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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守大學醫務管理學系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課程規畫委員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105年 9月 26日(星期一)中午 12:20~13:30 

會議地點：本系會議室(燕巢校區 A棟 A0601-1室) 

會議主席：羅英瑛主任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記    錄：楊玉鳳 

一、主席報告： 

二、提案討論 

提案一：修改本系 105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護管組學生應具備之核心能力/素養及達

成指標，見附件一，請討論。 

決  議：通過修正如附件一。  

提案二：請委員檢視本系大學部四年課程計畫表、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二年課程計

畫表，針對課程是否需要修改提供建議。 

決  議：1.本系大學部課程計畫表中規劃的科目名稱暫不需做修訂，科目內容是否需

要變動增減的部份，仍請委員依醫管或高齡產業發展趨勢隨時提供建議。 

2.碩士在職專班護管組課程經檢視後決議無須更動。 

3.建議刪除碩士在職專班其他選修課程中之[健康經濟學]，續送系務會議討

論，其餘仍請委員於會後再思考是否新增其他選修課程提下次課委會討論。 

三、臨時動議：無 

四、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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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義守大學醫務管理學系碩士在職專班護管組 

一、教育目標 

 

二、學生應具備之核心能力/素養及達成指標 

校

級 
C1 
專業知能 

C2 
國際視野 

C3 
創新整合 

C4 
資訊科技 

C5 
倫理道德 

C6 
社會知能 

C7 
生活態度 

學

院 
CC1-1 
理論基礎 

CC1-2 
實務應用 

CC2-1 
全球意識 

CC3-1 
邏輯推理 

CC4-1 
科學新知 

CC5-1 
倫理道德 

CC6-1 
社會知能 

CC7-1 
生活態度 

核

心

能

力 

CM1-1-1 
具備中、高階

護理管理專

業知能 

CM1-2-1 
具備分析與

解決問題之

能力 

CM2-1-1 
具備護理管

理之國際觀 

CM3-1-1 
精進護理管

理專業之創

新與整合能

力 

CM4-1-1 
具備護理管

理科學新知

研究能力 

CM5-1-1 
倫理道德 

CM6-1-1 
社會知能 

CM7-1-1 
生活態度 

達

成

指

標 

I1 
運用護理管

理專業知識

以解決相關

問題 

I2 
運用綜合問

題分析能力

來解決管理

相關問題 

I3 
參與或分享

國際護理管

理趨勢 

I4 
增進並整合

護理管理專

業知識發展

管理策略 

I5 
應用科學新知

分析與研究護

理管理相關

議題 

CMI5 
發展倫理

情操、敬

業、環保

與關懷社

會的素養 

CMI6 
發展生涯

規劃、合

作、溝通

與自我行

銷的素養 

CMI7 
發展包容

多 元 文

化、法治、

永續學習

的素養 

 

培育務實創新、崇禮尚義、有為有守之專業人才 

 

校 級 

1. 理論與實務兼顧，授課與實驗並重 
2. 培育優秀之醫事照護及科技人才，落實社區醫療之目標 
3. 科技與人文並重的醫療照護教育，並著重醫學與生物科技之管理與發展 
4. 拓展學生國際觀，與國際間主流醫療科技教育接軌 

學 院 

1. 強化創新、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2. 增進溝通與宏觀國際視野能力 
3. 運用現代醫管專業知識於實務工作 

學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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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一課程表（105）                             碩二課程表（106） 

 科目名稱 上 下 必/選修 科目代

號 

  科目名稱 上 下 必/選修 科目代號 

  

專
業
必
修(

共
同
必
修) 

健康服務研究方法 2  必 G51051  專
業
必
修(

共
同
必
修)  

論文指導(一) 2  必 G51018 

統計與軟體應用(一) 2  必 G51052  論文指導(二)  2 必 G51026 

統計與軟體應用(二)  2 必 G51053  碩士論文  0 必 G51M00 

      
醫療健康產業論壇(一) 1  必 G51072 

      醫療健康產業論壇(二)  1 必 G51085 

 

專 
業 
選 
修 

組織理論與醫務管理【單】 2   

 

選[醫管組] 

 

G51054   

 

專 
業 
選 
修 

醫療健康產業策略管理【雙】 2  選[醫管組] 

 

G51073 

醫療健康產業成本與財務管理【雙】 2  G51055  多變量分析(每年開) 2  G51084 

醫療健康產業資訊管理【單】 2  G51057       

醫療健康產業人力資源管理【單】  2 G51060       

醫療健康產業行銷管理【雙】  2 G51061       

護理研究趨勢【單】 2   

選[護管組] 

 

G51056  護理領導與管理【雙】 2   

選[護管組] 

 

G51074 

護理專業議題研討【雙】 2  G51058  護理理論【單】 2  G51075 

護理研究應用與實務【單】  2 G51096  多變量分析(每年開) 2  G51084 

其

他

選

修 

健康暨長期照護保險【單】 2 
 選 G51062  其

他

選

修 

老人住宅空間與活動設計

專題【單】 
 

2 選 G51077 

健康經濟學【雙】 2  選 G51063  醫療健康產業倫理與法規【雙】  2 選 G51079 

長期照護管理特論【雙】 2  選 G51064  海外研習  1 選 G51076 

整合性照護體系管理特論【單】 2  選 G51065  國際醫療專題  1 選 G51098 

醫療健康產業專案管理【雙】  2 選 G51066       

醫療健康產業品質管理【單】  2 選 G51067       

質性研究方法【雙】  2 選 G51013       

醫療健康產業機構評鑑特論【單】  2 選 G51069  

  

   

高齡化社會專題【單】  2 選 G51078 

醫療健康產業決策分析【雙】  2 選 G51070 

本學年必修學分數 6  本學年必修學分數 6 

＊本系碩專班總畢業學分數為  32  學分，分下列三項： 
（一）專業必修 12 學分【含論文指導（一）（二）4 學分】 
（二）專業選修 6 學分（1.修滿護管專業選修選 6 學分得申請護管修業證明。2.論文指導選修課程一律不計入畢業

選修學分數。） 
（三）其他選修 14 學分(為鼓勵學生利用其他選修修習跨院系課程，可承認管理學院碩士在職專班至多 4 學分) 

備註：1.學生於修業年限內，除修滿總畢業學分數外，並應通過本系[以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身分發表國內外研討會

或期刊論文至少一篇，並以義守大學醫務管理學系碩士在職專班為全銜發表]的規定，方具畢業資格。 
     2.以上課程規劃為配合學生需求，系上得增減開設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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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三課程表（107）                             碩四課程表（108） 

 科目名稱 上 下 必/選修 備註   科目名稱 上 下 必/選修 備註 
選 
修 

論文指導（三） 1  選 G51032  選 
修 

論文指導（五） 1  選 G51034 

論文指導（四）  1 選 G51033  論文指導（六）  1 選 G51035 

本學年必修學分數 0  本學年必修學分數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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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管組課程權重表 

學系 
(所、班) 醫務管理學系-護管組 適用學制 

□日間學士班 □進修學士班 
□碩士班  ■碩士在職專班 
□博士班  □二年制在職專班 

適用學年 105 學年入學生 

 

碩士班能力/素
養 

CM1-1-1 
具備中、

高階護理

管理專業

知能 

CM1-2-1 
具備分析與

解決問題的

能力 

CM2-1-1 
具備護理管

理之國際觀 

CM3-1-1 
精進護理管

理專業之創

新與整合能

力 

CM4-1-1 
具備護理管

理科學新知

研究能力 

CM5-1-1 
倫理道德 

CM6-1-1 
社會知能 

CM7-1-1 
生活態度 

課程資訊 

達成指標 
 
 
 
課程名稱 

I1 
運用護理

管理專業

知識以解

決相關問

題 

I2 
運用綜合問

題分析能力

來解決管理

相關問題 

I3 
參與或分享

國際護理管

理趨勢 

I4 
增進並整合

護理管理專

業知識發展

管理策略 

I5 
應用科學新

知分析與研

究護理管理

相關議題 

CMI5 

具備倫理

情操、敬

業、環保與

關懷社會

的能力 

CMI6 
具備生涯規

劃、合作、

溝通與自我

行銷的能力 

CMI7 
具備包容多

元文化、法

治、永續學

習的能力 
學科代

碼 

必

選

修 

學

分 
年

級 
檢核週期 

健康服務研究

方法 
 40   50 10   51051 必 2 一 上 

統計與軟體應

用(一) 
 20   60  10 10 51052 

必 
2 一 上 

統計與軟體應

用(二) 
 20   80    51053 

必 
2 一 下 

醫療健康產業

論壇(一) 
30       70       51085 必 1 二 上 

醫療健康產業

論壇(二) 
30       70       51072 必 1 二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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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班能力/素
養 

CM1-1-1 
具備中、

高階護理

管理專業

知能 

CM1-2-1 
具備分析與

解決問題的

能力 

CM2-1-1 
具備護理管

理之國際觀 

CM3-1-1 
精進護理管

理專業之創

新與整合能

力 

CM4-1-1 
具備護理管

理科學新知

研究能力 

CM5-1-1 
倫理道德 

CM6-1-1 
社會知能 

CM7-1-1 
生活態度 

課程資訊 

達成指標 
 
 
 
課程名稱 

I1 
運用護理

管理專業

知識以解

決相關問

題 

I2 
運用綜合問

題分析能力

來解決管理

相關問題 

I3 
參與或分享

國際護理管

理趨勢 

I4 
增進並整合

護理管理專

業知識發展

管理策略 

I5 
應用科學新

知分析與研

究護理管理

相關議題 

CMI5 

具備倫理

情操、敬

業、環保與

關懷社會

的能力 

CMI6 
具備生涯規

劃、合作、

溝通與自我

行銷的能力 

CMI7 
具備包容多

元文化、法

治、永續學

習的能力 
學科代

碼 

必

選

修 

學

分 
年

級 
檢核週期 

組織理論與醫

務管理 
60     40         51054 選 2 一 上 

醫療健康產業

成本與財務管

理 

70 30       51055 選 2 一 上 

護理研究趨勢 30 40 30      51056 選 2 一 上 

醫療健康產業

資訊管理 
50   20 30    51057 選 2 一 上 

護理專業議題

研討 
30 40 30      51058 選 2 一 上 

健康暨長期照

護保險 
50  20 30         51062 選 2 一 上 

健康經濟學 50 40 10      51063 選 2 一 上 

長期照護管理

特論 
50   50     51064 選 2 一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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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班能力/素
養 

CM1-1-1 
具備中、

高階護理

管理專業

知能 

CM1-2-1 
具備分析與

解決問題的

能力 

CM2-1-1 
具備護理管

理之國際觀 

CM3-1-1 
精進護理管

理專業之創

新與整合能

力 

CM4-1-1 
具備護理管

理科學新知

研究能力 

CM5-1-1 
倫理道德 

CM6-1-1 
社會知能 

CM7-1-1 
生活態度 

課程資訊 

達成指標 
 
 
 
課程名稱 

I1 
運用護理

管理專業

知識以解

決相關問

題 

I2 
運用綜合問

題分析能力

來解決管理

相關問題 

I3 
參與或分享

國際護理管

理趨勢 

I4 
增進並整合

護理管理專

業知識發展

管理策略 

I5 
應用科學新

知分析與研

究護理管理

相關議題 

CMI5 

具備倫理

情操、敬

業、環保與

關懷社會

的能力 

CMI6 
具備生涯規

劃、合作、

溝通與自我

行銷的能力 

CMI7 
具備包容多

元文化、法

治、永續學

習的能力 
學科代

碼 

必

選

修 

學

分 
年

級 
檢核週期 

整合性照護體

系管理特論 
30   50   20  51065 選 2 一 上 

護理研究應用

與實務 
30 30   40    51085 選 2 一 下 

醫療健康產業

人力資源管理 
40 30  30         51060 選 2 一 下 

醫療健康產業

行銷管理 
40 30 30      51061 選 2 一 下 

醫療健康產業

專案管理 
40 60       

51066 
選 2 一 下 

醫療健康產業

品質管理 
60 40       

51067 
選 2 一 下 

質性研究方法  40   40   20 51013 選 2 一 下 

醫療健康產業

機構評鑑特論 
40    60    

51069 
選 2 一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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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班能力/素
養 

CM1-1-1 
具備中、

高階護理

管理專業

知能 

CM1-2-1 
具備分析與

解決問題的

能力 

CM2-1-1 
具備護理管

理之國際觀 

CM3-1-1 
精進護理管

理專業之創

新與整合能

力 

CM4-1-1 
具備護理管

理科學新知

研究能力 

CM5-1-1 
倫理道德 

CM6-1-1 
社會知能 

CM7-1-1 
生活態度 

課程資訊 

達成指標 
 
 
 
課程名稱 

I1 
運用護理

管理專業

知識以解

決相關問

題 

I2 
運用綜合問

題分析能力

來解決管理

相關問題 

I3 
參與或分享

國際護理管

理趨勢 

I4 
增進並整合

護理管理專

業知識發展

管理策略 

I5 
應用科學新

知分析與研

究護理管理

相關議題 

CMI5 

具備倫理

情操、敬

業、環保與

關懷社會

的能力 

CMI6 
具備生涯規

劃、合作、

溝通與自我

行銷的能力 

CMI7 
具備包容多

元文化、法

治、永續學

習的能力 
學科代

碼 

必

選

修 

學

分 
年

級 
檢核週期 

高齡化社會專

題 
60 40       

51078 
選 2 一 下 

醫療健康產業

決策分析 
30 70             

51070 
選 2 一 下 

醫療健康產業

策略管理 
  40   60         51073 選 2 二 上 

護理領導與管理 30 40  30     51074 選 2 二 上 

護理理論  40 30   30   51075 選 2 二 上 

多變量分析  20   60  20  51084 選 2 二 上 

海外研習 40  50     10 51076 選 1 二 下 

國際醫療專題 40  50     10 51098 選 1 二 下 

老人住宅空間與活

動設計專題 
70       10   20   51077 選 2 二 下 

醫療健康產業

倫理與法規 
30    30   40    51079 選 2 二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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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班能力/素
養 

CM1-1-1 
具備中、

高階護理

管理專業

知能 

CM1-2-1 
具備分析與

解決問題的

能力 

CM2-1-1 
具備護理管

理之國際觀 

CM3-1-1 
精進護理管

理專業之創

新與整合能

力 

CM4-1-1 
具備護理管

理科學新知

研究能力 

CM5-1-1 
倫理道德 

CM6-1-1 
社會知能 

CM7-1-1 
生活態度 

課程資訊 

達成指標 
 
 
 
課程名稱 

I1 
運用護理

管理專業

知識以解

決相關問

題 

I2 
運用綜合問

題分析能力

來解決管理

相關問題 

I3 
參與或分享

國際護理管

理趨勢 

I4 
增進並整合

護理管理專

業知識發展

管理策略 

I5 
應用科學新

知分析與研

究護理管理

相關議題 

CMI5 

具備倫理

情操、敬

業、環保與

關懷社會

的能力 

CMI6 
具備生涯規

劃、合作、

溝通與自我

行銷的能力 

CMI7 
具備包容多

元文化、法

治、永續學

習的能力 
學科代

碼 

必

選

修 

學

分 
年

級 
檢核週期 

論文指導(一)  30   40 10 10 10 51018 必 2 二 上 

論文指導(二)  30   40 10 10 10 51026 必 2 二 下 

論文指導(三)  30   40 10 10 10 51032 選 1 三 上 

論文指導(四)  30   40 10 10 10 51033 選 1 三 下 

論文指導(五)  30   40 10 10 10 51034 選 1 四 上 

論文指導(六)  30   40 10 10 10 51035 選 1 四 下 

碩士論文  30   40 10 10 10 51M00 必  0 二 下 

＊請依 98~99、101 學年度入學學生之各學制適用課程以不同表格區分，分別存檔，檔名：系名_學年度_學制_課程權重 
例如：企管系_101_日間學士班_課程權重。 

＊各學年度/各學制表格如以複製方式製作，請檢查各學年度及各學制之不同課程、課程代碼、新增異動、延修生課程等資料是否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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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守大學學術研究暨產學合作計畫獎勵辦法 
 

103 年 5 月 23 日校長核定公告全文 

103 年 6 月 26 日校長核定公告修正第 4~7 條條文 

第 一 條  為鼓勵本校專任教師積極從事學術研究暨產學合作計畫，

透過基礎型、應用型各類研究及合作計畫強化產官學研之連結，

以提升教師產研能量，朝向理論與實務之結合，特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辦法所獎勵之學術研究計畫暨產學合作計畫(以下簡稱

各類計畫)，指本校教師與政府機構、事業機關、民間團體、學

術研究機構等合作辦理下列事項之一者: 

一、 研究計畫:指專題研究及產學合作類之專案研究計畫

等。 

二、 其他計畫：指前款以外，包含檢測檢驗、技術服務、諮

詢顧問、技術移轉、創新育成、教育、培訓、研習、研

討會、實習、訓練、科普活動計畫及推廣教育或其他經

本校教職員工研發成果審查委員會(以下簡稱研審會)

核定通過者之相關合作事項。 

第 三 條    本辦法所稱之當學年度，指計畫執行起始日所屬之學年

度。 

第 四 條    符合第二條之各類計畫，均以有編列管理費之個人研究案

且以本校名義申請或簽約者為限。多年期計畫，依各年核定之

管理費金額，逐學年度辦理。有「學校配合款」之計畫案，其

管理費應先扣除配合款。計畫案若同時符合本辦法、「義守大

學整合型重點特色研究計畫獎助辦法」或「義守大學新進教師

教學與研究啟動實施辦法」之獎助資格者，主持人應擇一擇優

申請獎勵。 

主持人應於計畫執行起始日後二個月內檢附計畫核定清單

或執行產學合作計畫證明文件，向研究發展處學術發展組辦理申

請，逾期不受理；受理後，依本辦法簽請核定累計入當學年度之

管理費並核發獎勵金。非可歸責於申請人之事由，於計畫執行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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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取得檢附資料者，應於收到計畫核定清單或執行產學合作計畫

證明文件日起一個月內檢附相關資料併同證明文件提出申請。 

第 五 條    依本辦法申請獎勵之計畫案，每案以申請一次為限。計畫

案管理費最高以核定計畫總經費百分之二十為限。管理費全額

轉移至共同主持人者，以百分之七十計。整合型計畫之管理費

得分配至實際執行子計畫之主持人，不受前述限制。 

第 六 條  符合第二條各款研究計畫與其他計畫獎勵金之計算，分別

以當學年度管理費百分之百與百分之六十為基數。申請人、共

同主持人或子計畫主持人當學年度累積基數新臺幣(以下同)三

萬元以下，提撥基數百分之十五作為獎勵金；累積基數超過三

萬元，以基數總額內之三萬元(含)提撥百分之十五及餘額提撥

百分之三十作為獎勵金。 

第 七 條  獎勵金可跨期累計，且無使用期限之限制，獎勵金支用另

訂定施行細則辦理之。 

第 八 條  適用本辦法之產學合作計畫於符合計畫委託單位之支用原

則前提下，採購預算金額未達三萬元者，得不受本校請採購辦

法第六條第一項之限制，由請購單位自行採購。 

依前項規定請購單位自行採購者，核銷時仍應依本校相關

規定辦理。 

第 九 條  單一各類計畫年度金額超過一千萬元者，經研審會決議對

本校確具有特殊貢獻者，給予額外獎勵與表揚。 

第 十 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自公告日實

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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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守大學專任教師期刊論文發表獎勵辦法 
 

九十年四月教務處修訂 

九十一年十一月教務處修訂 

九十二年一月教務處修訂 

九十二年九月教務處修訂 

九十五年八月研究發展處處務會議修訂 

九十六年九月研究發展處處務會議修訂 

民國 97 年 11 月 5 日 97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3 次行政會議修訂 

98 年 2 月 18 日 97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行政會議修訂通過 

99 年 8 月 31 日校長核定公告修正全文 

100 年 6 月 2 日校長核定公告修正第 5、6、7、9、10 條條文及附表 

101 年 7 月 9 日校長核定公告修正第 3-12 條條文 

102 年 1 月 28 日校長核定公告修正第 4-11 條條文 

103 年 6 月 27 日校長核定公告修正第 7-11 條條文 

104 年 7 月 15 日校長核定公告修正第 5、6 條條文 

105 年 10 月 20 日校長核定公告修正第 6 條條文 

第 一 條  為獎勵本校專任教師於學術專業期刊發表論文，提昇校園

研究風氣，特訂定義守大學專任教師期刊論文發表獎勵辦法(以

下簡稱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校專任教師於到任後，研究成果獲國際學術專業期刊與

國內經核定之學術專業期刊刊登，且發表機構標示為「義守大

學」者，得提出獎勵申請。 

任本校專任教師之義大醫院醫師，可擇優依本辦法或義大

醫院「醫師期刊論文發表獎勵作業辦法」之一申請獎勵。 

第 三 條  本辦法所指之國際學術專業期刊需符合以下全部條件： 

一、結合學術性、科學性、專業性、創新性、深度性之專

業期刊，非一般通俗性、科普性、廣泛性之雜誌。 

二、以外文公開徵稿。 

三、具同儕審查(peer review)制度。 

四、以外文刊登全部學術論文。 

五、定期出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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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具國際標準期刊號（ISSN碼）。 

國內經核定之學術專業期刊係指 TSSCI 及 THCI CORE 資

料庫收錄之期刊及學報。 

第 四 條  本辦法每年分二期提出申請，申請者可於每年一、七月依

本校公告時程，檢具「義守大學專任教師期刊論文發表獎勵申

請表」及其所規定應檢附之文件，向研究發展處提出申請。 

同一篇論文僅限一人提出申請，並以在調查期限內刊登之

論文為限，各期調查刊登論文之期限如下： 

一、每年一月：調查前一年度八至十二月刊登之論文。 

二、每年七月：調查當年度一至七月刊登之論文。 

如因故未於當期提出申請，得敍明延遲申請理由，於下一

期提出申請，但僅以延遲一期申請為限。 

第 五 條  期刊論文獎勵核給標準如下： 

一、收錄於 Nature 及 Science 兩期刊之論文，每篇核計點

數 1600 點。 

二、SCI 和 SSCI 資料庫收錄之期刊，其影響指數(Impact 

Factor)在兩個領域以上為前 2.0% (含 2.0%)：SCI 資料

庫每篇核計點數 850 點，SSCI 資料庫每篇核計點數

1000 點；期刊僅有單一領域且為前 2.0%(含 2.0%)者，

仍得依本款核計。 

三、SCI 和 SSCI 資料庫收錄之期刊，其影響指數在兩個領

域以上為前 5.0% (含 5.0%)：SCI 資料庫每篇核計點數

675 點，SSCI 資料庫每篇核計點數 850 點；期刊僅有

單一領域且為前 5.0%(含 5.0%)者，仍得依本款核計。 

四、SCI 和 SSCI 資料庫收錄之期刊，其影響指數在該領域

為前 15.0% (含 15.0%)：SCI 資料庫每篇核計點數 450

點，SSCI 資料庫每篇核計點數 550 點。 

五、SCI 和 SSCI 資料庫收錄之期刊，其影響指數在該領域

為前 30.0% (含 30.0%)：SCI 資料庫每篇核計點數 325

點，SSCI 資料庫每篇核計點數 375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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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SCI 和 SSCI 資料庫收錄之期刊，其影響指數在該領域

為前 50.0% (含 50.0%)：SCI 資料庫每篇核計點數 250

點，SSCI 資料庫每篇核計點數 300 點。 

七、SCI 和 SSCI 資料庫收錄之期刊，其影響指數在該領域

為前 70.0% (含 70.0%)：SCI 資料庫每篇核計點數 150

點，SSCI 資料庫每篇核計點數 200 點。 

八、第二至七款以外之 SCI 和 SSCI 資料庫收錄之期刊：SCI

資料庫每篇核計點數 125 點，SSCI 資料庫每篇核計點

數 150 點。 

九、AHCI、TSSCI 和 THCI CORE 資料庫收錄之期刊，每

篇核計點數 150 點。 

十、EI、CIJE、HI、ABI 等資料庫收錄之期刊，每篇核計

點數 80 點；以研討會論文收錄於 EI 資料庫提出申請

者，應提供收錄期刊之再審查證明，未提供者不予核

計。 

十一、第一至十款以外之國際學術專業期刊，每篇核計點

數 25 點。 

十二、生物醫學相關領域之 Letter、Short Report、Note、

Communication、Accelerated 或 Rapid Publication 等，

每篇核計二分之ㄧ點數；Case Report，每篇核計三分

之ㄧ點數；Column、Letter to the Editor 不核計點數。 

十三、第二至八款所稱之影響指數，以公布之最新資料庫

為參考依據。 

第 六 條  若有學生為論文共同作者時，不計入學生；點數依下列條

件標準，擇一計算： 

一、本校為該篇論文唯一發表機構時： 

(一)第一作者：點數之 100%。 

(二)通訊作者：點數之 100%。 

(三)第二作者：點數之 50%。 

(四)第三作者：點數之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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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第四作者：點數之 20%。 

(六)其餘：點數之 10%。 

二、本校非為該篇論文唯一發表機構時： 

 

作者 
順序 

SCI 或 SSCI 資料庫收錄期刊領域影響

指數所占比重 其他 
≦15% ≦30% ≦50% >50% 

第一

或通

訊作

者 

點 數 之

100% 
點 數 之

90% 
點 數 之

80% 
點 數 之

70% 
點 數 之

60% 

第二

作者 
點 數 之

50% 
點 數 之

45% 
點 數 之

40% 
點 數 之

35% 
點 數 之

30% 
第三

作者 
點 數 之

30% 
點 數 之

27% 
點 數 之

24% 
點 數 之

21% 
點 數 之

18% 
第四

作者 
點 數 之

20% 
點 數 之

18% 
點 數 之

16% 
點 數 之

14% 
點 數 之

12% 

其餘 點 數 之

10% 
點 數 之

9% 
點 數 之

8% 
點 數 之

7% 
點 數 之

6% 

 

論文中註明為「相同貢獻作者（equal contribution）」，則依

期刊論文之原作者排序獎勵。 

與義联集團任一機構或為配合本校政策與其他機構共同發

表之論文，得檢具相關證明，點數依本條第一項第一款標準計

算。 

第 七 條  各申請案核定之點數，其中三分之一獎勵點數轉換為每點

等值新臺幣 100 元之教學屬性獎勵金，其餘獎勵點數，由研究

發展處依當學年度經費預算簽請公告核定每一點之獎勵金額。 

前項獎勵點數，應於提出申請時，由申請人自行分配百分

比予共同作者。 

第 八 條  教師每學年核定之總獎勵以點數二千五百點(含)為上限。 

第 九 條  申請案經教職員工研發成果審查委員會審查後，簽請校長

核定。 

第 十 條  本辦法各項獲獎之著作如涉及違反學術倫理情事，應於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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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人力資源處依「義守大學教師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處理辦

