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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98學年度第 1次研究發展會議紀錄 

 

時間：98年 11月 18日（星期三）上午 9時 

地點：校本部行政大樓第一會議室 

主席：陳研發長建添 
出列席人員：陳瓊花(請假) 何榮桂(請假) 陳麗桂 郭忠勝 林昌德 許瑞坤 馮丹白 (請假) 張少

熙(請假) 潘朝陽(請假) 陳文華(請假) 林東泰(王維菁代) 陳建添 莊坤良 譚光鼎(請

假) 陳李綢(李和青代) 陳仲彥 姜逸群 周麗端(李昭宇代) 溫明忠 張正芬 卜小蝶
(吳美美代) 黃乃熒(請假) 王華沛(鍾聖音代) 邱瓊慧 孫瑜華(請假) 范世平 陳炳宏 
潘淑滿 顏瑞芳 陳秋蘭 陳豐祥(請假) 陳國川 李根芳 (王已廷代) 李勤岸(姚榮松

代) 蔡錦堂(簡薇倫代) 洪有情 高賢忠 許貫中 陳仲吉 管一政(劉姵汝代) 黃文吉
(請假) 林陳涌(請假) 蔡慧敏 吳謙讓(請假) 林楳嶺 李振明(請假) 林磐聳(盧怡君

代) 梁桂嘉 曾曬淑(請假) 林明慧(請假) 錢善華 林淑真(請假) 吳明振 游光昭(呂

秋逸代) 王希俊 程金保 洪欽銘(蔡政翰代) 蔡虔祿(請假) 林德隆(請假) 程瑞福 謝
伸裕(請假) 蔡雅薰(林振興代) 蔡昌言 朱我芯(請假) 吳福相 林熒嬌(請假) 邱炫煜 
劉正傳(請假) 曾金金(陳俊光代) 王基倫 賴守正(請假) 賴志樫 周世玉(洪宜青代) 
陳昭珍(郭美蘭代) 卓俊辰(請假) 吳正己 林淑端(請假) 林碧霞 邱貴發(請假) 陳龍
廷(請假) 賴慈芸(請假) 鄭超仁(請假) 莊謙本(請假) 余  鑑(請假) 林麗江(請假) 鄧
成連(請假) 鄭志富 劉有德(請假) 黃均人(請假) 蕭慶瑜(請假) 徐泰煒(請假) 蕭中
強 陳文政(請假) 王維菁 林豐利 李位仁 吳順德 林娟娟 陳清雅 謝登凰 黃毓
芬          

                                                  記錄：林娟娟 

 

壹、 報告事項 

一、 主席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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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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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緩議。 依決議辦理。 

提案二 擬訂定「產學合作業務諮

詢小組設置要點」草案，

提請  討論。 

產學合作

組 

修正後通過。 依決議辦理並已依

本設置要點成立產

學合作業務諮詢小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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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案 序 案 由 提案單位 決 議 執 行 情 形 

提案三 如何提昇各學術單位產學

合作績效，提請討論。 

產學合作

組 

待產學合作業務諮詢小組

成立後提出討論。 

 

