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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大鋼

 法令依據

 教師升等制度介紹

 教師升等作業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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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依據

一、教育人員任用條例

二、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施行細則

三、專科以上教師資格審定辦法

四、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送審作業須知

五、大法官會議釋字第462號解釋

上開法規請逕至人事室網頁/法規彙編/常用政府人事
法規項下查詢(http://www.ncyu.edu.tw/person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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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ncyu.edu.tw/personnel/itemize_list.aspx?site_content_sn=8582


法令依據

六、國立嘉義大學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

七、國立嘉義大學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原則

八、國立嘉義大學教師著作外審作業注意事項

九、國立嘉義大學教師教學服務成績考核辦法

十、國立嘉義大學各學院、系（所、中心、學位學 程）
教師升等審查原則、要點（細則）

上開法規逕至人事室網頁/法規彙編/校訂人事規章項
下查詢(http://www.ncyu.edu.tw/person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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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ncyu.edu.tw/personnel/itemize_list.aspx?site_content_sn=8582
http://www.ncyu.edu.tw/personnel/


教師升等制度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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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升等年限

 教學、研究與服務水準，自98學年度起本校新聘講
師及助理教授，至第八年仍未升等通過者，經三級
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及出席委員
三分之二以上決議，報請教育部核准後，予以停聘
或不續聘;惟至第九年起，得以聘約所訂期限，延長
聘期。延長期限不得提出升等之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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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升等年資規定

 符合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16~18條規定(簡言之，講
師任滿3年可升等為助理教授、助理教授任滿3年可
升等為副教授、副教授任滿3年可升等為教授)

 任職本校滿二年(低一等級聘任者任滿一年)

（專案教師經聘任為專任教師者，以專任教師年資
滿二年計算）

 講師、助理教授、副教授服務年資之計算，以教育
部頒發教師證書上記載起算年月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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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升等人數限制

 各系（所）副教授通過升等教授人數之上限以2人為
原則；申請升等教授人數超過2人時，每增加2人時
得增加1個名額。

 助理教授及講師之升等名額，不在此限 。

 各系所應於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細則中明定客觀可
信、公平正確之評審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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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升等評審項目及配分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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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等評審項目

升等類型
A.研究 B.教學 C.服務

學術著作
(或作品、成就證明) 55(%) 30(%) 15(%)

教學著作 30(%) 55(%) 15(%)

技術報告 55(%) 30(%) 15(%)



教師升等評審項目採計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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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等評審項目
升等類型 A.研究 B.教學 C.服務

學術著作
(或作品、成就證

明) 均為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
之成果教學著作

技術報告

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
辦法105年5月修正，已刪除五年之
限制，並增訂送審著作篇數之限制，
並自106年2月1日起實施



教師升等送審作件數等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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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等規定
升等類型

送審作件數及基本門檻規定

學術著作 應有5篇著作：
（一）升等教授職級：代表作及至少1篇參考作應為該院

期刊分類等級一級之著作。
（二）升等副教授以下職級：代表作應為該院期刊分類

等級一級之著作。

教學著作
(代表作＋教
學實務報告＋
教學實況光碟)

基本門檻：教學績優點數達3點或開設磨課師課程至少1
門且修課人數達1000人以上

（一）升等教授職級：4本(篇)
(二）升等副教授以下職級：3本(篇)。
<修法中>代表著作如為專書，應為單一作者，並自107年

實施。

技術報告 （一）升等教授：技術報告1篇，參考作2篇，至少2件發
明專利及2件智財技轉案者，且智財技轉金額需累
計達70萬元以上。

（二）升等副教授以下：技術報告1篇，參考作1篇，至
少2件發明專利及2件智財技轉案者，且智財技轉
金額需累計達45萬元以上。



教師升等通過成績及評審內容－學術著作(或作品、成就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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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等評
審項目

升等類型

A.研究 B.教學 C.服務

學術著作
(或作品、
成就證明
)

總成績
通過標
準：應
達70分
以上

一、外審成績（占75%：學術著作。
(1)教授：2位審查人達75分以上，
且3位審查人成績平均須達75分
以上。(2)其他職級：2位審查人
成績達70分以上，且3位審查人
成績平均須達70分以上。

