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師評鑑辦法部分條文修正總說明
本校為提昇專任教師教學、研究、服務及輔導之品質，促進專業成長，爰
擬具「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師評鑑準則」修正草案，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依本校 104 學年度第 8 次學術暨行政主管聯席會報決議修改法規名稱。
（修正條文第一條、第二條、第三條、第十七條、第二十條、第二十一條、
第二十二條）
二、依據「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期刊評比暨核心期刊收錄實施方案」，收錄為
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之核心期刊，歸屬於人文學領域者，自 105 年起由
原 THCI Core 更名為 THCI，修正文字。（修正條文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
第一目第二次、第五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一目第二次）
三、依據現行實務，修正部分文字，以明確訂定其他相當學術表現之內容及審
查標準。（修正條文第四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一目第五次、第五條第一項第
二款第一目第五次）
四、明訂兩校整併前，原國立僑生大學先修班已聘之講師及助理教授評鑑結果
之法規適用。（修正條文第六條第四項）
五、依據現行實務，教師晉薪、超授課鐘點計算、在外兼職兼課為學年制，修
正文字。（修正條文第六條第一項、第八條第四項）
六、依據現行實務，教師晉薪、超授課鐘點計算、在外兼職兼課、借調、休假
研究、出國講學、留職留薪出國研究或進修、校內各級教評委員任期、行
政及學術主管任期多屬學年制，修正文字。（修正條文第七條第一項第一
款）
七、明訂評鑑未通過之次學期即屆齡退休者，得免提輔導改善計畫。（修正條
文第七條第四項）
八、配合教務處「教師教學專業發展要點」及研究發展處「學術績優教師協助
研究諮詢實施要點」修正條文內容。（修正條文第八條第二項）
九、增訂受評鑑前五年內獲本校服務傑出獎者得申請當次免接受評鑑。（修正
條文第九條第三款）
十、增訂應受評鑑之次學期即屆齡退休者得申請當次免接受評鑑。（修正條文
第九條第四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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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增訂獲國家文藝獎、行政院文化獎得申請終身免接受評鑑。（修正條文
第十條第一項第二款）
十二、修訂藝術類展演、策展或獲獎終身免接受評鑑之通過標準。（修正條文
第十二條）
十三、修訂音樂類展演終身免接受評鑑之通過標準。（修正條文第十三條）
十四、修訂體育競賽得獎終身免接受評鑑之通過標準。（修正條文第十四條）
十五、明訂延後評鑑之資料採計方式。（修正條文第十五條第四項）
十六、增列「師資培育學院教師」之評鑑辦法另訂之。（修正條文第十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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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師評鑑辦法部分條文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國 立 臺 灣 師 範 大 學 教 師 評 鑑 辦 國 立 臺 灣 師 範 大 學 教 師 評 鑑 準 依本校 104 學年度第 8 次
法。
則。
學術暨行政主管聯席會
報決議修改法規名稱。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校為提昇教師教學、
研究、服務與輔導之品質，促進
教師專業成長，依大學法第廿
一條之規定，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之評鑑對象為本
校專任教師（含專業技術人
員）。
第三條 本辦法之評鑑項目包括
教學、研究、服務及輔導三方
面。評鑑方式得包括系(所）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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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鑑應個別通過後，始通過當次
評鑑。
第四條 教師評鑑項目與通過標
準如下：
一、教學：受評期間課程意見調
查平均三點五分以上、符
合授課時數規定、確實上
傳完整教學大綱、準時繳
交學生學期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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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具原
創性並符合下列規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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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條 本校為提昇教師教學、
研究、服務與輔導之品質，促進
教師專業成長，依大學法第廿
一條之規定，特訂定本準則。
第二條 本準則之評鑑對象為本
校專任教師（含專業技術人
員）。
第三條 本準則之評鑑項目包括
教學、研究、服務及輔導三方
面。評鑑方式得包括系(所）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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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鑑應個別通過後，始通過當次
評鑑。
第四條 教師評鑑項目與通過標
準如下：
一、教學：受評期間課程意見調
查平均三點五分以上、符
合授課時數規定、確實上
傳完整教學大綱、準時繳
交學生學期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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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具原
創性並符合下列規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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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本校 104 學年度第 8 次
學術暨行政主管聯席會
報決議修改法規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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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本校 104 學年度第 8 次
學術暨行政主管聯席會
報決議修改法規名稱。
依本校 104 學年度第 8 次
學術暨行政主管聯席會
報決議修改法規名稱。

