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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97學年度第 2次研究發展會議紀錄 

 

時間：98年 4月 22日（星期三）上午 9時 

地點：校本部行政大樓第一會議室 

主席：洪研發長榮昭 
出列席人員：洪姮娥 莊坤良 方進隆 何榮桂 陳麗桂 郭忠勝 林昌德 許瑞坤(請假) 馮丹白 

卓俊辰 潘朝陽(請假) 陳文華(請假) 譚光鼎(請假) 陳李綢(請假) 李明芬(鄭勝分

代) 葉國樑(請假) 周麗端 溫明忠(陳翊芸代)  曲兆祥 邱瓊慧 張正芬 胡幼偉(請

假) 卜小蝶 黃乃熒(請假) 王華沛 潘淑滿 孫瑜華 顏瑞芳 陳秋蘭 陳豐祥 陳國
川(李宜梅代)  李根芳(請假) 李勤岸 蔡錦堂 洪萬生(張毓麟代) 賈至達 許貫中 
張永達(李琦玫代) 管一政 陳正達(請假) 譚克平 蔡慧敏 黃文吉(請假) 吳謙讓
(請假) 蘇憲法(張雅媜代)  梁桂嘉 曾曬淑 林磐聳(請假) 林明慧 呂錘寬(顏瑞瑩代) 
林淑真 吳明振 游光昭(呂秋逸代) 程金保 王希俊(陶禹清代) 賴志樫 洪欽銘( 黃

正吉代) 蔡虔祿 張少熙(請假) 蔡禎雄 謝伸裕 蔡雅薰 蔡昌言 信世昌(請假) 曾
金金 賴守正 王新華 林熒嬌(請假) 沈宗憲(請假) 劉正傳(請假) 林東泰(蔡炯青代) 
陳昭珍(安東華代)  吳正己 林淑端(請假) 林碧霞 張國楨 吳朝榮 吳順德 宋曜廷
(請假) 王麗雲(請假) 吳文星(請假) 陳龍廷 李桂楨 鄭超仁(請假) 蔡芷芬( 請 假 ) 

林麗江(請假) 徐昊杲(請假) 余鑑(請假) 相子元(請假) 徐泰煒(請假) 蕭慶瑜 林娟
娟 李祈凡 陳清雅 謝登凰 

                                                                     記錄：林娟娟 

壹、 報告事項 

一、 主席報告(略) 

二、 上次會議討論事項決議及執行情形報告 

提 案 序 案 由 提案單位 決 議 執 行 情 形 

提案一 案由：擬訂定「國立臺灣師

範大學產學合作委員會設

置要點」，提請  討論。 

產學合作

組 

修正後再議。 已擬產學合作業務

諮詢小組設置要點

草案提本次會議討

論。 

提案二 擬修正「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新進教師之專題研究費補

助辦法」部分條文，提請  

討論。 

研究推動

組 

修正後通過。 依決議辦理。 

提案三 擬修正「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補助

辦法」部分條文，提請  討

論。 

研究推動

組 

維持原條文。 依決議辦理 

提案四 擬修正「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鼓勵藝術創作發表或展演

補助辦法」部分條文，提請  

討論。 

研究推動

組 

一、維持原條文。 

二、各學院年度補助經費

上限再與各學院商

議。 

 

依決議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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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案 序 案 由 提案單位 決 議 執 行 情 形 

提案五 擬修正「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學術論文暨專書獎助辦法」

部分條文，提請  討論。 

研究推動

組 

一、修正後通過如附件

二。 

二、另請各學院提供重要

期刊排序表，作為本辦

法修正依據。 

一、依決議辦理 

二、參酌學院所建

議的重要期刊，修

正本辦法部份條

文，提本次會議討

論。 

提案六 擬修正本校「建教合作計畫

項下助理人員約用注意事

項」部分條文，提請  討

論。 

 

研究推動

組 

修正後通過如附件三，新

工作酬金支給標準表實施

日期自各計畫專任助理人

事簽聘案新簽約日起。 

依決議辦理 

三、 各組工作報告 

◎企劃組 

（一）教育部「師範校院轉型發展計畫」：提送98年教育部「師範/教育大學轉型發展計畫」

申請書。今年主題為「打造兼具古典風華、現代視野、與時俱進的國際一流高等教育

學府」，計畫重點為：(1)新閱讀產業研究中心計畫；(2)科學普及產業推廣計畫；(3)

