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政治大學校長候選人資料表 
壹、候選人個人資料 

ㄧ、基本資料 

姓     名 性別 出生年月日 國     籍  
 

(中) 劉宗德 
(英)  Tzong-Der Liou 

男 43 年 2 月 9 日 中華民國 

身分證號碼 C100036030 護照號碼 13224960 

通訊資料 地址：國立政治大學 綜合院館北棟 271621 研究室 
電子郵件信箱：liou@nccu.edu.tw 

教授證書 字號：教字第 6063 號               起資年月：1990 年 8 月 

現
職 

服務機關學校 現職（職級） 專兼任 到職年月 

1.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 專任 教授 1990.08～迄今 

2.國立政治大學校務基金 
管理委員會 

兼任 委員 2010.12～迄今 

3.國立政治大學學術研究獎 
遴選委員會 

兼任 委員 2012.08～迄今 

4.中央選舉委員會 兼任 委員 2009.11～迄今 

5.教育部法規委員會 兼任 委員 2000.01～迄今 

6.教育部中央教師申訴 
評議委員會 

兼任 委員 2008.01～迄今 

7.教育部大學自主治理 
工作圈小組 

兼任 委員 2010.09～迄今 

8.教育部大學校院增設調整 
特殊項目審查工作小組 

兼任 委員 2011.02～迄今 

9.教育部改進大專校院 
教師資格審查制度工作圈小組 

兼任 委員 2011.03～迄今 

10.司法院核發專業法官 
證明書審查小組 

兼任 委員 2013.07～迄今 

11.考試院法規委員會 兼任 委員 2010.11～迄今 

12.考試院人權保障 
工作小組 

兼任 委員 2011.03～迄今 

13.監察院訴願審議委員會 兼任 委員 2014.08～迄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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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法務部公職人員財產 
申報案件審議委員會 

兼任 委員 2012.03～迄今 

15.法務部公職人員利益 
衝突迴避案件審議委員會 

兼任 委員 2012.03～迄今 

16.文化部法規委員會 兼任 委員 2012.06～迄今 

17.文化部古蹟歷史建築 
審議委員會 

兼任 委員 2012.05～迄今 

18.文化部遺址審議委員會 兼任 委員 2012.05～迄今 

19.科技部法規委員會 兼任 委員 2009.01～迄今 

20.科技部訴願審議委員會 兼任 委員 2009.01～迄今 

21.財政部國庫署菸酒管理法 
行政處分審議委員會 

兼任 委員 2011.01～迄今 

22.交通部臺灣鐵路管理局 
國家賠償事件處理小組 

兼任 委員 2012.05～迄今 

23.交通部公路總局 
公路汽車客運審議會 

兼任 委員 2014.02～迄今 

24.銓敘部公務人員協會 兼任 調解委員 2012.01～迄今 

25.銓敘部人事制度 
研究改進委員會 

兼任 委員 2009.01～迄今 

26.銓敘部公務員爭議 
裁決小組 

兼任 委員 2009.01～迄今 

27.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 
案件審查會 

兼任 委員 2010.11～迄今 

28.內政部警政署 
國家賠償事件處理小組 

兼任 委員 2012.06～迄今 

29.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刑事補償

事件求償審查委員會 
兼任 委員 2012.07～迄今 

30.社團法人台灣行政法學會 兼任 理事長 2011.02～迄今 

31.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 
基金會 

兼任 監事 2014.01～迄今 

32.財團法人中央通訊社 兼任 常務監事 2014.07～迄今 

33.學校法人景文科技大學 兼任 董事 2003.07～迄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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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社團法人中華民國管理科學

學會「華文商管學院認證計畫」

認證申訴委員會 
兼任 委員 2012.04～迄今 

35.臺北市政府 
訴願審議委員會 

兼任 委員 2007.09～迄今 

36.臺北市政府國家賠償事件

處理委員會 
兼任 委員 2007.04～迄今 

37.勞動部勞資爭議 
仲裁委員會 

兼任 委員 2011.05～迄今 

38.臺北市國際事務委員會 兼任 委員 2009.06～迄今 

39.新北市政府 
訴願審議委員會 

兼任 委員 2008.01～迄今 

40.中華民國仲裁人協會 兼任 仲裁人 2009.03～迄今 

41.中華民國紅十字會總會 兼任 顧問 2012.10～迄今 

大
學
以
上
學
歷 

學 校 名 稱 院  系  所 學位名稱 領受學位年月 

日本國立名古屋大學 法 學 院 法學博士 1986.04 

國立政治大學 法 學 院 法學碩士 1979.01 

輔仁大學 法 學 院 法學士 1975.06 

主
要
經
歷           

服務機關學校 職稱 專兼任 任職起迄年月 

1.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專任 副主任委員 2006.02～2008.07 

2.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 專任 特聘教授 2008.08～2011.07 

3.國立政治大學 兼任 教務長 1997.08～2000.10 

4.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 兼任 院長 1996.08～1997.07 

5.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系 兼任 系主任 1996.08～1997.07 

6.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 兼任 
碩士在職專班

執行長 
2003.09～2005.12 

7.日本國立名古屋大學 兼任 客座教授 
2002.04～2002.09 
2011.06～2011.09 

8.日本亞細亞大學 兼任 講座教授   

9.日本朝日大學 兼任 客座教授   

10.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 專任 副教授 1986.08～199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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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 專任 講師 1985.08～1986.07 

12.日本國立名古屋大學 專任 助教 1982.04～1985.07 

13.總統府復審委員會 兼任 委員   

14.司法院訴願審議委員會 兼任 委員   

15.考試院《文官制度》季刊社 兼任 社務顧問 2008.12～2010.12 

16.行政院法規委員會 兼任 委員 2009.01～2013.07 

17.行政院新聞局法規委員會 兼任 委員 2009.01～2012.12 

18.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訴願審議委員會 
兼任 委員 2009.07～2013.12 

19.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國家賠償事件處理小組 

兼任 委員 2010.06～2011.06 

20.交通部電信總局 
訴願審議委員會 

兼任 委員   

21.交通部公路總局 
國家賠償事件處理小組 

兼任 委員 2011.11～2013.10 

22.法務部國家賠償事件 
處理小組 

兼任 委員 2010.07～2011.06 

23.銓敘部訴願審議委員會 兼任 委員   

24.銓敘部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

諮詢小組 
兼任 委員 2010.01～2011.12 

25.銓敘部因公撫卹疑義案件

審查小組 
兼任 委員 2009.07～2011.06 

26.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組織改革規劃小組 
兼任 委員 2009.02～2010.01 

27.教育部訴願審議委員會 兼任 委員 2006.07～2008.06 

28.教育部國家賠償事件 
處理委員會 

兼任 委員 2006.07～2008.06 

29.教育部學術審議委員會 兼任 法政類常務委員 2011.01～2013.07 

30.教育部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兼任 委員 2009.11～2011.11 

31.海岸巡防署法規委員會 兼任 委員   

32.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 兼任 委員   

33.外交部訴願審議委員會 兼任 委員 2013.06～20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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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冤獄賠償

事件求償審查委員會 
兼任 委員 2011.07～2012.07 

35.臺北市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 兼任 委員   

36.臺北市私立學校審議委員會 兼任 委員   

37.臺北市政府採購申訴 
審議委員會 

兼任 委員 2009.08～2012.12 

38.技專校院入學測驗中心 兼任 法律顧問 2009.08～2011.07 

39.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

基金會法律學門評鑑 
兼任 召集人 2009.01～2010.12 

40.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

基金會 
兼任 研究員 2009.01~2010.12 

具 

備 

之 

資 

格 

條 

件 

※有關大學校長任用資格，應同時具備第 1 款各目資格之一及第 2 款資格，請勾選
符合之選項， 並請檢附證明文件： 

一、符合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 10 條第 1 項第 1 款各目資格之一 ： 
□ 第 1 目  中央研究院院士。 
▇ 第 2 目  教授。 
□ 第 3 目  曾任相當教授之教學、學術研究工作。 
二、符合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 10 條第 1 項第 2 款資格 ： 

