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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101010101111 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 7777 次學術暨行政主管聯席會報次學術暨行政主管聯席會報次學術暨行政主管聯席會報次學術暨行政主管聯席會報紀錄紀錄紀錄紀錄    

時間：102 年 4 月 10 日（星期三）上午 10 時正 

地點：校本部第 1 會議室 

主席：張校長國恩                                      記錄：劉靜華 

出席人員：鄭副校長志富、林副校長東泰、周院長愚文、陳院長國川、王院長

震哲、黃院長進龍、洪院長欽銘、張院長少熙（請假）、潘院長朝

陽、錢院長善華、陳院長敦基、潘院長淑滿、吳教務長正己、林學

務長淑真、吳總務長忠信、蕭研發長顯勝、林處長陳涌、陳處長秋

蘭、陳館長昭珍、王主任偉彥、温主任良財、賴主任富源、粘主任

美惠、陳院長學志、林主任秘書安邦、卓校長俊辰（請假）  

 

壹壹壹壹、、、、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 

一、主席報告（略） 

二、上次會議討論事項決議執行情形： 

項次 案由 提案單位 決議 執行情形 

 1 

擬修訂「國立臺

灣師範大學獎勵

特殊優秀人才辦

法」，提請  討

論。 

研發處 修正後通過 

業以102年4月1日師

大 研 企 字 第

1020007047號函發布

並轉知本校各單位。 

2 

擬修正本校「專

案教學人員聘任

契約書」第 11 點

及「專案研究人

員聘任契約書」

第 11 點規定案，

請  討論。 

人事室 照案通過 

業以 102 年 4 月 2 日

師 大 人 字 第

1020007521 號函發布

並轉知本校各單位。 

決定： 通過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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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    
    
【提案 1 】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有關訂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行政單位院級教師評鑑細則」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 依據本校教師評鑑準則新法各學院系所應行注意事項規定：「各學院

應依本校教師評鑑準則（100 年 6 月 22 日通過）訂定該學院教師評鑑

細則，經院務會議通過後報請校長核定發布施行」，爰訂定「國立臺

灣師範大學行政單位院級教師評鑑細則」。本評鑑細則業於 102 年 3

月 19 日經 101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1 次行政單位及校級中心教研人員院

級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並依規定提報本會議審議。 

二、 檢附「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行政單位院級教師評鑑細則」條文草案總說 

明、逐條說明及條文草案全文各乙份。 

決議決議決議決議：：：： 照案通過照案通過照案通過照案通過。。。。 

 

參參參參、、、、主席裁示事項主席裁示事項主席裁示事項主席裁示事項    
    

項次 主席裁示事項 辦理單位 

1 

本校「鼓勵學生赴國外進修補助辦法施行細則」第八條規

定「獲核補助學生所屬系所須負擔核定補助生活費至少百

分之十(配合款)」，業經 102 年 3 月 21 日本校 101 學年度

第 3 次國際學術合作委員會議決議暫緩實施，前述系所配

合款部分，102 年 6 月份核定案件先由校務基金支應，並

請將該條文提下次國際學術合作委員會議討論。 

國際事務處 

    
    
肆肆肆肆、、、、散會散會散會散會（（（（11111111 時時時時 5555 分分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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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提案提案提案提案 1111】】】】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行政單位院級教師評鑑細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行政單位院級教師評鑑細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行政單位院級教師評鑑細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行政單位院級教師評鑑細則 

條文條文條文條文總說明總說明總說明總說明（（（（草案草案草案草案））））    

壹壹壹壹、、、、訂定訂定訂定訂定緣由緣由緣由緣由：：：：    

依據本校教師評鑑準則新法各學院系所應行注意事項規定，各學院應依本校教師評鑑

準則（一百年六月二十二日通過）訂定該學院教師評鑑細則，經院務會議通過後報請校長

核定發布施行，爰訂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行政單位院級教師評鑑細則」。 

貳貳貳貳、、、、訂定訂定訂定訂定重點重點重點重點：：：：    

一、本細則之訂定依據。 

二、明訂辦理行政單位專任教師評鑑審議及複審事項之單位及辦理行政單位專任教師評鑑審議及複審事項之單位及辦理行政單位專任教師評鑑審議及複審事項之單位及辦理行政單位專任教師評鑑審議及複審事項之單位及本細則之評鑑對象。 

