行辦理。 

第八條 逾期還書，每冊每逾期一日，借閱人須繳納滯還金新臺幣伍元。未繳清滯還金者，不

得辦理借書。 

第九條 借閱人擬借之圖書已被他人借出者，得辦理預約；未能依約辦理借書手續三本次者，

本館得停止其預約權利九十天。 

第十條 借閱圖書，如予圈點、批註、污損、遺失、長期未還、或有其他損壞情事，借閱人須

依「東海大學圖書館館藏資料賠償辦法」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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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條 如因清點、整理館藏等特別需要，本館得公告暫停借閱或通知借閱人歸還所借圖

書。 

第十二條 借閱人之服務證、學生證、借書證不得轉借他人，違者停止其在本學期內之借書權，

並追還所借圖書。借書人之服務證、學生證、借書證如有遺失，應立即通知本館掛

失，否則若為他人所持用，致使本館蒙受損失，原持證人應負責賠償。 

第十三條 借閱人於離職、退學、休學、畢業離校時，應先歸還所借圖書及完成辦理相關手續，

再行辦理離校、離職手續。 

第十四條 未經辦理借出手續，逕行攜帶資料離館，經查證屬實者，校內人士禁止該學期借書

權，校外人士移送法辦。 

第十五條 借用資料須遵守著作權保護法之相關規定。 

第十六條 借書逾期經多次通知拒不歸還者，將以書函通知教職員工單位主管、學生家長（或

監護人）協助處理。 

第十七條 本規則經圖書委員會會議通過、行政會議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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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7-2-8  東海大學財產管理辦法 

 

東海大學財產管理辦法 
民國 84 年 5 月 3 日第 13 次行政會議通過 

民國 100 年 8 月 10 日第 12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東海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財產之有效管理，建立健全制度，特訂定財產管理辦

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除依據教育部頒布之『私立學校會計制度準則』及行政院頒行之『財物標

準分類』、『事務管理手冊』，並考量本校實際狀況訂定之。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財產(應列入財產帳)者，係指土地、建物及設備、圖書及博物、暨購

置金額在一萬元(含)以上且使用年限在兩年(含)以上之機械、儀器設備、交通、運

輸設備及雜項設備等；及僅列管之購置金額單價低於一萬元(不含)以下，三仟元

以上(含)且使用年限可達兩年(含)以上之設備均屬之；若單價未達三仟元但整批採

購總價達八萬元以上(含)且使用年限可達兩年(含)以上之設備仍應列入財產帳。 

          各項智慧財產準用本辦法之規定。 

  第四條  本辦法所稱財產管理範圍如下： 

          一、財產之分類編號及登記。 

          二、財產之保管。 

          三、財產之增加。 

          四、財產之養護。 

          五、財產之移轉。 

          六、財產之減損及處理。 

          七、財產管理查核及賠償。 

  第五條  本辦法所稱之各單位，係指各處、室、館、中心、院、系、所、部等教學及行政

單位。 

  第六條  財產管理權責劃分： 

          一、總務處：為財產管理之主體，並負有定期或不定期盤點、稽查、考核之責。 

          二、會計室：掌握財產統制帳目，審核購置、報廢之財產，並依法行使「內部審

核」職權。 

          三、圖書館：負責圖書、博物之管理及相關表報之編製，並逕向會計室負責。 (相

關表報之編製請見本辦法第三十四條)。 

          四、體育室：負責體育器材之管理及相關表報之編製，並逕向會計室負責。 

          五、研究發展處：負責本校研發成果申請專利之專利權維護與管理。 

          六、各單位：負有保持良好狀態之實物保管及與帳數相符之責，並負有三仟元以

下且使用年限可達兩年(含)以上設備之造冊管理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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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財產之分類編號及登記 

