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開科技大學專任教師聘任及服務規則 

民國 88年 4月 28日教評會通過 
民國 88年 6月 25日校務會議通過 

民國 92年 1月 8日校務會議通過 

民國 92年 7月 10日董事會第 8次會議通過 

民國 94年 6月 22日校務會議通 

民國 94年 7月 25日董事會第 2次會議通過 

民國 95年 2月 22日校務會議通 

民國 95年 3月 17日 11屆董事會第 3次會議通過 

民國 96年 6月 12日校務會議修正第十一條 

民國 96年 6月 25日 11屆董事會 95學年度第 6次會議通過 

民國 97年 3月 4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97年 3月 21日董事會議審議通過 

民國 97年 5月 13日本校 96學年度第 6次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民國 97年 7月 8日 96學年度第 6次董事會審議通過 

民國 100年 9月 6日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民國 100年 10月 4日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民國 100年 10月 7日董事會審議通過 

民國 100年 12月 28日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民國 101年 3月 22日董事會議審議通過 

民國 101年 5月 23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1年 6月 27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1年 9月 12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1年 11月 16日董事會議審議通過 

民國 102年 8月 28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2 年 10 月 30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2年 11月 16日董事會議審議通過 

民國 103年 6月 4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3年 6月 18日董事會議審議通過 

民國 103年 10月 29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3年 11月 13日董事會議審議通過 

民國 105年 5月 18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5年 10月 27日董事會議審議通過 

民國 107年 3月 28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7年 4月 13日董事會議審議通過 

民國 108年 9月 18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08年 10月 3日董事會議審議通過 

民國 110年 2月 24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10年 4月 8日董事會議審議通過 

民國 110年 5月 19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民國 110年 6月 3日董事會議審議通過 

第一條  教師包括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講師、擔任授課之專業技術

人員，均由校長聘任。 

第二條  本校教師以專任為原則，必要時得聘請兼任教授、副教授、助理



 

 

教授、講師、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 

第三條  本校專任教師初聘為一年，學期中聘任者聘期至該學年度結束止，

第一次續聘聘期為一年，以後續聘聘期得為每次二年。屆齡退休

者依學校法人及其所屬私立學校教職員退休撫卹離職資遣條例

其聘期得予調整。 

第四條  本校專任教師敘薪及待遇，依照本校教職員工敘薪辦法及待遇支

給要點辦理，並依規定參加公教人員保險及全民健康保險。 

本校專任教師之本（年功）俸月支數額比照公立同級同類學校教

師標準；學術研究費月支數額教授為新臺幣五萬三千三百四十元，

副教授為新臺幣四萬四千二百九十元，助理教授為新臺幣三萬八

千六百七十五元，講師為新臺幣三萬三百八十五元，並得另訂學

術研究費分級制度。 

第五條  專任教師每週基本授課時數為：教授九小時、副教授十小時、助

理教授十一小時、講師十二小時。但兼任副校長、教務長、主任

秘書、招生事務處處長者，每學期僅授一門課(至少三學時)，且

不得超授鐘點；其餘教師超授時數依本校教師授課超支鐘點與排

課要點之規定辦理，超授者另依規定支給鐘點費。 

前項專任教師每週授課基本鐘點因課程安排或研究需求，得經

行政程序簽請校長同意，以每學年之上下學期合併計算。 

第六條  專任教師除經學校核准之差假外，每週應在校五天，授課以安排

四天為原則(其中包括輔導學生課業及生活至少六小時)，並有被

推舉或指定擔任行政職務、導師、各種委員會委員及出席各有關

會議之義務。 

第六條之一 本校得考量校務發展需求及師資專長，依規定程序調整專任

教師之聘任單位（系、所、中心）。 

第七條  專任教師不得在校外擔任有給之專任職務，如需兼職、兼課，應

事先由兼職、兼課單位函徵本校校長同意，兼職及兼課每週總時

數合計不得超過八小時，其中兼課每週以一門課且不超過三小時

為限，且每週仍應在校至少四天。如有特殊情形經校長核准者，

不在此限。 

第八條  新聘專任教師如尚未取得教師資格者，應於起聘三個月內辦理教

師資格審查，送審未通過者，應即解聘或改聘為較低等級之教師，

並重新敘薪。 



 

 

