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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度各項教師獎勵申請案一覽表 

獎勵項目 
受理教師 

申請期間 
申請說明 

參考文件/申請表單 

(點選檔名可下載附件) 
業務承辦單位 

(A) 

獎勵教師專案

研究申請案 

08/24(三) 09:00 

至 

09/21(三) 17:00 

一、本校 111 年度教師專案研究成果獎勵範圍

如下： 

凡本校專任(案)教師以本校(健行科技大

學)名義主持公民營機構補助或委託研究

計畫(計畫結束日期介於 110年 8月 1日至

111年 7月 31日)且按規定於本校「研發能

量系統」上傳”已簽核完畢之收支明細報

告表、專案成果報告”等文件完成結案者，

始得提出申請。 

二、各獎勵分類及獎勵點數標準請參閱本校

「健行科技大學教師研究獎勵辦法」(附件

1)。 

三、獎勵申請人須於申請期限內至本校「研發

能量系統/獎勵/專案計畫」線上申請，並於

附件處上傳下列文件: 

(1)已簽核完畢之收支明細報告表 

(2)計畫成果發表會報名表(附件 2) 

(3)計畫成果發表報告(附件 3) 

附件 1 

健行科技大學教師研究

獎勵辦法(1101210版) 

 

附件 2 

專案研究計畫成果發表

會報名表 

 

附件 3 

專案研究計畫成果發表

報告(範例) 

技合處研發組(分機 3120) 

http://otc.uch.edu.tw/xhr/archive/download?file=61d65cc1854d1808d70004cf
http://otc.uch.edu.tw/xhr/archive/download?file=61d65cc1854d1808d70004cf
http://otc.uch.edu.tw/uploads/asset/data/62eb3f81854d180b8c000c53/%E9%99%84%E4%BB%B62_111%E5%B9%B4%E5%B0%88%E6%A1%88%E7%A0%94%E7%A9%B6%E8%A8%88%E7%95%AB%E6%88%90%E6%9E%9C%E7%99%BC%E8%A1%A8%E6%9C%83%E5%A0%B1%E5%90%8D%E8%A1%A8.doc
http://otc.uch.edu.tw/uploads/asset/data/62eb3f81854d180b8c000c53/%E9%99%84%E4%BB%B62_111%E5%B9%B4%E5%B0%88%E6%A1%88%E7%A0%94%E7%A9%B6%E8%A8%88%E7%95%AB%E6%88%90%E6%9E%9C%E7%99%BC%E8%A1%A8%E6%9C%83%E5%A0%B1%E5%90%8D%E8%A1%A8.doc
http://otc.uch.edu.tw/uploads/asset/data/5f6bfff0854d180a010000b9/%E5%B0%88%E6%A1%88%E7%A0%94%E7%A9%B6%E8%A8%88%E7%95%AB%E6%88%90%E6%9E%9C%E7%99%BC%E8%A1%A8%E5%A0%B1%E5%91%8A_%E7%AF%84%E4%BE%8B_.docx
http://otc.uch.edu.tw/uploads/asset/data/5f6bfff0854d180a010000b9/%E5%B0%88%E6%A1%88%E7%A0%94%E7%A9%B6%E8%A8%88%E7%95%AB%E6%88%90%E6%9E%9C%E7%99%BC%E8%A1%A8%E5%A0%B1%E5%91%8A_%E7%AF%84%E4%BE%8B_.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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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項目 
受理教師 

申請期間 
申請說明 

參考文件/申請表單 

(點選檔名可下載附件) 
業務承辦單位 

(B) 

獎勵教師專利

與技轉成果申

請案 

08/24(三) 09:00 

至 

09/21(三) 17:00 

一、本校 111 年度教師專利與技轉成果獎勵範

圍如下： 

110年 1月 1日至 110年 12月 31日已登錄

至技專校院校務基本資料庫之專利與技

轉。 

二、獎勵申請人須於期限內至本校「研發能量

系統/獎勵/專利」、「研發能量系統/獎勵/

技轉」線上提出申請。 

三、各獎勵分類及標準請參閱本校「健行科技

大學教師研究獎勵辦法」(附件 4)。 

附件 4 

健行科技大學教師研究

獎勵辦法(1101210版) 

 

育成中心(分機 4608) 

(C) 

