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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99學年度第 1次研究發展會議紀錄 

 

時間：99年 11月 17日（星期三）上午 9時 

地點：校本部行政大樓第一會議室 

出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主席：宋研發長曜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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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擬修正本校「新進教師之

專題研究費補助辦法」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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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推動組 照案通過。 依決議辦理。 

提案二 擬修訂「國立臺灣師範大

學績優產學合作獎勵辦

法」，提請  討論。 

產學合作組 照案通過。 依決議辦理。 

提案三 

 

擬修正本校優良期刊獎助

辦法部分條文案，提請  

討論。 

產學合作組 修正後通過 

 

依決議辦理。 

臨時動

議一 

擬修改本校非國科會建

教合作計畫行政管理費

提撥部份比例分配予各

計畫執行單位之分配方

式 

機電科技學

系 

 

由研究發展處依行政程

序簽陳 校長同意後，提

案恢復原 93 年 12 月 31

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第 27 次會議決議，非國

科會建教合作計畫行政

管理費提撥 10%分配予各

計畫執行單位使用，並請

研究發展處派相關同仁

列席校務基金管理委員

會說明。 

本案經提 99年 6月

25 日校務基金管理

委員會第68次會議

決議,非國科會建

教合作計畫行政管

理費一律提撥 10%

分配予各執行單位

(校級中心及進修

推廣學院之執行案

除外)。 

臨時動

議二 

學校在處理扣繳建教合

作計畫行政管理費時，究

應以計畫補助單位核定

人類發展與

家庭學系 

由研究發展處研擬相關

扣繳行政管理費之尾數

處理方案，依行政程序簽

本案業經會簽會計

室並簽請校長同意

毋需提校務基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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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案 序 案 由 提 案 單 位 決 議 執 行 情 形 

經費總數乘以應扣繳百

分比為準，或應以計畫補

助單位核定清單所列行

政管理費金額(尾數可能

已扣除)為準，提請 討

論。 

陳 校長同意後，提案校

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討論。 

 

理委員會討論,並

核定有關計畫行政

管理費之尾數處

理，其不足金額在 1

千元以內者，毋需

補提，惟如不足數

超過１千元者，仍

應覈實補足差額。 

 

三 各組工作報告 

◎育成中心 

（一）「經濟部中小企業創新育成中心計畫」，今年共招商 4次，計有 18 家新創及創新企業進

駐輔導，產學合作案成功媒合 7件，金額達 484萬。 

（二）與台灣創意設計中心簽訂之「時尚產業群聚計畫」，依計畫完成 45 件全國中小企業時尚

設計諮詢輔導、與北中南公民營機構簽訂「時尚產業群聚聯盟」，互相交流，共同輔導文

創產業。另架設「虛擬群聚平台」，形塑聯盟群聚效果。 

（三）「露天文創市集」，營業時間為每週五、六晚上 17：30～22：30，每場均有 22家攤商設

攤，市集人潮流量約 1200人/時，開辦至今如以每週五、六晚上皆有順利開市，場租收入

每月約有 8萬元，單一攤商營業額單日收入平均約為 5千元。 

（四）教育部大專團隊創業（UStar）計畫，今年計有 2團隊申請進駐，進駐時間自今年 9月至

明年 2月底，分別為「拓樸行銷旅遊」及「學聖學習顧問公司」，進駐期間除校外業師輔

導及校內教師諮詢診斷外，並開設創業相關課程，鼓勵其參加第二階段或校外創業競賽，

爭取投資基金。 

（五）規劃「品牌、行銷、創業」等相關課程，提供進駐企業在職學習專業知識，課程自 11月

起陸續開課。 

（六）擬規劃中心「企業虛擬進駐辦法」，增加廠商與學校的多樣性合作機會。 

（七）擬規劃中心進駐企業產學合作機制及回饋金辦法，以提高進駐企業與學校教師研發連結。 

（八）文建會補助 99 年度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藝文產業創新育成中心計劃，自 99 年 6 月迄今共

