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人事事室室    編編印印  

中中華華民民國國 111100 年年 55 月月  
 

 
 



目 錄 
壹、教育部規定 

一、教師法(108 年 6 月 5 日修正並自 109 年 6 月 30 日施行） ................................................. 1 

二、教育人員任用條例......................................................................................... 14 

三、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109 年 6 月 28 日修正） .................................. 23 

四、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送審作業須知 ........................................................ 46 

五、大法官會議釋字第四六二號解釋 ................................................................ 55 

六、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辦理教師資格審查注意事項 .................... 57 

貳、中央部會函釋 

一、有關舊制教師不得以同一學位論文或著作送審兩種教師資格 
（教育部 94 年 11 月 11 日台學審字第 0940123500C 號函） ................... 58 

二、專科以上學校教師不服送審升等審查結果選擇申覆、申訴或提起訴願、行

政訴訟，應循行政系統辦理 
（教育部 90 年 5 月 16 日台(90)審字第 90059591 號函） ......................... 58 

三、為維護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查作業之公平性，各校之評審過程及審查

人應予保密外，亦應嚴禁送審人請託、關說等情事 
（教育部 95 年 11 月 29 日台學審字第 0950178543 號） ......................... 58 

四、有關任教未中斷之規定 
(教育部 90 年 12 月 4 日台學審字第 90163877 號令） .............................. 59 

五、自 97 學年度起，各授權自審(改為認可)學校[含部份授權自審(改為認可)
學校]最低一級教評會通過教師升等案時間晚於其升等生效年月者，其教

師證書年資起計自最低一級教評會通過年月起算 
（教育部 97 年 2 月 15 日台學審字第 0970024022 號函） ....................... 59 

六、有關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 4 條「已為接受將定期發表之證明

其專門著作應於一年內發表」之時間起計點 
（教育部 93 年 4 月 8 日台學審字第 0930045989 號函） ......................... 60 

七、有關藝術教師以美術作品送審教師資格疑義 
（教育部 92 年 9 月 15 日台(92)審字第 0920131629 號函） ..................... 60 

 I 



八、有關學術研討會發表之論文可否視為辦理教師資格審查之代表著作 
（教育部 91 年 10 月 24 日台(91)審字第 91157607 號函） ....................... 61 

九、有關著作「出版公開發行」之疑義 
（教育部 89 年 5 月 6 日台(89)審字第 89054607 號函） ........................... 61 

十、授權自審(改為認可)學校教師資格審查通過之著作，應於學校圖書館公開

典藏（教育部 86 年 10 月 14 日台(86)審字第 86110876 號函） .............. 61 

十一、副教授如進修取得博士學位者，擬送審教授之代表著作規定 
（教育部 86 年 9 月 18 日台(86)審字第 86104867 號函） ..................... 61 

十二、經審定不通過者再以相同或相似題目之代表作送審，須附前次送審著作

三冊及新舊著作異同對照表 
（教育部 79 年 11 月 9 日台(79)審字第 55322 號函） ........................... 62 

十三、教師另送著作審查時可否以同一題目再送審 
（教育部 67 年 5 月 17 日台(67)審字第 12918 號函） ........................... 62 

十四、升等著作是否得將翻譯著作列為參考著作之疑義 
（教育部 93 年 2 月 20 日台學審字第 0930020041 號） ........................ 63 

十五、專門著作經學校送請校外學者專家評審後，是否可依審查意見修正後，

再行報部複審 
（教育部 93 年 10 月 21 日台學審字第 0930132856 號函） .................. 63 

十六、舊制教師不得以同一學位論文或著作重複送審兩種教師等級 
（教育部 94 年 11 月 11 日台學審字第 0940123500C 號函） ............... 63 

十七、專門著作非屬具個人原創性之學術性著作，均不得受理 
（教育部 97 年 1 月 31 日台學審字第 0970017012 號函） .................... 63 

十八、為維護國家主權，教師發表於國際或大陸地區學術期刊之論文，須以

「Taiwan」或「R.O.C.」掛名，如掛名「China」或「Taiwan, China」，
一概不承認，亦無法用於求職、升等及計畫申請等事宜 

（教育部 100 年 9 月 8 日台陸字第 1000164032 號函） .................... 64 
(教育部 108 年 3 月 11 日臺教高(五)字第 1080026798B 號函） ...... 64 

十九、教師投稿或與中國大陸學者共同具名於學術期刊發表論文時使用之國家

名稱補充規定（國科會(現科技部)100 年 1 月 28 日台會綜一字第

1000006234 號函） ..................................................................................... 64 

 II 



二十、教師升等著作期刊論文線上刊登與紙本刊登日期不同之疑義 
（教育部 103 年 1 月 9 日臺教高(五)字第 1020184947 號函） .......... 65 

二十一、教師升等著作期刊論文線上刊登與紙本刊登日期不同，其升等著作之

認定日期，得以送審人最有利原則從優認定 
（教育部 104 年 5 月 29 日臺教高(五)字第 1040054367 號函） ........ 65 

二十二、有關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 21 條第 2 項所定專門著作、

作品、成就證明及技術報告，應符合「公開」之規定 
(教育部 106 年 2 月 21 日臺教高(五)字第 1050150406 號函 ） ....... 65 

二十三、科技部補助人文學及社會科學經典譯注研究計畫能否列為專科以上學

校教師資格審定之代表作(教育部 109 年 12 月 25 日臺教高(五)字第

1090172541 號函)  ............................................................................... 66 

二十四、有關教師於未滿 65 歲前申請教師資格審定，審查完成後已屆齡退休，

是否符合送審資格。(教育部 110 年 3 月 23 日臺教高(五)字第

1100027942 號函)  ................................................................................ 66 

參、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相關說明 

一、經濟部智慧財產局（95 年 1 月）有關碩、博士論文著作權歸屬爭議之問

題說明 ............................................................................................................. 68 

二、論文著作權歸屬等相關問題查閱網址 ........................................................ 69 

三、教授可以幫學生寫碩博士論文嗎？【章忠信】 ........................................ 70 

肆、本校規定 

一、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專任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 .................................... 75 

二、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聘任及升等辦法 .................... 89 

三、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教師研究教學輔導與服務成績考核要點 
(含教師升等項目考核評分表【含研究、教學、輔導與服務】)  ............. 99 

四、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教師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處理要點 ....................... 118 

五、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要點 ....................... 123 

六、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辦理教師專業成就審查作業要點 ............................... 128 

 III 



伍、本校教師著作升等表格 

一、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甲、乙式) ................................................................. 164 

二、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教師資格審查代表作合著人證明 ............................... 168 

三、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教師個人資料表  ......................................................... 169 

四、代表著作、作品審查迴避參考名單 ........................................................... 172 

五、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教師資格審查資料查核表 ........................................... 173 

陸、其他 

一、教師著作審查應注意事項 ........................................................................... 178 

二、技術報告送審之實務案例 ........................................................................... 180 

 

 IV 



壹、教育部規定 

一、教師法 (修正日期：民國 108 年 06 月 05 日並自109 年06月30 日施行) 

第 一 章 總則 

第 1 條 
為明定教師權利義務，保障教師工作及生活，提升教師專業地位，並維護學

生學習權，特制定本法。 

第 2 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教育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

為縣（市）政府。 
軍警校院及矯正學校依本法規定處理專任教師之事項時，除資格檢定及審定

外，以其所屬主管機關為本法所稱主管機關。 

第 3 條 
本法於公立及已立案之私立學校編制內，按月支給待遇，並依法取得教師資

格之專任教師適用之。 
軍警校院及矯正學校依本法及教育人員任用條例規定聘任之專任教師，除法

律另有規定者外，適用本法之規定。 

第 4 條 
教師資格檢定及審定、聘任、解聘、不續聘、停聘及資遣、權利義務、教師

組織、申訴及救濟等事項，應依本法之規定。 

第 二 章 資格檢定及審定 

第 5 條 
教師資格之取得分檢定及審定二種：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之教師採檢定制；專

科以上學校之教師採審定制。 

第 6 條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資格之檢定，另以法律定之；經檢定合格之教師，由

中央主管機關發給教師證書。 

第 7 條 
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之審定分學校審查及中央主管機關審查二階段；教師

經學校審查合格者，由學校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審查，再審查合格者，由中央

主管機關發給教師證書。但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學校審查合格者，得逕由

中央主管機關發給教師證書。 

第 8 條 
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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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章 聘任 

第 9 條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之聘任，分初聘、續聘及長期聘任，除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外，應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通過後，由校長聘任之： 
一、依師資培育法規定分發之公費生。 
二、依國民教育法或高級中等教育法回任教師之校長。 
前項教師評審委員會之組成，應包括教師代表、學校行政人員代表及家長會

代表一人；其中未兼行政或董事之教師代表，不得少於總額二分之一，但教

師之員額少於委員總額二分之一者，不在此限。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於處理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七款及第十款、

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時，學校應另行增聘校外學者專家擔任委

員，至未兼行政或董事之教師代表人數少於委員總額二分之一為止。 
前三項教師評審委員會之任務、組成方式、任期、議事、迴避及其他相關事

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10 條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之聘任，以具有教師證書者為限。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聘任期限，初聘為一年；續聘第一次為一年，以後續

聘每次為二年；續聘三次以上服務成績優良者，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全體委員

三分之二以上審查通過後，得以長期聘任，其聘期由各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訂

定之，至多七年。 
專科以上學校教師之聘任及期限，分別依大學法及專科學校法之規定辦理。 

第 11 條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科、組、課程調整或學校減班、停辦或解散時，學校對仍

願繼續任教且在校內有其他適當工作可以調任之合格教師，應優先輔導調整

職務；在校內無其他適當工作可以調整職務者，學校或主管機關應優先輔導

介聘。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或主管機關依前項規定優先輔導介聘之教師，經學校教師

評審委員會審查發現有第三十條各款情形之一者，其聘任應不予通過。 

第 12 條 
專科以上學校系、所、科、組、課程調整或學校減班、停辦、解散時，學校

對仍願繼續任教且有其他適當工作可以調任之合格教師，應優先輔導遷調，

各該主管機關應輔導學校執行。 
專科以上學校依前項規定優先輔導遷調之教師，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發現

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其聘任得不予通過： 
一、第十四條第一項、第十五條第一項或第十六條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尚

在解聘或不續聘處理程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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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第十八條、第二十一條、第二十二條第一項或第二項之情形，尚在停

聘處理程序中或停聘期間。 
三、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二款或第三款情形之一，尚在資遣處理程序中。 

第 13 條 
教師除有第十四條至第十六條、第十八條、第十九條、第二十一條及第二十

二條情形之一者外，不得解聘、不續聘或停聘。 

第 四 章 解聘、不續聘、停聘及資遣 

第 14 條 
教師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予解聘，且終身不得聘任為教師： 
一、動員戡亂時期終止後，犯內亂、外患罪，經有罪判決確定。 
二、服公務，因貪污行為經有罪判決確定。 
三、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條第一項所定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 
四、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侵 
    害行為屬實。 
五、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騷 
    擾或性霸凌行為，有解聘及終身不得聘任為教師之必要。 
六、受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規定處罰，或受性騷擾防治法第二十條 
    或第二十五條規定處罰，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確認，有解聘及 
    終身不得聘任為教師之必要。 
七、經各級社政主管機關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九十七條規定 
    處罰，並經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確認，有解聘及終身不得聘任為教師 
    之必要。 
八、知悉服務學校發生疑似校園性侵害事件，未依性別平等教育法規定通 
    報，致再度發生校園性侵害事件；或偽造、變造、湮滅或隱匿他人所 
    犯校園性侵害事件之證據，經學校或有關機關查證屬實。 
九、偽造、變造或湮滅他人所犯校園毒品危害事件之證據，經學校或有關 
    機關查證屬實。 
十、體罰或霸凌學生，造成其身心嚴重侵害。 
十一、行為違反相關法規，經學校或有關機關查證屬實，有解聘及終身不 
      得聘任為教師之必要。 
教師有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規定情形之一者，免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並

免報主管機關核准，予以解聘，不受大學法第二十條第一項及專科學校法第

二十七條第一項規定之限制。 
教師有第一項第四款至第六款規定情形之一者，免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由學校逕報主管機關核准後，予以解聘，不受大學法第二十條第一項及專科

學校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規定之限制。 

3 
 



教師有第一項第七款或第十款規定情形之一者，應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三

分之二以上出席及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審議通過，並報主管機關核准

後，予以解聘；有第八款、第九款或第十一款規定情形之一者，應經教師評

審委員會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及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審議通過，並報

主管機關核准後，予以解聘。 

第 15 條 
教師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予解聘，且應議決一年至四年不得聘任為教

師： 
一、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騷    

擾或性霸凌行為，有解聘之必要。 
二、受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規定處罰，或受性騷擾防治法第二十條    

或第二十五條規定處罰，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確認，有解聘之必

要。 
三、體罰或霸凌學生，造成其身心侵害，有解聘之必要。 
四、經各級社政主管機關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九十七條規定    

處罰，並經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確認，有解聘之必要。 
五、行為違反相關法規，經學校或有關機關查證屬實，有解聘之必要。 
教師有前項第一款或第二款規定情形之一者，應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二分

之一以上出席及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審議通過，並報主管機關核准後，

予以解聘。 
教師有第一項第三款或第四款規定情形之一者，應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三

分之二以上出席及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審議通過，並報主管機關核准

後，予以解聘；有第五款規定情形者，應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三分之二以

上出席及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審議通過，並報主管機關核准後，予以解

聘。 

第 16 條 
教師聘任後，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並報

主管機關核准後，予以解聘或不續聘；其情節以資遣為宜者，應依第二十七

條規定辦理： 
一、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 
二、違反聘約情節重大。 
教師有前項各款規定情形之一者，應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三分之二以上 
出席及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審議通過。但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有前 
項第一款情形，學校向主管機關申請教師專業審查會調查屬實，應經教師 
評審委員會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及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審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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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7 條 
主管機關為協助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處理前條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十六條第二

項情形之案件，應成立教師專業審查會，受理學校申請案件或依第二十六條

第二項提交教師專業審查會審議之案件。 
教師專業審查會置委員十一人至十九人，任期二年，由主管機關首長就行政

機關代表、教育學者、法律專家、兒童及少年福利學者專家、全國或地方校

長團體代表、全國或地方家長團體代表及全國或地方教師組織推派之代表遴

聘（派）兼之；任一性別委員人數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 
第一項教師專業審查會之組成及運作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教師專業審查會之結案報告摘要，應供公眾查閱。 

第 18 條 
教師行為違反相關法規，經學校或有關機關查證屬實，未達解聘之程度，而

有停聘之必要者，得審酌案件情節，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

席及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審議通過，議決停聘六個月至三年，並報主管

機關核准後，予以終局停聘。 
前項停聘期間，不得申請退休、資遣或在學校任教。 

第 19 條 
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得聘任為教師；已聘任者，應予以解聘： 
一、有第十四條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 
二、有第十五條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於該議決一年至四年期間。 
有前條第一項情形者，於該停聘六個月至三年期間，其他學校不得聘任其為

教師；已聘任者，應予以解聘。 
前二項已聘任之教師屬依第二十條第一項規定通報有案者，免經教師評審委

員會審議，並免報主管機關核准，予以解聘，不受大學法第二十條第一項及

專科學校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規定之限制；非屬依第二十條第一項規定通報

有案者，應依第十四條或第十五條規定予以解聘。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六月二十七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因行為不檢有損

師道，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而解聘或不續聘之教師，除屬性侵害行為；性騷

擾、性霸凌行為、行為違反相關法令且情節重大；體罰或霸凌學生造成其身

心嚴重侵害者外，於解聘或不續聘生效日起算逾四年者，得聘任為教師。 

第 20 條 
教師有第十四條第一項、第十五條第一項、第十八條第一項及前條第一項、

第二項規定之情形者，各級主管機關及各級學校應依規定辦理通報、資訊之

蒐集及查詢。 
學校聘任教師前，應查詢其有無前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之情形；已聘任者，

應定期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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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級主管機關協助學校辦理前項查詢，得使用中央社政主管機關建立之依兒

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性騷擾防治法第二十條或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

保障法第九十七條規定受行政處罰者之資料庫。 
前三項之通報、資訊之蒐集、查詢、處理、利用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

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21 條 
教師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當然暫時予以停聘： 
一、依刑事訴訟程序被通緝或羈押。 
二、依刑事確定判決，受褫奪公權之宣告。 
三、依刑事確定判決，受徒刑之宣告，在監所執行中。 

第 22 條 
教師涉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服務學校應於知悉之日起一個月內經教師評

審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免報主管機關核准，暫時予以停聘六個月以下，並靜

候調查；必要時，得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延長停聘期間二次，每

次不得逾三個月。經調查屬實者，於報主管機關後，至主管機關核准及學校

解聘前，應予停聘，免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一、第十四條第一項第四款至第六款情形。 
二、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一款或第二款情形。 
教師涉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服務學校認為有先行停聘進行調查之必要者，

應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免報主管機關核准，暫時予以停聘三個月以

下；必要時得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延長停聘期間一次，且不得逾

三個月。經調查屬實者，於報主管機關後，至主管機關核准及學校解聘前，

得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後，予以停聘： 
一、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七款至第十一款情形。 
二、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三款至第五款情形。 
前二項情形應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及出席委員二分之 
一以上之審議通過。 

第 23 條 
教師停聘期間，服務學校應予保留底缺；終局停聘期間遇有聘約期限屆滿情

形者，學校應予續聘。 
依第十八條、前條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停聘之教師，於停聘期間屆滿後，學

校應予復聘，教師應於停聘期間屆滿次日向學校報到復聘。 
依前條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停聘之教師，於停聘期間屆滿前，停聘事由已消

滅者，得申請復聘。 
依前項規定申請復聘之教師，應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及

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審議通過後復聘。 

6 
 



依第二十一條規定停聘之教師，於停聘事由消滅後，除經學校依前條第二項

規定予以停聘外，學校應予復聘，教師應於事由消滅後次日向學校報到復聘。 
經依法停聘之教師，未依第二項規定於停聘期間屆滿次日或未依前項規定於

事由消滅後次日向學校報到復聘，或未依第三項規定於停聘事由消滅後三個

月內申請復聘者，服務學校應負責查催，教師於回復聘任報到前，仍視為停

聘；如仍未於接到查催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內報到復聘者，除有不可歸責於該

教師之事由外，視為辭職。 

第 24 條 
受解聘、不續聘或停聘之教師，依法提起救濟後，原解聘、不續聘或停聘決

定經撤銷或因其他事由失去效力，除得依法另為處理者外，其服務學校應通

知其復聘，免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依前項規定復聘之教師，於接獲復聘通知後，應於三十日內報到，其未於期

限內報到者，除經核准延長或有不可歸責於該教師之事由外，視為辭職。 
依第一項或前條第二項、第三項或第五項規定復聘之教師，服務學校應回復

其教師職務。 

第 25 條 
依第十八條第一項或第二十一條第二款、第三款停聘之教師，停聘期間不發

給待遇。 
依第二十一條第一款、第二十二條第一項、第二十三條第六項停聘之教師，

於停聘期間不發給待遇；停聘事由消滅後，未受解聘或終局停聘處分，並回

復聘任者，補發其停聘期間全數本薪（年功薪）。 
依第二十二條第二項停聘之教師，於停聘期間發給半數本薪（年功薪）；調

查後未受解聘或終局停聘處分，並回復聘任者，補發其停聘期間另半數本薪

（年功薪）。 

第 26 條 
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依第十

四條至第十六條規定作成教師解聘或不續聘之決議，或依第十八條規定作成

教師終局停聘之決議後，除本法另有規定外，學校應自決議作成之日起十日

內報主管機關核准，並同時以書面附理由通知當事人。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涉有第十四條至第十六條或第十八條規定之情形，學

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未依規定召開、審議或決議，主管機關認有違法之虞時，

應敘明理由交回學校審議或復議；屆期未依法審議或復議者，主管機關得敘

明理由逕行提交教師專業審查會審議，並得追究學校相關人員責任。 
前項教師專業審查會之決議，應依該案件性質，以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原應

經之委員出席比率及表決比率審議通過；其決議視同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之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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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科以上學校教師涉有第十四條至第十六條或第十八條規定之情形，學校教

師評審委員會未依規定召開、審議或決議，主管機關認有違法之虞時，應敘

明理由交回學校審議或復議；屆期未依法審議或復議者，主管機關得追究學

校相關人員責任。 
教師解聘、不續聘或終局停聘案尚在處理程序中，其聘約期限屆滿者，學校

應予暫時繼續聘任。 

第 27 條 
教師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應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並報主管機關

核准後，得予以資遣： 
一、因系、所、科、組、課程調整或學校減班、停辦、解散時，現職已無工

作又無其他適當工作可以調任。 
二、現職工作不適任且無其他工作可調任；或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評鑑合    

格之醫院證明身體衰弱不能勝任工作。 
三、受監護宣告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符合退休資格之教師有前項各款情形之一，經核准資遣者，得於資遣確定之

日起一個月內依規定申請辦理退休，並以原核准資遣生效日為退休生效日。 

第 28 條 
學校於知悉教師涉有第十四條第一項或第十五條第一項所定情形之日起，不

得同意其退休或資遣。 
教師離職後，學校始知悉該教師於聘任期間涉有第十四條第一項或第十五條

第一項所定之情形者，學校仍應予以解聘，並依第二十條規定辦理通報。 

第 29 條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依本法所為教師之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程序及相關

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30 條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現職教師，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得申請介聘： 
一、有第十四條第一項、第十五條第一項或第十六條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

尚在調查、解聘或不續聘處理程序中。 
二、有第十八條第一項、第二十一條、第二十二條第一項或第二項情形，尚

在調查、停聘處理程序中或停聘期間。 
三、有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二款或第三款情形，尚在調查、資遣處理程序中。 

第 五 章 權利義務 

第 31 條 
教師接受聘任後，依有關法令及學校章則之規定，享有下列權利： 
一、對學校教學及行政事項提供興革意見。 
二、享有待遇、福利、退休、撫卹、資遣、保險等權益及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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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參加在職進修、研究及學術交流活動。 
四、參加教師組織，並參與其他依法令規定所舉辦之活動。 
五、對主管機關或學校有關其個人之措施，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益 
    者，得依法提出申訴。 
六、教師之教學及對學生之輔導依法令及學校章則享有專業自主。 
七、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教師得拒絕參與主管機關或學校所指派與教學 
    無關之工作或活動。 
八、教師依法執行職務涉訟時，其服務學校應輔助其延聘律師為其辯護及 
    提供法律上之協助。 
九、其他依本法或其他法律應享有之權利。 
前項第八款情形，教師因公涉訟輔助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另其涉訟

係因教師之故意或重大過失所致者，應不予輔助；如服務學校已支付涉訟輔

助費用者，應以書面限期命其繳還。 

第 32 條 
教師除應遵守法令履行聘約外，並負有下列義務： 
一、遵守聘約規定，維護校譽。 
二、積極維護學生受教之權益。 
三、依有關法令及學校安排之課程，實施適性教學活動。 
四、輔導或管教學生，導引其適性發展，並培養其健全人格。 
五、從事與教學有關之研究、進修。 
六、嚴守職分，本於良知，發揚師道及專業精神。 
七、依有關法令參與學校學術、行政工作及社會教育活動。 
八、非依法律規定不得洩漏學生個人或其家庭資料。 
九、擔任導師。 
十、其他依本法或其他法律規定應盡之義務。 
前項第四款及第九款之辦法，由各校校務會議定之。 

第 33 條 
各級學校教師在職期間應主動積極進修、研究與其教學有關之知能。 
教師在職進修得享有帶職帶薪或留職停薪之保障；其進修、研究之經費得由

學校或所屬主管機關編列預算支應。 
為提升教育品質，鼓勵各級學校教師進修、研究，中央主管機關應規劃多元

之教師進修、研究等專業發展制度，其方式、獎勵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

主管機關定之。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各主管機關應建立教師諮商輔導支持體系，協助教師諮商

輔導；其辦法由各該主管機關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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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4 條 
教師違反第三十二條第一項各款之規定者，各聘任學校應交教師評審委員會

評議後，由學校依有關法令規定處理。 

第 35 條 
教師因婚、喪、疾病、分娩或其他正當事由，得依規定請假；其基於法定義

務出席作證性侵害、性騷擾及霸凌事件，應給予公假。 
前項教師請假之假別、日數、請假程序、核定權責與違反之處理及其他相關

事項之規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36 條 
教師之待遇，另以法律定之。 

第 37 條 
公私立學校教師互轉時，其未核給退休、撫卹、離職及資遣給與之任職年資

應合併計算。 

第 38 條 
教師之退休、撫卹、離職、資遣及保險，另以法律定之。 
 
第 六 章 教師組織 

第 39 條 
教師組織分為三級：在學校為學校教師會；在直轄市及縣（市）為地方教師

會；在中央為全國教師會。 
學校班級數少於二十班時，得跨區 （鄉、鎮）合併成立學校教師會。 
各級教師組織之設立，應依人民團體法規定向該管主管機關申請辦理。 
地方教師會應有行政區內半數以上學校教師會加入，始得設立。全國教師會

應有半數以上之地方教師會加入，始得成立。 

第 40 條 
各級教師組織之基本任務如下： 
一、維護教師專業尊嚴與專業自主權。 
二、與各級機關協議教師聘約及聘約準則。 
三、研究並協助解決各項教育問題。 
四、監督離職給付儲金機構之管理、營運、給付等事宜。 
五、派出代表參與教師聘任、申訴及其他與教師有關之法定組織。 
六、制定教師自律公約。 

第 41 條 
學校不得限制教師參加教師組織或擔任教師組織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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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不得因教師參加教師組織、擔任教師組織職務或參與活動，拒絕聘用、

解聘或為其他不利之待遇。 

第 七 章 申訴及救濟 

第 42 條 
教師對學校或主管機關有關其個人之措施，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益

者，得向各級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起申訴、再申訴。 
教師因學校或主管機關對其依法申請之案件，於法定期間內應作為而不作

為，認為損害其權益者，亦得提起申訴；法令未規定應作為之期間者，其期

間自學校或主管機關受理申請之日起為二個月。 
申訴之提起，應於收受或知悉措施之次日起三十日內以書面為之；再申訴應

於申訴評議書達到之次日起三十日內以書面為之。 
前項期間，以申訴評議委員會收受申訴書或再申訴書之日期為準。 

第 43 條 
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委員，由教師、社會公正人士、學者專家、該地區教師

組織代表，及組成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之主管機關或學校代表擔任之；其中

未兼行政職務之教師人數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二。 
前項教師組織代表在直轄市、縣（市）由直轄市、縣（市）教師會推薦；在

專科以上學校由該校教師會推薦，其無教師會者，由該學校教育階段相當或

直轄市、縣（市）教師會推薦；在中央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由全國教師會推

薦。 
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之組織、迴避、評議程序與方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準則，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軍警校院及矯正學校適用之規定，得由各該主管機關

另定之。 
各級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與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不符者，應於本法中華

民國一百零八年五月十日修正之條文施行之日起一年內完成修正。 

第 44 條 
教師申訴之程序分為申訴及再申訴二級如下： 
一、專科以上學校分學校及中央二級。 
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分直轄市、縣（市）及中央二級。但中央主管機關所

屬學校為中央一級，其提起之申訴，以再申訴論。 
教師不服申訴決定者，得提起再申訴；學校及主管機關不服申訴決定者，亦

同。 
教師依本法提起申訴、再申訴後，不得復依訴願法提起訴願；於申訴、再申

訴程序終結前提起訴願者，受理訴願機關應於十日內，將該事件移送應受理

之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並通知教師；同時提起訴願者，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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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依訴願法提起訴願後，復依本法提起申訴者，受理之教師申訴評議委員

會應停止評議，並於教師撤回訴願或訴願決定確定後繼續評議；原措施屬行

政處分者，應為申訴不受理之決定。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五月十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尚未終結之事件，其

以後之程序，依修正施行後之本法規定終結之。 
原措施性質屬行政處分者，其再申訴決定視同訴願決定；不服再申訴決定者，

得依法提起行政訴訟。 

第 45 條 
評議決定確定後，就其事件，有拘束各關係機關、學校之效力；原措施之學

校或主管機關應依評議決定執行，主管機關並應依法監督其確實執行。 
學校未依前項規定辦理，主管機關得依相關法規追究責任，並作為扣減或停

止部分或全部學校獎勵、補助或其他措施之依據。 

第 46 條 
直轄市、縣（市）及中央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之評議書應主動公開。但其他

法律另有規定者，依其規定。 
前項公開，應不包括自然人姓名以外之自然人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護照號

碼及其他足資識別該個人之資料。 

第 八 章 附則 

第 47 條 
各級學校兼任教師之資格檢定與審定，依本法之規定辦理。 
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之權利、義務、資格、聘任、終止聘約、停止聘約之

執行與其通報、資訊之蒐集、查詢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

定之。 
各級學校專業、技術科目教師及擔任健康與護理課程之護理教師，其資格均

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之規定辦理。 

第 48 條 
前條第三項之護理教師，其解職、申訴、進修、待遇、福利、退休、資遣、

撫卹事項，準用教師相關法令規定。 
經主管機關介派之護理教師具有健康與護理科合格教師資格者，主管機關得

辦理介聘為健康與護理科教師；其介聘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49 條 
本法各相關條文之規定，於下列幼兒園教師準用之： 
一、公立幼兒園教師，其聘任、解聘、不續聘、停聘、資遣、教師組織、申

訴、救濟及其他管理相關事項。 
二、中華民國一百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已準用本法之私立幼兒園教師，    

其聘任、進修、研究、離職、資遣、教師組織及申訴相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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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0 條 
各級學校校長，得準用教師申訴之規定提起申訴。 

第 51 條 
本法授權中央主管機關訂定之各項法規命令，中央主管機關應邀請全國教師

組織代表參與訂定。 

第 52 條 
本法施行細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53 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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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育人員任用條例 (修正日期：民國 103 年 01 月 22 日) 

第 一 章 總則 

第 1 條 

教育人員之任用，依本條例行之。本條例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有關法律之規

定。 

第 2 條 
本條例所稱教育人員為各公立各級學校校長、教師、職員、運動教練，社會

教育機構專業人員及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所屬學術研究機構 (以下簡稱學

術研究機構) 研究人員。 

第 二 章 任用資格 

第 3 條 
教育人員之任用，應注意其品德及對國家之忠誠；其學識、經驗、才能、體

能，應與擬任職務之種類、性質相當。各級學校校長及社會教育機構、學術

研究機構主管人員之任用，並應注重其領導能力。 

第 4 條 
國民小學校長應持有國民小學教師證書，並具下列資格之一： 
一、曾任國民小學教師五年以上，及各級學校法規所定一級單位主管之學校

行政工作三年以上。 
二、曾任國民小學或國民中學教師三年以上或合計四年以上，及薦任第八職

等以上或與其相當之教育行政相關工作二年以上。 
三、曾任各級學校教師合計七年以上，其中擔任國民小學教師至少三年，及

國民小學一級單位主管之學校行政工作二年以上。 

前項第三款國民小學一級單位主管之學校行政工作年資，於師資培育之大學

所設附屬國民小學校長，得為大學法規所定一級單位主管之學校行政工作年

資。 

第 5 條 
國民中學校長應持有中等學校教師證書，並具下列資格之一： 
一、曾任國民中學教師五年以上，及各級學校法規所定一級單位主管之學校

行政工作三年以上。 
二、曾任國民小學或中等學校教師三年以上或合計四年以上，及薦任第八職

等以上或與其相當之教育行政相關工作二年以上。 
三、曾任各級學校教師合計七年以上，其中擔任國民中學教師至少三年，及

國民中學一級單位主管之學校行政工作二年以上。 
師資培育之大學附設國民中學校長資格，除依前項各款規定辦理外，得曾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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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學院、系專任講師及中等學校教師各三年以上，並應持有中等學校教師

證書；前項第三款國民中學一級單位主管之學校行政工作年資，並得為大學

法規所定一級單位主管之學校行政工作年資。 
持有國民中學主任甄選儲訓合格證書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國民中學部教師，

其兼任高級中等學校主任者，得以該主任年資，採計為第一項第三款國民中

學一級單位主管之學校行政工作年資。 

第 6 條 
高級中等學校校長應持有中等學校教師證書，並具下列資格之一： 
一、曾任高級中等學校教師五年以上，及各級學校法規所定一級單位主管之

學校行政工作三年以上。 
二、曾任中等學校教師三年以上，及薦任第九職等以上或與其相當之教育行

政相關工作二年以上。 
三、曾任各級學校教師合計七年以上，其中擔任高級中等學校教師至少三年，

及高級中等學校一級單位主管之學校行政工作二年以上。 
師資培育之大學附設高級中等學校校長資格，除依前項各款規定辦理外，得

曾任教育學院、系專任副教授或曾任與擬任職業學校性質相關學科專任副教

授，及中等學校教師各二年以上，並具各級學校法規所定一級單位主管之學

校行政工作一年以上，且應持有中等學校教師證書；前項第三款高級中等學

校一級單位主管之學校行政工作年資，並得為大學法規所定一級單位主管之

學校行政工作年資。 
民族藝術高級中等學校校長資格，除依第一項各款規定辦理外，得曾任高級

中等學校或專科以上學校之戲劇、藝術或其相關科、系（所、學程）教師二

年以上，及各級學校法規所定主管職務、薦任第九職等以上或與其相當之教

育、文化行政工作二年以上。 

第 6-1 條 
特殊教育學校校長應持有學校所設最高教育階段教師證書及具備特殊教育之

專業知能，並具下列資格之一： 
一、曾任特殊教育學校（班）教師五年以上，及各級學校法規所定一級單位

主管之學校行政工作三年以上。 
二、曾任特殊教育學校（班）教師三年以上，及薦任第九職等以上或與其相

當之教育行政相關工作二年以上。 
三、曾任各級學校教師合計七年以上，其中擔任特殊教育學校（班）教師至

少三年，及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一級單位主管之學校行政工作二年以上。 

第 7 條（刪除） 

第 8 條 
專科學校校長應具下列第一款各目資格之一及第二款資格： 
一、具下列資格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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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央研究院院士。 
（二）教授。 
（三）曾任相當教授之教學、學術研究工作。 
（四）曾任副教授三年以上。 
（五）曾任相當副教授三年以上之教學、學術研究工作。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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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9 條（刪除） 

第 10 條 
大學校長應具下列第一款各目資格之一及第二款資格： 
一、具下列資格之一： 
   （一）中央研究院院士。 
   （二）教授。 
   （三）曾任相當教授之教學、學術研究工作。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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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獨立學院校長資格，除依前項各款規定辦理外，得以具有博士學位，並曾任

與擬任學院性質相關之專門職業，或簡任第十二職等以上或與其相當之教育

行政職務合計六年以上者充任之。 
大學及獨立學院校長之資格除應符合前二項規定外，各校得因校務發展及特

殊專業需求，另定前二項以外之資格條件，並於組織規程中明定。 

第 10-1 條 
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年十一月十五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曾任或現任各級學校

校長，或經公開甄選儲訓合格之國民中學、國民小學校長候用人員，或符合

修正前高級中等以上學校校長聘任資格者，具有同級學校校長之聘任資格；

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已依修正前第四條、第五條規定資格辦理校長候用人員儲

訓作業者，其儲訓合格之人員，亦同。 
專科學校改制為技術學院設有專科部者，其校長得由原專科學校校長繼續擔

任至任期屆滿為止。 
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年十一月十五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主管教育行政機

關、學校或董事會已依修正前第四條至前條規定資格辦理校長遴選作業中

者，其校長聘任資格得依修正前規定辦理。 

第 11 條 
師範大學、師範學院、師範專科學校校、院長，除應具備本條例相關各條規

定之資格外，並以修習教育者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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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 條 
國民小學教師應具有左列資格之一： 
一、師範專科學校畢業者。 
二、師範大學、師範學院各學系、或教育學院、系畢業者。 
三、本條例施行前，依規定取得國民小學教師合格證書尚在有效期間者。 

第 13 條 
中等學校教師應具有左列資格之一： 
一、師範大學、師範學院各系、所畢業者。 
二、教育學院各系、所或大學教育學系、所畢業者。 
三、大學或獨立學院各系、所畢業，經修習規定之教育學科及學分者。 
四、本條例施行前，依規定取得中等學校教師合格證書尚在有效期間者。 

第 14 條 
大學、獨立學院及專科學校教師分為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講師。 
大學、獨立學院及專科學校教師應具有專門著作在國內外知名學術或專業刊

物發表，或已為接受且出具證明將定期發表，或經出版公開發行，並經教育

部審查其著作合格者，始得升等；必要時，教育部得授權學校辦理審查。 
大學、獨立學院及專科學校體育、藝術、應用科技等以技能為主之教師聘任

或升等，得以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代替專門著作送審。 
大學、獨立學院及專科學校教師之聘任、升等均應辦理資格審查；其審查辦

法由教育部定之。 

第 15 條 
大學、獨立學院及專科學校得聘任助教協助教學及研究工作。 
助教應具有左列資格之一： 

一、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成績優良者。 
二、三年制專科學校畢業，曾從事與所習學科有關之研究工作、專門職業或

職務二年以上；或二年制、五年制專科學校畢業，曾從事與所習學科有

關之研究工作、專門職業或職務三年以上，成績優良者。 

第 16 條 
講師應具有左列資格之一： 
一、在研究院、所研究，得有碩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成績優良者。 
二、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曾任助教擔任協助教學或研究工作四年以上，成

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三、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曾從事與所習學科有關之研究工作、專門職業或

職務六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第 16-1 條 
助理教授應具有左列資格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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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具有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二、具有碩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曾從事與所習學科有關之研究工作、

專門職業或職務四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三、大學或獨立學院醫學系、中醫學系、牙醫學系畢業，擔任臨床工作九年

以上，其中至少曾任醫學中心主治醫師四年，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

者。 
四、曾任講師三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第 17 條 
副教授應具有左列資格之一： 
一、具有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曾從事與所習學科有關之研究工作、

專門職業或職務四年以上，並有專門著作者。 
二、曾任助理教授三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第 18 條 
教授應具有左列資格之一： 
一、具有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曾從事與所習學科有關之研究工作、

專門職業或職務八年以上，有創作或發明，在學術上有重要貢獻或重要

專門著作者。 
二、曾任副教授三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重要專門著作者。 

第 19 條 
在學術上有傑出之貢獻，並經教育部學術審議會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及出

席委員四分之三以上之決議通過者，得任大學、獨立學院或專科學校教師，

不受前四條規定之限制。 

第 20 條 
偏遠或特殊地區之學校校長、教師之資格及專業科目、技術科目、特殊科目

教師及稀少性科技人員之資格，由教育部定之。 
在民國八十三年二月七日前已考進師範學院幼教系及八十四年十一月十六日

前已考進師範學院進修部幼教系肄業之師範生，參加偏遠地區國民小學教師

甄試，其教育學科及學分之採計，由原就讀之師資培育機構依實質認定原則

處理之。 
參加八十九學年度各縣市偏遠地區國小教師甄試錄取未獲介聘，符合前項規

定者，應比照辦理。 

第 21 條 
學校職員之任用，依其職務類別，分別適用公務人員任用法或技術人員任用

條例之規定，並辦理銓敘審查。 
本條例施行前已遴用之學校編制內現任職員，其任用資格適用原有關法令規

定，並得在各學校間調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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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學校編制內現任職員，在本條例修正施行前，已具有公務人員或技術人員法

定任用資格者，依現職改任換敘；其改任換敘辦法由考試院會同行政院定之。 
學校人事人員及主計人員之任用，分別依照各該有關法律規定辦理。 
公立學校職員升等考試規則由考試院定之。 

第 22 條 
社會教育機構專業人員及學術研究機構研究人員之聘任資格，依其職務等

級，準用各級學校教師之規定。 
前項機構一般行政人員之任用資格，依公務人員有關法規之規定。 

第 22-1 條 
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之資格，由中央體育主管機關定之；聘任程序及聘期，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三 章 任用程序 

第 23 條（刪除） 

第 24 條（刪除） 

第 25 條（刪除） 

第 26 條 
各級學校教師之聘任，應本公平、公正、公開之原則辦理，其程序如左： 
一、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除依法令分發者外，由校長就經公開甄選之合格

人員中，提請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通過後聘任。 
二、專科學校教師經科務會議，由科主任提經教師評審委員會評審通過後，

報請校長聘任。 
三、大學、獨立學院各學系、研究所教師，學校應於傳播媒體或學術刊物刊

載徵聘資訊後，由系主任或所長就應徵人員提經系 (所) 、院、校教師評

審委員會評審通過後，報請校長聘任。 

前項教師評審委員會之設置辦法，除專科以上學校由學校組織規程規定外，

其辦法由教育部定之。 

第 27 條 

國民中、小學校長之遴選，除依法兼任者外，應就合格人員以公開方式甄選

之。中等學校教師，除分發者外，亦同。 

第 28 條 
學校職員之任用程序，除主計人員、人事人員分別依各該有關法律規定辦理

外，由校長就合格人員中任用，並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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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9 條 
社會教育機構專業人員、學術研究機構研究人員，由各該首長遴選合格人員，

報請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後聘任。 

第 30 條 
學校教師經任用後，應依左列程序，報請審查其資格： 
一、國民中、小學教師應送由服務學校報請該管縣 (市) 政府轉報省教育廳審

查。 
二、高級中等學校教師應送由服務學校轉報省教育廳審查。 
三、直轄市所屬公私立中、小學教師應送由服務學校轉報市教育局審查。 
四、師範校院，設有教育院、系之大學附屬中、小學及國立中等學校教師，

應送由服務學校層轉所在地區之省 (市) 教育廳 (局) 審查。 
五、專科以上學校教師應送由服務學校轉報教育部審查。教師資格審查、登

記辦法由教育部定之。 

第 30-1 條 
本條例修正施行前已取得講師、助教證書之現職人員，如繼續任教而未中斷，

得逕依原升等辦法送審，不受大學法第二十九條之限制。社會教育機構專業

人員及學術研究機構研究人員原依本條例聘任者，得比照辦理。 

第 四 章 任用限制 

第 31 條 
具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為教育人員；其已任用者，應報請主管教育行政

機關核准後，予以解聘或免職： 
一、曾犯內亂、外患罪，經有罪判決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 
二、曾服公務，因貪污瀆職經有罪判決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 
三、曾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條第一項所定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 
四、依法停止任用，或受休職處分尚未期滿，或因案停止職務，其原因尚未

消滅。 
五、褫奪公權尚未復權。 
六、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七、經合格醫師證明有精神病尚未痊癒。 
八、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侵害

行為屬實。 
九、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騷擾

或性霸凌行為，且情節重大。 
十、知悉服務學校發生疑似校園性侵害事件，未依性別平等教育法規定通報，

致再度發生校園性侵害事件；或偽造、變造、湮滅或隱匿他人所犯校園

性侵害事件之證據，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 
十一、偽造、變造或湮滅他人所犯校園毒品危害事件之證據，經有關機關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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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屬實。 
十二、體罰或霸凌學生，造成其身心嚴重侵害。 
十三、行為違反相關法令，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 

教育人員有前項第十三款規定之情事，除情節重大者及教師應依教師法第十

四條規定辦理外，其餘經議決解聘或免職者，應併審酌案件情節，議決一年

至四年不得聘任為教育人員，並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定。 
第一項教育人員為校長時，應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予以解聘，其涉及第八款

或第九款之行為，應由主管機關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

員會調查之。 
被告為教育人員之性侵害刑事案件，其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或所屬學校得於偵

查或審判中，聲請司法機關提供案件相關資訊，並通知其偵查、裁判結果。

但其妨害偵查不公開、足以妨害另案之偵查、違反法定保密義務，或有害被

告訴訟防禦權之行使者，不在此限。 
為避免聘任之教育人員有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十二款及第二項規定之情事，各

主管機關及各級學校應依規定辦理通報、資訊之蒐集及查詢；其通報、資訊

之蒐集、查詢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教育部定之。 
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一月三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因行為不檢有損師

道，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而解聘或免職之教育人員，除屬性侵害行為；性騷

擾、性霸凌行為、行為違反相關法令，且情節重大；體罰或霸凌學生造成其

身心嚴重侵害者外，於解聘或免職生效日起算逾四年者，得聘任為教育人員。 

第 32 條 
各級學校校長不得任用其配偶或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為本校職員或命與其

具有各該親屬關係之教師兼任行政職務。但接任校長前已在職者，屬於經管

財務之職務，應調整其職務或工作；屬於有任期之職務，得續任至任期屆滿。 

第 33 條 
有痼疾不能任事，或曾服公務交代未清者，不得任用為教育人員。已屆應即

退休年齡者，不得任用為專任教育人員。 

第 34 條 
專任教育人員，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不得在外兼課或兼職。 

第 34-1 條 
專任教育人員，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因育嬰、侍親、進修、借調或其他情事，

經服務之學校、機構或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後，得辦理留職停薪。 
前項教育人員留職停薪之事由、核准程序、期限、次數、復職及其他應遵行

事項之辦法，由教育部定之。 

第 35 條 
第三十二條之規定，於社會教育機構、學術研究機構首長準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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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章 任期 
第 36 條 
各級學校校長均採任期制，其任期應依相關法規規定。 
前項校長卸任後，持有教師證書者，得免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依下列規

定回任教師： 
一、專科以上學校校長：逕行回任原校教師。 
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依各級各類學校法律之規定辦理。 

第 37 條 
專科以上學校教師之聘期，初聘為一年，續聘第一次為一年，以後續聘，每

次均為二年。 
中等學校教師之聘期，初聘為一年，以後續聘，每次均為二年。 

第 38 條 
學校在聘約有效期間內，除教師違反聘約或因重大事故報經主管教育行政機

關核准者外，不得解聘。 
教師在聘約有效期間內，非有正當事由，不得辭聘。 

第 39 條（刪除） 

第 六 章 附則 

第 40 條 
學校校長、教師及運動教練之職務等級表，由教育部定之；學校職員之官等、

職等及職務列等，適用公務人員任用法之規定。 
本條例施行前遴用之職員適用之原有薪級表，得配合相當職務列等予以修正。 

第 41 條 
私立學校校長、教師之任用資格及其審查程序，準用本條例之規定。但宗教

研修學院校長，得以大學畢業，具有宗教研修教學經驗十年以上及宗教事業

機構主管職務經驗六年以上者充任之。 

第 41-1 條 

高級中等以上學校擔任軍訓護理課程之護理教師，其資格、遴選、介派 (聘) 、
遷調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42 條 
本條例施行細則，由教育部定之。 

第 43 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本條例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十月二十三日修正之條文，自九十八年十一月二十

三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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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修正日期: 民國 109 年 06 月 28 日) 

第 一 章 送審要件 
第 1 條 
本辦法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十四條第四項及教師法第

八條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教師符合下列條件者，得申請資格審定： 
一、經學校聘任，且實際任教。但已核准成立之學校，第一學年學生尚未入

學前，經學校聘任且實際到職者，得提前申請。 
二、兼任教師，已有聘書，各學期實際任教滿一學分。在國立、直轄市立空

中大學、空中大學附設專科部、空中進修學院及空中專科進修學校兼任

之面授教師，每學期已實際任教滿二學分。 
三、教師經核准帶職帶薪或留職停薪，其返校義務授課，符合前款授課時數。 
前項申請，教師應經專任服務學校為之，教師借調他校滿三年以上者，得經

原服務學校之校級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教評會）同意，由借調學校為

之；無專任服務學校者，得經由兼任服務學校為之。 
教師全時在國內、外進修、研究或出國講學，其向學校最低一級教評會提出

申請送審之當學期未實際在校授課者，不得送審。 

第 3 條 
本條例第十六條至第十八條所定擔任教學工作，其年資依下列方式計算： 
一、曾任某一等級教師之年資，依該等級教師證書所載年月起計。但該教師

職級證明所載年資起計之年月，後於教師證書所載年月，從該教師職級

證明所載年月起計。 
二、專任教師經核准全時進修、研究或學術交流者，於申請升等時，其全時進

修、研究或學術交流期間年資，最多採計一年。經核准借調，且於借調期

間返校義務授課者，於申請升等時，其借調期間年資，最多採計二年。 
前項第一款教師以境外學校專任教師年資採計為送審教師資格年資者，境外

學校應符合下列規定之一： 
一、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編印之國外大專校院參考名冊（以下簡稱參考

名冊）所列之學校；非參考名冊所列之學校，應經本部審查認定。 
二、本部公告之大陸地區、香港及澳門大專校院認可名冊（以下簡稱認可名

冊）所列之學校。 
本條例第十六條至第十八條所定擔任研究工作、專門職業或職務之年資，依

服務機關（構）正式核發之服務證明所載起迄年月計算，並由學校依本條例

施行細則相關規定，按送審人經歷自行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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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條 
本條例中華民國八十六年三月二十一日修正生效前已取得本部核發助教證書

或講師證書之現職人員，繼續任教未中斷者，得申請依修正生效前原升等辦

法之規定，送審較高等級教師資格。但審定程序，仍應依本辦法規定辦理。 

第 5 條 
前條所定繼續任教未中斷，應符合下列各款規定之一： 
一、專任教師：每學期應實際任教。但經核准帶職帶薪或留職停薪而未實際

任教者，不在此限。 
二、兼任教師：連續每學期應均有聘書，而各學期實際任教至少滿一學分。 
三、國立或直轄市立空中大學、空中大學附設專科部、空中進修學院及空中

專科進修學校兼任面授教師：每學期應至少實際任教滿二學分。 
四、專任助教：每學年應均有聘書，且協助教學及研究。 

第二章送審表件 
第 6 條 
依本條例第十六條規定申請講師資格審定者，應填具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

並繳交下列書件： 
一、依本條例第十六條第一款規定送審者：碩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及成

績證明。 
二、依本條例第十六條第二款或第三款規定送審者：學士學位證書、相關服

務年資與成績證明及專門著作。 

第 7 條 
依本條例第三十條之一規定申請講師資格審定者，應填具教師資格審查履歷

表，並繳交下列書件： 
一、依本條例中華民國八十六年三月二十一日修正生效前第十六條第一款規

定送審者：碩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助教證書與相關服務年資及成

績證明。 
二、依本條例中華民國八十六年三月二十一日修正生效前第十六條第二款規

定送審者：學士學位證書、助教證書、相關服務年資與成績證明及專門

著作。 

第 8 條 
依本條例第十六條之一規定申請助理教授資格審定者，應填具教師資格審查

履歷表，並繳交下列書件： 
一、依本條例第十六條之一第一款規定送審者：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

成績證明及專門著作。 
二、依本條例第十六條之一第二款規定送審者：碩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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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服務年資與成績證明及專門著作。 
三、依本條例第十六條之一第三款規定送審者：學士學位證書、相關服務年

資與成績證明及專門著作。 
四、依本條例第十六條之一第四款規定送審者：講師證書、相關服務年資與

成績證明及專門著作。 

第 9 條 
依本條例第十七條規定申請副教授資格審定者，應填具教師資格審查履歷

表，並繳交下列書件： 
一、依本條例第十七條第一款規定送審者：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相

關服務年資證明及專門著作。 
二、依本條例第十七條第二款規定送審者：助理教授證書、相關服務年資與

成績證明及專門著作。 

第 10 條 
依本條例第三十條之一規定申請副教授資格審定者，應填具教師資格審查履

歷表，並繳交下列書件： 
一、依本條例中華民國八十六年三月二十一日修正生效前第十七條第一款規

定送審者：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助教證書或講師證書、相關服

務年資證明及專門著作。 
二、依本條例中華民國八十六年三月二十一日修正生效前第十七條第二款規

定送審者：碩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助教證書或講師證書、相關服

務年資證明及專門著作。 
三、依本條例中華民國八十六年三月二十一日修正生效前第十七條第三款規

定送審者：講師證書、相關服務年資證明與成績證明及專門著作。 

第 11 條 
依本條例第十八條規定申請教授資格審定者，應填具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

並繳交下列書件： 
一、本條例第十八條第一款規定送審者：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相關

服務年資證明及其創作、發明在學術上有重要貢獻之證明或重要之專門

著作。 
二、依本條例第十八條第二款規定送審者：副教授證書、相關服務年資與成

績證明及重要之專門著作。 

第 12 條 
本條例第十六條至第十八條所定成績優良，除成績證明外，並得以個人其他

學術、專業成就證明文件或資料，替代或補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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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送審類別 
第 13 條 
教師得依其專業領域，以本條例第十四條第二項及第三項所定專門著作、作

品、成就證明、技術報告等方式，呈現其專業理論或實務（包括教學）之研

究或研發成果送審教師資格。 

第 14 條 
教師在該學術領域之研究成果有具體貢獻者，得以專門著作送審。 

第 15 條 
應用科技類科教師，對特定技術之學理或實作有創新、改進或延伸應用之具

體研發成果者，得以技術報告送審；其審查範圍及基準如附表一。 

第 16 條 
教師在課程、教材、教法、教具、科技媒體運用、評量工具，具有創新、改

進或延伸應用之具體研發成果，並能有效提升學生學習成效或於校內外推廣

具有重要具體貢獻者，得以技術報告送審；其審查範圍及基準如附表二。 

第 17 條 
藝術類科教師在該學術領域內，有獨特及持續性作品並有重要具體之貢獻

者，得以作品及成就證明，並附創作或展演報告送審；其類科範圍，包括美

術、音樂、舞蹈、民俗藝術、戲劇、電影、設計及其他藝術類科；其審查範

圍及基準如附表三。 

第 18 條 
體育類科教師本人或受其指導之運動員參加重要國內外運動賽會，獲有名次

者，該教師得以成就證明，並附競賽實務報告送審；其審查範圍及基準如附

表四。 

第 19 條 
依第六條第一款、第七條第一款、第八條第一款及第十條第一款規定，以學

位送審者，得以其取得學位之論文、創作、展演或書面報告、技術報告（以

下簡稱學位論文）替代專門著作送審。 

第 20 條 
依本條例第十九條規定，在學術上有傑出貢獻，申請教師資格審定，學校應

依本辦法規定，將其專門著作送請校外該領域學者專家審查，經學校審查合

格，報本部審查者，連同其學術上傑出貢獻之證明文件，由本部審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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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送審著作及學歷 
第 21 條 
本條例第十四條第二項及第三項所定專門著作、作品、成就證明及技術報告，

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有送審人個人之原創性，且非僅以整理、增刪、組合或編排他人著作而

成之編著或其他非研究成果著作送審。 
二、以外文撰寫者，附具中文摘要，其以英文以外之外文撰寫者，得以英文

摘要代之；如國內無法覓得相關領域內通曉該外文之審查人選時，學校

得要求該著作全文翻譯為中文或英文。 
三、由送審人擇定至多五件，並自行擇一為代表作，其餘列為參考作；其屬

系列之相關研究者，得合併為代表作。曾為代表作送審者，不得再作升

等時之代表作。 
四、為送審人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所出版或發表者；送審人曾於境外擔

任專任教師之年資，經採計為升等年資者，其送審專門著作、作品、成

就證明或技術報告得予併計。 
前項專門著作，應符合下列各款規定之一： 
一、為已出版公開發行或經出版社出具證明將出版公開發行之專書。 
二、於國內外學術或專業刊物發表，或具正式審查程序，並得公開及利用之

電子期刊，或經前開刊物，出具證明將定期發表。 
三、在國內外具有正式審查程序研討會發表，且集結成冊出版公開發行、以

光碟發行或於網路公開發行之著作。 
以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送審通過者，應依本辦法規定公開出版發行。

但涉及機密、申請專利或依法不得公開，經學校認定者，得不予公開出版或

於一定期間內不予公開出版。 

第 22 條 
前條第一項第三款所定代表作，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與送審人任教科目性質相關。 
二、非為學位論文之一部分。但未曾以該學位論文送審或屬學位論文延續性

研究者，經送審人主動提出說明，並經專業審查認定代表作具相當程度

創新者，不在此限。 
未符前項各款規定之一者，不通過其教師資格審定。 

第 23 條 
第二十一條第一項第三款所定代表作係數人合著者，僅得由其中一人送審；

送審時，送審人以外他人應放棄以該專門著作、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

作為代表作送審之權利。送審人應以書面具體說明其參與部分，並由合著人

簽章證明，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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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送審人為中央研究院院士，免繳交合著人簽章證明。 
二、送審人為第一作者或通信（訊）作者，免繳交其國外非第一作者或通信

（訊）作者之合著人簽章證明。 
前項合著人因故無法簽章證明時，送審人應以書面具體說明其參與部分，及

無法取得合著人簽章證明之原因，經送審學校校級教評會審議同意者，得予

免附。 

第 24 條 
送審代表作與曾送審之代表作名稱或內容近似者，送審時，應檢附曾送審之

代表作及本次代表作異同對照；其名稱或內容有變更者，亦同。 

第 25 條 
持第二十一條第二項第二款所定國內外學術或專業刊物接受將定期發表之證

明送審者，其代表作應自該刊物出具接受證明之日起一年內發表，並自發表

之日起二個月內，將該專門著作送交學校查核並存檔；其因不可歸責於送審

人之事由，而未能於一年內發表者，應於一年期限屆滿前，檢附該刊物出具

未能發表原因及確定發表時間之證明，向學校申請展延，經校級教評會同意

後，始得為之，展延時間，至多以該刊物出具接受證明之日起三年內為限。 
前項專門著作經審定後，不得作為下次送審著作。 
未依第一項規定期限發表並送繳發表之代表作者，學校應駁回其申請，並報

本部；其教師資格尚在本部審查者，應駁回其申請；其教師資格已審定合格

發給教師證書者，由本部廢止其教師資格，並追繳或註銷該等級之教師證書。 

第 26 條 
以境外學位或文憑送審者，其學位或文憑之入學資格、畢業學校、修習課程、

修業期間及不予認定之情形，準用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大陸地區學

歷採認辦法、香港澳門學歷檢覈及採認辦法、專科學校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

法（以下合稱採認辦法）之規定。但送審人修業期間達採認辦法所定期間三

分之二以上，且學位論文、專門著作、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經學校審

查及本部審查合格者，不在此限。 
前項本部審查程序，其屬認可學校（包括部分認可學校）者，免予辦理。 

第 27 條 
境外學位或文憑，應由學校依採認辦法規定辦理查證（檢覈）後採認。但該

國外及香港、澳門學校、學位名稱及相關學術水準，經本部公告者，得以驗

證替代查證（檢覈）。 
境外學校之學制或學位與文憑之名稱及屬性，與我國不同者，除準用前條規

定外，其認定原則，由本部公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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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對於送審人之境外學位或文憑認定有疑義者，應依採認辦法規定向我國

駐外使領館、代表處或辦事處（以下簡稱駐外館處）或相關單位查證後提校

級教評會認定。 
未列入第一項及第二項本部公告之境外學校學位或文憑，學校應函請駐外館

處或相關單位查證後，送本部審議決定；必要時，本部得就其學位論文、專

門著作、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審查認定。 

第 28 條 
以就讀學校正式核發之臨時學位證明書送審者，經送審學校查證後得依其所

載取得該學位事實認定時間送審。但於取得正式學位證書後，應於一個月內

送交學校查核並影印存檔，學位證書所載畢業日期與臨時學位證明書未符

者，依學位證書所載日期認定之。 
未依前項規定送繳者，學校應駁回其申請，並報本部；其教師資格尚在本部

審查者，應駁回其申請；其教師資格已審定合格發給教師證書者，由本部廢

止其教師資格，並追繳或註銷該等級之教師證書。 

第五章審查程序 
第 29 條 
教師資格審定，分學校審查及本部審查二階段；其屬認可學校（包括部分認

可學校）者，免予辦理本部審查。 
前項認可基準、範圍及作業規定，由本部公告之。 

第 30 條 
學校應訂定教師專業發展目標，規劃多元教師升等制度，並納入校內相關章

則。 
學校審查作業，應針對送審教師之教學、研究、服務及輔導，訂定明確之審

查程序與方式、審查與合格基準、迴避原則、疑義處理及申訴救濟等規範，

納入校內章則並公告。 
學校審查送審之專門著作、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應兼顧質與量，並

應建立符合專業審查之外審程序與方式、審查與合格基準、外審學者專家遴

聘及迴避原則，據以遴聘該專業領域之校外學者專家辦理審查；教評會對於

外審學者專家就研究成果之專業審查意見，除能提出具有專業學術依據之具

體理由，動搖該專業審查之可信度及正確性外，應尊重其判斷，不得僅以投

票方式作成表決。 

第 31 條 
本部審查作業，規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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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學位或文憑送審者，其學經歷證件，依本條例、本辦法及其他相關規

定辦理；其學位認定有疑義或學校審查未落實者，得由本部再為審查決

定；必要時，本部得就其專門著作、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為審查。 
二、以專門著作送審者，依所屬學術領域歸類後，由本部聘請各該領域之顧

問推薦學者專家審查。 
三、以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送審者，依所屬領域歸類後，由本部聘請

各該領域具實務經驗之顧問推薦具實務經驗之教師或實務界具教師資格

之專家審查。 
本部得委由審查制度健全之學校、專業學術機構或團體（以下簡稱代審機

構），代為辦理專門著作、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之外審程序。 

第 32 條 
本部辦理審查時，專門著作、作品、成就證明與技術報告之審查項目及審查

評定基準，由本部公告之。 

第 33 條 
以專門著作、作品、成就證明、技術報告送審者，由本部送三位學者專家審

查。審查人不得低階高審。 

第 34 條 
本部辦理審查時，其專門著作、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審查分數以七十

分為及格，未達七十分者為不及格。 
任教學校採計教學、服務及輔導成績者，前項審查及格分數以七十分及學校

所報教學、服務與輔導成績及比率，換算送審人及格底線分數。但經換算後

及格底線分數低於六十五分者，以六十五分為及格底線分數。 
前項及格底線分數之換算方式，以評分總分一百分為滿分計算，學校教學、

服務及輔導成績占總成績之比率，於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三十範圍內，於學

校章則定之；學校得考量專任、兼任及新聘教師差異性，明定於校內章則。 

第 35 條 
本部辦理審查時，以專門著作、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送審者，其審查

結果，二位審查人給予及格者為通過。 
送審教師資格之專門著作、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經審查或審定後認定

有疑義者，由本部加送專家學者一人至三人審查後，併同原審查意見由本部

決定之。 

第 36 條 
本部處理教師資格審查案件，應自本部收文之日起四個月內審定完成，遇寒

暑假期得予順延。但案情複雜、涉嫌抄襲或遇有窒礙難行之情事者，其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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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得予延長，並通知送審人。 
本部辦理審查時，遇有需補件或說明之案件，學校應自本部通知之日起一個

月內補送或說明；屆期未補送或說明或未符第十四條至第十八條、第二十條

或第二十一條規定者，不予受理，並將原件退還。但因情形特殊，報本部核

准延期者，不在此限。 
本部審查程序尚未完成前，送審人不得再次申請同一等級教師資格審查。 

第 37 條 
本部審定完成後，應以書面函復學校審定結果；學校應自收受審定結果之日

起十四日內，以書面通知送審人。 

第 38 條 
本部辦理審查完畢，應選擇適當之地點，公開、保管送審人經審查通過之專

門著作、學位論文、作品、技術報告或成就證明；其經本部認可之學校審查

通過，且無第二十一條第三項但書規定情形者，應於該校圖書館公開、保管。 

第 39 條 
學校與本部審查過程、審查人及審查意見等相關資料，應予保密，以維持審

查之公正性。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將審查過程及審查意見，提供教師申訴受理機關及其他救濟機關。 
二、將評定為不及格之審查意見，提供予送審人。 
送審人或經由他人有請託、關說、利誘、威脅或其他干擾審查人或審查程序

情節嚴重者，應即停止其資格審定程序，及通知送審人，並自通知日起二年

內，不受理其教師資格審定之申請。 

第 40 條 
認可學校得就下列事項，自行訂定規定，不適用本辦法之規定： 
一、第十五條及第十六條有關技術報告之審查基準。 
二、第十七條有關作品及成就證明，除附表三以外之送審範圍、類別、送繳

資料及審查基準。 
三、第二十一條第一項第三款有關送審著作件數及第二項有關專門著作之出

版方式。 
四、就曾於符合採認辦法規定之國外大學或香港、澳門大學擔任專任教授，

並符合下列資格之教師，另定其專門著作審查及教師資格審查程序；其

資格如下： 
（一）諾貝爾獎或相當等級之得主。 
（二）國家級研究院院士。 
（三）國際重要學會會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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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在其他相當於前三目資格之學術或專業領域著有傑出成就者。 
認可學校（包括部分認可學校）得自行訂定較本辦法更嚴格之審查程序及基

準。 

第 41 條 
教師資格經審定合格者，發給送審等級之教師證書。 
教師證書格式，由本部定之。 
教師證書應記載下列事項，並黏貼最近三個月一吋半身正面相片及加蓋鋼印： 
一、姓名。 
二、出生年、月、日。 
三、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居留證統一證號。 
四、審定等級。 
五、證書字號。 
六、年資起算。 
七、送審學校。 
八、發給證書之年月日。 

第 42 條 
教師證書所列年資起算年月之核計方式如下： 
一、新聘教師依法自起聘三個月內報本部審查，經審定通過者，以聘書起聘

年月起計。 
二、升等教師自學期開始三個月內報本部審查，經審定通過者，以學期開始

年月起計。 
三、未依前二款規定期限報本部審查，其經審定通過者，依學校實際報本部

審查年月起計。但因特殊情形或新聘教師因境外學位或文憑依第二十七

條及第二十八條規定未能於起聘三個月內完成查證，經學校報本部核准

延期送審，並經審定通過者，得依前二款規定起計。 
四、認可學校（包括部分認可學校）之升等教師，於學年度當學期內報本部

者，以該學期開始之年月起計。但認可學校（包括部分認可學校）最低

一級教評會通過教師升等案時間晚於該學期開始之年月，而於當學期內

報本部者，其教師證書年資起計自最低一級教評會通過年月起算。 
升等教師因審查未通過提起救濟致原處分撤銷，並經重新審定通過者，其年

資得依前項第二款及第四款規定起計。 

第六章附則 
第 43 條 
本部於受理教師資格審查案件期間，經檢舉或發現送審人涉及下列情事之

一，並經本部審議確定者，應不通過其資格審定，並自本部審議決定之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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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各款所定期間，不受理其教師資格審定之申請；不受理期間為五年以上者，

應同時副知各大專校院： 
一、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合著人證明登載不實、代表作未確實填載為合著

及繳交合著人證明、未適當引註、未經註明授權而重複發表、未註明其

部分內容為已發表之成果或著作或其他違反學術倫理情事者：一年至五

年。 
二、著作、作品、展演及技術報告有抄襲、造假、變造或舞弊情事：五年至

七年。 
三、學、經歷證件、成就證明、專門著作已為刊物接受將定期發表之證明、

合著人證明為偽造、變造、以違法或不當手段影響論文之審查：七年至

十年。 
前項各款審查作業及認定基準，由本部定之。 
教師資格經審定後，經檢舉或發現涉及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並經審議確定

者，依下列方式處理： 
一、其原經審定合格發給教師證書者，應撤銷該等級起之教師資格及追繳其

教師證書，並依第一項所定期間，為不受理其教師資格審定申請之處分。 
二、其原經審定不合格者，應依第一項所定期間，為不受理其教師資格審定

申請之處分。 
學校於報本部審查前，或教師資格經本部審定後，經檢舉或發現送審人涉及

第一項各款情事之一者，應將其認定情形及處置建議，報本部審議。 
認可學校（包括部分認可學校）之送審人於送審中或其教師資格經審定後，

經檢舉或發現涉及第一項各款情事之一者，應準用第一項至第三項規定處

理，並依第一項各款所定期間，自學校審議決定之日起，為不受理其教師資

格審定之申請，經審議確定者，將審議程序及處置結果，報本部備查。 
送審人經檢舉或發現涉及第一項各款之一情事者，不得申請撤回資格審查

案，仍應依程序處理。 

第 44 條 
本部依前條規定為不受理之處分後，應通知學校依本條例、教師法等相關規

定辦理。 

第 45 條 
學校對經教師申訴受理機關或其他救濟機關要求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仍不

辦理者，經同一教師申訴受理機關或救濟機關再判定違法者，得由高一級之

教評會重為審查程序；其屬校級教評會未依相關送審法令辦理者，本部應令

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依第四十六條第二項規定處理，學校並將另為

適法處理機制，納入校內章則並公告。 
學校教師同一案件經同一教師申訴受理機關或救濟機關判定違法達二次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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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該教師得向本部申請代審，經本部認定有必要者，本部得委由代審機構

辦理其專門著作、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之審查，替代學校外審程序。 

第 46 條 
本部得定期評鑑學校辦理教師資格審定之績效。 
學校未依教師資格審定相關規定確實辦理審定，或有前條第一項所定屆期未

改善之情形者，應納入學校評鑑、扣減獎（補）助或行政考核之依據，並追

究相關人員責任。 
認可學校（包括部分認可學校）有前項規定情事，屆期未改善者，本部得廢

止其認可之部分或全部，並公告之。 

第 47 條 
本辦法修正施行前，經學校最低一級教評會通過之教師資格送審案件，適用

修正前之規定。 

第 48 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二月一日施行。 
本辦法修正條文，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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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以技術報告送審教師資格審查範圍及基準 

範圍 相關規定 

一、有關專利、技術移轉或創新之成果。 

二、有關專業、管理之個案研究、全國性

或國際性技術競賽獎項，經整理分析

具整體性及獨特見解貢獻之成果。 

三、有關產學合作、技術應用及衍生成果

或改善專案具有特殊貢獻之研發成

果。 

送審成果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送審研發成果符合第二十一條第一項第四

款所定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出版或

發表之規定。 

二、以二種以上研發成果送審者，應自行擇定

代表成果及參考成果。其屬一系列相關之

研究者，得自行合併為代表成果。 

三、如係數人合作代表成果者，僅得由其中一

人送審；送審時，送審人以外他人應放棄

以該成果作為代表成果送審之權利。送審

人應以書面具體說明其參與部分，並由合

著人簽章證明之。 

四、研發成果涉及機密者，送審人得針對機密

部分提出說明，並要求審查過程及審查者

予以保密。 

五、送審成果應附整體之技術報告，其內容應

包括下列之主要項目： 
(一)研發理念。 
(二)學理基礎。 
(三)主題內容。 
(四)方法技巧。 
(五)成果貢獻。 

六、所提技術報告送審通過，且無第二十一條

第三項但書規定得不予公開出版或一定

期間內不予公開出版者，應於學校網站、

圖書館公開或於國內外相關出版品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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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以教學實務為研究之教師以技術報告送審教師資格審查範圍及基準 

範圍 相關規定 

教師以教學實務作為研究，其內涵得以各

教育階段別之教學場域及受教者作為研

究對象，在課程、教材、教法、教具、科

技媒體運用、評量工具，具有創新、改進

或延伸應用之具體研究（發）成果，並能

有效提升學生學習成效或校內外推廣具

有重要具體貢獻之成果，得以技術報告送

審。 

送審成果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送審教學實務成果符合第二十一條第一項

第四款所定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出

版或發表之規定。 

二、以二種以上教學實務成果送審者，應自行

擇定代表成果及參考成果。其屬一系列相

關之研究者，得自行合併為代表成果。 

三、如係數人合作代表成果者，僅得由其中一

人送審；送審時，送審人以外他人應放棄

以該成果作為代表成果送審之權利。送審

人應以書面具體說明其參與部分，並由合

著人簽章證明之。 

四、送審之教學實務成果附技術報告，其內容

應包括下列之主要項目： 
（一）教學、課程或設計理念。 
（二）學理基礎。 
（三）主題內容及方法技巧。 
（四）研發成果及學習成效。 
（五）創新及貢獻。 

五、所提技術報告送審通過，且無第二十一條

第三項但書規定得不予公開出版或於一

定期間內不予公開出版者，應於學校網

站、圖書館公開或於國內外相關出版品發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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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以作品及成就證明送審教師資格審查範圍及基準 

範圍 類別及應送繳資料 

美術 一、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舉辦二次以上個展，且展出之作品不得重複。 

二、前述個展，其中一場應專為教師資格送審所舉辦之個展（應呈現有

系統之創作思想體系及應有一特定研究主題作品），展覽一個月前應

通知學校。個展展出之作品依其不同類別，數量不得少於下列規定： 
(一)平面作品：（如繪畫、版畫、攝影、複合媒材作品等）二十件以上，

作品大小、材料不拘。 
(二)立體作品：（如雕塑、複合媒體作品等）十件以上，作品大小、材

料不拘。 
(三)綜合作品：（如裝置藝術、數位藝術、多媒體藝術、行動藝術等）

五件以上，作品大小、形式、材料不拘。 
 

三、送繳之資料應包括所舉辦個展之畫冊或光碟、公私立美術及展覽機

構之展出資料、典藏或得獎證明，並提供具有系統創作思想體系之相

關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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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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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 類別及應送繳資料 

舞蹈 一、創作： 
(一)送繳三場以上不同且具代表性之作品資料（應包括一人至四人之舞

作及五人以上之群舞作品）。 
(二)前述舞作合計演出時間依送審不同等級，不得少於下列之規定： 
1. 教授：一百二十分鐘。 
2. 副教授：一百分鐘。 
3. 助理教授：八十分鐘。 
4. 講師：八十分鐘。 

(三)送繳之資料應包括演出證明、現場演出整場光碟（全景定格之錄

影）、工作帶、創作過程及各場舞作形式與內容之說明。 

二、演出： 
(一)送繳三場以上不同且具代表性節目之獨舞或主要舞者演出資料。 
(二)前述舞蹈演出個人參與部分合計時間，依送審不同等級，不得少於

下列之規定： 
1. 教授：八十分鐘。 
2. 副教授：八十分鐘。 
3. 助理教授：一百分鐘 
4. 講師：一百分鐘。 

 (三)送繳之資料應包括演出節目內容、演出證明及現場演出整場光碟。 

民俗藝術 一、編劇： 
 (一)送繳原創劇本之演出證明（包括節目單）、演出光碟，並附完整

劇本。 
 (二)前述作品時間不得少於下列之規定： 

1. 教授：九十分鐘。 
2. 副教授：八十分鐘。 
3. 助理教授：七十分鐘。 
4. 講師：六十分鐘。 

二、導演： 
 (一)送繳所導演之本類表演藝術之演出證明（含節目單及演出光

碟），並附完整導演本。 
 (二)前述作品時間不得少於下列之規定： 

1. 教授：九十分鐘。 
2. 副教授：八十分鐘。 
3. 助理教授：七十分鐘。 
4. 講師：六十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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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 類別及應送繳資料 

三、樂曲編撰： 
 (一)送繳一齣戲以上不同且具代表性曲譜之演出證明（包括節目

單）、演出光碟，並附完整劇本及曲譜。 
 (二)前述樂曲時間每一齣戲不得少於下列之規定： 

1. 教授：九十分鐘。 
2. 副教授：八十分鐘。 
3. 助理教授：七十分鐘。 
4. 講師：六十分鐘。 

四、演員： 
 (一)送繳擔任主要演出者三場以上民俗技藝或說唱藝術公開演出之

演出證明（包括節目單）、演出光碟，並附完整劇本或曲譜。 
 (二)前述演出個人參與部分合計時間不得少於下列之規定： 

1. 教授：九十分鐘。 
2. 副教授：八十分鐘。 
3. 助理教授：七十分鐘。 
4. 講師：六十分鐘。 

戲劇 一、劇本創作：送繳三齣以上已出版或已演出之原創劇本，後者應附演

出證明（包括節目單）、演出光碟及完整劇本。 

二、導演：送繳二齣以上所導演戲劇之演出證明（包括節目單）、演出

光碟及完整劇本。 

三、表演：送繳三齣以上擔任主要角色所演出之戲劇演出證明（包括節

目單）、演出光碟及完整劇本。 

四、劇場設計（包括舞台、燈光、服裝、化妝、技術及音樂等項）：送

繳三齣以上原創設計或專業技術設計，並附演出證明（包括節目單）、

演出光碟及完整劇本。 

五、送繳之作品每齣戲全場演出時間不得少於八十分鐘。 

電影 一、長片：（片長七十分鐘以上） 
 (一)送審之類別及送繳之資料分別如下： 

1. 編劇：所擔任編劇之電影拷貝，並附電影原創劇本。 
2. 導演：所擔任導演之電影拷貝，並附文字分鏡劇本或含分鏡

圖。 
3. 製片：所擔任製片之電影拷貝，並附完整製片企劃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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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 類別及應送繳資料 

4. 攝影：所擔任攝影師之電影拷貝，並附燈光、鏡頭等設計圖。 
5. 錄音、音效：所擔任錄音師或音效師之電影拷貝。 
6. 剪輯：所擔任剪輯之電影拷貝。 
7. 美術設計：所擔任美術設計之電影拷貝，並附設計圖等。 
8. 表演：所擔任演出之電影拷貝，並附人物分析及劇本分析報

告。 
 (二)送繳之作品演出時間應符合下列規定： 

1. 以電影片作品送審者：五年內長、短片，合計不得少於八十

分鐘。 
2. 以電影劇本送審者：五年內不得少於三本，每本不得少於八

十分鐘。 

二、短片：（少於七十分鐘） 
  (一)以電影作品送審者應為短片之創作者，五年內至少六部。 
  (二)送繳之說明資料應包括所製作之電影拷貝或數位錄像作品。 

設計 一、環境空間設計（包括建築設計、都市設計、室內設計、景觀設計等）：

送繳三件以上個人不同且具代表性或曾參加公開競賽或特定研究主

題之作品，並提出相關輔助說明、實物照片、多媒體或模型等。 

二、產品設計（包括產品設計或工藝設計等）：送繳五件以上個人不同

且具代表性已投入生產，或曾參加公開競賽，或特定研究主題之作

品，並提出相關輔助說明、實物照片、多媒體或模型等。 

三、視覺傳達設計（包括平面設計、立體設計或包裝設計等）：送繳十

五件以上個人不同且具代表性，或曾參加公開競賽，或特定研究主題

之作品，並提出相關輔助說明、實物照片、多媒體或模型等。 

四、多媒體設計（包括網頁設計、電腦動畫或數位遊戲等）：送繳五件

以上個人不同且具代表性，或曾參加公開競賽，或特定研究主題之作

品，其作品播放時間長短不限，並提出相關輔助說明、實物照片、多

媒體或模型等。 

五、時尚設計（包括服裝設計、織品設計、流行設計等）：送繳十件以

上個人不同且具代表性實際應用，或曾參加公開競賽，或特定研究主

題之作品，並提出相關輔助說明、實物照片、多媒體或模型等。 

附註 各類別送審作品均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送審作品符合第二十一條第一項第四款所定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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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 類別及應送繳資料 

後出版或發表之規定。 

二、如係數人合作完成之作品，僅得由其中一人送審；送審時，送審人

以外他人應放棄以該作品作為代表作品送審之權利。送審人應以書面

具體說明其參與部分，並由合作人簽章證明之。 

三、送審作品應附整體作品之創作或展演報告，送審通過者，送審人應

將創作或展演報告正式出版。其內容應包括下列主要項目： 
(一)創作或展演理念。 
(二)學理基礎。 
(三)內容形式。 
(四)方法技巧（得包括創作過程）。 

四、送審作品經審查未通過者，應有新增二分之一以上之作品，方得再

次以作品送審。 

五、送審教授資格者並應提出學術理論研究之具體成果。 

六、送審作品及有關資料除原作外，均需各一式三份。送審時得繳交之

補充資料包括：所舉辦個展之專輯或光碟、公私立美術及展演機構之

展出資料、典藏或得獎證明；實際應用、製造單位或智慧財產權之相

關證明；並提供具有系統創作思想體系之相關論述。 

七、多媒體設計應繳交原作作品之拷貝（可播放之影片、電腦程式、電

腦檔案等）、充分之圖說（作品內容、安裝、操作等必要說明）、

播放所需之解碼器及外掛程式等。 

八、所提作品或成就證明送審通過，且無第二十一條第三項但書規定得

不予公開出版者或於一定期間內不予公開出版者，應於學校網站、

圖書館公開或於國內外相關出版品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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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以體育成就證明送審教師資格審查範圍及基準 
範圍 相關規定 

體育類科教師本人或受其指導之
運動員參加重要國內外運動賽會
，獲有名次者，該教師得以體育成
就證明送審。前項之重要國內外運
動賽會範圍如附表四之一。 

第一項所稱體育成就證明，即運動
成就證明，係指由運動賽會主辦單
位出具之名次證明，其採計基準如
附表四之二。 

 

一、以體育成就證明送審者，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應檢附體育成就證明一式五份，且證明所載該運

動員獲有國際運動賽會名次發生時間，應符合第
二十一條第一項第四款所定取得前一等級教師
資格後之規定。 

(二)應附競賽實務報告一式三份，其內容應符合第二
點規定；二種以上體育成就證明送審，應自行擇
定代表成就及參考成就，其屬一系列相關成就者
，得合併為代表成就，代表成就以外之其他相關
成就或著作，得作為參考成就。 

(三)以受其指導之運動員體育成就證明送審者，應併
檢附賽會主辦單位出具之教練證明。 

(四)送審之體育成就證明曾獲得其他獎勵者，得一併
送相關證明。 

(五)代表成就係二人以上共同完成者，僅得由其中一
人送審；送審時，送審人以外他人應放棄以該體
育成就證明作為代表成就送審之權利。送審人以
書面說明其參與部分，並由其他共同完成者簽章
證明之。 

(六)以體育成就證明送審前一等級教師資格，送審時
應檢附該等級教師資格之全部送審資料。 

(七)送審該等級教師資格未通過，惟成就證明符合前
六款規定者，得以相同之成就證明輔以修正達二
分之一以上之競賽實務報告及前次不通過之競
賽實務報告一式三份重新送審。 

二、前點第二款所定競賽實務報告，指本人或指導他
人運動訓練之理論及實務研究成果報告，其內容
應包括下列主要項目： 
(一)個案描述。 
(二)學理基礎。 
(三)本人訓練（包括參賽）計畫或受其指導之運

動員訓練（包括參賽）計畫。 
(四)本人訓練（包括參賽）過程與成果或受其指

導之運動員訓練（包括參賽）過程與成果。 

三、所提競賽實務報告送審通過，且無第二十一條第
三項但書規定得不予公開出版或一定期間內不
予公開出版者，應於學校網站、圖書館公開或於
國內外相關出版品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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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之一：重要國內外運動賽會 
 