一、依據「臺灣人文及社
會科學期刊評比暨
核心期刊收錄實施
方案」，收錄為臺灣
人文及社會科學之
核心期刊，歸屬於人
文學領域者，自 105
年起由原 THCI Core
更名為 THCI，修正文
字。
二、依據現行實務，修正
部分文字，以明確訂
定其他相當學術表
現之內容及審查標
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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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THCI Core）等級或經各學
院認可之其他正面表列之
期刊。但得以科技部（原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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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SCOPUS 收錄之論文，三篇
折抵上開期刊論文一篇
（須為第一作者或通訊作
者始得折抵）。如為 SCI IF
前百分之二十之期刊或
SSCI IF 前百分之五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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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內應有實體審查之專利
二件、副教授及教授五年
內應有實體審查之專利三
件。上述專利須以本校為
權利人。
4.展演或競賽得獎：講師（本
人）及助理教授（本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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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及教授（本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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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揭展
演與競賽須符合各學院、
系所明訂之展演及競賽之
主辦單位、場地、展演名稱
及競賽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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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級或經各學院認可
之其他正面表列之期刊。
但得以科技部（原國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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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SCOPUS 收
錄之論文，三篇折抵上開
期刊論文一篇（須為第一
作者或通訊作者始得折
抵）。如為 SCI IF 前百分
之二十之期刊或 SSCI IF
前百分之五十之期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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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內應有實體審查之專利
二件、副教授及教授五年
內應有實體審查之專利三
件。上述專利須以本校為
權利人。
4.展演或競賽得獎：講師（本
人）及助理教授（本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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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及教授（本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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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揭展
演與競賽須符合各學院、
系所明訂之展演及競賽之
主辦單位、場地、展演名稱
及競賽名稱。
5.其他相當之學術表現：經
三級教評會審議通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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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其他非屬上述各次之相當 （略）
學術表現：經三級教評會
審議通過其學術表現相當
於上述各次者。
（略）
第五條 本校專任教師年資已達 第五條 本校專任教師年資已達 一、依據「臺灣人文及社
二十五年以上者可選擇依第四
會科學期刊評比暨
二十五年以上者可選擇依第四
條規定或依以下規定接受評
核心期刊收錄實施
條規定或依以下規定接受評
鑑：
方案」，收錄為臺灣
鑑：
一、教學：受評期間課程意見調
人文及社會科學之
一、教學：受評期間課程意見調
查平均三點五分以上、符
查平均三點五分以上、符
核心期刊，歸屬於人
合授課時數規定、確實上
合授課時數規定、確實上
文學領域者，自 105
傳完整教學大綱、準時繳
傳完整教學大綱、準時繳
年起由原 THCI Core
交學生學期成績。
更名為 THCI，修正文
交學生學期成績。
二、研究：學術表現與研究計畫
二、研究：學術表現與研究計畫
字。
均應符合下列規定。
均應符合下列規定。
二、依據現行實務，修正
部分文字，以明確訂
(一) 學術表現(含論著、作品、展 (一) 學術表現(含論著、作品、展
演等相關資料)應具原創
定其他相當學術表
演等相關資料)應具原創
性並符合下列規定之一：
現之內容及審查標
性並符合下列規定之一：
1.專書或專書論文：講師及
準。
1.專書或專書論文：講師及
助理教授三年內、副教授
助理教授三年內、副教授
及教授五年內應發表本校
及教授五年內應發表本校
所定具審查機制之專書
所定具審查機制之專書
（得二人以內合著）一本，
（得二人以內合著）一本，
或專書單篇二篇。
或專書單篇二篇。
2.期刊論文：講師及助理教
2.期刊論文：講師及助理教
授三年內應有一篇期刊論
授三年內應有一篇期刊論
文、副教授及教授五年內
文、副教授及教授五年內
應有二篇期刊論文。上述
應有二篇期刊論文。上述
論文須發表於 SCI、SSCI、
論文須發表於 SCI、SSCI、
A&HCI、EI、TSSCI、THCI
A&HCI、EI、TSSCI、THCI（原
THCI Core）等級或經各學
Core 等級或經各學院認可
院認可之其他正面表列之
之其他正面表列之期刊。
期刊。但得以科技部（原國
但得以科技部（原國科會）
科會）研究計畫一件折抵
研究計畫一件折抵期刊論
期刊論文一篇（須為計畫
文一篇（須為計畫主持人
主持人始得折抵）；經
始得折抵）；經 SCOPUS 收
SCOPUS 收錄之論文，三篇
錄之論文，三篇折抵上開
折抵上開期刊論文一篇
期刊論文一篇（須為第一
（須為第一作者或通訊作
作者或通訊作者始得折
者始得折抵）。如為 SCI IF
抵）。如為 SCI IF 前百分
前百分之二十之期刊或
之二十之期刊或 SSCI IF
SSCI IF 前百分之五十之
前百分之五十之期刊，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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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副教授及教授有一
教授及教授有一篇即符合
篇即符合標準。
標準。
3.專利：講師及助理教授三 3.專利：講師及助理教授三年內
年內應有實體審查之專利
應有實體審查之專利一
一件、副教授及教授五年
件、副教授及教授五年內
內應有實體審查之專利二
應有實體審查之專利二
件。上述專利須以本校為
件。上述專利須以本校為
權利人。
權利人。
4.展演或競賽得獎：講師（本
4.展演或競賽得獎：講師（本
人）及助理教授（本人）三
人）及助理教授（本人）三
