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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與免疫學系 
國立嘉義大學 

生物醫藥科學研究所 

九十七學年度第三次聯合教師評審委員會議紀錄 
 

開會日期時間：98年2月24日(星期二)下午4時0分 

開會地點：本校蘭潭校區綜合教學大樓6樓系所辦公室（A32-624） 

參加人員：張德卿、邱義源、黃承輝、洪炎明、余章游、黎慶(請假)、朱紀實等委員 

 

主席：朱紀實                                                   記錄：黃子娟 

 

一、主席報告：本系所教評委員蔡竹固教授，於98年2月1日退休，其系所教評委員一職經97

學年度第九次聯合系所務會議通過，聘請獸醫系余章游教授擔任，並簽請校長同意核聘。 

 

二、討論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系所辦公室 

案由：生物醫藥科學研究所九十七學年度專任教師(陳立耿助理教授)申請升等案，請討論。 

說明： 

(一)、微免系、生藥所教師(專兼任)申請升等系（所）審查程序如下： 

(1)具升等條件之教師申請升等時，應檢具聘書、教師證書之影本及現職五年內著作（或

作品、展演相關資料），填具審查表、著作（或作品、展演相關資料）表，並自述歷

年之研究、教學、服務（對本校或學界、社會）等狀況，於每年十二月底前，送交系

（所）教評會審查。 

(2)審查教師升等資格是否符合： 

(3)服務年資之計算（兼任教師升等所需之任教年資，比照專任教師升等所需年資加倍計

算） 

(4)申請升等之代表著作須於升等前三年內之八月一日以後正式出版。 

(5)其他著作至少參篇且須為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並於升等前現職五年內之八月一日以

後正式出版或已為接受且出具證明將定期發表文件。 

1. 決定是否送審： 

(1)系（所）教評會應對申請人之升等資格條件、研究、教學、服務（對本校或學界、社

會）等方面進行審查： 國科會個人資料表、 國立嘉義大學擬聘任升等教師最近

五年著作（展演）及論文目錄一覽表、 教師升等推薦表（查閱年資、授課科目及時

數）、 院升等評審項目暨評分標準表、 本校教師教學服務成績考核評分標準表、

系所教師教學服務研究成績考核評分佐證資料；依院升等評審項目暨評分標準表，

送審人自評分數是否達 70 分（參考「升等評審項目暨評分標準表」格式），決定是

否送審。 

2. 成立著作審查小組保密作業送請校外四位審查人審查： 

(1)依送審人學術專長建立著作校外審查專家（教授或送審之高一職級）參考名單 10 人 

(a) 系所平時建立校外審查專家參考名單：依天然物化學、生物醫學、生物藥學、生

理學及細胞生物學、病毒學、免疫學、醫學微生物學、分子微生物學等領域建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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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量各領域專家人數多寡不一，必要時，一專家得含括在不同領域。 

(b) 自系所建立之校外審查專家參考名單中提出 20 人，由每位系教評委員圈選 10

人，依圈選數多少依序選出。 

(c) 申請升等人之研究指導教授、著作之合著人或共同研究人、曾在同一系（所）、

學校服務及有親屬關係者或行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有關規定者，應迴避審查。 

(2)成立著作審查小組：3人；A隨機製作名單號次順序（彌封二袋，一袋 A拆閱後自行

保管、一袋彌封交 B），並依 C抽籤號次保密作業送請校外四位審查人審查。【說明：

A隨機製作名單號次順序及依抽籤號次保密作業送請校外四位審查人審查、B保管專

家名單號次順序（彌封）、C抽籤決定號次】 

(a) 隨機製作各校外審查專家號次（彌封保管），抽籤決定送審號次順序（可公開），

依抽籤號次保密作業送請校外三位審查人審查，經電話聯繫三位審查人確認可參

與審查，若有婉拒情事，則依抽籤號次遞補，審查期間三星期。 

(b) 系所外審時，所需資料(一式三份，每份內含)：(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著作審查意