獎勵教師學術

研究著作申請

案 

08/24(三) 09:00 

至 

09/21(三) 17:00 

一、本校「111年度教師學術研究著作獎勵」獎

勵範圍為 110年 1月 1日至 110年 12月 31

日已登錄至技專校院校務基本資料庫之著

作。 

二、申請人皆須至本校「研發能量系統/獎勵/

學術研究著作」線上提出申請。 

三、獎勵分類及標準請詳閱本校「健行科技大

學教師學術研究著作補助與獎勵辦法」(附

件 5)。 

四、申請獎勵之學術研究著作應遵照「健行科

技大學教師發表學術論文列名處理原則」

規範使用正式國名。申請獎勵之論文若涉

及違反學術倫理，則依「健行科技大學教師

學術研究著作補助與獎勵辦法」第 10條之

規定辦理。 

附件 5 

健行科技大學教師學術

研究著作補助與獎勵辦

法(1101210版) 

技合處研發組(分機 3958) 

http://otc.uch.edu.tw/xhr/archive/download?file=61d65cc1854d1808d70004cf
http://otc.uch.edu.tw/xhr/archive/download?file=61d65cc1854d1808d70004cf
http://otc.uch.edu.tw/xhr/archive/download?file=62158ff7854d180b3d0001df
http://otc.uch.edu.tw/xhr/archive/download?file=62158ff7854d180b3d0001df
http://otc.uch.edu.tw/xhr/archive/download?file=62158ff7854d180b3d0001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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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項目 
受理教師 

申請期間 
申請說明 

參考文件/申請表單 

(點選檔名可下載附件) 
業務承辦單位 

(D) 

獎勵教師推動

實務教學之校

外競賽申請案 

08/24(三) 09:00 

至 

09/21(三) 17:00 

一、依據「健行科技大學獎勵教師參加校外競

賽辦法」(附件 6)，凡本校專任(案)教師於

110 年 8 月 1 日起至 111 年 7 月 31 日期

間，以本校(健行科技大學)名義參加或指

導學生參加由教育部、中央或地方政府機

關及國內外知名企業機構主辦之全國性或

國際性對外公開競賽，成績優異且獲獎者

皆可提出申請。 

二、欲申請獎勵之教師請填具獎勵教師參加校

外競賽獎勵申請表暨心得報告表(附件 7)

及備妥相關佐證資料(競賽辦法、校外競賽

系統紀錄/核准專簽、獎狀影本/獎盃(牌)

照片/獎金證明文件)一併送至所屬系所

(中心)，經系、院(組、中心)教評會初審後

送交技合處辦理複審，通過後提送至校教

評會決審。 

附件 6 

健行科技大學獎勵教師

參加校外競賽辦法

(1101210版) 

 

附件 7 

健行科技大學獎勵教師

參加校外競賽獎勵申請

表暨心得報告表

(1101210版) 

 

附件 8 

教育部鼓勵學生參加藝

術與設計類國際競賽獎

勵要點-(圖表附件)教

育部鼓勵學生參加藝術

與設計類國際競賽一覽

表 

技合處研發組(分機 3120) 

http://otc.uch.edu.tw/xhr/archive/download?file=61d65d17854d1808dd000583
http://otc.uch.edu.tw/xhr/archive/download?file=61d65d17854d1808dd000583
http://otc.uch.edu.tw/uploads/asset/data/62eb402e854d180b89000d54/%E9%99%84%E4%BB%B67_%E5%81%A5%E8%A1%8C%E7%A7%91%E6%8A%80%E5%A4%A7%E5%AD%B8%E7%8D%8E%E5%8B%B5%E6%95%99%E5%B8%AB%E5%8F%83%E5%8A%A0%E6%A0%A1%E5%A4%96%E7%AB%B6%E8%B3%BD%E7%8D%8E%E5%8B%B5%E7%94%B3%E8%AB%8B%E8%A1%A8%E6%9A%A8%E5%BF%83%E5%BE%97%E5%A0%B1%E5%91%8A%E8%A1%A8.docx
http://otc.uch.edu.tw/uploads/asset/data/62eb402e854d180b89000d54/%E9%99%84%E4%BB%B67_%E5%81%A5%E8%A1%8C%E7%A7%91%E6%8A%80%E5%A4%A7%E5%AD%B8%E7%8D%8E%E5%8B%B5%E6%95%99%E5%B8%AB%E5%8F%83%E5%8A%A0%E6%A0%A1%E5%A4%96%E7%AB%B6%E8%B3%BD%E7%8D%8E%E5%8B%B5%E7%94%B3%E8%AB%8B%E8%A1%A8%E6%9A%A8%E5%BF%83%E5%BE%97%E5%A0%B1%E5%91%8A%E8%A1%A8.docx
http://otc.uch.edu.tw/uploads/asset/data/62eb402e854d180b89000d54/%E9%99%84%E4%BB%B67_%E5%81%A5%E8%A1%8C%E7%A7%91%E6%8A%80%E5%A4%A7%E5%AD%B8%E7%8D%8E%E5%8B%B5%E6%95%99%E5%B8%AB%E5%8F%83%E5%8A%A0%E6%A0%A1%E5%A4%96%E7%AB%B6%E8%B3%BD%E7%8D%8E%E5%8B%B5%E7%94%B3%E8%AB%8B%E8%A1%A8%E6%9A%A8%E5%BF%83%E5%BE%97%E5%A0%B1%E5%91%8A%E8%A1%A8.docx
http://otc.uch.edu.tw/uploads/asset/data/62eb402e854d180b89000d54/%E9%99%84%E4%BB%B67_%E5%81%A5%E8%A1%8C%E7%A7%91%E6%8A%80%E5%A4%A7%E5%AD%B8%E7%8D%8E%E5%8B%B5%E6%95%99%E5%B8%AB%E5%8F%83%E5%8A%A0%E6%A0%A1%E5%A4%96%E7%AB%B6%E8%B3%BD%E7%8D%8E%E5%8B%B5%E7%94%B3%E8%AB%8B%E8%A1%A8%E6%9A%A8%E5%BF%83%E5%BE%97%E5%A0%B1%E5%91%8A%E8%A1%A8.docx
https://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FL039332
https://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FL039332
https://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FL039332
https://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FL039332
https://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FL039332
https://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FL039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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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項目 
受理教師 