教育軟體產業計畫；(4)測驗產業計畫；(5)樂活產業研究中心計畫；(6)文物保存維

護研究中心計畫；(7)休閒產業新創計畫。 

（二）本校「補助學術研究及新興發展計畫」：訂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補助學術研究及新

興發展計畫實施要點」，由校務基金核撥種子經費(seed money)以補助校內學術研究

計畫及新興發展計畫，以期大幅提升本校研發能量。 

（三）本校「教師評鑑」及「系所評鑑」計點方式：研擬本校「教師評鑑研究項目計點方式」、

「教師評鑑服務項目計點方式」及「系所評鑑計點方式」，提供校內各系所一致之計

分標準，未來考慮以學院為單位，獎勵表現優良之教師並輔導表現落後之教師，以促

進本校研究質量提昇及發展。 

（四）97年第2期本校研究講座申請案：98.1.16進行97-2申請案審查會議，審議通過核聘楊

深坑及宋曜廷教授擔任本校研究講座，任期2年。 

（五）95年系所評鑑案：本校95年度系所評鑑待觀察及未通過系所，於97.12.25-26接受追

蹤評鑑與再評鑑實地訪評作業，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於98.2.27函送實

地訪評報告書（初稿），本校受評系所無申覆意見，評鑑結果預計於98.6.30前公布。 

（六）為推廣本校教師研發成果與技術發明，以行銷學校研發能量並提升本校整體形象，規

劃邀集本校工業教育學系等相關單位參加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生活科技特展」，展

示以DIY為主，展示期間為98年6月26日至12月31日，俾藉由此展覽讓外界了解本校於

科學教育之發展與產學研發成果。 

（七）論文服務中心： 

1.論文服務中心已自98.4.1起提供服務，目前已有多個系所洽詢。因考量學生權益問

題，部分系所將於下學年度配合辦理。 

2.本服務之實施，促使系所得知圖書館Endnote軟體資源並多加利用此資源。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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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部分系所原無訂定論文標準格式，經論文服務中心之推廣，也開始於系所內部

開會討論訂定該系所之論文寫作格式，以規範並增進學生論文品質。 

3.為提昇本校論文品質，維護學術倫理，將在9月份開始先以APA格式的今年博士畢業

論文為主檢視抄襲並公告。 

◎研究推動組 

（一）本校獲國科會核定97年度之專題計畫案共計有511件，總核定金額NT$571,275,216

元，較96年核定件數成長20%、核定金額成長13%。 

（二）本校近3年(95-97年)國科會計畫件數從415件成長到511件，成長率為23%，核定金額

從4億6千多萬成長到5億7千多萬，成長率亦為23%；其它非國科會之建教合作計畫件

數近3年每年約為500多件，核定金額則從7億8千多萬成長到9億多，成長率為16%。(詳

如附件2第8頁) 

（三）國科會98年度大宗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案共計452件，較前一年成長12%。 