法」審議確定後，繳回所發給之全額獎勵金，折抵鐘點部分應

由次二學期授課鐘點數補回，且不列入教師績效評鑑分數。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日實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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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守大學醫務管理學系 104 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業界教師名冊 

 

教師姓名 本校擬聘職稱 任教科目 現職服務機構 

陳秀敏 助理教授 醫療健康產業成本與財務管理 健仁醫院行政部主任 

周蕙苓 助理教授 護理領導與管理 陽明醫院護理部主任 

張惠娟 助理教授 醫療健康產業專案管理 阮綜合醫療社團法人阮綜合醫院資訊室高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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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守大學醫務管理學系 105 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業界教師名冊 

 

教師姓名 本校擬聘職稱 任教科目 現職服務機構 

張惠娟 助理教授 醫療健康產業資訊管理 阮綜合醫療社團法人阮綜合醫院資訊室高專 

劉雅瑛 助理教授 整合性照護體系管理特論 阮綜合醫療社團法人阮綜合醫院護理部主任 

張肇松 教授 醫療健康產業人力資源管理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 義大癌治療醫院院長 

 

20



1 
 

義守大學教師升等辦法 
 

88 年 11 月 19 日教育部台（88）審字第 88144690 號函核備 

91 年 5 月 10 日教育部台（91）審字第 91066462 號函核備 

93 年 4 月 20 日 92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93 年 5 月 26 日 92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4 年 12 月 21 日 94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5 年 6 月 14 日 94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5 年 12 月 20 日 95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7 年 11 月 12 日 97 學年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8 年 7 月 28 日校長核定公告修正第 5、7~30 條條文 

100 年 6 月 24 日校長核定公告修正第 1~2、4~13、18、26~31 條條文 

100 年 12 月 26 日校長核定公告修正第 10、13 條條文 

103 年 2 月 19 日 102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臨時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3 年 03 月 03 日校長核定公告修正第 3、9、18、23、24、28、30 條條文 

103 年 5 月 28 日 102 學年第 2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3 年 06 月 09 日校長核定公告修正第 4、7、9、10、11、15、25、26、28 條條文 

104 年 5 月 27 日 103 學年第 2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4 年 6 月 4 日校長核定公告修正第 1、3、7、8、10~33 條條文 

104 年 12 月 30 日 104 學年第 1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 年 1 月 8 日校長核定公告修正第 19 條條文 

106 年 1 月 4 日 105 學年第 1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 年 1 月 11 日校長核定公告修正第 4、6~9、11、15、16、19、22、30、32~36 條條文 

 

第  一  條  義守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讓教師適性專業發展，鼓勵教師認

真從事教學、研究與服務，依據教育部「教師資格審定辦法」及

相關法令規定，訂定義守大學教師升等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校教師升等之相關事項，除法令另有規定外，依本辦法辦

理。 

第  三  條  本校專任教師其現職經教育部審定合格後，繼續服務並符合

下列規定年資及資格條件，得申請升等審查： 

一、講師升助理教授： 

（一）具有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歷證書，成績優 良，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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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專門著作者。 

（二）具有碩士學位或其同等學歷證書，曾從事與所習

學科有關之研究工作、專門職業或職務四年以上，

成績優良，並有專門著作者。 

（三）大學或獨立學院醫學系、中醫學系、牙醫學系畢

業，擔任臨床工作九年以上，其中至少曾任醫學

中心主治醫師四年，成績優良，並有專門著作者。 

（四）曾任講師三年以上，成績優良，並有專門著作者。 

二、助理教授升副教授： 

（一）具有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歷證書，曾從事與所習

學科有關之研究工作、專門職業或職務四年以上，

並有專門著作者。 

（二）曾任助理教授三年以上，成績優良，並有專門著

作者。 

三、副教授升教授： 

（一）具有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歷證書，曾從事與所習

學科有關之研究工作、專門職業或職務八年以上，

有創作或發明，在學術上有重要貢獻或重要專門

著作者。 

（二）曾任副教授三年以上，成績優良，並有重要專門

著作者。 

前項各款有關「曾從事與所習學科有關之研究工作、專門職

業及職務年資」，均須為取得學位後之相關年資始得採計。 

本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一目以博士學位升等助理教授者，其審

查程序比照新聘教師規定(院級一級外審)，但其教師教學服務成績

仍須符合本校教師升等成績之規範始得提出。 

由他校專任教職轉任本校教職者，或以第一項有關研究工作、

專門職業或職務之年資申請升等者，其服務年資均應予採計，但

在本校任教至少滿一年，且其教師教學服務成績仍須符合本校教

師升等成績之規範始得提出申請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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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條  教育人員任用條例修正公布（八十六年三月二十一日）施行

生效前已取得助教證書或講師證書之現職人員，繼續任教未中斷，

並取得博士學位者，得申請依修正生效前原升等辦法之規定，送

審較高等級教師資格。所稱「繼續任教未中斷」，指每學期有實際

任教之事實。但經核准帶職帶薪或留職停薪而未實際任教者，不

在此限。 

前項取得博士學位而申請送審副教授資格教師，如審查未獲

通過，得申請送審助理教授資格。其之後如欲申請副教授資格者，

不得再以該畢業論文或其論文之一部分提出升等申請，須比照一

般升等案件另以取得助理教授資格後所發表之著作或作品辦理升

等，惟其年資得不受前條第一項第二款之限制。 

第  五  條  本辦法第三條各款所訂服務年資，依下列方式計算： 

一、研究工作、專門職業或職務之年資，依服務機關(構)正式

核發之服務證明所載起迄年月計算。 

二、曾任教師之年資，依教師證書所載年資起算之年月計算，

並配合歷年實際接受之聘書，以推算至提出升等所屬學

期結束止（七月三十一日或一月三十一日）。兼任教師年

資折半計算。 

三、任教年資之計算，不包括留職停薪期間之年資，但留職

前後之年資得視為連續，並以歷年接受之聘書，配合教

師證書生效日期推算之。 

四、教師經核准且於借調期間每學期有返校義務授課二學分

以上者，於申請升等時，其借調期間年資合併計算，但

最多採計二年；惟教師借調他校滿三年以上者，經本校

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校教評會）同意，得於借

調學校送審教師資格。 

五、教師經核准全時進修、研究者，於申請升等時，其全時

進修、研究期間年資合併計算，但最多採計一年。 

第  六  條  教師申請升等之當學期應有實際在校授課之事實，其向學校

最低一級教評會提出申請送審之當學期未實際在校授課者，不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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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審。審查期間因故請假離校或離職，應停止審查該升等案，至

其回校任教後再繼續審查。停止審查期間超過一年者視同結案。 

第  七  條  本校教師升等分為下列五種類型，其送審之研究成果形式臚

列如下： 

一、 學術研究類：以專門著作(含專書、期刊論文、學位論文)

送審。 

二、 創新教學類：以教學實務技術報告書送審。 

三、 產學技術類：以技術報告送審。 

四、 體育類：以專門著作(含專書、期刊論文、學位論文)或體

育成就證明送審。 

五、 藝術類：以專門著作(含專書、期刊論文、學位論文)或作

品、展演或藝術成就證明送審。 

前項各款研究成果之審查內容及審查基準如附表一至附表

五。 

第  八  條  前條所稱專門著作、作品、成就證明及技術報告，應符合下

列規定： 

一、有送審人個人之原創性，且非僅以整理、增刪、組合或

編排他人著作而成之編著或其他非研究成果著作送審。 

二、以外文撰寫者，附具中文摘要，其以英文以外之外文撰

寫者，得以英文摘要代之；如國內無法覓得相關領域內

通曉該外文之審查人選時，學校得要求該著作全文翻譯

為中文或英文。 

三、由送審人擇定至多五件，並由送審人擇定其最具代表性

者為代表作，其餘列為參考作；其屬系列之相關研究者，

得合併為代表作。曾為代表作送審者，不得再作升等時

之代表作。 

四、為送審人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所出版或發表者；送

審人曾於境外擔任專任教師之年資，經採計為升等年資

者，其送審專門著作、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得予

併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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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專門著作，應符合下列各款規定之一： 

一、為已出版公開發行或經出版社出具證明將出版公開發行

之專書。 

二、於國內外學術或專業刊物發表，或具正式審查程序，並

得公開及利用之電子期刊，或經前開刊物，出具證明將

定期發表。 

三、在國內外具有正式 審查程序研討會發表，且集結成冊出

版公開發行、以光碟發行或於網路公開發行之著作。 

以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送審通過者，應依規定公開出

版發行。但涉及機密、申請專利或依法不得公開，經學校認定者，

得於一定期間內不予公開出版。 

申請人所送專門著作中，其代表著作須申請人以「義守大學」

全銜刊登，並應非為曾以其為代表著作送審者(即未曾經過審查)。 

以二種以上著作送審者，應自行擇定代表著作及參考著作；

其屬系列之相關研究者，得合併為代表著作，並說明其間之關聯

性。 

本次送審代表著作與前次送審代表著作內容近似者，送審時，

應檢附前次送審代表著作及本次著作異同對照。其餘有關著作之相

關規定，依「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辦理。 

第  九  條  前條所稱代表著作，應符合下列規定： 

一、與送審人任教科目性質相關。 

二、非為學位論文之一部分。但未曾以該學位論文送審或屬

學位論文延續性研究者，經送審人主動提出說明，並經

專業審查認定代表著作具相當程度創新者，不在此限。 

未符合前項各款規定之一者，不通過其教師資格審定。 

第  十  條  教師以已被接受將定期發表之證明申請升等者，其代表著作

應自該刊物出具接受證明所載日期之日起一年內發表，並自發表

之日起二個月內，將該專門著作送人力資源處查核並存檔。其因

不可歸責於申請人者之事由，而未能於一年內發表者，應檢附該

刊物出具未能發表原因及確定發表時間之證明，向校教評會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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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延，並以該刊物出具接受證明之日起三年內為限。經評審通過

展延者，應於一年期限屆滿前，送人力資源處備查。 

前項著作經審定後不得作為下次送審著作。 

未依規定期限發表並送繳發表之代表著作者，應報教育部廢

止其教師資格，並追繳或註銷該等級之教師證書。 

第 十一 條    創新教學類升等，其教學表現應符合下列條件： 

一、近五年內教師評鑑教學成績至少有三年在全校前30.0%，

且每學年教師評鑑教學成績在全校前 50.0%。 

二、近三年內每學期教學意見調查綜合平均分數，均在各該

學期全校專任教師前 50.0%（依據本校教學意見調查實

施辦法第四條附件計分說明辦理） 

三、上一職級資格審定後至該次申請升等期間，曾經獲得院

級以上傑出教學教師獎勵。 

四、符合前三款條件，且至少達下列任一標準者，得以教學

創新與實務研究成果轉成教學成果報告書送審。 

(一)專門著作，應為已出版公開發行之教學專書(不含翻

譯、編譯)、出版品或教學相關性期刊論文。 

(二)通過教育部認證之數位學習課程或數位學習教材，或

符合教育部所訂標準之磨課師課程。 

(三)其他可供檢視之教學教材或創新性之教學方法設計，

且應提供具體教學成效。 

第 十二 條  產學技術類升等，其產學技術表現應符合下列條件： 

一、申請資格門檻：依下列研發成果計分原則採計七年內之

計分。 

    (一)講師升等助理教授須達 8 分。 

    (二)助理教授升等副教授須達 13 分。 

    (三)副教授升等教授須達 18 分。 

二、各項研發成果(含專利、技轉及產學計畫)計分原則詳如

附表三所示，並應以義守大學為專利權人或簽約代表。 

第 十三 條  體育類教師本人或受其指導之運動員參加重要國際運動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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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有名次者，該教師得以成就證明送審；其重要國際運動賽會範

圍、成就證明採計基準依教育部規定。 

第 十四 條  藝術類教師以作品及藝術成就證明送審教師資格者，其類科

範圍，包括美術、音樂、舞蹈、民俗藝術、戲劇、電影及設計。 

第 十五 條  教師有下列情事之一者，不得提出升等之申請；其已提出者

應予駁回： 

一、提出升等申請當學期，系教評會已進行審查作業而其授

課時數未符規定。 

二、留職停薪期間。 

三、不符合本校「教師升等教學服務成績考核要點」相關規

定者。 

第 十六 條  申請升等之教師，應繳交下列資料： 

一、教師資格審查履歷表乙份（含電子檔）。 

二、以著作送審教師資格查核表/以學位或文憑送審教師資格

查核表乙份。 

三、教師升等申請書乙份。 

四、送審代表著作及參考著作及其中文摘要（五百至一千字）

一式三份。 

五、教師升等審查基本資料表乙份。 

六、教育部所頒發之原等級教師證書影本乙份。 

七、原職級聘書影本乙份。 

八、外審教授迴避名單乙份（以三人為限，並須檢附具體理

由，無者免附）。 

九、代表作係數人合著者，僅得由其中一人送審；送審人以

外他人應放棄以該專門著作、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

告作為代表作送審之權利。送審人應以書面具體說明其

參與部分，並由合著人簽章證明，但有下列情形之一者，

不在此限： 

    (一)送審人為中央研究院院士，免繳交合著人簽章證明。 

    (二)送審人為第一作者或通信（訊）作者，免繳交其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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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第一作者或通信（訊）作者之合著人簽章證明。 

    前項合著人因故(如有死亡、失蹤或患有其他重病等)無法

簽章證明時，送審人應以書面具體說明其參與部分，及

無法取得合著人簽章證明之原因，經校教評會審議同意

者，得予免附。 

十、教學、研究及服務具體成果。 

十一、前一教師等級之代表著作。 

第 十七 條  教師升等之審查以三級三審制為原則，初審由各系(所、班)、

通識教育中心初審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教評會)辦理，複審由

各學院（通識教育中心複審）教評會辦理，決審由校教評會辦理。 

第 十八 條  各系(所、班)、通識教育中心每年各級教師提名升等人數之上

限為該系(所、班)、通識教育中心該級（升等以前）教師人數之五

分之二（餘數進一）。但助理教授及講師可提出升等之名額，不在

此限。 

第 十九 條  院級與校級教評會辦理送審人之研究成果審查時，應建立符

合專業評量之外審作業程序，一次送三位校外學者專家審查。審

查人不得低階高審。 

前項院(中心複審)級外審之學者專家名單，由院長(中心主任)

及教師評審委員會推薦相關領域教授，遴選三倍外審委員人選，

送請校長排序，並依序送外審委員審查；校級外審之學者專家名

單，由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主席、教務長、研發長、院長或教評委

員推薦相關領域教授，遴選三倍外審委員人選，送請校長排序，

並依序送外審委員審查。 

送審人或經由他人有請託、關說、利誘、威脅或其他干擾審

查人或審查程序情節嚴重者，應即停止其資格審定程序，及通知

送審人，並自通知日起二年內，不受理其教師資格審定之申請。 

第 二十 條  外審委員之遴選為顧及公正性與平衡性，宜盡量兼顧下列原

則： 

一、同一案件之審查委員盡可能避免均由同一學校之教授擔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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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送審人畢業學校之教授盡可能迴避（尤其是畢業時間十

年以內，且為同一系所者）。 

三、與送審人為同校系且同時期畢業者，應盡可能迴避審查。 

四、曾與送審者共同參與相關研究者，盡可能迴避審查。 

針對特殊性類科國內不易遴選適當委員審查時，得遴選國外

之教授擔任審查委員。 

外審委員名單之產生及外審作業，應由教評會主席親自處理

並注意保密；外審委員送回之資料及審查意見應加以整理，手寫

者應重新打字及校對。 

第 二十一 條  外審委員具有下列情形之一者，應迴避審查： 

一、送審人之研究指導教授。 

二、送審人代表著作之合著人或共同研究人。 

三、現與送審人同校或曾與送審人同一系所服務者。 

四、與升等申請人有親屬或行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有關規定

者。 

前項應迴避而未迴避之審查者，其評審結果無效。惟其餘有

效之評審，仍得計入審查結果。有效外審人數不足時，應就不足

之人數另行送審補正。 

第 二十二 條  升等審查程序： 

一、初審： 

（一）系(所、班)、通識教育中心初審教評會先審查升等

名額、申請人資格後，應就申請人自取得現職職

位後之教學、服務及研究等方面依教師升等教學

服務成績考核要點之規定評定申請人之教學與服

務成績，並書面審核申請人之研究成果。 

（二）申請人之教學、服務及研究成績均達七十分以上，

且經系(所、班)、通識教育中心初審教評會出席委

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推薦者，通過初審。  

（三）經初審通過之升等案，教評會主席應加註評語連

同評審成績、各項表件及其升等著作送請上一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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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評會複審。 

二、複審： 

（一）院或通識教育中心複審教評會就申請人之教學與

服務研究情形及初審有關資料進行複審，並依教

師升等教學服務成績考核要點評定教學服務成

績。 

（二）申請人經院或通識教育中心複審教評會評定其教

學與服務成績均達七十分以上，且升等案經院或

通識教育中心複審教評會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

同意後，辦理著作外審，將申請人之研究成果(含

專門著作、教學實務技術報告書、技術報告、體

育成就證明、作品或藝術成就證明)送請校外之學

者專家審查。 

（三）申請人研究成果外審評分達下列標準，且經院或

通識教育中心複審教評會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

同意者，通過複審： 

      1.申請升等教授、副教授者外審成績至少二人評

分達七十五分以上且三人評分總平均為七十分以

上。 

      2.申請升等助理教授者外審成績至少二人評分達

七十分以上且三人評分總平均為七十分以上。 

（四）經複審通過之升等案，院或通識教育中心複審教

評會主席應加註評語，連同評審成績、各項表件

及其升等著作送請校教評會決審。 

三、決審： 

（一）經院教評會決議通過之升等申請案，先送校教評

會主席將申請人之研究成果送請校外之學者專家

審查。 

 (二) 校教評會應先就名額、年資等因素加以斟酌。其無

特殊情形者，即依據大法官會議第四六二號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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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基本精神，審議升等人之研究成果。  

（三）申請人研究成果外審評分達下列標準，且經校教

評會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者，通過決審： 

      1.申請升等教授、副教授者外審成績至少二人評

分達七十五分以上且三人評分總平均為七十分以

上。 

      2.申請升等助理教授者外審成績至少二人評分達

七十分以上且三人評分總平均為七十分以上。 

前項教師申請各職級升等，其教學、服務及研究成績之總成

績，依各類型升等方式之升等審查基準及權重分別計算之，皆須

達前項標準始為通過。各職級「研究」、「教學」、與「服務」之權

重比例如附表六。 

本校「教師升等教學服務成績考核要點」另訂之，經校教評

會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系（所、班）、中心及學院得增訂

其他標準送院、校教評會核備後實施。 

本條第一項各款評分所達分數，均含本數，並取「小數第一

位四捨五入為整數」。 

第二十三條  複審或決審時，教評會委員如對升等著作外審結果之可信度

與正確性有疑義，應提出具有專業學術依據之具體理由，經出席

委員二分之一以上決議後，再送非原審查者一人至三人辦理著作

外審，其審查結果併同原審查意見，由教評會決定之。 

第二十四條  各級教評會審議前，教評會委員得至指定場所詳閱升等人之

資料。 

第二十五條  各級教評會審議時，教評會委員應全程參與，否則不得評分；

如對升等案有疑義，經決議暫緩審議，於再審議時，得邀請升等

人到會或以書面說明後，再繼續審議。 

第二十六條  教師升等案，每學期辦理一次，其作業流程由人力資源處公

告，逾期或資料不齊全未補正者，不予受理。 

第二十七條  未獲通過之升等案，該級教評會應將審查結果並敘明理由，

系級由該系（所、班）、中心、院級由該院（中心）、校級由人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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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處以校函書面通知當事人，並敘明救濟途徑。 

第二十八條  申請人對審查結果如有疑義並有具體事證者，得於收到決議

通知書之日起三十日內，以書面向原決議處分之教評會提出申復，

或向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以下簡稱申評會)提起申訴；如對申

復結果不服時，得於收到決議通知書之次日起三十日內，以書面

向申評會提出申訴。 

              申請人對校教評會審查結果，如有疑義並有具體事證者，得

於收到決議通知書之次日起三十日內，依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

會組織及評議辦法規定，向本校申評會提出申訴，或向教育部訴

願審查委員會提起訴願。前揭救濟程序應擇其一為之。 

前項教師升等申復審查要點另訂，經校教評會通過，陳請校

長核定後實施。 

第二十九條  校教評會審議通過之升等案經簽請校長核定後，應檢附相關

表件報請教育部核備。報部核備期間仍以原職級任教及支領原職

級薪資。審查通過後之年資、職級、薪資依部頒證書記載為準。

決審未通過或送審人中途撤案時，應從系級初審重新辦理升等申

請。 

第 三十 條    校教評會審議通過之代表著作、學位論文、教學實務技術報

告書、技術報告或體育成就證明，應於本校圖書館公開、保管。

但涉及機密、申請專利或依法不得公開，經學校認定者，得不予

公開。 

升等案件經評定為不及格者之評審意見，得提供予送審人。 

第三十一條  升等初審辦法，由系（所、班）、中心教評會訂定經院教評會

審議，送校教評會核備，陳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升等複審辦法，

由院（中心）教評會訂定，經校教評會審議，陳校長核定後公告

實施。 

第三十二條  有下列情事之一者為違反教師資格審查規定，應依違反學術

倫理相關規定處理： 

     一、教師資格審查履歷表、合著人證明登載不實、代表作未確實

填載為合著及繳交合著人證明、未適當引註、未經註明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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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重複發表、未註明其部分內容為已發表之成果或著作或其

他違反學術倫理情事者。 

     二、著作、作品、展演及技術報告有抄襲、造假、變造或舞弊情

事者。 

     三、學、經歷證件、成就證明、專門著作已為刊物接受將定期發

表之證明、合著人證明為偽造、變造及以違法或不當手段影

響論文之審查者。 

第三十三條  兼任教師升等須符合本校兼任教師聘任辦法第十一條規定始

得提出申請，其任用資格及審查程序準用本辦法規定辦理。 

第三十四條  兼任教師在其他學校升等，領有較高職級教師證書擬申請改

聘時，於開學前經教評會審議通過者，自學期開始改聘；開學後

通過者，自下一學期開始改聘。 

第三十五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

辦法」及相關法令規定辦理。 

第三十六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自 106 年 2

月 1 日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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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守大學醫務管理學系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系教評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106 年 07 月 05 日(星期三) 12：10 ~13：50 

會議地點：醫管系會議室_燕巢分部 A 棟 A0601-1 

會議主席：羅英瑛主任  

出席人員 ：教授:張肇松、蔡金川、許碧峰、陳俊益；副教授 :羅英瑛、蔡尚學(請假) 

出席人員 ：馬震中副教授、陳芬如助理教授 

記    錄  ：楊玉鳳 

一、主席報告：(略) 

二、提案討論： 
提案一:本系擬向醫學院提案修改教師升等研究成績審查作業要點，建議院依不同系所之特性進行

歸類，並依不同類型之群組訂定不同的升等標準，提請討論是否同意。 

說明： 

1. 本系碩士在職專班將於 106學年度第 1學期進行追蹤評鑑,為回覆第二週期系所評鑑委員建議：

「宜參考他校相關醫務管理系所教師升等辦法，提出適合教師專業發展之升等制度，鼓勵教師

升等」,特提出以下建議方案。 

 

2. 目前本校醫學院 12 個系一體適用統一標準，但各學系屬性不同，其它學校已依學系屬性或教師

專長分類，個別訂定升等標準。以醫管系為例，參考其他學校之分類狀況如下： 

(1)高雄醫學大學醫務管理暨醫療資訊學系隸屬健康科學院，該校將全校各學系分為自然生物醫

學科學類(包括公共衛生學系、醫學檢驗生物技術學系與醫學影像暨放射科學系)以及保健復

健醫療管理科學類 (包括物理治療學系、職能治療學系與醫務管理暨醫療資訊學系)。其中

醫務管理暨醫療資訊學系屬於保健復健醫療管理科學類，在升等計分上亦採用該學類之標

準。 

(2)台北醫學大學醫務管理學系隸屬管理學院，該院研究審查標準係人文暨社會科學院/通識教

育中心計分標準計算。 

(3)長庚醫學大學醫務管理學系隸屬管理學院，醫管系教師升等則依管理學院標準。 

(4)中國醫藥大學醫務管理學系隸屬公共衛生學院，但在升等標準則依教師專長分為科技部生物

處相關學門教師、管理學門醫務管理及衛生行政與護理、運動醫學、心理學類教師以及通識

人文藝術即中醫醫經醫史類教師等三類。 

(5)亞洲大學健康產業管理學系隸屬醫學暨健康學院，升等標準則依教師專長分為: 人文社會專

長、理工農專長以及生物醫學專長三類。 

(6)中山醫學大學醫療產業科技管理學系隸屬健康管理學院，該院升等標準依學系屬性分為 AB

兩類，醫療產業科技管理學系屬於 B類(包括公共衛生學系 (健康管理組)、健康餐飲暨產業

管理學系(食品、產業管理領域)、醫療產業科技管理學系、醫學資訊學系)。 

各分類表: 

學校系所 隸屬學院 升等標準依據 

高雄醫學大學醫務管理 健康科學院 保健復健醫療管理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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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醫療資訊學系 類 

台北醫學大學醫務管理

學系 

管理學院 依人文暨社會科學院/通

識教育中心計分標準 

長庚醫學大學醫務管理

學系 

管理學院 依管理學院升等標準 

中國醫藥大學醫務管理

學系 

公共衛生學院 依教師專長分為科技部

生物處相關學門教師、管

理學門醫務管理及衛生

行政與護理、運動醫學、

心理學類教師以及通識

人文藝術即中醫醫經醫

史類教師等三類。 

亞洲大學健康產業管理

學系 

醫學暨健康學院 依教師專長分為人文社

會專長、理工農專長以及

生物醫學專長。 

中山醫學大學醫療產業

科技管理學系 

健康管理學院 B類 

 

二、決議:經投票表決一致通過本提案，續送院審理。 

三、臨時動議：無 

四、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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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守大學醫務管理學系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課程規畫委員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105年 9月 26日(星期一)中午 12:20~13:30 

會議地點：本系會議室(燕巢校區 A棟 A0601-1室) 

會議主席：羅英瑛主任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記    錄：楊玉鳳 

一、主席報告： 

二、提案討論 

提案一：修改本系 105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護管組學生應具備之核心能力/素養及達

成指標，見附件一，請討論。 

決  議：通過修正如附件一。  

提案二：請委員檢視本系大學部四年課程計畫表、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二年課程計

畫表，針對課程是否需要修改提供建議。 

決  議：1.本系大學部課程計畫表中規劃的科目名稱暫不需做修訂，科目內容是否需

要變動增減的部份，仍請委員依醫管或高齡產業發展趨勢隨時提供建議。 

2.碩士在職專班護管組課程經檢視後決議無須更動。 

3.建議刪除碩士在職專班其他選修課程中之[健康經濟學]，續送系務會議討

論，其餘仍請委員於會後再思考是否新增其他選修課程提下次課委會討論。 

三、臨時動議：無 

四、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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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義守大學醫務管理學系碩士在職專班護管組 

一、教育目標 

 

二、學生應具備之核心能力/素養及達成指標 

校

級 
C1 
專業知能 

C2 
國際視野 

C3 
創新整合 

C4 
資訊科技 

C5 
倫理道德 

C6 
社會知能 

C7 
生活態度 

學

院 
CC1-1 
理論基礎 

CC1-2 
實務應用 

CC2-1 
全球意識 

CC3-1 
邏輯推理 

CC4-1 
科學新知 

CC5-1 
倫理道德 

CC6-1 
社會知能 

CC7-1 
生活態度 

核

心

能

力 

CM1-1-1 
具備中、高階

護理管理專

業知能 

CM1-2-1 
具備分析與

解決問題之

能力 

CM2-1-1 
具備護理管

理之國際觀 

CM3-1-1 
精進護理管

理專業之創

新與整合能

力 

CM4-1-1 
具備護理管

理科學新知

研究能力 

CM5-1-1 
倫理道德 

CM6-1-1 
社會知能 

CM7-1-1 
生活態度 

達

成

指

標 

I1 
運用護理管

理專業知識

以解決相關

問題 

I2 
運用綜合問

題分析能力

來解決管理

相關問題 

I3 
參與或分享

國際護理管

理趨勢 

I4 
增進並整合

護理管理專

業知識發展

管理策略 

I5 
應用科學新知

分析與研究護

理管理相關

議題 

CMI5 
發展倫理

情操、敬

業、環保

與關懷社

會的素養 

CMI6 
發展生涯

規劃、合

作、溝通

與自我行

銷的素養 

CMI7 
發展包容

多 元 文

化、法治、

永續學習

的素養 

 

培育務實創新、崇禮尚義、有為有守之專業人才 

 

校 級 

1. 理論與實務兼顧，授課與實驗並重 
2. 培育優秀之醫事照護及科技人才，落實社區醫療之目標 
3. 科技與人文並重的醫療照護教育，並著重醫學與生物科技之管理與發展 
4. 拓展學生國際觀，與國際間主流醫療科技教育接軌 

學 院 

1. 強化創新、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2. 增進溝通與宏觀國際視野能力 
3. 運用現代醫管專業知識於實務工作 

學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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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老師好: 

 

    謝謝您這學期擔任醫管系碩士在職專班的課程授課老師，本碩專

班學生多服務於醫療院所、長照機構等相關單位，部分學生曾就讀醫

管系，對管理領域的相關知識較容易掌握，其他學生的背景包括醫學、

護理、職能治療、幼保、電機、大傳及資管系，學生的專業背景具有

多元的特性。許多由其他科系畢業的學生，在進入本班之前，並未修

習過管理領域的專業科目，因此全班在管理相關知能上的程度或有不

同。 

本系已提供題庫供學生進行管理學知能的檢測，並有參考書單協

助學生補充管理學的基礎知能，建議學生依測驗結果顯示之能力，先

行閱讀參考書單之內容。仍請老師能在授課時關注學生學習的狀況，

若有因基礎專業知能不足而致學習上出現落差，煩請老師提供學習輔

導以提高整體的學習成效，感謝您對醫管系碩專班學生的付出與教

導。 

 

敬祝  教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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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學建議書單 

1.蔡敦浩等著(2013)管理學 : 以服務為導向的新觀念.(第二版)台

中: 滄海書局. 

