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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東科技大學 管理學院       學年度 教師評鑑評量表 

教學部分 

單位： 
 

職級： 
 

姓名： (簽名) 

 

評鑑指標 指標細項 配分原則 
配分 

上限 

教師自

評分數 

佐證資料 

編號 

未獲採計 

資料編號 

複評 

分數 

1. 教學準備表現 1.1 數位教材上網 科目數×8 15     

2. 教學授課表現 
2.1 教學評量 

 (評量期間平均數，含日夜進) 

每學期平均分數

3.5 (含)以上者×10 

每學期平均分數未

達 3.5 者×2 

50     

3. 學生課業、專題及

論文指導 

3.1 指導畢業專題/碩士論文(學年計) 組數/人數×10 

40 

    

3.2 指導學生競賽/展演 項次數×5     

3.3 輔導學生證照課程 

 (政府及教育部認可之民間證照) 
科目數×10     

3.4 指導學生申請國科會專題研究 件數×3     

3.5 指導學生獲得國科會專題研究 件數×10     

3.6 專題與產學合作或專案研究計畫

結合 
每案×10     

3.7 指導學生投稿專題論文於校際性

學術研討會或學術期刊 
件數×3     

3.8 專題論文於校際性學術研討會公

開發表 
件數×10     

4. 教學與行政配合

情形 

4.1 實施雙講師教學(共同/協同教學) 科目數×5 

40 

    

4.2 開辦同步網路教學 課程數×5     

4.3 開辦非同步網路教學 課程數×5     

5. 教學獲獎情形 

5.1 指導學生競賽/展演得獎 

 (含碩士/專題論文競賽) 
參閱備註 4 

40 

    

5.2 輔導教師/學生考取證照 

 (政府及教育部認可之民間證照) 
考取張數×1     

5.3 輔導學生考取國際證照 考取張數×1.5     

5.4 獲選優良教師 次數×15     

5.5 教師獲改進教學獎助(如編撰教

材,…) 
次數×10     

6. 其他與教學相關

事項 

6.1 教師考取政府及教育部認可之民

間證照 
考取張數×15 

40 

    

6.2 提供學生課後輔導，有輔導紀錄 時數×0.5     

6.3 全英語授課且申請核准通過者 科目數×5     

6.4 教材、講義等採用原文書籍且考

試皆以原文方式出題。 
科目數×3     

6.5 擔任學生專題/論文口試委員(非

指導老師) 
組數×1     

6.6 辦理校外教學參訪 次數×5     

6.7 其他 該項次配分上限 20     

教學部分評量分數合計 (上限以 100 分為原則 )      

備註： 

1. 評鑑資料以受評日期前兩年內為限。 

2. 各項分數需提供具體佐證資料，否則不以採記。 

3. 受評鑑教師如有未列於本表之具體事蹟，得於「6.7 其他」項次內補充。 

4. 全國性公開競賽：  第一名：項次數×20  第二名：項次數×15  第三名：項次數×10  其  他：項次數×5 

 非全國性公開競賽：第一名：項次數×9   第二名：項次數×7   第三名：項次數×5   其  他：項次數×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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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東科技大學 管理學院       學年度 教師評鑑評量表 

研究部分 

單位： 
 

職級： 
 

姓名： (簽名) 

 

評鑑指標 指標細項 配分原則 
配分 

上限 

教師自

評分數 

佐證資料 

編號 

未獲採計 

資料編號 

複評 

分數 

1. 期刊論文、發明專

利、新式樣/新型專

利 (投稿接受證明

至刊登為止，可使

用 2 年) 