見表(理工醫農－甲乙表)、(國科會個人資料表、(國立嘉義大學擬聘任升等教師

最近五年著作（展演）及論文目錄一覽表、(教師資格審查代表作合著人證明、(三

年內代表作抽印本、現職五年內參考著作抽印本及相關資料。 

(c) 加註：若為申請升等人之研究指導教授、著作之合著人或共同研究人、曾在同一

系（所）、學校服務及有親屬關係者或行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有關規定者，請迴

避審查。 

3. 校（系）外學者專家評審是否通過：至少三位委員評分達 70 分為通過。 

(1)校外學者專家評分，計入教師升等評審之研究項目評分。 

(2)依抽籤號次順序，採計前三位審查人評定成績各達七十分及以上者，以平均分數計

算。 

(3)依抽籤號次順序，著作審查結果經送第四位審查人通過者，評定成績以七十分計算。 

4. 系（所）教評會： 

(1)四位校外學者專家評審完畢，通知系（所）教評會委員校外學者專家評審結果(含審

查意見甲、乙表)，並排定送審人專題演講、系（所）教評會開會時間。 

(2)通知送審人校外學者專家(審查人保密不公開)評審結果(含審查意見甲、乙表)。 

(3)代表著作全文及其他著作目錄需於本校網站公佈。 

(4)送審人專題演講：由系所辦公室安排時間，演講 20 分鐘、討論 20 分鐘。邀請系（所）

教評委員、系（所）師生參加。 

(5)舉行系（所）教評會會議，開會時應有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含）之出席，始得開議；

經系（所）教評會出席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同意後通過。 

(6)教師升等評審項目：本系所教師升等之評審標準，參考「國立嘉義大學教師升等評分

表」評定分數。並依生命科學院所訂升等評審標準。 

(7)上述三項成績均應達七十分以上，且合計為升等總成績之總分達七十（含）分以上（計

至小數點以下第一位，以下四捨五入），始予提送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但教學

服務成績如超過八十分則需提出具體理由，並經三級教評會審查通過。 

(8)本系(所)各級專任教師通過升等人數之上限為本系(所)該級（升等以前）申請升等教

師人數之二分之一（餘數進一）為原則。但助理教授及講師之升等名額，不在此限。 

(9)各級教評會對審查之案件，應經出席委員充分討論，投票採無記名單記方式進行。但

關於教師升等著作之評審，教評會除能提出具有專業學術依據之具體理由，並經三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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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二以上出席委員之認可，得否決著作審查結果外，否則即應尊重審查人之判斷。校

教評會委員除就名額、年資、教學成果等因素予以斟酌外，不應對申請人專業學術以

多數決作成決定。 

(10)製作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議紀錄及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之決議通知書（寄

送送審人）。 

(11)申請升等教師，如不服系（所）教評會審議結果，得依下列程序提出申覆： 

(a) 申請升等之教師對系（所）審結果有疑義者，可於收到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

之決議通知後十五日內，檢具具體事實及有關資料，向院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

簡稱院教評會）提出書面申覆，申覆以一次為限。但對於著作外審結果之異議不

予受理。 

(b) 院教評會召集人（院長）收到書面申覆後，應邀請院教評會委員中之五位（含院

長，但該系教評會召集人除外）組成專案小組（院長為召集人），處理該申覆案。 

(c) 專案小組應給予申覆教師充分說明其理由之機會，必要時得請系教評會召集人到

場說明。專案小組對申覆理由必須詳加論證，同時至少有三位委員同意申覆之理

由，則將審議紀錄連同申覆者具體事實及有關資料送請院教評會依升等程序審

議。 

5. 院教評會審查：各系（所）應於每年二月底前將審查通過者之所有資料、著作（或作品、

展演相關資料）及該會審查之結果與意見送院教評會審查。 

(1)各系（所）教評會向院長推薦校外專家學者至少十人為著作（或作品、展演相關資料）

審查人。（自上述校外審查專家 20 人中，排除已參與或捥拒系外審之校外審查專家

名單，由每位系教評委員圈選 10 人，依圈選數多少依序選出） 

(2)申請升等人之研究指導教授、著作之合著人或共同研究人、曾在同一系（所）、學校

服務及有親屬關係者或行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有關規定者、已擔任系外審之校外審查