年內、副教授（本人）及教
年內、副教授（本人）及教
授（本人）五年內應具院轄
授（本人）五年內應具院轄
市級（主辦或場地）以上之
市級（主辦或場地）以上之
展演一次或競賽得獎一
展演一次或競賽得獎一
次。前揭展演與競賽須符
次。前揭展演與競賽須符
合各學院、系所明訂之展
合各學院、系所明訂之展
演及競賽之主辦單位、場
演及競賽之主辦單位、場
地、展演名稱及競賽名稱。
地、展演名稱及競賽名稱。
5.其他非屬上述各次之相當
5.其他相當之學術表現：經
學術表現：經三級教評會
三級教評會審議通過者。
審議通過其學術表現相當 （略）
於上述各次者。
（略）
第六條 講師及助理教授之評鑑 第六條 講師及助理教授之評鑑 一、依據現行實務，教師
結果處理如下：
晉薪、超授課鐘點計
結果處理如下：
一、講師及助理教授每隔三
算、在外兼職兼課為
一、講師及助理教授每隔三
年由各系（所）
、學院辦理
學年制，修正文字。
年由各系（所）
、學院辦理
評鑑。評鑑結果不通過者， 二、明訂兩校整併前，原
評鑑。評鑑結果不通過者，
於次一年起不予晉薪、不
僑生大學先修班已
於次學年起不予晉薪、不
得超授鐘點且不得在外兼
得超授鐘點且不得在外兼
聘之講師及助理教
職兼課，並由學院協調系
職兼課，並由學院協調系
授評鑑結果之法規
（所）給予合理之協助，一
（所）給予合理之協助，一
適用。
至二年再予評鑑，再評鑑
至二年再予評鑑，再評鑑
如仍不通過者，由系（所）
如仍不通過者，由系（所）
向系（所）教評會提出停聘
向系（所）教評會提出停聘
或不續聘之建議。
或不續聘之建議。
二、凡最近一次評鑑不通過者
二、凡最近一次評鑑不通過者
不得提出升等。
不得提出升等。
上開評鑑資料採計期間之
上開評鑑資料採計期間之
計算應以學期為單位，且自教
計算應以學期為單位，且
師前次辦理評鑑之當學期起計
自教師前次辦理評鑑之當
算三年，受評鑑當學期之各項
學期起計算三年，受評鑑
表現應納入下次評鑑資料採
當學期之各項表現應納入
計。
下次評鑑資料採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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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師及助理教授如升等通
講師及助理教授如升等通
過，評鑑時程自升等生效日重
過，評鑑時程自升等生效日重
新起算。
新起算。
於民國八十八年九月二十
於民國八十八年九月二十
九日前已聘之講師及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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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鑑結果比照第七條規定辦
理。
理。
於民國九十五年三月二十
二日前原國立僑生大學先修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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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條 副教授及教授之評鑑結 一、依據現行實務，教師
果處理如下：
果處理如下：
晉薪、超授課鐘點計
一、副教授及教授每隔五年由
一、副教授及教授每隔五年由
算、在外兼職兼課、
各系（所）
、學院辦理評鑑。
各系（所）
、學院辦理評鑑。
借調、休假研究、出
評鑑結果不通過者， 於次
評鑑結果不通過者， 於次
國講學、留職留薪出
學年起不予晉薪、不得超
一年起不予晉薪、不得超
國研究或進修、校內
授鐘點、不得在外兼職兼
授鐘點、不得在外兼職兼
各級教評委員任期、
課、不得借調、不得申請休
課、不得借調、不得申請休
行政及學術主管任
假研究、不得出國講學、不
假研究、不得出國講學、不
期多屬學年制，修正
得申請留職留薪出國研究
得申請留職留薪出國研究
文字。
或進修，且不得擔任校內
或進修，且不得擔任校內 二、明訂評鑑未通過之次
各級教評會委員或行政、
各級教評會委員或行政、
學期即屆齡退休者，
學術主管。但被評鑑不通
學術主管。但被評鑑不通
得免提輔導改善計
過者，一年後應申請辦理
過者，一年後應申請辦理
畫。
再評鑑，自再評鑑通過之
再評鑑，自再評鑑通過之
次學年起解除上述限制。
次年起解除上述限制。
二、凡最近一次評鑑不通過者
二、凡最近一次評鑑不通過者
不得提出升等。
不得提出升等。
上開評鑑資料採計期間之
上開評鑑資料採計期間之
計算應以學期為單位，且自教
計算應以學期為單位，且自教
師前次辦理評鑑之當學期起計
師前次辦理評鑑之當學期起計
算五年，受評鑑當學期之各項
算五年，受評鑑當學期之各項
表現應納入下次評鑑資料採
表現應納入下次評鑑資料採
計。
計。
副教授如升等通過，評鑑
副教授如升等通過，評鑑
時程自升等生效日重新起算。
時程自升等生效日重新起算。
本校副教授及教授評鑑不
本校副教授及教授評鑑不
通過者由系所提輔導改善計
通過者由系所提輔導改善計
畫，送三級教評會討論。惟評鑑
畫，送三級教評會討論。
未通過之次學期即屆齡退休
者，得免提輔導改善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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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民國一百年八月一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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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聘之各級專任教師來校服務
滿三年之次學期（即第七個學
滿三年之次學期（即第七個學
期）須通過評鑑，且評鑑標準同
期）須通過評鑑，且評鑑標準同
第四條之講師及助理教授標
第四條之講師及助理教授標
準。
準。
民國一百零五年二月一日起
民國一百零五年二月一日
各級新聘專任教師應依據「國
起各級新聘專任教師來校服務
立臺灣師範大學教師教學專業
一年內，須參加新進教師研習，
發展要點」
，於到職一年內參加
並完成本校「新進專任教師專
教務處主辦之「新進教師研
業發展作業要點」之規定，始得
習」
，初任教職者應於到職一學
通過本條第一項之新聘教師評
年內進行一次教務處主辦之
鑑。
「同儕觀課與回饋」及一次研
民國一百零五年二月一日
究發展處主辦之「研究諮詢」。
起新聘之各級專任教師如服務
因故未能參加者應於次學年完
於本校具有實驗(習)場所之系
所單位，並經系所核定須接受
成，始得通過本條第一項之新
本校環境安全衛生中心教育訓
聘教師評鑑。
練者，來校服務一年內須依前
民國一百零五年二月一日起
揭中心之相關規定完成教育訓
新聘之各級專任教師如服務於
練與測驗，始得通過本條第一
本校具有實驗(習)場所之系所
單位，並經系所核定須接受本
項之新聘教師評鑑。
評鑑不通過者，於次一年起
校環境安全衛生中心教育訓練
者，來校服務一年內須依前揭
不予晉薪、不得超授鐘點且不
中心之相關規定完成教育訓練
得在外兼職兼課，並得由學院
協調系（所）給予合理之協助，
與測驗，始得通過本條第一項
二年內再予評鑑，再評鑑如仍
之新聘教師評鑑。
不通過者，應提三級教評會決
評鑑不通過者，於次一學年
起不予晉薪、不得超授鐘點且
議不續聘。
不得在外兼職兼課，並得由學 （略）
院協調系（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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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略）
第九條 副教授以上符合下列條 第九條 副教授以上符合下列條
件之一者，得申請當次免接受
件之一者，得申請當次免接受
評鑑：
評鑑：
一、受評鑑前五年內擔任本校
一、受評鑑前五年內擔任本校
研究講座者。
研究講座者。
二、受評鑑前五年內獲本校教
二、受評鑑前五年內獲本校教
學傑出（卓越）獎者。
學傑出（卓越）獎者。
三、受評鑑前五年內獲本校服
務傑出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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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配合教務處「教師教
學專業發展要點」及
研究發展處「學術績
優教師協助研究諮
詢實施要點」修正條
文內容。
二、依據現行實務，教師
晉薪、超授課鐘點計
算、在外兼職兼課為
學年制，修正文字。

