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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教師評鑑實施要點 

95.05.30.文學院九十四學年度第八次院教評會議修正通過 

95.06.15 本校第 303 次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95.06.20 本校 94 學年度第 4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 國立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以下簡稱本系）為提昇教師之研究、教學服務水準，特訂

定本要點。 

二、 凡本系專任教師均應接受評鑑。凡符合本要點第三條則不受此條約束。但當年度有留

職留薪或留職停薪（休假研究、借調、出國講學或進修、生產、育兒或遭遇重大變故）

不在校情形，致未能提出者，俟返校服務後順延辦理。應接受評鑑期間，未提出者，

以不通過論。 

本系專任教師需經評鑑通過才得提請升等，惟如併計其他機構資歷已符合升等年資，

而主動要求提早評鑑者，經本院同意可辦理評鑑。 

三、 本系專任各級教師符合下列各款情形之一者，得免予評鑑： 

(一)獲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者。 

(二)曾獲頒教育部學術獎或國家講座、本校講座及經本校認可之國內外著名大學講座

教授者。 

(三)曾獲頒國科會傑出研究獎（一級主持人費）三次以上或國科會甲（優）等研究獎

（二級主持人費）十次以上者。 

(四)曾獲選本校傑出教學獎三次以上或本校優良教學獎十次以上者。 

(五)曾獲選本校研究績優獎或中山發明獎三次以上者。 

(六)年滿六十歲者（但初聘者除外）。 

(七)曾獲國際著名學術獎或其他教學、研究、服務獎項或其成果具體卓著，經三級教

評會通過，校長核可者。 

前項第三款、第四款、第五款國科會傑出研究獎、本校傑出教學獎、研究績優獎或中

山發明獎一次相當於國科會甲（優）等研究獎或本校優良教學獎三次。 

曾獲其他教學、研究優良獎項之比照如有疑義時，分由教務處（教學部分）、學研處

（研究部分）認定之。 

四、 本系專任教師評鑑項目及分數如「國立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教師評鑑施行細則」(詳附

件)。 

五、 本要點若有未盡事宜，悉依相關規定辦理。 

六、 本要點經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及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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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教師評鑑施行細則 

95.05.30.文學院九十四學年度第八次院教評會議修正通過 

95.06.15 本校第 303 次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95.06.20 本校 94 學年度第 4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 本施行細則依據「國立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教師評鑑實施要點」第四條訂定之。 

二、 本系應彙整受評鑑教師之學術著作、教學、服務等相關資料，送請本院教師評鑑小組

審議。 

三、 本系專任教師評鑑，其研究教學及服務之百分比：研究佔 40%、教學佔 40%、服務佔

20%。 

四、 研究部分（五年內）：總分 100 分。（依文學院規範辦理） 

五、 教學部分（五年內）：總分 100 分。（依文學院規範辦理） 

六、 服務部分（五年內）：總分 100 分。（依文學院規範辦理） 

 

       備註：本評鑑施行細則不適用於升等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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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中山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教師評鑑實施要點 

95.03.09 外文系 94 學年度下學期第一次系務會議通過 

95.04.06 外文系 94 學年度下學期第二次系務會議修訂 

95.04.11 文學院 94 學年度第 6次院教評會議修訂 

95.04.12 文學院 94 學年度第 4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95.05.25 文學院評鑑小組第三次會議討論 

95.05.30.文學院 94 學年度第八次院教評會議修正通過 

95.06.07 外文系 94 學年度下學期第三次系務會議通過 

95.06.15 本校第 303 次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95.06.20 本校 94 學年度第 4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 國立中山大學外國語文學系（以下簡稱本系）為提昇教師之研究 、教學服務水準，特

