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表三、以作品及成就證明送審教師資格審查範圍及基準 

範圍 類別及應送繳資料 

在文藝創作展演領域內，

送審作品需具有獨特性及

持續性，並有具體貢獻

者。其範圍分為：1.音

樂、2.戲曲、3.戲劇、4.

劇場藝術、5.舞蹈、6.民

俗技藝、7.音像藝術、8.

視覺藝術、9.新媒體藝

術、10.設計等 10類。 

一、 送審作品符合第二十一條第一項第四款所定取得前一等

級教師資格後出版或發表之規定。 

二、 如係數人合作完成之作品，僅得由其中一人送審；送審

時，送審人以外他人應放棄以該作品作為代表作品送審

之權利。送審人應以書面具體說明其參與部分，並由合

作人簽章證明之。 

三、 送審人得擇定至多五式為送審著作，並自行擇一為代表

作，其餘列為參考作，屬系列之相關作品可併為一式

(音樂、舞蹈、民俗技藝類的「場」；戲曲、戲劇、劇場

藝術類的「齣」；電影類的「部」、「件」同此)。 

四、 各式作品均需就其內容撰寫創作或展演報告，得合併為

一份送審。報告內容應提供具有系統創作思想體系之相

關論述，包括下列主要項目：(一)創作或展演理念、

(二)學理基礎、(三)內容形式、(四)方法技巧(含創作

過程)。 

五、 送審人另以專門著作或技術報告為代表作或參考作送審

者，其件數合併第三款送審作品不得超過五件。 

六、 所提作品或成就證明送審通過，且無第二十一條第三項

但書規定得不予公開出版者或於一定期間內不予公開出

版者，應於學校網站、圖書館公開或於國內外相關出版

品發行。 

1.音樂 

1-1創作 

1-2 指揮、演奏(唱)及鋼琴

合作 

1-3其他 

  (1)歌劇(音樂劇場)導演 

  (2)樂器製作 

  (3)流行音樂創作、演奏

(唱) 

  (4)爵士音樂創作、演奏

(唱) 

  (5)應用音樂創作、演奏

(唱) 

  (6)錄音及唱片製作 

（一）創作：包括 1.管弦樂作品，2.室內樂曲，3.聲樂曲，

4.其他類作品，提出至多五式作品，創作作品總

和時間不得少於下列規定： 

(1)教授：九十分鐘 

(2)副教授：八十分鐘 

(3)助理教授：七十分鐘 

(4)講師：六十分鐘 

送繳之資料應包括：樂譜、公開演出證明、演出

光碟。 

（二）指揮、演奏(唱)及鋼琴合作： 

1.指揮：應提出至多五場不同曲目之公開演出音

樂會資料。 

2.演奏(唱)及鋼琴合作：應提出至多五場曲目不

同之公開演出音樂會資料。若為演奏(唱)，應

至少包括三場獨奏(唱)會，每場演出時間不得

少於六十分鐘，並以其中一場獨奏（唱）會為

代表作。若為鋼琴合作，合計演出時間不得少

於一百八十分鐘，送審之代表作及參考作其協

同演出者需填具放棄該部分作為送審之權利。 

3.送繳之音樂會資料，應包括節目內容、公開演

出證明、現場整場之光碟。 

（三）其他： 

1.歌劇(音樂劇場)導演：應提出至多五齣其所執

導的歌劇(音樂劇)節目內容、公開演出證明、

現場演出整場之光碟資料，創作報告應包括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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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之導演理念、劇本演繹、舞台調度、燈光佈

