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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學年度第 2 次校務會議--案由二補充附件 
 

國立交通大學教師升等評審作業細則 

第十二條再修正條文對照表 

105年 12月 14日 105學年度教師評審委員會第 4次會議再修正版 

本次再修正條文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十二條 系級教評會

或推薦之教評會委員

應對每一擬升等教師

擬定至少七位與申請

人專業領域相符之國

內外專家學者為著作

審查人選，供院級教

評會召集人參考（人

選不得為系級之著作

審查人員）。院級教

評會或推薦之教評會

委員得於前開著作審

查人選參考名單中增

列與申請人專業領域

相符之人選，由院級

教評會召集人自名單

中擇聘至少四人，以

辦理每一擬升等教師

第二階段之複審：著

作審查，並將系級教

評會擬定之著作審查

人員名單及其所選著

作審查人名單於送審

前送校級教評會召集

人備查。 

著作審查人應對

擬升等教師之研究著

作就以下四種方式表

示意見： 

(甲)傑出 

(Excellent) 

第十二條 系級教評會

應對每一擬升等教師

擬定至少七位與申請

人專業領域相符之國

內外專家學者為著作

審查人選，供院級教

評會召集人參考（人

選不得為系級之著作

審查人員）。院級教

評會得於前開著作審

查人選參考名單中增

列與申請人專業領域

相符之人選，由院級

教評會召集人自名單

中擇聘至少四人，以

辦理每一擬升等教師

第二階段之複審：著

作審查，並將系級教

評會擬定之著作審查

人員名單及其所選著

作審查人名單於送審

前送校級教評會召集

人備查。 

著作審查人應對

擬升等教師之研究著

作就以下四種方式表

示意見： 

(甲)傑出 

(Excellent) 

(乙)優良 (Good) 

(丙)普通 (Average) 

第十二條 系級教評會

應對每一擬升等教師

擬定至少七位與申請

人專業領域相符之國

內外專家學者為著作

審查人選，供院級教

評會召集人參考。院

級教評會召集人應擇

聘著作審查人至少四

人，以辦理每一擬升

等教師第二階段之複

審：著作審查，並將

系級教評會擬定之著

作審查人員名單及其

所選著作審查人名單

於送審前送校級教評

會召集人備查。 

著作審查人應對

擬升等教師之研究著

作就以下四種方式表

示意見： 

(甲)傑出 

(Excellent) 

(乙)優良 (Good) 

(丙)普通 (Average) 

(丁)欠佳 (Below 

Average)。 

三分之二以上之

著作審查人(含系級

教評會辦理擬升等教

師著作審查之審查

一、依教育部 104 年 9

月 30日臺教高(五)

字第 1040131130A

號函說明：「依據司

法院釋字第 462 號

解釋：『各大學校、

院、系（所）教師

評審委員會，本於

專業評量之原則，

應選任各該專業領

域具有充分專業能

力之學者專家先行

審查』，爰專科以上

學校教師資格審查

之外審委員選任，

係教師評審委員會

權責，應由教師評

審委員會或推薦教

評委員選任，且不

宜僅由 1 人選任，

並應兼顧專業、公

正及保密之原則。」 

二、明確規範教評會或

推薦之教評會委員

得選任外審委員辦

理著作審查，且院

級教評會或推薦之

教評會委員得於系

級提供之外審人選

名單中增列人選。

因此，教評會或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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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優良 (Good) 

(丙)普通 (Average) 

(丁)欠佳 (Below 

Average)。 

三分之二以上之著作審

查人(含系級教評會

辦理擬升等教師著作

審查之審查人)對擬

升等教師研究著作之

外審意見勾選「傑出」

或「優良」，且升等副

教授者，尚須四分之

一以上勾選「傑出」，

升等教授者，尚須三

分之一以上勾選「傑

出」，始達到院升等推

薦標準，否則即為不

推薦升等。若各院有

更嚴格之規定，從其

規定。 

(丁)欠佳 (Below 

Average)。 

三分之二以上之

著作審查人(含系級

教評會辦理擬升等教

師著作審查之審查

人)對擬升等教師研

究著作之外審意見勾

選「傑出」或「優良」，

且升等副教授者，尚

須四分之一以上勾選

「傑出」，升等教授

者，尚須三分之一以

上勾選「傑出」，始達

到院升等推薦標準，

否則即為不推薦升

等。若各院有更嚴格

之規定，從其規定。 

人)對擬升等教師研

究著作之外審意見勾

選「傑出」或「優良」，

且升等副教授者，尚

須四分之一以上勾選

「傑出」，升等教授

者，尚須三分之一以

上勾選「傑出」，始達

到院升等推薦標準，

否則即為不推薦升

等。若各院有更嚴格

之規定，從其規定。 

之教評會委員共同

參與產生外審委員

人才庫名單，實際送

外審由院級教評會

召集人自該外審人

才庫名單中產生，有

助於保密及避免外

審委員受干擾，符合

教育部函規定（兼顧

保密、專業及公正之

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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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教師升等評審作業細則再修正草案 