▇ 曾任學校、政府機關（構）或其他公民營事業機構之主管職務合計三年以上。 

（主管職務年資之計算，計至參選人登記截止日為止。） 

註：1.本表如不敷使用，請以 A4 紙張自行延長。 

2.請附最高學歷學位證書、教授證書及經歷證明之影本。如為外國文件，請公證並附

中譯本。 

二、著作、作品及發明目錄 

（一）期刊論文 
1. 劉宗德，1981.03，中華民國國家賠償法，名古屋大學法政論集 87 號，401～413 頁。 

2. 劉宗德，1983.06，聯邦不法行為請求權法における裁量免責條項，名古屋大學法政論集 96 號，147

～244 頁。 

3. 劉宗德，1984.05，公法學の動向，法律時報 56 卷 6 號，117～118 頁。 

4. 劉宗德，1985.05 及 1985.08，イギリス國家責任法の一考察(1)、(2)，名古屋大學法政論集 104-105 號，

35～110 頁及 233～300 頁。 

5. 劉宗德，1985.11，中華民國における國家責任制度の一考察，名古屋大學法政論集 106 號，479～

534 頁。 

6. 劉宗德，1986.06，英國國家責任法之研究(上)，政大法學評論 33 期，259～296 頁。 

7. 劉宗德，1986.12，英國國家責任法之研究(下)，政大法學評論 34 期，151～184 頁。 

8. 劉宗德，1987.06，行政不作為之國家賠償責任，政大法學評論 35 期，95～13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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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劉宗德，1988.01，行政裁量之司法審查，輔仁法學 7 期，225～250 頁。 

10.劉宗德，1988.12，日本公害防止協定之研究，政大法學評論 38 期，187～197 頁。 

11.劉宗德，1989.06，中共環境保護法制之研究，政大法學評論 39 期，105～131 頁。 

12.劉宗德，1989.12，試論日本之行政指導，政大法學評論 40 期，75～85 頁。 

13.劉宗德，1991.06，中華民國行政訴訟改革，收於『現代行政法の理論』(法律文化社)，518～541 頁。 

14.劉宗德，1992.06，現代行政與計畫法制，政大法學評論 45 期，73～83 頁。 

15.劉宗德，1992.08，資訊公開，收於『大眾傳播法手冊』(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109～129 頁。 

16.劉宗德，1993.05，中華民國における行政手續法草案の概要と特色，1993.05，法律時報，65 卷 6 號，

84～86 頁。 

17.劉宗德，1993.05，日本違憲審查制度之研究，收於『當代公法理論』(月旦出版社)，135～157 頁。 

18.劉宗德，1994.12，日本行政調查制度之研究，政大法學評論 52 期，111～142 頁。 

19.劉宗德，1995.06，中華民國(台灣地區)法治主義與人權保障實施概況，收於『法治主義與人權』(韓

國京畿大學校法學研究所)，21～39 頁。 

20.劉宗德，1996.03，日本行政法學之現狀分析，中央警察大學法學論集創刊號，15～59 頁。 

21.劉宗德，1996.09，大陸國家賠償法之研究，海基會法律業務研討會，1～40 頁。 

22.劉宗德，1997.05，台灣地區行政法律關係之適用法，1997 年後台灣香港法律關係學術研討會，1～

32 頁。 

23.劉宗德，1997.06，中華民國環境保護之法制與手法，政大法學評論 57 期，37～67 頁。 

24.劉宗德，1998.04，文官保障政策之回顧與前瞻，文官制度與國家發展研討會會議實錄，235～278

頁。 

25.劉宗德，1999.03，中華民國行政法學之現狀與發展，行政現代化兩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395～418

頁。 

26.劉宗德， 2000.12，公法與私法之區別，收於『行政法爭議問題研究(上)』（五南出版社），171～195

頁。 

27.劉宗德， 2000.12，行政私法，收於『行政法爭議問題研究(上)』（五南出版社），229～244 頁。 

28.劉宗德， 2002.02，日本公務員保障制度之概說，考銓月刊 36 期，28～38 頁。 

29.劉宗德，2002.07，世紀轉變期之日本社會福祉法制，收於『當代公法新論(下)』（元照出版社），533

～569 頁。 

30.劉宗德，2002.11，行政訴訟法第十二條、第一七七條解說，收於『行政訴訟法逐條釋義』（五南出

版社），143～165 頁、520～526 頁。 

31.劉宗德，2004.05，日本公益法人、特殊法人及獨立行政法人制度之分析，收於『法治與現代行政法

學』（元照出版社），381～413 頁。 

32.劉宗德，2004.11，日本政策評估法制評析，行政院法規會 93 年度第 2 次法制研討會。 

33.劉宗德，2005.04，憲法解釋與訴訟權之保障—以行政訴訟為中心，憲政時代 30 卷 4 期，391～448

頁。 

34.劉宗德，2005.12，直轄市負擔全民健康保險暨勞工保險補助款之計算基準及其相關法律問題，台灣

本土法學雜誌 77 期，38～64 頁。 

35.劉宗德，2006.10，行政訴訟制度，收於『行政法（下）2006』（元照出版社），351～450 頁。 

36.劉宗德，2008.04，公法人與行政法人之介紹，行政院衛生署藥事法規科技管理食物研究及訓練研討

會。 
37.劉宗德，2008.08，國家賠償理論與實務—兼評國家賠償法修正草案，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97年度

國家賠償業務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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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劉宗德，2008.09，自訴願新舊制之比較談如何提起訴願—兼論NCC訴願機制之發展軌跡，國

家通訊傳播委員會97年度有線廣播電視發展研討會。  

39.劉宗德，2008.09，國立大學法人之外部監督與評鑑，高等教育論壇。 

40.劉宗德，2009.07，公私協力與自主規制之公法學理論，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98 年度新知講座。 

41.山本隆司著，劉宗德譯，2009.09，日本公私協力之動向與課題，月旦法學 172 期，202～217 頁。   

42.米丸恒治著，劉宗德譯，2009.10，公私協力與私人行使權力—私人行使行政權限及其法之統制，月

旦法學 173 期，241～252 頁。  

43.山本隆司著，劉宗德譯，2010.08，試論日本行政不服審查法之修正，法學新論 25 期，1～20 頁。 

44.藤田宙靖著，劉宗德譯，2010.12， 2004 年行政事件訴訟法修正對日本行政法理論及實務之影響，

法學新論 27 期，1～22 頁。 

45.紙野健二著，劉宗德譯，2011.06，日本之行政統制，法學新論 30 期，1～12 頁。 

46.劉宗德，2011.09，行政處分附款法制之研究，月旦法學 196 期，80～116 頁。 

47.阿部泰隆著，劉宗德譯，2011.12，關於日本行政法最近之「發展（實為停滯？）」及「大改革」之

必要性，法學新論 33 期，1～17 頁。 

48.劉宗德，2012.10，通訊傳播行政處分附款之容許性及合法性論議，月旦法學 209 期，137～157 頁。 

49.劉宗德，2012.11，公私協働論に関する一考察，名古屋大学法政国際教育協力研究センター(CALE)。 

50.劉宗德，2012.12，公私協力所生國家賠償責任歸屬之研究，收於『2012 國家賠償理論與實務』(台

北市政府法務局編印)，1～16 頁。 

51.劉宗德，2013.02，台灣環境影響評估制度之現狀與發展，月旦法學 213 期，5～38 頁。 

52.劉宗德，2013.06，公私協力與自主規制之公法學理論，月旦法學 217 期，42～62 頁。 

53.劉宗德，2014.02，行政上法執行制度之合法性論議，月旦法學 225 期，103～129 頁。 

（二）著書 
1. 劉宗德著，1986.05，『国家責任に関する比較法的研究』（日本名古屋大学法学博士学位論文）。 

2. 塩野宏著﹑劉宗德﹑賴恆盈譯，1996.05，『行政法 I』（月旦出版社）。 

3. 劉宗德著，1998.08，『行政法基本原理』（學林出版社）。 

4. 劉宗德、陳小蘭合著，2008.05，『官民共治之行政法人』（新學林出版社）。 

5. 劉宗德著，2009.05，『制度設計型行政法學』（元照出版社）。 

6. 劉宗德、賴恆盈合著，2011.05，『台灣地區行政訴訟：制度、立法與案例』(浙江大學出版社)。 

7. 劉宗德著，2012.10，『制度設計型行政法學』（北京大學出版社）。 

8. 劉宗德著，2014.08，『行政法基本原理』（清華大學出版社）。 

（三）研究計畫報告書 
1. 劉宗德，1987.09，國家公園管理法制化之研究，內政部營建署。 

2. 劉宗德，1989.09，污染性設施設置程序之研究，行政院經建會。 

3. 劉宗德，1990.11，行政計畫法制化之研究，行政院研考會。 

4. 劉宗德，1993.10，行政檢查法制化之研究，行政院研考會。 

5. 劉宗德，1993.10，電動玩具類遊藝場業管理法制之研究，教育部。 

6. 劉宗德，1994.11，特種娛樂營業管理法制之研究，行政院研考會。 

7. 劉宗德，1994.11，公害糾紛處理政策與法制之研究，行政院研考會。 

8. 劉宗德，1995.06，大陸地區司法審查制度之研究，行政院陸委會。 

9. 劉宗德，1996.06，電動玩具類遊藝場業管理與發展之研究，行政院研考會。 

10.劉宗德，1996.10，科學技術基本法之立法研究，行政院國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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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劉宗德，1997.01，科技人員進用管理法制化之研究，行政院國科會。 

