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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工學院教學特優教師獎勵與遴選要點 

103年 10月 7日工學院第 150 次院務會議通過 

104年 5月 28日工學院第 152 次院務會議修正 

104年 6月 29日校教學特優教師審議委員會 103學年度第 2次會議核定 

105年 10月 6日工學院第 156 次院務會議修正 

105年 11月 2日教務處核備 

 

一、 為獎勵國立成功大學工學院（以下簡稱本院）教師致力於提升教學品質，依據「國立成

功大學教學特優教師獎勵與遴選要點」，訂定「國立成功大學工學院教學特優教師獎勵與

遴選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本院教學特優教師遴選作業由本院組成教學特優教師遴選委員會（以下簡稱院遴選委員

會）辦理。院遴選委員會委員由本院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兼任之，院長擔任召集人。院

遴選委員會委員應迴避與自身利益有關之討論及議決，會議之召開須達二分之一以上委

員出席，始得開議；經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始得決議。 

院遴選委員會開會時由召集人擔任主席，召集人因故無法主持或遇有迴避情形時，其代

理主席之產生，由出席委員共推之。 

三、 本院各系所應訂定教學特優教師獎勵與遴選要點，設遴選委員會；遴選要點須報請院遴

選委員會核定。 

四、 凡現任本院專任教師及專案計畫教學人員（以下簡稱專任及專案教師），在本校任教滿三

年以上，熱心教學堪為表率者，無「國立成功大學教學特優教師獎勵與遴選要點第八點」

所訂不再推薦之情況者，均得為候選人。 

五、 本院各系所經系所遴選委員會通過推薦教學特優教師候選人人數，全系所專任及專案教

師人數十人以下者至多推薦一人；十人以上者，每超過十人得增加一人。如無適當人選

得不推薦。 

六、 教學特優教師分為「教學傑出」及「教學優良」二項。院遴選委員會每學年遴選「教學

傑出」教師人數至多為全院專任及專案教師人數百分之一，遴選「教學優良」教師人數

至多為全院專任及專案教師人數百分之四。 

七、 各系所遴選委員會及院遴選委員會審議時，應參考本院訂定之申請表及佐證資料，審議

各候選人之教學投入項目、教學成果項目及其他項目。其他項目中之院訂部分(45%)審議

項目為: 

(一) 學分學程或學位學程之參與   

(二) 校外教學經費及設備之爭取  

(三) 實作課程之參與 

八、 各系所遴選委員會於每年 4月 15日前完成審核推薦，本院於每年 5月底前完成遴選。 

九、 本要點經本院院務會議通過，送教務處核備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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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成功大學工學院教學特優教師獎勵與遴選要點」 

