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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名譽教授敦聘要點 

第 2點、第 3點修正案總說明 
 

參酌其他學校規定，修正名譽教授應擔任本校專任教授之年資，

且具備各項條件之一，另修正依不同條件，適用不同提名程序之規定；

又年金改革實施後，本校多數專任教師選擇屆齡退休，有關屆齡退休

為名譽教授應具條件之規定，無存在必要，且其他學校多未規定，爰

刪除屆齡退休條件之規定；餘酌作文字修正。修正重點如下： 

一、修正名譽教授應擔任本校專任教授之年資，且具備各項條件之一；

年金改革實施後，本校多數專任教師選擇屆齡退休，有關屆齡退休

為名譽教授應具條件之規定，無存在必要，爰刪除原第 2項規定。

(修正規定第二點) 

二、修正依不同條件，適用不同提名程序之規定。(修正規定第三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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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名譽教授敦聘要點 

第 2點、第 3點修正案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二、名譽教授應具備下列條件之
一： 

（一）教學認真績效彰著，曾
獲相關教學獎項，有具
體事蹟，且擔任本校專
任教授十五年以上者。  

（二）學術研究成績卓越，曾
獲相關研究獎項，並有
具體事蹟，且擔任本校
專任教授七年以上者。 

（三）服務熱忱貢獻卓著，曾
擔任本校主管工作，表
現優異有具體建樹，且
擔任本校專任教授十五
年以上者。 

（四）教學、研究、服務成績
卓著，對於學術發展及
輔導學生具有特殊貢
獻，且擔任本校專任教
授十五年以上者。 

（五）曾任本校校長三年以
上，學術聲望崇隆，對
本校校務發展貢獻卓越
者。 

前項專任教授年資，曾留職
停薪期間除有返校義務授課
者外應予扣除，惟扣除後，
前後年資得累積計算。 

二、名譽教授應具條件： 
（一）基本條件：擔任本校校

長、副校長三年以上或
擔任本校專任教授十年
以上者，若曾留職停薪
除返校義務授課者外應
予扣除期間年資，惟扣
除後，前後年資得累積
計算。 

（二）特殊條件：具有下列各
款之一者： 

1、兼具下列各條件至少二
項以上者。 

(1)教學認真績效彰著：
曾獲教育部頒給大學校
院「教學績優獎」，或
曾獲本校「教學特優
獎」二次或「教學肯定
獎」五次以上者。 

(2)學術研究成績卓越：
曾獲國際性研究獎、膺
任中央研究院院士、獲
教育部學術研究獎或榮
任國家講座、獲國科會
傑出研究獎三次以上或
優等(甲等)獎十次以
上、或教育學術研究傑
出「木鐸獎」者。 

(3)服務熱忱貢獻卓著：
擔任行政主管工作六年
以上，表現優異有具體
建樹者。 

(4)教學、研究、服務成
績卓著，對於學術發展
及輔導學生具有特殊貢
獻者。 

2、曾任本校校長、副校長
三年以上，學術聲望崇
隆，對本校校務發展貢
獻卓越者。 

惟本校專任教授屆齡退休
者，除符合基本條件外，兼
具特殊條件任一項者，即符
合名譽教授應具條件。 
 

1. 參酌其他學校規定，修
正應擔任本校專任教
授之年資，且具備各項
條件之一；餘酌作文字
修正。 

2. 因應年金改革實施後，
本校多數專任教師選
擇屆齡退休，有關屆齡
退休為名譽教授應具
條件之規定，無存在必
要，且其他學校多未規
定，爰刪除原第 2項規
定。 

3. 原基本條件扣除留職
停薪期間年資之規定，
移列至本條第 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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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三、名譽教授之提名須於退休後
辦理，並依下列程序提名後，
經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通過報請校長核定敦聘之： 

（一）符合前點第一項各款條件
者，得由所屬系（所、中
心）、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
審議通過後提名。 

（二）符合前點第一項第三款、第
五款條件者，得由院長、教
務長、副校長、校長直接提
名。 
 

三、名譽教授之提名須於退休確
定後辦理，並由所屬系（所、
中心）、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
審議通過後提名或由院長、
教務長、副校長、校長直接
提名後，經本校教師評審委
員會審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
敦聘之。 

 