12.劉宗德，1997.01，制定地方公務員法之可行性研究，銓敘部。 

13.劉宗德，1997.06，憲法保障地方自治之比較研究，台灣省政府法規會。 

14.劉宗德，1998.06，編譯：日本公務人員訓練制度及法規，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15.劉宗德，1998.11，執行「評估、整合環保法規之合憲性、適法性及統一性」計畫(第一期計畫)，行

政院環保署。 

16.劉宗德，1998.12，地方民選行政首長身分法制之研究，內政部。 

17.劉宗德，1999.04，研究建立文官法庭制度，強化審議程序專題研究，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 

18.劉宗德，1999.07，邁向永續發展之規制措施，行政院國科會。 

19.劉宗德，1999.08，執行「評估、整合環保法規之合憲性、適法性及統一性」計畫(第二期計畫)，行

政院環保署。 

20.劉宗德，1999.12，政府業務委託民間辦理類型及程序之研究，行政院經建會亞太協調中心。 

21.劉宗德，2000.06，全民健康保險爭議審議制度之檢討及其相關法規之研修，行政院衛生署。 

22.劉宗德，2000.10，健保業務委外辦理之法律問題研究，中央健康保險局。 

23.劉宗德，2000.12，環境保護協定簽訂輔導暨公害糾紛處理專題專案工作計畫，行政院環保署。 

24.劉宗德，2001.12，環境保護協定簽訂輔導暨公害健康被害補償法制研究專案工作計畫，行政院環保

署。 

25.劉宗德，2002.08，台北市文化發展法制之研究，台北市政府文化局。 

26.劉宗德，2002.12，公害糾紛處理機制與環境保護協定之宣導及簽訂推廣專案工作計畫，行政院環保

署。 

27.劉宗德，2003.07，行政法院裁判實務與行政訴訟制度改革，行政院國科會。 

28.劉宗德，2003.09，行政法人國家科學基金會設置條例暨其組織、捐助章程，行政院國科會。 

29.劉宗德，2003.12，授予行政法人健保基金會行使公權力之必要性及其範圍，行政院衛生署。 

30.劉宗德，2003.12，公害糾紛處理機制研析與環境保護協定推廣工作計畫書，行政院環保署。 

31.劉宗德，2004.07，政策評估法制之研究，行政院國科會。 

32.劉宗德，2004.08，行政法人設置有關問題之研究，考試院。 

33.劉宗德，2005.02，資源回收管理基金管理委員會行政法人化評估及相關配套措施建置計畫，行政院

環保署。 

34.劉宗德，2005.07，裁判外紛爭解決制度與法之支配之研究，行政院國科會。 

35.劉宗德，2005.12，「環境公害民眾抗爭問題探討分析」二年（第一年）工作專案計畫，行政院環保

署。 

36.劉宗德，2006.02，科學園區管理機構改制行政法人之方向規劃，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 

37.劉宗德，2006.07，制度、制度變遷與行政管制法制改革－制度設計型行政法學，行政院國科會。 

38.劉宗德，2006.12，「環境公害民眾抗爭問題探討分析」二年（第二年）工作專案計畫，行政院環保

署。 

39.劉宗德，2007.12，「公害糾紛處理法研修探討」專案工作計畫，行政院環保署。 

40.劉宗德，2007.12，「國立大學法人之理論與實證研究」專案工作計畫，行政院國科會。 

41.劉宗德，2009.09，「日本獨立行政法人實施成效之評估政策建議書」專案工作計畫，行政院研考會。 

42.劉宗德，2009.11「經濟部智慧財產局行政法人化政策評估建議」專案工作計畫，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43.劉宗德，2010.06「日本公務員之權利義務」專案工作計畫，行政院國科會。 

44.劉宗德，2010.07「臺北縣資訊休閒業管理自治條例有關營業場所距離限制、消費年齡限制規定及相

關管理措施之研究」專案工作計畫，台北縣政府經濟發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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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劉宗德，2010.12「99 年度環境保護協定推廣及輔導簽訂」專案工作計畫，行政院環保署。 

46.劉宗德，2011.07「行政處分之附款」專案工作計畫，行政院國科會。 

47.劉宗德，2011.09「國立大學自主治理試辦方案—法制研擬與行政作業」委辦計畫，國立成功大學。 

48.劉宗德，2011.09「國家機密保護政策變遷與修法重點之研究」專案工作計畫，法務部。 

49.劉宗德，2011.12「環境影響評估法及施行細則修正建議及其可行性評估」專案工作計畫，行政院環

保署。 

50.劉宗德，2012.12「環境影響評估審查作業程序計畫」專案工作計畫，行政院環保署。 

51.劉宗德，2013.07「國立大學自主治理之制度設計」專案工作計畫，行政院國科會。 

52.劉宗德，2013.11「全民健保資料取得與利用之適法性評析」專案工作計畫，中央健康保險局。 

53.劉宗德，2014.07「公私協力所生國家賠償責任歸屬之研究」專案工作計畫，科技部。 

三、學術獎勵及榮譽事蹟 

 一、厚植學術資源、推動教學改革 

（一）2010 年帶領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公法學中心研究團隊，以「獨立行政機關及管制

政策之研究」及「人權法學」兩項計畫，榮獲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人文及社

會科學研究圖書計畫經費約新台幣壹仟伍佰萬元，鉅幅充實校內法學領域相關圖

書，厚植人文社會科學主題研究資源，造福校內外師生。 

（二）推動法學院實體化計畫，修訂相關組織規章；整合資源，提升效率。 

（三）開設法治主義與人權保障通識課程；協助本大學與日本重要學術機構之交流。 

（四）協助法學院評鑑工作之執行，並推動全國大學評鑑制度改革，建立人文社會評鑑指

標，突顯政大於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之貢獻。 

（五）協助教育部改進全國大專校院教師資格審查及升等制度以及本校增設博士班事宜。 

（六）領導法學院公法學團隊，整合台灣行政法學會學術力，深化兩岸四地學術交流與研

究合作，打造法學院領先地位。 

（七）加強東亞地區學術交流，並推動中日雙聯學制，提升法學院東亞法學研究之質量及

國際能見度。 

二、拓深學術交流、打造亞洲學術平臺 

（一）1996 年發起海峽兩岸行政法學學術研討會，並辦理第 1 屆至第 15 屆海峽兩岸行政

法學學術研討會，開創兩岸行政法理論與實務發展契機，並宏揚法治主義信念。歷

次研討會所發表之論文，均於會後集結成冊出版，已成為研究臺灣與大陸行政法學

之重要參考文獻。 

（二）自 2004 年起擔任社團法人台灣行政法學會秘書長一職，除定期推動國內行政法學

學術研討工作外，並協助創立東亞行政法學會，擔任該會創會理事至今，此一期間

在我國主辦第 4 屆及第 8 屆東亞行政法學國際學術大會，促進東亞學術界共識與情

誼，成為我國與東亞地區學術文化交流不可或缺之平台。2011 年 2月及 2014 年 2

月更兩度榮膺台灣行政法學會理事長一職，帶領台灣行政法學界開拓更寬廣之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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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野。 

