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耕莘健康管理專科學校教師評鑑辦法 

 

民國 97 年 4月 21 日主管會議審議通過 

民國 97 年 9月 12 日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  

民國 97 年 12 月 27 日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民國 99 年 10 月 20 日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0 年 03 月 11 日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0 年 06 月 21 日校務會議審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為提升本校教師學術研究、教學、服務和輔導水準，增進教師對本校之向心力 

         與貢獻，進而提升本校聲譽與辦學績效，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教師除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外，餘均應依本辦法就教學型或研究型擇一接 

         受評鑑：  

         一、校長。  

         二、新進專任教師未滿一學年者。  

         三、留職停薪之專任教師。 

         教師兼任本校行政職務或學術單位主管，其評鑑得由教學型、研究型或服務型  

         三者中擇一接受評鑑。  

第三條   教師評鑑之項目分為學術研究、教學、輔導、服務四大項，具體內容詳見附表 

        《教師評鑑項目表》。  

第四條   本校專任教師評鑑每學年度辦理一次。  

第五條   各專任教師應於每年度六月三十日前，依規定格式填寫自評表，並於規定期 

         限內繳交各科（中心）主任。  

         教師對於自評表所描述之事實部分，有提供佐證資料之義務。  

         教師未依期限繳交自評表者，其所屬科（中心）應以書面通知該教師及人事室， 

         經人事室限期七日內催告繳交，逾期仍未繳交者，列入考核並請該科科教師評 

         審委員會審議後，再提本校校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懲處。  

第六條   各科（中心）主管應於每學年度結束前，彙整專任教師該學年度自評表，以客 

         觀、公正、公平之精神，依下列方式辦理評鑑：  

         一、針對個別教師自評表所描述之事實，核對佐證資料，並依各項量化與質性 

            指標，衡酌各方反映意見，分項加註評估意見。  

         二、參考教師於各項目之表現績效，依照《教師評鑑項目表》核配分數。  

         三、由科（中心）主管簽章彌封後，送人事室彙辦。  

         兼有行政職務之教師仍由各所屬科（中心）主任負責，各一級行政與學術單位   

         主管由校長評定。  

第七條   本校專任教師評鑑之評定，由校長邀請相關校內外人員組成評鑑小組負責辦理。 

         評鑑小組成員校內為九名（含校長），需具助理教授以上資格者；如有評鑑爭議 

         時，得聘請校外人員進行複審，以三名為限。  

         評鑑小組開會時，必要時得邀請關係人列席。  



第八條   本校專任教師評鑑，其評定之等級分為五級：  

         一、優等：90 分(含)以上。  

         二、甲等：80 分(含)以上未滿 90 分。  

         三、乙等：70 分(含)以上未滿 80 分。  

         四、丙等：60 分(含)以上未滿 70 分。  

         五、丁等：60 分以下。  

第九條   專任教師評鑑之結果，由人事室密送各專任教師，並將各科（中心）整體評鑑 

         結果密送各科（中心）主管。  

         專任教師對於評鑑結果有異議者，於收到評鑑結果兩週內，可逕向人事室提出   

         覆議，由評鑑小組重新審議，邀請當事人親自說明，再予評定。  

第十條 本校專任教師評鑑結果，得作為教師升等、續聘、長期聘任、停聘、不續聘及 

         獎勵之重要參考。  

第十一條 本校教師評鑑之詳細作業時程，以及自評表、評定表等相關書表格式，由研究 

         發展處會同相關單位擬訂。  

第十二條 本校參與教師評鑑之人員對於教師評鑑資料、結果及評鑑小組出、列席人員發 

         言之內容，負有保密之義務。  

第十三條 本辦法經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及校務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 

         修正時亦同。   

 

 

 

 

 

 

 

 

 

 

 

 

 

 

 

 

 

 

 

 

 

 



《教師評鑑項目表》 
一、受評人員分為教學型、研究型與服務型三類，一般教師得就前二項任選一類，兼任行

政之教師得就三者中擇一，評鑑項目均相同，但所占配分不同。每項得分超出配分者部分，

不予計算。 

(一)教學型 

項目 學術研究 教學 服務 輔導 合計 

配分 5 40 15 40 100 

(二)研究型 

項目 學術研究 教學 服務 輔導 合計 

配分 25 30 15 30 100 

(三)服務型 

項目 學術研究 教學 服務 輔導 合計 

配分 5 30 60 5 100 

 

