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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校務會議修
正通過 教師升等制度之現況師升等著作校外審查作

業

外審人數
調整為4人

類別 項 目 備註
基
本
門
檻

教學 1.教學評鑑成績 2.前六學期授課時數

3.授課教材 4.教學相長表現

服務 1.研發能量 2.擔任導師或校內校級會議委員

3.學術研究倫理

教
學
服
務
成
績

教學成績
(100分)

1.教學反應意見調查(50分)

2.配合學校特殊任務及國際化(10-40分)3.教學創新與得獎(10-40分)

服務成績
(100分)

1.服務年資(10分)

2.研究計畫執行與服務情況 (20分)

3.擔任校內各級會議委員及對系、所、院、校共同事務及實驗室工廠
等管理之貢獻情況及擔任校內行政職務之貢獻情況(30分)

4.輔導學生課外、科技活動及學術演講(15分)

5.主持、協助、參與政府校外學術團體(15分)

6.社區服務(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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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等
通過門檻 著作外審成績佔百分之七十：

➢ 擬升等為助理教授者，須有二位以上審查人評定為推
薦以上，且平均達七十五分以上。

➢ 擬升等為副教授者，須有三位以上審查人評定為推薦
以上，且平均達七十八分以上。

➢ 擬升等為教授者，須有三位以上審查人評定為推薦以
上，且平均達八十分以上。

教學服務成績佔百分之三十：總評分應達八十分。



基本門檻

研發成果(研發處計畫業務組)

02
基本門檻

5
基本門檻及教學服務成績考核資料表

委託單位 計畫名稱 執行期間 擔任職務 計畫金額
領域類別

(由升等教師自行
認定)

委託單位 計畫名稱 執行期間 擔任職務 計畫金額
領域類別

(由升等教師自行
認定)

委託單位 計畫名稱 執行期間 擔任職務 計畫金額
領域類別

(由升等教師自行認定)

自然科學領域
人文社會科學領域

1. 計畫擷取區間(近5年內之定義)：教師升等生效日前一日往前推算最多10學期。
2. 需以國立臺灣海洋大學之名義所承接之計畫。

取得前一職級教師資格後升等期間主持科技部研究計畫1件
以上並擔任主持人；或政府(科技部除外)及民間企業合作
計畫，近5年(以計畫起始日為準)內3件以上(累積金額達
150萬以上)；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累積金額達45萬以上)。



基本門檻

教學評鑑成績(教務處學術服務組)

02
基本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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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三年內教師教學評鑑成績，應達所屬年度全校專任教師開設課程之後標平
均值或加權後平均值在4.0以上。

授課時數統計表
1. 申請教師如屬具有大學部之學系，所授課程須至少1門為大學部課程。
2. 本統計表依本校『教師升等辦法』第二條規定列計之。

基本門檻及教學服務成績考核資料表



基本門檻

授課教材自編(更新)情形(教學單位)

02
基本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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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申請教師至少須達三門課程使用自編(更新)之課程，請附上佐證資料並說明，供
查核。
2.更新教材可為下列(例)
(1)一般教材：教具、已出版且公開發行之大學教科書、參考工具書、書籍…等。
(2)數位教材：含電腦軟體、影音串流、多媒體動畫、教學網站、電子書…等。
(3) 實驗 (習)示範教學。
(4) 學生授課意見或其它佐證資料等。

教學相長表現
1. 教學參與表現應為送審人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使得計算。。
2. 開放課程觀摩1次2點、參與課程觀摩1次1點，共須達3點(含)以上。
3. 110學年度第1學期起聘之教師應參與新進教師研習達6小時以上，且參與飛鷹翱
翔計畫。

基本門檻及教學服務成績考核資料表



基本門檻

擔任導師或校內校級會議委員情形
(學務處諮商輔導組/教學單位)

02
基本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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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五年(10學期)內需擔任導師達5次(含)以上(每學期以1次計算)或擔任達3次以上
校內校級會議委員，始達到門檻標準。(學務處)
2.擔任校內校級會議委員者，由單位一級主管出示本校校隊、社團輔導老師或
其他服務證明，供系所審核。(教學單位)

學術研究倫理課程
教師須於系統上傳6小時學術研究倫理課程通過證明
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線上課程，課後可取得證書 https://ethics.moe.edu.tw/

基本門檻及教學服務成績考核資料表



03
教學成績

教學服務成績考核資料總表
7

教學評鑑成績(50分) (教務處學術服務組)