修正要點名稱及規定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國立成功大學工學院教學特優教

師獎勵與遴選要點 
國立成功大學工學院教學特優與

優良教師獎勵與遴選要點 
為使要點名稱一致，爰

依據教務處 105年 8月

25日函頒之「國立成

功大學教學特優教師

獎勵與遴選要點」，修

正要點名稱為「國立成

功大學工學院教學特

優教師獎勵與遴選要

點」。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為獎勵國立成功大學工學院

（以下簡稱本院）教師致力於

提升教學品質，依據「國立成

功大學教學特優教師獎勵與

遴選要點」，訂定「國立成功

大學工學院教學特優教師獎

勵與遴選要點」（以下簡稱本

要點）。 

一、為獎勵本院教師致力於提升教

學品質，依據「國立成功大學

教學特優與優良教師獎勵與

遴選要點」，訂定「國立成功

大學工學院（以下簡稱本院）

教學特優與優良教師獎勵與

遴選要點」（以下簡稱本要

點）。 

1.依據教務處 105 年 8
月 25 日函頒之「國立

成功大學教學特優教

師獎勵與遴選要點」修

正名稱。 
2.調整本院全名及簡

稱於要點出現位置。 

二、本院教學特優教師遴選作業由

本院組成教學特優教師遴選

委員會（以下簡稱院遴選委員

會）辦理。院遴選委員會委員

由本院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

兼任之，院長擔任召集人。院

遴選委員會委員應迴避與自

身利益有關之討論及議決，會

議之召開須達二分之一以上

委員出席，始得開議；經出席

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始得

決議。 
院遴選委員會開會時由召集

人擔任主席，召集人因故無法

主持或遇有迴避情形時，其代

理主席之產生，由出席委員共

推之。 

二、本院教學特優與優良教師遴選

作業由本院組成教學優良教師

遴選委員會（以下簡稱院遴選

委員會）辦理。院遴選委員會

委員由本院教師評審委員會委

員兼任之，院長擔任召集人。

院遴選委員會委員應迴避與自

身利益有關之討論及議決，會

議之召開須達二分之一以上委

員出席，始得開議；經出席委

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始得決

議。 
院遴選委員會開會時由召集人

擔任主席，召集人因故無法主

持或遇有迴避情形時，其代理

主席之產生，由出席委員共推

之。 

依據教務處 105年 8月
25 日函頒之「國立成

功大學教學特優教師

獎勵與遴選要點」修正

名稱。 

三、本院各系所應訂定教學特優教

師獎勵與遴選要點，設遴選委

員會；遴選要點須報請院遴選

委員會核定。 

三、本院各系所應訂定教學特優與

優良教師獎勵與遴選要點，設

遴選委員會；遴選要點須報請

校審議會核定。 

1.依據教務處 105 年 8
月 25 日函頒之「國立

成功大學教學特優教

師獎勵與遴選要點」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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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名稱。 
2.修正後「國立成功大

學教學特優教師獎勵

與遴選要點」已無校審

議會編制，爰各系所遴

選要點改由院遴選委

員會核定。 
四、凡現任本院專任教師及專案計

畫教學人員（以下簡稱專任及

專案教師），在本校任教滿三年

以上，熱心教學堪為表率者，

無「國立成功大學教學特優教

師獎勵與遴選要點第八點」所

訂不再推薦之情況者，均得為

候選人。 

四、 凡現任本院專任教師及專案

計畫教學人員（以下簡稱專任

及專案教師），在本校任教滿三

年以上，熱心教學堪為表率

者，無「國立成功大學教學特

優與優良教師獎勵與遴選要點

第十點」所訂不再推薦之情況

者，均得為候選人。 

依據教務處 105年 8月
25 日函頒之「國立成

功大學教學特優教師

獎勵與遴選要點」修正

名稱及對應點次。 

五、本院各系所經系所遴選委員會

通過推薦教學特優教師候選人

人數，全系所專任及專案教師

人數十人以下者至多推薦一

人；十人以上者，每超過十人

得增加一人。如無適當人選得

不推薦。 

五、本院各系所經系所遴選委員會

通過推薦教學特優與優良教師

候選人人數，全系所專任及專

案教師人數十人以下者至多推

薦一人；十人以上者，每超過

十人得增加一人。如無適當人

選得不推薦。 

依據教務處 105年 8月
25 日函頒之「國立成

功大學教學特優教師

獎勵與遴選要點」修正

名稱。 

六、教學特優教師分為「教學傑出」

及「教學優良」二項。院遴選

委員會每學年遴選「教學傑出」

教師人數至多為全院專任及專

案教師人數百分之一，遴選「教

學優良」教師人數至多為全院

專任及專案教師人數百分之

四。 

六、院遴選委員會每學年向校推薦

「教學特優」教師人數至多為

全院專任及專案教師人數百分

之一，遴選「教學優良」教師

人數至多為全院專任及專案教

師人數百分之四。 

1.依據教務處 105 年 8
月 25 日函頒之「國立

成功大學教學特優教

師獎勵與遴選要點」修

正名稱。 

2.增加教學特優教師

分為「教學傑出」及「教

學優良」二項之說明。 
 

七、各系所遴選委員會及院遴選委

員會審議時，應參考本院訂定

之申請表及佐證資料，審議各

候選人之教學投入項目、教學

成果項目及其他項目。其他項

目中之院訂部分(45%)審議項

目為: 
(一) 學分學程或學位學程之

參與   
(二) 校外教學經費及設備之

爭取  
(三)  實作課程之參與 

七、各系所遴選委員會及院遴選委

員會審議時，應參考學校所訂

定之申請表及佐證資料，審議

各候選人之教學投入項目、教

學成果項目及其他項目。其他

項目中之院訂部分(45%)審議

項目為: 
(一) 學分學程或學位學程之

參與   
(二) 校外教學經費及設備之

爭取  
(三) 實作課程之參與 

本院已依據本校遴選

要點訂定有「國立成功

大學工學院教學特優

教師遴選申請表」。 

八、各系所遴選委員會於每年 4 月 八、各系所遴選委員會於每年 4 月 依據教務處 105年 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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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日前完成審核推薦，本院於

每年 5 月底前完成遴選。 
15 日前完成審核推薦，本院於

每年 5 月底前完成審核推薦。 
25 日函頒之「國立成

功大學教學特優教師

獎勵與遴選要點」第六

點修正。 
九、本要點經本院院務會議通過，

送教務處核備後實施，修正時

亦同。 

九、本要點經本院院務會議通過，

送校審議會核定後實施，修正

時亦同。 

依據教務處 105年 8月
25 日函頒之「國立成

功大學教學特優教師

獎勵與遴選要點」第七

點修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