二、學術研究評鑑指標： 

分項目 評分暨配分說明 備註 

學術論

文與創

作發表 

1. SCI、SSCI、EI 或 ELI 等級每篇 20 分。 
2. TSCI,TSSCI 等級每篇 15 分。 
3. 具有審查機制國內外學術期刊每篇 10 分。 
4. 具有審查機制國內外研討會論文每篇 8分。 
5. 其它每篇 4分。 
6. 各項創作展覽與競賽每次上限 15 分。 

1. 合著者，第一作者（含
通訊作者、責任作者）

以滿分計，第二作者以

50%計，第三作者以 30%

計，第四作者以下以20%

計。 

2. 各項作品須以本校名義
發表始得採計。 

3. 同一作品限採計一次。
專業 

書籍 

限當年度出版，具審查機制的專書，每件上限 20 分。 不包含教科書 

產學 

合作 

金額以 1 萬元為基準，每件 5 分，每超出 1 萬元加

1分。 

辦理學校推動推廣教育績效卓著者，每件最高加 5

分。 

推動推廣教育績效卓著

者，指各科負責計畫同仁，

參與授課且領有鐘點費者

不得列計。 

專利或

證照 

1. 專利每張 20 分。 
2. 乙級或等同以上證照每張 10 分。 
3. 其他證照 5分(有助於專業與教學為主)。 
4. (以上項目均以該學年度取得者為限) 

專利合著者，第一作者以滿

分計，第二作者以 50%計，

第三作者以 30%計，第四作

者以下以 20%計。 

特殊學

術榮譽 

1. 國科會研究獎勵傑出獎 25 分。 
2. 國科會研究獎勵吳大猷獎或國科會研究獎勵傑
出獎候選人 25 分。 

3. 其他學術榮譽，最高不超過 20 分。 

 

研究 

計晝 

1. 國科會研究計畫及其他政府單位研究案，通過者
每件 25 分。 

2. 校內研究計畫，個人型每件 5分，整合型校級每
件 20 分，科級每件 10 分。 

3. 其它民間機構委辦研究計畫案，每件 20 分。 

整合型計畫（含國科會及其

他政府單位、校內研究計畫

及民間機構等），主持人以

滿分計，共同主持人以 80%

計，協同主持人以 50%計。

 



三、教學評鑑指標： 

分項目 評分暨配分說明 備註 

學生教

學評量

結果 

1. 教學型以評量分數乘以 4分。 
2. 研究型以評量分數乘以 3分。 
3. 服務型以評量分數乘以 3分。 

各科教師授課或校外實習

評量分數按學分比例計算。

學生教

學評量

之質性

意見 

學生質性評量部分依實際內容給予。(授課學生人數

1/4 以上之正向肯定，給予加 2-5 分) 

由教務處進行質性評量交

予科主任評分。 

專業 

成長 

1. 參與校內外與專長有關之進修或研習，以時數計
算，每小時 0.1 分，最高上限 10 分。 

2. 未提出實務成長計畫者扣 6分，未執行實務成長
計畫者每件扣 5分，未依規定完成成果報告每件

扣 3分。 

由研發處教學資源中心提

供未提出實務成長計畫

者、未執行實務成長計畫者

及未依規定完成成果報告

名單。 

教學行

政配合 

1. 符合下列情事者基本分數為 10 分 
甲、 依期限繳交課綱、教學計畫、薦購書單、考卷、

成績、教學回饋、低成就學生輔導及低成就科

目紀錄表。 

乙、 依規定辦理調補課。 

丙、 成績更正每學年不得超出 2（含）科目或同 1

科目超出 3（含）位同學。 

丁、 依規定出席集中考試監考。 

2. 開設遠距教學課程，每學期每科目加 3分。 
3. 開設科與科跨領域課程，有助提升學生基本素養
或核心能力，每學期每科目加 3 分。（由科（中

心）課程委員會議認定）。 

4. 開設 70 人以上之合班課程，每學期每科目加 1
分。 

5. 推動服務學習課程，每學期每科目加 3分，合作
者以期刊著作標準計算。 

6. 建置本校數位化教學平台（教學內容、線上測
驗、自製教學影片、線上教學互動等），每學期

每科目加 3 分。(教學內容上傳、更新線上測驗

題庫、線上教學互動，各再加 1分，另自製教學

影片加 5分，合拍者以期刊著作標準計算。) 