賽會名稱全名 賽會英文名稱 

奧林匹克運動會 (Summer/Winter)OlympicGames 

亞洲運動會 AsianGames 

奧運正式競賽項目之世界正式錦標賽 WorldChampionships 
非奧運之亞運正式競賽項目之世界正式
錦標賽 

WorldChampionships 

世界運動會 TheWorldGames 

世界大學運動會 (Summer/Winter)Universiade 

亞運正式競賽項目之亞洲正式錦標賽 AsianChampionships 

東亞運動會 EastAsianGames 

世界青年正式錦標賽 WorldJuniorChampionships 

非亞運正式競賽項目之亞洲正式錦標賽 AsianChampionships 

國際學校運動會 WorldSchoolGames 

帕拉林匹克運動會 Paralympic 

達福林林匹克運動會 DeaflympicGames 

冬季帕拉林匹克運動會 ParalympicWinterGames 

冬季達福林匹克運動會 DeaflympicWinterGames 

世界盲人運動會 IBSAWorldGames 

國際輪椅暨截肢者運動會 IWASWorldWheelchairandAmputeeGames 

國際腦性麻痺者運動會 CP‐ISRAWorldGames 

國際智障者運動會 INAS‐FIDWorldChampionships 

世界輪椅桌球錦標賽 IWASWheelchairTableTennisChampionships 

世界輪椅射箭錦標賽 IWASWheelchairArcheryChampionships 

世界盃射擊錦標賽 IPCWorldShootingChampionships 

世界盃輪椅籃球錦標賽 InternationalWheelchairBasketballFederation(IWBF)Championships 

世界盃脊椎損傷者田徑錦標賽 InternationalParalympicCommittee(IPC)WorldAthleticsChampionships 

世界盃脊椎損傷者健力錦標賽 IPCWorldPowerliftingChampionships 

國際智障者世界盃游泳錦標賽 INAS‐FIDWorldSwimmingChampionships 

遠南運動會 FarEastandSouthPacificGamesfortheDisabled 

 亞太聾人運動會 AsiaPacificGamesfortheDeaf 

遠南身心障礙桌球錦標賽 FESPICTableTennisChampionships 

世界大學正式錦標賽 WorldUniversityChampionship(FISU) 

全國運動會  

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應辦運動種類）  

教育部核定辦理之大專校院運動聯賽最
優級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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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之二：重要國內外運動賽會成就證明採計基準表 

賽會種類 成績參考 
基準 

運動賽會名稱及名次 身心障礙運動賽會名稱及名次 等
級 

所佔
得分
比例 

(一)參加奧運獲第一名至四名者。 
(二)參加亞運獲第一名者。 
(三)參加奧運正式競賽項目會員國達二

百個以上，每四年舉辦一次之世界

正式錦標賽獲第一名至三名者。 
(四)參加奧運正式競賽項目之世界正式

錦標賽獲第一名者。 

身障奧運會第一名或第二名者。 

A 100 

(一)參加奧運獲第五名至八名者。 
(二)參加亞運獲第二名或三名者。 
(三)參加奧運正式競賽項目之世界正式

錦標賽獲第二名或三名者。 
(四)參加非奧運之亞運正式競賽項目之

世界正式錦標賽獲第一名者。 

身障奧運會第三名者。 
聽障奧運會第一名或第二名者。 

B 90 

世

界

運

動

賽

會 

每四年
舉辦一
次，會
員國四
十國以
上 

冬季身障奧運會 

第一
名者。 

冬季聽障奧運會 

世界盲人運動會 

世界輪椅運動會 

世界截肢者運動會 

國際腦性麻痺者運動會 

國際智障者運動會 
(一)參加世界運動會獲第一名或二名者。 
(二)參加世界大學運動會獲第一名或二

名者。 
(三)參加東亞運動會獲第一名者。 
(四)參加非奧運之亞運正式競賽項目之

世界正式錦標賽獲第二名或三名者

。 
(五)參加非奧運、亞運正式競賽項目之世

界正式錦標賽獲第一名或二名者。 
(六)參加亞運正式競賽項目之亞洲正式

錦標賽獲第一名或二名者。 
(七)參加非亞運正式競賽項目之亞洲正

式錦標賽獲第一名者。 
(八)參加世界青年正式錦標賽獲第一名

者。 

身障奧運會第四名。 
聽障奧運會第三名者。 

C 80 

世 
界

運

動 
賽 
會 

每四年
舉 
辦一次
，會員
國四十
國以上 

冬季身障奧運會 

第二名 
或三名 
者。 

冬季聽障奧運會 
世界盲人運動會 
世界輪椅運動會 
世界截肢者運動會 
國際腦性麻痺者運動會 
國際智障者運動會 

世 
界

運 
動 
賽

會 

每二年或
每四年舉
辦一次， 
會員國三 
十國以上 

世界桌球錦標賽 

第一名 
或二名 
者。 

世界射箭錦標賽 

世界射擊錦標賽 
世界輪椅籃球錦標賽 
世界田徑運動錦標賽 

世界健力錦標賽 

世界游泳錦標賽 
遠南運動會第一名或二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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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參加世界運動會獲第三名者。 
(二)參加世界大學運動會獲第三名者。 
(三)參加國際學校運動會獲第一名者。 
(四)參加東亞運動會獲第二名者。 
(五)參加非奧運、亞運正式競賽項目之世

界正式錦標賽獲第三名者。 
(六)參加非亞運正式競賽項目之亞洲正

式錦標賽獲第二名者。 
(七)參加世界青年正式錦標賽獲第二名

者。 

身障奧運會第五名或第六名者。 
聽障奧運會第四名或第五名者。 

D 70 

世

界

運

動

賽

會 

每四年舉

辦一次，

會員國四

十國以上 

 

冬季身障奧運會 

第四名 
或五名 
者。 

冬季聽障奧運會 
世界盲人運動會 
世界輪椅運動會 
世界截肢者運動會 
國際腦性麻痺者運動會 
國際智障者運動會 

世

界

運

動

賽

會 

每二、四

年舉辦一

次，會員

國三十國

以上 

世界桌球錦標賽 

第三名 
或四名 
者。 

世界射箭錦標賽 
世界射擊錦標賽 
世界輪椅籃球錦標賽 
世界田徑運動錦標賽 
世界健力錦標賽 
世界游泳錦標賽 

遠南運動會第三名者。 

 亞

太

區

運

動

賽

會 

每二、四

年舉辦一

次，會員

國二十國

以上 

亞太聾人運動會  

遠南身心障礙桌球錦標賽  

(一)參加世界大學正式錦標賽獲前三名

者。 
(二)參加全國運動會獲第一名者。 
(三)參加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應辦運動

種類)獲第一名者。 
(四)參加教育部核定辦理之大專校院運

動聯賽最優級組獲第一名者。 

無。 

E 60 

說明： 
一、國際重要運動賽會成績等級、運動賽會名稱及名次，係指民國一零四年九月十七日修正發布之

國光體育獎章及獎助學金頒發辦法第四條所定之國光獎章等級。 
二、國際身心障礙運動賽會之名稱及名次，依績優身心障礙運動選手及其有功教練獎勵辦法第三條

、第五條訂定。 
三、奧運、亞運正式競賽項目，係以競賽舉辦時最近一屆已辦或奧運、亞運籌備單位正式核定將辦

之奧運、亞運正式競賽項目為限。 
四、E級賽會項目，限由教師指導運動員參加運動賽會，獲有名次者，始得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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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送審作業須知 
101年12月24日教育部台學審字第1010239197B號令修正發布 

一、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辦理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作業，

特訂定本須知。 
二、送審教師資格者應繳交之表件： 
  (一)學位送審：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十六條第一款及第十六條之

一第一款規定送審講師及助理教授資格者，應繳交下列文件： 
    １、學位證書或同等學歷證書影本。 
    ２、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 
    ３、學位論文及個人其他學術、專業成績證明文件或資料。 
    ４、以國外學歷送審者，另應繳交下列文件： 
      (１)經我國駐外使領館、代表處、辦事處或其他經外交部

授權機構驗證之國外學校學位證書、歷年成績單影本。 
      (２)國外修業情形一覽表。 
      (３)個人出入境紀錄（如由學校統一作業，應附個人同意

書，同意由學校向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查證）。 
      (４)各校辦理查證國外學歷，得要求繳交其他相關證件（如

學校簡介、行事曆等）。 
    ５、學位證書、同等學歷證書、成績單應隨附正本，經人事室

查驗無誤後，於影本上加蓋與正本核符章。 
  (二)著作、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送審：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

第十六條第二款、第三款，第十六條之一第二款至第四款，第

十七條及第十八條規定送審者，應繳交下列文件： 
１、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分為甲式及乙式二種，甲式計二份，

乙式計三份）共計五份；以藝術作品送審者，應繳交履歷

表（分為甲式及乙式二種，甲式計二份，乙式計四份）共

計六份。 
２、送審著作、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一式三份，藝術作品一式

四份，並擇定代表作及參考作。 
３、涉及個人資訊者（如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個人學經歷證

明文件等）應與送審著作、成就證明、技術報告或藝術作

品分別裝訂成冊。 
４、代表作如係二人以上合著者，應加送合著人證明一式三份；

以國內外學術或專業刊物接受將定期發表之證明送審者，

應檢具該刊物出具之接受證明。 
５、本次送審代表作與前次送審代表作內容相近者，應檢附前

次送審代表作及本次著作異同對照。 
６、如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十六條第二款、第三款，第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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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之一第二款、第三款，第十七條第一款，第十八條第一

款規定送審者，其最高學歷未經審定時，仍應依前款學位

送審規定繳交有關文件。 
７、相關服務年資及成績證明文件。 

  相關表件填寫要領： 
  (一)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一式二種分別為甲式及乙式（如附件一）： 

１、身分證字號應詳實填寫，以利電腦化作業，外籍教師應填

居留證統一證號，其後並註明國別（外審用免填）。 
２、姓名（包括英文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應與學經歷證

件相符，如有不符，應檢附身分證影本送核；英文姓名拼

音應參考護照或逕上外交部領事事務局網站查詢。 
３、送審學校、科系所：應詳實選擇填載。 
４、送審類別：應確實依該次審查類別填載。 
５、聯絡資訊：應詳實填寫公、宅通訊處及電話以利查詢補件。 
６、大專以上學歷：應詳實填寫專科或大學以上各學歷，持國

外學歷者，學校名稱、系所、學位名稱均應同時以中文及

外文填寫，學位名稱及授予學位年月，應與學歷證件所載

者同，修業起訖年月及授予學位年月均以國曆記載。 
７、論文名稱：應填寫學位論文名稱，如持有碩士及博士二種

學位均應填寫，並填寫指導教授姓名。 
８、經歷：與送審等級無關之經歷不必填寫。兼任教師應詳細

填寫目前之專任職務與該送審等級起聘年月。 
９、已審定之最高等級教師資格：應填本部已審定之最高等級

教師資格、證書字號及起資年月，未具審定證書者可免填。

如係舊制教師，應填載八十六年三月前已審定之最高等級。 
１０、歷次送審各級教師資格之代表著作名稱：應填寫歷次以

著作送審（包括通過及未通過）之代表作名稱。第一次以

著作送審教師資格者免填。 
１１、學術：應詳實選擇填載。 
１２、任教科目：應填寫本學期擔任之課程名稱。 
１３、送審代表著作： 

(１)代表著作填具一種，參考著作得填多種，其屬一系列之
相關研究者，得合併為一代表作，第二篇以上代表作於
參考著作上填列，並註明代表作系列。所用語文如中
文、英文、日文或德文等應確實填寫。 

(２)所屬學術領域：應詳實依送審代表著作所屬學術領域選
擇填載，以供本部所聘請各該領域之顧問推薦學者專家
審查。 

(３)字數、出版處所或期刊名稱、期刊卷期、出版時間等，
應詳實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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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審查類科：應詳實選擇填載。 
   １４、參考著作：應詳實逐項填載。 
   １５、參考資料：未符合代表著作及參考著作規定之個人在專業或學

術上之成果，均得自行列表作為送審參考資料。 
 (二)國外學歷送審教師資格修業情形一覽表（如附件二）： 
   １、送審人中、外文姓名：應與國外學歷證件所載姓名同。 
   ２、國內最高學歷：應填寫國內畢業之大學或專科學校校名及系

（所、科）名稱，並加填畢業之年次。 
   ３、送審學歷頒授學校：應與國外學歷證件所載者同。 
   ４、送審學位或文憑名稱：應與國外學歷證件所載者同，例如：

MasterofScience,DoctorofPhilosophy,Diploma 等。 
   ５、送審學位或文憑獲得方式：應依實際狀況填載。 
   ６、送審學歷修業起迄年月：應依實際註冊修業狀況填載。 
   ７、各學期修業情形起迄年月與修業前後及修業期間出入境紀

錄：送審者應詳實填寫。 
   ８、送審人對送審學歷之補充說明：對於所得學位性質較特殊者

應簡要說明。 
  (三)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查代表作合著人證明（如附件三）： 

    １、送審人中、外文姓名欄：代表著作係以外文撰寫者，應填

寫外文姓名，並與代表著作上所載者同。 
    ２、合著人（或共同研究人）應親自簽章，送審人為中央研究

院院士者，得免合著人之簽章；其為第一作者或通信（訊）

作者，得免國外合著人之簽章。但仍均應繳交合著人證明，

並填寫貢獻度。 
    ３、合著之著作，僅得由一人作為代表著作送審，他人須放棄

以該著作作為代表著作送審之權利，但得作為參考著作。 
    ４、送審人及合著人完成部分或貢獻等欄位應詳細完整逐位填載。 
    ５、各欄不敷填用時，得另備紙張粘貼。 
三、學校作業程序及注意事項： 
  (一)學校辦理教師資格之審定，應依下列程序辦理： 
    １、學經歷證件由學校先行辦理查核後，交由學校各級教師評

審委員會評審。 
    ２、學校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應就申請者之教學、研究、推廣

服務等成果辦理評審。其中專門著作（包括學位論文）、作

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應送校外學者、專家評審。 
    ３、經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評審通過者，由學校將相關資料，

送本部複審。 
    ４、學校應妥善建檔保存送審教師資格者之履歷表、國內外學

歷證明文件、審查意見表等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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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學位證書送審部分： 
    １、國內專科以上學校學位證書以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學校所

授予經許可之學位證書為限。 
    ２、以國外學歷送審者，應確實依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

規定辦理查證工作。但該國外學位名稱及相關學術水準，

經本部決議通過並公告者，得以查驗代替查證。 
    ３、國內大專畢業生赴國外進修所獲碩、博士學位文憑，其修

業期限應符合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第九條規定。但

送審人修業期間達前開辦法所定期間三分之二以上，且學

位論文、個人著作或作品經學校初審及本部複審合格者，

不在此限。 
    ４、送審之國外學歷畢（肄）業學校應為已列入參考名冊者。

未列入參考名冊者，應為當地國政府權責機關或專業評鑑

團體所認可，並應以其學術實際成就或專門著作，審查認

定其資格。 
    ５、國外學歷證件無中文姓名者，應核對與其國內學歷證件或

護照姓名、出生日期是否相符。 
    ６、學校應查核申請人所填報之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國外學

歷送審教師資格修業情形一覽表及所繳之其他相關證明文

件確實無誤後，於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及國外學歷送審教

師資格修業情形一覽表上簽章註記，並將相關資料建檔保

存。 
  (三)著作送審部分： 
    １、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十六條第一款、第十六條之一第一

款，或依八十六年三月十九日教育人員任用條例修正前之

第十七條第一款規定，以碩士學位取得講師資格，或以博

士學位取得助理教授、副教授資格者，不得再以該學位畢

業論文或其論文之一部分， 
      送審較高等級之教師資格。 
    ２、所送審著作性質，應與其任教科目相關（由學校教評會認

定）。 
    ３、送審之著作應符合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以下

簡稱審定辦法）之規定及下列條件： 
      (１)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十六條之一第一款規定以學位

論文送審者，其學位論文不受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

審定辦法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五款規定之限制。 
      (２)引用資料應註明出處，並附參考書目。 
      (３)經出版公開發行著作，應由出版社或圖書公司印製發

行，載明作者、出版者、發行人、發行日期、及定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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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相關資料。 
    ４、撰寫著作語文不限，以外文撰寫者，應附中文提要。 
    ５、在學術性刊物發表之論文抽印本，如已載明發表之學術性

刊物名稱、卷期及時間者，送審時無需附原刊；如未載明

者，應附送原刊封面及目錄之影印本，以利審核。如已為

接受將定期發表者，應附接受函之證明。 
  (四)一般事項部分： 
    １、送審教師資格者，如屬以國外學歷資格送審者，應依大學

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規定辦理，其學經歷原始證件由各

學校自行查驗後發還送審人，免報本部，學校並應以影本

永久存檔備查。 
    ２、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施行細則第十九條規定，各校新聘及

升等教師，應於三個月內完成校內審查程序報本部審定其

資格。 
    ３、送審人之經歷證件，是否合於專門職業或職務，應依教育

人員任用條例施行細則第十二條規定由學校自行認定。 
    ４、兼任教師同時在其他專科以上學校擔任專任教師者，應由

專任學校報本部送審。 
    ５、兼任教師如擔任各系科開設必、選修科目之實習、實驗課

程者，以二小時折計為一小時計算，醫學院之臨床實習時

數折算率則依附件四辦理。 
    ６、教師提出申請資格審定，應有在校任教授課之事實，以全

時在國內、外進修、研究或出國講學，該學期未實際在校

授課者，不得      送審教師資格。但提出申請後，

審查過程中，教師出國進修、研      究、講學，

不在此限。 
    ７、專任教師經核准全時進修、研究者，於申請升等時，其全

時進修、研究期間年資，最多採計一年。經核准借調者，

於申請升等時，其借調期間年資最多採計二年。 
    ８、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行政人員，經由服務機關視實際服

務情形認定與私立學校無直接監督關係而核准前往兼課

者，得由該私立學校送審教師資格。 
    ９、教師資格送審以年齡未屆滿六十五歲為限。但在報本部審

定當學期開始尚未屆滿六十五歲者，准予從寬處理。奉准

延長退休者，以未屆滿屆齡退休生效日者，不在此限。 
   １０、服義務役之現職軍人，服役期間不得送審教師資格。有關

軍訓教官兼課，應經服務學校同意，並報主管教育行政機

關備查或核准後，得由該兼課學校送審教師資格。 
  (五)特別注意事項：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三十條之一規定，現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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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師、助教之升等，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１、教師分級調整之目的在於提升教師素質，對於現職人員只

能保障程序，不能降低水準之要求。故該等人員如具備原

副教授送審資格，經學校同意得逕送審副教授，但必須符

合修正分級後其副教授要求水準。 
    ２、在形式要件上得從寬認定。所稱「繼續任教未中斷」，指從

教育人員任用條例八十六年三月二十一日修正施行之日起

擔任專科以上學校教職未中斷，包括經核准帶職帶薪或留

職停薪者；兼任教師如每學期均有聘書且有授課事實者亦

同。 
    ３、以取得學位升等者，除該學位應符合認可規定外，學校應

依修正分級後副教授要求水準將論文及其他著作辦理實質

實查（包括外審）；非自審(改為認可)學校並需於報本部時

將審查過程相關資料（包括教評會會議紀錄影本及著作審

查意見表影本）送本部備查，必要時本部將再送專家、學

者複審。 
  (六)申請補、換發教師證書相關程序及檢附資料： 
    １、申請人應檢附身份證明文件正本、影本各一份，向原任教

或現職之專科以上學校申請。由代理人辦理者，應同時出

示申請人及代理人之身份證明文件及委託書。正本經學校

查驗後返還。 
    ２、受理學校於申請人之身份及審定事實經查核無誤後，檢附

加蓋校印之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一份（得以

原送審履歷表替代）報本部辦理。餘身份證明相關文件，

留校存查。 
    ３、報本部函文應載明申請補、換發之教師證書字號、年資起

算年月及原送審學校。換發者，並應檢附原教師證書正本

及換發原因之佐證資料。 
  (七)專門著作應出版公開發行，並於發行時送存國家圖書館及送審

學校圖書館各一份。 
  (八)著作、作品迴避參考名單（如附件五）至多以三人為限，並填

寫迴避者姓名、服務單位、職稱、理由說明及簽章。如無迴避

者，可免填。 
  (九)符合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人文及社會科學經典譯注研究

計畫作業要點規定，並經該會審查通過出版之經典譯注，得列

為參考著作。 
 
四、冊報： 
  (一)學校於完成審查後，應報送之相關資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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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經本部全部或部分授權自行審查教師資格者，應檢具教師

資格審查名冊（附件六）、審定教師人數統計表（附件七）、

專科以上學校送審教師資格查核表（附件八）及教師資格

審查履歷表，報本部審定教師資格，其餘資料留校存檔備

查。 
    ２、非本部授權自行審查教師資格者： 

      (１)隨文報本部應檢送下列文件： 
        教師資格審查名冊一式二份。 
        教師資格履歷表（甲式）一式二份。 
        代表作摘要（應以 A4 紙繕打）各一式二份。 
        合著人證明一式二份 
        迴避名單一式二份。 
        代表著作之期刊接受函一式二份。 
        其他相關資歷證明資料一份。 
       (２)送審代表作、參考作（封面空白處應分別註記「代表著

作」、「參考著作」與送審教師級別）及其他相關資料應裝

袋，（一份一袋，每位送審者三袋，以藝術作品送審者，為

四袋），並按等級列冊後彙報本部。另備份一袋留校存查，

必要時，由本部通知學校人事業務單位再送，其應檢送下

列文件： 
      教師資格履歷表一式三份（乙式），以藝術作品送審者應檢

送一式四份。 
     合著人證明一式三份，以藝術作品送審者應檢送一式四份。 

      代表著作之期刊接受函一式三份。以藝術作品送審者應檢

送一式四份。 
   (３)參考著作如為專書著作，送審教師應擇其個人在專業或學術

上較為重要之成果，至多檢送三冊；於期刊發表者，則不

受至多檢送三冊之限制。 
   (４)參考資料毋須送本部，可載明於教師資格履歷表中，俾供

評審。 
     (５)送審資料經本部審定完畢後概不退還。 
  (二)以國外學位或文憑送審者，必要時本部得要求繳交國外成績單

影本、國外修業情形一覽表、個人入出境記錄及學歷查證等資

料。 
  (三)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三十條之一規定送審教師資格者，應另

檢附教評會會議紀錄、任教未中斷證明、學校送外審查紀錄等

相關審查資料。 
五、複審作業程序： 
  (一)教師資格複審程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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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學位審查： 
      (１)依據相關規定審查教師資格履歷表及所附各項資料。 
      (２)國內學歷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規定辦理審查結案者，

先行函覆學校審定結果，事後將審定名單彙整提報本

部學術審議會（以下簡稱學審會）工作小組追認。 
      (３)國外學歷依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及審定辦法等

相關規定辦理審查。該地區相關學位之學術水準經學

審會常會決議通過，且取得該學位符合國外學歷認定

之要求者，依程序處理結案，先行函覆學校審定結果，

事後將審定名單彙整提報學審會工作小組；其餘應個

案提學審會工作小組審議決定。 
      (４)送審教師資格之學位較為特殊而無法直接認定者，應

提請學審會工作小組審議決定；學審會工作小組認為

必要時，得依著作審查（學位論文）方式認定。 
      (５)以歐洲地區之藝術類科專業文憑送審者，應提歐洲藝

術類科審查小組審議後，先行函覆學校審定結果，事

後將審定名單彙整提報學審會工作小組。 
    ２、著作、成就證明、技術報告或作品審查： 
      (１)著作、成就證明、技術報告或作品依所屬學術領域歸

類後，由本部聘請分科簽審顧問推薦審查人選後，依

循行政程序簽請核定。 
      (２)著作、成就證明、技術報告或作品審定案件依程序處

理結案者，先行函覆學校審定結果，事後將審定名單

彙整提報學審會工作小組追認。 
      (３)送審教師資格之著作案件經審查後認定有疑義者，應

提請學審會工作小組審議決定。 
      (４)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十九條規定送審者，依第一款

至第三款程序審查。審查結果未通過者，直接函覆學

校；通過者，應提學審會審議決定。 
 
  (二)著作、成就證明、技術報告或作品疑有違反審定辦法第三十七

條規定者之處理程序如下： 
    １、著作、成就證明、技術報告或作品於審定過程中經檢舉有

違反審定辦法第三十七條規定之嫌疑，經接受處理後，應

以密件先行通知學校轉知當事人提出申覆說明，並請審查

人審查。但檢舉人為該送審案之審查人者，仍應將抄襲審

查案送請該審查人審查。 
    ２、審定合格發給教師證書後，經檢舉著作、成就證明、技術

報告或作品有違反審定辦法第三十七條規定之嫌疑，本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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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處理時，應以密件先行通知學校轉知當事人提出說

明，並送請審查人審查。 
    ３、違反審定辦法第三十七條規定，經審查人審查認定其事實

者，應提請學審會工作小組審議確定後依相關規定處理。 
    ４、違反審定辦法第三十七條規定者，經審查人審查未有違反

之事實者，逕函覆檢舉人及當事人之學校。但檢舉人為該

送審案之審查人者，不另函覆。 
  (三)經本部授權自行審查教師資格作業之學校，悉依本部授權專科

以上學校自行審查教師資格作業要點及相關規定辦理複審，俟

複審完竣後，依規定冊報本部核發教師證書，並於事後將審定

名單彙整提報學審會工作小組追認。惟若發現授權學校複審作

業違反相關規定者，退還學校重新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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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法官會議釋字第四六二號解釋 
 

【公布日期】八十七年七月三十一日 

【解釋文】 

各大學校、院、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關於教師升等評審之權限，

係屬法律在特定範圍內授予公權力之行使，其對教師升等通過與否之決

定，與教育部學術審議委員會對教師升等資格所為之最後審定，於教師之

資格等身分上之權益有重大影響，均應為訴願法及行政訴訟法上之行政處

分。受評審之教師於依教師法或訴願法用盡行政救濟途徑後，仍有不服者，

自得依法提起行政訴訟，以符憲法保障人員訴訟權之意旨。行政法院五十

一年判字第三九八號判例，與上開解釋不符部分，應不再適用。 

大學教師升等資格之審查，關係大學教師素質與大學教學、研究水準，

並涉及人民工作權與職業資格之取得，除應有法律規定之依據外，主管機

關所訂定之實施程序，尚須保證能對升等申請人專業學術能力及成就作成

客觀可信、公平正確之評量，始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之比例原則。且教師

升等資格評審程序既為維持學術研究與教學之品質所設，其決定之作成應

基於客觀專業知識與學術成就之考量，此亦為憲法保障學術自由真諦之所

在。故各大學校、院、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本於專業評量之原則，

應選任各該專業領域具有充分專業能力之學者專家先行審查，將其結果報

請教師評審委員會評議。教師評審委員會除能提出具有專業學術依據之具

體理由，動搖該專業審查之可信度與正確性，否則即應尊重其判斷，受理

此類事件之行政救濟機關及行政法院自得據以審查其是否遵守相關之程

序，或其判斷、評量有無違法或顯然不當之情事。現行有關各大學及獨立

學院及專科學校教師資格及升等評審程序之規定，應本此解釋意旨通盤檢

討修正。 

【解釋理由書】 

人民有訴願及訴訟之權，憲法第十六條定有明文。此項權利，並不因

其身分而受影響，此迭經本院釋字第二四三號、第二六六號、第二九八號、

第三二三號、第三八二號及第四三○號等解釋在案，就人民因具有公務員或

其他身分關係而涉訟之各類事件中，闡釋甚明。而行政機關行使公權或依

法設立之團體，直接依法律規定或經政府機關就特定事項依法授與公權力

者，就該特定事項所作成之單方行為，不問其用語、形式，皆屬行政處分，

此亦經本院釋字第二六九號、第四二三號及第四五九號解釋在案。 

大學、獨立學院、專科學校教師分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及講師，

有關教師之升等，由各該學校設校、院、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評審，

大學法第十八條、第二十條及專科學校法第八條、第二十四條定有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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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人員任用條例就公立各級學校教師之任用資格有所規定，同法第十四

條並授權教育部訂定「大學、獨立學院及專科學校教師資格審查辦法」，該

辦法第七條及第九條規定，教師資格之審查，由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核

通過後，送教育部提交學術審議委員會審議決定，經審查合格者，始發給

教師證書。至私立學校教師之任用資格及其審查程序，依教育人員任用條

例第四十一條，亦準用前開條例之規定。是各大學校、院、系（所）及專

科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關於教師升等之評審，係屬法律授權範圍內為公權

力之行使，其對教師之資格等身分上之權益有重大影響，均為各該大學、

院、校所為之行政處分。受評審之教師於依教師法或訴願法等用盡行政救

濟途徑後，仍有不服者，自得依法提起行政訴訟，以符憲法保障人民訴訟

權之意旨。行政法院五十一年判字第三九八號判例：「依訴願法第一條規

定，提起訴願，唯人民對於中央或地方官署所為不當或違法之處分致損害

其權利或利益者，始得為之。至各級公務人員以公務員身分所受主管官署

之懲戒處分，則與以人民身分因官署處分而受損害者有別，自不得對之提

起訴願。」其與上開解釋不符部分，應不再適用。 

按憲法第十五條規定，人民之工作權應予保障，是以凡人民作為謀生

職業之正當工作，均應受國家之保障，對於職業自由之限制，應具有正當

之理由，並不得逾越必要程度。大學教師升等資格之審查，關係大學教師

素質與大學教學、研究水準，並涉及人民工作權與職業資格之取得，除應

有法律規定之依據外，主管機關所訂定之實施程序，尚須保證對升等申請

人專業學術能力及成就作成客觀可信、公平正確之評量，始符合憲法第二

十三條之比例原則。教師升等資格評審程序既為維持學術研究與教學之品

質所設，其決定之作成應基於客觀專業知識與學術成就之考量，此亦為憲

法保障學術自由真諦之所在。是以各大學校、院、系（所）及專科學校教

師評審委員會，本於專業評量之原則，應選任各該專業領域具有充分專業

能力之學者專家先行審查，將其結果報請教師評審委員會評議。教師評審

委員會除能提出具有專業學術依據之具體理由，動搖該專業審查之可信度

與正確性，否則即應尊重其判斷；評審過程中必要時應予申請人以書面或

口頭辯明之機會；由非相關專業人員所組成之委員會除就名額、年資、教

學成果等因素予以斟酌外，不應對申請人專業學術能力以多數決作成決

定。受理此類事件之行政救濟機關及行政法院自得據以審查其是否遵守相

關之程序，或其判斷、評量是否以錯誤之事實為基礎，是否有違一般事理

之考量等違法或顯然不當之情事。現行有關各大學、獨立學院及專科學校

教師資格及升等評審程序之規定，應本此解釋意旨通盤檢討修正。又行政

法院五十七年判字第四一四號判例，業經本院釋字第三三八號解釋不予適

用在案，併此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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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辦理教師資格審查注意事項 
88.11.26 臺（88）審字第 88149603 號函訂定 

101.1.5.臺學審字第 1000236129C 號令修正名稱及全文 

一、專科以上學校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下稱教評會）辦理教師資格審查，

有關教評會之組成、審查之程序及審查之決定等，均應有明確而妥善

之規範，俾能確保對教師資格送審人（下稱送審人）之專業學術能力

及成就，為客觀可信、公平正確之評量。 
二、各級教評會之組織及功能應有明確之區隔，並明定於學校相關章則。 
三、為確保教評會委員執行職務之客觀、公正，使其作成之決定，能獲普

遍之公信，教評會委員應有基本條件之限制，儘可能以高等級之教師

擔任，不得有低階高審之情形；必要時得借重校外專家學者擔任教評

會委員參與審查，並應訂定教評會委員利益迴避之相關規定。 
四、教評會之組成，因職務關係而擔任之當然委員人數不得過半，以符合

民主參與之原則。 
五、教評會辦理教師資格審查應兼顧教學、研究、服務，學校並應就各該

項目訂定明確之評量依據、方式及基準。 
六、對於研究成果之評審，應兼顧質與量，並建立嚴謹之外審制度，遴聘

該專業領域之校外公正人選擔任外審工作。對於外審人選之決定程

序、迴避原則、審查方式等，學校應為明確規範，並對於審查人身分

保密，以維護審查公正性。 
七、教評會對於送審人之教學、研究、服務成果評量，應根據送審人所提

資料為嚴謹查核，並經充分討論後作成決定。教評會對於外審委員就

研究成果之專業審查意見，除能提出具有專業學術依據之具體理由，

動搖該專業審查之可信度與正確性，否則即應尊重其判斷，不得僅以

投票方式作成表決。如有認定疑義時，應予送審人陳述意見之機會。 
八、教評會對於研究成果應尊重外審專業意見。但得考量升等名額之限制，

或對教學、服務成果、任教年資依第五點所訂基準為綜合評量後，作

成同意或不同意通過送審人資格審查之評量決定。 
九、教評會對於教師資格審查之決定過程應詳載於會議紀錄中，並妥善保存。 
十、教評會對教師資格審查之決定應敘明具體理由；評審未通過者應以書

面告知送審人，並教示其對決定不服時之救濟方法。 
十一、各校應建立申訴救濟制度，送審人對教評會所為決定不服時，得先

循校內救濟方法請求救濟；再有不服時，得依法提出再申訴、訴願

或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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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中央部會函釋 
一、有關舊制教師不得以同一學位論文或著作送審兩種教師資格 

（教育部 94 年 11 月 11 日台學審字第 0940123500C 號函） 

說明： 
一、有關教育人員任用條例修正施行前已取得講師證書之現職人員，如先以

博士學位（含學位論文）升等助理教授後，再以該學位論文送審副教授

資格，即以同一學位同一論文或著作重複送審兩種教師等級，有所不妥

亦違公平原則。 
二、爰修正本部 89 年 1 月 20 日台（89）審字第 89006779 號函釋並自 95 年 8

月 1 日起施行：有關教育人員任用條例修正施行前已取得講師、助教證書

之現職人員且繼續任教未中斷，並取得博士學位者，得選擇逕送副教授資

格，如審查未獲通過，得申請送審助理教授資格。但如選擇送審助理教授

資格通過，則不得再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 30 條之 1 規定，以該學位論文

或相同著作送審副教授資格。 
 
二、專科以上學校教師不服送審升等審查結果選擇申覆、申訴或提起訴願、

行政訴訟，應循行政系統辦理 
(教育部 90 年 5 月 16 日台(90)審字第 90059591 號函) 

說明：關於專科以上學校教師不服送審升等審查結果選擇申覆、申訴或提起

訴願、行政訴訟，應循行政系統辦理。本部 89 年 8 月 30 日台（89）
審字第 89103708 號函，係配合司法院大法官解釋第 462 號解釋文，要

求各校應建立申覆及申訴之救濟制度，且為顧及當事人之利益，賦予

當事人可選擇向學校申覆、申訴或提起訴願、行政訴訟。惟當事人選

擇救濟方式之後，就需依各該之法定程序進行。而依教師申訴評議委

員會組織及評議準則第九條對於申訴、再申訴之管轄，均有明文之規

定事人若依法提起申訴之救濟，自應依各該管轄規定向有權管轄之申

評會提起，否則其申訴即不合法定程序，且無管轄權之機關受理並為

處分時，依行政程序法第 111 條之第 6 款之規定，該處分無效，故申

訴人未循行政系統提起申訴，本部申評會無法受理。教師提起申訴，

若原處分學校延宕不予處理時，係違反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

議準則第 20 條有關處理期間之規定。 
 
三、為維護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查作業之公平性，各校之評審過程及審

查人應予保密外，亦應嚴禁送審人請託、關說等情事 
(教育部 95 年 11 月 29 日台學審字第 0950178543 號) 

說明：依據修正後之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 33 條規定：「學校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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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評審過程及審查人之評審意見，除依規定提供教師申訴受理機關

及其他救濟機關外，應予保密，以維持評審之公平性。學校或本部發

現送審人有干擾審查人之情事，並經查明屬實時，應駁回其申請。」

爰此，為維護評審作業之公平性，各校之評審過程及審查人應予保密

外，亦應嚴禁送審人請託、關說等情事，請轉知教師知悉並儘速明訂

於校內相關送審作業規範中。 
 
四、有關任教未中斷之規定 

（教育部 90 年 12 月 4 日台審字第 90163877 號令） 

說明：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三十條之一規定：「本條例修正實行前已取得講

師、助教證書之現職人員，如繼續任教而未中斷，得逕依原升等辦法

送審，不受大學法第二十九條之限制。」另依「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

格送審作業須知」參第五款特別注意事項有關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三

十條之一，對現職講師、助教之保障「在形式要件」上可從寬認定。

所稱『繼續任教未中斷』係指從教育人員任用條例修正施行之日起（八

十六年三月二十一日）擔任教職未中斷，包括經核准帶職帶薪或留職

停薪者；兼任教師若每學期均有聘書且有授課事實者，均從寬認定為

「教學未中斷」。基此，類似案件應採「原則上依形式要件審核之，遇

有特殊個案時則得以實質要件審核」之方式。如有兼任教師，其確實

繼續授課未中斷，且每年皆獲有學校聘書，其聘書名稱雖有講師、客

座副教授、專業技術人員等之不同，惟均在本部頒行大學聘用教師名

稱之範圍內，為保障教師權益，可視為教學未中斷，仍得適用舊制升

等辦法之規定。 
 
五、自 97 學年度起，各授權自審(改為認可)學校[含部份授權自審(改為認可)

學校]最低一級教評會通過教師升等案時間晚於其升等生效年月者，其教

師證書年資起計自最低一級教評會通過年月起算 
(教育部 97 年 2 月 15 日台學審字第 0970024022 號函) 

說明： 
一、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 26 條及第 30 條規定意旨，教師須先經校教評會

通過，於報請校長聘任及學校初審後，報教育部審定資格。復依大學法

規定，教師之聘任應經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之評審。教師升等程序亦應

經各級教評會審議通過後由校長發高一等級之聘書後報部審定，即「聘

審一致」原則，本部前於 96 年 11 月 5 日以台學審字第 0960163042 號

函重申，新聘教師應於聘期開始前完成校教評會之審議程序(諒達)，先

予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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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關升等教師之年資起計，依本部授權專科以上學校自行審查教師資格

作業要點第 8 點第 2 款規定略以，升等教師於學期內報部審定者，以該

學期開始之年月起計年資。因情形特殊(教師申訴或國外學位查證)未能

及時審查完竣者，經專案報部備查者，依備查之學期開始年月起計年

資。爾來多有授權自審(改為認可)學校，雖依前述規定於學期內報部審

定升等教師資格或辦理教師升等年資保留，惟校內最低一級教評會通過

升等時間卻晚於教師升等年資生效日，核與前述教育人員任用條例規定

未符。 
三、嗣後請各授權自審(改為認可)學校[含部份授權自審(改為認可)學校]確實

依上述規定辦理教師聘任、升等及年資保留事宜，並於校內教師聘任及

升等辦法中明確規範升等或新聘教師送審教師資格申請及各級教評會

審議時程，以避免因學校行政作業不及致教師聘任或升等年資保留及責

任歸屬爭議。 
四、爰此，自 97 學年度起，各授權自審(改為認可)學校[含部份授權自審(改

為認可)學校]最低一級教評會通過教師升等案時間晚於其升等生效年

月者，雖依規定於當學期內報部，其教師證書年資起計自最低一級教評

會通過月起算。 
五、各校報部送審所附之教師資格審查名冊中之「起聘年月」欄，請確實填

載「升等或新聘生效之起聘年月」。 
 
六、有關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 4 條「已為接受將定期發表之證

明其專門著作應於一年內發表」之時間起計點 
(教育部 93 年 4 月 8 日台學審字第 0930045989 號函) 

說明：本部 93 年 3 月 10 日修正公佈之「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定辦法」第 4
條條文中，有關教師持「已為接受定期發表之證明，其專門作應於一

年內發表」者，其一年之起計時間點應以該刊物證明上所載日期為準。 
 
七、有關藝術教師以美術作品送審教師資格疑義 

(教育部 92 年 9 月 15 日台(92)審字第 0920131629 號函) 

說明： 
一、依據「專科以上學校藝術科教師以作品及成就證明送審教師資格審查要

點」第 3 之 1 之 2 點規定：美術類教師須有一場專為教師資格送審所舉

辦之個展，其平面作品數量不得低於 30 件以上。復依同要點第 4 之 9
點規定：送審作品經審查未通過者，須有新增二分之一以上之作品方得

再次以作品送審。其「二分之一」係指為教師資格送審所舉辦個展之平

面作品最低 30 件要求之二分之一，及若前次送審未通過者，於下次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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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時，須較前次個展新增至少 15 件以上之作品，方得再次送審。 
二、另美術作品部審查時，送審教師得選擇以畫冊或用原作送審。 

 
 
八、有關學術研討會發表之論文可否視為辦理教師資格審查之代表著作 

(教育部 91 年 10 月 24 日台(91)審字第 91157607 號函) 

說明：依據「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訂辦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1 款規定：「專

門著作應與任教科目性質相符，且係送審前…在國內外知名學術或專

業刊物發表或已為接受且出具證明將定期發表，或經出版公開發行

者。…」爰此，學術研討會發表之學術論文如於會後集結成冊並出版

發行，則可視為符合前開規定。 
 
九、有關著作「出版公開發行」之疑義 

(教育部 89 年 5 月 6 日台(89)審字第 89054607 號函) 

說明：依據「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 4 條之規定所稱送審之專

門著作應經出版公開發行者，係指著作應由出版社或圖書公司印製發

行，載有作者、出版者、發行人、發行日期、定價等相關資料。至學

校另有明確規定者，請依學校相關規定辦理。 
 
 
十、授權自審(改為認可)學校教師資格審查通過之著作，應於學校圖書館公開

典藏 
(教育部 86 年 10 月 14 日台(86)審字第 86110876 號函) 

主旨：貴校業經本部授權自審(改為認可)教師資格，凡教師資格審查通過之著

作，應於學校圖書館公開典藏，俾落實審查公開、學術交流等目的，

請 查照惠辦。 
 
十一、副教授如進修取得博士學位者，擬送審教授之代表著作規定 

(教育部 86 年 9 月 18 日台(86)審字第 86104867 號函) 

主旨：有關副教授如進修取得博士學位者，擬送審教授之代表著作之規定需

符合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 18 條及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 4
條有關「專門著作」之界定，博士學位論文僅可列為參考著作，不得

為升等教授之代表著作，請 查照。 
說明：本部台(86)審字第 86079586 號函（如附件）業已規定「凡依教育人員

任用條例第 16 條第 1 款、第 16 條之 1 第 1 款，或在 86 年 3 月 19 日

教育人員任用條例修正前依第 17 條第 1 款，以碩士取得講師資格或以

博士學位取得助理教授、副教授資格者，不得以該學位（碩士或博士）

畢業論文或其論文之一部分，送審較高等級之教師資格。……」。該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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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係避免以學位取得某一等級教師資格後，再重複以該畢業論文之全

部或一部分改寫申請高一等級之教師資格。 
本案有關副教授進修取得博士學位之博士學位論文，雖未違反前述規

定，然博士學位論文係為取得博士學位之必備條件之一，其完成包括

指導教授與其個人之貢獻，如何加以區隔；且博士論文通常並未正式

出版，並不符合著作送審之相關規定。故不能做為送審之代表著作。

但如將原學位論文重新整理出版，並述明個人貢獻之部分，則仍可為

送審之代表著作。 
 
十二、經審定不通過者再以相同或相似題目之代表作送審，須附前次送審著

作三冊及新舊著作異同對照表 
(教育部 79 年 11 月 9 日台(79)審字第 55322 號函) 

主旨：教師資格審查經核定未達規定標準不通過者，再次以相同或相似題目

之代表著作送審時，須檢附前次送審著作三冊及新舊著作異同對照表

三份，以利作業，請 查照轉知。 
說明：依本部 67 年 5 月 17 日台(67)審字第 12918 號函規定，原送著作內容經

審查未達規定標準不通過者，其著作內容經相當之改進並出版後，仍

得以同一題目之著作送審。 
邇來發現數例著作僅調換章節次序或修改文字而再送審者，顯與前開

規定未合，為使教師資格審查更臻完備，嗣後以相同或相似題目之代

表著作送審時，務請檢附前次送審著作三冊及新舊著作異同對照表三

份，俾併送學者專家評審。 
 
 
十三、教師另送著作審查時可否以同一題目再送審 

(教育部 67 年 5 月 17 日台(67)審字第 12918 號函) 

說明： 
一、案見本部 63 年 4 月 8 日台(63)審字第 8571 號說明第 2 點。 
二、本年 3 月 27 日本部學審會第 13 屆常務委員會第 3 次會議研議決定應予

重新規定如次： 
（一）原送著作之題目不具學術研究性質，或與送審人任教科目或專長

不符而未通過者，不得再以同一題目之著作送審。 
（二）非第一項所列之原因，而係因原送著作之內容經審查不合標準未

予通過者，另送著作審查時，若與原送著作題目相同，但其內容

已有相當之改進者，仍可受理，惟須提出新舊兩著作異同對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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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升等著作是否得將翻譯著作列為參考著作之疑義 
(教育部 93 年 2 月 20 日台學審字第 0930020041 號函) 

說明：依據「專科以上教師資格審定辦法」規定：送審之專門著作，應有個

人之原創性，不得以整理、增刪、組合或編排他人著作而成之編著送

審之規定意旨，翻譯著作未具有個人之原創性，爰不得列為送審之參

考著作。 
十五、專門著作經學校送請校外學者專家評審後，是否可依審查意見修正後，

再行報部複審 
(教育部 93 年 10 月 21 日台學審字第 0930132856 號函) 

說明： 
一、復 貴校 93 年 10 月 5 日 93 環技人字第 0930004119 號函。 
二、依據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送審作業須知規定，以專門著作或技術報告

送審教師資格者，應依學校外審作業規定完成審查，並提經各級教師評

審委員會評審通過後報部複審。因此送審教師如擬依學校外審委員會意

見修正其送審著作後再行報部複審，仍應將修正後之送審著作提經學校

教評會確認通過，始符合前揭規定之意涵。 
三、本部授權自審(改為認可)教師資格學校，得自行參酌前開說明，修訂相

關校內審查辦法。 
 
十六、舊制教師不得以同一學位論文或著作重複送審兩種教師等級 

(教育部 94 年 11 月 11 日台學審字第 0940123500C 號函) 

說明： 
一、有關 86 年 3 月 21 日教育人員任用條例修正施行前已取得講師證書之現

職人員，如先以博士學位（含學位論文）升等助理教授後，再以該學位

論文送審副教授資格，即以同一學位同一論文或著作重複送審兩種教師

等級，有所不妥亦違公平原則。 
二、爰修正本部 89 年 1 月 20 日台(89)審字第 89006779 號函釋並自 95 年 8

月 1 日實施：有關教育人員任用條例修正施行前已取得講師、助教證書

之現職人員且繼續任教未中斷，並取得博士學位者，得選擇逕送審副教

授資格，如審查未獲通過，得申請送審助理教授資格。但如選擇送審助

理教授資格通過，則不得再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 30 條之 1 規定，以

該學位論文或相同著作送審副教授資格。 
 
十七、專門著作非屬具個人原創性之學術性著作，均不得受理 

(教育部 97 年 1 月 31 日台學審字第 0970017012 號函) 

說明： 
一、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 14 條第 2 項規定以：「大學、獨立及專科學校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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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應具有專門著作在國內外知名學術或專業刊物發表或已為接受且出

具證明將定期發表，或經出版公開發行，並經教育部審查其著作合格

者，始得升等；必要時，教育部得授權學校辦理審查。」復依 95 年 11
月 6 日修正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 11 條規定略以：「本條例

第 14 條第 2 項所定專門著作，應符合下列規定：一、有送審人個人之

原創性，且非以整理、增刪、組合或編排他人著作而成之編著或其他非

學術性著作送審。」爰此，本部業已明訂專門著作應具有個人原創性及

學術性始得辦理審查，合先敘明。 
二、邇來有自審(改為認可)及非自審(改為認可)學校以非屬具個人原創性之

學術性著作（如編著、翻譯、教材研製及詩詞、散文、小說等文學創作

等）作為專門著作送審教師資格，顯與前開規定不符。敬請各校辦理教

師資格審查業務確實查核教師送審之專門著作屬性，類此案件均不得受

理，以符本部訂頒之相關規定。 
 
 
十八、為維護國家主權，教師發表於國際或大陸地區學術期刊之論文，須以

「Taiwan」或「R.O.C.」掛名，如掛名「China」或「Taiwan,China」，
一概不承認，亦無法用於求職、升等及計畫申請等事宜 

(教育部 100 年 9 月 8 日台陸字第 1000164032 號函) 
(教育部 108 年 3 月 11 日臺教高(五)字第 1080026798B 號函) 

說明： 
一、為維護國家主權，關於國內學者發表於國際或大陸地區學術期刊之論

文，必須掛名「Taiwan」臺灣或「R.O.C.」，如掛名「China」或

「 Taiwan,China 」、「 Taiwan,ProvinceofChina 」、「 Taipei,China 」、

「ChineseTaiwan」，一概不承認，亦無法用於求職、升等及計畫申請等

事宜。 
二、其他相關注意事項請切實依「政府機關(構)辦理或補助民間團體赴海外

出席國際會議或從事國際交流活動有關會籍名稱或參與地位之處理原

則」、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99 年 11 月 9 日臺會綜一字第 0990081366
號函及 100 年 1 月 28 日臺會綜一字第 1000006234 號函辦理。 

 
十九、教師投稿或與中國大陸學者共同具名於學術期刊發表論文時使用之國

家名稱補充規定 
(行政院國科會(現科技部)100 年 1 月 28 日台會綜一字第 1000006234 號函)  

說明：有關我國學者於旨揭投稿或論文發表之國家名稱，除使用我正式國名

外，為避免當前兩岸現存之政治分歧問題模糊學術焦點，只要不遭矮

化，且兩岸對等，可不必拘泥必須在論文中臚列國家名稱，如以學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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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名加「城市名」即可，兩岸均同，但如對方堅持如”Beijing”之後

加”China”，我則宜堅持”Taipei”後加”Taiwan”，另我乃須注意延用我習

慣用法，例如：台北、台中及高雄之英文名稱須為「Taipei」、「Taichung」
及「Kaohsiung」，不得為漢語拼音之「Taibei」、「Taizhong」及「Gaoxiong」
等。 

 
二十、教師升等著作期刊論文線上刊登與紙本刊登日期不同之疑義 

(教育部 103 年 1 月 9 日臺教高(五)字第 1020184947 號函)  

說明： 
一、期刊論文線上刊登與紙本刊登日期不同之疑義，如屬含具正式審查程

序，並得公開及利用之電子期刊，則以線上刊登日期認定；惟如僅以紙

本出版無線上刊登機制，則以紙本正式出版日期認定。 
二、另所稱 DOI（DigitalObjectIdentifier）係為數位物件識別號碼，透過 DOI

僅能查詢數位資料之註冊資訊，故教師升等著作即使可由 DOI 方式查

詢其註冊碼或著作部分內容，尚難據以認定其是否符合上開規定所稱

「出版公開發行」，併予敘明。 
 
二十一、教師升等著作期刊論文線上刊登與紙本刊登日期不同，其升等著作

之認定日期，得以送審人最有利原則從優認定 
(教育部 104 年 5 月 29 日臺教高(五)字第 1040054367 號函) 

說明：依本部103年1月9日臺教高（五）字第1020184947號函文意旨，倘期刊

論文線上刊登與紙本刊登日期不同時，如屬具正式審查程序，並公開

及利用之電子期刊，以線上刊登日期認定；如僅以紙本出版無線上刊

登機制，則以紙本正式出版日期認定。惟涉及教師送審著作之年限認

定及採計，為維護教師權益，案內期刊論文線上刊登（屬含具正式審

查程序，並得公開及利用之電子期刊）與紙本刊登日期不同時，且同

一篇期刊論文未用於不同等級之教師資格送審或為代表著作未重複使

用等情事，其升等著作之認定日期，得以送審人最有利原則從優認定。 
 
二十二、有關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 21 條第 2 項所定專門著作、

作品、成就證明及技術報告，應符合「公開」之規定 
(教育部 106 年 2 月 21 日臺教高(五)字第 1050150406 號函) 

說明： 
一、依據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21條第2項規定：「專門著作應

符合：一、為已出版公開發行或經出版社出具證明將出版公開發行之

專書。二、於國內外學術或專業刊物發表，或具正式審查程序，並得

公開及利用之電子期刊，或經前開刊物，出具證明將定期發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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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國內外具有正式審查程序研討會發表，且集結成冊出版公開發行、

以光碟發行或於網路公開發行之著作。」及第3項規定：「作品、成就

證明或技術報告送審通過者，應依本辦法規定公開出版發行」，爰此，

無論專門著作之專書、期刊（含電子期刊）、研討會論文集，或作品、

成就證明及技術報告，均應符合「公開」之規定，合先敘明。 
二、為避免送審教師發生類此投稿疑義期刊情事，並利學校查核，本部爰

邀集學者專家，就「公開」規定之意旨，確認以：所稱「公開」係指

於國家圖書館或學校圖書館可查得。如無法查得者，送審人應具出版

發行單位送存國家圖書館或學校圖書館之各該館藏資訊，或得公開查

找全文、或書目資訊之刊物網址，並提供審查意見，俾利學校檢核。 
 
二十三、科技部補助人文學及社會科學經典譯注研究計畫能否列為專科以上

學校教師資格審定之代表作 

                          (教育部109年12月25日臺教高(五)字第1090172541號函) 

說明： 
一、為推動多元升等，本部於105年5月25日修正審定辦法第21條第1項第1

款規定，已將送審著作須具「...個人原創性，且非以整理、增刪、組合

或編排他人著作而成之編著或其他非學術著作送審」修改為「...個人原

創性，且非以整理、增刪、組合或編排他人著作而成之編著或其他非

研究成果送審」，放寬研究成果即可送審，爰科技部補助人文學及社

會科學經典譯注研究計畫成果，如符合上開要件，當可送審為代表作。 
二、本部97年1月31日台學審字第0970017012號函與上開規定有違，將另函

予以停止適用；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送審作業須知第3點第9款，因

與上開法令牴觸，亦不再適用。 

 

二十四、有關教師於未滿65歲前申請教師資格審定，審查完成後已屆齡退休，

是否符合送審資格。 
                               (教育部110年3月23日臺教高(五)字第1100027942號函) 

說明： 
一、依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送審作業須知（以下簡稱作業須知）第3點第

4款第9目規定「教師資格送審以年齡未屆滿六十五歲為限。但在報本

部審定當學期開始尚未屆滿六十五歲者，准予從寬處理。奉准延長退

休者，以未屆滿屆齡退休生效日者，不在此限。」 
二、教師於屆滿65歲退休前有實際聘任或追溯聘任，且經學校審查通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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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得依審定辦法第42條規定報部審定或請證，如教師於屆滿65歲前，

無聘任事實或追溯聘任情形，則未符送審規定。惟基於保障教師權益，

教師於屆滿65歲前已提出升等之申請，學校得審酌依「公立專科以上

學校校長教授副教授延長服務辦法」或「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

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條例」辦理教師延長服務或採兼任教師身分

聘任，以符聘任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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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相關說明 
一、經濟部智慧財產局（95 年 1 月）有關碩、博士論文著作權歸屬爭議之說

明： 
近年來因博碩士論文之著作權歸屬問題屢出現爭議，例如：究應歸屬於

研究生或指導教授，或二者共同享有論文之著作權等。本館特摘錄、整理相

關概念及說明供師長、同學參考。 

一、著作權歸屬於學生之情形： 
若指導教授僅作大綱修正、方向指引、資料或意見之提供，再由學生獨

立以文字表達撰寫，其間縱使教授之指正最具重要學術因素，但由於指導教

授僅為觀念之指導，並未參與內容表達之撰寫，依著作權法規定，學生為該

論文之著作人，並於論文完成時，即享有該論文之著作權。 

二、著作權由學生、指導教授共同擁有之情形： 
若學生撰寫學位論文時，指導教授不僅為觀念的指導，甚至實際參與文

字表達撰寫並與學生共同完成論文，其間不能分離利用者，則學生與指導教

授為論文的共同著作人並共同享有著作權。 

三、共同著作的概念 
1、並非所有由二人以上所共同完成之著作就可稱為共同著作，必須主觀上

著作人之間要有一同創作之合意，客觀上要各著作人之創作不能分離利

用，才是共同著作。若創作者根本無合作創作之主觀意識，縱使對於同

一篇文章都有實際參與之事實，也不能被認為是共同著作。 
2、學生的論文同意指導教授之修改，尚稱為共同著作，若教授將文章交由

其他人共同作文字之大量修改，未經學生同意，就不能主張成為共同著

作人。 

四、建議： 
當論文完成後，建議同學可與指導教授事先就論文著作權之歸屬及事後

權利行使方式，包括論文應如何公開發表、發表時應如何標示著作人姓名、

論文事後可作何種修改以及未來應如何授權他人利用等事項進行協議。 
 

資料來源：經濟部智慧財產局（95 年 1 月）有關碩、博士論文著作權歸屬爭議之問題說明

(網址：http://www.tipo.gov.tw/ct.asp?xItem=217348&ctNode=7448&m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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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論文著作權歸屬等相關問題，請參閱： 
1、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95 年 1 月 25 日智著字第 09516000230 號函「有關

碩、博士論文著作權歸屬爭議之問題說明」 
(http://www.tipo.gov.tw/ct.asp?xItem=217348&ctNode=7448&mp=1) 

2、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95 年 4 月 14 日智著字第 09516001330 號函「有關

學生在學期間完成報告著作權歸屬之說明」 
(http://www.tipo.gov.tw/ct.asp?xItem=219547&ctNode=7561&mp=1) 

3、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校園著作權」教育宣導網頁 
(http://www.tipo.gov.tw/lp.asp?CtNode=6987&CtUnit=3466&BaseDSD=
7&mp=1) 

4、教育部「著作權法律案例教材－學校教師的著作權問題」網頁 
(https://depart.moe.edu.tw/ED2700/News_Content.aspx?n=7E7998229FF536D6&sms

=B18822F8EE723D8E&s=609AAC50B534C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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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教授可以幫學生寫碩博士論文嗎？作者：章忠信 

 

 

96.07.24.完成 
有著作權侵害必究 
service@copyrightnote.org 
關於碩、博士論文的著作權歸屬，曾發生一些爭議。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希望能

夠有所釐清，協助解決爭議，但因為純從著作權法的規定演譯，沒有針對碩、

博士論文的特性作思考，反而引起學界質疑，難到教授可以幫學生寫碩、博士

論文嗎？ 
依據著作權法第十條規定：「著作人於著作完成時享有著作權。但本法另有規

定者，從其規定。」學生不是教授的員工，不適用第十一條的受雇人職務著作

規定，學生也不是教授出資所聘任的創作者，不適用第十二條的出資聘人完成

著作規定。所以，學生就其所完成的碩、博士論文，不待作任何登記或申請，

就自動享有著作權。 
又著作權法第十條之一規定：「依本法取得之著作權，其保護僅及於該著作之

表達，而不及於其所表達之思想、程序、製程、系統、操作方法、概念、原理、

發現。」此一條文在揭示著作權法中之「觀念／表達(Idea/Expression)二元論」，

即著作權法僅保護「表達」，不保護「表達」所含之「觀念」，以避免造成「觀

念」的壟斷，危害創作與文化之發展。碩、博士論文是碩士生或博士生取得學

位所必須完成並提出的學術成果，應該是由學生親自執筆，進行「表達」，不

可假手他人，至於指導教授對於碩、博士論文，應該僅有「觀念」上的指導，

不必也不能參與寫作，否則，那就不是碩、博士論文，而是教授與學生的共同

著作。 
學生可能在教授指導下，進行計畫的研究，研究成果會形成重要的學術上發

現，這個發現在沒有被具體「表達」成文字或圖表等以前，都只是「觀念」，

雖有學術價值，但還不是受著作權法保護的「表達」。同一個研究成果，可以

用不同的方式「表達」，所以，一個研究案，可以有數篇論文產生。在著作權

法上，實際執筆的人是著作人，指導與召集的人若沒有參與寫作，不會是著作

人，學術論文尤其不能像商業活動中的創作，讓雇主或出錢的人成為著作人或

取得著作財產權。至於「觀念」的指導在學術上的貢獻，應該在論文上以感謝

辭作註明，這是學術倫理的尊重，與著作權的取得或保護無關，不可混為一談。 
學生可以與教授共同研究，合力完成論文，對外發表，這是共同著作，學生與

教授為共同著作人。但關於碩、博士論文，一定要碩士生或博士生自己獨立完

成，不能讓教授來參與寫作，否則不是碩、博士論文。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指出，如果指導教授對於碩、博士論文，僅為觀念之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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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未參與內容表達之撰寫，學生為該論文之著作人，並於論文完成時，即享有

該論文之著作權。然而，該局的宣導文件竟進一步認為，如果指導教授不僅為

觀念的指導，而且還參與內容之表達而與學生共同完成論文，且各人之創作，

不能分離利用者，則為共同著作，學生與指導教授為論文的共同著作人並共同

享有著作權，此等共同著作著作權（包括著作財產權及著作人格權）的行使，

即應取得學生與指導教授之共同同意後，始得為之。該局因此建議，為避免爭

議，「學生與指導教授可事先就論文著作權之歸屬及事後權利行使方式，包括

論文應如何公開發表、發表時應如何標示著作人姓名、論文事後可作何種修改

以及未來應如何授權他人利用等事項，達成協議。或亦可由學校、教育主管機

關就此等問題訂定一特別規範，使學生與指導教授均能有所遵循，以適當解決

此等爭議問題。」這樣的建議，讓教授可以與學生一起完成碩、博士論文，顯

然只是著作權法第十條及第十條之一的適用解說，完全忽略碩、博士論文必須

由碩士生或博士生自行撰寫完成，教授僅能作觀念性的指導，不可以涉入學生

碩、博士論文的寫作。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宣導文件的結果，會對碩、博士論文的完成產生誤導，教授

以為他們真的可以替學生寫碩、博士論文，還可以對學生的碩、博士論文主張

著作權，決定碩、博士論文可不可以發表，內容要如何修正等等，讓學生完全

喪失對於碩、博士論文的著作權掌控，這將造成碩、博士論文喪失獨立性，任

由教授宰割，極不洽當。 
很多碩、博士生畏於教授的學術權威，或是因為教授掌握學生的生殺大權，在

發表學術論文時，都要將指導教授列為第一著作人，有時甚至就以教授名義發

表著作，學生反而成為影子作者，未見列名。如果碩、博士論文可以讓教授參

與寫作，到底還算不算碩、博士論文，值得懷疑。進一步地，如果如同經濟部

智慧財產局的說法，學生與指導教授可事先就碩、博士論文著作權之歸屬及事

後權利行使方式，達成協議，是不是教授可以成為碩、博士論文的著作財產權

人？當教授提出要成為碩、博士論文的著作人或著作財產權人時，學生為了要

畢業，還可以說不嗎？ 
學生可以與教受共同完成一般學術論文，但碩、博士論文不是普通的論文，一

定要由碩士生或博士生獨力寫作完成，教授僅能指導，不該參與寫作，更不能

讓教授可以與學生約定，誰是碩、博士論文的著作人及著作財產權人，否則不

但違反碩、博士論文的本質，對學生也極為不利。 
[附錄]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 95 年 05 月 22 日電子郵件 950522b 函釋 
一、所詢國科會補助下完成之專題論文，其著作權之歸屬，請參照如下說明： 
（一）學生所撰寫之論文，如指導教授僅為觀念之指導，並未參與內容表達之

撰寫，依著作權法（下稱本法）規定，學生為該論文之著作人，並於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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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完成時，即享有該論文之著作權。如指導教授不僅為觀念的指導，且

參與內容之表達而與學生共同完成論文，且各人之創作，不能分離利用

者，則為共同著作，學生與指導教授為論文的共同著作人並共同享有著

作權，此等共同著作著作權（包括著作財產權及著作人格權）的行使，

即應取得學生與指導教授之共同同意後，始得為之。 
（二）另該專題論文之完成，如符合本法第 12 條出資聘請他人完成之著作，

若未約定著作人及著作財產權之歸屬，則以該受聘人（創作人）為著作

人，並享有該著作之著作財產權（此時受聘人享有著作人格權與著作財

產權），而出資人（國科會）可在出資目的範圍內利用該著作。但契約

約定以出資人（國科會）為著作人者，從其約定（此時出資人享有著作

人格權與著作財產權）。因此，其著作人及著作人格權之歸屬一節，原

則上先依契約認定，如雙方未約定，以創作著作之人為著作人，享有著

作人格權及財產權，但得依契約約定不行使著作人格權。簡言之，出資

聘人完成之著作，究由誰為「著作人」，誰享有人格權、財產權，是否

約定不行使著作人格權，均屬民法私權契約行為，悉依雙方當事人自行

洽商決定之。 
二、又本法規定，「改作」乃專屬於著作人之權利，任何人欲改作他人著作，

除符合本法第 44 條至第 65 條合理使用之規定外，皆應徵得著作財產權

人之同意或授權，始得為之。因此，若指導教授不是著作人（即導教授

僅為觀念之指導，並未參與內容表達之撰寫），原則上未經該著作財產

權人同意或授權是不可以將該專題論文交由其他學生修改，掛名另行發

表的，否則，會有侵權的問題。 
三、以上說明，請參考著作權法第 3 條第 1 項第 1-3 款、第 10 條、第 11 條、

第 12 條、第 21 條、第 36 條、第 37 條之規定以及本局所撰「有關碩、

博士論文著作權歸屬爭議之問題說明」及「有關學生在學期間撰寫課程

相關各類研究報告之著作權歸屬」說帖如附。 
附件： 
有關碩、博士論文著作權歸屬爭議之問題說明 

近年來我國碩、博士學生人數不斷增加，有關碩、博士論文所生之著作

權爭議也日趨增多，亦即碩、博士學生與其指導教授之間，就其所完成

論文之著作權，應歸屬何人取得，有必要作進一步釐清。 
按碩、博士學生所撰寫之論文，如指導教授僅為觀念之指導，並未參與

內容表達之撰寫，依著作權法規定，學生為該論文之著作人，並於論文

完成時，即享有該論文之著作權。如指導教授不僅為觀念的指導，且參

與內容之表達而與學生共同完成論文，且各人之創作，不能分離利用

者，則為共同著作，學生與指導教授為論文的共同著作人並共同享有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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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權，此等共同著作著作權（包括著作財產權及著作人格權）的行使，

即應取得學生與指導教授之共同同意後，始得為之。 
就實務上而言，在學生完成論文的過程當中，如指導教授除了指導外並

參與論文完成者，則此時論文著作權應如何歸屬、如何行使，即易生爭

議。為避免此爭議，智慧局建議，學生與指導教授可事先就論文著作權

之歸屬及事後權利行使方式，包括論文應如何公開發表、發表時應如何

標示著作人姓名、論文事後可作何種修改以及未來應如何授權他人利用

等事項，達成協議。或亦可由學校、教育主管機關就此等問題訂定一特

別規範，使學生與指導教授均能有所遵循，以適當解決此等爭議問題。 
有關學生在學期間完成報告著作權歸屬之說明 
近來迭有大專校院學生反映，其在校期間在教師指導或指示之下完成之

報告，在教師要求下簽立「學生願意放棄該報告之著作財產權，日後不

得投稿」或「學生願意由教師繼續修改該報告，日後在與教師共同掛名

條件下投稿」或其他類似文字之約定，則其所完成報告之著作權究歸學

生或教師享有抑雙方共有，產生疑義，有必要予以釐清。 
按學生在校期間所完成報告，如果教師僅給予觀念的指導，而係由學生

自己撰寫報告內容，則學生為該報告之著作人，可依著作權法享有、行

使著作權，包括各項著作人格權及著作財產權。如果教師不僅給予觀念

的指導，更進一步參與報告的撰寫，則教師與學生就自己撰寫之部分各

自享有著作權，如各自撰寫之部分不能分離利用時，則成立共同著作，

共同享有該著作之著作權，包括各項著作人格權及著作財產權。有關學

生在校期間在教師指導之下完成報告之著作權，應掌握上述原則，予以

判斷。 
就實務上若干學生與教師間簽署「學生願意放棄該報告之著作財產權，

日後不得投稿」之約定，如教師僅係擔任指導之角色，由學生自己完成

報告，則學生為該報告之著作權人，享有著作財產權與著作人格權。如

學生「拋棄」著作財產權，則於「拋棄」時，該份報告之著作財產權消

滅，成為「公共所有」，任何人皆得利用，其指導教師並不會因學生拋

棄著作財產權而取得該項權利。此外，著作縱使經學生拋棄著作財產權

成為公共所有，其著作人格權之保護不受影響，教師欲利用該著作時，

仍應表示真正著作人（即學生）之姓名，不能改以表示自己之姓名，充

為著作人。 
至於教師不僅給予觀念的指導，更進一步參與報告的撰寫，成立共同著

作之情形，如學生願意「拋棄」著作財產權，則其所拋棄之權利，依法

歸其他共有著作財產權人（即教師）所有。但在姓名表示部分，除非學

生表示不行使姓名表示權，否則仍應將共同著作人（即包括教師與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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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列，不能僅列自己為唯一著作人。 
又除職務上或出資聘人完成之著作，得由當事人約定著作人、決定著作

人格權及著作財產權之歸屬外，其他創作型態均係由實際上從事創作之

人為著作人，於著作完成時享有著作人格權及著作財產權。前述學生與

教師間簽署「學生願意由教師繼續修改該報告，日後在與教師共同掛名

條件下投稿」之約定，必須教師與學生事實上有共同創作行為，始能成

立共同著作人，始能共同具名投稿。因此，若是學生在教師觀念指導下

完成報告後再與教師共同「掛名」為著作人，因教師並無創作行為，並

非著作人，此一「掛名投稿」行為，與著作權法之規定不符；反之，若

在創作過程中，教師不僅給予觀念的指導，更進一步參與報告的撰寫，

成立共同著作之情形，教師與學生自得以共同著作人之身分，共同具名

投稿。 
學生在學期間完成之報告，其教師除了指導外並參與撰寫之情形，較易

產生著作權爭議。為避免此爭議，智慧局建議，學生與教師可事先就報

告著作權之歸屬及事後權利行使方式，包括報告應如何公開發表、發表

時應如何表示著作人姓名、報告事後可作何種修改以及未來應如何授權

他人利用等事項，達成協議。或亦可由學校、教育主管機關就此等問題

訂定一特別規範，使學生與教師均能有所遵循，以預防或解決爭議。 
 

 

註：著作權合理使用規定 
 

 

◆著作權法 
第四十四條(中央或地方機關得重製他人著作之條件) 

 

  中央或地方機關，因立法或行政目的所需，認有必要將他人著作列為內

部參考資料時，在合理範圍內，得重製他人之著作。但依該著作之種類、用

途及其重製物之數量、方法，有害於著作財產權人之利益者，不在此限。 

 

第六十四條(依法利用他人著作者應明示出處) 

 

  依第四十四條至第四十七條、第四十八條之一至第五十條、第五十二條、

第五十三條、第五十五條、第五十七條、第五十八條、第六十條至第六十三

條規定利用他人著作者，應明示其出處。 
  前項明示出處，就著作人之姓名或名稱，除不具名著作或著作人不明者

外，應以合理之方式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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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本校規定 

一、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專任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 
 

95 年 3 月 9 日本校第 26 次校務會議通過 
97 年 8 月 29 日本校 9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教評會修正通過 

97 年 10 月 27 日本校第 36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8 年 2 月 16 日本校 9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臨時教評會修正通過 

98 年 3 月 16 日本校第 38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8 年 10 月 19 日本校 98 學年度第 1 次臨時校務會議通過 

98 年 10 月 29 日本校 9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教評會修正通過 
99 年 1 月 18 日本校第 41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 年 3 月 14 日本校第 46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 年 6 月 21 日本校第 51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 年 12 月 30 日本校第 54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4 年 6 月 15 日本校第 57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 年 6 月 13 日本校第 59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6、8、12 及 17 條、評分量表之一、評分量表之二 
105 年 10 月 24 日本校 105 學年度第 1 次臨時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8 條 

105 年 12 月 26 日本校第 60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1 條、3 至 5、6 條之 1、7、9、12、15、19、21、25
條及評量表之二並自 106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 

108 年 10 月 07 日本校 108 學年度第 1 次臨時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2、4、6 之 1、8、9、15、19 之 1 及 25
條 

109 年 6 月 22 日本校第 67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8 條 
 

第一章總則 

第一條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辦理所屬編制內專任教師聘任及

升等審查，特依據「教師法」、「教育人員任用條例」、「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

格審定辦法」及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暨相關規定，訂定「國立

屏東科技大學專任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專任教師之聘任及升等之審議，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悉依本辦法辦

理。 

第三條 
本校專任教師之聘任及升等，應在本校預算編制教師員額內為之。 

第四條 
本辦法所稱「系」係指系、所、學位學程、專班、通識教育中心、師資

培育中心及體育室。 

第四條之一 
教師送審之專門著作、作品、成就證明、技術報告或教學報告等專業成

75 
 



就，應依教育部訂頒「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及相關規定辦理。 
前項專業成就之審查作業，由本校送請校外相關領域學者、專家評審，

其審查要點另定之。 

第二章聘任 

第五條 
各系應視專任教師缺額、發展方向、師資需求及課務需要提聘專任教師，

所聘專任教師之學術專長應符合本校開設之課程。 

第六條 
本校教師分為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及講師四級，新聘教師應依「教

育人員任用條例」暨相關規定審查其教師資格。 

第六條之一 
新聘專任教師應由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教評會）審查，審查

程序如下： 
一、初審： 

系教評會應就擬聘專任教師之教學、研究、專長、品德及擬任教

課程等事項進行初審。初審通過者，系應將其著作、證件等相關

資料及應徵人員名單、系教評會會議紀錄，送所屬學院教評會辦

理複審。 
應徵者現為本校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且經同一聘任單位連續二

學年評鑑認定優良者，於應徵同一聘任單位專任教師職缺時，應

逕與系教師評審委員會完成初審推薦之人選並得排序或共列，一

併送請學院辦理複審。 
二、複審：專業成就 

院教評會複審前，由院長辦理專業成就外審作業。以專門著作、

技術報告、藝術類科作品、成就證明、教學報告或體育成就證明

送審者，應一次送五人審查，獲四人以上評審為七十分以上，始

得繼續複審之程序。但教師已具擬聘任等級之教師資格證書者得

免辦外審作業。 
院教評會應就擬聘專任教師資料進行複審。複審通過者，學院應

檢送擬聘專任教師之著作、證件、著作外審成績等相關資料及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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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徵人員名單、院教評會會議紀錄，送校教評會辦理決審。 
三、決審： 

校教評會決審前，校長得組成新聘專任教師遴聘小組就擬聘專任

教師進行面試。 
校教評會就擬聘專任教師資料進行決審，決審通過者，陳報校長

核定聘任之。校長得依決審情形核定聘任，或敘明事由退請再議。 
本校基於校務發展需要，延攬學術研究傑出或特殊領域教師(研究人員)，

得免經各系初審、逕由院教評會辦理審查，並送校教評會審議（決審）通過

後聘任，有關學術研究傑出及特殊領域之延攬規定另訂之。 

第七條 
本校研究人員、專業技術人員、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及兼任教師聘審，

其辦法另定之。 

第八條 
新聘教師應公開甄選，各系教評會就擬聘教師之教學、研究、專長、品

德及擬任教課程等事項進行審議，並依評審結果擬聘一名、提送二至三人，

且排定優先順序，敘明理由送請院、校教評會逐級審查通過後，報請校長核

聘。 
前項應徵教師人數未達二人時，應簽請原公告延長，若連同第二次延長

公告應徵教師人數仍未達二人時，應經系教評會重新檢視徵才專業領域或擬

聘職級公告內容之適切性，並簽奉校長核定後重新公告之。各次徵才公告期

間所有應徵教師應合併辦理，合併後應徵教師人數須達二人以上，始得進行

初審工作。通過初審人數未達二人，應依前揭程序重新公告，公告期間至少

二週為原則，已通過初審資格者應予保留。 
提聘教師時須敘明擬請其任教之科目及授課時數，任教科目不適當或授

課時數不足，均不予聘任。 
提聘教師如任教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者，應具備一年以上與任教領域相

關之業界實務工作經驗。 
前項所稱業界實務工作經驗係指在國內外取得與所任教領域相關且有助

於教學之工作經驗，並得以連續或累計方式採計，其認定標準如下： 
一、於政府機關（構）、行政法人、公營事業機構、私立機構、依法設

立登記或立案之法人或團體服務，並提出服務證明或投保資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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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於產學合作機關（構）或產業執行產學合作計畫，並提出相關計

畫合約或成果證明者。 
三、不包括於短期補習班或各級學校從事教學工作經驗之其他工作內

涵與所任教領域相近之單位服務，並提出服務證明或具體成就證

明者。 
業界實務工作經驗與任教領域相關之證明，應檢附前項各款之證明文件

並經本校三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採認，如由國外機關（構）開立之證明文

件，應同時由我國公證人翻譯並簽章。 

第九條 
提聘專任教師應檢具下列表件： 
一、最高學位證書。 
二、專科以上教師資格證書（尚未取得者免附）。 
三、成績單（已有專科以上教師資格證書者得免附）。 
四、最高學位論文（含作品）及參考著作（含參考資料）一覽表。但

本校聘任職級，較擬應聘者所具教師資格證書職級為高者，應檢

附其取得送審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著作（或作品、成就證明）以

供審查（含參考資料）。 
五、詳細履歷表。 
六、其他足供聘任參考之資料（由提聘之系、院或學校依權責要求檢

附）。 
提聘專任教師送審之專門著作、作品、成就證明及技術報告，由送審人

擇定至多五件，並自行擇一為代表作，其餘列為參考作；其屬系列之相關研

究者，得合併為代表作並受至多五件之限制。其列名原則應遵守「政府機關

（構）辦理或補助民間團體赴海外出席國際會議或從事國際交流活動有關會

籍名稱或參與地位之處理原則」辦理。曾為代表作送審者，不得再作新聘之

代表作。 

第十條 
新聘教師之聘任、著作外審程序及作業期程等規定，依本校「專任教師

遴聘作業要點」暨「辦理教師專業成就審查作業要點」辦理，其作業要點另

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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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條 
本校專任教師之聘期按學年聘任，初聘為一年，續聘第一次為一年，以

後續聘每次均為二年。 

第十二條 
專任教師於聘約期限屆滿前有下列情形者，應以專任教師評鑑結果作為

續聘之依據。 
一、第三次續聘（即為第五學年度起）時。 
二、依本校專任專任教師評鑑辦法施行細則第五條第二項重新計算評鑑學年

度或第六條核准延長評鑑學年度後，辦理續聘案審議前。 
專任教師之續聘、不續聘、解聘與停聘均須經各系、學院教評會評審，

並將評審結果送人事室彙提本校教評會審議，如有不續聘、解聘、停聘情形

時，除須依規定函報教育部核定者外，並依行政程序法規定合法送達當事人。 
專任教師聘任後除有「教師法」第十四條、「大學法」第十九條及本校「專

任教師不續聘辦法」、「教師倫理守則」等相關規定所訂情節外，不得解聘、

停聘、不續聘。 
專任教師擬於聘約期限屆滿後，不再應聘或擬於聘約存續期間內辭職

時，均應於聘約屆滿二個月前以書面通知學校。經學校同意後，始得離職。 

第十三條 
新聘教師未具教育部核頒之本校擬聘等級教師資格證書者，應於到職三

個月內，依規定檢齊證件送校，向教育部請頒教師資格證書。 

第十四條（刪除） 

第三章升等 

第十五條 
本校擬申請升等之專任教師，其資格須合於下列之規定： 

一、講師升助理教授者，須曾任講師三年以上，服務成績優良，並有

專門著作者。 
二、助理教授升副教授者，須曾任助理教授三年以上，服務成績優良，

並有專門著作者。 
三、副教授升教授者，須曾任副教授三年以上，服務成績優良，並有

重要專門著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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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較高職級教師之資格者，其服務年資得不受前項規定之限制。 
第一項各款所稱服務成績優良，除服務成績證明外，並得以個人其他學

術、專業成就證明文件或資料，替代或補充之，並由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

議認定。 
專任教師申請升等送審之專門著作、作品、成就證明及技術報告，由送

審人擇定至多五件，並自行擇一為代表作，且必須以「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之名義發表，其餘列為參考作；其屬系列之相關研究者，得合併為代表作並

受至多五件之限制。其列名原則應遵守「政府機關（構）辦理或補助民間團

體赴海外出席國際會議或從事國際交流活動有關會籍名稱或參與地位之處理

原則」辦理。 

第十六條 
教師服務年資之計算，以其原職級證書記載之起算年月至升等生效日前

一日止。 
凡在國內進修期間，各學期在校授課時數超過法定時數一半者，年資照

計。但至多採計二年；未在本校授課者，則其年資不予採計。 
經核准借調且繼續在校義務授課者，借調期間年資最多採計二年，未授

課者不予採計。 

第十七條 
教師申請升等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受理： 
一、現職教師未在本校授課者。 
二、現職教師因留職停薪或延長病假未在本校授課或服務未滿第十五

條之規定年資者。 
三、未依本辦法第十九條規定程序申請者。 
四、申請升等時，在國內外大學進修或出國講學、研究未在本校授課

者，或授課時數未達法定時數一半者。 
五、著作曾經審查不合格，未經修正而再度提出者。 
六、新聘教師在本校服務未滿一年者（學歷升等不受此限）。 
八、送審之代表著作、技術報告、教學報告或體育成就證明與任教科

目不相關者。 
九、擔任現職期間，教學、研究與服務等成效不彰，經有關單位查證

屬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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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其他依教育部或本校規定應予限制升等之情形（如教師評鑑不通

過、違反教師資格審查規定等）。 

第十八條（刪除） 

第十九條 
專任教師升等應經各級教評會審查，審查程序如下： 

一、初審： 
系教評會就申請升等專任教師之研究、教學、輔導與服務資料依

系升等規定初審。初審通過者，應檢附會議紀錄、專任教師申請

升等著作及相關資料送所屬學院進行複審。 
二、複審： 

學院教評會複審前，由院長辦理專業成就外審作業。以專門著作、

技術報告、藝術類科作品、成就證明、教學報告或體育成就證明

送審者，應一次送三人審查，獲二人以上評審為七十分以上，始

得繼續複審之程序。 
學院教評會就專任教師之專業成就、研究、教學、輔導與服務成

績評分，評分總成績達七十分者為複審通過。複審通過者，學院

應檢附會議紀錄、專任教師申請升等著作及相關資料送本校教評

會進行決審。 
三、決審： 

本校教評會決審前，由學術副校長辦理專業成就外審作業。以專

門著作、技術報告、藝術類科作品、成就證明、教學報告或體育

成就證明送審者，應一次送三人審查，獲二人以上評審為七十分

以上，始得繼續決審之程序。 
本校教評會就專任教師之專業成就、研究、教學、輔導與服務成

績評分，評分總成績達七十分者為升等通過。 
各級教評會如對校外學者專家審查結果之可信度與正確性有疑

義，應提出具有專業學術依據之具體理由，經決議另送一至二名

校外學者專家審查後，再送請原審查人復審。 
本校各級教評會對於審議未通過之升等案，均應敘明理由以書面

通知申請升等專任教師。 

第十九條之一 
本校教師升等作業參考日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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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序 一 二 三 四 

日期 
8月1日前

(教師) 
8 月 25 日前 
(系、所、中心) 

10 月 15 日前(學院) 次年1月15日前

(本校) 

項目 

各級教師

向所屬之

系提出升

等申請。 

召開系教評會

初審。 
(一)審查是否符合院升

等門檻規定。 
(二)辦理院級著作外審。 
(三)召開院教評會評定

成績。 

(一)辦理校級著

作外審。 
(二)召開校教評

會評定成績。 

以(一)學位論文取代專門著作升等申請、(二)限期升等、(三)特殊情形

專案簽請同意者，亦得依下列參考日程提出升等： 
 

次序 一 二 三 四 

日期 
2月1日前

(教師) 
2 月 25 日前 
(系、所、中

心) 