一、增 訂 受 評 鑑 前 五 年
內獲本校服務傑出
獎者得申請當次免
接受評鑑。
二、增 訂 應 受 評 鑑 之 次
學期即屆齡退休者
得申請當次免接受
評鑑。

四、應受評鑑之次學期即屆齡
退休者。
第十條 副教授以上研究表現符 第十條
副教授以上研究表現
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得申請終
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得申請
身免接受評鑑：
終身免接受評鑑：
一、獲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者。
一、獲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者。
二、獲頒教育部學術獎、國家講
二、獲頒教育部學術獎或國家
座、國家文藝獎或行政院
講座者。
三、曾擔任本校師大講座者。
文化獎者。
四、曾擔任國內外著名大學講
三、曾擔任本校師大講座者。
座教授，並經本校認可者。
四、曾擔任國內外著名大學講
五、獲科技部（原國科會）專題
座教授，並經本校認可者。
五、獲科技部（原國科會）專題
型研究計畫（含產學合作
計畫）研究主持費（下稱專
型研究計畫（含產學合作
計畫）研究主持費（下稱專
題研究計畫主持費）十五
次以上（獲科技部﹝原國
題研究計畫主持費）十五
科會﹞甲種研究獎可抵一
次以上（獲科技部﹝原國
次專題研究計畫主持費；
科會﹞甲種研究獎可抵一
一次傑出研究獎可抵三次
次專題研究計畫主持費；
專題研究計畫主持費）
，且
一次傑出研究獎可抵三次
計畫執行期限須達一年以
專題研究計畫主持費）
，且
上，每年最多以一件計。
計畫執行期限須達一年以
（略）
上，每年最多以一件計。
（略）
第十二條 副教授以上藝術類個 第十二條 副教授以上藝術類展
演符合下列條件之一且達十五
展、策展、典藏或獲獎符合下列
場次者，得申請終身免接受評
條件之一且比照本校規定科技
鑑：
部專題研究計畫主持費免評鑑
一、個展：於國外或直轄市(院
次數，自一百零四年起由十次
轄市)級以上主辦之個展，
每二年調高一次，至一百一十
每次展出須為不同作品
三年達十五場次者，得申請終
（於國內外國家級主辦之
身免接受評鑑：
個展一次可抵二次直轄市
一、個展：於國外或本校大師美
級主辦之個展）。
術館或本校認可之國家級
二、策展（主辦）︰於國內外主
展場(附件)、臺北市立美
辦之國際級（十國以上）展
術館、高雄市立美術館所
演。
舉辦之個展（每次展出至
三、獲獎：曾獲國際性專業競賽
少平面作品十五件以上、
第一名獎項，且須為不同
立體作品七件以上、綜合
作品。
作品三件以上未展出之作
上開展演每年最多以一場
品）
，經本校組成相關委員
次計。
會審查通過者得採計，最
多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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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訂獲國家文藝獎、行政
院文化獎得申請終身免
接受評鑑。

修訂藝術類展演、策展或
獲獎終身免接受評鑑之
通過標準。

二、策展：須為主策展人，所策
展之參展國家應為三國以
上得採計一次。
三、典藏：作品獲本校大師美術
館或經本校組成相關委員
會審查通過之國內政府機
構（國立歷史博物館、國立
國父紀念館中山畫廊、國
立臺灣美術館、臺北市立
美術館、高雄市立美術館）
或國外公私立優質機構典
藏的作品，並獲有典藏證
明文件，每件作品採計一
次。
四、獲獎：獲國際性專業競賽獎
項得採計一次(每次獲獎
須為不同作品)；獲吳三連
獎或中山文藝獎者一次可
折抵二次；下列專業國際
競賽獲前三名者，獲獎一
次可折抵三次：
(一)視覺設計類：Art
Directors Club
（ADC）、Design and
Art Direction（D＆
AD）、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Graphic
Design Associations
（Icograda / ico-D）
認可、The Type
Directors Club
（TDC）。
(二)產品設計類：iF
International Forum
Design（德國 iF）、
red dot（紅點）、Good
Design Award（GMark）、International
Design Excellence
Awards （IDEA）。
(三)動畫類：美國 ACM
SIGGRAPH 電腦動畫
展、法國安錫動畫影
展、奧地利國際電子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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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競賽、澳洲墨爾本國
際動畫影展。
(四)美術創作類：國際知名
雙年展，並經本校組成
相關委員會審查通過。
上開個展、策展、典藏或獲
獎得相互累計，惟每年最多以
一場次計。
上開競賽獎項前三名名稱若非
以一、二、三名或金、銀、銅獎
項呈現者，由本校組成相關委
員會審查通過。
第十三條 副教授以上音樂類展 第十三條 副教授以上音樂類展 修 訂 音 樂 類 展 演 終 身 免
演符合下列條件之一且比照本
演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得申 接受評鑑之通過標準。
校規定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主
請終身免接受評鑑：
持費免評鑑次數，自一百零四
一、舉辦獨奏會達十五場次以
年起由十次每二年調高一次，
上(除伴奏樂器外，無協演
至一百一十三年達十五場次
人員)，每年最多以一場次
者，得申請終身免接受評鑑：
計。
一、獨奏、唱會、獨舞：除伴奏
二、室內樂達六十場次以上(須
樂器/助奏外，無協演人
為全程參與十人以內之室
員，一場次得採計一次。
內樂)，每年最多以四場次
二、室內樂：全程參與十人以內
計。
之室內樂，二場次得採計
三、與職業樂團合作協奏曲達
一次。
十五場次以上（不得為學
三、協奏曲：與職業樂團合作一
校樂團，職業樂團之等級
首，一場次得採計一次。
須相當於臺北市立交響樂
四、交響樂團：管弦樂皆需為各
團、國家交響樂團、國立臺
部首席，且全程參與演出，
灣交響樂團、長榮交響樂
四場次得採計一次。
團），每年最多以一場次
五、歌劇、音樂劇、神劇、戲劇、
計。
舞蹈中擔任主要角色：一
四、交響樂團演出達九十場次
場次得採計一次。
以上 (管絃樂團皆需擔任
六、作曲/編舞：作曲十五分鐘
各部首席，且全程參與演
以上之大型作品；編舞三
出)，每年最多以六場次
十分鐘以上之大型作品，
計。
演出人員皆需至少四人
五、於歌劇、音樂劇、神劇中擔
(含)，一場次得採計一次。
任主角達十五場次以上
七、指揮：全場指揮職業樂團或
（同一場演出之主角以六
獲得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
人為限），每年最多以一場
補助該場次演出活動，一
次計。
場次得採計一次。
六、個人全場創作音樂會達十
八、導演：一場次得採計一次。
五場次以上，作品實際時
間長度須達三百分鐘以
11

