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企管系 胡琬珮

104/04/15



為何是技術報告升等分享？
100-103共22件分享排名：

1.創意教學&競賽

2.產學計畫&證照輔導

3.研究&校外實習

～非工學院技術報告升等案例較少～



正修科技大學教師
聘任及升等辦法

目標：出校門



人事室



人事室

難在期刊
等級要求

著作升等難!!



作品或技術報告較容易人事室

早期尚未訂定準則
校內標準不代表校外評審標準



一、準備階段
專利、產學計畫、論文發表、課程、服務等關聯性

(研究、教學、服務環環相扣、密切相關)

代表著作評估與準備(具備競賽、專利、產學計畫、
論文發表等多元貢獻)

前人經驗：題目(整合...)、摘要(能量關聯表)

二、資料彙整階段
摘要與總目錄(最後完美的包裝)

代表著作(50%~60%)

參考著作(30%~40%)

參考資料(10%以下)

能量構思



先思考自己目前已經有哪些能量(貢獻)?

競賽、專利、產學計畫、論文發表、課程、服務等關聯性

研究、教學、服務環環相扣、密切相關

研究領域、能量、成果總架構圖(前人經驗)

代表著作評估與準備

競賽、專利、產學計畫(技術升等)：評估哪些成果具優勢

產學：是否為計畫主持人、計畫金額、執行單位…

專利：競賽成績、發明者順位&張數&整合性…

論文發表(學術升等)

一、準備階段



前人經驗：教育部產學合作資訊網
http://www.iaci.nkfust.edu.tw/Industry/index.aspx

一、準備階段

5~10年
資料

http://www.iaci.nkfust.edu.tw/Industry/index.aspx


前人案例

一、準備階段

資料來源：張吉成(2009),實踐大學「教師資格送審—以應用科技類技術
報告升等為例」研討會，龍華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副教授。



一、準備階段

資料來源：郭良印,教師以技術或實務研發成果送審升等經驗觀摩，實踐
大學資訊模擬與設計學系助理教授。

前人案例



一、準備階段

項目 副教授(93.3) 教授（97.3） 差異處

代表著作名稱 以超音波解離光記
錄媒體基板和其薄
膜材料之方法

多層電子材料再利
用技術及其專利佈
局

擴大代表著作含括
範圍(但仍要保留核
心主軸)

專利數目（件）1 27 代表著作專利數1件
增為27件

技轉專利數 0 46 技轉件數0件增為46
件

技轉案件數

(金額)

0 2000萬 技轉金額由0元增加
為2000萬

代表著作競賽
成績

要多少技術成果才能升等？
(代表著作)

資料來源：王振興(2009),教師以技術或實務研發成果送審升等經驗觀摩，
遠東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教授。



項目 副教授(93.3) 教授（97.3） 說明

參考著作專利數

期刊與論文

產學技術報告

6 11 新增專利金屬粉末射出
成形4件、玻璃1件、奈
米粉體5件和應用蔓澤蘭
1件

會議論文數目（件）32 40 平均每年約8件

計畫案件數 18 33 平均每年約8件，95年冶
金工程技師及格

其他競賽成績

資料來源：王振興(2009),教師以技術或實務研發成果送審升等經驗觀摩，
遠東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教授。

一、準備階段 要多少技術成果才能升等？
(參考著作與參考資料)



摘要與目錄(最後完美的包裝)
摘要：說明研究、教學、經歷(服務)密切關係

總目錄：代表著作與參考著作目錄

代表著作

專利、產學計畫：一定要依照研發理念、學理基礎、主題內
容、方法技巧、成果貢獻等五步驟撰寫(代表著作與參考著
作皆是) 。

整合相關多張專利且有全國性競賽獲國際發明展等競賽佳績
較佳(例：同時有3張專利&競賽佳績&產學)

整合相關獲多年期國科會產學案或政府機關大型產學案較佳

具吸引力的題目(參考前人技術報告升等題目的經驗)

二、資料彙整階段 個人代表作：專利
&競賽&產學合作



參考著作：專利&產學&學術等代表性與貢
獻度夠、篇數適宜(要捨才有得)

專利、產學計畫：一定要依照研發理念、學理
基礎、主題內容、方法技巧、成果貢獻等五步
驟撰寫(代表著作與參考著作皆是) 。

無法整合於代表著作但有競賽佳績或大型產學
等貢獻力佳者優先。

學術發表不受上述限制，須具ISBN號碼之出版
著作證明。

產學合作請附學校與廠商之產學合作契約書。

二、料彙整階段



二、資料彙整階段

參考資料

其他發表、專書、產學計畫、獲獎、服務
(顧問&委員&評審&監評委) 、或證照等能
量 。

延伸或相似要捨才有得，一旦被誤會一稿多
投就…後患無窮。

盡量整理列點或列表，並精簡出現在摘要或
能量關係圖中，加深評審印象。

給評審他期望看到的成果(需求導向)。



三、案例分享

個人代表著作

如係數人合作代表成果者，僅得由其中一
人送審；送審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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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由合著人簽名證
明。

合著者證明一定要有(只要專利有其他人
或產學有共同主持者最好一定要附上)

註明自己具有95%貢獻度



個人代表著作
多功能組合美妝筆開發及應用技術報告
(一)美妝筆中華民國專利證書：M415613(100年11月)
(二)美容筆中華民國專利證書：M415614(100年11月)
(三)產學合作計畫：正研產學字(100)第 063 號
(四)2011全國大專校院-創意行銷大賽：總決賽冠軍

文中註明整合三張專利尚有一張申請中

要有專利商品成品

全國競賽參加總組數260組獲得冠軍

佈局
下階段預計……

未來重點產學合作案&投稿

三、案例分享 早期100年升等較容易!



