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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實務報告之呈現經驗分享 

1 南臺科技大學特色教學經驗分享105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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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介紹： 

最高學歷：國立交通大學機械博士 
主要經歷： 
 82/8~83/7：南臺工商專校機械科副教授 
 83/8~89/7：南臺科技大學機械系主任 
 89/8~104/8：南臺科技大學機械系副教授 
 104/9~迄今：南臺科技大學機械系教授 
 81/1~95/12：智慧財產局專利審查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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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內容： 

教學優良       教學升等 

詳讀升等辦法及相關細節 

規劃與準備 

撰寫教學實務報告與出版 

整理著作及佐證資料 

問題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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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讀升等辦法及相關細節： 
南臺科技大學教師聘任暨升等評審
辦法 

南臺科技大學工學院教師聘任暨升
等評審辦法 

教師升等送審流程圖 
南臺科技大學教師以教學實務報告
送審教師資格審查意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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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臺科技大學教師聘任暨升等評審
辦法： 
送審升等前一等級至本次送審等級之間曾
獲本校教學優良教師獎之累積點數(每次
獲獎之點數分配：院級優良獎一點、校級
甲等獎二點、校級優良獎三點、校級特優
獎四點) 

教學(或研發)等相關專門著作達下列標準
者，得以教學實務報告(須經發表、公開
發行或出版)為代表著作送審教師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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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選教學優良教師獎累積達二點以上且教
學(或研發)等相關專門著作二篇以上，講
師得送審升等助理教授。 

獲選教學優良教師獎累積達三點以上且教
學(或研發)等相關專門著作三篇以上，助
理教授得送審升等副教授。 

獲選教學優良教師獎累積達四點以上且教
學(或研發)等相關專門著作四篇以上，副
教授得送審升等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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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本校「辦理教師著作外審作業要點」之
規定，聘請六位校外學者、專家評審，專
門著作（含學位論文或技術報告）審查成
績不採計最高及最低得分，採計中間四位
之得分均須達70分(含)，且平均75分(含)
以上，視為著作外審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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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臺科技大學工學院教師聘任暨升
等評審辦法： 

以教學實務成果送審者，不受第八條規定
之限制，但至少需有一篇南臺學報 

送審副教授及教授者，於升等前一等級至
本次送審等級期間以七年為限，並須至少
要有一次獲選校級教學優良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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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提升等之教師，除自前次升等後至送審
前所規定年限之研究著作點數應符合以下
條件外，並需符合「南臺科技大學教師聘
任暨升等評審辦法」所規定之。 
送審教授之最低點數為25點。 
送審副教授之最低點數為20點。 
送審助理教授之最低點數為14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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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臺科技大學教師工學院升等計分辦法 

南臺科技大學104學年度第 1 學期 
工學院擬予送審教師聘任暨升等評審 點數計算表 

填表日期：104年09 月20日 

系所 職稱 姓名 擬送審
職稱 

到校
年月 

證書
字號 

年資起
算年月 

證書年資內已
發表論文 

機械
系 

副教
授 

吳忠
春 教授 82年8

月 

副字
第

18823
號 

22年1
個月 

  期刊論文7篇 
  研討會論文 
  34篇 
  產學合作8件 
  競賽得獎11 
  件 
  專利0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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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臺科技大學教師工學院升等計分辦法 

編 
號 

論 文 題 目 (年
份) 

出 版 期 刊 名 
稱 

EI /SCI/SSCI/
研討會 

學術期刊/學術
會議 

參與作者 得 點 
數 

評分人
簽章 

得 點 數 小 計 19.4 

編 
號 計畫名稱 合作公司 簽約金 計劃執行

期程 
得 點 
數 

評分人
簽章 

得 點 數 小 計 34 

編 
號 比賽名稱 作品名稱 獲獎名次 參與指導

老師 
得 點 
數 

評分人
簽章 

得 點 數 小 計 4 

編 
號 專利名稱 合作公司 發明/新型/新

式樣 
專利
區域 

年 
限 

得 點 
數 

評分人
簽章 

得 點 數 小 計 0 

得 點 數 總 計 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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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職 級 