（四）配合國科會97年促進短期就業措施追加助理人員計畫，本校追加計畫項下專任助理人

員共核定55位。 

（五）核定本校98年度研究績優獎獲獎名單，計有張俊彥、吳心楷及關弘昌等3位教師各獲

得新台幣10萬元之研究獎助金。 

（六）科教所吳心楷副教授獲得國科會97年度「傑出研究獎」。 

（七）辦理校內學術活動補（獎）助及相關業務： 

1. 本校97學年度第1期「校內學術活動補助」申請案(含隨到隨審之「出席國際會議

補助」及「原創性論文刊登費」案)，共計核定補助86案，核定補助金額859萬1,237

元。 

2. 本校97年度「學術論文暨專書獎助」申請案，核定獎助180案，共計獎助金額

3,100,000元。 

3. 本校97學年度第2期「校內學術活動補助」申請案，本期共計受理52件，刻正辦理

初審作業，並俟6月初召開複審會議後公布補助名單。 

4. 教育部98.4.14核定本校博士班出席國際會議發表論文計畫之補助金額，較去年減

少約20%，鑑於經費日益緊縮，將來考量對出席國際會議每項會議核定補助人數有

所限制，以作補助經費的合理分配。 

（八）本校「97年學術研究推昇計畫補助」申請案業經審定補助24件，補助經費共計

4,725,000元，計畫執行期限自98年4月1日至99年3月31日止，核定結果已個別函知各

申請人。 

（九）為協助本校教師提昇英文論文寫作技巧，鼓勵及協助本校教師發表國際學術期刊，特

規劃於98年4月27、29日各辦理一場「英文學術論文寫作工作坊」，將邀請校內外具備

多年編修論文經驗之外籍專業老師或專精英文研究論文寫作之教師，透過演講、經驗

分享及意見交流等方式，增進教師英文論文寫作能力。另將於5月籌劃舉行「研提計

畫技巧與策略」討論會，希望對協助教師研提計畫有所助益。 

（十）開創舉辦「教師研究交流TeaTime」活動，以促進教師學術交流機會，自今(98)年1

月20日起，已辦理過8場，近期將辦理本校與台北醫學大學之兩場跨校交流討論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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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學合作組 

（一） 經濟部「學研聯合研究計畫」申請案至98年4月15日截止收件，本校共計申請22件，

預計6月中旬公告核定結果。 

（二） 本校與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簽訂「學界協助中小企業科技關懷計畫合約

書」，於98年1月23日完成簽訂手續，並陸續開始接受計畫申請，截至4月15日止本校

共計3件申請案。 

（三） 為鼓勵本校教師參與「學界協助中小企業科技關懷計畫」，熟悉相關辦法及相關機制，

特邀請計畫承辦單位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於3月5日至本校舉辦計畫說明

會。 

（四） 為積極爭取產學合作機會，本處特於97年12月17日、12月26日、12月30日及98年1月8

日邀請相關領域老師拜訪君達香草健康世界公司、綠達光電股份有限公司、臺創中

心、智高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說明本校可進行產學合作之項目。 

（五） 臺北醫學大學及明道大學校長等貴賓分別於本年3月24日及4月13日來訪本校，就可進

行交流合作項目提出討論，以促進兩校學術合作交流關係。 

（六） 98年本校大項儀器設備申請案已於4月13日開始受理，截止時間為5月12日，有意申請

者請於受理期限內提出申請。 

（七） 98年度績優產學合作獎業經校長核定，計有華語所信世昌教授、資工系李忠謀教授、

資工系吳正已教授、工教系吳明雄教授、地理系張國禎副教授、運科所相子元教授獲

獎。 

（八） 發函至本校各學術單位調查選送學生至企業海外實習之意願（以金寶為例），共計37

個單位回覆，31個單位有意願參與此方案，6個單位無意願；調查結果實習期間以暑

假、地點以上海為主，並傾向由實習企業全額贊助相關費用。(詳如附件3第9頁) 

（九） 為建立本校研究人力資料庫，俾利推動產學合作，研究發展處於2月16日開始多次

email通知本校專任教師及研究人員上網填寫研究人力調查表，迄98年3月30日止，計

有319位教師上網填列登錄，相關資料已上網供查詢，網址：

http://140.122.100.145/res2/product/product.htm。目前教師上網填寫登錄比率

僅37%，籲請尚未填寫之教師上網填寫或填送紙本資料逕交本處，線上填寫網址：

http://www.ntnu.edu.tw/acad/news/ip31.htm。 

（十） 為提醒本校各單位接受計畫委託、進行產學合作或辦理計畫成果授權及經費核銷，應

確實遵守各項規定，已通函各單位轉知各計畫主持人，略以： 

一、凡運用本校資源(含空間、儀器設備、人力、智慧財產權、本校教師身分、、等)

與事業機關、民間團體進行各項產學合作，應以本校名義簽約，循行政程序辦理。

教育部曾以台(90)會(一)字第90167757號函表示，專任教師不得未透過學校行政作

業而逕與各機關訂約接受委託研究之情事；應由學校具名簽約。 

二、政府委託、補助或本校校務基金補助之研究計畫，其研究成果除合約另有規定外，

相關權利皆應歸屬本校，若申請專利，其專利權人亦應為本校，請遵照規定辦理。 

三、辦理各項委辦及補助計畫經費核銷作業，應確實依各項經費核銷規定，以免產生無

法核銷之困擾，尤其切莫因便宜行事，以致誤蹈法網，惠請各單位配合辦理並轉知

各計畫主持人。 

http://www.ntnu.edu.tw/acad/news/ip3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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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師大學報：教育類》與《師大學報：科學教育類》自98年併刊，更名為《教育科學