  第一節  分類編號 

    第七條  各單位購置之財產，經完成取得手續後，由總務處保管組分類編號並登記列產。

財產分類如下： 

            一、土地。 

            二、建物及設備。 

            三、機械、儀器及設備。 

            四、圖書及博物。 

            五、交通運輸設備(含陸運、水運、氣象、電信等設備)。 

            六、雜項設備(非上列設備均屬之)。 

    第八條  各類財產之編號，依行政院頒行之『財物標準分類』中所採四級分類、五級編

號制，其分類科目之名稱為類、項、目、節，第五級為各該個體財產名稱之編

號。各類財產名稱均以行政院頒行之『財物標準分類』中所載名稱為準，避免

同物異名，或同號異物。 

  第二節  財產登記 

    第九條  財產登記應依下列憑證為之： 

            一、財產增加之登記：請購單、購置財物列產記錄單、廠商請款憑證、付款申

請單、財產增加單。 

            二、財產異動之登記：財產移轉單。 

            三、財產減少之登記：財產報廢申請單、財產減損單。 

    第十條  財產應本物、帳相符之原則，以電子檔方式，建立財產資料庫。 

    第十一條  財產經分類編號登記後，均應黏貼「東海大學」財產標籤標示之；標籤製作

由總務處保管組統一辦理，如財產無法黏貼標籤時，則標示於該財產放置地

點附近之明顯處，或各該單位妥為保存備用。 

第三章  財產保管 

    第十二條  總務處保管組為本校財產管理業務單位，職責如下： 

              一、財產之編號及登記。 

              二、財產數量之驗收。 

              三、財產增減、異動之登記作業。 

              四、非營業使用之不動產賦稅之報繳，或減免申請及相關資料之申請及不動

產保存登記之申辦與資料保管。 

              五、核實各單位財產管理、使用狀況。 

              六、各單位財產管理查核與獎懲建議。 

              七、財產統計表報之編製。 

              八、動產及不動產之投保。 

    第十三條  各單位人員對財產保管權責及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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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使用單位或經管單位主管為各該單位當然之「財產管理監督人」，應確實

