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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科際整合法律學研究所 

104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所務會議紀錄 (通訊會議) 

 

通訊投票時間： 

自 2016年 2月 25日（星期四）下午 3時 

至 2016年 3月 1日（星期一）下午 5時 

 

通訊投票通知對象： 

曾宛如所長、王泰升教授、陳聰富教授、黃銘傑教授、 

許士宦教授、林仁光教授、許宗力教授、沈冠伶教授、 

王皇玉教授、張文貞教授、吳從周副教授、黃詩淳副教授、 

吳建昌副教授、學生代表王仁毅 

 

一、 確認前次會議紀錄 

二、 報告事項：略 

三、 討論事項 

第一案：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科際整合法律學研究所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

法修正案（提案人：院辦公室） 

說  明： 

一、依據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修正科法所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 

第一、三、四、六、九條。 

二、修正條文對照表如下，是否同意？請 討論。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國立臺

灣大學各系（科、

所、學位學程、

室、中心）教師評

審委員會設置準

則」第八條第一項

規定訂定之。 

 

第一條  本辦法依「國立臺

灣大學各系（科）所教

師評審委員會設置準

則」第八條第一項之規

定訂定。 

 

依本校教師評審 

委員會設置辦法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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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條   國立臺灣大學法律

學院科際整合法律學研

究所（以下簡稱本所）

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

簡稱本會）職掌審議本

所專兼任教師新（改）

聘任、升等、續聘、不

續聘、停聘、解聘，教

授、副教授延長服務及

教授休假研究等暨其他

依法令應經本會審議之

事項。 

         

        前項關於教師之解

聘、停聘或不續聘之決

議應另報請院校教師評

審委員會同意，並依本

校組織規程第五十二條

及其他相關規定辦理。 

 

第二條   國立臺灣大學法

律學院科際整合法律學

研究所（以下簡稱本

所）教師評審委員會

（以下簡稱本會）職掌

審議本所專兼任教師新

（改）聘任、升等、續

聘、不續聘、停聘、解

聘，教授、副教授延長

服務及教授休假研究等

暨其他依法令應經本會

審議之事項。 

         

        前項關於教師之解

聘、停聘或不續聘之決

議應另報請院校教師評

審委員會同意，並依本

校組織規程第五十二條

及其他相關規定辦理。 

 

未修正 

第三條    本會由本所全體

專任教師組成，但委員

不得參與高於其等級之

教師聘任及升等案件之

審查與決議。  

 

本所專任教師於該

學年度將出國超過半年

以上或已出國超過半年

以上，應即喪失本會委

員資格。借調､合聘等不

在本校支薪之教師不計

入應出席人數且不具投

票權。  

 

教師經本校解聘停 

聘或不續聘，於主管教

育行政機關核准前暫時

繼續聘任者不得擔任委

第三條    本會由本所全體

專任教師組成，但委員

不得參與高於其等級之

教師聘任及升等案件之

審查與決議。  

 

        前項委員不包括初

聘及第一次續聘期中之

教師。 

 

        本所專任教師於該

學年度將出國超過半年

以上或已出國超過半年

以上，應即喪失本會委

員資格。借調､合聘等

不在本校支薪之教師不

計入應出席人數且不具

投票權。  

 

一、本院已於

104/03/18

廢止新聘教

師試聘辦

法，故刪除 

二、依本校教師 

評審委員會 

設置辦法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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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職務。 

 

本所教師新聘辦法 

    與教師升等作業要點另

訂之。 

 

        本所教師新聘辦法

與教師升等作業要點另

訂之。 

 

第四條  本會原則上每學期

開會一次，由所長召集

之，必要時得召開臨時

會。 

 

本會應有委員三分

之二以上出席始得開

議，出席委員過半數同

意始得決議。但解聘，

停聘或不續聘之決議應

經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

上同意始得為之。其有

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

第十三款規定之情事，

經各教評會議決解聘或

不續聘者，除情節重大

者外，應併審酌案件情

節，議決一年至四年不

得聘任為教師，並報主

管教育行政機關核准。 

 

本會委員在審查或討

論與自身利益有關之事

項時，應自行迴避。未

自行迴避者，主席得請

該委員迴避。 

 

本所教師新聘辦法

與教師升等作業要點另

訂之。 

 

第四條  本會原則上每學期

開會 

一次，由所長召集之，

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 

 

        本會應有委員三分

之二以上出席始得開

議，出席委員過半數之

同意始得決議。但解

聘，停聘或不續聘之決

議須經全體委員總額三

分之二以上之同意始得

為之。 

 

本會委員在審查或

討論與自身利益有關之

事項時，應自行迴避。

未自行迴避者，主席得

請該委員迴避。 

 

本所教師新聘辦法

與教師升等作業要點另

訂之。 

 

依本校教師評審 

委員會設置辦法 

修正 

第五條  教師之聘任分為初

聘與續聘，其聘任應本

公平、公正、公開之原

第五條  教師之聘任分為初

聘與續聘，其聘任應本

公平、公正、公開之原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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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 

 

教師之初聘及續聘

均應經所教評會審議通

過。其聘期，初聘為一

年，第一次續聘為一

年，以後續聘，每次均

為二年。不予續聘時，

應另經教師聘任評審委

員會審議通過。 

 

教師之新聘應於傳

播媒體或學術刊物登載

徵聘資訊，其內容應先

經本會或所務會議審查

通過。 

 

則。 

 

教師之初聘及續聘

均應經所教評會審議通

過。其聘期，初聘為一

年，第一次續聘為一

年，以後續聘，每次均

為二年。不予續聘時，

應另經教師聘任評審委

員會審議通過。 

 

教師之新聘應於傳

播媒體或學術刊物登載

徵聘資訊，其內容應先

經本會或所務會議審查

通過。 

 

第六條  本所教師升

等、改聘及續聘之

評審，應包括教

學、研究及服務三

項，不予升等、續

聘之決定，應以書

面通知當事人。書

面通知應載明升等

申請人如不服決

定，得於通知送達

之次日起三十日

內，向本校教師申

訴評議委員會提起

申訴，或向教育部

提起訴願。 

 

第六條  本所教師升等、改

聘及續聘之評審，應包

括教學、研究及服務三

項，不予升等、續聘之

決定，應以書面通知當

事人。 

 

依本校教師評審 

委員會設置辦法 

修正 

第七條  本會得依職權或受

評審人之申請，給予受

評審人表示意見之機

會。 

 

第七條  本會得依職權或受

評審人之申請，給予受

評審人表示意見之機

會。 

 

未修正 

第八條  本所教師對解聘、 第八條  本所教師對解聘、 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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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予續聘、不予升等及

其他決定不服者，得於

向校方教師申訴評議委

員會提出申訴時，先以

書面向本會提出申請。 

 

不予續聘、不予升等及

其他決定不服者，得於

向校方教師申訴評議委

員會提出申訴時，先以

書面向本會提出申請。 

 

第九條  本辦法經所務會

議、 

院務會議及本校行政會 

議通過後，自發布日施 

行。 

 

第九條  本辦法經所務會議

通過後提院務會議核

定，並報校備查後施

行，修正時亦同。 

 

依法規體例修正 

決  議：共 12 位委員回覆，同意 12 票，不同意 0 票，本案通過，再送院務 

        會議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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