招商 3 次，計有 6 家新創企業及 7 家藝文工作室進駐。進駐期間除校內外專家學者顧問

諮詢外，並舉辦國內外展覽、產業觀摩、工作坊，以及開設創業相關講座，以收育成輔導

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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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鼓勵進駐業者參與 11月 2日文建會「文創產業媒合活動」，會後成功媒合中心進駐廠商

酷米文化有限公司與台灣吉而好公司、覓食國際餐飲有限公司與青禾動畫合作，進行下一

階段的創業計劃書撰寫及提案。 

（十）配合文建會政策規劃參與北中南三區藝文育成中心成果發表，提升中心形象與能見度，

以及強化進駐廠商產品曝光機會： 

(1)台北：11月 11-14日/台灣國際文化創意產業博覽會/南港展覽館 

(2)嘉義：11月 24-30日/來嘉傳新藝/嘉義創意文化園區 

(3)高雄：12月 03-04日/2010產學育成創新研究成果展/高雄小巨蛋 

◎企劃組 

（一）國科會補助大專校院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施申請案，本校獎勵辦法已於 99年 9月 1日經

學術暨行政主管聯席會報通過，9月 6日起受理申請作業，如期於 9月 27日函送國科會，

申請人數共計 126人，編列獎勵金額 24,446,000元。國科會審查結果至今尚未公布。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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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已於 8 月 9 日依

教育部申請作業規定函送 10 位申請人計畫書報部審查（經簽案由校長推薦校內 10 位研

究講座級以上之教師申請），於 11月 5日公布獲獎名單，申請人共計 470位，獲獎人數

僅 28位，通過比率約 6%，本校有 4位申請人獲獎。 

（三）本校 99 年「補助學術研究及新興發展計畫」計有 5 件構想書申請，3 件通過資格審查，

共計提撥 3 千萬元補助。補助期限為 99 年 7 月 1 日至 102 年 6 月 30 日，並每半年管考

1次，以計畫管考結果作為刪減或凍結經費之依據。 

（四）有關重大專案計畫管考，預計於 99 年 12 月初召開第 5 次重大專案計畫管考會議，本次

共有 4件計畫送結案報告，6件提供期中報告，針對進度執行落後之計畫，計畫主持人均

須列席說明。 

（五）99年度研發替代役申請案本校獲配役男員額乙名，已於 8月 23日至教評中心報到，教評

中心並依規定按月完成研究發展費繳交作業。另 100 年研發替代役員額申請案本校業於

9月 3日正式送件（含紙本與線上送件），預計於 12月 3日公告核定員額數。 

（六）本校「教師表現及系所績效資料庫」系統建置案，已多次由本處邀集資訊中心等相關單位

討論資料庫相關架構、流程及欄位指標等，並於 99 年 11 月 5 日完成各學院及行政單位

建議草案之彙整，目前依建議修正作業中，預訂於 99 年 11 月 25 日正式上線，99 年 12

月 24日完成「教師表現」系統資料鍵入作業。 

（七）本處 10月 20日行文通知各校級研究中心於 11月 22日前送交研究中心營運成效自評表，

11月 30日將請校長主持簡報會議。 

（八）本校貴重儀器中心之籌設，業經 99年 10月 7 日本校法規委員會第 58次會議通過修訂本

校組織規程；同年 10 月 13 日本校校務研究發展委員會第 103 次會議暨 10 月 27 日之第

105次校務會議通過設置；相關設置辦法暨管理細則將依規定另行送會審議。 

（九）本校 99 年系所自我評鑑案，業於 99 年 7 月 14 日公告實施計畫，本次共有 24 個系所受

評（受評系所為新成立未曾受評及師資質量不符規定之系所）。本處並於 99年 7月份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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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3場「系所評鑑經驗分享及如何準備評鑑資料」工作坊。目前各受評系所刻正進行自評

