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交通大學辦理教師著作外審作業注意事項部
分修正規定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二、本校擬新聘教師及辦 二、本校各系所擬新聘教 一、目前教師除由系所聘
理教師升等時，著作均
師及本校辦理教師升等
任外，亦有由學院聘任
需送校外學者、專家評
時，著作均需送校外學
之情形。另教育部曾於
審，新聘助理教授以學
者、專家評審，新聘教
「分階段與分級授權
位論文(文憑)送審之外
師外審人數不得少於三
專科以上學校自行審
審人數不得少於三人，
人；升等教師外審人數
查教師資格方案」中規
新聘教師以專門著作及
藝術作品送審之外審人
數不得少於四人；升等
教師外審人數依「本校

依「本校教師升等評審
作業細則」規定辦理。
各系所擬新聘教授
如現任國內外著名大學

範略以，專門著作（含
技術報告、作品與成就
證明），學校應建立嚴
謹之外審制度，如學校

教師升等評審作業細
則」規定辦理。
擬新聘教授如曾於
符合大學辦理國外學歷
採認辦法、香港澳門學

教授（需有國內教育部
頒發之教授證書），經
系、所、學院推薦後，
得不辦理著作審查，逕
提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

僅採一級（次）外審
者，應增加現行審查委
員人數，且參考其他學
校之外審人數規定，爰
修正第一項之相關規

歷檢覈及採認辦法規定
之國外大學或香港、澳
門大學擔任專任教授，
並符合下列資格者，免
送校外學者專家審查，
經系級教評會及本校教
師徵聘審議委員會通過
後，逕提院、校級教評
會審議：

審查。
定並酌作文字修正。
各系所擬新聘教授 二、配合本校教師徵聘辦
如曾於符合大學辦理國
法於 107 年 12 月 19
外學歷採認辦法、香港
日經本校 107 學年度
澳門學歷檢覈及採認辦
第 2 次校務會議修正
法、專科學校辦理國外
通過，爰予配合修正第
學歷採認辦法規定之國
二項及第三項有關新
外大學或香港、澳門大
聘教授之資格審查程
學擔任專任教授，並符
序並調整項次。

(一)諾貝爾獎或相當等
級之得主。
(二)國家級研究院院
士。
(三)國際重要學會會
士。
擬新聘教授如現任
國內外著名大學教授（需
有國內教育部頒發之教

合下列資格者，得送擬
任教系(所)外與其專業
領域相同之校內、外學
者專家辦理評審：
(一)諾貝爾獎或相當等
級之得主。
(二)國家級研究院院
士。
(三)國際重要學會會

授證書），或在其他相當
於前項各款資格之學術

士。
(四)在其他相當於前三

或專業領域著有傑出成
就者，得經系級教評會建
議免送校外學者專家審
查且經本校教師徵聘審
議委員會同意，免送校外
學者專家審查，逕提院、
校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
查。

款資格之學術或專
業領域著有傑出成
就者。

五、外審委員具有下列情 五、外審委員具有下列情 修正標點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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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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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違反前項規定，
未迴避審查者，其評審
結果無效。然其餘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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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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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違反前項規定，
未迴避審查者，其評審
結果無效。然其餘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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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行送審補正。

六、外審委員之遴選為顧 六、外審委員之遴選為顧 修正標點符號。
及公平性與衡平性，宜
及公平性與衡平性，宜
盡量兼顧下列原則：
盡量兼顧下列原則：
(一)同一案件之審查委
(一)、同一案件之審查
員盡可能避免均由
委員盡可能避免均
同一學校之教授擔
由同一學校之教授
任。
擔任。
(二)送審人畢業學校之
(二)、送審人畢業學校
教授盡可能迴避，

之教授盡可能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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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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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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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可能迴避審
查。
(四)、曾與送審者共同
參與相關研究者，

(五)針對特殊性類科，
國內遴選適當之審
查委員不易、可遴
選國外之教授擔任
審查委員。

盡可能迴避審查。
(五)、針對特殊性類
科，國內遴選適當
之審查委員不易、
可遴選國外之教授
擔任審查委員。

七、外審委員之保密
七、外審委員之保密
修正標點符號。
(一)外審委員名單應予
(一)、外審委員名單應
保密。
予保密。
(二)為達保密，外審委
員送回之資料，審
查意見應加以整
理，手寫者重新打
字及校對。

(二)、為達保密，外審
委員送回之資料，
審查意見應加以整
理，手寫者重新打
字及校對。

國立交通大學辦理教師著作外審作業注意事項
94.3.2 93 學年度第 5 次校教評會通過
94.9.29 94 學年度第 1 次校教評會通過
100.3.9 99 99 學年第 5 次校教評會修正通過第 3 條條文
105.10.12 105 學年度第 1 次校教評會修正通過第 2 點、第 4
點、第 8 點，並自 106 年 2 月 1 日施行
108.3.13 107 學年度第 6 次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一、為辦理本校教師（新聘、升等）著作外審作業，特定訂本規定。
二、本校擬新聘教師及辦理教師升等時，著作均需送校外學者、專家評審，新聘助
理教授以學位論文(文憑)送審之外審人數不得少於三人，新聘教師以專門著作
及藝術作品送審之外審人數不得少於四人；升等教師外審人數依「本校教師升
等評審作業細則」規定辦理。
擬新聘教授如曾於符合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香港澳門學歷檢覈及採認
辦法規定之國外大學或香港、澳門大學擔任專任教授，並符合下列資格者，免
送校外學者專家審查，經系級教評會及本校教師徵聘審議委員會通過後，逕提
院、校級教評會審議：
(一)諾貝爾獎或相當等級之得主。
(二)國家級研究院院士。
(三)國際重要學會會士。
擬新聘教授如現任國內外著名大學教授（需有國內教育部頒發之教授證書），
或在其他相當於前項各款資格之學術或專業領域著有傑出成就者，得經系級教
評會建議免送校外學者專家審查且經本校教師徵聘審議委員會同意，免送校外
學者專家審查，逕提院、校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查。
三、本校教師（新聘、升等）必要時，得提出外審迴避名單，人數至多三人，迴避
名單應送各級教評會召集人存查。
四、外審委員以教授或相當教授資格者為原則，著作外審人名單應由教師評審委員
會或推薦教評會委員選任，且不宜僅由一人選任，並應兼顧專業、公正及保密
之原則。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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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違反前項規定，未迴避審查者，其評審結果無效。然其餘有效之評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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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外審委員之遴選為顧及公平性與衡平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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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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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針對特殊性類科，國內遴選適當之審查委員不易、可遴選國外之教授擔任
審查委員。
七、外審委員之保密
(一)外審委員名單應予保密。
(二)為達保密，外審委員送回之資料，審查意見應加以整理，手寫者重新打字
及校對。
八、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評審過程及評審意見等相關資料，應予保密，以維持評審
之公正性。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將評審過程及評審意見，提供教師申訴受理機關及其他救濟機關。
(二)將評定為非傑出之評審意見，提供予送審人。
九、本要點經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註：行政程序法第 32 條：若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請自行迴避：
(一)、本人或其配偶、前配偶、四親等內之血親或三親等內之姻親或曾有此關係者為事件之當事人時。
(二)、本人或其配偶、前配偶，就該事件與當事人有共同權利人或共同義務人之關係者。
(三)、現為或曾為該事件當事人之代理人、輔佐人者。
(四)、於該事件，曾為證人、鑑定人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