4 月 15 日前(學院) 6 月 10 日前(本
校) 

項目 

各級教師

向所屬之

系提出升

等申請。 

召開系教評

會初審。 
(一)審查是否符合院升等

門檻規定。 
(二)辦理院級著作外審。 
(三)召開院教評會評定成

績。 

(一)辦理校級著

作外審。 
(二)召開校教評

會評定成績。 

第二十條 
教師升等評分項目包括專業成就、研究、教學、輔導與服務等四項，其

中專業成就成績占總成績百分之五十五，教師得擇定以下情形之一辦理研究、

教學、輔導與服務等項目成績之核算，四項成績合計總分達七十分者為通過： 
一、研究成績占總成績百分之十五、教學成績百分之二十、輔導與服

務成績占百分之十。 
二、研究成績占總成績百分之十、教學成績百分之二十、輔導與服務

成績占百分之十五。 
研究之評量標準得由各學院於校定評量項目架構下，視其學院特性自

訂，經學院教評會審查，並送本校教評會審議通過後施行。 
教學成績需達第一項總成績配分之百分之七十以上，始得申請升等。輔

導與服務之各分項成績需達配分成績百分之七十以上，始得申請升等。 
第二項、第三項有關研究、教學、輔導與服務成績考核之規定另定之，

本校教師升等評分量表如附件。 

第二十條之一 
教師以學位論文取代專門著作申請升等者，其升等評分項目得包含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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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教學、輔導與服務等三項，並擇定以下情形之一辦理成績之核算，三

項成績合計總分達七十分者為通過： 
一、專業成就成績占總成績百分之七十、教學成績百分之二十、輔導

與服務成績占百分之十。 
二、專業成就成績占總成績百分之六十五、教學成績百分之二十、輔

導與服務成績占百分之十五。 

第二十條之二 
申請升等教師如不服各級教評會審議結果，除得依本校「教師申訴評議

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要點」之規定向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起申訴外，亦

得依下列程序先行提出申復： 
一、申請升等教師不服初審之決議，得於收到決議通知書之次日起三

十日內，以書面敘明理由向學院教評會提出申復。學院教評會審

議後，應將審議結果敘明理由以書面通知申請升等教師；如認為

申復有理由，應送回系教評會再審議。 
二、申請升等教師如不服複審之決議，得於收到決議通知書之次日起

三十日內以書面敘明理由向本校教評會提出申復。本校教評會審

議後，應將審議結果敘明理由以書面通知申請升等教師；如認為

申復有理由，應送回院教評會再審議。 
學院教評會、本校教評會應於收到申復申請書之次日起三十日內完成審

議，必要時得延長三十日，並通知申請升等教師。逾期未提出審議結果，視

同申復成立。 
申請升等教師以同一事由向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申訴者，不得

再提申復，已進行中之申復亦應即停止審議。 

第二十一條 
專任教師申請升等案提送本校教評會審議通過後，升等教師應於二週內

主動備齊教師資格送審相關表證，逕送人事室彙整報請教育部核發教師資格

證書。 
前項應限期申報之升等教師資格送審相關表證，如可歸責教師個人事

由，致不能於規定期限內送本校報部導致本身權益受損時，概由教師自行負

責。 
本校專任教師辦理升等，於每學年度第一學期內報教育部請頒教師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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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書者，以第一學期開始之年月起計年資。但初審之教評會通過教師升等案

時間晚於該每學年第一學期開始之年月，而於當學期內報教育部請頒教師資

格證書者，其教師證書年資起計自初審之教評會通過年月起算。 
本校專任教師辦理升等時，因審查未通過提起救濟致原處分撤銷，並經

重新審定結果通過者，其年資得依前項規定起算。 

第二十二條 
本校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進行教師聘任及升等議案審議時，有下列

各款情形之一者，應自行迴避： 
一、本人或其配偶、前配偶、四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之姻親或曾

有此關係者為事件之當事人時。 
二、本人或其配偶、前配偶，就該事件與當事人有共同權利人或共同

義務人之關係者。 
三、現為或曾為該事件當事人之代理人、輔佐人者。 
四、於該事件，曾為證人、鑑定人者。 
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當事人得申請迴避： 
一、有前項所定之情形而不自行迴避者。 
二、有具體事實，足認其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者。 
第一項應自行迴避情形，應由各級教評會就相關事由逐案審查。第二項

申請迴避情形，應由當事人舉其原因及事實，向各級教評會為之，並應為適

當之釋明；被申請迴避之教評會委員，對於該申請得提出意見書。 
當事人不服系級、院級教師評審委員會駁回決定者，得於五日內提請上

級教評會覆決，上級教評會除有正當理由外，應於十日內為適當之處置。 
被申請迴避之教評會委員在其所屬教評會就該申請事件為准許或駁回

之決定前，應停止行政程序。但有急迫情形，仍應為必要處置。 
各級教評會委員有第一項及第二項所定情形不自行迴避，且未經當事人

申請迴避者，應由該教評會依職權命其迴避。 

第四章附則 

第二十三條 
八十六年三月廿一日教育人員任用條例修正生效前，已取得講師、助教

證書之現職教師，如繼續擔任教職未中斷且服務成績優良，得依教育人員任

用條例第三十條之一規定，逕依原升等辦法送審教師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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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條 
本辦法未盡事項，悉依「教師法」、「教育人員任用條例」、「專科以上學

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等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二十五條 
本辦法經本校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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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教師升等評分量表之一 
（以專門著作、體育成就證明、技術報告、教學報告、具體

事蹟、特殊造詣或成就送審者適用） 
 
 

申請升等教師姓名：任教系所：送審職級： 

 

A.專業成
就(外審) B.研究 C.教學 D.輔導與服務 A+B+C+D 

三名外審成績總和

÷3 

依本校「教師研究、教學、

輔導與服務成績考核要

點」評定分數，各學院在

校定評量項目架構前提

下，得視學院特性自訂 

依本校「教師研究、教學、

輔導與服務成績考核要

點」評定分數(本項成績總

分需達百分之七十以上，

始得申請升等) 

依本校「教師研究、教學、

輔導與服務成績考核要

點」評定分數(本項成績需

各分項成績分別達到配分

分數百分之七十以上者，

始得申請升等) 

總分 

備註： 
1、教師應於申請升等時擇定下列評分項目之比例，經本校辦理決審後之總成績總分達 70

分以上(小數點採計二位，不得四捨五入)者為通過升等。 
 A.專業成就 B.研究 C.教學 D.輔導與服務 

 
55% 

15 分 
20% 

10% 

 10 分 15% 

2、教師之專業成就以專門著作、體育成就證明、技術報告、教學報告、具體事蹟、特殊

造詣或成就為代表著作送審者，其外審成績至少需經學院及本校分別送三人審查，並

分別經二人評定各該審查意見表總分得分「70 分」以上者為「通過外審」，通過外審

者，始得進行教評會審議升等程序。 
3、輔導與服務成績需達各分項門檻之規定，自 101 學年度實施。 
4、請附研究(B 項)、教學(C 項)、輔導與服務(D 項)之評分申請表及項目認證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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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教師升等評分量表之二 
（以作品、藝術成就證明送審者適用） 

 
 

申請升等教師姓名：任教系所：送審職級： 

 

A.專業成就(外審) B.研究 C.教學 D.輔導與服務 A+B+C+D 

三名外審成績總和

÷3 

依本校「教師研究、教

學、輔導與服務成績考核

要點」評定分數，各學院

在校定評量項目架構前

提下，得視學院特性自訂 

依本校「教師研究、教

學、輔導與服務成績考核

要點」評定分數(本項成

績總分需達百分之七十

以上，始得申請升等) 

依本校「教師研究、教

學、輔導與服務成績考核

要點」評定分數(本項成

績需各分項成績分別達

到配分分數百分之七十

以上者，始得申請升等) 

總分 

備註： 
1、教師應於申請升等時擇定下列評分項目之比例，經本校辦理決審後之總成績總分達 70 分以上

(小數點採計二位，不得四捨五入)者為通過升等。 
 A.專業成就 B.研究 C.教學 D.輔導與服務 

 
55% 

15 分 
20% 

10% 

 10 分 15% 

2、教師之專業成就以作品、藝術成就證明為代表著作送審者，其外審成績至少需經學院及本校分

別送三人審查，並分別經二人評定各該審查意見表總分得分「70 分」以上者為「通過外審」，

通過外審者，始得進行教評會審議升等程序。 
3、輔導與服務成績需各分項門檻之規定，自 101 學年度實施。 
4、請附研究(B 項)、教學(C 項)、輔導與服務(D 項)之評分申請表及項目認證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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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教師升等評分量表之三 
（以學位論文取代專門著作送審者適用） 

 
 

申請升等教師姓名：任教系所：送審職級： 

A.專業成就(外審) C.教學 D.輔導與服務 A+C+D 

三名外審成績總和÷3 

依本校「教師研究、教學、

輔導與服務成績考核要

點」評定分數(本項成績總

分需達百分之七十以上，

始得申請升等) 

依本校「教師研究、教學、

輔導與服務成績考核要

點」評定分數(本項成績需

各分項成績分別達到配分

分數百分之七十以上者，

始得申請升等) 

總分 

 
備註： 

1、教師應於申請升等時擇定下列評分項目之比例，經本校辦理決審後之總成績總分達 70 分以上

(小數點採計二位，不得四捨五入)者為通過升等。 
 A.專業成就 C.教學 D.輔導與服務 

 70% 
20% 

10% 

 65% 15% 

2、教師之專業成就以學位論文取代專門著作為代表著作送審者，其外審成績至少需經學院及本校

分別送三人審查，並分別經二人評定各該審查意見表總分得分「70 分」以上者為「通過外審」，

通過外審者，始得進行教評會審議升等程序。 
3、輔導與服務成績需達各分項門檻之規定，自 101 學年度實施。 

4、請附教學(C 項)、輔導與服務(D 項)之評分申請表及項目認證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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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聘任及升等辦法 
 

97 年 1 月 21 日本校第 33 次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97 年 10 月 27 日本校第 36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8 年 3 月 16 日本校第 38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 年 6 月 27 日本校第 47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 年 6 月 21 日本校第 51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 年 6 月 13 日本校第 59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1 條至第 14 及聘任契約 
106 年 6 月 12 日本校第 61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3、5、9、10 條及聘任契約第 5、13 點契約第 5、13 點 

106 年 12 月 25 日本校第 62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辦法名稱、第 1、5、6、7 及第 10 條及聘任契約第 7 點， 
並增訂第 14 條至第 17 條，併同廢止本校「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資格送審作業要點」 

107 年 12 月 24 日本校第 64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1、3、5、6、9、10、11、12、14、15、16、17 條 
及聘任契約第 1、4、5、7、10、11、12 點 

108 年 10 月 07 日本校 108 學年度第 1 次臨時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6 條、新增第17之1條及聘任契約第7點 
109 年 6 月 22 日本校第 67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5 條及第 17 之 1 條 

及新增附件 2 退休再任教學人員聘任契約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執行專案教學需要、培訓並儲備編制

內專任教師（以下簡稱專任教師）及辦理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升等資格送審事

宜，依據教育部「國立大學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實施原

則」、「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訂定「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校務基金進用

教學人員聘任及升等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係指本校依「國立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及

監督辦法」規定，以校務基金自籌經費支出之編制外人員。 

第二章  聘任 

第三條 
各單位具下列情事之一者，得擬訂「計畫書」，提經系（所、學位學程、中心，

以下簡稱系）教師評審委員會或行政單位審查委員會議通過，循行政程序簽會教務

處、人事室、主計室，視課程規劃及校務基金經費等情形，陳請校長核定後，逕行

辦理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遴聘事宜。 
一、行政單位擬聘請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教授校或院訂共同必修基礎課程。 
二、系有教師缺額，擬先試聘。 
三、系因必修課程需要。 
四、行政單位或系為執行專案教學計畫。 
前項「計畫書」內容應包含： 
一、計畫緣起及進用依據。 
二、系未來發展、師資結構與課程規劃（含系選修目開課學分數比例）。 
三、聘任職稱與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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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作內容及約定。 
五、授課時數。 
六、聘約存續期間報酬及權利義務。 
七、其他必要事項。 
第一項稱行政單位審查會議之組成、議事及其他事項，應比照系級教師評審

委員會相關規定，並於每學年開始前專案簽請校長同意，始得聘任。 

第四條 
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之遴聘等級與資格條件，應依據「教育人員任用條例」

或「大學聘任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辦法」等規定辦理。 

第五條 
各單位提聘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時，需檢附簽准之擬聘校務基金進用教學

人員「計畫書」及擬聘人員下列資格相關證件，並經各學系及院教師評審委員會

審議；行政單位提聘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由行政單位組成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

員聘審小組審議後，提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一、個人基本資料表。 
二、大專以上學歷畢業證書（含教師證書），畢業學校如係國外學歷，須為

教育部所認可且經我國駐外單位驗證有案。 
三、最高學歷歷年成績單。 
四、與任教領域相關之業界實務工作經驗證明文件。 
五、其他有利於聘審之資格證明（例如推薦函、獲奬證明或專業證書）。 

學校與擬聘人員應簽訂契約書（附件一）及核發聘書。 

第六條 
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任期最長以三學年為限，且每年需依規定接受評鑑，

其辦法另定之。聘期原則以一學年一聘，評鑑不通過者，次學年不予聘任。聘期

未滿一學年者，得免予評鑑。經同一聘任單位連續二學年評鑑認定優良者，於應

徵本校同一聘任單位專任教師職缺時，應逕與系教師評審委員會完成初審推薦之

人選並得排序或共列，一併送請學院辦理複審。 
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第二次聘任之後（即於本校任教滿六學年後），爾後聘

任得由聘任單位考量其教學績效及歷年評鑑結果，專案簽請校長同意後，免再經

公開徵選程序，並經各學系及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或行政單位審查委員會議通過

提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續聘案。 
計畫執行期限在三年以內者，應按實際所需時間聘任。 
前項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聘期屆滿，聘任關係終止。 
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於聘約存續期間得以執行本校指派之產學合作計畫，

並擔任協（共）同主持人以上職務，作為採計本校聘任專任教師之業界實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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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並於應徵本校專任教師時提出相關計畫合約或成果證明供各級教師評審委

員會審議。 

第七條 
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年滿六十五歲以上不予送審及請頒教師資格證書。 

第八條 
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授課時數及義務規定如下： 
一、由學術單位聘任者，除按本校「教師授課鐘點核計辦法」規定之各職級

專任教師授課時數外，另加計四小時為基本授課時數，並得以執行計畫

案專簽折抵基本授課時數至多四小時，其有超過基本授課時數情形者，

依規定列為超鐘點時數計算，並應協助學術單位行政事務之推動。 
二、由行政單位聘任者，除按本校「教師授課鐘點核計辦法」規定之各職級

專任教師授課時數外，另加計四小時為基本授課時數及寒暑假期間折半

計算（寒暑假期間，分別以四週及八週計列），其有超過基本授課時數情

形者，依規定列為超鐘點時數計算。 
前項授課時數，如因配合課程安排，得採全學年併計方式將寒、暑假應授課

程時數平均分配至上、下學期。 
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於授課時間外，每週至少應有四小時留校時間，以提

供學生指導教學，其時數不列入本條文之基本授課時數內。 

第九條 
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差假、報酬標準、福利及其他權益事項等規定如下： 
一、薪俸、薪級提敘、年資加薪、年終獎金等福利待遇比照專任教師辦理。 
二、全民健保、勞退基金、離職給與、勞工保險等事項比照本校約用聘僱人

員及「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離職給與辦法」規定辦理。婚假、出國及其

他非必要於授課期間辦理之請假事實，以在寒暑假期間辦理為原則。 
三、退休、撫卹、資遣、保險、休假、進修、生活津貼等事項，概不適用公

務人員及本校約用人員、教師相關法令規定，出差、事（病）假、申訴

及其他本辦法未規定之權益事項，比照本校專任教師規定辦理。 

第十條 
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於聘約存續期間以執行契約所訂之工作內容為主，且

不得擔任本校組織規程第四十二條所定法定各項會議之委員或代表，如有正當事

由擬於校內外兼職，需在不影響本職工作之前提下事先經學校同意。 
由學術單位聘任之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得擔任導師，由行政單位聘任者，

經學術單位專簽敘明具體理由並會辦學生事務處、人事室，並奉校長核准者，得

擔任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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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單位需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協助教學或行政事務時，需填具「申請校務

基金進用教學人員協助教學/行政需求表」，經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同意後，向

其所隸屬之單位提出申請，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之協助成效列入評鑑項目評審。 

第十一條 
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經公開甄選程序錄取聘任為專任教師時，應依本校新

聘專任教師聘任程序申請及重新審查；聘任後，其曾任本校與現職職務等級相當、

服務成績優良之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年資，得提經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同意後，

採計提敘年資，每任滿一年提敘一級；其資格經送教育部審查通過頒授教師證書

後之服務年資，得比照專任教師年資計算辦理升等。 

第十二條 
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於聘約存續期間未依本辦法第八條規定授課者，該期

間不予支薪，如經公開甄選程序錄取聘任為編制內專任教師後不得依本辦法第十

一條規定提請併計為升等、提敘年資及加薪（俸）之依據。 

第十三條 
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如因故擬於聘約存續期間離職時，以學期辦理為原

則，並應於離職二個月前提出申請經核准後始得離職，否則致生損害，應負賠償

所餘聘期按月給付薪資一倍金額之責任。 

第三章  資格送審 

第十四條 
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聘任前未具擬聘教師職級以上資格證書者，應辦理教

師資格審查作業，並應於本校任教滿一年後始得離職，未任教滿一年而離職者，

應賠償本校支付之審查費，並得依本校專任教師升等規定提出升等審查較高職級

之教師資格。 

第十五條 
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初聘資格審查程序如下： 
一、自學期開始之一個月內，向所屬系、行政單位提出申請。 
二、系教師評審委員會或行政單位審查委員會應就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之

教學、研究、專長及擬任教課程等事項進行初審。初審通過者，各系將

其專門著作等相關資料送請所屬學院院長辦理系外審作業；行政單位則

送學術副校長辦理外審作業。 
三、以專門著作、技術報告、藝術類科作品、成就證明、教學報告或體育成

就證明送審送審者，應一次送五人審查，獲四人以上評審為七十分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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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始得繼續審查之程序。 
四、系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之外審結果應經各學院及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

查；行政單位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之外審結果應經行政單位審查委員

會及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 
五、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決審通過者，由人事室函報教育部請頒教師資格證

書；未獲通過者，其外審審查之費用應自行負擔。 

第十六條 
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申請升等較高職級資格審查程序如下： 
一、初審： 

系教師評審委員會或行政單位審查委員會應就申請升等校務基金進用

教學人員之研究、教學、輔導與服務資料依系或校升等規定初審。初審

通過者，應檢附會議紀錄、校務基金教學人員申請升等之著作及相關資

料送所屬學院或由行政單位審查會議決議並簽請同意提送專業屬性相

同之學院進行複審。 
二、複審： 

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複審前，由院長辦理專業成就外審作業，並應一次

送三人審查，獲二人以上評審為七十分以上，始得繼續複審之程序。 
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就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之專業成就、研究、教

學、輔導與服務成績評分，評分總成績達七十分者為複審通過。複審通

過者，學院應檢附會議紀錄、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申請升等著作及相

關資料送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進行決審。 
三、決審： 

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決審前，由學術副校長辦理專業成就外審作業，並

應一次送三人審查，獲二人以上評審為七十分以上，始得繼續決審之程

序。 
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就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之專業成就、研究、教學、輔

導與服務成績評分，評分總成績達七十分者為升等通過。 
學院及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如對校外學者專家審查結果之可信度與正確性有疑

義，應提出具有專業學術依據之具體理由，經決議另送一至二名校外學者專家審

查後，再送請原審查人復審。 
本校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對於審議未通過之升等案，均應敘明理由以書面通

知申請升等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 
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資格審查事宜，悉依本校「辦理教師外審作業要點」

及教育部訂頒「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等規定辦理。 

第十七條 
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申請送審及請頒教師資格證書期間，因不可歸責於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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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人之事由，致教師資格證書審定時已逾聘任期限時，仍應核發；惟如因可歸責

之事由，致無法於上開聘任期限內送審或完成函報教育部請頒教師資格證書作業

時，其責任由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自負，本校不於聘期結束後辦理教師資格送

審及請頒證書。 

第十七條之一 
曾任國內外大學、學術研究機構研究人員或研究技術人員、社會教育機構專

業人員、政府機關（構）或其他公民營事業機構研發部門研發人員、財團法人或

行政法人研究組織研究人員相當助理教授級以上者，已依相關法令辦理退休，身

體健康仍有意願繼續從事教學研究等工作，並符合下列資格條件之一者，得由系、

學院提名並簽奉核定或校長推薦，經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後，敦聘為校務基金

進用退休再任教學人員，續聘時亦同，不受第三條及第八條限制。 
 

（一）近三年持續有論文著作發表。 
（二）近三年持續有執行產學合作計畫。 
（三）對學校校務發展具有經驗及貢獻。 

前項人員待遇、權利與義務，由學校與當事人另行約定。(附件二) 
前項人員年齡應在七十歲以下，但因特殊需求經專案簽准者，不在此限。 

第四章  附則 

第十八條 
本辦法未規定事項，悉依本校與聘任之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雙方同意訂定

之契約書、聘書、教育部「國立大學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

實施原則」及相關法規辦理。 

第十九條 
本辦法經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並經校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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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聘任契約 

108 年 10 月 07 日本校 108 學年度第 1 次臨時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以下稱甲方） 為應教學需要，聘任○○○（以下簡稱乙方）為○○○（職

稱）級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經雙方同意訂立契約，共同遵守約定條款如下： 
一、聘約存續期間：自○○○年○○○月○○○ 日起至○○○年○○○月○○○日止。 
二、工作內容： 

依甲方所訂進用「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計畫書」及教育相關法規範圍內，從事教

學或經甲方指派參與之相關工作，並接受任教單位督導及考核評鑑。 
三、授課時數及義務： 

由學術單位聘任者，除按本校「教師授課鐘點核計辦法」規定之各職級專任教師授

課時數外，另加計四小時為基本授課時數，並得以執行計畫案專簽折抵基本授課時

數至多四小時，其有超過基本授課時數情形者，依規定列為超鐘點時數計算，並應

協助學術單位行政事務之推動。 
由行政單位聘任者，除按本校「教師授課鐘點核計辦法」規定之各職級專任教師授

課時數外，另加計四小時為基本授課時數及寒暑假期間折半計算（寒暑假期間，分

別以四週及八週計列），惟因課程安排需要，得將寒、暑假應授課程時數平均分配至

上、下學期；未依規定授課者，該期間不予支薪。其有超過基本授課時數情形者，

依規定列為超鐘點時數計算。 
乙方於授課時間外，每週至少應有四小時留校時間、每學年之授課鐘點數均符合各

職級教師之基本鐘點數要求、毎學期每週排課四天以上。 
四、報酬： 

比照甲方專任教師依據「教師待遇條例」及相關規定核敘薪級，並按實際到離職日

支薪。 
五、差假、薪資提敘、福利及其他權益事項等規定如下： 

（一）薪俸、薪級提敘、年資加薪、年終獎金等福利待遇比照編制內專任教師辦理。 
（二）全民健保、勞退基金、離職給與、勞工保險等事項比照本校約用人員及「各

機關學校聘僱人員離職給與辦法」規定辦理。婚假、出國及其他非必要於授

課期間辦理之請假事實，以在寒暑假期間辦理為原則。 
（三）退休、撫卹、資遣、保險、休假、進修、生活津貼等事項，概不適用公務人

員及本校約用人員、教師相關法令規定，出差、事（病）假、申訴及其他本

要點未規定之權益事項，比照本校專任教師規定辦理。 

六、研發成果歸屬： 
教師利用本校資源完成具專利價值或以非專利形式保護之研究發展成果，其權利及

義務依本校研發成果專利申請暨技術移轉等相關辦法辦理。 
七、其他義務事項： 

（一）乙方任期最長以三學年為限，且每年應依本校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評鑑辦
法接受評鑑，評鑑不通過者，次學年不予聘任。 

（二）乙方非經學校同意，不得在校外兼課或兼職。 
（三）乙方接受委託研究應由學校具名簽訂合約，並應依本校「產學合作收支管理

辦法」辦理，不得有未透過學校行政作業而逕與各機關訂約之情事。 
（四）乙方於執行教學、指導、訓練、評鑑、管理、輔導或提供學生工作機會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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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與性或性別有關之人際互動上，不得發展有違專業倫理之關係，並應尊重
他人與自己之性或身體之自主、遵守性別平等教育法及性別工作平等法等相
關規定。 

（五）乙方應遵守本校「教師倫理守則」及「校園霸凌防制要點」。 
八、報到及離職： 

乙方接到甲方聘任通知後，應依規定時間向甲方聘任單位及人事室辦理到職手續；
離職時亦應依規定辦妥離職手續後，始得離職。 

九、離職預告： 
乙方如因故擬於聘約存續期間離職時，以學期辦理為原則，並應於離職二個月前提出
申請，經甲方同意後始得離職，如有違反，除不予出具離職證明文件外，因而致甲方
發生之損害，乙方應負賠償所餘聘期按月給付薪資一倍金額之責任。 

十、違約責任： 
乙方於聘約存續期間，如因教學不力，或違反契約應履行義務，或有其他不當行為，
經甲方教師評審委員會查證屬實時，甲方得終止本契約並予解聘。甲方若因此受有
損害，並得向乙方請求賠償，乙方如因離職時未依規定辦理移交、移交不清或其他
情事致甲方因此受有損害時，其賠償責任亦同。 
乙方於聘約有效期間發生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各款事由之一時，視同違約，並依
前項規定辦理。 

十一、乙方在聘約存續期間，應遵守甲方相關規定，違者得視情節輕重提各級教師評審委
員會審議處理。 

十二、本契約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教育部頒「國立大學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
工作人員實施原則」、本校「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聘任及升等辦法」及相關法令
規定辦理。 

十三、本契約書一式五份，由甲方收執四份（分送用人單位、秘書室法制議事暨專案人力
組、人事室、主計室）及乙方各收執一份。 

立契約人  甲   方：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地   址：912 屏東縣內埔鄉學府路 1 號 
代 表 人： 
乙   方： 
地   址： 
身分證字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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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校務基金進用退休再任教學人員聘任契約 
109 年 6 月 22 日本校第 67 次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以下稱甲方）為應教學需要，聘任○○○先生/女士（以下稱乙方）為
校務基金進用退休再任教學人員，經雙方同意訂立契約，共同遵守約定條款如下： 
一、聘約存續期間：自民國○○○年○○月○○日起至○○○年○○月○○日止。 

聘約存續期間起訖日期以學期制或學年制為原則，聘任後因學生選課人數未達開課標
準，致無聘任需求者，聘約存續期間屆滿前甲方應以書面通知終止聘約。 

二、工作內容： 
依甲方規定及教育相關法規，從事教學或經甲方指派參與之相關工作，並接受任教單
位之督導。 

三、授課時數及義務： 
乙方一學期授課至少一門課，不適用本校「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聘任及升等辦法」
第八條規定。 
乙方有親自授課、監考、閱卷及指導學生實習之義務，有關請假、代調補課、繳交成
績等事項依甲方教務相關規定辦理，並應注意學生權益之維護。 

四、報酬：分為支薪或不支薪。支薪者由甲方每月給付乙方新台幣           元整。惟
乙方如係依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辦理退休有案者，依該條例第七十七
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乙方每月支領薪酬總額（含計畫主持人費、鐘點費等固定給
與）不得超過法定基本工資，超過者停領月退休金。（一百零九年一月一日法定基
本工資為新台幣二萬三千八百元） 

五、其他權益事項規定如下： 
（一）婚假、出國及其他非必要於授課期間辦理之請假事由，以在寒暑假期間辦理為

原則。 
（二）全民健保、勞退基金、勞工保險（職業災害保險）、離職給與等事項比照本校約

用人員及「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離職給與辦法」規定辦理。 
（三）薪級提敘、年資加薪、評鑑、撫卹、休假、進修、生活津貼等事項，均不適用

公務人員及本校約用人員、教師相關法令規定，出差、事（病）假、申訴及其他本
要點未規定之權益事項，比照本校專任教師規定辦理。 

（四）自本校退休再任者，保留退休前剩餘結餘款使用之權利義務。 
（五）研究室、實驗室空間使用、辦公用品及其他相關權利與義務等事宜： 

1、自本校退休再任者，依本契約第八點第二項辦理完成後，再由原退休單位與
乙方調配。 

2、自校外延攬者，由用人單位與乙方調配。 
六、研發成果歸屬： 

乙方利用本校資源完成具專利價值或以非專利形式保護之研究發展成果，其權利及義
務依本校研發成果專利申請暨技術移轉等相關辦法辦理。 

七、其他義務事項： 
（一）乙方非經甲方書面同意，不得在校外兼課或兼職。 
（二）乙方接受委託研究案應由甲方具名簽訂合約，並應依本校「產學合作收支管理
辦法」辦理，不得有未透過學校行政作業而逕與各機關訂約之情事。 

（三）乙方於執行教學、指導、訓練、管理、輔導或提供學生工作機會時，在與性或
性別有關之人際互動上，不得發展有違專業倫理之關係，並應尊重他人與自己之性
或身體之自主、遵守性別平等教育法及性別工作平等法等相關規定。 

（四）乙方應遵守本校「教師倫理守則」及「校園霸凌防制要點」。 
八、報到及離職： 

乙方收受甲方聘任通知後，應依規定向甲方聘任單位及人事室辦理到職手續；聘約存
續期間屆滿，乙方應即離職，離職時亦應依規定辦妥離職手續。乙方如為本校編制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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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專任教師應依本校規定辦理離職手續並持離職證明書，辦理本聘任案到職手續後
起薪。 

九、離職預告： 
乙方如因故須於聘約存續期間屆滿前離職者，應於離職日前二個月以書面申請，經甲
方同意後始得離職；如有違反，除不予出具離職證明文件外，因而致生甲方之損害，
乙方應賠償所餘聘期按月給付薪資一倍之金額。 

十、違約責任： 
乙方於聘約存續期間內，如因教學不力、違反契約規定或有其他不當行為，經甲方教
師評審委員會查證屬實時，甲方得終止本契約予以解聘。甲方如因此受有損害，得向
乙方請求賠償。 
乙方於聘約存續期間內有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者，依前項規定辦理。 
乙方如因離職時未依規定辦理移交、移交不清或其他情事以致甲方受有損害時，亦應
負賠償責任。 

十一、乙方同意甲方得依「學校辦理契約進用人員通報查詢作業注意事項」規定，向教育
部辦理其相關資訊之蒐集、利用及查詢，並同意法務部、警政機關及教育部提供相
關資訊。 

乙方獲甲方聘任前應無下列情事，如有隱匿經查證屬實，甲方得立即不經預告以書面
終止契約： 
（一）具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 
（二）具教師法第十五條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且於不得聘任為教師之管制期間內。 
（三）具教師法第十八條第一項情形者，且於不得聘任為教師之管制期間內。 

十二、乙方於聘約存續期間內，應遵守本契約及甲方相關規定，違者得視情節輕重提各級
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處理。 

十三、本契約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教育部頒「國立大學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
工作人員實施原則」、本校「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聘任及升等辦法」及相關法令
規定辦理。 

十四、本契約書一式五份，由甲方收執四份（分送用人單位、秘書室法制議事暨專案人力
組、人事室、主計室）及乙方各收執一份。 

立契約人  甲   方：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地   址：912 屏東縣內埔鄉學府路 1 號 

代 表 人： 

乙   方：                    （簽章） 

地   址： 

身分證字號： 

連絡電話： 
中華民國○○○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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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教師升等研究教學輔導與服務成績考核要點 
 

104 年 6 月 5 月本校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臨時教評會審議通過訂定 
105 年 5 月 19 日本校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教評會審議通過第 3 點及第 4 點及考核評分表 

106 年 5 月 11 日本校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教評會審議通過第 3 點及第 4 點 
107 年 12 月 24 日本校第 64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考核評分表(108 學年度以後適用) 

108 年 11 月 28 日本校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教評會審議通過修正要點名稱及第 1 點 
 

一、國立屏東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辦理所屬專任教師申請升等教師資格之

校內研究、教學、輔導與服務等項目成績採計，特依據教育部台（八七）審字

第八七○四七七四一號函及本校「專任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等規定，訂

定「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教師升等研究教學輔導與服務成績考核要點」（以下簡稱

本要點）。 
二、本校教師申請升等教師資格，其考核評分項目包括專業成就、研究、教學、輔

導與服務等四項，其中研究、教學、輔導與服務之評審項目如下： 
（一）研究成績考核之評審項目應包括「研究計畫」及「其他學術成就」等分

項。 
（二）教學成績考核之評審項目應包括「教學經驗」、「教學改進」、「課業輔導」、

「施教績效」及「教務配合與整體表現」等分項，教學成績需達配分之

百分之七十以上，始得申請升等。 
（三）輔導與服務成績考核之評審項目應包括「行政服務」、「輔導服務」及「推

廣服務」等分項，各分項成績需達配分成績百分之七十以上，始得申請

升等。 
三、研究、教學、輔導與服務等項目成績之考核應多元、明確，其評分項目之評審

內容與標準如附考核評分表。 
本要點所訂評分項目，除「研究」項目及教學項目中之「教學經驗」項採計教

師取得升等前一職級之研究與教學年資外，其餘項目原則以取得升等前一職級

教師資格後及送審前五年內在本校教學、輔導及服務之成績為限，但五年內下

列情形者，得分別申請延長採計年限。 
（一）女性教師曾懷孕或生產者，得申請延長前述年限二年。 
（二）經核准延長病假、因重大疾病、養育三足歲以下子女留職停薪者，得申

請延長病假或留職停薪期間。 
（三）因專長、所授課程相關或業務特殊需要，依本校規定辦理借調留職停薪

期間。 
（四）本人或配偶之直系血親尊親屬老邁或重大傷病須侍奉、配偶或子女重大

傷病須照護、配偶因公派赴國外工作或進修，其期間在一年以上須隨同

前往之留職停薪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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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因不可歸責本人之正當事由並經專簽陳請校方同意之期間。 
四、各系（所、學位學程、中心、室）於所屬教師申請升等審查時，應通知教師依

本要點所定考核評分表之項目進行自評，並將自評結果依序交由各級教師評審

委員會審議評核。 
考核評分表內之評審項目，除教師應主動提供佐證資料者外，均應由本校相關

單位對全體教師建立完整而確實之資料，以便查核，並得依升等教師之申請開

立證明書（格式如附件）。 
第一項所稱「中心、室」係指通識教育中心、師資培育中心及體育室。 

五、本要點經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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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教師升等項目考核評分表 
(含研究、教學、輔導與服務) 

 

送審人姓名：任教系所別：送審職級： 
一、研究項目 

項
目 分項 評分標準 

得分 
備註 自

 
系

 
院

 
校

 

B1 
研
究 
計
畫 

一、科技部、教
育部、經濟
部、或其他
中央部會
（含行政
院農業委
員會農糧
署及經濟
部水利署
等）、中央
部會轄下
之所屬單
位（如林試
所、水試所
等）之研究
計畫。 

 

主持人 3 分，共同主持人 1.5 分，
協同主持人 0.9 分，研究人員 0.3
分。 

    教育部之教學相關計畫不
在此項採計，應於”C2 教學
改進”之五計分。 

二、地方政府與
人民團體
或基金會
之研究計
畫。 

主持人 1.5 分，共同主持人 0.75
分，協同主持人 0.5 分，研究人員
0.2 分。 

     

 
B1 分項得分 

    B1 分項依升等教師選擇類

別最高以15分或10分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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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分項 評分標準 

得分 
備註 自

 
系

 
院

 
校

 

B2 
其
他
學
術
成
就 

一、產學合作。 每件計畫經費按每10萬元0.3分向
上累計(不到 10 萬元不採計)；每件
計畫最高採計 3 分（B1 項計分者
不得重複）。 

    一、本項專指私立機構透過
本校產學合作之計
畫，科技部產學合作計
畫可依本項計分或 B1
項計分，但不得重複。 

二、屬計畫性質之工作會、
座談會、講習會、訓練
班等得列入本項計分。 

三、計畫日期計算至申請升
等之當學年度底為
止，並採從寬認定，一
年內均予以採認。 

四、本項研究計畫之計分，
以經費進入本校為依
據認列。 

五、B1 項研究計畫以學術
研究計畫為認定，辦理
研討會、訓練班、學分
（學程）班計畫等不列
入 B1 項，改列於本項
計分。 

六、共同計畫主持人或協同
計畫主持人之計分方
式：科技部計畫主持人
非本校教師者不予計
分；計畫主持人為本校
教師者，依每件計畫之
主持人或協同計畫主
持人所佔百分比例計
算，並依實際參與計畫
人數均分之。計畫期
間，中途更換主持人、
共同或協同主持人
者，以實際執行計畫業
務比例計算之。 

七、本項產學合作計畫之認
證，以「本校委託研究
計畫處理表」資料為
準。計畫結案報告或相
關會議資料不予採計。 

八、校務基金補助之計畫不
予採計。 

二、(一)專利。 
(二)技術移轉。 
 

(一)國內專利，每件 1 分。 
國際專利，每件 2 分。 

（登錄制不採計） 
(二)國內技術移轉，每件每 10 萬元

0.3 分。 
國際技術移轉，每件每 10 萬元
0.4 分。 

    一、屬國內或國際專利或技
術移轉者，於本項計
分。 

二、本項採以學校為名者。 
三、本項以專利證書上之日

期，或技術移轉之合約
生效日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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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分項 評分標準 

得分 
備註 自

 
系

 
院

 
校

 
三、專業期刊編

輯。 
 

(一)國內期刊主編或總編輯每年
0.2 分，編輯每年 0.1 分。 

(二)TSSCI 期刊主編或總編輯每年
0.6 分，編輯每年 0.3 分。 

(三)國際期刊(非 SCI、EI、SSCI、
AHCI 期刊)主編或總編輯每年
2.5 分，編輯每年 1 分。 

(四)SCI、EI、SSCI、AHCI 期刊主
編或總編輯每年 5 分，編輯每
年 2 分。 

    一、編輯係採計 Editor，審
稿（Reviewer）不予採
計(請列於服務項下)。 

二、本項不採計翻譯書籍
(請列於著作)及主持翻
譯計畫或數位典藏計
畫(請列於 B1 項)。 
(一)取得國立編譯館出

版計劃或科技部人
文處社資中心之出
版計劃而正式出版
之書籍，可直接檢
附證明後認定為學
術性專書。惟該項
計畫不可重複計算
於 B1 項下。中文教
科書請列於教學改
進項。 

(二)作者只有申請教師
一人，且內容有創
新之處之專書，建
請提列為教學報告
升等之著作。眾人
合寫之專業書須委
外審查認定之。若
認定為學術性專
書，該書於本項中
僅能提供一位負責
編著之作者做為加
分之用途，其餘以
教科書認定之，並
請改列教學之教學
改善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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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分項 評分標準 

得分 
備註 自

 
系

 
院

 
校

 
四、執行或承辦

國內或國
際學術性
研討會。 

(一)國內學術性工作會
(workshop)，每次 0.2 分。 

(二)國內學術性研討會，每次 0.4
分。 

(三)國際學術性工作會
(workshop)，每次 0.6 分。 

(四)國際學術性研討會，每次 0.8
分。 

    一、凡於執行承辦組織表內
列名有案並有證明
者，皆予採計評分。屬
計畫性質之工作會、座
談會、講習會等請列產
學合作(1)計分，本項不
重複採計。 

二、研討會須由學校主辦或
協辦，主辦每次 0.2
分；協辦每次 0.1 分。 

三、於行政職務內承接之計
畫需與學術性直接相
關之研討會始可計
分，若非學術性則列於
服務項。 

四、研討會之主持人、召集
人或總幹事始予以計
分，若非主持人則列於
服務項。 

五、研討會之需有佐證資料
（證明）者，才予採
認。 

六、國際研討會係指國外出
席講者達 3 個國家以
上或占所有出席講者
之 25％以上。 

 
五、擔任專業學

會理事長
(會長)、秘
書長(總幹
事、執行秘
書)、理
事、監事。 

(一)全國性專業學會理事長（會長）
每年 0.3 分。 

(二)全國性專業學會秘書長（總幹
事、執行秘書）每年 0.2 分。 

(三)全國性專業學會理事、監事每
年 0.1 分。 

(四)國際專業學會理事長（會長）
每年 0.6 分。 

(五)國際專業學會秘書長（總幹
事、執行秘書）每年 0.4 分。 

(六)國際專業學會理事、監事每年
0.2 分。 

    一、「專業」及「全國性」
由學院認定。 

二、全國性社團（成員跨縣
市）需經內政部社會司
報准設立者。 

三、區域性社團（成員跨鄉
鎮）需經縣市政府社會
處報准設立者。 

四、地方性社團（成員為單
一鄉鎮）需經縣政府社
會處報准設立者。 

五、擔任社團理、監事者，
須提供主管機關核發
之相關資料及學會章
程作為佐證；其餘職務
請檢附學會核發之聘
書。 

六、任期計分方式，以檢附
聘書期間按比例原則
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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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分項 評分標準 

得分 
備註 自

 
系

 
院

 
校

 
六、研討會之主

要演講
者、講員、
主持人、引
言人或與
談人。 

(一)國內研討會邀請主要演講者
(plenarylecturerorkeynotespeak
er)，每次 0.4 分。 

(二)國內研討會主持人、引言人或
與談人，每次 0.2 分、講員每
次 0.2 分。 

(三)國際研討會邀請主要演講者
(plenarylecturerorkeynotespeak
er)，每次 0.5 分。 

(四)國際研討會主持人、引言人或
與談人、講員每次 0.3 分。 

    一、所稱研討會須有發表學
術論文及其發表場次
者。 

二、專業之認定由學院認
定。 

三、擔任訓練班之講員（師）
列於服務項下。 

四、本項若已計分不可重複
於服務項下列計。 

五、參與研討會發表論文
者，請檢附大會議程。 

六、講員須以口頭發表，若
該篇論文有多名研究
者掛名，議程資料無法
顯示上台報告者，依共
同作者人數均分之。 

七、本項主持人不得與(4)
執行或承辦國內或國
際學術性研討會重覆
計分。 

七、執行承辦國
際性、全國
性或國內
區域性體
育、服飾、
餐飲、藝術
等類科展
演、競賽。 

 

(一)國內區域性每次 0.2 分。 
(二)全國性每次 0.4 分。 
(三)國際性每次 0.8 分。 

     

八、教師(與個
人學術領
域相關)參
與國際
性、全國性
之展演、競
賽。 

(一)全國性： 
第一名/一次 1 分，第二名/一次 0.7
分，第三名/一次 0.5 分，第四名/
一次 0.3 分，第五名/一次 0.2 分，
第六名/一次 0.1 分。 
 
(二)國際性： 
第一名/一次 5 分，第二名/一次 4
分，第三名/一次 3 分，第四名/一
次 2 分，第五名/一次 1 分，第六
名/一次 1 分。 
 
(三)奧運或同等級： 
第一名/一次 10 分，第二名/一次 9
分，第三名/一次 8 分，第四名/一
次 7 分，第五名/一次 6 分，第六
名/一次 5 分。 
 

    奧運或同等級部分之展
演、競賽，請提供中央機關
認可之資料或證明。 

 
B2 分項得分     B2 分項依升等教師選擇類

別最高以 15分或 10分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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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分項 評分標準 

得分 
備註 自

 
系

 
院

 
校

 
 研究得分=B1+B2，合計分數至多以升等教師選擇類

別最高 15 分或 10 分為限：分計（直接計入教師升
等評分量表之一 B 項研究分數） 

    一、各學院於校訂研究（B
項）評分架構之前題
下，得視學院特性自訂
研究評分項目。 

二、本表所訂研究（B 項）
之評分採計年限依本
校「教師升等研究教學
輔導與服務成績考核
要點」第三點規定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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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教師升等項目考核評分表 
(含研究、教學、輔導與服務) 

送審人姓名：任教系所別：送審職級： 
二、教學項目 

分項 
分項
基準
分 

評審內容與標準 
得分 

備註 
自
評 

系
評 

院
評 

校
評 

C1 
教學
經驗
(15
分) 

9 分 

一、助教第五年起，講師、助理
教授、副教授第四年起，每
任滿一學期，加 0.5 分(不滿
一學期者不計)，惟曾任他校
教學年資最高採計 1.5 分。 

二、借調期間返校義務授課 3
小時以上者，依前述標準折
半計算。 

三、延長病假、帶職帶薪研究進
修，學期內若無授課事實
者，不予計分。 

    一、「教學」項目之評分採計
年限依「教師研究、教
學、輔導與服務成績考核
要點」第三點規定辦理。 

二、「教學」項目之考評係採
書面審核，送審人應將相
關佐證資料分項彙整成
卷，俾便進行評審：提供
之佐證資料應力求具
體、明確、詳細，各相關
資料認證人員並得補充。 

三、本表由送審人依據相關之
具體資料逐項自評後，連
同升等申請表、升等著
作、參考著作等資料一併
送交所屬系(所、學位學
程、中心、室，以下簡稱
系)。系應將資料送請相關
配合單位審核後，提送由
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
議之。 

C1 分項得分小計     

C2 
教學
改進
(30
分) 

16
分 

一、授課計畫周延性與進度配合
度，酌減 0.5~3 分，其中： 
(一)每學期期限內未繳交

者，減 0.5 分。 
(二)私下任意調課、應授課

未授課、協同教學未到
場、期末考提前辦理或
差假調課未補課者，每
次減 0.5 分。 

(三)拒絕教授指定課程
者，經相關主管簽註，
酌減 1~2 分。 

    

二、經登記有案出版商出版大學
以上用書，加 0.5~3 分。 

    

三、改進教學方法如編撰教材、
教具、教學媒體製作、e 化
教材、磨課師課程等，有具
體成效者，每門課酌加
0.5~3 分，最高 3 分，其中
全部授課課程教材皆上網
者另加 3 分。 

    

四、曾開授通識課程、全英語授
課課程、遠距教學課程、開
放式課程、進修部課程者，
酌加 0.5~3 分。 
不配合系安排進修部課程
者，酌減 0.5~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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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項 
分項
基準
分 

評審內容與標準 
得分 

備註 
自
評 

系
評 

院
評 

校
評 

五、申請教育部教學相關計畫，
執行學校教學相關計畫，每
項酌予加 0.2~0.5 分，最高 1
分。申請通過且執行者，每
項酌予加 1 分，最高 3 分。
不配合系、學校執行教學相
關計畫或執行不力者，酌減
0.5 分。 

    

六、其他具體優良或缺失事實
者，得由升等教師或有關主
管提供參考資料，酌予加減
0.5~2 分。（列入研究 B 項之
教學相關計畫，本項不予重
複採計） 

    

C2 分項得分小計     

C3 
課業
輔導
(15
分) 

8 分
(通
識教
育中
心基
準分
為
10
分) 

一、輔導或執行學生實務專題以
外之校外實習輔導工作有
證明者，每年酌加 1 分。 

    

二、開設學分班或於暑假開設補
修班，每門課酌加 0.5 分，
最高採計 2 分。 

    

三、指導學生實務專題每組 0.2
分；指導碩士班研究生論文
每人 0.4 分，指導博士班研
究生論文每人 0.8 分，最高
採計 2 分。(指導人次不得
重複計算) 

    

四、其他課業輔導有具體事實者
(如輔導身心障礙生、體保
生、技優、原住民學生、期
中考試預警及師生互動時間
紀錄等)，得由升等教師或有
關主管提供參考資料，酌予
加減 0.5~2 分。 

    

C3 分項得分小計     

C4 
施教
績效
(20
分) 

10
分 

一、 教學意見調查成績，填寫學
生人數達 15 人或比例達
50%以上，且每學期授課調
查成績平均為(1)A 等第(90
分以上），酌加 2 分；(2)B
等第 (80 分以上未達 90
分），酌加 l 分；(3)C 等第(70
分以上未達 80 分)，不加分；
(4)D 等第(60 分以上未達 70
分)，酌減 0.5 分；(5)E 等第
(59 分以下），酌減 l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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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項 
分項
基準
分 

評審內容與標準 
得分 

備註 
自
評 

系
評 

院
評 

校
評 

另碩博士班填寫學生人數達
5 人或比例達 50%以上，且
每學期授課調查成績平均為
(1)A 等第(90 分以上），酌加
1 分；(2)B 等第(80 分以上未
達 90 分），酌加 0.5 分；(3)C
等第(70 分以上未達 80 分)，
不加分；(4)D 等第(60 分以
上未達 70 分)，酌減 0.5 分；
(5)E 等第(59 分以下），酌減
l 分。 

二、指導學生參與國內學、術科
重要競賽獲獎，有證明者，
酌加 1 分；參與國際學、術
科重要競賽獲獎，有證明
者，酌加 3 分。 

    

三、獲政府機關、學會、有立案
之相關團體或院校級核頒教
學有關事項獎勵者，得酌加
1~3 分。 

    

四、其他施教績效有具體事實
者，得由升等教師或有關主
管提供參考資料，酌予加減
0.5~2 分。 

    

C4 分項得分小計     

C5 
教務
配合
與整
體表
現(20
分) 

12
分 

一、擔任大學部或研究所招生工
作(監試、入闈、出題、口試
及書面審查)，每次 0.2 分（同
時入闈及出題者採計一次為
限），最高採計 3 分。 

    

二、參與校定、院定必修及學程
之課程教學、教材編訂、課
程規劃或排課者，每學期
0.25 分，最高採計 3 分。 

    

三、其他具體優良或缺失事實
者，得由升等教師或有關主
管提供參考資料，酌予加減
0.5~2 分。其中： 
(一)每學期所授課程之期末

成績均準時上傳並繳交
紙本成績核對單，酌加
1 分。除特殊情況外，
延遲繳交 1 科減 0.5
分、2 科減 1 分、3 科減
1.5 分、4 科以上減 2 分。 

(二)參加教學專業成長研
習，每學期達 4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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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項 
分項
基準
分 

評審內容與標準 
得分 

備註 
自
評 

系
評 

院
評 

校
評 

者，酌加 0.5 分、逾 4
小時者每增加 2 小時，
酌加 0.2 分。 

(三)教師於三年內服務期
間，每學期至少參加教
學專業成長研習 4 小
時，未滿 4 小時者，每
學期酌減 0.1~0.2 分。 

C5 分項得分小計     

教學得分＝(C1+C2+C3+C4+C5)×20%     教學得分須達總配分百分之七
十以上者方得提出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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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教師升等項目考核評分表 
(含研究、教學、輔導與服務) 

 
送審人姓名：任教系所別：送審職級： 

三、輔導與服務項目 

分

項 

分

項

基

準

分 

評審內容與標準 

得分 

備註 
自
評 

系
評 

院
評 

校
評 

D1
行

政

服

務
(20
分) 

12
分 

一、兼任本校組織編制內各
級主管，負責盡職者，
每滿一年加 2 分，未滿 1
年者，依兼職期間比例
及前述標準加計分數。 

    一、「輔導與服務」項目之
考核評分採計年限依
「教師研究、教學、
輔導與服務成績考核
要點」第三點規定辦
理。 

二、「輔導與服務」項目之
考評係採書面審核，
送審人應將相關佐證
資料分項彙整成卷，
俾便進行評審：所提
供之佐證資料應力求
具體、明確、詳細，
各相關資料認證人員
並得補充。 

三、本表由送審人依據相
關之具體資料逐項自
評後，連同升等申請
表、升等著作、參考
著作等資料一併送交
所屬系(所、學位學
程、中心、室，以下
簡稱系)。系應將資料
送請相關配合單位審
核後，提送由各級教
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之。 

四、評審內容之「學生輔
導」包括學習輔導、
生活輔導、職涯輔
導、就業輔導、校友
服務等層面。 

二、擔任各種委員會委員、
工作小組成員、各調查
小組成員、教育訓練講
師，協助校（系、所）
務，負責盡職，經相關
主管簽註者（每件加 1
分，以 6 分為限）。 

    

三、其他熱心協助校內行政
事務者，得由相關主管
簽註，酌予加 2~4 分。 

    

D1 分項得分小計     

D2
輔

導

服

務
(60
分) 

30
分 

一、依據擔任導師之績效，
酌加 4~10 分。其中： 
(一)擔任導師(主任導師)

每學期加 1 分，最高
採計 5 分。導師指導
召開班會及繳交班會
記錄表、導生活動成
果表、班級學生輔導
記錄表等資料，如未
達 8 成者依比例核給
分數，不及 5 成者不
予計分。 

(二)參加學務處各項研
習會議每次加0.3分。 

(三)擔任導師(主任導師)
指導班級參加競賽獲
獎者每件加 0.5 分。 

(四)獲選為本校優良導
師者：院級加 4 分、
校級加 8 分，同一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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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項 

分

項

基

準

分 

評審內容與標準 

得分 

備註 
自
評 

系
評 

院
評 

校
評 

年度同時獲得上開獎
項者，採計其最高等
級獎項。 

(五)擔任導師(主任導師)
每學年至少參加一場
次導師相關會議或研
習，若全學年未參加
者酌減 0.5 分。 

(六)拒絕擔任導師者，經
系所、學程會議或主
任證明酌減1至2分。 

二、學生社團輔導工作依其
績效，酌加 4~10 分。其
中： 
(一)擔任社團指導教師

每年加 1 分，最高採
計 5 分。 

(二)擔任社團指導教師
參加社團相關會議或
研習每次加 0.2 分。 

(三)擔任社團指導教師
指導社團參加全國性
競賽獲獎（前三名）
者加 8 分，區域性競
賽獲獎（前三名）者
加 4 分，校內競賽獲
獎（前三名）者每件
加 0.5 分。 

(四)擔任社團指導教師
須指導社團召開社員
大會，每學期至少召
開 2 次並作成紀錄送
交業管單位存查，若
未達 2 次者酌減 0.5
分。 

(五)擔任社團指導教師
每學年至少參加一場
次社團相關會議或研
習，若全學年未參加
者酌減 0.5 分。 

    

三、擔任推動國際化服務工
作，盡心盡職者，得由
相關主管簽註，酌加
4~10 分。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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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項 

分

項

基

準

分 

評審內容與標準 

得分 

備註 
自
評 

系
評 

院
評 

校
評 

(一)擔任國際化推動工
作小組委員或外籍生
學伴社團指導老師，
負責盡職者滿一年加
1 分，未滿 1 年者，
依兼職期間比例及前
述標準加計分數；相
關會議出席率未達
50%者不予計分；無
正當理由均未出席相
關會議者，得由相關
主管簽註，扣 1 分。 

(二)擔任境外專班及短
期技術訓練班等全英
語授課教師者，每門
課程加 0.5 分。 

(三)輔導學生海外研
修、實習或參與國外
機構間各項學術交流
每件次加 0.5 分。 

(四)執行本校與國外機
構合作業務、協助整
合本校國際合作、提
升本校國際化校園環
境及國際學術地位，
每件次酌予加
0.2~0.5 分；多次拒不
接待專業領域訪客
者，得由相關主管簽
註，酌減 0.5~1 分。 

(五)其他推動國際化服
務事項有具體事實績
效者，得由相關主管
簽註，每件次酌予加
0.2~0.5 分。 

(六)上述服務件次不得
跨年度計算，每年最
高加 4 分，並應附佐
證文件。 

(七)列入研究、教學服務
項目者，本項不得重
複計分。 

 
四、其他熱心協助學生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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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項 

分

項

基

準

分 

評審內容與標準 

得分 

備註 
自
評 

系
評 

院
評 

校
評 

導，有具體事實者，得
由相關主管簽註，酌加
4~10 分。其中： 
(一)熱心協助學生輔

導，有具體事實者，
由單位主管簽註者
每件加 1~4 分。 

(二)身心障礙生輔導有
具體事實者，由相關
單位主管簽註者每
件加 2 分。 

(三)其他熱心協助學生
輔導，有具體事實
者，由其他相關單位
主管簽註者每件加 1
分。 

(四)其他熱心協助學生
職涯輔導、就業輔導
或校友服務，有具體
事實者，得由相關主
管簽註，酌加 1-10
分。其中： 

1.擔任職涯導師者，每
任滿一學年，且每學
期至少參加1場次職
涯導師相關會議或
研習，加 1 分。另全
學期或全學年未參
加職涯導師相關會
議或研習者，酌減
0.5~1 分。 

2.職涯導師因故只擔
任一學期，且至少參
加1場次職涯導師相
關會議或研習，加
0.5 分。另全學期未
參加職涯導師相關
會議或研習者，酌減
0.5 分。 

3.擔任職涯導師除依
上揭標準之外，而另
參與職涯導師相關
會議或研習，每次加
0.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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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項 

分

項

基

準

分 

評審內容與標準 

得分 

備註 
自
評 

系
評 

院
評 

校
評 

4.職涯導師每學期有
按時繳交職涯導師
輔導紀錄表者，每學
期加 0.3 分。 

5.配合職涯發展處辦
理執行教育部、勞動
部或其他行政機關
單位各項職涯輔
導、就業輔導、校友
服務等活動計畫或
開設專業證照培訓
班，每件加 1 分。 

6.由導師或職涯導師
帶領班級學生參與
職涯發展處辦理各
項活動者，每件加
0.5 分。 

 

D2 分項得分小計     

D3
推

廣

服

務
(20
分) 

5 分 

擔任推廣與技術服務工作，
盡心盡職者，每年最高加 4
分。 
評分說明： 
一、擔任評鑑（訪視委員）、

甄選委員（校外）、論文
審查委員、推廣教授，
以及研討會、論壇、研
習班、訓練班、產學合
作等推廣服務主持人或
召集人者，每件次加 1
分。 

二、擔任演講、評論以及論
壇、研討會（節次主持
人、與談人、引言人）、
研習班、訓練班、產學
合作等共同主持人或授
課教師者每件次酌予加
0.2～0.5 分。 

三、全國性專業學會、協會
或公會理事長（會長）
每年 0.3 分、秘書長（總
幹事、執行秘書）每年
0.2 分，理事、監事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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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分。(已列入研究 B
項或教學 C 項採認者，
本項不予重複採計) 

四、擔任推廣教授，負責盡
職者滿一年加 2 分，未
滿 1 年者，依兼職期間
比例及前述標準加計分
數；推廣輔導日誌紀錄
如未達 8 成者，酌減 1~2
分。 

五、其他推廣服務事項有具
體事實績效者，每件次
酌予加 0.2~0.5 分。 

六、擔任拼創創業輔導師，
負責盡職者滿一年加 2
分，未滿 1 年者，依兼
職期間比例及前述標準
加計分數。 

七、上述服務件次不得跨年
度計算，每年最高加 4
分，並應附佐證文件。 

八、列入研究、教學服務項
目者，本項不得重複計
分。 

 

D3 分項得分小計     

輔導與服務得分＝(D1+D2+D3)×% 

    輔導與服務之各分項得分
應分別達到配分分數百分
之七十(D1 至少 14 分，D2
至少 42 分，D3 至少 14 分)
以上者，始得提出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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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教師升等研究、教學、輔導與服務 
成績申請證明書 

申請升等教師姓名： 

申請升等教師職級： 

申請升等教師任教單位： 

申請證明項目：□研究(B 項)□教學(C 項)□輔導與服務(D 項) 

申請證明內容及核計成績： 

【範例 1】102 年 9 月 28 日於本校擔任○研討會主持人，符

合B2其他學術成就(6)研討會主持人，核計 0.2分。 

【範例 2】101 年 8 月 1 日起至 103 年 7 月 31 日止，○助理

教授於暑假期間開設○補修班共計 6 門課，符合

C3 課業輔導成績，核計 3 分。 

【範例 3】100 年 8 月 1 日起至 104 年 7 月 31 日止，○副教

授兼任本校○中心主任，負責盡職者，符合 D1
行政服務成績，核計 8 分。 

 

證明單位：○○○ 

證明單位承辦人：○○○（核章） 

證明單位二級主管：○○○（核章） 

證明單位一級主管：○○○（核章） 

 

中華民國○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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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教師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處理要點 
89 年 4 月 18 日本校 8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教評會審議通過 
98 年 10 月 29 日本校 9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教評會修正通過 
99 年 6 月 28 日本校第 43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 年 1 月 9 日本校第 49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 年 6 月 10 日本校第 53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 年 12 月 25 日第 62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1、2、5、7、8、10、11、12
及 13 點暨附件作業流程表 
教育部 107 年 2 月 22 日臺教高(五)字第 1070026781 號函同意備查 
 

一、國立屏東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處理教師違反送審教師資格相關案

件，特依據教育部訂定之「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專科以

上學校教師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處理原則」及「專科以上學校學術倫理

案件處理原則」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及違反學術倫理情事，指送審人有下列

情事之一： 
（一）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合著人證明登載不實、代表著作未確實填載為

合著及繳交合著人證明、未適當引註、未經註明授權而重複發表、未

註明其部分內容為已發表之成果或著作或其他違反學術倫理情事。 
（二）著作、作品、展演及技術報告有抄襲、造假、變造或剽竊或其他舞弊

情事。 
（三）學、經歷證件、成就證明、專門著作已為刊物接受將定期發表之證明、

合著人證明為偽造、變造、以違法或不當手段影響論文之審查。 
（四）送審人或經由他人有請託、關說、利誘、威脅或其他干擾審查人或審

查程序情節嚴重。 
（五）其他違反「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學術倫理案件處理原則」及「科技部

學術倫理案件處理及審議要點」所列情事者。 

三、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校教評會）應成立「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

定審理小組」(以下簡稱審理小組)，並本公正、客觀、明快之原則處理教師

涉嫌違反本規定之檢舉案件。 

審理小組成員五至七人，由校教評會主席擔任召集人，其餘成員由召集人

指定校教評會委員組成，必要時得聘請校外公正學者參與。 

四、違反本規定案件之檢舉人應用真實姓名及地址，向校教評會提出檢舉書，

且應具體指陳違反本規定之情事並附證據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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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理小組於接獲檢舉案件後，應於一週內完成前項形式要件審查，如形式

要件不符，則不予受理，並由校教評會主席確認，以書面通知檢舉人結案；

形式要件符合者，應即進入校內處理程序(如附件)，並以保密方式為之，避

免檢舉人與送審人曝光。 
對於未具名而具體指陳違反本要點之檢舉，得經審理小組決議後，依前項

規定辦理。 
五、審查小組成員、原審查人及校外學者專家，與送審人有下列關係之一者，

應予以迴避： 
（一）具碩、博士論文指導之師生關係。 
（二）本人或其配偶、前配偶、四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之姻親或曾有

此關係者為事件之當事人。 
（三）現為或曾為該事件當事人之代理人、輔佐人、於該事件，曾為證人、

鑑定人。 
（四）與送審人所提之送審代表著作及參考著作有學術合作關係。 
（五）相關利害關係人。 
（六）依其他法規應予迴避。 

六、校教評會對於送審人有第二點第一項第二款或第四款所定情事時，應通知

送審人二週內提出書面答辯後，併同檢舉內容及答辯書送原審查人再審

查，必要時得另送相關學者專家一人至三人審查，以為相互核對，並應尊

重該專業領域之判斷。審查人及學者專家身份應予保密。 
審查人及學者專家審查後，應提出審查報告書，俾作為審查小組審理時之

依據。 
審查小組於依第一項規定審查完竣後，必要時得同意送審人於程序中再提

出口頭答辯。 
審查小組審理時，遇有判斷困難之情事，得列舉待澄清之事項再請原審查

人、相關學者專家審查。 

七、本校於受理教師資格審查案件期間，經檢舉或發現送審人有第二點第一項

第四款所定情事時，應與受到干擾之審查人取得聯繫並作成電話紀錄，送

校教評會主席再與該審查人查證後，提會審議；經校教評會審議屬實者，

應即停止其資格審查程序，並由本校通知送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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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審理小組應於受理書面檢舉之日起三個月內，作成具體結論提送校教評會

審議。校教評會應於一個月內確認違反本規定是否成立，並作成具體決議。

決議不成立者，以書面通知檢舉人及被檢舉人後結案；決議成立者，由校

教評會視情節輕重為以下之處分： 
（一）解聘、停聘或不續聘。 
（二）一定期間內不受理教師升等之申請： 

1、送審人或經由他人有請託、關說、利誘、威脅或其他干擾審查人或

審查程序情節嚴重：一年至二年 
2.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合著人證明登載不實、代表著作未確實填載為

合著及繳交合著人證明、未適當引註、未經註明授權而重複發表、

未註明其部分內容為已發表之成果或著作或其他違反學術倫理情

事：一年至五年。 
3、著作、作品、展演及技術報告有抄襲、造假、變造或剽竊或其他舞

弊情事：五年至七年。 
4、學、經歷證件、成就證明、專門著作已為刊物接受將定期發表之證

明、合著人證明為偽造、變造、以違法或不當手段影響論文之審查：

七年至十年。 
（三）當學年度不予年資加薪或年功加俸。 
（四）限制一定期間內不得參與校內各級教評會、論文審查（口試）。 
本校應於校教評會審議後十日內，將處理結果及理由以書面通知檢舉人及

送審人。 
第一項審查期限如遇有案情複雜、窒礙難行及寒、暑假之情形時，其處理

期間得延長二個月，並應通知檢舉人及送審人。 
九、送審人如對校教評之決定如有不服，應於收到書面通知之次日起三十日內，

依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要點」規定，向本校教師申訴評

議委員會提起申訴，或依法提起訴訟或依訴願法或行政訴訟法或其他保障

法律等有關規定，請求救濟。 
十、校教評會審議教師違反本要點之案件時，應有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出

席及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始得決議。 
前項審議決定，委員中有應行迴避之情事者，仍得列入出席委員人數，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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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列入決議委員人數計算。 
十一、本校對於教師違反本要點之案件，自本校審議決定之日起，為不受理其

教師資格審定之申請，經審議確定者，將審議程序及處置結果，報送教

育部備查。 
教師懲處若涉及解聘、停聘、不續聘時，應依教師法及相關規定程序，

報教育部核准。 
教師經檢舉或發現涉及本要點第二點第一項各款情事之一者，不得申請

撤回資格審查案，仍應依程序處理；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案件一經成

立，不因送審人提出申訴或行政爭訟而暫緩執行。 
十二、案件經審議後判定未違反本要點規定時，應將調查結果以書面通知檢舉

人，並副知送審人。檢舉人若再次提出檢舉，應提校教評會審議。 
校教評會經審議再次檢舉內容，無具體新事證者，得依前次審議決定逕

復檢舉人；有具體新事證者，則依本要點進行調查與處理。 
各學院及學系、所、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對經教師申訴受理機關或其他

救濟機關要求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仍不辦理者，經同一教師申訴受理

機關或救濟機關再判定違法者，得由高一級之教師評審委員會重為審查

程序。 
檢舉人如為本校教師，對於濫行檢舉致生影響校園和諧之情事，校教評

會得衡量其情節輕重，依據本校「教師倫理守則」規定議處。 
十三、本要點規定未盡事宜，悉依「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專

科以上學校教師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處理原則」及「專科以上學校學

術倫理案件處理原則」相關規定辦理。 
本要點經本校校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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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似涉嫌違反送審教

師資格規定檢舉案 

審查小組：形式審查(一週內完成) 

形式要件不符： 

不受理 

形式要件符合： 

進入處理程序 

違反第二點第一款、三

款者：由審查小組查證

並作出具體結論提送

教評會 

違反第二點第四款

者： 

1.與受到干擾之審查

人聯繫並作成電話紀

錄 

2.教評會主席再與審

查人查證 

3.提校教評會審議 

違反第二點第二款者： 

1.通知被檢舉人於收到通知書後二

週內提出答辯書；被檢舉人逾期不為

答辯者，視同放棄答辯。 

2.將檢舉內容及答辯書送原審查人

再審查或另送相關學者專家審查。必

要時，得通知被檢舉人提出再答辯， 

3.審查報告書提送校教評會審議。 

4.審議不成立者，以書面通知檢舉人

及被檢舉人；成立者，由教評會視

情節，予被檢舉人懲處之決定。 

對審議不成立者，以書

面通知檢舉人及被檢

舉人；成立者，由教評

會視情節，予被檢舉人

懲處之決定。 

1.本校對於教師違反本要點之案件，自本校審議決定之日起，為不受理其教師資格審

定之申請，經審議確定者，將審議程序及處置結果，報送教育部備查。 

2.涉及解聘、停聘、不續聘之懲處決定，依規定程序，報教育部核准。 

3.涉及違反教師資格審查以外之學術倫理案件，依「專科以上學校學術倫理案件處理

原則」相關規定辦理。 

審議屬實者，駁回送

審人之申請，且二年

內不受理教師資格之

申請。 

附件：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處理作業流程 

 

122 
 



五、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要點 
88 年 12 月 24 日本校第 5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9 年 1 月 5 日教育部台(89)申字第 89000042 號書函核定 
94 年 3 月 10 日本校第 22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4 年 5 月 31 日教育部台申字第 0940073410 號書函備查 
95 年 6 月 23 日本校第 27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7 年 6 月 30 日本校第 35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8 年 10 年 19 日本校 98 學年度第 1 次臨時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 年 6 月 27 日本校第 47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 年 6 月 21 日本校第 51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 年 12 月 10 日本校第 52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3 年 6 月 9 日本校第 55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 年 6 月 10 日本校第 65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3 及 22 點 
109 年 12 月 28 日本校第 68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1、3、12、16、25 點 

第一章總則 
一、國立屏東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辦理教師申訴案件之評議，依教師

法第四十二條、大學法第二十二條及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準則

之規定，訂定「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要點」

（以下簡稱本要點），並設置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以下簡稱申評會）。 
二、教師對本校有關其個人之措施，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益者，得向

申評會提出申訴。 

第二章組織 
三、申評會置委員十五人至二十三人，均為無給職，由校長遴聘校外學者專家、

屏東縣地區教師組織代表、社會公正人士、法律專家及本校兼行政職務教

師各一人，並由各學院選任所屬未兼行政職務或非擔任本校教師評審委員

會委員之專任教師代表，共同組成之；其中未兼行政職務之教師人數不得

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二。 
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如未達前述比例時，其不足

人數由本校該性別之專任教師互選擔任之。 
各學院辦理選任作業時，應依前項性別比例規定辦理，並按性別分置候

補委員。各學院應選任委員之人數規定如下： 
（一）所屬專任教師人數未達二十人，應推選教師代表一人為選任委員，

並置同性別候補委員一人。 
（二）所屬專任教師人數在二十人以上未達八十人，應推選不同性別之

教師代表共二人為選任委員，並按性別分置候補委員各一人。 
（三）所屬專任教師人數在八十人以上，應推選不同性別之教師代表共

三人為選任委員，並按性別分置候補委員各二人。 
除依第二項性別比例不足所選任之委員，其任期為一年外，其餘委員任

期均為二年。選任委員連選得連任之。 
委員連續二次以上未出席委員會議，經申評會認定通過解聘或因故出缺

時，由候補委員按性別依序遞補之，任期至原出缺委員任期屆滿之日止。 

 

 

123 
 



第三章申訴之提起 
七、申訴之提起應於收受或知悉措施之次日起三十日內以書面為之。 

本校依法應以可供存證查核之方式送達其措施於申訴人者，以該送達之

日為知悉日。 
八、申訴應具申訴書，載明下列事項，由申訴人署名，並應檢附原措施文書、

有關之文件及證據： 
（一）申訴人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明文件號碼、服務學校及職稱、

住居所、電話。 
（二）有代理人或代表人者，其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明文件號碼、

住居所、電話。 
（三）原措施之學校。 
（四）收受或知悉措施之年月日、申訴之事實及理由。 
（五）希望獲得之具體補救。 
（六）提起申訴之年月日。 
（七）受理申訴之學校申評會。 
（八）載明就本申訴事件有無提起訴願、訴訟。 

九、提起申訴不合前點規定者，申評會得通知申訴人於二十日內補正。屆期未

補正者，申評會得逕為評議。 

第四章申訴評議 
十、申評會應自收到申訴書之次日起十日內，以書面檢附申訴書影本及相關書

件，通知本校原措施單位為原措施提出說明。 
原措施單位應自前項書面通知達到之次日起二十日內，擬具說明書連同

關係文件，送於受理之申評會，並應將說明書抄送申訴人。但原措施單

位認申訴為有理由者，得自行撤銷或變更其原措施，並函知申評會。 
原措施單位對原措施屆前項期限未提出說明者，申評會得逕為評議。 
第一項期間，於依前點規定補正者，自補正之次日起算；未為補正者，

自補正期限屆滿之次日起算。 
十一、申訴提起後，於評議書送達申訴人前，申訴人得撤回之。申訴經撤回者，

申評會應終結申訴案件之評議，並以書面通知申訴人及本校原措施單

位。 
申訴人撤回申訴後，不得就同一原因事實重行提起申訴。 

十二、提起申訴之教師就申訴案件或相牽連之事件，同時或先後另行提起訴

願、行政訴訟、民事訴訟、刑事訴訟，或依勞資爭議處理法申請調解、

仲裁或裁決者，應即以書面通知申評會。 
申評會依前項通知或依職權知有前項情形時，應停止申訴案件之評議，

並以書面通知申訴人；於停止原因消滅後，經申訴人書面請求時，除有

第十六點第一項第六款規定不受理之評議決定情形外，應繼續評議，並

以書面通知申訴人。 
申訴案件全部或一部之評議決定，以訴願、訴訟或勞資爭議處理之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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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是否成立為據者，申評會於訴願、訴訟或勞資爭議處理程序終結

前，應停止申訴案件之評議，並以書面通知申訴人；於停止原因消滅後，

應繼續評議，並以書面通知申訴人。 
十三、申評會委員會議以不公開為原則。 

評議時，得經委員會議決議邀請申訴人、關係人、學者專家或有關單位

指派之人員到場說明。 
申訴人、原措施單位申請於委員會議評議時到場說明者，經委員會議決

議同意後，應指定時間地點通知其到場說明。 
依前項規定到場說明時，得偕同輔佐人一人為之。 
申訴案件有實地瞭解之必要時，得經委員會議決議，推派委員代表至少

三人為之；並於委員會議時報告。 
十四、申評會委員對於申訴案件有利害關係者，應自行迴避，不得參與評議。 

有具體事實足認申評會委員就申訴案件有偏頗之虞者，申訴人得舉其原

因及事實向申評會申請委員迴避。 
前項申請，由委員會議決議之。 
申評會委員於評議程序中，除經委員會議決議外，不得與當事人、代表

其利益之人或利害關係人為程序外之接觸。 

第五章評議決定 
十五、申評會之評議決定，除依第十二點規定停止評議者外，自收受申訴書之

次日起，應於三個月內為之；必要時，得予延長，並通知申訴人。延長

以一次為限，最長不得逾二個月。 
前項期間，於依第九點規定補正者，自補正之次日起算；未為補正者，

自補正期限屆滿之次日起算；依第十二點規定停止評議者，自繼續評議

之日起重行起算。 
十六、申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為不受理之評議決定： 

（一）提起申訴逾第七點規定之期間。 
（二）申訴人不適格。 
（三）非屬教師權益事項。 
（四）原措施已不存在或依申訴已無補救實益。 
（五）對已決定或已撤回之申訴案件就同一原因事實重行提起申訴。 
（六）申訴人對於行政處分提起訴願後撤回訴願或經訴願決定者。 

十七、申評會委員會議於評議前認為必要時，得推派委員三人至五人審查，委

員於詳閱卷證、研析事實及應行適用之法規後，向委員會議提出審查意

見。 
十八、申評會委員會議應審酌申訴案件之經過、申訴人所受損害及所希望獲得

之補救、申訴雙方之理由、對公益之影響及其他相關情形，為評議決定。 
十九、申訴無理由者，申評會應為駁回之評議決定。 

二十、申訴有理由者，申評會應為有理由之評議決定，其有補救措施者，

並應於評議書主文中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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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申評會委員應親自出席委員會議，經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始得開

議；評議決定應經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其他事項之決議

以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委員會議為前項決議時，迴避之委員，不計入出席委員人數。 

二十二、申評會委員會議之評議決定，以徵詢無異議、舉手或無記名投票表決

方式為之，其評議經過及個別委員意見應對外嚴守秘密。 
前項表決結果應載明於當次會議紀錄；採投票表決者，表決票應當場封

緘，經會議主席及委員推選之監票委員簽名，由申評會妥當保存。 
二十三、申評會應指定人員製作評議紀錄附卷；委員於評議中所持與評議決定

不同之意見，經其請求者，應列入委員會議紀錄。 
二十四、評議書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申訴人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明文件號碼、服務之學校及職

稱、住居所、電話。 
（二）有代理人或代表人者，其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明文件號碼、

住居所、電話。 
（三）為原措施之學校。 
（四）主文、事實及理由；其係不受理決定者，得不記載事實。 
（五）申評會主席署名。申評會作成評議書時主席因故不能執行職務者，

由代理主席署名，並記載其事由。 
（六）評議書作成之年月日。 
評議書應附記如不服評議決定，得於評議書送達之次日起三十日內，

以書面向教育部中央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起再申訴。 
二十五、評議書以本校名義行之，作成評議書正本，並以本校名義以足供存證

查核之方式送達評議書正本於申訴人、原措施單位或教育部。 
申訴案件有代表人或代理人者，除受送達之權限受有限制者外，前項

評議書之送達，向該代表人或代理人為之；代表人或代理人有二人以

上者，送達得僅向其中一人為之。 
二十六、依規定得提起再申訴，而申訴人、原措施單位於評議書送達之次日起

三十日內未提起再申訴者，評議決定即為確定。 

第六章附則 
二十七、評議決定確定後，本校應依評議決定執行。 
二十八、依本要點規定所為之申訴說明及應具備之書件應以中文書寫；其書件

係引述外文者，應譯成中文，並應附原外文資料。 
因申訴所提出之資料，以錄音帶、錄影帶、電子郵件提出者，應檢附

文字抄本，並應載明其取得之時間、地點，及其無非法盜錄、截取之

聲明。 
二十九、本校軍訓教官就本校對其個人之軍訓行政措施，認為違法或不當，致

損害其權益者，準用本要點提出申訴，並得由申評會參酌教育部所定

「高級中等以上學校軍訓教官申訴處理作業規定」辦理；必要時，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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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校長指定軍訓主管職之軍訓教官一員及軍訓教官二員列席參與申

評會委員會議。 
三十、本要點經本校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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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辦理教師專業成就審查作業要點 
 

96.3.23 本校 9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教評會審議通過訂定 
99.12.27 本校 9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 次教評會審議通過修訂第 1 至 8 點 

100.5.10 本校 9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教評會審議通過修訂第 8 至 10 點 
101.3.8 本校 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教評會審議通過修訂第 2、4、5、6 點 

101.5.10 本校 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教評會審議通過修訂第 2、4 點 
101.11.12 本校 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教評會審議通過修訂第 2、4、5、8、9 點及附表 

102.3.7 本校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教評會審議通過修訂附表 
102.5.9 本校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教評會審議通過修訂第 4 點 

102.11.7 本校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教評會審議通過修訂附表 
104.6.5 本校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臨時教評會審議通過修訂名稱、全文及附表 

104.6.18 本校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教評會審議通過修訂第 2、4 點及附表 
105.12.29 本校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教評會審議通過修訂第 1 點、第 3 點及教

師資格審查意見表部份文字並自 106 年 2 月 1 日起施行 
107.6.21 本校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教評會審議通過增修附表 

108.11.28 本校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教評會審議通過修正第 4 點 

一、國立屏東科技大學（以下稱本校）為辦理教師聘任及升等之資格審查作業，特

依據「教育部辦理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著作審查委員遴選原則」及本校「教師聘

任及升等審查辦法」第十條等規定，訂定「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辦理教師專業成

就審查作業要點」（以下稱本要點）。 
二、本校各系（所、學位學程、中心、室）辦理教師聘任及升等之資格審查案件，

應依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之規定，將送審人之專門著作、作品、

成就證明、技術報告或教學報告等專業成就送請校外相關領域學者、專家評審

（以下稱外審委員）。 
教師聘任及升等案件之外審委員人數，依前項辦法所定規定辦理。 

三、送審人得提出外審委員迴避名單並應敘明具體迴避理由，人數至多不超過三人。 

四、為辦理教師資格審查之外審作業，學院及本校應分別成立外審委員提名小

組，辦理外審委員提名作業。學院以院長、本校以學術副校長為召集人，並

依聘任、升等案件之領域以專案小組方式組成。 

外審委員之遴選，應配合送審人之學術專長，以代表專門著作、作品、成就

證明、技術報告或教學報告之專長領域為主要考量依據；外審委員以具有教

育部審定之教授資格者為原則。若無適當教授人選，對於送審副教授以下資

格案，可以具有教育部審定之副教授資格者擔任之，但不得審查升等教授案。 
必要時，亦得遴選未具教育部審定之教授資格，但其成就具備公認相當教授

水準者擔任之，包括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及學術研究機構或與產業相關之研

究機構相當教授級之研究員。 
送審人以技術報告提送審查時，應儘量遴選兼具實務經驗之教師或實務界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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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資格之專業人士審查。 
各級教評會辦理教師聘任及升等之資格審查作業，應明定代表著作經論文比

對系統比對(註明系統名稱)，各院並得自訂門檻，經本人簽名後併同其他專門

著作送請外審委員參閱。 

五、本校遴選之外審委員，如有下列任一情形時應迴避審查： 
（一）送審人之研究指導教授。 
（二）送審人代表著作之合著人或共同研究人。 
（三）曾經與送審人在同一學校、系所服務。 
（四）與送審人有親屬關係或依「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應受迴避規定限制

者。 
凡違反前項規定，未迴避審查者，其評審結果無效。但其餘外審委員有效之

評審，仍得計入審查結果。有效外審人數不足時，應就不足之人數另行送審

補正。 

六、為顧及公平性與平衡性，辦理遴選外審委員時，宜兼顧下列原則： 
（一）同一案件之外審委員，避免均由同一學校之教授擔任。 
（二）送審人畢業學校修業系所之教授盡可能迴避審查（尤其是畢業時間十年

以內者）。 
（三）與送審人為同校系且同時期畢業者盡可能迴避審查。 
（四）曾與送審人共同參與相關研究者盡可能迴避審查。 
（五）針對特殊性類科，不易遴選國內審查委員時，得遴選國外教授或國外具

相當教授資格專家、學者擔任審查委員。 

七、外審委員名單應予保密；外審委員送回之審查意見應加以整理，除遮除該委

員姓名外，手寫者並於重新打字及校對後，始提送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

議。 

八、本校專業技術人員聘任及升等之資格審查作業，適用本要點之規定。 

九、本校參照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查意見表」格式，訂定本校「教師

資格審查意見表」（如附表），以為外審委員評分之依據。 

本要點第五點第一項迴避審查之規定，應於本校「教師資格審查意見表」之附

註文字內條列載明，提醒外審委員於審查完畢簽章前確認審查責任。 
十、本要點經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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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教師資格審查意見表 
表格甲：（學位論文） 

著作編號  送審 
等級 

□副教授 
□助理教授 
□講  師 

姓名  

學位論文 
名 稱  

※本案及格底線分數為70分。 

著作評分項目： 
包括研究主題、文字與結構、研究方法及參考資料、學術或應用價值等項。 
（註：如有前一等級至本次申請等級間個人學術與專業之整體成就乙項可參考納入評分） 

