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貳陸Ｃ１ 

朝陽科技大學人文暨社會學院教師升等之教學、輔導與服務評分基準表 

9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4 次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議訂定（100.06.14） 
9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4 次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修正（100.06.29） 

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議修正（101.08.23）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議修正（103.11.18） 

審查項目：壹、教學表現方面(60%) 

審查具體要項與重點 
各項得

分上限 
審查要點說明 

一、所授課程教學大綱

均依規定時間完

成輸入至本校授

課教師資訊系統。 

15 課程大綱上網，每學期每門課 1 分。 

二、所授課程教材上

網至本校數位教

學平台。 
10 所授課程教材依時限上網，每學期每門課 1 分。 

三、依課表所訂時間、

地點上課，若調課

均依規定辦理並

依時補課。 

20 
(1)每學期初選前符合每週排課 3 天之規定（兼任行政職務、經校長減

授鐘點或經核准國內部份時間進修者視為符合），每學期 1 分。 
(2)每學期無缺課或缺課均有補課，每學期可得 3 分。 

四、教學評量。 20 

「教學評量」資料由教務處提供，以「學期」為單位，該師平均

值達全院平均值者，可得 4 分/學期，未達者得 2 分/學期，單科

未達「教師評量要點」第 10 條所定標準(3.6)時，扣 4 分/學期，

扣至本項目 0 分為止。 

五、教學年資。 15 
「教學年資」係指現職職級依「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

第 10 條計算，以量化方式計分每一年 5分；校外年資不予採計，

兼任年資折半計算。 

六、其他有關教學之

表現事項 20 

「其他有關教學之表現事項」（不得與審查項目「貳、輔導與服務

表現」重覆計算）得就下列事項加以評核： 
(1)開設網路教學課程，每門課 1 分。 
(2)因教學表現績優，獲公民營機構（需已立案者）頒發教學相關

獎項，每項加 5 分。 
(3)出版具 ISBN 編號的教科書或翻譯國外專業書籍，每項至多加 5 分。 
(4)指導學生相關學藝活動獲獎，每項至多加 5 分。 
(5)指導學生參加博雅教育競賽獲獎，每次加2分，至多可得6分。 
(6)參與校內、外教學專業研討活動，每次 1 分。 
(7)配合校內計畫(如教學卓越計畫之子計畫)執行教學相關活動，

每項 2 分，每學年最多可得 4 分。 
(8)管理專業教室每學期可得 1 分(不得與審查項目「貳、輔導與服

務表現」重覆計算)。 
(9)暑期開課，每學分 1 分。 
(10)擔任學習促進區學習策略精進工作坊輔導老師、圖書館學科指

導教授、英語導航等，每學期 2 分。 
(11)指導研究生完成學位論文，每位 2 分，至多可得 5 分。 
(12)補救教學開課，每學期每門 1 分。 
(13)其他前述各項以外，依本校教師評鑑辦法採計之教學表現，每

項加 5 分。 



貳陸Ｃ２ 

 
審查項目：貳、輔導與服務表現方面(40%) 

審查具體要項與重點 
各項得

分上限 
審查要點說明 

一、兼任本校各級主管或

協辦本校各級單位

行政事務之情形及

其表現 (含行政教

師、實驗室或專業教

室管理)。 

25 

1.兼任校級一級主管，每一學年每一項可得 10 分。 
2.兼任校級二級主管或行政教師，每一學年每一項可

得 8 分。 
3.以本校名義策劃與主（協）辦之國內外大型活動，

如國際性、跨校或全校性等非行政工作職掌之大型

活動的工作小組成員，每案主持人可得 12 分，協同

主持人可得 6 分。 
4.擔任本院辦理之期刊執行編輯，每年可得 6 分。 
5.參與高中職校升學講座、接待高中職校師生參訪等

有關招生宣導活動及協助進修部接榜事宜，每次可

得 2 分。 
6.擔任本校各項招生考試監試及試務工作（含擔任口

試委員、審查委員、命印題委員等職務）及協助技

專校院統測監考及試務工作；擔任國家考試典試委

員，每次可得 4 分。 
7.擔任學校指定之校務發展專案計畫主持人每案每年

可得 10 分，子計畫主持人每案每年可得 5 分。 
8.參與系級以上單位之服務，包括專業教室規劃與管

理，策劃或協助辦理校內外各類研討會、研習、競

賽、表演、展覽等活動或配合學校特殊需求之服務

工作等，每案可得 8 分。 

二、擔任班級導師、學會指

導老師、輔導老師等學

生輔導性工作服務之

情形及其表現。 

20 

1.每一學年每一職務可得 3 分，如有獲獎，則每個獎

項再加 3 分（不含校外職務），且不得與審查項目

「壹、教學表現」各項重覆計算。 
2.帶領學生參與海外志工服務、海外遊學、海外實習

等，每次得 3 分。 
3.其他足堪認定學生輔導性工作服務之表現（例如：

對國際生輔導或接待等），每項得 3 分。 

三、辦理各種產學合作專

案計畫，擔任推廣教

育中心課程及校內

外專業服務，有具體

貢獻者。 

20 

1.公民營計畫案及產學合作專案計畫，每案金額達

5-10 萬者，每案可得 5 分；每案金額達 10(含)-50 萬

者，每案可得 10 分；50(含)-150 萬者，每案可得 15
分；每案 150 萬(含)以上者，每案可得 20 分。(共同

主持人、協同主持人、研究人員依序依 60%、40%、

20%計分) 
2.受邀於國內外社團或機構，提供專業服務。擔任任

期制職務，如學術性學會、法人或基金會之理監事

或董監事、學術刊物編輯、公民營機構顧問或委員，

每年可得 3 分。按次計算者，如學術刊物審查委員、

評鑑委員或論文口試委員，每次可得 1 分，最多採

計 10 分。 
3.辦理學分班、專長培訓、研習營、政府委訓等推廣

教育課程授課達 18 小時以上之教師，每件 10 分。 



貳陸Ｃ３ 

審查具體要項與重點 
各項得

分上限 
審查要點說明 

4.受邀到企業作在職教育訓練，授課達 6 小時以上之

教師，每件得 3 分。其餘未達 6 小時的課程授課，

每件得 2 分。 
5. 受邀擔任校外機構評鑑（評審）委員，每件 3 分。 
6. 擔任其他校內外專業服務，每項 2 分。 

四、參與各級委員會工作

並有其具體事實者。 
20 

擔任院級以上各項委員會委員，每一學年每一項可得3

分，但不含校外職務，且不得與審查項目「貳、輔導

與服務表現方面」之第一項重覆計算。 

五、其他有關輔導或服務

之表現。 
15 

本項就下列事項加以評分： 
(1)協助本校募款、捐地、或其他有助校務發展之事

項，每件最高得 5 分。 
(2)官方委辦輔導方案之輔導人員，每件 3 分。 
(3)輔導或服務表現績優事蹟，或獲公民營機構（需

已立案者）頒發輔導或服務等相關獎項，每件最

高得 5 分（不得與前述第 2 項重複計算）。 
(4)其他前述各項以外，依本校教師評鑑辦法採計之

輔導或服務表現，每件最高得 5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