第九條  專任教師兼主管職務者，行政單位一級主管及學院院長按其基本

授課時數每週減授四小時，系主任及中心主任按其基本授課時數

每週減授四小時，副教務長及二級單位主管按其基本授課時數每

週減授四小時，並支給主管職務加給。各級主管之職務加給依本

校教職員工待遇標準表之規定核發，月支數額如下；但已停招之

系(所)，該系主任自正式停招學年度起，主管職務加給減半發

給： 

一、副校長：新臺幣五萬一千四百元； 

二、教務長、學生事務長、總務長、主任秘書、研究發展長、圖

書資訊處處長、學院院長：新臺幣二萬七千五百元； 

三、系主任、通識教育與外語教學中心主任、人事室主任、會計

主任、招生事務處處長、董事會秘書、福祉科技與服務管理

研究暨發展中心主任：新臺幣二萬五千七百元； 

四、副教務長：新臺幣二萬元； 

五、二級單位主任、組長：新臺幣八千四百四十元。 

專任教師協助教學單位、行政單位執行學期性或年度性定期業務

時，得專案簽經校長同意後辦理減授基本授課時數，合計每週以

核減二小時為限。 

第十條  專任教師經校長同意於校外兼課者，以當學期為基準，其每週校

內超授時數與校外兼課時數合計以六小時為限，且校外兼課每週

以一門課且不超過三小時為限。 

第十一條  專任教師超支鐘點費每學期發給四又二分之一個月；兼導師者，

依本校教職員工待遇支給要點有關規定支給導師費。 

第十二條  教師須按時到校親自上課、指導學生研究、評改學生作業及試

卷，不得委由他人代理。對學生學習態度、品德、言行應盡輔

導之責任。 

第十三條  體育教師視學校需要須兼任體育指導員，擔任課外運動之指

導。 

第十四條  教師如因故不能到校授課時，必須事先依本校教職員工出勤差

假辦法請假，由學校安排代課或自行調(補)課，並會知教務處

及相關單位。 

第十五條  專任教師晉薪依本校有關規定辦理。 

第十六條  專任教師得依本校教師升等有關規定申請升等。 



 

 

第十七條  專任教師擬於聘期屆滿不再應聘者，應於聘期屆滿一個月前以

書面通知本校，否則應按在職最後一個月之年功(本)薪金額賠

償本校之損失。 

第十八條  專任教師在聘期中離職者，應按在職最後一個月之本(年功)

薪及學術研究費總額作為違約金賠償本校。 

第十九條  本校教師有維護校譽之責，如認為個人權益受損害，同意先循

本校之申訴程序依法提出申訴，若以誣告或匿名黑函攻擊學校

或學校行政主管，致學校名譽或權益受損者，經查屬實，本校

將依規定程序予以停聘或不續聘。 

第二十條  專任教師應依本校教師評鑑辦法接受評鑑，拒絕受評者，得經

三級教師評審委員會決議予以不續聘。 

連續二學年教師評鑑結果列為未通過者，得提經三級教師評審

委員會確認後，予以停聘或不續聘。 

第二十條之一  專任教師教授專業科目或技術科目者，依技術及職業教育

法第二十六條之規定，每任教滿六年應至與本校合作機構

或任教領域有關之產業，進行半年以上與專業或技術有關

之研習或研究；未依規定完成者，經校教師評審委員會確

認後，不得提出升等、不得申請本校提升師資素質獎勵補

助、薪俸不予晉級，並停發年終暨績效獎金，次學期起不

得超支鐘點，直至完成後之次學年度結束止。 

第二十一條  專任教師於接受校外委託各類研究案、產學合作計畫案、建

教合作案、推廣教育案時，應由本校具名簽訂合約，不得有

未透過本校行政作業而接受委託之情事。 

專任教師於本校任職期間之工作成果，其所有權除另有約定

外應歸屬本校所有，因著作或工作成果所生著作權或其他智

慧財產權，應依本校各相關規定辦理。 

第二十二條  教師於進行校內外教學活動、執行職務及人際互動時，應尊

重性別多元及個別差異。 

教師於執行教學、指導、訓練、評鑑、管理、輔導或提供學

生工作機會時，不得發展有違倫理相關規範之關係。 

教師發現師生關係有違反前項倫理相關規範之虞，應主動迴

避或陳報學校處理。 

教師應尊重他人與自己之性或身體之自主，避免不受歡迎之



 

 

追求行為，並不得以強制或暴力手段處理與性或性別有關之

衝突。 

第二十三條  教師應恪遵性別平等教育法、性別工作平等法、校園性侵害

性騷擾或性霸凌防治準則、性騷擾防治法及刑法第二百二十

七條之規定。 

第二十四條  專任教師因系、所、科、組、課程調整或招生不足、減招、

減班、停招、轉型、整併、更名，現職工作不適任或現職已

無工作又無其他適當工作可以調任者，依本校專任教師安置

辦法規定辦理。 

第二十四條之一  專任教師應遵守學術倫理規範，若有違反情事者，依本

校教師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或學術倫理案件處理要

點規定辦理。 

第二十五條  專任教師如有違反教師法所定不適任之情事、違反聘約且

情節重大或因故不能履行義務者，本校得依規定程序予

以不續聘、停聘或解聘。其情節如符合教師法所定得以

資遣者，得依規定程序予以資遣。 

第二十六條  專任教師之申訴，依照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

要點辦理之。 

第二十六條之一  專任教師因聘約所生之訴訟，應以南投地方法院為第一

審管轄法院。 

第二十七條  本規則未盡事宜，依教育法令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二十八條  本規則經校務會議及董事會審議通過後，由校長公布施行。

修正時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