（三）2010 年暑假期間，赴日本國立名古屋大學「法政國際教育合作研究中心」(Center 

for Asian Legal Exchange，簡稱 CALE)任客座教授。此一機構係名古屋大學為促

進法律、政治之研究及教育，並支援亞洲各新興國家得順利進入資本市場，所設立

之研究、教育設施。授課期間得以連結相關資源及網絡，不但有助推動我國行政法

學之國際交流，並使我國行政法學之影響層面得以順利擴展至東南亞各國乃至整個

亞太地區。此一貢獻在於促使我國行政法學研究得以領先其他法學領域，突破目前

多以德、法、英、美等國為師，學術交流亦多限於東亞之日本、韓國等國之困境。 

（四）2010 年復創立兩岸四地行政法學研究會，擔任台灣地區代表理事乙職。該會專以

台灣、大陸、香港及澳門四地區之行政爭端解決機制為研究對象，並以學術研討會

之交流方式開創行政法理論與實務發展契機，並弘揚法治信念，大幅拓深兩岸四地

行政法學之研究水準與累積經驗。 

（五）2011 年 5 月由浙江大學出版社出版「台湾地区行政诉讼：制度、立法与案例」，乃

大陸地區第一本完整介紹我國行政訴訟制度現況及修法進度之最具代表性著作；為

兩岸四地行政訴訟制度交流與學習提供必要基本資料，不僅獲得學術界高度關注，

亦引起實務界熱烈迴響。2012 年 10 月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制度設計型行政法

學」，該書乃華文圈（即兩岸四地）第一本探討行政法律制度設計與應用之指南，

並獲學術界與實務界一致推崇，咸認係此一學術領域之重要準據。2014 年 8 月由

清華大學出版社出版「行政法基本原理」，該書主要探討行政法學方法論及行政行

為理論，除側重日本法外尚兼及英、美各國及大陸地區相關法制，當可填補大陸地

區學術界行政法學基本原理研究之不足，其重要論述亦可作為實務界相關制度立

法、修法之參考。此三本著作在大陸地區之發行，已使我國行政法學研究成果散布

至大陸學術界、實務界，更因大陸學者授課之採用，向下擴展至法律系、所學生，

影響層面既深且廣。 

三、劍及履及、學者濟世 

（一）自 1988 年迄今共計出版行政法、行政法基本原理、官民共治之行政法人、制度設計

型行政法學等 7 部專書，以及期刊論文、研究計畫成果逾百篇，學術成果豐碩。 

（二）自 1985 年至 2013 年獲得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研究獎勵與專題研究計畫主持高達

22 次。 

（三）長年擔任行政院、司法院、考試院、監察院及各該所屬部會之法規、國賠、申訴、

訴願或訴訟等委員會委員，積極關注與投入行政法各論領域之實踐過程，藉由法規

整合、制度修訂，機關組織權責劃分、條文內容與時俱進，協助相關政府部門得自

宏觀視野、發展政策方針，開創國家新猷。其於教育、文化界最具代表性之貢獻如

下： 

    1、自 2011 年起擔任教育部學術審議委員會法政類常務委員一職，協助我國高等教

育學術研究之獎勵與補助及國際文化合作，並負責全國大專教師資格審查及增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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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博士班之審議事宜。 

    2、自 2008 年起擔任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法律學門評鑑召集人兼研究

委員兩項職務，負責全國公私立大學法律學門之整體評鑑工作，建立客觀公正之

評鑑標準及申訴機制。 

    3、2004 年 3 月 1 日催生通過我國首例行政法人之國立中正文化中心設置條例，再

於 2011 年促使行政法人法完成立法。 

    4、2013 年 1 月 9 日催生通過我國首例一法人多館所行政法人之國家表演藝術中心

設置條例。 

（四）2006 年經拔擢出任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綿密擘劃各項改制喬遷事宜，

篳路藍縷開創我國首例獨立機關恢宏架構，並任勞任怨逐步制訂行政處分及行政救

濟等規章制度，建構各項法制基石，為「通訊傳播匯流法」草案奠定長遠發展之法

制基礎。其間，並於 2007 年帶領 NCC 團隊辦理無線寬頻接取業務，榮獲第 8 屆法

制再造工作圈金釜獎。 

（五）推動國立大學自主治理制度，2011 年起協助成功大學建構國立大學自主治理試辦方

案法制作業。 

（六）2013 年 8 月起，擔任「台灣聯合大學系統」發展與規劃諮議委員，協助大學系統法

制化工作。 

（七）2003 年、2007 年及 2011 年分別出任景文科技大學、台糖公司及大同公司之董事

及獨立董事，協助監督私立大學、國營事業及民營企業，提高其決策品質，避免董

事會濫權，引領私立大學、國營事業及民營企業朝向正軌運作，保障廣大學生及股

東之權益。 

（八）2014 年 1 月出任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監事，2014 年 7 月出任中央通訊社常務監事，

積極參與國家文化藝術獎補助及國家通訊傳播等業務之監理事務。 

四、治校理念與抱負 (以三千字為限) 

 

奠基  下一甲子 

政大於民國 43 年在台復校，自篳路藍縷一路逶迤而來，歷經歷任校長及師生一甲子之辛

勤建設與砥礪精進，方具備今日規模與地位。然而，在一甲子辛苦耕耘之後，政大在將要跨入

下一甲子之際，面對者是整體國際高等教育大環境激烈變動，以及政大內部所亟待解決之諸多

問題；更重要者是，政大未來新任校長必須擘劃璀璨且可期之藍圖願景、提出務實且有效之治

校策略、展現領導經營之能力與高度。 

宗 德 治 校 理 念 與 抱 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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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前國內外高等教育大環境之挑戰 

近年來，高等教育面臨前所未有之艱難挑戰： 

 國內外大環境之艱難挑戰： 

 政府經費短絀及未來以績效導向之資源分配競爭態勢 

 全球化高教競爭與國際人才流動之變局 

 國內少子化困局與社會經濟轉型之衝擊 

隨著地球村概念之成形，帶來跨國人才之流動與競爭，加上近年中國大陸經濟與人才崛起

帶來之衝擊，國際化競爭態勢迫使政大發展不能再故步自封，必須立足台灣、放眼世界。 

其次，國內少子化情況持續加遽，依教育部高教司估計，民國 105 年將是少子化衝擊大學

招生之起點，屆時入學人數將減少 5 萬人；民國 110 年時，招生缺額則達近 10 萬人；而同時，

台灣社會經濟正在轉型，市場人才需求與跨領域之迫切需要在在不同於既往，我們無法忽視此

遽變。 

更甚者，隨著政府財政拮据，未來國立大學將難如過往般繼續取得來自政府優渥經費挹注，

我們必須依靠績效爭取資源、尋求獨立自主之財務經營，方能讓政大保有高端競爭力。 

 目前政大亟待解決之問題 

此刻高等教育大環境變動劇烈，未來我們將

面對艱鉅挑戰，但同時亦為政大創新蛻變，尋求

再造光華之契機。我們應誠摯面對政大現有問

題，提出積極有效治理方案，方能將政大困境一

舉扭轉成為政大蛻變之新契機。 

面對國際競爭趨勢，政大必須提升學術研究

與教育發展水準並充實國際化環境，統整政大在

國際化、兩岸事務上既有資源與能量。我們亦需

延攬大師級師資並提升國際知名度，留住資深優

秀教師以及爭取更多深具潛力新進年輕教師加

盟政大，持續打造具備競爭力特色課程。憑藉政

大特色尋求各學院不同領域之均衡發展，全面地

從師資結構、課程設計、學術成果等多方面以提

升政大競爭力。 

因應國家財政困境以及經費短絀，兼之人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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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水電費用支出日益膨脹，如何健全本校校務基金收支、尋求未來募款來源豐富化，已是