已於 98.11.02 召開

產學合作業務諮詢

小組會議，討論多

項提昇產學合作績

效措施。 

三、 各組工作報告 

◎企劃組 

（一）教育部「師範校院轉型發展計畫」98年本校核獲補助經費2,000萬元，預定於98年12

月30日完成計畫結案，另依據8月26日重大計畫管考會議決議每月追蹤轉型計畫辦理

情形，目前已召開4次討論會議，裨順利如期完成本項計畫。 

（二）本校「補助學術研究及新興發展計畫」：98年度共核定8件計畫，提供研究經費4,000

萬元。 

（三）本校「重大專案計畫管考」案：為配合本校管考入口網站的建置，已將初步的指標與

規劃繳交至秘書室進行建置計畫管考系統，該系統於98年10月23日開標，10月30日辦

理評選會議。因該次招標廠商僅一家且未通過評選會議，因此系統建置將待重新招標。 

（四）研修本校「研究講座」及「講座教授」設置辦法，擬增列「師大講座」及「特聘教授」

兩項獎助於本校「研究講座」設置辦法內，修正草案擬提相關會議討論通過後實施。 

（五）99年度研發替代役員額申請已於98年9月完成申請作業，計有1件教評中心申請案，預

計12月底通知核定結果，本處正配合擬訂本校「研發替代役男服勤管理要點」。 

（六）本校榮獲國防工業訓儲制度「98年度績優用人單位」，獲頒獎牌乙面，已由本處企劃

組李位仁組長代表出席接受表揚。 

（七）由本校學術審議小組研擬本校「教師學術表現計點方式」、「教師服務表現計點方式」

及「系所經營績效計點方式」等草案，並提供給資訊中心整合至人事室「人事管理系

統」，後續擬於系統建置完成後推動試辦方案。 

（八）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於98年6月30日函送本校95年度系所評鑑待觀察及

未通過系所追蹤評鑑與再評鑑認可結果報告書，評鑑結果均為「通過」。 

（九）教育部委託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於100年度辦理大學校院校務評鑑，為

使受評學校全面了解評鑑作業之程序，預訂於11月19日(四)在臺北市立教育大學舉行

大學校院校務評鑑實施計畫公聽會，本處將與會瞭解辦理方式及內容。 

（十）本校98學年度「校評鑑委員會」由校長、副校長、各學院院長、教務長、學務長、總

務長、研發長、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處長、國際事務處處長、主任秘書及校外學者

專家國立中山大學楊弘敦校長、國立台灣大學陳泰然副校長、國立清華大學李家同榮

譽講座等共22位委員組成。 

（十一）論文服務中心： 

論文服務中心已自98年4月1日起提供服務，98學年度第1學期已於地科系、特教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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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文所辦理服務說明會，會中除說明論文服務中心服務方案內容，並聽取系所教師對

實施本項服務方案的建議，作為推動本方案的改進依據。 

 

◎研究推動組 

（一） 本校獲國科會核定98年度之專題計畫案共計有568件，總核定金額NT$637,386,049

元；94年度至98年度計畫件數成長49％，經費成長52％。 

（二） 國科會99年度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期程國科會尚未公告，已先行電洽詢問，線上申請截

止期限至98年12月31日，待國科會正式公告後，將再行文各學術單位，籲請各位教師

及研究人員提早上網申請，以免網路擁塞致作業不及。 

（三） 國科會98年度「大專學生參與專題研究計畫」核定補助共計63名學生，較去成長40%，

總補助金額為291萬6,000元。 

（四） 國科會97年度「大專學生參與專題研究計畫研究創作獎」共計1位，為機電學系葉宛

亭同學獲獎，獲獎學生發給新台幣2萬元及獎狀乙紙；獲獎學生之指導教授發給獎牌

乙座。 

（五） 國科會99年度（第48屆）補助科學與技術人員赴國外短期研究案，本校共12位教師獲

得補助，總補助金額為497萬7,510元。 

（六） 辦理校內學術活動補（獎）助及相關業務 

１、本校 97 學年度第 2 期「校內學術活動補助」申請案，業經核定補助 47 案，共

計補助金額 754萬 800元。 

２、本校 98學年度第 1期「校內學術活動補助」申請案，本次各補助項目及補助額

度上限如下： 

(１)新任教師之專題研究費—30萬元 

(２)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經費—30萬元 

(３)原創性學術論文之刊登費—6萬元 

(４)藝術創作發表或展演之經費—10萬元 

(５)出國參加國際學術會議發表論文經費按區域分別為－ 

地區一(歐非洲)最高上限 6萬 5千元 

地區二(美、澳、紐)最高上限 5萬元 

地區三(亞洲)最高上限 3萬元 

另有關「原創性學術論文刊登費」及「出國參加國際學術會議發表論文」之補助

改採「隨到隨審」方式受理，「原創性學術論文刊登費」之補助必須於單據所屬

之會計年度內提出申請，「出國參加國際學術會議發表論文」之補助必須於會議

舉行日 5星期前提出申請。 

本期共計受理 80件，刻正辦理初審作業，並俟 12月初召開複審會議後公布補助

名單。 

３、本年度「學術論文暨專書獎助」申請案，共計受理 239案，將俟 12 月初召開複

審會議後公布獎助名單。 

（七） 本校「98年學術研究推昇計畫補助」自11月1日起開始受理申請，請於11月30日前備

申請文件各1式2份向研究發展處研究推動組提出申請。 

（八） 為鼓勵本校教師積極參與學術研究工作，研發處於98年10月30日舉辦「提昇教師研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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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能量工作坊－藝術學門領域」，邀請在藝術學門領域學術表現優異之資深教師及