訂定本要點。 

二、 凡本系專任教師均應接受評鑑。凡符合本要點第三條則不受此條約束。但當年度有留

職留薪或留職停薪（休假研究、借調、出國講學或進修、生產、育兒或遭遇重大變故）

不在校情形，致未能提出者，俟返校服務後順延辦理。應接受評鑑期間，未提出者，

以不通過論。 

本系專任教師需經評鑑通過才得提請升等，惟如併計其他機構資歷已符合升等年資，

而主動要求提早評鑑者，經本系同意可辦理評鑑。 

三、 本系專任各級教師符合下列各款情形之一者，得免予評鑑： 

(一)獲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者。 

(二)曾獲頒教育部學術獎或國家講座、本校講座及經本校認可之國內外著名大學講座

教授者。 

(三)曾獲頒國科會傑出研究獎（一級主持人費）三次以上或國科會甲（優）等研究獎

（二級主持人費）十次以上者。 

(四)曾獲選本校傑出教學獎三次以上或本校優良教學獎十次以上者。 

(五)曾獲選本校研究績優獎或中山發明獎三次以上者。 

(六)年滿六十歲者（但初聘者除外）。 

(七)曾獲國際著名學術獎或其他教學、研究、服務獎項或其成果具體卓著，經三級教

評會通過，校長核可者。 

前項第三款、第四款、第五款國科會傑出研究獎、本校傑出教學獎、研究績優獎或中

山發明獎一次相當於國科會甲（優）等研究獎或本校優良教學獎三次。 

曾獲其他教學、研究優良獎項之比照如有疑義時，分由教務處（教學部分）、學研處

（研究部分）認定之。 

四、 本系專任教師各評鑑項目所佔百分比為：研究佔 40%，教學佔 40%，服務佔 20%，各

項計分如本系教師評鑑辦法施行細則。 

五、 本要點若有未盡事宜，悉依相關規定辦理。 

六、 本要點經系務會議及院務會議通過，再提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及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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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中山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教師評鑑辦法施行細則 

95.03.09 外文系 94 學年度下學期第一次系務會議通過 

95.04.06 外文系 94 學年度下學期第二次系務會議修訂 

95.04.11 文學院 94 學年度第 6次院教評會議修訂 

95.04.12 文學院 94 學年度第 4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95.05.25 文學院評鑑小組第三次會議討論 

95.05.30.文學院 94 學年度第八次院教評會議修正通過 

95.06.07 外文系 94 學年度下學期第三次系務會議通過 

95.06.15 本校第 303 次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95.06.20 本校 94 學年度第 4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 本施行細則依據「國立中山大學外國語文學系教師評鑑實施要點（草案）」第四條訂

定之。 

二、 本系所彙整評鑑教師之學術著作、教學、服務等相關資料，將送請文學院教師評鑑小

組審議。 

三、 本系專任教師各評鑑項目所佔百分比為：研究佔 40%，教學佔 40%，服務佔 20%。 

四、 研究部分（五年內）：總分 100 分。（依文學院規範辦理） 

五、 教學部分（五年內）：總分 100 分。（依文學院規範辦理） 

六、 服務部分（五年內）：總分 100 分。（依文學院規範辦理） 

 

備註：本評鑑施行細則不適用於升等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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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中山大學音樂學系教師評鑑實施要點 

                                                       中華民國 95 年 4 月 6 日 94 學年度第 5次系務會議訂定 

                                                中華民國 95 年 4月 11 日 94 學年度第 6次院教評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5 年 4月 12 日 94 學年度第 4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5 年 5月 30 日 94 學年度第 8次院教評會議修正通過 

95.06.15 本校第 303 次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95.06.20 本校 94 學年度第 4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 國立中山大學音樂學系(以下簡稱本系)為提昇本系教師教學、研究、輔導及服務品質，

特依本校教師評鑑辦法第六條訂定本系教師評鑑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本系專任各級教師符合下列各款情形之一者，得免予評鑑外，其餘專任教師均應依本