2.Ranjay Gulati, Anthony J. Mayo, Nitin Nohria著,方世榮審閱;

楊舒蜜,張文賢編譯(2016)管理學,台北:新加坡商聖智學習. 

3.Angelo Kinicki, Brian K. Williams著,榮泰生編譯(2013)管理

學.(第四版)台北: 麥克羅希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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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性別身份 2-1 2-2 2-3 2-4 2-5 2-6

1 女 碩士在職專班5 5 5 5 5

2 女 碩士在職專班5 5 5 5 5

3 女 其他 5 5 5 5 5

4 女 碩士班 5 5 5 5 5 希望以後常舉辦此活動

5 女 碩士班 5 5 5 5 5 多多舉辦參訪活動

6 女 碩士班 5 5 5 5 5

7 女 碩士班 5 5 5 5 5

8 女 碩士班 5 5 5 5 5 時間久一點

9 女 碩士班 5 4 5 5 5

10 女 碩士班 5 5 5 5 5 下次可提供行程表（有時間）

11 男 碩士班 5 5 5 5 5

12 男 碩士班 5 5 5 5 5

13 男 碩士班 5 5 5 5 5 一切良好

14 男 碩士班 5 5 5 5 5 參訪時間太短，可延長一些，多做交流

15 女 碩士在職專班5 5 5 5 5 時間太趕了

16 男 其他 5 4 5 4 5 時間太短

17 女 碩士在職專班5 5 5 5 5 時間可在充裕

18 女 碩士在職專班5 4 5 5 5 時間可在充裕點，不要太倉促

19 女 碩士在職專班5 5 5 5 5

20 男 其他 5 5 5 5 5

21 男 碩士在職專班5 3 5 5 5 時間不夠，且也想去醫院參觀

22 男 碩士在職專班5 5 5 5 5

23 女 碩士在職專班5 5 5 5 5

24 女 碩士在職專班5 5 5 5 5

25 男 碩士在職專班5 5 5 5 5

26 男 碩士班 5 5 5 5 5

27 女 碩士班 5 5 5 5 5

28 男 其他 5 5 5 5 5

29 男 碩士在職專班5 5 5 5 5

30 男 碩士在職專班5 5 5 5 5

31 男 其他 5 5 5 5 5

32 女 其他 5 5 5 5 5

33 女 碩士在職專班5 5 5 5 5

34 女 碩士在職專班5 5 5 5 5

1051223校外參訪滿意度調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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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整體而言，本次參訪活動地點的安排

2-2 整體而言, 本次參訪活動時間安排的適切性

2-3 本次參訪的活動內容讓我收獲豐富

2-4 對於醫管專業領域相關知識和實務上非常有幫助

2-5 非常期待下次再參加類似的參訪活動

2-6 其他意見與建議

問卷編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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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然山莊參訪滿意 

序號 性別 身份 2-1 2-2 2-3 2-4 2-5 2-6 

1 男 碩士班 5 5 5 5 5  

2 男 碩士班 5 5 5 5 5  

3 男 碩士班 5 5 5 5 5  

4 男 碩士班 5 5 5 5 5  

5 女 碩士在職班 5 5 5 5 5  

6 女 碩士在職班 5 5 5 5 5  

7 男 碩士在職班 5 4 4 5 5  

8 男 碩士在職班 5 3 4 5 5  

9 女 碩士在職班 5 5 5 5 5  

10 女 碩士班 5 5 5 5 5  

11 女 碩士在職班 5 5 5 5 5  

12 男 碩士在職班 5 5 5 5 5  

13 男 碩士在職班 5 5 5 5 5  

14 男 其他 5 5 5 4 5  

15 女 其他 5 5 5 5 5  

16 女 其他 5 5 5 5 5  

17 女 碩士在職班 5 5 5 5 5  

18 女 碩士在職班 5 5 5 5 5  

19 女 碩士在職班 5 5 5 5 5  

20 女 其他 5 5 5 5 5  

21 女 其他 5 5 5 5 5  

22 女 碩士在職班 5 5 5 5 5  

23 女 碩士在職班 5 5 5 5 5  

24 女 其他 5 5 5 5 5  

25 女 其他 5 5 5 5 5  

26 女 其他 5 5 5 5 5  

27 女 碩士班 5 5 5 5 5  

28 男 其他 5 5 5 5 5  

29 男 碩士在職班 5 5 5 5 5  

30 女 碩士班 5 5 5 5 5  

31 女 碩士班 5 4 4 5 5  

32 女 碩士班 5 5 5 5 5  

33 男 碩士班 5 5 5 5 5  

34 男 碩士班 5 5 5 5 5  

35 女 碩士班 5 5 5 5 5  

36 女 碩士班 5 5 5 5 5  

37 女 碩士班 5 5 5 5 5  

38 男 碩士班 5 5 5 5 5 非常感謝 

39 女 其他 5 5 5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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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守大學醫務管理學系 

105學年度第 1學期第 3次系務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105年 09月 02日(星期五) 上午 10:00~14:00  

會議地點：本系會議室(燕巢校區 A棟 A0601-1室) 

會議主席：羅英瑛主任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記    錄：楊玉鳳 

一、前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 

前次會議決議事項 執行情形 

本系系務會議及各委員會相關規章討論。 照案執行 

本系專業教室規劃、更新與重整，請討論。 下次再討論 

審議 104 學年度第 1 次職涯發展委員會議決議事項 照案執行 

審議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研究生事務委員會議決議事項 照案執行 

二、主席報告:略 

三、提案討論: 

提案一、填報 106 學年度大學繁星推薦入學校系分則資料，見附件一，請討論。 

決議：修改如附件一。 

提案二、填報106學年度大學個人申請入學校系分則資料，見附件二，請討論。 
說明:1.填報 106 學年度大學個人申請入學校系分則資料。 

2.評估試辦逕予錄取意願。 

決議：1.校系分則資料修改如附件二。 

2.經評估表決通過試辦逕予錄取，錄取名額為招生名額的 20%，即 12名。 

提案三、訂定106學年度大學考試分發入學之校系分則，見附件三，請討論。 

決議：修改如附件三。 

提案四、104年度第二週期系所評鑑追蹤評鑑之自我改善計劃與執行成果討論。 
說明:1.參考醫學院院長及研發處建議修改。 

2.各項目之自我改善計劃與執行成果修改後彙整如附件四。 
決議:經討論後修改如附件四，續送醫學院審核。 

提案五、協助推薦優秀在校生相關事宜，請討論。 

說明：為深耕高中學校並建立良好友善關係，教務處策劃學長姐回高中母校分享。 
決議:推薦如附件五。 

提案六、本系專業教室規劃、更新與重整，請討論。 

說明：遠距醫療專業教室、醫療資訊系統專業教室更名與重新定位。 
決議:遠距醫療專業教室更名為[高齡產業發展專業教室]，醫療資訊系統專業教室更名為[TBL(團隊

合作學習)教室]，並依此教室之設置目的進行規劃建置。 

四、臨時動議：無 

五、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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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健康產業資訊管理 

授課進度與大綱 

週次 授課進度與大綱 

第一週 課程簡介 

第二週 醫療資訊管理總論 

第三週 醫療資訊管理總論 

第四週 資訊科技概論 

第五週 假日 

第六週 資訊科技概論 

第七週 發展醫院資訊系統 

第八週 發展醫院資訊系統 

第九週 期中考 

第十週 行動醫療 

第十一週 遠距醫療 

第十二週 電子病歷 

第十三週 智慧醫療照護 

第十四週 智慧醫療照護 

第十五週 醫療資訊管理系統研究議題之探討 

第十六週 期末報告 

第十七週 假日 

第十八週 期末報告 

教師得依學生學習狀況調整授課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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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書籍、教材 1. 黃興進, 佘明玲, & 劉忠峰 (2006). 醫療資訊管理. 嘉義，台灣: 

台灣健康資訊管理學會 

2. 黃興進 (2002)。醫療資訊管理系統研究議題之探討。資訊管理學

報，9(S)，101-116。 

(遵守智慧財產權，禁止非法影印。） 

課程要求（學生

於學期間應達

成之學習成

就、作業、考試

等 

學習態度(30%)、期中考(30%)、書面/口頭報告(40%)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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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照護管理特論 

授課進度與大綱 

週次 授課進度與大綱 

第一週 課程說明 

高齡趨勢與需求 

第二週 高齡趨勢與需求 

第三週 中秋節補假 

第四週 長期照護體系國際趨勢 1 

第五週 我國長期照護政策與發展 1 

第六週 我國長期照護政策與發展 2 

第七週 長期照護需求、照護型態、與資源 1 

第八週 長期照護需求、照護型態、與資源 2 

第九週 期中考 

第十週 長期照顧服務機構參訪(該週週五執行) 

第十一週 長期照護機構經營策略(與參訪合併) 

第十二週 長期照護機構經營面面觀(經營者座談與經驗分享) 1 

第十三週 長期照護機構經營面面觀(經營者座談與經驗分享)2 

第十四週 分組報告與問題討論 

第十五週 分組報告與問題討論 

第十六週 分組報告與問題討論 

第十七週 課程總論與回饋 

第十八週 期末考試 

教師得依學生學習狀況調整授課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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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書籍、教材 教授提供自製教材 

(遵守智慧財產權，禁止非法影印。） 

課程要求（學生

於學期間應達成

之學習成就、作

業、考試等 

1.請先行閱讀與準備該週指定單元資料。 

2.每週課程出席並參與討論，討論內容列入學期成績評量。 

3.期末報告須繳交書面及口頭報告，口頭報告須應用 power point。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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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守大學 

醫務管理學系 

碩士在職專班 

 
 

 

 

 

110055學學年年度度新新生生座座談談會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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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專班一年級的新生大家好： 

 

歡迎各位加入義守大學醫務管理學系這個大家庭，為了讓您在入學前瞭解

本系的環境、增進師生交流及了解修課及修業相關規定，我們將於 105 年 9 月

14日(星期三)晚上 8點於本系 A0610教室舉辦新生座談會，期能使各位盡速適

應環境、增進學習效果。 

                           ─座談會議程─ 

 活動內容 地點 

20：00-20：40 

★ 一&二年級相互認識 

★ 選課相關規定&修業說明(問卷填寫) 

★ 學分抵免 

★ 可使用空間說明 

★ B0618研討室個人置物櫃鑰匙發放 

★ 班級幹部遴選 

★ 管理學基本知識測驗說明 

★ moodle使用方式介紹 

A0610 

教室 

◎新生座談會說明內容攸關各位日後權益，請同學務必出席。 

◎歡迎加入義守大學醫務管理學系-碩士班專區 FB(不定期提供醫管新知 & 研討會訊息) 

 

 

 

 

 

 

 

 

 

 

義守大學醫務管理學系 

105  年  9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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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守大學教師升等辦法 
 

88 年 11 月 19 日教育部台（88）審字第 88144690 號函核備 

91 年 5 月 10 日教育部台（91）審字第 91066462 號函核備 

93 年 4 月 20 日 9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93 年 5 月 26 日 9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4 年 12 月 21 日 9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5 年 6 月 14 日 9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5 年 12 月 20 日 9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7 年 11 月 12 日 97 學年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8 年 7 月 28 日校長核定公告修正第 5、7~30 條條文 

100 年 6 月 24 日校長核定公告修正第 1~2、4~13、18、26~31 條條文 

100 年 12 月 26 日校長核定公告修正第 10、13 條條文 

103 年 2 月 19 日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臨時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3 年 03 月 03 日校長核定公告修正第 3、9、18、23、24、28、30 條條文 

103 年 5 月 28 日 102 學年第 2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3 年 06 月 09 日校長核定公告修正第 4、7、9、10、11、15、25、26、28 條條文 

104 年 5 月 27 日 103 學年第 2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4 年 6 月 4 日校長核定公告修正第 1、3、7、8、10~33 條條文 

104 年 12 月 30 日 104 學年第 1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 年 1 月 8 日校長核定公告修正第 19 條條文 

106 年 1 月 4 日 105 學年第 1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 年 1 月 11 日校長核定公告修正第 4、6~9、11、15、16、19、22、30、32~36 條條文 

 

第  一  條  義守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讓教師適性專業發展，鼓勵教師

認真從事教學、研究與服務，依據教育部「教師資格審定辦法」

及相關法令規定，訂定義守大學教師升等辦法(以下簡稱本辦

法)。 
第  二  條  本校教師升等之相關事項，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依本辦法

辦理。 
第  三  條  本校專任教師其現職經教育部審定合格後，繼續服務並符

合下列規定年資及資格條件，得申請升等審查： 
一、講師升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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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具有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成績優 良，

並有專門著作者。 
（二）具有碩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曾從事與所

習學科有關之研究工作、專門職業或職務四年

以上，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者。 
（三）大學或獨立學院醫學系、中醫學系、牙醫學系

畢業，擔任臨床工作九年以上，其中至少曾任

醫學中心主治醫師四年，成績優良，並有專門

著作者。 
（四）曾任講師三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專門著作

者。 
二、助理教授升副教授： 

（一）具有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曾從事與所

習學科有關之研究工作、專門職業或職務四年

以上，並有專門著作者。 
（二）曾任助理教授三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專門

著作者。 
三、副教授升教授： 

（一）具有博士學位或其同等學歷證書，曾從事與所

習學科有關之研究工作、專門職業或職務八年

以上，有創作或發明，在學術上有重要貢獻或

重要專門著作者。 
（二）曾任副教授三年以上，成績優良，並有重要專

門著作者。 
前項各款有關「曾從事與所習學科有關之研究工作、專門

職業及職務年資」，均須為取得學位後之相關年資始得採計。 
本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一目以博士學位升等助理教授者，其

審查程序比照新聘教師規定(院級一級外審)，但其教師教學服務

成績仍須符合本校教師升等成績之規範始得提出。 
由他校專任教職轉任本校教職者，或以第一項有關研究工

58

User
印章



作、專門職業或職務之年資申請升等者，其服務年資均應予採

計，但在本校任教至少滿一年，且其教師教學服務成績仍須符

合本校教師升等成績之規範始得提出申請升等。 
第  四  條  教育人員任用條例修正公布（八十六年三月二十一日）施

行生效前已取得助教證書或講師證書之現職人員，繼續任教未

中斷，並取得博士學位者，得申請依修正生效前原升等辦法之

規定，送審較高等級教師資格。所稱「繼續任教未中斷」，指每

學期有實際任教之事實。但經核准帶職帶薪或留職停薪而未實

際任教者，不在此限。 
前項取得博士學位而申請送審副教授資格教師，如審查未

獲通過，得申請送審助理教授資格。其之後如欲申請副教授資

格者，不得再以該畢業論文或其論文之一部分提出升等申請，

須比照一般升等案件另以取得助理教授資格後所發表之著作或

作品辦理升等，惟其年資得不受前條第一項第二款之限制。 
第  五  條  本辦法第三條各款所訂服務年資，依下列方式計算： 

一、研究工作、專門職業或職務之年資，依服務機關(構)
正式核發之服務證明所載起迄年月計算。 

二、曾任教師之年資，依教師證書所載年資起算之年月計

算，並配合歷年實際接受之聘書，以推算至提出升等

所屬學期結束止（七月三十一日或一月三十一日）。兼

任教師年資折半計算。 
三、任教年資之計算，不包括留職停薪期間之年資，但留

職前後之年資得視為連續，並以歷年接受之聘書，配

合教師證書生效日期推算之。 
四、教師經核准且於借調期間每學期有返校義務授課二學

分以上者，於申請升等時，其借調期間年資合併計算，

但最多採計二年；惟教師借調他校滿三年以上者，經

本校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校教評會）同意，

得於借調學校送審教師資格。 
五、教師經核准全時進修、研究者，於申請升等時，其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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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進修、研究期間年資合併計算，但最多採計一年。 
第  六  條  教師申請升等之當學期應有實際在校授課之事實，其向學

校最低一級教評會提出申請送審之當學期未實際在校授課者，

不得送審。審查期間因故請假離校或離職，應停止審查該升等

案，至其回校任教後再繼續審查。停止審查期間超過一年者視

同結案。 
第  七  條  本校教師升等分為下列五種類型，其送審之研究成果形式

臚列如下： 
一、 學術研究類：以專門著作(含專書、期刊論文、學位論

文)送審。 
二、 創新教學類：以教學實務技術報告書送審。 
三、 產學技術類：以技術報告送審。 
四、 體育類：以專門著作(含專書、期刊論文、學位論文)

或體育成就證明送審。 
五、 藝術類：以專門著作(含專書、期刊論文、學位論文)

或作品、展演或藝術成就證明送審。 
前項各款研究成果之審查內容及審查基準如附表一至附表

五。 
第  八  條  前條所稱專門著作、作品、成就證明及技術報告，應符合

下列規定： 
一、有送審人個人之原創性，且非僅以整理、增刪、組合

或編排他人著作而成之編著或其他非研究成果著作送

審。 
二、以外文撰寫者，附具中文摘要，其以英文以外之外文

撰寫者，得以英文摘要代之；如國內無法覓得相關領

域內通曉該外文之審查人選時，學校得要求該著作全

文翻譯為中文或英文。 
三、由送審人擇定至多五件，並由送審人擇定其最具代表

性者為代表作，其餘列為參考作；其屬系列之相關研

究者，得合併為代表作。曾為代表作送審者，不得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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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升等時之代表作。 
四、為送審人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所出版或發表者；

送審人曾於境外擔任專任教師之年資，經採計為升等

年資者，其送審專門著作、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

告得予併計。 
前項專門著作，應符合下列各款規定之一： 
一、為已出版公開發行或經出版社出具證明將出版公開發

行之專書。 
二、於國內外學術或專業刊物發表，或具正式審查程序，

並得公開及利用之電子期刊，或經前開刊物，出具證

明將定期發表。 
三、在國內外具有正式 審查程序研討會發表，且集結成冊

出版公開發行、以光碟發行或於網路公開發行之著

作。 
以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送審通過者，應依規定公開

出版發行。但涉及機密、申請專利或依法不得公開，經學校認定

者，得於一定期間內不予公開出版。 
申請人所送專門著作中，其代表著作須申請人以「義守大

學」全銜刊登，並應非為曾以其為代表著作送審者(即未曾經過審

查)。 
以二種以上著作送審者，應自行擇定代表著作及參考著作；

其屬系列之相關研究者，得合併為代表著作，並說明其間之關聯

性。 
本次送審代表著作與前次送審代表著作內容近似者，送審

時，應檢附前次送審代表著作及本次著作異同對照。其餘有關著

作之相關規定，依「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辦理。 
第  九  條  前條所稱代表著作，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與送審人任教科目性質相關。 
二、非為學位論文之一部分。但未曾以該學位論文送審或

屬學位論文延續性研究者，經送審人主動提出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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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經專業審查認定代表著作具相當程度創新者，不在

此限。 
未符合前項各款規定之一者，不通過其教師資格審定。 

第  十  條  教師以已被接受將定期發表之證明申請升等者，其代表著

作應自該刊物出具接受證明所載日期之日起一年內發表，並自

發表之日起二個月內，將該專門著作送人力資源處查核並存檔。

其因不可歸責於申請人者之事由，而未能於一年內發表者，應

檢附該刊物出具未能發表原因及確定發表時間之證明，向校教

評會申請展延，並以該刊物出具接受證明之日起三年內為限。

經評審通過展延者，應於一年期限屆滿前，送人力資源處備查。 
前項著作經審定後不得作為下次送審著作。 
未依規定期限發表並送繳發表之代表著作者，應報教育部

廢止其教師資格，並追繳或註銷該等級之教師證書。 
第 十一 條    創新教學類升等，其教學表現應符合下列條件： 

一、近五年內教師評鑑教學成績至少有三年在全校前 30.0%，

且每學年教師評鑑教學成績在全校前 50.0%。 
二、近三年內每學期教學意見調查綜合平均分數，均在各

該學期全校專任教師前 50.0%（依據本校教學意見調查

實施辦法第四條附件計分說明辦理） 
三、上一職級資格審定後至該次申請升等期間，曾經獲得

院級以上傑出教學教師獎勵。 
四、符合前三款條件，且至少達下列任一標準者，得以教

學創新與實務研究成果轉成教學成果報告書送審。 
(一)專門著作，應為已出版公開發行之教學專書(不含

翻譯、編譯)、出版品或教學相關性期刊論文。 
(二)通過教育部認證之數位學習課程或數位學習教材，

或符合教育部所訂標準之磨課師課程。 
(三)其他可供檢視之教學教材或創新性之教學方法設

計，且應提供具體教學成效。 
第 十二 條  產學技術類升等，其產學技術表現應符合下列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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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請資格門檻：依下列研發成果計分原則採計七年內

之計分。 
    (一)講師升等助理教授須達 8 分。 
    (二)助理教授升等副教授須達 13 分。 
    (三)副教授升等教授須達 18 分。 
二、各項研發成果(含專利、技轉及產學計畫)計分原則詳如

附表三所示，並應以義守大學為專利權人或簽約代

表。 
第 十三 條  體育類教師本人或受其指導之運動員參加重要國際運動賽

會，獲有名次者，該教師得以成就證明送審；其重要國際運動

賽會範圍、成就證明採計基準依教育部規定。 
第 十四 條  藝術類教師以作品及藝術成就證明送審教師資格者，其類

科範圍，包括美術、音樂、舞蹈、民俗藝術、戲劇、電影及設

計。 
第 十五 條  教師有下列情事之一者，不得提出升等之申請；其已提出

者應予駁回： 
一、提出升等申請當學期，系教評會已進行審查作業而其

授課時數未符規定。 
二、留職停薪期間。 
三、不符合本校「教師升等教學服務成績考核要點」相關

規定者。 
第 十六 條  申請升等之教師，應繳交下列資料： 

一、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乙份（含電子檔）。 
二、以著作送審教師資格查核表/以學位或文憑送審教師資

格查核表乙份。 
三、教師升等申請書乙份。 
四、送審代表著作及參考著作及其中文摘要（五百至一千

字）一式三份。 
五、教師升等審查基本資料表乙份。 
六、教育部所頒發之原等級教師證書影本乙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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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原職級聘書影本乙份。 
八、外審教授迴避名單乙份（以三人為限，並須檢附具體

理由，無者免附）。 
九、代表作係數人合著者，僅得由其中一人送審；送審人

以外他人應放棄以該專門著作、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

報告作為代表作送審之權利。送審人應以書面具體說明

其參與部分，並由合著人簽章證明，但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不在此限： 
    (一)送審人為中央研究院院士，免繳交合著人簽章證

明。 
    (二)送審人為第一作者或通信（訊）作者，免繳交其國

外非第一作者或通信（訊）作者之合著人簽章證明。 
    前項合著人因故(如有死亡、失蹤或患有其他重病等)

無法簽章證明時，送審人應以書面具體說明其參與部分，

及無法取得合著人簽章證明之原因，經校教評會審議同

意者，得予免附。 
十、教學、研究及服務具體成果。 
十一、前一教師等級之代表著作。 

第 十七 條  教師升等之審查以三級三審制為原則，初審由各系(所、班)、
通識教育中心初審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教評會)辦理，複審