三、明訂本細則之評鑑項目、評鑑方式。 

四、明訂教師之評鑑項目與通過標準。 

五、明訂教師年資已達 25 年以上者之評鑑項目與通過標準。 

六、明訂講師及助理教授評鑑結果之處理方式。 

七、明訂副教授及教授評鑑結果之處理方式。 

八、明訂一百年八月一日起新聘之各級專任教師評鑑時程與適用規定，以及評鑑不通

過者處理方式、評鑑通過者日後評鑑適用條文規定。 

九、明訂教師免接受評鑑之條件。 

十、明訂教師得順延辦理評鑑之條件。 

十一、明訂各行政單位教師評鑑作業要點訂定之審議程序、評鑑項目與評分標準，以

及教師評鑑案應列審議事項規範。 

十二、明訂本會辦理教師評鑑之作業時程。 

十三、明訂行政單位新法適用時程與適用人員。 

十四、明訂行政單位研究人員及約聘教師之評鑑適用法源。 

十五、明訂本細則未盡事宜之辦理方式。 

十六、明訂本細則訂定、修正與施行之程序。 

 



 

 

4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行政單位院級教師評鑑細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行政單位院級教師評鑑細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行政單位院級教師評鑑細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行政單位院級教師評鑑細則（（（（草案草案草案草案））））逐條說明逐條說明逐條說明逐條說明 

條文條文條文條文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第一條  本校行政單位為提昇教師教學、研究、服務與輔

導之品質，促進教師專業成長，依據本校教師評

鑑準則之規定，特訂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行政單

位教師院級評鑑細則（以下簡稱本細則）。 

本細則之訂定依據。 

第二條  行政單位及校級中心教研人員院級評審委員會

（以下簡稱本會）依據本細則辦理行政單位專任

教師評鑑之審議及複審事項。 

本細則之評鑑對象為本校行政單位之專任教

師，且服務滿一年以上者。 

明訂辦理行政單位專任教師評

鑑審議及複審事項之單位及本

細則之評鑑對象。 

第三條  本細則之評鑑項目包括教學、研究、服務及輔導

三方面。評鑑方式得包括行政單位評鑑、教師自

評、教師同儕評鑑、學生評鑑與其他評鑑。教學、

研究、服務及輔導三方面評鑑應個別通過始通過

本次評鑑。 

明訂本細則之評鑑項目、評鑑方

式。 

第四條  教師評鑑項目與通過標準如下： 

一、教學： 

（一）課程意見調查平均 3.5 分以上。 

（二）符合授課時數規定。 

（三）確實上傳完整教學大綱。 

（四）準時繳交學生學期成績。 

（五）其他教學相關事項。 

二、研究：學術表現與研究計畫均應符合下列規

定。 

         (一)學術表現(含論著、作品、展演等相關資料)

應符合下列規定之一： 

             1.專書或專書單篇：講師及助理教授三年

內、副教授及教授五年內應發表具本校

所定審查機制之專書（得二人以內合著）

一本，或專書單篇三篇。 

             2.期刊論文：講師及助理教授三年內應有

二篇期刊論文、副教授及教授五年內應

明訂教師之評鑑項目與通過標

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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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三篇期刊論文。上述論文須發表於