瞭解並注意各該單位財產使用及管理狀況，負適時糾正之責；且應指派

該單位專任人員為各該單位之「單位財產管理人」，並知會總務處保管組

為日後財產管理業務之「單位財產管理人」。 

              二、各單位之「單位財產管理人」應接受總務處保管組之相關業務培訓課程。 

              三、「單位財產管理人」應經常保持財產物、帳相符，確時掌握各該單位財產

流向、使用狀況；若遇調、離職時，應由各該單位主管另派專人接管，

並填具「財產交接清單」送總務處保管組辦理變更「單位財產管理人」

登記後，原單位財產管理人責任方得解除。 

             四、「財產保管人」應對所使用或經管之財產負驗收、保管、養護、報廢之責；

若遇調、離職時，應辦理完成財產交接，方得辦理承接新職或離職手續。 

    第十四條  各經管單位或使用單位主管調、離職前，單位財產應辦理清點無誤並於移交

清冊中適當表示後，分存總務處保管組乙份備查。 

    第十五條  圖書及博物、體育器材之管理辦法由圖書館、體育室自行訂定之。 

第四章  財產增加 

    第十六條  財產購妥付款申請前，應詳細填寫「購置財物列產記錄單」送保管組辦理財

產登記後一併請款；填寫「購置財物列產記錄單」應注意要點如下： 

              一、各單位合併採購時，應依放置地點或使用單位之不同分單填寫。 

              二、應以中文書寫財產名稱；驗收內容應載明廠牌、型號、規格、功能、材

質、製造號碼；財產若是經多項產品組合方能使用，將以整組、整套做

為列產單位，應詳填該組合所含財產內容。 

              三、一次採購多項之不同財產，應逐項詳細填寫，不得以乙批做為列產單位。 

              四、單價、總價應含施作、材料、安裝等費用，並請取至整數位，並以稅後

新台幣金額為計價依據。 

              五、購置屬由網路下載之軟體，應檢 附以下至少一項之書面文件，包括原廠、

經銷商授權書、購買證明或可供檢視之有註記原廠下載帳號與密碼或授權

碼書面文件。 

    第十七條  購置財產未經總務處保管組辦理財產登記作業完成簽章確認前，不得付款。 

    第十八條  財產雖非因購置(如捐贈)取得時，仍應備相關資料送保管組辦理財產登記。 

第五章  財產養護 

    第十九條  使用或經管單位之「單位財產管理人」及「財產保管人」應檢查所管理或使

用之財產保養狀況，適時提請保養或修繕，並作成記錄備查及建議改進。檢

查方式如下： 

              一、定期檢查：每學年度辦理一次，檢查重點為財產狀況及帳、物核對。 

              二、緊急檢查：發生風、水、火、震災及空襲過後為之。 

              三、不定期檢查：使用或經管單位主管認為有必要時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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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條  為免本校財產發生意外災害時遭受重大損失，總務處保管組應據實簽報提請

投辦各項保險。 

    第二十一條  為防範財物遭竊或遺失，使用或經管單位應注意下列要點： 

                一、放置財產場所之門鎖鑰匙應責由專人保管、開閉，並在兼顧安全及觀

瞻原則下加裝防盜設施。 

                二、應設置「財產使用登記管制簿」，詳實登載備查。 

                三、財產若因研究或公務之需，於非上班時間使用時，應作成記錄備查，

以明責任。 

第六章  財產移轉 

    第二十二條  各單位所使用經管之財產，未經辦理移轉登記前原使用經管單位責任不得

解除；如有移轉之必要，應依下列程序辦理： 

                一、移出單位填寫「財產移轉單」，連同財產相關資料送至移入單位。 

                二、移入單位主管經財產點清簽章確認後，送總務處保管組辦理移轉登記。 

    第二十三條  各單位所使用或經管之財產，如有必要外借均應逐級簽請核准始得為之，

唯回復原狀之責任仍屬原使用經管單位。 

第七章  財產減損及廢品處理 

  第一節  財產減損 

    第二十四條  財產之減損包括：變賣、報廢、損失、贈與。報廢為經常處理之方式。財

產報廢核准權責依下列區分： 

                一、列管之財產，總務長核准後即予銷帳。 

                二、購置金額單價為一萬元(含)以上列帳之財產，需逐級報請校長核准後

始予銷帳，並定期提報董事會核備。 

    第二十五條  財產「最低耐用年限」，為至少應使用年數，但非「使用年限」一到即可申

請報廢；財產報廢在下列情況時始可填寫「財產報廢申請單」提出申請： 

                一、財產已達應使用年數，且確實無法使用。 

                二、財產已達應使用年數，雖尚可使用，唯因科技進步，為教學或研究之

必需而進行汰舊換新，並經逐級簽請校長核准定案後。 

                三、財產因遭竊、遺失或發生災害致不存在，經簽請校長議處核准定案後。 

                四、財產雖未達使用年數，但因使用頻繁致損壞無法使用，維修費用又不

經濟，應檢附維修估價單經逐級簽請校長核准定案後。 

                五、財產早已超過應使用年數，雖可使用但因老舊致有礙觀瞻時，從總務

處認定。 

    第二十六條  使用或經管單位提出財產報廢申請後，由總務處保管組派員前往勘驗該申

請報廢之財產損壞程度，經簽註意見呈請核准辦理除帳。未奉核前，廢品

仍應妥為保管，不得隨意丟棄。 

  第二節  廢品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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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七條  有環保顧慮之廢品，以要求提供新品或原供貨之廠商折價或無條件或付費