九、指導學生獲得具有國際認
證等級之表演藝術類獲獎
者，一次得採計一次。
上開音樂展演須於國外或
國內直轄市級以上場所主辦，
且須有三分之二以上之不同曲
目。

第十四條 副教授以上體育競賽
得獎（含指導選手參賽）符合下
列條件之一且比照本校規定科
技部專題研究計畫主持費免評
鑑次數，自一百零四年起由十
次每二年調高一次，至一百一
十三年達十五場次者，得申請
終身免接受評鑑：
一、達到參加奧運獲前三名者，
得採計四次
二、達到下列國際賽會成就者
得採計二次：
(一)參加奧運獲前四至八名
者。
(二)參加亞運獲前三名者。
(三)參加奧運正式競賽項目
會員國達二百個以上，
每四年舉辦一次之世界
正式錦標賽獲前三名
者。

上，且必須公開演出，每年
最多以一場次計。
七、全場指揮職業達十五場次
以上（不得為學校樂團，職
業樂團之等級須相當於臺
北市立交響樂團、國家交
響樂團、國立臺灣交響樂
團、長榮交響樂團），每年
最多以一場次計。
八、導演達十五場次以上，每年
最多以一場次計。
九、指導學生獲得具有屬於
World Federation of
International
Music
Competitions（WFIMCO）認
證之國際音樂大賽獲得獎
項達十五次以上，每年最
多以一次計。
上開音樂展演須於經本校
認可之國家級場所舉辦，且須
有三分之二以上之不同曲目，
並符合學院所訂之各項演出條
件。
第十四條 副教授以上體育競賽 修 訂 體 育 競 賽 得 獎 終 身
得獎（含指導選手參賽）個人項 免接受評鑑之通過標準。
目七次以上，團體項目十五次
以上者，得申請終身免接受評
鑑：
指導選手參賽資格個人項
目係指由本校體育室或全國性
體育組織正式發聘為該選手所
屬代表隊教練，所指導之選手
獲國光體育獎章三等三級以上
者。團體項目係指全國性競賽
獲第一名者。
同一年度之競賽成績以採
計一次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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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參加奧運正式競賽項目之
世界正式錦標賽獲前三
名者。
(五)參加非奧運之亞運正式
競賽項目之世界正式錦
標賽獲第一名者。
三、達到下列國際賽會成就者
得採計一點五次
(一)參加世界運動會獲前二
名者。
(二)參加世界大學運動會獲
前二名者。
(三)參加東亞運動會獲第一
名者。
(四)參加非奧運之亞運正式
競賽項目之世界正式錦
標賽獲第二名或三名
者。
(五)參加非奧運、亞運正式競
賽項目之世界正式錦標
賽獲前二名者。
(六)參加亞運正式競賽項目
之亞洲正式錦標賽獲前
二名者。
四、達到下列國際賽會成就者
得採計一次：
(一)參加世界運動會獲第三
名者。
(二)參加世界大學運動會獲
第三名者。
(三)參加國際學校運動會獲
第一名者。
(四)參加東亞運動會獲第二
名者。
(五)參加非奧運、亞運正式競
賽世界正式錦標賽獲第
三名者。
(六)參加非亞運正式競賽項
目之亞洲正式錦標賽獲
前二名者。
(七)參加世界青年正式錦標
賽獲前二名者。
(八)參加世界大學正式錦標
賽獲前三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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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參加亞洲青年正式錦標
賽獲前三名者。
(十)參加亞洲錦標賽獲前三
名者。
五、達到下列國內賽會成就者得
採計零點五次：
(一)參加全國運動會獲第一
名者。
(二)參加全國大專校院運動
會(應辦運動種類)獲第
一名者。
(三)參加教育部核定辦理之
大專校院運動聯賽暨錦
標賽最優級組獲第一名
者。
指導選手參賽資格係指由
本校體育室或全國性體育組織
正式發聘為該選手所屬代表隊
教練。
每賽會換算以一次為限。
第十五條 （略）
第十五條 （略）
教師擔任本校二級主管或
教師擔任本校二級主管或
副主管以上者得自應接受評鑑
副主管以上者得自應接受評鑑
當學期起依其服務年資申請延
當學期起依其服務年資申請延
後評鑑。
後評鑑。
延後評鑑之資料，應自前
次辦理評鑑之當學期起計算，
本次受評鑑當學期之各項表現
應納入下次評鑑資料採計。
第十七條 各學院應依本辦法訂 第十七條 各學院應依本準則訂
定該學院教師評鑑細則，經院
定該學院教師評鑑細則，經院
務會議通過後，報請校長發布
務會議通過後，報請校長發布
施行。
施行。
各學院有更嚴格之規定
各學院有更嚴格之規定
者，從其規定。
者，從其規定。
第十九條 研究人員、約聘教師 第十九條 研究人員及約聘教師
之評鑑辦法另訂之。
及師資培育學院教師之評鑑辦
法另訂之。
第二十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
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明訂延後評鑑之資料採
計方式。