SCI、SSCI、A&HCI、EI、TSSCI、THCI 

Core 等級或經院級教評會或相關學院認

可之其他正面表列之期刊。但得以國科

會研究計畫一件折抵期刊論文一篇（須

為計畫主持人始得折抵）。如為 SCI IF

前 20％之期刊或 SSCI IF 前 50％之期

刊，講師及助理教授有一篇即符合標

準，副教授及教授有二篇即符合標準。 

             3.專利：講師及助理教授三年內應有發明

專利二件、副教授及教授五年內應有發

明專利三件。上述專利須以本校為權利

人。 

4.展演或競賽得獎：講師及助理教授三年

內應具院轄市級（主辦或場地）以上之

展演一次或競賽得獎一次、副教授及教

授五年內應具院轄市級（主辦或場地）

以上之展演二次或競賽得獎二次。 

             5.其他相當之學術表現：經三級教評會審

議通過者。 

             教師發表之專書單篇或期刊論文的作者

序，講師及助理教授至少一篇、副教授及

教授至少二篇須為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

專書單篇、期刊論文、專利等表現得共同

累計：三人以上（含）合著之專書一本、

專書單篇一篇或專利一件得折抵期刊論文

一篇；展演或競賽得獎一次得折抵期刊論

文二篇。 

             如教師同時具有二個服務機構，發表機構

名稱均須以本校為第一順位。 

         (二)研究計畫：講師每三年應主持或共同主持至

少一件校外研究計畫，助理教授每三年應

主持（不含共同主持人）至少一件校外研

究計畫，副教授及教授每五年應主持（不

含共同主持人）至少二二二二件校外研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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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研究計畫須為以本校名義承接之計畫

（含產學合作計畫），國科會單一整合型

計畫之子計畫主持人視為主持一件研究計

畫。教師在評鑑期間內如有以下對本校具

特殊貢獻之事項，得折抵研究計畫之要

求：撰寫與執行校級計畫二次。各級專任

教師得以一篇(本/件/次)學術表現折抵一件

校外研究計畫，且專書、專書單篇或期刊

論文須為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始得折抵。 

三、服務及輔導：80 分以上，由各行政單位訂

定評分標準。   

第五條  本校行政單位專任教師年資已達 25 年以上者可

選擇依第四條規定或依以下規定接受評鑑： 

一、教學： 

（一）課程意見調查平均 3.5 分以上。 

（二）符合授課時數規定。 

（三）確實上傳完整教學大綱。 

（四）準時繳交學生學期成績。 

（五）其他教學相關事項。 

二、研究：學術表現與研究計畫均應符合下列規

定。 

         (一)學術表現(含論著、作品、展演等相關資料)

應符合下列規定之一： 

             1.專書或專書論文：講師及助理教授三年

內、副教授及教授五年內應發表本校所

定具審查機制之專書（得二人以內合著）

一本，或專書單篇二篇。 

             2.期刊論文：講師及助理教授三年內應有

一篇期刊論文、副教授及教授五年內應

有二篇期刊論文。上述論文須發表於

SCI、SSCI、A&HCI、EI、TSSCI、THCI 

Core 等級或經院級教評會或相關學院認

可之其他正面表列之期刊。但得以國科

會研究計畫一件折抵期刊論文一篇（須

明訂教師年資已達 25 年以上者

之評鑑項目與通過標準。 



 

 

7 

 

為計畫主持人始得折抵）。如為 SCI IF

前 20％之期刊或 SSCI IF 前 50％之期

刊，副教授及教授有一篇即符合標準。 

             3.專利：講師及助理教授三年內應有發明

專利一件、副教授及教授五年內應有發

明專利二件。上述專利須以本校為權利

人。 

4.展演或競賽得獎：講師及助理教授三年

內、副教授及教授五年內應具院轄市級

（主辦或場地）以上之展演一次或競賽

得獎一次。 

             5.其他相當之學術表現：經三級教評會審

議通過者。 

專書單篇、期刊論文、專利等表現得共同

累計，標準同第四條。 

             如教師同時具有二個服務機構，發表機構

名稱均須以本校為第一順位。 

         (二)研究計畫：講師及助理教授每三年應主持或

共同主持至少一件校外研究計畫，副教授

及教授每五年應主持或共同主持至少一件

校外研究計畫。校外研究計畫之採認及得

折抵標準同第四條。 

三、服務及輔導：80 分以上，由各行政單位訂

定評分標準。 

第六條  講師及助理教授之評鑑結果處理如下： 

一、講師及助理教授每隔三年由各行政單位與本

會辦理評鑑。評鑑結果不通過者，於次一年

起不予晉薪、不得超授鐘點且不得在外兼職

兼課，並由教務長協調各行政單位給予合理

之協助，一至二年再予評鑑，再評鑑如仍不

通過者，由各行政單位向本會提出停聘或不

續聘之建議。 

二、凡最近一次評鑑不通過者不得提出升等。 

於民國八十八年九月二十九日前已聘之講師及

助理教授評鑑結果比照第七條規定辦理。 

明訂講師及助理教授評鑑結果

之處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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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副教授及教授之評鑑結果處理如下： 

