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姜宜君 



Interview 那天! 
 

“請問姜老師, 如果你到本校服務, 將如何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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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驚! 



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 
修正日期109.6.28 

105.5.25 
 

附表三、以作品及成就證明送審教師資格審查範圍及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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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 一、創作： 

 (一)送繳下列三種以上具代表性之作品資料： 

1. 管絃樂作品（交響曲、交響詩、協奏曲等）或清唱劇（神劇）

或歌劇或類似作品。 

2. 室內樂曲（四人編制以上）。 

3. 合唱曲或重唱曲。獨奏曲或獨唱曲。 

4. 其他類別之作品。 

 (二)所送作品合計演出時間依送審不同等級，講師不得少於六十分

鐘、助理教授不得少於七十分鐘、副教授不得少於八十分鐘、教

授不得少於九十分鐘，且至少應包括前述第一、二種樂曲各一首

（部）。 

 (三)送繳之資料應包括樂譜、公開演出證明及演出光碟。 

二、演奏（唱）及指揮： 

  (一)送繳五場以上不同曲目且具代表性之公開演出音樂會資料。包

括獨奏（唱）、伴奏，協奏曲、室內樂、絲竹樂、清唱劇（神劇）

之指揮或主要角色演奏（唱），歌劇之導演及主要角色演唱等。 

 (二)以演奏（唱）送審者（包括傳統音樂），至少應包括三場獨奏

（唱）會；且每場演出時間不得少於六十分鐘。 

  (三)送繳之音樂會資料應包括節目內容、公開演出證明、現場整場

之光碟，並以其中一場演出樂曲之書面詮釋作為創作報告。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專任教師升等審查作業要點 
106年12月28日本校106學年度第1學期第3次教師評審委員會修正通過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人文暨社會科學院專任教師升等審查作業要點 
 109年6月11日本校108學年度第2學期第3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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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師之升等應提送下列資料送本中
心教評會評審，審議通過後，送院
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 

（一）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代表
著作一份(篇)（不得與取得前
一等級教師資格之著作重
複），該代表著作須為經審查程
序且已被接受刊登之學術期刊
論文、專書論文；或已出版之
專書、作品、專利、教學報告
或技術報告。代表著作如係兩
人以上合著，除符合「專科以
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
二十三條規定免附合著人簽章
證明外，需另附合著人證明（合
著人均應親自簽名蓋章）。 

（二）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已出
版之參考著作，非學術性著作
不在審查之列。 

（三）代表著作之論文比對報告書。 
（四）歷年參與之研究計劃及所獲之

研究補助案。 
（五）參加各學術研討會情形。 
（六）業經審定之新技術或新發明、

專利及相關說明。 
（七）申請人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

後之研究獎勵及研究相關之榮
譽。 

（八）以技術報告、教學實務報告、
作品或成就證明送審者，應符
合教育部訂頒之專科以上學校
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十五至第
十八條及附表之相關規定。 

（九）其他有利於申請人之資料。 

三、教師之升等應提送下列資料送本
中心教評會評審，審議通過後，送
院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 

（一）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及送
審前五年內代表著作至少一
份，該代表著作須為經審查程
序且已被接受刊登之學術期刊
論文、專書論文、已出版之專
書、作品或專利）。代表著作如
係兩人以上合著，需另附合著
人證明（合著人均應親自簽名
蓋章）。 

（二）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及送
審前七年內之其他已出版之參
考著作，非學術性著作不在審
查之列。 

（三）代表著作之論文比對報告書。 
（四）歷年參與之研究計劃及所獲之

研究補助案。 
（五）參加各學術研討會情形。 
（六）業經審定之新技術或新發明、

專利及相關說明。 
（七）歷年所獲之研究獎勵及研究相

關之榮譽。 
(八)藝術類科教師以作品及成就證

明代替專門著作送審者，依教
育部相關規定辦理。 

（九）其他有利於申請人之資料。 

依新修正教

師資格審定

辦法第二十

一條第一項

第四款明

定，規範送

審著作期限

為取得前一

等級之後之

著作，並刪

除但書規定

因懷孕或生

產者得延長

二年，爰配

合刪除代表

著作以五年

內、參考著

作以七年內

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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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藝術類科升等申請人以作品及成就證明代替專門著作送審者，須符合教育部訂頒之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

定辦法第 18 條第一款，暨該辦法附表一之「藝術類科教師以作品及成就證明送審教師資格審查基準」。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人文暨社會科學院專任教師升等審查作業要點 

93.4.1 本校 9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教評會審議通過 
98.10.29 本校 9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教評會修正通過 

99.9.23 本校 9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教評會修正通過 
100.5.10 本校 9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教評會修正通過 
100.6.27 本校 9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教評會修正通過 
102.5.9 本校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教評會修正通過 

102.10.3 本校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教評會修正通過 
102.11.7 本校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教評會修正通過 

102.12.19 本校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教評會修正通過 
103.3.6 本校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教評會修正通過 

103.6.12 本校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教評會修正通過 
104.6.18 本校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教評會修正通過 

106 年 6 月 15 日本校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 

109 年 6 月 11 日本校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 

一、本院為審理所屬各系(所、中心、室)專任教師升等事宜，特依本校「專任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第二十條規定

訂定本要點。 
二、凡本院專任教師符合本校「專任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升等資格者，得申請升等。 
三、教師之升等須先經由系、所、中心、室（體育室）教評會評審，通過後，應提送下列資料一式五份交院教師評審委

員會審查： 



平日蒐集--教師研發績效管理系統  
升等資料蒐集--參加升等作業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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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學年度教師升等備審資料(教評會議後送資料) 

教學單位 

次 表  單 是否備齊 

1 會議記錄(正本-審查委員簽名 1份+影本 5份)  

2 
升等審查評分表-門檻(正本-審查委員簽名 1份+影

本 5 份) 
 

3 
研究-B、教學-C、服務與輔導-D 

(正本-審查委員簽名 1份+影本 5份) 
 

4 
研究-B、教學-C、服務與輔導-D等佐證資料 5份-

請貼完整標示(最慢於 9 月 5日前送至學院辦公室) 
 

 

升等教師-著作外審必備資料-各 6份 

次 表  單 是否備齊 

1 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乙式  

2 表件一：送審教師資格查核表（需蓋主管及院長章）  

3 表件二：教師升等個人資料表  

4 代表著作-1篇(本)及論文比對報告書  

5 參考著作-4篇(本)  

6 教師資格證書影本  

7 合著證明 非必要 

8 迴避名單 非必要 

9 助理教授升等副教授者需附博士論文  

 



到校服務: 103年2月 
A送審著作B研究項全部及C1教學經驗: 103.8.1-109.7.31 

C2-C5, D輔導與服務: 104.8.1-109.7.31 
育嬰留職停薪: 104.8.20-105.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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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推薦序 2019姜宜君中提琴獨奏會-音樂瞬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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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創新 
PBL問題導向課程 
 
通識: 
屏東多元音樂閱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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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領域通識課程: 提琴工藝與音樂 
 
合授教師: 龍暐, 姜宜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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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趣, 未來研究領域…..有志一同的老師, Call me! 
 
• EMI 
English as a Medium of Instruction—2030雙語國家, 大專雙語教學 
 
主辦單位：臺北市立介壽國民中學 
時間：110年5月18日 
講題：「我想用英文講藝術」暨七年級學生公開授課教學 
 
• Design Thinking: 設計思考 (聲音景觀Soundscape) 

 
• USR: 原鄉部落山林知識文化部落學習基地的建置與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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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取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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