教學設
計理念 

教材內容
與規劃 

授課方式
與技巧 

教學成
果與貢
獻 

7年內及前一等
級至本次送審
等級間之整體
教學實務成果

與貢獻 

教    授 10% 10% 10% 30% 40% 

副 教 授 10% 10% 20% 30% 30% 

助理教授 10% 20% 20% 30% 20% 
得   分           

南臺科技大學教學實務報告送審教師資格
審查意見表 



規劃及準備： 

詢問同仁與先進 

 因為升等需要填寫許多表單及網路
資料，所以建議詢問已順利升等的
教師以及人事室負責升等事宜的同
仁，節省自行摸索的時間。 

 注意系教評會及院教評會開會時間
與升等審查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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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及準備： 

教學實務報告之內容應包括下列主要
項目： 

 教學設計理念。 

 教材內容與規劃。 

 授課方式與技巧。 

 教學成果與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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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及準備： 

蒐集資料： 

 有系統地蒐集自己的資料，列表保
存，有助於填寫表單 

 構思如何撰寫教學實務報告 

 計算升等應有的績效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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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及準備： 

蒐集資料：（舉例說明） 

教學自我評述與修課學生的反應 
最近七年曾獲得校內、外教學榮譽獎
項等資料 

最近三年任教課程之課程大綱、自編
教材、教材上網等資料 

準備參加有助於呈現教學成果的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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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七年對學生學習指導的成果及
輔導學生課業之成效(包括指導學生
參與研究計畫、指導碩、博士論文) 

輔導學生課業 Office Hours統計 
教學上與學生之互動 
任教課程之教學評量及教學反應調
查等資料 

教學改進與教學成長研習 
相關之獎杯與獎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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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寫教學實務報告與出版： 
教學實務報告之整合與構思： 

 工程材料 

 熱處理學與金相學 

 電子顯微鏡分析技術 

 微奈米材料與製程技術 

 先進模造成型技術 

 專利檢索與創作 

 專題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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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照/教材 

競賽成果 



撰寫教學實務報告與出版： 

教學實務報告之主題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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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升等代表著作之編撰 



撰寫教學實務報告與出版： 
教學實務報告之內容： 

第一章 前言 

第二章 教學設計理念 

第三章 教材內容與規劃 

第四章 授課方法與技巧 

第五章 問卷、反思與教學活動 

第六章 教學成果與貢獻 

第七章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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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升等代表著作之編撰 



撰寫教學實務報告與出版： 

教學實務報告之內容章節參考： 
第一章 前言 
1-1技職院校教師教學規劃的重要性 
1-2金屬材料熱處理的重要性 
1-3如何吸引青年學子對金屬熱處理產生學習興緻 

第二章 教學設計理念 
2-1結合產業人才培育方針的教學設計 
2-2認真投入教育的精神態度與教育理念 
2-3爭取更多教學型計畫資源，以培育更多產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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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升等代表著作之編撰 



第三章 教材內容與規劃 
 3-1  依據工程認證精神，為學生提供一份合適的課
程規劃 

 3-2  依據學生能力與課程教育目標，進行教材內容
規劃設計 

第四章 授課方法與技巧 
 4-1 運用多元教學方式來提升學生的學習興緻 
 4-2 「電子顯微鏡分析技術」課程授課方法與技巧分
享 

 4-3 「工程材料」課程授課方法與技巧分享 
 4-4 「熱處理學與金相學」課程授課方法與技巧分享 
 4-5 運用工廠參訪與產學合作機會，強化產業人才培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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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升等代表著作之編撰 



第五章 問卷、反思與教學活動 
 5-1課程問卷的設計與實施 
 5-2課程問卷反應數據的呈現與反思 
 5-3積極參與各項教師級的教學競賽活動 
 5-4 積極參與校內各項教學活動 
 5-5 持續參與、推動教學精進相關活動及議題 
 5-6 教學省思提供個人思考調整教學方式與內容重要
參考指標 

 5-7 教師應積極參與校內、外教學成長研習 
第六章 教學成果與貢獻 
第七章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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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升等代表著作之編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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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升等代表著作之編撰 



整理著作及佐證資料： 

資料整理的重要參考依據： 

25 南臺科技大學特色教學經驗分享1051018 

優    點（可複選） 缺   點（可複選） 

□教學設計具創意 
□教材內容充實 
□教學規劃具特色 
□教學安排有正向學習成效 
□有持續性之教學成果 
□教學成果與貢獻豐碩 
□其他: 
  

□教學設計無創意 
□教材內容不充實 
□教學規劃無特色 
□教學安排無正向學習成效 
□無持續性之教學成果 
□教學成果與貢獻不佳 
□違反學術倫理 
□其他: 