一、副教授及教授每隔五年由各行政單位、本會

辦理評鑑。評鑑結果不通過者，於次一年起

不予晉薪、不得超授鐘點且不得在外兼職兼

課。但被評鑑不通過者，一年後可申請辦理

再評鑑，自再評鑑通過之次年起解除上述限

制。 

二、凡最近一次評鑑不通過者不得提出升等。 

明訂副教授及教授評鑑結果之

處理方式。 

第八條  民國一百年八月一日起新聘之各級專任教師來

校服務三年內須通過評鑑，評鑑標準同第四條之

講師及助理教授標準。評鑑不通過者，於次一年

起不予晉薪、不得超授鐘點且不得在外兼職兼

課，並得由教務長協調各行政單位給予合理之協

助，二年內再予評鑑，再評鑑如仍不通過者，應

提三級教評會決議不續聘。 

民國一百年八月一日起所聘任之各級專任教師

通過第八條之新聘教師評鑑者，往後依第六條及

第七條規定辦理評鑑，若再評鑑不通過應提三級

教評會決議不續聘。 

不續聘案經教評會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及出

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決議，送請主管教育行政機

關核准後不予續聘。 

明訂一百年八月一日起新聘之

各級專任教師評鑑時程與適用

規定，以及評鑑不通過者處理方

式、評鑑通過者日後評鑑適用條

文規定。 

第九條  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得免接受評鑑： 

一、獲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者。 

二、獲頒教育部學術獎或國家講座者。 

三、曾擔任國內外著名大學講座教授，並經本校

認可者。 

四、現任本校師大講座及研究講座者。 

五、受評鑑前三年內獲本校教學傑出獎者。 

六、曾獲頒國科會甲種研究獎(或優等獎）十次

以上者（一次傑出研究獎可抵三次甲種研究

獎，助理教授級（含）以上獲領一次專題研

究計畫研究主持費核計一次甲種研究獎）。 

明訂教師免接受評鑑之條件。 

第十條  教師因休假研究、出國進修、借調、生產育嬰或

重大事故等各項原因並經核准帶職帶薪或留職

停薪半年以上者，俟返校服務後順延辦理評鑑。 

女性教師如有懷孕生產（或流產）事實者，得給

予二年之寬限期延後辦理評鑑，不受須辦理留職

明訂教師得順延辦理評鑑之條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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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薪之限制。 