回收為原則。 

    第二十八條  汰舊換新尚堪用之廢品，以報請變賣或贈送為原則；如無法變賣則消除財

產標籤、註記並拆卸後集中定點，總務處定期招商付費清運；或視實際情

況適時簽奉核定後處理之；有環保顧慮之廢品，其報廢回收作業要點另訂

之。 

第八章 財產管理查核及賠償 

  第一節  財產管理查核 

    第二十九條  各使用、經管單位主管應重視財產管理督導工作，俾使各單位之「財產管

理、使用人」提高警覺，以免財產遭受不意之損失。 

    第三十條  總務處保管組應經常對各使用、經管單位進行不定期之財產抽點工作，主動

發掘問題提請檢討，謀求改善且列入記錄備查，並於適當時間予以複查。 

  第二節  賠償 

    第三十一條  各單位對所使用、經管之財產未經核准，任意異動或損失不報或意圖侵佔

者，由總務處保管組建請議處。 

    第三十二條  各單位之財產保管人，對所經管或使用之財產未盡善良管理人應有之注意

或未經核准，擅將校產移出校外，致財產發生損失者，應負賠償責任；賠

償之標準以恢復原狀為原則或依行政院頒佈之『財物標準分類』中「最低

耐用年限」，按使用年數以平均法折舊計算，且不得低於原財產購置價格之

百分之廿為限，並得自薪資中扣除。 

    第三十三條  侵佔、竊取、盜賣公有財產，經查有據者，移請依法究辦。 

第九章  其他 

    第三十四條  定期表報： 

                一、應按月依當月之「財產增、減單」編製「財產增、減月報表」，送會計

室覆核，以確保財產帳目之正確性。 

                二、各經管、使用單位之財產明細表應按每學年度列印乙次，分由各經管、

使用單位領取。 

                三、每一學年度應提報「財產增、減清冊」送會計室及董事會核備。 

    第三十五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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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7-2-9  東海大學電子類財產經核准報廢回收作業要點 

 

東海大學電子類財產經核准報廢回收作業要點 
                                                           98 年 11 月 6 日校長核定 

第一條  依據本校財產管理辦法第 28 條廢品處理規定及為符合環保效益，特訂定「東海大學

電子類財產經核准報廢回收作業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第二條  單位辦理電子類財產報廢回收作業流程如后： 

一、保管組依據使用單位提出財產報廢申請派員查看後，於申請單備註欄註記須回

收財產之物品。 

二、經核准財產報廢物品註記須回收財產之物品，由使用單位事先聯絡保管組﹝原

則訂於每週二下午 2～4 時﹞，送至科技路貨櫃屋，交由保管組、環保組人員

會同檢查簽收報廢物品【所有報廢物品之零組件必須完整】。 

三、環保組依據回收物品數量報表，製作報廢物品標單文件，簽報學校同意辦理報

廢物品標售，經公告由回收廠商領取標單，再由環保組召集採購組、保管組、

稽核辦理標售會議，並作成記錄。 

四、經得標廠商向出納組繳費後，向環保組領取報廢物品。 

第三條 電子類財產報廢必須回收財產物品項目為： 

       一、電腦主機系統 

二、電腦工作站 

三、個人電腦﹝包括桌上型、攜帶型、掌上型、PDA、GPS﹞ 

四、各式磁碟機﹝含硬碟、隨身硬碟﹞ 

五、電腦液晶螢幕、CRT 螢幕 

六、掃瞄器 

七、光碟機 

八、 DVD、CD 燒錄機 

九、網路交換器 

十、雷射、噴墨印表機 

十一、數位影音播放器﹝MP3、MP4、MP5﹞ 

十二、不中斷電源設備 

十三、繪圖機 

十四、無線基地台 

十五、數位相機、攝影機 

十六、錄放影機、錄音機﹝筆﹞、音響設備 

十七、單槍投影機 

十八、液晶電視機 

十九、監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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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電話傳真機  

二十一、行動電話機 

二十二、影印機 

二十三、其他經核准報廢回收者 

第四條 上列經核准財產報廢物品，若屬大型或不易搬遷之物品，得暫時置放於使用單位，經

環保組配合依據本要點第二條第三、四款規定完成辦理後，再由得標廠商負責搬運。 

第五條 如有經政府立案之弱勢團體或偏遠中小學，以公文函請本校捐贈上列之各項報廢電子

類物品，由保管組簽報學校同意後辦理。 

第六條 本要點經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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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7-2-10  東海大學教授休假辦法 