整理編撰代表著作與參考著作 



整理著作及佐證資料： 
升等代表著作的整理： 

個人基本資料（自傳履歷） 

教學表現具體績優事蹟彙整表 

其他相關具體績優表現與事蹟 

教學實務報告（不要只用這本當代表
著作喔） 

附件資料（教學優良獎狀、競賽得獎、
特殊榮譽及任何有助於加分的傑出表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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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編撰代表著作與參考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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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具體績優事蹟 佐證資料 

1 五年內輔導本校機械系學生考取勞委會乙、
丙級技術士證照共達1,070人次。 

2 連續五年獲選南臺科技大學教學優良教師，
因材施教，認真盡職。 

南臺科技大學教學優良獎
狀四張暨教學績優簡報資
料 

3 連續八年獲選南臺科技大學服務績優教師，
積極熱心爲學校師生服務。 

南臺科技大學服務績優獎
狀七張（五次特優、兩次
優良） 

4 用心經營班級，與學生互動良好，獲選本
校績優導師累計達26次，獲此榮譽次數全
校最多。 

南臺科技大學績優導師獎
狀二十六張 

5 指導大學部學生專題製作，參加全國性專
題製作競賽，獲獎超過30次，其中獲教育
部長頒發獎狀共五次，用心提升技職學生
實作技能。 

教育部長頒發獎狀五張 

整理發揮自我吹噓的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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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具體績優事蹟 佐證資料 

6 提升研究生論文水準，指導研究生參加全
國性論文比賽共獲論文獎五次。 

研討會及季刊論文獎獎
狀共五張 

7 積極投入上課教材編撰，獲教育部顧問室
頒發101年度優良教材佳作獎。 

教育部顧問室佳作獎狀
一張 

8 積極參與一般研究與產學合作計畫的執行，
累計超過30件，成果豐碩，100年度獲國科
會頒發「產學成果傑出獎」殊榮。 

國科會工程處獎狀一張 

9 協助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技能檢定中心推
動熱處理職類證照術科測試工作，五年內
共服務考生達2,868人次。 

10 落實終身學習的精神，積極學習進修，共
取得七張國內證照及兩張國際證照。 

七張國內證照與兩張國
際證照共九張相關證照 

11 連續三年執行教育部數位化模具產業先進
設備人才培育資源中心(含金屬製品成形設
備)計畫，為縮短學用落差的目標努力。 

整理發揮自我吹噓的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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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熱心投入產業證照人才培育，成果豐碩，獲
評選為教育部顧問室產業先進設備人才培育
計畫「103年度典範成果案例」全國第一名
的殊榮。 

教育部103年度典範成果
案例第一名獎狀 

13 獲選為103年度台南市SUPER教師獎，熱心
教育，展現教師之專業，體現「以教師為志
業」的精神。 

台南市SUPER教師獎獎
狀 

14 獲推薦參加103年度全國師鐸獎遴選，入圍
決賽，獲教育部長頒發獎狀以資表揚。最終
並未獲選「師鐸獎」榮譽，未來仍有很大的
進步與成長空間，等著我們持續努力。 

教育部獎頒發103年度入
圍師鐸獎獎狀 

15 獲科技部補助103學年度科普活動計畫，辦
理「熱處理工藝研習營」與「金相實作競賽」
等活動，努力吸引學生認識「金屬熱處理」
技術，熱心投入人才培育工作，獲得熱烈回
應。 

整理發揮自我吹噓的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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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104年5月完成「熱處理檢定-丙級學術科秘笈」
教科書一本，積極投入熱處理證照的人才培
育訓練。 

17 104年9月獲評選為104年度全國大專組
SUPER教師獎首獎，教學成效與班級經營績
效倍受肯定。 

全國大專組SUPER教師
獎獎狀 

整理發揮自我吹噓的技能 



整理著作及佐證資料： 

升等參考著作的整理： 

送審參考成果資料說明 

送審人基本資料及近七年表現成果 

期刊論文 

專書 

研討會論文 

技術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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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編撰代表著作與參考著作 



整理著作及佐證資料： 
送審參考成果資料說明的重要性： 

審查委員會仔細閱讀整本嗎? 
必須用有限的頁數闡述個人教學成
就、具體成果與貢獻 

盡可能增加得分的機會 

用文字說明自己的成就，以便審查
委員引用 

這時候就不用太客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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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編撰代表著作與參考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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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著作暨教學成果說明： 
依據「南臺科技大學教師聘任暨升等評審辦法」第十二條以教學實務

