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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學生輔導中心設置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條次
第五條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本中心設「學生輔導諮 本中心設「學生輔導諮 為達會議專業化
詢委員會」審議本中心 詢委員會」審議本中心 之目標，擬增加邀
業務。委員會置主任委 業務。委員會置主任委 請校外諮商輔導
員一人，由校長兼任 員一人，由校長兼任 專業組織代表，如
之，置委員十五至二十 之，置委員十五至二十 輔導諮商學會、諮
一人，含校外專家學者 一人，由校長就本校相 商心理學會等。
一名，由校長就本校相 關人員遴聘之，任期一
關人員及校外專家學 年，為無給職。每學年
者遴聘之，任期一年， 至少召開諮詢會議一
為無給職。每學年至少 次，由校長或其指定委
召開諮詢會議一次，由 員一人擔任主席，本中
校長或其指定委員一 心主任擔任執行秘書。
人擔任主席，本中心主 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
任擔任執行秘書。

議。

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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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學生輔導中心設置要點(修正草案)
中華民國 92 年 10 月 24 日輔導委員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3 年 1 月 7 日本校第 88 次校務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8 年 12 月 14 日學生輔導諮詢委員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99 年 3 月 24 日本校第 327 次行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2 年 12 月 9 日學生輔導諮詢委員會議通過

第一條

特依據國立台灣師範大學(以下簡稱本校) 組織規程第九條第一項第
二款之規定設立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學生事務處學生輔導中心(以下簡
稱本中心)，為維護學生心理健康，增進學生生活及學生學習適應及生
涯發展規劃。

第二條 本中心任務如下：
一、實施個別諮商與輔導。
二、實施團體諮商與輔導。
三、心理測驗之實施與解釋。
四、轉系、輔系及修習雙主修之輔導。
五、緊急及高關懷個案之處理。
六、義工培訓與同儕輔導。
七、心理衛生推廣活動。
八、教育訓練及督導。
九、諮商與輔導相關問題之研究。
十、其他諮商與輔導相關事項。
第三條

本中心置主任一人，綜理本中心業務，由學務長推薦具心理與輔導專
業之助理教授以上教學或研究人員兼任之，由校長聘任。

第四條

本中心置專任研究人員若干人，負責心理諮商相關業務之推展，並視
業務實際需要，得聘請校內外專業人員為兼任輔導老師或諮商心理師，
從事心理諮商與輔導、緊急個案處理，以及本中心相關業務。本中心
視實際需要，得聘請校內外專業人員若干人擔任督導。督導本中心個
別、團體諮商心理師與輔導老師之實務工作。

第五條

本中心設「學生輔導諮詢委員會」審議本中心業務。委員會置主任委
員一人，由校長兼任之，置委員十五至二十一人，含校外專家學者一
名，由校長就本校相關人員及校外專家學者遴聘之，任期一年，為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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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職。每學年至少召開諮詢會議一次，由校長或其指定委員一人擔任
主席，本中心主任擔任執行秘書。
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第六條

本中心每學期工作計畫與經費應提經學生事務處學期會議統籌審議。
每學年工作報告應提報學生輔導諮詢委員會。

第七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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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服務傑出教師選拔辦法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服務傑出教師選拔辦法
第五條修正草案
第五條修正草案總說明
草案總說明
103 年 5 月 1 日本校 102 學年度服務傑出教師遴選委員會議決議，擬增列由各
推薦單位公開表揚並頒發服務傑出教師獎項，爰擬具「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服務傑
出教師選拔辦法」第五條修正草案，期以獎勵教師在服務上之努力與貢獻。（修
正條文第五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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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服務傑出教師選拔辦法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服務傑出教師選拔辦法
第五條修正草案
第五條修正草案
100 年 1 月 19 日第 330 次行政會議臨時會通過
100 年 11 月 30 日第 334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1 年 11 月 28 日第 338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勵教師投入校內外服務，肯定其服務上之努
力與貢獻，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服務傑出教師名額每年至多三名。凡本校服務滿 5 年以上之現任專任教師，除戮
力於教學（最近三年課程意見調查結果每學期平均達 4.0 以上）及研究（通過最近一次
教師評鑑者）表現優良，並能投入校內外服務或以其學術研究專長裨益於社會，績效卓
著足為典範者，得為候選者。
第三條
本校各系、科、所、學位學程得於每年二月底前，依第二條規定，至多推薦教師一人，
送所屬學院進行複選；各學院辦理複選得擇優推薦教師至多一人，但有六個以上系、科、
所、學位學程者，至多得推薦教師二人。
各一級行政單位得推薦符合第二條規定資格之本校教師至多一人。
各學院及一級行政單位推薦之教師，應於三月底前送校決選，且各學院獲獎人數至多一
人。
第四條 本校服務傑出教師之選拔，由副校長、教務長、各學院推薦教授一名組成遴選委員會，
由第一副校長為召集人，並於四月底前完成服務傑出獎之決選。
若遴選委員為候選者時，學院代表由該學院重新推薦；因兼行政職擔任者則由校長另行
指派。
第五條
獲選為服務傑出教師頒予獎座及獎金新台幣十萬元正。服務傑出事蹟，由校公告，以
資鼓勵。
經各單位推薦但未獲選者，由各推薦單位逕頒予服務傑出教師獎，以獎勵教師在服務上
之努力與貢獻。
第六條
服務傑出教師自獲獎當年起五年內不再推薦；兩次獲獎者，視為永久服務典範，嗣後
不再推薦。
第七條
教務處及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得比照學院推薦候選教師送校決選。
第八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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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服務傑出教師選拔辦法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服務傑出教師選拔辦法
第五條修正草案
第五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第五條
獲選為服務傑出教 第五條
獲選為服務傑出教
師頒予獎座及獎金新台
師頒予獎座及獎金新台
幣十萬元正。服務傑出
幣十萬元正。服務傑出
事蹟，由校公告，以資
事蹟，由校公告，以資
鼓勵。
鼓勵。
經各單位推薦但未
獲選者，由各推薦單位
逕頒予服務傑出教師
獎，以獎勵教師在服務
上之努力與貢獻。