依本校 104 學年度第 8 次
學術暨行政主管聯席會
報決議修改法規名稱。

依本校師資培育與就業
輔導處 106 年 2 月 18 日
奉核原簽辦理。

第二十條 本準則未盡事宜悉依 依本校 104 學年度第 8 次
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學術暨行政主管聯席會
報決議修改法規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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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條 民國一百零三年八 第二十一條 民國一百零三年八
月一日起本校專任教師之評鑑
月一日起本校專任教師之評鑑
依本辦法標準辦理；一百年八
依本準則標準辦理；一百年八
月一日起新聘之教師即適用本
月一日起新聘之教師即適用本
辦法。
準則。
第二十二條 本準則經校務會議
第二十二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
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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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本校 104 學年度第 8 次
學術暨行政主管聯席會
報決議修改法規名稱。

依本校 104 學年度第 8 次
學術暨行政主管聯席會
報決議修改法規名稱。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師評鑑辦法
中華民國八十八年九月二十九日第七十五次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十月二十三日第八十四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十月二十五日第九十六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九十六年六月六日第九十八次校務會議修正通
中華民國一百年六月二十二日第一Ｏ六次校務會議臨時會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一百零三年六月十八日第一一二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一百零四年十一月十八日本校第一一五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一百零六年五月二十四日本校第一一八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本校為提昇教師教學、研究、服務與輔導之品質，促進教師專業成長，依大學
法第廿一條之規定，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之評鑑對象為本校專任教師（含專業技術人員）
。
第三條
本辦法之評鑑項目包括教學、研究、服務及輔導三方面。評鑑方式得包括系(所）
院評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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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始通過當次評鑑。
第四條
教師評鑑項目與通過標準如下：
一、教學：受評期間課程意見調查平均三點五分以上、符合授課時數規定、確
實上傳完整教學大綱、準時繳交學生學期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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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具原創性並符合下列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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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THCI Core）等級或經各學院認可之其他正面表列之
期刊。但得以科技部（原國科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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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SCOPUS 收錄之論文，三篇折抵上開期刊
論文一篇（須為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始得折抵）。如為 SCI IF 前百分
之二十之期刊或 SSCI IF 前百分之五十之期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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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體審查之專利二件、副教授及教授
五年內應有實體審查之專利三件。上述專利須以本校為權利人。
4.展演或競賽得獎：講師（本人）及助理教授（本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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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及
教授（本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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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揭展演與競賽須符合各學院、系所明訂之展演及競賽之
主辦單位、場地、展演名稱及競賽名稱。
5.其他非屬上述各次之相當學術表現：經三級教評會審議通過其學術表
現相當於上述各次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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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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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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一件校外研究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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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部（原國科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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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頂尖計畫或教學卓越計畫…等）
，或擔任校級各樂團指揮
二年，或擔任各校隊教練二年，或擔任國家級或國際級競賽之本校選手訓
練計畫負責人二次，或指導本校學生參與國家級比賽優選以上二次或國際
級比賽入選以上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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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開學術表現、校外研究計畫及特殊貢獻事項之相互折抵以一次為限。
三、服務及輔導：八十分以上，由各學院、系所訂定評分標準。
第五條
本校專任教師年資已達二十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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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評期間課程意見調查平均三點五分以上、符合授課時數規定、確
