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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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十八學年度第五次聯合教師評審委員會議紀錄 

開會日期時間：99年1月7日(星期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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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章游、王璧娟、艾 群、王鴻濬(請假)、洪炎明(請假)、翁炳孫、朱紀

實等委員 

 

主席：朱紀實                                                   記錄：黃子娟 

 

一、主席報告：(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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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任助理教授周彥宏申請送審教師資格案，請審議。 

說明： 

1.依據國立嘉義大學兼任教師聘任審查要點辦理(附件一)。 

2.經98.11.17九十八學年度第二次聯合教師評審委員會議決議，邀請校外四位教師資格審查

委員，依周彥宏博士之學位論文進行教師資格審查。 

3.於 99 年 1 月 4 日四份審查結果已全數寄達本系，相關資料請委員們互相傳閱，以便審查(如

附件二)。 

決議：周博士撤案。 

 

提案二 

提案單位：系所辦公室 

案由：生物醫藥科學研究所九十八學年度專任教師(陳俊憲副教授)申請升等案之作業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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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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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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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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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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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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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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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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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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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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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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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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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已參與或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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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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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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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成立著作審查小組保密作業送請校外四位審查人審查。 

(五)、請決定下次開會時間及審查程序。 

決議： 

1.經出席委員充分討論之後，自生物醫藥科學研究所之校外審查專家（教授或送審之高一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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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先選出與送審人學術專長相近20人參考名單，由系教評委員圈選10人，再重新圈選序號

排列外審名單順位。 

2.成立著作審查小組保密作業送請校外四位審查人審查。 

3.校外四位審查人審畢並寄回審核資料後，下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開會時間定於2月4日(星期

四)上午9時0分，以審核升等資料及決定升等教師口頭報告時間，屆時由系所辦公室通知開會

時間。 

 

提案三 

提案單位：系所辦公室 

案由：微生物與免疫學系九十八學年度專任教師(翁炳孫副教授)申請升等案之作業流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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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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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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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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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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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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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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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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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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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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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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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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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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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已參與或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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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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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免系翁炳孫副教授申請升等教授案(如附件四)。 

(三)、微免系翁炳孫副教授申請升等資格符合，自評分數已達70分。 

(四)、請成立著作審查小組保密作業送請校外四位審查人審查。 

(五)、請決定下次開會時間及審查程序。 

決議： 

1.經出席委員充分討論之後，自微生物與免疫學系之校外審查專家（教授或送審之高一職級）

先選出與送審人學術專長相近20人參考名單，由系教評委員圈選10人，再重新圈選序號排列

外審名單順位。 

2.成立著作審查小組保密作業送請校外四位審查人審查。 

3.校外四位審查人審畢並寄回審核資料後，下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開會時間定於2月4日(星期

四)上午9時0分，以審核升等資料及決定升等教師口頭報告時間，屆時由系所辦公室通知開會

時間。 

 

提案四 

提案單位：系所辦公室 

案由：微生物與免疫學系九十八學年度專任教師(朱紀實副教授)申請升等案之作業流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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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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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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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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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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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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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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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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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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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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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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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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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已參與或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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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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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免系朱紀實副教授申請升等教授案(如附件五)。 

(三)、微免系朱紀實副教授申請升等資格符合，自評分數已達70分。 

(四)、請成立著作審查小組保密作業送請校外四位審查人審查。 

(五)、請決定下次開會時間及審查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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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 

1.經出席委員充分討論之後，自微生物與免疫學系之校外審查專家（教授或送審之高一職級）

先選出與送審人學術專長相近20人參考名單，由系教評委員圈選10人，再重新圈選序號排列

外審名單順位。 

2.成立著作審查小組保密作業送請校外四位審查人審查。 

3.校外四位審查人審畢並寄回審核資料後，下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開會時間定於2月4日(星期

四)上午9時0分，以審核升等資料及決定升等教師口頭報告時間，屆時由系所辦公室通知開會

時間。 

 

三、臨時動議：無 

 

四、散會：下午 5時 50 分 

 

 

附件(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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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嘉義大學兼任教師聘任審查要點 

 90 年 04 月 19 日 89 學年度第 7 次校教評會通過 

90 年 10 月 11 日 90 學年度第 2 次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93 年 05 月 18 日 92 學年度第 4 次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94 年 03 月 23 日 93 學年度第 5 次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95 年 03 月 14 日 94 學年度第 5 次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95 年 05 月 23 日 94 學年度第 7 次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96 年 05 月 15 日 95 學年度第 6 次校教評會修正通過第 5點、

第 6 點、第 8 點、第 9 點、第 10 點、第 11 點、第 12 點、第

13 點條文 

96年 12 月 25日 96學年度第 2次校教評會修正通過第 5 點、

第 8 點、第 10 點、第 11 點、第 12 點、第 13 點、第 14 點

條文 

98年 03月 10日 97學年度第5次校教評會修正通過第8點條

文 

 