說明
103 年 5 月 1 日本校 102 學年度
服務傑出教師遴選委員會議決
議，為獎勵教師在服務上之努
力與貢獻，增列由各推薦單位
公開表揚並頒發服務傑出教師
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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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五、推薦方式：

現行條文
五、推薦方式：

1.各系(所)主任(所長)推薦人選，提送至學院院長 1.各系(所)主任(所長)推薦人選，提
召集之「學院傑出校友推薦委員會」評選後，

送至學院院長召集之「學院傑出

由學院於每年 3 月 15 日前提出候選人名單，

校友推薦委員會」評選後，由學

至本校「傑出評選委員會」討論審查。

院於每年 3 月 15 日前提出 1-2

2.各學院推薦提名校友人數按現有系所數三分
之一計算，尾數不滿一時以一計。

名候選人名單，至本校「傑出校
友評選委員會」討論審查。

說明
1.因各學院校友數
量差距甚大，調
整傑出校友之各
學院推薦人數。
2.新增第 2 項及 3
項。
3.原第 2 項更改為
第 4 項。

3.各一級行政單位得推薦一名為候選人，並依第 2.本校「傑出校友評選委員會」亦
一點之規定辦理。
4.本校「傑出校友評選委員會」亦得於會議中就
符合第二點標準之校友予以提名，併入依前 2

得於會議中就符合第二點標準
之校友予以提名，併入各學院提
出之名單討論審查。

點提出之名單討論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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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傑出校友選拔暨表揚要點（草案）
90 年 3 月 7 日第 274 次行政會議通過
94 年 10 月 5 日第 306 次行政會議通過修正第 7 條
95 年 12 月 6 日第 315 次行政會議通過修正第 2、10 條
96 年 4 月 11 日第 316 次行政會議通過修正第 6 條
96 年 9 月 19 日校長與行政單位主管第 26 次業務會報修正第 7 條
99 年 6 月 30 日第 328 次行政會議臨時會通過修正第 2 條
100 年 1 月 19 日第 330 次行政會議臨時會通過修正第 6 條
102 年 11 月 27 日第 343 次行政會議通過修正條文
103 年 5 月 14 日第 344 次行政會議通過修正條文