國科會學門召集人主持及與談，透過演講、經驗分享及意見交流等方式，提供本校教

師更多元的研究方向與相關研提專題計畫訊息，進而全面提昇本校教師研究能量。 

（九） 98年10月30日簽奉核定修正「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補助博士班研究生出席國際會議發表

論文作業要點」第四點及第十點，放寬申請期程為5個星期，並將投稿期刊納入人文

學領域期刊（THCICore）。 

（十） 本校98年度獲教育部「大專校院人才延攬專案」核定補助128名教學研究助理及21位

博士後研究員，教學助理已全數完成聘任，博士後研究員已聘任19名；另教育部「大

專校院職涯輔導及專案管理人力增能方案」共核定8名博士教師、25名專案管理人、

35名教學助理及19名藝術家，除博士後研究員因薪資差額過大不易聘任，致教育部回

收兩名外，其餘皆已於98年10月前完成聘任。兩案皆預定於年底請各執行單位繳交期

中報告，俾利後續如期完成成果報告繳交及結案核銷等相關作業。 

（十一） 本校計畫性專任助理人員人事管理（今年專任助理流動量已近1000人次），刻正辦

理人事資料庫建檔與進行線上差勤系統作業，為收集完整專任助理人事資料已於10

月22日發各系所協助提供，目前已完成人事資料登打250筆，並俟12月底完成人事資

料登打；專任助理差勤系統自98年8月1日正式上線，截至今日，助理差假表單申請已

逾500筆，期間協同人事室及資訊廠商修改錯誤表單與流程設定，目前系統已趨穩定。 

 

◎產學合作組 

(一)98年度本校獲國科會核定之產學合作計畫共計有10件，總核定金額NT$21,781,287元，較

97年成長87%。 

(二)98年度迄10月底止本校與公民營企業產學合作計畫共計有23件，總金額NT$18,006,029

元，較97年成長30%。 

(三)98年度迄10月底止本校國科會計畫先期技術移轉計有6件，總金額NT$1,199,501元，較97

年成長25%。 

(四)98年本校大項儀器設備申請案，於5月12日截止收件，6月23日經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

計核定16件，金額24,900,000元。 

(五)教育部98年度大專畢業生至企業職場實習方案，現總計媒合75位畢業生至66家企業實

習，實習期間最晚預計至99年9月。 

(六)化學系許貫中教授國科會研究計畫成果「Method of Preparing a Copolymer and Using 

Such as a Dispersing Agent for Titanate-based Ceramic Colloids」申請美國發明

專利，98年9月11日獲准領證。98年度本校已獲准10件專利(美國4件，中華民國6件) 。 

(七)教育部98年7月13日以台人(一)字第0980089039A號函重申：產學合作係以學校為契約主

體，專任教師及學校之個人不得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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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處98年7月27日以師大研合字第0980012818號函各學術單位轉知所屬人員

遵守相關規定。 

(八)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98年「大專校院產學合作績效評量」，本項評鑑7月開始以填

報問卷方式作績效評量，本校於8月19日完成完成填報，並函送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

心。 

(九)經濟部技術處「學界協助中小企業科技關懷計畫」，本案已自98年7月31日起停止診斷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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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之申請，本校計有資訊中心曾元顯老師獲准一件。 