 

東海大學教授休假辦法 

                                           民國 82 年 11 月 20 日第 117 次校務會議通過 

                                        民國 91 年 3 月 19 日第 151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99 年 3 月 30 日第 183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2 年 3 月 26 日第 195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 一 條  本校為獎勵教授專心從事研究、進修或考察之工作以提昇教學研究水準，特訂定

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辦法所稱之教授，係指本校獲得教育部教授證書之現職專任教授。其他客座、

講座、特約及延長服務等教授均不適用本辦法。 

第 三 條  教授休假年資之起計如左： 

一、由本校報請教育部審定之教授，以教育部所頒教授證書上之記載為準，如起

資年月在學期中者，為教學方便，應自次學期初算起。 

二、應聘為本校教授之前，已取得教育部教授證書者，自本校聘約生效之日起計。 

第 四 條  教授在校連續任教每滿六年（含）以上，得申請帶職帶薪休假一學年。 

前項規定，如教授基於需要，在任教滿三年（含）以上時得申請分段休假一學期，

另一學期則於分段休假前後年資合計滿六年（含）以上始得申請。 

新任教授或前次休假教授，若至屆齡退休時適屆滿六年者，得申請第二項之分段

休假一學期。 

第 五 條  教授休假原則上免除兼職或兼課。如有特殊理由必須留校繼續授課者，則以不超

過二門課內六小時為限。 

第 六 條  教授休假之申請，應於前一學期，依照人事室通知期限（每年四月及十月），向系、

所、共同學科暨通識教育中心、體育室（以下簡稱教學單位）主管提出申請，經

行政程序陳請校長核定。 

第 七 條  教授於休假以外之期間，除寒、暑假一至三個月短期研修外，其餘經核准以帶職

帶薪部分辦公時間或公餘進修者（含科技部補助進修），其進修期間均視同休假。 

前項科技部補助，如係以副教授身份申請，進修時適升等為教授，則其帶職帶薪

進修期間，得不視同休假。 

第 八 條  依本校「專任教師借調辦法」申請並經核准借調其他機關（構）、學校服務之教授，

其借調期間扣除不計其休假年資，但前後任教年資得併計為休假年資。 

第 九 條  合於休假資格之教授，因教學或行政之特別需要，得由個人或學校，經行政程序

申請或提請延期休假一次一學年，延期休假之期間得併入下次休假年資。 

第 十 條  同一學年或同一學期，各教學單位休假教授人數，視該教學單位講師以上教師人

數而定，七人以內者，同一學年或同一學期至多休假一人；八至十四人者至多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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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二人；十五至二十一人者至多休假三人；二十二人以上者至多休假四人。 

第十一條  休假教授原擔任之課程，由所屬教學單位相關教師分任，不得增聘專任員額。 

第十二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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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7-2-11  99-103 學年度教師國外短期訪問彙整 

學年度 姓  名  地點 研究單位 日期行程 

99 俞一唐 ATLATA USA 
訪問喬志亞理工學院工業工程

Joseph 博士 

100/01/22 至

100/01/31 

100 蘇俊隆 Irvin USA 
訪問加州大學爾灣分校統計學 

Wesley D. Johnson教授 

101/01/22 至

101/01/24 

100 俞一唐 ATLATA USA 
訪問喬志亞理工學院工業工程

Joseph 博士 

101/01/13 至

101/01/21 

101 俞一唐 ATLATA USA 
訪問喬志亞理工學院工業工程 

吳建福院士及Joseph 博士 

102/01/18 至

102/01/28 

102 俞一唐 ATLATA USA 

Rutgers University, NJ, USA and/or 

Georg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GA, USA. 

103/01/18 至

103/01/26 

103 俞一唐 ATLATA USA 
訪問喬志亞理工學院工業工程

Joseph 博士 

104/02/07 至

104/02/14 

【以上國外短期訪問皆由科技部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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