景音樂設計搭配、排練過程、演出經過。 

2.樂器製作：應提出至多五組已投入生產，或已

獲得專利，或曾參加公開競賽，或具有特定研

究主題，或具有改革性之樂器作品，送繳展示

樂器實務聲響之影像及相關證明文件，創作報

告應包括樂器製作過程敘述與分析、聲學數據

分析。 

3.流行音樂創作、演奏(唱)：應提出至多五式已

出版之專輯，樂曲總長不得少於一百八十分

鐘，創作報告應包括論述創作與製作理念、編

曲、錄音、混音、製作過程之資料與分析。 

4.爵士音樂創作、演奏(唱)：應提出至少三場曲

目不同之公開演出音樂會及兩張已出版之專輯

資料，兩者合計音樂長度不得少於一百八十分

鐘。送繳之音樂會演出資料，應包括節目內

容、公開演出證明、現場整場之光碟；專輯資

料應包括實體出版品及相關出版證明。創作報

告應包括創作與製作理念、編曲、錄音、混

音、製作過程之資料與分析。 

5.應用音樂創作、演奏(唱)：應提出至多五組且

公開發表或發行之應用音樂作品，其中可包

括：影像配樂、廣告配樂、電玩音樂、音樂

劇、劇場作品音樂及音效設計等類型之作品，

所提出作品之音樂總長度不得少於一百八十分

鐘。送繳之資料若為現場演出類型，應包括節

目內容、公開演出證明、現場整場之光碟；若

為出版類型應包括實體出版品與出版證明；以

播放形式公開發表之作品，應包括該作品之影

音光碟與播出紀錄。創作報告應包括創作與製

作理念、編曲、錄音、混音、製作過程之資料

與分析。 

6.錄音及唱片(包括同性質之成品，如 CD、DVD…

等等)製作：應提出至多五組且公開發表或發

行之專輯，其音樂總長度不得少於三百分鐘，

並以其中一組就製作理念、錄音、混音過程及

相關資料，進行敘述與分析，作為創作報告，

送繳之資料應包括實體出版品與出版證明。 

7.以上各類可混合繳交。 

2.戲曲 

2-1劇本創作 

2-2表演 

2-3文武場演奏 

2-4音樂設計 

2-5導演 

包括傳統戲曲京劇、歌仔戲、客家戲、南管戲(梨園戲)、北

管戲(亂彈戲)、偶戲及各地方戲曲為範疇，送審方式分： 

（一）劇本創作： 

應提出至多五齣已出版或已演出之原創或新編之戲曲劇本。

演出時間不得少於以下規定： 

1.教授：九十分鐘 

2.副教授：八十分鐘 

3.助理教授：七十分鐘 

4.講師：六十分鐘 

（二）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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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提出至多五齣擔任生、旦、淨、末或丑行之主要角色所演

出之戲曲。劇目總長與個人演出長度分別不得少於下列規

定： 

1.教授：九十分鐘；五十四分鐘 

2.副教授：八十分鐘；四十八分鐘 

3.助理教授：七十分鐘；四十二分鐘 

4.講師：六十分鐘；三十六分鐘 

（三）文武場演奏: 

應提出至多五齣擔任文場或武場領奏所演出之戲曲。劇目時

間總長不得少於下列規定： 

1.教授：九十分鐘 

2.副教授：八十分鐘 

3.助理教授：七十分鐘 

4.講師：六十分鐘 

（四）音樂設計: 

應提出至多五齣已演出或已出版之原創戲曲音樂作品。時間

總長不得少於下列規定： 

1.教授：九十分鐘 

2.副教授：八十分鐘 

3.助理教授：七十分鐘 

4.講師：六十分鐘 

（五）導演： 

應提出至多五齣所導演之戲曲。時間總長不得少於下列規

定： 

1.教授：九十分鐘 

2.副教授：八十分鐘 

3.助理教授：七十分鐘 

4.講師：六十分鐘 

以上送繳的資料應包括演出節目內容、演出證明、現場演出

整場光碟，及創作展演報告。已出版未演出之戲曲劇本或戲

曲音樂作品無需附演出證明，出版與演出兩類作品可混合繳

送。 

3.戲劇 

3-1劇本創作 

3-2導演 

3-3表演 

(一)劇本創作： 

應提出至多五齣已出版或已演出之原創劇本。 

(二)導演: 