專家等，應迴避審查。 

(3)升等申請人得向院教評會提出二位認為不宜審查其著作（或作品、展演相關資料）之

迴避名單供簽報審查人時參考，並應敘明理由。 

(二)、生藥所陳立耿助理教授申請升等副教授案(如附件一)。 

(三)、生藥所陳立耿助理教授申請升等資格符合，自評分數已達70分。 

(四)、經成立著作審查小組保密作業送請校外三位審查人審查，委員評分依序為80、84、80

分(如附件二)。 

(五)、送審人專題演講：由系所辦公室安排於98年02月24日(星期二)下午4時0分至4時40分，

在本校蘭潭校區綜合教學大樓6樓演講廳(A32-606）論文發表，題目：山竹mangostins

之抗發炎活性，演講20分鐘、討論20分鐘。邀請系（所）教評委員、系(所）師生參加。 

擬辦： 

(一)、教師升等評審項目：研究項目佔百分之六十，教學及服務項目佔百分之四十，滿分為

一百分；且其研究項目和本校各學院評核標準計分達七十分者，方可提教評會評審。 

(二)、各級教評會對審查之案件，應經出席委員充分討論，投票採無記名單記方式進行。但

關於教師升等著作之評審，教評會除能提出具有專業學術依據之具體理由，並經三分

之二以上出席委員之認可，得否決著作審查結果外，否則即應尊重審查人之判斷。校

教評會委員除就名額、年資、教學成果等因素予以斟酌外，不應對申請人專業學術以

多數決作成決定。 

(三)、製作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議紀錄及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之決議通知書（寄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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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審人），如附件三。 

(四)、升等申請人得向系（所）教評會提出二位認為不宜審查其著作（或作品、展演相關資

料）之迴避名單供簽報審查人時參考，並應敘明理由。（二位不宜審查之迴避名單，

經系（所）教評會同意後，簽報院長參考） 

(五)、各系（所）教評會向院長推薦校外專家學者七至九人為著作（或作品、展演相關資料）

審查人。（自上述校外審查專家20人中，排除已參與或捥拒系外審之校外審查專家名

單，由每位系教評委員圈選9人，依圈選數多少依序選出） 

決議：經出席委員嚴謹審查並無記名行使同意權投票結果：陳立耿助理教授升等副教授案，

達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通過，送院教評會議續予審議。 

 

提案二 

提案單位：系所辦公室 

案由：生物醫藥科學研究所九十七學年度專任教師(陳俊憲副教授)申請升等案，請討論。 

說明： 

(一)、微免系、生藥所教師(專兼任)申請升等系（所）審查程序如下： 

(1)具升等條件之教師申請升等時，應檢具聘書、教師證書之影本及現職五年內著作（或

作品、展演相關資料），填具審查表、著作（或作品、展演相關資料）表，並自述歷

年之研究、教學、服務（對本校或學界、社會）等狀況，於每年十二月底前，送交系

（所）教評會審查。 

(2)審查教師升等資格是否符合： 

(3)服務年資之計算（兼任教師升等所需之任教年資，比照專任教師升等所需年資加倍計

算） 

(4)申請升等之代表著作須於升等前三年內之八月一日以後正式出版。 

(5)其他著作至少參篇且須為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並於升等前現職五年內之八月一日以