(十) 經濟部98年「學研聯合研究計畫」本校計獲准3件，核定金額20,000,000元。 

(十一)工業局98年「產學聯合研發計畫」本校計獲准4件，核定金額9,780,000元。 

(十二)商業司98年「產學聯合研發計畫」本校計獲准3件，核定金額7,650,000元。 

(十三)國科會為各大學與產學合作資源整合之平台，建構聯合共用資訊機制以呈現研究能

量、智財與人力等資訊，特建置「法人與大學研究能量平台」

(http://dbric.stpi.org.tw/rdicdSearch/Welcome.do;jsessionid=76EA5CD877198E

5CCB612E3C90789036)，供企業界查詢運用，迄10月底止本校大部份系所中心都已檢核

及更新資料。 

(十四)為確保本校英文簡稱(ntnu 及 NTNU)為本校專用，維護本校權益，9月28日正式向經濟

部智慧財產局申請註冊商標。 

(十五)科教館『百樣生活科技特展』98年6月26日開幕，本校計有9位教師16件作品參與展出，

依據科教館統計至10月止參觀人數已達39,000人，本特展之展期至98年12月31日為止。 

(十六)為能符合「國科會補助學術研發成果管理與推廣作業要點」之規定申請相關獎補助，9

月28日函國科會登錄產學合作組為本校技術移轉專責單位，並於10月14日獲國科會函

覆同意。 

(十七)為協助本校教師參與產學合作，熟悉相關辦法及相關機制，特邀請國立臺灣科技大學

工業管理學系周碩彥教授(兼國際事務長)於11月30日(一)下午14:00~16:00教育學院

大樓 202 國際會議廳，就產學合作提供經驗分享。 

(十八)國內學術合作學校： 

      5月5日與逢甲大學簽訂學術合作協議書 

      8月3日與國立台北商業技術學院簽訂學術合作協議書 

      8月4日與中國醫藥大學簽訂學術合作協議書 

(十九)本校98年度選送學生赴泰金寶集團泰國分公司實習乙案，計有資工系馮毓琪、廖昱森，

工業教育所林雅珊、許瑄芳，應電系邱俊順，機電系謝立文、吳求文、詹金龍等八名

學生獲選資格，於98年8月接受為期一個月之訓練，除幫助實習學生增加對企業界的了

解，亦提昇學生分析自身能力，提高就業競爭力。 

(二十)師大學報： 

1.國科會人文處公佈2009年TSSCI資料庫收錄期刊名單，本校教育科學研究期刊再次名

列TSSCI期刊列表。 

2.為反映和引領教育研究潮流，《教育科學研究期刊》就「入學制度探討」、「新興的教

育科學研究方法」及「大型教育評量研究：理論與實務」等三大主題辦理2009年專

題徵稿。 

3.《教育科學研究期刊》98年投稿總數約200篇，97年度投稿總數136篇；98年度54卷

第1期、第2期、第3期已出刊，54卷第4期預計於12月出刊。《師大學報：語言與文學

類》98年度投稿總數約28篇，97年度投稿總數8篇；98年度54卷第1期、第2期已出刊。 

(二十一)98年11月2日召開產學合作業務諮詢小組第1次會議，討論多項提昇產學合作績效措

施，包括研議調整與企業合作計畫之行政管理費，提昇老師執行產學合作之意願。 

 

 

http://dbric.stpi.org.tw/rdicdSearch/Welcome.do;jsessionid=76EA5CD877198E5CCB612E3C90789036
http://dbric.stpi.org.tw/rdicdSearch/Welcome.do;jsessionid=76EA5CD877198E5CCB612E3C90789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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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討論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研究推動組 

案由：擬修正「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師與研究人員出國參加國際學術會議發表論文補助辦法」

部分條文，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本案擬放寬申請期程，爰修訂第四條第一項。（本條修正業經 98 年 8 月 31 日 98 學年

度第 1 次學術活動審議小組會議決議通過，並提本次研究發展會議討論。） 

二、另依國科會 97 年 4 月 11 日函示，因石油價格高漲，停止使用該會「補助國內專家出

席國際學術會議機票費金額表」，故修正第六條。 

三、檢附「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師與研究人員出國參加國際學術會議發表論文補助辦法」

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附件 1 (第 7 頁)及修正草案如附件 2 (第 8-9 頁)。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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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人文學引文索引核心期刊（THCICore）」。 

二、本案業經 98 年 6 月 15 日 97 學年度第 3 次「學術活動補助暨獎助審議小組」會議決

議通過，並提本次研究發展會議討論。 

三、檢附「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學術論文暨專書獎助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附件 3 (第 10

頁)。 

決議：照案通過。 

 