教師擔任本校二級主管或副主管以上者得依其

服務年資申請延後評鑑。 

第十一條  本校各行政單位應依本細則訂定行政單位之

教師評鑑作業要點，經行政單位會議通過後，

送交本會審議，各行政單位有更嚴格之規定

者，從其規定。 

有關教師評鑑項目，各行政單位應依據本細則

第四條、第五條之規定訂定具體明確之評分標

準。 

各行政單位及本會均應將教師評鑑案列為審

議事項，審慎查核資料進行考評，並以無記名

方式進行表決，不得僅為備查。 

明訂各行政單位教師評鑑作業

要點訂定之審議程序、評鑑項目

與評分標準，以及教師評鑑案應

列審議事項規範。 

第十二條  本會辦理教師評鑑作業時程如下： 

一、初評作業時程 

            (一)各行政單位應於每年九/三月底前通知

下一學期應辦理教師評鑑之教師。如有

教師符合免接受評鑑條件者，於應辦理

評鑑之前一學期提出申請並辦理相關

程序，以確定下一學期應辦理教師評鑑

人員名單。 

(二)該學期應受評鑑之教師，於每年九/三月

底前，將評鑑資料送行政單位辦公室，

行政單位之教評會於十/四月底前召開

會議，依各行政單位自訂之評分標準完

成初評作業，並將相關資料及初評審議

結果送本會。 

二、複評作業時程 

            (一)本會須於每年十一/五月底前完成複評

作業，並將相關資料及複評審議結果簽

報校長，提交校教評會備查。 

            (二)經校教評會備查後，本會須將教師評鑑

結果以函文通知相關行政單位及個人。 

明訂本會辦理教師評鑑之作業

時程。 

第十三條  民國一百年八月以前聘任之專任教師，其在民

國一百零三年八月一日以前之評鑑，依各行政

單位之評鑑相關規定辦理。 

民國一百零三年八月一日起，本校行政單位專

任教師之評鑑依本細則標準辦理。民國一百年

八月一日起新聘之教師即適用本細則。 

本細則第十條第二項得立即適用。 

明訂行政單位新法適用時程與

適用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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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條  研究人員及約聘教師之評鑑依本校相關規定

辦理。 

明訂行政單位研究人員及約聘

教師之評鑑適用法源。 

第十五條  本細則未盡事宜，悉依本校教師評鑑準則暨相

關規定辦理。 

明訂本細則未盡事宜之辦理方

式。 

第十六條  本細則經學術主管會報學術主管會報學術主管會報學術主管會報通過後，報請校長核定

發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明訂本細則訂定、修正與施行之

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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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行政單位院級教師評鑑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行政單位院級教師評鑑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行政單位院級教師評鑑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行政單位院級教師評鑑細則細則細則細則（（（（草案草案草案草案））））    
 

102年3月19日101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行政單位及校級中心教研人員院級評審委員會議通過 

 

第 一 條 本校行政單位為提昇教師教學、研究、服務與輔導之品質，促進教師專業成長，

依據本校教師評鑑準則之規定，特訂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行政單位教師院級評

鑑細則（以下簡稱本細則）。 

第 二 條 行政單位及校級中心教研人員院級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依據本細則辦

理行政單位專任教師評鑑之審議及複審事項。 

本細則之評鑑對象為本校行政單位之專任教師，且服務滿一年以上者。 

第 三 條 本細則之評鑑項目包括教學、研究、服務及輔導三方面。評鑑方式得包括行政

單位評鑑、教師自評、教師同儕評鑑、學生評鑑與其他評鑑。教學、研究、服

務及輔導三方面評鑑應個別通過始通過本次評鑑。 

第 四 條 教師評鑑項目與通過標準如下： 

一、教學： 

（一）課程意見調查平均 3.5 分以上。 

（二）符合授課時數規定。 

（三）確實上傳完整教學大綱。 

（四）準時繳交學生學期成績。 

（五）其他教學相關事項。 

二、研究：學術表現與研究計畫均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學術表現(含論著、作品、展演等相關資料)應符合下列規定之一： 

        1.專書或專書單篇：講師及助理教授三年內、副教授及教授五年內應        

發表具本校所定審查機制之專書（得二人以內合著）一本，或專書

單篇三篇。          

        2.期刊論文：講師及助理教授三年內應有二篇期刊論文、副教授及教

授五年內應有三篇期刊論文。上述論文須發表於 SCI、SSCI、

A&HCI、EI、TSSCI、THCI Core 等級或經院級教評會或相關學院

認可之其他正面表列之期刊。但得以國科會研究計畫一件折抵期刊

論文一篇（須為計畫主持人始得折抵）。如為 SCI IF 前 20％之期刊

或 SSCI IF 前 50％之期刊，講師及助理教授有一篇即符合標準，副

教授及教授有二篇即符合標準。 

        3.專利：講師及助理教授三年內應有發明專利二件、副教授及教授五

年內應有發明專利三件。上述專利須以本校為權利人。 

4.展演或競賽得獎：講師及助理教授三年內應具院轄市級（主辦或場

地）以上之展演一次或競賽得獎一次、副教授及教授五年內應具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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轄市級（主辦或場地）以上之展演二次或競賽得獎二次。 

 