撰寫自評報告，預定 100年 1月 2日繳交自我評鑑報告，100年 3月底前由校遴聘訪評委

員進行實地訪評。 

◎研究推動組 

（一）五年五百億-邁向頂尖大學計畫：9月 15日已將本校之中英文計畫摘要、基本資料表、計

畫書與附表函送教育部，並將相關補充資料上傳網站。 

（二）本校國科會 99 年專題研究計畫核定件數 609 件、核定金額約 6 億 9 千萬元（統計至 11

月 10日止），目前核定件數與金額均較去年成長。98年總核定件數為 604件，核定金額

約 6億 9千萬元。 

（三）國科會 100年度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期程線上申請截止期限至 99年 12月 31日，已行文各

學術單位(含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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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國科會 99 年度「大專學生參與專題研究計畫」核定補助共計 57 名學生，總補助金額為

261萬 7,000元。 

（五）國科會 98年度「大專學生參與專題研究計畫研究創作獎」共計 2位，為健康促進與衛生

教育學系羅書韻同學(指導教授為李思賢教授)、生命科學系張菀玲同學獲獎(指導教授為

李桂楨教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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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國科會 100 年度（第 49 屆）補助科學與技術人員赴國外短期研究案，本校共 10 位教師

獲得補助，總補助金額為 454萬 2,600元。 

（七）本校人體試驗暨倫理委員會已於今年 7 月成立，並訂定「人體試驗暨倫理委員會組織與

作業要點」，預計明年初將開始受理人體試驗暨倫理申請審查案件。 

（八）辦理校內學術活動補（獎）助及相關業務 

１.本校 98學年度第 2期「校內學術活動補助」申請案，業經核定補助 61案，共計補助

金額 719萬元。 

２.本校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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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學術單位年度大型藝術創作發表或展

演，經費上限比照「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30萬元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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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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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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本校 99學年度第 1期「校內學術活動補助」申請案，本期共計受理 73件，刻正辦初

審作業，並俟 12月初召開複審會議後公布補助名單。 

４.本年度「學術論文暨專書獎助」申請案，共計受理 309 案(98 年度 227 件)，將俟 12

月初召開複審會議後公布獎助名單。 

（九）本校「99 年學術研究計畫補助業務」已於 11 月 5 日召開第二次複審會議並核定補助 4

案，共計 800萬元。 

（十）本校「99 年學術研究推昇計畫補助」自 10 月 11 日起至 11 月 10 日止受理申請，目前正

整理申請資料。 

（十一）本校 98年度獲教育部「大專校院人才延攬專案」及「大專校院職涯輔導及專案管理人

力增能方案」皆預定於 11月底依教育部規定完成相關結案作業。 

◎產學合作組 

（一）教育部委託高等教育評鑑中心辦理第四年度（98年度）大專校院產學合作績效評量作業，

11月 1日公告評量結果，依據歷年篩選原則，就不同體系分別於「爭取產學經費與效率」、

「產學合作參與廣泛程度」、「智權產出成果與應用效益」等三個構面進行排名。本校首

度於高教體系「爭取產學經費與效率」構面列入第 9名，並獲得進步校院第一名。 

（二）有關國科會補助之研究計畫其研究成果歸屬於計畫核定清單左下角均有明確標示，依國

科會相關規定，個人不得持有政府補助、委託或出資計畫之研發成果，因此籲請各位師長

執行國科會計畫，如有相關研究成果產生，均應循本校行政程序及管理機制處理。 

（三）國科會為加強管理考核補助計畫之研究成果，特建置「科技研發成果資訊系統(STRIKE)」，

凡向國科會申請各類研究計畫及相關獎補助措施者，其各項成果(論文發表、專利、著作

權 等 ) 計 畫 主 持 人 均 應 切 實 填 報 並 至 國 科 會 STRIKE 系 統

(http://nscnt66.nsc.gov.tw/strike)登錄相關資料。 

（四）99 年度迄 10 月底止本校未涉及政府單位(公民營企業及法人)之產學合作計畫件數共計

52件，金額共計 43,248,485元整，較 98年全年度(29件，24,973,969元)件數成長 79%、

金額成長 73%。 

（五）99年度國科會產學合作計畫，目前本校共計提出 11件申請案，其中已知獲准 5件、不推

薦 5 件，本處特於 11 月 11 日針對國科會產學合作計畫辦理座談會，提供師長計畫撰寫

經驗分享。 

（六）99年度迄 10月底止本校計獲准 6件專利(美國 1件，中華民國 5件)。 

（七）99年度迄 10月底止本校技術移轉計有 7件，金額 1,313,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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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本校圖傳系王希俊教授研究成果「混合網點數位浮水印之方法」，分別獲准中華民國及美