要點接受評鑑。應接受評鑑而未提出受評資料者視同未通過。 

(一)獲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者。 

(二)曾獲頒教育部學術獎或國家講座、本校講座及經本校認可之國內外著名大學講座

教授者。 

(三)曾獲頒國科會一級主持人費（傑出研究獎）三次以上或國科會二（三）級主持人

費［優（甲）等研究獎］十次以上者。 

(四)曾獲選本校傑出教學獎三次以上或本校優良教學獎十次以上者。 

(五)曾獲選本校研究績優獎或中山發明獎三次以上者。 

(六)年滿六十歲者（但初聘者除外）。 

(七)曾獲國際著名學術獎或其他教學、研究、服務獎項或其成果具體卓著，經三級教

師評審委員會通過，校長核可者。 

前項第三至五款國科會傑出研究獎、本校傑出教學獎、研究績優獎或中山發明獎一次

相當於國科會優（甲）等研究獎或本校優良教學獎三次。 

曾獲其他教學、研究優良獎項之比照如有疑義時，分由教務處（教學部分）、學研處

（研究部分）認定之。 

三、 新聘各級教師依本校教師及研究人員聘任規則第六條規定，通過續聘者，視為通過第

一次評鑑。 

新聘各級教師於聘任後八年內通過升等者，視為通過下一次評鑑。 

四、 本系專任校師自受第一次評鑑通過後，每任教滿五年者，再接受下一次評鑑。 

五、 教師教學評鑑項目及分數其計算方式如「國立中山大學音樂系教師評鑑施行細則」所列。 

六、 辦理評鑑程序： 

(一)於評鑑學年度初彙整免受評鑑教師及申請評鑑教師名單。 

(二)申請評鑑教師應備齊評鑑表及教學相關資料，於評鑑當年(2 月 28 日)前提送系教師

評審委員會，資料不齊或逾期者皆不予受理。 

(三)本系教師評審委員會就教師受評資料查核確認後，於每年(3 月 30 日)前送院教師評

鑑委員會，資料不齊或逾期者皆不予受理。 

七、 教師評鑑時程依本學院規定辦理。 

八、 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相關規定辦理。 

九、 本要點經系務會議及院務會議通過後再提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及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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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中山大學音樂學系教師評鑑施行細則 

                                                   中華民國 95 年 3月 1 日 94 學年度第 2次臨時系務會議訂定 

                                                   中華民國 95 年 4月 6 日 94 學年度第 5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5 年 4月 11 日 94 學年度第 6次院教評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5 年 4月 12 日 94 學年度第 4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5 年 5 月 25 日 94 學年度第 7次系教評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95 年 5月 30 日 94 學年度第 8次院教評會議修正通過 

95.06.15 本校第 303 次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95.06.20 本校 94 學年度第 4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 國立中山大學音樂學系(以下簡稱本系)教師評鑑實行細則係依據「國立中山大學音樂

學系教師評鑑實施要點（草案）」第五條訂定之。  

二、 本系教師評鑑依下列比例為之：研究/展演 40％，教學 40％，服務 20％。各項總和滿

分為一百分。 

三、 研究/展演部分（五年內）：總分 100 分。（依文學院規範辦理） 

四、 教學部分（五年內）：總分 100 分。（依文學院規範辦理） 

五、 服務部分（五年內）：總分 100 分。（依文學院規範辦理） 

 

備註：本評鑑施行細則不適用於升等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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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中山大學哲學研究所教師評鑑實施要點 

     95.03.31 九十四學年度第四次所教評會訂定通過 

95.04.11 九十四學年度第六次院教評會討論通過 

95.05.30 九十四學年度第八次院教評會討論通過 

95.06.15 本校第 303 次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95.06.20 本校 94 學年度第 4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 國立中山大學哲學研究所(以下簡稱本所)為提升本所教師教學、研究、輔導及服務品

質，特依本校教師評鑑辦法第六條訂定本系教師評鑑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本所專任各級教師符合下列各款情形之一者，得免予評鑑外，其餘專任教師均應依本