 

臨時動議 

參、 散會(11時 15分) 



 - 7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師與研究人員出國參加國際學術會議 

發表論文補助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四條  申請期程： 

一、採隨到隨審方式辦理，申請者應於

會議舉行日五星期前檢齊申請文

件，循行政程序向研究發展處提出

申請。 

二、不受理已參加會議回國後之申請案。 

第四條  申請期程： 

一、採隨到隨審方式辦理，申請者應於

會議舉行日六星期前檢齊申請文

件，循行政程序向研究發展處提出

申請。 

二、不受理已參加會議回國後之申請案。 

 

放寬申請期程。 
 
 
 
 

第六條  補助項目： 

一、往返機票費：由國內至會議地點最

直接航程之往返經濟艙機票，按核

定之定額內核實報支。 

二、會議期間之生活費：至多以三日計，

每日補助上限依據中央各機關派赴

國外各地區出差人員日支生活費標

準，若主辦單位提供免費住宿則不

再補助生活費。 

三、會議之註冊費（不包括其他雜支如

論文集、會員年費、餐費等） 

第六條  補助項目： 

一、往返機票費：由國內至會議地點最

直接航程之往返經濟艙機票，按核

定之定額內核實報支，補助上限依

據國科會補助國內專家出席國際學

術會議機票費金額表。 

二、會議期間之生活費：至多以三日計，

每日補助上限依據中央各機關派赴

國外各地區出差人員日支生活費標

準，若主辦單位提供免費住宿則不

再補助生活費。 

三、會議之註冊費（不包括其他雜支如

論文集、會員年費、餐費等） 

依國科會 97.4.11

函示，因石油價格

高漲，停止使用該

會「補助國內專家

出席國際學術會

議 機 票 費 金 額

表」，故刪除本段

文字。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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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師與研究人員出國參加國際學術會議 

發表論文補助辦法」修正草案 

 

第一條  為鼓勵本校專任教師、研究人員及博士後研究人員赴國外出席國際會議，增進對專

業知識的吸收，促進國際文教交流，藉以提昇本校學術研究水準，特訂定「國立臺

灣師範大學出國參加國際學術會議發表論文補助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申請條件： 

        一、出席國際學術會議並發表論文，所發表之論文需為首次發表，且機構名稱署名

本校為第一順位。 

        二、每篇論文以一人申請為限，其他合著者不得以同一篇論文向本校或其他單位申

請補助。 

        三、申請者如為專任講師級教師或同職級之研究人員，需任職四年以上，並有著作

發表於國內外著名學術期刊或專利技術報告專書者。            

 

第三條  補助原則： 

        一、依本辦法申請補助者，以先行向國科會或其他相關單位申請經費補助為原則。

若同時獲校外單位補助者，須提供經費分攤表；若已獲得校外單位全額補助者，

本校不予補助。 

        二、依會議之學術地位及重要性（以全球性會議優先）、論文之價值、論文與申請

者學術專長相關性、發表方式、申請者語文表達能力、近三年出席國際會議論

文發表情形及向校外單位申請情形為主要審查基準。 

        三、每人每年度核准補助案以一次為限，同年度若已獲本校其他學術活動補助，不

得再提出申請。        

 

第四條  申請期程： 

        一、採隨到隨審方式辦理，申請者應於會議舉行日五星期前檢齊申請文件，循行政

程序向研究發展處提出申請。 

        二、不受理已參加會議回國後之申請案。 

 

第五條  申請文件：               

        一、申請表。 

        二、擬發表之論文摘要及全文。 

        三、主辦單位之邀請函或論文被接受之證明文件。 

        四、會議日程表、會議有關資料或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 

        五、申請者個人基本資料表。 

        六、博士後研究人員須附計畫主持人或單位主管之推薦函。 

附件二 

http://140.122.100.146/cubekm/ezcatfiles/cust/download/attdown/0/pulaw6e.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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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獲其他單位補助證明：已向其他單位申請補助者，須檢附相關公文；若已核定，

則檢附經費分攤表及核定函或經費核定清單。 

        申請者應檢具上述文件各一式二份。   

       

