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規劃與設計學院教研人員彈性薪資實施要點 
107 年 10 月 15 日 107 學年第 1 次院務會議通過 

一、規劃與設計學院(以下簡稱本院)為遴聘及獎勵具有國際聲望或特殊優秀人才，特依據

「國立成功大學教研人員彈性薪資實施要點」及科技部「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作業要

點」，訂定本要點。 

二、彈性薪資暨研究獎勵適用對象，如下： 

(一) 本院編制內 (含教師、研究人員、專業技術人員)及編制外經營管理人才。 

(二) 科技部之補助經費適用為學術研究、產學研究或跨領域研究之績效傑出者，不含教 

學績效傑出人員、行政工作績效卓著人員及已依相關法令辦理退休之人員。 

以科技部經費獎勵者，於補助起始日前一年內曾執行科技部補助研究計畫，並具備

下列資格者： 

1. 符合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第三點規定之計畫主持人。 

2. 如為補助起始日前一年八月一日後聘任之人員，須為國內第一次聘任，不得為自

國內公私立大專校院或學術研究機關（構）延攬之人員。 

(三) 本院編制外依「國立成功大學邁向頂尖大學計畫延攬優秀人才作業要點」聘任之特

殊優秀教研人員。 

三、特殊優秀教研人員資格之認定標準，如下： 

(一) 符合本校講座設置辦法第四條規定者。 

(二) 符合本校特聘教授設置要點第三點規定者。 

(三) 符合本校教學特優教師獎勵與遴選要點第二點規定者。 

(四) 符合本校通識課程優良教師獎勵與遴選要點第二點規定者。 

(五) 符合本校輔導優良及輔導傑出導師獎勵與遴選實施要點第二點規定者。 

(六) 符合本校產學合作成果特優教師獎勵與遴選要點第二點規定者。 

(七) 符合本校執行科技部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作業要點第二點規定者。 

(八) 績優教研人員。 

    前項各款評估方式及原則，依各該規定辦理。 

四、前點績優教研人員，其學術及研究表現績效評量項目，由研究發展處提供本院，本院訂    

審查項目表及評分基準，提送研發處備查。申請程序如下： 

(一) 本要點第二點適用對象，由教師提出申請，經本院審查後，將相關資料送研發處。 

(二) 本要點第二點適用對象，非屬學院者，依其屬性向相近學院提出申請。 



前項申請相關資料經研發處彙整，送審查委員會審議通過並經核定者，得支給彈性薪資

或研究獎勵，自當年起發放。 

本院教師發表學術期刊論文之服務單位署名，為因應海峽兩岸現狀，如在平等尊重未受

不當矮化前提下，原則接受。 

五、彈性薪資或獎勵補助支給標準，分為七個等級，每年得依教育部及科技部補助經費情

形，酌予調整。薪資或獎勵金之最低差距比例及核給比例依學校每年規定，酌予調整辦

理。 

本要點之加給首次適用於 107 年 8 月 1 日起至翌年 7 月 31 日止；後續年度自政府有彈性

薪資且校內審查通過當年 8 月 1 日起核給，核給期間為一年。 

六、本院為鼓勵年輕研究人員投入研究，年度獲獎勵人數，副教授以下職級依學校每年規

定，酌予調整。新聘專任編制內教師（研究人員），於到職日起一年內，按教授級、副教

授級、助理教師級之獎勵對象，其獎勵額度每人每月以不超過新臺幣八萬元、六萬元及

三萬元為原則。 

前項獎勵對象應符合下列資格之一者： 

(一) 非曾任或非現任國內學術研究機構編制內之專任教學、研究人員。 

(二) 於申請日前五年間內，均任職於國外學術研究機構。 

七、本要點第三點獲有彈性薪資或獎勵補助者，如在核給期間有留職停薪、離職、退休、停

權或不予聘任之情形，停止適用。留職停薪者，於復薪之日起繼續支給至期滿為止。 

八、本院為審議申請人提交之申請資料，由本院系所主管會議辦理審查申請人資料及排序，

審查確認後，獎勵名冊經本院呈送研發處，提送校審查委員會審議通過。 

九、依本要點獲得彈性薪資或獎勵補助者，應兼顧教學、研究、服務各面向績效之提升，維

持或優於原申請時之表現，並於核給期間屆滿前二個月繳交執行績效報告。 

前項執行績效報告由本院初審，校審查委員會複審，作為下一年度核給彈性薪資或獎勵

補助之依據。 

十、本要點所需經費，由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經費及科技部「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