送 審 等 級 總分 

副 教 授  

助 理 教 授  

講 師  

審查人簽章  審畢日期 年月日 

※審查評定基準： 
1、副教授：應在該學術領域內有持續性著作並有具體之貢獻者。 
2、助理教授：應有相當於博士論文水準之著作並有獨立研究之能力者。 
3、講師：應有相當於碩士論文水準之著作。 

※附註： 
1、以整理、增刪、組合或編排他人著作而成之編著不得送審。 
2、以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三十條之一送審副教授可以博士論文送審，惟仍須符合修正分級後副教授水準。 
3、本校送審之外審委員，如有下列任一情形時應迴避審查，並請將應本送審案退回，凡未迴避審查者，其

評審結果無效： 
（1）送審人之研究指導教授。 
（2）送審人代表著作之合著人或共同研究人。 
（3）曾經與送審人在同一學校、系所服務。 
（4）與送審人有親屬關係或依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應受迴避規定限制者。 
 

※聯絡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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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教師資格審查意見表 
表格乙：（學位論文） 

姓 名  
送審 
等級 

□副教授 
□助理教授 
□講  師 

學位論文 
名 稱  

審查意見：（審查意見請就學位論文具體審查及撰寫審查意見，並請勾選優缺點欄位及總評
欄。前述意見得以條列方式敘述，建議另以 A4 紙電腦打字。本案審定結果如為不及格，審
查意見得提供送審人作為行政處分之依據，併予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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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一等級至本次申請等級間研究成果優良 
□其他： 

□無特殊創見 
□學術性不高 
□實用價值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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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涉及抄襲或其他違反學術倫理情事（請於
審查意見欄指出具體事實） 

□其他： 

總評 

一、本人評定本案審查結果為
□及格□

不 及 格(及格底限分數為 70 分)。(前開選項務請勾選一欄) 
二、本案如經勾選缺點欄位之「涉及抄襲或違反學術倫理情事」者，依「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

定辦法」第 43 條規定，應評為不及格成績。 
三、本人確認上述「審查結果」與本(乙)表「審查意見」撰述內容及甲表評定之「總分」為一致，

如有不一致情形時，依上述「審查結果」勾選是否及格情形為準。 
 
審查人簽章(本簽章欄於本表提供申請送審者參考時遮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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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教師資格審查意見表 
表格甲：（人文社會） 

著作編號  送審 
等級 

□教  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講  師 

姓名  

代表著作 
名 稱  

※本案及格底線分數為70分。 

代表著作(前一等級至本次申請等級間) 
評分項目及標準 

前一等級至
本次申請等
級間個人學
術與專業之
整體成就 

總 分  
項目 研究主題 文字與結構 研究方法及

參考資料 
學術或 
應用價值 

教 授 10% 5% 20% 25% 40% 

 

副教授 10% 10% 25% 20% 35% 
助理教授 10% 15% 25% 20% 30% 

講 師 10% 20% 35% 15% 20% 
得 分      

審查人 
簽 章 

 審畢日期 年月日 

※審查評定基準： 
1、教授：應在該學術領域內有獨特及持續性著作並有重要具體之貢獻者。 
2、副教授：應在該學術領域內有持續性著作並有具體之貢獻者。 
3、助理教授：應有相當於博士論文水準之著作並有獨立研究之能力者。 
4、講師：應有相當於碩士論文水準之著作。 

※附註： 
1、以整理、增刪、組合或編排他人著作而成之編著不得送審。 
2、除以學位論文送審者外，送審代表著作不得為學位論文或其論文之ㄧ部份。惟若未曾以學位論文送審任

一等級教師資格或屬學位論文延續性研究送審者，經出版並提出說明，由專業審查認定著作具相當程度
創新者，不在此限。 

3、本校送審之外審委員，如有下列任一情形時應迴避審查，並請將應本送審案退回，凡未迴避審查者，其
評審結果無效： 

（1）送審人之研究指導教授。 
（2）送審人代表著作之合著人或共同研究人。 
（3）曾經與送審人在同一學校、系所服務。 
（4）與送審人有親屬關係或依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應受迴避規定限制者。 
 

※聯絡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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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教師資格審查意見表 
表格乙：（人文社會） 

姓 名  
送審 
等級 

□教  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講  師 

代表著作 
名 稱  

審查意見：（審查意見請分別就代表著作及參考著作具體審查及撰寫審查意見，並請勾選優
缺點欄位及總評欄。前述意見得以條列方式敘述，建議另以 A4 紙電腦打字。本案審定結果
如為不及格，審查意見得提供送審人作為行政處分之依據，併予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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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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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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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個人原創性，以整理、增刪、組合或編
排他人著作 

□代表著作屬學位論文之全部或一部分，曾
送審且無一定程度之創新 

□涉及抄襲或其他違反學術倫理情事（請於
審查意見欄指出具體事實） 

□其他： 

總評 

一、本人評定本案審查結果為
□及格□

不及格 (及格底限分數為 70 分)。(前開選項務請勾選一欄) 
二、本案如經勾選缺點欄位之「非個人原創性…」、「代表著作屬學位論文…」及「涉及抄襲或違反

學術倫理情事」等 3 項之一者，依「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 21、22、43 條規定，
應評為不及格成績。 

三、本人確認上述「審查結果」與本(乙)表「審查意見」撰述內容及甲表評定之「總分」為一致，
如有不一致情形時，依上述「審查結果」勾選是否及格情形為準。 

 
審查人簽章(本簽章欄於本表提供申請送審者參考時遮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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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教師資格審查意見表 
表格甲：（理工醫農） 

著作編號  
送審 
等級 

□教  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講  師 

姓名  

代表著作名稱  

※本案及格底線分數為70分。 

代表著作(前一等級至本次申請等級間) 
評分項目及標準 

前一等級至本次
申請等級間個人
學術與專業之整

體成就 
總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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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查人簽章  審 畢 日 期   年  月  日 

※審查評定基準： 
1、教授：應在該學術領域內有獨特及持續性著作並有重要具體之貢獻者。 
2、副教授：應在該學術領域內有持續性著作並有具體之貢獻者。 
3、助理教授：應有相當於博士論文水準之著作並有獨立研究之能力者。 
4、講師：應有相當於碩士論文水準之著作。 

※附註： 
1、以整理、增刪、組合或編排他人著作而成之編著不得送審。 
2、除以學位論文送審者外，送審代表著作不得為學位論文或其論文之ㄧ部份。惟若未曾以學位論文送審任

一等級教師資格或屬學位論文延續性研究送審者，經出版並提出說明，由專業審查認定著作具相當程度
創新者，不在此限。 

3、本校送審之外審委員，如有下列任一情形時應迴避審查，並請將應本送審案退回，凡未迴避審查者，其
評審結果無效： 

（1）送審人之研究指導教授。 
（2）送審人代表著作之合著人或共同研究人。 
（3）曾經與送審人在同一學校、系所服務。 
（4）與送審人有親屬關係或依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應受迴避規定限制者。 
 

※聯絡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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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教師資格審查意見表 
表格乙：（理工醫農） 

姓 名  送審 
等級 

□教  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講  師 

代表著作名稱  

審查意見：（審查意見請分別就代表著作及參考著作具體審查及撰寫審查意見，並請勾選
優缺點欄位及總評欄。前述意見得以條列方式敘述，建議另以 A4 紙電腦打字。本案審定
結果如為不及格，審查意見得提供送審人作為行政處分之依據，併予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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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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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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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個人原創性，以整理、增刪、組合或編排
他人著作 

□代表著作屬學位論文之全部或一部分，曾送
審且無一定程度之創新 

□涉及抄襲或其他違反學術倫理情事（請於審
查意見欄指出具體事實） 

□其他： 
總評 

一、本人評定本案審查結果為
□及格□

不及格 (及格底限分數為 70 分)。(前開選項務請勾選一欄) 
二、本案如經勾選缺點欄位之「非個人原創性…」、「代表著作屬學位論文…」及「涉及抄襲或違

反學術倫理情事」等 3 項之一者，依「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 21、22、43 條規
定，應評為不及格成績。 

三、本人確認上述「審查結果」與本(乙)表「審查意見」撰述內容及甲表評定之「總分」為一致，
如有不一致情形時，依上述「審查結果」勾選是否及格情形為準。 

 

審查人簽章(本簽章欄於本表提供申請送審者參考時遮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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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教師資格審查意見表 
表格甲：（技術報告） 

代表成果 
編 號  送審 

等級 

□教  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講  師 

姓名  

代表成果 
名 稱  

※本案及格底線分數為70分。 
※本表所稱「技術報告」之範圍如下： 

一、有關專利、技術移轉或創新之成果。 
二、有關專業技術或管理之個案研究、全國性或國際性技術競賽奬項，經整理分析具整體性及獨特見解貢獻之

成果。 
三、有關產學合作、技術應用及衍生成果或實務改善專案具有特殊貢獻之研發成果。 

代表成果(前一等級至本次申請等級間) 
評分項目及標準 

前一等級至本次申請等級
間之具體研發成果總成績
（在質與量方面之水
準、專利獲得與實際之
應用、技術移轉績效、
獲獎情形、產學合作執
行績效、對該專業或產
業技術之提升與貢獻、
持續研發之投入程度與
能力等） 

總分 
項 目 

研發理念與 
學理基礎 

（研發理念之

創新與所依據

之基本學理） 

主題內容與 
方法技巧 

（研發主題之詳細
內容、分析推理、
技 術 創 新 或 突
破、試驗方法及文
獻引用等） 

成果貢獻 
（研發成果之創新性、

可行性、前瞻性或重要

性，在實務應用上之價

值及在該專業或產業

之具體貢獻） 

教授 10% 10% 30% 50% 

 
副教授 10% 10% 30% 50% 
助理教授 15% 15% 30% 40% 

講師 15% 15% 50% 20% 
得分     
審查人 
簽 章  審畢日期   年  月  日 

※審查評定基準：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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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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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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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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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上開各等級之技術或實務研發成果，其成果貢獻亦包含對於社會、文化、生態等層面之影響。 

※附註： 
1、以整理、增刪、組合或編排他人著作而成之編著不得送審。 
2、本校送審之外審委員，如有下列任一情形時應迴避審查，並請將應本送審案退回，凡未迴避審查者，其

評審結果無效： 
（1）送審人之研究指導教授。 
（2）送審人代表成果之合著人或共同研究人。 
（3）曾經與送審人在同一學校、系所服務。 
（4）與送審人有親屬關係或依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應受迴避規定限制者。 

 
※聯絡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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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教師資格審查意見表 
表格乙：（技術報告） 

姓 名  送審 
等級 

□教  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講  師 

代表成果名稱  

審查意見：（審查意見請分別就代表成果及參考成果具體審查及撰寫審查意見，並請勾選
優缺點欄位及總評欄。前述意見得以條列方式敘述，建議另以 A4 紙電腦打字。本案審定
結果如為不及格，審查意見得提供送審人作為行政處分之依據，併予敘明） 
 

優         點（可複選） 缺        點（可複選） 
□具有創新與突破之處 
□研發成果具實用價值 
□研發成果在該專業或產業上有相當之貢獻 
□研發成果在社會、文化、生態上有相當之貢
獻 

□研發內容具有完整性 
□研發能力良好，方法正確 
□研發績效良好 
□持續投入研發程度高 
□研發態度嚴謹 
□技術移轉績效良好 
□適合教學實務 
□可結合產業，提升產業技術 
□其他： 

□無特殊創新之處 
□實用價值不高 
□研發成果在該專業或產業之貢獻度不高 
□研發成果在社會、文化、生態上之貢獻度

不高 
□內容形式不完整 
□研究方法不妥適 
□研發成績不理想 
□持續投入研發程度不足 
□研發態度不嚴謹 
□技術移轉績效不佳 
□非個人原創性，以整理、增刪、組合或編

排他人著作 
□代表作屬學位論文之全部或一部分，曾送

審且無一定程度之創新 
□涉及抄襲或其他違反學術倫理情事（請於

審查意見欄指出具體事實） 
□其他： 

總評 

一、本人評定本案審查結果為
□及格□

不及格 (及格底限分數為 70 分)。(前開選項務請勾選一欄) 
二、本案如經勾選缺點欄位之「非個人原創性…」、「代表作屬學位論文…」及「涉及抄襲或違反

學術倫理情事」等 3 項之一者，依「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 21、22、43 條規
定，應評為不及格成績。 

三、本人確認上述「審查結果」與本(乙)表「審查意見」撰述內容及甲表評定之「總分」為一致，
如有不一致情形時，依上述「審查結果」勾選是否及格情形為準。 

 

審查人簽章(本簽章欄於本表提供申請送審者參考時遮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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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教師資格審查意見表 
表格甲：（技術服務成果報告） 
代表技

術 服 務
成 果 

編 號 

 送審 
等級 

□教  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講  師 

姓名  

代表技術
服務成果 

名稱 
 

※本案及格底線分數為70分。 
※本表所稱「技術服務成果」之範圍如下： 

係指教師以研發學理為基礎，運用創新或突破性試驗方法参與校內外行政、專業服務工作，使服務對象提升產

業技術或獲致成長貢獻之具體成果。 

項目 

代表成果(前一等級至本次申請等級間)評分項目及標準 

專業背景與專業成長 技術服務成果 特殊事蹟

與貢獻 

總分 

一、專業背景（含教師個人
基本資料、教學理念及
教學情境描述） 

二、專業成長（含專業成長
計畫、參與學術活動或
學會或工作坊或教學社
群、發表論文或教學經
驗分享） 

技術服務理念
與學理基礎 

（研發與技術服
務理念之創新
與所依據之基
本學理） 

主題內容 
與方法技巧 

（技術服務主題之
詳細內容、分析推
理、技術服務創新
或突破、試驗方法
及文獻引用等） 

成果貢獻 
一、技術服務成果之創

新性、可行性、前
瞻性或重要性，在
實務應用上之價
值及該專業或產
業之具體貢獻 

二、論文發長成果 

一、技術服
務奬項 

二、技術服
象之特
殊表現 

教授 15% 25% 25% 30% 5% 

 

副教授 20% 25% 25% 25% 5% 

助理教授 25% 25% 25% 20% 5% 

講師 30% 25% 25% 15% 5% 

得分      

審查人 
簽 章  審畢日期   年  月  日 

※審查評定基準：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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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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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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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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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上開各等級之技術或實務研發成果，其成果貢獻亦包含對於社會、文化、生態等層面之影響。 

※附註： 
1、以整理、增刪、組合或編排他人著作而成之編著不得送審。 
2、本校送審之外審委員，如有下列任一情形時應迴避審查，並請將應本送審案退回，凡未迴避審查者，其

評審結果無效： 
（1）送審人之研究指導教授。 
（2）送審人代表成果之合著人或共同研究人。 
（3）曾經與送審人在同一學校、系所服務。 
（4）與送審人有親屬關係或依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應受迴避規定限制者。 

 
※聯絡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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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教師資格審查意見表 
表格乙：（技術服務成果報告） 

姓 名  送審 
等級 

□教  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講  師 

代表技術服務成果 
名 稱  

審查意見：（審查意見請分別就代表成果及參考成果具體審查及撰寫審查意見，並請勾選
優缺點欄位及總評欄。前述意見得以條列方式敘述，建議另以 A4 紙電腦打字。本案審定
結果如為不及格，審查意見得提供送審人作為行政處分之依據，併予敘明） 
 

優         點（可複選） 缺        點（可複選） 
□具有創新與突破之處 
□研發成果具實用價值 
□研發成果在該專業或產業上有相當之貢獻 
□研發成果在社會、文化、生態上有相當之貢
獻 

□研發內容具有完整性 
□研發能力良好，方法正確 
□研發績效良好 
□持續投入研發程度高 
□研發態度嚴謹 
□技術移轉績效良好 
□適合教學實務 
□可結合產業，提升產業技術 
□其他： 

□無特殊創新之處 
□實用價值不高 
□研發成果在該專業或產業之貢獻度不高 
□研發成果在社會、文化、生態上之貢獻度

不高 
□內容形式不完整 
□研究方法不妥適 
□研發成績不理想 
□持續投入研發程度不足 
□研發態度不嚴謹 
□技術移轉績效不佳 
□非個人原創性，以整理、增刪、組合或編

排他人著作 
□代表作屬學位論文之全部或一部分，曾送

審且無一定程度之創新 
□涉及抄襲或其他違反學術倫理情事（請於

審查意見欄指出具體事實） 
□其他： 

總評 

一、本人評定本案審查結果為
□及格□

不及格 (及格底限分數為 70 分)。(前開選項務請勾選一欄) 
二、本案如經勾選缺點欄位之「非個人原創性…」、「代表作屬學位論文…」及「涉及抄襲或違反

學術倫理情事」等 3 項之一者，依「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 21、22、43 條規
定，應評為不及格成績。 

三、本人確認上述「審查結果」與本(乙)表「審查意見」撰述內容及甲表評定之「總分」為一致，
如有不一致情形時，依上述「審查結果」勾選是否及格情形為準。 

 

審查人簽章(本簽章欄於本表提供申請送審者參考時遮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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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教師資格審查意見表 
表格甲：（教學報告） 

代表教學績
效 編 號  送審 

等級 

□教  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講  師 

姓名  

代表教學績效
名 稱  

※本案及格底線分數為70分。 
※本表所稱「教學績效」，係指教師以教學實務作為研究，其內涵得以各教育階段別之教學場
域及受教者作為研究對象，在課程、教材、教法、教具、科技媒體運用、評量工具具有創新、
改進或延伸應用之具體研究（發）成果，並能有效提升學生學習成效或校內外推廣具有重要具
體貢獻之成果。 
送審之教學實務成果附技術報告，其內容應包括下列之主要項目：（一）教學、課程或設計理
念。（二）教學、課程、設計理念及學理基礎。（三）主題內容及方法技巧。（四）研發成果及
學習成效。（五）創新及貢獻。 

項 目 

前一等級至本次申請等級間之代表教學績效、 
前一等級至本次申請等級間之個人學術與教學績效之整體成就 

總分 

專業背景 
與成長 教學表現與特色 

一、專業背景（含教師個
人基本資料、教學理
念及教學情境描述） 

二、專業成長（含專業成
長計畫、參與學術活
動或學會或工作坊
或教學社群、發表論
文或教學經驗分享
等） 

課程與教學設計 
一、課程計畫理念與架構 
二、教學規劃 
三、教學呈現（含課程大綱、

講義、作業…等） 
四、教學策略（教學方法、

教學媒體運用等） 
五、學習評量（含評量回饋） 

課程與教學評
鑑 
一、教學省思、

結 果 改 善
計 畫 及 執
行成果 

二、論文發表成
果 

學生學習成效
評量（含評量計
畫與方法、評量
結果運用與省
思、學生學習證
據、學生作品
等） 

特色教學（教
學 期間自行
創 新開發之
教 材或教學
方法等說明） 

教 授 20% 25% 15% 30% 10% 

 
副教授 15% 25% 15% 30% 15% 

助理教授 10% 25% 15% 30% 20% 
講 師 5% 25% 15% 30% 25% 
得 分      

審查人 
簽 章  審畢日期   年  月  日 

※審查評定基準： 
1、教授：持續從事學術與投入教學工作，並應在該專業領域內有獨創及持續性教學績效，且具有重要具體

之貢獻者。 
2、副教授：持續從事學術與投入教學工作，並應在該專業領域內有持續性教學績效，且具有具體之貢獻者。 
3、助理教授：持續從事學術與投入教學工作，其教學績效良好並能顯示確實具有獨特貢獻者。 
4、講師：持續從事學術與投入教學工作，其教學績效具有相當之水準者。 

※附註： 
1、以整理、增刪、組合或編排他人著作而成之編著不得送審。 
2、本校送審之外審委員，如有下列任一情形時應迴避審查，並請將應本送審案退回，凡未迴避審查者，其

評審結果無效： 
（1）送審人之研究指導教授。 
（2）送審人代表教學成就之合著人或共同研究人。 
（3）曾經與送審人在同一學校、系所服務。 
（4）與送審人有親屬關係或依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應受迴避規定限制者。 

※聯絡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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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教師資格審查意見表 
表格乙：（教學報告） 

姓 名  送審等級 

□教  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講  師 

代表教學績效名稱  

審查意見：（審查意見請分別就代表教學績效、參考個人學術與教學績效作具體審查及撰
寫審查意見，並請勾選優缺點欄位及總評欄。前述意見得以條列方式敘述，建議另以 A4
紙電腦打字。本案審定結果如為不及格，審查意見得提供送審人作為行政處分之依據，
併予敘明） 
 

優         點（可複選） 缺        點（可複選） 
□教學績效報告內容充實 
□課程與教學設計於教學現場務實可行 
□專業背景敘述清晰 
□專業成長符合教師教學所需 
□課程與教學設計嚴謹 
□課程與教學設計具特色 
□課程與教學評鑑成績良好 
□教學省思與改善實施落實 
□學生學習成效評量計畫與方法妥適 
□學生學習成效評量結果運用適當 
□學生學習成效表現良好 
□具特色教學 
□特殊事蹟與貢獻顯著 
□教學績效優良 
□其他： 

 

□教學績效報告內容不充實 
□課程與教學設計於教學現場窒礙難行 
□專業背景敘述模糊 
□專業成長與教師教學所需互相牴觸 
□課程與教學設計不嚴謹 
□課程與教學設計無特色 
□課程與教學評鑑成績欠佳 
□教學省思與改善實施草率 
□學生學習成效評量計畫與方法不適當 
□學生學習成效評量結果運用不妥適 
□學生學習成效表現欠佳 
□教學績效不佳 
□非個人原創性，以整理、增刪、組合或編

排他人著作 
□代表作屬學位論文之全部或一部分，曾送

審且無一定程度之創新 
□涉及抄襲或其他違反學術倫理情事（於審

查意見欄指出具體事實） 
□其他： 

總評 

一、本人評定本案審查結果為
□及格□

不及格 (及格底限分數為 70 分)。(前開選項務請勾選一欄) 
二、本案如經勾選缺點欄位之「非個人原創性…」、「代表作屬學位論文…」及「涉及抄襲或違反

學術倫理情事」等 3 項之一者，依「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 21、22、43 條規
定，應評為不及格成績。 

三、本人確認上述「審查結果」與本(乙)表「審查意見」撰述內容及甲表評定之「總分」為一致，
如有不一致情形時，依上述「審查結果」勾選是否及格情形為準。 

 

審查人簽章(本簽章欄於本表提供申請送審者參考時遮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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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教師資格審查意見表 
表格甲：（體育成就）□個人成就□教師指導成就 

著作編號  送審 
等級 

□教  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講  師 

姓
名  

代表成就名稱  

※本案及格底線分數為70分。 

項 
 
目 

(前一等級至本次申請等級間之代表成就) 
前一等級至本
次申 請 等級 間
其他 自 我運 動
表現 、 其他 指
導成 就 或學 術
著作 等 之具 體
成果 （ 含階 段
教 練 指 導 成
就）  

總 分 

代表成就證明 代表成就競賽實務報告 
教師本人競賽成
就：參加運動賽會
競賽成就 

內容包括： 
（一）個案描述 
（二）學理基礎 
（三）本人訓練（含參賽）計畫或

指導他人訓練（含參賽）計
畫 

（四）本人訓練過程與成果（含參
賽）或指導他人訓練（含參
賽）過程與成果 

教師指導運動員競
賽成就：指導選手
成就 

教 授 25% 45% 30% 

 

副 教授 30% 40% 30% 

助理教授 35% 35% 30% 

講 師 40% 30% 30% 

得 分    

審查人簽章  審畢日期    年   月   日 

※審查評定基準： 
1、教授：應在該運動領域內，參加或擔任教練指導訓練他人參加重要國際運動賽會，有獨特及持續性成就

及競賽實務報告（或著作），並有具體特優成果者。 
2、副教授：應在該運動領域內，參加或擔任教練指導訓練他人參加重要國際運動賽會，有持續性成就及競

賽實務報告（或著作），並有優良成果者。 
3、助理教授：應在該運動領域內，參加或擔任教練指導訓練他人參加重要國際運動賽會，有良好成果，並

有相當於博士論文水準之競賽實務報告及有獨立研究之能力者。 
4、講師：應在該運動領域內，參加或擔任教練指導訓練他人參加重要國際運動賽會，有成績，並有相當於

碩士論文水準之競賽實務報告者。 
※附註： 

1、以整理、增刪、組合或編排他人著作而成之編著不得送審。 
2、代表成就應為送審人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之成就；參考成就應為送審人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之

成就。 
3、本校送審之外審委員，如有下列任一情形時應迴避審查，並請將應本送審案退回，凡未迴避審查者，其

評審結果無效： 
（1）送審人之研究指導教授。 
（2）送審人代表成就之合著人或共同研究人。 
（3）曾經與送審人在同一學校、系所服務。 
（4）與送審人有親屬關係或依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應受迴避規定限制者。 

 
※聯絡電話： 

142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教師資格審查意見表 
表格乙：（體育成就）□個人成就□教師指導成就 

姓 名  送審 
等級 

□教  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講  師 

代表成就名稱  

審查意見：（審查意見請分別就代表成就及參考成就具體審查及撰寫審查意見，並請勾選優缺
點欄位及總評欄。前述意見得以條列方式敘述，建議另以 A4 紙電腦打字。本案審定結果如為
不及格，審查意見得提供送審人作為行政處分之依據，併予敘明） 
 

優        點 缺        點 
□具有創新與突破之處 
□具有實用價值 
□競賽實務報告內容形式完整 
□運動表現/指導能力良好 
□適用訓練或指導實務 
□研究成果優良 
□質量皆佳 
□其他： 

□無創新與突破之處 
□實用價值不高 
□競賽實務報告內容形式不完整 
□運動表現/指導能力不佳 
□不適用訓練或指導實務 
□研究成績差 
□非個人原創性，以整理、增刪、組合或編排
他人著作 

□代表作屬學位論文之全部或一部分，曾送審
且無一定程度之創新 

□涉及抄襲或其他違反學術倫理情事（請於審查

意見欄指出具體事實） 
□其他： 

總評 

一、本人評定本案審查結果為
□及格□

不及格 (及格底限分數為 70 分)。(前開選項務請勾選一欄) 
二、本案如經勾選缺點欄位之「非個人原創性…」、「代表著作屬學位論文…」及「涉及抄襲或違反學

術倫理情事」等 3 項之一者，依「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 21、22、43 條規定，應評
為不及格成績。 

三、本人確認上述「審查結果」與本(乙)表「審查意見」撰述內容及甲表評定之「總分」為一致，如有
不一致情形時，依上述「審查結果」勾選是否及格情形為準。 

 
審查人簽章(本簽章欄於本表提供申請送審者參考時遮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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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教師資格審查意見表 
表格甲：（藝術作品）美術類□平面作品□立體作品□綜合作品 

作品編號  送審 
等級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講師 

姓名  

代表作品名稱  

※本案及格底線分數為70分。 

代表作品（前一等級至本次申請等級間） 
評分項目及標準 前一等級至本次申請

等級間在相關教學領
域內之研究或創作成
果 

總 分  
項目 研究主題、形

式、技巧 

創作報告 
(創作思想體系、學理基礎、
內容形式、方法技巧、藝術
價值與貢獻等) 

教 授 25% 55% 20% 

 

副 教 授 40% 45% 15% 

助理教授 45% 40% 15% 
講 師 50% 35% 15% 

得 分    

審查人簽章  審畢日期    年   月   日 

※審查評定基準： 
1、教授：應在該學術領域內有獨特及持續性作品並有重要具體之貢獻者。 
2、副教授：應在該學術領域內有持續性作品並有具體之貢獻者。 
3、助理教授：應有相當於博士水準之創作作品。 
4、講師：應有相當於藝術碩士水準之作品。 

※附註： 
1、以整理、增刪、組合或編排他人著作而成之編著不得送審。 
2、「前一等級至本次申請等級間之具體成果」包含代表作品。 
3、本校送審之外審委員，如有下列任一情形時應迴避審查，並請將應本送審案退回，凡未迴避審查者，其

審結果無效： 
（1）送審人之研究指導教授。 
（2）送審人代表作品之合著人或共同研究人。 
（3）曾經與送審人在同一學校、系所服務。 
（4）與送審人有親屬關係或依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應受迴避規定限制者。 

※聯絡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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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教師資格審查意見表 
表格乙：（藝術作品）美術類□平面作品□立體作品□綜合作品 

姓 名  
送審 
等級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講師 

代表作品名稱  

審查意見：（審查意見請分別就代表作品及參考作品具體審查及撰寫審查意見，並請勾選優缺
點欄位及總評欄。前述意見得以條列方式敘述，建議另以 A4 紙電腦打字。本案審定結果如為
不及格，審查意見得提供送審人作為行政處分之依據，併予敘明） 

優        點 缺        點 
□具有完整的創作思想體系 
□作品富於創造性 
□創作技術良好 
□具有新的研究創作見解 
□過去創作研究成果優秀 
□具藝術價值與貢獻 
□其他： 

□缺乏完整的創作思想體系 
□作品缺少創造性 
□作品技法內容表現較次 
□創作見解欠明 
□過去創作研究成果欠佳 
□藝術價值不高 
□非個人原創性，以整理、增刪、組合或編排他人

著作 
□代表作屬學位論文之全部或一部分，曾送審且無

一定程度之創新 
□涉及抄襲或其他違反學術倫理情事（請於審查意

見欄指出具體事實） 
□其他： 

總評 

一、本人評定本案審查結果為
□及格□

不及格 (及格底限分數為 70 分)。(前開選項務請勾選一欄) 
二、本案如經勾選缺點欄位之「非個人原創性…」、「代表著作屬學位論文…」及「涉及抄襲或違反學

術倫理情事」等 3 項之一者，依「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 21、22、43 條規定，應評
為不及格成績。 

三、本人確認上述「審查結果」與本(乙)表「審查意見」撰述內容及甲表評定之「總分」為一致，如
有不一致情形時，依上述「審查結果」勾選是否及格情形為準。 

 

審查人簽章(本簽章欄於本表提供申請送審者參考時遮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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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教師資格審查意見表 
表格甲：（藝術作品）音樂類□創作□演奏(唱)及指揮 

作品編號  
送審 
等級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講師 

姓名  

代表作品名稱  

※本案及格底線分數為70分。 

代表作品（前一等級至本次申請等級間） 
評分項目及標準 

前一等級至本次申
請等級間在相關教
學領域內之研究或
創作成果 

總分 
 
 
項 目 

創作：音樂創作技巧、
藝術內涵及創意 
 
演奏(唱)及指揮：技
巧、詮釋及藝術內涵 

創作報告：含創作理念、學
理基礎、內容架構、創意發
揮、藝術價值與貢獻等。 
詮釋報告：含方式技巧、演
出作品之分析、學理基礎及詮
釋論點等 

創

作 

教 授 40% 40% 20% 

 

副 教 授 45% 35% 20% 
助理教授 45% 35% 20% 

講 師 50% 30% 20% 
演

奏

(唱 )
及

指

揮 

教 授 35% 30% 35% 
副 教 授 40% 30% 30% 

助理教授 40% 30% 30% 

講 師 50% 30% 20% 

得 分    

審查人簽章  審畢日期   年  月  日 

※審查評定基準： 
1、教授：應在該學術領域內有獨特及持續性作品並有重要具體之貢獻者。 
2、副教授：應在該學術領域內有持續性作品並有具體之貢獻者。 
3、助理教授：應有相當於博士水準之創作作品。 
4、講師：應有相當於藝術碩士水準之作品。 

※附註： 
1、以整理、增刪、組合或編排他人著作而成之編著不得送審。 
2、「前一等級至本次申請等級間之具體成果」包含代表作品。 
3、本校送審之外審委員，如有下列任一情形時應迴避審查，並請將應本送審案退回，凡未迴避審查者，其

審結果無效： 
（1）送審人之研究指導教授。 
（2）送審人代表作品之合著人或共同研究人。 
（3）曾經與送審人在同一學校、系所服務。 
（4）與送審人有親屬關係或依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應受迴避規定限制者。 

※聯絡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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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教師資格審查意見表 
表格乙：（藝術作品）音樂類□創作□演奏(唱)及指揮 

姓 名  
送審 
等級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講師 

代表作品名稱  

審查意見：（審查意見請分別就代表作品及參考作品具體審查及撰寫審查意見，並請勾選優缺
點欄位及總評欄。前述意見得以條列方式敘述，建議另以 A4 紙電腦打字。本案審定結果如為
不及格，審查意見得提供送審人作為行政處分之依據，併予敘明） 

優        點 缺        點 
創作 
□作品富於創造性 
□創作技術良好 
□具有新的研究創作見解 
□過去創作歷程成績優秀 
□具藝術價值 
□其他： 
 

演奏（唱）及指揮 
□演出作品具經典性 
□演出技巧完善優秀 
□詮釋手法傑出 
□歷年表現優異 
□具藝術內涵 
□其他： 
 

創作 
□作品缺少創造性 
□作品技法內容表現較次 
□創作見解欠明 
□過去創作歷程欠佳 
□藝術價值不高 
□非個人原創性，以整理、增刪、組合或編排他人

著作 
□代表作屬學位論文之全部或一部分，曾送審且無

一定程度之創新 
□涉及抄襲或其他違反學術倫理情事（請於審查意

見欄指出具體事實） 
□其他： 

演奏（唱）及指揮 
□演出作品藝術層次不高 
□演出技巧欠佳 
□詮釋手法乏善可陳 
□欠缺藝術內涵 
□非個人原創性，以整理、增刪、組合或編排他人

著作 
□代表作屬學位論文之全部或一部分，曾送審且無

一定程度之創新 
□涉及抄襲或其他違反學術倫理情事（請於審查意

見欄指出具體事實） 
□其他： 

總評 

一、本人評定本案審查結果為
□及格□

不及格 (及格底限分數為 70 分)。(前開選項務請勾選一欄) 
二、本案如經勾選缺點欄位之「非個人原創性…」、「代表著作屬學位論文…」及「涉及抄襲或違反學

術倫理情事」等 3 項之一者，依「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 21、22、43 條規定，應評
為不及格成績。 

三、本人確認上述「審查結果」與本(乙)表「審查意見」撰述內容及甲表評定之「總分」為一致，如
有不一致情形時，依上述「審查結果」勾選是否及格情形為準。 

 

審查人簽章(本簽章欄於本表提供申請送審者參考時遮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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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教師資格審查意見表 
表格甲：（藝術作品）戲劇類□劇本創作□導演□表演□劇場藝術 

作品編號  
送審 
等級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講師 

姓名  

代表作品名稱  

※本案及格底線分數為70分。 

代表作品（前一等級至本次申請等級間） 
評分項目及標準 

前一等級至本次申請等

級間在相關教學領域內

之研究或創作成果 
總 分 

 
 

項目 主題、內容、形式、
技巧、效果 

創作報告 
(含創作理念、學理基礎、
內容形式、方式技巧、藝
術價值與貢獻等) 

教 授 30% 40% 30% 

 

副 教 授 40% 35% 25% 

助理教授 45% 30% 25% 

講 師 55% 25% 20% 

得 分    

審查人簽章  審畢日期    年   月   日 

※審查評定基準： 
1、教授：應在該學術領域內有獨特及持續性作品並有重要具體之貢獻者。 
2、副教授：應在該學術領域內有持續性作品並有具體之貢獻者。 
3、助理教授：應有相當於博士水準之創作作品。 
4、講師：應有相當於藝術碩士水準之作品。 

※附註： 
1、以整理、增刪、組合或編排他人著作而成之編著不得送審。 
2、「前一等級至本次申請等級間之具體成果」包含代表作品。 
3、本校送審之外審委員，如有下列任一情形時應迴避審查，並請將應本送審案退回，凡未迴避審查者，其

審結果無效： 
（1）送審人之研究指導教授。 
（2）送審人代表作品之合著人或共同研究人。 
（3）曾經與送審人在同一學校、系所服務。 
（4）與送審人有親屬關係或依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應受迴避規定限制者。 

※聯絡電話： 

148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教師資格審查意見表 
表格乙：（藝術作品）戲劇類□劇本創作□導演□表演□劇場藝術 

姓 名  
送審 
等級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講師 

代表作品名稱  

審查意見：(審查意見請分別就代表作品及參考作品具體審查及撰寫審查意見，並請勾選優缺
點欄位及總評欄。前述意見得以條列方式敘述，建議另以 A4 紙電腦打字。本案審定結果如
為不通過，審查意見得提供送審人作為行政處分之依據，併予敘明) 

優        點 缺        點 
□作品富於創造性 
□創作技術良好 
□具有新的研究創作見解 
□過去創作歷程成績優秀 
□具藝術價值 
□其他： 

□作品缺少創造性 
□作品技法內容表現較次 
□創作見解欠明 
□過去創作歷程欠佳 
□藝術價值不高 
□非個人原創性，以整理、增刪、組合或編排
他人著作 

□代表作屬學位論文之全部或一部分，曾送審

且無一定程度之創新 
□涉及抄襲或其他違反學術倫理情事（請於審

查意見欄指出具體事實） 
□其他： 

總評 

一、本人評定本案審查結果為
□及格□

不及格 (及格底限分數為 70 分)。(前開選項務請勾選一欄) 
二、本案如經勾選缺點欄位之「非個人原創性…」、「代表著作屬學位論文…」及「涉及抄襲或違反

學術倫理情事」等 3 項之一者，依「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 21、22、43 條規定，
應評為不及格成績。 

三、本人確認上述「審查結果」與本(乙)表「審查意見」撰述內容及甲表評定之「總分」為一致，如
有不一致情形時，依上述「審查結果」勾選是否及格情形為準。 

 

審查人簽章(本簽章欄於本表提供申請送審者參考時遮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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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教師資格審查意見表 
表格甲：（藝術作品） 
電影類 
□長片（編劇、導演、製片、攝影、錄音音效、剪輯、美術設計）□短片 

作品編號  
送審 
等級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講師 

姓名  

代表作品名稱  

※本案及格底線分數為70分。 

代表作品（前一等級至本次申請等級間） 
評分項目及標準 前一等級至本次

申請等級間在相

關教學領域內之

研究或創作成果 

總 分  
 

項目 
主題、內容、形式、
技巧、效果 

創作報告 
(含創作理念、學理基礎、
內容形式、方式技巧、藝
術價值與貢獻等) 

教 授 25% 50% 25% 

 

副 教 授 35% 45% 20% 

助理教授 40% 40% 20% 

講 師 50% 35% 15% 

得 分    

審查人簽章  審畢日期    年   月   日 

※審查評定基準： 
1、教授：應在該學術領域內有獨特及持續性作品並有重要具體之貢獻者。 
2、副教授：應在該學術領域內有持續性作品並有具體之貢獻者。 
3、助理教授：應有相當於博士水準之創作作品。 
4、講師：應有相當於藝術碩士水準之作品。 

※附註： 
1、以整理、增刪、組合或編排他人著作而成之編著不得送審。 
2、「前一等級至本次申請等級間之具體成果」包含代表作品。 
3、本校送審之外審委員，如有下列任一情形時應迴避審查，並請將應本送審案退回，凡未迴避審查者，其

審結果無效： 
（1）送審人之研究指導教授。 
（2）送審人代表作品之合著人或共同研究人。 
（3）曾經與送審人在同一學校、系所服務。 
（4）與送審人有親屬關係或依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應受迴避規定限制者。 

※聯絡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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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教師資格審查意見表 
表格乙：（藝術作品） 
電影類 
□長片（編劇、導演、製片、攝影、錄音音效、剪輯、美術設計）□短片 

姓 名  
送審 
等級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講師 

代表作品名稱  

審查意見：(審查意見請分別就代表作品及參考作品具體審查及撰寫審查意見，並請勾選優
缺點欄位及總評欄。前述意見得以條列方式敘述，建議另以 A4 紙電腦打字。本案審定結果
如為不通過，審查意見得提供送審人作為行政處分之依據，併予敘明) 

優        點 缺        點 
□作品富於創造性 
□創作技術良好 
□具有新的研究創作見解 
□過去創作歷程成績優秀 
□具藝術價值 
□其他： 

□作品缺少創造性 
□作品技法內容表現較次 
□創作見解欠明 
□過去創作歷程欠佳 
□藝術價值不高 
□非個人原創性，以整理、增刪、組合或編排他人
著作 

□代表作屬學位論文之全部或一部分，曾送審且無

一定程度之創新 
□涉及抄襲或其他違反學術倫理情事（請於審查意

見欄指出具體事實） 
□其他： 
總評 

一、本人評定本案審查結果為
□及格□

不及格 (及格底限分數為 70 分)。(前開選項務請勾選一欄) 
二、本案如經勾選缺點欄位之「非個人原創性…」、「代表著作屬學位論文…」及「涉及抄襲或違反

學術倫理情事」等 3 項之一者，依「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 21、22、43 條規定，
應評為不及格成績。 

三、本人確認上述「審查結果」與本(乙)表「審查意見」撰述內容及甲表評定之「總分」為一致，
如有不一致情形時，依上述「審查結果」勾選是否及格情形為準。 

 

審查人簽章(本簽章欄於本表提供申請送審者參考時遮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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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教師資格審查意見表 
表格甲：（藝術作品）舞蹈類□創作□演出 

作 品 編 號  
送審 
等級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講師 

姓名  

代表作品名稱  

※本案及格底線分數為70分。 

代表作品（前一等級至本次申請等級間） 
評分項目及標準 前一等級至本

次申請等級間
在相關教學領
域內之研究或
創作成果 

總 分  
項目 

創作：舞蹈創作技巧 
演出:舞蹈之動作技巧 

創作報告 
(含創作理念、學理基
礎、內容形式、方式技
巧、藝術價值與貢獻等) 

教 授 40% 30% 30% 

 

副 教 授 40% 30% 30% 

助理教授 40% 30% 30% 

講 師 40% 30% 30% 

得 分    

審查人簽章  審畢日期   年  月  日 

※審查評定基準： 
1、教授：應在該學術領域內有獨特及持續性作品並有重要具體之貢獻者。 
2、副教授：應在該學術領域內有持續性作品並有具體之貢獻者。 
3、助理教授：應有相當於博士水準之創作作品。 
4、講師：應有相當於藝術碩士水準之作品。 

※附註： 
1、以整理、增刪、組合或編排他人著作而成之編著不得送審。 
2、「前一等級至本次申請等級間之具體成果」包含代表作品。 
3、本校送審之外審委員，如有下列任一情形時應迴避審查，並請將應本送審案退回，凡未迴避審查者，其

審結果無效： 
（1）送審人之研究指導教授。 
（2）送審人代表作品之合著人或共同研究人。 
（3）曾經與送審人在同一學校、系所服務。 
（4）與送審人有親屬關係或依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應受迴避規定限制者。 

※聯絡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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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教師資格審查意見表 
表格乙：（藝術作品）舞蹈類□創作□演出 

姓 名  
送審 
等級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講師 

代表作品名稱  

審查意見：(審查意見請分別就代表作品及參考作品具體審查及撰寫審查意見，並請勾選優
缺點欄位及總評欄。前述意見得以條列方式敘述，建議另以 A4 紙電腦打字。本案審定結果
如為不通過，審查意見得提供送審人作為行政處分之依據，併予敘明) 

優        點 缺        點 
□作品富於創造性 
□創作技術良好 
□具有新的研究創作見解 
□過去創作歷程成績優秀 
□具藝術價值 
□其他： 

□作品缺少創造性 
□作品技法內容表現較次 
□創作見解欠明 
□過去創作歷程欠佳 
□藝術價值不高 
□非個人原創性，以整理、增刪、組合或編排他
人著作 

□代表作屬學位論文之全部或一部分，曾送審且

無一定程度之創新 
□涉及抄襲或其他違反學術倫理情事（請於審查

意見欄指出具體事實） 
□其他： 

總評 

一、本人評定本案審查結果為
□及格□

不及格 (及格底限分數為 70 分)。(前開選項務請勾選一欄) 
二、本案如經勾選缺點欄位之「非個人原創性…」、「代表著作屬學位論文…」及「涉及抄襲或違反

學術倫理情事」等 3 項之一者，依「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 21、22、43 條規定，
應評為不及格成績。 

三、本人確認上述「審查結果」與本(乙)表「審查意見」撰述內容及甲表評定之「總分」為一致，如
有不一致情形時，依上述「審查結果」勾選是否及格情形為準。 

 

審查人簽章(本簽章欄於本表提供申請送審者參考時遮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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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教師資格審查意見表 
表格甲：（藝術作品） 
民俗藝術類□編劇□導演□樂曲編撰□演員 

作 品編號  
送審 
等級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講師 

姓名  

代表作品名稱  

※本案及格底線分數為70分。 

代表作品（前一等級至本次申請等級間） 
評分項目及標準 前一等級至本次申

請等級間在相關教

學領域內之研究或

創作成果 

總 分  
項目 主題、內容、形

式、技巧、效果 
創作報告 

(含創作理念、學理基礎、內
容形式、方式技巧、藝術價值
與貢獻等) 

教 授 30% 40% 30% 

 

副 教 授 40% 35% 25% 

助理教授 45% 30% 25% 

講 師 55% 25% 20% 

得 分    

審查人簽章  審畢日期    年   月   日 

※審查評定基準： 
1、教授：應在該學術領域內有獨特及持續性作品並有重要具體之貢獻者。 
2、副教授：應在該學術領域內有持續性作品並有具體之貢獻者。 
3、助理教授：應有相當於博士水準之創作作品。 
4、講師：應有相當於藝術碩士水準之作品。 

※附註： 
1、以整理、增刪、組合或編排他人著作而成之編著不得送審。 
2、「前一等級至本次申請等級間之具體成果」包含代表作品。 
3、本校送審之外審委員，如有下列任一情形時應迴避審查，並請將應本送審案退回，凡未迴避審查者，其

審結果無效： 
（1）送審人之研究指導教授。 
（2）送審人代表作品之合著人或共同研究人。 
（3）曾經與送審人在同一學校、系所服務。 
（4）與送審人有親屬關係或依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應受迴避規定限制者。 

※聯絡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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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教師資格審查意見表 
表格乙：（藝術作品） 
民俗藝術類□編劇□導演□樂曲編撰□演員 

姓 名  
送審 
等級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講師 

代表作品名稱  

審查意見：(審查意見請分別就代表作品及參考作品具體審查及撰寫審查意見，並請勾選優
缺點欄位及總評欄。前述意見得以條列方式敘述，建議另以 A4 紙電腦打字。本案審定結果
如為不通過，審查意見得提供送審人作為行政處分之依據，併予敘明) 

優        點 缺        點 
□作品富於創造性 
□創作技術良好 
□具有新的研究創作見解 
□過去創作歷程成績優秀 
□具藝術價值 
□其他： 

□作品缺少創造性 
□作品技法內容表現較次 
□創作見解欠明 
□過去創作歷程欠佳 
□藝術價值不高 
□非個人原創性，以整理、增刪、組合或編排他

人著作 
□代表作屬學位論文之全部或一部分，曾送審且

無一定程度之創新 
□涉及抄襲或其他違反學術倫理情事（請於審查

意見欄指出具體事實） 
□其他： 

總評 

一、本人評定本案審查結果為
□及格□

不及格 (及格底限分數為 70 分)。(前開選項務請勾選一欄) 
二、本案如經勾選缺點欄位之「非個人原創性…」、「代表著作屬學位論文…」及「涉及抄襲或違反

學術倫理情事」等 3 項之一者，依「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 21、22、43 條規定，
應評為不及格成績。 

三、本人確認上述「審查結果」與本(乙)表「審查意見」撰述內容及甲表評定之「總分」為一致，
如有不一致情形時，依上述「審查結果」勾選是否及格情形為準。 

 

審查人簽章(本簽章欄於本表提供申請送審者參考時遮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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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教師資格審查意見表 
表格甲：（藝術作品） 
設計類□環境空間設計□產品設計□視覺傳達設計 

□多媒體設計□時尚設計 

作品編號  送審 
等級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講師 

姓名  

代表作品名稱  

※本案及格底線分數為70分。 

代表作品(前一等級至本次申請等級間) 
評分項目及標準 

前一等級至本次申
請等級間在相關教
學領域內之研究或
創作成果 

總 分 
 
 
項 目 

文化社會性、機能性、
技術性、藝術性、原創
性、產業應用性 

創作報告 
(含創作理念、學理基
礎、內容形式、方式技
巧、專利取得、藝術價
值與貢獻等) 

教 授 35% 50% 15% 

 

副 教 授 45% 40% 15% 

助理教授 60% 30% 10% 

講 師 70% 20% 10% 

得 分    
審 查 人 

簽 章  審畢日期    年   月   日 

※審查評定基準： 
1、教授：應在該學術領域內有獨特及持續性作品並有重要具體之貢獻者。 
2、副教授：應在該學術領域內有持續性作品並有具體之貢獻者。 
3、助理教授：應有相當於博士水準之創作作品。 
4、講師：應有相當於藝術碩士水準之作品。 

※附註： 
1、以整理、增刪、組合或編排他人著作而成之編著不得送審。 
2、『前一等級至本次申請等級間之具體成果』包含代表作品。 
3、本校送審之外審委員，如有下列任一情形時應迴避審查，並請將應本送審案退回，凡未迴避審查者，其

審結果無效： 
（1）送審人之研究指導教授。 
（2）送審人代表作品之合著人或共同研究人。 
（3）曾經與送審人在同一學校、系所服務。 
（4）與送審人有親屬關係或依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應受迴避規定限制者。 

※聯絡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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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教師資格審查意見表 
表格乙：（藝術作品） 
設計類□環境空間設計□產品設計□視覺傳達設計 

□多媒體設計□時尚設計 
 

姓 名  送審 
等級 

□教  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講  師 

代表作品名稱  

審查意見：（審查意見請分別就代表作品及參考作品具體審查及撰寫審查意見，並請勾選優
缺點欄位及總評欄。前述意見得以條列方式敘述，建議另以 A4 紙電腦打字。本案審定結果
如為不及格，審查意見得提供送審人作為行政處分之依據，併予敘明） 
 

優        良 缺        點 
□作品富於文化社會性 
□機能性佳 
□創作技術良好 
□具有新的研究創作見解 
□具藝術價值 
□產業應用性強 
□獲有專利權 
□其他： 

□作品缺少文化社會性 
□機能性不佳 
□作品技法內容表現較次 
□創作見解欠明 
□藝術價值不高 
□產業應用性不佳 
□非個人原創性，以整理、增刪、組合或編排他人著

作 
□代表作屬學位論文之全部或一部分，曾送審且無一

定程度之創新 
□涉及抄襲或其他違反學術倫理情事（請於審查意見

欄指出具體事實） 
□其他： 
總評 

一、本人評定本案審查結果為
□及格□

不及格 (及格底限分數為 70 分)。(前開選項務請勾選一欄) 
二、本案如經勾選缺點欄位之「非個人原創性…」、「代表著作屬學位論文…」及「涉及抄襲或違反

學術倫理情事」等 3 項之一者，依「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 21、22、43 條規定，
應評為不及格成績。 

三、本人確認上述「審查結果」與本(乙)表「審查意見」撰述內容及甲表評定之「總分」為一致，如
有不一致情形時，依上述「審查結果」勾選是否及格情形為準。 

 
審查人簽章(本簽章欄於本表提供申請送審者參考時遮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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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專業技術人員教師資格審查意見表 
表格甲：（具體事蹟、特殊造詣或成就） 
具體事蹟、特
殊造詣或成就
編 號 

 送審
等級 

□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 
□副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 
□助理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 
□講師級專業技術人員 

姓名  

代表具體事
蹟、特殊造詣
或 成 就 

 

※本案及格底線分數為 70 分。 

代表具體事蹟、特殊造詣或成就(前一等級至本次申
請等級間)評分項目及標準 

前一等級至本次申請
等級間之具體事蹟、
特殊造詣或成就總成
績 

總 分 項目 
具體事蹟 特殊造詣或成就 

教 授 級 25% 25% 50% 

 

副 教 授 級 30% 30% 40% 

助理教授級 35% 35% 30% 

講 師 級 40% 40% 20% 

得 分    

審查人簽章  審畢日期    年   月   日 

※審查評定基準： 
1、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持續從事創作、活動或設計，並應在該專業或產業領域內有獨創及持續性特殊造

詣或成就，且具有重要具體之事蹟者。 
2、副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持續從事創作、活動或設計，並應在該專業或產業領域內有持續性特殊造詣或

成就，且具有具體之事蹟者。 
3、助理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持續從事創作、活動或設計，其特殊造詣或成就貢獻良好並能顯示確實具有

獨立研發之能力者。 
4、講師級專業技術人員：持續從事創作、活動或設計，其特殊造詣或成就應具有相當之水準者。 
5、上開各等級之技術或實務研發成果，其成果貢獻亦包含對於社會、文化、生態等層面之影響。 

※附註： 
1、以整理、增刪、組合或編排他人著作而成之編著不得送審。 
2、『前一等級至本次申請等級間之具體事蹟、特殊造詣或成就總成績』包含代表具體事蹟、特殊造詣或成就。 
3、本校送審之外審委員，如有下列任一情形時應迴避審查，並請將應本送審案退回，凡未迴避審查者，其

評審結果無效： 
（1）送審人之研究指導教授。 
（2）送審人代表具體事蹟、特殊造詣或成就之合著人或共同研究人。 
（3）曾經與送審人在同一學校、系所服務。 
（4）與送審人有親屬關係或依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應受迴避規定限制者。 

 
※聯絡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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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專業技術人員教師資格審查意見表 
表格乙：（具體事蹟、特殊造詣或成就） 

姓 名  送審等級 

□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 
□副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 
□助理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 
□講師級專業技術人員 

代表具體事蹟、特
殊 造 詣 或 成 就  

審查意見：（審查意見請就具體事蹟、特殊造詣或成就為具體審查及撰寫審查意見，並請勾選
優缺點欄位及總評欄。前述意見得以條列方式敘述，建議另以 A4 紙電腦打字。本案審定結
果如為不及格，審查意見得提供送審人作為行政處分之依據，併予敘明） 
 

優       點（可複選） 缺      點（可複選） 
□具有創新與突破之處 
□創作、展演活動或設計成果具實用價值 
□創作、展演活動或設計成果在該專業或產業上

有相當之貢獻 
□創作、展演活動或設計成果在社會、文化、生態

上有相當之貢獻 
□創作、展演活動或設計內容具有完整性 
□創作、展演活動或設計能力良好，方法正確 
□創作、展演活動或設計績效良好 
□持續投入創作、展演活動或設計程度高 
□創作、展演活動或設計態度嚴謹 
□產業應用績效良好 
□適合教學實務 
□可結合產業，提升產業技術 
□其他： 

□無特殊創新之處 
□實用價值不高 
□創作、展演活動或設計成果在該專業或產業之
貢獻度不高 

□創作、展演活動或設計成果在社會、文化、生
態上之貢獻度不高 

□內容形式不完整 
□創作、展演活動或設計方法不妥適 
□創作、展演活動或設計成績不理想 
□持續投入創作、展演活動或設計程度不足 
□創作、展演活動或設計態度不嚴謹 
□產業應用績效不佳 
□非個人原創性，以整理、增刪、組合或編排他

人著作 
□代表作屬學位論文之全部或一部分，曾送審且

無一定程度之創新 
□涉及抄襲或其他違反學術倫理情事（於審查意

見欄指出具體事實） 
□其他： 

總評 

一、本人評定本案審查結果為
□及格□

不及格 (及格底限分數為 70 分)。(前開選項務請勾選一欄) 
二、本案如經勾選缺點欄位之「非個人原創性…」、「代表著作屬學位論文…」及「涉及抄襲或違反學

術倫理情事」等 3 項之一者，依「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 21、22、43 條規定，應
評為不及格成績。 

三、本人確認上述「審查結果」與本(乙)表「審查意見」撰述內容及甲表評定之「總分」為一致，如
有不一致情形時，依上述「審查結果」勾選是否及格情形為準。 

 

審查人簽章(本簽章欄於本表提供申請送審者參考時遮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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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教師資格審查意見表 
表格甲：（技術報告-獸醫臨床領域） 

代表成果 
編 號  送審 

等級 

□教  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講  師 

姓名  

代表成果 
名 稱  

※本案及格底線分數為70分。 
※本表所稱「技術報告」之範圍如下： 

一、有關新技術專創新之成果。 
二、有關專業獸醫臨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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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有關獸醫臨床產學合作實務改善專案具有特殊貢獻之研發成果。 

代表成果(前一等級至本次申請等級間) 
評分項目及標準 

前一等級至本次申請等級
間之具體研發成果總成績
（在質與量方面之水
準、技術實際之應用、
臨床診療績效、獲獎情
形、產學合作執行績
效、對該專業或產業技
術之提升與貢獻、持續
研發之投入程度與能力
等） 

總分 
項 目 

獸醫臨床理念

與技術應用價

值 
（技術之創新

與所依據之基

本學理） 

主題內容與 
方法技巧 

（獸醫臨床主題之
詳細內容、技術創
新或突破、試驗方
法及文獻引用等） 

成果貢獻 
（獸醫臨床成果之創新

性、可行性、前瞻性或

重要性，在實務應用上

之價值及在該專業或

產業之具體貢獻） 

教授 10% 10% 30% 50% 

 

副教授 10% 10% 30% 50% 

助理教授 15% 15% 30% 40% 

講師 15% 15% 50% 20% 

得分     

審查人 
簽 章  審畢日期   年  月  日 

※審查評定基準：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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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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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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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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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上開各等級之技術或實務研發成果，其成果貢獻亦包含對於社會、文化、生態等層面之影響。 

※附註： 
1、以整理、增刪、組合或編排他人著作而成之編著不得送審。 
2、本校送審之外審委員，如有下列任一情形時應迴避審查，並請將應本送審案退回，凡未迴避審查者，其

評審結果無效： 
（1）送審人之研究指導教授。 
（2）送審人代表成果之合著人或共同研究人。 
（3）曾經與送審人在同一學校、系所服務。 
（4）與送審人有親屬關係或依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應受迴避規定限制者。 

 
※聯絡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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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教師資格審查意見表 
表格乙：（技術報告-獸醫臨床領域） 

姓 名  送審 
等級 

□教  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講  師 

代表成果名稱  

審查意見：（審查意見請分別就代表成果及參考成果具體審查及撰寫審查意見，並請勾選
優缺點欄位及總評欄。前述意見得以條列方式敘述，建議另以 A4 紙電腦打字。本案審定
結果如為不及格，審查意見得提供送審人作為行政處分之依據，併予敘明） 

優         點（可複選） 缺        點（可複選） 
□具有創新與突破之處 
□臨床技術具實際診療價值 
□臨床技術成果在該專業或產業上有相當之貢
獻 

□臨床技術成果在動物疾病預防、治療或診斷
有相當之貢獻 

□臨床技術內容具有完整性 
□臨床技術方法正確 
□臨床技術診療績效良好 
□具有持續投入後續臨床技術改善程度高 
□開發臨床新技術理念與執行態度嚴謹 
□適合臨床教學實務 
□可結合產業，提升產業技術 
□其他： 

□無特殊創新之處 
□實際診療價值不高 
□臨床技術在該專業或產業之貢獻度不高 
□臨床技術成果在動物疾病預防、治療或診
斷之貢獻度不高 

□內容形式不完整 
□臨床技術方法不妥適 
□臨床技術成績不理想 
□不具有持續投入後續臨床技術改善價值 
□臨床技術理念與執行不嚴謹 
□非個人原創性，以整理、增刪、組合或編

排他人著作 
□代表作屬學位論文之全部或一部分，曾送

審且無一定程度之創新 
□涉及抄襲或其他違反學術倫理情事（於審

查意見欄指出具體事實） 
□其他： 

總評 

一、本人評定本案審查結果為
□及格□

不及格 (及格底限分數為 70 分)。(前開選項務請勾選一欄) 
二、本案如經勾選缺點欄位之「非個人原創性…」、「代表作屬學位論文…」及「涉及抄襲或違反

學術倫理情事」等 3 項之一者，依「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 21、22、43 條規
定，應評為不及格成績。 

三、本人確認上述「審查結果」與本(乙)表「審查意見」撰述內容及甲表評定之「總分」為一致，
如有不一致情形時，依上述「審查結果」勾選是否及格情形為準。 

 

審查人簽章(本簽章欄於本表提供申請送審者參考時遮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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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教師資格審查意見表 
表格甲：（教學報告-獸醫臨床領域） 

代表教學績
效 編 號  送審 

等級 

□教  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講  師 

姓名  

代表教學績效
名 稱  

※本案及格底線分數為70分。 
※本表所稱「教學績效」，係指教師以教學實務作為研究，其內涵得以各教育階段別之教學場
域及受教者作為研究對象，在課程、教材、教法、教具、科技媒體運用、評量工具具有創新、
改進或延伸應用之具體研究（發）成果，並能有效提升學生學習成效或校內外推廣具有重要具
體貢獻之成果。 
送審之教學實務成果附技術報告，其內容應包括下列之主要項目：（一）教學、課程或設計理
念。（二）教學、課程、設計理念及學理基礎。（三）主題內容及方法技巧。（四）研發成果及
學習成效。（五）創新及貢獻。 

項 目 

前一等級至本次申請等級間之代表教學績效、 
前一等級至本次申請等級間之個人學術與教學績效之整體成就 

總分 

專業背景 
與成長 教學表現與特色 

一、專業背景（含教師個人
基本資料、獸醫臨床診
療與獸醫臨床診療與
教學實務情境描述） 

二、專業成長（含獸醫繼續
教育課程事務、參與學
術活動或學會或工作
坊或教學社群、發表論
文或教學經驗分享等） 

課程與教學設計 
一、獸醫臨床診療紀

錄專冊 
二、臨床診療與相關

臨床教學規劃設
計 

 

課程與教學評鑑 
一、獸醫臨床診療

結果改善計
畫及執行成
果 

二、獸醫臨床診療
紀錄發表成
果 

學生臨床實務成
效評量（含學生
實務臨床學習證
據、學生實務診
療報告等） 

特色教學（教
學 期間自行
創 新開發之
教 材或教學
方法等說明） 

教 授 20% 25% 15% 30% 10% 

 

副教授 15% 25% 15% 30% 15% 

助理教授 10% 25% 15% 30% 20% 

講 師 5% 25% 15% 30% 25% 

得 分      
審查人 
簽 章  審畢日期   年  月  日 

※審查評定基準： 
1、教授：持續從事學術與投入教學工作，並應在該專業領域內有獨創及持續性教學績效，且具有重要具體

之貢獻者。 
2、副教授：持續從事學術與投入教學工作，並應在該專業領域內有持續性教學績效，且具有具體之貢獻者。 
3、助理教授：持續從事學術與投入教學工作，其教學績效良好並能顯示確實具有獨特貢獻者。 
4、講師：持續從事學術與投入教學工作，其教學績效具有相當之水準者。 

※附註： 
1、以整理、增刪、組合或編排他人著作而成之編著不得送審。 
2、『七年內及前一等級至本次申請等級間之個人學術與教學績效之整體成就』包含代表教學績效(五年內)；

送審人曾於前述期限內懷孕或生產者，得申請延長代表教學績效、參考個人學術與教學績效之年限各二
年。 

3、本校送審之外審委員，如有下列任一情形時應迴避審查，並請將應本送審案退回，凡未迴避審查者，其
評審結果無效： 

（1）送審人之研究指導教授。 
（2）送審人代表教學成就之合著人或共同研究人。 
（3）曾經與送審人在同一學校、系所服務。 
（4）與送審人有親屬關係或依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應受迴避規定限制者。 

※聯絡電話：

162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教師資格審查意見表 
表格乙：（教學報告-獸醫臨床領域） 

姓 名  送審等級 

□教  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講  師 

代表教學績效名稱  

審查意見：（審查意見請分別就代表教學績效、參考個人學術與教學績效作具體審查及撰
寫審查意見，並請勾選優缺點欄位及總評欄。前述意見得以條列方式敘述，建議另以 A4
紙電腦打字。本案審定結果如為不及格，審查意見得提供送審人作為行政處分之依據，
併予敘明） 
 

優         點（可複選） 缺        點（可複選） 
□獸醫臨床診療紀錄專冊績效報告內容充實 
□獸醫臨床診療紀錄專冊於獸醫教學現場務實

可行 
□專業背景敘述清晰 
□專業成長符合教師教學所需 
□獸醫臨床診療紀錄專冊與臨床教學設計嚴謹 
□獸醫臨床診療紀錄專冊與臨床教學具特色 
□獸醫臨床診療紀錄績效良好 
□落實臨床教學之改善實施 
□學生臨床實務評量計畫與方法妥適 
□學生臨床實務學習成效評量結果運用適當 
□學生臨床實務學習成效表現良好 
□具臨床實務特色教學 
□特殊事蹟與貢獻顯著 
□臨床實務教學績效優良 
□其他： 

 

□獸醫臨床診療紀錄專冊報告內容不充實 
□獸醫臨床診療紀錄專冊於獸醫教學現場窒

礙難行 
□專業背景敘述模糊 
□專業成長與教師教學所需互相牴觸 
□獸醫臨床診療紀錄專冊與臨床教學設計不
嚴謹 

□獸醫臨床診療紀錄專冊與臨床設計無特色 
□獸醫臨床診療紀錄與臨床改善實施草率 
□學生臨床實務成效評量計畫與方法不適當 
□學生臨床實務成效評量結果運用不妥適 
□學生臨床實務成效表現欠佳 
□臨床實務教學績效不佳 
□非個人原創性，以整理、增刪、組合或編

排他人著作 
□代表作屬學位論文之全部或一部分，曾送

審且無一定程度之創新 
□涉及抄襲或其他違反學術倫理情事（於審

查意見欄指出具體事實） 
□其他： 

總評 

一、本人評定本案審查結果為
□及格□

不及格 (及格底限分數為 70 分)。(前開選項務請勾選一欄) 
二、本案如經勾選缺點欄位之「非個人原創性…」、「代表作屬學位論文…」及「涉及抄襲或違反

學術倫理情事」等 3 項之一者，依「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 21、22、43 條規
定，應評為不及格成績。 

三、本人確認上述「審查結果」與本(乙)表「審查意見」撰述內容及甲表評定之「總分」為一致，
如有不一致情形時，依上述「審查結果」勾選是否及格情形為準。 

 

審查人簽章(本簽章欄於本表提供申請送審者參考時遮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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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本校教師著作升等表格 
一、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甲式）(教育部審查用) 
填表日期： 

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 

送審人照片 
兩吋照片 

1.身分證字號（外僑居留證統一證號） 

2.中文姓名 性別：出生年月日：民國年月日 

3.送審學校  科系所： 

4.送審類別 審查類別： 送審資格： 專兼任別： 新聘或升等： 

5.聯絡資訊 

地址： 

電子郵件：電話（公）： 

手機：電話（私）： 

6. 
大專 
以上 
學歷 

學校名稱 系所 學位名稱 修業起迄年月 授予學位年月 國家或地區 

   年月至年月 年月  

   年月至年月 年月  

   年月至年月 年月  

7. 
論文

名稱 

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 

博士論文： 指導教授： 

8. 
經歷 

服務機關名稱 職別 專兼任 任職起迄年月 合計年資 

   年月至年月 年月 

   年月至年月 年月 
   年月至年月 年月 
   年月至年月 年月 

9.已審定之最高等級教師資格 等級：證書字號：字第號起資年月：年月 

10.歷次送審各級教師資格之代表著作名稱無 

著作書名（篇名） 審定年月 送審等級 是否通過 
 年月   

 年月   

 年月   

11.學術專長代碼： 

12.任教科目一：時數：小時/週任教科目二：時數：小時/週 

13. 
送審 
代表 
著作 

代表著作名稱： 以上所填各項資料 
如有不實 

自負法律責任 
 
 
 
 
 

送審人簽章 

出版處所或期刊名稱： 期刊卷期： 

所屬學術領域： 審查類科： 

所用語文： 出版時間：年月 字數：是否合著： 

 

＊以下欄位資料由送審學校填寫 

法令依據暨繳驗證件  

學校 
評審結果 

_____學年度第_____學期 
系所科教評會第_____次會議（___年___月____日） 
院教評會第_____次會議（___年___月____日） 
校教評會第_____次會議（___年___月____日） 
審核通過 

14.教學服務成

績 

原始分數： 

佔總成績比率： 

備註： 

人事 
承辦人員 

送審檢附之資料經查核屬

實核章 人事主管 

核章 

校長 

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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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分證字號（外僑居留證統一證號）： 
送審者姓名： 

送審學校： 
科系所： 

代表著作 

論文名稱 

出處/件數./產學合作契約編號/公型式 期刊卷期/ISBN/指導教授/類別 

接受/出版時間 字數 所屬學術領域 所用語文： 審查類科： 是否合著： 

參 
考 
著 
作 

序號 

著作名稱： 

出版處所或期刊名稱 期刊卷期 

出版時間 字數 所屬學術領域 所用語文 合著者姓名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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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乙式）(送外審委員審查用) 
1.填表日期： 

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 

2.中文姓名： 

3.送審學校  科系所： 

4.送審類別 審查類別： 送審資格： 專兼任別： 新聘或升等： 

5. 
大專 
以上 
學歷 

學校名稱 系所 學位名稱 修業起迄年月 授予學位年

月 
國家或地區 

   年月至年月 年月  

   年月至年月 年月  

   年月至年月 年月  

6. 
論文

名稱 

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 

博士論文： 指導教授： 

7. 
經歷 

服務機關名稱 職別 專兼任 任職起迄年月 合計年資 

   年月至年月 年月 

   年月至年月 年月 
   年月至年月 年月 
   年月至年月 年月 

   年月至年月 年月 
8.已審定之最高等級教師資格 等級：起資年月：年月 

9.歷次送審各級教師資格之代表著作名稱 

著作書名（篇名） 審定年月 送審等級 是否通過 

 年月   

 年月   

 年月   

10.任教科目一：時數：小時/週任教科目二：時數：小時/週 

11. 
送審 
代表 
著作 

代表著作名稱： 

出版處所或期刊名稱： 期刊卷期： 

所屬學術領域： 審查類科： 

所用語文： 出版時間：年月 字數：是否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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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分證字號（外僑居留證統一證號）： 
送審者姓名： 

送審學校： 
科系所： 

代表著作 

論文名稱 

出處/件數./產學合作契約編號/公型式 期刊卷期/ISBN/指導教授/類別 

接受/出版時間 字數 所屬學術領域 所用語文： 審查類科： 是否合著： 

參 
考 
著 
作 

序號 

著作名稱： 

出版處所或期刊名稱 期刊卷期 

出版時間 字數 所屬學術領域 所用語文 合著者姓名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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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教師資格審查代表作合著人證明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教師資格審查代表作合著人證明 

送審人姓名 中文  外文  

代表著作名稱  出版時間  

合著人（或共 
同研究人） 
親 自 簽 名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送審人完成 
部分或貢獻 

( 請 詳 列 ) 
% 

 

合著人完成 
部分或貢獻 

( 請 詳 列 ) 
%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註：一、本證明係參照「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查代表作合著人證明」辦理。 
二、依「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 23 條規定，代表作係數人合著者，僅得由

其中一人送審；送審時，送審人以外他人應放棄以該專門著作、作品、成就證明或

技術報告作為代表作送審之權利。送審人應以書面具體說明其參與部分，並由合著
人簽章證明，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送審人為中央研究院院士，免繳交合著人簽章證明。 
（二）送審人為第一作者或通信（訊）作者，免繳交其國外非第一作者或通信（訊）

作者之合著人簽章證明。 
前項合著人因故無法簽章證明時，送審人應以書面具體說明其參與部分，及無法取
得合著人簽章證明之原因，經送審學校校級教評會審議同意者，得予免附。 

三、另依「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 43 條規定，合著人證明故意登載不實，
經本校審議確定者，應不通過其資格審定，並予 1 至 5 年不受理其教師資格審定之
申請；合著人證明偽造、變造，經本校審議確定者，除不通過其資格審定，並予 7
至 10 年不受理其教師資格審定之申請。以上情事將函報教育部備查。 

四、合著人（或共同研究人）須親自簽名蓋章。若合著人為外籍人士，本表得以外文撰
寫。（務須使合著之外籍人士理解其內涵意義） 

五、合著之著作，僅可一人用作代表著作送審，他人須放棄以該著作作為代表著作送審
之權利。 

六、如各欄不敷填寫者，可另以附件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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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教師個人資料表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教師個人資料表 
填表日期：年月日 

一、基本資料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LastName)(FirstName)(MiddleName) 

二、主要學歷(由最高學歷依次填寫，若仍在學者，請在學位欄填「肄業」) 

學校名稱 國別 主修學門系所 學位 起訖年月(西元年/月) 

    /至/ 

    /至/ 

    /至/ 

三、現職及與相關經歷(指與研究相關之專任職務，請依任職先後由最近時間者追溯登載) 

現職服務機構 服務部門／系所 職稱 起訖年月(西元年/月)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起 

相關經歷 

   /至/ 

   /至/ 

   /至/ 

   /至/ 

四、專長(請自行填寫與研究方向有關之學門及次領域名稱) 
1. 2. 3. 4. 