由各學院（通識教育中心複審）教評會辦理，決審由校教評會

辦理。 
第 十八 條  各系(所、班)、通識教育中心每年各級教師提名升等人數之

上限為該系(所、班)、通識教育中心該級（升等以前）教師人數

之五分之二（餘數進一）。但助理教授及講師可提出升等之名額，

不在此限。 
第 十九 條  院級與校級教評會辦理送審人之研究成果審查時，應建立

符合專業評量之外審作業程序，一次送三位校外學者專家審查。

審查人不得低階高審。 
前項院(中心複審)級外審之學者專家名單，由院長(中心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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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及教師評審委員會推薦相關領域教授，遴選三倍外審委員人

選，送請校長排序，並依序送外審委員審查；校級外審之學者

專家名單，由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主席、教務長、研發長、院長

或教評委員推薦相關領域教授，遴選三倍外審委員人選，送請

校長排序，並依序送外審委員審查。 
送審人或經由他人有請託、關說、利誘、威脅或其他干擾

審查人或審查程序情節嚴重者，應即停止其資格審定程序，及

通知送審人，並自通知日起二年內，不受理其教師資格審定之

申請。 
第 二十 條  外審委員之遴選為顧及公正性與平衡性，宜盡量兼顧下列

原則： 
一、同一案件之審查委員盡可能避免均由同一學校之教授

擔任。 
二、送審人畢業學校之教授盡可能迴避（尤其是畢業時間

十年以內，且為同一系所者）。 
三、與送審人為同校系且同時期畢業者，應盡可能迴避審

查。 
四、曾與送審者共同參與相關研究者，盡可能迴避審查。 
針對特殊性類科國內不易遴選適當委員審查時，得遴選國

外之教授擔任審查委員。 
外審委員名單之產生及外審作業，應由教評會主席親自處

理並注意保密；外審委員送回之資料及審查意見應加以整理，

手寫者應重新打字及校對。 
第 二十一 條  外審委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迴避審查： 

一、送審人之研究指導教授。 
二、送審人代表著作之合著人或共同研究人。 
三、現與送審人同校或曾與送審人同一系所服務者。 
四、與升等申請人有親屬或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有關規

定者。 
前項應迴避而未迴避之審查者，其評審結果無效。惟其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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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之評審，仍得計入審查結果。有效外審人數不足時，應就

不足之人數另行送審補正。 
第 二十二 條  升等審查程序： 

一、初審： 
（一）系(所、班)、通識教育中心初審教評會先審查升

等名額、申請人資格後，應就申請人自取得現

職職位後之教學、服務及研究等方面依教師升

等教學服務成績考核要點之規定評定申請人之

教學與服務成績，並書面審核申請人之研究成

果。 
（二）申請人之教學、服務及研究成績均達七十分以

上，且經系(所、班)、通識教育中心初審教評會

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推薦者，通過初

審。  
（三）經初審通過之升等案，教評會主席應加註評語

連同評審成績、各項表件及其升等著作送請上

一級教評會複審。 
二、複審： 

（一）院或通識教育中心複審教評會就申請人之教學

與服務研究情形及初審有關資料進行複審，並

依教師升等教學服務成績考核要點評定教學服

務成績。 
（二）申請人經院或通識教育中心複審教評會評定其

教學與服務成績均達七十分以上，且升等案經

院或通識教育中心複審教評會出席委員三分之

二以上同意後，辦理著作外審，將申請人之研

究成果(含專門著作、教學實務技術報告書、技

術報告、體育成就證明、作品或藝術成就證明)
送請校外之學者專家審查。 

（三）申請人研究成果外審評分達下列標準，且經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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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通識教育中心複審教評會出席委員三分之二

以上同意者，通過複審： 
      1.申請升等教授、副教授者外審成績至少二人評

分達七十五分以上且三人評分總平均為七十分

以上。 
      2.申請升等助理教授者外審成績至少二人評分

達七十分以上且三人評分總平均為七十分以

上。 
（四）經複審通過之升等案，院或通識教育中心複審

教評會主席應加註評語，連同評審成績、各項

表件及其升等著作送請校教評會決審。 
三、決審： 

（一）經院教評會決議通過之升等申請案，先送校教

評會主席將申請人之研究成果送請校外之學者

專家審查。 
 (二) 校教評會應先就名額、年資等因素加以斟酌。其

無特殊情形者，即依據大法官會議第四六二號

解釋之基本精神，審議升等人之研究成果。  
（三）申請人研究成果外審評分達下列標準，且經校

教評會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者，通過決

審： 
      1.申請升等教授、副教授者外審成績至少二人評

分達七十五分以上且三人評分總平均為七十分

以上。 
      2.申請升等助理教授者外審成績至少二人評分

達七十分以上且三人評分總平均為七十分以

上。 
前項教師申請各職級升等，其教學、服務及研究成績之總

成績，依各類型升等方式之升等審查基準及權重分別計算之，

皆須達前項標準始為通過。各職級「研究」、「教學」、與「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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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權重比例如附表六。 
本校「教師升等教學服務成績考核要點」另訂之，經校教

評會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系（所、班）、中心及學院得

增訂其他標準送院、校教評會核備後實施。 
本條第一項各款評分所達分數，均含本數，並取「小數第

一位四捨五入為整數」。 
第二十三條  複審或決審時，教評會委員如對升等著作外審結果之可信

度與正確性有疑義，應提出具有專業學術依據之具體理由，經

出席委員二分之一以上決議後，再送非原審查者一人至三人辦

理著作外審，其審查結果併同原審查意見，由教評會決定之。 
第二十四條  各級教評會審議前，教評會委員得至指定場所詳閱升等人

之資料。 
第二十五條  各級教評會審議時，教評會委員應全程參與，否則不得評

分；如對升等案有疑義，經決議暫緩審議，於再審議時，得邀

請升等人到會或以書面說明後，再繼續審議。 
第二十六條  教師升等案，每學期辦理一次，其作業流程由人力資源處

公告，逾期或資料不齊全未補正者，不予受理。 
第二十七條  未獲通過之升等案，該級教評會應將審查結果並敘明理由，

系級由該系（所、班）、中心、院級由該院（中心）、校級由人

力資源處以校函書面通知當事人，並敘明救濟途徑。 
第二十八條  申請人對審查結果如有疑義並有具體事證者，得於收到決

議通知書之日起三十日內，以書面向原決議處分之教評會提出

申復，或向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以下簡稱申評會)提起申訴；

如對申復結果不服時，得於收到決議通知書之次日起三十日內，

以書面向申評會提出申訴。 
              申請人對校教評會審查結果，如有疑義並有具體事證者，

得於收到決議通知書之次日起三十日內，依本校教師申訴評議

委員會組織及評議辦法規定，向本校申評會提出申訴，或向教

育部訴願審查委員會提起訴願。前揭救濟程序應擇其一為之。 
前項教師升等申復審查要點另訂，經校教評會通過，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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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核定後實施。 
第二十九條  校教評會審議通過之升等案經簽請校長核定後，應檢附相

關表件報請教育部核備。報部核備期間仍以原職級任教及支領

原職級薪資。審查通過後之年資、職級、薪資依部頒證書記載

為準。決審未通過或送審人中途撤案時，應從系級初審重新辦

理升等申請。 
第 三十 條    校教評會審議通過之代表著作、學位論文、教學實務技術

報告書、技術報告或體育成就證明，應於本校圖書館公開、保

管。但涉及機密、申請專利或依法不得公開，經學校認定者，

得不予公開。 
升等案件經評定為不及格者之評審意見，得提供予送審

人。 
第三十一條  升等初審辦法，由系（所、班）、中心教評會訂定經院教評

會審議，送校教評會核備，陳校長核定後公告實施；升等複審

辦法，由院（中心）教評會訂定，經校教評會審議，陳校長核

定後公告實施。 
第三十二條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為違反教師資格審查規定，應依違反學

術倫理相關規定處理： 
     一、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合著人證明登載不實、代表作未確

實填載為合著及繳交合著人證明、未適當引註、未經註明

授權而重複發表、未註明其部分內容為已發表之成果或著

作或其他違反學術倫理情事者。 
     二、著作、作品、展演及技術報告有抄襲、造假、變造或舞弊

情事者。 
     三、學、經歷證件、成就證明、專門著作已為刊物接受將定期

發表之證明、合著人證明為偽造、變造及以違法或不當手

段影響論文之審查者。 
第三十三條  兼任教師升等須符合本校兼任教師聘任辦法第十二條規定

始得提出申請，其任用資格及審查程序準用本辦法規定辦理。 
第三十四條  兼任教師在其他學校升等，領有較高職級教師證書擬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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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聘時，於開學前經教評會審議通過者，自學期開始改聘；開

學後通過者，自下一學期開始改聘。 
第三十五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

定辦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三十六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自 106 年 2

月 1 日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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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人：陳和賢 

2015. 06. 03 

技術報告之寫作技巧與教師技術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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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 
評鑑雙月刊: 2014.5 評鑑雙月刊第49期 
 
 教育部高教司 黃司長: 

改變教師升等制度  是改變大學教學品質的關鍵  

『…另外則是推動課程分流，教育部希望即使同一個學系的課程，也能分

為實務性課程與學術性課程雙軌制，教師升等制度更要打破目前九成以上

教師都以學術論文升等的現象，增加教學升等及技術報告升等的比例。唯

有推動多元升等制度，才能徹底改變教師的教學教法，讓大學教授願意專

注於教學工作上，改善教學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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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刻正推動大專校院教師多元升等制度: 
 
自102至105學年度試辦計畫，基於多元人才培育目標，鼓勵

學校結合教師職涯發展、學校定位特色及學生人才培育需求建

立多元升等制度，改善目前教師資格審查制度過於偏重學術論

文的現象，未來學校亦可以教師教學成就與產學技術成果做為

升等主要評量項目，區分研究、教學與技術三條教師升等途徑，

不但可以提升大專教師多元職涯發展，亦強化大專校院對教學

與產學技術的重視，並為推動課程分流與學用合一奠定紮實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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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定辦法 

「專科以上學校教師以技術報告送審教師資格
作業要點」已廢止，本作業要點業已併入「專
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99/11/24 修
正）。 

 

「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依教育人
員任用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十四條第三、
四項及教師法 第十條規定訂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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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用條例第十四條 

 大學、獨立學院及專科學校體育、藝術、應用科技等以
技能為主之教師聘 任或升等，得以作品、成就證明或技
術報告代替專門著作送審。 大學、獨立學院及專科學校
教師之聘任、升等均應辦理資格審查；其審查辦法由教
育部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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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法第十條 

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由教育部
定之。 

76

User
印章



審定辦法 

 一、有送審人個人之原創性，且非以整理、增刪、組合或編排他
人著作而 成之編著或其他非學術性著作送審。  

二、已出版公開發行之專書，或於國內外學術或專業刊物發表
（含具正式 審查程序，並得公開及利用之電子期刊），或經
前開刊物出具證明將 定期發表，或在國內外具有正式審查程
序研討會發表且集結成冊出版 公開發行（含以光碟發行）之
著作。 

 三、以外文撰寫者，附具中文提要；如國內無法覓得相關領域內
通曉該外 文之審查人選時，本部得要求該著作全文翻譯為中
文或英文 

第 11 條 本條例第十四條第二項所定專門著作，應符合下列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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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定辦法 

 四、以二種以上著作送審者，自行擇定代表著作及參考著作；其
屬系列之 相關研究者，得合併為代表著作。代表著作並應非
為曾以其為代表著 作送審者。 

 

 五、代表著作應為送審人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及送審前五年
內之著作 ；參考著作應為送審人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及
送審前七年內之著 作。但送審人曾於前述期限內懷孕或生產
者，得申請延長前述年限二 年。 前項第四款之代表著作，其
名稱或內容有變更者，準用第十四條規定辦理 。 

第 11 條 本條例第十四條第二項所定專門著作，應符合下列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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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定辦法 

第 13 條 第十一條第四款所定代表著作係數人合著者，僅得由其中一
人送審；送審時，送審人以外他人須放棄以該著作作為代表
著作送審之權利。送審人應以書面具體說明其參與部分，並
由合著人簽章證明之。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第 12 條 前條第四款所定代表著作，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與送審人任教科目性質相關。 
二、非為學位論文之一部分。但未曾以該學位論文送審或屬學位

論文延續性研究者，送審人應主動提出說明，經專業審查認
定代表著作具相當程度創新者，不在此限。 

一、送審人為中央研究院院士，免繳交合著人簽章證明。 
二、送審人為第一作者或送審人為通信（訊）作者，免繳交

其國外合著人簽章證明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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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定辦法 
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查代表作合著人證明 

送 審 人 姓 名 中文 外文 任教學校 

代表著作名稱 出版時間 

合著人（或共 
同 研 究 人 ） 
親 自 簽 名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送 審 人 完 成 
部 分 或 貢 獻 

合 著 人 完 成 
部 分 或 貢 獻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註： 
一、本證明係依據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四條第一項第五款規定辦理。 
二、合著人（或共同研究人）須親自簽名蓋章。若合著人為外籍人士，本表得以外文撰寫。（務須使合

著之外籍人士理解其內涵意義）。 
三、合著之著作，僅可一人用作代表著作送審，他人須放棄以該著作作為代表著作送審之權 利。 
四、如各欄不敷填寫者，可另以附件呈現。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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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定辦法 
第 14 條 本次送審代表著作與前次送審代表著作內容近似者，送審時， 應檢附

前送審代表著作及本次著作異同對照。 

第 15 條  持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二款所定國內外學術或專業刊物接受將定期發表

之證 明送審者，其代表著作應自該刊物出具接受證明之日起一年內

發表，並自 發表之日起二個月內，將該專門著作送交學校查核並存

檔；其因不可歸責 於送審人之事由，而未能於一年內發表者，應檢

附該刊物出具未能發表原 因及確定發表時間之證明，向學校教師評

審委員會申請展延，並以該刊物 出具接受證明之日起三年內為限。

經評審通過展延者，應於一年期限屆滿 前，報本部備查。 前項著作

經審定後不得作為下次送審著作。 未依第一項規定期限發表並送繳

發表之代表著作者，學校應駁回其申請， 並報本部；其教師資格尚

在本部審查者，應駁回其申請；其教師資格已審 定合格發給教師證

書者，由本部廢止其教師資格，並追繳或註銷該等級之 教師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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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定辦法 
第 16 條 依第四條第一款規定及第六條第一款規定送審者，得以其取得學位之

論文、創作、展演或書面報告、技術報告（以下簡稱學位論文）替代
專門著作。（申請助理教授、副教授之學位升等， 或助理教授第一次
等） 

第 18 條 依本條例第十四條第三項規定以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代替專門
著作送審者，其條件如下：       

（一）有關專利或創新之成果。  

（二）有關專業技術或管理之個案研究，經整理分析具整體性及獨特見解 貢 獻 

            之報告。  

（三）有關產學合作實務改善專案具有特殊貢獻之研發成果。  

一、藝術類科教師，得以作品及成就證明送審教師資格；其類科範圍，包 
括美術、音樂、舞蹈、民俗藝術、戲劇、電影及設計。 

二、應用科技類科教師，對特定技術之學理或實作有創新、改進或延伸應 
用之具體成果者，得以技術報告送審；其審查範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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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藝術類科教師以作品及成就證明送審教師資格審查基準  
範圍  類別及應送繳資料  

美術  一、五年內舉辦二次以上個展，且展出之作品不得重複。  

二、前述個展，其中一場須專為教師資格送審所舉辦之個展（應呈現有系統之
創作思想體系及應有一特定研究主題作品），展覽一個月前應通知學校。
個展展出之作品依其不同類別，數量不得少於下列規定：  

 

 

 

 

 

三、送繳之資料應包括所舉辦個展之畫冊或光碟、公私立美術及展覽機構之展
出資料、典藏或得獎證明，並提供具有系統創作思想體系之相關論述。  

(一) 平面作品：（如繪畫、版畫、攝影、複合媒材作品等）二十件以上，作品大小、
材料不拘。  

(二) 立體作品：（如雕塑、複合媒體作品等）十件以上，作品大小、材料不拘。  

(三) 綜合作品：（如裝置藝術、數位藝術、多媒體藝術、行動藝術等）五件以上，
作品大小、形式、材料不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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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  類別及應送繳資料  

音樂  一、 創作：  
(一) 送繳下列三種以上具代表性之作品資料：  
             １、管絃樂作品（交響曲、交響詩、協奏曲等）或清唱劇（神劇）或歌劇或類似作品。  

                   ２、 室內樂曲（四人編制以上）。  
                   ３、 合唱曲或重唱曲。獨奏曲或獨唱曲。  
                   ４、 其他類別之作品。  

(二) 所送作品合計演出時間依送審不同等級，講師不得少於六十分鐘、助理教授不得少於七十
分鐘、副教授不得少於八十分鐘、教授不得 少於九十分鐘，且至少應包括前述第一、二種
樂曲各一首（部）。  

(三) 送繳之資料應包括樂譜、公開演出證明及演出光碟。  

二、 演奏（唱）及指揮：  
(一) 送繳五場以上不同曲目且具代表性之公開演出音樂會資料。包括獨奏（唱）、伴奏，協奏曲

、室內樂、絲竹樂、清唱劇（神劇）之指揮或主要角色演奏（唱），歌劇之導演及主要角
色演唱等。  

(二) 以演奏（唱）送審者（含傳統音樂），至少應包括三場獨奏（唱）會；且每場演出時間不得
少於六十分鐘。  

(三) 送繳之音樂會資料應包括節目內容、公開演出證明、現場整場之光碟，並以其中一場演出樂
曲之書面詮釋作為創作報告。  

審查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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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  類別及應送繳資料  

舞蹈  一、 創作：  
        (一) 送繳三場以上不同且具代表性之作品資料（須含一人至四人之舞作及五人以上之群

舞作品）。  

        (二) 前述舞作合計演出時間依送審不同等級，不得少於下列之規定：  
１、 教授：一百二十分鐘。  ３、 助理教授：八十分鐘。  

２、 副教授：一百分鐘。  ４、 講師：八十分鐘。 

      (三)送繳之資料應包括演出證明、現場演出整場光碟（全景定格之錄影）、工作帶、創作
過程及各場舞作形式與內容之說明。  

二、 演出：  
        (一) 送繳三場以上不同且具代表性節目之獨舞或主要舞者演出資料。  

        (二) 前述舞蹈演出個人參與部分合計時間，依送審不同等級，不得少於下列之規定：  

１、 教授：八十分鐘。  ３、 助理教授：一百分鐘。 

２、 副教授：八十分鐘。  ４、 講師：一百分鐘。  

       (三) 送繳之資料應包括演出節目內容、演出證明及現場演出整場光碟。  

審查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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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  類別及應送繳資料  
民俗 
藝術  

一、 編劇：  
        (一) 送繳原創劇本之演出證明（含節目單）、演出光碟，並附完整劇本。  
        (二) 前述作品時間不得少於下列之規定：  

１、 教授：九十分鐘。  ３、 助理教授：七十分鐘。  

２、 副教授：八十分鐘。  ４、 講師：六十分鐘。  

二、 導演：  
        (一) 送繳所導演之本類表演藝術之演出證明（含節目單及演出光碟），並附完整導演本。  
        (二) 前述作品時間不得少於下列之規定：  

１、 教授：九十分鐘。  ３、 助理教授：七十分鐘。               

２、 副教授：八十分鐘。  ４、 講師：六十分鐘。 

三、 樂曲編撰：  
         (一) 送繳一齣戲以上不同且具代表性曲譜之演出證明（含節目單）、演出光碟，並附完整劇本及曲譜。  
         (二) 前述樂曲時間每一齣戲不得少於下列之規定：  

１、 教授：九十分鐘。  ３、 助理教授：七十分鐘。 

２、 副教授：八十分鐘。               ４、 講師：六十分鐘。  

四、 演員：  
        (一) 送繳擔任主要演出者三場以上民俗技藝或說唱藝術公開演出之演出證明（含節目單）、演出光碟，

並 附完整劇本或曲譜。  
          (二) 前述演出個人參與部分合計時間不得少於下列之規定：  

１、 教授：九十分鐘。  ３、 助理教授：七十分鐘。              

２、 副教授：八十分鐘。  ４、 講師：六十分鐘。 

審查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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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  類別及應送繳資料  

戲劇  一、劇本創作：送繳三齣以上已出版或已演出之原創劇本，後者應附演出
證明（含節目單）、演出光碟，及完整劇本。  

二、導演：送繳二齣以上所導演戲劇之演出證明（含節目單）、演出光碟
，並附完整劇本。  

三、表演：送繳三齣以上擔任主要角色所演出之戲劇演出證明（含節目單
）、演出光碟，並附完整劇本。  

四、劇場設計（含舞台、燈光、服裝、化妝、技術及音樂等項）：送繳三
齣以上原創設計或專業技術設計，並附演出證明（含節目單）、演出
光碟及完整劇本。  

五、 送繳之作品每齣戲全場演出時間不得少於八十分鐘。  

審查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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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  類別及應送繳資料  

電影  一、 長片（片長七十分鐘以上）  
         (一) 送審之類別及送繳之資料分別如下： 

１、 編劇：所擔任編劇之電影拷貝，並附電影原創劇本。 
２、 導演：所擔任導演之電影拷貝，並附文字分鏡劇本或含分鏡圖。 
３、 製片：所擔任製片之電影拷貝，並附完整製片企劃書等。 
４、 攝影：所擔任攝影師之電影拷貝，並附燈光、鏡頭等設計圖。 
５、 錄音、音效：所擔任錄音師或音效師之電影拷貝。 
６、 剪輯：所擔任剪輯之電影拷貝。 
７、 美術設計：所擔任美術設計之電影拷貝，並附設計圖等。 
８、 表演：所擔任演出之電影拷貝，並附人物分析及劇本分析報告。  

         (二) 送繳之作品合計演出時間不得少於下列規定：  
１、 以電影片作品送審者：五年內長、短片不得少於八十分鐘。 
２、 以電影劇本送審者：五年內不得少於三本，每本不得少於八十分鐘。  

 

二、 短片：（少於七十分鐘）  

      (一)以電影作品送審者須為短片之創作者，五年內至少六部。  

        (二)送繳之說明資料應包括所製作之電影拷貝或數位錄像作品。  

審查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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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  類別及應送繳資料  

設計  一、環境空間設計（含建築設計、都市設計、室內設計、景觀設計等）：送繳三
件以上個人不同且具代表性或曾參加公開競賽或特定研究主題之作品，並提出
相關輔助說明、實物照片、多媒體或模型等。  

二、產品設計（含產品設計、工藝設計等）： 送繳五件以上個人不同且具代表性
已投入生產，或曾參加公開競賽，或特定研究主題之作品，並提出相關輔助說
明、實物照片、多媒體或模型等。  

三、視覺傳達設計（含平面設計、立體設計、包裝設計等）：送繳十五件以上個
人不同且具代表性，或曾參加公開競賽，或特定研究主題之作品，並提出相關
輔助說明、實物照片、多媒體或模型等。  

四、多媒體設計（含網頁設計、電腦動畫、數位遊戲等）： 送繳五件以上個人不
同且具代表性，或曾參加公開競賽，或特定研究主題之作品，作品播放時間長
短不限，並提出相關輔助說明、實物照片、多媒體或模型等。  

五、時尚設計（含服裝設計、織品設計、流行設計等）： 送繳十件以上個人不同
且具代表性實際應用，或曾參加公開競賽，或特定研究主題之作品，並提出相
關輔助說明、實物照片、多媒體或模型等。  

審查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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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  類別及應送繳資料  

附註  各範圍送審作品均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 審前五年內且係取得申請升等教師等級之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完成之作品。  

二、如係數人合作完成之作品，應附書面具體說明其參與部分，並由其他合作者簽章證明之。  

三、送審作品應附整體作品之創作或展演報告，送審如通過，送審人應將創作或展演報告正式出
版。創作或展演之內容應包括下列主要項目：  

(一) 創作或展演理念。  (三) 內容形式。  

(二) 學理基礎。  (四) 方法技巧（得含創作過程）。  

四、 送審作品經審查未通過者，須有新增二分之一以上之作品方得再次以作品送審。  

五、 送審教授資格者並應提出學術理論研究之具體成果。  

六、送審作品及有關資料除原作外，均須各一式四份。送審時得繳交之補充資料包括：所舉辦個
展之專輯或光碟，公私立美術及展演機構之展出資料、典藏或得獎證明；實際應用、製造單
位或智慧財產權之相關證明；並提供具有系統創作思想體系之相關論述。  

七、另多媒體設計須繳交原作作品之拷貝（可播放之影片、電腦程式、電腦檔案等）及充分之圖
說（作品內容、安裝、操作等必要說明）與播放所需之解碼器、外掛程式等。  

審查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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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  相關規定  
一、 有關專利或創新之

成果。  
二、有關專業技術或管理

之個案研究，經整理
分析具整體性及獨特
見解貢獻之報告。  

三、有關產學合作實務改
善專案具有特殊貢獻
之研發成果。  

送審成果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送審前五年內且係取得申請升等教師等級之前一等級教師資

格後完成之研發成果。  
二、以二種以上研發成果送審者，應自行擇定代表成果及參考成

果。其屬一系列相關之研究者，得自行合併為代表成果。  
三、如係數人合作代表成果者，僅得由中一人送審；送審時，送

審人以外他人須放棄以該成果作為代表成果送審之權利。送
審人應以書面具體說明其參與部分，並由合著人簽章證明之
。  

四、研發成果涉及機密者，送審人得針對機密部分提出說明，並
要求審查過程及審查者予以保密。  

五、送審成果應附整體作品之書面報告，其內容應包括下列之主
要項目：  

(一) 研發理念。  (三) 主題內容。 (五) 成果貢獻。 
(二) 學理基礎。  (四) 方法技巧。 

附表二 
應用科技類科教師以技術報告送審教師資格審查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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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體育類科教師以體育成就證明送審教師資格審查基準 

範圍  類別及應送繳資料  

體育類科教師本人
或受其指導之運動
員參加重要國際運
動賽會，獲有名次
者，該教師得以成
就證明送審。 
前項所稱重要國際
運動賽會、成就證
明採計基準由本部
訂定並公告之。 
前項所稱成就證明，
即運動成就證明，
係指由運動賽會主
辦單位出具之名次
證明。  

一、以體育成就證明送審者，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 應檢附成就證明一式五份，且證明所載該運動員獲有國
際運動賽會名次發生時間，應符合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二款送
審時間規定。 
(二) 以體育成就證明送審者，應附競賽實務報告一式三份，
其內容應符合第二點規定；二種以上成就證明送審，應自行
擇定代表成就及參考成就，其屬一系列相關成就者，得自行
合併為代表成就，代表成就以外之其他相關成就或著作，得
作為參考成就。 
(三) 如以受其指導之運動員成就證明送審者，應併檢附賽會
主辦單位出具之教練證明 。 
(四) 送審之成就證明如曾獲得其他獎勵，得一併送相關證明
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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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體育類科教師以體育成就證明送審教師資格審查基準 