勵作業要點」經費等款項支應，若未獲教育部或科技部補助，本要點停止適用。 

同一教師之彈性薪資或獎勵補助，得由不同經費來源分攤支應。 

十一、 本院可分配之額度，依本校每年規定辦理。 

十二、 本要點未盡事宜，依教育部「延攬及留住大專校院特殊優秀人才實施彈性薪資方

案」及「國立成功大學教研人員彈性薪資實施要點」與「國立成功大學執行科技部大專



校院研究獎勵作業實施要點」相關規定辦理，如相關規定未有明文規範，得由校審查委

員會審議後，送請校長核定之。 

十三、 本要點經院務會議通過，提報研發處備查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分數 件數 104學年度
105學
年度

106學
年度

分數

科技部

衛福部

國衛院

中研院

教育部

小計

分數 件數 小計 分數 件數 小計

10 10

5 7

4 5

1 4

3

2

1

1

分數

分數

總計

備註：

1.研究計畫件數計算，需有管理費收入始得計入，包括產學合作及企業合作；

2.中文期刊之定義，係為TSSCI、THCI或學院自訂優良期刊。

3.國內外競賽以教育部制定設計戰國策標準分為第一等、第二等、第三等，

第一等金牌 10分

第二等金牌 5分

第三等金牌 3分

4.為鼓勵年輕研究人員，並保障不同職涯階段研究人員投入研究，年度獲獎勵人數，副教授以下職級佔20%以上為原

則。

國際性雜誌期刊主編得2分; 編輯委員得1分

國內雜誌期刊主編得2分; 編輯委員得1分

帶領團隊參加國內、外競賽得獎（奧林匹亞、科技部、教育部、國際學術或國際競賽）

小計

被引用次數/總篇數

小計

四、其他：104至106學年度（2015.08.01~2018.07.31) ，上限為20分

FWCI
論文發表總數/研究年資

數值 權數

H-Index

具審查機制且經審查通過之期刊論文，上限為2分

小計 0
三、整體長期研究表現（學術！成大）：每項指標0~5分，上限為10分

學術專章 論文: (30%＜Ranking ≦ 50%)

專業作品（2~5分） 論文: (50%＜Ranking ≦ 75%)

中文期刊，上限為5分

論文: (75%＜Ranking ≦ 100%)

技轉 論文：(10%＜Ranking ≦ 30%)

小計

二、研究成果：104至106學年度（2015.08.01~2018.07.31) 發表的論文(第一或通訊作者)、專利等；

(育嬰假採計5年)；上限40分；IF值與ranking請以最新年度之值計算之。

專利或專書 Ranking

學術專書 論文: (Ranking≦5%)

其　他
(校外計畫)□400萬(含)以上800萬以下　得12分

□800萬(含)以上1200萬以下  得16分
□1200(含)萬以上　得20分

專利 論文: (5%＜Ranking≦10%)

研究及學術指標績效評量表（規劃與設計學院）
單位:                         姓名:                               填表日期:
一、計畫件數與金額：104至106學年度（2015.08.01~2018.07.31) 獲得研究計劃(限計畫主持人)之經