第六條  補助項目： 

        一、往返機票費：由國內至會議地點最直接航程之往返經濟艙機票，按核定之定額

內核實報支。 

        二、會議期間之生活費：至多以三日計，每日補助上限依據中央各機關 

            派赴國外各地區出差人員日支生活費標準，若主辦單位提供免費住 

            宿則不再補助生活費。 

        三、會議之註冊費（不包括其他雜支如論文集、會員年費、餐費等） 

 

第七條  審查流程及進度： 

        一、審查：由研究發展處將申請案件依學門分類，送請「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學術活

動補助暨獎助審議小組」(以下簡稱審議小組)委員推薦專家二人進行審查，審

查結果由研究發展處彙整後，依審議小組訂定之補助額度區間核定。 

        二、公告：補助審查結果由研究發展處專函通知各申請人。 

 

第八條  審議小組委員遇有本身所提之申請案件時，應迴避與該申請案有關之審查事宜。 

 

第九條  經費來源： 

        一、本校建教合作行政管理費提撥依規定比例支援。 

        二、本校建教合作結餘款提撥依規定比例支援。 

        三、學術活動補助專款專用預算。 

        每年度之補助金額上限及補助額度區間，由審議小組依當年相關經費額度及本校可

提供之資源訂定之。 

 

第十條  經審議小組審定同意補助者，受補助者應循本校會計程序辦理經費核銷。         

 

第十一條  受補助者返國並完成經費核銷後，應繳交會議心得報告送研究發展處辦理結案，

其相關報告將公布於研究發展處網站。 

 

第十二條  本辦法經研究發展會議通過後，報請校長發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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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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五條  申請條件： 

一、刊登於學術性期刊之原創性學術論

文： 

(一)本校專任教師與研究人員，且為該

論 文 之 第 一 作 者 或 通 訊 作 者

（Corresponding Author），通訊作

者之姓名須於論文中呈現，若論文

中未呈現或通訊作者二位以上

者，則須提供接受刊登信函，且申

請人為收件者；或本校之博士後研

究人員及博士班研究生，且為該論

文之第一作者。如申請者係退休人

員，符合本辦法申請條件，仍得提

出申請。 

(二)獎助之論文須為前一年內刊登於學

術性期刊之原創性論文，且申請者

之機構名稱以本校為第一順位

者，每篇以獎勵一次為限。 

(三)學術性期刊包括國際索引的 A&HCI

（ Arts &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SSCI（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或 SCIE（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網路版）

收錄之期刊（以刊登年為依據）、

或台灣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

（簡稱 TSSCI）、或臺灣人文學引

文索引核心期刊（THCICore）中

收錄為正式名單之期刊（以刊登年

為依據）。 

(四)論文刊登於 SSCI 或 SCIE 之期刊，

依所屬領域之影響指數（ Impact 

Factor，IF 值）排名百分比（依據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JCR 分

類）作為獎助額度之依據。 

第五條  申請條件： 

一、刊登於學術性期刊之原創性學術論

文： 

(一)本校專任教師與研究人員，且為該論

文 之 第 一 作 者 或 通 訊 作 者

（Corresponding Author），通訊作

者之姓名須於論文中呈現，若論文

中未呈現或通訊作者二位以上者，

則須提供接受刊登信函，且申請人

為收件者；或本校之博士後研究人

員及博士班研究生，且為該論文之

第一作者。如申請者係退休人員，

符合本辦法申請條件，仍得提出申

請。 

(二)獎助之論文須為前一年內刊登於學

術性期刊之原創性論文，且申請者

之機構名稱以本校為第一順位者，

每篇以獎勵一次為限。 

(三)學術性期刊包括國際索引的 A&HCI

（ Arts &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SSCI（Social Science 

Citation Index）或 SCIE（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網路版）

收錄之期刊（以刊登年為依據）、或

台灣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簡

稱 TSSCI）中收錄為正式名單之期

刊（以刊登年為依據）。 

(四)論文刊登於 SSCI 或 SCIE 之期刊，

依所屬領域之影響指數（ Impact 

Factor，IF 值）排名百分比（依據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JCR 分

類）作為獎助額度之依據。 

納入人文學領域期

刊。 
 
 
 
 

 

 

附件四 

附件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