        5.其他相當之學術表現：經三級教評會審議通過者。 

        教師發表之專書單篇或期刊論文的作者序，講師及助理教授至少一

篇、副教授及教授至少二篇須為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專書單篇、期

刊論文、專利等表現得共同累計：三人以上（含）合著之專書一本、

專書單篇一篇或專利一件得折抵期刊論文一篇；展演或競賽得獎一次

得折抵期刊論文二篇。 

        如教師同時具有二個服務機構，發表機構名稱均須以本校為第一順位。 

    (二)研究計畫：講師每三年應主持或共同主持至少一件校外研究計畫，助

理教授每三年應主持（不含共同主持人）至少一件校外研究計畫，副

教授及教授每五年應主持（不含共同主持人）至少二件校外研究計畫。

校外研究計畫須為以本校名義承接之計畫（含產學合作計畫），國科

會單一整合型計畫之子計畫主持人視為主持一件研究計畫。教師在評

鑑期間內如有以下對本校具特殊貢獻之事項，得折抵研究計畫之要

求：撰寫與執行校級計畫二次。各級專任教師得以一篇(本/件/次)學術

表現折抵一件校外研究計畫，且專書、專書單篇或期刊論文須為第一

作者或通訊作者始得折抵。 

三、服務及輔導：80 分以上，由各行政單位訂定評分標準。   

第 五 條 本校行政單位專任教師年資已達 25 年以上者可選擇依第四條規定或依以下規

定接受評鑑： 

一、教學： 

（一）課程意見調查平均 3.5 分以上。 

（二）符合授課時數規定。 

（三）確實上傳完整教學大綱。 

（四）準時繳交學生學期成績。 

（五）其他教學相關事項。 

二、研究：學術表現與研究計畫均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學術表現(含論著、作品、展演等相關資料)應符合下列規定之一： 

       1.專書或專書論文：講師及助理教授三年內、副教授及教授五年內應發

表本校所定具審查機制之專書（得二人以內合著）一本，或專書單篇

二篇。 

       2.期刊論文：講師及助理教授三年內應有一篇期刊論文、副教授及教授

五年內應有二篇期刊論文。上述論文須發表於 SCI、SSCI、A&HCI、

EI、TSSCI、THCI Core 等級或經院級教評會或相關學院認可之其他

正面表列之期刊。但得以國科會研究計畫一件折抵期刊論文一篇（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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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計畫主持人始得折抵）。如為 SCI IF 前 20％之期刊或 SSCI IF 前