二、非外審成績（占25%：「現任
職級研究計畫獎助、產學合作及
其他學術研究成果」：分Aa及Ab
二項，各占50%。

三、全部研究成績(外審成績及非
外審成績合計)：升等教授職級
者，自106學年度，應達75分，
其他職級應達70分以上

一、分為
「教學績
效」、
「教學改
進」、
「課業輔
導」、
「綜合考
評」等四
項。
二、應達
70分以上

一、分為
「專業服
務」、
「行政服
務」、
「輔導服
務」、
「綜合考
評」等四
項。
二、應達
70分以上



教師升等通過成績及評審內容－教學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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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等評審
項目

升等類型
A.研究 B.教學 C.服務

教學著作

總成績通過
標準：應達
70分以上

一、「現
任職級之
研究計畫
獎助、產
學合作及
其他學術
研究成
果」：分
Aa（25%）
及Ab（75%）
二項。
二、應達
70分以上

一、外審成績（占75%)：教學之
專門著作。(1)教授：2位審查
人達75分以上，且三位審查人
成績平均須達75分以上。(2)其
他職級：2位審查人成績達70分
以上，且全部審查成績平均須
達70分以上。

二、非外審成績（占25%：分為
「教學績效」、「教學改進」、
「課業輔導」、「綜合考評」
等四項。

三、全部研究成績(外審成績及非
外審成績合計)：升等教授職級
者，自106學年度，應達75分，
其他職級應達70分以上

一、分為
「專業服
務」、
「行政服
務」、
「輔導服
務」、
「綜合考
評」等四
項。
二、應達
70分以上



教師升等通過成績及評審內容－技術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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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等評
審項目

升等類型
A.研究 B.教學 C.服務

技術報告

總成績通過
標準：應達
70分以上

一、外審成績（占75%：學術著
作。(1)教授：2位審查人達
75分以上，且3位審查人成績
平均須達75分以上。(2)其他
職級：2位審查人成績達70分
以上，且且3位審查人成績平
均須達70分以上。

二、非外審成績（占25%：「現
任職級研究計畫獎助、產學
合作及其他學術研究成果」：
分Aa及Ab二項，各占50%。三、
全部研究成績(外審成績及非
外審成績合計)：升等教授職
級者，自106學年度，應達75
分，其他職級應達70分以上

一、分
為「教
學績
效」、
「教學
改進」、
「課業
輔導」、
「綜合
考評」
等四項。
二、應
達70分
以上

一、分為
「專業服
務」、
「行政服
務」、
「輔導服
務」、
「綜合考
評」等四
項。
二、應達
70分以上



教師升等作業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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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升等作業時程

 教師提出申請升等時間:每年5月15日前 (自104年度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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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程序 審議單位 完成審議期限 行政協助單位

初審 系級教評會 每年7月25日前 系辦人員

複審 院級教評會 每年10月15日前 院辦人員

決審 校級教評會 每年11月底前 人事室

★系審務必依規定期限完成，以免延誤教師升等生效日，影
響升等教師之權益。★



教師升等所需相關表件

 教師升等案提送教評會審查應繳證件清單
1. 升等推薦表

2. 現任職級服務期間教師聘書及教師證書影本

3. 教學服務成績考核評分表

4. 著作及論文目錄一覽表

5. 教師升等Aa研究計畫評分表

6. 教師升等Ab研究成果評分表

7. 合著人證明（代表著作如為合著）

8. 自述歷年研究教學服務等佐證資料

上述表件4-6依學術著作、教學著作、技術報告等送審類別予以區
分填寫

 視個人需要所附表件
 申請教評會委員迴避意見書

 著作、作品審查迴避參考名單：至多2人為限 17



升等著作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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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著作 ◆須為第一或通訊作者
◆須於升等截止日（每年5月 15日前)正式發
表(出版)
◆限以本校名義發表