1、教學評鑑各平均值之滿分標準為5分。
2、依教學評鑑平均成績乘以十計算得分(4捨5入，核算到小數點3位)。
3、最近三年內教師教學評鑑成績，應達所屬年度全校專任教師開設課程之後標
平均值或加權後平均值在4.0以上)。

表格標號
A001



03
教學成績

教學服務成績考核資料總表
7

配合學校特殊任務及國際化(10~40分)
(教學單位)□10分 □20分 □30分 □40分

1、行政作業(細項配分由院、系所教評會訂定之)。
(A)協助校內外訓練班、學分班(如馬祖學分班)開課、(B)配合校院系因師資不足
協助開課、(C)推動國際化(英語授課另計)、(D)社會回饋、
(E)參與教育部推動之教學研究(如USR)計畫、(F)其他

2、英語授課(英文課程除外)：每2學分課程計6分，3學分課程計10分，最高採計
30分。(採計升等前六學期)。

表格標號
A002



03
教學成績

教學服務成績考核資料總表
7

教學創新與得獎(10~40分)
□10分 □20分 □30分 □40分

送審人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使得計算(請自行檢附具體証明文件備查)

1.參與校級規劃之創新教學方案(2分/案) (教學中心覆核)
2.參與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教學中心覆核)
3.執行其他與教學相關計畫 (教學單位覆核)
4.教學優良與傑出 (學術服務組覆核)
5.參與國內、國際型教學相關競賽 (教學單位覆核)

表格標號
A003



04
服務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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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教學服務成績考核資料總表

表格標號
B001 服務年資(10分) (人事室)

1.本項考核評分佔服務成績10分。
2.服務滿三年以6分計，每滿一年加計1分，滿分為10分，超出部份不予計分，
不足1年部份亦不予計分。
3.出國超過六個月以上之期間，該出國期間不計入升等年資，留職停薪期間
亦不採計年資。升等年資之統計資料由人事室統一提供。
4.送審人在本校服務期間至少必須年滿一年以上始得提出申請。



04
服務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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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教學服務成績考核資料總表

表格標號
B002 參與研究計畫執行與服務情況(20分) (研究

發展處計畫業務組、產學營運總中心覆核)
1.研究計畫件數(15分) (採計近5年內; 教師升等生效日前一日往前推算最多10
學期)：以主計室管控且有會計編號之主持人(多年期計畫逐年採計且以計畫起
始日為準)。
2.申請科技部計畫(5分)(採計近5年申請紀錄：1件計1分，最高5分。科技部通
過之多年期計畫逐年採計，請檢附佐證資料)

3. 專利、技轉: 每1件計2分，最高5分。(額外加分)。

※備註：本項總分20分，計分合計超過20分時，以20分計



04
服務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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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教學服務成績考核資料總表

表格標號
B003 擔任校內各級會議委員及對系、所、院、

校共同事務及實驗室工廠等管理之貢獻情
況及擔任校內行政職務之貢獻情況(30分)

1.本項服務考核評分佔服務成績30分。
2.系(所)級主管評分佔10分，評分滿分為10分。
3.院級主管評分佔10分，評分滿分為10分。
4.校級主管(校長)評分佔10分，評分滿分為10分。



04
服務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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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教學服務成績考核資料總表

表格標號
B004 輔導學生課外、科技活動及學術演講情況

(15分)

1.本項考核評分佔服務成績15分。
2.送審人自評佔5分，評分滿分為5分。
3.系(所)級主管評分佔5分，評分滿分為5分。
4.學務處主管評分佔5分，評分滿分為5分。



04
服務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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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教學服務成績考核資料總表

表格標號
B005 主持、協助、參與政府校外學術團體之活

動(15分)

1.本項考核評分佔服務成績15分。
2.送審人自評滿分為8分。
3. 系(所)級主管評分滿分為7分。



04
服務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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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教學服務成績考核資料總表

表格標號
B006 社區服務及其他服務(含展演)情況 (10分)

1.本項考核評分佔服務成績10分。
2.展演每1件計2分，最高合計 6分。
3. 送審人自評滿分為6分。
4. 系(所)級主管評分滿分為4分。



05
注意事項

注意事項

擬依行政程序簽核後，發布施行，爰自110年12月15日前申請
升等者適用基本門檻、教學服務成績考核資料審查程序。
請各院系配合本校升等作業要點時程完成基本門檻、教學服務
成績考核資料之訂定。
送審著作應符合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之著作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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