刻不容緩。新任校長責無旁貸必須開源節流，對外爭取資源努力募款；更須提出建設性長程規

劃以提升本校財務自主，方能圖謀政大百年大計。 

我們正面臨政大校園重新規劃、諸多軟硬體建設迫在眉睫！例如：行政大樓修繕、學生活

動中心整建、各學院院館籌建、指南山莊規劃、文山大學城藍圖建構等。如何在窘迫財務條件

與有限時間壓力下，審慎進行相關改造與規劃，重塑健康校園並打下未來長遠發展之根基，乃

新任校長首要使命。 

 許諾政大新願景：宗德主張之政大發展主軸 

面對瞬息萬變之競爭與環境，政大必須在學術研究上追求頂尖卓越，在教學與課程上能培

育出全人、符合社會需求之優秀人才，在國際競爭互動與社會參與上跨出步伐，以承擔國家與

社會所賦予之責任與厚望，此等願景與使命須憑藉規劃完善並有效推展之校務來落實，宗德主

張以下列四個主軸作為未來政大施政之主要經絡： 

 宗德主張之四個施政發展主軸： 

 打造政大特色與未來競爭力兼備之高等教育典範 

 形塑健康校園並能安心就學之全新政大學習環境 

 傳承資深教師之智慧與經驗並培育青出於藍之新進教師 

 建構積極、效率、廉能、智慧之行政支援體系作為發展頂尖

大學之奠基 

我們所念茲在茲者是：政大一步一腳印之進步，而非急功近利之討好或虛應；我們所期待

者是：政大能立足全球競爭之制高點以及常存永續之發展，為政大奠基下一甲子的璀璨。宗德

以前述四個發展主軸作為根基，同時擘劃下列四個長程發展目標，以此與全體政大人相互勉勵

並矢志為此奉獻、打拼： 

 宗德主張之四大長程發展目標： 

 提升政大在國際與兩岸之標竿地位並成為國際知名重點大學 

 跨校聯盟促進區域合作並追求政大未來學院均衡發展 

 規劃校園衍生企業等前瞻性方案以奠基政大財務之長遠穩定 

 提倡新文化重建、以仁德為本之全人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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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升政大在國際與兩岸之標竿地位並成為國際知名重點大學：未來1.
政大之辦學、招生、學術等活動無可避免地必須參與國際競爭，如何發展政大特色並躍

居成為國際知名大學，此乃我們當前使命。面對中國大陸強勢崛起，未來兩岸勢必產生

競爭與合作關係，政大具備全國最優越之兩岸與國際關係研究資源與成果，必須將此能

量增幅至各學院、中心，提升政大在國際與兩岸之標竿地位。 

 跨校聯盟促進區域合作並追求政大未來學院均衡發展：在政府財政惡2.
化以及少子化之雙重困境下，未來高等教育資源勢必萎縮，與其他大學進行策略聯盟恐

為未來不得不然之趨勢；兼以國際、兩岸日益競爭，我們必須尋求更多資源以強化政大

競爭力。如何保有政大優勢特色並尋求適當聯盟對象尋求雙贏，乃新任校長必須肩負之

使命。於人文社會領域，我們要強化政大優勢；對於政大原本較為欠缺之理工領域，宗

德認為重點絕不在於盲目擴充，而

是透過跨校策略合作，將有限資源

應用在刀口方能達成關鍵性之強化

與提升。 

 規劃校園衍生企業等前瞻3.
性方案以奠基政大財務之
長遠穩定：未來政府高等教育

預算與補助(例如頂大計畫、教學卓

越計畫)勢必日益緊縮甚至無以為

繼，政大必須未雨綢繆解決未來可

能之財務困境。擴大募款能力與自

籌穩定財源，新任校長責無旁貸。

宗德力主應以政大校友於產業界豐

沛資源為根基，統合創新育成以及

相關研究中心等單位能量，進行政

大『校園衍生企業』可行性規劃，

務求政大未來財政之獨立健全。 

 提倡新文化重建、以仁德4.
為本之全人教育：近期以來，社會歷經太陽花學運洗禮，我們看見年輕學生積極

關懷時事之愛國心覺醒，體驗年輕人之行動力與熱忱；在此同時，亦驚覺在經濟景氣惡

化、教改不明下帶來教育目標與價值之混亂；我們更驚駭地目睹大學生於捷運隨機殺人

所引發之社會衝擊。文明與物質之進步帶來富裕或繁榮，卻令人心失落。大學教育除應

打造學生之專業競爭力外，更應重新肩負起社會責任，孕育學生積極參與、關懷社會之

責任心，融合傳統美德與新時代思維之新文化陶冶。宗德認為：政大之教育理念，應是

以仁德為核心價值及出發點：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 

14 
 



 宗德所構思之五個治校面向 

宗德積極思考政大之優勢、弱點、現況及所面臨挑戰，擘劃政大邁向一流大學之藍圖，以

下分別就「打造安心就學+多元競爭力之全人優質教育」、「發展頂尖創新學術研究並提供充分

研究教學支援」、「落實具備全球觀點之高端國際化」、「建構積極、效率、廉能之『智慧行政支

援系統』」、「找回政大人：強化以校友為經緯之社會資源網絡」五大面向闡述宗德所構築之治校

理念。 

 

打造安心就學+多元競爭力之全人優質教育 

 
兼顧學生人文素養與專業競爭力，深化課程改善機制，讓學生安心就學，健全教師專業成

長，培育符合社會發展及國家需求之優秀人才。 

 發展兼具政大特色與未來競爭力之多元課程：面對少子化之困境以及目前國

際招生之競爭，政大在課程與教學上不能停滯於過去之情境，必須重新檢視政大特色

與優勢，進行課程改善，以增進學生畢業後之競爭力與國際移動能力。宗德主張從校

級、院級、系級由上而下地進行通盤檢視，各學院與系所應立於師資與既有學術成果

之基礎，重新審視自我定位，以及課程之目標與競爭力之所在，設計優質之核心基礎

課程，並強化各系所對教學核心價值之重視。 

► 嚴肅審視目前碩博士班招生之特色定位與強化未來就業競爭力：國內目前

碩博班招生與就業市場逐漸出現明顯失調，而高等教育資源與經費日益拮

据，在追求大學學術精進之餘，我們亦須通盤考量未來學生就業、市場供需

問題，未雨綢繆，設法提高學生就業競爭力。 

► 全盤檢討並建立有利學生之彈性機制以鼓勵跨領域多元學習：跨領域乃目

前業界之迫切需求，亦是學生就業優勢所在。政大素以人文社會學科執國內

大學牛耳，各學院具共同合作可行性。未來政大應強化跨領域學程、數位學

習課程(包括開放式課程)、遠距教學課程；打造更具彈性之修課機制，例如

學分認列、選修、雙主修、跨校選修、雙聯學位等設計，以豐富並鼓勵學生

多元學習。 

► 強化學生外語能力與國際觀之涵養以提升學生國際競爭力：配合跨領域學

習，同時輔以政大豐富之外語學院相關資源與外籍生逐漸增多之校園環境，

整合校內國際課程之資源，以強化學生國際競爭力。 

► 建立定期之課程檢討改善機制以及三級課程委員會組織(並納入校外專家

與校友代表以回饋課程改良)：以教務處作為支援，由教學單位定期參照實

況與各項數據(人數、評量、師資、成本估算)進行檢討，務求在未來勢必更

為拮据之經費與資源條件下，力求精進並去蕪存菁，同時，由教發中心協助

教師與教學單位在課程設計上能與時俱進。為提供更多元之課程改革建議，

以避免閉門造車，三級課程委員會組織應落實校外人士(學界、業界)及畢業

校友意見之回饋，作為課程改善之活水源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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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造安心就學與全人涵養之新政大：高等教育學費調漲恐是未來無法忽視之必