要點接受評鑑。應接受評鑑而未提出受評資料者視同未通過。 

(一)獲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者。 

(二)曾獲頒教育部學術獎或國家講座、本校講座及經本校認可之國內外著名大學講座

教授者。 

(三)曾獲頒國科會傑出研究獎（一級主持人費）三次以上或國科會甲（優）等研究獎

（二級主持人費）十次以上者。 

(四)曾獲選本校傑出教學獎三次以上或本校優良教學獎十次以上者。 

(五)曾獲選本校研究績優獎或中山發明獎三次以上者。 

(六)年滿六十歲者（但初聘者除外）。 

(七)曾獲國際著名學術獎或其他教學、研究、服務獎項或其成果具體卓著，經三級教

評會通過，校長核可者。 

前項第四款、第五款、第六款國科會傑出研究獎、本校傑出教學獎、研究績優獎或中

山發明獎一次相當於國科會甲（優）等研究獎或本校優良教學獎三次。 

曾獲其他教學、研究優良獎項之比照如有疑義時，分由教務處（教學部分）、學研處

（研究部分）認定之。 

三、 新聘各級教師依本校教師及研究人員聘任規則第六條規定，通過續聘者，視為通過第

一次評鑑。新聘各級教師於聘任後八年內通過升等者，視為通過下一次評鑑。 

四、 本所專任教師自受第一次評鑑通過後，每任教滿五年者，再接受下一次評鑑。 

五、 受評鑑教師須提出相關資料接受審查，未提出者，視為該年度未通過評鑑。但當年度

有留職留薪或留職停薪(如休假研究、借調、出國研究講學進修、生產育兒或遭遇重大

變故等)不在校情形，至未能提出者，俟返校服務後順延辦理。 

六、 應接受評鑑年數之計算，不包括留職或留職停薪期間。通過升等教師，依其升等後職

稱，自該學年度起算其應接受評鑑年數。 

七、 本所教師就以下方式接受評鑑，各方式之項目所佔百分比如下：研究佔 60％，教學佔

20％，服務佔 20％。各項總和滿分為一百分。各項目之評鑑施行細則另訂之。 

八、 辦理評鑑程序： 

(一)於評鑑學年度初彙整免受評鑑教師及申請評鑑教師名單。 

(二)申請評鑑教師應備齊評鑑表及教學相關資料，於評鑑當年 2 月 28 日前提送所教師

評鑑委員會，資料不齊或逾期者皆不予受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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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所教師評審委員會就教師受評資料查核確認後，於每月 3 月 30 日前送院教師評

鑑委員會，資料不齊或逾期皆不予受理。 

九、 教師評鑑時程依本學院規定辦理。 

十、 本要點若有未盡事宜，悉依相關規定辦理。 

十一、 本要點經所務會議及院務會議通過，再提校教評會及校務會議通過後施行，修正時

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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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中山大學哲學研究所教師評鑑施行細則 
95.03.07.九十四學年度第二次所務會訂定通過 

95.04.11 九十四學年度第六次院教評會討論通過 

95.05.30 九十四學年度第八次院教評會討論通過 

95.06.15 本校第 303 次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95.06.20 本校 94 學年度第 4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 國立中山大學哲學研究所教師評鑑施行細則(簡稱本細則)係依據本校教師評鑑作業細

則及本所教師評鑑實施要點第七條訂定之。 

二、 本所教師就以下方式接受評鑑，各方式之項目所佔百分比如下：研究佔 60％，教學佔

20％，服務佔 20％。各項總和滿分為一百分。 

三、 研究部分（五年內）：總分 100 分。（依文學院規範辦理） 

四、 教學部分（五年內）：總分 100 分。（依文學院規範辦理） 

五、 服務部分（五年內）：總分 100 分。（依文學院規範辦理） 

 

備註：本評鑑施行細則不適用於升等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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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中山大學 劇場藝術學系暨藝術管理研究所 

教師評鑑實施要點 

95.03.22 九十四學年度第八次系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95.04.11 九十四學年度第六次院教評會議修正通過 

95.04.12 九十四學年度第四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95.05.30 九十四學年度第八次院教評會議修正通過 

95.06.15 本校第 303 次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95.06.20 本校 94 學年度第 4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 國立中山大學劇場藝術學系暨藝術管理研究所(以下簡稱本系所)為提昇本系教師教

學、研究、輔導及服務品質，特依本校教師評鑑辦法第六條訂定本系所教師評鑑實施

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本系所專任各級教師符合下列各款情形之一者，得免予評鑑外，其餘專任教師均應依

本要點接受評鑑。應接受評鑑而未提出受評資料者視同未通過。 

(一)獲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者。 

(二)曾獲頒教育部學術獎或國家講座、本校講座及經本校認可之國內外著名大學講座

教授者。 

(三)曾獲頒國科會一級主持人費（傑出研究獎）三次以上或國科會二（三）級主持人

費［優（甲）等研究獎］十次以上者。 

(四)曾獲選本校傑出教學獎三次以上或本校優良教學獎十次以上者。 

(五)曾獲選本校研究績優獎或中山發明獎三次以上者。 

(六)年滿六十歲者（但初聘者除外）。 

(七)曾獲國際著名學術獎或其他教學、研究、服務獎項或其成果具體卓著，經三級教

師評審委員會通過，校長核可者。 

前項第三至五款國科會傑出研究獎、本校傑出教學獎、研究績優獎或中山發明獎一次

相當於國科會優（甲）等研究獎或本校優良教學獎三次。 

曾獲其他教學、研究優良獎項之比照如有疑義時，分由教務處（教學部分）、學研處

（研究部分）認定之。 

三、 教師教學評鑑項目及分數其計算方式如「國立中山大學劇場藝術學系暨藝術管理研究

所教師評鑑施行細則」所列。 

四、 辦理評鑑程序： 

(一)於評鑑學年度初彙整免受評鑑教師及申請評鑑教師名單。 

(二)申請評鑑教師應備齊評鑑表及教學相關資料，於評鑑當年(2 月 28 日)前提送系教

師評審委員會，資料不齊或逾期者皆不予受理。 

(三)本系教師評審委員會就教師受評資料查核確認後，於每年(3 月 30 日)前送院教師

評鑑委員會，資料不齊或逾期者皆不予受理。 

五、 教師評鑑時程依本學院規定辦理。 

六、 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相關規定辦理。 

七、 本要點經系（所）務會議及院務會議通過，再提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及校務會議通過後