1.1 SSCI、SCI、發明專利之第一作者或通

訊作者 
件數×20      

1.2 SSCI、SCI、發明專利之第二作者以後 件數×10      

1.3 其他國際期刊及國內編審制度期刊論

文、新式樣之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 
件數×10      

1.4 其他國際期刊及國內編審制度期刊論

文、新式樣之第二作者以後 
件數×5      

1.5 TSSCI、新型專利之第一作者或通訊作

者 
件數×15      

1.6 TSSCI、新型專利之第二作者以後 件數×8      

2. 著作出版 

2.1 教學相關著作或教科書(第一作者) 件數×30      

2.2 教學相關著作或教科書(第二作者以

後) 
件數×10      

2.3 一般未設嚴格編審制度之專業雜誌 件數×5      

3. 專題研究計畫 

3.1 以學校名義申請政府機關計畫案且有

證明者 
件數×15 30     

3.2 以學校名義執行政府機關計畫案 件數×20      

4. 產學合作成果 

4.1 以學校名義申請非政府機關產學合作

案(伍萬元以上)且有證明者 
件數×10 20     

4.2 以學校名義執行非政府機關產學合作

案(伍萬元以上) 
件數×15      

5. 研討會論文發表 

5.1 國際研討會論文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 件數×10 40     

5.2 國際研討會論文第二作者以後 件數×5 10     

5.3 國內研討會論文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 件數×5 20     

5.4 國內研討會論文第二作者以後 件數×5 10     

6. 其他研究表現 

6.1 申請發明專利、新式樣/新型專利 件數×10 20     

6.2 研習證明 16 小時(含)以上 

 (不與參加研討會累計) 
件數×5 20     

6.3 參加國內國際研討會或一般研討會 件數×2 20     

6.4 參加國外之國際研討會(含大陸港澳) 件數×10 20     

6.5 其他  20     

研究部分評量分數合計 (上限以 100 分為原則 )      

備註： 

1. 評鑑資料以受評鑑日期前兩年內為限。 

2. 各項分數需提供具體佐證資料，否則不以採記。 

3. 受評鑑教師如有未列於本表之具體事蹟，得於「6.5 其他」項次內補充。 

 

 
 

 

附表二 



 3 

嶺東科技大學 管理學院       學年度 教師評鑑評量表 

輔導與服務部分 

單位： 
 

職級： 
 

姓名： (簽名) 

 

評鑑指標 指標細項 配分原則 
配分 

上限 

教師自

評分數 

佐證資料 

編號 

未獲採計 

資料編號 

複評 

分數 

1. 擔任導師表現 

1.1 擔任日間部導師 學期數×5      

1.2 擔任進修部、進修學院(專校)導師 學期數×3      

1.3 獲選學務處各組之績優導師獎勵備註 1 次數×10      

2. 學生社團輔導 2.1 擔任系學會/學生社團指導老師 學期數×3      

3. 學生至業界實

習、參訪與輔導 

3.1 至實習廠商訪談學生，有訪談紀錄 廠商數×5 20     

3.2 找尋實習廠商及輔導學生實習，有輔導

紀錄 

廠商數×10 +

學生數×2 
30     

4. 參與校內各種委

員會 
4.1 擔任校/院/系各項委員 年次數×3 30     

5. 行政服務表現 5.1 兼任行政工作 學期數×20 40     

6. 招生服務表現 
6.1 參與招生/就業服務 天數×5 

30 
    

6.2 協助研究所考生完成報名 人數×5     

7. 推廣教育表現 7.1 推廣教育中心/社區大學開課 科目數×5      

8. 學術服務表現 

8.1 擔任學術期刊編輯委員 期刊數×25 

40 

    

8.2 擔任學術論文/計畫案審查委員或專業

領域評審 
篇數/案數×5     

8.3 擔任立案學術單位理監事 
每年職位數×

5 
    

8.4 擔任政府單位委員會委員 
每年職位數×

10 
    

8.5 應邀至學術單位或研討會演講 場數×10      

8.6 參與學術研討會籌辦工作 場數×5      

9. 社會服務表現 

9.1 至社會/業界服務 時數×0.5 

30 

    

9.2 應邀至校外演講或教育訓練 場數×10     

9.3 擔任公益團體理監事 
每年職位數×

5 
    

10. 其他輔導與服務

表現 

10.1 協助撰寫校/院/系之(子)計畫案申請 件數×10 

30 

    

10.2 協助執行校/院/系之(子)計畫案(含專

案) 
件數×15     

10.3 代表院/系參加校內競賽有得獎事實 次數×5      

10.4 代表校/院/系參加校外競賽有得獎事實 次數×10      

10.5 協助辦理校/院/系各項相關活動 件數×5      

10.6 協助訪視工作 次數×10      

10.7 協助評鑑工作 次數×20      

10.8 擔任校外機構無給職之工作參與 件數×10      

10.9 其他  20     

輔導與服務部分評量分數合計 (上限以 100 分為原則 )      

備註： 

1. 舉凡於本項次採認計分者，不得以受獎之學期另於 1.1 及 1.2 重複計分。 

2. 評鑑資料以受評鑑日期前兩年內為限。 

3. 各項分數需提供具體佐證資料，否則不以採記。 

4. 受評鑑教師如有未列於本表之具體事蹟，得於「10.9 其他」項次內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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