然趨勢，然而對於部分經濟弱勢學生與家長卻是難以承受之苦痛，宗德主張以制度化

方式調整對學生經濟協助。而社團活動及住宿輔導之強化，方為博雅全人人才培育之

不二法門。 

► 全面檢討對於弱勢清寒學生之照顧與關懷：視狀況在住宿申請給予清寒弱勢

同學優先保障、爭取並擴大給予清寒弱勢優秀同學獎助學金、提供校內工讀

機會等。 

► 通盤檢討校內各單位工讀機會並依各學院專長比例提供弱勢清寒同學工讀

機會：與容易影響課業之校外打工相較，校內工讀通常比較不致於對課業產

生負面作用。宗德主張全面協調校內各單位工讀機會，並依各學院同學專長

進行名額與經費之分配，以期能照顧不同學院科系之弱勢清寒同學。 

► 政大版「幸福保衛站」：除以上措施，宗德並認為可透過與校內餐飲廠商議

約，換取弱勢清寒同學藉由特定條件(工讀、課業表現等)來得到伙食等補助。

而住宿費用亦可透過工讀等方式予以減免或補助，以期降低清寒弱勢同學家

庭經濟負擔，使能真正安心就學。 

► 活化政大社團以鼓勵學生培養嗜好並藉由從做中學得以成長：社團活動雖

非正式課業，但卻能裨益同學多元發展面向以及未來競爭力培養。長年以來，

政大社團活動始終難以熱絡，無形中使同學錯失發展人生嗜好與學習做事方

法之機會，遑論藉以拓展人際關係。宗德主張加強對社團活動之支援，並在

未來執行頂尖計畫相關設計時，大力納入學生社團活動之合作，政大同學所

展現頂尖活力，乃是頂尖大學迫切所需之能量。 

► 博雅全人人才培育與住宿學習概念連結之學生住宿輔導：為落實博雅精

神，培養博雅創新、服務且學習、肩負社會責任之政大人，宗德認為應持續

改進政大書院計畫，整合全校教輔系統與住宿學習，深化多元通識課程、增

置主題書院以深耕書院教育；追求精緻書院教育以繼續作為政大在學習與生

活輔導上領先各校之卓越特色。同時，「住宿學習」概念應持續推動，配合本

校未來宿舍增建、改建計畫，並結合文山大學城社區開發概念，擴大本校學

生生活學習圈、建立多元學習社群，將住宿、生活輔導及知識學習三者完善

整合，以型塑「住宿學習」之特色文化。 

 自「入學前」至「畢業後」一貫學習與輔導機制：對於學生照顧，應是全方

位地包含學業學習、生活輔導及未來就業職涯發展；宗德認為：一日政大人，一世政

大人。 

 

► 未來學生之爭取：面對少子化與境外生（僑生、外籍生及陸生）招生之競爭，

政大不能沉湎於昔日之明星光環，如何爭取最優秀學生入學將是當務之急，

例如整合各級資源，主動出擊進行文宣與招生活動，擴大「包種茶節」及海

外宣傳等活動。 

► 專業課程學習之追蹤輔導以及學生綜合事務之輔導：於課程學習面，整合

學生之數位學習履歷機制以落實學習成效，強化預警與追蹤輔導機制；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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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事務面，除學務處現有輔導功能外，擬透過學生活動中心軟硬體功能之提

升、書院設計、住宿輔導體系、家族制度等，全面涵養健全之人生態度與生

活態度。 

► 畢業生職涯發展追蹤與輔導：強化各教學單位課程地圖與業界關係之連結，

建立畢業生(校友)長期追蹤與回饋機制，掌握就業狀況，並依畢業生與雇主

回饋意見，改善課程規劃與教學方式。 

 發展完善教師教學支援與鼓勵機制以提升教學品質：以制度化與數位化機

制，落實協助教師投入改善教學品質，並有效降低教師負擔。 

 

► 鼓勵教師致力優良教學：政大並非如中研院為純粹研究機構，教學是教師最

基礎義務。除持續改善教學表現評量方式，給予教學優良教師獎勵外，亦應

制定在升等或教師評核上之彈性優惠待遇，以激勵並肯定願意投注心力於教

學之同仁。 

► 全面重新整合全校教師教學支援體系之相關資源：教師乃立於教學最前線，

目前本校相關單位(教務處教發中心、通識教育中心等)歷經多年努力建構之

教學支援體系已初具成效，未來應針對各級教師不同需求，多面向地提供專

業協助與追蹤輔導機制，減低教師教學負擔，持續改善 TA 制度並協助教師

之專業成長。 

► 健全專責輔助機制協助教師開發數位化教材：目前數位教材、數位開放課

程、遠距課程等技術已是多元教學方式之一環，然而政大並非以理工為主之

大學，須建立專業之協助機制，以協助教師克服數位技術障礙，並運用「磨

課師課程」（MOOCs）以提升教學能量。 

► 深化區域教學資源整合與業界無縫接軌：政大應善用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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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區域教學資源，進行資源整合、分享及經驗傳承，共同促進教學品質提升

以互惠學生之學習。而為彌補高等教育與社會需求失調，應透過產學合作之

建立打破業界與學校之藩籬，尤應透過校友力量，導入課程設計與檢討之回

饋意見，並提供實習與就業輔導之機會。 

 

發展頂尖創新學術研究並提供充分研究教學支援 

以政大特色為經、以跨領域研究為緯，發展創新學術研究，達成頂尖學術研究成果。 

 透過各種彈性機制延攬國內外優秀人才：爭取國內外優秀師資人才，乃政大發

展學術研究以及強化教學之最根本基礎；延攬國際大師加盟政大，更是指標性任務。 

► 透過彈性鼓勵誘因爭取優秀師資：透過對新聘教師各項彈性輔導機制，例如

新聘教師授課鐘點減免、教育部及科技部近來力推之彈性薪資、績效獎勵辦

法、升等協助等，爭取優秀人才加盟政大。 

► 與其他學術機構合作延攬國際級大師：透過與其他學術機構(例如中研院、

中科院、國衛院、國教院、各大學)合聘方式，整合資源與籌碼，提高爭取國

際級大師來校講學、學術研究合作之機會。 

 發展具備政大特色與跨領域之創新研究：政大在人文社會領域向來具有傑出表

現，其他領域亦已開始推動跨領域合作，面對少子化之競爭須有更前瞻、更創新之作法。 

► 各學院持續檢討重點優勢發展方向並建立跨領域之學術研究合作機制，優

先分配員額與資源：各學院透過學程制度或研究中心方式以突顯重點學術發

展方向，並做為經費與資源分配考量要素。同時配合「研究與創新育成總中

心」建築之落成啟用，由研發處統籌、妥適規劃相關研究單位之能量評估。 

► 持續推動跨院、跨校之跨領域合作：除與中研院、中科院、國衛院、國教院、

各大學之合作外，亦應同時鼓勵國際合作及跨領域方式，延續目前政大正積

極發展中之各種學術合作機制。 

► 研議進行跨校策略聯盟合作之可行性：未來高等教育資源勢必萎縮，與其他

大學進行策略聯盟是不得不然之趨勢。於人文社會領域，我們要強化政大優

勢；原本政大較為欠缺之理工領域，宗德認為重點不在於盲目擴充，而是將

有限資源應用在刀口做關鍵性強化，透過跨校策略合作以提升競爭力。例如，

針對理學院新近發展之神經科學與應用物理，可整合理學院既有教研資源：

如心理、應數及資科領域，尋求策略合作進行能量之強化。 

► 鼓勵教師從事特色教學研究並有效連結產業與社會發展：對於特色課程與

列為優先發展重點之學術研究，給予獎勵或授課減免等優惠，以激勵教師從

事具開創性課程與學術研究之熱誠，俾利探索政大新發展方向與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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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擺脫僵硬量化指標並重新建構多元彈性之教師評核機制：政大教師同仁在各

自專業領域上皆學有專精並擁有各種優勢，面對現行各項評核工作，須採取多元評鑑標

準，回歸學術研究本質；並以提供支援、協助教師之成長為目的。 

► 配合不同專業領域特色以建立學術成果之客觀評價標準：學術成果之評價

標準攸關教師評鑑與升等事宜，應由各學院依專業領域建立公正、透明及客

觀之評價標準與檢討機制；新領域、跨領域研究尤須制定客觀之評價方式。 

► 擺脫僵硬量化思維建立多元化教師評鑑及升等機制：尊重各類學門研究特

性之差異，擺脫量化框架之思維，避免教師評鑑制度落於單一衡量標準而限

制、甚至扭曲教師發展潛力。例如專技教師應以其專業表現(而非期刊論文)