五、論文著述： 
(一)請詳列個人取得前一職級教師資格後發表之學術性著作，包括：期刊論文、專書及專

書論文、研討會論文、技術報告及其他等，並請依各類著作之重要性自行排列先後順

序。 
(二)各類著作請按發表時間先後順序填寫。各項著作請依作者姓名（按原出版之次序）、出

版年、月份、題目、期刊名稱（專書出版社）、起迄頁數之順序填寫，被接受刊登尚未

正式出版者請附被接受函。 
(三)若期刊屬於 SCI、EI、SSCI 或 A&HCI 等時，請註明。 

1.取得前一職級教師資格後之代表著作 
 
 
2.取得前一職級教師資格後之期刊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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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取得前一職級教師資格後之研討會論文 
 
 
4.取得前一職級教師資格後之專著及專書論文 
 
 

六、研發成果智慧財產權及其應用績效 
(一)請將個人研發成果所產生之智慧財產權及其應用績效，依「專利」、「技術移轉」、「著

作授權」、「其他協助產業技術發展之具體績效」等類別分別填列。如欄位不足，請自

行加印填寫。 
(二)填寫順序請依專利期間起始日排列，或技術移轉及著作授權之簽約日期排列。 

專利(目前仍有效之專利，「類別」項分(A)發明專利(B)新型專利(C)新式樣專利，請擇一填入) 
類別 專利名稱 國別 專利號碼 發明人 專利權人 專利期間 國科會計畫編號 

        

        

        

技術移轉 
技術名稱 專利名稱 授權單位 被授權單位 合約期間 國科會計畫編號 

      

      

      

產生績效：(可另紙繕寫) 
 

著作授權(「類別」項分(1)語文著作(2)電腦程式著作(3)視聽著作(4)錄音著作(5)其他，請擇一填入) 

著作名稱 類別 著作人 著作財產權人 被授權人 國科會計畫編號 

      

      

      

產生績效：(可另紙繕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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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協助產業技術發展之具體績效 
 

 

 

七、取得前一職級教師資格後執行及申請中之研究計畫： 

計 畫 名 稱 計畫內擔任之工作 起迄年月 補助或委託機構 申請(執行)情形 

     

     

     

     

八、取得前一職級教師資格後重要研究成果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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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表格十：(著作、作品審查迴避參考名單) 

著作、作品審查迴避參考名單 

姓      名 服 務 單 位 職      稱 

理 由 說 明 

   

 

   

 

   

 

 
                      送審人簽名： 
                          （親自簽名） 

 
註：參考名單至多以三人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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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教師資格審查資料查核表 
 
送審人： 
送審等級：□講師□講師級專業技術人員 

□助理教授□助理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 
□副教授□副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 
□教授□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 

送審類別：□學位論文□技術報告□體育成就□教學報告 
□專門著作□藝術作品□特殊專業造詣或具體事蹟 

 
◎說明：以下依教育部送審規定所列之查核項目，各項目如確認後符合，請勾選填列資

料 
 
※專門著作（代表著作及參考著作）部分： 

□符合專門著作規定 
□期刊論文 

□已於國內外學術或專業刊物發表 
□由國內外學術或專業刊物接受將定期發表（已附接受證明，並應自接受證明

之日起一年內發表） 
□研討會論文：有審查程序且於會後集結成冊出版公開發行（已附出版頁證明） 
□專書：已出版公開發行（已附出版頁證明） 

□符合著作期限規定 
□代表著作為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出版之著作，且不得與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

格之著作重複；惟以取得學位之畢業論文代替專門著作送審者，得不受前開之

限制 
□參考著作為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出版之著作，且不得與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

格之著作重複 
□代表著作： 

□以取得學位之畢業論文代替 
□非為學位論文之一部份；但未曾以該學位論文送審或屬學位論文延續性研究者，

經送審人主動提出說明並經專業審查認定具相當程度創新者，不在此限 
□有合著人，且附合著人證明 
□為一系列之相關研究（已附相關性說明） 
□送審著作經審查未通過，本次仍以同一題目重新送審，其著作內容經相當之改

進並出版（已附新舊著作異同對照表及出版頁證明） 
□以外文撰寫（已應附中文提要） 
□與任教科目性質相符 

□發表於國際或大陸地區學術期刊之論文，均以「Taiwan」或「R.O.C.」掛名 
□為編著、翻譯、教材研製、委託研究計畫、專業調查報告、教科書等屬於具個人原

創性之學術性著作 
□以其他研發成果之技術報告作為參考著作，其書面報告內容符合規定（如有，請一

併於技術報告部分註記查核結果） 
 
 
 
※技術報告（代表成果與參考成果）部分： 

表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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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成果： 
□書面報告內容已包含研發理念、學理基礎、主題內容、方法技巧、成果貢獻等主

要項目 
□為產學合作計畫、技術應用及衍生成果或改善專案（已附學校與廠商之產學合作

契約書） 
□為專利技術報告、技術移轉或創新（已附專利證明） 
□為專業技術或管理之個案研究 
□與任教科目性質相符 
□係數人合作（已附合著人證明） 

□符合成果期限規定 
□代表成果為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完成，且不得與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之研

發成果重複 
□參考成果為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完成，且不得與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之研

發成果重複 
□研發成果並無涉及違反智慧財產權相關規定 
□以其相關專門著作作為參考成果，並符合專門著作之規定（如有，請一併於專門著

作部分註記查核結果） 
 
※教學報告（代表成果與參考成果）部分： 

□代表成果： 
□送審之教學實務成果附技術報告，其內容應包括下列之主要項目：（一）教學、

課程或設計理念。（二）教學、課程、設計理念及學理基礎。（三）主題內容及

方法技巧。（四）研發成果及學習成效。（五）創新及貢獻等主要項目 
□教學績效內容應以教學理念與個人專業背景為基礎，透過教學計畫與教學策略擬

定、課程設計及實施特色教學，並由學生學習成效評量、就業與發展調查之反

饋，進行教學省思及改善之歷程 
□與任教科目性質相符 
□係數人合作（已附合著人證明） 

□符合成果期限規定 
□代表成果為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完成，且不得與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之研

發成果重複 
□參考成果為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完成，且不得與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之研

發成果重複 
□教學成果並無涉及違反智慧財產權相關規定 
□以其相關專門著作作為參考成果，並符合專門著作之規定（如有，請一併於專門著

作部分註記查核結果） 
 
※藝術作品或成就證明（代表作品與參考作品）部分： 

□代表作品 
□以取得學位之畢業作品代替送審，其作品內容及展現方式得不受「專科以上學校

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 17 條所定審查基準之規範 
□符合以作品或成就證明送審之審查基準 

□美術作品 
□平面作品（應二十件以上）_______件 
□立體作品（應十件以上）_______件 
□綜合作品（應五件以上）_______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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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前一職級教師資格後舉辦二次以上個展，且展出之作品無重複；其中一

場係專為教師資格送審所舉辦之個展 
□音樂作品 

□創作_______首／部；_______分鐘 
□演奏（唱）及指揮（應五場以上）_______場；_______分鐘 

□舞蹈作品 
□創作（應三場以上）_______場；_______分鐘 
□演出（應三場以上）_______場；_______分鐘 

□民俗藝術 
□編劇_______分鐘 
□導演_______分鐘 
□樂曲編撰（應一齣以上）_______齣；_______分鐘 
□演員（應三場以上）_______場；_______分鐘 

□戲劇作品 
□劇本創作（應三齣以上）_______齣；_______分鐘 
□導演（應二齣以上）_______齣；_______分鐘 
□表演（應三齣以上）_______齣；_______分鐘 
□劇場設計（應三齣以上）_______齣；_______分鐘 

□電影作品 
□長片_________類；_______部（本）；________分鐘 
□短片（應六部以上）_______部；________分鐘 

□設計作品 
□環境空間設計（應三件以上）_______件 
□產品設計（應五件以上）_______件 
□視覺傳達設計（應十五件以上）_______件 
□多媒體設計（應五件以上）_______件 

□多媒體設計另已繳交原作作品之拷貝（可播放之影片、電腦程式、電腦檔

案等）及充分之圖說（作品內容、安裝、操作等必要說明）與播放所需

之解碼器、外掛程式等 
□時尚設計（應十件以上）_______件 

□送審作品已附創作及展演報告，且包含創作或展演理念、學理基礎、內容形式、

方法技巧等主要項目 
□與任教科目性質相符 
□係兩人以上合作完成（已附有合著人證明） 
□送審作品經審查未獲通過，本次有新增二分之一以上之作品 
□送審教授資格者應提出學術理論研究之具體成果 

□符合成果期限規定 
□代表作品為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完成，且不得與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之作

品重複；惟以取得學位之畢業作品代替專門著作送審者，其作品內容及展現方

式得不受「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 17 條附表一之規範 
□參考作品為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完成，且不得與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之作

品重複 
□已繳交補充資料（如個展之專輯或光碟、展出資料、典藏或得獎證明；實際應用、

製造單位或智慧財產權之相關證明；具有系統創作思想體系之相關論述等） 
□以其相關專門著作、研發成果為參考作品，並符合專門著作、技術報告之規定（如

有，請一併於專門著作、技術報告註記查核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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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知悉若送審通過，送審人應將創作或展演報告正式出版（請於出版後送校教評會

備查） 
 
※體育成就證明（代表成果與參考成果）部分： 

□代表成就： 
□體育成就證明（參加重要賽會獲有名次之證明） 

□本人參加重要國內外運動賽會，獲有名次者 
□本人指導之運動員參加重要國內外運動賽會，獲有名次者（已附賽會主辦單位

出具之教練證明） 
□已附競賽實務報告，並包含個案描述、學理基礎、訓練計畫、過程與成果等主要

項目及相關討論 
□二種以上成就屬一系列相關成就，合併為代表成就（已附相關性說明） 
□與任教科目性質相符 
□代表成就係二人以上共同完成（已附書面說明本人參與之部分，並由其他共同完

成者或有關單位提具證明） 
□送審成就經審查未通過，仍以相同之成就證明並修正達二分之一以上之競賽實務

報告（已附前次不通過之競賽實務報告） 
□符合成就期限規定 

□代表成就為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之成就，且不與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之成

就證明重複。 
□參考成就為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之成就，且不與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之成

就證明重複。 
□參考成就已附競賽實務報告 
□前一等級係以成就證明及技術報告取得並檢附該等級教師資格之全部送審資料 
□以其相關專門著作、研發成果等為參考成就，並符合專門著作、技術報告之規定（如

有，請一併於專門著作、技術報告註記查核結果） 
□已知悉若送審通過，送審人應將報告公開出版（請於出版後送校教評會備查） 

 
※特殊專業造詣或具體事蹟（適用專業技術人員）部分： 

□代表專業造詣或具體事蹟： 
□專業造詣（已附證明） 

□本人參加重要比賽，獲有名次者 
□其他特殊專業成就者 

□具體事蹟 
□學術性論文，且符合專門著作規定 
□創作作品或演出（已附證明） 
□其他特殊創作（已附證明） 

□附專業造詣或具體事蹟之實務報告 
□二種以上造詣或具體事蹟屬一系列相關成就，合併為代表造詣或事蹟（已附相關

性說明） 
□與任教科目性質相符 
□代表造詣或事蹟係二人以上共同完成（已附書面說明本人參與之部分，並由其他

共同完成者或有關單位提具證明） 
□符合成果期限規定 

□代表造詣或事蹟為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完成，且不與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

之成就證明重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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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造詣或事蹟為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完成，且不與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

之成就證明重複 
□參考之造詣或事蹟已附實務報告 
□前一等級係以造詣或事蹟取得並檢附該等級教師資格之全部送審資料 
□以其相關專門著作、研發成果等為參考成就，並符合專門著作、技術報告之規定（如

有，請一併於專門著作、技術報告註記查核結果） 
□已知悉若送審通過，送審人應將報告公開出版（請於出版後送校教評會備查） 

 
※其他事項 
□已提列外審委員迴避名單乙份 
 
備註：教師資格審查資料外審前，業由系（所、中心、學位學程、室）、學院主管先行

查核確認無誤，並予簽核確認。 
 

送審人（簽章）： 
 
系（所、中心、學位學程、室）主任： 
 
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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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其他 
一、教師著作審查應注意事項 
（一）著作(含代表著作及參考著作)： 

1、專門著作： 
（1）期刊論文：已發表或已接受定期發表(以接受函證明送審者，因

於接受證明之日起一年內發表；但若不可歸責於送審人事由未能

於一年內發表者，得檢具未能發表原因及確定發表時間之證明，

向校教評會申請展延，並以接受證明之日起三年內為限)。 
（2）研討會論文：須具正式審查程序且集結成冊公開發行之著作，

爰應附出版頁證明（即載有作者、出版者、發行人、出版日期、

地點、出版者登記字號等相關資料）。 
（3）專書：須已公開發行之專書。 
（4）發表於國際或大陸地區學術期刊之論文，如掛名「China」或

「Taiwan,China」、「Taiwan,ProvinceofChina」、「Taipei,China」、
「ChineseTaiwan」，一概不承認。 

2、學位論文 
3、技術報告： 
（1）內容範圍：○1 E

A有關專利或創作之成果、 A○2 E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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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3 E

A有關

產學合作實務改善專案具有特殊貢獻之研發成果。因此技術報告

可包含教師與產業界合作研發或接受委託之服務，包括：開發新

產品或產品改良、開發新製造方法、新製程或製程改良技術、開

發新管理方法、開發新行銷方法、創新發明獲取專利、開發新設

計方法。 
4452B（2）書面報告格式：研發理念、學理基礎、主題內容、方法技巧、成

果貢獻。 
4453B4、藝術類作品： 
4454B（1）內容範圍：美術、音樂、舞蹈、民俗藝術、戲劇、電影、設計

等。 
4455B（2）作品類別不同應送繳資料亦不同，如教師資格審定辦法附件一。 
4456B5、體育成就：體育成就規定，如教師資格審定辦法附件三。 

4457B（二）送審之專門著作，應有個人之原創性，以整理、增刪、組合或

編排他人著作而成之編著或其他非學術性著作不得送審，爰編

著、翻譯、教材研製、委託研究計畫、專業調查報告、教科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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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以非屬具個人原創性之學術性著作僅得列為參考資料，不能

列為參考著作。 
4458B（三）送審著作性質，應與其任教科目相關；代表著作如係數人合

著，應附合著人證明；屬一系列之相關研究者，得合併為代

表著作，應附相關性說明；以外文撰寫者，應附中文提要。 
4459B（四）代表著作須為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之著作；參考著作應為

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之著作。但以學位論文送審者，不在

此限。 
4460B（五）前次送審未通過之專門著作，重新提出申請若其著作內容經

相當之改進並出版者，仍得以同一題目之著作送審，惟須附

新舊著作異同對照表；專門著作如符合前一職級之規定，仍

得列入送審參考著作（79.11.09 台(79)審字第 55322 號函釋）；

以藝術作品送審未通過者，應有新增二分之一以上之作品方

得再次送審；以體育成就證明送審未通過，成就證明符合相

關規定者，得以相同成就證明輔以修正達二分之一以上之競

賽實務報告重新送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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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4B二、技術報告送審之實務案例 
4195B（一）技術報告送審注意事項： 

4461B1、符合送審時間規定係取得申請升等教師等級之前一等級後完成之

成果。 
4462B2、以二種以上研發成果送審者，應自行擇定代表成果及參考成果。

其屬一系列相關之研究者，得自行合併為代表成果。 
4463B3、如係數人合作代表成果者，僅得由其中一人送審；送審時，他人

須放棄以該成果作為代表成果送審之權利。送審人應以書面具體

說明其參與部分，並由合著人簽名證明之。 
4464B4、產學合作請附學校與廠商之產學合作契約書。 
4465B5、參考成果如係以專利送審‧仍須符合技術報告撰寫格式，不宜僅

附專利證書。 
4196B（二）以技術報告送審，教師應注意事項： 

4466B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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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67B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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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68B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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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69B4、參加國內外發明競賽並且獲得不錯的成績。 
4470B5、除了發明創作外，期刊論文與研討會論文盡量不要掛零，對升等

有加分作用。 
4471B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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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72B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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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97B（三）成功經驗案例： 

4473B1、送審人研發成果有專利 9 件、技術移轉 2 項、國科會應用型產學

合作 2 項、其他產學合作 12 項、2 篇 SCI 期刊、研討會論文 21 篇，

質量皆優。（副教授） 
4474B2、送審人研發成果具實用價值，對產業界有貢獻，代表作獲美國發

明專利，技轉產商開發產品，近 5 年專利 10 件，技轉與產學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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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189 件金額達 100 萬元，研究計畫 12 件金額達 564 萬元。（副

教授） 
4475B3、遺體修復之技術研發，參照國外防腐技術並融入國人需求，有一

定的創新與突破，極具實用價值，對於實務教學及結合產業之技

術提升具正面意義。（助理教授） 
4476B4、代表作技術報告獲美國專利，研發方向鎖定在應用與產品技術的

開發，多年來與產業界密切合作，透過國內創新技術的發表與專

利申請，帶動學生實務訓練與市場價值，對人才培育與產業升級

有卓著貢獻。除代表作外尚有 10 件專利於國內外及國科會計畫

案，質、量均優。（教授） 
4477B5、送審人近 5 年發明專利 14 件、新型專利 1 件、SCI 期刊 10 篇、國

內期刊 5 篇，送審人專注高分子複合材料之研發多年，近年已產

出系列重要成果並有申請專利，部分成果已與數家公司進行產學

合作，成果具實用價值（教授）。 
4478B6、送審人以網路教學結合傳統大地工程教學之特色，對學生及從業

人員獲取知識有正面助益，近 5 年有 3 件新型專利，7 件協助產業

發展之產學合作案，7 篇研討會論文，對新科技結合土木教學之研

發有創新成果。（教授） 
4479B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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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80B8、代表成果共完成 SCI3 篇、EI1 篇、國際發明競賽金牌 3 面、銅牌

1 面、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 5 篇、國內研討會論文 12 篇、發明專

利 1 件、新型專利 2 件、產學計畫 13 件，內容均與超音波在加工

上的應用有關，為申請人產學經驗及成果的總匯整，論文品質尚

可，在教學設備開發及產學合作績效方面頗佳。（教授） 
4481B9、送審人代表作主要以建置餐飲經營管理情境教室、模擬教學系統、

視覺化與數據化餐飲顧問診斷系統 3 項開發案為核心，兼以透過

競賽修正系統，可提供學生理論與實務對話的場域。除教學系統

研發與產學合作外，尚有 2 篇觀光研究學報論，1 篇國際學術論文，

多篇國內學術論文，值得肯定。（教授） 
4482B10、代表成果主題為 LED 應用和智慧財權保護之實務，針對 LED 照

明、空氣淨化設備與智財權保護作研發理念機處分析，並由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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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及實作方法落實產品之開發，研發成果具實用價值，可提升產

業技術。參考作有 2 篇論文與代表作具關連性，產學合作多件，

產品參加國內外競賽獲 3 金 4 銀 1 銅及 1 特別獎技術產品實務

化，雖期刊發表較弱，仍值得肯定。（教授） 
4483B11、送審人代表作為無障礙子母運送車結構等，由三篇專利組成，對

物體運送車穿越障礙之效能有助益。另 SCI1 篇，其他期刊 4 篇，

研討會論文 27 篇（含國際 5 篇），發明專利 2 件及新型專利 25
件，除在全國性競賽多次獲獎且在國際展中獲 2 次金牌獎、1 次

銀牌獎，創作成果佳。另國科會計畫 3 件，產學合作 10 件，成

果及方向值得鼓勵。（副教授） 
4484B12、送審人技術報告是由 3 篇 SCI 期刊、1 件烏克蘭國際發明金牌獎、

5 件技轉案及 8 件專題計畫所組成，主要探討三種交流馬達發展

低價位、高效率及具傑能效果之馬達驅動器。內容充實，使用方

法合理可行，有相當實用價值，雖有少許文字錯別字，但瑕不掩

瑜，對中小企業之技術提升有相當幫助。（教授） 
4485B13、技術報告研提「軍事優秀人力招募策略」對國軍人力、軍備採購、

後勤作業、支援效能等建議有專業實務應用價值及貢獻，計畫成

果獲國防部發函肯定，用字遣詞參考文獻不夠嚴謹，可再精進（教

授） 
4486B14、主題服務學習融入電子商務專業課程之發展案例，援引結構嚴

謹，內容充實檢姐創新，研究方法恰當，取材豐富嚴謹，有學理

依據，並有國際期刊，多篇技術報告與研討會著作，主持次 10
個實務刑計畫，提出 7 份報告，在實務研發上相當努力。（副教

授） 
4487B15、代表作研究成果對弱勢團體（自病症及失智患者）利用資訊化教

育，有實質貢獻及價值。研發績效搭配國科會之產學計畫建置多

套數位學習方面的資訊系統並參加比賽得到一些獎項，實務上有

相當貢獻，雖 1 篇 SSCI 及 9 篇 EI 之期刊並非很好，但技術成果

已具升等條件。（副教授） 
4198B（四）失敗經驗案例： 

4488B1、報告中未述及個人在產品創新專案中之角色與貢獻度及該創新產

品之市場效益及合作公司對該師之肯定程度；另在陳述創作理

念、方法技巧、成果貢獻上之詳細度與深度不足，無法充分表達

該師在產學合作中之專業性及創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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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89B2、領域跨越策略、品牌策略、經營管理、文化、研發管理設計與技

術、產學合作等領域，另領域廣泛卻未深入或有突破性之技術。 
4490B3、代表成果缺乏現有國內外相關技術之文獻探討，也未說明達到改

善之原理，與現有技術在工作原理上有何差異？ 
4491B4、在代表成果中未說明成本競爭力之核心原因，只聲稱其然，未言

其所以然。 
4492B5、以三種新型專利組成為代表作提出升等副教授，三種新型專利所

呈現的應用情境已被產業界或學術界普遍討論，而採用的技術亦

多為習知技術，技術及應用創新性較為不足。 
4493B6、新型專利為形式審查，未具新穎性、進步性及產業可利用性的貢

獻。 
4494B7、技術報告嚴謹度不足，內容提到的引註，後面的參考文獻都找不

到；而參考文獻有的，報告內容卻沒提到，感覺是把許多不相關

的文章段落拼湊起來，且技術分析層次不夠深入。（教授） 
4495B8、雖有 6 件發明專利，惟均為「重複或概念相當接近」且「實用價

值較低」，應可以繼續以國科會或建教合作方式完成實務或產品驗

證。（副教授） 
4496B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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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97B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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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98B11、送審人研發成果新型專利 1 件、新式樣專利 3 件、近 7 年 4 篇論

文過少，且缺乏國內外較具嚴謹審查制度之設計期刊；又代表作

寫作內容完整性不足，不具特殊創新價值，對產業之貢獻有限。

（助理教授） 
4499B12、送審人除代表作新型專利 1 件外（該專利有效性不足），並無其

他專利、技術專移或技術得獎，研發投入程度不足，另兩篇參考

著作英文期刊為第 2 作者，2 篇該校中文學報為通識教育研究與

技術報告相關性薄弱。（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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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00B13、代表作為建立以…為基礎的關鍵流程作與結構化在職訓練體系，