成果送審之規定，除了完成本次代表著作「金屬材料熱處理領域教學
規劃與產業人才培育之實務報告」（全華圖書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之
外，並於近七年內發表期刊論文7篇、研討會論文34篇及「熱處理檢
定：丙級證照學術科秘笈」教科書（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1本。 

過去十餘年持續在「金屬材料」與「熱處理」領域從事教學實務研發
，使用OM、SEM/EDS、STEM/EDS、XRD從事金屬材料顯微結構分
析、機械性質測試與相變態分析等相關研究，最近七年內發表的期刊
論文與學術研討會論文共獲得5次優秀論文獎，學術研究成果良好，
具備獨創及持續性之教學成果，具備指導研究生獨立學術研究之能力
。 

持續在「金屬材料」與「熱處理」領域投入教學與人才培育工作，整
體教學實務成果與貢獻十分豐碩，不但獲得學校連續三年教學特優榮
譽，並獲得教育部與教師團體頒發獎項給予肯定，教學成果包括： 

參考著作不忘強調個人整體優良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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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積極投入熱處理證照輔導與產業人才培育工作，結合數位VCR教學
方式提升教學成效，近五年內輔導本校學生考取熱處理乙丙級技術士
證照達1,070張；且積極輔導他校學生與產業界熱處理從業人員在本
校參加熱處理證照術科測試達2,868人次，教學成效卓越，獲頒教育
部顧問室產業先進設備人才培育計畫「103年度典範成果案例」全國
第一名。 

  積極認真的教學態度，秉持著「將心比心，把每位學生當作自己的
小孩來看顧與教導，適性發展，讓每位學生都能在南臺科技大學成長
與茁壯」的教育理念，獲評選為103年度台南市SUPER教師獎，更在
全國各縣市級的大專組SUPER教師中脫穎而出，獲評審為104年度全
國大專組SUPER教師獎第一名，教學成果績效備受各界肯定。 

  獲南臺科技大學校務會議通過推薦參加103年度全國師鐸獎遴選，
入圍決賽，獲教育部長頒發獎狀以資表揚。 

  連續五年獲評南臺科技大學教學優良教師（最近三年均為教學特優
教師，名列全校前三名）。 

參考著作不忘強調個人整體優良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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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積極認真擔任各項行政教學與服務等工作，承接本校工學院國際
合作與學術交流活動，積極協助系上辦理技能檢定等耗費大量時間
且無助於教師升等的雜項工作，連續八年獲評為南臺科技大學服務
優良教師（最近四年均為首獎服務特優教師）。 

  積極投入人才培育及產學合作計畫，累計執行教育部顧問室人才
培育計畫與勞動部技能檢定計畫11件，同時執行二十餘件產學合作
計畫，獲頒100年度國科會工程處民生與化工領域之「產學成果傑出
獎」。 

  積極投入「熱處理學與金相學」課程教材的編撰，獲教育部顧問
室頒發101年度優良教材佳作獎。 

  積極經營班級，輔導學生績效優良，獲頒班級績優導師達26次，
為全校獲此榮譽次數最多的導師。 

參考著作不忘強調個人整體優良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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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界給予教學相關成果的肯定助益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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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界給予教學相關成果的肯定助益甚大 



每位教師的績效成果並無量化的標準，
因此不一定需有多少績效才能嘗試教
學實務升等。 

教學實務報告至少投稿國內外研討會
公開發表，若能轉投期刊論文更佳。 

校外公開給予的教學成果肯定，可以
發揮關鍵的影響力 

還是需要有幾篇與教學相關的期刊/
研討會論文。 

充分準備，勇於嘗試。 

38 南臺科技大學特色教學經驗分享1051018 

送審教學實務升等的基本要求： 



外審委員的選擇 

授課與教學成果貢獻之關聯性 

見賢思齊，展現個人成就 

還是需要有期刊/研討會論文，若有
不足，可以跟相同領域老師合作發表 

教學實務報告內容方向：特色教學，
優化教學品質 

盡量呈現個人教學、服務與研究成果 

研討會論文≠教學實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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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與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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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您的聆聽 

敬請指教 

歡迎嘗試教師多元升等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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