 

68.11.1本校 68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通過 
70.12.2本校 70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76.2.25本校 75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77.11.23本校 77學年度第 2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78.11.24本校 78學年度第 1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79.4.23本校 78學年度第 3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79.11.26本校 79學年度第 1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80.3.14本校 79學年度第 2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80.10.23本校 80學年度第 1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80.12.11本校 80學年度第 2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81.3.10本校 80學年度第 3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81.12.23本校 81學年度第 1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83.4.20本校 82學年度第 4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88.3.24本校 87學年度第 6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88.5.19本校 87學年度第 7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88.6.11本校 87學年度第 8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89.5.18本校 88學年度第 6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增列第 16條第 2項 
89.6.21本校 88學年度第 8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修正通過第 14條 
89.12.12本校 89學年度第 3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修正通過第 12條 
91.3.12本校 90學年度第 4次教師評審委員會修正通過第 2、3、4、5、9、
10、13條及第 14條 
91.9.23本校 91學年度第 1次校教評會修正通過第 8條 
93.7.8本校 92學年度第 8次校教評會修正通過第 11條 
94.9.29本校 94學年度第 1次校教評會修正通過第 16及第 17條 
96.3.13本校 95學年度第 6次校教評會修正通過第 6、8條 
97.3.25本校 96學年度第 9次校教評會修正通過第 4、5、10、11、14條條文，
並增訂第 3條之 1、4條之 1、14條之 1及刪除第 12條條文 
97.4.29本校 96學年度第 10次校教評會修正通過第 5、7、8條條文 
97.12.17本校 97學年度第 3次校教評會修正通過全文 21條；原名稱為「國
立交通大學教師評審作業施行細則」 
98.04.29 本校97學年度第6次臨時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1條至第13條 
98.05.06 本校97學年度第7次臨時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13條(增訂第2項)及
第14條 
98.05.13 本校97學年度第8次臨時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15條 
98.06.03 本校97學年度第9次臨時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11條、第12條、第15
條至第20條 
98.11.18 本校 98學年度第 3次校教評會修正通過第 4條、第 12條、第 19
條條文 
99.04.28 本校 98學年度第 9次校教評會修正通過第 12條、第 15條條文 
99.05.26 98學年度第 12次臨時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4條 
99.06.09 本校 98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12條及第 15條第 1款
前段 
99.10.27 本校 99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15條及第 19條 
100.03.23 本校 99學年度第 3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4條、第 7條、第 8條、
第 9條、第 11條、第 12條及第 14條文 
101.01.04本校 100學年度第 5次校教評會修正通過第第 12條、第 14條、第
15條 
101.02.15 本校 100學年度第 2次臨時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12條、第 14條、
第 15條及第 20條 
101.04.11本校 100學年度第 8次校教評會修正通過第 8條 
101.06.06本校 100學年度第 4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第 8條 

第一條 本細則依據國立交通大學組織規程及國立交通大學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訂定之。 

第二條  人事室於每年三月卅日前個別通知已符升等年資之教師。 

第三條  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系級、院級、校級教評會）之召開，均以達三分之二(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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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委員出席為必要條件。 

當學年度各級教評會未組成前，其工作由上學年度各級教評會繼續負責。 

第四條  申請升等教師(以下簡稱擬升等教師)應於每年六月一日前將下列各類送審資料送所屬

系級單位彙整： 

一、研究著作：代表作(合著者須附合著人證明)、參考作及歷年著作一覽表各七份；代表作

及參考作應為送審人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之著作。 

二、教學資訊：送審人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且送審前五年內所有教學評鑑結果(教學反

應問卷調查統計)、開課狀況及有關資料(如講義教材、教學理念等)。 

三、服務(含輔導)資訊：送審人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且送審前五年內有關服務之各種