為評核標準、教學表現特優之優良教師應酌量給予加權配分之比例等。 

► 教學與研究並重之教師輔導與支援：肯定、鼓勵有卓越教學研究成果之教師

同仁，並透過教師社群與落實資深教師傳承機制，協助新進年輕教師從事教

學、研究、升等，並獲得成長。 

 運用並傳承資深教師智慧與經驗：宗德深覺，除教學支援外，亦應輔助教師精

進學術研究與職涯成長。而資深教師是政大寶藏，其學問是學生迫切渴望追求；其經驗

是年輕晚輩經年摸索標的；其智慧更是我們應該珍藏傳承瑰寶。 

► 強化學術研究支援與職涯發展輔導機制以協助教師成長：本校研發處、教

發中心已努力投入心力並初具成效，未來更應強化制度面之改良(例如彈性薪

資及優良研究獎勵等)，並整合擴大研發處、教發中心能量，持續強化教學與

研究社群發展。 

► 落實資深教師教學與研究經驗之傳承：各學院在學術研究、產學計畫等各方

面皆有資深傑出教授，宗德認為有必要強化研發處等單位既有方案，例如將

「教師傳習制度」擴及適用於學術研究與產學計畫等層面，以提升其功能。 

 支援限期升等教師並促進年輕新進教師青出於藍：年輕新進教師是未來政大

教學與研究各方面之薪傳種子，除應協助其早日適應教學工作外，亦應輔助其精進學術

研究並早日通過升等考核，促進其未來職涯成長。 

► 降低新進初任教師教學研究以外事務之壓力：除透過適當學分減授幫助初任

新進教師適應教研工作外，宗德認為應儘量減低其參與各項委員會及擔任導

師等行政工作之負擔。  

► 提供年輕新進教師從事研究與執行計畫之資源以使其青出於藍：擴大教發

中心之「教師傳習制度」，使其涵蓋研究與計畫層面，並獎勵由資深教師帶領

之研究社群，協助有待升等或新進教師使其能取得並執行研究計畫。 

► 給予初任新進教師實質計畫經費支援：部分初任新進教師可能一時難以取得

科技部(舊國科會)或其他機關之研究計畫，僅能選擇依附資深教師(例如整合

型計畫旗下之子計畫)，然而未必能有益於其「獨立研究」，宗德主張新進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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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前兩年若未能獲得科技部或其他機關計畫補助，應由本校酌予補助經費以

協助其進行個人研究。 

 
 

落實具備全球觀點之高端國際化 

與世界接軌乃現代高等教育之必然趨勢，「國際化」視野係以政大在地特色為根基，打造

政大成為符合世界發展趨勢之華人第一學術教育重鎮。 

 豐富且具深度之國際化學術內涵：精進具備全球視野之教學課程與學術研究，將

政大學生帶向國際舞台；同時亦打造政大成為華人文化之標竿，將國際華人文化研究之

潮流匯聚於政大。 

► 相關國際課程設計之豐富化：完善英語授課輔助機制、依各學院特色打造各

類型國際課程(暑期課程、學位學程、雙聯學位)、鼓勵開辦國際短期進修學

習等，未來更須擴大延攬國外傑出師資至政大講學以深化師資來源。 

► 國際化學術研究質與量之全面提升：除鼓勵師生進行國際學術期刊、研討會

議發表以擴大國際學術參與，提升政大能見度外，透過跨國合作以提升本校

國際研發之能量，設置研究中心並與各國大學等學術機構進行學術研究合

作，均是未來應加強重點。 

► 以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為核心之跨領域整合：本校國關中心長年以來精於國際

與大陸事務之研究，其對於國際學術研究與合作交流事務之經驗與人力足符

國家智庫等級。未來除支援教學，並落實與各學院間之跨領域合作外，應借

重其專業，拓展各領域之國際學術研究與合作交流之成果，再造風華。 

► 華語文教學博碩學程、華語文教學中心之充實：隨著華人在世界地位之崛

起，華人之政經、文化研究亦成為世界潮流與顯學。以人文領域見長之政大

更應強化華語文與中華文化特色課程，整合政大學術特色並加強華語文教學

中心之能量，引領華語文及文化之教學與研究。 

 強化行政能力之國際化並建置完善之交流平台：行政能力國際化係校園國際

化之要件，主要為提供有利於國際交流之環境以及支援各項教學、研究、服務國際化之

相關作為。 

► 友善設施與跨文化交流平台之強化：除營造校園之國際交流空間外，亦包括

友善設施：例如網頁、行政系統與文件、環境標示之改善，俾利本校師生及

社會各界獲取相關資訊。面對逐漸增多之境外生、交換生，應加強交流平台

之設置，例如電子報、網站等資訊分享平台，以利其交流與學習。 

► 行政體系能力之強化：透過國外見習與外語訓練以提升行政團隊之國際觀與

能力，並加強專門人才之延攬。本校開辦之 Language Group 多年來深獲行政

同仁好評，更是值得繼續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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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拓展國際人脈並深耕國際交流網絡：國際交流乃應長期深耕之工作，過去以來

政大已有顯著成效，須再接再勵以提升能量，俾利國家發展。 

► 校級院級姊妹校院締約與國際學術合作協議：過去數年來締約數目已有顯著

成長，未來除數量增加外，尤應落實雙方學術合作內容、學生與教師之實際

交流交換、規劃雙聯學位等學制、鼓勵短期研究等各重點項目。 

► 志工服務與海外實習：於重視服務學習之現代，鼓勵學生參與國際活動尤其

海外志工服務，不僅可開拓視野，更能從中獲得跨文化、種族溝通及處事經

驗。而海外實習機會除可驗證所學外，更能融合產學經驗於國際交流。為此，

相關海外實習辦法與支援機制均須予以強化。 

► 海峽兩岸交流：隨著亞洲華人經濟圈崛起，兩岸學術互動乃必然趨勢，以人

文社會領域見長之政大，具有能深耕與大陸交流之優勢，未來各項交流機制、

學生服務照顧等均應持續改善。 

 積極配合自由經濟示範區「教育創新」政策：配合政府自由經濟示範區推動教

育創新之政策，積極尋求與國外大學合作，設立實驗性質之學位專班、獨立學程，以提

升本校辦學之品質，增加與外國優質大學合作之誘因，並擴大招收境外學生。本校已有

法學院之國際商業與法律博士學程、社科院之亞太研究博士學程（IDAS）、碩士學程

（IMAS）、傳播學院之國

際傳播英文碩士學程、商

學院之 IMBA 等基礎優

異之英語學程，加以國際

關係研究中心及中國大

陸研究中心等之研究能

量，足可促使上述單位與

國外優異大學合作，共同

辦理跨國學程，及至學制

運作成熟時，並可升格為

獨立學院或海外分校。 

    

建構積極、效率、廉能之『智慧行政支援系統』 

行政團隊之存在目的在於支援教學研究與師生照顧，未來應積極打造兼具效率與同理心

「以人為本」、「服務為本」之行政團隊，並且形塑健康嶄新政大校園。 

 彈性調整行政組織提升效率與競爭力：隨政大內部轉型與外部環境改變，須適

時適度調整行政組織，強化行政效率。宗德主張：行政體系之使命在於主動給予全校

師生便利，為其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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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織編制之彈性調整：例如各學院招生制度改變帶來之組織重整、學生來源

改變衍生新型行政需求、增設跨領域研究或教學單位導致之行政需求、因應

政府規定或重大事件引發之行政需求等，行政團隊須進行創新活化管理，提

升作業績效以增進校務有效執行。 

► 強化橫向連結並精簡相關業務以提升教學、研究及行政之能量：伴隨政大

所屬單位龐大化及經費資源窘狀發生，實有必要將屬性相同之業務予以整

合，並規劃跨單位之橫向合作，或由一個主要單位來統籌，以提升能量同時

節省成本。例如整合電算中心與教發中心數位組以協助數位教學開發、以國

際事務學院及國關中心作為國際研究與兩岸交流之主力單位、圖書館與社資

中心進行數位典藏推廣等均是。 

► 人員進用及工作評價制度之全面檢討：長年以來本校教學、研究及行政等組

織日益龐大，人員編制逐漸失衡，須全盤檢討調整，以追求效率化，並透過

業務精實降低人力與資源浪費，減輕同仁工作負擔。就約用人員等「非典型

聘雇人員」關心之工作評價制度亦應檢討調整，使制度更臻客觀、公平、完

善。 

 

 

 

 

 

 