參考著作
◆須為第一或通訊作者
◆應至少一篇以本校名義發表



升等著作相關規定

著作相關規範

 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所出版或發表之著作

 須與任教科目性質相關

 代表作不得為學位論文之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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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升等學術著作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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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應自行擇定於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之著作五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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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著作總篇數，仍
依未合併前之篇數計算，總計五篇。擇定後之代表作及參考作皆須與任教科目性
質相關，且為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
代表作應發表於SCI等級之期刊（申請升等教授者，其代表作應為通訊作者），並
需於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至申請升等時五月十五日前正式出版（著作須具期刊名
稱、出版年月、期刊卷期及頁碼），
參考作應發表於「國立嘉義大學生命科學院教師學術期刊之分級表」第一級或第
二級期刊，並於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至申請升等時七月三十一日前正式出版
或電子出版者為準（著作須具期刊名稱、出版年月、期刊卷期及頁碼）。有關著
作篇數及等級之規定如下：
（一）升等教授職級：代表作及至少一篇參考作應為本院期刊分類等級一級；

代表作應為該領域期刊論文排名前二分之一之著作(發表日期依當年度JCR
公布為準)。

（二）升等副教授以下職級：代表作應為本院期刊分類等級一級之著作。

二、代表及參考作，相同貢獻者（第一作者）或共同通訊作者，以人數平分計算
篇數。例如一篇著作二人相同貢獻者（第一作者）或共同通訊作者則做二分之
一篇計算。



升等著作相關規定

著作相關規範

 教師代表著作違反學術倫理常見態樣

1.代表作使用指導學生碩士論文數據（如圖表與學
生碩士論文圖表有太多相似之處），未於合著人
證明列碩士生之貢獻，或未於代表作參考文獻註
明引用該碩士論文

2.論文大幅引用自己已發表著作，未適當註明，有
自我抄襲情形

3.代表著作與某篇參考著作內容幾乎雷同，有一稿
多投情形

4.重複使用研究成果於不同論文或申請不同補助 21



教師升等業務應注意事項

 提醒升等教師再次核對著作及論文一覽表所登載之
資料與所附之送審著作之資料是否一致(如著作名稱、
出版(發表)或已接受之年月、合著人、是否為通訊
作者或第一作者等)

 升等收件截止日後(5月15日)不得再抽換資料，審查
相關佐證資料應以書面資料呈現。

 自105學年度起，教師升等之代表著作均應為已出版。

 各級教評會應依限完成審議，並送交下一層級教評
會審議，以免延誤教師升等生效日或升等審議程序。

 外審意見表之外審人員簽名欄應予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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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著作及技術報告升等相關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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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
教學著作升等之基本門檻條件之一為「開設磨
課師(MOOCs)課程至少1門且修課人數達1000人
以上」，磨課師課程之人數應如何計算?

A:
1、以註冊人數計算。
2、同一門課程，一學期多次開課，可合併計算

修課人數。
3、不同的學校選修課程，若運用同一門磨課師

課程，可合併計算人數。
4、同一時段，在不同磨課師平台同時上線，可

合併不同平台修課人數。 24



Q2:

教學著作升等之基本門檻（如磨課師課程註冊
人數或教學績優點數），如當年度升等未通過
者，於下次申請升等時，得否採認作為升等條
件。

A:可。

25



Q3：
以不同的升等管道升等，其代表著作是否可再
次使用（舉例:以學術著作升等不通過後，之
後再以教學著作升等，原列於學術著作升等之
代表著作得否再列為教學著作升等之送審著
作)？

A：
不得作為代表作，但得為參考著作。
（查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第9條之2第1項
第3款，「專門著作、作品、成就證明及技術報告，
應符合下列規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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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著作總篇數，仍依未
合併前之篇數計算，總計至多五篇為限。曾為代表
作送審者，不得再作升等時之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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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

技術報告升等需有「至少2件發明專利及2件智
財技轉案」，其智財技轉是以學校名義或個人
名義?又2件發明專利與智財技轉必需是同樣的
一件技術申請發明專利並將其技轉，亦或可以
是二件技術，一件發明，一件技轉?

A：

技術報告升等基本門檻之智財技轉需以學校名
義申請，發明專利與智財技轉，可為不同件技
術。

27



Q5：

Aa成績之採計範圍如何規定?

A：

依現行規定辦理，即第1部分「政府委託或非
政府委託之研究計畫」及第4部分「民間企業
產學合作計畫」之計畫係經本校承接，計畫經
費撥入本校者，始得採計，爰僅得採本校資歷；
第2部分「科技部研究計畫」及第3部分「行政
院所屬學界科技專案計畫」，則不限本校資歷，
惟需有相關佐證資料，始得採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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