後正式出版或已為接受且出具證明將定期發表文件。 

1.決定是否送審： 

(1)系（所）教評會應對申請人之升等資格條件、研究、教學、服務（對本校或學界、社

會）等方面進行審查： 國科會個人資料表、 國立嘉義大學擬聘任升等教師最近五年

著作（展演）及論文目錄一覽表、 教師升等推薦表（查閱年資、授課科目及時數）、

院升等評審項目暨評分標準表、(本校教師教學服務成績考核評分標準表、(系所教師

教學服務研究成績考核評分佐證資料；依院升等評審項目暨評分標準表，送審人自評分

數是否達 70 分（參考「升等評審項目暨評分標準表」格式），決定是否送審。 

2.成立著作審查小組保密作業送請校外四位審查人審查： 

(1)依送審人學術專長建立著作校外審查專家（教授或送審之高一職級）參考名單 10 人 

(a) 系所平時建立校外審查專家參考名單：依天然物化學、生物醫學、生物藥學、生

理學及細胞生物學、病毒學、免疫學、醫學微生物學、分子微生物學等領域建立。

考量各領域專家人數多寡不一，必要時，一專家得含括在不同領域。 

(b) 自系所建立之校外審查專家參考名單中提出 20 人，由每位系教評委員圈選 10

人，依圈選數多少依序選出。 

(c) 申請升等人之研究指導教授、著作之合著人或共同研究人、曾在同一系（所）、

學校服務及有親屬關係者或行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有關規定者，應迴避審查。 

(2)成立著作審查小組：3人；A隨機製作名單號次順序（彌封二袋，一袋 A拆閱後自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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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管、一袋彌封交 B），並依 C抽籤號次保密作業送請校外四位審查人審查。【說明：

A隨機製作名單號次順序及依抽籤號次保密作業送請校外四位審查人審查、B保管專

家名單號次順序（彌封）、C抽籤決定號次】 

(a)隨機製作各校外審查專家號次（彌封保管），抽籤決定送審號次順序（可公開），

依抽籤號次保密作業送請校外三位審查人審查，經電話聯繫三位審查人確認可參

與審查，若有婉拒情事，則依抽籤號次遞補，審查期間三星期。 

(b)系所外審時，所需資料(一式三份，每份內含)： 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著作審查意

見表(理工醫農－甲乙表)、 國科會個人資料表、 國立嘉義大學擬聘任升等教

師最近五年著作（展演）及論文目錄一覽表、 教師資格審查代表作合著人證明、

三年內代表作抽印本、現職五年內參考著作抽印本及相關資料。 

(c)加註：若為申請升等人之研究指導教授、著作之合著人或共同研究人、曾在同一

系（所）、學校服務及有親屬關係者或行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有關規定者，請迴

避審查。 

3.校（系）外學者專家評審是否通過：至少三位委員評分達 70 分為通過。 

(1)校外學者專家評分，計入教師升等評審之研究項目評分。 

(2)依抽籤號次順序，採計前三位審查人評定成績各達七十分及以上者，以平均分數計算。 

(3)依抽籤號次順序，著作審查結果經送第四位審查人通過者，評定成績以七十分計算。 

4.系（所）教評會： 

(1)四位校外學者專家評審完畢，通知系（所）教評會委員校外學者專家評審結果(含審

查意見甲、乙表)，並排定送審人專題演講、系（所）教評會開會時間。 

(2)通知送審人校外學者專家(審查人保密不公開)評審結果(含審查意見甲、乙表)。 

(3)代表著作全文及其他著作目錄需於本校網站公佈。 

(4)送審人專題演講：由系所辦公室安排時間，演講 20 分鐘、討論 20 分鐘。邀請系（所）

教評委員、系（所）師生參加。 

(5)舉行系（所）教評會會議，開會時應有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含）之出席，始得開議；

經系（所）教評會出席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同意後通過。 

(6)教師升等評審項目：本系所教師升等之評審標準，參考「國立嘉義大學教師升等評分

表」評定分數。並依生命科學院所訂升等評審標準。 

(7)上述三項成績均應達七十分以上，且合計為升等總成績之總分達七十（含）分以上（計

至小數點以下第一位，以下四捨五入），始予提送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但教學

服務成績如超過八十分則需提出具體理由，並經三級教評會審查通過。 

(8)本系(所)各級專任教師通過升等人數之上限為本系(所)該級（升等以前）申請升等教

師人數之二分之一（餘數進一）為原則。但助理教授及講師之升等名額，不在此限。 

(9)各級教評會對審查之案件，應經出席委員充分討論，投票採無記名單記方式進行。但

關於教師升等著作之評審，教評會除能提出具有專業學術依據之具體理由，並經三分

之二以上出席委員之認可，得否決著作審查結果外，否則即應尊重審查人之判斷。校

教評會委員除就名額、年資、教學成果等因素予以斟酌外，不應對申請人專業學術以

多數決作成決定。 

(10)製作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議紀錄及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之決議通知書（寄