非屬創新，實用價值較低。建議應對所提及之理論提出足夠的參

考文獻或研究報告，以為學理基礎，並對目前企業所用之策略與

作業流程深入分析及進行效益評估，以建立流程架構與規劃基

礎。5 篇參考作，其中 3 篇為一般性技術報告，值得鼓勵，但實

用價值較弱，對產業貢獻度不高。（副教授） 
4501B14、代表作有 9 項成果，新型專利 3 篇，發明專利 1 篇，創新處不多，

且沒有顯示其與市售的平面揚聲器勝出之處。參考作有 6 篇其

開，其中 SCI1 篇但為第 3 作者，其餘多為研討會或 EI，且與代

表成果主題較無相關，對於工業應用價值與理論研究貢獻不高。

（副教授） 
4502B15、代表作為以顧客關係的觀點建構生涯歷程檔案的實證研究，因多

數教卓學校均已建置學生歷程檔案系統，因此本報告創新性不顯

著，且報告未涉技術上的突破，比較聚焦在學理概念的提出。（副

教授） 
4503B16、代表作為 2 件發明，2 件新型專利，1 件技術移轉，雖得過發明

獎，但細究技術層次並不高，是一個被相當熟知的技術：參考文

獻極少且為 2、30 年前的論文，送審人對當今之立體顯示系統現

狀並不甚了解。（教授） 
4504B17.代表作獲有 1 件發明專利，觀念及方法合理，文章有系統，惟成果

未見到後續技術移轉之計畫或可行性，較為可惜，送審未進行量

測結果實驗，無法看出實務技術的產業可利用性有多高（副教授） 
4505B18、代表作具應用價值，雖替 OO 公司節省生產成本，但技術早已是

熟知之化學反應，創新技術不足，且報告中形式不完整，圖表呈

現不專業，數據無詳細分析與討論。5 年內 3 篇 SCI 論文，均非

通訊作者（副教授） 
4155B（本份資料摘錄自教育部王明源專門委員 101 年 10 月 31 日「大專校院師升

等審查制度與實務－以技術報告送審為例」之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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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教育部規定
	一、教師法 (修正日期：民國 108 年 06 月 05 日並自109年06月30日施行)
	第 一 章 總則
	第 1 條
	為明定教師權利義務，保障教師工作及生活，提升教師專業地位，並維護學生學習權，特制定本法。
	第 2 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教育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
	軍警校院及矯正學校依本法規定處理專任教師之事項時，除資格檢定及審定外，以其所屬主管機關為本法所稱主管機關。
	第 3 條
	本法於公立及已立案之私立學校編制內，按月支給待遇，並依法取得教師資格之專任教師適用之。
	軍警校院及矯正學校依本法及教育人員任用條例規定聘任之專任教師，除法律另有規定者外，適用本法之規定。
	第 4 條
	教師資格檢定及審定、聘任、解聘、不續聘、停聘及資遣、權利義務、教師組織、申訴及救濟等事項，應依本法之規定。
	第 二 章 資格檢定及審定
	第 5 條
	教師資格之取得分檢定及審定二種：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之教師採檢定制；專科以上學校之教師採審定制。
	第 6 條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資格之檢定，另以法律定之；經檢定合格之教師，由中央主管機關發給教師證書。
	第 7 條
	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之審定分學校審查及中央主管機關審查二階段；教師經學校審查合格者，由學校報請中央主管機關審查，再審查合格者，由中央主管機關發給教師證書。但經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學校審查合格者，得逕由中央主管機關發給教師證書。
	第 8 條
	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三 章 聘任
	第 9 條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之聘任，分初聘、續聘及長期聘任，除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外，應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通過後，由校長聘任之：
	一、依師資培育法規定分發之公費生。
	二、依國民教育法或高級中等教育法回任教師之校長。
	前項教師評審委員會之組成，應包括教師代表、學校行政人員代表及家長會代表一人；其中未兼行政或董事之教師代表，不得少於總額二分之一，但教師之員額少於委員總額二分之一者，不在此限。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於處理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七款及第十款、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時，學校應另行增聘校外學者專家擔任委員，至未兼行政或董事之教師代表人數少於委員總額二分之一為止。
	前三項教師評審委員會之任務、組成方式、任期、議事、迴避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10 條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之聘任，以具有教師證書者為限。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聘任期限，初聘為一年；續聘第一次為一年，以後續聘每次為二年；續聘三次以上服務成績優良者，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審查通過後，得以長期聘任，其聘期由各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訂定之，至多七年。
	專科以上學校教師之聘任及期限，分別依大學法及專科學校法之規定辦理。
	第 11 條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科、組、課程調整或學校減班、停辦或解散時，學校對仍願繼續任教且在校內有其他適當工作可以調任之合格教師，應優先輔導調整職務；在校內無其他適當工作可以調整職務者，學校或主管機關應優先輔導介聘。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或主管機關依前項規定優先輔導介聘之教師，經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發現有第三十條各款情形之一者，其聘任應不予通過。
	第 12 條
	專科以上學校系、所、科、組、課程調整或學校減班、停辦、解散時，學校對仍願繼續任教且有其他適當工作可以調任之合格教師，應優先輔導遷調，各該主管機關應輔導學校執行。
	專科以上學校依前項規定優先輔導遷調之教師，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發現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其聘任得不予通過：
	一、第十四條第一項、第十五條第一項或第十六條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尚在解聘或不續聘處理程序中。
	二、有第十八條、第二十一條、第二十二條第一項或第二項之情形，尚在停聘處理程序中或停聘期間。
	三、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二款或第三款情形之一，尚在資遣處理程序中。
	第 13 條
	教師除有第十四條至第十六條、第十八條、第十九條、第二十一條及第二十二條情形之一者外，不得解聘、不續聘或停聘。
	第 四 章 解聘、不續聘、停聘及資遣
	第 14 條
	教師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予解聘，且終身不得聘任為教師：
	一、動員戡亂時期終止後，犯內亂、外患罪，經有罪判決確定。
	二、服公務，因貪污行為經有罪判決確定。
	三、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條第一項所定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
	四、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侵
	    害行為屬實。
	五、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騷
	    擾或性霸凌行為，有解聘及終身不得聘任為教師之必要。
	六、受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規定處罰，或受性騷擾防治法第二十條
	    或第二十五條規定處罰，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確認，有解聘及
	    終身不得聘任為教師之必要。
	七、經各級社政主管機關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九十七條規定
	    處罰，並經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確認，有解聘及終身不得聘任為教師
	    之必要。
	八、知悉服務學校發生疑似校園性侵害事件，未依性別平等教育法規定通
	    報，致再度發生校園性侵害事件；或偽造、變造、湮滅或隱匿他人所
	    犯校園性侵害事件之證據，經學校或有關機關查證屬實。
	九、偽造、變造或湮滅他人所犯校園毒品危害事件之證據，經學校或有關
	    機關查證屬實。
	十、體罰或霸凌學生，造成其身心嚴重侵害。
	十一、行為違反相關法規，經學校或有關機關查證屬實，有解聘及終身不
	      得聘任為教師之必要。
	教師有前項第一款至第三款規定情形之一者，免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並免報主管機關核准，予以解聘，不受大學法第二十條第一項及專科學校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規定之限制。
	教師有第一項第四款至第六款規定情形之一者，免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由學校逕報主管機關核准後，予以解聘，不受大學法第二十條第一項及專科學校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規定之限制。
	教師有第一項第七款或第十款規定情形之一者，應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及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審議通過，並報主管機關核准後，予以解聘；有第八款、第九款或第十一款規定情形之一者，應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及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審議通過，並報主管機關核准後，予以解聘。
	第 15 條
	教師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予解聘，且應議決一年至四年不得聘任為教師：
	一、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騷    擾或性霸凌行為，有解聘之必要。
	二、受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規定處罰，或受性騷擾防治法第二十條    或第二十五條規定處罰，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確認，有解聘之必要。
	三、體罰或霸凌學生，造成其身心侵害，有解聘之必要。
	四、經各級社政主管機關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九十七條規定    處罰，並經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確認，有解聘之必要。
	五、行為違反相關法規，經學校或有關機關查證屬實，有解聘之必要。
	教師有前項第一款或第二款規定情形之一者，應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及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審議通過，並報主管機關核准後，予以解聘。
	教師有第一項第三款或第四款規定情形之一者，應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及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審議通過，並報主管機關核准後，予以解聘；有第五款規定情形者，應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及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審議通過，並報主管機關核准後，予以解聘。
	第 16 條
	教師聘任後，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並報主管機關核准後，予以解聘或不續聘；其情節以資遣為宜者，應依第二十七條規定辦理：
	一、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
	二、違反聘約情節重大。
	教師有前項各款規定情形之一者，應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三分之二以上
	出席及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審議通過。但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有前
	項第一款情形，學校向主管機關申請教師專業審查會調查屬實，應經教師
	評審委員會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及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審議通過。
	第 17 條
	主管機關為協助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處理前條第一項第一款及第二十六條第二項情形之案件，應成立教師專業審查會，受理學校申請案件或依第二十六條第二項提交教師專業審查會審議之案件。
	教師專業審查會置委員十一人至十九人，任期二年，由主管機關首長就行政機關代表、教育學者、法律專家、兒童及少年福利學者專家、全國或地方校長團體代表、全國或地方家長團體代表及全國或地方教師組織推派之代表遴聘（派）兼之；任一性別委員人數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
	第一項教師專業審查會之組成及運作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教師專業審查會之結案報告摘要，應供公眾查閱。
	第 18 條
	教師行為違反相關法規，經學校或有關機關查證屬實，未達解聘之程度，而有停聘之必要者，得審酌案件情節，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及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審議通過，議決停聘六個月至三年，並報主管機關核准後，予以終局停聘。
	前項停聘期間，不得申請退休、資遣或在學校任教。
	第 19 條
	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得聘任為教師；已聘任者，應予以解聘：
	一、有第十四條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
	二、有第十五條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於該議決一年至四年期間。
	有前條第一項情形者，於該停聘六個月至三年期間，其他學校不得聘任其為教師；已聘任者，應予以解聘。
	前二項已聘任之教師屬依第二十條第一項規定通報有案者，免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並免報主管機關核准，予以解聘，不受大學法第二十條第一項及專科學校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規定之限制；非屬依第二十條第一項規定通報有案者，應依第十四條或第十五條規定予以解聘。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六月二十七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因行為不檢有損師道，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而解聘或不續聘之教師，除屬性侵害行為；性騷擾、性霸凌行為、行為違反相關法令且情節重大；體罰或霸凌學生造成其身心嚴重侵害者外，於解聘或不續聘生效日起算逾四年者，得聘任為教師。
	第 20 條
	教師有第十四條第一項、第十五條第一項、第十八條第一項及前條第一項、第二項規定之情形者，各級主管機關及各級學校應依規定辦理通報、資訊之蒐集及查詢。
	學校聘任教師前，應查詢其有無前條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之情形；已聘任者，應定期查詢。
	各級主管機關協助學校辦理前項查詢，得使用中央社政主管機關建立之依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性騷擾防治法第二十條或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九十七條規定受行政處罰者之資料庫。
	前三項之通報、資訊之蒐集、查詢、處理、利用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21 條
	教師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當然暫時予以停聘：
	一、依刑事訴訟程序被通緝或羈押。
	二、依刑事確定判決，受褫奪公權之宣告。
	三、依刑事確定判決，受徒刑之宣告，在監所執行中。
	第 22 條
	教師涉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服務學校應於知悉之日起一個月內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免報主管機關核准，暫時予以停聘六個月以下，並靜候調查；必要時，得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延長停聘期間二次，每次不得逾三個月。經調查屬實者，於報主管機關後，至主管機關核准及學校解聘前，應予停聘，免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一、第十四條第一項第四款至第六款情形。
	二、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一款或第二款情形。
	教師涉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服務學校認為有先行停聘進行調查之必要者，應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免報主管機關核准，暫時予以停聘三個月以下；必要時得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延長停聘期間一次，且不得逾三個月。經調查屬實者，於報主管機關後，至主管機關核准及學校解聘前，得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後，予以停聘：
	一、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七款至第十一款情形。
	二、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三款至第五款情形。
	前二項情形應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及出席委員二分之
	一以上之審議通過。
	第 23 條
	教師停聘期間，服務學校應予保留底缺；終局停聘期間遇有聘約期限屆滿情形者，學校應予續聘。
	依第十八條、前條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停聘之教師，於停聘期間屆滿後，學校應予復聘，教師應於停聘期間屆滿次日向學校報到復聘。
	依前條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停聘之教師，於停聘期間屆滿前，停聘事由已消滅者，得申請復聘。
	依前項規定申請復聘之教師，應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及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審議通過後復聘。
	依第二十一條規定停聘之教師，於停聘事由消滅後，除經學校依前條第二項規定予以停聘外，學校應予復聘，教師應於事由消滅後次日向學校報到復聘。
	經依法停聘之教師，未依第二項規定於停聘期間屆滿次日或未依前項規定於事由消滅後次日向學校報到復聘，或未依第三項規定於停聘事由消滅後三個月內申請復聘者，服務學校應負責查催，教師於回復聘任報到前，仍視為停聘；如仍未於接到查催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內報到復聘者，除有不可歸責於該教師之事由外，視為辭職。
	第 24 條
	受解聘、不續聘或停聘之教師，依法提起救濟後，原解聘、不續聘或停聘決定經撤銷或因其他事由失去效力，除得依法另為處理者外，其服務學校應通知其復聘，免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依前項規定復聘之教師，於接獲復聘通知後，應於三十日內報到，其未於期限內報到者，除經核准延長或有不可歸責於該教師之事由外，視為辭職。
	依第一項或前條第二項、第三項或第五項規定復聘之教師，服務學校應回復其教師職務。
	第 25 條
	依第十八條第一項或第二十一條第二款、第三款停聘之教師，停聘期間不發給待遇。
	依第二十一條第一款、第二十二條第一項、第二十三條第六項停聘之教師，於停聘期間不發給待遇；停聘事由消滅後，未受解聘或終局停聘處分，並回復聘任者，補發其停聘期間全數本薪（年功薪）。
	依第二十二條第二項停聘之教師，於停聘期間發給半數本薪（年功薪）；調查後未受解聘或終局停聘處分，並回復聘任者，補發其停聘期間另半數本薪（年功薪）。
	第 26 條
	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依第十四條至第十六條規定作成教師解聘或不續聘之決議，或依第十八條規定作成教師終局停聘之決議後，除本法另有規定外，學校應自決議作成之日起十日內報主管機關核准，並同時以書面附理由通知當事人。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涉有第十四條至第十六條或第十八條規定之情形，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未依規定召開、審議或決議，主管機關認有違法之虞時，應敘明理由交回學校審議或復議；屆期未依法審議或復議者，主管機關得敘明理由逕行提交教師專業審查會審議，並得追究學校相關人員責任。
	前項教師專業審查會之決議，應依該案件性質，以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原應經之委員出席比率及表決比率審議通過；其決議視同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之決議。
	專科以上學校教師涉有第十四條至第十六條或第十八條規定之情形，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未依規定召開、審議或決議，主管機關認有違法之虞時，應敘明理由交回學校審議或復議；屆期未依法審議或復議者，主管機關得追究學校相關人員責任。
	教師解聘、不續聘或終局停聘案尚在處理程序中，其聘約期限屆滿者，學校應予暫時繼續聘任。
	第 27 條
	教師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應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並報主管機關核准後，得予以資遣：
	一、因系、所、科、組、課程調整或學校減班、停辦、解散時，現職已無工作又無其他適當工作可以調任。
	二、現職工作不適任且無其他工作可調任；或經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評鑑合    格之醫院證明身體衰弱不能勝任工作。
	三、受監護宣告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符合退休資格之教師有前項各款情形之一，經核准資遣者，得於資遣確定之日起一個月內依規定申請辦理退休，並以原核准資遣生效日為退休生效日。
	第 28 條
	學校於知悉教師涉有第十四條第一項或第十五條第一項所定情形之日起，不得同意其退休或資遣。
	教師離職後，學校始知悉該教師於聘任期間涉有第十四條第一項或第十五條第一項所定之情形者，學校仍應予以解聘，並依第二十條規定辦理通報。
	第 29 條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依本法所為教師之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程序及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30 條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現職教師，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得申請介聘：
	一、有第十四條第一項、第十五條第一項或第十六條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尚在調查、解聘或不續聘處理程序中。
	二、有第十八條第一項、第二十一條、第二十二條第一項或第二項情形，尚在調查、停聘處理程序中或停聘期間。
	三、有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二款或第三款情形，尚在調查、資遣處理程序中。
	第 五 章 權利義務
	第 31 條
	教師接受聘任後，依有關法令及學校章則之規定，享有下列權利：
	一、對學校教學及行政事項提供興革意見。
	二、享有待遇、福利、退休、撫卹、資遣、保險等權益及保障。
	三、參加在職進修、研究及學術交流活動。
	四、參加教師組織，並參與其他依法令規定所舉辦之活動。
	五、對主管機關或學校有關其個人之措施，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益
	    者，得依法提出申訴。
	六、教師之教學及對學生之輔導依法令及學校章則享有專業自主。
	七、除法令另有規定者外，教師得拒絕參與主管機關或學校所指派與教學
	    無關之工作或活動。
	八、教師依法執行職務涉訟時，其服務學校應輔助其延聘律師為其辯護及
	    提供法律上之協助。
	九、其他依本法或其他法律應享有之權利。
	前項第八款情形，教師因公涉訟輔助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另其涉訟係因教師之故意或重大過失所致者，應不予輔助；如服務學校已支付涉訟輔助費用者，應以書面限期命其繳還。
	第 32 條
	教師除應遵守法令履行聘約外，並負有下列義務：
	一、遵守聘約規定，維護校譽。
	二、積極維護學生受教之權益。
	三、依有關法令及學校安排之課程，實施適性教學活動。
	四、輔導或管教學生，導引其適性發展，並培養其健全人格。
	五、從事與教學有關之研究、進修。
	六、嚴守職分，本於良知，發揚師道及專業精神。
	七、依有關法令參與學校學術、行政工作及社會教育活動。
	八、非依法律規定不得洩漏學生個人或其家庭資料。
	九、擔任導師。
	十、其他依本法或其他法律規定應盡之義務。
	前項第四款及第九款之辦法，由各校校務會議定之。
	第 33 條
	各級學校教師在職期間應主動積極進修、研究與其教學有關之知能。
	教師在職進修得享有帶職帶薪或留職停薪之保障；其進修、研究之經費得由學校或所屬主管機關編列預算支應。
	為提升教育品質，鼓勵各級學校教師進修、研究，中央主管機關應規劃多元之教師進修、研究等專業發展制度，其方式、獎勵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各主管機關應建立教師諮商輔導支持體系，協助教師諮商輔導；其辦法由各該主管機關定之。
	第 34 條
	教師違反第三十二條第一項各款之規定者，各聘任學校應交教師評審委員會評議後，由學校依有關法令規定處理。
	第 35 條
	教師因婚、喪、疾病、分娩或其他正當事由，得依規定請假；其基於法定義務出席作證性侵害、性騷擾及霸凌事件，應給予公假。
	前項教師請假之假別、日數、請假程序、核定權責與違反之處理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規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36 條
	教師之待遇，另以法律定之。
	第 37 條
	公私立學校教師互轉時，其未核給退休、撫卹、離職及資遣給與之任職年資應合併計算。
	第 38 條
	教師之退休、撫卹、離職、資遣及保險，另以法律定之。
	第 六 章 教師組織
	第 39 條
	教師組織分為三級：在學校為學校教師會；在直轄市及縣（市）為地方教師會；在中央為全國教師會。
	學校班級數少於二十班時，得跨區 （鄉、鎮）合併成立學校教師會。
	各級教師組織之設立，應依人民團體法規定向該管主管機關申請辦理。
	地方教師會應有行政區內半數以上學校教師會加入，始得設立。全國教師會應有半數以上之地方教師會加入，始得成立。
	第 40 條
	各級教師組織之基本任務如下：
	一、維護教師專業尊嚴與專業自主權。
	二、與各級機關協議教師聘約及聘約準則。
	三、研究並協助解決各項教育問題。
	四、監督離職給付儲金機構之管理、營運、給付等事宜。
	五、派出代表參與教師聘任、申訴及其他與教師有關之法定組織。
	六、制定教師自律公約。
	第 41 條
	學校不得限制教師參加教師組織或擔任教師組織職務。
	學校不得因教師參加教師組織、擔任教師組織職務或參與活動，拒絕聘用、解聘或為其他不利之待遇。
	第 七 章 申訴及救濟
	第 42 條
	教師對學校或主管機關有關其個人之措施，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益者，得向各級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起申訴、再申訴。
	教師因學校或主管機關對其依法申請之案件，於法定期間內應作為而不作為，認為損害其權益者，亦得提起申訴；法令未規定應作為之期間者，其期間自學校或主管機關受理申請之日起為二個月。
	申訴之提起，應於收受或知悉措施之次日起三十日內以書面為之；再申訴應於申訴評議書達到之次日起三十日內以書面為之。
	前項期間，以申訴評議委員會收受申訴書或再申訴書之日期為準。
	第 43 條
	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委員，由教師、社會公正人士、學者專家、該地區教師組織代表，及組成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之主管機關或學校代表擔任之；其中未兼行政職務之教師人數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二。
	前項教師組織代表在直轄市、縣（市）由直轄市、縣（市）教師會推薦；在專科以上學校由該校教師會推薦，其無教師會者，由該學校教育階段相當或直轄市、縣（市）教師會推薦；在中央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由全國教師會推薦。
	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之組織、迴避、評議程序與方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準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軍警校院及矯正學校適用之規定，得由各該主管機關另定之。
	各級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與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不符者，應於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五月十日修正之條文施行之日起一年內完成修正。
	第 44 條
	教師申訴之程序分為申訴及再申訴二級如下：
	一、專科以上學校分學校及中央二級。
	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分直轄市、縣（市）及中央二級。但中央主管機關所屬學校為中央一級，其提起之申訴，以再申訴論。
	教師不服申訴決定者，得提起再申訴；學校及主管機關不服申訴決定者，亦同。
	教師依本法提起申訴、再申訴後，不得復依訴願法提起訴願；於申訴、再申訴程序終結前提起訴願者，受理訴願機關應於十日內，將該事件移送應受理之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並通知教師；同時提起訴願者，亦同。
	教師依訴願法提起訴願後，復依本法提起申訴者，受理之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應停止評議，並於教師撤回訴願或訴願決定確定後繼續評議；原措施屬行政處分者，應為申訴不受理之決定。
	本法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五月十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尚未終結之事件，其以後之程序，依修正施行後之本法規定終結之。
	原措施性質屬行政處分者，其再申訴決定視同訴願決定；不服再申訴決定者，得依法提起行政訴訟。
	第 45 條
	評議決定確定後，就其事件，有拘束各關係機關、學校之效力；原措施之學校或主管機關應依評議決定執行，主管機關並應依法監督其確實執行。
	學校未依前項規定辦理，主管機關得依相關法規追究責任，並作為扣減或停止部分或全部學校獎勵、補助或其他措施之依據。
	第 46 條
	直轄市、縣（市）及中央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之評議書應主動公開。但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依其規定。
	前項公開，應不包括自然人姓名以外之自然人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護照號碼及其他足資識別該個人之資料。
	第 八 章 附則
	第 47 條
	各級學校兼任教師之資格檢定與審定，依本法之規定辦理。
	兼任、代課及代理教師之權利、義務、資格、聘任、終止聘約、停止聘約之執行與其通報、資訊之蒐集、查詢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各級學校專業、技術科目教師及擔任健康與護理課程之護理教師，其資格均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之規定辦理。
	第 48 條
	前條第三項之護理教師，其解職、申訴、進修、待遇、福利、退休、資遣、撫卹事項，準用教師相關法令規定。
	經主管機關介派之護理教師具有健康與護理科合格教師資格者，主管機關得辦理介聘為健康與護理科教師；其介聘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49 條
	本法各相關條文之規定，於下列幼兒園教師準用之：
	一、公立幼兒園教師，其聘任、解聘、不續聘、停聘、資遣、教師組織、申訴、救濟及其他管理相關事項。
	二、中華民國一百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已準用本法之私立幼兒園教師，    其聘任、進修、研究、離職、資遣、教師組織及申訴相關事項。
	第 50 條
	各級學校校長，得準用教師申訴之規定提起申訴。
	第 51 條
	本法授權中央主管機關訂定之各項法規命令，中央主管機關應邀請全國教師組織代表參與訂定。
	第 52 條
	本法施行細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53 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
	二、教育人員任用條例 (修正日期：民國 103 年 01 月 22 日)
	第 一 章 總則
	第 1 條
	教育人員之任用，依本條例行之。本條例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有關法律之規定。
	第 2 條本條例所稱教育人員為各公立各級學校校長、教師、職員、運動教練，社會教育機構專業人員及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所屬學術研究機構 (以下簡稱學術研究機構) 研究人員。
	第 二 章 任用資格
	第 3 條教育人員之任用，應注意其品德及對國家之忠誠；其學識、經驗、才能、體能，應與擬任職務之種類、性質相當。各級學校校長及社會教育機構、學術研究機構主管人員之任用，並應注重其領導能力。
	第 4 條國民小學校長應持有國民小學教師證書，並具下列資格之一：
	一、曾任國民小學教師五年以上，及各級學校法規所定一級單位主管之學校行政工作三年以上。
	二、曾任國民小學或國民中學教師三年以上或合計四年以上，及薦任第八職等以上或與其相當之教育行政相關工作二年以上。
	三、曾任各級學校教師合計七年以上，其中擔任國民小學教師至少三年，及國民小學一級單位主管之學校行政工作二年以上。
	前項第三款國民小學一級單位主管之學校行政工作年資，於師資培育之大學所設附屬國民小學校長，得為大學法規所定一級單位主管之學校行政工作年資。
	第 5 條
	國民中學校長應持有中等學校教師證書，並具下列資格之一：
	一、曾任國民中學教師五年以上，及各級學校法規所定一級單位主管之學校行政工作三年以上。
	二、曾任國民小學或中等學校教師三年以上或合計四年以上，及薦任第八職等以上或與其相當之教育行政相關工作二年以上。
	三、曾任各級學校教師合計七年以上，其中擔任國民中學教師至少三年，及國民中學一級單位主管之學校行政工作二年以上。
	師資培育之大學附設國民中學校長資格，除依前項各款規定辦理外，得曾任教育學院、系專任講師及中等學校教師各三年以上，並應持有中等學校教師證書；前項第三款國民中學一級單位主管之學校行政工作年資，並得為大學法規所定一級單位主管之學校行政工作年資。持有國民中學主任甄選儲訓合格證書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國民中學部教師，其兼任高級中等學校主任者，得以該主任年資，採計為第一項第三款國民中學一級單位主管之學校行政工作年資。
	第 6 條
	高級中等學校校長應持有中等學校教師證書，並具下列資格之一：
	一、曾任高級中等學校教師五年以上，及各級學校法規所定一級單位主管之學校行政工作三年以上。
	二、曾任中等學校教師三年以上，及薦任第九職等以上或與其相當之教育行政相關工作二年以上。
	三、曾任各級學校教師合計七年以上，其中擔任高級中等學校教師至少三年，及高級中等學校一級單位主管之學校行政工作二年以上。
	師資培育之大學附設高級中等學校校長資格，除依前項各款規定辦理外，得曾任教育學院、系專任副教授或曾任與擬任職業學校性質相關學科專任副教授，及中等學校教師各二年以上，並具各級學校法規所定一級單位主管之學校行政工作一年以上，且應持有中等學校教師證書；前項第三款高級中等學校一級單位主管之學校行政工作年資，並得為大學法規所定一級單位主管之學校行政工作年資。民族藝術高級中等學校校長資格，除依第一項各款規定辦理外，得曾任高級中等學校或專科以上學校之戲劇、藝術或其相關科、系（所、學程）教師二年以上，及各級學校法規所定主管職務、薦任第九職等以上或與其相當之教育、文化行政工作二年以上。
	第 6-1 條
	特殊教育學校校長應持有學校所設最高教育階段教師證書及具備特殊教育之專業知能，並具下列資格之一：
	一、曾任特殊教育學校（班）教師五年以上，及各級學校法規所定一級單位主管之學校行政工作三年以上。
	二、曾任特殊教育學校（班）教師三年以上，及薦任第九職等以上或與其相當之教育行政相關工作二年以上。
	三、曾任各級學校教師合計七年以上，其中擔任特殊教育學校（班）教師至少三年，及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一級單位主管之學校行政工作二年以上。
	第 7 條（刪除）
	第 8 條
	專科學校校長應具下列第一款各目資格之一及第二款資格：一、具下列資格之一：
	（一）中央研究院院士。（二）教授。（三）曾任相當教授之教學、學術研究工作。（四）曾任副教授三年以上。（五）曾任相當副教授三年以上之教學、學術研究工作。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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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9 條（刪除）
	第 10 條
	大學校長應具下列第一款各目資格之一及第二款資格：一、具下列資格之一：   （一）中央研究院院士。   （二）教授。   （三）曾任相當教授之教學、學術研究工作。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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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獨立學院校長資格，除依前項各款規定辦理外，得以具有博士學位，並曾任與擬任學院性質相關之專門職業，或簡任第十二職等以上或與其相當之教育行政職務合計六年以上者充任之。大學及獨立學院校長之資格除應符合前二項規定外，各校得因校務發展及特殊專業需求，另定前二項以外之資格條件，並於組織規程中明定。
	第 10-1 條
	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年十一月十五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曾任或現任各級學校校長，或經公開甄選儲訓合格之國民中學、國民小學校長候用人員，或符合修正前高級中等以上學校校長聘任資格者，具有同級學校校長之聘任資格；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已依修正前第四條、第五條規定資格辦理校長候用人員儲訓作業者，其儲訓合格之人員，亦同。專科學校改制為技術學院設有專科部者，其校長得由原專科學校校長繼續擔任至任期屆滿為止。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年十一月十五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學校或董事會已依修正前第四條至前條規定資格辦理校長遴選作業中者，其校長聘任資格得依修正前規定辦理。
	第 11 條
	師範大學、師範學院、師範專科學校校、院長，除應具備本條例相關各條規定之資格外，並以修習教育者為原則。
	第 12 條
	國民小學教師應具有左列資格之一：一、師範專科學校畢業者。二、師範大學、師範學院各學系、或教育學院、系畢業者。三、本條例施行前，依規定取得國民小學教師合格證書尚在有效期間者。
	第 13 條
	中等學校教師應具有左列資格之一：一、師範大學、師範學院各系、所畢業者。二、教育學院各系、所或大學教育學系、所畢業者。三、大學或獨立學院各系、所畢業，經修習規定之教育學科及學分者。四、本條例施行前，依規定取得中等學校教師合格證書尚在有效期間者。
	第 14 條
	大學、獨立學院及專科學校教師分為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講師。大學、獨立學院及專科學校教師應具有專門著作在國內外知名學術或專業刊物發表，或已為接受且出具證明將定期發表，或經出版公開發行，並經教育部審查其著作合格者，始得升等；必要時，教育部得授權學校辦理審查。大學、獨立學院及專科學校體育、藝術、應用科技等以技能為主之教師聘任或升等，得以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代替專門著作送審。大學、獨立學院及專科學校教師之聘任、升等均應辦理資格審查；其審查辦法由教育部定之。
	第 15 條
	大學、獨立學院及專科學校得聘任助教協助教學及研究工作。助教應具有左列資格之一：
	一、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成績優良者。
	二、三年制專科學校畢業，曾從事與所習學科有關之研究工作、專門職業或職務二年以上；或二年制、五年制專科學校畢業，曾從事與所習學科有關之研究工作、專門職業或職務三年以上，成績優良者。
	第 16 條
	講師應具有左列資格之一：
	一、在研究院、所研究，得有碩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成績優良者。
	二、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曾任助教擔任協助教學或研究工作四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三、大學或獨立學院畢業，曾從事與所習學科有關之研究工作、專門職業或職務六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第 16-1 條
	助理教授應具有左列資格之一：
	一、具有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二、具有碩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曾從事與所習學科有關之研究工作、專門職業或職務四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三、大學或獨立學院醫學系、中醫學系、牙醫學系畢業，擔任臨床工作九年以上，其中至少曾任醫學中心主治醫師四年，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四、曾任講師三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第 17 條
	副教授應具有左列資格之一：
	一、具有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曾從事與所習學科有關之研究工作、專門職業或職務四年以上，並有專門著作者。
	二、曾任助理教授三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第 18 條
	教授應具有左列資格之一：
	一、具有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曾從事與所習學科有關之研究工作、專門職業或職務八年以上，有創作或發明，在學術上有重要貢獻或重要專門著作者。
	二、曾任副教授三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重要專門著作者。
	第 19 條
	在學術上有傑出之貢獻，並經教育部學術審議會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及出席委員四分之三以上之決議通過者，得任大學、獨立學院或專科學校教師，不受前四條規定之限制。
	第 20 條
	偏遠或特殊地區之學校校長、教師之資格及專業科目、技術科目、特殊科目教師及稀少性科技人員之資格，由教育部定之。在民國八十三年二月七日前已考進師範學院幼教系及八十四年十一月十六日前已考進師範學院進修部幼教系肄業之師範生，參加偏遠地區國民小學教師甄試，其教育學科及學分之採計，由原就讀之師資培育機構依實質認定原則處理之。參加八十九學年度各縣市偏遠地區國小教師甄試錄取未獲介聘，符合前項規定者，應比照辦理。
	第 21 條
	學校職員之任用，依其職務類別，分別適用公務人員任用法或技術人員任用條例之規定，並辦理銓敘審查。本條例施行前已遴用之學校編制內現任職員，其任用資格適用原有關法令規定，並得在各學校間調任。各學校編制內現任職員，在本條例修正施行前，已具有公務人員或技術人員法定任用資格者，依現職改任換敘；其改任換敘辦法由考試院會同行政院定之。學校人事人員及主計人員之任用，分別依照各該有關法律規定辦理。公立學校職員升等考試規則由考試院定之。
	第 22 條
	社會教育機構專業人員及學術研究機構研究人員之聘任資格，依其職務等級，準用各級學校教師之規定。前項機構一般行政人員之任用資格，依公務人員有關法規之規定。
	第 22-1 條
	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之資格，由中央體育主管機關定之；聘任程序及聘期，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三 章 任用程序
	第 23 條（刪除）
	第 24 條（刪除）
	第 25 條（刪除）
	第 26 條
	各級學校教師之聘任，應本公平、公正、公開之原則辦理，其程序如左：
	一、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除依法令分發者外，由校長就經公開甄選之合格人員中，提請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通過後聘任。
	二、專科學校教師經科務會議，由科主任提經教師評審委員會評審通過後，報請校長聘任。
	三、大學、獨立學院各學系、研究所教師，學校應於傳播媒體或學術刊物刊載徵聘資訊後，由系主任或所長就應徵人員提經系 (所) 、院、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評審通過後，報請校長聘任。
	前項教師評審委員會之設置辦法，除專科以上學校由學校組織規程規定外，其辦法由教育部定之。
	第 27 條
	國民中、小學校長之遴選，除依法兼任者外，應就合格人員以公開方式甄選之。中等學校教師，除分發者外，亦同。
	第 28 條
	學校職員之任用程序，除主計人員、人事人員分別依各該有關法律規定辦理外，由校長就合格人員中任用，並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備。
	第 29 條
	社會教育機構專業人員、學術研究機構研究人員，由各該首長遴選合格人員，報請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後聘任。
	第 30 條
	學校教師經任用後，應依左列程序，報請審查其資格：
	一、國民中、小學教師應送由服務學校報請該管縣 (市) 政府轉報省教育廳審查。
	二、高級中等學校教師應送由服務學校轉報省教育廳審查。
	三、直轄市所屬公私立中、小學教師應送由服務學校轉報市教育局審查。
	四、師範校院，設有教育院、系之大學附屬中、小學及國立中等學校教師，應送由服務學校層轉所在地區之省 (市) 教育廳 (局) 審查。
	五、專科以上學校教師應送由服務學校轉報教育部審查。教師資格審查、登記辦法由教育部定之。
	第 30-1 條
	本條例修正施行前已取得講師、助教證書之現職人員，如繼續任教而未中斷，得逕依原升等辦法送審，不受大學法第二十九條之限制。社會教育機構專業人員及學術研究機構研究人員原依本條例聘任者，得比照辦理。
	第 四 章 任用限制
	第 31 條
	具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為教育人員；其已任用者，應報請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後，予以解聘或免職：
	一、曾犯內亂、外患罪，經有罪判決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
	二、曾服公務，因貪污瀆職經有罪判決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
	三、曾犯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二條第一項所定之罪，經有罪判決確定。
	四、依法停止任用，或受休職處分尚未期滿，或因案停止職務，其原因尚未消滅。
	五、褫奪公權尚未復權。
	六、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
	七、經合格醫師證明有精神病尚未痊癒。
	八、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侵害行為屬實。
	九、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騷擾或性霸凌行為，且情節重大。
	十、知悉服務學校發生疑似校園性侵害事件，未依性別平等教育法規定通報，致再度發生校園性侵害事件；或偽造、變造、湮滅或隱匿他人所犯校園性侵害事件之證據，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
	十一、偽造、變造或湮滅他人所犯校園毒品危害事件之證據，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
	十二、體罰或霸凌學生，造成其身心嚴重侵害。
	十三、行為違反相關法令，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
	教育人員有前項第十三款規定之情事，除情節重大者及教師應依教師法第十四條規定辦理外，其餘經議決解聘或免職者，應併審酌案件情節，議決一年至四年不得聘任為教育人員，並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定。第一項教育人員為校長時，應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予以解聘，其涉及第八款或第九款之行為，應由主管機關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或依法組成之相關委員會調查之。被告為教育人員之性侵害刑事案件，其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或所屬學校得於偵查或審判中，聲請司法機關提供案件相關資訊，並通知其偵查、裁判結果。但其妨害偵查不公開、足以妨害另案之偵查、違反法定保密義務，或有害被告訴訟防禦權之行使者，不在此限。為避免聘任之教育人員有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十二款及第二項規定之情事，各主管機關及各級學校應依規定辦理通報、資訊之蒐集及查詢；其通報、資訊之蒐集、查詢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教育部定之。本條例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一月三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因行為不檢有損師道，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而解聘或免職之教育人員，除屬性侵害行為；性騷擾、性霸凌行為、行為違反相關法令，且情節重大；體罰或霸凌學生造成其身心嚴重侵害者外，於解聘或免職生效日起算逾四年者，得聘任為教育人員。
	第 32 條
	各級學校校長不得任用其配偶或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為本校職員或命與其具有各該親屬關係之教師兼任行政職務。但接任校長前已在職者，屬於經管財務之職務，應調整其職務或工作；屬於有任期之職務，得續任至任期屆滿。
	第 33 條
	有痼疾不能任事，或曾服公務交代未清者，不得任用為教育人員。已屆應即退休年齡者，不得任用為專任教育人員。
	第 34 條
	專任教育人員，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不得在外兼課或兼職。
	第 34-1 條
	專任教育人員，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因育嬰、侍親、進修、借調或其他情事，經服務之學校、機構或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後，得辦理留職停薪。前項教育人員留職停薪之事由、核准程序、期限、次數、復職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教育部定之。
	第 35 條
	第三十二條之規定，於社會教育機構、學術研究機構首長準用之。
	第 五 章 任期
	第 36 條
	各級學校校長均採任期制，其任期應依相關法規規定。前項校長卸任後，持有教師證書者，得免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依下列規定回任教師：一、專科以上學校校長：逕行回任原校教師。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校長：依各級各類學校法律之規定辦理。
	第 37 條
	專科以上學校教師之聘期，初聘為一年，續聘第一次為一年，以後續聘，每次均為二年。中等學校教師之聘期，初聘為一年，以後續聘，每次均為二年。
	第 38 條
	學校在聘約有效期間內，除教師違反聘約或因重大事故報經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者外，不得解聘。教師在聘約有效期間內，非有正當事由，不得辭聘。
	第 39 條（刪除）
	第 六 章 附則
	第 40 條
	學校校長、教師及運動教練之職務等級表，由教育部定之；學校職員之官等、職等及職務列等，適用公務人員任用法之規定。本條例施行前遴用之職員適用之原有薪級表，得配合相當職務列等予以修正。
	第 41 條
	私立學校校長、教師之任用資格及其審查程序，準用本條例之規定。但宗教研修學院校長，得以大學畢業，具有宗教研修教學經驗十年以上及宗教事業機構主管職務經驗六年以上者充任之。
	第 41-1 條
	高級中等以上學校擔任軍訓護理課程之護理教師，其資格、遴選、介派 (聘) 、遷調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 42 條
	本條例施行細則，由教育部定之。
	第 43 條
	本條例自公布日施行。本條例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十月二十三日修正之條文，自九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施行。
	三、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修正日期: 民國109年06月28日)
	第 一 章 送審要件
	第 1 條
	本辦法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十四條第四項及教師法第八條規定訂定之。
	第2條
	教師符合下列條件者，得申請資格審定：
	一、經學校聘任，且實際任教。但已核准成立之學校，第一學年學生尚未入學前，經學校聘任且實際到職者，得提前申請。
	二、兼任教師，已有聘書，各學期實際任教滿一學分。在國立、直轄市立空中大學、空中大學附設專科部、空中進修學院及空中專科進修學校兼任之面授教師，每學期已實際任教滿二學分。
	三、教師經核准帶職帶薪或留職停薪，其返校義務授課，符合前款授課時數。
	前項申請，教師應經專任服務學校為之，教師借調他校滿三年以上者，得經原服務學校之校級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教評會）同意，由借調學校為之；無專任服務學校者，得經由兼任服務學校為之。
	教師全時在國內、外進修、研究或出國講學，其向學校最低一級教評會提出申請送審之當學期未實際在校授課者，不得送審。
	第3條
	本條例第十六條至第十八條所定擔任教學工作，其年資依下列方式計算：
	一、曾任某一等級教師之年資，依該等級教師證書所載年月起計。但該教師職級證明所載年資起計之年月，後於教師證書所載年月，從該教師職級證明所載年月起計。
	二、專任教師經核准全時進修、研究或學術交流者，於申請升等時，其全時進修、研究或學術交流期間年資，最多採計一年。經核准借調，且於借調期間返校義務授課者，於申請升等時，其借調期間年資，最多採計二年。
	前項第一款教師以境外學校專任教師年資採計為送審教師資格年資者，境外學校應符合下列規定之一：
	一、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編印之國外大專校院參考名冊（以下簡稱參考名冊）所列之學校；非參考名冊所列之學校，應經本部審查認定。
	二、本部公告之大陸地區、香港及澳門大專校院認可名冊（以下簡稱認可名冊）所列之學校。
	本條例第十六條至第十八條所定擔任研究工作、專門職業或職務之年資，依服務機關（構）正式核發之服務證明所載起迄年月計算，並由學校依本條例施行細則相關規定，按送審人經歷自行認定。
	第4條
	本條例中華民國八十六年三月二十一日修正生效前已取得本部核發助教證書或講師證書之現職人員，繼續任教未中斷者，得申請依修正生效前原升等辦法之規定，送審較高等級教師資格。但審定程序，仍應依本辦法規定辦理。
	第5條
	前條所定繼續任教未中斷，應符合下列各款規定之一：
	一、專任教師：每學期應實際任教。但經核准帶職帶薪或留職停薪而未實際任教者，不在此限。
	二、兼任教師：連續每學期應均有聘書，而各學期實際任教至少滿一學分。
	三、國立或直轄市立空中大學、空中大學附設專科部、空中進修學院及空中專科進修學校兼任面授教師：每學期應至少實際任教滿二學分。
	四、專任助教：每學年應均有聘書，且協助教學及研究。
	第二章送審表件
	第6條
	依本條例第十六條規定申請講師資格審定者，應填具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並繳交下列書件：
	一、依本條例第十六條第一款規定送審者：碩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及成績證明。
	二、依本條例第十六條第二款或第三款規定送審者：學士學位證書、相關服務年資與成績證明及專門著作。
	第7條
	依本條例第三十條之一規定申請講師資格審定者，應填具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並繳交下列書件：
	一、依本條例中華民國八十六年三月二十一日修正生效前第十六條第一款規定送審者：碩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助教證書與相關服務年資及成績證明。
	二、依本條例中華民國八十六年三月二十一日修正生效前第十六條第二款規定送審者：學士學位證書、助教證書、相關服務年資與成績證明及專門著作。
	第8條
	依本條例第十六條之一規定申請助理教授資格審定者，應填具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並繳交下列書件：
	一、依本條例第十六條之一第一款規定送審者：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成績證明及專門著作。
	二、依本條例第十六條之一第二款規定送審者：碩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相關服務年資與成績證明及專門著作。
	三、依本條例第十六條之一第三款規定送審者：學士學位證書、相關服務年資與成績證明及專門著作。
	四、依本條例第十六條之一第四款規定送審者：講師證書、相關服務年資與成績證明及專門著作。
	第9條
	依本條例第十七條規定申請副教授資格審定者，應填具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並繳交下列書件：
	一、依本條例第十七條第一款規定送審者：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相關服務年資證明及專門著作。
	二、依本條例第十七條第二款規定送審者：助理教授證書、相關服務年資與成績證明及專門著作。
	第10條
	依本條例第三十條之一規定申請副教授資格審定者，應填具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並繳交下列書件：
	一、依本條例中華民國八十六年三月二十一日修正生效前第十七條第一款規定送審者：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助教證書或講師證書、相關服務年資證明及專門著作。
	二、依本條例中華民國八十六年三月二十一日修正生效前第十七條第二款規定送審者：碩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助教證書或講師證書、相關服務年資證明及專門著作。
	三、依本條例中華民國八十六年三月二十一日修正生效前第十七條第三款規定送審者：講師證書、相關服務年資證明與成績證明及專門著作。
	第11條
	依本條例第十八條規定申請教授資格審定者，應填具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並繳交下列書件：
	一、本條例第十八條第一款規定送審者：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相關服務年資證明及其創作、發明在學術上有重要貢獻之證明或重要之專門著作。
	二、依本條例第十八條第二款規定送審者：副教授證書、相關服務年資與成績證明及重要之專門著作。
	第12條
	本條例第十六條至第十八條所定成績優良，除成績證明外，並得以個人其他學術、專業成就證明文件或資料，替代或補充之。
	第三章送審類別
	第13條
	教師得依其專業領域，以本條例第十四條第二項及第三項所定專門著作、作品、成就證明、技術報告等方式，呈現其專業理論或實務（包括教學）之研究或研發成果送審教師資格。
	第14條
	教師在該學術領域之研究成果有具體貢獻者，得以專門著作送審。
	第15條
	應用科技類科教師，對特定技術之學理或實作有創新、改進或延伸應用之具體研發成果者，得以技術報告送審；其審查範圍及基準如附表一。
	第16條
	教師在課程、教材、教法、教具、科技媒體運用、評量工具，具有創新、改進或延伸應用之具體研發成果，並能有效提升學生學習成效或於校內外推廣具有重要具體貢獻者，得以技術報告送審；其審查範圍及基準如附表二。
	第17條
	藝術類科教師在該學術領域內，有獨特及持續性作品並有重要具體之貢獻者，得以作品及成就證明，並附創作或展演報告送審；其類科範圍，包括美術、音樂、舞蹈、民俗藝術、戲劇、電影、設計及其他藝術類科；其審查範圍及基準如附表三。
	第18條
	體育類科教師本人或受其指導之運動員參加重要國內外運動賽會，獲有名次者，該教師得以成就證明，並附競賽實務報告送審；其審查範圍及基準如附表四。
	第19條
	依第六條第一款、第七條第一款、第八條第一款及第十條第一款規定，以學位送審者，得以其取得學位之論文、創作、展演或書面報告、技術報告（以下簡稱學位論文）替代專門著作送審。
	第20條
	依本條例第十九條規定，在學術上有傑出貢獻，申請教師資格審定，學校應依本辦法規定，將其專門著作送請校外該領域學者專家審查，經學校審查合格，報本部審查者，連同其學術上傑出貢獻之證明文件，由本部審定之。
	第四章送審著作及學歷
	第21條
	本條例第十四條第二項及第三項所定專門著作、作品、成就證明及技術報告，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有送審人個人之原創性，且非僅以整理、增刪、組合或編排他人著作而成之編著或其他非研究成果著作送審。
	二、以外文撰寫者，附具中文摘要，其以英文以外之外文撰寫者，得以英文摘要代之；如國內無法覓得相關領域內通曉該外文之審查人選時，學校得要求該著作全文翻譯為中文或英文。
	三、由送審人擇定至多五件，並自行擇一為代表作，其餘列為參考作；其屬系列之相關研究者，得合併為代表作。曾為代表作送審者，不得再作升等時之代表作。
	四、為送審人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所出版或發表者；送審人曾於境外擔任專任教師之年資，經採計為升等年資者，其送審專門著作、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得予併計。
	前項專門著作，應符合下列各款規定之一：
	一、為已出版公開發行或經出版社出具證明將出版公開發行之專書。
	二、於國內外學術或專業刊物發表，或具正式審查程序，並得公開及利用之電子期刊，或經前開刊物，出具證明將定期發表。
	三、在國內外具有正式審查程序研討會發表，且集結成冊出版公開發行、以光碟發行或於網路公開發行之著作。
	以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送審通過者，應依本辦法規定公開出版發行。但涉及機密、申請專利或依法不得公開，經學校認定者，得不予公開出版或於一定期間內不予公開出版。
	第22條
	前條第一項第三款所定代表作，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與送審人任教科目性質相關。
	二、非為學位論文之一部分。但未曾以該學位論文送審或屬學位論文延續性研究者，經送審人主動提出說明，並經專業審查認定代表作具相當程度創新者，不在此限。
	未符前項各款規定之一者，不通過其教師資格審定。
	第23條
	第二十一條第一項第三款所定代表作係數人合著者，僅得由其中一人送審；送審時，送審人以外他人應放棄以該專門著作、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作為代表作送審之權利。送審人應以書面具體說明其參與部分，並由合著人簽章證明，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送審人為中央研究院院士，免繳交合著人簽章證明。
	二、送審人為第一作者或通信（訊）作者，免繳交其國外非第一作者或通信（訊）作者之合著人簽章證明。
	前項合著人因故無法簽章證明時，送審人應以書面具體說明其參與部分，及無法取得合著人簽章證明之原因，經送審學校校級教評會審議同意者，得予免附。
	第24條
	送審代表作與曾送審之代表作名稱或內容近似者，送審時，應檢附曾送審之代表作及本次代表作異同對照；其名稱或內容有變更者，亦同。
	第25條
	持第二十一條第二項第二款所定國內外學術或專業刊物接受將定期發表之證明送審者，其代表作應自該刊物出具接受證明之日起一年內發表，並自發表之日起二個月內，將該專門著作送交學校查核並存檔；其因不可歸責於送審人之事由，而未能於一年內發表者，應於一年期限屆滿前，檢附該刊物出具未能發表原因及確定發表時間之證明，向學校申請展延，經校級教評會同意後，始得為之，展延時間，至多以該刊物出具接受證明之日起三年內為限。
	前項專門著作經審定後，不得作為下次送審著作。
	未依第一項規定期限發表並送繳發表之代表作者，學校應駁回其申請，並報本部；其教師資格尚在本部審查者，應駁回其申請；其教師資格已審定合格發給教師證書者，由本部廢止其教師資格，並追繳或註銷該等級之教師證書。
	第26條
	以境外學位或文憑送審者，其學位或文憑之入學資格、畢業學校、修習課程、修業期間及不予認定之情形，準用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法、香港澳門學歷檢覈及採認辦法、專科學校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以下合稱採認辦法）之規定。但送審人修業期間達採認辦法所定期間三分之二以上，且學位論文、專門著作、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經學校審查及本部審查合格者，不在此限。
	前項本部審查程序，其屬認可學校（包括部分認可學校）者，免予辦理。
	第27條
	境外學位或文憑，應由學校依採認辦法規定辦理查證（檢覈）後採認。但該國外及香港、澳門學校、學位名稱及相關學術水準，經本部公告者，得以驗證替代查證（檢覈）。
	境外學校之學制或學位與文憑之名稱及屬性，與我國不同者，除準用前條規定外，其認定原則，由本部公告之。
	學校對於送審人之境外學位或文憑認定有疑義者，應依採認辦法規定向我國駐外使領館、代表處或辦事處（以下簡稱駐外館處）或相關單位查證後提校級教評會認定。
	未列入第一項及第二項本部公告之境外學校學位或文憑，學校應函請駐外館處或相關單位查證後，送本部審議決定；必要時，本部得就其學位論文、專門著作、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審查認定。
	第28條
	以就讀學校正式核發之臨時學位證明書送審者，經送審學校查證後得依其所載取得該學位事實認定時間送審。但於取得正式學位證書後，應於一個月內送交學校查核並影印存檔，學位證書所載畢業日期與臨時學位證明書未符者，依學位證書所載日期認定之。
	未依前項規定送繳者，學校應駁回其申請，並報本部；其教師資格尚在本部審查者，應駁回其申請；其教師資格已審定合格發給教師證書者，由本部廢止其教師資格，並追繳或註銷該等級之教師證書。
	第五章審查程序
	第29條
	教師資格審定，分學校審查及本部審查二階段；其屬認可學校（包括部分認可學校）者，免予辦理本部審查。
	前項認可基準、範圍及作業規定，由本部公告之。
	第30條
	學校應訂定教師專業發展目標，規劃多元教師升等制度，並納入校內相關章則。
	學校審查作業，應針對送審教師之教學、研究、服務及輔導，訂定明確之審查程序與方式、審查與合格基準、迴避原則、疑義處理及申訴救濟等規範，納入校內章則並公告。
	學校審查送審之專門著作、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應兼顧質與量，並應建立符合專業審查之外審程序與方式、審查與合格基準、外審學者專家遴聘及迴避原則，據以遴聘該專業領域之校外學者專家辦理審查；教評會對於外審學者專家就研究成果之專業審查意見，除能提出具有專業學術依據之具體理由，動搖該專業審查之可信度及正確性外，應尊重其判斷，不得僅以投票方式作成表決。
	第31條
	本部審查作業，規定如下：
	一、以學位或文憑送審者，其學經歷證件，依本條例、本辦法及其他相關規定辦理；其學位認定有疑義或學校審查未落實者，得由本部再為審查決定；必要時，本部得就其專門著作、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為審查。
	二、以專門著作送審者，依所屬學術領域歸類後，由本部聘請各該領域之顧問推薦學者專家審查。
	三、以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送審者，依所屬領域歸類後，由本部聘請各該領域具實務經驗之顧問推薦具實務經驗之教師或實務界具教師資格之專家審查。
	本部得委由審查制度健全之學校、專業學術機構或團體（以下簡稱代審機構），代為辦理專門著作、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之外審程序。
	第32條
	本部辦理審查時，專門著作、作品、成就證明與技術報告之審查項目及審查評定基準，由本部公告之。
	第33條
	以專門著作、作品、成就證明、技術報告送審者，由本部送三位學者專家審查。審查人不得低階高審。
	第34條
	本部辦理審查時，其專門著作、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審查分數以七十分為及格，未達七十分者為不及格。
	任教學校採計教學、服務及輔導成績者，前項審查及格分數以七十分及學校所報教學、服務與輔導成績及比率，換算送審人及格底線分數。但經換算後及格底線分數低於六十五分者，以六十五分為及格底線分數。
	前項及格底線分數之換算方式，以評分總分一百分為滿分計算，學校教學、服務及輔導成績占總成績之比率，於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三十範圍內，於學校章則定之；學校得考量專任、兼任及新聘教師差異性，明定於校內章則。
	第35條
	本部辦理審查時，以專門著作、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送審者，其審查結果，二位審查人給予及格者為通過。
	送審教師資格之專門著作、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經審查或審定後認定有疑義者，由本部加送專家學者一人至三人審查後，併同原審查意見由本部決定之。
	第36條
	本部處理教師資格審查案件，應自本部收文之日起四個月內審定完成，遇寒暑假期得予順延。但案情複雜、涉嫌抄襲或遇有窒礙難行之情事者，其審定期間得予延長，並通知送審人。
	本部辦理審查時，遇有需補件或說明之案件，學校應自本部通知之日起一個月內補送或說明；屆期未補送或說明或未符第十四條至第十八條、第二十條或第二十一條規定者，不予受理，並將原件退還。但因情形特殊，報本部核准延期者，不在此限。
	本部審查程序尚未完成前，送審人不得再次申請同一等級教師資格審查。
	第37條
	本部審定完成後，應以書面函復學校審定結果；學校應自收受審定結果之日起十四日內，以書面通知送審人。
	第38條
	本部辦理審查完畢，應選擇適當之地點，公開、保管送審人經審查通過之專門著作、學位論文、作品、技術報告或成就證明；其經本部認可之學校審查通過，且無第二十一條第三項但書規定情形者，應於該校圖書館公開、保管。
	第39條
	學校與本部審查過程、審查人及審查意見等相關資料，應予保密，以維持審查之公正性。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將審查過程及審查意見，提供教師申訴受理機關及其他救濟機關。
	二、將評定為不及格之審查意見，提供予送審人。
	送審人或經由他人有請託、關說、利誘、威脅或其他干擾審查人或審查程序情節嚴重者，應即停止其資格審定程序，及通知送審人，並自通知日起二年內，不受理其教師資格審定之申請。
	第40條
	認可學校得就下列事項，自行訂定規定，不適用本辦法之規定：
	一、第十五條及第十六條有關技術報告之審查基準。
	二、第十七條有關作品及成就證明，除附表三以外之送審範圍、類別、送繳資料及審查基準。
	三、第二十一條第一項第三款有關送審著作件數及第二項有關專門著作之出版方式。
	四、就曾於符合採認辦法規定之國外大學或香港、澳門大學擔任專任教授，並符合下列資格之教師，另定其專門著作審查及教師資格審查程序；其資格如下：
	（一）諾貝爾獎或相當等級之得主。
	（二）國家級研究院院士。
	（三）國際重要學會會士。
	（四）在其他相當於前三目資格之學術或專業領域著有傑出成就者。
	認可學校（包括部分認可學校）得自行訂定較本辦法更嚴格之審查程序及基準。
	第41條
	教師資格經審定合格者，發給送審等級之教師證書。
	教師證書格式，由本部定之。
	教師證書應記載下列事項，並黏貼最近三個月一吋半身正面相片及加蓋鋼印：
	一、姓名。
	二、出生年、月、日。
	三、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或居留證統一證號。
	四、審定等級。
	五、證書字號。
	六、年資起算。
	七、送審學校。
	八、發給證書之年月日。
	第42條
	教師證書所列年資起算年月之核計方式如下：
	一、新聘教師依法自起聘三個月內報本部審查，經審定通過者，以聘書起聘年月起計。
	二、升等教師自學期開始三個月內報本部審查，經審定通過者，以學期開始年月起計。
	三、未依前二款規定期限報本部審查，其經審定通過者，依學校實際報本部審查年月起計。但因特殊情形或新聘教師因境外學位或文憑依第二十七條及第二十八條規定未能於起聘三個月內完成查證，經學校報本部核准延期送審，並經審定通過者，得依前二款規定起計。
	四、認可學校（包括部分認可學校）之升等教師，於學年度當學期內報本部者，以該學期開始之年月起計。但認可學校（包括部分認可學校）最低一級教評會通過教師升等案時間晚於該學期開始之年月，而於當學期內報本部者，其教師證書年資起計自最低一級教評會通過年月起算。
	升等教師因審查未通過提起救濟致原處分撤銷，並經重新審定通過者，其年資得依前項第二款及第四款規定起計。
	第六章附則
	第43條
	本部於受理教師資格審查案件期間，經檢舉或發現送審人涉及下列情事之一，並經本部審議確定者，應不通過其資格審定，並自本部審議決定之日起，依各款所定期間，不受理其教師資格審定之申請；不受理期間為五年以上者，應同時副知各大專校院：
	一、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合著人證明登載不實、代表作未確實填載為合著及繳交合著人證明、未適當引註、未經註明授權而重複發表、未註明其部分內容為已發表之成果或著作或其他違反學術倫理情事者：一年至五年。
	二、著作、作品、展演及技術報告有抄襲、造假、變造或舞弊情事：五年至七年。
	三、學、經歷證件、成就證明、專門著作已為刊物接受將定期發表之證明、合著人證明為偽造、變造、以違法或不當手段影響論文之審查：七年至十年。
	前項各款審查作業及認定基準，由本部定之。
	教師資格經審定後，經檢舉或發現涉及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並經審議確定者，依下列方式處理：
	一、其原經審定合格發給教師證書者，應撤銷該等級起之教師資格及追繳其教師證書，並依第一項所定期間，為不受理其教師資格審定申請之處分。
	二、其原經審定不合格者，應依第一項所定期間，為不受理其教師資格審定申請之處分。
	學校於報本部審查前，或教師資格經本部審定後，經檢舉或發現送審人涉及第一項各款情事之一者，應將其認定情形及處置建議，報本部審議。
	認可學校（包括部分認可學校）之送審人於送審中或其教師資格經審定後，經檢舉或發現涉及第一項各款情事之一者，應準用第一項至第三項規定處理，並依第一項各款所定期間，自學校審議決定之日起，為不受理其教師資格審定之申請，經審議確定者，將審議程序及處置結果，報本部備查。
	送審人經檢舉或發現涉及第一項各款之一情事者，不得申請撤回資格審查案，仍應依程序處理。
	第44條
	本部依前條規定為不受理之處分後，應通知學校依本條例、教師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第45條
	學校對經教師申訴受理機關或其他救濟機關要求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仍不辦理者，經同一教師申訴受理機關或救濟機關再判定違法者，得由高一級之教評會重為審查程序；其屬校級教評會未依相關送審法令辦理者，本部應令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依第四十六條第二項規定處理，學校並將另為適法處理機制，納入校內章則並公告。
	學校教師同一案件經同一教師申訴受理機關或救濟機關判定違法達二次以上者，該教師得向本部申請代審，經本部認定有必要者，本部得委由代審機構辦理其專門著作、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之審查，替代學校外審程序。
	第46條
	本部得定期評鑑學校辦理教師資格審定之績效。
	學校未依教師資格審定相關規定確實辦理審定，或有前條第一項所定屆期未改善之情形者，應納入學校評鑑、扣減獎（補）助或行政考核之依據，並追究相關人員責任。
	認可學校（包括部分認可學校）有前項規定情事，屆期未改善者，本部得廢止其認可之部分或全部，並公告之。
	第47條
	本辦法修正施行前，經學校最低一級教評會通過之教師資格送審案件，適用修正前之規定。
	第48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二月一日施行。
	本辦法修正條文，自發布日施行。
	附表一、以技術報告送審教師資格審查範圍及基準
	範圍
	相關規定
	一、有關專利、技術移轉或創新之成果。
	二、有關專業、管理之個案研究、全國性或國際性技術競賽獎項，經整理分析具整體性及獨特見解貢獻之成果。
	三、有關產學合作、技術應用及衍生成果或改善專案具有特殊貢獻之研發成果。
	送審成果應符合下列規定：
	一、送審研發成果符合第二十一條第一項第四款所定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出版或發表之規定。
	二、以二種以上研發成果送審者，應自行擇定代表成果及參考成果。其屬一系列相關之研究者，得自行合併為代表成果。
	三、如係數人合作代表成果者，僅得由其中一人送審；送審時，送審人以外他人應放棄以該成果作為代表成果送審之權利。送審人應以書面具體說明其參與部分，並由合著人簽章證明之。
	四、研發成果涉及機密者，送審人得針對機密部分提出說明，並要求審查過程及審查者予以保密。
	五、送審成果應附整體之技術報告，其內容應包括下列之主要項目：
	(一)研發理念。
	(二)學理基礎。
	(三)主題內容。
	(四)方法技巧。
	(五)成果貢獻。
	六、所提技術報告送審通過，且無第二十一條第三項但書規定得不予公開出版或一定期間內不予公開出版者，應於學校網站、圖書館公開或於國內外相關出版品發行。
	附表二、以教學實務為研究之教師以技術報告送審教師資格審查範圍及基準
	範圍
	相關規定
	教師以教學實務作為研究，其內涵得以各教育階段別之教學場域及受教者作為研究對象，在課程、教材、教法、教具、科技媒體運用、評量工具，具有創新、改進或延伸應用之具體研究（發）成果，並能有效提升學生學習成效或校內外推廣具有重要具體貢獻之成果，得以技術報告送審。
	送審成果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送審教學實務成果符合第二十一條第一項第四款所定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出版或發表之規定。
	二、以二種以上教學實務成果送審者，應自行擇定代表成果及參考成果。其屬一系列相關之研究者，得自行合併為代表成果。
	三、如係數人合作代表成果者，僅得由其中一人送審；送審時，送審人以外他人應放棄以該成果作為代表成果送審之權利。送審人應以書面具體說明其參與部分，並由合著人簽章證明之。
	四、送審之教學實務成果附技術報告，其內容應包括下列之主要項目：
	（一）教學、課程或設計理念。
	（二）學理基礎。
	（三）主題內容及方法技巧。
	（四）研發成果及學習成效。
	（五）創新及貢獻。
	五、所提技術報告送審通過，且無第二十一條第三項但書規定得不予公開出版或於一定期間內不予公開出版者，應於學校網站、圖書館公開或於國內外相關出版品發行。
	附表三、以作品及成就證明送審教師資格審查範圍及基準
	範圍
	類別及應送繳資料
	美術
	一、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舉辦二次以上個展，且展出之作品不得重複。
	二、前述個展，其中一場應專為教師資格送審所舉辦之個展（應呈現有系統之創作思想體系及應有一特定研究主題作品），展覽一個月前應通知學校。個展展出之作品依其不同類別，數量不得少於下列規定：
	(一)平面作品：（如繪畫、版畫、攝影、複合媒材作品等）二十件以上，作品大小、材料不拘。
	(二)立體作品：（如雕塑、複合媒體作品等）十件以上，作品大小、材料不拘。
	(三)綜合作品：（如裝置藝術、數位藝術、多媒體藝術、行動藝術等）五件以上，作品大小、形式、材料不拘。
	三、送繳之資料應包括所舉辦個展之畫冊或光碟、公私立美術及展覽機構之展出資料、典藏或得獎證明，並提供具有系統創作思想體系之相關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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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舞蹈
	一、創作：
	(一)送繳三場以上不同且具代表性之作品資料（應包括一人至四人之舞作及五人以上之群舞作品）。
	(二)前述舞作合計演出時間依送審不同等級，不得少於下列之規定：
	1. 教授：一百二十分鐘。
	2. 副教授：一百分鐘。
	3. 助理教授：八十分鐘。
	4. 講師：八十分鐘。
	(三)送繳之資料應包括演出證明、現場演出整場光碟（全景定格之錄影）、工作帶、創作過程及各場舞作形式與內容之說明。
	二、演出：
	(一)送繳三場以上不同且具代表性節目之獨舞或主要舞者演出資料。
	(二)前述舞蹈演出個人參與部分合計時間，依送審不同等級，不得少於下列之規定：
	1. 教授：八十分鐘。
	2. 副教授：八十分鐘。
	3. 助理教授：一百分鐘
	4. 講師：一百分鐘。
	　(三)送繳之資料應包括演出節目內容、演出證明及現場演出整場光碟。
	民俗藝術
	一、編劇：
	　(一)送繳原創劇本之演出證明（包括節目單）、演出光碟，並附完整劇本。
	　(二)前述作品時間不得少於下列之規定：
	1. 教授：九十分鐘。
	2. 副教授：八十分鐘。
	3. 助理教授：七十分鐘。
	4. 講師：六十分鐘。
	二、導演：
	　(一)送繳所導演之本類表演藝術之演出證明（含節目單及演出光碟），並附完整導演本。
	　(二)前述作品時間不得少於下列之規定：
	1. 教授：九十分鐘。
	2. 副教授：八十分鐘。
	3. 助理教授：七十分鐘。
	4. 講師：六十分鐘。
	三、樂曲編撰：
	　(一)送繳一齣戲以上不同且具代表性曲譜之演出證明（包括節目單）、演出光碟，並附完整劇本及曲譜。
	　(二)前述樂曲時間每一齣戲不得少於下列之規定：
	1. 教授：九十分鐘。
	2. 副教授：八十分鐘。
	3. 助理教授：七十分鐘。
	4. 講師：六十分鐘。
	四、演員：
	　(一)送繳擔任主要演出者三場以上民俗技藝或說唱藝術公開演出之演出證明（包括節目單）、演出光碟，並附完整劇本或曲譜。
	　(二)前述演出個人參與部分合計時間不得少於下列之規定：
	1. 教授：九十分鐘。
	2. 副教授：八十分鐘。
	3. 助理教授：七十分鐘。
	4. 講師：六十分鐘。
	戲劇
	一、劇本創作：送繳三齣以上已出版或已演出之原創劇本，後者應附演出證明（包括節目單）、演出光碟及完整劇本。
	二、導演：送繳二齣以上所導演戲劇之演出證明（包括節目單）、演出光碟及完整劇本。
	三、表演：送繳三齣以上擔任主要角色所演出之戲劇演出證明（包括節目單）、演出光碟及完整劇本。
	四、劇場設計（包括舞台、燈光、服裝、化妝、技術及音樂等項）：送繳三齣以上原創設計或專業技術設計，並附演出證明（包括節目單）、演出光碟及完整劇本。
	五、送繳之作品每齣戲全場演出時間不得少於八十分鐘。
	電影
	一、長片：（片長七十分鐘以上）
	　(一)送審之類別及送繳之資料分別如下：
	1. 編劇：所擔任編劇之電影拷貝，並附電影原創劇本。
	2. 導演：所擔任導演之電影拷貝，並附文字分鏡劇本或含分鏡圖。
	3. 製片：所擔任製片之電影拷貝，並附完整製片企劃書等。
	4. 攝影：所擔任攝影師之電影拷貝，並附燈光、鏡頭等設計圖。
	5. 錄音、音效：所擔任錄音師或音效師之電影拷貝。
	6. 剪輯：所擔任剪輯之電影拷貝。
	7. 美術設計：所擔任美術設計之電影拷貝，並附設計圖等。
	8. 表演：所擔任演出之電影拷貝，並附人物分析及劇本分析報告。
	　(二)送繳之作品演出時間應符合下列規定：
	1. 以電影片作品送審者：五年內長、短片，合計不得少於八十分鐘。
	2. 以電影劇本送審者：五年內不得少於三本，每本不得少於八十分鐘。
	二、短片：（少於七十分鐘）
	　　(一)以電影作品送審者應為短片之創作者，五年內至少六部。
	　　(二)送繳之說明資料應包括所製作之電影拷貝或數位錄像作品。
	設計
	一、環境空間設計（包括建築設計、都市設計、室內設計、景觀設計等）：送繳三件以上個人不同且具代表性或曾參加公開競賽或特定研究主題之作品，並提出相關輔助說明、實物照片、多媒體或模型等。
	二、產品設計（包括產品設計或工藝設計等）：送繳五件以上個人不同且具代表性已投入生產，或曾參加公開競賽，或特定研究主題之作品，並提出相關輔助說明、實物照片、多媒體或模型等。
	三、視覺傳達設計（包括平面設計、立體設計或包裝設計等）：送繳十五件以上個人不同且具代表性，或曾參加公開競賽，或特定研究主題之作品，並提出相關輔助說明、實物照片、多媒體或模型等。
	四、多媒體設計（包括網頁設計、電腦動畫或數位遊戲等）：送繳五件以上個人不同且具代表性，或曾參加公開競賽，或特定研究主題之作品，其作品播放時間長短不限，並提出相關輔助說明、實物照片、多媒體或模型等。
	五、時尚設計（包括服裝設計、織品設計、流行設計等）：送繳十件以上個人不同且具代表性實際應用，或曾參加公開競賽，或特定研究主題之作品，並提出相關輔助說明、實物照片、多媒體或模型等。
	附註
	各類別送審作品均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送審作品符合第二十一條第一項第四款所定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出版或發表之規定。
	二、如係數人合作完成之作品，僅得由其中一人送審；送審時，送審人以外他人應放棄以該作品作為代表作品送審之權利。送審人應以書面具體說明其參與部分，並由合作人簽章證明之。
	三、送審作品應附整體作品之創作或展演報告，送審通過者，送審人應將創作或展演報告正式出版。其內容應包括下列主要項目：
	(一)創作或展演理念。
	(二)學理基礎。
	(三)內容形式。
	(四)方法技巧（得包括創作過程）。
	四、送審作品經審查未通過者，應有新增二分之一以上之作品，方得再次以作品送審。
	五、送審教授資格者並應提出學術理論研究之具體成果。
	六、送審作品及有關資料除原作外，均需各一式三份。送審時得繳交之補充資料包括：所舉辦個展之專輯或光碟、公私立美術及展演機構之展出資料、典藏或得獎證明；實際應用、製造單位或智慧財產權之相關證明；並提供具有系統創作思想體系之相關論述。
	七、多媒體設計應繳交原作作品之拷貝（可播放之影片、電腦程式、電腦檔案等）、充分之圖說（作品內容、安裝、操作等必要說明）、播放所需之解碼器及外掛程式等。
	八、所提作品或成就證明送審通過，且無第二十一條第三項但書規定得不予公開出版者或於一定期間內不予公開出版者，應於學校網站、圖書館公開或於國內外相關出版品發行。
	附表四、以體育成就證明送審教師資格審查範圍及基準
	範圍
	相關規定
	體育類科教師本人或受其指導之運動員參加重要國內外運動賽會，獲有名次者，該教師得以體育成就證明送審。前項之重要國內外運動賽會範圍如附表四之一。
	第一項所稱體育成就證明，即運動成就證明，係指由運動賽會主辦單位出具之名次證明，其採計基準如附表四之二。
	一、以體育成就證明送審者，應符合下列規定：
	(一)應檢附體育成就證明一式五份，且證明所載該運動員獲有國際運動賽會名次發生時間，應符合第二十一條第一項第四款所定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之規定。
	(二)應附競賽實務報告一式三份，其內容應符合第二點規定；二種以上體育成就證明送審，應自行擇定代表成就及參考成就，其屬一系列相關成就者，得合併為代表成就，代表成就以外之其他相關成就或著作，得作為參考成就。
	(三)以受其指導之運動員體育成就證明送審者，應併檢附賽會主辦單位出具之教練證明。
	(四)送審之體育成就證明曾獲得其他獎勵者，得一併送相關證明。
	(五)代表成就係二人以上共同完成者，僅得由其中一人送審；送審時，送審人以外他人應放棄以該體育成就證明作為代表成就送審之權利。送審人以書面說明其參與部分，並由其他共同完成者簽章證明之。
	(六)以體育成就證明送審前一等級教師資格，送審時應檢附該等級教師資格之全部送審資料。
	(七)送審該等級教師資格未通過，惟成就證明符合前六款規定者，得以相同之成就證明輔以修正達二分之一以上之競賽實務報告及前次不通過之競賽實務報告一式三份重新送審。
	二、前點第二款所定競賽實務報告，指本人或指導他人運動訓練之理論及實務研究成果報告，其內容應包括下列主要項目：
	(一)個案描述。
	(二)學理基礎。
	(三)本人訓練（包括參賽）計畫或受其指導之運動員訓練（包括參賽）計畫。
	(四)本人訓練（包括參賽）過程與成果或受其指導之運動員訓練（包括參賽）過程與成果。
	三、所提競賽實務報告送審通過，且無第二十一條第三項但書規定得不予公開出版或一定期間內不予公開出版者，應於學校網站、圖書館公開或於國內外相關出版品發行。
	附表四之一：重要國內外運動賽會
	賽會名稱全名
	賽會英文名稱
	奧林匹克運動會
	(Summer/Winter)OlympicGames
	亞洲運動會
	AsianGames
	奧運正式競賽項目之世界正式錦標賽
	WorldChampionships
	非奧運之亞運正式競賽項目之世界正式錦標賽
	WorldChampionships
	世界運動會
	TheWorldGames
	世界大學運動會
	(Summer/Winter)Universiade
	亞運正式競賽項目之亞洲正式錦標賽
	AsianChampionships
	東亞運動會
	EastAsianGames
	世界青年正式錦標賽
	WorldJuniorChampionships
	非亞運正式競賽項目之亞洲正式錦標賽
	AsianChampionships
	國際學校運動會
	WorldSchoolGames
	帕拉林匹克運動會
	Paralympic
	達福林林匹克運動會
	DeaflympicGames
	冬季帕拉林匹克運動會
	ParalympicWinterGames
	冬季達福林匹克運動會
	DeaflympicWinterGames
	世界盲人運動會
	IBSAWorldGames
	國際輪椅暨截肢者運動會
	IWASWorldWheelchairandAmputeeGames
	國際腦性麻痺者運動會
	CP‐ISRAWorldGames
	國際智障者運動會
	INAS‐FIDWorldChampionships
	世界輪椅桌球錦標賽
	IWASWheelchairTableTennisChampionships
	世界輪椅射箭錦標賽
	IWASWheelchairArcheryChampionships
	世界盃射擊錦標賽
	IPCWorldShootingChampionships
	世界盃輪椅籃球錦標賽
	InternationalWheelchairBasketballFederation(IWBF)Championships
	世界盃脊椎損傷者田徑錦標賽
	InternationalParalympicCommittee(IPC)WorldAthleticsChampionships
	世界盃脊椎損傷者健力錦標賽
	IPCWorldPowerliftingChampionships
	國際智障者世界盃游泳錦標賽
	INAS‐FIDWorldSwimmingChampionships
	遠南運動會
	FarEastandSouthPacificGamesfortheDisabled
	(FESPICGames)
	亞太聾人運動會
	AsiaPacificGamesfortheDeaf
	遠南身心障礙桌球錦標賽
	FESPICTableTennisChampionships
	世界大學正式錦標賽
	WorldUniversityChampionship(FISU)
	全國運動會
	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應辦運動種類）
	教育部核定辦理之大專校院運動聯賽最優級組
	附表四之二：重要國內外運動賽會成就證明採計基準表
	賽會種類
	成績參考
	基準
	運動賽會名稱及名次
	身心障礙運動賽會名稱及名次
	等級
	所佔得分比例
	(一)參加奧運獲第一名至四名者。
	(二)參加亞運獲第一名者。
	(三)參加奧運正式競賽項目會員國達二百個以上，每四年舉辦一次之世界正式錦標賽獲第一名至三名者。
	(四)參加奧運正式競賽項目之世界正式錦標賽獲第一名者。
	身障奧運會第一名或第二名者。
	A
	100
	(一)參加奧運獲第五名至八名者。
	(二)參加亞運獲第二名或三名者。
	(三)參加奧運正式競賽項目之世界正式錦標賽獲第二名或三名者。
	(四)參加非奧運之亞運正式競賽項目之世界正式錦標賽獲第一名者。
	身障奧運會第三名者。
	聽障奧運會第一名或第二名者。
	B
	90
	世界運動賽會
	每四年舉辦一次，會員國四十國以上
	冬季身障奧運會
	第一名者。
	冬季聽障奧運會
	世界盲人運動會
	世界輪椅運動會
	世界截肢者運動會
	國際腦性麻痺者運動會
	國際智障者運動會
	(一)參加世界運動會獲第一名或二名者。
	(二)參加世界大學運動會獲第一名或二名者。
	(三)參加東亞運動會獲第一名者。
	(四)參加非奧運之亞運正式競賽項目之世界正式錦標賽獲第二名或三名者。
	(五)參加非奧運、亞運正式競賽項目之世界正式錦標賽獲第一名或二名者。
	(六)參加亞運正式競賽項目之亞洲正式錦標賽獲第一名或二名者。
	(七)參加非亞運正式競賽項目之亞洲正式錦標賽獲第一名者。
	(八)參加世界青年正式錦標賽獲第一名者。
	身障奧運會第四名。
	聽障奧運會第三名者。
	C
	80
	世
	界運動
	賽
	會
	每四年舉
	辦一次，會員國四十國以上
	冬季身障奧運會
	第二名
	或三名
	者。
	冬季聽障奧運會
	世界盲人運動會
	世界輪椅運動會
	世界截肢者運動會
	國際腦性麻痺者運動會
	國際智障者運動會
	世
	界運
	動
	賽會
	每二年或每四年舉辦一次，
	會員國三
	十國以上
	世界桌球錦標賽
	第一名
	或二名
	者。
	世界射箭錦標賽
	世界射擊錦標賽
	世界輪椅籃球錦標賽
	世界田徑運動錦標賽
	世界健力錦標賽
	世界游泳錦標賽
	遠南運動會第一名或二名者。
	(一)參加世界運動會獲第三名者。
	(二)參加世界大學運動會獲第三名者。
	(三)參加國際學校運動會獲第一名者。
	(四)參加東亞運動會獲第二名者。
	(五)參加非奧運、亞運正式競賽項目之世界正式錦標賽獲第三名者。
	(六)參加非亞運正式競賽項目之亞洲正式錦標賽獲第二名者。
	(七)參加世界青年正式錦標賽獲第二名者。
	身障奧運會第五名或第六名者。
	聽障奧運會第四名或第五名者。
	D
	70
	世界運動賽會
	每四年舉辦一次，會員國四十國以上
	冬季身障奧運會
	第四名
	或五名
	者。
	冬季聽障奧運會
	世界盲人運動會
	世界輪椅運動會
	世界截肢者運動會
	國際腦性麻痺者運動會
	國際智障者運動會
	世界運動賽會
	每二、四年舉辦一次，會員國三十國以上
	世界桌球錦標賽
	第三名
	或四名
	者。
	世界射箭錦標賽
	世界射擊錦標賽
	世界輪椅籃球錦標賽
	世界田徑運動錦標賽
	世界健力錦標賽
	世界游泳錦標賽
	遠南運動會第三名者。
	亞太區運動賽會
	每二、四年舉辦一次，會員國二十國以上
	亞太聾人運動會
	遠南身心障礙桌球錦標賽
	(一)參加世界大學正式錦標賽獲前三名者。
	(二)參加全國運動會獲第一名者。
	(三)參加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應辦運動種類)獲第一名者。
	(四)參加教育部核定辦理之大專校院運動聯賽最優級組獲第一名者。
	無。
	E
	60
	說明：
	一、國際重要運動賽會成績等級、運動賽會名稱及名次，係指民國一零四年九月十七日修正發布之國光體育獎章及獎助學金頒發辦法第四條所定之國光獎章等級。
	二、國際身心障礙運動賽會之名稱及名次，依績優身心障礙運動選手及其有功教練獎勵辦法第三條、第五條訂定。
	三、奧運、亞運正式競賽項目，係以競賽舉辦時最近一屆已辦或奧運、亞運籌備單位正式核定將辦之奧運、亞運正式競賽項目為限。
	四、E級賽會項目，限由教師指導運動員參加運動賽會，獲有名次者，始得申請。
	四、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送審作業須知
	101年12月24日教育部台學審字第1010239197B號令修正發布
	一、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辦理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作業，特訂定本須知。
	二、送審教師資格者應繳交之表件：
	　　(一)學位送審：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十六條第一款及第十六條之一第一款規定送審講師及助理教授資格者，應繳交下列文件：
	　　　　１、學位證書或同等學歷證書影本。
	　　　　２、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
	　　　　３、學位論文及個人其他學術、專業成績證明文件或資料。
	　　　　４、以國外學歷送審者，另應繳交下列文件：
	　　　　　　(１)經我國駐外使領館、代表處、辦事處或其他經外交部授權機構驗證之國外學校學位證書、歷年成績單影本。
	　　　　　　(２)國外修業情形一覽表。
	　　　　　　(３)個人出入境紀錄（如由學校統一作業，應附個人同意書，同意由學校向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查證）。
	　　　　　　(４)各校辦理查證國外學歷，得要求繳交其他相關證件（如學校簡介、行事曆等）。
	　　　　５、學位證書、同等學歷證書、成績單應隨附正本，經人事室查驗無誤後，於影本上加蓋與正本核符章。
	　　(二)著作、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送審：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十六條第二款、第三款，第十六條之一第二款至第四款，第十七條及第十八條規定送審者，應繳交下列文件：
	１、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分為甲式及乙式二種，甲式計二份，乙式計三份）共計五份；以藝術作品送審者，應繳交履歷表（分為甲式及乙式二種，甲式計二份，乙式計四份）共計六份。
	２、送審著作、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一式三份，藝術作品一式四份，並擇定代表作及參考作。
	３、涉及個人資訊者（如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個人學經歷證明文件等）應與送審著作、成就證明、技術報告或藝術作品分別裝訂成冊。
	４、代表作如係二人以上合著者，應加送合著人證明一式三份；以國內外學術或專業刊物接受將定期發表之證明送審者，應檢具該刊物出具之接受證明。
	５、本次送審代表作與前次送審代表作內容相近者，應檢附前次送審代表作及本次著作異同對照。
	６、如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十六條第二款、第三款，第十六條之一第二款、第三款，第十七條第一款，第十八條第一款規定送審者，其最高學歷未經審定時，仍應依前款學位送審規定繳交有關文件。
	７、相關服務年資及成績證明文件。
	　　相關表件填寫要領：
	　　(一)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一式二種分別為甲式及乙式（如附件一）：
	１、身分證字號應詳實填寫，以利電腦化作業，外籍教師應填居留證統一證號，其後並註明國別（外審用免填）。
	２、姓名（包括英文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應與學經歷證件相符，如有不符，應檢附身分證影本送核；英文姓名拼音應參考護照或逕上外交部領事事務局網站查詢。
	３、送審學校、科系所：應詳實選擇填載。
	４、送審類別：應確實依該次審查類別填載。
	５、聯絡資訊：應詳實填寫公、宅通訊處及電話以利查詢補件。
	６、大專以上學歷：應詳實填寫專科或大學以上各學歷，持國外學歷者，學校名稱、系所、學位名稱均應同時以中文及外文填寫，學位名稱及授予學位年月，應與學歷證件所載者同，修業起訖年月及授予學位年月均以國曆記載。
	７、論文名稱：應填寫學位論文名稱，如持有碩士及博士二種學位均應填寫，並填寫指導教授姓名。
	８、經歷：與送審等級無關之經歷不必填寫。兼任教師應詳細填寫目前之專任職務與該送審等級起聘年月。
	９、已審定之最高等級教師資格：應填本部已審定之最高等級教師資格、證書字號及起資年月，未具審定證書者可免填。如係舊制教師，應填載八十六年三月前已審定之最高等級。
	１０、歷次送審各級教師資格之代表著作名稱：應填寫歷次以著作送審（包括通過及未通過）之代表作名稱。第一次以著作送審教師資格者免填。
	１１、學術：應詳實選擇填載。
	１２、任教科目：應填寫本學期擔任之課程名稱。
	１３、送審代表著作：
	(１)代表著作填具一種，參考著作得填多種，其屬一系列之相關研究者，得合併為一代表作，第二篇以上代表作於參考著作上填列，並註明代表作系列。所用語文如中文、英文、日文或德文等應確實填寫。
	(２)所屬學術領域：應詳實依送審代表著作所屬學術領域選擇填載，以供本部所聘請各該領域之顧問推薦學者專家審查。
	(３)字數、出版處所或期刊名稱、期刊卷期、出版時間等，應詳實填寫。
	(４)審查類科：應詳實選擇填載。
	　　　１４、參考著作：應詳實逐項填載。
	　　　１５、參考資料：未符合代表著作及參考著作規定之個人在專業或學術上之成果，均得自行列表作為送審參考資料。
	　(二)國外學歷送審教師資格修業情形一覽表（如附件二）：
	　　　１、送審人中、外文姓名：應與國外學歷證件所載姓名同。
	　　　２、國內最高學歷：應填寫國內畢業之大學或專科學校校名及系（所、科）名稱，並加填畢業之年次。
	　　　３、送審學歷頒授學校：應與國外學歷證件所載者同。
	　　　４、送審學位或文憑名稱：應與國外學歷證件所載者同，例如：MasterofScience,DoctorofPhilosophy,Diploma等。
	　　　５、送審學位或文憑獲得方式：應依實際狀況填載。
	　　　６、送審學歷修業起迄年月：應依實際註冊修業狀況填載。
	　　　７、各學期修業情形起迄年月與修業前後及修業期間出入境紀錄：送審者應詳實填寫。
	　　　８、送審人對送審學歷之補充說明：對於所得學位性質較特殊者應簡要說明。
	　　(三)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查代表作合著人證明（如附件三）：
	　　　　１、送審人中、外文姓名欄：代表著作係以外文撰寫者，應填寫外文姓名，並與代表著作上所載者同。
	　　　　２、合著人（或共同研究人）應親自簽章，送審人為中央研究院院士者，得免合著人之簽章；其為第一作者或通信（訊）作者，得免國外合著人之簽章。但仍均應繳交合著人證明，並填寫貢獻度。
	　　　　３、合著之著作，僅得由一人作為代表著作送審，他人須放棄以該著作作為代表著作送審之權利，但得作為參考著作。
	　　　　４、送審人及合著人完成部分或貢獻等欄位應詳細完整逐位填載。
	　　　　５、各欄不敷填用時，得另備紙張粘貼。
	三、學校作業程序及注意事項：
	　　(一)學校辦理教師資格之審定，應依下列程序辦理：
	　　　　１、學經歷證件由學校先行辦理查核後，交由學校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評審。
	　　　　２、學校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應就申請者之教學、研究、推廣服務等成果辦理評審。其中專門著作（包括學位論文）、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應送校外學者、專家評審。
	　　　　３、經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評審通過者，由學校將相關資料，送本部複審。
	　　　　４、學校應妥善建檔保存送審教師資格者之履歷表、國內外學歷證明文件、審查意見表等相關資料。
	　　(二)學位證書送審部分：
	　　　　１、國內專科以上學校學位證書以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學校所授予經許可之學位證書為限。
	　　　　２、以國外學歷送審者，應確實依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規定辦理查證工作。但該國外學位名稱及相關學術水準，經本部決議通過並公告者，得以查驗代替查證。
	　　　　３、國內大專畢業生赴國外進修所獲碩、博士學位文憑，其修業期限應符合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第九條規定。但送審人修業期間達前開辦法所定期間三分之二以上，且學位論文、個人著作或作品經學校初審及本部複審合格者，不在此限。
	　　　　４、送審之國外學歷畢（肄）業學校應為已列入參考名冊者。未列入參考名冊者，應為當地國政府權責機關或專業評鑑團體所認可，並應以其學術實際成就或專門著作，審查認定其資格。
	　　　　５、國外學歷證件無中文姓名者，應核對與其國內學歷證件或護照姓名、出生日期是否相符。
	　　　　６、學校應查核申請人所填報之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國外學歷送審教師資格修業情形一覽表及所繳之其他相關證明文件確實無誤後，於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及國外學歷送審教師資格修業情形一覽表上簽章註記，並將相關資料建檔保存。
	　　(三)著作送審部分：
	　　　　１、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十六條第一款、第十六條之一第一款，或依八十六年三月十九日教育人員任用條例修正前之第十七條第一款規定，以碩士學位取得講師資格，或以博士學位取得助理教授、副教授資格者，不得再以該學位畢業論文或其論文之一部分，
	　　　　　　送審較高等級之教師資格。
	　　　　２、所送審著作性質，應與其任教科目相關（由學校教評會認定）。
	　　　　３、送審之著作應符合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以下簡稱審定辦法）之規定及下列條件：
	　　　　　　(１)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十六條之一第一款規定以學位論文送審者，其學位論文不受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五款規定之限制。
	　　　　　　(２)引用資料應註明出處，並附參考書目。
	　　　　　　(３)經出版公開發行著作，應由出版社或圖書公司印製發行，載明作者、出版者、發行人、發行日期、及定價等相關資料。
	　　　　４、撰寫著作語文不限，以外文撰寫者，應附中文提要。
	　　　　５、在學術性刊物發表之論文抽印本，如已載明發表之學術性刊物名稱、卷期及時間者，送審時無需附原刊；如未載明者，應附送原刊封面及目錄之影印本，以利審核。如已為接受將定期發表者，應附接受函之證明。
	　　(四)一般事項部分：
	　　　　１、送審教師資格者，如屬以國外學歷資格送審者，應依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規定辦理，其學經歷原始證件由各學校自行查驗後發還送審人，免報本部，學校並應以影本永久存檔備查。
	　　　　２、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施行細則第十九條規定，各校新聘及升等教師，應於三個月內完成校內審查程序報本部審定其資格。
	　　　　３、送審人之經歷證件，是否合於專門職業或職務，應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施行細則第十二條規定由學校自行認定。
	　　　　４、兼任教師同時在其他專科以上學校擔任專任教師者，應由專任學校報本部送審。
	　　　　５、兼任教師如擔任各系科開設必、選修科目之實習、實驗課程者，以二小時折計為一小時計算，醫學院之臨床實習時數折算率則依附件四辦理。
	　　　　６、教師提出申請資格審定，應有在校任教授課之事實，以全時在國內、外進修、研究或出國講學，該學期未實際在校授課者，不得　　　　　　送審教師資格。但提出申請後，審查過程中，教師出國進修、研　　　　　　究、講學，不在此限。
	　　　　７、專任教師經核准全時進修、研究者，於申請升等時，其全時進修、研究期間年資，最多採計一年。經核准借調者，於申請升等時，其借調期間年資最多採計二年。
	　　　　８、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行政人員，經由服務機關視實際服務情形認定與私立學校無直接監督關係而核准前往兼課者，得由該私立學校送審教師資格。
	　　　　９、教師資格送審以年齡未屆滿六十五歲為限。但在報本部審定當學期開始尚未屆滿六十五歲者，准予從寬處理。奉准延長退休者，以未屆滿屆齡退休生效日者，不在此限。
	　　　１０、服義務役之現職軍人，服役期間不得送審教師資格。有關軍訓教官兼課，應經服務學校同意，並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備查或核准後，得由該兼課學校送審教師資格。
	　　(五)特別注意事項：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三十條之一規定，現職講師、助教之升等，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１、教師分級調整之目的在於提升教師素質，對於現職人員只能保障程序，不能降低水準之要求。故該等人員如具備原副教授送審資格，經學校同意得逕送審副教授，但必須符合修正分級後其副教授要求水準。
	　　　　２、在形式要件上得從寬認定。所稱「繼續任教未中斷」，指從教育人員任用條例八十六年三月二十一日修正施行之日起擔任專科以上學校教職未中斷，包括經核准帶職帶薪或留職停薪者；兼任教師如每學期均有聘書且有授課事實者亦同。
	　　　　３、以取得學位升等者，除該學位應符合認可規定外，學校應依修正分級後副教授要求水準將論文及其他著作辦理實質實查（包括外審）；非自審(改為認可)學校並需於報本部時將審查過程相關資料（包括教評會會議紀錄影本及著作審查意見表影本）送本部備查，必要時本部將再送專家、學者複審。
	　　(六)申請補、換發教師證書相關程序及檢附資料：
	　　　　１、申請人應檢附身份證明文件正本、影本各一份，向原任教或現職之專科以上學校申請。由代理人辦理者，應同時出示申請人及代理人之身份證明文件及委託書。正本經學校查驗後返還。
	　　　　２、受理學校於申請人之身份及審定事實經查核無誤後，檢附加蓋校印之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一份（得以原送審履歷表替代）報本部辦理。餘身份證明相關文件，留校存查。
	　　　　３、報本部函文應載明申請補、換發之教師證書字號、年資起算年月及原送審學校。換發者，並應檢附原教師證書正本及換發原因之佐證資料。
	　　(七)專門著作應出版公開發行，並於發行時送存國家圖書館及送審學校圖書館各一份。
	　　(八)著作、作品迴避參考名單（如附件五）至多以三人為限，並填寫迴避者姓名、服務單位、職稱、理由說明及簽章。如無迴避者，可免填。
	　　(九)符合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人文及社會科學經典譯注研究計畫作業要點規定，並經該會審查通過出版之經典譯注，得列為參考著作。
	四、冊報：
	　　(一)學校於完成審查後，應報送之相關資料如下：
	　　　　１、經本部全部或部分授權自行審查教師資格者，應檢具教師資格審查名冊（附件六）、審定教師人數統計表（附件七）、專科以上學校送審教師資格查核表（附件八）及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報本部審定教師資格，其餘資料留校存檔備查。
	　　　　２、非本部授權自行審查教師資格者：
	　　　　　　(１)隨文報本部應檢送下列文件：
	　　　　　　　　教師資格審查名冊一式二份。
	　　　　　　　　教師資格履歷表（甲式）一式二份。
	　　　　　　　　代表作摘要（應以A4紙繕打）各一式二份。
	　　　　　　　　合著人證明一式二份
	　　　　　　　　迴避名單一式二份。
	　　　　　　　　代表著作之期刊接受函一式二份。
	　　　　　　　　其他相關資歷證明資料一份。
	　　　　　 　(２)送審代表作、參考作（封面空白處應分別註記「代表著作」、「參考著作」與送審教師級別）及其他相關資料應裝袋，（一份一袋，每位送審者三袋，以藝術作品送審者，為四袋），並按等級列冊後彙報本部。另備份一袋留校存查，必要時，由本部通知學校人事業務單位再送，其應檢送下列文件：
	　　　　　　教師資格履歷表一式三份（乙式），以藝術作品送審者應檢送一式四份。
	　　　　　合著人證明一式三份，以藝術作品送審者應檢送一式四份。
	　　　　　　代表著作之期刊接受函一式三份。以藝術作品送審者應檢送一式四份。
	　　　(３)參考著作如為專書著作，送審教師應擇其個人在專業或學術上較為重要之成果，至多檢送三冊；於期刊發表者，則不受至多檢送三冊之限制。
	　　　(４)參考資料毋須送本部，可載明於教師資格履歷表中，俾供評審。
	　　　　　(５)送審資料經本部審定完畢後概不退還。
	　　(二)以國外學位或文憑送審者，必要時本部得要求繳交國外成績單影本、國外修業情形一覽表、個人入出境記錄及學歷查證等資料。
	　　(三)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三十條之一規定送審教師資格者，應另檢附教評會會議紀錄、任教未中斷證明、學校送外審查紀錄等相關審查資料。
	五、複審作業程序：
	　　(一)教師資格複審程序如下：
	　　　　１、學位審查：
	　　　　　　(１)依據相關規定審查教師資格履歷表及所附各項資料。
	　　　　　　(２)國內學歷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規定辦理審查結案者，先行函覆學校審定結果，事後將審定名單彙整提報本部學術審議會（以下簡稱學審會）工作小組追認。
	　　　　　　(３)國外學歷依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及審定辦法等相關規定辦理審查。該地區相關學位之學術水準經學審會常會決議通過，且取得該學位符合國外學歷認定之要求者，依程序處理結案，先行函覆學校審定結果，事後將審定名單彙整提報學審會工作小組；其餘應個案提學審會工作小組審議決定。
	　　　　　　(４)送審教師資格之學位較為特殊而無法直接認定者，應提請學審會工作小組審議決定；學審會工作小組認為必要時，得依著作審查（學位論文）方式認定。
	　　　　　　(５)以歐洲地區之藝術類科專業文憑送審者，應提歐洲藝術類科審查小組審議後，先行函覆學校審定結果，事後將審定名單彙整提報學審會工作小組。
	　　　　２、著作、成就證明、技術報告或作品審查：
	　　　　　　(１)著作、成就證明、技術報告或作品依所屬學術領域歸類後，由本部聘請分科簽審顧問推薦審查人選後，依循行政程序簽請核定。
	　　　　　　(２)著作、成就證明、技術報告或作品審定案件依程序處理結案者，先行函覆學校審定結果，事後將審定名單彙整提報學審會工作小組追認。
	　　　　　　(３)送審教師資格之著作案件經審查後認定有疑義者，應提請學審會工作小組審議決定。
	　　　　　　(４)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十九條規定送審者，依第一款至第三款程序審查。審查結果未通過者，直接函覆學校；通過者，應提學審會審議決定。
	　　(二)著作、成就證明、技術報告或作品疑有違反審定辦法第三十七條規定者之處理程序如下：
	　　　　１、著作、成就證明、技術報告或作品於審定過程中經檢舉有違反審定辦法第三十七條規定之嫌疑，經接受處理後，應以密件先行通知學校轉知當事人提出申覆說明，並請審查人審查。但檢舉人為該送審案之審查人者，仍應將抄襲審查案送請該審查人審查。
	　　　　２、審定合格發給教師證書後，經檢舉著作、成就證明、技術報告或作品有違反審定辦法第三十七條規定之嫌疑，本部接受處理時，應以密件先行通知學校轉知當事人提出說明，並送請審查人審查。
	　　　　３、違反審定辦法第三十七條規定，經審查人審查認定其事實者，應提請學審會工作小組審議確定後依相關規定處理。
	　　　　４、違反審定辦法第三十七條規定者，經審查人審查未有違反之事實者，逕函覆檢舉人及當事人之學校。但檢舉人為該送審案之審查人者，不另函覆。
	　　(三)經本部授權自行審查教師資格作業之學校，悉依本部授權專科以上學校自行審查教師資格作業要點及相關規定辦理複審，俟複審完竣後，依規定冊報本部核發教師證書，並於事後將審定名單彙整提報學審會工作小組追認。惟若發現授權學校複審作業違反相關規定者，退還學校重新審查。
	五、大法官會議釋字第四六二號解釋
	【公布日期】八十七年七月三十一日
	【解釋文】
	各大學校、院、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關於教師升等評審之權限，係屬法律在特定範圍內授予公權力之行使，其對教師升等通過與否之決定，與教育部學術審議委員會對教師升等資格所為之最後審定，於教師之資格等身分上之權益有重大影響，均應為訴願法及行政訴訟法上之行政處分。受評審之教師於依教師法或訴願法用盡行政救濟途徑後，仍有不服者，自得依法提起行政訴訟，以符憲法保障人員訴訟權之意旨。行政法院五十一年判字第三九八號判例，與上開解釋不符部分，應不再適用。
