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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清華大學科技管理學院教授延長服務作業要點 

109年 6月 30日 108學年度院系所討論會議通過擬訂 
109年 10月 7日，109 學年度第一次院務會議通過修正 

109年 12月 09日 109學年度第 2次院教評會議審議通過 
110年 3月 25日，109 學年度第 7次校教評會審議通過 

一、 為提升國立清華大學科技管理學院(以下稱本院)教學與研究之能量，依據「國立

清華大學教授延長服務作業要點」制定本作業要點。

二、 教授無請求延長服務之權利。主聘單位基於教學與研究需要，得徵得符合資格之

教授同意，辦理於年滿六十五歲後延長服務。

三、 辦理延長服務之教授需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一) 擔任中央研究院院士。 
(二) 曾擔任國家講座主持人、清華特聘講座、清華講座與經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

認定為清華講座同級或以上之國內外大學講座主持人。

(三) 曾獲國家產學大師獎。 
(四) 曾獲教育部學術獎、全國傑出通識教育教師獎或師鐸獎。 

(五) 曾獲科技部傑出研究獎勵二次以上。 
(六) 本校特聘教授。 
(七) 教學與研究表現優異，對教學單位之學術提升，有重要貢獻，接替人選一時

難以羅致。

四、 主聘單位辦理符合第三點第一款至第六款條件之教授延長服務，得由主聘單位經

徵詢院長意見後，詳填「教授延長服務推薦表」連同有關助審資料逕送人事室彙

提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五、 主聘單位辦理符合第三點第七款之教學與研究表現優異之標準，係自每次延長服

務申請之當學期(以二月一日及八月一日為基準日)前三年所授課程期末教學意見

調查分數平均需至少在 4.2 以上，且需至少有 1 篇 A+期刊、或 2 篇(含 1 篇 A 期

刊)、或 3 篇(含 1 篇 A-期刊)、或 4 篇(含 1 篇 B+期刊)、或 5 篇國內外著名學術

期刊 (已發表或接受論文)、或二本具審查制度之專書發表。(所有期刊由系所提

供列表) 

The Standards for excellence in teaching, research and service. The Teaching Survey 
average points of the three years before the month of retirement or expiration of each 
extension must be at least 4.2, also there must be at least 

- One paper published or accepted by A+ journal, or 

- two papers incl. one published or accepted by A journal, or 

- three papers incl. one published or accepted by A- journal, or 

- four papers incl. one published or accepted by B+ journal,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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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ve papers published or accepted by internationally renowned journal, or 

- two books published by organizations with review system three years before the month 
of retirement or expiration of each extension. (all the journal list is to be provided by 
dept./inst.) 

如辦理延長服務的教授，係曾依規定奉准無須授課者，則本點所稱前三年所授課

程分數平均，以該教授有實際授課之最近三年之所授課程分數平均為依據。 
六、 主聘單位辦理符合第三點第七款條件之教授延長服務，經主聘單位教師評審委員

會審議通過後，詳填「教授延長服務推薦表」連同有關助審資料，提院級教師評

審委員會審議通過後，送人事室彙提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七、 教授延長服務期限，依下列規定辦理，並至屆滿七十歲之當學期結束為止： 

(一) 依第三點第一款至第五款辦理延長服務者，主聘單位得視教學需要一次至多

申請至屆滿七十歲之當學期結束為止。 
(二) 依第三點第六款至第七款辦理延長服務者，第一次自年滿六十五歲之日起至

屆滿六十六歲之當學期結束為止；第二次以後，每次延長服務期限不得逾一

年。 
(三) 依第三點第七款辦理延長服務者至多三次；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1. 教授若擔任經費龐大(超過新台幣 2000 萬元)之整合型多年大型計畫主持

人，在計畫執行期間難以更換計畫主持人者，經院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同

意。 
2. 曾獲科技部傑出研究獎勵、本校傑出產學研究獎、校教師傑出教學獎、

傑出導師獎；或其他同等級獎項經院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同意者；合計 2
次。 

3. 對本校或社會具特殊重大貢獻，經院長提報校長同意，送各級教師評審

委員會審議通過。 
(四) 依第三點第一款至第六款辦理延長服務，若於辦理延長服務前最近一次榮譽

加給未獲審查通過者，準用第三點第七款之規定辦理。 
八、 系級教師評審委員會之審議，由出席委員採不計名投票，以過半數之同意為通

過。但系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得另訂更嚴格之規定，並送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備

查。 
九、 院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對於前開延長服務案件之審議，均於各別詳予討論後，由出

席委員採不計名投票，獲三分之二（含）以上之同意為通過。 
十、 人事室於每年三月及九月分別普查各系（所）將於次年二月一日及八月一日年滿

六十五歲屆齡及屆滿延長服務期限之教授名單，並送各系（所）參考。各系

（所）教授年齡屆滿六十五歲或屆滿延長服務期限之月份，為當年八月至次年一

月者(屆退為次年二月一日)，應於當年四月底前檢附相關證件送人事室彙整辦

理；如屆滿六十五歲或屆滿延長服務期限之月份，為次年二月至七月者(屆退為

次年八月一日)，應於當年十月底前檢附相關證件，送人事室彙整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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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經校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之延長服務案件，奉校長核定後，依規定至全國公教人

員退休撫卹整合平臺登錄。 
十二、 本作業要點提經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議通過、校教評會議核備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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