參酌其他學校規定，修正
提名須於退休後辦理、依
不同條件，適用不同提名
程序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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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嘉義大學名譽教授敦聘要點 

 91年 1月 21日 90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94年 1月 25日 93學年度第 1學期第 3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4年 10月 18日 94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8年 06月 15日 97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校務會議增訂第 6點、

修正通過第 7點條文 

102 年 10 月 8 日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 2點、第 3點條文 

108 年 10月 15日 108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 2點、第 3點條文 

一、 國立嘉義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崇敬在教學、研究或行政工作上有卓越貢獻之教

授，於其退休後致贈名譽教授榮銜，依據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第四條第四

項之規定，特訂定本要點。 

二、 名譽教授應具備下列條件之一： 

（一）教學認真績效彰著，曾獲相關教學獎項，有具體事蹟，且擔任本校專任教授

十五年以上者。 

（二）學術研究成績卓越，曾獲相關研究獎項，並有具體事蹟，且擔任本校專任教

授七年以上者。 

（三）服務熱忱貢獻卓著，曾擔任本校主管工作，表現優異有具體建樹，且擔任本

校專任教授十五年以上者。 

（四）教學、研究、服務成績卓著，對於學術發展及輔導學生具有特殊貢獻，且擔

任本校專任教授十五年以上者。 

（五）曾任本校校長三年以上，學術聲望崇隆，對本校校務發展貢獻卓越者。 

前項專任教授年資，曾留職停薪期間除有返校義務授課者外應予扣除，惟扣除後，

前後年資得累積計算。 

三、 名譽教授之提名須於退休後辦理，並依下列程序提名後，經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

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敦聘之： 

（一）符合前點第一項各款條件者，得由所屬系（所、中心）、學院教師評審委員

會審議通過後提名。 

（二）符合前點第一項第三款、第五款條件者，得由院長、教務長、副校長、校長

直接提名。 

四、 名譽教授得應本校之聘請擔任專題講座，並得共同指導研究生進行學位論文寫作及

參與講學與研究工作。 

五、 名譽教授得免費使用本校圖書資訊設備及各項公共設施（如停車場、體育運動設施

等），經教學及研究單位簽請校長同意後，得使用本校研究室及實驗室。 

六、 本校名譽教授為終身榮譽職。但有損及校譽且事證明確者，送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

議，得撤銷其名譽教授榮銜。 

七、 本要點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5 

 

國立嘉義大學名譽教授推薦表 

姓名  所屬單位  

退休日期  推薦單位(人)  

教授起聘日     年     月 
留職停薪 

起訖日期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推薦事蹟 

 



6 

 

符合資格條件 

具備下列條件之一： 

□1.教學認真績效彰著，曾獲相關教學獎項，有具體事蹟，且

擔任本校專任教授十五年以上者。 

□2.學術研究成績卓越，曾獲相關研究獎項，並有具體事蹟，

且擔任本校專任教授七年以上者。 

□3.服務熱忱貢獻卓著，曾擔任本校主管工作，表現優異有具

體建樹，且擔任本校專任教授十五年以上者。 

□4.教學、研究、服務成績卓著，對於學術發展及輔導學生具

有特殊貢獻，且擔任本校專任教授十五年以上者。 

□5.曾任本校校長三年以上，學術聲望崇隆，對本校校務發展

貢獻卓越者。 

 

備註：上述專任教授年資，曾留職停薪期間除有返校義務授課

者外應予扣除，惟扣除後，前後年資得累積計算。 

 

推
薦
程
序(

請
擇
一
勾
選) 

□符合上述各
款條件者，
得由所屬系
(所、 中
心、學位學
程)、學院
教師評審委
員會審議通
過後提名 

經提 年 月 日    學年第     學期第  次系（所、中
心、學位學程）教評會審議通過 

系（所、中心、學位學程）主任簽章：                     

 

經提 年 月 日    學年第     學期第  次院教評會審議
通過 

院長簽章：                     
 

□符合上述第
3款、第 5
款條件者，
得由院長、
教務長、副
校長、校長
直接提名 

提名人簽章：                     

備註 

1.本表格「推薦事蹟」欄不敷填寫時，可另紙書寫。 

2.本校名譽教授之提名須於退休後辦理，推薦提名後，經本校

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敦聘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