代表著作其他案例建議(郭良印：助理教授)

三、案例分享
1.專利出專書
(具ISBN碼 )



其他案例代表著作：專利出具ISBN碼專書

三、案例分享
1.專利出專書
(具ISBN碼 )



代表著作其他案例建議(顏聰玲代表作：助理教授)

三、案例分享
2.多年大型產
學案(縣市政府)



代表著作其他案例建議(顏聰玲：多年大型產學案)

三、案例分享
2.大型產學案
(縣市政府)



三、案例分享

代表著作其他案例建議(李瑞翔助理教授，代表
作：產學合作+舞台多媒體效果展演)

3.產學合作&
展演



代表著作其他案例建議(陳百盛代表作：國科會
產學案+專利+競賽)

三、案例分享
4.國科會&專

利&競賽



三、案例分享

代表著作其他案例建議(陳和賢教授，代表作：
國外專利+國內專利+論文+技轉案)

5.國內外專利&技轉
合作案&論文



其他案例代表著作建議：

( 應用科技類 ) 
代表作含多項技術移轉成果。
代表作含多項專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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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好ㄧ個產學合作，遠比很多小成果的產學

合作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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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案例分享



其他案例代表著作建議：
研發成果須與專長教學科目有關
成果以系列研究為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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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論文以第一作者為主
技術移轉對象以相當規模公司則佳
有指導學生校外競賽獲獎為佳
其他列入參考著作。
參考著作要有期刊論文

三、案例分享
代表著作建議：專利&競

賽&產學案&期刊



個人參考著作

篩選要捨得

專利且有競賽佳績

大型產學合作案且有學術發表貢獻

主要學術發表文章且與研究方向或教
學專業相關

三、案例分享 個人參考著作案例



個人參考資料

其他學術發表總表

產學計畫總表

服務(顧問&委員&評審&證照監評委)總表

獲獎總表

證照總表

延伸或相似要捨才有得，一旦被誤會一稿
多投就…後患無窮。

盡量整理列點或列表，並精簡出現在摘要
或能量關係圖中，加深評審印象。

給評審他期望看到的成果(需求導向)。

三、案例分享



三、案例分享
個人參考資料案例
(埋伏在中文摘要)

個人參考資料

專業服務方面10家公司顧問有利產學

個人榮譽部分因指導學生參加校外全國性競賽成績
優，專利且有競賽佳績(人事令獎勵小功與嘉獎)

連續五年榮獲教學研究服務績優獎勵

大型產學合作案且有學術發表貢獻

主要學術發表文章且與研究方向或教學專業相關

在教學及服務成績方面分別獲得連續四年高分之優
異成績



三、案例分享

升等教授未通過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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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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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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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等教授未通過原因

創作雖然新穎，但欠缺理論架構，實驗設計不夠完整
發表之論文著作，多屬同一刊物，申請人發表普遍接
受性不夠
掛名發表文章與升等專長領域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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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案例分享



三、案例分享

其他案例重點提醒

產學合作案與論文、作品發表並進。

透過教學成果與競賽成績，展現績效。

設定代表技術和學術能力的著作質量。

資料要從審查者的角度整理。

呈現資料盡量圖文並茂。

論文彙整要呈現獨立研究能力與能量。



三、案例分享

其他案例重點提醒
資料要從審查者的角度整理

資料內容要和教學科目相關

資料呈現要和研究領域相關

論文彙整要呈現獨立研究能力

各篇參考著作獨立編頁，以方便更新抽換

外審後不可增補或抽換

資料來源：張吉成(2009),實踐大學「教師資格送審—以應用科技類技術
報告升等為例」研討會，龍華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副教授。

。



（十三）教師應注意事項
1.技術報告之撰寫要嚴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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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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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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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參加國內外發明競賽並且獲得不錯的成績。
5.除了發明創作外，期刊論文與研討會論文盡量不要掛０，對升等
有加分作用。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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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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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王明源專委分享

資料來源：王明源(2013),「技術報告送審教師資格作業規定 」研討會，
文藻科技大學教師以技術或實務研發成果送審升等經驗觀摩研習會。

。



V


	技術報告升等經驗分享
	投影片編號 2
	投影片編號 3
	投影片編號 4
	投影片編號 5
	投影片編號 6
	投影片編號 7
	投影片編號 8
	投影片編號 9
	投影片編號 10
	投影片編號 11
	投影片編號 12
	投影片編號 13
	投影片編號 14
	投影片編號 15
	投影片編號 16
	投影片編號 17
	投影片編號 18
	投影片編號 19
	投影片編號 20
	投影片編號 21
	投影片編號 22
	投影片編號 23
	投影片編號 24
	投影片編號 25
	投影片編號 26
	投影片編號 27
	投影片編號 28
	投影片編號 29
	投影片編號 30
	投影片編號 31
	投影片編號 32
	投影片編號 33
	投影片編號 34
	投影片編號 35
	投影片編號 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