實上傳完整教學大綱、準時繳交學生學期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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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具原創性並符合下列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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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THCI Core）等級或經各學院認可之其他正面表列之
期刊。但得以科技部（原國科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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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SCOPUS 收錄之論文，三篇折抵上開期刊
論文一篇（須為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始得折抵）。如為 SCI IF 前百分
之二十之期刊或 SSCI IF 前百分之五十之期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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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體審查之專利一件、副教授及教授
五年內應有實體審查之專利二件。上述專利須以本校為權利人。
4.展演或競賽得獎：講師（本人）及助理教授（本人）三年內、副教授（本
人）及教授（本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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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揭展演與競賽須符合各學院、系所明訂之展演及
競賽之主辦單位、場地、展演名稱及競賽名稱。
5.其他非屬上述各次之相當學術表現：經三級教評會審議通過其學術表現
相當於上述各次者。
專書單篇、期刊論文、專利等表現得共同累計，標準同第四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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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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分以上，由各學院、系所訂定評分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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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
、學院辦理評鑑。評鑑結果不通過者，
於次學年起不予晉薪、不得超授鐘點且不得在外兼職兼課，並由學院協調
系（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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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所）向系（所）教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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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開評鑑資料採計期間之計算應以學期為單位，且自教師前次辦理評鑑之
當學期起計算三年，受評鑑當學期之各項表現應納入下次評鑑資料採計。
講師及助理教授如升等通過，評鑑時程自升等生效日重新起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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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民國九十五年三月二十二日前原國立僑生大學先修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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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
、學院辦理評鑑。評鑑結果不通過者，
於次學年起不予晉薪、不得超授鐘點、不得在外兼職兼課、不得借調、不
得申請休假研究、不得出國講學、不得申請留職留薪出國研究或進修，且
不得擔任校內各級教評會委員或行政、學術主管。但被評鑑不通過者，一
年後應申請辦理再評鑑，自再評鑑通過之次學年起解除上述限制。
二、凡最近一次評鑑不通過者不得提出升等。
上開評鑑資料採計期間之計算應以學期為單位，且自教師前次辦理評鑑之當學
期起計算五年，受評鑑當學期之各項表現應納入下次評鑑資料採計。
副教授如升等通過，評鑑時程自升等生效日重新起算。
本校副教授及教授評鑑不通過者由系所提輔導改善計畫，送三級教評會討論。
惟評鑑未通過之次學期即屆齡退休者，得免提輔導改善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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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三年之次學期（即第七
個學期）須通過評鑑，且評鑑標準同第四條之講師及助理教授標準。
民國一百零五年二月一日起各級新聘專任教師應依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師
教學專業發展要點」
，於到職一年內參加教務處主辦之「新進教師研習」
，初任教職
者應於到職一學年內進行一次教務處主辦之「同儕觀課與回饋」及一次研究發展處
主辦之「研究諮詢」
。因故未能參加者應於次學年完成，始得通過本條第一項之新聘
教師評鑑。
民國一百零五年二月一日起新聘之各級專任教師如服務於本校具有實驗(習)
場所之系所單位，並經系所核定須接受本校環境安全衛生中心教育訓練者，來校服
務一年內須依前揭中心之相關規定完成教育訓練與測驗，始得通過本條第一項之新
聘教師評鑑。
評鑑不通過者，於次一學年起不予晉薪、不得超授鐘點且不得在外兼職兼課，
並得由學院協調系（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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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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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一百年八月一日起新聘之各級專任教師如符合第九條至第十四條之免評
鑑規定者，得逕依該條規定申請免評鑑，毋須接受本條第一項之新聘教師評鑑。
民國一百年八月一日起所聘任之各級專任教師通過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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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條之一
評鑑未通過者，經輔導或協助後再予評鑑時，其教學、研究、服務及輔導
之成果採計期間，應以再評鑑年度往前推算三年（講師及助理教授）或五年（副教
授及教授），不得自第一次評鑑年度開始採計成果。
第九條
副教授以上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得申請當次免接受評鑑：
一、受評鑑前五年內擔任本校研究講座者。
二、受評鑑前五年內獲本校教學傑出（卓越）獎者。
三、受評鑑前五年內獲本校服務傑出獎者。
四、應受評鑑之次學期即屆齡退休者。
第十條
副教授以上研究表現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得申請終身免接受評鑑：
一、獲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者。
二、獲頒教育部學術獎、國家講座、國家文藝獎或行政院文化獎者。
三、曾擔任本校師大講座者。
四、曾擔任國內外著名大學講座教授，並經本校認可者。
五、獲科技部（原國科會）專題型研究計畫（含產學合作計畫）研究主持費（下
稱專題研究計畫主持費）十五次以上（獲科技部﹝原國科會﹞甲種研究獎
可抵一次專題研究計畫主持費；一次傑出研究獎可抵三次專題研究計畫主
持費），且計畫執行期限須達一年以上，每年最多以一件計。
前項專題研究計畫主持費通過標準自一百零四年起由十次每二年調高一次，調
整過程如下：
一、一百零五、一百零六年度提出申請者：十一次。