一、宗旨：為宏揚本校優良學風，鼓勵並肯定本校校友在作育英才、服務人群、學術研究以及貢獻社會之
傑出成就，特訂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傑出校友選拔暨表揚要點(以下簡 稱本要點)。
二、表揚類別與標準：凡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以下簡稱本校)校友認同並回饋本校，對本校校 務發展有卓越
貢獻，或在下列各領域中有傑出表現與成就、足為楷模者，皆可推薦為候選人。
1.教學領域：任職公私立各級學校教師，具有教學等特殊優良表現或服務教育十年以上富教育愛等具
體事實者。
2.行政領域：任職公私立各級機關及學校之行政人員，著有特殊優良績效者。
3.學術領域：從事學術研究或藝術技術創作，有卓越貢獻者。
4.服務領域：從事各類社會服務工作，有傑出之表現或貢獻者。
三、表揚名額：每年度表揚之名額以不逾十名為原則。
四、表揚地點：本校校本部 (台北市和平東路一段一六二號)。
五、推薦方式：
1.各系(所)主任(所長)推薦人選，提送至學院院長召集之「學院傑出校友推薦委員會」評選後，由學
院於每年 3 月 15 日前提出候選人名單，至本校「傑出校友評選委員會」討論審查。
2.各學院推薦提名校友人數按現有系所數三分之一計算，尾數不滿一時以一計。
3.各一級行政單位得推薦一名為候選人，並依第一點之規定辦理。
4.本校「傑出校友評選委員會」亦得於會議中就符合第二點標準之校友予以提名，併入依前 2 點提出
之名單討論審查。
六、推薦期間：每年 1 月 1 日起至 3 月 15 日止。
七、評選方式：
1.由校長召集 9-12 人組成「傑出校友評選委員會」，成員包括學校代表、校友代表以及社會公正人
士等，校長兼任主任委員。
2.委員會開會時，由主任委員擔任主席，並由公共事務中心彙整報告候選人之傑出事蹟，討論後投票，
經獲評選委員會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者，即屬當選。
八、頒獎與表揚：
1.頒獎：由校長於校慶典禮隆重表揚，並頒贈每位傑出校友獎牌乙座及當選證書乙幀，以資激勵。
2.校友傑出事蹟刊登於本校「師大校訊」，並發布新聞廣為顯揚。
3.安排傑出校友於全校或各系(所)學生集會時，返校傳承生涯規劃、奮鬥成功之心路歷程，以砥礪後
進學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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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出版「傑出校友芳名錄」專輯，典存於本校校史館與圖書館。
九、業務主辦單位：本校秘書室公共事務中心。
十、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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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招生委員會組織辦法修正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現

行

規

定說

明

第二條 本會由校長、副校長、 第二條 本會由校長、副校長、 因應會議精簡化，減少與會人
教務長、國際事務處處
教務長、學務長、總務 員，刪除學務長、總務長及主任
長、各學院院長及各系
長、國際事務處處長、 秘書應出席之規定。
所主管組成之，以校長
主任秘書、各學院院長
為主任委員並主持招生
及各系所主管組成之，
委員會議。
以校長為主任委員並主
持招生委員會議。
第四條 本會得依據招生工作計 第四條 本會得依據招生工作計 因應會議精簡化，減少與會人
劃、議題性質及招生類
劃、議題性質及招生類 員，刪除學務長、總務長及主任
別等，召開全體或部分
招生會議。

別等，召開全體或部分 秘書應出席之規定。
招生會議。

學士班招生會議應出席
委員為：校長、副校長、
教務長、國際事務處處
長、各參與招生學系所
屬學院院長及系主任。
碩士班招生會議應出席
委員為：校長、副校長、
教務長、國際事務處處

學士班招生會議應出席
委員為：校長、副校長、
教務長、學務長、總務
長、國際事務處處長、
主任秘書、各參與招生
學系所屬學院院長及系
主任。
碩士班招生會議應出席

長、各設有碩士班之學
院院長及系所主管。
博士班招生會議應出席
委員為：校長、副校長、
教務長、國際事務處處
長、各設有博士班之學
院院長及系所主管。

委員為：校長、副校長、
教務長、學務長、總務
長、國際事務處處長、
主任秘書、各設有碩士
班之學院院長及系所主
管。
博士班招生會議應出席
委員為：校長、副校長、
教務長、學務長、總務
長、國際事務處處長、
主任秘書、各設有博士
班之學院院長及系所主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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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招生委員會組織辦法
90.10.3.本校第 278 次行政會議決議通過
97.3.26 本校第 319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7.12.10 本校第 322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7.12.26 教育部台高（一）字第 0970260168 號函同意備查

第一條 本校為辦理學士班、碩士班及博士班等各類招生事宜，特依據大學法第二十四條
及本校組織規程第十四條之規定設置招生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
第二條 本會由校長、副校長、教務長、國際事務處處長、各學院院長及各系所主管組成
之，以校長為主任委員並主持招生委員會議。
第三條 本會之職掌如下：
一、審定招生簡章。
二、擬定招生名額。
三、議定錄取標準及錄取名額。
四、研擬招生宣傳策略。
五、裁決考生爭議事項。
六、其他有關招生事宜。
第四條 本會得依據招生工作計劃、議題性質及招生類別等，召開全體或部分招生會議。
學士班招生會議應出席委員為：校長、副校長、教務長、國際事務處處長、各參與
招生學系所屬學院院長及系主任。
碩士班招生會議應出席委員為：校長、副校長、教務長、國際事務處處長、各設有碩
士班之學院院長及系所主管。
博士班招生會議應出席委員為：校長、副校長、教務長、國際事務處處長、各設有博
士班之學院院長及系所主管。
第五條 本會開會時之前置作業及會議決議事項之執行，由本校教務處企劃組辦理。
第六條 本校各單位為辦理各項招生事宜，應設置招生委員會，置委員若干人，以單位主
管為召集人，其設置要點及招生作業細則由各單位自訂，報請校長核備後實施。
第七條 有關非學位班之招生事宜，由各單位依相關規定辦理。
第八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報請教育部備查，修正時亦同。

11 of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