7. 完成建置教學歷程檔案者，經研發處教學資源中
心確認屬實，每件最多加 1分。 

8. 屬個人因素未依期限繳交課綱、教學計畫、薦購
書單、考卷、成績、教學回饋、低成就學生輔導

及低成就科目紀錄表，第二次（含）之後每次扣

3分。 

9. 未依規定辦理調補課，第二次（含）之後每次扣
1分。 

10.成績更正屬教師因素者，不得超出 2（含）科目

或同 1科目超出 3（含）位同學。每增加 1科目

或 1位同學扣 2分。 

1. 由教務處及各學術單位
提供資料，例如是否按

時繳交教學大綱等。 

2. 所提事證限評鑑期限內
(該當學年度)。 

3. 項次 2～5，同一科目僅
能擇一加分。 

4. 項次 6，自 99 學年始，
未做者逐項扣分(自製

教學影片除外)。 

5. 扣分部分由相關行政單
位及各科提供佐證，經

本人簽認後，送交主管

單位進行扣分。 

6. 須附上科務（中心）會
議紀錄。 

7. 項次 14，各科實習必須
繳交之相關資料如下：

護理科：基本資料卡、實習

評量表、實習談心紀錄、實

習作業。 

幼保科：實習生基本資料

表、優良實習作業。 

妝管科：學生校外實習手

冊。 

資管科：基本資料卡、實習

考核表。 

美保科：實習訪視紀錄表、

實習自我評量表、基本資料

表、實習工作日誌表。 

健休科：實習工作日誌、實

習考核表、實習訪視紀錄



11.無故監考缺席（每節次扣 1 分）、遲到（每節次

扣 0.5 分）。 

12.教學異常週報表經主管輔導後，仍未具體改善

者，每次扣 2分。 

13.教學異常情節重大經科（中心）會議確認屬實

者，每次扣 10 分。 

14.各科教師未依期限繳交學生實習成績、實習進度

表、實習會議紀錄及各科實習必須繳交之相關資

料(如備註)，每次扣 3分。 

15.護理科教師於兩校區指導實習者，每梯次加 1

分。 

表。 

數媒科：學生實習訪視記錄

表。 

教學具

體成效

特別加

分 

1. 獲得校內教學優良教師獎項者，每次加 5分、校
外教學優良教師獎項者，每次加 10 分。 

2. 多元教學策略(IRS、PBL 等)有助學生學習成效，
經科務（中心）會議確認屬實，每件最多加 5分。

3. 申請校內改進教學案通過獲得獎助者，每次加 2
分。 

1. 限評鑑期限內獲獎。 
2. 須附上科務（中心）會
議紀錄。 

簽定產

學合作

意向書 

簽訂產學合作單位，每件 1分。 由科主任認定之。 

 

四、服務評鑑指標： 

分項目 評分暨配分說明 備註 

行政 

服務 

1. 擔任校內或科（中心）內委員會或會議代表表現
盡職，校內每一委員會最高加 2分，科（中心）

每一委員會最高加 1分，無故缺席相關會議，每

次扣 0.5 分。 

2. 兼任一級、二級主管，表現盡職者，最高加 40

分。 

3. 兼任行政教師，表現盡職者，最高加 10 分。 
4. 配合學校推動傳承制度之傳授者，經科務(中心)
會議確認屬實，每件最多加 3分。 

5. 擔任校級辦理之研習會主講者(經驗分享者)，每
次最多加 2分。 

1. 由相關委員會提供資
料。 

2. 由上級主管進行考核評
分。 

個人 

榮譽 

1. 記小功一次，加 3分；嘉獎一次，加 1分。 
2. 記小過一次，減 3分；申誡一次，減 1分。 

由人事室查核佐證資料。 

專業 

服務 

1. 擔任校內外計畫審查委員或籌畫者，最高 5分。
2. 非屬行政業務者辦理學術性講座、研討會、研
習、入學考試、展覽或表演等活動者，校級每次

2分、科內每次 1分。 

3. 擔任校內外學術性學會職務、學術性刊物編審、
教育專業活動審查委員、評審或專題演講、公民

營機關諮詢顧問性質等工作者，最高加 3分。 

4. 負責辦理校外標案者，最高加 5分。 

 

校(科)