送送審人）。 

(11)申請升等教師，如不服系（所）教評會審議結果，得依下列程序提出申覆： 

(a) 申請升等之教師對系（所）審結果有疑義者，可於收到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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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決議通知後十五日內，檢具具體事實及有關資料，向院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

簡稱院教評會）提出書面申覆，申覆以一次為限。但對於著作外審結果之異議不

予受理。 

(b) 院教評會召集人（院長）收到書面申覆後，應邀請院教評會委員中之五位（含院

長，但該系教評會召集人除外）組成專案小組（院長為召集人），處理該申覆案。 

(c) 專案小組應給予申覆教師充分說明其理由之機會，必要時得請系教評會召集人到

場說明。專案小組對申覆理由必須詳加論證，同時至少有三位委員同意申覆之理

由，則將審議紀錄連同申覆者具體事實及有關資料送請院教評會依升等程序審

議。 

5.院教評會審查：各系（所）應於每年二月底前將審查通過者之所有資料、著作（或作品、

展演相關資料）及該會審查之結果與意見送院教評會審查。 

(1)各系（所）教評會向院長推薦校外專家學者至少十人為著作（或作品、展演相關資料）

審查人。（自上述校外審查專家 20 人中，排除已參與或捥拒系外審之校外審查專家

名單，由每位系教評委員圈選 10 人，依圈選數多少依序選出） 

(2)申請升等人之研究指導教授、著作之合著人或共同研究人、曾在同一系（所）、學校

服務及有親屬關係者或行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有關規定者、已擔任系外審之校外審查

專家等，應迴避審查。 

(3)升等申請人得向院教評會提出二位認為不宜審查其著作（或作品、展演相關資料）之

迴避名單供簽報審查人時參考，並應敘明理由。 

(二)、生藥所陳俊憲副教授申請升等教授案(如附件四)。 

(三)、生藥所陳俊憲副教授申請升等資格符合，自評分數已達70 分。 

(四)、經成立著作審查小組保密作業送請校外三位審查人審查，委員評分依序為85、86、88

分(如附件五)。 

(五)、送審人專題演講：由系所辦公室安排於98年02月24日(星期二)下午4時40分至5時20分，

在本校蘭潭校區綜合教學大樓6樓演講廳(A32-606）論文發表，題目：白玉蘭葉萃取成

分(-)-anonaine抗子宮頸癌機轉的研究。演講20分鐘、討論20分鐘。邀請系（所）教評

委員、系(所）師生參加。 

擬辦： 

(一)、教師升等評審項目：研究項目佔百分之六十，教學及服務項目佔百分之四十，滿分為

一百分；且其研究項目和本校各學院評核標準計分達七十分者，方可提教評會評審。 

(二)、各級教評會對審查之案件，應經出席委員充分討論，投票採無記名單記方式進行。但

關於教師升等著作之評審，教評會除能提出具有專業學術依據之具體理由，並經三分

之二以上出席委員之認可，得否決著作審查結果外，否則即應尊重審查人之判斷。校

教評會委員除就名額、年資、教學成果等因素予以斟酌外，不應對申請人專業學術以

多數決作成決定。 

(三)、製作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議紀錄及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之決議通知書（寄送

送審人），如附件六。 

(四)、升等申請人得向系（所）教評會提出二位認為不宜審查其著作（或作品、展演相關資

料）之迴避名單供簽報審查人時參考，並應敘明理由。（二位不宜審查之迴避名單，

經系（所）教評會同意後，簽報院長參考） 

(五)、各系（所）教評會向院長推薦校外專家學者七至九人為著作（或作品、展演相關資料）

審查人。（自上述校外審查專家20人中，排除已參與或捥拒系外審之校外審查專家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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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由每位系教評委員圈選9人，依圈選數多少依序選出） 

決議： 

1.主席朱紀實因職級副教授申請迴避，改請邱義源教授擔任主席。 

2.經出席委員嚴謹審查並無記名行使同意權投票結果：陳俊憲副教授升等教授案，達出席委

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通過，送院教評會議續予審議。 

 

 

 

三、臨時動議：無 

 

 

四、散會：下午6時45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