國發明專利，本項專利代表本校參加今年 2010台北國際發明展暨 2010年第 62屆德國紐

倫堡國際發明展展出均獲得金牌獎。 

（九）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辦理「學界協助中小企業科技關懷計畫」，本校國際事務

與全球戰略研究所董澤平助理教授與太極國際行銷有限公司合作提出「以特殊材質混和

橡膠絲之創新產品開發與生產製造技術研發」計畫於 9月 2日核定獲准，本 99年度累計

獲准 4件。 

（十）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辦理「工業區廠商轉型再造升級計畫」，已於 99年 10月

25 日停止第一階段之提案申請；目前收件數尚約有百餘案之額度，故本計畫開放受理第

二梯次診斷計畫提案，申請期延長至 99年 11月 25日止。 

（十一） 99 年度本校大項儀器設備經費申請案，審核分配小組核定通過 13 件申請案計

26,695,000元。 

（十二） 99年度《教育科學研究期刊》55卷第 3期及《師大學報：語言與文學類》55卷第 2期

業已於 9月出刊。 

（十三） 2010年「臺灣社會科學引文索引（TSSCI）」資料庫收錄期刊名單 10月底公布，本校

《教育科學研究期刊》、《當代教育研究期刊》、《教育心理學報》、《特殊教育研究

學刊》及《教育研究集刊》維持收錄。 

 

貳、 討論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研究推動組 

案由：擬修正教師出席國際會議發表論文補助項目，提請 討論。 

說明： 

一、 依本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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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簡稱

本辦法）第六條規定，補助項目包括往返機票費及會議註冊費、會議期間生活

費。 

二、 鑒於本校經費不足，且國科會補助教師出席國際會議之項目已包括前述之註冊費

及生活費，並依 99.8.30 99 學年度「學術活動補助暨獎助審議小組」第一次會議

決議：「有關出國參加國際學術會議發表論文之補助擬以補助機票費為原則」。 

三、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及修正草案如附件一及附件二。 

 決議：照案通過。 

 

臨時動議一                                                 提案人:信世昌教授 

案由:教師發表在專書中的論文是否應該列入學術績效計算，提請  討論。 

說明:不同學門的評比應用不同的方式，使用在各項學術計點或審查才能公允。 

決議：本議題由研發處提相關會議討論。 

http://www.ntnu.edu.tw/acad/law/pulaw6-2.htm
http://www.ntnu.edu.tw/acad/law/pulaw6-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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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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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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六條  補助項目為往返機票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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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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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使本校補助經費做

更有效率之運用，並

鼓勵教師多向國科會

申請補助，並依

99.8.30 99 學年度

「學術活動補助暨獎

助審議小組」第一次

會議決議，刪除會議

之註冊費及生活費。 

 
 

 

 

  

附件一 

http://www.ntnu.edu.tw/acad/law/pulaw6-2.htm
http://www.ntnu.edu.tw/acad/law/pulaw6-2.htm
http://www.ntnu.edu.tw/acad/law/pulaw6-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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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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5.12.27 本校 95學年度第二次學術發展會議通過 

96.11.21 本校 96學年度第 1 次研究發展會議通過 

98.11.18 本校 98學年度第 1 次研究發展會議通過修正第 4條及第 6條 

99.04.21 本校 98學年度第 2 次研究發展會議通過修正第 3條 

99.11.17 本校 99學年度第 1 次研究發展會議通過修正第 6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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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進教師專題研究費之補助除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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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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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二 

http://140.122.100.146/cubekm/ezcatfiles/cust/download/attdown/0/pulaw6e.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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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條  補助項目為往返機票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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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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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