務行政 

1. 參與校(科)務行政(招生、管理設備器材、指導
專題等)，最高加 5分。 

項次 1，各科主管明列加分

項目及分數如下： 



2. 配合校(科)務整體發展，義務指導或協助校外相
關業務，最高加 3分。 

3. 負責或協助推動校外實習者，最高加５分。 
4. 未依規定參與科務重大活動（含科務會議）比例
達一半以上者扣 5分。 

研發處：協助辦理推廣教育

案、職訓標案、產學合作

案、雙軌旗艦計畫案等相關

業務(每件 1分)、完成班級

建置學生學習歷程檔案(1

分)、協助推動校園徵才、

就業媒合、校外實習等相關

業務(每件 1分)。 

全人中心：管理語言教室、

英語自學室等專業教室(2

分)、撰寫、潤修新聞稿(2

分)、負責招生安排調度(2

分)、配合推動證照考試(2

分)、負責各領域課程規劃

推動(2 分)、配合推動教學

相關活動(如：遠距教學、

IRS、TA 等)(2 分)、協助開

排課作業(2 分)。 

護理科：科務任務分組組長

(最高 5分)、各專案計畫之

負責人或協辦者(最高 3

分)、與實習單位關係良好

有助於推展實習業務，經實

習單位提出者(最高 2

分)、校外人士參訪說明(每

次 1分)、協助實習前技術

能力鑑定考試(每梯次 1

分)、實習指導教師輔導實

驗技術課教學(最高 3分)。

幼保科：專業教室管理(1

分)、招生(1 分)、專案計

畫(1 分)、科務任務分組(2

分)。 

妝管科：招生(1 分)、專業

教室管理(1 分)、專案計畫

(1.5 分)、科務任務分組

(1.5 分)。 

資管科：負責管理實驗室及

相關軟硬體設備(1 分)、指

導學生專題並獲獎(1 分)、



協助校內各項重大活動(3

分)、辦理科內各項重大活

動(1 分)。 

美保科：專業教室設備管理

(2 分)、科任務分組負責人

(2 分)、協助招生活動、校

外人士參訪說明(每次 1

分)。 

健休科：1.教師簽定產學合

作單位，簽定二個單位加 1

分(最高 5分)、輔導學生業

界短期實務成長(每 5人 1

分，最高 3分)、輔導學生

專業證照考試，於假日或夜

間進行並未支領鐘點費者

(最高 5分)。 

數媒科：合到校外招生宣導

(每次 0.5 分)、專業教室維

護(2 分)、負責合作計劃撰

寫或執行(1 分)、擔任對外

比賽指導老師(加 1分)。 

 

五、輔導評鑑指標： 

分項目 評分暨配分說明 備註 

導師 1. 依規定擔任導師，經導師評量，依下列方式計分:
教學型以評量分數乘以 4分。 

研究型以評量分數乘以 3分。 

服務型以評量分數乘以 0.5 分。 

2. 優良導師加 3分。 
3. 畢業班導師於畢業後持續追蹤輔導學生，確認屬
實者，最高加 3分。 

4. 加退選學分異常屬導師督導不周者，每次扣 2

分。 

5. 學生請假異常屬導師督導不周者，每次扣 2分。
6. 科主任依導師用心情形，最高可加減 5 分(提供
佐證說明)。 

由學務處及全人教育中心

提供導師評量。 

學生課

業輔導 

1. 依規定留校或配合課後輔導學生課業成效良好
(含補救教學、精熟教學、校外實習、證照加強

班、專題研究、報告、創作作品等)者，最高加

3分。 

2. 指導學生參與各項學(技)藝活動並獲獎者，最高
加 5分。 

3. 指導學生二技甄選資料，每案 0.5 分，最高加 3

1. 由教務處及各科(中心)
查核佐證資料。 

2. 左列項次領有鐘點補助
者不得採計。 

3. 項次 2，由科主任評定。



分。 

學生就

業輔導 

 

1. 帶領學生進行企業參訪、職涯探索等活動者者，
每次加 1分。 

2. 訪視輔導就業學程學生訓練情況，確認屬實者，
最高加 2分。 

3. 訪視輔導畢業生就業情況，確認屬實者，最高加
2分。 

1. 非課程規劃內及未支領
鐘點費。 

2. 由科主任評分。 

輔導學

生證照 

依學生考取證照數乘以其等級計算： 

1. 丙級及其同等級者，每張加１分。 
2. 乙級及其同等級者，每張加２分。 
3. 專技人員及其同等級者，每張加３分。 

1. 多位老師共同參與，由
相關科(中心)主任依參

與情形分配。 

2. 每位教師最高 15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