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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董國龍(現任:樹人醫專牙技科助理教授) 
學歷： 
 高雄醫學大學牙醫學系博士班進修 
    中山醫學大學口腔材料研究所碩士 
    中台科技大學牙體技術系  
經歷： 
   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牙體技術科專任講師 
   中華民國牙體技術師國家考試術科評審委員 
   馬來西亞保麗淨假牙黏著劑及清潔錠代言人   
   台灣保麗淨假牙清潔錠廣告代言人 
   國立陽明大學牙醫學系專任助理 
   嘉暉專業矯正技工研製中心牙技師   
   中台醫專附設牙技臨床中心技師 
專長： 
   義齒製作、生醫材料、3D列印應用、矯正材料腐蝕與微生物分析 
證照： 
   中華民國牙體技術師 
   中華民國高齡服務創新管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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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二、前置準備階段 
三、資料彙整階段 
四、個人經驗分享(升等資料) 
五、結論(影片分享) 
六、意見交流 

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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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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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現在在想? 

 沒事來這吹冷氣 

 為了教師點數 

 放空與沉澱自己 

 被迫而來的 

 為了升等理想而來…… 

來這目的? 

雖然，過程難免有意料外的事發生… 

目標是甚麼? 
你會義無反顧地去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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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你要甚麼~~ 
 你會甚麼~~ 

名醫、名師、名人… 



前言 

 三思而《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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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講師、助理教授、副教授…) 
擅長?  (學術著作、專利、教學、服務…) 
資源?  (學校、廠商、自己…) 

學術著作or
技術報告升 

. 

 發現問題、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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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拋開傳統束縛 

學術著作 
技術報告(專利) 
教學升等 
服務升等 

一樣厲害 

 Why?      Because of 

 choose 

誰說技術報告升等就不夠專業 



資料來源：教育部產學合作資訊網站 http://www.iaci.nkfust.edu.tw/Industry/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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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根源探尋~~ 

法源依據： 
作業要點： 遊戲 

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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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技術報告送審範圍~~ 
一、技術報告送審範圍：  
     1.  有關專利或創作之成果。  
     2.  有關專業技術或管理之個案研究，經整理分析具整體性及獨特見解貢獻之報告。  
     3.  有關產學合作實務改善專案具有特殊貢獻之研發成果。---大專校院產學合作辦法3條規定， 
          學校為促進產業發展，與政府、事業機關、民間團體、學術研究機構等合作辦理 
          之事項。 
 二、審查項目：研發成果應附書面報告（代表作及參考作均須附）其細項如下  
     1.  研發理念 
     2.  學理基礎 
     3.  主題內容 
     4.  方法技巧 
     5.  成果貢獻  

資料來源：教育部產學合作資訊網站 http://www.iaci.nkfust.edu.tw/Industry/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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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送審流程 



樹人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12 

前言 

專科以上學校教師以技術或實務研發成果送審 
教師資格審查意見表(甲表) (理工醫農等類科) 

代  表  著  作  評  分  項  目  及  標  準 五年內且前一等
級至本次申請等
級時個人學術與
專業之整體成就 

  
項目 

研究主題 研究方法及能力 
學術及實務貢

獻 

教 授 5% 10% 35% 50% 

副 教 授 10% 20% 30% 40% 

助理教授 20% 25% 25% 30% 

講 師 25% 30% 25% 20% 

得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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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優         點 缺        點 

□內容充實見解創新 
□所獲結論具學術價值 
□所獲結論具實用價值 
□研究能力佳 
□取材豐富組織嚴謹 
□五年內研究成果優良 
其他： 

□無特殊創見 
□學術性不高 
□實用價值不高 
□無獨立研究能力 
□五年內研究成績差 
□研究方法及理論基礎均弱 
□不符合該類科學術論文寫作格式 
□析論欠深入 
□內容不完整 
□違反學術倫理 
□著作有抄襲之嫌（請於審查意見欄指
出具體事實） 
其他： 

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著作審查意見表(乙表)(理工醫農等類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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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教授: 
持續從事學術、技術或實務研發,並應在該專業或產業領域內有
獨創及持續性著作或研發成果,且具有重要具體之貢獻者。 
·副教授: 
持續從事學術、技術或實務研發,並應在該專業或產業領域內有
持續性著作或研發成果,且具有具體之貢獻者。 
·助理教授: 
持續從事學術、技術或實務研發,其研發成果貢獻良好並能顯示
確實具有獨立研發之能力者。 
·講師: 
持續從事學術、技術或實務研發,其研發成果及貢獻應具有相當
之水準者。 

 審查評定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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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送審注意事項： 



了解自己的內規是甚麼? 
逐項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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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置準備階段 

1.升等相關的行政規則 :(校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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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置準備階段 