範圍  類別及應送繳資料  

(五) 代表成就係二人以上共同完成者，僅得由其中一人
送審；送審人以外他人須放棄以該成就證明作為代表成就送
審之權利，送審人應附書面說明本人參與之部分，並由其他
共同完成者簽章證明並放棄作為代表成就送審之權利。 
(六) 以成就證明送審前一等級教師資格，送審時應檢附
該等級教師資格之全部送審資料。 
(七) 送審該等級教師資格未通過，惟成就證明符合第一
點各款規定者，得以相同之成就證明輔以修正達二分之一以
上之競賽實務報告及前次不通過之競賽實務報告一式三份重
新送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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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條 本部複審作業，規定如下： 

一、以學位或文憑送審者，其學經歷證件，依本條例、本辦法
及其他相關規定辦理；其學位認定有疑義或學校審查未落
實者，得由本部再為審議決定；必要時，本部得就其專門
著作（含學位論文）為審查。  

二、以專門著作送審者，依所屬學術領域歸類後，由本部聘請
各該領域之 顧問推薦學者專家審查。 

三、以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送審者，依所屬領域歸類後，
由本部聘請各該領域具實務經驗之顧問推薦具實務經驗之
教師或實務界具教師資格之專家審查。 

審查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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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7 條 專門著作、體育成就證明、技術報告送審者，本部
一次送三位學者專家審 查；以作品、藝術成就證明
送審者，本部一次送四位學者專家審查。審查 人不
得低階高審。  

第 29 條 本部辦理複審時，以專門著作、體育成就證明或技
術報告送審者，其審查 結果，二位審查人給予及格
者為通過；以作品、藝術成就證明送審者，其 審查
結果，三位審查人給予及格者為通過。 送審教師資
格之著作、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經審查或審
定後認定有 疑義者，由本部加送專家學者一人至三
人審查後，併同原審查意見由本部 決定之。  

審查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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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報告與學術論文升等差異 

論文升等 技術報告 
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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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升等： 

技術報告與學術論文升等差異 

代表作以期刊論文為主，其他著作為參考著作。 
代表作為一篇或數篇（系列研究），國內或國外期刊。 
SCI、EI等篇數多，且有一兩篇發表在高的Impact  

Factor之期刊較有利於升等。 
除非發表的期刊其Impact  Factor很高，否則建議分散
投稿不同期刊。 
若以研討會論文為主論文，其研討會論文集需有ISBN
登錄號。 
若升等與博士階段研究有關，須特別注意撰寫。 
  發表論文篇數多，不以實務成果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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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成就證明： （藝術、電影、設計類） 
   代表作須公開展演。 

 
   競賽實務報告。 

技術作品、成就證明： （藝術、電影、( 應 ) 
  代表作含技術移轉成果。 
  代表作含專利（國內或國外）成果。 
  代表作含專利、技術移轉成果。 
  代表作含專利、期刊著作（國內或國外）。 
  代表作含專利、期刊著作、技術移轉成果。 
  其他列入參考著作。 

 

技術報告與學術論文升等差異 

體育成就 

技術報告升等:   (應用科技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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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成就證明： （藝術、電影、設計類明  
  技術報告應為與廠商產學合作研究之實施成果報告並 

      有助於廠商之商業獲利。 
   技術報告包含教師與產業界合作研發或接受委託之實 

      務改善專案計畫，包括： 
 
 

 

技術報告與學術論文升等差異 

技術報告升等:   (應用科技類) 

 新產品開發或品質改良 
 新製造方法、新製程或製程改良技術 
 創新管理方法與提高生產效率 
 開發新產品行銷方法 
 專利成果延伸 

 
   實務成果為主且要質與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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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報告升等採質或量 
   著作升等需有著作發表，技術報告升等建議有專利為佳； 

   前一等級升等內容模式，不一定適用於下一等級升等； 

   送審要有心理準備，可能不會通過； 

   兩次外審程序，共六位外審委員，每一階段結果未必同； 

   別人成功的模式未必適用於自己； 

   做好ㄧ個產學合作，遠比很多小成果的產學合作佳； 

   最好各種績效成果都有，尤其產業實務績效成果； 

   務實累積質與量成果才是上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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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報告升等採質或量 
  

   應為對特定技術之學理或實驗有創新、改進或延伸應用之 

      具體成果者。 

   要配合審查項目修正審查意見表中評分項目及配分式， 

      作整體策略規劃。 

   任何成果及佐證資料，皆是爭取審查委員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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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意見表(甲表) 
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教師以技術或實務研發成果送審教師資格審查意見表(甲表) 

   代  表  成  果  評  分  項  目  及  基  準 送審前5年內且前一等級
至本次申請等級間之具
體研發成果總成績 
（在質與量方面之水準
、專利獲得與實際之應
用、技術移轉績效、獲
獎情形、產學合作執行
績效、對該專業或產業
技術之提升與貢獻、持
續研發之投入程度與能
力等） 

總 分 
項目 

研發理念與
學理基礎 
（研發理念
之創新與所
依據之基本
學理） 

主題內容與方
法技巧 
（研發主題之
詳細內容、分
析推理、技術
創新或突破、
試驗方法及文
獻引用等） 

成果貢獻 
（研發成果之創新
性、可行性、前瞻
性或重要性，在實
務應用上之價值及
在該專業或產業之
具體貢獻） 

教授 10% 10% 30% 50% 

副教授 10% 10% 30% 50% 

助理教授 15% 15% 30% 40% 

講師 15% 15% 50% 20% 

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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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評定基準 
 
1.教     授   ：持續從事學術、技術或實務研發，並應在該專業或產業領域內有

獨創及持續性著作或研發成果，且具有重要具體之貢獻者。 

2.副  教  授：持續從事學術、技術或實務研發，並應在該專業或產業領域內有
持續性著作或研發成果，且具有具體之貢獻者。 

3.助理教授：持續從事學術、技術或實務研發，其研發成果貢獻良好並能顯示
確實具有獨立研發之能力者。 

4.講    師    ：持續從事學術、技術或實務研發，其研發成果及貢獻應具有相當
之水準者。 

5. 

 

※附註：『送審前5年內且前一等級至本次申請等級間之具體研發成果總成績』
包含代表成果。 

上開各等級之技術或實務研發成果，其成果貢獻亦包含對於社會、文化、生
態等層面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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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教師以技術或實務研發成果送審教師資格審查意見表(乙表) 

代 表 成 果 名 稱 

審查意見：(本頁於送審人不通過時提供其參考，審查意見務請具體明確，可以條列方式敘述，並儘量以電腦打字，審查意
見內容勿少於三百字為原則，並勾選優缺點欄位及總評欄。) 

優         點（可複選） 缺        點（可複選） 

□具有創新與突破之處               
□研發成果具實用價值               
□研發成果在該專業或產業上有相當之貢獻 
□研發成果在社會、文化、生態上有相當之貢獻 
□研發內容具有完整性               
□研發能力良好，方法正確             
□研發績效良好 
□持續投入研發程度高 
□研發態度嚴謹 
□技術移轉績效良好 
□適合教學實務             
□可結合產業，提升產業技術             
其他： 

□無特殊創新之處 
□實用價值不高 
□研發成果在該專業或產業之貢獻度不高 
□研發成果在社會、文化、生態上之貢獻度不高 
□內容形式不完整 
□研究方法不妥適 
□研發成績不理想 
□持續投入研發程度不足 
□研發態度不嚴謹 
□技術移轉績效不佳 
□有抄襲模仿之嫌（請於審查意見欄指出具體事實） 
□違反學術倫理 
其他： 

審查意見表(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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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科以上學校藝術類科教師作品審查意見表(甲表) 
設計類  □環境空間設計 □產品設計  □視覺傳達設計  □多媒體設計   □時尚設計 

代 表 作 品 5年內及前一
等級後之成績 

總 分 
項    目 

文化社會性、機能性、
技術性、藝術性、原創

性、產業應用性 

創  作  報  告 
(含創作理念、學理基礎、內容
形式、方式技巧、專利取得、藝

術價值與貢獻等。) 

提出5年內及
前一等級後在
相關教學領域
內之研究或創
作成果 

教 授 35% 50% 15% 

副 教 授 45% 40% 15% 

助 理 教 授 60% 30% 10% 

講 師 70% 20% 10% 

得 分 

審查人簽章 審畢日期    年   月   日 

審查意見表(甲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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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展處組織圖 
專科以上學校藝術類科教師作品審查意見表(乙表) 

設計類  □環境空間設計 □產品設計  □視覺傳達設計   □多媒體設計   □時尚設計 

優        良 缺        點 

□作品富於文化社會性 
□機能性佳 
□創作技術良好 
□具有新的研究創作見解 
□具藝術價值 
□產業應用性強 
□獲有專利權 
□其他： 

□作品缺少文化社會性 
□機能性不佳 
□作品技法內容表現較次 
□創作見解欠明 
□藝術價值不高 
□產業應用性不佳 
□違反學術倫理 
□其他： 

總     評 

※本案及格底線分數為             分。本人評定本案為□及格。□不及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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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技農工領域 

 

研發成果需與專長教學科目有關， 且要結合教學； 

除非極高技術深度與產業成果，審查委員不 

   會滿足於單一成果技術報告； 

代表著作至少包含專利及技術移轉； 

代表著作不要有不相關成果； 

專利、專書 、發表論文以第一作者為主； 

參考著作要有期刊論文， 不要掛零。 

 尋求團隊合作， 加速成果獲得。 

準備與攻略 
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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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以系列研究更佳 (持續研發呈現)； 

專利朝向發明專利為主（I），但非絕對； 

有發表著作、市場行銷商品化成果者，有加分參考； 

有國科會計畫佳，尤其有國科會產學計畫； 

  國科會大專生專題研究計畫； 

技術移轉對象以相當規模公司則佳； 

  校內教學、研究、服務獲獎紀錄證明； 

要參加校外競賽， 或發明展，或指導學生專題獲獎； 
 

生技農工領域 
準備與攻略 

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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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各單位相關獎項、產學合作相關證明、技轉證明、 

     證照、所有計劃案、產業效益數據。 

  找學校產學中心或育成中心協助，將個人研究成果轉 

     成專利保護，產學媒合促成應用合作； 

  注意了解市場脈動，資料收集，主動與廠商聯繫， 選 

     定送審題目及研究方向； 

  申請經濟部(SBIR，CITD…) 、農委會、國科會或地方 

     政府產學計畫； 

 

生技農工領域 
準備與攻略 

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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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廠商產學合作，自我期許朝專利與技轉績效； 

 可請廠商申請國外專利； 

 生技醫農商品獲衛福部許可證書或健康食品認證； 

 經常上教育部學審會網站，找尋相關資料與最新規定； 

 多參加校外學術或產業活動，認識專家學者。 

 兼顧實務成果，學術研究，人才培育，回饋教學。 
 

生技農工領域 
準備與攻略 

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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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吸引力題目 (參考前人經驗) 

序言：產學合作背景起源、技術開發與產業成果摘要 

壹、研發理念：前人研究、技術現況、 市場需求、待解決問題 

貳、學理基礎：創新依據、定義說明、理論分析、模擬實驗 

             （ㄧ） 

             （二） 

                 ： 

 参、主題內容：主要技術方法說明、圖表數據、模擬與實際結果驗證 

              （一） 

              （二） 

                 ： 
參考文獻 (都要在報告內被引用，未引用文獻建議不要列入) 

書面報告書撰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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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方法技巧：突破技術實施內容、闡明新穎性、進步性、產業利用性，現 

                            有技術差異性比較說明 

伍、成果貢獻：教學改善、技轉、獲獎、商品化產品、廠商市場行銷業績 

              （一） 

              （二） 

                 ： 

附錄、數據、光碟、商品目錄、規格書、其他相關資料 

 

書面報告書撰寫(續) 

內容組織要嚴謹，文字正確通順，圖表清楚，邏輯論述連貫性， 數據探討
正確，深度份量，實務或產品驗證 ，期許與學術論文升等同一水準。 

要呈現有利於升等的佐證資料，強調証明代表作之優點及貢獻，研究成果
是如何有助於教學品質提升及對產業界貢獻、技轉、競賽得獎、市場效益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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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案例 
 

技術研發成果送審教授升等 
相關資料 

（代表著作及參考著作） 
 
 
 

代表著作：結合太陽熱能之密閉式 
乾燥設備開發系列研究 

 
 
 
 

送審單位：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教師姓名：陳和賢（Ho-Hsien Chen） 

現任級職：副教授 
 

系    所：食品科學系暨研究所 
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八月 

 

 
技術研發成果送審教授升等 

書面報告 
 
 

結合太陽熱能之密閉式乾燥設備 
開發系列研究 

 
 

（內容含SCI論文一篇、 
美國專利一項、 

中華民國專利三項、 
技術移轉一項） 

 
送審單位：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教師姓名：陳和賢（Ho-Hsien Chen） 
現任級職：副教授 

 
系    所：食品科學系暨研究所 

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八月 113



個人案例 

研發內容： 機械設計、冷凍、熱傳、食品加工、數值分析、省能設計、 

                         殺菌功能、食品衛生檢驗。 

代表著作：(取一恰當主題名稱) 

                         內容含SCI論文1篇（第一作者且通訊作者） 、 

                         美國專利1項（第一作者） 、 

                         中華民國專利3項（第一作者） 、 技術移轉1項 

                         (所有成果彙整為一份完整性技術報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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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內參考著作： 

          SCI論文4篇（第一作者） 

             國內審查制度期刊10篇（第一作者） 

             專利14項（第一作者） 、技術移轉3項 

                                       國內外研討會15篇（不列入） 

 

研發成果書面報告及代表著作合併成冊 (含封面、目錄) 

個人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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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等未通過意見列舉 
1. 送審者的代表著作為一中華民國發明專利。以技職院校的定位審視，

專利固為重要成果指標之一。然而，從學術研究的本質反思，專利
在研究貢獻的輔佐角色雖不容抹煞，學術論文的發表仍應為主要的
研究成果展現，終究學術論文歷經專業學術審查的勘驗。在最高學
術等級的教授職稱上之要求，對於以專利作為代表著作並無法放低
標準予以推薦。 

2. 送審者五年內參考著作主要均在專利之獲得。期刊論文僅有ㄧ篇發
表於××大學學報，研討會論文少數為××大學舉辦學術研討會發表，
幾乎無國際研討會論文發表的經驗。從論文質與量的雙重角度來看，
與應當具有的水準尚有明顯距離。 

3. 送審者其研究成果侷限於國內專利及國內學術研討會論文，然就學
術層面的貢獻卻是極為有限，在國際間的認同獲得並無法得知。 

 

不要重蹈覆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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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等未通過意見列舉 
4. XXX公司成立於民國XX年，XX年股票上市，XX年無預警向法院申請

公司重整，引起社會很大的震撼，各界議論紛紛，然而，本文僅引
用民國XX~XX年三年的資料來分析，就一篇做為升等教授的論文來
說，略顯不足，作者應該嘗試往前收集更多的資料，至少以10年的
數字來觀測，如此更能夠找出其問題癥結。 

5. 主論文的標題是「公司治理個案~以XXXX公司為例」，然而在文章
中，僅以財務報表的內容來分析，對公司治理的部份沒有提及，其
實，公司治理也是依個專有的名詞，其內容包括有：董事會的運作、
內部控制與稽核制度之建立與落實、會計師的選擇、資訊揭露與透
明、保障股東或利害關係人權等事項，顯然，本篇文章的內容與標
題不太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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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等未通過意見列舉 
6. 最近8年，專著部分有20篇之多，相當不簡單，從2006~2009年，

期刊論文有17篇，國內外研討論文亦有29篇，以升等教授的條件
來說，份量是已足夠；然而，美中不足的是，除了研討會有1篇論
文是單一作者之外，其餘的論文(含期刊及研討會論文)全部都是共
掛2位(含)以上，如此，升等人在這些論文中的貢獻度不禁會讓人納
悶。  

7. 發表文章之期刊代表性不足，文章雖然廣度夠，但深度不足且共同
作者在每篇文章幾乎都太多了。 

8. 申請人代表著作『XXXXXXX』與多篇參考作（含三篇英文著作與
三篇中文著作），均與就讀博士班之指導教授或老師共同具名。從
現階段提供審查資料均未能足夠顯示：申請人具有足夠獨立研究能
力並在研究領域具有具體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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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等未通過意見列舉 
9.       綜觀本次升等論文，申請人和第二作者是equal contribution，同

時又有兩位通訊作者（corresponding author），也就是說申請人
的研究比率只占整篇論文的四分之一，不符合比例原則，且該篇論
文的共同作者除了申請人外，其餘都是XXXX大學的合作學者，此
結果也暗示著該篇論文為申請人在XXXX大學服務時的論文，而非
申請人在貴校的研究結果，因此申請人近幾年在貴校服務的研究成
績直得再評估。 

10. 綜觀XXX過去四年的研究成果而言，唯一的優勢是合作對象多(但 
         也造成研究領域過於分散)。在「量」的方面：雖有14篇論文，但

主 
         要的貢獻只有3篇(2篇第一作者和1篇責任作者)，而這3篇的研究領 
         域都不盡相同。代表作的研究領域是在XXX，除此代表作外，只有 
        一篇論文與此領域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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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等未通過意見列舉 
11.  申請人過去X年間雖已發表甚多著作，但僅發表一篇SCI期刊論 
          文，且本篇論文內容無論於試驗設計或是結果分析，並無創新觀點 
          與發現。此外，由所提送之申請資料顯示，申請人曾於XX年X月提 
          出升等申請，其提送論文為[XXXXXXX，XXXXX期刊，第XX卷， 
          第XX期，XXXX]。上述XXXX年之中文期刊論文與本次所提送的 
          英文期刊論文[ XXXXXXXX] 幾乎完全一致；然而申請人於所提送 
          之全部資料中，並無列出上述之中文期刊論文。送審單位應予以詳 
          查，本申請案是否符合升等申請作業辦法之規定。     
12.  代表著作共有八位合著者(兩位通訊作者)，參與人數過多(其他著作 
          亦有相同現象)，由合著證明文件來看，部份作者之貢獻並不足以 
          擔任合著者，於Acknowledgment一節中致謝即可。第二位通訊

作者之貢獻度與其由代表著作所獲得之credit相比較，則更屬不恰
當。事實上，申請人之獨立研究能力亦是審查的一項考量，故於研
究合作上應求適度即可，而撰寫論文時，更應基於學術倫理而有適
當之貢獻度分配。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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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等未通過意見列舉 
13. 其發表的SCI論文共計9篇，其中名列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僅3篇， 
          同時所列9篇SCI論文多為集體著作，其中6位或以上計有5篇。整

體上，不易彰顯申請人的參與度及貢獻度。 
 
14.  送審人之研究專長為XXXXXX，近五年之研究態度積極，共發表 
          國內期刊論文XX篇，表現值得肯定，惟細讀所列各篇論文發現其 
          代表作及參考著作絕大多數是由送審人與其他學校之教授或資深副 
          教授共同發表，由送審人研究團隊獨立完成發表之論述實不多見， 
          就升等為教授所需之獨立研究能力而言，上有很大的 改善空間。 
 
15.  就教授升等目前一般的學術水準(包括技職校院)及國立屏東科技大 
          學為技職校院之領導學校兩者而言，申請人不論是代表作或是五年 
          內參考著作皆無任何較正式(SCI以上)的國際期刊，尚有待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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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等未通過意見列舉 
16. 申請人所有投稿的期刊文章均為中文期刊，雖然審查機制；但是， 
        流通性可能不足。所以，未來應盡可能選取流通性較佳與受重視的 
        期刊，例如國外SCI期刊。雖然，部份期刊為EI；但是，仍然為中文 
        大陸期刊，在國際上的能見度只限於華人社會。所以，在投稿期刊 
        品質選擇上，仍有待加強。 
 
17. 五年內發表文章之數量比較少，研究能量尚待加強。以學術期刊等 
         級來看，質的部份仍尚未達教授應有之等級。 
 
18. 創作雖然新穎，但欠缺理論架構，實驗設計不夠完整。 

 
19.     文獻資料中英文不一致，實際中文文獻都以英文打字，參考文獻不

夠嚴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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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等未通過意見列舉 
20. 本案代表作與參考著作均未詳盡檢驗發明之可靠度與實際可行性， 

內容也未適切闡明材料選擇之學理依據， 所稱之創新與前瞻性有待
商榷。 
 

21. 本案稱與代表作相關者另有五項參考著作專利， 有完整專利佈局與
架構。惟審視其內容，所揭露之材料種類、製程方法與代表作多所
雷同 ， 例如-------- ，專利期間亦集中於2011-2012年，依一般
研究成果發表經驗，不免有讓人一稿多投之疑? 

 
22.    將專利視為同期刊論文， 本案目前僅發表一篇國外專利， 而其與

代表作實為一同一著作， 其餘已發表者皆為國內專利， 且部分專
利內容甚短， 內容多為熟知技術之組合應用。與他校送審教授升等
案比較，本案研究成果總量表現大致符合水準，惟品質與學術創新
則有加強之空間。建議本案強化學理創新成果之後再提升等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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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等未通過意見列舉 
23. 以實務之觀點， 除了xxx大學使用外， 是否有哪些廠商願意付費購

買， 是驗證本系統一重大因素， 否則只是停留在研究階段， 該方
法教科書都可找的到， 創新性不足， 而且網管系統宜及時分析加
以控制較具實務價值， 事後分析較無價值。 

 

24. 圖表數據與內容不一致，文章品質不佳 

25.     發表之論文著作，集中於同一刊物，申請人發表普遍接受性不夠 

26.     掛名發表文章與升等專長領域不符 

27.     即使已發表的文章，審查者也會批判內文品質 

28. 文、管理升等主論文，傾向於僅單一作者，若沒有SSCI著作，一定
要有TSSCI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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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送審者其研究成果侷限於國內專利及國內學術研討會論文，然就學
術層面的貢獻卻是極為有限，在國際間的認同獲得並無法得知。 

30. 缺少指導學生貢獻，無成果應用於教學呈現。 

31. 代表著作雖有 多個專利，均為重複或概念相近，且實用價值較低。 

32. 但有一案例，升等與課程有關，且開設全英語課程，有助加分。 

33. 過去所發表文章，缺乏SSCI、TSSCI 或同等級之刊物。 

34. 升等人的參考著作刊登的期刊，仍非頂尖期刊。 

35. 代表作內容與參考著作第三篇內容重覆度相當高，代表作有一稿兩
投情形。代表著作、參考著作、會議論文間存有明顯之自我抄襲問
題。 

 

升等未通過意見列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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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對於教學及研究單位而言，身為教授則具有標竿作用。送審資料
中，對於質性相同之資料，理應責求嚴謹性及一致性。然而檢視
其所附資料，其目錄之雜誌名、作者名、期卷及頁碼等之寫法較
隨意，宜求其一致性及嚴謹性。合著人證明未記載日期。缺少指
導學生貢獻，無成果應用於教學呈現。 

37. 作者於表件五(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查代表作合著人證
明)中之敘述而言，該文章是第一作者博士論文之一部分，但是第
一作者與其他四位合著人之貢獻度僅30%，是否合宜?尚請確認。 

38. 代表著作(單一作者)與第三篇參考著作(兩位作者)之作者並未完全
相同，且代表著作內文並未引述第三篇參考著作或XXX研討會發
表之論文。 

升等未通過意見列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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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看: 

科技部「學術倫理案件處理及審議要點」 

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教師違反送審教師資
格規定處理原則 」 

各校之「教師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處理要
點」 

違反學術倫理相關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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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碩、博士論文著作權歸屬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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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過去案例技術報告升等未通過原因 
  期刊論文少或沒有。 

  代表作不夠強，創作成果不顯著。 

  五年內研究成果少。 

  技術報告撰寫差，數據內容不一致。 

  申請者5年內成果與博士生畢業標準差不多。 

  無顯著產業價值。 

 多看、多聽、多問，以趨吉邁向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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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查核表 
□ 送審之研發成果應附書面報告 

□ 書面報告內容符合規定 
(包含1. 研發理念;2. 學理基礎;3. 主題內容;4. 方法技巧; 5. 成果貢獻) 

□ 與任教科目性質相符，應用於教材教具製作編撰 

□ 送審前5年內完成者，且不得與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之研發成果重複 

□ 代表成果係數人合作，且附有合著人證明 

□ 研發成果並無涉及違反智慧財產權相關規定 

□ 以其相關專門著作作為參考成果，並符合專門著作之規定（如有，請一
併於專門著作部分註記查核結果） 

□ 送審著作（含代表著作、參考著作）非為學位論文之全部或一部分  

□ 著作、作品審查迴避參考名單 

□ 專利、送審有關、證照、獲獎證明、媒體報導或其他有利升等佐證資料 

□ 技轉成果、商品目錄或市場獲利財報績效資料 

□ 所有參與計畫之執行績效、持續投入程度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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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剪影 ─牧草原 

謝謝聆聽 

預祝各位邁向成功 
升等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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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報告升等-經驗分享 

台灣科技大學電子系 
林淵翔 副教授 

2015/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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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淵翔 
台灣大學電機所博士 
台灣科技大學電子工程學系 副教授 
全國技能競賽電子類裁判長 
TEL : 02-27303618 
E-mail: linyh@mail.ntust.edu.tw 

專長： 
1. 嵌入式系統設計 
2. 生醫電子工程 
 
研究主題： 
1. 生理訊號量測 
2. 身體活動與姿態量測 
3. 健康照護與復健系統 
4. 腹腔鏡手術訓練系統 
5. 穿戴式裝置 

http://homepage.ntust.edu.tw/liny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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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報告應注意事項 

• 「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18條及附
表二 

– 範圍： 

• 專利或創新之成果。 

• 專業技術或管理之個案研究，經整理分析具整體性
及獨特見解貢獻之報告。 

• 產學合作實務改善專案具有特殊貢獻之研發成果。 

– 書面報告格式：研發理念、學理基礎、主題內容、方
法技巧、成果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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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報告應注意事項 

• 符合送審時間規定。 

• 二種以上研發成果送審者，應自行擇定代表成果及參考成
果。其屬一系列相關之研究者，得自行合併為代表成果。 

• 合著人證明：送審人應以書面具體說明其參與部分，並由
合著人簽名證明之。 

• 產學合作請附學校與廠商之產學合作契約書。 

• 參考成果如係以專利送審，仍須符合技術報告撰寫格式，
不宜僅附專利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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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報告應注意事項 