研究期刊》（Journal of Research in Education Sciences），由一年三期刊改為季

刊，每年3、6、9、12月發行，截至4月10日止共收投稿約80篇，98年度54卷第1期已

出刊。《師大學報：人文與社會類》自98年起更名為《師大學報：語言與文學類》，截

至4月10日止共收投稿約16篇，98年度54卷第1期即將出刊。 

(十二)師大學報編印自98年度起委由高等教育出版社承包，費用包含校對、排版、印刷成書，

較以往作業方式除可節省成本約77,710元，並提高APA格式正確率、藉由EDM寄發及高

教圖書目錄刊載增加曝光度，提升《教育科學研究期刊》、《師大學報:語言與文學類》

投稿數量。98年3月出刊之《教育科學研究期刊》已於博客來網路書店上架販售中。 

(十三)98年2月3日召開育成中心轉型籌備會議，會議中提及未來育成中心轉型方向、空間規

畫概念，並於2月26~27日金牛奔騰圓桌會議ー文化創意高峰會議與校內師長共同討論。 

(十四)育成中心目前所有依約進駐廠商將於98年4月30日全部屆滿，目前正陸續協助廠商完

成遷出事宜，並已請總務處評估修繕項目及修繕經費。 

 

貳、 討論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研究推動組 

案由：擬修正「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學術論文暨專書獎助辦法」部分條文，提請  討論。 

說明： 

一、為納入人文學領域期刊，擬修正第 5 條第 1 項第 3 點條文有關學術性期刊之定義，

增列「國科會人文學領域各學門國內期刊分級（或排序）名單之第一級期刊（或其相

當期刊）」。 

二、檢附「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學術論文暨專書獎助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及修正草案

(略)。 

決議：緩議 

 

 

 

提案二                                                    提案單位：產學合作組 

案由：擬訂定「產學合作業務諮詢小組設置要點」草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為促進與產業界互動，廣納建言，藉以推動本校與政府機關、事業機關、民間團體、

學術研究機構等產學合作事宜，擬訂定「產學合作業務諮詢小組設置要點」。 

二、檢附「產學合作業務諮詢小組設置要點」草案(略)。 

決議：修正後通過如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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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三                                                     提案單位：產學合作組 

案由：如何提昇各學術單位產學合作績效，提請討論案。 

說明： 

一、產學合作為近年來政府極力推動的政策，教育部自 96年度開始對大專校院展開年度之

產學合作績效評量，此項量化值之評量分三構面，(1)爭取產學經費與效率構面(2)產

學合作參與廣泛程度構面(3)智權產出成果與應用效益構面，檢附三構面結構與權重表

(略)。 

二、本校每年產學合作相關經費 99%來自政府部門，來自民間企業之經費相當稀少，且約

只 60%教師有承接研究計畫，相對於產學評量中各構面權重，無法獲得較好的成績。 

三、各系所如何依領域特色推動產學合作，以獲得較佳績效，提請討論。 

決議：待產學合作業務諮詢小組成立後提出討論。 

 

 

 

 

臨時動議(無) 

參、 散會(上午 10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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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學合作業務諮詢小組設置要點 

98.04.22 本校 97學年度第 2 次研究發展處會議通過 

第一條  為推動本校與政府機關、事業機關、民間團體、學術研究機構等產學合作事宜，特

設置「產學合作業務諮詢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 

第二條  本小組提供下列諮詢事項： 

一、對本校推動產學合作相關政策與具體方針諮詢事項。 

二、對本校產學合作計畫衍生之爭議諮詢事項。 

三、其他有關產學合作事項之諮詢服務。 

第三條 本小組置委員七至九人，由研發長建請校長遴聘校內外相關領域教授及業界人士、

專家擔任，其任期一年，得連任之。研發長為召集人，產學合作組組長兼任秘書。 

第四條  本諮詢小組依實際需要，不定期召開諮詢會議。 

第五條  本諮詢小組委員為無給職，每次出席會議依規定標準支給出席費及交通費。 

第六條  本小組召開會議時，得邀請相關人員列席。 

第七條  本設置辦法經研究發展會議通過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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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95-97年非國科會建教合作計畫核定件數暨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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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8,182

761,504
785,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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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

530

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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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0,000

件數

金額

件數 534 517 539

金額 785,070 761,504 908,182 

95 96 97

件數 金額(仟元)

95-97年國科會計畫核定件數及金額統計圖

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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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6,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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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數

經費(仟元)

件數 415 426 511

經費 (仟元 ) 466,907 506,170 571,275

95 96 97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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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