文件及說明。(以下條文服務均含輔導) 

四、其他：依各系院級教評會之需求所提出之必要文件。 

擬升等教師曾於前述期間內懷孕或生產，若檢具證明經所屬院級教評會核可後，得將第

二款至第四款送審資料之年限延長二年。 

擬升等教師將送審資料向所屬系級單位提出後，逾收件期限（六月一日）即不得抽換。

但依違反相關法規規定應予剔除者，不在此限。 

各級教評會依前項後段規定通知擬升等教師補件或剔除者，如擬升等教師因個人因素

延誤，致影響升等權益，由擬升等教師自負責任。 

送審資料經系級教評會送請校外著作審查人審查後，擬升等教師即不得申請撤回，應

依程序審議其升等案。 

第五條  擬升等教師若經各級教評會認可，得依其專業領域，以作品、成就證明、技術報告等

方式，呈現其專業理論或實務之研究或研發成果辦理升等，其評審辦法依據教育部專科以

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相關規定及其所屬系級、院級規定辦理。 

第六條  擬升等教師所提研究著作至多五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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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屬前開送審之著作，應列於歷年著作一覽表。曾為

代表作送審者，不得再作升等時之代表作。舊制助教(註)及講師之升等代表作應分別達碩

士及博士論文水準，助理教授及副教授之升等代表作，須有獨立研究之能力及表現。 

註：舊制助教係指86 年3 月19 日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施行前任用之人員，爾後如無此類人員

則自動失效。 

第七條  送審代表作、參考作，以已出版公開發行者為限；尚未出版之代表作、參考作，應在六

月一日以前提出已被接受發表（刊登或出版）之證明。其他有關著作之規定，依據教育部專

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二十一條至第二十五條規定辦理。 

前項擬升等教師所提出代表作已被接受發表（刊登或出版）之證明，應為自該刊物出具

證明所載日期一年內發表者始得送審，並自發表之日起二個月內，將該專門著作送交學校查

核並存檔；其因不可歸責於擬升等教師之事由，而未能於一年內發表（刊登或出版）者，應

於一年期限屆滿前檢附該刊物出具未能發表原因及確定發表時間之證明，申請展延，並以該

刊物出具接受證明之日起三年內為限，經校級教評會評審通過後，始得為之。 

未依前項規定期限發表並送繳發表之代表作者， 本校應駁回其申請，並報教育部；其

教師資格尚在教育部審查者，由教育部駁回其申請；其教師資格已審定合格發給教師證書

者，由教育部廢止其教師資格，並追繳或註銷該等級之教師證書。 

第八條  各系級單位應依相關規定訂定教師評審辦法，送院級教評會核備後實施。 

系級教評會應於每年七月三十一日前，完成擬升等教師著作審查、升等評審作業，並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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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升等教師名單、著作審查人名單及著作審查迴避名單送院級教評會召集人備查。 

前項系級教評會辦理擬升等教師著作審查之人數不得少於三人。 

系級教評會在評審講師升等、助理教授升副教授時，僅由副教授及教授參與評審；而在

審副教授升教授時，僅由教授參與評審。 

助教擬升講師者，須有任課機會始得推薦。 

擬升等教師於各級教評會審查期間應實際在校任教。但擬升等教師全時在國內、外進

修、研究或出國講學，其向系級教評會提出申請送審之當學期有實際在校授課者，不在此

限。 

本校新進教師提出升等申請前須先通過教師評量。 

第九條  各級教評會辦理擬升等教師著作審查，審查人不應由送審人建議名單，但送審人可提供

迴避名單，人數至多三人，迴避名單應送各級教評會召集人存查。審查人應為校外專家學者

並與擬升等教師專業領域相符。審查人如有下列情形者，應予迴避： 

一、送審人之研究指導教授。 

二、送審人著作之合著人或共同研究人。 

三、與送審人曾在同一學校服務。 

四、與送審人有親屬關係或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有關規定者。 

第十條  各系級單位將推薦升等教師之相關資料送達各相關院級教評會後，各院級教評會隨即視

各單位之推薦及送審資料是否合於第四條至第九條之規定加以初審。 

第十一條  擬升等教師通過初審後，院級教評會應即對其教學(含服務)進行第一階段之複審。擬

升等教師之教學(含服務)成績經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評定推薦或及格（八十分以上）者(評