2.著作準備(代表著作、參考著作、參考資料準備) 

• 準備時程以 2 -3年規劃 
• 設定足以代表技術應用和學術能力的著作
之質與量(最好是公開審核機制的資料佐證) 

• 新型專利與發明專利之取捨 
• 專利申請與論文發表並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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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置準備階段 

3.參考資料 

• 僅列目錄不需提出全文或佐證資料(可查得到的) 

• 以其他研究成果佐證研究領域和研究能量 
        學術著作(期刊、研討會論文、專書) 
 專業服務(Paper  reviewer, 技術顧問) 
 曾從事之專案研究(國科會、教育部、產學 
合作案、其他專案、參加國際發明展或比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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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彙整階段 

 總目錄 
 摘要 
 研究領域、能量、成果總架構圖 
 研究成果著作目錄 
代表著作 
參考著作 
參考資料 

 當作碩(博)士論文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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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彙整階段 

• 中英文摘要 —各 2 5 0字(簡單明瞭) 
• 創作理念：研究動機、市場需求 
• 學理基礎：研發學理、技術原理 
• 主題內容：專利內容、技術應用 
           創作品結構設計 
           創作元件說明 
           示意圖和實體圖 
           專利範圍 
• 方法技巧：試驗方法與步驟、結果與討論 
• 成果貢獻：產品效益、對社會具體貢獻 
• 參考文獻 (含專利檢索 ) 

 專利技術報告內文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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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彙整階段/了解成功案例 

• 送審人實務成果展現於病人安全與健康照護科技，包括照護、
學習與管理之範疇。代表作包括歷年產學合作之成果14件，
新型專利6件，其專利並獲得馬來西亞國際發明展銀牌獎，研
發金額105萬 ，有理論與實務貢獻（副教授）。 

• 代表作「以自我運動為主之新型態按摩設備研發」包含肩頸
部按摩器為發明專利、其餘多為新型專利，近三年發明展成
績優異，銀牌及銅牌有 4次，有1偏SCI 期刊，成果豐富（副
教授. 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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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彙整階段/了解成功案例 

• 代表作「法式滾球教學、推廣系列-魔幻傑克球」為新型專利，
可有效提升滾球運動參與者的興趣及動機，相關專利4項另有
8篇學術論文均與法式滾球有關，學術表現較不足，但以技術
報告送審，成果仍願給予通過（副教授,103.9） 

• 代表作「 排氣裝置」，為新型專利，已列入量產，並獲得國
際發明銀獎、具實用價值（助理教授， 103.9） 

• 代表作「 耐溫型葡萄糖脫氫酶之生產製程開發」為發明專利，
技術領先，有實用價值（副教授,1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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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彙整階段/失敗案例 

• ○○教師之技術報告欠缺個人技術研發之具體呈現。且整篇架
構雜亂，文意、邏輯前後不一，一般撰寫格式不瞭解，不知如
何適當引用文獻，參考文獻混亂，未引用的文獻不能列入，且
應按筆畫順序、凸排，文錯誤甚多，內文序號排列凌亂。（助
理教授） 

• ○○教師之代表作及參考作多以舉辦論壇方式為主（似非產 
學合作），雖對產學合作及地區產業方展有助益，但代表作 
未見深入的研究與實際運作，亦未顯現作業方式或技巧有較 
具體之創新與突破，參考作所累積之技術或實務成果尚不足， 
對提升產業技術貢獻度不高。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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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彙整階段/失敗案例 

• 代表作為「電子化優質健康照護暨社會福利服務系列技術報
告」包含6項主題，各主題有一些衍伸成果，如競賽得獎及研
討會論文，係單存系統與資料庫設計，未見技術突破，未見
產業應用性及潛在應用性，在方法及技術創新的貢獻度可再
強化。代表作衍伸之「新型專利」研發程度稍嫌不足，宜再
深化，並進而技術移轉。另有2偏申請中發明專利、 3篇國際
期刊﹑6篇學報、 15篇學術會議論文，屬中下等級。（ 教授） 
1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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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彙整階段/建議事項 

1.技術報告之組織要嚴謹，文字要正確通順，圖表要清楚，論述
要面面具到，分量要夠，至少要與學術論文同一水準。 
2.遵守合作廠商保密要求，除專利可公開外，技術報告可不公開。 
3.要儘可能申請「發明」或「新式樣」專利，因為有專利審查，
可以證明技術夠水準。另新型專利自93年7月1日起已採形式審查
制，不進行案前檢索與實體檢查。 
4.參加國內外發明競賽並且獲得不錯的成績。 
5.除了發明創作外，期刊論文與研討會論文盡量不要掛０，對升
等有加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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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彙整階段/建議事項 