• 王明源專門委員101年10月31日「大專校院師升等
審查制度與實務--以技術報告送審為例」簡報 

– 技術報告之組織要嚴謹，文字要正確通順，圖表要清楚，
論述要面面具到，分量要夠，至少要與學術論文同一水準。 

– 遵守合作廠商保密要求，除專利可公開外，技術報告可不
公開。 

– 要儘可能申請「發明」或「新式樣」專利，因為有專利審
查，可以證明技術夠水準。另新型專利自93年7月1日起已
採形式審查制，不進行案前檢索與實體檢查。 

– 參加國內外發明競賽並且獲得不錯的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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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報告應注意事項 

• 王明源專門委員101年10月31日「大專校院師升等
審查制度與實務--以技術報告送審為例」簡報 

– 除了發明創作外，期刊論文與研討會論文盡量不要掛零，
對升等有加分作用。 

– 在指導學生專題製作方面有具體貢獻，尤其是學生參加全
國性競賽得獎，表示送審人在技術上的貢獻經「公開審查」
之後得到肯定。 

– 在代表作與參考著作之外，也可以增加個人資料等有利於
審查的資料，尤其是要對於自己成果寫出一些具體「優
點」，以方便審查委員下筆。 

 
137



專科以上學校辦理以技術報告
送審教師資格查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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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報告部分 
（代表成果與參考成果） 

• 送審之研發成果應附書面報告 
• 書面報告內容符合規定 
• 與任教科目性質相符 
• 代表成果送審前5年及參考成果或著作7年內完成者，且不得與

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之研發成果重複 
• 代表成果係數人合作，且附有合著人證明 
• 研發成果並無涉及違反智慧財產權相關規定 
• 以其相關專門著作作為參考成果，並符合專門著作之規定（如

有，請一併於專門著作部分註記查核結果） 
• 審查委員應包含具有實務經驗之教師或實務界具教師資格之專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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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科技大學以技術或實
務研發成果送審教師資格審查

意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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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科技大學以技術或實務研
發成果送審教師資格審查意見表 

• 代表成果（五年內且前一等級至本次申請等級間
）評分項目：（配分：教授50分、副教授50分、
助理教授60分、講師80分） 
– 1. 研發理念與學理基礎：研發理念之創新與所依據之
基本學理。 

– 2. 主題內容與方法技巧：研發主題之詳細內容、分析
推理、技術創新或突破、試驗方法及文獻引用等。 

– 3. 成果貢獻：研發成果之創新性、可行性、前瞻性或
重要性，在實務應用上之價值及在該專業或產業之具
體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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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科技大學以技術或實務研
發成果送審教師資格審查意見表 

• 送審前七年內且前一等級至本次申請等級間之具
體研發成果總成績（配分：教授50分、副教授50
分、助理教授40分、講師20分） 
– 1.在質與量方面之水準 
– 2.專利獲得與實際之應用 
– 3.技術移轉績效 
– 4.獲獎情形 
– 5.產學合作執行績效 
– 6.對該專業或產業技術之提升與貢獻 
– 7.持續研發之投入程度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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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審資料 

個人資料與研發成果 

技術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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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與研發成果 

項目 細項 篇數 頁數索引 

成果報告 

與論文著作 

技術報告 3 請參考送審著作 

SCI 期刊論文 1 P. 23 

(2.4) 
國際會議論文 6 
國內會議論文 4 

專利申請情形 
美國發明專利 1 P. 21 

(2.3) 中華民國發明專利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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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與研發成果 
項目 細項 件數 總金額 頁數索引 

產學合作與技

術移轉績效 

業界產學及技轉案 5 
P. 4 

(2.1.1) 

與醫院共同合作計

畫 
4 

P. 5 

(2.1.2) 

獲獎情形 
國際性比賽 3 P. 7 

(2.2) 國內比賽 26 

研究與教學計

畫參與情形 

國科會計畫 5 
P. 26 

(2.5.1) 

教育部計畫 8 
P. 29 

(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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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報告 

• 研發理念 

• 學理基礎 

• 主題內容 

• 方法技巧 

• 成果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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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入式生理與身體活動信號的
量測與應用 技術報告 

• 相關研究的主要研發成果與成果貢獻: 
– 產學合作與技術移轉績效:有5件產學合作計畫與技轉案
。 

– 獲獎情形: 指導學生榮獲ARM Code-O-Rama 設計大賽
冠軍、中華民國資訊學會(iICM) 2011年最佳碩士論文
佳作獎等共16個獎項。 

– 專利申請情形: 已申請4項中華民國發明專利和1個美國
發明專利。 

– 論文發表情形:已發表5篇國際會議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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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貢獻說明 

• 產學合作與技術移轉績效 

• 獲獎情形 

• 專利申請情形 

• 論文發表情形 

• 本項技術在人才培育上 

• 本項技術在技能競賽上 

• 得獎照片與媒體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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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照片與媒體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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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照片與媒體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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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發表 

• Yuan-Hsiang Lin, Chih-Fong Lin, Chien-Chih Chan, and He-Zhong You, 2010, June 28-30,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a Digital Auscultation System,” Medical Biometrics, Proceedings of 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ICMB 2010, Vol. 6155, pp. 231-240, Hong Kong, China.  

• Wun-Jin Li, Yuan-Long Luo, Yao-Shun Chang, and Yuan-Hsiang Lin*, 2010, Aug.31-Sept. 4, “A Wireless 
Blood Pressure monitoring System for Personal Health Management,” Proceedings of 32nd Annual 
Conference-IEEE/EMBS, pp. 2196-2199, Buenos Aires, Argentina.  

• Yuan-Hsiang Lin, Zhe-Min Lin, Ya-Ting Hsu, and Hau-Ying Ku, “A Mobile Intelligent Blood Pressure Monitor 
based on the Android Smartphone,” Proceeding of 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ecurity-Enriched 
Urban Computing and Smart Grid (SUComS 2011), Springer, pp.178-187, Sep. 21-23, 2011, Hualien, 
Taiwan.  

• Yuan-Hsiang Lin, Chih-Fong Lin (M), Chong-Rong Wu (B), Yuan-Chang Hsu (B), and He-Zhong You (M), 
2011, Aug. 29-30, “Intelligent Physiological Monitoring and Feedback System for Driver Safety,” 
Proceedings of 5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Genetic and Evolutionary Computing (ICGEC 2011), IEEE, 
25-28, Kinmen, Taiwan.  

• Yuan-Hsiang Lin, Chih-Fong Lin (M), and He-Zhong You (M), “A Driver's Physiological Monitoring System 
Based on a Wearable PPG Sensor and a Smartphone,” Proceeding of 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ecurity-Enriched Urban Computing and Smart Grid (SUComS 2011), Springer, pp.326-335, Sep. 21-23, 
2011, Hualie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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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升等 

• 教學 

• 研究 

• 服務與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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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 

• 積極爭取和參與8個教育部計畫。 
• 並配合教育部計畫開設特定任務型課程和配合
系院開設教學課程。 

• 過去五年教學評量成績平均為4.41，高於系、
所選修平均成績4.16和4.37。 

• 曾榮獲台灣科技大學100學年度教學傑出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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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 代表技術報告成果為一系列的嵌入式生理
與身體活動信號量測系統的開發與應用。 
– 與此技術報告相關的產學合作計畫與技轉案有5
件。 

– 參與學生有16件相關作品獲得國內與國際競賽
大獎，已申請4項中華民國發明專利和1個美國
發明專利，並已發表5篇國際會議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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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 到校近五年(98/2~102/7)內主持產學及技轉案共9
件。 

• 且主持國科會計畫5件和教育部計畫4件，另參與
教育部計畫4件，共13件。 

• 到校近五年(98/2~102/7)內共申請了5件中華民國
發明專利和1件美國發明專利。 

• 共發表了1篇SCI期刊論文，4篇國內會議論文和6
篇國際研討會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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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與輔導 

• 積極參與校內服務 
– 例如電子系工程認證、主辦三屆全國生醫電子
與資訊專題實務競賽、主辦Android行動通訊平
台技術研習會、擔任電子系導師、碩博士班和
技優招生委員、課務委員、國際事務委員、爭
取德州儀器大學計畫、開設特定任務型課程或
配合系院教學課、協助外賓參訪活動、浙江高
等職業技術學院(校)師資培訓計畫和南京團師
資培訓計畫、高中招生宣導、應用科技學士學
位學程籌備委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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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與輔導 

• 積極參與校外服務 
– 擔任國際技能競賽電子職類裁判 
– 全國技能競賽電子職類裁判長 
–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工業類科學生技藝競賽數位
電子類召集人 

– 旺宏金矽獎初審評審委員、世界青少年發明展
複審委員、論文審查委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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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與輔導 

• 指導學生參加競賽 
– 榮獲第二屆富士通半導體盃MCU設計競賽最佳指導老師
和2012年ALTERA亞洲創新競賽卓越導師獎。 

– 並從2009年開始連續三屆指導國手榮獲國際技能競賽
(WorldSkills)金牌、銀牌、金牌，為國爭光。 

– 共指導博士班學生1名、碩士班學生24名、碩士在職班生
2名和大學部專題生30名，並積極指導學生參加多項國際
性、全國性及教育部主辦的專題實務或技術競賽，五年
內已獲得31項獎項，共有83人次獲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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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國手榮獲國際技能競賽
(WorldSkills)金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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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大家的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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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heng333

寄件者: [義守大學] 學術發展組 林琬婷       <shevs2@isu.edu.tw>
寄件日期: 2016年9月26日星期一 下午 4:19
主旨: 活動公告：105/10/5(三)10:20-12:20研發處辦理：「投稿(被)退稿審稿：一個常被退稿者的經驗與觀

察」專題講座
附件: 議程1051005_7A3241050926.doc

各位老師您好, 

  

研發處規劃關於教師多元升等學術研究類的專題講座，擬邀請校內教授分享所累積之

經驗與觀察，幫助各位老師反思被退稿的原因與因應對策，進而提升論文的被接受率

提升本校教師發表期刊論文的能力；另亦鼓勵研究生多方了解研究論文發表的各項要

領與經驗談。 

  

主題 講題 時間 地點 演講者 

教師

多元

升等 

教師多元升

等-投稿(被)
退稿審稿：

一個常被退

稿者的經驗

與觀察 

105/10/5(三) 

10:20-12:20 

校本部 

國際學院

60405 演

講廳 

義守大學管

理學院 

彭台光院長 

  

活動對象：全校教師及有興趣之學生 

  

活動報名即日起至 105.10.05 止，報名網址如下： 

http://etp.isu.edu.tw/sign_up/detail.php?Key=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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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多元升等與產學合作教師討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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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多元升等與產學合作教師討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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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Journal of Nursing  ■  Vol. 63, No. 6, December 2016

Mobile Application, PPS, and Postpartum Depression52

接受刊載：105年 8月 17日 doi:10.6224/JN.63.6.52
*通訊作者地址：陳芬如　　82445高雄市燕巢區義大路 8號　　電話：0928-150750；E-mail：fenju@isu.edu.tw

行動應用程式之社會支持對產後知覺壓力與 

憂鬱成效探討

鄭雪玉1　黃翠媛2　簡麗瑜3　鄭瑜芬4　陳芬如5*

1高雄長庚紀念醫院產後護理之家護理長　2長庚科技大學護理系副教授　 
3長庚科技大學護理系助理教授　4高雄長庚紀念醫院護理部督導　 

5義守大學醫務管理學系助理教授

前　　言

產後憂鬱症盛行率達10–20%（Shrivastava, Shri-
vastava, & Ramasamy, 2015），影響產後婦女本身的身
心健康及對新生兒的照顧，對其家庭有重大影響，

另產後須面對身體改變、母育角色的獲得以及社會支

持的壓力，故產後6週內是產後婦女易感受到壓力的
一段時期（洪，2001）。

黃（2010）指出，社會支持在壓力反應中有舒緩
之功能，使壓力對身心健康負向影響降低，而改善

產後憂鬱之方式也包含社會支持（Sockol, Epperson, 
& Barber, 2013）。Chen、Kuo、Chou與Chen（2007）
研究產後婦女於產後1個月至2年，感受較高程度
社會支持，來源為婆婆、媽媽與先生，且認為醫

院護理人員提供最多新生兒照顧的資訊。但Dennis
與Chung-Lee（2006）也指出，因不擅表達自己的情

摘　要

背　景 產後憂鬱為產後婦女常見健康問題，運用有效的社會支持降低產後憂鬱為重要議題，現今智慧型手

機的普及，使介入處置的方式有更多可能性。

目　的 本研究旨在探討以Line為媒介的行動應用程式之社會支持方案，對產後婦女改善知覺壓力與憂鬱之
效果。

方　法 本研究採實驗性研究設計，126位懷孕36週後且有使用智慧型手機習慣者，隨機分配為實驗組（n = 
61）與對照組（n = 65），實驗組於產後4週以Line提供每週2次的社會支持方案，對照組則無介入方
案，並以中文版知覺壓力量表和愛丁堡憂鬱量表評值成效。

結　果 實驗組產後婦女的知覺壓力（F = 27.25, p < .001）與憂鬱程度（F = 35.73, p < .001）都顯著低於對照組。

結　論 以Line為媒介的行動應用程式之社會支持方案可有效降低產後婦女知覺壓力與憂鬱程度，依研究結
果，行動應用程式之社會支持方案建議可被應用於產後照護。

關鍵詞：	行動應用程式、社會支持方案、產後知覺壓力、產後憂鬱。

 引用格式  鄭雪玉、黃翠媛、簡麗瑜、鄭瑜芬、陳芬如（2016）．行動應用程式之社會支持對產後知覺壓力與 
憂鬱成效探討．護理雜誌，63（6），52–60。[Cheng, H. Y., Huang, T. Y., Chien, L. Y., Cheng, Y. F., & Chen, F. J. (2016). The 
effects of a mobile application social support program on postpartum perceived stress and Depression. The Journal of Nursing, 
63(6), 52–60.] doi:10.6224/JN.63.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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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和需要而導致憂鬱情緒，也常是因家庭成員和醫

護人員未即時回應其情感和實際需要所致。台灣傳

統的產後照護，婆婆或媽媽一直是產後婦女最大的

幫手，因社會變遷造成家庭結構改變，近年來夫妻

多自組小家庭，產後婦女除面臨缺乏家人協助的困

境，也因健保給付產後住院僅3–5日，更減少其從
醫護人員處獲得協助的機會。然科技快速發展，提

供了健康照護多元管道，醫護人員在產後婦女返家

後，提供協助不再限於當面給予，也可透過網路或

相關的通訊軟體維持聯繫，進而提供社會支持。故

本研究旨在以Line為媒介，提供行動應用程式之社
會支持方案，並探討改善產後壓力與憂鬱之成效，

作為產後照護方案之參考。

文獻查證

（一） 社會支持對於產後壓力、產後憂鬱之影響
產後婦女由於身體及社會角色的改變，易產生壓

力與憂鬱。體型改變及照護嬰兒，易睡眠中斷或有疲

憊感、傷口疼痛與乳房脹痛等負向身體改變，常讓

產後婦女產生壓力。再者，需同時學習嬰兒照顧技巧

並關注其生長，若照顧經驗與知識不足，也會對扮

演母親的角色產生壓力（洪，2001）。
Beck（2001）指出，產後憂鬱的心理社會預測因

子包含：照顧孩子的壓力、生活壓力事件、社會支持

以及婚姻關係。而Cohen與Wills（1985）認為社會支
持可分四大類，即親友或具意義的人 (1)給予關心、
同理等情緒性支持；(2)提供所需的知識、建議等訊
息性支持；(3)實際提供物品、金錢等資源，或協助
照顧等實質性支持；以及 (4)提供友誼與社交，如共
同參與休閒活動等社會陪伴性支持。

上述四大類支持中，在提供所需的知識、建議

等訊息性支持方面，產後婦女若能在產後由他人提供

嬰兒照顧所須的訊息，使其熟悉嬰兒照顧，更能因

應母職角色所產生的壓力（洪，2001）。實質性社會
支持包含：於生活中提供實際資源並照顧母嬰，可緩

解其疲累與生活壓力。Cappuccini與Cochrane（2000）
指出，由配偶、長輩給予關懷、同理等情緒性支

持，是產後所需要的。因此，產後婦女若能感受到較

大的社會支持，則其產後壓力偏低，有較佳的調適 
（Hung & Chung, 2001）。

當產後婦女面對產後生活壓力時，從伴侶、家

人、或朋友中所獲得的社會支持程度越低，憂鬱情

緒越高（Gao, Chan, & Mao, 2009）。Gjerdingen、Katon

與Rich（2008）指出，產後由個案管理師、產科醫護
人員等提供持續監測和社會支持之照護模式，能有效

篩選出憂鬱症者，進而提供合適之照護而減輕其憂鬱

症狀。 
早期產後照護服務，常透過家庭訪視與電話，

給予返家後的產後婦女持續性社會支持。在產後照

護服務對產後憂鬱成效的研究方面，Chabrol等人
（2002）針對產後4-6週，具重度憂鬱者進行為期4週、
每週1小時的家庭訪視，提供嬰兒行為的相關訊息、
增強自尊與自信，發現有接受家庭訪視的重度憂鬱

者，產後10–12週的憂鬱症狀顯著低於沒有接受家庭
訪視的重度憂鬱者。Mohammad-Alizadeh-Charanda-
bi、Malakoti、Sohrabi與Shokranian（2013）對118位產
後婦女執行為期6週、每週1次、每次15分鐘以內的
電話支持，結果顯示實驗組與對照組之憂鬱分數無顯

著差異（p = .08），研究者認為，執行者每天因大量的
通話可能影響介入措施的品質。Lavender、Richens、
Milan、Smyth與Dowswell（2013）以電話支持為介入
措施之系統性文獻回顧發現，對產後3個月憂鬱狀況
的各項指標，產後憂鬱盛行率、憂鬱症的診斷人數

及愛丁堡憂鬱量表平均分數均呈顯著降低（p < .001, p 
= .018, p = .024），且產後3個月育兒壓力指數降低（p 
= .049）。Gao、Xie、Yang與Chan（2015）於初產婦產
後出院2週內執行電話追蹤，並給予解決問題的相關
訊息，也使產後知覺壓力下降與育兒能力上升達顯著

差異。

（二） 產後照護之與時俱進
資訊化與3C時代來臨，人類對於訊息的交換，

逐漸由網路或通訊軟體取代傳統的電話或登門拜訪模

式。使用者在線上人際關係及社會支持關係之研究指

出，社群網站使用達極頻繁程度者，所知覺的社會

支持高於一般使用者，其原因為網際網路具備訊息

交換迅速的優勢（楊、鍾、陳、李，2014）。資策會
FIND（2014）調查指出，使用行動裝置族群以20至
34歲之年齡層、平均每天使用通訊軟體的時間為71.8
分者高居第1名。

網路通訊的普及，醫護人員提供照護服務的途徑

也與時俱進，劉、陳、李（2011）的研究透過網路化
孕期健康照護系統，提供24小時無距離服務，經網
路給予孕期相關指導與線上諮詢，使孕婦逐步建立孕

期知識且感受到心理支持，能有效提升對孕期照護的

滿意度。然而，研究文獻中仍少有探討對產後健康照

護服務成效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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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文獻所述，產後婦女由於身心及角色變

化，易出現壓力與憂鬱，而社會支持的獲得有助於

產後壓力與憂鬱的降低，因此產後也正是需要專業人

員介入社會支持的時刻。資訊化與3C時代來臨，行
動應用程式應能改變產後照護模式，讓專業人員用於

對產後婦女的訊息與情緒性社會支持，提供另一種訊

息交換及更具優勢的社會支持管道，能有效降低產後

壓力與憂鬱。但照護成效之實證性研究仍付之闕如，

本研究旨在藉行動應用程式，提供產後婦女即時的

訊息與情緒支持，並驗證對產後知覺壓力與憂鬱成

效，希望透過本研究結果，建立實證可行的產後護

理介入方案。

方　　法

一、研究設計

為瞭解行動應用程式之社會支持方案，對產後知

覺壓力與憂鬱的成效，本研究採實驗性研究設計，將

研究對象隨機分配為實驗組與對照組，實驗組以Line
即時通訊軟體為媒介，提供社會支持方案；對照組則

無介入方案，並比較兩組之產後知覺壓力與憂鬱程度。

二、研究樣本

本研究採方便取樣，樣本為南部某醫學中心之

產後婦女，收案場所為產科門診，收案期間為104年
4月15日至104年8月22日，研究者邀請本國籍、年
齡滿20歲、懷孕36週後且有使用智慧型手機習慣者
為收案對象，但排除產後需要特別照護者，包括：

（一）有系統性慢性病可能導致憂鬱症狀。（二）懷孕

與產後期間出現合併症。（三）產婦早產（懷孕 < 37
週）、產下之嬰兒體重 < 2,500g或被診斷有先天異常
問題或出生即死亡者。以G Power 3.1軟體計算每組樣
本數至少應為51人（α = .05，Effect size = .5，power 
= .8）。考量樣本流失，參考Osman、Saliba、Chaaya
與Naasan（2014）對產後8–12週的產後婦女執行介入
措施，樣本回收率為82%，本研究從懷孕36週後徵
求孕婦同意，至生產後介入方案4週，追蹤期約8–10
週，推估樣本回收率為70%，實驗組及對照組各收案
70人。

三、介入措施—行動應用程式之社會支持方案

本研究介入行動應用程式之社會支持方案，研究

者於產後4週使用Line與產後婦女聯繫與交談，每週

進行2次，每次約10–15分鐘。主要由研究者提供產
後婦女訊息性及情緒性社會支持，訊息性社會支持包

含：提供產後母嬰照護的知識與建議（如產後恢復、

哺乳與嬰兒照顧等），使其有諮詢的管道；情緒性社

會支持包含：關懷、同理與鼓勵產後婦女。而實質與

社會陪伴性支持，則無法即時透過行動應用程式提

供。

為確保介入措施的一致性與品質，本研究介入措

施由一位研究者執行，並使用同一個Line帳號回應其
問題。研究期間，每位產後婦女共經7–8次交談，如
果其有任何需求於Line留下訊息，研究者會於2小時
內回覆。研究者本身為具母嬰照護經驗19年的產科護
理師，每年接受8小時以上之產後母嬰照護教育訓練
（含產後中西醫照護、新生兒照護與母乳哺育諮詢訓

練）。研究期間，會依循制定的作業程序與項目，和

產後婦女進行互動、溝通，藉此瞭解其個別需求，

即時提供相關訊息。並參考Mohammad-Alizadeh-Cha-
randabi等人（2013）產後電話支持的介入措施，為避
免大量通話影響介入措施的品質，將每次交談時間控

制15分鐘內。個案詢問之問題，多屬母嬰照護之知
識層面問題，如屬技術層面問題，研究者會即時提

供收案醫學中心提供給民眾參閱之衛教園地的連結網

址，其內有衛教單張之圖片可供參考。並於下一次聯

繫互動時，持續追蹤其所提出的照護問題有無正確認

知，或所關心的問題有無獲得解決。

四、研究工具

（一）基本屬性調查表

本研究以自擬之基本屬性調查表，調查研究對象

的基本屬性包含：(1)社會人口學狀況：含年齡、教
育程度、婚姻狀況、工作狀況。(2)產後狀況：含生
產週數、生產方式、生產胎次、嬰兒出生體重、嬰

兒性別、嬰兒出生有無住院、哺餵嬰兒方式。(3)坐
月子方式：含坐月子地點、坐月子提供最多幫忙者。

（二）知覺壓力量表

本研究使用Lu（2006）翻譯Cohen、Kamarck與
Mermelstein （1983）之中文版知覺壓力量表（Perceived 
Stress Scale），經Lu授權同意使用。英文版量表同步
效度可達 .76，內在一致性Cronbach’s α值為 .76。受
測者主觀評估過去一個月內生活中的壓力程度，採

Likert 5點量表評分，每題分數0分（從未）到4分（常
常），共14題，總分為0–56分，分數越高，知覺的
壓力程度越大。本問卷測得Cronbach’s α值為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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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愛丁堡產後憂鬱量表

本研究使用之愛丁堡產後憂鬱量表（Edinburgh 
Postnatal Depression Scale），由Cox等人（1987）用於
篩選產前及產後1年之產後憂鬱，可瞭解受測者過去
7天的感受，問卷共10題，採Likert 4點量表，每題
分數為0–3分，總分0–30分，測得的分數可篩選產後
憂鬱狀況，而Lee等學者（1998）翻譯之中文版量表
與貝氏憂鬱量表（Beck Depression Inventory）的同時
效度為 .79，內在一致性Cronbach’s α為 .87，並建議
以 > 9分作為中文版量表的產後憂鬱切點，本研究測
得的Cronbach’s α為 .84。

五、資料蒐集流程

個案懷孕滿36週於產科門診報到時，研究者於
候診時說明研究目的及過程，並說明其可能會隨機

被選為實驗組或對照組，有意願者填寫同意書參與研

究。研究者留下連絡方式，以Line將個案加為好友，
為建立護病關係，於個案懷孕期間，每週以Line提
醒定期產檢。

產後入住產後病房2–5天時，研究者至病房請個
案填寫前測問卷，先以亂數表將個案隨機分派為實驗

組及對照組，於填寫前測問卷後，贈送精美小禮品

致謝對照組參與研究，並在返家後對實驗組之個案執

行介入措施。

產後滿4週，研究者以Line聯繫實驗組及對照組
個案，於線上協助完成「基本屬性調查表」與後測問

卷，也同時提醒產後回診。

六、研究倫理

本研究計畫通過「長庚紀念醫院人體實驗審查委

員會」審查（案號：103-7101B），研究者經個案知情
同意並簽屬同意書後收案，維護其自主性。基於利益

與不傷害之研究倫理，配合於門診等待時間收案，

減少對就診干擾，且於病房填寫前測問卷時，避免

於醫療人員治療及衛教時間，減少對產後常規的干

擾，再者與個案於Line交流的訊息，不會有個人隱
私資料的連結。

七、資料分析

本研究資料以SPSS 18.0統計套裝軟體進行分
析，所有資料進行描述性統計，類別變項以人數及

百分比描述；連續變項以平均值及標準差描述。推論

性統計，以卡方、獨立 t檢定先進行基本屬性之同質
性檢定，再以配對 t檢定比較措施介入前後知覺壓力
與憂鬱改變的成效。進一步使用共變數分析（analysis 
of covariance, ANCOVA），排除前測的影響後，分析
介入措施的成效。

結　　果

本研究共收案140位懷孕滿36週之個案，排除改
變生產地點2人、產下之嬰兒體重小於2,500g 1人、
產婦早產1人及產後大出血就醫1人，及扣除無回應
及問卷填答不完整者9人後有126人，問卷有效回收
率為90%，最終分析之實驗組有61位，對照組65位。