申請期間 
申請說明 

參考文件/申請表單 

(點選檔名可下載附件) 
業務承辦單位 

(E) 

獎勵教師推動

實務教學之教

學優良申請案 

08/24(三) 09:00 

至 

09/21(三) 17:00 

一、依據「健行科技大學教師教學優良獎設置

辦法」(附件 9)，凡本校專任(案)教師符合

以下條件者得經推薦為教學優良教師候選

人： 

(1) 在本校專任(案)教職任教年資一年以

上。 

(2) 近一年之授課時數符合基本時數。 

(3) 該學年未有任何單一科目教學評量分

數在 3.5分(含)以下者。 

(4) 未有其他不配合學校教學措施者。 

二、本次申請案相關佐證資料之資料期間為

110年 8月 1日起至 111年 7月 31日止。 

三、欲申請「輔導學生考取專業技能證照」或

「輔導學生實習」獎勵者，請依辦法於期限

內至本校「研發能量系統/獎勵/教學優良」

線上提出申請並列印遴選事蹟表。 

四、僅欲申請「輔導學生參加創新創業競賽或

計畫提案」或「輔導學生參加校外競賽」或

「獎勵教師考取專業技能證照」獎勵者，請

填具「教師教學優良遴選事蹟表」(附件 10) 

五、請將申請表及相關佐證資料送至各系(中

心)，經系、院(組、中心)教評會初審、技

合處覆核並提交就業力委員會議審議獎勵

點數，再由教務處課務組提報校教師評審

委員會遴選教學優良「春風獎」及「化雨

獎」。 

附件 9 

健行科技大學教師教學

優良獎設置辦法(110學

年度獎勵適用) 

 

附件 9-1 

健行科技大學教師教學

優良獎設置辦法-教師

輔導學生考取專業技能

證照附表一(110學年度

獎勵適用) 

 

附件 10 

健行科技大學教師教學

優良遴選事蹟表 

技合處校就組: 

獎勵教師輔導學生考取專

業技能證照(分機 3122) 

 

技合處實輔組: 

獎勵教師輔導學生實習 

(分機 3110) 

 

育成中心: 

獎勵教師輔導學生參加創

新創業競賽或計畫提案 

(分機 4608) 