一、 依據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訂定本校兼任教師聘任審查要點(以下簡稱

本要點)。 

二、 本校兼任教師聘任及升等之審議除遵照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及有關

教育法令規定外，悉依本要點辦理。 

三、 本校各系(所、中心)專業課程以由具備相關專長專任教師擔任為原則。惟為彌

補各系（所、中心）教師專長之不足，並基於輔助教學與研究之特別需要，始

得聘請兼任教師。本校即將退休教師，具有良好體能狀況，且在教學、研究及

服務有優異表現並為教學實質需要者，得經由各系、所教評會審議通過，並依

行政程序簽請校長核定後，於退休當日改聘為兼任教師。 

四、 兼任教師以聘任具備助理教授（含）以上資格為原則，惟若相關專長確為稀有

或有實務課程需要，始得聘任講師擔任之。 

五、 兼任教師除按所聘職級需具有教育人員任用條例第十八條（教授）、第十七條

（副教授）、第十六條之一（助理教授）及第十六條（講師）各款資格之外；

其有教育部頒發之教師證書者，依教師證書職級聘任；無教師證書者依其學位

聘任，碩士聘為講師，博士聘為助理教授。 

具相當學經歷、相關專長、資歷或實務經驗，成績優良，並有專門著作者，其

提聘職級，應依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規定之審查程序辦理。 

擬聘人選如係中央研究院院士、或曾獲國科會傑出獎、特約研究人員獎、教育

部學術獎、國家講座、傑出人才發展基金會傑出人才講座、國內外其他公認學

術成就卓著獎項者及本校特約講座或名譽教授，得免辦理專門著作送審，經系

（所、中心）教評會審議通過，簽請校長核可後聘任，並提校教評會備查。 

六、 新聘兼任教師須詳實填寫本校提請新聘教師名單（內含學經歷、教師證書、擔

任課程及教學大綱、著作目錄），各系（所、中心）應嚴格審查，並依其所附

相關資料提各級教評會審議。 

兼任教師所開課程之需要性，每年應提請各系（所、中心）、院教師評審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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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嚴謹審查，兼課時數每週至多以四小時為原則。各系（所、中心）兼任教師，

如因特殊情形，兼課時數須超過四小時，應於開課前專案簽准。 

七、 兼任教師之聘期應視實際需要提聘（課程為ㄧ學期者聘ㄧ學期，ㄧ學年者聘ㄧ

學年），並至遲於每學期開學前提請校教評會審議，並於該次會審查完畢；惟

情形特殊者，得於每學期加退選截止前敘明具體理由並經專案簽准後，送請校

教評會審議。聘任期間須遵守本校教學各項規範及接受評量考核。 

八、 本校自九十八學年度起，新聘兼任教師除辦理具有博士學位者以學位或文憑送

審助理教授證書外，不辦理兼任講師請頒教師證書。 

前項兼任教師須在本校連續任教滿二年，且每學期均有聘書，而各學期實際任

教至少滿一學分，且授課至少達十八小時，始得以學位（文憑）或專門著作向

系（所、中心）申請送審教師證書；系（所、中心）於受理申請後，除應為形

式審查外，並應就申請者兼課期間內之教學（參考教務處提供之教師教學評量

統計表）及其他方面表現成就等加以評審，其專門著作（含學位論文）審查程

序應依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相關規定辦理。 

兼任教師申請送審教師證書時，須檢附兼課同意函或證明、學位證書、本校聘

書、無專任教師職務之切結書、教學評量及同儕評量等相關資料；申請人如係

國外學歷者，除備齊取得學位期間之入出境紀錄、最高學位證書及學位證書中

譯本外，須至駐外單位或授權單位作學歷驗證。 

九、 

 

兼任教師聘任案，經三級教評會審議通過，兼任教師如係屬他機關、學校、研

究機構之編制內教職員者，本校須以校函方式徵得原機關、學校、研究機構同

意。 

新聘兼任教師由人事室發函，續聘兼任教師由聘任之系（所、中心）辦理。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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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升

等條件之兼任教師，須在本校連續任教三年以上，始得依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

審查辦法規定提出升等之申請。 

十一、 兼任教師聘任後，經教育部審定高一職級或取得較高學歷者，依行政程序提三

級教評會通過後自次一學期改聘。 

兼任教師取得較高學歷並經改聘者，須在本校連續任教滿二年以上，始得依該

職級以學位（文憑）送審教師資格。 

十二、 兼任教師如在他校擔任專任教師，應由專任學校送審。 

兼任教師申請教育部教師資格證書之專門著作審查費用，由送審人自行負擔。

十三、 本要點未盡事宜，依照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之規定辦理。 

十四、 本要點經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