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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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中山大學劇場藝術學系暨藝術管理研究所 

教師評鑑施行細則 

95.03.22 九十四學年度第八次系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95.04.11 九十四學年度第六次院教評會議修正通過 

95.04.12 九十四學年度第四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95.05.30 九十四學年度第八次院教評會議修正通過 

95.06.15 本校第 303 次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95.06.20 本校 94 學年度第 4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 本施行細則依據「國立中山大學劇場藝術學系暨藝術管理研究所教師評鑑實施要點」

第三條訂定之。 

二、 本系所彙整受評鑑教師之學術著作、教學、展演、服務等相關資料，送請本院教師評

鑑小組審議。 

三、 本系所教師之研究（展演）、教學、服務輔導成果之評鑑依下列比例為之： 

研究（展演）40%、教學 40%、服務 20%。 

四、 展演或研究（五年內）：總分 100 分。（依文學院規範辦理） 

五、 教學部分（五年內）：總分 100 分。（依文學院規範辦理） 

六、 服務部分（五年內）：總分 100 分。（依文學院規範辦理） 

 
備註：本評鑑施行細則不適用於升等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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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中山大學文學院教師評鑑辦法 

94.12.07.94 學年度第三次院評會擬訂 

95.03.15 評鑑小組第二次會議討論 

  95.04.12 九十四學年度第四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95.05.25 文學院評鑑小組第三次會議討論 

95.05.30.文學院九十四學年度第八次院教評會議修正通過 

95.06.15 本校第 303 次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95.06.20 本校 94 學年度第 4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 國立中山大學文學院（以下簡稱本院）為提昇教師之研究 、教學服務水準，特訂定本

辦法。 

二、 凡本院專任教師均應接受評鑑。凡符合本辦法第三條則不受此條約束。但當年度有留

職留薪或留職停薪（休假研究、借調、出國講學或進修、生產、育兒或遭遇重大變故）

不在校情形，致未能提出者，俟返校服務後順延辦理。應接受評鑑期間，未提出者，

以不通過論。 

本院專任教師需經評鑑通過才得提請升等，惟如併計其他機構資歷已符合升等年資，

而主動要求提早評鑑者，經本院同意可辦理評鑑。 

三、 本院專任各級教師符合下列各款情形之一者，得免予評鑑： 

(一)獲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者。 

(二)曾獲頒教育部學術獎或國家講座、本校講座及經本校認可之國內外著名大學講座

教授者。 

(三)曾獲頒國科會傑出研究獎（一級主持人費）三次以上或國科會甲（優）等研究獎

（二級主持人費）十次以上者。 

(四)曾獲選本校傑出教學獎三次以上或本校優良教學獎十次以上者。 

(五)曾獲選本校研究績優獎或中山發明獎三次以上者。 

(六)年滿六十歲者（但初聘者除外）。 

(七)曾獲國際著名學術獎或其他教學、研究、服務獎項或其成果具體卓著，經三級教

評會通過，校長核可者。 

前項第三款、第四款、第五款國科會傑出研究獎、本校傑出教學獎、研究績優獎或中

山發明獎一次相當於國科會甲（優）等研究獎或本校優良教學獎三次。 

曾獲其他教學、研究優良獎項之比照如有疑義時，分由教務處（教學部分）、學研處

（研究部分）認定之。 

四、 本院專任教師評鑑，其研究(展演)教學及服務之百分比以各系所為單位，接受評鑑，

評鑑項目另訂之。 

五、本辦法若有未盡事宜，悉依相關規定辦理。 

六、本辦法經院務會議、校教評會及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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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中山大學文學院教師評鑑辦法施行細則(研究類)  

95.01.18.評鑑規劃小組第一次會議討論 

95.03.15.評鑑規劃小組第二次會議討論 

  95.04.12 九十四學年度第四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95.05.25.評鑑規劃小組第三次會議討論 

95.05.30.文學院九十四學年度第八次院教評會議修正通過 

95.06.15 本校第 303 次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95.06.20 本校 94 學年度第 4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 本施行細則依據「國立中山大學文學院教師評鑑辦法」第四條訂定之。 