分不及格者應敘明具體理由，未敘明理由者該票不予計算），即可進入第二階段之複審，否

則即為不推薦升等。惟經院級教評會同意，第一階段之複審與第二階段之複審得同時進行，

但教學(含服務)應先行評定，且教學(含服務)、研究二項審查結果應分別獨立進行評定。 

第十二條  系級教評會或推薦之教評會委員應對每一擬升等教師擬定至少七位與申請人專業領

域相符之國內外專家學者為著作審查人選，供院級教評會召集人參考（人選不得為系級之著

作審查人員）。院級教評會或推薦之教評會委員得於前開著作審查人選參考名單中增列與

申請人專業領域相符之人選，由院級教評會召集人自名單中擇聘至少四人，以辦理每一擬

升等教師第二階段之複審：著作審查，並將系級教評會擬定之著作審查人員名單及其所選著

作審查人名單於送審前送校級教評會召集人備查。 

著作審查人應對擬升等教師之研究著作就以下四種方式表示意見： 

(甲)傑出 (Excellent) 

(乙)優良 (Good) 

(丙)普通 (Average) 

(丁)欠佳 (Below Average)。 

三分之二以上之著作審查人(含系級教評會辦理擬升等教師著作審查之審查人)對擬升

等教師研究著作之外審意見勾選「傑出」或「優良」，且升等副教授者，尚須四分之一以上

勾選「傑出」，升等教授者，尚須三分之一以上勾選「傑出」，始達到院升等推薦標準，否則

即為不推薦升等。若各院有更嚴格之規定，從其規定。 

第十三條  院級教評會於評審助理教授升副教授時，僅由副教授及教授參與評審；於評審副教授

升教授時，僅由教授參與評審。 

院級教評會得視需要安排升等教師公開演講，並邀請院級教評會委員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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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任行政工作教師申請升等時，除代表作外得另撰具工作心得報告，送由相關單位主管

加註評語後，以『工作心得報告』方式發行，並提請院級教評會審查。 

各院級教評會審查教師升等，應考量並尊重各系所教師專業屬性，並依本細則之評審標

準訂定客觀可信、公平正確之評審辦法，送請校級教評會核備後實施。 

第十四條  院級教評會應於每年十一月二十日前，完成升等複審作業，向校級教評會提供推薦及

不推薦升等名單，並附擬升等教師資料、系級及院級教評會評審意見書及研究、教學之分項

審查結果。院級教評會不推薦者由院級教評會通知當事人，如有不服，得於五天內，以書面

說明向院級教評會提出申請復議。 

第十五條  校級教評會應於每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前召開審查決審會議，必要時並得安排升等教師