應提出至多五齣所導演戲劇。 

(三)表演： 

應提出至多五齣擔任主要角色所演出之戲劇，且不少於

一百五十分鐘。 

以上三項作品可混合繳交。每齣戲全場演出時間不得少於七

十分鐘，送繳之資料應包括演出證明(包括節目單、演出光

碟)及完整劇本。已出版未演出之原創劇本無需附演出證

明。 

4.劇場藝術 

4-1劇場設計 

4-2劇場跨域 

(一)劇場設計： 

包括舞台、燈光、服裝、化妝、技術、音樂及音效等設

計項目，應提出至多五齣原創設計或專業技術設計。 

(二)劇場跨域： 

包括劇場跨域創作、跨領域媒體劇場、科技表演藝術、

聲音藝術等。應提出至多五齣擔任主要創作者之劇場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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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作品。 

以上送繳之資料應包括演出節目內容、演出證明、現場演出

整場光碟。 

5.舞蹈 

5-1創作 

5-2演出 

(一)創作： 

1. 應提出至多五齣不同且具代表性之作品資料。 

2. 前述舞作合計演出時間不得少於下列規定： 

(1)教授：一百二十分鐘 

(2)副教授：一百分鐘 

(3)助理教授：八十分鐘 

(4)講師：八十分鐘 

(二)演出： 

1. 應提出至多五齣不同且具代表性節目之獨舞或主要

舞者演出資料。 

2. 前述舞蹈演出個人參與部分之合計時間，不得少於

下列規定: 

(1)教授：八十分鐘 

(2)副教授：八十分鐘 

(3)助理教授：一百分鐘 

(4)講師：一百分鐘 

以上送繳之資料應包括演出節目內容、演出證明、現場演出

整場光碟。 

6.民俗技藝 

6-1創作 

6-2表演 

6-3雜技 

包括民俗陣頭、歌舞小戲、說唱、相聲、雜技等民俗表演藝

術。 

(一)創作： 

1. 應提出至多五齣不同且具代表性之作品資料。 

2. 前述創作合計演出時間不得少於下列規定： 

(1)教授：一百二十分鐘 

(2)副教授：一百分鐘 

(3)助理教授：八十分鐘 

(4)講師：八十分鐘 

(二)表演： 

1. 應提出至多五齣不同且具代表性節目之演出資料。 

2. 前述演出合計之時間不得少於下列規定： 

(1)教授：八十分鐘 

(2)副教授：八十分鐘 

(3)助理教授：一百分鐘 

(4)講師：一百分鐘 

(三)雜技： 

1. 應提出至多五齣不同內容，且具代表性之公開表演

資料。 

2. 前述表演之合計時間不得少於下列規定： 

(1)教授：五十分鐘 

(2)副教授：六十分鐘 

(3)助理教授：七十分鐘 

(4)講師：八十分鐘 

以上送繳之資料應包括演出節目內容、演出證明、現場演出

整場光碟。 

7.音像藝術 

7-1長片 

(一)長片(片長七十分鐘以上，包括編劇、導演、製片、攝

影、錄音或音效、剪輯、美術設計、表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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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短片創作 

7-3紀錄片 

7-4動畫 

7-5數位遊戲 

1. 應提出至多五部且至少八十分鐘的作品。 

2. 送繳之資料應包括: 

(1) 編劇：所擔任編劇之影像拷貝，並附影像原創

劇本。 

(2) 導演：所擔任導演之影像拷貝，並附文字分鏡

劇本或分鏡圖。 

(3) 製片:所擔任製片之影像拷貝，並附完整製片企

劃書等。 

(4) 攝影：所擔任攝影師之影像拷貝，並附燈光、

鏡頭等設計圖。 

(5) 錄音、音效：所擔任錄音師或音效師之影像拷

貝。 

(6) 剪輯：所擔任剪輯之影像拷貝。 

(7) 美術設計：所擔任美術設計之影像拷貝，並附

設計圖等。 

(8) 表演：所擔任演出之影像拷貝，並附人物分析

及劇本分析報告。 

(二)短片創作(少於七十分鐘) 