一、研究對象基本屬性資料

本研究126位產後婦女均是已婚（100%），表
一為研究對象基本屬性之比較，兩組皆不具顯著差

異，顯示實驗組與對照組之基本屬性同質性高。

二、介入行動應用程式之社會支持方案後對產後知覺

壓力之影響

表二為實驗組產後2至5天前測之平均知覺壓力
為28.48 ± 4.34分，產後4週介入方案後下降至26.90  
± 4.31分；對照組前測28.49 ± 4.61分，後測上升至
30.42±3.85分。表二以配對 t檢定比較前後測知覺壓
力程度，實驗組經方案介入後顯著下降（-1.57 ± 4.29, 
p = .006）；對照組則顯著上升（1.92 ± 5.12, p = .004）。
表三使用ANCOVA共變數分析，排除前測影響效果
後，比較兩組後測的差異，實驗組知覺壓力顯著低

於對照組（F = 27.25, p < .001）。

三、介入行動應用程式之社會支持方案後對產後憂鬱

之影響

表二為實驗組前測之產後憂鬱為9.16 ± 4.66分，
產後4週介入方案後下降至8.08 ± 4.15分；對照組前
測9.17 ± 4.34分，後測上升至11.78 ± 4.82分。表二
以配對 t檢定比較前後測的憂鬱程度，實驗組在方案
介入後顯著下降（-1.08 ± 3.85, p = .032），對照組則顯
著上升（2.62 ± 3.77, p < .001）。表三使用ANCOVA共
變數分析，排除前測影響效果，比較兩組後測的差

異，實驗組產後憂鬱也顯著低於對照組（F = 35.73,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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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實驗組與對照組人口學變項與坐月子方式之統計資料（N = 126）

項　目

總計（N = 126） 實驗組（n = 61） 對照組（n = 65）
t/χ2 pM ± SD M ± SD M ± SD

年　齡  33.13 ± 4.58  33.48 ± 4.12  32.82 ± 4.93 -0.81 .421
生產週數  39.21 ± 1.06  39.34 ± 1.12  39.09 ± 0.99 -1.33 .185
嬰兒出生體重（g）  3212 ± 378  3206 ± 420.06  3219 ± 337.72   0.184 .854

n （%） n （%） n （%）
教育程度 1.159 .560
高中／職（含）以下 16（12.7） 7（11.5） 9（13.9）
專科 27（21.4） 11（18.0） 16（24.6）
大學以上 83（65.9） 43（70.5） 40（61.5）

工作狀況 3.209 .073
無工作 34（27.0） 12（19.7） 22（33.8）
有工作 92（73.0） 49（80.3） 43（66.2）

生產胎次 0.742 .389
第一胎 69（54.8） 31（50.8） 38（58.5）
第二胎（含）以上 57（45.2） 30（49.2） 27（41.5）

生產方式 0.000 .987
自然產 97（77.0） 47（77.0） 50（76.9）
剖腹生產 29（23.0） 14（23.0） 15（23.1）

嬰兒性別 0.758 .384
男 59（46.8） 31（50.8） 28（43.1）
女 67（53.2） 30（49.2） 37（56.9）

嬰兒出生有無住院 2.813 .094
無 97（77.0） 43（70.5） 54（83.1）
有 29（23.0） 18（29.5） 11（16.9）

哺餵嬰兒方式（註） 0.001 .977
純母乳 58（46.0） 28（45.9） 30（46.2）
混合哺乳 68（54.0）  33（54.1） 35（53.8）

坐月子地點 1.911 .167
家裏 76（60.3） 33（54.1） 43（66.2）
產後護理機構 50（39.7） 28（45.9） 22（33.8）

坐月子時提供最多的幫忙 7.601 .107
自己 26（20.6） 9（14.8） 17（26.2）
先生 36（28.6） 21（34.4） 15（23.1）
婆婆 16（12.7）   6（  9.8） 10（15.4）
媽媽 27（21.4） 11（18.1） 16（24.6）
服務人員 21（16.7） 14（22.9）  7（10.7）

註：哺餵嬰兒方式為產後4週內的哺餵方式。

表二 
介入方案前後實驗組與對照組之成效與兩組改變之比較

組　別

實驗組（n = 65） 對照組（n = 65）
M ± SD t p M ± SD t p

知覺壓力 -2.864 .006** 3.026 .004**

    前測 28.48 ± 4.34 28.49 ± 4.61
    後測 26.90 ± 4.31 30.42 ± 3.85
    改變 -1.57 ± 4.29 1.92 ± 5.12

產後憂鬱 -2.190 .032* 5.600 < .001***

    前測 9.16 ± 4.66 9.17 ± 4.34
    後測 8.08 ± 4.15 11.78 ± 4.82
    改變 -1.08 ± 3.85 2.62 ± 3.77
* p < .05. ** p < .01.  ***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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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　　論

一、介入行動應用程式之社會支持方案對產後知覺壓

力之影響

實驗組透過行動應用程式之社會支持做為產後持

續支持的工具，由研究者持續於產後，提供產後婦

女訊息性與情緒性的社會支持，能有效改善產後知

覺壓力，顯示醫護人員提供的社會支持能有效降低產

後4週之知覺壓力，也驗證下述的研究結果，Ford與
Ayers（2011）追蹤英國產後婦女3週與3個月之壓力
發現，感受醫護人員支持較不足者有較多的壓力感。

Mann、Mannan、Quiñones、Palmer與Torres （2010）
指出，產後足夠的社會支持與較低的壓力感受具相關

性，提供社會支持者可能來自配偶、家人、朋友與

醫護人員。進一步因應產後婦女年齡層且智慧型手機

盛行，社會支持的型態及溝通互動的管道在改變，

如行動應用程式之社會支持方式，醫護人員可改變

僅能當面給予產後社會支持的方式，更不受空間的限

制。

二、介入行動應用程式之社會支持方案後對產後憂鬱

之影響

實驗組透過研究者行動應用程式之社會支持，提

供不同形式專業的產後持續社會支持管道，使產後憂

鬱下降程度較對照組達顯著差異。研究者除了提供產

後照護專業的訊息性與情緒性社會支持，更透過研究

設計，進一步使用行動應用程式提供社會支持，尤

其有訊息交換迅速的優勢，更能依產後婦女的需求及

個別性，即時提供不同形式醫護人員專業社會支持管

道，進而能有效降低產後憂鬱程度。

產後由研究者提供行動應用程式之專業的社會支

持，能有效降低產後4週之知覺壓力與憂鬱，可能是
因為台灣產後常規於產後住院日數短，加上讓產後婦

女多休息的坐月子習俗，醫護人員能提供的產後相關

訊息有限。在嬰兒照護方面，產後婦女僅由醫護人員

口中得知嬰兒大致的狀況及出院衛教，於返家後在嬰

兒照顧上顯力不從心，除身體的改變，有疼痛及泌

乳的困擾，更易有睡不飽之疲累感，易產生壓力與

憂鬱情緒。此也應證Heh與Fu（2003）的研究結果，
給予產後的相關訊息性社會支持，能減緩產後憂鬱高

危險性者的憂鬱分數。本研究利用新世代產後婦女使

用智慧型手機的習慣，透過行動應用程式之社會支

持，提供產後住院時未能完整給予的訊息，讓其返

家後也能即時得到較正確的產後照護與育兒訊息；且

有另一管道提供問題解決與因應技巧，使其適應產

後生活；研究者也能透過互動並即時評估，讓產後婦

女瞭解壓力與憂鬱的可能原因，進而鼓勵抒發情緒。

產後如多了可信任的專業支持管道，更有資源可面對

產後的生活壓力與憂鬱事件，並能表達自己的負向情

緒而有抒發管道。以往透過家訪或電話等產後社會支

持形式，雖也有益於提供返家後的社會支持，然時

空的限制，造成產後婦女與醫療照顧者雙方時間難配

合，而錯過給予即時性的支持，此點因智慧型手機

使用普及，藉此更易讓使用者間，持續維持聯繫的

社交互動關係，研究者能持續與返家後的產後婦女互

動，扮演有意義的社會支持提供者，進而能有效降

低產後壓力與憂鬱程度。

結論與實務應用

本研究於實驗組提供行動應用程式之社會支持方

案之結果顯示，實驗組在產後壓力與憂鬱的改變程

表三 
知覺壓力與產後憂鬱之後測共變數分析

變　項 SS df MS F

調整後之平均值

實驗組 對照組

知覺壓力

　組別  387.19   1 387.19 27.25 30.41 26.90***

　誤差 1747.85 123  14.21

產後憂鬱

　組別  430.62   1 430.62 35.73 11.78 8.08***

　誤差 1482.32 123  12.05

註：SS = sum of squares；MS = mean square。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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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較對照組有較佳的表現。除護理人員持續的專業

支持作為產後婦女社會支持來源之一，加上行動裝置

普及率高，建議可善用於產後返家母嬰的持續創新照

護，建構另一專業互動支持的管道，除可提供即時

訊息，並讓產後婦女有抒發情緒之管道，且此措施

是產後低成本支出的照護與追蹤方式，如減少產後

護理人員家訪所耗費的時間，也可作產後憂鬱初級

預防的措施之一。另產後4週讓產後婦女透過行動裝
置填寫問卷，整體回收率達90%，未來也可以此作為
工具，持續評值與追蹤產後的相關指標，如產後憂

鬱狀況、母乳哺育率等，並即時鼓勵有問題者返院

接受相關治療，以達對產後婦女有更完整與持續之照

護。

研究限制與建議

本研究雖收集實驗組與對照組之產後與坐月子狀

況，兩組雖無顯著差異，但不同的坐月子習俗，仍

會使產後婦女所獲得的支持資源有差異。而研究者未

排除在產後護理機構坐月子者，恐其入住機構的時間

長短，會是一個干擾因素。建議未來可針對不同坐月

子方式的產後婦女，藉由不同的研究設計，來比較

行動應用程式之社會支持的成效。再者，本研究的介

入措施，主要透過行動應用程式的即時功能，提供

社會支持方案，研究結果能明顯降低產後婦女知覺壓

力與憂鬱程度，然而此方案同時包含行動應用程式之

即時功能，以及訊息性與情緒性之社會支持，故無

法驗證是何者的功效較明確。建議未來研究者可採多

因子研究設計，將行動應用程式與社會支持視為兩個

自變項，再進行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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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ckground: Postpartum depression is a common health problem for women following childbirth. Using effective 
social support to reduce postpartum depression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The current popularity of smartphones 
offers new possibilities for interventional methods.

Purpos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mobile-application-based social support programs on perceived stress and post-
partum depression in postpartum women .

Methods: The present study employs an experimental research design. 126 smartphone users at 36 weeks’ gestation 
were assigned randomly to the intervention (n = 61) or the control (n = 65) group. The intervention group received a 
social-support intervention via the mobile application Line twice per week for a period of 4 weeks after childbirth. The 
control group did not receive the intervention. The Perceived Stress Scale—Chinese version and Edinburg Postnatal 
Depression Scale were used to evaluate the outcome.

Results: Participants in the intervention group had significantly lower perceived stress (F = 27.25, p < .001) and post-
partum depression (F = 35.73, p < .001) than their control group peers.

Conclusion: Social-support programs that are delivered via mobile applications such as Line may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perceived stress and postpartum depression of women during the early postpartum period. The results  
support the implementation of mobile-application-based social support programs in postpartum care.

Key Words: mobile application, social support program, postnatal perceived stress, postpartum depression.

173



學號 姓名 發表論文題目 研討會或期刊名稱 發表日期

10151103G 游雅珮 探討慢性腎臟病人自我照護與健康行為對達成照護指標之影響
2014新世代健康促進及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學會學術研討會

暨會員大會
103/5/18

10151104G 鄭瑋婷 影響醫師工作績效因素之研究-以南部某市立醫院為例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2014年健康照護與管理學術研討會』 103/6/12

10151105G 林惠珍

A CONTROLLED TRIAL OF VASOCONSTRICTOR PLUS HISTOACRYL
INJECTION VERSUS PROTON PUMP INHIBITOR PLUS HISTOACRYL
INJECTION IN THE MANAGEMENT OF ACUTE GASTRIC VARICEAL

義大醫訊 103/3/20

10151106G 劉佳和 留任軍醫職場之意向研究-以空軍基地醫療人員為例
2014新世代健康促進及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學會學術研討會

暨會員大會
103/5/18

10151107G 曾嬑嫙 關懷老者居住問題 2013身體活動與健康促進學術研討會暨觀光休閒論壇 102/11/1

10151109G 顏淑婷 台灣老年人口在不同外傷嚴重度之醫療資源耗用分析-以南部某醫學中心為例
2014新世代健康促進及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學會學術研討會

暨會員大會
103/5/18

10151110G 林久惠 早產兒直接母奶哺餵及奶瓶餵食對生理指標及住院天數的影響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2014年健康照護與管理學術研討會』 103/6/12

10151113G 黃建誌 醫院資材庫撥補標準作業流程之修訂對工作績效改善之影響
2014新世代健康促進及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學會學術研討會

暨會員大會
103/5/18

10151115G 甘瓊芳 科技輔助應用於高齡者社交生活之探討 2013身體活動與健康促進學術研討會暨觀光休閒論壇 102/11/1
10151201G 林奕彤 Factors Related to Quality of Life of Persons with Parkinson's Disease 36th Annual IAHC Conference 105/5/20-5/23
10151202G 駱昭芬 社區醫院護理主管工作壓力與因應策略 2015台灣健康照護聯合學術研討會 2015/9/11
10151204G 戴瑞芬 護理過程紀錄稽核量表之建構及其信效度研究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2014年健康照護與管理學術研討會』 103/6/12
10151205G 林妤玲 發展及建構中文版癌症病人靈性需求量表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2014年健康照護與管理學術研討會』 103/6/12
10151206G 王貴靜 提升急性新生兒中重度病房會客服務滿意度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2014年健康照護與管理學術研討會』 103/6/12
10151207G 陶  菁 提升某加護病房護理師準時下班之專案 2014健康產業管理學術研討會 103/5/16

10151210G 尤翠徽
自我調節理論方案對心臟衰竭病人疾病認知、自我照顧能力及生活品質之成效：

初探性研究
第五屆海峽護理論壇 103/11/2

10151211G 陳芊羽 社區老年人跌倒之相關因素分析：一世代研究 社團法人台灣老年精神醫學會年度研討會 103/3/16
10151214G 李秋譁 Multimedia PCA Education on Cognition and Satisfaction of Patients Undergoing Asia-Pacific Nursing Reasearch Conference 103/9/11-13
10151215G 李俞湘 The Effects of Bloodletting Acupuncture Relieves Postoperative Sore Throat after

 
2014 International council nursing appn 赫爾新基 103/8/18

10251102G 簡晉宏 使用遠距照護服務系統於社區民眾健康自我管理行為之影響-以高雄市燕巢某社區 2013年第四屆生活方式與健康國際論壇 2013/11/22

10251103G 潘惠育 國際疾病分類系統第十版轉換之關鍵障礙與成功因素探討
台灣公共衛生學會、台灣流行病學學會、台灣事故傷害預防

與安全促進學會、2014年聯合年會暨學術研討會
2014/10/26

10251104G 翁榮良 佛教養護機構老人宗教信仰與心理健康 2014年資訊技術應用及管理研討會 2014/5/30

10251105G 林佩靜
Medical Tours to Areas Lacking Medical Services : A Satisfaction Survey Form Remote
Areas of Kaohsiung City

第22屆健康促進醫院國際研討會(22nd International
HPHconference)

2014/4/23

10251106G 黃梅藍
Presure Ulcer Prevention Procedure on Reducing Prevalence and Rank of Presure Ulcer
in Patients Receiving Surgery

2015第七屆國際學術研討會「跨領域醫療照護品質促進暨病

人安全國際研討會」
2015/6/16

10251107G 冉世全 居家照顧服務員之人格特質對照顧工作壓力所產生的服務工作滿意度關係之探討
2015健康產業新世代照護品質學術研討會暨玉山醫務暨健康

管理學會會員大會暨十周年慶祝大會
2015/5/24

10251108G 莫馥榕 以顧客價值與創新商業模式為基礎之醫療藍海策略探討-以南部某區域教學醫院為 2014資訊技術應用及管理研討會 2014/5/30

10251110G 王雲充 物理治療對全膝人工關節置換術後醫療品質與醫療利用之探討
2015健康產業新世代照護品質學術研討會暨玉山醫務暨健康

管理學會會員大會暨十周年慶祝大會
2015/5/24

10251202G 邱群芳 南部某醫學中心神經內科急性病房身體約束之探討
2014年新世代健康促進學術研討會及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學

會學術研討會暨會員大會
2014/5/18

10251204G 張淑芬 血液透析患者對扎針的焦慮 2014年健康照護與管理學術研討會 2014/6/12

10251206G 林詩涵 老人用藥安全之探討
2013第四屆生活方式與健康國際論壇暨世界健康生活方式促

進會聯合總會第四次年會
2013/11/22

10251210G 黃羽彤 八週減重計畫介入對大學過重女學生體適能及運動行為之影響 玉山醫務暨健康管理學會學術研討會暨會員大會 2014/5/18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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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號 姓名 畢業學校 服務單位 職稱 指導老師

10151101G 陳衍良 國防醫學院 國軍高雄總醫院 行政官 郭光明(醫)

10151103G 游雅珮 台北醫學大學 高雄長庚醫院 研究助理 馬震中(醫)

10151104G 鄭瑋婷 輔英科技大學 高雄市立聯合醫院 行政人員 馬震中(醫)

10151105G 林惠珍 嘉南藥理大學 義大醫院 研究助理 羅錦河(外)、蔡尚學(醫)

10151106G 劉佳和 國防醫學院 空軍第一醫務中隊 醫療分隊長 謝幸燕(醫)、高月慈(醫)

10151107G 曾嬑嫙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 醫檢師 鄭雅愛(醫)、謝幸燕(醫)

10151109G 顏淑婷 美和科技大學 國立成功大學附設醫院 外傷管理師 應純哲(醫)、許素貞(外)

10151110G 林久惠 輔英科技大學 高雄榮民總醫院 副護理長 謝凱生(外)、蔡尚學(醫)

10151111G 陳建勳 國立台北護理健康大學 義大醫院 管理師
原指導教授已離職，

由系辦協助另覓指導教授中

10151113G 黃建誌 義守大學 義大醫院 事務員 應純哲(醫)、陳文旭(外)

10151115G 甘瓊芳 輔仁大學 義守大學 護理師 謝幸燕(醫)、鄭雅愛(醫)

10151201G 林奕彤 輔英科技大學 財團法人義大醫院 副護理長 丘周萍(護)

10151202G 駱昭芬 輔英科技大學 乃榮醫院 護理部主任 馬震中(醫)、郭光明(醫)

10151203G 唐敏華 輔英科技大學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護理師 丘周萍(護)

10151204G 戴瑞芬 高雄醫學大學 高雄榮總 護理長 呂筑韻(護)

10151205G 林妤玲 中山醫學大學 高雄長庚醫院 護理師 高家常(醫)、劉憶慧(護)

10151206G 王貴靜 中台科技大學 奇美醫院 副護理長 羅英瑛(醫)

10151207G 陶菁 長榮大學 奇美醫療財團法人奇美醫院 護理長 許玟琪(護)

10151208G 李素瑛 義守大學 義大醫院 內科專科護理 林佑樺(護)

10151209G 盧純如 美和科技大學 義大醫院 護理小組長 林佑樺(護)

10151210G 尤翠徽 嘉南藥理大學 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 護理師 林佑樺(護)

10151211G 陳芊羽 義守大學 義大醫院 精神科研究助理 高家常(醫)、顏永杰

10151213G 簡彣倢 輔英科技大學 樂安醫院 護理科主任 許玟琪(護)

10151214G 李秋譁 輔英科技大學 阮綜合醫院 麻醉護理師 丘周萍(護)

10151215G 李俞湘 美和科技大學 國軍左營總醫院 麻醉護士 高家常(醫)
註：(醫)醫管系教師

    (護)護理系教師

    (外)校外指導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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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號 姓名 畢業學校 服務單位 職稱 指導老師

10251101G 王琮仁 台灣首府大學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 管理師 應純哲(醫)、陳文旭(外)

10251102G 簡晉宏 義守大學 義大醫院 管理師 應純哲(醫)

10251103G 潘惠育 大仁科技大學 右昌聯合醫院 健保申報人員 陳芬如(醫)

10251104G 翁榮良 大賢藥妝生活館 管理藥師 鄭惠珠(醫)

10251105G 林佩靜 輔英科技大學 義大醫院 醫事技術員 蔡金川、鄭雅愛(醫)

10251106G 黃梅藍 輔英科技大學 義大醫院 副技術主任 高家常(醫)

10251107G 冉世全 美和科技大學 財團法人濟興長青基金會 社工員 陳芬如(醫)

10251108G 莫馥榕 嘉南藥理大學 義守大學 組員 郭光明(醫)、劉振隆(外)

10251109G 黃振光 國防醫學院 國軍高雄總醫院 軍醫行政官 馬震中(醫)

10251110G 王雲充 中國醫藥大學 義大醫院 物理治療師 馬震中(醫)

10251202G 邱群芳 美和科技大學 高雄榮民總醫院 護理師 李逸(護)

10251204G 張淑芬 美和科技大學 鴻源診所 護理長 丘周萍(護)

10251206G 林詩涵 美和科技大學 阮綜合醫院 腫瘤個案管理師 丘周萍(護)

10251207G 曾郁涵 美和科技大學 台南醫院 護理師 丘周萍(護)

10251208G 陳杏娥 高雄醫學大學 義大醫院 護理長 許玟琪(護)

10251209G 呂芸誼 弘光科技大學 國軍高雄總醫院 護理人員 高月慈(醫)、謝幸燕(醫)

10251210G 黃羽彤 輔英科技大學 文藻外語學院 學校護士 鄭雅愛(醫)、高月慈(醫)

10251211G 林麗君 輔英科技大學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 護理組長 蔡尚學(醫)、郭信智

10251213G 劉薏如 義守大學 義大醫院 護理師 高月慈(醫)、謝幸燕(醫)

10251214G 趙恩伶 義守大學 義大醫院 護理長 黃瓊玉(護)

註：(醫)醫管系教師

    (護)護理系教師

    (外)校外指導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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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號 姓名 畢業學校 服務單位 職稱 指導老師

10351102G 劉妙齡 中山醫學大學 高雄長庚醫院 篩檢個管師 馬震中(醫)

10351103G 郭曉萍 嘉南藥理大學 衛生福利部旗山醫院 書記 丘周萍(護)

10351104G 張軒瑋 高雄醫學大學 義大醫院精神科 主治醫師 高家常(醫)、顏永杰

10351105G 余錦秀 輔英科技大學 高雄榮民總醫院 護理長 鄭雅愛(醫)、高月慈(醫)

10351106G 張淑芸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 聖帝諾產後護理之家 副總經理 羅英瑛(醫)

10351107G 李易都 輔英科技大學 國軍高雄總醫院左營分院 醫檢官 蔡尚學(醫)

10351108G 鄭耀昆 世新大學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 門診資訊課課長 郭光明(醫)

10351109G 陳偉哲 義守大學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 管理師 蔡尚學(醫)

10351110G 陳海玉 輔英科技大學 高雄榮民總醫院 護理長 陳芬如(醫)

10351111G 趙秀玲 長庚科技大學 高雄長庚醫院 行政品管師 高家常(醫)

10351112G 鄭資津 美和科技大學 義大醫院 癌症中心行政組長 羅英瑛(醫)、張肇松(外)

10351113G 陳涵玲 義守大學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 癌症登記師 羅英瑛(醫)、張肇松(外)

10351115G 劉靜靜 稻江科技暨管理學院 義大醫院 管理師 鄭雅愛(醫)、謝幸燕(醫)

10351201G 張琝蓁 輔英科技大學 高雄長庚醫院 副護理長 馬震中 (醫)

10351202G 鄭雪玉 輔英科技大學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護理長 陳芬如(醫)

10351204G 林美蓮 輔英科技大學 高雄長庚紀念醫院 護理長 陳芬如(醫)

10351205G 林淑惠 美和科技大學 高雄榮總 專科護理師 鄭雅愛(醫)、高月慈(醫)

10351206G 許毓纓 輔英科技大學 高雄榮總 護理師 羅英瑛(醫)

10351207G 陳淑女 美和科技大學 高雄市立聯合醫院 護理長 黃瓊玉(護)

10351209G 戴雪萍 輔英科技大學 高雄榮民總醫院 護理師兼副護理長 呂筑韻(護)

10351210G 蘇巧芬 國防醫學院 國軍高雄總醫院岡山分院 護理督導 郭光明 (醫)

10351211G 洪春金 美和科技大學 義大醫院 代理 林佑樺(護)

10351212G 張晋瑋 樹人醫護管理專校 衛生福利部旗山醫院 護理師 高月慈(醫)、謝幸燕(醫)

10351213G 蕭妏倩 大仁科技大學 屏基醫療財團法人屏東基督教醫院 血液透析護理師 丘周萍(護)

10351214G 初秀珍 國立台北護理健康大學 義大醫療財團法人義大醫院 護理師 高家常(醫)

10351215G 陳佩琦 大仁科技大學 安泰醫療社團法人安泰醫院 護理師 江純瑛(護)

10351216G 張雅玲 長庚科技大學 阮綜合醫院 丘周萍 (護)
註：(醫)醫管系教師

    (護)護理系教師

    (外)校外指導教師

碩士在職專班學生背景資料

177



學號 姓名 畢業學校 服務單位 職稱 指導老師

10451101G 潘淑雅 元培科技大學 義大醫院 行政小組長 郭光明(醫)

10451102G 張維晏 台灣首府大學 高雄醫學院 雇員 郭光明(醫)

10451103G 王文珊 東方設計學院 健伸集團 主任 謝幸燕(醫)

10451104G 鄭貴月 輔英科技大學 高雄長庚 專科護理師 高月慈(醫)

10451105G 蔡惠庄 嘉南藥理大學 七賢脊椎外科醫院 門診組長 應純哲(醫)、盧康

10451106G 林佩蓉 中台科技大學 義大醫院 副技術主任 馬震中(醫)

10451107G 張芳誠 國立陽明大學 高雄榮總 醫師 蔡尚學(醫)

10451108G 蔡春梅 輔英科技大學 白壁美學整形外科 公關部經理 馬震中(醫)

10451109G 賴鈞漢 高雄醫學大學 國軍高雄總醫院 醫務士官 應純哲(醫)

10451111G 劉映彤 高雄醫學大學 義大醫院 呼吸治療師 蔡尚學(醫)

10451201G 林惠珍 大仁科技大學 高雄長庚 護理師 陳芬如(醫)

10451202G 周美香 美和科技大學 高雄榮總 護理師 陳芬如(醫)