6.在指導學生專題製作方面有具體貢獻，尤其是學生參加全國
性競賽得獎，表示送審人在技術上的貢獻經「公開審查」之後
得到肯定。 
7.在代表作與參考著作之外，也可以增加個人資料等有利於審查
的資料，尤其是要對於自己成果寫出一些具體「優點」，以方
便審查委員下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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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彙整階段/建議事項 

• 專利最好要有與廠商技術轉移或授權 
• 研究與教學科目相符合 
• 五年內持續研發每年都要有產出 
• 申請專利題目要創新、新穎性 
• 申請專利內容要符合專利要件進步性、 新穎性、產業利用性 
• 新型專利一定要實體審查專利才會受到肯定 
• 參加國內發明競賽並獲得佳績 
• 指導學生參加校外競賽得獎及具體貢獻 ·每年研究不可掛零 
• 執行國科會計畫、產學計畫等均要有 
• 盡量要求每年參加國際性研討會績效 
• 應仔細研讀技術報告送審相關規定,知己知彼、百戰百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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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經驗分享 

先安內(校內送審要70分以上方可部審) 
後攘外(報部送審前要依據意見修改好) 



• 虛心學習別人的失敗，因為 
• 避開常犯的錯，就是往成功之路， 
• 成功往往是短暫的，但付出代價是
很大的，且會經過許多失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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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設定與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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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分析可能失敗原因 

· 不知道如何去做？（逃避...） 
· 自己沒信心？（總覺得不會過....） 
· 沒把握機會？ 
· 藉口沒時間？（找理由...） 
· 沒決心與用心？ 
· 嫌專利麻煩又花錢（大投資小報酬） 
·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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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思考 

• 教學- 
      教導與學習並行，身體力行才會得到良善的回饋。 
• 服務- 
      有機會多多替學校家長或社區服務，會有意想不到 
      的結果。 
• 研究- 
      不要認為理所當然，縝密思緒後，做就對了。 
 
心態調整、細心規劃、十分努力、飲水思源、

低調收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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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的經驗 

準備期：定主題、方法設計、材料備置。（6-8個月） 
執行期：Prototype製作、試驗、找廠商、專利佈局。 
                 （1年1個Topic） 
收集期：數據整理、分析、比賽。（3-4個月） 
彙整期：報告撰寫、文獻參考。（2-3個月） 
送件期：科(系)外審（3-4個月）     
                   校(院)外審（3-4個月） 
                   部外審（4-6個月）。 

準備期 執行期 收集期 彙整期 送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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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的經驗 

 教育服務時間（共8年8個月） 

 96.2    到校服務 
 97.8    開始準備（原本想用期刊著作升等，但...貴人提醒） 
 97.12   著手技術報告 
 101.1    開始彙整撰寫（一度想放棄...） 
 101.6   送科外審（缺點越多越好） 
 101.9   送校外審（缺點越多越好） 
 101.12  報教育部外審（任講師滿4年才送案） 
 102.4   通過審核（領證書） 
 104.6   準備送審副教授~~~(仍累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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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的經驗/分享 

走過歲月 我才發現世界都不完美   
成功或失敗   都有一些錯覺  
滄海有多廣   江湖有多深  局中人才了解  
生命開始  情不情願總要過完一生  
交出一片心 不怕被你誤解  
誰沒受過傷 誰沒流過淚   
何必要躲在黑暗裡 自苦又自憐  
我不斷失望  不斷希望     苦自己嚐 笑與你分享   
如今站在台上 也難免心慌  如果要飛得高 就該把地平線忘掉   
等了好久 終於等到今天 夢了好久 終於把夢實現   
前途漫漫任我闖 幸虧還有你在身旁   
盼了好久 終於盼到今天 忍了好久 終於把夢實現  
那些不變的風霜 早就無所謂 累也不說累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1uiAasM26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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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晚上想的是千條路，早上走的是原條路。(~馬雲) 

 理想是要一步一步的行動，往前挺進的。(~馬雲~) 

千萬不要 

認清事實 



1.現實面：為了多賺點錢(微薄薪資)養家活口… 

2.理想面：為了讓學生新知識,實習,工作機會… 

3.黑暗面：被認為技術報告升等沒用(暗箭齊發)… 

4.光明面：至少我通過部定審核，大家都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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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獨自常想~~升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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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訴自己要堅持 
 

• 態度~決定成就高
度。 

• 存在的價值不靠別
人給你分數，而是
你自己(虎死留皮，
人死留名…台語發音)。 

• 你的熱誠去哪了? 

當你站上一壘，本壘就不遠了 



成為成功者應具有的素質: 
1.具備樂觀態度。 
2.不抱怨，隨時檢查或檢討自己的問題。 
3.要有超越常人的堅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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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 與您分享一段勵志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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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您的聆聽 
The answer of your dream,  
please put it in your mind. 

祝大家升等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