演講。 

前項升等審查，校級教評會應先評定教學(含服務)成績，通過者，再評定其研究成績，

二項成績獨立評定，且其研究及教學(含服務)經評定均符合以下規定者即通過升等，否則即

為不通過升等： 

一、研究部分： 

依第十六條規定辦理，並尊重院級教評會著作審查結果。校級教評會委員認為著作審查

程序上有重大瑕疵，或對審查意見提出具專業學術依據之質疑理由，或對審查意見有疑

義，可能動搖著作審查之可信性與正確性時，得經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再送請

著作審查人進行著作審查，其送審人數就有疑義之審查意見人數決定之，其名單由院級

教評會以二倍數提供，經校級教評會召集人決定之。校級教評會所送之著作審查併同院

級教評會所採計著作審查結果合計達三分之二以上評定為傑出或優良者，且升等副教授

者，尚須四分之一以上勾選「傑出」，升等教授者，尚須三分之一以上勾選「傑出」。

系級教評會及院級教評會於審查擬升等教師研究部分有疑義時，得比照辦理。 

二、教學服務部分： 

由出席委員就擬升等教師之教學(含服務)成果做綜合評量後加以評分，經出席委員二分

之一以上評定為及格（八十分以上）者（評分不及格者應敘明具體理由，未敘明理由者

該票不予計算）。校級教評會針對擬升等教師之教學(含服務)評量標準另定之，並送校

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 

決審未通過升等者由校級教評會彙集評分不及格者之具體理由通知當事人，如有不服，

得於收受通知書五日內，以書面敘明具體事實向校級教評會提出復議，復議時如經出席委員

三分之二(含)以上通過，得變更原決審，復議以一次為限。 

前項教師對於復議結果仍有異議者，得依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要點之規

定，向該會提出申訴。 

第十六條  各級教評會對於擬升等教師研究項目，除能提出具有專業學術依據之具體理由，動搖

原專業審查之可信度與正確性，否則即應尊重原著作審查人之意見。 

第十七條  通過審查之升等教師，由學校依規定造冊報請教育部核備並發給教師證書。報部核備

期間依規定應仍以原職任教及支領原職級薪資，俟發給證書後，再於原聘書加註通過升等時

間及補發薪資差額(年資起計年月依教育部核定之日期為準）。 

第十八條  系級、院級教評會對經教師申訴受理機關或其他救濟機關要求依相關法令規定辦

理，仍不辦理，經同一教師申訴受理機關或救濟機關再判定違法者，得由高一級之教評會

重為審查程序。 

第十八條之一  本校編制內專任研究人員升等比照本細則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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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研究人員所屬之系級、院級單位應於教師評審辦法訂定相關研究人員升等審查標

準，並免評定教學成績。 

第十九條  系(所)、院級教評會對擬升等教師教學(含服務)及研究成績之升等門檻，如定有更嚴

格之規定者，從其規定。 

第二十條  本細則經校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及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於本細則101年3月1日修正條文發布施行前已在職且取得升等資格之專任教師（已擔任

講師、助理教授或副教授滿三年以上者），適用原有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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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交通大學 105學年度教師評審委員會第 4次會議紀錄(節錄) 
                                                                                                                                                                                                                                                                                                                                                                                                                                                                                                                                                                                                                                                                                                                                                                                                                                                                                                                                                                                                                                                                                                                                                                                                                                                                                                                                                                                                                                                                                                                                                                                                                                                                                                                                                                                                                                                                                                                                                                                                                                                                                                                                                                         

壹、時間：105年 12月 14日（星期三）上午 9時 

貳、地點：浩然圖書資訊中心 8樓第 1會議室 

參、主席：陳副校長信宏                                   記錄：徐碧霞 

出席人員：應到 37人，實到 33人(含代理 2人)，請假 4人 

盧教務長鴻興、李院長耀坤(林貴林教授代理)、杭院長學鳴(簡仁宗教授代理至下午 1

時 30 分改由陳科宏教授代理)、曾院長煜棋、韋院長光華、胡院長均立、鐘院長育志、

張院長維安、曾院長成德、蘇主任委員育德、許院長根玉、劉院長尚志、張院長翼(請

假)、朱委員仲夏、陳委員秋媛、陳委員月枝、鄭委員裕庭、李委員佩雯、冉委員曉雯、

曾委員建超、謝委員續平、楊委員啟瑞(請假)、黃委員金維(請假)、陳委員智、張委員

淑閔、張委員宗勝(請假)、蔡委員蕙安、林委員亭汝、周委員倩、李委員秀珠、王委

員雲銘、吳委員妍華、張委員玉佩、李委員偉、倪委員貴榮、黃委員美鈴 

列席人員：人事室蘇主任義泰 

肆、報告事項：(略) 

伍、討論事項：  

案由一：本校「教師升等評審作業細則」第十二條修正草案，提請審議(如附件

一，P.1)。 

說  明： 

    一、本校教師升等評審作業細則第 12條修正草案，前經 105年 10月 12日、

105年 11月 30日本校 105學年度教師評審委員會第 1次及第 3次會議

修正通過。 

二、依教育部 104年 9月 30日臺教高(五)字第 1040131130A號函規定：「依

據司法院釋字第 462 號解釋：『各大學校、院、系（所）教師評審委員

會，本於專業評量之原則，應選任各該專業領域具有充分專業能力之學

者專家先行審查』，爰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查之外審委員選任，係

教師評審委員會權責，應由教師評審委員會或推薦教評委員選任，且不

宜僅由 1人選任，並應兼顧專業、公正及保密之原則。」 

三、原修正條文第 12條第 1項規定，教評會或推薦之教評會委員共同參與產生

外審委員人才庫名單，實際送外審由該外審人才庫名單中產生，有助於保

密及避免外審委員受干擾，會後有教評會委員建議維持原草案文字，經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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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高教司詢問，原修正草案第 12條已符合教育部函規定（兼顧保密、

專業及公正之原則）。 

四、本案循程序提校教評會通過後，將併同前次修正條文提校務會議審議，

通過後自 106年 2月 1日起施行。 

五、本案修正草案對照表及修正草案如附件。 

    決  議：經在場 25位委員無記名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得票數 
審查結果 

同意 不同意 

25 0 通過 

以下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