50％之期刊，副教授及教授有一篇即符合標準。 

       3.專利：講師及助理教授三年內應有發明專利一件、副教授及教授五年

內應有發明專利二件。上述專利須以本校為權利人。 

4.展演或競賽得獎：講師及助理教授三年內、副教授及教授五年內應具

院轄市級（主辦或場地）以上之展演一次或競賽得獎一次。 

       5.其他相當之學術表現：經三級教評會審議通過者。 

專書單篇、期刊論文、專利等表現得共同累計，標準同第四條。 

       如教師同時具有二個服務機構，發表機構名稱均須以本校為第一順位。 

   (二)研究計畫：講師及助理教授每三年應主持或共同主持至少一件校外研究

計畫，副教授及教授每五年應主持或共同主持至少一件校外研究計畫。

校外研究計畫之採認及得折抵標準同第四條。 

三、服務及輔導：80 分以上，由各行政單位訂定評分標準。 

第 六 條 講師及助理教授之評鑑結果處理如下： 

一、講師及助理教授每隔三年由各行政單位與本會辦理評鑑。評鑑結果不通過

者，於次一年起不予晉薪、不得超授鐘點且不得在外兼職兼課，並由教務

長協調各行政單位給予合理之協助，一至二年再予評鑑，再評鑑如仍不通

過者，由各行政單位向本會提出停聘或不續聘之建議。 

二、凡最近一次評鑑不通過者不得提出升等。 

於民國八十八年九月二十九日前已聘之講師及助理教授評鑑結果比照第七條規

定辦理。 

第 七 條 副教授及教授之評鑑結果處理如下： 

一、副教授及教授每隔五年由各行政單位、本會辦理評鑑。評鑑結果不通過者，

於次一年起不予晉薪、不得超授鐘點且不得在外兼職兼課。但被評鑑不通

過者，一年後可申請辦理再評鑑，自再評鑑通過之次年起解除上述限制。 

二、凡最近一次評鑑不通過者不得提出升等。 

第 八 條 民國一百年八月一日起新聘之各級專任教師來校服務三年內須通過評鑑，評鑑 

標準同第四條之講師及助理教授標準。評鑑不通過者，於次一年起不予晉薪、 

不得超授鐘點且不得在外兼職兼課，並得由教務長協調各行政單位給予合理之

協助，二年內再予評鑑，再評鑑如仍不通過者，應提三級教評會決議不續聘。 

民國一百年八月一日起所聘任之各級專任教師通過第八條之新聘教師評鑑者，

往後依第六條及第七條規定辦理評鑑，若再評鑑不通過應提三級教評會決議不

續聘。 

不續聘案經教評會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及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決議，送請

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後不予續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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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九 條 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得免接受評鑑： 

一、獲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者。 

二、獲頒教育部學術獎或國家講座者。 

三、曾擔任國內外著名大學講座教授，並經本校認可者。 

四、現任本校師大講座及研究講座者。 

五、受評鑑前三年內獲本校教學傑出獎者。 

六、曾獲頒國科會甲種研究獎(或優等獎）十次以上者（一次傑出研究獎可抵三

次甲種研究獎，助理教授級（含）以上獲領一次專題研究計畫研究主持費

核計一次甲種研究獎）。 

第 十 條 教師因休假研究、出國進修、借調、生產育嬰或重大事故等各項原因並經核准 

帶職帶薪或留職停薪半年以上者，俟返校服務後順延辦理評鑑。 

女性教師如有懷孕生產（或流產）事實者，得給予二年之寬限期延後辦理評鑑，

不受須辦理留職停薪之限制。 

教師擔任本校二級主管或副主管以上者得依其服務年資申請延後評鑑。 

第 十一 條 本校各行政單位應依本細則訂定行政單位之教師評鑑作業要點，經行政單位會

議通過後，送交本會審議，各行政單位有更嚴格之規定者，從其規定。 

有關教師評鑑項目，各行政單位應依據本細則第四條、第五條之規定訂定具體

明確之評分標準。 

各行政單位及本會均應將教師評鑑案列為審議事項，審慎查核資料進行考評，

並以無記名方式進行表決，不得僅為備查。 

第 十二 條 本會辦理教師評鑑作業時程如下： 

一、初評作業時程 

  （一）各行政單位應於每年九/三月底前通知下一學期應辦理教師評鑑之教

師。如有教師符合免接受評鑑條件者，於應辦理評鑑之前一學期提出申

請並辦理相關程序，以確定下一學期應辦理教師評鑑人員名單。 

（二）該學期應受評鑑之教師，於每年九/三月底前，將評鑑資料送行政單位

辦公室，行政單位之教評會於十/四月底前召開會議，依各行政單位自

訂之評分標準完成初評作業，並將相關資料及初評審議結果送本會。 

二、複評作業時程 

   (一）本會須於每年十一/五月底前完成複評作業，並將相關資料及複評審議

結果簽報校長，提交校教評會備查。 

   (二）經校教評會備查後，本會須將教師評鑑結果以函文通知相關行政單位

及個人。 

第 十三 條 民國一百年八月以前聘任之專任教師，其在民國一百零三年八月一日以前之評

鑑，依各行政單位之評鑑相關規定辦理。 

民國一百零三年八月一日起，本校行政單位專任教師之評鑑依本細則標準辦

理。民國一百年八月一日起新聘之教師即適用本細則。 

本細則第十條第二項得立即適用。 

第 十四 條 研究人員及約聘教師之評鑑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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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五 條 本細則未盡事宜，悉依本校教師評鑑準則暨相關規定辦理。 

第 十六 條 本細則經學術主管會報通過後，報請校長核定發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