https://aps2.uch.edu.tw/adm_unit/aaoffice/aaog3/newsite/files/curriculum/t/4/TG/%E6%95%99%E5%B8%AB%E6%95%99%E5%AD%B8%E5%84%AA%E8%89%AF%E7%8D%8E%E8%A8%AD%E7%BD%AE%E8%BE%A6%E6%B3%95(110%E5%AD%B8%E5%B9%B4%E5%BA%A6%E7%8D%8E%E5%8B%B5%E9%81%A9%E7%94%A8).pdf
https://aps2.uch.edu.tw/adm_unit/aaoffice/aaog3/newsite/files/curriculum/t/4/TG/%E6%95%99%E5%B8%AB%E6%95%99%E5%AD%B8%E5%84%AA%E8%89%AF%E7%8D%8E%E8%A8%AD%E7%BD%AE%E8%BE%A6%E6%B3%95(110%E5%AD%B8%E5%B9%B4%E5%BA%A6%E7%8D%8E%E5%8B%B5%E9%81%A9%E7%94%A8).pdf
http://otc.uch.edu.tw/uploads/asset/data/62416a1a854d186733000008/%E6%95%99%E5%B8%AB%E8%BC%94%E5%B0%8E%E5%AD%B8%E7%94%9F%E8%80%83%E5%8F%96%E5%B0%88%E6%A5%AD%E6%8A%80%E8%83%BD%E8%AD%89%E7%85%A7%E9%99%84%E8%A1%A8%E4%B8%80.pdf
http://otc.uch.edu.tw/uploads/asset/data/62416a1a854d186733000008/%E6%95%99%E5%B8%AB%E8%BC%94%E5%B0%8E%E5%AD%B8%E7%94%9F%E8%80%83%E5%8F%96%E5%B0%88%E6%A5%AD%E6%8A%80%E8%83%BD%E8%AD%89%E7%85%A7%E9%99%84%E8%A1%A8%E4%B8%80.pdf
http://otc.uch.edu.tw/uploads/asset/data/62416a1a854d186733000008/%E6%95%99%E5%B8%AB%E8%BC%94%E5%B0%8E%E5%AD%B8%E7%94%9F%E8%80%83%E5%8F%96%E5%B0%88%E6%A5%AD%E6%8A%80%E8%83%BD%E8%AD%89%E7%85%A7%E9%99%84%E8%A1%A8%E4%B8%80.pdf
http://otc.uch.edu.tw/uploads/asset/data/62416a1a854d186733000008/%E6%95%99%E5%B8%AB%E8%BC%94%E5%B0%8E%E5%AD%B8%E7%94%9F%E8%80%83%E5%8F%96%E5%B0%88%E6%A5%AD%E6%8A%80%E8%83%BD%E8%AD%89%E7%85%A7%E9%99%84%E8%A1%A8%E4%B8%80.pdf
http://otc.uch.edu.tw/uploads/asset/data/6108ddaa854d1808d400000a/%E9%99%84%E4%BB%B610_%E5%81%A5%E8%A1%8C%E7%A7%91%E6%8A%80%E5%A4%A7%E5%AD%B8%E6%95%99%E5%B8%AB%E6%95%99%E5%AD%B8%E5%84%AA%E8%89%AF%E9%81%B4%E9%81%B8%E4%BA%8B%E8%B9%9F%E8%A1%A8.docx
http://otc.uch.edu.tw/uploads/asset/data/6108ddaa854d1808d400000a/%E9%99%84%E4%BB%B610_%E5%81%A5%E8%A1%8C%E7%A7%91%E6%8A%80%E5%A4%A7%E5%AD%B8%E6%95%99%E5%B8%AB%E6%95%99%E5%AD%B8%E5%84%AA%E8%89%AF%E9%81%B4%E9%81%B8%E4%BA%8B%E8%B9%9F%E8%A1%A8.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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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項目 
受理教師 

申請期間 
申請說明 

參考文件/申請表單 

(點選檔名可下載附件) 
業務承辦單位 

(F) 

獎勵教師推動

實務教學之專

業證照申請案 

08/24(三) 09:00 

至 

10/28(五) 17:00 

欲申請之教師請填具取得專業證照獎勵申請表

(附件 12)，經單位主管及院長用印後於申請期

限內送至技合處校就組。 

附件 11 

健行科技大學專任教師

專業證照研習及考取獎

補助辦法(1101210版) 

 

附件 12 

健行科技大學教師取得

專業證照獎勵申請表 

(1101210版) 

 

附件 13 

自學進修學力鑑定考試

職業證照與相關工作經

驗對照表 

技合處校就組(分機 3122)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vffmaMqQB2HV-KTXRxeP-yjjss_kFQH_/view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vffmaMqQB2HV-KTXRxeP-yjjss_kFQH_/view
https://drive.google.com/file/d/1vffmaMqQB2HV-KTXRxeP-yjjss_kFQH_/view
http://otc.uch.edu.tw/uploads/asset/data/61d3b5c4854d1808da0005a9/%E5%81%A5%E8%A1%8C%E7%A7%91%E6%8A%80%E5%A4%A7%E5%AD%B8-%E6%95%99%E5%B8%AB%E5%8F%96%E5%BE%97%E8%AD%89%E7%85%A7%E7%94%B3%E8%AB%8B%E8%A1%A8-1101210%E4%BF%AE.od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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