	大學教師升等資格之審查，關係大學教師素質與大學教學、研究水準，並涉及人民工作權與職業資格之取得，除應有法律規定之依據外，主管機關所訂定之實施程序，尚須保證能對升等申請人專業學術能力及成就作成客觀可信、公平正確之評量，始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之比例原則。且教師升等資格評審程序既為維持學術研究與教學之品質所設，其決定之作成應基於客觀專業知識與學術成就之考量，此亦為憲法保障學術自由真諦之所在。故各大學校、院、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本於專業評量之原則，應選任各該專業領域具有充分專業能力之學者專家先行審查，將其結果報請教師評審委員會評議。教師評審委員會除能提出具有專業學術依據之具體理由，動搖該專業審查之可信度與正確性，否則即應尊重其判斷，受理此類事件之行政救濟機關及行政法院自得據以審查其是否遵守相關之程序，或其判斷、評量有無違法或顯然不當之情事。現行有關各大學及獨立學院及專科學校教師資格及升等評審程序之規定，應本此解釋意旨通盤檢討修正。
	【解釋理由書】
	人民有訴願及訴訟之權，憲法第十六條定有明文。此項權利，並不因其身分而受影響，此迭經本院釋字第二四三號、第二六六號、第二九八號、第三二三號、第三八二號及第四三○號等解釋在案，就人民因具有公務員或其他身分關係而涉訟之各類事件中，闡釋甚明。而行政機關行使公權或依法設立之團體，直接依法律規定或經政府機關就特定事項依法授與公權力者，就該特定事項所作成之單方行為，不問其用語、形式，皆屬行政處分，此亦經本院釋字第二六九號、第四二三號及第四五九號解釋在案。
	大學、獨立學院、專科學校教師分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及講師，有關教師之升等，由各該學校設校、院、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評審，大學法第十八條、第二十條及專科學校法第八條、第二十四條定有明文。教育人員任用條例就公立各級學校教師之任用資格有所規定，同法第十四條並授權教育部訂定「大學、獨立學院及專科學校教師資格審查辦法」，該辦法第七條及第九條規定，教師資格之審查，由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核通過後，送教育部提交學術審議委員會審議決定，經審查合格者，始發給教師證書。至私立學校教師之任用資格及其審查程序，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四十一條，亦準用前開條例之規定。是各大學校、院、系（所）及專科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關於教師升等之評審，係屬法律授權範圍內為公權力之行使，其對教師之資格等身分上之權益有重大影響，均為各該大學、院、校所為之行政處分。受評審之教師於依教師法或訴願法等用盡行政救濟途徑後，仍有不服者，自得依法提起行政訴訟，以符憲法保障人民訴訟權之意旨。行政法院五十一年判字第三九八號判例：「依訴願法第一條規定，提起訴願，唯人民對於中央或地方官署所為不當或違法之處分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始得為之。至各級公務人員以公務員身分所受主管官署之懲戒處分，則與以人民身分因官署處分而受損害者有別，自不得對之提起訴願。」其與上開解釋不符部分，應不再適用。
	按憲法第十五條規定，人民之工作權應予保障，是以凡人民作為謀生職業之正當工作，均應受國家之保障，對於職業自由之限制，應具有正當之理由，並不得逾越必要程度。大學教師升等資格之審查，關係大學教師素質與大學教學、研究水準，並涉及人民工作權與職業資格之取得，除應有法律規定之依據外，主管機關所訂定之實施程序，尚須保證對升等申請人專業學術能力及成就作成客觀可信、公平正確之評量，始符合憲法第二十三條之比例原則。教師升等資格評審程序既為維持學術研究與教學之品質所設，其決定之作成應基於客觀專業知識與學術成就之考量，此亦為憲法保障學術自由真諦之所在。是以各大學校、院、系（所）及專科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本於專業評量之原則，應選任各該專業領域具有充分專業能力之學者專家先行審查，將其結果報請教師評審委員會評議。教師評審委員會除能提出具有專業學術依據之具體理由，動搖該專業審查之可信度與正確性，否則即應尊重其判斷；評審過程中必要時應予申請人以書面或口頭辯明之機會；由非相關專業人員所組成之委員會除就名額、年資、教學成果等因素予以斟酌外，不應對申請人專業學術能力以多數決作成決定。受理此類事件之行政救濟機關及行政法院自得據以審查其是否遵守相關之程序，或其判斷、評量是否以錯誤之事實為基礎，是否有違一般事理之考量等違法或顯然不當之情事。現行有關各大學、獨立學院及專科學校教師資格及升等評審程序之規定，應本此解釋意旨通盤檢討修正。又行政法院五十七年判字第四一四號判例，業經本院釋字第三三八號解釋不予適用在案，併此指明。
	六、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辦理教師資格審查注意事項
	88.11.26臺（88）審字第88149603號函訂定
	101.1.5.臺學審字第1000236129C號令修正名稱及全文
	一、專科以上學校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下稱教評會）辦理教師資格審查，有關教評會之組成、審查之程序及審查之決定等，均應有明確而妥善之規範，俾能確保對教師資格送審人（下稱送審人）之專業學術能力及成就，為客觀可信、公平正確之評量。
	二、各級教評會之組織及功能應有明確之區隔，並明定於學校相關章則。
	三、為確保教評會委員執行職務之客觀、公正，使其作成之決定，能獲普遍之公信，教評會委員應有基本條件之限制，儘可能以高等級之教師擔任，不得有低階高審之情形；必要時得借重校外專家學者擔任教評會委員參與審查，並應訂定教評會委員利益迴避之相關規定。
	四、教評會之組成，因職務關係而擔任之當然委員人數不得過半，以符合民主參與之原則。
	五、教評會辦理教師資格審查應兼顧教學、研究、服務，學校並應就各該項目訂定明確之評量依據、方式及基準。
	六、對於研究成果之評審，應兼顧質與量，並建立嚴謹之外審制度，遴聘該專業領域之校外公正人選擔任外審工作。對於外審人選之決定程序、迴避原則、審查方式等，學校應為明確規範，並對於審查人身分保密，以維護審查公正性。
	七、教評會對於送審人之教學、研究、服務成果評量，應根據送審人所提資料為嚴謹查核，並經充分討論後作成決定。教評會對於外審委員就研究成果之專業審查意見，除能提出具有專業學術依據之具體理由，動搖該專業審查之可信度與正確性，否則即應尊重其判斷，不得僅以投票方式作成表決。如有認定疑義時，應予送審人陳述意見之機會。
	八、教評會對於研究成果應尊重外審專業意見。但得考量升等名額之限制，或對教學、服務成果、任教年資依第五點所訂基準為綜合評量後，作成同意或不同意通過送審人資格審查之評量決定。
	九、教評會對於教師資格審查之決定過程應詳載於會議紀錄中，並妥善保存。
	十、教評會對教師資格審查之決定應敘明具體理由；評審未通過者應以書面告知送審人，並教示其對決定不服時之救濟方法。
	十一、各校應建立申訴救濟制度，送審人對教評會所為決定不服時，得先循校內救濟方法請求救濟；再有不服時，得依法提出再申訴、訴願或行政訴訟。
	貳、中央部會函釋
	一、有關舊制教師不得以同一學位論文或著作送審兩種教師資格
	（教育部94年11月11日台學審字第0940123500C號函）
	說明：
	說明：關於專科以上學校教師不服送審升等審查結果選擇申覆、申訴或提起訴願、行政訴訟，應循行政系統辦理。本部89年8月30日台（89）審字第89103708號函，係配合司法院大法官解釋第462號解釋文，要求各校應建立申覆及申訴之救濟制度，且為顧及當事人之利益，賦予當事人可選擇向學校申覆、申訴或提起訴願、行政訴訟。惟當事人選擇救濟方式之後，就需依各該之法定程序進行。而依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準則第九條對於申訴、再申訴之管轄，均有明文之規定事人若依法提起申訴之救濟，自應依各該管轄規定向有權管轄之申評會提起，否則其申訴即不合法定程序，且無管轄權之機關受理並為處分時，依行政程序法第111條之第6款之規定，該處分無效，故申訴人未循行政系統提起申訴，本部申評會無法受理。教師提起申訴，若原處分學校延宕不予處理時，係違反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準則第20條有關處理期間之規定。
	三、為維護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查作業之公平性，各校之評審過程及審查人應予保密外，亦應嚴禁送審人請託、關說等情事
	(教育部95年11月29日台學審字第0950178543號)
	說明：依據修正後之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33條規定：「學校與本部評審過程及審查人之評審意見，除依規定提供教師申訴受理機關及其他救濟機關外，應予保密，以維持評審之公平性。學校或本部發現送審人有干擾審查人之情事，並經查明屬實時，應駁回其申請。」爰此，為維護評審作業之公平性，各校之評審過程及審查人應予保密外，亦應嚴禁送審人請託、關說等情事，請轉知教師知悉並儘速明訂於校內相關送審作業規範中。
	四、有關任教未中斷之規定
	（教育部90年12月4日台審字第90163877號令）
	說明：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三十條之一規定：「本條例修正實行前已取得講師、助教證書之現職人員，如繼續任教而未中斷，得逕依原升等辦法送審，不受大學法第二十九條之限制。」另依「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送審作業須知」參第五款特別注意事項有關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三十條之一，對現職講師、助教之保障「在形式要件」上可從寬認定。所稱『繼續任教未中斷』係指從教育人員任用條例修正施行之日起（八十六年三月二十一日）擔任教職未中斷，包括經核准帶職帶薪或留職停薪者；兼任教師若每學期均有聘書且有授課事實者，均從寬認定為「教學未中斷」。基此，類似案件應採「原則上依形式要件審核之，遇有特殊個案時則得以實質要件審核」之方式。如有兼任教師，其確實繼續授課未中斷，且每年皆獲有學校聘書，其聘書名稱雖有講師、客座副教授、專業技術人員等之不同，惟均在本部頒行大學聘用教師名稱之範圍內，為保障教師權益，可視為教學未中斷，仍得適用舊制升等辦法之規定。
	五、自97學年度起，各授權自審(改為認可)學校[含部份授權自審(改為認可)學校]最低一級教評會通過教師升等案時間晚於其升等生效年月者，其教師證書年資起計自最低一級教評會通過年月起算
	(教育部97年2月15日台學審字第0970024022號函)
	說明：
	六、有關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4條「已為接受將定期發表之證明其專門著作應於一年內發表」之時間起計點
	(教育部93年4月8日台學審字第0930045989號函)
	說明：本部93年3月10日修正公佈之「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定辦法」第4條條文中，有關教師持「已為接受定期發表之證明，其專門作應於一年內發表」者，其一年之起計時間點應以該刊物證明上所載日期為準。
	七、有關藝術教師以美術作品送審教師資格疑義
	(教育部92年9月15日台(92)審字第0920131629號函)
	說明：
	八、有關學術研討會發表之論文可否視為辦理教師資格審查之代表著作
	(教育部91年10月24日台(91)審字第91157607號函)
	說明：依據「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訂辦法」第4條第1項第1款規定：「專門著作應與任教科目性質相符，且係送審前…在國內外知名學術或專業刊物發表或已為接受且出具證明將定期發表，或經出版公開發行者。…」爰此，學術研討會發表之學術論文如於會後集結成冊並出版發行，則可視為符合前開規定。
	九、有關著作「出版公開發行」之疑義
	(教育部89年5月6日台(89)審字第89054607號函)
	說明：依據「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4條之規定所稱送審之專門著作應經出版公開發行者，係指著作應由出版社或圖書公司印製發行，載有作者、出版者、發行人、發行日期、定價等相關資料。至學校另有明確規定者，請依學校相關規定辦理。
	十、授權自審(改為認可)學校教師資格審查通過之著作，應於學校圖書館公開典藏
	(教育部86年10月14日台(86)審字第86110876號函)
	主旨：貴校業經本部授權自審(改為認可)教師資格，凡教師資格審查通過之著作，應於學校圖書館公開典藏，俾落實審查公開、學術交流等目的，請　查照惠辦。
	十一、副教授如進修取得博士學位者，擬送審教授之代表著作規定
	(教育部86年9月18日台(86)審字第86104867號函)
	主旨：有關副教授如進修取得博士學位者，擬送審教授之代表著作之規定需符合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18條及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4條有關「專門著作」之界定，博士學位論文僅可列為參考著作，不得為升等教授之代表著作，請　查照。
	說明：本部台(86)審字第86079586號函（如附件）業已規定「凡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16條第1款、第16條之1第1款，或在86年3月19日教育人員任用條例修正前依第17條第1款，以碩士取得講師資格或以博士學位取得助理教授、副教授資格者，不得以該學位（碩士或博士）畢業論文或其論文之一部分，送審較高等級之教師資格。……」。該規定係避免以學位取得某一等級教師資格後，再重複以該畢業論文之全部或一部分改寫申請高一等級之教師資格。
	本案有關副教授進修取得博士學位之博士學位論文，雖未違反前述規定，然博士學位論文係為取得博士學位之必備條件之一，其完成包括指導教授與其個人之貢獻，如何加以區隔；且博士論文通常並未正式出版，並不符合著作送審之相關規定。故不能做為送審之代表著作。但如將原學位論文重新整理出版，並述明個人貢獻之部分，則仍可為送審之代表著作。
	十二、經審定不通過者再以相同或相似題目之代表作送審，須附前次送審著作三冊及新舊著作異同對照表
	(教育部79年11月9日台(79)審字第55322號函)
	主旨：教師資格審查經核定未達規定標準不通過者，再次以相同或相似題目之代表著作送審時，須檢附前次送審著作三冊及新舊著作異同對照表三份，以利作業，請　查照轉知。
	說明：依本部67年5月17日台(67)審字第12918號函規定，原送著作內容經審查未達規定標準不通過者，其著作內容經相當之改進並出版後，仍得以同一題目之著作送審。
	邇來發現數例著作僅調換章節次序或修改文字而再送審者，顯與前開規定未合，為使教師資格審查更臻完備，嗣後以相同或相似題目之代表著作送審時，務請檢附前次送審著作三冊及新舊著作異同對照表三份，俾併送學者專家評審。
	十三、教師另送著作審查時可否以同一題目再送審
	(教育部67年5月17日台(67)審字第12918號函)
	說明：
	（一）原送著作之題目不具學術研究性質，或與送審人任教科目或專長不符而未通過者，不得再以同一題目之著作送審。
	（二）非第一項所列之原因，而係因原送著作之內容經審查不合標準未予通過者，另送著作審查時，若與原送著作題目相同，但其內容已有相當之改進者，仍可受理，惟須提出新舊兩著作異同對照表。
	十四、升等著作是否得將翻譯著作列為參考著作之疑義
	(教育部93年2月20日台學審字第0930020041號函)
	說明：依據「專科以上教師資格審定辦法」規定：送審之專門著作，應有個人之原創性，不得以整理、增刪、組合或編排他人著作而成之編著送審之規定意旨，翻譯著作未具有個人之原創性，爰不得列為送審之參考著作。
	(教育部93年10月21日台學審字第0930132856號函)
	說明：
	(教育部94年11月11日台學審字第0940123500C號函)
	說明：
	(教育部97年1月31日台學審字第0970017012號函)
	說明：
	(教育部100年9月8日台陸字第1000164032號函)
	(教育部108年3月11日臺教高(五)字第1080026798B號函)
	說明：
	(行政院國科會(現科技部)100年1月28日台會綜一字第1000006234號函) 
	說明：有關我國學者於旨揭投稿或論文發表之國家名稱，除使用我正式國名外，為避免當前兩岸現存之政治分歧問題模糊學術焦點，只要不遭矮化，且兩岸對等，可不必拘泥必須在論文中臚列國家名稱，如以學術機構名加「城市名」即可，兩岸均同，但如對方堅持如”Beijing”之後加”China”，我則宜堅持”Taipei”後加”Taiwan”，另我乃須注意延用我習慣用法，例如：台北、台中及高雄之英文名稱須為「Taipei」、「Taichung」及「Kaohsiung」，不得為漢語拼音之「Taibei」、「Taizhong」及「Gaoxiong」等。
	(教育部103年1月9日臺教高(五)字第1020184947號函) 
	說明：
	(教育部104年5月29日臺教高(五)字第1040054367號函)
	說明：依本部103年1月9日臺教高（五）字第1020184947號函文意旨，倘期刊論文線上刊登與紙本刊登日期不同時，如屬具正式審查程序，並公開及利用之電子期刊，以線上刊登日期認定；如僅以紙本出版無線上刊登機制，則以紙本正式出版日期認定。惟涉及教師送審著作之年限認定及採計，為維護教師權益，案內期刊論文線上刊登（屬含具正式審查程序，並得公開及利用之電子期刊）與紙本刊登日期不同時，且同一篇期刊論文未用於不同等級之教師資格送審或為代表著作未重複使用等情事，其升等著作之認定日期，得以送審人最有利原則從優認定。
	(教育部106年2月21日臺教高(五)字第1050150406號函)
	說明：
	一、依據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21條第2項規定：「專門著作應符合：一、為已出版公開發行或經出版社出具證明將出版公開發行之專書。二、於國內外學術或專業刊物發表，或具正式審查程序，並得公開及利用之電子期刊，或經前開刊物，出具證明將定期發表。三、在國內外具有正式審查程序研討會發表，且集結成冊出版公開發行、以光碟發行或於網路公開發行之著作。」及第3項規定：「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送審通過者，應依本辦法規定公開出版發行」，爰此，無論專門著作之專書、期刊（含電子期刊）、研討會論文集，或作品、成就證明及技術報告，均應符合「公開」之規定，合先敘明。
	二、為避免送審教師發生類此投稿疑義期刊情事，並利學校查核，本部爰邀集學者專家，就「公開」規定之意旨，確認以：所稱「公開」係指於國家圖書館或學校圖書館可查得。如無法查得者，送審人應具出版發行單位送存國家圖書館或學校圖書館之各該館藏資訊，或得公開查找全文、或書目資訊之刊物網址，並提供審查意見，俾利學校檢核。
	                          (教育部109年12月25日臺教高(五)字第1090172541號函)
	說明：
	一、為推動多元升等，本部於105年5月25日修正審定辦法第21條第1項第1款規定，已將送審著作須具「...個人原創性，且非以整理、增刪、組合或編排他人著作而成之編著或其他非學術著作送審」修改為「...個人原創性，且非以整理、增刪、組合或編排他人著作而成之編著或其他非研究成果送審」，放寬研究成果即可送審，爰科技部補助人文學及社會科學經典譯注研究計畫成果，如符合上開要件，當可送審為代表作。
	二、本部97年1月31日台學審字第0970017012號函與上開規定有違，將另函予以停止適用；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送審作業須知第3點第9款，因與上開法令牴觸，亦不再適用。
	二十四、有關教師於未滿65歲前申請教師資格審定，審查完成後已屆齡退休，是否符合送審資格。
	                               (教育部110年3月23日臺教高(五)字第1100027942號函)
	說明：
	一、依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送審作業須知（以下簡稱作業須知）第3點第4款第9目規定「教師資格送審以年齡未屆滿六十五歲為限。但在報本部審定當學期開始尚未屆滿六十五歲者，准予從寬處理。奉准延長退休者，以未屆滿屆齡退休生效日者，不在此限。」
	二、教師於屆滿65歲退休前有實際聘任或追溯聘任，且經學校審查通過者，仍得依審定辦法第42條規定報部審定或請證，如教師於屆滿65歲前，無聘任事實或追溯聘任情形，則未符送審規定。惟基於保障教師權益，教師於屆滿65歲前已提出升等之申請，學校得審酌依「公立專科以上學校校長教授副教授延長服務辦法」或「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條例」辦理教師延長服務或採兼任教師身分聘任，以符聘任規定。
	參、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相關說明
	近年來因博碩士論文之著作權歸屬問題屢出現爭議，例如：究應歸屬於研究生或指導教授，或二者共同享有論文之著作權等。本館特摘錄、整理相關概念及說明供師長、同學參考。
	一、著作權歸屬於學生之情形：
	若指導教授僅作大綱修正、方向指引、資料或意見之提供，再由學生獨立以文字表達撰寫，其間縱使教授之指正最具重要學術因素，但由於指導教授僅為觀念之指導，並未參與內容表達之撰寫，依著作權法規定，學生為該論文之著作人，並於論文完成時，即享有該論文之著作權。
	二、著作權由學生、指導教授共同擁有之情形：
	若學生撰寫學位論文時，指導教授不僅為觀念的指導，甚至實際參與文字表達撰寫並與學生共同完成論文，其間不能分離利用者，則學生與指導教授為論文的共同著作人並共同享有著作權。
	三、共同著作的概念
	1、並非所有由二人以上所共同完成之著作就可稱為共同著作，必須主觀上著作人之間要有一同創作之合意，客觀上要各著作人之創作不能分離利用，才是共同著作。若創作者根本無合作創作之主觀意識，縱使對於同一篇文章都有實際參與之事實，也不能被認為是共同著作。
	2、學生的論文同意指導教授之修改，尚稱為共同著作，若教授將文章交由其他人共同作文字之大量修改，未經學生同意，就不能主張成為共同著作人。
	四、建議：
	當論文完成後，建議同學可與指導教授事先就論文著作權之歸屬及事後權利行使方式，包括論文應如何公開發表、發表時應如何標示著作人姓名、論文事後可作何種修改以及未來應如何授權他人利用等事項進行協議。
	資料來源：經濟部智慧財產局（95年1月）有關碩、博士論文著作權歸屬爭議之問題說明(網址：http://www.tipo.gov.tw/ct.asp?xItem=217348&ctNode=7448&mp=1)
	1、經濟部智慧財產局95年1月25日智著字第09516000230號函「有關碩、博士論文著作權歸屬爭議之問題說明」
	(http://www.tipo.gov.tw/ct.asp?xItem=217348&ctNode=7448&mp=1)
	2、經濟部智慧財產局95年4月14日智著字第09516001330號函「有關學生在學期間完成報告著作權歸屬之說明」
	(http://www.tipo.gov.tw/ct.asp?xItem=219547&ctNode=7561&mp=1)
	3、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校園著作權」教育宣導網頁
	(http://www.tipo.gov.tw/lp.asp?CtNode=6987&CtUnit=3466&BaseDSD=7&mp=1)
	4、教育部「著作權法律案例教材－學校教師的著作權問題」網頁
	(https://depart.moe.edu.tw/ED2700/News_Content.aspx?n=7E7998229FF536D6&sms=B18822F8EE723D8E&s=609AAC50B534C660)
	三、教授可以幫學生寫碩博士論文嗎？作者：章忠信
	96.07.24.完成有著作權侵害必究service@copyrightnote.org關於碩、博士論文的著作權歸屬，曾發生一些爭議。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希望能夠有所釐清，協助解決爭議，但因為純從著作權法的規定演譯，沒有針對碩、博士論文的特性作思考，反而引起學界質疑，難到教授可以幫學生寫碩、博士論文嗎？
	依據著作權法第十條規定：「著作人於著作完成時享有著作權。但本法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學生不是教授的員工，不適用第十一條的受雇人職務著作規定，學生也不是教授出資所聘任的創作者，不適用第十二條的出資聘人完成著作規定。所以，學生就其所完成的碩、博士論文，不待作任何登記或申請，就自動享有著作權。
	又著作權法第十條之一規定：「依本法取得之著作權，其保護僅及於該著作之表達，而不及於其所表達之思想、程序、製程、系統、操作方法、概念、原理、發現。」此一條文在揭示著作權法中之「觀念／表達(Idea/Expression)二元論」，即著作權法僅保護「表達」，不保護「表達」所含之「觀念」，以避免造成「觀念」的壟斷，危害創作與文化之發展。碩、博士論文是碩士生或博士生取得學位所必須完成並提出的學術成果，應該是由學生親自執筆，進行「表達」，不可假手他人，至於指導教授對於碩、博士論文，應該僅有「觀念」上的指導，不必也不能參與寫作，否則，那就不是碩、博士論文，而是教授與學生的共同著作。
	學生可能在教授指導下，進行計畫的研究，研究成果會形成重要的學術上發現，這個發現在沒有被具體「表達」成文字或圖表等以前，都只是「觀念」，雖有學術價值，但還不是受著作權法保護的「表達」。同一個研究成果，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表達」，所以，一個研究案，可以有數篇論文產生。在著作權法上，實際執筆的人是著作人，指導與召集的人若沒有參與寫作，不會是著作人，學術論文尤其不能像商業活動中的創作，讓雇主或出錢的人成為著作人或取得著作財產權。至於「觀念」的指導在學術上的貢獻，應該在論文上以感謝辭作註明，這是學術倫理的尊重，與著作權的取得或保護無關，不可混為一談。
	學生可以與教授共同研究，合力完成論文，對外發表，這是共同著作，學生與教授為共同著作人。但關於碩、博士論文，一定要碩士生或博士生自己獨立完成，不能讓教授來參與寫作，否則不是碩、博士論文。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指出，如果指導教授對於碩、博士論文，僅為觀念之指導，並未參與內容表達之撰寫，學生為該論文之著作人，並於論文完成時，即享有該論文之著作權。然而，該局的宣導文件竟進一步認為，如果指導教授不僅為觀念的指導，而且還參與內容之表達而與學生共同完成論文，且各人之創作，不能分離利用者，則為共同著作，學生與指導教授為論文的共同著作人並共同享有著作權，此等共同著作著作權（包括著作財產權及著作人格權）的行使，即應取得學生與指導教授之共同同意後，始得為之。該局因此建議，為避免爭議，「學生與指導教授可事先就論文著作權之歸屬及事後權利行使方式，包括論文應如何公開發表、發表時應如何標示著作人姓名、論文事後可作何種修改以及未來應如何授權他人利用等事項，達成協議。或亦可由學校、教育主管機關就此等問題訂定一特別規範，使學生與指導教授均能有所遵循，以適當解決此等爭議問題。」這樣的建議，讓教授可以與學生一起完成碩、博士論文，顯然只是著作權法第十條及第十條之一的適用解說，完全忽略碩、博士論文必須由碩士生或博士生自行撰寫完成，教授僅能作觀念性的指導，不可以涉入學生碩、博士論文的寫作。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宣導文件的結果，會對碩、博士論文的完成產生誤導，教授以為他們真的可以替學生寫碩、博士論文，還可以對學生的碩、博士論文主張著作權，決定碩、博士論文可不可以發表，內容要如何修正等等，讓學生完全喪失對於碩、博士論文的著作權掌控，這將造成碩、博士論文喪失獨立性，任由教授宰割，極不洽當。
	很多碩、博士生畏於教授的學術權威，或是因為教授掌握學生的生殺大權，在發表學術論文時，都要將指導教授列為第一著作人，有時甚至就以教授名義發表著作，學生反而成為影子作者，未見列名。如果碩、博士論文可以讓教授參與寫作，到底還算不算碩、博士論文，值得懷疑。進一步地，如果如同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的說法，學生與指導教授可事先就碩、博士論文著作權之歸屬及事後權利行使方式，達成協議，是不是教授可以成為碩、博士論文的著作財產權人？當教授提出要成為碩、博士論文的著作人或著作財產權人時，學生為了要畢業，還可以說不嗎？
	學生可以與教受共同完成一般學術論文，但碩、博士論文不是普通的論文，一定要由碩士生或博士生獨力寫作完成，教授僅能指導，不該參與寫作，更不能讓教授可以與學生約定，誰是碩、博士論文的著作人及著作財產權人，否則不但違反碩、博士論文的本質，對學生也極為不利。
	[附錄]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95年05月22日電子郵件950522b函釋
	一、所詢國科會補助下完成之專題論文，其著作權之歸屬，請參照如下說明：
	（一）學生所撰寫之論文，如指導教授僅為觀念之指導，並未參與內容表達之撰寫，依著作權法（下稱本法）規定，學生為該論文之著作人，並於論文完成時，即享有該論文之著作權。如指導教授不僅為觀念的指導，且參與內容之表達而與學生共同完成論文，且各人之創作，不能分離利用者，則為共同著作，學生與指導教授為論文的共同著作人並共同享有著作權，此等共同著作著作權（包括著作財產權及著作人格權）的行使，即應取得學生與指導教授之共同同意後，始得為之。
	（二）另該專題論文之完成，如符合本法第12條出資聘請他人完成之著作，若未約定著作人及著作財產權之歸屬，則以該受聘人（創作人）為著作人，並享有該著作之著作財產權（此時受聘人享有著作人格權與著作財產權），而出資人（國科會）可在出資目的範圍內利用該著作。但契約約定以出資人（國科會）為著作人者，從其約定（此時出資人享有著作人格權與著作財產權）。因此，其著作人及著作人格權之歸屬一節，原則上先依契約認定，如雙方未約定，以創作著作之人為著作人，享有著作人格權及財產權，但得依契約約定不行使著作人格權。簡言之，出資聘人完成之著作，究由誰為「著作人」，誰享有人格權、財產權，是否約定不行使著作人格權，均屬民法私權契約行為，悉依雙方當事人自行洽商決定之。
	二、又本法規定，「改作」乃專屬於著作人之權利，任何人欲改作他人著作，除符合本法第44條至第65條合理使用之規定外，皆應徵得著作財產權人之同意或授權，始得為之。因此，若指導教授不是著作人（即導教授僅為觀念之指導，並未參與內容表達之撰寫），原則上未經該著作財產權人同意或授權是不可以將該專題論文交由其他學生修改，掛名另行發表的，否則，會有侵權的問題。
	三、以上說明，請參考著作權法第3條第1項第1-3款、第10條、第11條、第12條、第21條、第36條、第37條之規定以及本局所撰「有關碩、博士論文著作權歸屬爭議之問題說明」及「有關學生在學期間撰寫課程相關各類研究報告之著作權歸屬」說帖如附。
	附件：
	有關碩、博士論文著作權歸屬爭議之問題說明近年來我國碩、博士學生人數不斷增加，有關碩、博士論文所生之著作權爭議也日趨增多，亦即碩、博士學生與其指導教授之間，就其所完成論文之著作權，應歸屬何人取得，有必要作進一步釐清。按碩、博士學生所撰寫之論文，如指導教授僅為觀念之指導，並未參與內容表達之撰寫，依著作權法規定，學生為該論文之著作人，並於論文完成時，即享有該論文之著作權。如指導教授不僅為觀念的指導，且參與內容之表達而與學生共同完成論文，且各人之創作，不能分離利用者，則為共同著作，學生與指導教授為論文的共同著作人並共同享有著作權，此等共同著作著作權（包括著作財產權及著作人格權）的行使，即應取得學生與指導教授之共同同意後，始得為之。就實務上而言，在學生完成論文的過程當中，如指導教授除了指導外並參與論文完成者，則此時論文著作權應如何歸屬、如何行使，即易生爭議。為避免此爭議，智慧局建議，學生與指導教授可事先就論文著作權之歸屬及事後權利行使方式，包括論文應如何公開發表、發表時應如何標示著作人姓名、論文事後可作何種修改以及未來應如何授權他人利用等事項，達成協議。或亦可由學校、教育主管機關就此等問題訂定一特別規範，使學生與指導教授均能有所遵循，以適當解決此等爭議問題。有關學生在學期間完成報告著作權歸屬之說明近來迭有大專校院學生反映，其在校期間在教師指導或指示之下完成之報告，在教師要求下簽立「學生願意放棄該報告之著作財產權，日後不得投稿」或「學生願意由教師繼續修改該報告，日後在與教師共同掛名條件下投稿」或其他類似文字之約定，則其所完成報告之著作權究歸學生或教師享有抑雙方共有，產生疑義，有必要予以釐清。按學生在校期間所完成報告，如果教師僅給予觀念的指導，而係由學生自己撰寫報告內容，則學生為該報告之著作人，可依著作權法享有、行使著作權，包括各項著作人格權及著作財產權。如果教師不僅給予觀念的指導，更進一步參與報告的撰寫，則教師與學生就自己撰寫之部分各自享有著作權，如各自撰寫之部分不能分離利用時，則成立共同著作，共同享有該著作之著作權，包括各項著作人格權及著作財產權。有關學生在校期間在教師指導之下完成報告之著作權，應掌握上述原則，予以判斷。就實務上若干學生與教師間簽署「學生願意放棄該報告之著作財產權，日後不得投稿」之約定，如教師僅係擔任指導之角色，由學生自己完成報告，則學生為該報告之著作權人，享有著作財產權與著作人格權。如學生「拋棄」著作財產權，則於「拋棄」時，該份報告之著作財產權消滅，成為「公共所有」，任何人皆得利用，其指導教師並不會因學生拋棄著作財產權而取得該項權利。此外，著作縱使經學生拋棄著作財產權成為公共所有，其著作人格權之保護不受影響，教師欲利用該著作時，仍應表示真正著作人（即學生）之姓名，不能改以表示自己之姓名，充為著作人。至於教師不僅給予觀念的指導，更進一步參與報告的撰寫，成立共同著作之情形，如學生願意「拋棄」著作財產權，則其所拋棄之權利，依法歸其他共有著作財產權人（即教師）所有。但在姓名表示部分，除非學生表示不行使姓名表示權，否則仍應將共同著作人（即包括教師與學生）並列，不能僅列自己為唯一著作人。又除職務上或出資聘人完成之著作，得由當事人約定著作人、決定著作人格權及著作財產權之歸屬外，其他創作型態均係由實際上從事創作之人為著作人，於著作完成時享有著作人格權及著作財產權。前述學生與教師間簽署「學生願意由教師繼續修改該報告，日後在與教師共同掛名條件下投稿」之約定，必須教師與學生事實上有共同創作行為，始能成立共同著作人，始能共同具名投稿。因此，若是學生在教師觀念指導下完成報告後再與教師共同「掛名」為著作人，因教師並無創作行為，並非著作人，此一「掛名投稿」行為，與著作權法之規定不符；反之，若在創作過程中，教師不僅給予觀念的指導，更進一步參與報告的撰寫，成立共同著作之情形，教師與學生自得以共同著作人之身分，共同具名投稿。學生在學期間完成之報告，其教師除了指導外並參與撰寫之情形，較易產生著作權爭議。為避免此爭議，智慧局建議，學生與教師可事先就報告著作權之歸屬及事後權利行使方式，包括報告應如何公開發表、發表時應如何表示著作人姓名、報告事後可作何種修改以及未來應如何授權他人利用等事項，達成協議。或亦可由學校、教育主管機關就此等問題訂定一特別規範，使學生與教師均能有所遵循，以預防或解決爭議。
	註：著作權合理使用規定
	◆著作權法
	第四十四條(中央或地方機關得重製他人著作之條件)
	　　中央或地方機關，因立法或行政目的所需，認有必要將他人著作列為內部參考資料時，在合理範圍內，得重製他人之著作。但依該著作之種類、用途及其重製物之數量、方法，有害於著作財產權人之利益者，不在此限。
	第六十四條(依法利用他人著作者應明示出處)
	　　依第四十四條至第四十七條、第四十八條之一至第五十條、第五十二條、第五十三條、第五十五條、第五十七條、第五十八條、第六十條至第六十三條規定利用他人著作者，應明示其出處。　　前項明示出處，就著作人之姓名或名稱，除不具名著作或著作人不明者外，應以合理之方式為之。
	肆、本校規定
	一、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專任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
	95年3月9日本校第26次校務會議通過
	97年8月29日本校97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教評會修正通過
	97年10月27日本校第36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8年2月16日本校97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臨時教評會修正通過
	98年3月16日本校第38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8年10月19日本校98學年度第1次臨時校務會議通過
	98年10月29日本校98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教評會修正通過
	99年1月18日本校第4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年3月14日本校第46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年6月21日本校第5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年12月30日本校第54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4年6月15日本校第57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年6月13日本校第59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6、8、12及17條、評分量表之一、評分量表之二
	105年10月24日本校105學年度第1次臨時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8條
	105年12月26日本校第60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1條、3至5、6條之1、7、9、12、15、19、21、25條及評量表之二並自106年2月1日起施行
	108年10月07日本校108學年度第1次臨時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2、4、6之1、8、9、15、19之1及25條
	109年6月22日本校第67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8條
	第一章總則
	第一條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辦理所屬編制內專任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特依據「教師法」、「教育人員任用條例」、「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及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暨相關規定，訂定「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專任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專任教師之聘任及升等之審議，除法令另有規定外，悉依本辦法辦理。
	第三條
	本校專任教師之聘任及升等，應在本校預算編制教師員額內為之。
	第四條
	本辦法所稱「系」係指系、所、學位學程、專班、通識教育中心、師資培育中心及體育室。
	第四條之一
	教師送審之專門著作、作品、成就證明、技術報告或教學報告等專業成就，應依教育部訂頒「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及相關規定辦理。
	前項專業成就之審查作業，由本校送請校外相關領域學者、專家評審，其審查要點另定之。
	第二章聘任
	第五條
	各系應視專任教師缺額、發展方向、師資需求及課務需要提聘專任教師，所聘專任教師之學術專長應符合本校開設之課程。
	第六條
	本校教師分為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及講師四級，新聘教師應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暨相關規定審查其教師資格。
	第六條之一
	新聘專任教師應由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教評會）審查，審查程序如下：
	一、初審：
	系教評會應就擬聘專任教師之教學、研究、專長、品德及擬任教課程等事項進行初審。初審通過者，系應將其著作、證件等相關資料及應徵人員名單、系教評會會議紀錄，送所屬學院教評會辦理複審。
	應徵者現為本校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且經同一聘任單位連續二學年評鑑認定優良者，於應徵同一聘任單位專任教師職缺時，應逕與系教師評審委員會完成初審推薦之人選並得排序或共列，一併送請學院辦理複審。
	二、複審：專業成就
	院教評會複審前，由院長辦理專業成就外審作業。以專門著作、技術報告、藝術類科作品、成就證明、教學報告或體育成就證明送審者，應一次送五人審查，獲四人以上評審為七十分以上，始得繼續複審之程序。但教師已具擬聘任等級之教師資格證書者得免辦外審作業。
	院教評會應就擬聘專任教師資料進行複審。複審通過者，學院應檢送擬聘專任教師之著作、證件、著作外審成績等相關資料及系應徵人員名單、院教評會會議紀錄，送校教評會辦理決審。
	三、決審：
	校教評會決審前，校長得組成新聘專任教師遴聘小組就擬聘專任教師進行面試。
	校教評會就擬聘專任教師資料進行決審，決審通過者，陳報校長核定聘任之。校長得依決審情形核定聘任，或敘明事由退請再議。
	本校基於校務發展需要，延攬學術研究傑出或特殊領域教師(研究人員)，得免經各系初審、逕由院教評會辦理審查，並送校教評會審議（決審）通過後聘任，有關學術研究傑出及特殊領域之延攬規定另訂之。
	第七條
	本校研究人員、專業技術人員、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及兼任教師聘審，其辦法另定之。
	第八條
	新聘教師應公開甄選，各系教評會就擬聘教師之教學、研究、專長、品德及擬任教課程等事項進行審議，並依評審結果擬聘一名、提送二至三人，且排定優先順序，敘明理由送請院、校教評會逐級審查通過後，報請校長核聘。
	前項應徵教師人數未達二人時，應簽請原公告延長，若連同第二次延長公告應徵教師人數仍未達二人時，應經系教評會重新檢視徵才專業領域或擬聘職級公告內容之適切性，並簽奉校長核定後重新公告之。各次徵才公告期間所有應徵教師應合併辦理，合併後應徵教師人數須達二人以上，始得進行初審工作。通過初審人數未達二人，應依前揭程序重新公告，公告期間至少二週為原則，已通過初審資格者應予保留。
	提聘教師時須敘明擬請其任教之科目及授課時數，任教科目不適當或授課時數不足，均不予聘任。
	提聘教師如任教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者，應具備一年以上與任教領域相關之業界實務工作經驗。
	前項所稱業界實務工作經驗係指在國內外取得與所任教領域相關且有助於教學之工作經驗，並得以連續或累計方式採計，其認定標準如下：
	一、於政府機關（構）、行政法人、公營事業機構、私立機構、依法設立登記或立案之法人或團體服務，並提出服務證明或投保資料者。
	二、於產學合作機關（構）或產業執行產學合作計畫，並提出相關計畫合約或成果證明者。
	三、不包括於短期補習班或各級學校從事教學工作經驗之其他工作內涵與所任教領域相近之單位服務，並提出服務證明或具體成就證明者。
	業界實務工作經驗與任教領域相關之證明，應檢附前項各款之證明文件並經本校三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採認，如由國外機關（構）開立之證明文件，應同時由我國公證人翻譯並簽章。
	第九條
	提聘專任教師應檢具下列表件：
	一、最高學位證書。
	二、專科以上教師資格證書（尚未取得者免附）。
	三、成績單（已有專科以上教師資格證書者得免附）。
	四、最高學位論文（含作品）及參考著作（含參考資料）一覽表。但本校聘任職級，較擬應聘者所具教師資格證書職級為高者，應檢附其取得送審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著作（或作品、成就證明）以供審查（含參考資料）。
	五、詳細履歷表。
	六、其他足供聘任參考之資料（由提聘之系、院或學校依權責要求檢附）。
	提聘專任教師送審之專門著作、作品、成就證明及技術報告，由送審人擇定至多五件，並自行擇一為代表作，其餘列為參考作；其屬系列之相關研究者，得合併為代表作並受至多五件之限制。其列名原則應遵守「政府機關（構）辦理或補助民間團體赴海外出席國際會議或從事國際交流活動有關會籍名稱或參與地位之處理原則」辦理。曾為代表作送審者，不得再作新聘之代表作。
	第十條
	新聘教師之聘任、著作外審程序及作業期程等規定，依本校「專任教師遴聘作業要點」暨「辦理教師專業成就審查作業要點」辦理，其作業要點另定之。
	第十一條
	本校專任教師之聘期按學年聘任，初聘為一年，續聘第一次為一年，以後續聘每次均為二年。
	第十二條
	專任教師於聘約期限屆滿前有下列情形者，應以專任教師評鑑結果作為續聘之依據。
	一、第三次續聘（即為第五學年度起）時。
	二、依本校專任專任教師評鑑辦法施行細則第五條第二項重新計算評鑑學年度或第六條核准延長評鑑學年度後，辦理續聘案審議前。
	專任教師之續聘、不續聘、解聘與停聘均須經各系、學院教評會評審，並將評審結果送人事室彙提本校教評會審議，如有不續聘、解聘、停聘情形時，除須依規定函報教育部核定者外，並依行政程序法規定合法送達當事人。
	專任教師聘任後除有「教師法」第十四條、「大學法」第十九條及本校「專任教師不續聘辦法」、「教師倫理守則」等相關規定所訂情節外，不得解聘、停聘、不續聘。
	專任教師擬於聘約期限屆滿後，不再應聘或擬於聘約存續期間內辭職時，均應於聘約屆滿二個月前以書面通知學校。經學校同意後，始得離職。
	第十三條
	新聘教師未具教育部核頒之本校擬聘等級教師資格證書者，應於到職三個月內，依規定檢齊證件送校，向教育部請頒教師資格證書。
	第十四條（刪除）
	第三章升等
	第十五條
	本校擬申請升等之專任教師，其資格須合於下列之規定：
	一、講師升助理教授者，須曾任講師三年以上，服務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二、助理教授升副教授者，須曾任助理教授三年以上，服務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三、副教授升教授者，須曾任副教授三年以上，服務成績優良，並有重要專門著作者。
	具有較高職級教師之資格者，其服務年資得不受前項規定之限制。
	第一項各款所稱服務成績優良，除服務成績證明外，並得以個人其他學術、專業成就證明文件或資料，替代或補充之，並由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認定。
	專任教師申請升等送審之專門著作、作品、成就證明及技術報告，由送審人擇定至多五件，並自行擇一為代表作，且必須以「國立屏東科技大學」之名義發表，其餘列為參考作；其屬系列之相關研究者，得合併為代表作並受至多五件之限制。其列名原則應遵守「政府機關（構）辦理或補助民間團體赴海外出席國際會議或從事國際交流活動有關會籍名稱或參與地位之處理原則」辦理。
	第十六條
	教師服務年資之計算，以其原職級證書記載之起算年月至升等生效日前一日止。
	凡在國內進修期間，各學期在校授課時數超過法定時數一半者，年資照計。但至多採計二年；未在本校授課者，則其年資不予採計。
	經核准借調且繼續在校義務授課者，借調期間年資最多採計二年，未授課者不予採計。
	第十七條
	教師申請升等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受理：
	一、現職教師未在本校授課者。
	二、現職教師因留職停薪或延長病假未在本校授課或服務未滿第十五條之規定年資者。
	三、未依本辦法第十九條規定程序申請者。
	四、申請升等時，在國內外大學進修或出國講學、研究未在本校授課者，或授課時數未達法定時數一半者。
	五、著作曾經審查不合格，未經修正而再度提出者。
	六、新聘教師在本校服務未滿一年者（學歷升等不受此限）。
	八、送審之代表著作、技術報告、教學報告或體育成就證明與任教科目不相關者。
	九、擔任現職期間，教學、研究與服務等成效不彰，經有關單位查證屬實者。
	十、其他依教育部或本校規定應予限制升等之情形（如教師評鑑不通過、違反教師資格審查規定等）。
	第十八條（刪除）
	第十九條
	專任教師升等應經各級教評會審查，審查程序如下：
	一、初審：
	系教評會就申請升等專任教師之研究、教學、輔導與服務資料依系升等規定初審。初審通過者，應檢附會議紀錄、專任教師申請升等著作及相關資料送所屬學院進行複審。
	二、複審：
	學院教評會複審前，由院長辦理專業成就外審作業。以專門著作、技術報告、藝術類科作品、成就證明、教學報告或體育成就證明送審者，應一次送三人審查，獲二人以上評審為七十分以上，始得繼續複審之程序。
	學院教評會就專任教師之專業成就、研究、教學、輔導與服務成績評分，評分總成績達七十分者為複審通過。複審通過者，學院應檢附會議紀錄、專任教師申請升等著作及相關資料送本校教評會進行決審。
	三、決審：
	本校教評會決審前，由學術副校長辦理專業成就外審作業。以專門著作、技術報告、藝術類科作品、成就證明、教學報告或體育成就證明送審者，應一次送三人審查，獲二人以上評審為七十分以上，始得繼續決審之程序。本校教評會就專任教師之專業成就、研究、教學、輔導與服務成績評分，評分總成績達七十分者為升等通過。各級教評會如對校外學者專家審查結果之可信度與正確性有疑義，應提出具有專業學術依據之具體理由，經決議另送一至二名校外學者專家審查後，再送請原審查人復審。本校各級教評會對於審議未通過之升等案，均應敘明理由以書面通知申請升等專任教師。
	第十九條之一
	本校教師升等作業參考日程如下：
	次序
	一
	二
	三
	四
	日期
	8月1日前(教師)
	8月25日前
	(系、所、中心)
	10月15日前(學院)
	次年1月15日前(本校)
	項目
	各級教師向所屬之系提出升等申請。
	召開系教評會初審。
	(一)審查是否符合院升等門檻規定。
	(二)辦理院級著作外審。
	(三)召開院教評會評定成績。
	(一)辦理校級著作外審。
	(二)召開校教評會評定成績。
	以(一)學位論文取代專門著作升等申請、(二)限期升等、(三)特殊情形專案簽請同意者，亦得依下列參考日程提出升等：
	次序
	一
	二
	三
	四
	日期
	2月1日前(教師)
	2月25日前
	(系、所、中心)
	4月15日前(學院)
	6月10日前(本校)
	項目
	各級教師向所屬之系提出升等申請。
	召開系教評會初審。
	(一)審查是否符合院升等門檻規定。
	(二)辦理院級著作外審。
	(三)召開院教評會評定成績。
	(一)辦理校級著作外審。
	(二)召開校教評會評定成績。
	第二十條
	教師升等評分項目包括專業成就、研究、教學、輔導與服務等四項，其中專業成就成績占總成績百分之五十五，教師得擇定以下情形之一辦理研究、教學、輔導與服務等項目成績之核算，四項成績合計總分達七十分者為通過：
	一、研究成績占總成績百分之十五、教學成績百分之二十、輔導與服務成績占百分之十。
	二、研究成績占總成績百分之十、教學成績百分之二十、輔導與服務成績占百分之十五。
	研究之評量標準得由各學院於校定評量項目架構下，視其學院特性自訂，經學院教評會審查，並送本校教評會審議通過後施行。
	教學成績需達第一項總成績配分之百分之七十以上，始得申請升等。輔導與服務之各分項成績需達配分成績百分之七十以上，始得申請升等。
	第二項、第三項有關研究、教學、輔導與服務成績考核之規定另定之，本校教師升等評分量表如附件。
	第二十條之一
	教師以學位論文取代專門著作申請升等者，其升等評分項目得包含專業成就、教學、輔導與服務等三項，並擇定以下情形之一辦理成績之核算，三項成績合計總分達七十分者為通過：
	一、專業成就成績占總成績百分之七十、教學成績百分之二十、輔導與服務成績占百分之十。
	二、專業成就成績占總成績百分之六十五、教學成績百分之二十、輔導與服務成績占百分之十五。
	第二十條之二
	申請升等教師如不服各級教評會審議結果，除得依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要點」之規定向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起申訴外，亦得依下列程序先行提出申復：
	一、申請升等教師不服初審之決議，得於收到決議通知書之次日起三十日內，以書面敘明理由向學院教評會提出申復。學院教評會審議後，應將審議結果敘明理由以書面通知申請升等教師；如認為申復有理由，應送回系教評會再審議。
	二、申請升等教師如不服複審之決議，得於收到決議通知書之次日起三十日內以書面敘明理由向本校教評會提出申復。本校教評會審議後，應將審議結果敘明理由以書面通知申請升等教師；如認為申復有理由，應送回院教評會再審議。
	學院教評會、本校教評會應於收到申復申請書之次日起三十日內完成審議，必要時得延長三十日，並通知申請升等教師。逾期未提出審議結果，視同申復成立。
	申請升等教師以同一事由向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出申訴者，不得再提申復，已進行中之申復亦應即停止審議。
	第二十一條
	專任教師申請升等案提送本校教評會審議通過後，升等教師應於二週內主動備齊教師資格送審相關表證，逕送人事室彙整報請教育部核發教師資格證書。
	前項應限期申報之升等教師資格送審相關表證，如可歸責教師個人事由，致不能於規定期限內送本校報部導致本身權益受損時，概由教師自行負責。
	本校專任教師辦理升等，於每學年度第一學期內報教育部請頒教師資格證書者，以第一學期開始之年月起計年資。但初審之教評會通過教師升等案時間晚於該每學年第一學期開始之年月，而於當學期內報教育部請頒教師資格證書者，其教師證書年資起計自初審之教評會通過年月起算。
	本校專任教師辦理升等時，因審查未通過提起救濟致原處分撤銷，並經重新審定結果通過者，其年資得依前項規定起算。
	第二十二條
	本校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進行教師聘任及升等議案審議時，有下列各款情形之一者，應自行迴避：
	一、本人或其配偶、前配偶、四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之姻親或曾有此關係者為事件之當事人時。
	二、本人或其配偶、前配偶，就該事件與當事人有共同權利人或共同義務人之關係者。
	三、現為或曾為該事件當事人之代理人、輔佐人者。
	四、於該事件，曾為證人、鑑定人者。
	有下列各款情形之一者，當事人得申請迴避：
	一、有前項所定之情形而不自行迴避者。
	二、有具體事實，足認其執行職務有偏頗之虞者。
	第一項應自行迴避情形，應由各級教評會就相關事由逐案審查。第二項申請迴避情形，應由當事人舉其原因及事實，向各級教評會為之，並應為適當之釋明；被申請迴避之教評會委員，對於該申請得提出意見書。
	當事人不服系級、院級教師評審委員會駁回決定者，得於五日內提請上級教評會覆決，上級教評會除有正當理由外，應於十日內為適當之處置。
	被申請迴避之教評會委員在其所屬教評會就該申請事件為准許或駁回之決定前，應停止行政程序。但有急迫情形，仍應為必要處置。
	各級教評會委員有第一項及第二項所定情形不自行迴避，且未經當事人申請迴避者，應由該教評會依職權命其迴避。
	第四章附則
	第二十三條
	八十六年三月廿一日教育人員任用條例修正生效前，已取得講師、助教證書之現職教師，如繼續擔任教職未中斷且服務成績優良，得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三十條之一規定，逕依原升等辦法送審教師資格。
	第二十四條
	本辦法未盡事項，悉依「教師法」、「教育人員任用條例」、「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等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二十五條
	本辦法經本校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教師升等評分量表之一
	（以專門著作、體育成就證明、技術報告、教學報告、具體事蹟、特殊造詣或成就送審者適用）
	申請升等教師姓名：任教系所：送審職級：
	A.專業成就(外審)
	B.研究
	C.教學
	D.輔導與服務
	A+B+C+D
	三名外審成績總和÷3
	依本校「教師研究、教學、輔導與服務成績考核要點」評定分數，各學院在校定評量項目架構前提下，得視學院特性自訂
	依本校「教師研究、教學、輔導與服務成績考核要點」評定分數(本項成績總分需達百分之七十以上，始得申請升等)
	依本校「教師研究、教學、輔導與服務成績考核要點」評定分數(本項成績需各分項成績分別達到配分分數百分之七十以上者，始得申請升等)
	總分
	備註：
	1、教師應於申請升等時擇定下列評分項目之比例，經本校辦理決審後之總成績總分達70分以上(小數點採計二位，不得四捨五入)者為通過升等。
	A.專業成就
	B.研究
	C.教學
	D.輔導與服務
	(
	55%
	15分
	20%
	10%
	(
	10分
	15%
	2、教師之專業成就以專門著作、體育成就證明、技術報告、教學報告、具體事蹟、特殊造詣或成就為代表著作送審者，其外審成績至少需經學院及本校分別送三人審查，並分別經二人評定各該審查意見表總分得分「70分」以上者為「通過外審」，通過外審者，始得進行教評會審議升等程序。
	3、輔導與服務成績需達各分項門檻之規定，自101學年度實施。
	4、請附研究(B項)、教學(C項)、輔導與服務(D項)之評分申請表及項目認證表。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教師升等評分量表之二
	（以作品、藝術成就證明送審者適用）
	申請升等教師姓名：任教系所：送審職級：
	A.專業成就(外審)
	B.研究
	C.教學
	D.輔導與服務
	A+B+C+D
	三名外審成績總和÷3
	依本校「教師研究、教學、輔導與服務成績考核要點」評定分數，各學院在校定評量項目架構前提下，得視學院特性自訂
	依本校「教師研究、教學、輔導與服務成績考核要點」評定分數(本項成績總分需達百分之七十以上，始得申請升等)
	依本校「教師研究、教學、輔導與服務成績考核要點」評定分數(本項成績需各分項成績分別達到配分分數百分之七十以上者，始得申請升等)
	總分
	備註：
	1、教師應於申請升等時擇定下列評分項目之比例，經本校辦理決審後之總成績總分達70分以上(小數點採計二位，不得四捨五入)者為通過升等。
	A.專業成就
	B.研究
	C.教學
	D.輔導與服務
	(
	55%
	15分
	20%
	10%
	(
	10分
	15%
	2、教師之專業成就以作品、藝術成就證明為代表著作送審者，其外審成績至少需經學院及本校分別送三人審查，並分別經二人評定各該審查意見表總分得分「70分」以上者為「通過外審」，通過外審者，始得進行教評會審議升等程序。
	3、輔導與服務成績需各分項門檻之規定，自101學年度實施。
	4、請附研究(B項)、教學(C項)、輔導與服務(D項)之評分申請表及項目認證表。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教師升等評分量表之三
	（以學位論文取代專門著作送審者適用）
	申請升等教師姓名：任教系所：送審職級：
	A.專業成就(外審)
	C.教學
	D.輔導與服務
	A+C+D
	三名外審成績總和÷3
	依本校「教師研究、教學、輔導與服務成績考核要點」評定分數(本項成績總分需達百分之七十以上，始得申請升等)
	依本校「教師研究、教學、輔導與服務成績考核要點」評定分數(本項成績需各分項成績分別達到配分分數百分之七十以上者，始得申請升等)
	總分
	備註：
	1、教師應於申請升等時擇定下列評分項目之比例，經本校辦理決審後之總成績總分達70分以上(小數點採計二位，不得四捨五入)者為通過升等。
	A.專業成就
	C.教學
	D.輔導與服務
	(
	70%
	20%
	10%
	(
	65%
	15%
	2、教師之專業成就以學位論文取代專門著作為代表著作送審者，其外審成績至少需經學院及本校分別送三人審查，並分別經二人評定各該審查意見表總分得分「70分」以上者為「通過外審」，通過外審者，始得進行教評會審議升等程序。
	3、輔導與服務成績需達各分項門檻之規定，自101學年度實施。
	4、請附教學(C項)、輔導與服務(D項)之評分申請表及項目認證表。二、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聘任及升等辦法
	97年1月21日本校第33次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97年10月27日本校第36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8年3月16日本校第38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年6月27日本校第47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年6月21日本校第5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年6月13日本校第59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1條至第14及聘任契約
	106年6月12日本校第6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3、5、9、10條及聘任契約第5、13點契約第5、13點
	106年12月25日本校第6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辦法名稱、第1、5、6、7及第10條及聘任契約第7點，
	並增訂第14條至第17條，併同廢止本校「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資格送審作業要點」
	107年12月24日本校第64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1、3、5、6、9、10、11、12、14、15、16、17條
	及聘任契約第1、4、5、7、10、11、12點
	108年10月07日本校108學年度第1次臨時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6條、新增第17之1條及聘任契約第7點
	109年6月22日本校第67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5條及第17之1條
	及新增附件2退休再任教學人員聘任契約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執行專案教學需要、培訓並儲備編制內專任教師（以下簡稱專任教師）及辦理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升等資格送審事宜，依據教育部「國立大學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實施原則」、「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訂定「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聘任及升等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係指本校依「國立大學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規定，以校務基金自籌經費支出之編制外人員。
	第二章  聘任
	第三條
	各單位具下列情事之一者，得擬訂「計畫書」，提經系（所、學位學程、中心，以下簡稱系）教師評審委員會或行政單位審查委員會議通過，循行政程序簽會教務處、人事室、主計室，視課程規劃及校務基金經費等情形，陳請校長核定後，逕行辦理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遴聘事宜。
	一、行政單位擬聘請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教授校或院訂共同必修基礎課程。
	二、系有教師缺額，擬先試聘。
	三、系因必修課程需要。
	四、行政單位或系為執行專案教學計畫。
	前項「計畫書」內容應包含：
	一、計畫緣起及進用依據。
	二、系未來發展、師資結構與課程規劃（含系選修目開課學分數比例）。
	三、聘任職稱與期間。
	四、工作內容及約定。
	五、授課時數。
	六、聘約存續期間報酬及權利義務。
	七、其他必要事項。
	第一項稱行政單位審查會議之組成、議事及其他事項，應比照系級教師評審委員會相關規定，並於每學年開始前專案簽請校長同意，始得聘任。
	第四條
	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之遴聘等級與資格條件，應依據「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或「大學聘任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辦法」等規定辦理。
	第五條
	各單位提聘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時，需檢附簽准之擬聘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計畫書」及擬聘人員下列資格相關證件，並經各學系及院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行政單位提聘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由行政單位組成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聘審小組審議後，提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一、個人基本資料表。
	二、大專以上學歷畢業證書（含教師證書），畢業學校如係國外學歷，須為教育部所認可且經我國駐外單位驗證有案。
	三、最高學歷歷年成績單。
	四、與任教領域相關之業界實務工作經驗證明文件。
	五、其他有利於聘審之資格證明（例如推薦函、獲奬證明或專業證書）。
	學校與擬聘人員應簽訂契約書（附件一）及核發聘書。
	第六條
	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任期最長以三學年為限，且每年需依規定接受評鑑，其辦法另定之。聘期原則以一學年一聘，評鑑不通過者，次學年不予聘任。聘期未滿一學年者，得免予評鑑。經同一聘任單位連續二學年評鑑認定優良者，於應徵本校同一聘任單位專任教師職缺時，應逕與系教師評審委員會完成初審推薦之人選並得排序或共列，一併送請學院辦理複審。
	校務基金進用教學人員第二次聘任之後（即於本校任教滿六學年後），爾後聘任得由聘任單位考量其教學績效及歷年評鑑結果，專案簽請校長同意後，免再經公開徵選程序，並經各學系及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或行政單位審查委員會議通過提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續聘案。
	計畫執行期限在三年以內者，應按實際所需時間聘任。
	前項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聘期屆滿，聘任關係終止。
	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於聘約存續期間得以執行本校指派之產學合作計畫，並擔任協（共）同主持人以上職務，作為採計本校聘任專任教師之業界實務工作經驗，並於應徵本校專任教師時提出相關計畫合約或成果證明供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第七條
	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年滿六十五歲以上不予送審及請頒教師資格證書。
	第八條
	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授課時數及義務規定如下：
	一、由學術單位聘任者，除按本校「教師授課鐘點核計辦法」規定之各職級專任教師授課時數外，另加計四小時為基本授課時數，並得以執行計畫案專簽折抵基本授課時數至多四小時，其有超過基本授課時數情形者，依規定列為超鐘點時數計算，並應協助學術單位行政事務之推動。
	二、由行政單位聘任者，除按本校「教師授課鐘點核計辦法」規定之各職級專任教師授課時數外，另加計四小時為基本授課時數及寒暑假期間折半計算（寒暑假期間，分別以四週及八週計列），其有超過基本授課時數情形者，依規定列為超鐘點時數計算。
	前項授課時數，如因配合課程安排，得採全學年併計方式將寒、暑假應授課程時數平均分配至上、下學期。
	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於授課時間外，每週至少應有四小時留校時間，以提供學生指導教學，其時數不列入本條文之基本授課時數內。
	第九條
	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差假、報酬標準、福利及其他權益事項等規定如下：
	一、薪俸、薪級提敘、年資加薪、年終獎金等福利待遇比照專任教師辦理。
	二、全民健保、勞退基金、離職給與、勞工保險等事項比照本校約用聘僱人員及「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離職給與辦法」規定辦理。婚假、出國及其他非必要於授課期間辦理之請假事實，以在寒暑假期間辦理為原則。
	三、退休、撫卹、資遣、保險、休假、進修、生活津貼等事項，概不適用公務人員及本校約用人員、教師相關法令規定，出差、事（病）假、申訴及其他本辦法未規定之權益事項，比照本校專任教師規定辦理。
	第十條
	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於聘約存續期間以執行契約所訂之工作內容為主，且不得擔任本校組織規程第四十二條所定法定各項會議之委員或代表，如有正當事由擬於校內外兼職，需在不影響本職工作之前提下事先經學校同意。
	由學術單位聘任之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得擔任導師，由行政單位聘任者，經學術單位專簽敘明具體理由並會辦學生事務處、人事室，並奉校長核准者，得擔任導師。
	各單位需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協助教學或行政事務時，需填具「申請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協助教學/行政需求表」，經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同意後，向其所隸屬之單位提出申請，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之協助成效列入評鑑項目評審。
	第十一條
	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經公開甄選程序錄取聘任為專任教師時，應依本校新聘專任教師聘任程序申請及重新審查；聘任後，其曾任本校與現職職務等級相當、服務成績優良之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年資，得提經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同意後，採計提敘年資，每任滿一年提敘一級；其資格經送教育部審查通過頒授教師證書後之服務年資，得比照專任教師年資計算辦理升等。
	第十二條
	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於聘約存續期間未依本辦法第八條規定授課者，該期間不予支薪，如經公開甄選程序錄取聘任為編制內專任教師後不得依本辦法第十一條規定提請併計為升等、提敘年資及加薪（俸）之依據。
	第十三條
	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如因故擬於聘約存續期間離職時，以學期辦理為原則，並應於離職二個月前提出申請經核准後始得離職，否則致生損害，應負賠償所餘聘期按月給付薪資一倍金額之責任。
	第三章  資格送審
	第十四條
	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聘任前未具擬聘教師職級以上資格證書者，應辦理教師資格審查作業，並應於本校任教滿一年後始得離職，未任教滿一年而離職者，應賠償本校支付之審查費，並得依本校專任教師升等規定提出升等審查較高職級之教師資格。
	第十五條
	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初聘資格審查程序如下：
	一、自學期開始之一個月內，向所屬系、行政單位提出申請。
	二、系教師評審委員會或行政單位審查委員會應就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之教學、研究、專長及擬任教課程等事項進行初審。初審通過者，各系將其專門著作等相關資料送請所屬學院院長辦理系外審作業；行政單位則送學術副校長辦理外審作業。
	三、以專門著作、技術報告、藝術類科作品、成就證明、教學報告或體育成就證明送審送審者，應一次送五人審查，獲四人以上評審為七十分以上，始得繼續審查之程序。
	四、系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之外審結果應經各學院及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行政單位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之外審結果應經行政單位審查委員會及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
	五、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決審通過者，由人事室函報教育部請頒教師資格證書；未獲通過者，其外審審查之費用應自行負擔。
	第十六條
	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申請升等較高職級資格審查程序如下：
	一、初審：
	系教師評審委員會或行政單位審查委員會應就申請升等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之研究、教學、輔導與服務資料依系或校升等規定初審。初審通過者，應檢附會議紀錄、校務基金教學人員申請升等之著作及相關資料送所屬學院或由行政單位審查會議決議並簽請同意提送專業屬性相同之學院進行複審。
	二、複審：
	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複審前，由院長辦理專業成就外審作業，並應一次送三人審查，獲二人以上評審為七十分以上，始得繼續複審之程序。
	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就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之專業成就、研究、教學、輔導與服務成績評分，評分總成績達七十分者為複審通過。複審通過者，學院應檢附會議紀錄、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申請升等著作及相關資料送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進行決審。
	三、決審：
	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決審前，由學術副校長辦理專業成就外審作業，並應一次送三人審查，獲二人以上評審為七十分以上，始得繼續決審之程序。
	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就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之專業成就、研究、教學、輔導與服務成績評分，評分總成績達七十分者為升等通過。
	學院及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如對校外學者專家審查結果之可信度與正確性有疑義，應提出具有專業學術依據之具體理由，經決議另送一至二名校外學者專家審查後，再送請原審查人復審。
	本校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對於審議未通過之升等案，均應敘明理由以書面通知申請升等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
	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資格審查事宜，悉依本校「辦理教師外審作業要點」及教育部訂頒「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等規定辦理。
	第十七條
	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申請送審及請頒教師資格證書期間，因不可歸責於申請人之事由，致教師資格證書審定時已逾聘任期限時，仍應核發；惟如因可歸責之事由，致無法於上開聘任期限內送審或完成函報教育部請頒教師資格證書作業時，其責任由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自負，本校不於聘期結束後辦理教師資格送審及請頒證書。
	第十七條之一
	曾任國內外大學、學術研究機構研究人員或研究技術人員、社會教育機構專業人員、政府機關（構）或其他公民營事業機構研發部門研發人員、財團法人或行政法人研究組織研究人員相當助理教授級以上者，已依相關法令辦理退休，身體健康仍有意願繼續從事教學研究等工作，並符合下列資格條件之一者，得由系、學院提名並簽奉核定或校長推薦，經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後，敦聘為校務基金進用退休再任教學人員，續聘時亦同，不受第三條及第八條限制。
	（一）近三年持續有論文著作發表。
	（二）近三年持續有執行產學合作計畫。
	（三）對學校校務發展具有經驗及貢獻。
	前項人員待遇、權利與義務，由學校與當事人另行約定。(附件二)
	前項人員年齡應在七十歲以下，但因特殊需求經專案簽准者，不在此限。
	第四章  附則
	第十八條
	本辦法未規定事項，悉依本校與聘任之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雙方同意訂定之契約書、聘書、教育部「國立大學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實施原則」及相關法規辦理。
	第十九條
	本辦法經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並經校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聘任契約
	108年10月07日本校108學年度第1次臨時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以下稱甲方） 為應教學需要，聘任○○○（以下簡稱乙方）為○○○（職稱）級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經雙方同意訂立契約，共同遵守約定條款如下：
	一、聘約存續期間：自○○○年○○○月○○○ 日起至○○○年○○○月○○○日止。
	二、工作內容：
	依甲方所訂進用「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計畫書」及教育相關法規範圍內，從事教學或經甲方指派參與之相關工作，並接受任教單位督導及考核評鑑。
	三、授課時數及義務：
	由學術單位聘任者，除按本校「教師授課鐘點核計辦法」規定之各職級專任教師授課時數外，另加計四小時為基本授課時數，並得以執行計畫案專簽折抵基本授課時數至多四小時，其有超過基本授課時數情形者，依規定列為超鐘點時數計算，並應協助學術單位行政事務之推動。
	由行政單位聘任者，除按本校「教師授課鐘點核計辦法」規定之各職級專任教師授課時數外，另加計四小時為基本授課時數及寒暑假期間折半計算（寒暑假期間，分別以四週及八週計列），惟因課程安排需要，得將寒、暑假應授課程時數平均分配至上、下學期；未依規定授課者，該期間不予支薪。其有超過基本授課時數情形者，依規定列為超鐘點時數計算。
	乙方於授課時間外，每週至少應有四小時留校時間、每學年之授課鐘點數均符合各職級教師之基本鐘點數要求、毎學期每週排課四天以上。
	四、報酬：
	比照甲方專任教師依據「教師待遇條例」及相關規定核敘薪級，並按實際到離職日支薪。
	五、差假、薪資提敘、福利及其他權益事項等規定如下：
	（一）薪俸、薪級提敘、年資加薪、年終獎金等福利待遇比照編制內專任教師辦理。
	（二）全民健保、勞退基金、離職給與、勞工保險等事項比照本校約用人員及「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離職給與辦法」規定辦理。婚假、出國及其他非必要於授課期間辦理之請假事實，以在寒暑假期間辦理為原則。
	（三）退休、撫卹、資遣、保險、休假、進修、生活津貼等事項，概不適用公務人員及本校約用人員、教師相關法令規定，出差、事（病）假、申訴及其他本要點未規定之權益事項，比照本校專任教師規定辦理。
	六、研發成果歸屬：
	教師利用本校資源完成具專利價值或以非專利形式保護之研究發展成果，其權利及義務依本校研發成果專利申請暨技術移轉等相關辦法辦理。
	七、其他義務事項：
	（一）乙方任期最長以三學年為限，且每年應依本校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評鑑辦法接受評鑑，評鑑不通過者，次學年不予聘任。
	（二）乙方非經學校同意，不得在校外兼課或兼職。
	（三）乙方接受委託研究應由學校具名簽訂合約，並應依本校「產學合作收支管理辦法」辦理，不得有未透過學校行政作業而逕與各機關訂約之情事。
	（四）乙方於執行教學、指導、訓練、評鑑、管理、輔導或提供學生工作機會時，在與性或性別有關之人際互動上，不得發展有違專業倫理之關係，並應尊重他人與自己之性或身體之自主、遵守性別平等教育法及性別工作平等法等相關規定。
	（五）乙方應遵守本校「教師倫理守則」及「校園霸凌防制要點」。
	八、報到及離職：
	乙方接到甲方聘任通知後，應依規定時間向甲方聘任單位及人事室辦理到職手續；離職時亦應依規定辦妥離職手續後，始得離職。
	九、離職預告：
	乙方如因故擬於聘約存續期間離職時，以學期辦理為原則，並應於離職二個月前提出申請，經甲方同意後始得離職，如有違反，除不予出具離職證明文件外，因而致甲方發生之損害，乙方應負賠償所餘聘期按月給付薪資一倍金額之責任。
	十、違約責任：
	乙方於聘約存續期間，如因教學不力，或違反契約應履行義務，或有其他不當行為，經甲方教師評審委員會查證屬實時，甲方得終止本契約並予解聘。甲方若因此受有損害，並得向乙方請求賠償，乙方如因離職時未依規定辦理移交、移交不清或其他情事致甲方因此受有損害時，其賠償責任亦同。
	乙方於聘約有效期間發生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各款事由之一時，視同違約，並依前項規定辦理。
	十一、乙方在聘約存續期間，應遵守甲方相關規定，違者得視情節輕重提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處理。
	十二、本契約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教育部頒「國立大學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實施原則」、本校「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聘任及升等辦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三、本契約書一式五份，由甲方收執四份（分送用人單位、秘書室法制議事暨專案人力組、人事室、主計室）及乙方各收執一份。
	立契約人　　甲　　　方：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地　　　址：912屏東縣內埔鄉學府路1號
	代　表　人：
	乙　　　方：
	地　　　址：
	身分證字號：
	附件二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校務基金進用退休再任教學人員聘任契約
	109年6月22日本校第67次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以下稱甲方）為應教學需要，聘任○○○先生/女士（以下稱乙方）為校務基金進用退休再任教學人員，經雙方同意訂立契約，共同遵守約定條款如下：
	一、聘約存續期間：自民國○○○年○○月○○日起至○○○年○○月○○日止。
	聘約存續期間起訖日期以學期制或學年制為原則，聘任後因學生選課人數未達開課標準，致無聘任需求者，聘約存續期間屆滿前甲方應以書面通知終止聘約。
	二、工作內容：
	依甲方規定及教育相關法規，從事教學或經甲方指派參與之相關工作，並接受任教單位之督導。
	三、授課時數及義務：
	乙方一學期授課至少一門課，不適用本校「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聘任及升等辦法」第八條規定。
	乙方有親自授課、監考、閱卷及指導學生實習之義務，有關請假、代調補課、繳交成績等事項依甲方教務相關規定辦理，並應注意學生權益之維護。
	四、報酬：分為支薪或不支薪。支薪者由甲方每月給付乙方新台幣           元整。惟乙方如係依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辦理退休有案者，依該條例第七十七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乙方每月支領薪酬總額（含計畫主持人費、鐘點費等固定給與）不得超過法定基本工資，超過者停領月退休金。（一百零九年一月一日法定基本工資為新台幣二萬三千八百元）
	五、其他權益事項規定如下：
	（一）婚假、出國及其他非必要於授課期間辦理之請假事由，以在寒暑假期間辦理為原則。
	（二）全民健保、勞退基金、勞工保險（職業災害保險）、離職給與等事項比照本校約用人員及「各機關學校聘僱人員離職給與辦法」規定辦理。
	（三）薪級提敘、年資加薪、評鑑、撫卹、休假、進修、生活津貼等事項，均不適用公務人員及本校約用人員、教師相關法令規定，出差、事（病）假、申訴及其他本要點未規定之權益事項，比照本校專任教師規定辦理。
	（四）自本校退休再任者，保留退休前剩餘結餘款使用之權利義務。
	（五）研究室、實驗室空間使用、辦公用品及其他相關權利與義務等事宜：
	1、自本校退休再任者，依本契約第八點第二項辦理完成後，再由原退休單位與乙方調配。
	2、自校外延攬者，由用人單位與乙方調配。
	六、研發成果歸屬：
	乙方利用本校資源完成具專利價值或以非專利形式保護之研究發展成果，其權利及義務依本校研發成果專利申請暨技術移轉等相關辦法辦理。
	七、其他義務事項：
	（一）乙方非經甲方書面同意，不得在校外兼課或兼職。
	（二）乙方接受委託研究案應由甲方具名簽訂合約，並應依本校「產學合作收支管理辦法」辦理，不得有未透過學校行政作業而逕與各機關訂約之情事。
	（三）乙方於執行教學、指導、訓練、管理、輔導或提供學生工作機會時，在與性或性別有關之人際互動上，不得發展有違專業倫理之關係，並應尊重他人與自己之性或身體之自主、遵守性別平等教育法及性別工作平等法等相關規定。
	（四）乙方應遵守本校「教師倫理守則」及「校園霸凌防制要點」。
	八、報到及離職：
	乙方收受甲方聘任通知後，應依規定向甲方聘任單位及人事室辦理到職手續；聘約存續期間屆滿，乙方應即離職，離職時亦應依規定辦妥離職手續。乙方如為本校編制內退休專任教師應依本校規定辦理離職手續並持離職證明書，辦理本聘任案到職手續後起薪。
	九、離職預告：
	乙方如因故須於聘約存續期間屆滿前離職者，應於離職日前二個月以書面申請，經甲方同意後始得離職；如有違反，除不予出具離職證明文件外，因而致生甲方之損害，乙方應賠償所餘聘期按月給付薪資一倍之金額。
	十、違約責任：
	乙方於聘約存續期間內，如因教學不力、違反契約規定或有其他不當行為，經甲方教師評審委員會查證屬實時，甲方得終止本契約予以解聘。甲方如因此受有損害，得向乙方請求賠償。
	乙方於聘約存續期間內有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者，依前項規定辦理。
	乙方如因離職時未依規定辦理移交、移交不清或其他情事以致甲方受有損害時，亦應負賠償責任。
	十一、乙方同意甲方得依「學校辦理契約進用人員通報查詢作業注意事項」規定，向教育部辦理其相關資訊之蒐集、利用及查詢，並同意法務部、警政機關及教育部提供相關資訊。
	乙方獲甲方聘任前應無下列情事，如有隱匿經查證屬實，甲方得立即不經預告以書面終止契約：
	（一）具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
	（二）具教師法第十五條第一項各款情形之一，且於不得聘任為教師之管制期間內。
	（三）具教師法第十八條第一項情形者，且於不得聘任為教師之管制期間內。
	十二、乙方於聘約存續期間內，應遵守本契約及甲方相關規定，違者得視情節輕重提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處理。
	十三、本契約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教育部頒「國立大學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實施原則」、本校「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聘任及升等辦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四、本契約書一式五份，由甲方收執四份（分送用人單位、秘書室法制議事暨專案人力組、人事室、主計室）及乙方各收執一份。
	立契約人　　甲　　　方：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地　　　址：912屏東縣內埔鄉學府路1號
	代　表　人：
	乙　　　方：                    （簽章）
	地　　　址：
	身分證字號：
	連絡電話：
	中華民國○○○年○○月○○日
	三、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教師升等研究教學輔導與服務成績考核要點
	104年6月5月本校103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臨時教評會審議通過訂定
	105年5月19日本校104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教評會審議通過第3點及第4點及考核評分表
	106年5月11日本校105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教評會審議通過第3點及第4點
	107年12月24日本校第64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考核評分表(108學年度以後適用)
	108年11月28日本校108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教評會審議通過修正要點名稱及第1點
	一、國立屏東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辦理所屬專任教師申請升等教師資格之校內研究、教學、輔導與服務等項目成績採計，特依據教育部台（八七）審字第八七○四七七四一號函及本校「專任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等規定，訂定「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教師升等研究教學輔導與服務成績考核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校教師申請升等教師資格，其考核評分項目包括專業成就、研究、教學、輔導與服務等四項，其中研究、教學、輔導與服務之評審項目如下：
	（一）研究成績考核之評審項目應包括「研究計畫」及「其他學術成就」等分項。
	（二）教學成績考核之評審項目應包括「教學經驗」、「教學改進」、「課業輔導」、「施教績效」及「教務配合與整體表現」等分項，教學成績需達配分之百分之七十以上，始得申請升等。
	（三）輔導與服務成績考核之評審項目應包括「行政服務」、「輔導服務」及「推廣服務」等分項，各分項成績需達配分成績百分之七十以上，始得申請升等。
	三、研究、教學、輔導與服務等項目成績之考核應多元、明確，其評分項目之評審內容與標準如附考核評分表。
	本要點所訂評分項目，除「研究」項目及教學項目中之「教學經驗」項採計教師取得升等前一職級之研究與教學年資外，其餘項目原則以取得升等前一職級教師資格後及送審前五年內在本校教學、輔導及服務之成績為限，但五年內下列情形者，得分別申請延長採計年限。
	（一）女性教師曾懷孕或生產者，得申請延長前述年限二年。
	（二）經核准延長病假、因重大疾病、養育三足歲以下子女留職停薪者，得申請延長病假或留職停薪期間。
	（三）因專長、所授課程相關或業務特殊需要，依本校規定辦理借調留職停薪期間。
	（四）本人或配偶之直系血親尊親屬老邁或重大傷病須侍奉、配偶或子女重大傷病須照護、配偶因公派赴國外工作或進修，其期間在一年以上須隨同前往之留職停薪期間。
	（五）其他因不可歸責本人之正當事由並經專簽陳請校方同意之期間。
	四、各系（所、學位學程、中心、室）於所屬教師申請升等審查時，應通知教師依本要點所定考核評分表之項目進行自評，並將自評結果依序交由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評核。
	考核評分表內之評審項目，除教師應主動提供佐證資料者外，均應由本校相關單位對全體教師建立完整而確實之資料，以便查核，並得依升等教師之申請開立證明書（格式如附件）。
	第一項所稱「中心、室」係指通識教育中心、師資培育中心及體育室。
	五、本要點經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教師升等項目考核評分表(含研究、教學、輔導與服務)
	送審人姓名：任教系所別：送審職級：
	一、研究項目
	項目
	分項
	評分標準
	得分
	備註
	自評
	系評
	院評
	校評
	B1
	研究
	計畫
	一、科技部、教育部、經濟部、或其他中央部會（含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糧署及經濟部水利署等）、中央部會轄下之所屬單位（如林試所、水試所等）之研究計畫。
	主持人3分，共同主持人1.5分，協同主持人0.9分，研究人員0.3分。
	教育部之教學相關計畫不在此項採計，應於”C2教學改進”之五計分。
	二、地方政府與人民團體或基金會之研究計畫。
	主持人1.5分，共同主持人0.75分，協同主持人0.5分，研究人員0.2分。
	B1分項得分
	B1分項依升等教師選擇類別最高以15分或10分為限。
	B2
	其他學術成就
	一、產學合作。
	每件計畫經費按每10萬元0.3分向上累計(不到10萬元不採計)；每件計畫最高採計3分（B1項計分者不得重複）。
	一、本項專指私立機構透過本校產學合作之計畫，科技部產學合作計畫可依本項計分或B1項計分，但不得重複。
	二、屬計畫性質之工作會、座談會、講習會、訓練班等得列入本項計分。
	三、計畫日期計算至申請升等之當學年度底為止，並採從寬認定，一年內均予以採認。
	四、本項研究計畫之計分，以經費進入本校為依據認列。
	五、B1項研究計畫以學術研究計畫為認定，辦理研討會、訓練班、學分（學程）班計畫等不列入B1項，改列於本項計分。
	六、共同計畫主持人或協同計畫主持人之計分方式：科技部計畫主持人非本校教師者不予計分；計畫主持人為本校教師者，依每件計畫之主持人或協同計畫主持人所佔百分比例計算，並依實際參與計畫人數均分之。計畫期間，中途更換主持人、共同或協同主持人者，以實際執行計畫業務比例計算之。
	七、本項產學合作計畫之認證，以「本校委託研究計畫處理表」資料為準。計畫結案報告或相關會議資料不予採計。
	八、校務基金補助之計畫不予採計。
	二、(一)專利。(二)技術移轉。
	(一)國內專利，每件1分。國際專利，每件2分。
	（登錄制不採計）
	(二)國內技術移轉，每件每10萬元0.3分。國際技術移轉，每件每10萬元0.4分。
	一、屬國內或國際專利或技術移轉者，於本項計分。
	二、本項採以學校為名者。
	三、本項以專利證書上之日期，或技術移轉之合約生效日為準。
	三、專業期刊編輯。
	(一)國內期刊主編或總編輯每年0.2分，編輯每年0.1分。
	(二)TSSCI期刊主編或總編輯每年0.6分，編輯每年0.3分。
	(三)國際期刊(非SCI、EI、SSCI、AHCI期刊)主編或總編輯每年2.5分，編輯每年1分。
	(四)SCI、EI、SSCI、AHCI期刊主編或總編輯每年5分，編輯每年2分。
	一、編輯係採計Editor，審稿（Reviewer）不予採計(請列於服務項下)。
	二、本項不採計翻譯書籍(請列於著作)及主持翻譯計畫或數位典藏計畫(請列於B1項)。
	(一)取得國立編譯館出版計劃或科技部人文處社資中心之出版計劃而正式出版之書籍，可直接檢附證明後認定為學術性專書。惟該項計畫不可重複計算於B1項下。中文教科書請列於教學改進項。
	(二)作者只有申請教師一人，且內容有創新之處之專書，建請提列為教學報告升等之著作。眾人合寫之專業書須委外審查認定之。若認定為學術性專書，該書於本項中僅能提供一位負責編著之作者做為加分之用途，其餘以教科書認定之，並請改列教學之教學改善項目。
	四、執行或承辦國內或國際學術性研討會。
	(一)國內學術性工作會(workshop)，每次0.2分。
	(二)國內學術性研討會，每次0.4分。
	(三)國際學術性工作會(workshop)，每次0.6分。
	(四)國際學術性研討會，每次0.8分。
	一、凡於執行承辦組織表內列名有案並有證明者，皆予採計評分。屬計畫性質之工作會、座談會、講習會等請列產學合作(1)計分，本項不重複採計。
	二、研討會須由學校主辦或協辦，主辦每次0.2分；協辦每次0.1分。
	三、於行政職務內承接之計畫需與學術性直接相關之研討會始可計分，若非學術性則列於服務項。
	四、研討會之主持人、召集人或總幹事始予以計分，若非主持人則列於服務項。
	五、研討會之需有佐證資料（證明）者，才予採認。
	六、國際研討會係指國外出席講者達3個國家以上或占所有出席講者之25％以上。
	五、擔任專業學會理事長(會長)、秘書長(總幹事、執行秘書)、理事、監事。
	(一)全國性專業學會理事長（會長）每年0.3分。
	(二)全國性專業學會秘書長（總幹事、執行秘書）每年0.2分。
	(三)全國性專業學會理事、監事每年0.1分。
	(四)國際專業學會理事長（會長）每年0.6分。
	(五)國際專業學會秘書長（總幹事、執行秘書）每年0.4分。
	(六)國際專業學會理事、監事每年0.2分。
	一、「專業」及「全國性」由學院認定。
	二、全國性社團（成員跨縣市）需經內政部社會司報准設立者。
	三、區域性社團（成員跨鄉鎮）需經縣市政府社會處報准設立者。
	四、地方性社團（成員為單一鄉鎮）需經縣政府社會處報准設立者。
	五、擔任社團理、監事者，須提供主管機關核發之相關資料及學會章程作為佐證；其餘職務請檢附學會核發之聘書。
	六、任期計分方式，以檢附聘書期間按比例原則給分。
	六、研討會之主要演講者、講員、主持人、引言人或與談人。
	(一)國內研討會邀請主要演講者(plenarylecturerorkeynotespeaker)，每次0.4分。
	(二)國內研討會主持人、引言人或與談人，每次0.2分、講員每次0.2分。
	(三)國際研討會邀請主要演講者(plenarylecturerorkeynotespeaker)，每次0.5分。
	(四)國際研討會主持人、引言人或與談人、講員每次0.3分。
	一、所稱研討會須有發表學術論文及其發表場次者。
	二、專業之認定由學院認定。
	三、擔任訓練班之講員（師）列於服務項下。
	四、本項若已計分不可重複於服務項下列計。
	五、參與研討會發表論文者，請檢附大會議程。
	六、講員須以口頭發表，若該篇論文有多名研究者掛名，議程資料無法顯示上台報告者，依共同作者人數均分之。
	七、本項主持人不得與(4)執行或承辦國內或國際學術性研討會重覆計分。
	七、執行承辦國際性、全國性或國內區域性體育、服飾、餐飲、藝術等類科展演、競賽。
	(一)國內區域性每次0.2分。
	(二)全國性每次0.4分。
	(三)國際性每次0.8分。
	八、教師(與個人學術領域相關)參與國際性、全國性之展演、競賽。
	(一)全國性：
	第一名/一次1分，第二名/一次0.7分，第三名/一次0.5分，第四名/一次0.3分，第五名/一次0.2分，第六名/一次0.1分。
	(二)國際性：
	第一名/一次5分，第二名/一次4分，第三名/一次3分，第四名/一次2分，第五名/一次1分，第六名/一次1分。
	(三)奧運或同等級：
	第一名/一次10分，第二名/一次9分，第三名/一次8分，第四名/一次7分，第五名/一次6分，第六名/一次5分。
	奧運或同等級部分之展演、競賽，請提供中央機關認可之資料或證明。
	B2分項得分
	B2分項依升等教師選擇類別最高以15分或10分為限
	研究得分=B1+B2，合計分數至多以升等教師選擇類別最高15分或10分為限：分計（直接計入教師升等評分量表之一B項研究分數）
	一、各學院於校訂研究（B項）評分架構之前題下，得視學院特性自訂研究評分項目。
	二、本表所訂研究（B項）之評分採計年限依本校「教師升等研究教學輔導與服務成績考核要點」第三點規定辦理。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教師升等項目考核評分表(含研究、教學、輔導與服務)
	送審人姓名：任教系所別：送審職級：
	二、教學項目
	分項
	分項基準分
	評審內容與標準
	得分
	備註
	自評
	系評
	院評
	校評
	C1
	教學經驗(15分)
	9分
	一、助教第五年起，講師、助理教授、副教授第四年起，每任滿一學期，加0.5分(不滿一學期者不計)，惟曾任他校教學年資最高採計1.5分。
	二、借調期間返校義務授課3小時以上者，依前述標準折半計算。
	三、延長病假、帶職帶薪研究進修，學期內若無授課事實者，不予計分。
	一、「教學」項目之評分採計年限依「教師研究、教學、輔導與服務成績考核要點」第三點規定辦理。
	二、「教學」項目之考評係採書面審核，送審人應將相關佐證資料分項彙整成卷，俾便進行評審：提供之佐證資料應力求具體、明確、詳細，各相關資料認證人員並得補充。
	三、本表由送審人依據相關之具體資料逐項自評後，連同升等申請表、升等著作、參考著作等資料一併送交所屬系(所、學位學程、中心、室，以下簡稱系)。系應將資料送請相關配合單位審核後，提送由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之。
	C1分項得分小計
	C2
	教學改進(30分)
	16分
	一、授課計畫周延性與進度配合度，酌減0.5~3分，其中：
	(一)每學期期限內未繳交者，減0.5分。
	(二)私下任意調課、應授課未授課、協同教學未到場、期末考提前辦理或差假調課未補課者，每次減0.5分。
	(三)拒絕教授指定課程者，經相關主管簽註，酌減1~2分。
	二、經登記有案出版商出版大學以上用書，加0.5~3分。
	三、改進教學方法如編撰教材、教具、教學媒體製作、e化教材、磨課師課程等，有具體成效者，每門課酌加0.5~3分，最高3分，其中全部授課課程教材皆上網者另加3分。
	四、曾開授通識課程、全英語授課課程、遠距教學課程、開放式課程、進修部課程者，酌加0.5~3分。不配合系安排進修部課程者，酌減0.5~2分。
	五、申請教育部教學相關計畫，執行學校教學相關計畫，每項酌予加0.2~0.5分，最高1分。申請通過且執行者，每項酌予加1分，最高3分。不配合系、學校執行教學相關計畫或執行不力者，酌減0.5分。
	六、其他具體優良或缺失事實者，得由升等教師或有關主管提供參考資料，酌予加減0.5~2分。（列入研究B項之教學相關計畫，本項不予重複採計）
	C2分項得分小計
	C3
	課業輔導(15分)
	8分(通識教育中心基準分為10分)
	一、輔導或執行學生實務專題以外之校外實習輔導工作有證明者，每年酌加1分。
	二、開設學分班或於暑假開設補修班，每門課酌加0.5分，最高採計2分。
	三、指導學生實務專題每組0.2分；指導碩士班研究生論文每人0.4分，指導博士班研究生論文每人0.8分，最高採計2分。(指導人次不得重複計算)
	四、其他課業輔導有具體事實者(如輔導身心障礙生、體保生、技優、原住民學生、期中考試預警及師生互動時間紀錄等)，得由升等教師或有關主管提供參考資料，酌予加減0.5~2分。
	C3分項得分小計
	C4
	施教績效(20分)
	10分
	一、 教學意見調查成績，填寫學生人數達15人或比例達50%以上，且每學期授課調查成績平均為(1)A等第(90分以上），酌加2分；(2)B等第(80分以上未達90分），酌加l分；(3)C等第(70分以上未達80分)，不加分；(4)D等第(60分以上未達70分)，酌減0.5分；(5)E等第(59分以下），酌減l分。
	另碩博士班填寫學生人數達5人或比例達50%以上，且每學期授課調查成績平均為(1)A等第(90分以上），酌加1分；(2)B等第(80分以上未達90分），酌加0.5分；(3)C等第(70分以上未達80分)，不加分；(4)D等第(60分以上未達70分)，酌減0.5分；(5)E等第(59分以下），酌減l分。
	二、指導學生參與國內學、術科重要競賽獲獎，有證明者，酌加1分；參與國際學、術科重要競賽獲獎，有證明者，酌加3分。
	三、獲政府機關、學會、有立案之相關團體或院校級核頒教學有關事項獎勵者，得酌加1~3分。
	四、其他施教績效有具體事實者，得由升等教師或有關主管提供參考資料，酌予加減0.5~2分。
	C4分項得分小計
	C5
	教務配合與整體表現(20分)
	12分
	一、擔任大學部或研究所招生工作(監試、入闈、出題、口試及書面審查)，每次0.2分（同時入闈及出題者採計一次為限），最高採計3分。
	二、參與校定、院定必修及學程之課程教學、教材編訂、課程規劃或排課者，每學期0.25分，最高採計3分。
	三、其他具體優良或缺失事實者，得由升等教師或有關主管提供參考資料，酌予加減0.5~2分。其中：
	(一)每學期所授課程之期末成績均準時上傳並繳交紙本成績核對單，酌加1分。除特殊情況外，延遲繳交1科減0.5分、2科減1分、3科減1.5分、4科以上減2分。
	(二)參加教學專業成長研習，每學期達4小時者，酌加0.5分、逾4小時者每增加2小時，酌加0.2分。
	(三)教師於三年內服務期間，每學期至少參加教學專業成長研習4小時，未滿4小時者，每學期酌減0.1~0.2分。
	C5分項得分小計
	教學得分＝(C1+C2+C3+C4+C5)×20%
	教學得分須達總配分百分之七十以上者方得提出升等。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教師升等項目考核評分表(含研究、教學、輔導與服務)
	送審人姓名：任教系所別：送審職級：
	三、輔導與服務項目
	分項
	分項基準分
	評審內容與標準
	得分
	備註
	自評
	系評
	院評
	校評
	D1行政服務(20分)
	12分
	一、兼任本校組織編制內各級主管，負責盡職者，每滿一年加2分，未滿1年者，依兼職期間比例及前述標準加計分數。
	一、「輔導與服務」項目之考核評分採計年限依「教師研究、教學、輔導與服務成績考核要點」第三點規定辦理。
	二、「輔導與服務」項目之考評係採書面審核，送審人應將相關佐證資料分項彙整成卷，俾便進行評審：所提供之佐證資料應力求具體、明確、詳細，各相關資料認證人員並得補充。
	三、本表由送審人依據相關之具體資料逐項自評後，連同升等申請表、升等著作、參考著作等資料一併送交所屬系(所、學位學程、中心、室，以下簡稱系)。系應將資料送請相關配合單位審核後，提送由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之。
	四、評審內容之「學生輔導」包括學習輔導、生活輔導、職涯輔導、就業輔導、校友服務等層面。
	二、擔任各種委員會委員、工作小組成員、各調查小組成員、教育訓練講師，協助校（系、所）務，負責盡職，經相關主管簽註者（每件加1分，以6分為限）。
	三、其他熱心協助校內行政事務者，得由相關主管簽註，酌予加2~4分。
	D1分項得分小計
	D2輔導服務(60分)
	30分
	一、依據擔任導師之績效，酌加4~10分。其中：
	(一)擔任導師(主任導師)每學期加1分，最高採計5分。導師指導召開班會及繳交班會記錄表、導生活動成果表、班級學生輔導記錄表等資料，如未達8成者依比例核給分數，不及5成者不予計分。
	(二)參加學務處各項研習會議每次加0.3分。
	(三)擔任導師(主任導師)指導班級參加競賽獲獎者每件加0.5分。
	(四)獲選為本校優良導師者：院級加4分、校級加8分，同一學年度同時獲得上開獎項者，採計其最高等級獎項。
	(五)擔任導師(主任導師)每學年至少參加一場次導師相關會議或研習，若全學年未參加者酌減0.5分。
	(六)拒絕擔任導師者，經系所、學程會議或主任證明酌減1至2分。
	二、學生社團輔導工作依其績效，酌加4~10分。其中：
	(一)擔任社團指導教師每年加1分，最高採計5分。
	(二)擔任社團指導教師參加社團相關會議或研習每次加0.2分。
	(三)擔任社團指導教師指導社團參加全國性競賽獲獎（前三名）者加8分，區域性競賽獲獎（前三名）者加4分，校內競賽獲獎（前三名）者每件加0.5分。
	(四)擔任社團指導教師須指導社團召開社員大會，每學期至少召開2次並作成紀錄送交業管單位存查，若未達2次者酌減0.5分。
	(五)擔任社團指導教師每學年至少參加一場次社團相關會議或研習，若全學年未參加者酌減0.5分。
	三、擔任推動國際化服務工作，盡心盡職者，得由相關主管簽註，酌加4~10分。其中：
	(一)擔任國際化推動工作小組委員或外籍生學伴社團指導老師，負責盡職者滿一年加1分，未滿1年者，依兼職期間比例及前述標準加計分數；相關會議出席率未達50%者不予計分；無正當理由均未出席相關會議者，得由相關主管簽註，扣1分。
	(二)擔任境外專班及短期技術訓練班等全英語授課教師者，每門課程加0.5分。
	(三)輔導學生海外研修、實習或參與國外機構間各項學術交流每件次加0.5分。
	(四)執行本校與國外機構合作業務、協助整合本校國際合作、提升本校國際化校園環境及國際學術地位，每件次酌予加0.2~0.5分；多次拒不接待專業領域訪客者，得由相關主管簽註，酌減0.5~1分。
	(五)其他推動國際化服務事項有具體事實績效者，得由相關主管簽註，每件次酌予加0.2~0.5分。
	(六)上述服務件次不得跨年度計算，每年最高加4分，並應附佐證文件。
	(七)列入研究、教學服務項目者，本項不得重複計分。
	四、其他熱心協助學生輔導，有具體事實者，得由相關主管簽註，酌加4~10分。其中：
	(一)熱心協助學生輔導，有具體事實者，由單位主管簽註者每件加1~4分。
	(二)身心障礙生輔導有具體事實者，由相關單位主管簽註者每件加2分。
	(三)其他熱心協助學生輔導，有具體事實者，由其他相關單位主管簽註者每件加1分。
	(四)其他熱心協助學生職涯輔導、就業輔導或校友服務，有具體事實者，得由相關主管簽註，酌加1-10分。其中：
	1.擔任職涯導師者，每任滿一學年，且每學期至少參加1場次職涯導師相關會議或研習，加1分。另全學期或全學年未參加職涯導師相關會議或研習者，酌減0.5~1分。
	2.職涯導師因故只擔任一學期，且至少參加1場次職涯導師相關會議或研習，加0.5分。另全學期未參加職涯導師相關會議或研習者，酌減0.5分。
	3.擔任職涯導師除依上揭標準之外，而另參與職涯導師相關會議或研習，每次加0.3分。
	4.職涯導師每學期有按時繳交職涯導師輔導紀錄表者，每學期加0.3分。
	5.配合職涯發展處辦理執行教育部、勞動部或其他行政機關單位各項職涯輔導、就業輔導、校友服務等活動計畫或開設專業證照培訓班，每件加1分。
	6.由導師或職涯導師帶領班級學生參與職涯發展處辦理各項活動者，每件加0.5分。
	D2分項得分小計
	D3推廣服務(20分)
	5分
	擔任推廣與技術服務工作，盡心盡職者，每年最高加4分。
	評分說明：
	一、擔任評鑑（訪視委員）、甄選委員（校外）、論文審查委員、推廣教授，以及研討會、論壇、研習班、訓練班、產學合作等推廣服務主持人或召集人者，每件次加1分。
	二、擔任演講、評論以及論壇、研討會（節次主持人、與談人、引言人）、研習班、訓練班、產學合作等共同主持人或授課教師者每件次酌予加0.2～0.5分。
	三、全國性專業學會、協會或公會理事長（會長）每年0.3分、秘書長（總幹事、執行秘書）每年0.2分，理事、監事每年0.1分。(已列入研究B項或教學C項採認者，本項不予重複採計)
	四、擔任推廣教授，負責盡職者滿一年加2分，未滿1年者，依兼職期間比例及前述標準加計分數；推廣輔導日誌紀錄如未達8成者，酌減1~2分。
	五、其他推廣服務事項有具體事實績效者，每件次酌予加0.2~0.5分。
	六、擔任拼創創業輔導師，負責盡職者滿一年加2分，未滿1年者，依兼職期間比例及前述標準加計分數。
	七、上述服務件次不得跨年度計算，每年最高加4分，並應附佐證文件。
	八、列入研究、教學服務項目者，本項不得重複計分。
	D3分項得分小計
	輔導與服務得分＝(D1+D2+D3)×%
	輔導與服務之各分項得分應分別達到配分分數百分之七十(D1至少14分，D2至少42分，D3至少14分)以上者，始得提出升等。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教師升等研究、教學、輔導與服務
	成績申請證明書
	申請升等教師姓名：
	申請升等教師職級：
	申請升等教師任教單位：
	申請證明項目：□研究(B項)□教學(C項)□輔導與服務(D項)
	申請證明內容及核計成績：
	【範例1】102年9月28日於本校擔任○研討會主持人，符合B2其他學術成就(6)研討會主持人，核計0.2分。
	【範例2】101年8月1日起至103年7月31日止，○助理教授於暑假期間開設○補修班共計6門課，符合C3課業輔導成績，核計3分。
	【範例3】100年8月1日起至104年7月31日止，○副教授兼任本校○中心主任，負責盡職者，符合D1行政服務成績，核計8分。
	證明單位：○○○
	證明單位承辦人：○○○（核章）
	證明單位二級主管：○○○（核章）
	證明單位一級主管：○○○（核章）
	中華民國○年○月○日
	四、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教師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處理要點
	89年4月18日本校88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教評會審議通過
	98年10月29日本校98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教評會修正通過
	99年6月28日本校第43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年1月9日本校第49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年6月10日本校第53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年12月25日第6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1、2、5、7、8、10、11、12及13點暨附件作業流程表
	教育部107年2月22日臺教高(五)字第1070026781號函同意備查
	一、國立屏東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處理教師違反送審教師資格相關案件，特依據教育部訂定之「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專科以上學校教師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處理原則」及「專科以上學校學術倫理案件處理原則」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及違反學術倫理情事，指送審人有下列情事之一：
	（一）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合著人證明登載不實、代表著作未確實填載為合著及繳交合著人證明、未適當引註、未經註明授權而重複發表、未註明其部分內容為已發表之成果或著作或其他違反學術倫理情事。
	（二）著作、作品、展演及技術報告有抄襲、造假、變造或剽竊或其他舞弊情事。
	（三）學、經歷證件、成就證明、專門著作已為刊物接受將定期發表之證明、合著人證明為偽造、變造、以違法或不當手段影響論文之審查。
	（四）送審人或經由他人有請託、關說、利誘、威脅或其他干擾審查人或審查程序情節嚴重。
	（五）其他違反「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學術倫理案件處理原則」及「科技部學術倫理案件處理及審議要點」所列情事者。
	三、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校教評會）應成立「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審理小組」(以下簡稱審理小組)，並本公正、客觀、明快之原則處理教師涉嫌違反本規定之檢舉案件。
	審理小組成員五至七人，由校教評會主席擔任召集人，其餘成員由召集人指定校教評會委員組成，必要時得聘請校外公正學者參與。
	四、違反本規定案件之檢舉人應用真實姓名及地址，向校教評會提出檢舉書，且應具體指陳違反本規定之情事並附證據資料。
	審理小組於接獲檢舉案件後，應於一週內完成前項形式要件審查，如形式要件不符，則不予受理，並由校教評會主席確認，以書面通知檢舉人結案；形式要件符合者，應即進入校內處理程序(如附件)，並以保密方式為之，避免檢舉人與送審人曝光。
	對於未具名而具體指陳違反本要點之檢舉，得經審理小組決議後，依前項規定辦理。
	五、審查小組成員、原審查人及校外學者專家，與送審人有下列關係之一者，應予以迴避：
	（一）具碩、博士論文指導之師生關係。
	（二）本人或其配偶、前配偶、四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之姻親或曾有此關係者為事件之當事人。
	（三）現為或曾為該事件當事人之代理人、輔佐人、於該事件，曾為證人、鑑定人。
	（四）與送審人所提之送審代表著作及參考著作有學術合作關係。
	（五）相關利害關係人。
	（六）依其他法規應予迴避。
	六、校教評會對於送審人有第二點第一項第二款或第四款所定情事時，應通知送審人二週內提出書面答辯後，併同檢舉內容及答辯書送原審查人再審查，必要時得另送相關學者專家一人至三人審查，以為相互核對，並應尊重該專業領域之判斷。審查人及學者專家身份應予保密。
	審查人及學者專家審查後，應提出審查報告書，俾作為審查小組審理時之依據。
	審查小組於依第一項規定審查完竣後，必要時得同意送審人於程序中再提出口頭答辯。
	審查小組審理時，遇有判斷困難之情事，得列舉待澄清之事項再請原審查人、相關學者專家審查。
	七、本校於受理教師資格審查案件期間，經檢舉或發現送審人有第二點第一項第四款所定情事時，應與受到干擾之審查人取得聯繫並作成電話紀錄，送校教評會主席再與該審查人查證後，提會審議；經校教評會審議屬實者，應即停止其資格審查程序，並由本校通知送審人。
	八、審理小組應於受理書面檢舉之日起三個月內，作成具體結論提送校教評會審議。校教評會應於一個月內確認違反本規定是否成立，並作成具體決議。決議不成立者，以書面通知檢舉人及被檢舉人後結案；決議成立者，由校教評會視情節輕重為以下之處分：
	（一）解聘、停聘或不續聘。
	（二）一定期間內不受理教師升等之申請：
	1、送審人或經由他人有請託、關說、利誘、威脅或其他干擾審查人或審查程序情節嚴重：一年至二年
	2.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合著人證明登載不實、代表著作未確實填載為合著及繳交合著人證明、未適當引註、未經註明授權而重複發表、未註明其部分內容為已發表之成果或著作或其他違反學術倫理情事：一年至五年。
	3、著作、作品、展演及技術報告有抄襲、造假、變造或剽竊或其他舞弊情事：五年至七年。
	4、學、經歷證件、成就證明、專門著作已為刊物接受將定期發表之證明、合著人證明為偽造、變造、以違法或不當手段影響論文之審查：七年至十年。
	（三）當學年度不予年資加薪或年功加俸。
	（四）限制一定期間內不得參與校內各級教評會、論文審查（口試）。
	本校應於校教評會審議後十日內，將處理結果及理由以書面通知檢舉人及送審人。
	第一項審查期限如遇有案情複雜、窒礙難行及寒、暑假之情形時，其處理期間得延長二個月，並應通知檢舉人及送審人。
	九、送審人如對校教評之決定如有不服，應於收到書面通知之次日起三十日內，依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要點」規定，向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起申訴，或依法提起訴訟或依訴願法或行政訴訟法或其他保障法律等有關規定，請求救濟。
	十、校教評會審議教師違反本要點之案件時，應有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及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始得決議。
	前項審議決定，委員中有應行迴避之情事者，仍得列入出席委員人數，惟不得列入決議委員人數計算。
	十一、本校對於教師違反本要點之案件，自本校審議決定之日起，為不受理其教師資格審定之申請，經審議確定者，將審議程序及處置結果，報送教育部備查。
	教師懲處若涉及解聘、停聘、不續聘時，應依教師法及相關規定程序，報教育部核准。
	教師經檢舉或發現涉及本要點第二點第一項各款情事之一者，不得申請撤回資格審查案，仍應依程序處理；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案件一經成立，不因送審人提出申訴或行政爭訟而暫緩執行。
	十二、案件經審議後判定未違反本要點規定時，應將調查結果以書面通知檢舉人，並副知送審人。檢舉人若再次提出檢舉，應提校教評會審議。
	校教評會經審議再次檢舉內容，無具體新事證者，得依前次審議決定逕復檢舉人；有具體新事證者，則依本要點進行調查與處理。
	各學院及學系、所、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對經教師申訴受理機關或其他救濟機關要求依相關法令規定辦理，仍不辦理者，經同一教師申訴受理機關或救濟機關再判定違法者，得由高一級之教師評審委員會重為審查程序。
	檢舉人如為本校教師，對於濫行檢舉致生影響校園和諧之情事，校教評會得衡量其情節輕重，依據本校「教師倫理守則」規定議處。
	十三、本要點規定未盡事宜，悉依「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專科以上學校教師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處理原則」及「專科以上學校學術倫理案件處理原則」相關規定辦理。
	本要點經本校校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五、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要點
	88年12月24日本校第5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89年1月5日教育部台(89)申字第89000042號書函核定
	94年3月10日本校第2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4年5月31日教育部台申字第0940073410號書函備查
	95年6月23日本校第27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7年6月30日本校第35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8年10年19日本校98學年度第1次臨時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年6月27日本校第47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年6月21日本校第5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1年12月10日本校第5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3年6月9日本校第55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年6月10日本校第65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3及22點
	109年12月28日本校第68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1、3、12、16、25點
	第一章總則
	一、國立屏東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辦理教師申訴案件之評議，依教師法第四十二條、大學法第二十二條及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準則之規定，訂定「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並設置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以下簡稱申評會）。
	二、教師對本校有關其個人之措施，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益者，得向申評會提出申訴。
	第二章組織