10451203G 鄭月綿 高雄醫學大學 高雄市立聯合醫院 護理長 高月慈(醫)

10451204G 許文宜 輔英科技大學 高雄長庚 護理師 高月慈(醫)

10451208G 吳志華 輔英科技大學 高雄榮總 護理師 丘周萍(護)

10451209G 劉樹芬 台北醫學大學 陳芬如(醫)

10451210G 彭淑惠 美和科技大學 高雄長庚 護理師 鄭雅愛(醫)、謝青華(外)

10451211G 許馨云 輔英科技大學 高雄榮總 護理師 羅英瑛(醫)

10451212G 孫靚凌 輔英科技大學 岡山榮譽國民之家 羅英瑛(醫)

10451213G 林怡君 大仁科技大學 高雄長庚 專科護理師 呂筑韻(護)

註：(醫)醫管系教師

    (護)護理系教師

    (外)校外指導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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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守大學專任教師期刊論文發表獎勵辦法 
 

九十年四月教務處修訂 

九十一年十一月教務處修訂 

九十二年一月教務處修訂 

九十二年九月教務處修訂 

九十五年八月研究發展處處務會議修訂 

九十六年九月研究發展處處務會議修訂 

民國 97 年 11 月 5 日 9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行政會議修訂 

98 年 2 月 18 日 9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99 年 8 月 31 日校長核定公告修正全文 

100 年 6 月 2 日校長核定公告修正第 5、6、7、9、10 條條文及附表 

101 年 7 月 9 日校長核定公告修正第 3-12 條條文 

102 年 1 月 28 日校長核定公告修正第 4-11 條條文 

103 年 6 月 27 日校長核定公告修正第 7-11 條條文 

104 年 7 月 15 日校長核定公告修正第 5、6 條條文 

第 一 條  為獎勵本校專任教師於學術專業期刊發表論文，提昇校園

研究風氣，特訂定義守大學專任教師期刊論文發表獎勵辦法(以

下簡稱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校專任教師於到任後，研究成果獲國際學術專業期刊與

國內經核定之學術專業期刊刊登，且發表機構標示為「義守大

學」者，得提出獎勵申請。 

任本校專任教師之義大醫院醫師，可擇優依本辦法或義大

醫院「醫師期刊論文發表獎勵作業辦法」之一申請獎勵。 

第 三 條  本辦法所指之國際學術專業期刊需符合以下全部條件： 

一、結合學術性、科學性、專業性、創新性、深度性之專

業期刊，非一般通俗性、科普性、廣泛性之雜誌。 

二、以外文公開徵稿。 

三、具同儕審查(peer review)制度。 

四、以外文刊登全部學術論文。 

五、定期出刊。 

六、具國際標準期刊號（ISSN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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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經核定之學術專業期刊係指 TSSCI 及 THCI CORE 資

料庫收錄之期刊及學報。 

第 四 條  本辦法每年分二期提出申請，申請者可於每年一、七月依

本校公告時程，檢具「義守大學專任教師期刊論文發表獎勵申

請表」及其所規定應檢附之文件，向研究發展處提出申請。 

同一篇論文僅限一人提出申請，並以在調查期限內刊登之

論文為限，各期調查刊登論文之期限如下： 

一、每年一月：調查前一年度八至十二月刊登之論文。 

二、每年七月：調查當年度一至七月刊登之論文。 

如因故未於當期提出申請，得敍明延遲申請理由，於下一

期提出申請，但僅以延遲一期申請為限。 

第 五 條  期刊論文獎勵核給標準如下： 

一、收錄於 Nature 及 Science 兩期刊之論文，每篇核計點

數 1600 點。 

二、SCI 和 SSCI 資料庫收錄之期刊，其影響指數(Impact 

Factor)在兩個領域以上為前 2.0% (含 2.0%)：SCI 資料

庫每篇核計點數 850 點，SSCI 資料庫每篇核計點數

1000 點；期刊僅有單一領域且為前 2.0%(含 2.0%)者，

仍得依本款核計。 

三、SCI 和 SSCI 資料庫收錄之期刊，其影響指數在兩個領

域以上為前 5.0% (含 5.0%)：SCI 資料庫每篇核計點數

675 點，SSCI 資料庫每篇核計點數 850 點；期刊僅有

單一領域且為前 5.0%(含 5.0%)者，仍得依本款核計。 

四、SCI 和 SSCI 資料庫收錄之期刊，其影響指數在該領域

為前 15.0% (含 15.0%)：SCI 資料庫每篇核計點數 450

點，SSCI 資料庫每篇核計點數 550 點。 

五、SCI 和 SSCI 資料庫收錄之期刊，其影響指數在該領域

為前 30.0% (含 30.0%)：SCI 資料庫每篇核計點數 325

點，SSCI 資料庫每篇核計點數 375 點。 

六、SCI 和 SSCI 資料庫收錄之期刊，其影響指數在該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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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前 50.0% (含 50.0%)：SCI 資料庫每篇核計點數 250

點，SSCI 資料庫每篇核計點數 300 點。 

七、SCI 和 SSCI 資料庫收錄之期刊，其影響指數在該領域

為前 70.0% (含 70.0%)：SCI 資料庫每篇核計點數 150

點，SSCI 資料庫每篇核計點數 200 點。 

八、第二至七款以外之 SCI 和 SSCI 資料庫收錄之期刊：SCI

資料庫每篇核計點數 125 點，SSCI 資料庫每篇核計點

數 150 點。 

九、AHCI、TSSCI 和 THCI CORE 資料庫收錄之期刊，每

篇核計點數 150 點。 

十、EI、CIJE、HI、ABI 等資料庫收錄之期刊，每篇核計

點數 80 點；以研討會論文收錄於 EI 資料庫提出申請

者，應提供收錄期刊之再審查證明，未提供者不予核

計。 

十一、第一至十款以外之國際學術專業期刊，每篇核計點

數 25 點。 

十二、生物醫學相關領域之 Letter、Short Report、Note、

Communication、Accelerated 或 Rapid Publication 等，

每篇核計二分之ㄧ點數；Case Report，每篇核計三分

之ㄧ點數；Column、Letter to the Editor 不核計點數。 

十三、第二至八款所稱之影響指數，以公布之最新資料庫

為參考依據。 

第 六 條  若有學生為論文共同作者時，不計入學生；點數依下列條

件標準，擇一計算： 

一、本校為該篇論文唯一發表機構時： 

(一)第一作者：點數之 100%。 

(二)通訊作者：點數之 100%。 

(三)第二作者：點數之 50%。 

(四)第三作者：點數之 30%。 

(五)第四作者：點數之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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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其餘：點數之 10%。 

二、本校非為該篇論文唯一發表機構時： 

(一)第一作者：點數之 60%。 

(二)通訊作者：點數之 60%。 

(三)第二作者：點數之 30%。 

(四)第三作者：點數之 18%。 

(五)第四作者：點數之 12%。 

(六)其餘：點數之 6%。 

論文中註明為「相同貢獻作者（equal contribution）」，則依

期刊論文之原作者排序獎勵。 

與義联集團任一機構或為配合本校政策與其他機構共同發

表之論文，得檢具相關證明，點數依本條第一項第一款標準計

算。 

第 七 條  各申請案核定之點數，其中三分之一獎勵點數轉換為每點

等值新臺幣 100 元之教學屬性獎勵金，其餘獎勵點數，由研究

發展處依當學年度經費預算簽請公告核定每一點之獎勵金額。 

前項獎勵點數，應於提出申請時，由申請人自行分配百分

比予共同作者。 

第 八 條  教師每學年核定之總獎勵以點數二千五百點(含)為上限。 

第 九 條  申請案經教職員工研發成果審查委員會審查後，簽請校長

核定。 

第 十 條  本辦法各項獲獎之著作如涉及違反學術倫理情事，應於本

校人力資源處依「義守大學教師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處理辦

法」審議確定後，繳回所發給之全額獎勵金，折抵鐘點部分應

由次二學期授課鐘點數補回，且不列入教師績效評鑑分數。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日實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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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守大學專任教師期刊論文發表獎勵辦法 
 

九十年四月教務處修訂 

九十一年十一月教務處修訂 

九十二年一月教務處修訂 

九十二年九月教務處修訂 

九十五年八月研究發展處處務會議修訂 

九十六年九月研究發展處處務會議修訂 

民國 97 年 11 月 5 日 97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3 次行政會議修訂 

98 年 2 月 18 日 97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行政會議修訂通過 

99 年 8 月 31 日校長核定公告修正全文 

100 年 6 月 2 日校長核定公告修正第 5、6、7、9、10 條條文及附表 

101 年 7 月 9 日校長核定公告修正第 3-12 條條文 

102 年 1 月 28 日校長核定公告修正第 4-11 條條文 

103 年 6 月 27 日校長核定公告修正第 7-11 條條文 

104 年 7 月 15 日校長核定公告修正第 5、6 條條文 

105 年 10 月 20 日校長核定公告修正第 6 條條文 

第 一 條  為獎勵本校專任教師於學術專業期刊發表論文，提昇校園

研究風氣，特訂定義守大學專任教師期刊論文發表獎勵辦法(以

下簡稱本辦法)。 

第 二 條  本校專任教師於到任後，研究成果獲國際學術專業期刊與

國內經核定之學術專業期刊刊登，且發表機構標示為「義守大

學」者，得提出獎勵申請。 

任本校專任教師之義大醫院醫師，可擇優依本辦法或義大

醫院「醫師期刊論文發表獎勵作業辦法」之一申請獎勵。 

第 三 條  本辦法所指之國際學術專業期刊需符合以下全部條件： 

一、結合學術性、科學性、專業性、創新性、深度性之專

業期刊，非一般通俗性、科普性、廣泛性之雜誌。 

二、以外文公開徵稿。 

三、具同儕審查(peer review)制度。 

四、以外文刊登全部學術論文。 

五、定期出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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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具國際標準期刊號（ISSN碼）。 

國內經核定之學術專業期刊係指 TSSCI 及 THCI CORE 資

料庫收錄之期刊及學報。 

第 四 條  本辦法每年分二期提出申請，申請者可於每年一、七月依

本校公告時程，檢具「義守大學專任教師期刊論文發表獎勵申

請表」及其所規定應檢附之文件，向研究發展處提出申請。 

同一篇論文僅限一人提出申請，並以在調查期限內刊登之

論文為限，各期調查刊登論文之期限如下： 

一、每年一月：調查前一年度八至十二月刊登之論文。 

二、每年七月：調查當年度一至七月刊登之論文。 

如因故未於當期提出申請，得敍明延遲申請理由，於下一

期提出申請，但僅以延遲一期申請為限。 

第 五 條  期刊論文獎勵核給標準如下： 

一、收錄於 Nature 及 Science 兩期刊之論文，每篇核計點

數 1600 點。 

二、SCI 和 SSCI 資料庫收錄之期刊，其影響指數(Impact 

Factor)在兩個領域以上為前 2.0% (含 2.0%)：SCI 資料

庫每篇核計點數 850 點，SSCI 資料庫每篇核計點數

1000 點；期刊僅有單一領域且為前 2.0%(含 2.0%)者，

仍得依本款核計。 

三、SCI 和 SSCI 資料庫收錄之期刊，其影響指數在兩個領

域以上為前 5.0% (含 5.0%)：SCI 資料庫每篇核計點數

675 點，SSCI 資料庫每篇核計點數 850 點；期刊僅有

單一領域且為前 5.0%(含 5.0%)者，仍得依本款核計。 

四、SCI 和 SSCI 資料庫收錄之期刊，其影響指數在該領域

為前 15.0% (含 15.0%)：SCI 資料庫每篇核計點數 450

點，SSCI 資料庫每篇核計點數 550 點。 

五、SCI 和 SSCI 資料庫收錄之期刊，其影響指數在該領域

為前 30.0% (含 30.0%)：SCI 資料庫每篇核計點數 325

點，SSCI 資料庫每篇核計點數 375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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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SCI 和 SSCI 資料庫收錄之期刊，其影響指數在該領域

為前 50.0% (含 50.0%)：SCI 資料庫每篇核計點數 250

點，SSCI 資料庫每篇核計點數 300 點。 

七、SCI 和 SSCI 資料庫收錄之期刊，其影響指數在該領域

為前 70.0% (含 70.0%)：SCI 資料庫每篇核計點數 150

點，SSCI 資料庫每篇核計點數 200 點。 

八、第二至七款以外之 SCI 和 SSCI 資料庫收錄之期刊：SCI

資料庫每篇核計點數 125 點，SSCI 資料庫每篇核計點

數 150 點。 

九、AHCI、TSSCI 和 THCI CORE 資料庫收錄之期刊，每

篇核計點數 150 點。 

十、EI、CIJE、HI、ABI 等資料庫收錄之期刊，每篇核計

點數 80 點；以研討會論文收錄於 EI 資料庫提出申請

者，應提供收錄期刊之再審查證明，未提供者不予核

計。 

十一、第一至十款以外之國際學術專業期刊，每篇核計點

數 25 點。 

十二、生物醫學相關領域之 Letter、Short Report、Note、

Communication、Accelerated 或 Rapid Publication 等，

每篇核計二分之ㄧ點數；Case Report，每篇核計三分

之ㄧ點數；Column、Letter to the Editor 不核計點數。 

十三、第二至八款所稱之影響指數，以公布之最新資料庫

為參考依據。 

第 六 條  若有學生為論文共同作者時，不計入學生；點數依下列條

件標準，擇一計算： 

一、本校為該篇論文唯一發表機構時： 

(一)第一作者：點數之 100%。 

(二)通訊作者：點數之 100%。 

(三)第二作者：點數之 50%。 

(四)第三作者：點數之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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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第四作者：點數之 20%。 

(六)其餘：點數之 10%。 

二、本校非為該篇論文唯一發表機構時： 

 

作者 
順序 

SCI 或 SSCI 資料庫收錄期刊領域影響

指數所占比重 其他 
≦15% ≦30% ≦50% >50% 

第一

或通

訊作

者 

點 數 之

100% 
點 數 之

90% 
點 數 之

80% 
點 數 之

70% 
點 數 之

60% 

第二

作者 
點 數 之

50% 
點 數 之

45% 
點 數 之

40% 
點 數 之

35% 
點 數 之

30% 
第三

作者 
點 數 之

30% 
點 數 之

27% 
點 數 之

24% 
點 數 之

21% 
點 數 之

18% 
第四

作者 
點 數 之

20% 
點 數 之

18% 
點 數 之

16% 
點 數 之

14% 
點 數 之

12% 

其餘 點 數 之

10% 
點 數 之

9% 
點 數 之

8% 
點 數 之

7% 
點 數 之

6% 

 

論文中註明為「相同貢獻作者（equal contribution）」，則依

期刊論文之原作者排序獎勵。 

與義联集團任一機構或為配合本校政策與其他機構共同發

表之論文，得檢具相關證明，點數依本條第一項第一款標準計

算。 

第 七 條  各申請案核定之點數，其中三分之一獎勵點數轉換為每點

等值新臺幣 100 元之教學屬性獎勵金，其餘獎勵點數，由研究

發展處依當學年度經費預算簽請公告核定每一點之獎勵金額。 

前項獎勵點數，應於提出申請時，由申請人自行分配百分

比予共同作者。 

第 八 條  教師每學年核定之總獎勵以點數二千五百點(含)為上限。 

第 九 條  申請案經教職員工研發成果審查委員會審查後，簽請校長

核定。 

第 十 條  本辦法各項獲獎之著作如涉及違反學術倫理情事，應於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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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人力資源處依「義守大學教師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處理辦

法」審議確定後，繳回所發給之全額獎勵金，折抵鐘點部分應

由次二學期授課鐘點數補回，且不列入教師績效評鑑分數。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行政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告日實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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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之國際合作研究發表 

 

1. Hsieh, P. J., Lai, H. M., Ma, C. C., Alexander, J. W., & Lin, M. Y. (2016). An Extended 

Expectation-Confirmation Model for Mobile Nursing Information System 

Continuance. Research and Theory for Nursing Practice, 30(4), 282-301. 

2. Ma, C. C., Kuo, K. M., & Alexander, J. W. (2016). A survey-based study of factors that 

motivate nurses to protect the privacy of electronic medical records. BMC medical 

informatics and decision making, 16(1), 13. 

3. Yeh, S. C. J., Yuan, K. S., Chen, S. H. S., Lo, Y. Y., Chou, H. C., Huang, S., ... & Wan, T. T. 

(2016).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leadership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sonality and 

performance. Journal of nursing management, 24(7), 869-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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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heng333

寄件者: [義守大學] 生物科技學系 楊智惠       <chyang@isu.edu.tw>
寄件日期: 2016年4月13日星期三 下午 4:29
主旨: 【演講訊息】科技部 科教國合司 周世傑司長專題演講，敬請踴躍參加。

演講人：科技部 科教國合司 周世傑司長 

講題：科學教育與國際合作政策及推動重點 

時間：105 年 4 月 19 日(二)上午 10：20 至 11：30 

地點：義守大學醫學院校區 A棟 1樓 A0102 教室 

語言：中文演講 

對象：全體教職員工生 

報名網址：http://www.isu.edu.tw/interface/survey.php?id=4333 

承辦單位：生物科技與生醫工程中心 分機 7312 

   當日參加與會之教師納入教師成長工作坊計分，並計入第十屆教師評鑑計分。 

   本中心將於演講當日要求與會教師簽到與簽退，並於會後提供簽到表給予教學發展中心，作為計

分之依據。 

  

   請攜帶教職員證件或學生證。 

  

義守大學 生物科技與生醫工程中心 

楊智惠 主任 

chyang@isu.edu.tw 

電話:07-6151100#7312 

 

校本部: 高雄市 84001 大樹區學城路一段 1 號 

Main Campus: No.1, Sec. 1, Syuecheng Rd., Dashu District, Kaohsiung City 84001, Taiwan, R.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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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heng333

寄件者: [義守大學] 生物科技學系 楊智惠       <chyang@isu.edu.tw>
寄件日期: 2016年4月13日星期三 下午 4:29
主旨: 【演講訊息】科技部 科教國合司 周世傑司長專題演講，敬請踴躍參加。

演講人：科技部 科教國合司 周世傑司長 

講題：科學教育與國際合作政策及推動重點 

時間：105 年 4 月 19 日(二)上午 10：20 至 11：30 

地點：義守大學醫學院校區 A棟 1樓 A0102 教室 

語言：中文演講 

對象：全體教職員工生 

報名網址：http://www.isu.edu.tw/interface/survey.php?id=4333 

承辦單位：生物科技與生醫工程中心 分機 7312 

   當日參加與會之教師納入教師成長工作坊計分，並計入第十屆教師評鑑計分。 

   本中心將於演講當日要求與會教師簽到與簽退，並於會後提供簽到表給予教學發展中心，作為計

分之依據。 

  

   請攜帶教職員證件或學生證。 

  

義守大學 生物科技與生醫工程中心 

楊智惠 主任 

chyang@isu.edu.tw 

電話:07-6151100#7312 

 

校本部: 高雄市 84001 大樹區學城路一段 1 號 

Main Campus: No.1, Sec. 1, Syuecheng Rd., Dashu District, Kaohsiung City 84001, Taiwan, R.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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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heng333

寄件者: [義守大學] 學術發展組 吳幸娟       <erika213@isu.edu.tw>
寄件日期: 2016年11月10日星期四 下午 3:09
主旨: 【活動公告】研發處學發組辦理一系列「研究增能(含研究倫理)」研習活動，敬請踴躍參加。

老師: 
  

     您好，年度科技部計畫申請又開始了，研發處規劃一系列的「研究增能」研習活動

邀請校內外研究傑出人士蒞校分享計畫及期刊論文撰寫技巧，藉以提升本校教師計畫

的撰寫品質及提升本校師生研究產出之質量。透過主講人精闢的解說，得以瞭解科技

部計畫撰寫的注意事項、科技部對相關學門未來走向的規劃與期刊論文投稿技巧及其

個人對研究方法的體悟。 

  

    另外，為因應年底老師們申請科技部計畫可能的研究倫理送審需求，規劃一場研究

倫理研習活動。 

  

    活動訊息如下，敬邀各位師長、同學踴躍參加!! 
  

活

動

主

題 

領

域

別 

時間 地點 
演講

者 

演講主

題 
報名網址 

研

究

增

能

研

習 

工

程

領

域 

105.11.23(三)  
10:30-12:00 

校本部

理工學

院

2200 

土 木

與 生

態 工

程 學

系 翁
誌 煌

教授 

科 技 部

專 題 研

究 計 畫

書 撰 寫

及 SCI 
期 刊 技

術 論 文

投 稿 心

得分享 

http://www2.isu.edu.tw/interface/survey.php?id=4209 

生

命

科

學 

105.12.7(三) 
10:20-12:00 

醫學院

區 C 棟

1 樓

C0146
室 

高 雄

長 庚

醫 院 
林 祖

功 教

授/醫
師 

未定 

http://www2.isu.edu.tw/interface/survey.php?id=4216 

人 105.12.14(三) 校本部 國 立 科 技 部 http://www2.isu.edu.tw/interface/survey.php?id=4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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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

與

社

會 

10:20-12:00 行政大

樓 10
樓第 4
研討室 

高 雄

師 範

大 學

工 業

設 計

學 系 
陳 俊

智 教

授 

專 題 研

究 計 畫

申 請 暨

期 刊 投

稿 經 驗

分享 

研

究

倫

理

研

習 

適

各

領

域 

105.11.30(三)  
13:30-15:30 

校本部

科技大

樓四樓

E 化教

學 教

室、醫

學院區

A0102
教室 

國 立

成 功

大 學

人 類

研 究

倫 理

治 理

架 構

行 政

辦 公

室 林
美 嵐

專 案

經理 

人 類 研

究 倫 理

審 查 關

注 的 議

題 -概念

與送審 

http://www2.isu.edu.tw/interface/survey.php?id=4750 

  

備註:  
  

1.上述活動無列入教師評鑑加分；研究倫理研習活動全程參與者，將提供研究倫理教育訓練證明 2
小時。 

  

2.圖資處館藏有相關視聽資料，歡迎教師借閱參考使用，或洽圖資處學習中心。 

  
在這裡按一下滑鼠右鍵下載圖片。為了協助保護您的隱私，Outlook  避免自動從網際網路下載此圖片。

 

在這裡按一下滑鼠右鍵下載圖片。為了協助保護您的隱私，Outlook  避免自動從網際網路下載此圖片。

 

12 種最常被退稿的理由及 

比退稿更嚴重的後果 

如何與國際期刊評審對話 

(6 片 DVD+講義+書)套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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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守大學 醫務管理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課程及教育目標調查問卷 

壹、基本資料 
一、性別： 
二、現職：1. 醫管行政人員 
          2. 臨床醫護人員 
            醫師護理人員其它醫事人員，             
          3. 其他，             
三、 目前擁有證照：                                       

貳、本系教育成效意見調查 

1.本系提供的必修課程基本上可以提升您的專業素養與工作增能？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2.本系提供的選修課程基本上可以提升您的專業素養與工作增能？ 

   ○非常同意 ○同意 ○普通 ○不同意○非常不同意 

3.本系之師資陣容基本上可滿足您學習上的需求？ 

   ○非常同意○同意○普通○不同意○非常不同意 

4.本系之教學設備基本上可滿足您學習上的需求？ 

   ○非常同意○同意○普通○不同意○非常不同意 

5.經過在本系的學習，您能更理解醫管/護管專業倫理及社會責任？ 

   ○非常同意○同意○普通○不同意○非常不同意 

6.畢業後您會關心系上或學校的相關訊息？ 

   ○非常同意○同意○普通○不同意○非常不同意 

7.畢業後您會參加同學聚會？ 

   ○非常同意○同意○普通○不同意○非常不同意 

8.如果有機會，您願意回母校與學弟妹分享學習、人生及工作上的經驗？ 

   ○非常同意○同意○普通○不同意○非常不同意 

9.若有機會，您願意在工作上提拔及幫助學弟妹？ 

   ○非常同意○同意○普通○不同意○非常不同意 

10.本系規定畢業前至少須投稿一篇研討會論文，這項規定是合理的。  

   ○非常同意○同意○普通○不同意○非常不同意 

11.本系規定畢業前至少須投稿一篇研討會論文，這項規定對您並無困難。 

   ○非常同意○同意○普通○不同意○非常不同意 

12.本系規定畢業前至少須投稿一篇研討會論文，投稿經驗對您是有幫助的。 

   ○非常同意○同意○普通○不同意○非常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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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本系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達成狀況 
一、請就您對本系教育目標以及學生應具備之核心能力達

成的認同度： 
 
非                      
常 
認 
同 

 
 
 
認 
同 

 
 
 
普               
通 

 
 
不 
認            
同 

非 
常                
不       
認 
同 

教育 
目標 

強化創新、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增進溝通與宏觀國際視野能力      
運用現代醫管專業知識於實務工作      

學生應

具備之

核心能

力 

醫管

組同

學填

答 

具備醫管專業之知能      
具備分析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具備醫管之國際觀      
精進醫管專業之創新與整合能力      
具備醫管科學新知研究能力      

護管

組同

學填

答 

具備中、高階護理管理專業知能      
具備分析與解決問題之能力      
具備護理管理之國際觀      
精進護理管理專業之創新與整合能力      
具備護理管理科學新知研究能力      

 
 
二、請就您目前的狀況回答本系的必修課程對您的重要性

為何? 
很

重

要 

重

要 
普

通 
不

重

要 

不

相

關 

必 
修 

健康服務研究方法      
統計與軟體應用(一)      
統計與軟體應用(二)      
醫療健康產業論壇(一)      
醫療健康產業論壇(二)      
論文指導（一）      
論文指導（二）      
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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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請依您目前狀況評估下列選修課程對您的重要性？ 很

重

要 

重

要 
普

通 
不

重

要 

不

相

關 

專 
業 
選 
修 

組織理論與醫務管理      
醫療健康產業成本與財管管理      
護理研究趨勢      
醫療健康產業資訊管理      
護理專業議題研討      
護理品質管理案例研討      
醫療健康產業人力資源管理      
醫療健康產業行銷管理      
健康暨長期照護保險      
健康經濟學      
長期照護管理特論      
整合性照護體系管理特論      
醫療健康產業專案管理      
醫療健康產業品質管理      

其 
他 
選 
修 

質性研究方法      
醫療健康產業機構評鑑特論      
高齡化社會專題      
醫療健康產業決策分析      
醫療健康產業策略管理      
護理領導與管理      
護理理論      
多變量分析      
海外研習      
老人住宅空間與活動設計專題      
醫療健康產業倫理與法規      

肆、其他建議： 
例如：未來本系應積極培養具備那些能力的人才、可再開設哪方面課程、或辦理哪

方面活動以及應加強之事項等？非常歡迎您留下寶貴建議。 

                                                                          

                                                                          

填寫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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