二、一百零七、一百零八年度提出申請者：十二次。
三、一百零九、一百一十年度提出申請者：十三次。
四、一百十一、一百十二年度提出申請者：十四次。
五、自一百十三年度起提出申請者：十五次。
教師獲本校教學優良獎一次得折抵專題研究計畫主持費一次（教學傑出獎一次
得折抵專題研究計畫主持費三次），惟教學優良獎與獲獎同一年度之研究主持費不
得重複採計。教學傑出獎與獲獎當年度起三年內之專題研究計畫主持費亦不得重複
採計。
第十一條
副教授以上教學表現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得申請終身免接受評鑑：
曾獲本校教學優良獎十五次以上（一次教學傑出獎可抵三次教學優良獎）。
第十二條
副教授以上藝術類個展、策展、典藏或獲獎符合下列條件之一且比照本校規
定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主持費免評鑑次數，自一百零四年起由十次每二年調高一次，
至一百一十三年達十五場次者，得申請終身免接受評鑑：
一、個展：於國外或本校大師美術館或本校認可之國家級展場(附件)、臺北市
立美術館、高雄市立美術館所舉辦之個展（每次展出至少平面作品十五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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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立體作品七件以上、綜合作品三件以上未展出之作品）
，經本校組成
相關委員會審查通過者得採計，最多三次。
二、策展：須為主策展人，所策展之參展國家應為三國以上得採計一次。
三、典藏：作品獲本校大師美術館或經本校組成相關委員會審查通過之國內政
府機構（國立歷史博物館、國立國父紀念館中山畫廊、國立臺灣美術館、
臺北市立美術館、高雄市立美術館）或國外公私立優質機構典藏的作品，
並獲有典藏證明文件，每件作品採計一次。
四、獲獎：獲國際性專業競賽獎項得採計一次(每次獲獎須為不同作品)；獲吳
三連獎或中山文藝獎者一次可折抵二次；下列專業國際競賽獲前三名者，
獲獎一次可折抵三次：
(一)視覺設計類：Art Directors Club（ADC）、Design and Art Direction
（D＆AD）、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Graphic Design Associations
（Icograda / ico-D）認可、The Type Directors Club（TDC）。
(二)產品設計類：iF International Forum Design（德國 iF）
、red dot（紅
點）
、Good Design Award（G-Mark）
、International Design Excellence
Awards （IDEA）。
(三)動畫類：美國 ACM SIGGRAPH 電腦動畫展、法國安錫動畫影展、奧地利國
際電子藝術競賽、澳洲墨爾本國際動畫影展。
(四)美術創作類：國際知名雙年展，並經本校組成相關委員會審查通過。
上開個展、策展、典藏或獲獎得相互累計，惟每年最多以一場次計。
上開競賽獎項前三名名稱若非以一、二、三名或金、銀、銅獎項呈現者，由本
校組成相關委員會審查通過。
第十三條
副教授以上音樂類展演符合下列條件之一且比照本校規定科技部專題研究
計畫主持費免評鑑次數，自一百零四年起由十次每二年調高一次，至一百一十三年
達十五場次者，得申請終身免接受評鑑：
一、 獨奏、唱會、獨舞 ：除伴奏樂器/助奏外，無協演人員，一場次得採計一
次。
二、室內樂 ：全程參與十人以內之室內樂，二場次得採計一次。
三、協奏曲：與職業樂團合作一首，一場次得採計一次。
四、交響樂團：管弦樂皆需為各部首席，且全程參與演出，四場次得採計一次。
五、歌劇、音樂劇、神劇、戲劇、舞蹈中擔任主要角色：一場次得採計一次。
六、作曲/編舞：作曲十五分鐘以上之大型作品；編舞三十分鐘以上之大型作品，
演出人員皆需至少四人(含)，一場次得採計一次。
七、指揮：全場指揮職業樂團或獲得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補助該場次演出活動，
一場次得採計一次。
八、導演：一場次得採計一次。
九、指導學生獲得具有國際認證等級之表演藝術類獲獎者，一次得採計一次。
上開音樂展演須於國外或國內直轄市級以上場所主辦，且須有三分之二以上之
不同曲目。
第十四條
副教授以上體育競賽得獎（含指導選手參賽）符合下列條件之一且比照本校
規定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主持費免評鑑次數，自一百零四年起由十次每二年調高一
次，至一百一十三年達十五場次者，得申請終身免接受評鑑：
一、達到參加奧運獲前三名者，得採計四次。
二、達到下列國際賽會成就者得採計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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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參加奧運獲前四至八名者。
(二)參加亞運獲前三名者。
(三)參加奧運正式競賽項目會員國達二百個以上，每四年舉辦一次之世界
正式錦標賽獲前三名者。
(四)參加奧運正式競賽項目之世界正式錦標賽獲前三名者。
(五)參加非奧運之亞運正式競賽項目之世界正式錦標賽獲第一名者。
三、達到下列國際賽會成就者得採計一點五次：
(一)參加世界運動會獲前二名者。
(二)參加世界大學運動會獲前二名者。
(三)參加東亞運動會獲第一名者。
(四)參加非奧運之亞運正式競賽項目之世界正式錦標賽獲第二名或三名者。
(五)參加非奧運、亞運正式競賽項目之世界正式錦標賽獲前二名者。
(六)參加亞運正式競賽項目之亞洲正式錦標賽獲前二名者。
四、達到下列國際賽會成就者得採計一次：
(一)參加世界運動會獲第三名者。
(二)參加世界大學運動會獲第三名者。
(三)參加國際學校運動會獲第一名者。
(四)參加東亞運動會獲第二名者。
(五)參加非奧運、亞運正式競賽世界正式錦標賽獲第三名者。
(六)參加非亞運正式競賽項目之亞洲正式錦標賽獲前二名者。
(七)參加世界青年正式錦標賽獲前二名者。
(八)參加世界大學正式錦標賽獲前三名者。
(九)參加亞洲青年正式錦標賽獲前三名者。
(十)參加亞洲錦標賽獲前三名者。
五、達到下列國內賽會成就者得採計零點五次：
(一)參加全國運動會獲第一名者。
(二)參加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應辦運動種類)獲第一名者。
(三)參加教育部核定辦理之大專校院運動聯賽暨錦標賽最優級組獲第一名
者。
指導選手參賽資格係指由本校體育室或全國性體育組織正式發聘為該選手所屬
代表隊教練。
每賽會換算以一次為限。
第十五條
教師因休假研究、出國進修、出國講學、借調、育嬰、侍親或重大事故等各
項原因並經核准帶職帶薪或留職停薪半年以上者，俟返校服務後自應接受評鑑當學
期起依其請假年限延後評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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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應接受評鑑當學期起依其服務年
資申請延後評鑑。
延後評鑑之資料，應自前次辦理評鑑之當學期起計算，本次受評鑑當學期之各
項表現應納入下次評鑑資料採計。
第十六條
教師所送評鑑資料如涉抄襲、偽造、變造或其他違反學術倫理情事，經查證
屬實，視為該次評鑑不通過，並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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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條
各學院應依本辦法訂定該學院教師評鑑細則，經院務會議通過後，報請校長
發布施行。
各學院有更嚴格之規定者，從其規定。
第十八條
各學院應將教師評鑑結果送交校教評會備查，並將評鑑結果通知相關系所及
個人。
第十九條
研究人員、約聘教師及師資培育學院教師之評鑑辦法另訂之。
第二十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二十一條
民國一百零三年八月一日起本校專任教師之評鑑依本辦法標準辦理；一百
年八月一日起新聘之教師即適用本辦法。
第二十二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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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本校藝術學院認可之國家級單位展場清單
國家級單位

展場名稱

中華文化總會

文化空間

國立國父紀念館

1F（博愛藝廊）
2F（中山國家畫廊 、二樓東廳）
3F（德明藝廊、逸仙藝廊）

國立中正紀念堂

中正藝廊

國立歷史博物館

一~四樓展廳

國立臺灣美術館

1F（A1、 B1、C1～C4 、E 展覽室）
2F（A2、B2、D1~ D3 展覽室）
3F（A3、 B3 展覽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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