二、 各系所應彙整受評鑑教師之學術著作、教學、服務等相關資料，送請本院教師評鑑小

組審議。 

三、 本院專任教師評鑑，其研究教學及服務之百分比以各系所為單位，接受評鑑。 

四、 研究部分（五年內）：總分 100 分。 

過去五年內有三篇具匿名審查制度之論文發表，則基本分數為 50 分，學術論文發表不

重覆計算。 

（A）國科會計畫 

(一)國科會一般型計畫一件 6分，有主持人費者另加 2分。 

(二)文建會/國藝會計畫一件(4～8)分，視計劃內容而定。 

(三)政府委託之計畫包括教育部、國科會暨政府委託之計畫 4～8分。 

（B）學術論著 

(一)SSCI、AHCI、HI 期刋論文每篇 12 分。 

(二)國科會核心期刊每篇 8-12 分。 

(三)TSSCI 期刋論文每篇 6分。 

(四)不屬於以上期刊論文出版有審查制度之論文則每篇 A級 8分、B級 7分、C級 5分、

D級 3分（專書內單篇論文及學術會議論文集有審查制度者屬期刊論文，其級數將

歸類於此）。 

(五)專書出版若與期刊論文不重複，則視專書之份量及品質獲得 7～18 分。 

(六)研討會論文每次 1～4分。 

(七)書評每篇以期刊類別積分之三分之一採計。 

(八)其他（需附相關資料，包含編輯翻譯、文藝創作 2~10 分） 
      註：1、翻譯著作之分類再議。 
          2、其他性質請參考九十二學年度本院各單位送外審後之學術指標。 
          3、文藝創作之分類。 

此類作品如有特殊成就，其分數另計。 
以上各篇論文及創作發表不得重複計分。 

五、 教學部分（五年內）：總分 100 分。（依本院教師評鑑表辦理） 

六、 服務部分（五年內）：總分 100 分。（依本院教師評鑑表規範辦理） 

備註：本評鑑施行細則不適用於升等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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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中山大學文學院教師評鑑辦法施行細則(展演類) 

95.01.18.評鑑規劃小組第一次會議討論 

95.03.15.評鑑規劃小組第二次會議討論 

95.04.12 九十四學年度第四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95.05.25.評鑑規劃小組第三次會議討論 

95.05.30.文學院九十四學年度第八次院教評會議修正通過 

95.06.15 本校第 303 次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95.06.20 本校 94 學年度第 4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 本施行細則依據「國立中山大學文學院教師評鑑辦法」第四條訂定之。 

二、 各系所應彙整受評估教師之學術著作、教學、服務等相關資料，送請本院教師評鑑小

組審議。            

三、 本院專任教師評鑑，其研究(展演)教學及服務之百分比以各系所為單位，接受評鑑。 

四、 研究/展演部分（五年內）：總分 100 分。 

過去五年內有三部(首)創作或三場展演，則基本分數為 50 分。 

（A）國科會計畫 

(一)國科會一般型計畫一件 6分，有主持人費者另加 2分。 

(二)文建會/國藝會計畫一件(4～8)分，視計劃內容而定。 

(三)政府委託之計畫包括教育部、國科會暨政府委託之計畫 4～8分。 

（B）學術論著 

(一)SSCI、AHCI、HI 期刋論文每篇 12 分。 

(二)國科會核心期刊每篇 8-12 分。 

(三)TSSCI 期刋論文每篇 6分。 

(四)不屬於以上期刊論文出版有審查制度之論文則每篇 A級 8分、B級 7分、C級 5分、

D 級 3 分（專書內單篇論文及學術會議論文集有審查制度者屬期刊論文，其級數

將歸類於此）。 

(五)專書出版若與期刊論文不重複，則視專書之份量及品質獲得 7～18 分。 

(六)研討會論文每次 1～4分。 

(七)書評每篇以期刊類別積分之三分之一採計。 

(八)其他（需附相關資料，包含編輯翻譯、文藝創作 2~10 分） 

      註：1、翻譯著作之分類再議。 
          2、其他性質請參考九十二學年度本院各單位送外審後之學術指標。 
          3、文藝創作之分類。 

此類作品如有特殊成就，其分數另計。 
以上各篇論文發表或展演創作不得重複計分。 

(九)中小型展演每次 3-8 分，大型展演每次 7-18 分，依藝術類科升等規範區分。 

(十)創作大型作品，依本院藝術類科創作類型給分。 

五、 教學部分（五年內）：總分 100 分。（依本院教師評鑑表辦理） 

六、 服務部分（五年內）：總分 100 分。（依本院教師評鑑表辦理） 

備註：本評鑑施行細則不適用於升等審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