	三、申評會置委員十五人至二十三人，均為無給職，由校長遴聘校外學者專家、屏東縣地區教師組織代表、社會公正人士、法律專家及本校兼行政職務教師各一人，並由各學院選任所屬未兼行政職務或非擔任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之專任教師代表，共同組成之；其中未兼行政職務之教師人數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二。
	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如未達前述比例時，其不足人數由本校該性別之專任教師互選擔任之。
	各學院辦理選任作業時，應依前項性別比例規定辦理，並按性別分置候補委員。各學院應選任委員之人數規定如下：
	（一）所屬專任教師人數未達二十人，應推選教師代表一人為選任委員，並置同性別候補委員一人。
	（二）所屬專任教師人數在二十人以上未達八十人，應推選不同性別之教師代表共二人為選任委員，並按性別分置候補委員各一人。
	（三）所屬專任教師人數在八十人以上，應推選不同性別之教師代表共三人為選任委員，並按性別分置候補委員各二人。
	除依第二項性別比例不足所選任之委員，其任期為一年外，其餘委員任期均為二年。選任委員連選得連任之。
	委員連續二次以上未出席委員會議，經申評會認定通過解聘或因故出缺時，由候補委員按性別依序遞補之，任期至原出缺委員任期屆滿之日止。
	第三章申訴之提起
	七、申訴之提起應於收受或知悉措施之次日起三十日內以書面為之。
	本校依法應以可供存證查核之方式送達其措施於申訴人者，以該送達之日為知悉日。
	八、申訴應具申訴書，載明下列事項，由申訴人署名，並應檢附原措施文書、有關之文件及證據：
	（一）申訴人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明文件號碼、服務學校及職稱、住居所、電話。
	（二）有代理人或代表人者，其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明文件號碼、住居所、電話。
	（三）原措施之學校。
	（四）收受或知悉措施之年月日、申訴之事實及理由。
	（五）希望獲得之具體補救。
	（六）提起申訴之年月日。
	（七）受理申訴之學校申評會。
	（八）載明就本申訴事件有無提起訴願、訴訟。
	九、提起申訴不合前點規定者，申評會得通知申訴人於二十日內補正。屆期未補正者，申評會得逕為評議。
	第四章申訴評議
	十、申評會應自收到申訴書之次日起十日內，以書面檢附申訴書影本及相關書件，通知本校原措施單位為原措施提出說明。
	原措施單位應自前項書面通知達到之次日起二十日內，擬具說明書連同關係文件，送於受理之申評會，並應將說明書抄送申訴人。但原措施單位認申訴為有理由者，得自行撤銷或變更其原措施，並函知申評會。
	原措施單位對原措施屆前項期限未提出說明者，申評會得逕為評議。
	第一項期間，於依前點規定補正者，自補正之次日起算；未為補正者，自補正期限屆滿之次日起算。
	十一、申訴提起後，於評議書送達申訴人前，申訴人得撤回之。申訴經撤回者，申評會應終結申訴案件之評議，並以書面通知申訴人及本校原措施單位。
	申訴人撤回申訴後，不得就同一原因事實重行提起申訴。
	十二、提起申訴之教師就申訴案件或相牽連之事件，同時或先後另行提起訴願、行政訴訟、民事訴訟、刑事訴訟，或依勞資爭議處理法申請調解、仲裁或裁決者，應即以書面通知申評會。
	申評會依前項通知或依職權知有前項情形時，應停止申訴案件之評議，並以書面通知申訴人；於停止原因消滅後，經申訴人書面請求時，除有第十六點第一項第六款規定不受理之評議決定情形外，應繼續評議，並以書面通知申訴人。
	申訴案件全部或一部之評議決定，以訴願、訴訟或勞資爭議處理之法律關係是否成立為據者，申評會於訴願、訴訟或勞資爭議處理程序終結前，應停止申訴案件之評議，並以書面通知申訴人；於停止原因消滅後，應繼續評議，並以書面通知申訴人。
	十三、申評會委員會議以不公開為原則。
	評議時，得經委員會議決議邀請申訴人、關係人、學者專家或有關單位指派之人員到場說明。
	申訴人、原措施單位申請於委員會議評議時到場說明者，經委員會議決議同意後，應指定時間地點通知其到場說明。
	依前項規定到場說明時，得偕同輔佐人一人為之。
	申訴案件有實地瞭解之必要時，得經委員會議決議，推派委員代表至少三人為之；並於委員會議時報告。
	十四、申評會委員對於申訴案件有利害關係者，應自行迴避，不得參與評議。
	有具體事實足認申評會委員就申訴案件有偏頗之虞者，申訴人得舉其原因及事實向申評會申請委員迴避。
	前項申請，由委員會議決議之。
	申評會委員於評議程序中，除經委員會議決議外，不得與當事人、代表其利益之人或利害關係人為程序外之接觸。
	第五章評議決定
	十五、申評會之評議決定，除依第十二點規定停止評議者外，自收受申訴書之次日起，應於三個月內為之；必要時，得予延長，並通知申訴人。延長以一次為限，最長不得逾二個月。
	前項期間，於依第九點規定補正者，自補正之次日起算；未為補正者，自補正期限屆滿之次日起算；依第十二點規定停止評議者，自繼續評議之日起重行起算。
	十六、申訴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為不受理之評議決定：
	（一）提起申訴逾第七點規定之期間。
	（二）申訴人不適格。
	（三）非屬教師權益事項。
	（四）原措施已不存在或依申訴已無補救實益。
	（五）對已決定或已撤回之申訴案件就同一原因事實重行提起申訴。
	（六）申訴人對於行政處分提起訴願後撤回訴願或經訴願決定者。
	十七、申評會委員會議於評議前認為必要時，得推派委員三人至五人審查，委員於詳閱卷證、研析事實及應行適用之法規後，向委員會議提出審查意見。
	十八、申評會委員會議應審酌申訴案件之經過、申訴人所受損害及所希望獲得之補救、申訴雙方之理由、對公益之影響及其他相關情形，為評議決定。
	十九、申訴無理由者，申評會應為駁回之評議決定。
	二十、申訴有理由者，申評會應為有理由之評議決定，其有補救措施者，並應於評議書主文中載明。
	二十一、申評會委員應親自出席委員會議，經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始得開議；評議決定應經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行之；其他事項之決議以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委員會議為前項決議時，迴避之委員，不計入出席委員人數。
	二十二、申評會委員會議之評議決定，以徵詢無異議、舉手或無記名投票表決方式為之，其評議經過及個別委員意見應對外嚴守秘密。
	前項表決結果應載明於當次會議紀錄；採投票表決者，表決票應當場封緘，經會議主席及委員推選之監票委員簽名，由申評會妥當保存。
	二十三、申評會應指定人員製作評議紀錄附卷；委員於評議中所持與評議決定不同之意見，經其請求者，應列入委員會議紀錄。
	二十四、評議書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申訴人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明文件號碼、服務之學校及職稱、住居所、電話。
	（二）有代理人或代表人者，其姓名、出生年月日、身分證明文件號碼、住居所、電話。
	（三）為原措施之學校。
	（四）主文、事實及理由；其係不受理決定者，得不記載事實。
	（五）申評會主席署名。申評會作成評議書時主席因故不能執行職務者，由代理主席署名，並記載其事由。
	（六）評議書作成之年月日。
	評議書應附記如不服評議決定，得於評議書送達之次日起三十日內，以書面向教育部中央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起再申訴。
	二十五、評議書以本校名義行之，作成評議書正本，並以本校名義以足供存證查核之方式送達評議書正本於申訴人、原措施單位或教育部。
	申訴案件有代表人或代理人者，除受送達之權限受有限制者外，前項評議書之送達，向該代表人或代理人為之；代表人或代理人有二人以上者，送達得僅向其中一人為之。
	二十六、依規定得提起再申訴，而申訴人、原措施單位於評議書送達之次日起三十日內未提起再申訴者，評議決定即為確定。
	第六章附則
	二十七、評議決定確定後，本校應依評議決定執行。
	二十八、依本要點規定所為之申訴說明及應具備之書件應以中文書寫；其書件係引述外文者，應譯成中文，並應附原外文資料。
	因申訴所提出之資料，以錄音帶、錄影帶、電子郵件提出者，應檢附文字抄本，並應載明其取得之時間、地點，及其無非法盜錄、截取之聲明。
	二十九、本校軍訓教官就本校對其個人之軍訓行政措施，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害其權益者，準用本要點提出申訴，並得由申評會參酌教育部所定「高級中等以上學校軍訓教官申訴處理作業規定」辦理；必要時，得由校長指定軍訓主管職之軍訓教官一員及軍訓教官二員列席參與申評會委員會議。
	三十、本要點經本校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六、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辦理教師專業成就審查作業要點
	96.3.23本校95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教評會審議通過訂定
	99.12.27本校99學年度第1學期第4次教評會審議通過修訂第1至8點
	100.5.10本校99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教評會審議通過修訂第8至10點
	101.3.8本校100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教評會審議通過修訂第2、4、5、6點
	101.5.10本校100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教評會審議通過修訂第2、4點
	101.11.12本校101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教評會審議通過修訂第2、4、5、8、9點及附表
	102.3.7本校101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教評會審議通過修訂附表
	102.5.9本校101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教評會審議通過修訂第4點
	102.11.7本校102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教評會審議通過修訂附表
	104.6.5本校103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臨時教評會審議通過修訂名稱、全文及附表
	104.6.18本校103學年度第2學期第3次教評會審議通過修訂第2、4點及附表
	105.12.29本校105學年度第1學期第3次教評會審議通過修訂第1點、第3點及教師資格審查意見表部份文字並自106年2月1日起施行
	107.6.21本校106學年度第2學期第3次教評會審議通過增修附表
	108.11.28本校108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教評會審議通過修正第4點
	一、國立屏東科技大學（以下稱本校）為辦理教師聘任及升等之資格審查作業，特依據「教育部辦理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著作審查委員遴選原則」及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第十條等規定，訂定「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辦理教師專業成就審查作業要點」（以下稱本要點）。
	二、本校各系（所、學位學程、中心、室）辦理教師聘任及升等之資格審查案件，應依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之規定，將送審人之專門著作、作品、成就證明、技術報告或教學報告等專業成就送請校外相關領域學者、專家評審（以下稱外審委員）。
	教師聘任及升等案件之外審委員人數，依前項辦法所定規定辦理。
	三、送審人得提出外審委員迴避名單並應敘明具體迴避理由，人數至多不超過三人。
	四、為辦理教師資格審查之外審作業，學院及本校應分別成立外審委員提名小組，辦理外審委員提名作業。學院以院長、本校以學術副校長為召集人，並依聘任、升等案件之領域以專案小組方式組成。
	外審委員之遴選，應配合送審人之學術專長，以代表專門著作、作品、成就證明、技術報告或教學報告之專長領域為主要考量依據；外審委員以具有教育部審定之教授資格者為原則。若無適當教授人選，對於送審副教授以下資格案，可以具有教育部審定之副教授資格者擔任之，但不得審查升等教授案。
	必要時，亦得遴選未具教育部審定之教授資格，但其成就具備公認相當教授水準者擔任之，包括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及學術研究機構或與產業相關之研究機構相當教授級之研究員。
	送審人以技術報告提送審查時，應儘量遴選兼具實務經驗之教師或實務界具教師資格之專業人士審查。
	各級教評會辦理教師聘任及升等之資格審查作業，應明定代表著作經論文比對系統比對(註明系統名稱)，各院並得自訂門檻，經本人簽名後併同其他專門著作送請外審委員參閱。
	五、本校遴選之外審委員，如有下列任一情形時應迴避審查：
	（一）送審人之研究指導教授。
	（二）送審人代表著作之合著人或共同研究人。
	（三）曾經與送審人在同一學校、系所服務。
	（四）與送審人有親屬關係或依「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應受迴避規定限制者。
	凡違反前項規定，未迴避審查者，其評審結果無效。但其餘外審委員有效之評審，仍得計入審查結果。有效外審人數不足時，應就不足之人數另行送審補正。
	六、為顧及公平性與平衡性，辦理遴選外審委員時，宜兼顧下列原則：
	（一）同一案件之外審委員，避免均由同一學校之教授擔任。
	（二）送審人畢業學校修業系所之教授盡可能迴避審查（尤其是畢業時間十年以內者）。
	（三）與送審人為同校系且同時期畢業者盡可能迴避審查。
	（四）曾與送審人共同參與相關研究者盡可能迴避審查。
	（五）針對特殊性類科，不易遴選國內審查委員時，得遴選國外教授或國外具相當教授資格專家、學者擔任審查委員。
	七、外審委員名單應予保密；外審委員送回之審查意見應加以整理，除遮除該委員姓名外，手寫者並於重新打字及校對後，始提送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八、本校專業技術人員聘任及升等之資格審查作業，適用本要點之規定。
	九、本校參照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查意見表」格式，訂定本校「教師資格審查意見表」（如附表），以為外審委員評分之依據。
	本要點第五點第一項迴避審查之規定，應於本校「教師資格審查意見表」之附註文字內條列載明，提醒外審委員於審查完畢簽章前確認審查責任。
	十、本要點經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教師資格審查意見表
	表格甲：（學位論文）
	著作編號
	送審
	等級
	□副教授
	□助理教授
	□講　　師
	姓名
	學位論文
	名稱
	※本案及格底線分數為70分。
	著作評分項目：
	包括研究主題、文字與結構、研究方法及參考資料、學術或應用價值等項。
	（註：如有前一等級至本次申請等級間個人學術與專業之整體成就乙項可參考納入評分）
	送審等級
	總分
	副教授
	助理教授
	講師
	審查人簽章
	審畢日期
	年月日
	※審查評定基準：
	1、副教授：應在該學術領域內有持續性著作並有具體之貢獻者。
	2、助理教授：應有相當於博士論文水準之著作並有獨立研究之能力者。
	3、講師：應有相當於碩士論文水準之著作。
	※附註：
	1、以整理、增刪、組合或編排他人著作而成之編著不得送審。
	2、以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三十條之一送審副教授可以博士論文送審，惟仍須符合修正分級後副教授水準。
	3、本校送審之外審委員，如有下列任一情形時應迴避審查，並請將應本送審案退回，凡未迴避審查者，其評審結果無效：
	（1）送審人之研究指導教授。
	（2）送審人代表著作之合著人或共同研究人。
	（3）曾經與送審人在同一學校、系所服務。
	（4）與送審人有親屬關係或依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應受迴避規定限制者。
	※聯絡電話：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教師資格審查意見表
	表格乙：（學位論文）
	姓名
	送審
	等級
	□副教授
	□助理教授
	□講　　師
	學位論文
	名稱
	審查意見：（審查意見請就學位論文具體審查及撰寫審查意見，並請勾選優缺點欄位及總評欄。前述意見得以條列方式敘述，建議另以A4紙電腦打字。本案審定結果如為不及格，審查意見得提供送審人作為行政處分之依據，併予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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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一等級至本次申請等級間研究成果優良
	□其他：
	□無特殊創見
	□學術性不高
	□實用價值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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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涉及抄襲或其他違反學術倫理情事（請於審查意見欄指出具體事實）
	□其他：
	總評
	一、本人評定本案審查結果為□及格□不及格(及格底限分數為70分)。(前開選項務請勾選一欄)
	二、本案如經勾選缺點欄位之「涉及抄襲或違反學術倫理情事」者，依「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43條規定，應評為不及格成績。
	三、本人確認上述「審查結果」與本(乙)表「審查意見」撰述內容及甲表評定之「總分」為一致，如有不一致情形時，依上述「審查結果」勾選是否及格情形為準。
	審查人簽章(本簽章欄於本表提供申請送審者參考時遮除)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教師資格審查意見表
	表格甲：（人文社會）
	著作編號
	送審
	等級
	□教　　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講　　師
	姓名
	代表著作
	名稱
	※本案及格底線分數為70分。
	代表著作(前一等級至本次申請等級間)
	評分項目及標準
	前一等級至本次申請等級間個人學術與專業之整體成就
	總分
	項目
	研究主題
	文字與結構
	研究方法及參考資料
	學術或
	應用價值
	教授
	10%
	5%
	20%
	25%
	40%
	副教授
	10%
	10%
	25%
	20%
	35%
	助理教授
	10%
	15%
	25%
	20%
	30%
	講師
	10%
	20%
	35%
	15%
	20%
	得分
	審查人
	簽章
	審畢日期
	年月日
	※審查評定基準：
	1、教授：應在該學術領域內有獨特及持續性著作並有重要具體之貢獻者。
	2、副教授：應在該學術領域內有持續性著作並有具體之貢獻者。
	3、助理教授：應有相當於博士論文水準之著作並有獨立研究之能力者。
	4、講師：應有相當於碩士論文水準之著作。
	※附註：
	1、以整理、增刪、組合或編排他人著作而成之編著不得送審。
	2、除以學位論文送審者外，送審代表著作不得為學位論文或其論文之ㄧ部份。惟若未曾以學位論文送審任一等級教師資格或屬學位論文延續性研究送審者，經出版並提出說明，由專業審查認定著作具相當程度創新者，不在此限。
	3、本校送審之外審委員，如有下列任一情形時應迴避審查，並請將應本送審案退回，凡未迴避審查者，其評審結果無效：
	（1）送審人之研究指導教授。
	（2）送審人代表著作之合著人或共同研究人。
	（3）曾經與送審人在同一學校、系所服務。
	（4）與送審人有親屬關係或依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應受迴避規定限制者。
	※聯絡電話：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教師資格審查意見表
	表格乙：（人文社會）
	姓名
	送審
	等級
	□教　　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講　　師
	代表著作
	名稱
	審查意見：（審查意見請分別就代表著作及參考著作具體審查及撰寫審查意見，並請勾選優缺點欄位及總評欄。前述意見得以條列方式敘述，建議另以A4紙電腦打字。本案審定結果如為不及格，審查意見得提供送審人作為行政處分之依據，併予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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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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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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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個人原創性，以整理、增刪、組合或編排他人著作
	□代表著作屬學位論文之全部或一部分，曾送審且無一定程度之創新
	□涉及抄襲或其他違反學術倫理情事（請於審查意見欄指出具體事實）
	□其他：
	總評
	一、本人評定本案審查結果為□及格□不及格(及格底限分數為70分)。(前開選項務請勾選一欄)
	二、本案如經勾選缺點欄位之「非個人原創性…」、「代表著作屬學位論文…」及「涉及抄襲或違反學術倫理情事」等3項之一者，依「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21、22、43條規定，應評為不及格成績。
	三、本人確認上述「審查結果」與本(乙)表「審查意見」撰述內容及甲表評定之「總分」為一致，如有不一致情形時，依上述「審查結果」勾選是否及格情形為準。
	審查人簽章(本簽章欄於本表提供申請送審者參考時遮除)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教師資格審查意見表
	表格甲：（理工醫農）
	著作編號
	送審
	等級
	□教　　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講　　師
	姓名
	代表著作名稱
	※本案及格底線分數為70分。
	代表著作(前一等級至本次申請等級間)
	評分項目及標準
	前一等級至本次申請等級間個人學術與專業之整體成就
	總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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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查人簽章
	審畢日期
	　　年　　月　　日
	※審查評定基準：
	1、教授：應在該學術領域內有獨特及持續性著作並有重要具體之貢獻者。
	2、副教授：應在該學術領域內有持續性著作並有具體之貢獻者。
	3、助理教授：應有相當於博士論文水準之著作並有獨立研究之能力者。
	4、講師：應有相當於碩士論文水準之著作。
	※附註：
	1、以整理、增刪、組合或編排他人著作而成之編著不得送審。
	2、除以學位論文送審者外，送審代表著作不得為學位論文或其論文之ㄧ部份。惟若未曾以學位論文送審任一等級教師資格或屬學位論文延續性研究送審者，經出版並提出說明，由專業審查認定著作具相當程度創新者，不在此限。
	3、本校送審之外審委員，如有下列任一情形時應迴避審查，並請將應本送審案退回，凡未迴避審查者，其評審結果無效：
	（1）送審人之研究指導教授。
	（2）送審人代表著作之合著人或共同研究人。
	（3）曾經與送審人在同一學校、系所服務。
	（4）與送審人有親屬關係或依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應受迴避規定限制者。
	※聯絡電話：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教師資格審查意見表
	表格乙：（理工醫農）
	姓名
	送審
	等級
	□教　　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講　　師
	代表著作名稱
	審查意見：（審查意見請分別就代表著作及參考著作具體審查及撰寫審查意見，並請勾選優缺點欄位及總評欄。前述意見得以條列方式敘述，建議另以A4紙電腦打字。本案審定結果如為不及格，審查意見得提供送審人作為行政處分之依據，併予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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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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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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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個人原創性，以整理、增刪、組合或編排他人著作
	□代表著作屬學位論文之全部或一部分，曾送審且無一定程度之創新
	□涉及抄襲或其他違反學術倫理情事（請於審查意見欄指出具體事實）
	□其他：
	總評
	一、本人評定本案審查結果為□及格□不及格(及格底限分數為70分)。(前開選項務請勾選一欄)
	二、本案如經勾選缺點欄位之「非個人原創性…」、「代表著作屬學位論文…」及「涉及抄襲或違反學術倫理情事」等3項之一者，依「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21、22、43條規定，應評為不及格成績。
	三、本人確認上述「審查結果」與本(乙)表「審查意見」撰述內容及甲表評定之「總分」為一致，如有不一致情形時，依上述「審查結果」勾選是否及格情形為準。
	審查人簽章(本簽章欄於本表提供申請送審者參考時遮除)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教師資格審查意見表
	表格甲：（技術報告）
	代表成果
	編號
	送審
	等級
	□教　　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講　　師
	姓名
	代表成果
	名稱
	※本案及格底線分數為70分。
	※本表所稱「技術報告」之範圍如下：
	一、有關專利、技術移轉或創新之成果。
	二、有關專業技術或管理之個案研究、全國性或國際性技術競賽奬項，經整理分析具整體性及獨特見解貢獻之成果。
	三、有關產學合作、技術應用及衍生成果或實務改善專案具有特殊貢獻之研發成果。
	代表成果(前一等級至本次申請等級間)
	評分項目及標準
	前一等級至本次申請等級間之具體研發成果總成績（在質與量方面之水準、專利獲得與實際之應用、技術移轉績效、獲獎情形、產學合作執行績效、對該專業或產業技術之提升與貢獻、持續研發之投入程度與能力等）
	總分
	項目
	研發理念與
	學理基礎
	（研發理念之創新與所依據之基本學理）
	主題內容與
	方法技巧
	（研發主題之詳細內容、分析推理、技術創新或突破、試驗方法及文獻引用等）
	成果貢獻
	（研發成果之創新性、可行性、前瞻性或重要性，在實務應用上之價值及在該專業或產業之具體貢獻）
	教授
	10%
	10%
	30%
	50%
	副教授
	10%
	10%
	30%
	50%
	助理教授
	15%
	15%
	30%
	40%
	講師
	15%
	15%
	50%
	20%
	得分
	審查人
	簽章
	審畢日期
	　　年　　月　　日
	※審查評定基準：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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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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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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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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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上開各等級之技術或實務研發成果，其成果貢獻亦包含對於社會、文化、生態等層面之影響。
	※附註：
	1、以整理、增刪、組合或編排他人著作而成之編著不得送審。
	2、本校送審之外審委員，如有下列任一情形時應迴避審查，並請將應本送審案退回，凡未迴避審查者，其評審結果無效：
	（1）送審人之研究指導教授。
	（2）送審人代表成果之合著人或共同研究人。
	（3）曾經與送審人在同一學校、系所服務。
	（4）與送審人有親屬關係或依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應受迴避規定限制者。
	※聯絡電話：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教師資格審查意見表
	表格乙：（技術報告）
	姓名
	送審
	等級
	□教　　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講　　師
	代表成果名稱
	審查意見：（審查意見請分別就代表成果及參考成果具體審查及撰寫審查意見，並請勾選優缺點欄位及總評欄。前述意見得以條列方式敘述，建議另以A4紙電腦打字。本案審定結果如為不及格，審查意見得提供送審人作為行政處分之依據，併予敘明）
	優　　　　　　　　　點（可複選）
	缺　　　　　　　　點（可複選）
	□具有創新與突破之處
	□研發成果具實用價值
	□研發成果在該專業或產業上有相當之貢獻
	□研發成果在社會、文化、生態上有相當之貢獻
	□研發內容具有完整性
	□研發能力良好，方法正確
	□研發績效良好
	□持續投入研發程度高
	□研發態度嚴謹
	□技術移轉績效良好
	□適合教學實務
	□可結合產業，提升產業技術
	□其他：
	□無特殊創新之處
	□實用價值不高
	□研發成果在該專業或產業之貢獻度不高
	□研發成果在社會、文化、生態上之貢獻度不高
	□內容形式不完整
	□研究方法不妥適
	□研發成績不理想
	□持續投入研發程度不足
	□研發態度不嚴謹
	□技術移轉績效不佳
	□非個人原創性，以整理、增刪、組合或編排他人著作
	□代表作屬學位論文之全部或一部分，曾送審且無一定程度之創新
	□涉及抄襲或其他違反學術倫理情事（請於審查意見欄指出具體事實）
	□其他：
	總評
	一、本人評定本案審查結果為□及格□不及格(及格底限分數為70分)。(前開選項務請勾選一欄)
	二、本案如經勾選缺點欄位之「非個人原創性…」、「代表作屬學位論文…」及「涉及抄襲或違反學術倫理情事」等3項之一者，依「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21、22、43條規定，應評為不及格成績。
	三、本人確認上述「審查結果」與本(乙)表「審查意見」撰述內容及甲表評定之「總分」為一致，如有不一致情形時，依上述「審查結果」勾選是否及格情形為準。
	審查人簽章(本簽章欄於本表提供申請送審者參考時遮除)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教師資格審查意見表
	表格甲：（技術服務成果報告）
	代表技術服務成果
	編號
	送審
	等級
	□教　　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講　　師
	姓名
	代表技術服務成果
	名稱
	※本案及格底線分數為70分。
	※本表所稱「技術服務成果」之範圍如下：
	係指教師以研發學理為基礎，運用創新或突破性試驗方法参與校內外行政、專業服務工作，使服務對象提升產業技術或獲致成長貢獻之具體成果。
	項目
	代表成果(前一等級至本次申請等級間)評分項目及標準
	專業背景與專業成長
	技術服務成果
	特殊事蹟與貢獻
	總分
	一、專業背景（含教師個人基本資料、教學理念及教學情境描述）
	二、專業成長（含專業成長計畫、參與學術活動或學會或工作坊或教學社群、發表論文或教學經驗分享）
	技術服務理念與學理基礎
	（研發與技術服務理念之創新與所依據之基本學理）
	主題內容
	與方法技巧
	（技術服務主題之詳細內容、分析推理、技術服務創新或突破、試驗方法及文獻引用等）
	成果貢獻
	一、技術服務成果之創新性、可行性、前瞻性或重要性，在實務應用上之價值及該專業或產業之具體貢獻
	二、論文發長成果
	一、技術服務奬項
	二、技術服象之特殊表現
	教授
	15%
	25%
	25%
	30%
	5%
	副教授
	20%
	25%
	25%
	25%
	5%
	助理教授
	25%
	25%
	25%
	20%
	5%
	講師
	30%
	25%
	25%
	15%
	5%
	得分
	審查人
	簽章
	審畢日期
	　　年　　月　　日
	※審查評定基準：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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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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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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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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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上開各等級之技術或實務研發成果，其成果貢獻亦包含對於社會、文化、生態等層面之影響。
	※附註：
	1、以整理、增刪、組合或編排他人著作而成之編著不得送審。
	2、本校送審之外審委員，如有下列任一情形時應迴避審查，並請將應本送審案退回，凡未迴避審查者，其評審結果無效：
	（1）送審人之研究指導教授。
	（2）送審人代表成果之合著人或共同研究人。
	（3）曾經與送審人在同一學校、系所服務。
	（4）與送審人有親屬關係或依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應受迴避規定限制者。
	※聯絡電話：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教師資格審查意見表
	表格乙：（技術服務成果報告）
	姓名
	送審
	等級
	□教　　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講　　師
	代表技術服務成果
	名稱
	審查意見：（審查意見請分別就代表成果及參考成果具體審查及撰寫審查意見，並請勾選優缺點欄位及總評欄。前述意見得以條列方式敘述，建議另以A4紙電腦打字。本案審定結果如為不及格，審查意見得提供送審人作為行政處分之依據，併予敘明）
	優　　　　　　　　　點（可複選）
	缺　　　　　　　　點（可複選）
	□具有創新與突破之處
	□研發成果具實用價值
	□研發成果在該專業或產業上有相當之貢獻
	□研發成果在社會、文化、生態上有相當之貢獻
	□研發內容具有完整性
	□研發能力良好，方法正確
	□研發績效良好
	□持續投入研發程度高
	□研發態度嚴謹
	□技術移轉績效良好
	□適合教學實務
	□可結合產業，提升產業技術
	□其他：
	□無特殊創新之處
	□實用價值不高
	□研發成果在該專業或產業之貢獻度不高
	□研發成果在社會、文化、生態上之貢獻度不高
	□內容形式不完整
	□研究方法不妥適
	□研發成績不理想
	□持續投入研發程度不足
	□研發態度不嚴謹
	□技術移轉績效不佳
	□非個人原創性，以整理、增刪、組合或編排他人著作
	□代表作屬學位論文之全部或一部分，曾送審且無一定程度之創新
	□涉及抄襲或其他違反學術倫理情事（請於審查意見欄指出具體事實）
	□其他：
	總評
	一、本人評定本案審查結果為□及格□不及格(及格底限分數為70分)。(前開選項務請勾選一欄)
	二、本案如經勾選缺點欄位之「非個人原創性…」、「代表作屬學位論文…」及「涉及抄襲或違反學術倫理情事」等3項之一者，依「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21、22、43條規定，應評為不及格成績。
	三、本人確認上述「審查結果」與本(乙)表「審查意見」撰述內容及甲表評定之「總分」為一致，如有不一致情形時，依上述「審查結果」勾選是否及格情形為準。
	審查人簽章(本簽章欄於本表提供申請送審者參考時遮除)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教師資格審查意見表
	表格甲：（教學報告）
	代表教學績效編號
	送審
	等級
	□教　　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講　　師
	姓名
	代表教學績效名稱
	※本案及格底線分數為70分。
	※本表所稱「教學績效」，係指教師以教學實務作為研究，其內涵得以各教育階段別之教學場域及受教者作為研究對象，在課程、教材、教法、教具、科技媒體運用、評量工具具有創新、改進或延伸應用之具體研究（發）成果，並能有效提升學生學習成效或校內外推廣具有重要具體貢獻之成果。
	送審之教學實務成果附技術報告，其內容應包括下列之主要項目：（一）教學、課程或設計理念。（二）教學、課程、設計理念及學理基礎。（三）主題內容及方法技巧。（四）研發成果及學習成效。（五）創新及貢獻。
	項目
	前一等級至本次申請等級間之代表教學績效、
	前一等級至本次申請等級間之個人學術與教學績效之整體成就
	總分
	專業背景
	與成長
	教學表現與特色
	一、專業背景（含教師個人基本資料、教學理念及教學情境描述）
	二、專業成長（含專業成長計畫、參與學術活動或學會或工作坊或教學社群、發表論文或教學經驗分享等）
	課程與教學設計
	一、課程計畫理念與架構
	二、教學規劃
	三、教學呈現（含課程大綱、講義、作業…等）
	四、教學策略（教學方法、教學媒體運用等）
	五、學習評量（含評量回饋）
	課程與教學評鑑
	一、教學省思、結果改善計畫及執行成果
	二、論文發表成果
	學生學習成效評量（含評量計畫與方法、評量結果運用與省思、學生學習證據、學生作品等）
	特色教學（教學期間自行創新開發之教材或教學方法等說明）
	教授
	20%
	25%
	15%
	30%
	10%
	副教授
	15%
	25%
	15%
	30%
	15%
	助理教授
	10%
	25%
	15%
	30%
	20%
	講師
	5%
	25%
	15%
	30%
	25%
	得分
	審查人
	簽章
	審畢日期
	　　年　　月　　日
	※審查評定基準：
	1、教授：持續從事學術與投入教學工作，並應在該專業領域內有獨創及持續性教學績效，且具有重要具體之貢獻者。
	2、副教授：持續從事學術與投入教學工作，並應在該專業領域內有持續性教學績效，且具有具體之貢獻者。
	3、助理教授：持續從事學術與投入教學工作，其教學績效良好並能顯示確實具有獨特貢獻者。
	4、講師：持續從事學術與投入教學工作，其教學績效具有相當之水準者。
	※附註：
	1、以整理、增刪、組合或編排他人著作而成之編著不得送審。
	2、本校送審之外審委員，如有下列任一情形時應迴避審查，並請將應本送審案退回，凡未迴避審查者，其評審結果無效：
	（1）送審人之研究指導教授。
	（2）送審人代表教學成就之合著人或共同研究人。
	（3）曾經與送審人在同一學校、系所服務。
	（4）與送審人有親屬關係或依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應受迴避規定限制者。
	※聯絡電話：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教師資格審查意見表
	表格乙：（教學報告）
	姓名
	送審等級
	□教　　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講　　師
	代表教學績效名稱
	審查意見：（審查意見請分別就代表教學績效、參考個人學術與教學績效作具體審查及撰寫審查意見，並請勾選優缺點欄位及總評欄。前述意見得以條列方式敘述，建議另以A4紙電腦打字。本案審定結果如為不及格，審查意見得提供送審人作為行政處分之依據，併予敘明）
	優　　　　　　　　　點（可複選）
	缺　　　　　　　　點（可複選）
	□教學績效報告內容充實
	□課程與教學設計於教學現場務實可行
	□專業背景敘述清晰
	□專業成長符合教師教學所需
	□課程與教學設計嚴謹
	□課程與教學設計具特色
	□課程與教學評鑑成績良好
	□教學省思與改善實施落實
	□學生學習成效評量計畫與方法妥適
	□學生學習成效評量結果運用適當
	□學生學習成效表現良好
	□具特色教學
	□特殊事蹟與貢獻顯著
	□教學績效優良
	□其他：
	□教學績效報告內容不充實
	□課程與教學設計於教學現場窒礙難行
	□專業背景敘述模糊
	□專業成長與教師教學所需互相牴觸
	□課程與教學設計不嚴謹
	□課程與教學設計無特色
	□課程與教學評鑑成績欠佳
	□教學省思與改善實施草率
	□學生學習成效評量計畫與方法不適當
	□學生學習成效評量結果運用不妥適
	□學生學習成效表現欠佳
	□教學績效不佳
	□非個人原創性，以整理、增刪、組合或編排他人著作
	□代表作屬學位論文之全部或一部分，曾送審且無一定程度之創新
	□涉及抄襲或其他違反學術倫理情事（於審查意見欄指出具體事實）
	□其他：
	總評
	一、本人評定本案審查結果為□及格□不及格(及格底限分數為70分)。(前開選項務請勾選一欄)
	二、本案如經勾選缺點欄位之「非個人原創性…」、「代表作屬學位論文…」及「涉及抄襲或違反學術倫理情事」等3項之一者，依「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21、22、43條規定，應評為不及格成績。
	三、本人確認上述「審查結果」與本(乙)表「審查意見」撰述內容及甲表評定之「總分」為一致，如有不一致情形時，依上述「審查結果」勾選是否及格情形為準。
	審查人簽章(本簽章欄於本表提供申請送審者參考時遮除)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教師資格審查意見表
	表格甲：（體育成就）□個人成就□教師指導成就
	著作編號
	送審
	等級
	□教　　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講　　師
	姓名
	代表成就名稱
	※本案及格底線分數為70分。
	項
	目
	(前一等級至本次申請等級間之代表成就)
	前一等級至本次申請等級間其他自我運動表現、其他指導成就或學術著作等之具體成果（含階段教練指導成就）
	總分
	代表成就證明
	代表成就競賽實務報告
	教師本人競賽成就：參加運動賽會競賽成就
	內容包括：
	（一）個案描述
	（二）學理基礎
	（三）本人訓練（含參賽）計畫或指導他人訓練（含參賽）計畫
	（四）本人訓練過程與成果（含參賽）或指導他人訓練（含參賽）過程與成果
	教師指導運動員競賽成就：指導選手成就
	教授
	25%
	45%
	30%
	副教授
	30%
	40%
	30%
	助理教授
	35%
	35%
	30%
	講師
	40%
	30%
	30%
	得分
	審查人簽章
	審畢日期
	　　　年　　　月　　　日
	※審查評定基準：
	1、教授：應在該運動領域內，參加或擔任教練指導訓練他人參加重要國際運動賽會，有獨特及持續性成就及競賽實務報告（或著作），並有具體特優成果者。
	2、副教授：應在該運動領域內，參加或擔任教練指導訓練他人參加重要國際運動賽會，有持續性成就及競賽實務報告（或著作），並有優良成果者。
	3、助理教授：應在該運動領域內，參加或擔任教練指導訓練他人參加重要國際運動賽會，有良好成果，並有相當於博士論文水準之競賽實務報告及有獨立研究之能力者。
	4、講師：應在該運動領域內，參加或擔任教練指導訓練他人參加重要國際運動賽會，有成績，並有相當於碩士論文水準之競賽實務報告者。
	※附註：
	1、以整理、增刪、組合或編排他人著作而成之編著不得送審。
	2、代表成就應為送審人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之成就；參考成就應為送審人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之成就。
	3、本校送審之外審委員，如有下列任一情形時應迴避審查，並請將應本送審案退回，凡未迴避審查者，其評審結果無效：
	（1）送審人之研究指導教授。
	（2）送審人代表成就之合著人或共同研究人。
	（3）曾經與送審人在同一學校、系所服務。
	（4）與送審人有親屬關係或依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應受迴避規定限制者。
	※聯絡電話：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教師資格審查意見表
	表格乙：（體育成就）□個人成就□教師指導成就
	姓名
	送審
	等級
	□教　　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講　　師
	代表成就名稱
	審查意見：（審查意見請分別就代表成就及參考成就具體審查及撰寫審查意見，並請勾選優缺點欄位及總評欄。前述意見得以條列方式敘述，建議另以A4紙電腦打字。本案審定結果如為不及格，審查意見得提供送審人作為行政處分之依據，併予敘明）
	優　　　　　　　　點
	缺　　　　　　　　點
	□具有創新與突破之處
	□具有實用價值
	□競賽實務報告內容形式完整
	□運動表現/指導能力良好
	□適用訓練或指導實務
	□研究成果優良
	□質量皆佳
	□其他：
	□無創新與突破之處
	□實用價值不高
	□競賽實務報告內容形式不完整
	□運動表現/指導能力不佳
	□不適用訓練或指導實務
	□研究成績差
	□非個人原創性，以整理、增刪、組合或編排他人著作
	□代表作屬學位論文之全部或一部分，曾送審且無一定程度之創新
	□涉及抄襲或其他違反學術倫理情事（請於審查意見欄指出具體事實）
	□其他：
	總評
	一、本人評定本案審查結果為□及格□不及格(及格底限分數為70分)。(前開選項務請勾選一欄)
	二、本案如經勾選缺點欄位之「非個人原創性…」、「代表著作屬學位論文…」及「涉及抄襲或違反學術倫理情事」等3項之一者，依「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21、22、43條規定，應評為不及格成績。
	三、本人確認上述「審查結果」與本(乙)表「審查意見」撰述內容及甲表評定之「總分」為一致，如有不一致情形時，依上述「審查結果」勾選是否及格情形為準。
	審查人簽章(本簽章欄於本表提供申請送審者參考時遮除)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教師資格審查意見表
	表格甲：（藝術作品）美術類□平面作品□立體作品□綜合作品
	作品編號
	送審
	等級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講師
	姓名
	代表作品名稱
	※本案及格底線分數為70分。
	代表作品（前一等級至本次申請等級間）
	評分項目及標準
	前一等級至本次申請等級間在相關教學領域內之研究或創作成果
	總分
	項目
	研究主題、形式、技巧
	創作報告
	(創作思想體系、學理基礎、內容形式、方法技巧、藝術價值與貢獻等)
	教授
	25%
	55%
	20%
	副教授
	40%
	45%
	15%
	助理教授
	45%
	40%
	15%
	講師
	50%
	35%
	15%
	得分
	審查人簽章
	審畢日期
	　　　年　　　月　　　日
	※審查評定基準：
	1、教授：應在該學術領域內有獨特及持續性作品並有重要具體之貢獻者。
	2、副教授：應在該學術領域內有持續性作品並有具體之貢獻者。
	3、助理教授：應有相當於博士水準之創作作品。
	4、講師：應有相當於藝術碩士水準之作品。
	※附註：
	1、以整理、增刪、組合或編排他人著作而成之編著不得送審。
	2、「前一等級至本次申請等級間之具體成果」包含代表作品。
	3、本校送審之外審委員，如有下列任一情形時應迴避審查，並請將應本送審案退回，凡未迴避審查者，其審結果無效：
	（1）送審人之研究指導教授。
	（2）送審人代表作品之合著人或共同研究人。
	（3）曾經與送審人在同一學校、系所服務。
	（4）與送審人有親屬關係或依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應受迴避規定限制者。
	※聯絡電話：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教師資格審查意見表
	表格乙：（藝術作品）美術類□平面作品□立體作品□綜合作品
	姓名
	送審
	等級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講師
	代表作品名稱
	審查意見：（審查意見請分別就代表作品及參考作品具體審查及撰寫審查意見，並請勾選優缺點欄位及總評欄。前述意見得以條列方式敘述，建議另以A4紙電腦打字。本案審定結果如為不及格，審查意見得提供送審人作為行政處分之依據，併予敘明）
	優　　　　　　　　點
	缺　　　　　　　　點
	□具有完整的創作思想體系
	□作品富於創造性
	□創作技術良好
	□具有新的研究創作見解
	□過去創作研究成果優秀
	□具藝術價值與貢獻
	□其他：
	□缺乏完整的創作思想體系
	□作品缺少創造性
	□作品技法內容表現較次
	□創作見解欠明
	□過去創作研究成果欠佳
	□藝術價值不高
	□非個人原創性，以整理、增刪、組合或編排他人著作
	□代表作屬學位論文之全部或一部分，曾送審且無一定程度之創新
	□涉及抄襲或其他違反學術倫理情事（請於審查意見欄指出具體事實）
	□其他：
	總評
	一、本人評定本案審查結果為□及格□不及格(及格底限分數為70分)。(前開選項務請勾選一欄)
	二、本案如經勾選缺點欄位之「非個人原創性…」、「代表著作屬學位論文…」及「涉及抄襲或違反學術倫理情事」等3項之一者，依「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21、22、43條規定，應評為不及格成績。
	三、本人確認上述「審查結果」與本(乙)表「審查意見」撰述內容及甲表評定之「總分」為一致，如有不一致情形時，依上述「審查結果」勾選是否及格情形為準。
	審查人簽章(本簽章欄於本表提供申請送審者參考時遮除)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教師資格審查意見表
	表格甲：（藝術作品）音樂類□創作□演奏(唱)及指揮
	作品編號
	送審
	等級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講師
	姓名
	代表作品名稱
	※本案及格底線分數為70分。
	代表作品（前一等級至本次申請等級間）
	評分項目及標準
	前一等級至本次申請等級間在相關教學領域內之研究或創作成果
	總分
	項目
	創作：音樂創作技巧、藝術內涵及創意
	演奏(唱)及指揮：技巧、詮釋及藝術內涵
	創作報告：含創作理念、學理基礎、內容架構、創意發揮、藝術價值與貢獻等。
	詮釋報告：含方式技巧、演出作品之分析、學理基礎及詮釋論點等
	創作
	教授
	40%
	40%
	20%
	副教授
	45%
	35%
	20%
	助理教授
	45%
	35%
	20%
	講師
	50%
	30%
	20%
	演奏(唱)及指揮
	教授
	35%
	30%
	35%
	副教授
	40%
	30%
	30%
	助理教授
	40%
	30%
	30%
	講師
	50%
	30%
	20%
	得分
	審查人簽章
	審畢日期
	　　年　　月　　日
	※審查評定基準：
	1、教授：應在該學術領域內有獨特及持續性作品並有重要具體之貢獻者。
	2、副教授：應在該學術領域內有持續性作品並有具體之貢獻者。
	3、助理教授：應有相當於博士水準之創作作品。
	4、講師：應有相當於藝術碩士水準之作品。
	※附註：
	1、以整理、增刪、組合或編排他人著作而成之編著不得送審。
	2、「前一等級至本次申請等級間之具體成果」包含代表作品。
	3、本校送審之外審委員，如有下列任一情形時應迴避審查，並請將應本送審案退回，凡未迴避審查者，其審結果無效：
	（1）送審人之研究指導教授。
	（2）送審人代表作品之合著人或共同研究人。
	（3）曾經與送審人在同一學校、系所服務。
	（4）與送審人有親屬關係或依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應受迴避規定限制者。
	※聯絡電話：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教師資格審查意見表
	表格乙：（藝術作品）音樂類□創作□演奏(唱)及指揮
	姓名
	送審
	等級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講師
	代表作品名稱
	審查意見：（審查意見請分別就代表作品及參考作品具體審查及撰寫審查意見，並請勾選優缺點欄位及總評欄。前述意見得以條列方式敘述，建議另以A4紙電腦打字。本案審定結果如為不及格，審查意見得提供送審人作為行政處分之依據，併予敘明）
	優　　　　　　　　點
	缺　　　　　　　　點
	創作
	□作品富於創造性
	□創作技術良好
	□具有新的研究創作見解
	□過去創作歷程成績優秀
	□具藝術價值
	□其他：
	演奏（唱）及指揮
	□演出作品具經典性
	□演出技巧完善優秀
	□詮釋手法傑出
	□歷年表現優異
	□具藝術內涵
	□其他：
	創作
	□作品缺少創造性
	□作品技法內容表現較次
	□創作見解欠明
	□過去創作歷程欠佳
	□藝術價值不高
	□非個人原創性，以整理、增刪、組合或編排他人著作
	□代表作屬學位論文之全部或一部分，曾送審且無一定程度之創新
	□涉及抄襲或其他違反學術倫理情事（請於審查意見欄指出具體事實）
	□其他：
	演奏（唱）及指揮
	□演出作品藝術層次不高
	□演出技巧欠佳
	□詮釋手法乏善可陳
	□欠缺藝術內涵
	□非個人原創性，以整理、增刪、組合或編排他人著作
	□代表作屬學位論文之全部或一部分，曾送審且無一定程度之創新
	□涉及抄襲或其他違反學術倫理情事（請於審查意見欄指出具體事實）
	□其他：
	總評
	一、本人評定本案審查結果為□及格□不及格(及格底限分數為70分)。(前開選項務請勾選一欄)
	二、本案如經勾選缺點欄位之「非個人原創性…」、「代表著作屬學位論文…」及「涉及抄襲或違反學術倫理情事」等3項之一者，依「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21、22、43條規定，應評為不及格成績。
	三、本人確認上述「審查結果」與本(乙)表「審查意見」撰述內容及甲表評定之「總分」為一致，如有不一致情形時，依上述「審查結果」勾選是否及格情形為準。
	審查人簽章(本簽章欄於本表提供申請送審者參考時遮除)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教師資格審查意見表
	表格甲：（藝術作品）戲劇類□劇本創作□導演□表演□劇場藝術
	作品編號
	送審
	等級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講師
	姓名
	代表作品名稱
	※本案及格底線分數為70分。
	代表作品（前一等級至本次申請等級間）
	評分項目及標準
	前一等級至本次申請等級間在相關教學領域內之研究或創作成果
	總分
	項目
	主題、內容、形式、技巧、效果
	創作報告
	(含創作理念、學理基礎、內容形式、方式技巧、藝術價值與貢獻等)
	教授
	30%
	40%
	30%
	副教授
	40%
	35%
	25%
	助理教授
	45%
	30%
	25%
	講師
	55%
	25%
	20%
	得分
	審查人簽章
	審畢日期
	　　　年　　　月　　　日
	※審查評定基準：
	1、教授：應在該學術領域內有獨特及持續性作品並有重要具體之貢獻者。
	2、副教授：應在該學術領域內有持續性作品並有具體之貢獻者。
	3、助理教授：應有相當於博士水準之創作作品。
	4、講師：應有相當於藝術碩士水準之作品。
	※附註：
	1、以整理、增刪、組合或編排他人著作而成之編著不得送審。
	2、「前一等級至本次申請等級間之具體成果」包含代表作品。
	3、本校送審之外審委員，如有下列任一情形時應迴避審查，並請將應本送審案退回，凡未迴避審查者，其審結果無效：
	（1）送審人之研究指導教授。
	（2）送審人代表作品之合著人或共同研究人。
	（3）曾經與送審人在同一學校、系所服務。
	（4）與送審人有親屬關係或依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應受迴避規定限制者。
	※聯絡電話：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教師資格審查意見表
	表格乙：（藝術作品）戲劇類□劇本創作□導演□表演□劇場藝術
	姓名
	送審
	等級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講師
	代表作品名稱
	審查意見：(審查意見請分別就代表作品及參考作品具體審查及撰寫審查意見，並請勾選優缺點欄位及總評欄。前述意見得以條列方式敘述，建議另以A4紙電腦打字。本案審定結果如為不通過，審查意見得提供送審人作為行政處分之依據，併予敘明)
	優　　　　　　　　點
	缺　　　　　　　　點
	□作品富於創造性
	□創作技術良好
	□具有新的研究創作見解
	□過去創作歷程成績優秀
	□具藝術價值
	□其他：
	□作品缺少創造性
	□作品技法內容表現較次
	□創作見解欠明
	□過去創作歷程欠佳
	□藝術價值不高
	□非個人原創性，以整理、增刪、組合或編排他人著作
	□代表作屬學位論文之全部或一部分，曾送審且無一定程度之創新
	□涉及抄襲或其他違反學術倫理情事（請於審查意見欄指出具體事實）
	□其他：
	總評
	一、本人評定本案審查結果為□及格□不及格(及格底限分數為70分)。(前開選項務請勾選一欄)
	二、本案如經勾選缺點欄位之「非個人原創性…」、「代表著作屬學位論文…」及「涉及抄襲或違反學術倫理情事」等3項之一者，依「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21、22、43條規定，應評為不及格成績。
	三、本人確認上述「審查結果」與本(乙)表「審查意見」撰述內容及甲表評定之「總分」為一致，如有不一致情形時，依上述「審查結果」勾選是否及格情形為準。
	審查人簽章(本簽章欄於本表提供申請送審者參考時遮除)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教師資格審查意見表
	表格甲：（藝術作品）
	電影類
	□長片（編劇、導演、製片、攝影、錄音音效、剪輯、美術設計）□短片
	作品編號
	送審
	等級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講師
	姓名
	代表作品名稱
	※本案及格底線分數為70分。
	代表作品（前一等級至本次申請等級間）
	評分項目及標準
	前一等級至本次申請等級間在相關教學領域內之研究或創作成果
	總分
	項目
	主題、內容、形式、技巧、效果
	創作報告
	(含創作理念、學理基礎、內容形式、方式技巧、藝術價值與貢獻等)
	教授
	25%
	50%
	25%
	副教授
	35%
	45%
	20%
	助理教授
	40%
	40%
	20%
	講師
	50%
	35%
	15%
	得分
	審查人簽章
	審畢日期
	　　　年　　　月　　　日
	※審查評定基準：
	1、教授：應在該學術領域內有獨特及持續性作品並有重要具體之貢獻者。
	2、副教授：應在該學術領域內有持續性作品並有具體之貢獻者。
	3、助理教授：應有相當於博士水準之創作作品。
	4、講師：應有相當於藝術碩士水準之作品。
	※附註：
	1、以整理、增刪、組合或編排他人著作而成之編著不得送審。
	2、「前一等級至本次申請等級間之具體成果」包含代表作品。
	3、本校送審之外審委員，如有下列任一情形時應迴避審查，並請將應本送審案退回，凡未迴避審查者，其審結果無效：
	（1）送審人之研究指導教授。
	（2）送審人代表作品之合著人或共同研究人。
	（3）曾經與送審人在同一學校、系所服務。
	（4）與送審人有親屬關係或依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應受迴避規定限制者。
	※聯絡電話：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教師資格審查意見表
	表格乙：（藝術作品）
	電影類
	□長片（編劇、導演、製片、攝影、錄音音效、剪輯、美術設計）□短片
	姓名
	送審
	等級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講師
	代表作品名稱
	審查意見：(審查意見請分別就代表作品及參考作品具體審查及撰寫審查意見，並請勾選優缺點欄位及總評欄。前述意見得以條列方式敘述，建議另以A4紙電腦打字。本案審定結果如為不通過，審查意見得提供送審人作為行政處分之依據，併予敘明)
	優　　　　　　　　點
	缺　　　　　　　　點
	□作品富於創造性
	□創作技術良好
	□具有新的研究創作見解
	□過去創作歷程成績優秀
	□具藝術價值
	□其他：
	□作品缺少創造性
	□作品技法內容表現較次
	□創作見解欠明
	□過去創作歷程欠佳
	□藝術價值不高
	□非個人原創性，以整理、增刪、組合或編排他人著作
	□代表作屬學位論文之全部或一部分，曾送審且無一定程度之創新
	□涉及抄襲或其他違反學術倫理情事（請於審查意見欄指出具體事實）
	□其他：
	總評
	一、本人評定本案審查結果為□及格□不及格(及格底限分數為70分)。(前開選項務請勾選一欄)
	二、本案如經勾選缺點欄位之「非個人原創性…」、「代表著作屬學位論文…」及「涉及抄襲或違反學術倫理情事」等3項之一者，依「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21、22、43條規定，應評為不及格成績。
	三、本人確認上述「審查結果」與本(乙)表「審查意見」撰述內容及甲表評定之「總分」為一致，如有不一致情形時，依上述「審查結果」勾選是否及格情形為準。
	審查人簽章(本簽章欄於本表提供申請送審者參考時遮除)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教師資格審查意見表
	表格甲：（藝術作品）舞蹈類□創作□演出
	作品編號
	送審
	等級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講師
	姓名
	代表作品名稱
	※本案及格底線分數為70分。
	代表作品（前一等級至本次申請等級間）
	評分項目及標準
	前一等級至本次申請等級間在相關教學領域內之研究或創作成果
	總分
	項目
	創作：舞蹈創作技巧
	演出:舞蹈之動作技巧
	創作報告
	(含創作理念、學理基礎、內容形式、方式技巧、藝術價值與貢獻等)
	教授
	40%
	30%
	30%
	副教授
	40%
	30%
	30%
	助理教授
	40%
	30%
	30%
	講師
	40%
	30%
	30%
	得分
	審查人簽章
	審畢日期
	　　年　　月　　日
	※審查評定基準：
	1、教授：應在該學術領域內有獨特及持續性作品並有重要具體之貢獻者。
	2、副教授：應在該學術領域內有持續性作品並有具體之貢獻者。
	3、助理教授：應有相當於博士水準之創作作品。
	4、講師：應有相當於藝術碩士水準之作品。
	※附註：
	1、以整理、增刪、組合或編排他人著作而成之編著不得送審。
	2、「前一等級至本次申請等級間之具體成果」包含代表作品。
	3、本校送審之外審委員，如有下列任一情形時應迴避審查，並請將應本送審案退回，凡未迴避審查者，其審結果無效：
	（1）送審人之研究指導教授。
	（2）送審人代表作品之合著人或共同研究人。
	（3）曾經與送審人在同一學校、系所服務。
	（4）與送審人有親屬關係或依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應受迴避規定限制者。
	※聯絡電話：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教師資格審查意見表
	表格乙：（藝術作品）舞蹈類□創作□演出
	姓名
	送審
	等級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講師
	代表作品名稱
	審查意見：(審查意見請分別就代表作品及參考作品具體審查及撰寫審查意見，並請勾選優缺點欄位及總評欄。前述意見得以條列方式敘述，建議另以A4紙電腦打字。本案審定結果如為不通過，審查意見得提供送審人作為行政處分之依據，併予敘明)
	優　　　　　　　　點
	缺　　　　　　　　點
	□作品富於創造性
	□創作技術良好
	□具有新的研究創作見解
	□過去創作歷程成績優秀
	□具藝術價值
	□其他：
	□作品缺少創造性
	□作品技法內容表現較次
	□創作見解欠明
	□過去創作歷程欠佳
	□藝術價值不高
	□非個人原創性，以整理、增刪、組合或編排他人著作
	□代表作屬學位論文之全部或一部分，曾送審且無一定程度之創新
	□涉及抄襲或其他違反學術倫理情事（請於審查意見欄指出具體事實）
	□其他：
	總評
	一、本人評定本案審查結果為□及格□不及格(及格底限分數為70分)。(前開選項務請勾選一欄)
	二、本案如經勾選缺點欄位之「非個人原創性…」、「代表著作屬學位論文…」及「涉及抄襲或違反學術倫理情事」等3項之一者，依「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21、22、43條規定，應評為不及格成績。
	三、本人確認上述「審查結果」與本(乙)表「審查意見」撰述內容及甲表評定之「總分」為一致，如有不一致情形時，依上述「審查結果」勾選是否及格情形為準。
	審查人簽章(本簽章欄於本表提供申請送審者參考時遮除)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教師資格審查意見表
	表格甲：（藝術作品）
	民俗藝術類□編劇□導演□樂曲編撰□演員
	作品編號
	送審
	等級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講師
	姓名
	代表作品名稱
	※本案及格底線分數為70分。
	代表作品（前一等級至本次申請等級間）
	評分項目及標準
	前一等級至本次申請等級間在相關教學領域內之研究或創作成果
	總分
	項目
	主題、內容、形式、技巧、效果
	創作報告
	(含創作理念、學理基礎、內容形式、方式技巧、藝術價值與貢獻等)
	教授
	30%
	40%
	30%
	副教授
	40%
	35%
	25%
	助理教授
	45%
	30%
	25%
	講師
	55%
	25%
	20%
	得分
	審查人簽章
	審畢日期
	　　　年　　　月　　　日
	※審查評定基準：
	1、教授：應在該學術領域內有獨特及持續性作品並有重要具體之貢獻者。
	2、副教授：應在該學術領域內有持續性作品並有具體之貢獻者。
	3、助理教授：應有相當於博士水準之創作作品。
	4、講師：應有相當於藝術碩士水準之作品。
	※附註：
	1、以整理、增刪、組合或編排他人著作而成之編著不得送審。
	2、「前一等級至本次申請等級間之具體成果」包含代表作品。
	3、本校送審之外審委員，如有下列任一情形時應迴避審查，並請將應本送審案退回，凡未迴避審查者，其審結果無效：
	（1）送審人之研究指導教授。
	（2）送審人代表作品之合著人或共同研究人。
	（3）曾經與送審人在同一學校、系所服務。
	（4）與送審人有親屬關係或依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應受迴避規定限制者。
	※聯絡電話：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教師資格審查意見表
	表格乙：（藝術作品）
	民俗藝術類□編劇□導演□樂曲編撰□演員
	姓名
	送審
	等級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講師
	代表作品名稱
	審查意見：(審查意見請分別就代表作品及參考作品具體審查及撰寫審查意見，並請勾選優缺點欄位及總評欄。前述意見得以條列方式敘述，建議另以A4紙電腦打字。本案審定結果如為不通過，審查意見得提供送審人作為行政處分之依據，併予敘明)
	優　　　　　　　　點
	缺　　　　　　　　點
	□作品富於創造性
	□創作技術良好
	□具有新的研究創作見解
	□過去創作歷程成績優秀
	□具藝術價值
	□其他：
	□作品缺少創造性
	□作品技法內容表現較次
	□創作見解欠明
	□過去創作歷程欠佳
	□藝術價值不高
	□非個人原創性，以整理、增刪、組合或編排他人著作
	□代表作屬學位論文之全部或一部分，曾送審且無一定程度之創新
	□涉及抄襲或其他違反學術倫理情事（請於審查意見欄指出具體事實）
	□其他：
	總評
	一、本人評定本案審查結果為□及格□不及格(及格底限分數為70分)。(前開選項務請勾選一欄)
	二、本案如經勾選缺點欄位之「非個人原創性…」、「代表著作屬學位論文…」及「涉及抄襲或違反學術倫理情事」等3項之一者，依「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21、22、43條規定，應評為不及格成績。
	三、本人確認上述「審查結果」與本(乙)表「審查意見」撰述內容及甲表評定之「總分」為一致，如有不一致情形時，依上述「審查結果」勾選是否及格情形為準。
	審查人簽章(本簽章欄於本表提供申請送審者參考時遮除)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教師資格審查意見表
	表格甲：（藝術作品）
	設計類□環境空間設計□產品設計□視覺傳達設計
	□多媒體設計□時尚設計
	作品編號
	送審
	等級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講師
	姓名
	代表作品名稱
	※本案及格底線分數為70分。
	代表作品(前一等級至本次申請等級間)
	評分項目及標準
	前一等級至本次申請等級間在相關教學領域內之研究或創作成果
	總分
	項目
	文化社會性、機能性、技術性、藝術性、原創性、產業應用性
	創作報告
	(含創作理念、學理基礎、內容形式、方式技巧、專利取得、藝術價值與貢獻等)
	教授
	35%
	50%
	15%
	副教授
	45%
	40%
	15%
	助理教授
	60%
	30%
	10%
	講師
	70%
	20%
	10%
	得分
	審查人
	簽章
	審畢日期
	　　　年　　　月　　　日
	※審查評定基準：
	1、教授：應在該學術領域內有獨特及持續性作品並有重要具體之貢獻者。
	2、副教授：應在該學術領域內有持續性作品並有具體之貢獻者。
	3、助理教授：應有相當於博士水準之創作作品。
	4、講師：應有相當於藝術碩士水準之作品。
	※附註：
	1、以整理、增刪、組合或編排他人著作而成之編著不得送審。
	2、『前一等級至本次申請等級間之具體成果』包含代表作品。
	3、本校送審之外審委員，如有下列任一情形時應迴避審查，並請將應本送審案退回，凡未迴避審查者，其審結果無效：
	（1）送審人之研究指導教授。
	（2）送審人代表作品之合著人或共同研究人。
	（3）曾經與送審人在同一學校、系所服務。
	（4）與送審人有親屬關係或依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應受迴避規定限制者。
	※聯絡電話：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教師資格審查意見表
	表格乙：（藝術作品）
	設計類□環境空間設計□產品設計□視覺傳達設計
	□多媒體設計□時尚設計
	姓名
	送審
	等級
	□教　　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講　　師
	代表作品名稱
	審查意見：（審查意見請分別就代表作品及參考作品具體審查及撰寫審查意見，並請勾選優缺點欄位及總評欄。前述意見得以條列方式敘述，建議另以A4紙電腦打字。本案審定結果如為不及格，審查意見得提供送審人作為行政處分之依據，併予敘明）
	優　　　　　　　　良
	缺　　　　　　　　點
	□作品富於文化社會性
	□機能性佳
	□創作技術良好
	□具有新的研究創作見解
	□具藝術價值
	□產業應用性強
	□獲有專利權
	□其他：
	□作品缺少文化社會性
	□機能性不佳
	□作品技法內容表現較次
	□創作見解欠明
	□藝術價值不高
	□產業應用性不佳
	□非個人原創性，以整理、增刪、組合或編排他人著作
	□代表作屬學位論文之全部或一部分，曾送審且無一定程度之創新
	□涉及抄襲或其他違反學術倫理情事（請於審查意見欄指出具體事實）
	□其他：
	總評
	一、本人評定本案審查結果為□及格□不及格(及格底限分數為70分)。(前開選項務請勾選一欄)
	二、本案如經勾選缺點欄位之「非個人原創性…」、「代表著作屬學位論文…」及「涉及抄襲或違反學術倫理情事」等3項之一者，依「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21、22、43條規定，應評為不及格成績。
	三、本人確認上述「審查結果」與本(乙)表「審查意見」撰述內容及甲表評定之「總分」為一致，如有不一致情形時，依上述「審查結果」勾選是否及格情形為準。
	審查人簽章(本簽章欄於本表提供申請送審者參考時遮除)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專業技術人員教師資格審查意見表
	表格甲：（具體事蹟、特殊造詣或成就）
	具體事蹟、特殊造詣或成就編號
	送審等級
	□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
	□副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
	□助理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
	□講師級專業技術人員
	姓名
	代表具體事蹟、特殊造詣或成就
	※本案及格底線分數為70分。
	代表具體事蹟、特殊造詣或成就(前一等級至本次申請等級間)評分項目及標準
	前一等級至本次申請等級間之具體事蹟、特殊造詣或成就總成績
	總分
	項目
	具體事蹟
	特殊造詣或成就
	教授級
	25%
	25%
	50%
	副教授級
	30%
	30%
	40%
	助理教授級
	35%
	35%
	30%
	講師級
	40%
	40%
	20%
	得分
	審查人簽章
	審畢日期
	　　　年　　　月　　　日
	※審查評定基準：
	1、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持續從事創作、活動或設計，並應在該專業或產業領域內有獨創及持續性特殊造詣或成就，且具有重要具體之事蹟者。
	2、副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持續從事創作、活動或設計，並應在該專業或產業領域內有持續性特殊造詣或成就，且具有具體之事蹟者。
	3、助理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持續從事創作、活動或設計，其特殊造詣或成就貢獻良好並能顯示確實具有獨立研發之能力者。
	4、講師級專業技術人員：持續從事創作、活動或設計，其特殊造詣或成就應具有相當之水準者。
	5、上開各等級之技術或實務研發成果，其成果貢獻亦包含對於社會、文化、生態等層面之影響。
	※附註：
	1、以整理、增刪、組合或編排他人著作而成之編著不得送審。
	2、『前一等級至本次申請等級間之具體事蹟、特殊造詣或成就總成績』包含代表具體事蹟、特殊造詣或成就。
	3、本校送審之外審委員，如有下列任一情形時應迴避審查，並請將應本送審案退回，凡未迴避審查者，其評審結果無效：
	（1）送審人之研究指導教授。
	（2）送審人代表具體事蹟、特殊造詣或成就之合著人或共同研究人。
	（3）曾經與送審人在同一學校、系所服務。
	（4）與送審人有親屬關係或依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應受迴避規定限制者。
	※聯絡電話：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專業技術人員教師資格審查意見表
	表格乙：（具體事蹟、特殊造詣或成就）
	姓名
	送審等級
	□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
	□副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
	□助理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
	□講師級專業技術人員
	代表具體事蹟、特殊造詣或成就
	審查意見：（審查意見請就具體事蹟、特殊造詣或成就為具體審查及撰寫審查意見，並請勾選優缺點欄位及總評欄。前述意見得以條列方式敘述，建議另以A4紙電腦打字。本案審定結果如為不及格，審查意見得提供送審人作為行政處分之依據，併予敘明）
	優　　　　　　　點（可複選）
	缺　　　　　　點（可複選）
	□具有創新與突破之處
	□創作、展演活動或設計成果具實用價值
	□創作、展演活動或設計成果在該專業或產業上有相當之貢獻
	□創作、展演活動或設計成果在社會、文化、生態上有相當之貢獻
	□創作、展演活動或設計內容具有完整性
	□創作、展演活動或設計能力良好，方法正確
	□創作、展演活動或設計績效良好
	□持續投入創作、展演活動或設計程度高
	□創作、展演活動或設計態度嚴謹
	□產業應用績效良好
	□適合教學實務
	□可結合產業，提升產業技術
	□其他：
	□無特殊創新之處
	□實用價值不高
	□創作、展演活動或設計成果在該專業或產業之貢獻度不高
	□創作、展演活動或設計成果在社會、文化、生態上之貢獻度不高
	□內容形式不完整
	□創作、展演活動或設計方法不妥適
	□創作、展演活動或設計成績不理想
	□持續投入創作、展演活動或設計程度不足
	□創作、展演活動或設計態度不嚴謹
	□產業應用績效不佳
	□非個人原創性，以整理、增刪、組合或編排他人著作
	□代表作屬學位論文之全部或一部分，曾送審且無一定程度之創新
	□涉及抄襲或其他違反學術倫理情事（於審查意見欄指出具體事實）
	□其他：
	總評
	一、本人評定本案審查結果為□及格□不及格(及格底限分數為70分)。(前開選項務請勾選一欄)
	二、本案如經勾選缺點欄位之「非個人原創性…」、「代表著作屬學位論文…」及「涉及抄襲或違反學術倫理情事」等3項之一者，依「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21、22、43條規定，應評為不及格成績。
	三、本人確認上述「審查結果」與本(乙)表「審查意見」撰述內容及甲表評定之「總分」為一致，如有不一致情形時，依上述「審查結果」勾選是否及格情形為準。
	審查人簽章(本簽章欄於本表提供申請送審者參考時遮除)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教師資格審查意見表
	表格甲：（技術報告-獸醫臨床領域）
	代表成果
	編號
	送審
	等級
	□教　　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講　　師
	姓名
	代表成果
	名稱
	※本案及格底線分數為70分。
	※本表所稱「技術報告」之範圍如下：
	一、有關新技術專創新之成果。
	二、有關專業獸醫臨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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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有關獸醫臨床產學合作實務改善專案具有特殊貢獻之研發成果。
	代表成果(前一等級至本次申請等級間)
	評分項目及標準
	前一等級至本次申請等級間之具體研發成果總成績（在質與量方面之水準、技術實際之應用、臨床診療績效、獲獎情形、產學合作執行績效、對該專業或產業技術之提升與貢獻、持續研發之投入程度與能力等）
	總分
	項目
	獸醫臨床理念與技術應用價值
	（技術之創新與所依據之基本學理）
	主題內容與
	方法技巧
	（獸醫臨床主題之詳細內容、技術創新或突破、試驗方法及文獻引用等）
	成果貢獻
	（獸醫臨床成果之創新性、可行性、前瞻性或重要性，在實務應用上之價值及在該專業或產業之具體貢獻）
	教授
	10%
	10%
	30%
	50%
	副教授
	10%
	10%
	30%
	50%
	助理教授
	15%
	15%
	30%
	40%
	講師
	15%
	15%
	50%
	20%
	得分
	審查人
	簽章
	審畢日期
	　　年　　月　　日
	※審查評定基準：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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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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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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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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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上開各等級之技術或實務研發成果，其成果貢獻亦包含對於社會、文化、生態等層面之影響。
	※附註：
	1、以整理、增刪、組合或編排他人著作而成之編著不得送審。
	2、本校送審之外審委員，如有下列任一情形時應迴避審查，並請將應本送審案退回，凡未迴避審查者，其評審結果無效：
	（1）送審人之研究指導教授。
	（2）送審人代表成果之合著人或共同研究人。
	（3）曾經與送審人在同一學校、系所服務。
	（4）與送審人有親屬關係或依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應受迴避規定限制者。
	※聯絡電話：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教師資格審查意見表
	表格乙：（技術報告-獸醫臨床領域）
	姓名
	送審
	等級
	□教　　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講　　師
	代表成果名稱
	審查意見：（審查意見請分別就代表成果及參考成果具體審查及撰寫審查意見，並請勾選優缺點欄位及總評欄。前述意見得以條列方式敘述，建議另以A4紙電腦打字。本案審定結果如為不及格，審查意見得提供送審人作為行政處分之依據，併予敘明）
	優　　　　　　　　　點（可複選）
	缺　　　　　　　　點（可複選）
	□具有創新與突破之處
	□臨床技術具實際診療價值
	□臨床技術成果在該專業或產業上有相當之貢獻
	□臨床技術成果在動物疾病預防、治療或診斷有相當之貢獻
	□臨床技術內容具有完整性
	□臨床技術方法正確
	□臨床技術診療績效良好
	□具有持續投入後續臨床技術改善程度高
	□開發臨床新技術理念與執行態度嚴謹
	□適合臨床教學實務
	□可結合產業，提升產業技術
	□其他：
	□無特殊創新之處
	□實際診療價值不高
	□臨床技術在該專業或產業之貢獻度不高
	□臨床技術成果在動物疾病預防、治療或診斷之貢獻度不高
	□內容形式不完整
	□臨床技術方法不妥適
	□臨床技術成績不理想
	□不具有持續投入後續臨床技術改善價值
	□臨床技術理念與執行不嚴謹
	□非個人原創性，以整理、增刪、組合或編排他人著作
	□代表作屬學位論文之全部或一部分，曾送審且無一定程度之創新
	□涉及抄襲或其他違反學術倫理情事（於審查意見欄指出具體事實）
	□其他：
	總評
	一、本人評定本案審查結果為□及格□不及格(及格底限分數為70分)。(前開選項務請勾選一欄)
	二、本案如經勾選缺點欄位之「非個人原創性…」、「代表作屬學位論文…」及「涉及抄襲或違反學術倫理情事」等3項之一者，依「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21、22、43條規定，應評為不及格成績。
	三、本人確認上述「審查結果」與本(乙)表「審查意見」撰述內容及甲表評定之「總分」為一致，如有不一致情形時，依上述「審查結果」勾選是否及格情形為準。
	審查人簽章(本簽章欄於本表提供申請送審者參考時遮除)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教師資格審查意見表
	表格甲：（教學報告-獸醫臨床領域）
	代表教學績效編號
	送審
	等級
	□教　　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講　　師
	姓名
	代表教學績效名稱
	※本案及格底線分數為70分。
	※本表所稱「教學績效」，係指教師以教學實務作為研究，其內涵得以各教育階段別之教學場域及受教者作為研究對象，在課程、教材、教法、教具、科技媒體運用、評量工具具有創新、改進或延伸應用之具體研究（發）成果，並能有效提升學生學習成效或校內外推廣具有重要具體貢獻之成果。
	送審之教學實務成果附技術報告，其內容應包括下列之主要項目：（一）教學、課程或設計理念。（二）教學、課程、設計理念及學理基礎。（三）主題內容及方法技巧。（四）研發成果及學習成效。（五）創新及貢獻。
	項目
	前一等級至本次申請等級間之代表教學績效、
	前一等級至本次申請等級間之個人學術與教學績效之整體成就
	總分
	專業背景
	與成長
	教學表現與特色
	一、專業背景（含教師個人基本資料、獸醫臨床診療與獸醫臨床診療與教學實務情境描述）
	二、專業成長（含獸醫繼續教育課程事務、參與學術活動或學會或工作坊或教學社群、發表論文或教學經驗分享等）
	課程與教學設計
	一、獸醫臨床診療紀錄專冊
	二、臨床診療與相關臨床教學規劃設計
	課程與教學評鑑
	一、獸醫臨床診療結果改善計畫及執行成果
	二、獸醫臨床診療紀錄發表成果
	學生臨床實務成效評量（含學生實務臨床學習證據、學生實務診療報告等）
	特色教學（教學期間自行創新開發之教材或教學方法等說明）
	教授
	20%
	25%
	15%
	30%
	10%
	副教授
	15%
	25%
	15%
	30%
	15%
	助理教授
	10%
	25%
	15%
	30%
	20%
	講師
	5%
	25%
	15%
	30%
	25%
	得分
	審查人
	簽章
	審畢日期
	　　年　　月　　日
	※審查評定基準：
	1、教授：持續從事學術與投入教學工作，並應在該專業領域內有獨創及持續性教學績效，且具有重要具體之貢獻者。
	2、副教授：持續從事學術與投入教學工作，並應在該專業領域內有持續性教學績效，且具有具體之貢獻者。
	3、助理教授：持續從事學術與投入教學工作，其教學績效良好並能顯示確實具有獨特貢獻者。
	4、講師：持續從事學術與投入教學工作，其教學績效具有相當之水準者。
	※附註：
	1、以整理、增刪、組合或編排他人著作而成之編著不得送審。
	2、『七年內及前一等級至本次申請等級間之個人學術與教學績效之整體成就』包含代表教學績效(五年內)；送審人曾於前述期限內懷孕或生產者，得申請延長代表教學績效、參考個人學術與教學績效之年限各二年。
	3、本校送審之外審委員，如有下列任一情形時應迴避審查，並請將應本送審案退回，凡未迴避審查者，其評審結果無效：
	（1）送審人之研究指導教授。
	（2）送審人代表教學成就之合著人或共同研究人。
	（3）曾經與送審人在同一學校、系所服務。
	（4）與送審人有親屬關係或依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應受迴避規定限制者。
	※聯絡電話：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教師資格審查意見表
	表格乙：（教學報告-獸醫臨床領域）
	姓名
	送審等級
	□教　　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講　　師
	代表教學績效名稱
	審查意見：（審查意見請分別就代表教學績效、參考個人學術與教學績效作具體審查及撰寫審查意見，並請勾選優缺點欄位及總評欄。前述意見得以條列方式敘述，建議另以A4紙電腦打字。本案審定結果如為不及格，審查意見得提供送審人作為行政處分之依據，併予敘明）
	優　　　　　　　　　點（可複選）
	缺　　　　　　　　點（可複選）
	□獸醫臨床診療紀錄專冊績效報告內容充實
	□獸醫臨床診療紀錄專冊於獸醫教學現場務實可行
	□專業背景敘述清晰
	□專業成長符合教師教學所需
	□獸醫臨床診療紀錄專冊與臨床教學設計嚴謹
	□獸醫臨床診療紀錄專冊與臨床教學具特色
	□獸醫臨床診療紀錄績效良好
	□落實臨床教學之改善實施
	□學生臨床實務評量計畫與方法妥適
	□學生臨床實務學習成效評量結果運用適當
	□學生臨床實務學習成效表現良好
	□具臨床實務特色教學
	□特殊事蹟與貢獻顯著
	□臨床實務教學績效優良
	□其他：
	□獸醫臨床診療紀錄專冊報告內容不充實
	□獸醫臨床診療紀錄專冊於獸醫教學現場窒礙難行
	□專業背景敘述模糊
	□專業成長與教師教學所需互相牴觸
	□獸醫臨床診療紀錄專冊與臨床教學設計不嚴謹
	□獸醫臨床診療紀錄專冊與臨床設計無特色
	□獸醫臨床診療紀錄與臨床改善實施草率
	□學生臨床實務成效評量計畫與方法不適當
	□學生臨床實務成效評量結果運用不妥適
	□學生臨床實務成效表現欠佳
	□臨床實務教學績效不佳
	□非個人原創性，以整理、增刪、組合或編排他人著作
	□代表作屬學位論文之全部或一部分，曾送審且無一定程度之創新
	□涉及抄襲或其他違反學術倫理情事（於審查意見欄指出具體事實）
	□其他：
	總評
	一、本人評定本案審查結果為□及格□不及格(及格底限分數為70分)。(前開選項務請勾選一欄)
	二、本案如經勾選缺點欄位之「非個人原創性…」、「代表作屬學位論文…」及「涉及抄襲或違反學術倫理情事」等3項之一者，依「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21、22、43條規定，應評為不及格成績。
	三、本人確認上述「審查結果」與本(乙)表「審查意見」撰述內容及甲表評定之「總分」為一致，如有不一致情形時，依上述「審查結果」勾選是否及格情形為準。
	審查人簽章(本簽章欄於本表提供申請送審者參考時遮除)
	伍、本校教師著作升等表格
	一、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甲式）(教育部審查用)
	填表日期：
	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
	送審人照片
	兩吋照片
	1.身分證字號（外僑居留證統一證號）
	2.中文姓名
	性別：出生年月日：民國年月日
	3.送審學校
	科系所：
	4.送審類別
	審查類別：
	送審資格：
	專兼任別：
	新聘或升等：
	5.聯絡資訊
	地址：
	電子郵件：電話（公）：
	手機：電話（私）：
	6.
	大專
	以上
	學歷
	學校名稱
	系所
	學位名稱
	修業起迄年月
	授予學位年月
	國家或地區
	年月至年月
	年月
	年月至年月
	年月
	年月至年月
	年月
	7.
	論文名稱
	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
	博士論文：
	指導教授：
	8.
	經歷
	服務機關名稱
	職別
	專兼任
	任職起迄年月
	合計年資
	年月至年月
	年月
	年月至年月
	年月
	年月至年月
	年月
	年月至年月
	年月
	9.已審定之最高等級教師資格
	等級：證書字號：字第號起資年月：年月
	10.歷次送審各級教師資格之代表著作名稱無
	著作書名（篇名）
	審定年月
	送審等級
	是否通過
	年月
	年月
	年月
	11.學術專長代碼：
	12.任教科目一：時數：小時/週任教科目二：時數：小時/週
	13.
	送審
	代表
	著作
	代表著作名稱：
	以上所填各項資料
	如有不實
	自負法律責任
	送審人簽章
	出版處所或期刊名稱：
	期刊卷期：
	所屬學術領域：
	審查類科：
	所用語文：
	出版時間：年月
	字數：是否合著：
	＊以下欄位資料由送審學校填寫
	法令依據暨繳驗證件
	學校
	評審結果
	_____學年度第_____學期
	系所科教評會第_____次會議（___年___月____日）
	院教評會第_____次會議（___年___月____日）
	校教評會第_____次會議（___年___月____日）
	審核通過
	14.教學服務成績
	原始分數：
	佔總成績比率：
	備註：
	人事
	承辦人員
	送審檢附之資料經查核屬實核章
	人事主管
	核章
	校長
	核章
	身分證字號（外僑居留證統一證號）：
	送審者姓名：
	送審學校：
	科系所：
	代表著作
	論文名稱
	出處/件數./產學合作契約編號/公型式
	期刊卷期/ISBN/指導教授/類別
	接受/出版時間
	字數
	所屬學術領域
	所用語文：
	審查類科：
	是否合著：
	參
	考
	著
	作
	序號
	著作名稱：
	出版處所或期刊名稱
	期刊卷期
	出版時間
	字數
	所屬學術領域
	所用語文
	合著者姓名
	1
	2
	3
	4
	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乙式）(送外審委員審查用)
	1.填表日期：
	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
	2.中文姓名：
	3.送審學校
	科系所：
	4.送審類別
	審查類別：
	送審資格：
	專兼任別：
	新聘或升等：
	5.
	大專
	以上
	學歷
	學校名稱
	系所
	學位名稱
	修業起迄年月
	授予學位年月
	國家或地區
	年月至年月
	年月
	年月至年月
	年月
	年月至年月
	年月
	6.
	論文名稱
	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
	博士論文：
	指導教授：
	7.
	經歷
	服務機關名稱
	職別
	專兼任
	任職起迄年月
	合計年資
	年月至年月
	年月
	年月至年月
	年月
	年月至年月
	年月
	年月至年月
	年月
	年月至年月
	年月
	8.已審定之最高等級教師資格
	等級：起資年月：年月
	9.歷次送審各級教師資格之代表著作名稱
	著作書名（篇名）
	審定年月
	送審等級
	是否通過
	年月
	年月
	年月
	10.任教科目一：時數：小時/週任教科目二：時數：小時/週
	11.
	送審
	代表
	著作
	代表著作名稱：
	出版處所或期刊名稱：
	期刊卷期：
	所屬學術領域：
	審查類科：
	所用語文：
	出版時間：年月
	字數：是否合著：
	身分證字號（外僑居留證統一證號）：
	送審者姓名：
	送審學校：
	科系所：
	代表著作
	論文名稱
	出處/件數./產學合作契約編號/公型式
	期刊卷期/ISBN/指導教授/類別
	接受/出版時間
	字數
	所屬學術領域
	所用語文：
	審查類科：
	是否合著：
	參
	考
	著
	作
	序號
	著作名稱：
	出版處所或期刊名稱
	期刊卷期
	出版時間
	字數
	所屬學術領域
	所用語文
	合著者姓名
	1
	2
	3
	4
	二、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教師資格審查代表作合著人證明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教師資格審查代表作合著人證明
	送審人姓名
	中文
	外文
	代表著作名稱
	出版時間
	合著人（或共
	同研究人）
	親自簽名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送審人完成
	部分或貢獻
	(請詳列)
	%
	合著人完成
	部分或貢獻
	(請詳列)
	%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註：一、本證明係參照「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查代表作合著人證明」辦理。
	二、依「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23條規定，代表作係數人合著者，僅得由其中一人送審；送審時，送審人以外他人應放棄以該專門著作、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作為代表作送審之權利。送審人應以書面具體說明其參與部分，並由合著人簽章證明，但有下列情形之一者，不在此限：
	（一）送審人為中央研究院院士，免繳交合著人簽章證明。
	（二）送審人為第一作者或通信（訊）作者，免繳交其國外非第一作者或通信（訊）作者之合著人簽章證明。
	前項合著人因故無法簽章證明時，送審人應以書面具體說明其參與部分，及無法取得合著人簽章證明之原因，經送審學校校級教評會審議同意者，得予免附。
	三、另依「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43條規定，合著人證明故意登載不實，經本校審議確定者，應不通過其資格審定，並予1至5年不受理其教師資格審定之申請；合著人證明偽造、變造，經本校審議確定者，除不通過其資格審定，並予7至10年不受理其教師資格審定之申請。以上情事將函報教育部備查。
	四、合著人（或共同研究人）須親自簽名蓋章。若合著人為外籍人士，本表得以外文撰寫。（務須使合著之外籍人士理解其內涵意義）
	五、合著之著作，僅可一人用作代表著作送審，他人須放棄以該著作作為代表著作送審之權利。
	六、如各欄不敷填寫者，可另以附件呈現。
	三、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教師個人資料表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教師個人資料表
	填表日期：年月日
	一、基本資料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LastName)(FirstName)(MiddleName)
	二、主要學歷(由最高學歷依次填寫，若仍在學者，請在學位欄填「肄業」)
	學校名稱
	國別
	主修學門系所
	學位
	起訖年月(西元年/月)
	/至/
	/至/
	/至/
	三、現職及與相關經歷(指與研究相關之專任職務，請依任職先後由最近時間者追溯登載)
	現職服務機構
	服務部門／系所
	職稱
	起訖年月(西元年/月)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起
	相關經歷
	/至/
	/至/
	/至/
	/至/
	四、專長(請自行填寫與研究方向有關之學門及次領域名稱)
	1.
	2.
	3.
	4.
	五、論文著述：
	(一)請詳列個人取得前一職級教師資格後發表之學術性著作，包括：期刊論文、專書及專書論文、研討會論文、技術報告及其他等，並請依各類著作之重要性自行排列先後順序。
	(二)各類著作請按發表時間先後順序填寫。各項著作請依作者姓名（按原出版之次序）、出版年、月份、題目、期刊名稱（專書出版社）、起迄頁數之順序填寫，被接受刊登尚未正式出版者請附被接受函。
	(三)若期刊屬於SCI、EI、SSCI或A&HCI等時，請註明。
	1.取得前一職級教師資格後之代表著作
	2.取得前一職級教師資格後之期刊論文
	3.取得前一職級教師資格後之研討會論文
	4.取得前一職級教師資格後之專著及專書論文
	六、研發成果智慧財產權及其應用績效
	(一)請將個人研發成果所產生之智慧財產權及其應用績效，依「專利」、「技術移轉」、「著作授權」、「其他協助產業技術發展之具體績效」等類別分別填列。如欄位不足，請自行加印填寫。
	(二)填寫順序請依專利期間起始日排列，或技術移轉及著作授權之簽約日期排列。
	專利(目前仍有效之專利，「類別」項分(A)發明專利(B)新型專利(C)新式樣專利，請擇一填入)
	類別
	專利名稱
	國別
	專利號碼
	發明人
	專利權人
	專利期間
	國科會計畫編號
	技術移轉
	技術名稱
	專利名稱
	授權單位
	被授權單位
	合約期間
	國科會計畫編號
	產生績效：(可另紙繕寫)
	著作授權(「類別」項分(1)語文著作(2)電腦程式著作(3)視聽著作(4)錄音著作(5)其他，請擇一填入)
	著作名稱
	類別
	著作人
	著作財產權人
	被授權人
	國科會計畫編號
	產生績效：(可另紙繕寫)
	其他協助產業技術發展之具體績效
	七、取得前一職級教師資格後執行及申請中之研究計畫：
	計　畫　名　稱
	計畫內擔任之工作
	起迄年月
	補助或委託機構
	申請(執行)情形
	八、取得前一職級教師資格後重要研究成果摘要
	四、表格十：(著作、作品審查迴避參考名單)
	著作、作品審查迴避參考名單
	姓　　　　　　名
	服　務　單　位
	職　　　　　　稱
	理　由　說　明
	　　　　　　　　　　　　　　　　　　　　　　送審人簽名：
	　　　　　　　　　　　　　　　　　　　　　　　　　　（親自簽名）
	註：參考名單至多以三人為限。
	五、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教師資格審查資料查核表
	送審人：
	送審等級：□講師□講師級專業技術人員
	□助理教授□助理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
	□副教授□副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
	□教授□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
	送審類別：□學位論文□技術報告□體育成就□教學報告
	□專門著作□藝術作品□特殊專業造詣或具體事蹟
	◎說明：以下依教育部送審規定所列之查核項目，各項目如確認後符合，請勾選填列資料
	※專門著作（代表著作及參考著作）部分：
	□符合專門著作規定
	□期刊論文
	□已於國內外學術或專業刊物發表
	□由國內外學術或專業刊物接受將定期發表（已附接受證明，並應自接受證明之日起一年內發表）
	□研討會論文：有審查程序且於會後集結成冊出版公開發行（已附出版頁證明）
	□專書：已出版公開發行（已附出版頁證明）
	□符合著作期限規定
	□代表著作為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出版之著作，且不得與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之著作重複；惟以取得學位之畢業論文代替專門著作送審者，得不受前開之限制
	□參考著作為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出版之著作，且不得與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之著作重複
	□代表著作：
	□以取得學位之畢業論文代替
	□非為學位論文之一部份；但未曾以該學位論文送審或屬學位論文延續性研究者，經送審人主動提出說明並經專業審查認定具相當程度創新者，不在此限
	□有合著人，且附合著人證明
	□為一系列之相關研究（已附相關性說明）
	□送審著作經審查未通過，本次仍以同一題目重新送審，其著作內容經相當之改進並出版（已附新舊著作異同對照表及出版頁證明）
	□以外文撰寫（已應附中文提要）
	□與任教科目性質相符
	□發表於國際或大陸地區學術期刊之論文，均以「Taiwan」或「R.O.C.」掛名
	□為編著、翻譯、教材研製、委託研究計畫、專業調查報告、教科書等屬於具個人原創性之學術性著作
	□以其他研發成果之技術報告作為參考著作，其書面報告內容符合規定（如有，請一併於技術報告部分註記查核結果）
	※技術報告（代表成果與參考成果）部分：
	□代表成果：
	□書面報告內容已包含研發理念、學理基礎、主題內容、方法技巧、成果貢獻等主要項目
	□為產學合作計畫、技術應用及衍生成果或改善專案（已附學校與廠商之產學合作契約書）
	□為專利技術報告、技術移轉或創新（已附專利證明）
	□為專業技術或管理之個案研究
	□與任教科目性質相符
	□係數人合作（已附合著人證明）
	□符合成果期限規定
	□代表成果為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完成，且不得與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之研發成果重複
	□參考成果為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完成，且不得與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之研發成果重複
	□研發成果並無涉及違反智慧財產權相關規定
	□以其相關專門著作作為參考成果，並符合專門著作之規定（如有，請一併於專門著作部分註記查核結果）
	※教學報告（代表成果與參考成果）部分：
	□代表成果：
	□送審之教學實務成果附技術報告，其內容應包括下列之主要項目：（一）教學、課程或設計理念。（二）教學、課程、設計理念及學理基礎。（三）主題內容及方法技巧。（四）研發成果及學習成效。（五）創新及貢獻等主要項目
	□教學績效內容應以教學理念與個人專業背景為基礎，透過教學計畫與教學策略擬定、課程設計及實施特色教學，並由學生學習成效評量、就業與發展調查之反饋，進行教學省思及改善之歷程
	□與任教科目性質相符
	□係數人合作（已附合著人證明）
	□符合成果期限規定
	□代表成果為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完成，且不得與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之研發成果重複
	□參考成果為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完成，且不得與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之研發成果重複
	□教學成果並無涉及違反智慧財產權相關規定
	□以其相關專門著作作為參考成果，並符合專門著作之規定（如有，請一併於專門著作部分註記查核結果）
	※藝術作品或成就證明（代表作品與參考作品）部分：
	□代表作品
	□以取得學位之畢業作品代替送審，其作品內容及展現方式得不受「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17條所定審查基準之規範
	□符合以作品或成就證明送審之審查基準
	□美術作品
	□平面作品（應二十件以上）_______件
	□立體作品（應十件以上）_______件
	□綜合作品（應五件以上）_______件
	□取得前一職級教師資格後舉辦二次以上個展，且展出之作品無重複；其中一場係專為教師資格送審所舉辦之個展
	□音樂作品
	□創作_______首／部；_______分鐘
	□演奏（唱）及指揮（應五場以上）_______場；_______分鐘
	□舞蹈作品
	□創作（應三場以上）_______場；_______分鐘
	□演出（應三場以上）_______場；_______分鐘
	□民俗藝術
	□編劇_______分鐘
	□導演_______分鐘
	□樂曲編撰（應一齣以上）_______齣；_______分鐘
	□演員（應三場以上）_______場；_______分鐘
	□戲劇作品
	□劇本創作（應三齣以上）_______齣；_______分鐘
	□導演（應二齣以上）_______齣；_______分鐘
	□表演（應三齣以上）_______齣；_______分鐘
	□劇場設計（應三齣以上）_______齣；_______分鐘
	□電影作品
	□長片_________類；_______部（本）；________分鐘
	□短片（應六部以上）_______部；________分鐘
	□設計作品
	□環境空間設計（應三件以上）_______件
	□產品設計（應五件以上）_______件
	□視覺傳達設計（應十五件以上）_______件
	□多媒體設計（應五件以上）_______件
	□多媒體設計另已繳交原作作品之拷貝（可播放之影片、電腦程式、電腦檔案等）及充分之圖說（作品內容、安裝、操作等必要說明）與播放所需之解碼器、外掛程式等
	□時尚設計（應十件以上）_______件
	□送審作品已附創作及展演報告，且包含創作或展演理念、學理基礎、內容形式、方法技巧等主要項目
	□與任教科目性質相符
	□係兩人以上合作完成（已附有合著人證明）
	□送審作品經審查未獲通過，本次有新增二分之一以上之作品
	□送審教授資格者應提出學術理論研究之具體成果
	□符合成果期限規定
	□代表作品為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完成，且不得與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之作品重複；惟以取得學位之畢業作品代替專門著作送審者，其作品內容及展現方式得不受「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17條附表一之規範
	□參考作品為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完成，且不得與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之作品重複
	□已繳交補充資料（如個展之專輯或光碟、展出資料、典藏或得獎證明；實際應用、製造單位或智慧財產權之相關證明；具有系統創作思想體系之相關論述等）
	□以其相關專門著作、研發成果為參考作品，並符合專門著作、技術報告之規定（如有，請一併於專門著作、技術報告註記查核結果）
	□已知悉若送審通過，送審人應將創作或展演報告正式出版（請於出版後送校教評會備查）
	※體育成就證明（代表成果與參考成果）部分：
	□代表成就：
	□體育成就證明（參加重要賽會獲有名次之證明）
	□本人參加重要國內外運動賽會，獲有名次者
	□本人指導之運動員參加重要國內外運動賽會，獲有名次者（已附賽會主辦單位出具之教練證明）
	□已附競賽實務報告，並包含個案描述、學理基礎、訓練計畫、過程與成果等主要項目及相關討論
	□二種以上成就屬一系列相關成就，合併為代表成就（已附相關性說明）
	□與任教科目性質相符
	□代表成就係二人以上共同完成（已附書面說明本人參與之部分，並由其他共同完成者或有關單位提具證明）
	□送審成就經審查未通過，仍以相同之成就證明並修正達二分之一以上之競賽實務報告（已附前次不通過之競賽實務報告）
	□符合成就期限規定
	□代表成就為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之成就，且不與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之成就證明重複。
	□參考成就為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之成就，且不與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之成就證明重複。
	□參考成就已附競賽實務報告
	□前一等級係以成就證明及技術報告取得並檢附該等級教師資格之全部送審資料
	□以其相關專門著作、研發成果等為參考成就，並符合專門著作、技術報告之規定（如有，請一併於專門著作、技術報告註記查核結果）
	□已知悉若送審通過，送審人應將報告公開出版（請於出版後送校教評會備查）
	※特殊專業造詣或具體事蹟（適用專業技術人員）部分：
	□代表專業造詣或具體事蹟：
	□專業造詣（已附證明）
	□本人參加重要比賽，獲有名次者
	□其他特殊專業成就者
	□具體事蹟
	□學術性論文，且符合專門著作規定
	□創作作品或演出（已附證明）
	□其他特殊創作（已附證明）
	□附專業造詣或具體事蹟之實務報告
	□二種以上造詣或具體事蹟屬一系列相關成就，合併為代表造詣或事蹟（已附相關性說明）
	□與任教科目性質相符
	□代表造詣或事蹟係二人以上共同完成（已附書面說明本人參與之部分，並由其他共同完成者或有關單位提具證明）
	□符合成果期限規定
	□代表造詣或事蹟為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完成，且不與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之成就證明重複
	□參考造詣或事蹟為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完成，且不與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之成就證明重複
	□參考之造詣或事蹟已附實務報告
	□前一等級係以造詣或事蹟取得並檢附該等級教師資格之全部送審資料
	□以其相關專門著作、研發成果等為參考成就，並符合專門著作、技術報告之規定（如有，請一併於專門著作、技術報告註記查核結果）
	□已知悉若送審通過，送審人應將報告公開出版（請於出版後送校教評會備查）
	※其他事項
	□已提列外審委員迴避名單乙份
	備註：教師資格審查資料外審前，業由系（所、中心、學位學程、室）、學院主管先行查核確認無誤，並予簽核確認。
	送審人（簽章）：
	系（所、中心、學位學程、室）主任：
	院長：
	陸、其他
	一、教師著作審查應注意事項
	（一）著作(含代表著作及參考著作)：
	1、專門著作：
	（1）期刊論文：已發表或已接受定期發表(以接受函證明送審者，因於接受證明之日起一年內發表；但若不可歸責於送審人事由未能於一年內發表者，得檢具未能發表原因及確定發表時間之證明，向校教評會申請展延，並以接受證明之日起三年內為限)。
	（2）研討會論文：須具正式審查程序且集結成冊公開發行之著作，爰應附出版頁證明（即載有作者、出版者、發行人、出版日期、地點、出版者登記字號等相關資料）。
	（3）專書：須已公開發行之專書。
	（4）發表於國際或大陸地區學術期刊之論文，如掛名「China」或「Taiwan,China」、「Taiwan,ProvinceofChina」、「Taipei,China」、「ChineseTaiwan」，一概不承認。
	2、學位論文
	3、技術報告：
	（1）內容範圍：有關專利或創作之成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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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產學合作實務改善專案具有特殊貢獻之研發成果。因此技術報告可包含教師與產業界合作研發或接受委託之服務，包括：開發新產品或產品改良、開發新製造方法、新製程或製程改良技術、開發新管理方法、開發新行銷方法、創新發明獲取專利、開發新設計方法。
	（2）書面報告格式：研發理念、學理基礎、主題內容、方法技巧、成果貢獻。
	4、藝術類作品：
	（1）內容範圍：美術、音樂、舞蹈、民俗藝術、戲劇、電影、設計等。
	（2）作品類別不同應送繳資料亦不同，如教師資格審定辦法附件一。
	5、體育成就：體育成就規定，如教師資格審定辦法附件三。
	（二）送審之專門著作，應有個人之原創性，以整理、增刪、組合或編排他人著作而成之編著或其他非學術性著作不得送審，爰編著、翻譯、教材研製、委託研究計畫、專業調查報告、教科書等以非屬具個人原創性之學術性著作僅得列為參考資料，不能列為參考著作。
	（三）送審著作性質，應與其任教科目相關；代表著作如係數人合著，應附合著人證明；屬一系列之相關研究者，得合併為代表著作，應附相關性說明；以外文撰寫者，應附中文提要。
	（四）代表著作須為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之著作；參考著作應為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之著作。但以學位論文送審者，不在此限。
	（五）前次送審未通過之專門著作，重新提出申請若其著作內容經相當之改進並出版者，仍得以同一題目之著作送審，惟須附新舊著作異同對照表；專門著作如符合前一職級之規定，仍得列入送審參考著作（79.11.09台(79)審字第55322號函釋）；以藝術作品送審未通過者，應有新增二分之一以上之作品方得再次送審；以體育成就證明送審未通過，成就證明符合相關規定者，得以相同成就證明輔以修正達二分之一以上之競賽實務報告重新送審。
	二、技術報告送審之實務案例
	（一）技術報告送審注意事項：
	1、符合送審時間規定係取得申請升等教師等級之前一等級後完成之成果。
	2、以二種以上研發成果送審者，應自行擇定代表成果及參考成果。其屬一系列相關之研究者，得自行合併為代表成果。
	3、如係數人合作代表成果者，僅得由其中一人送審；送審時，他人須放棄以該成果作為代表成果送審之權利。送審人應以書面具體說明其參與部分，並由合著人簽名證明之。
	4、產學合作請附學校與廠商之產學合作契約書。
	5、參考成果如係以專利送審‧仍須符合技術報告撰寫格式，不宜僅附專利證書。
	（二）以技術報告送審，教師應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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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對升等有加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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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成功經驗案例：
	1、送審人研發成果有專利9件、技術移轉2項、國科會應用型產學合作2項、其他產學合作12項、2篇SCI期刊、研討會論文21篇，質量皆優。（副教授）
	2、送審人研發成果具實用價值，對產業界有貢獻，代表作獲美國發明專利，技轉產商開發產品，近5年專利10件，技轉與產學合作案189件金額達100萬元，研究計畫12件金額達564萬元。（副教授）
	3、遺體修復之技術研發，參照國外防腐技術並融入國人需求，有一定的創新與突破，極具實用價值，對於實務教學及結合產業之技術提升具正面意義。（助理教授）
	4、代表作技術報告獲美國專利，研發方向鎖定在應用與產品技術的開發，多年來與產業界密切合作，透過國內創新技術的發表與專利申請，帶動學生實務訓練與市場價值，對人才培育與產業升級有卓著貢獻。除代表作外尚有10件專利於國內外及國科會計畫案，質、量均優。（教授）
	5、送審人近5年發明專利14件、新型專利1件、SCI期刊10篇、國內期刊5篇，送審人專注高分子複合材料之研發多年，近年已產出系列重要成果並有申請專利，部分成果已與數家公司進行產學合作，成果具實用價值（教授）。
	6、送審人以網路教學結合傳統大地工程教學之特色，對學生及從業人員獲取知識有正面助益，近5年有3件新型專利，7件協助產業發展之產學合作案，7篇研討會論文，對新科技結合土木教學之研發有創新成果。（教授）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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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代表成果共完成SCI3篇、EI1篇、國際發明競賽金牌3面、銅牌1面、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5篇、國內研討會論文12篇、發明專利1件、新型專利2件、產學計畫13件，內容均與超音波在加工上的應用有關，為申請人產學經驗及成果的總匯整，論文品質尚可，在教學設備開發及產學合作績效方面頗佳。（教授）
	9、送審人代表作主要以建置餐飲經營管理情境教室、模擬教學系統、視覺化與數據化餐飲顧問診斷系統3項開發案為核心，兼以透過競賽修正系統，可提供學生理論與實務對話的場域。除教學系統研發與產學合作外，尚有2篇觀光研究學報論，1篇國際學術論文，多篇國內學術論文，值得肯定。（教授）
	10、代表成果主題為LED應用和智慧財權保護之實務，針對LED照明、空氣淨化設備與智財權保護作研發理念機處分析，並由實務面及實作方法落實產品之開發，研發成果具實用價值，可提升產業技術。參考作有2篇論文與代表作具關連性，產學合作多件，產品參加國內外競賽獲3金4銀1銅及1特別獎技術產品實務化，雖期刊發表較弱，仍值得肯定。（教授）
	11、送審人代表作為無障礙子母運送車結構等，由三篇專利組成，對物體運送車穿越障礙之效能有助益。另SCI1篇，其他期刊4篇，研討會論文27篇（含國際5篇），發明專利2件及新型專利25件，除在全國性競賽多次獲獎且在國際展中獲2次金牌獎、1次銀牌獎，創作成果佳。另國科會計畫3件，產學合作10件，成果及方向值得鼓勵。（副教授）
	12、送審人技術報告是由3篇SCI期刊、1件烏克蘭國際發明金牌獎、5件技轉案及8件專題計畫所組成，主要探討三種交流馬達發展低價位、高效率及具傑能效果之馬達驅動器。內容充實，使用方法合理可行，有相當實用價值，雖有少許文字錯別字，但瑕不掩瑜，對中小企業之技術提升有相當幫助。（教授）
	13、技術報告研提「軍事優秀人力招募策略」對國軍人力、軍備採購、後勤作業、支援效能等建議有專業實務應用價值及貢獻，計畫成果獲國防部發函肯定，用字遣詞參考文獻不夠嚴謹，可再精進（教授）
	14、主題服務學習融入電子商務專業課程之發展案例，援引結構嚴謹，內容充實檢姐創新，研究方法恰當，取材豐富嚴謹，有學理依據，並有國際期刊，多篇技術報告與研討會著作，主持次10個實務刑計畫，提出7份報告，在實務研發上相當努力。（副教授）
	15、代表作研究成果對弱勢團體（自病症及失智患者）利用資訊化教育，有實質貢獻及價值。研發績效搭配國科會之產學計畫建置多套數位學習方面的資訊系統並參加比賽得到一些獎項，實務上有相當貢獻，雖1篇SSCI及9篇EI之期刊並非很好，但技術成果已具升等條件。（副教授）
	（四）失敗經驗案例：
	1、報告中未述及個人在產品創新專案中之角色與貢獻度及該創新產品之市場效益及合作公司對該師之肯定程度；另在陳述創作理念、方法技巧、成果貢獻上之詳細度與深度不足，無法充分表達該師在產學合作中之專業性及創新性。
	2、領域跨越策略、品牌策略、經營管理、文化、研發管理設計與技術、產學合作等領域，另領域廣泛卻未深入或有突破性之技術。
	3、代表成果缺乏現有國內外相關技術之文獻探討，也未說明達到改善之原理，與現有技術在工作原理上有何差異？
	4、在代表成果中未說明成本競爭力之核心原因，只聲稱其然，未言其所以然。
	5、以三種新型專利組成為代表作提出升等副教授，三種新型專利所呈現的應用情境已被產業界或學術界普遍討論，而採用的技術亦多為習知技術，技術及應用創新性較為不足。
	6、新型專利為形式審查，未具新穎性、進步性及產業可利用性的貢獻。
	7、技術報告嚴謹度不足，內容提到的引註，後面的參考文獻都找不到；而參考文獻有的，報告內容卻沒提到，感覺是把許多不相關的文章段落拼湊起來，且技術分析層次不夠深入。（教授）
	8、雖有6件發明專利，惟均為「重複或概念相當接近」且「實用價值較低」，應可以繼續以國科會或建教合作方式完成實務或產品驗證。（副教授）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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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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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送審人研發成果新型專利1件、新式樣專利3件、近7年4篇論文過少，且缺乏國內外較具嚴謹審查制度之設計期刊；又代表作寫作內容完整性不足，不具特殊創新價值，對產業之貢獻有限。（助理教授）
	12、送審人除代表作新型專利1件外（該專利有效性不足），並無其他專利、技術專移或技術得獎，研發投入程度不足，另兩篇參考著作英文期刊為第2作者，2篇該校中文學報為通識教育研究與技術報告相關性薄弱。（副教授）
	13、代表作為建立以…為基礎的關鍵流程作與結構化在職訓練體系，非屬創新，實用價值較低。建議應對所提及之理論提出足夠的參考文獻或研究報告，以為學理基礎，並對目前企業所用之策略與作業流程深入分析及進行效益評估，以建立流程架構與規劃基礎。5篇參考作，其中3篇為一般性技術報告，值得鼓勵，但實用價值較弱，對產業貢獻度不高。（副教授）
	14、代表作有9項成果，新型專利3篇，發明專利1篇，創新處不多，且沒有顯示其與市售的平面揚聲器勝出之處。參考作有6篇其開，其中SCI1篇但為第3作者，其餘多為研討會或EI，且與代表成果主題較無相關，對於工業應用價值與理論研究貢獻不高。（副教授）
	15、代表作為以顧客關係的觀點建構生涯歷程檔案的實證研究，因多數教卓學校均已建置學生歷程檔案系統，因此本報告創新性不顯著，且報告未涉技術上的突破，比較聚焦在學理概念的提出。（副教授）
	16、代表作為2件發明，2件新型專利，1件技術移轉，雖得過發明獎，但細究技術層次並不高，是一個被相當熟知的技術：參考文獻極少且為2、30年前的論文，送審人對當今之立體顯示系統現狀並不甚了解。（教授）
	17.代表作獲有1件發明專利，觀念及方法合理，文章有系統，惟成果未見到後續技術移轉之計畫或可行性，較為可惜，送審未進行量測結果實驗，無法看出實務技術的產業可利用性有多高（副教授）
	18、代表作具應用價值，雖替OO公司節省生產成本，但技術早已是熟知之化學反應，創新技術不足，且報告中形式不完整，圖表呈現不專業，數據無詳細分析與討論。5年內3篇SCI論文，均非通訊作者（副教授）
	（本份資料摘錄自教育部王明源專門委員101年10月31日「大專校院師升等審查制度與實務－以技術報告送審為例」之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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