1. 應提出至多五部且至少八十分鐘之創作。(系列性短

片可併為一部) 

2. 送繳之說明資料應包括所製作之影像拷貝或數位錄

像作品。 

(三)紀錄片 

1. 應提出至多五部且至少八十分鐘之創作。(系列性短

片可併為一部) 

2. 送繳之說明資料應包括所製作之影像拷貝或數位錄

像作品。 

(四)動畫 

1. 應提出至多五部且至少八十分鐘之創作。(系列性短

片可併為一部) 

2. 送繳之說明資料應包括所製作之影像拷貝或數位錄

像作品。 

(五)數位遊戲 

1. 應提出至多五件之作品。(系列性作品可併為一件) 

2. 送繳之說明資料應包括原作品之拷貝(可播放影片、

電腦程式、電腦檔案等)、充分之圖說(作品內容、

安裝、操作說明)。 

(六)以上各項可混合送審。 

8.視覺藝術 

8-1平面作品 

8-2立體作品 

8-3綜合作品 

8-4其他 

(一)平面作品：包括繪畫、書法、版畫、攝影作品。 

(二)立體作品：包括雕塑、篆刻、造型作品。 

(三)綜合作品：包括複合媒材(體)、裝置藝術、數位藝術。 

(四)其他：包括行動藝術及其他作品類型。 

送審需符合以下規定： 

1. 應提送至多五式作品，其中至少兩式為以個展呈

現，並至少有一場專為教師資格送審所舉辦，展覽

一個月前應通知學校。展出應有特定研究主題，呈

現有系統之創作思想體系。 

2. 前述個展展出之作品不得重複，依其不同類別，數

量總計不得少於下列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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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平面作品：十五件 

(2)立體作品：十件 

(3)綜合作品：五件 

(4)其他：五件 

以上四項可依比例混合呈現。 

送審時得繳交之補充資料包括：所舉辦個展之專輯或光碟、

公私立美術及展演機構之展出資料、典藏或得獎證明。 

9.新媒體藝術 

9-1數位影音藝術 

9-2互動數位藝術 

9-3虛擬實境 

9-4多媒體藝術及其他 

包括相關媒體藝術及互動藝術之創作為範疇，送審方式為應

提出至多五式作品。 

10.設計 

10-1環境空間設計 

10-2產品設計 

10-3視覺傳達設計 

10-4體驗視覺設計 

10-5流行設計 

(一)環境空間設計，包括建築設計、都市設計、室內設計、

景觀設計等。 

(二)產品設計，包括產品設計或工藝設計等。 

(三)視覺傳達設計，包括繪本、平面設計、立體設計或包裝

設計、網頁設計等。 

(四)體驗視覺設計，包括非商業空間之指標規劃設計、商業

空間之環境視覺與展示設計等。 

(五)流行設計，包括服裝設計、織品設計、時尚與造形設計

等。 

以上五項設計，送審時需符合以下規定： 

1. 作品應為個人不同且具代表性，或已投入生產，或

曾參加公開競賽，或特定研究主題之作品，送審應

提送至多五式作品，以其中一式為代表作，並以其

內容撰寫展演創作(設計)報告。各項設計之送審數

量不得少於以下件數： 

(1)環境空間設計：三件 

(2)產品設計：五件 

(3)視覺傳達設計：十五件 

(4)體驗視覺設計：十件 

(5)流行設計：十件 

如設計超過一項，其總計件數依各項之數量比例加

總。 

2. 送繳之說明資料應包括相關輔助說明、實物照片、

多媒體或模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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