費及件數

1.研究經費(0~20分)  ；上限20分 2.研究計劃件數(0~10分) 研究計劃每件2分；上限10分

□50萬(含)以上100萬以下　得4分
□100萬(含)以上150萬以下　得5分
□150萬(含)以上200萬以下　得6分

科技部三年內研究總經費 104-106學年度

總經費(萬)
□30萬以下　得2分
□30萬(含)以上50萬以下　得3分

□200萬(含)以上400萬以下　得8分



執行期限 計畫名稱

範例：
104/8/1- 大腸鏡影像之三維腫瘤重建技術

月份/發
表年

論文題目 作者

種類

IF 學門

ranking排
卷期 頁數

範例：
7/2011

Functional dilatation and medial
remodeling of renal a 通訊

3.27 5/26=19.2% 12 186-190

專利
發明人 專利名稱

技轉

年份 技術名稱

年份 書名(章名)

獲獎年度 獲獎名稱

※獎項請檢附佐證資料

※ 研討會口頭報告或壁報獎項不列入計算

備註

※專利請附上專利證書；技轉請附上合約書；專書專章請附上著作影印本

教育部評鑑委員、國際性雜誌期刊主編或編輯委員
單位/期刊名稱 職稱 服務期間

專書專章

出版社

※請填寫完整，檢附相關佐證資料，以便後續依據評核。

技轉金額 對象

證書號碼 國別 專利期限

※中研院、教育部及校外其他計畫，請附上經費核定清單

論文明細
學門領域名

稱

論文期刊

Anesthesiology Anesthesia & Analgesia

MOST104-
2312-B-006- 794,000 跨領域或國家型或一般型計畫 科技部

計畫明細

計畫編號 核定金額 研究類型
計畫來源

(國科會、衛生



項目 資料查詢來源 網址 備註

1.科技部網站 https://www.most.gov.tw/ 科技部帳/密

2.政府研究資訊系統（GRB） https://www.grb.gov.tw/ 毋需註冊

3.研發處-研發處計畫服務平台 https://radb.ncku.edu.tw/ord/bid/sso.php 校內行政e化系統帳/密

Scival資料庫 https://www.scival.com/customer/authenticate/loginfull 免費註冊

Scupus資料庫 https://www.scopus.com/search/form.uri?display=basic 免費註冊

Web of Science

http://apps.webofknowledge.com/WOS_GeneralSearch_input

.do?product=WOS&search_mode=GeneralSearch&SID=F6U

r7wOgYCV7GC6Osvj&preferencesSaved

免費使用部分功能

三、整體長期研究表現 學術成大 https://researchoutput.ncku.edu.tw/zh/ 毋需註冊

四、其他研究相關活動 自定義

H-Index≦5 1

5<H-Index≦10 2

10<H-Index≦20 3

20<H-Index≦30 4

H-Index>30 5

1<FWCI≦1.5 1

1.5<FWCI≦2 2

2<FWCI≦3 3

3<FWCI≦5 4

FWCI>5 5

平均數≦2 1

2<平均數≦4 2

4<平均數≦6 3

6<平均數≦10 4

平均數>10 5

平均數≦5 1

5<平均數≦10 2

10<平均數≦20 3

20<平均數≦30 4

平均數>30 5

論文發表總數/研究年資

被引用次數/總篇數

一、計畫件數與金額

二、研究成果

整體長期研究表現分數對照表
H-Index

FWCI

https://www.most.gov.tw/
https://www.grb.gov.tw/
https://radb.ncku.edu.tw/ord/bid/sso.php
https://www.scival.com/customer/authenticate/loginfull
https://www.scopus.com/search/form.uri?display=basic
http://apps.webofknowledge.com/WOS_GeneralSearch_input.do?product=WOS&search_mode=GeneralSearch&SID=F6Ur7wOgYCV7GC6Osvj&preferencesSaved
http://apps.webofknowledge.com/WOS_GeneralSearch_input.do?product=WOS&search_mode=GeneralSearch&SID=F6Ur7wOgYCV7GC6Osvj&preferencesSaved
http://apps.webofknowledge.com/WOS_GeneralSearch_input.do?product=WOS&search_mode=GeneralSearch&SID=F6Ur7wOgYCV7GC6Osvj&preferencesSaved
https://researchoutput.ncku.edu.tw/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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