 建構以電算中心為核心之『智慧行政支援系統』：全面檢討各行政單位作業簡

化及資訊化可行性，以「提升服務」與「精確便捷」為宗旨，追求既有校務行政系統功

能強化與改良；宗德尤其期盼建立「貼心而聰慧」之積極主動服務能力。 

► 提升電算中心定位與功能並全面整合校務資訊電子化：以電算中心既有系

統為基礎，充實電算中心人力，配合校內各單位業務需求，整合並開發所需

系統。目前頻繁且費時之各種評鑑相關作業資料，尤應儘量資訊化自動辦理。

藉強化校務資訊系統帶來教學、研究及行政等相關業務之精進與改善。 

► 簡化行政作業複雜度與流程：各級行政單位應儘量統一表單規格、簡化作

業、透過分層授權縮短作業程序、跨單位資料與作業流程避免重複，並進行

時程管控以提高服務效率。 

► 即時提供師生「智慧型資訊」：本校校務行政電子化系統歷經二十年建設，

目前已大致具備一定規模，但宗德認為仍應透過各單位業務整合加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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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結，方能提供師生適時且必要之資訊。例如：每學年依據教師當年度個人

條件計算並提供其減授鐘點之資訊(可否減授?減授幅度?選擇方案?)，以維護

教師個人權益；或於期末主動計算學生目前成績表現，自動列出符合申請資

格之獎助學金方案等。 

► 著重政策溝通與資訊透明公開：爭執與誤會往往肇因於缺乏溝通，多元且積

極溝通不但是校內各單位內部迫切需要，亦是與全校教職員工生及社會溝通

之重要課題。未來尤應強化各項標準作業流程之透明化，提供全校及社會各

界瞭解，並透過各類新型媒介資訊工具建立完備資訊公告及交流平台，提供

豐富且透明之校務政策、重要活動、校務基金運用等各項訊息。 

 形塑健康嶄新政大校園：政大校園是師生安身立命所在，除應深具美感、富涵人

文氣息與關懷外，同時亦應帶來健康、友善及安全。 

► 深化人文與美學教育以創造健康校園：一個理想大學校園不能徒具冰冷水泥

建物或藉科技產品點綴，大學真正價值在於人文之對話與連結。透過多元活

動與豐富藝文推廣，不分宗教、族群、性別、階層之理解與對話以營造充滿

人文關懷、美學素養、知性品味、活力熱情之完善大學校園。 

► 活化校園規劃以創造友善、優美之校園空間：政大校園大部分為山坡地，平

地校區比例低，因此在校園空間規劃上，如交通動線、活動處所等，應具有

彈性考量，建築設計與植被規劃均應考量整體校園動線與視覺及節能效果，

並符合無障礙、友善、安全及綠能之要求，以打造優美舒適校園空間。 

► 營造友善工作環境及提升專業知能：配合校園建設、環境美化、安全改善等

項目，打造良好、健康、愉悅之工作環境，建立資訊化與作業標準化等機制

以提高行政同仁作業之便捷與效率。獎勵同仁創新發想並鼓勵在職訓練，以

提升士氣並強化專業知能。 

► 校園重大工程與規劃案之隨時檢討與持續推動：目前政大有學人宿舍、研究

與創新育成總中心、通識教育大樓、公企中心、法學院大樓、理學院大樓、

傳播學院大樓、指南山莊開發等諸多重大工程刻正施工或規劃中。此外配合

文山地區整體規劃之大學城開發亦將深遠影響未來政大發展，而部分舊建築

則面臨檢修之需。凡此議題，屬檢修中或興建中者固須時時監督，而屬長程

規劃者，因攸關政大未來長遠發展，更須秉持前人種樹之情懷，為政大未來

百年之大業奠基，持續關注、隨時滾動式通盤檢討。 

► 檢視老舊房舍與設備並營造安全校園：本校諸多老舊房舍與設備正面臨結構

與年限之衝擊，但翻新與否卻受限於政府預算或開發規劃之延宕，須進行全

校性統整檢視以維護使用安全，並檢討房舍與設備更新之必要性與優先順

序。如行政大樓之加固工程即將分兩年進行，即是重要先例。 

► 連結社區以打造優質大學城：未來政大空間發展非侷促於現有校地，指南山

莊、環狀線捷運、莊敬外舍、通識教育大樓等開發議題均與社區互動密切相

關。此外，融入社區並講求服務學習、社會參與，將是政大校園進化至象徵

整個文山人文生活圈、形成「政大大學城」之必然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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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回政大人：強化以校友為經緯之社會資源網絡 

分布海內外各領域政大校友，乃支持母校改革與再造之最大動能與潛力，如能加強聯繫以

凝聚校友向心力，拓展校友各面向人脈，當能從中獲得寶貴回饋，如協助改善教學目標及

課程設計、就業或實習之輔助、捐款或贊助等，均是今後應努力深化之項目。政大各領域

傑出校友力量，更是未來我們強化財務運作，如募款或自籌財源之可行性規劃時，不可或

缺之重要助力。 

 關懷校友並提升校友服務品質：校友是政大最寶貴資產，除延續既有校友中心功

能並持續擴大辦理對校友之接待外，亦應配合新型媒介資訊工具(如網路、校友資料庫、

APP 等)以加強對校友之主動聯繫。須以「娘家 v.s.家人」之心情經營校友關係，平日即

應傳遞母校多樣資訊給予校友，而非僅為校慶日之活動參加或募款通知等配合要求而

已。 

 健全校友聯繫管道以凝聚校友力量：透過資訊工具應用或活動辦理以強化校友

之凝聚。落實「校友資料庫」建置，由其畢業系所協助逐年充實校友聯絡資訊，並強化

資料收集。配合網頁、電子報等傳播工具，設立校級權責單位以協助各級(系級、院級)

辦理，並將學術活動與校友活動整合，於可行範圍內提升校友參與。 

 擴大募款成效並開拓與捐款人關係：事業有成、對政大情感深厚之校友常是募

款主要來源，未來須透過規劃完善之學術或教育講座、建設計畫、特殊募款計畫等，系

統性地爭取以擴大成效，同時以資金透明運用與成果展現做為維繫捐款校友關係之重要

方式。 

 整合校友力量與創新育成中心等單位資源以試行『校園衍生企業』之規
劃：未來政府高等教育預算勢必日益緊縮，政大必須未雨綢繆尋求財務資源之轉機，

並整合知識成果擴大進行產學合作。宗德認為應以政大校友於產業界之豐沛資源，統

合創新育成以及相關研究中心等單位之能量，進行政大『校園衍生企業』可行性規劃與

推展。 

 運用校友及業界力量回饋於教學與學生就業競爭力：除積極連繫校友情誼，

更應善用豐沛校友力量增益於校務各面向。 

► 教學方向與課程設計之協助改善：畢業校友經過當年在學與畢業後之職場體

驗，對母校課程方向具有寶貴認識，除透過校友活動請益、資訊收集外，應

建立正式機制，透過三級課程委員會等邀請校友或業界人士加入，回饋建議

以作為改善依據。 

► 協助產學實習與就業競爭力之培養：校友對業界之認知與影響力十分深遠，

尤其近年來 EMBA、在職專班等學制培育龐大數量之高階主管校友，若能納

入就業輔導機制、產學實習設計一環，對於學生實習與就業將有莫大助益。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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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新蛻變，再造政大光華 

宗德受母校栽培而成長，深切瞭解政大底蘊風華與傳統、此刻面臨之

現狀與挑戰、身為政大人所應承擔之使命與社會責任。宗德身為本校一員，

躬逢今日之變革契機，積極思索政大未來之開創與再造，有足夠信心、能

力、熱誠及使命感，為政大而奉獻，為政大而努力。宗德衷心期盼與政大

全體教職員工生共同打拼，共策共勵，朝一流大學境界，蛻變創新、再造

光華。 

五、相關承諾 

一、本人無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 31 條所列各項情事，並已充分瞭解政大校長遴選相關規定同

意擔任校長參選人。 
二、本人同意於應聘為政大校長前，放棄黨政職務。 
三、本人所提供之學經歷資格證明文件均正確無誤，如有不實，責任自負。 
四、本人同意姓名、年齡、國籍、學歷及經歷等基本資料得用於本次校長遴選作業之需。 
 
 
 
 

承諾人： 劉宗德                                                           

2014 年 9 月 15 日 

註:本表若不敷使用請自行影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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