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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研究生獎助學金實施辦法 

86.09.03 日第 249 次行政會議通過 

97.03.26 日第 319 次行政會議修正 

104.03.18 日第 347 次行政會議修正 

第 一 條 本校為獎勵研究生從事研究、提昇研究風氣暨學術水準，並參與系（所）

教學、研究與行政之學習，特訂定本辦法。 

第 二 條 研究生獎助學金申請資格為在學之碩士班、博士班研究生。 

第 三 條 研究生獎助學金每學年分配二次，以系（所）當學年度在學學生人數

比例為分配原則，計算公式為： 

獎助學金總額× 各系（所）合於申請資格總人數 =各系（所）獎助學

金分配額；全校合於申請資格總人數由各系所依學生學習表現核發獎

助金，並提送受獎助名冊至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備查。本獎助學金

總額應視年度預算經費調整之。 

第 四 條 各學系核發研究生獎助學金之對象為清寒學生者，不得少於年度分配

額 10%，所稱清寒學生為領有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就學貸款等證

明者，或有其他清寒證明者。 

第 五 條 領取獎助學金之學生如有休、退學或記過以上處分等情事，各系（所）

應以書面通知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並停發獎助學金。 

第 六 條 本獎助學金核發期限，新生自 9 月份起、二年級以上學生自 8 月份

起至翌年 7 月止，惟畢業生核發至離校日止。 

第 七 條 學生領取研究生獎助學金期間，除准許在校內擔任兼任研究助理外，

不得在校外兼職。 

第 八 條 研究生於領取獎助學金期間應接受系（所）輔導學習下列事務： 

一、教學、實習與實驗課程等。 

二、研究相關範疇。 

三、系（所）行政事務。 

第 九 條 各學系所應依本辦法，另訂各系（所）研究生獎助學金施行細則。 

第 十 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1 of 42



().pdf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各學系(所)特色發展獎助學金分配作業要點 

104年 9月 9日本校 104學年度第 1次學術主管會報通過 

一、 為扶助弱勢學生及獎勵本校學生從事學術研究及參與國際交流活動，提

昇研究風氣暨學術水準，特訂定本要點。 

二、 本獎助學金經費來源為學生公費及獎勵金，以系（所）當學年度研究生

在學學生人數比例為分配原則，每學年分配二次，其獎助對象為本校日

間學制在學學生，並以弱勢學生為優先考量，獲領本獎助學金者，不得

兼領其他獎助學金。 

三、 本獎助學金得依各系(所)發展特色，扶助弱勢學生及獎勵學生從事學術

研究、參加國際交流活動等，具體獎助項目如下: 

(一) 學生論文研究學習，其學習規範依本校論文研究學習方案辦理。 

(二) 課程學習，其學習規範依本校師徒制學生學習獎勵方案辦理。 

(三) 博士班研究生獎助學金，對象限全職博士班研究生，其獎助金額依

據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兼任助理費用支給標準表辦理。 

(四) 學生論文研究、學術論文(作品)發表、國際交流活動或其他相關學

習活動，其獎助規範由各學系(所)自訂之。 

(五) 僱傭型之兼任助理，協助一般行政或教學行政，每月最低 10,000元

為原則。 

四、 各系(所)需與聘用僱傭型之行政助理訂定勞動契約，明定工作場所、工

作時間、工作時數、工作期間、工作內容、工資、工作準則、契約終止

及其他相關權利義務關係。 

五、 各系(所) 視實際需求，邀請學生代表出席，以公正、合理方式自訂獎助

要點，並送生活輔導組備查。獎助要點應包含獎助學金發放對象、獎勵

項目、方式，及審查、申訴等機制。 

六、 各系(所)訂定之獎助要點應符合「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強化學生兼任助

理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處理原則」、「勞動部專科以上學校兼任助理勞動

權益保障指導原則」、「本校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處理要點」

及相關勞動法令規章。 

七、 各系(所)應依勞動基準法及勞動相關法規進行勞工管理及差勤管理等事

項。 

八、 本要點經學術主管會報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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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委員會組織章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二條 

本會委員由各所、系及校級中

心主任遴介講師以上人員 1

人、資訊中心主任、大學部學

生生代表 1名、研究生代表 1

名，由校長聘任之。圖書館館

長為主任委員。除學生代表任

期一年外，其他委員任期二

年，連聘得連任之。 

第二條 

本會委員由各所、系及校級中

心主任遴介講師以上人員 1

人、資訊中心主任、大學部學

生生代表 1名、研究生代表 1

名，由校長聘任之。圖書館館

長為主任委員。委員任期二

年，連聘得連任之。 

本校圖書館委員學生代

表為學生會會長，學生

會會長一年改選一次，

現行條文所定所有委員

任期均為二年，擬修訂

相關條文以符合學生代

表實際任期。 

第四條 

本會每學年開會一次。必要時

得召開臨時會議。 

第四條 

本會每學期開會一次。必要時

得召開臨時會議。 

圖書館委員會議將彈性

依需求召開臨時會議，

常態會議由每學期召開

一次調整為每學年召開

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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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圖書館委員會組織章程（修正草案）  
58.10.30 第十二次行政會議通過 

                                  70.06.17 第一三三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74.12.04 第一六八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75.02.17 （75）師大圖字第００八四七號函報部核備 

                                  75.02.17 教育部台（75）高０六三二０號函准予核備 

                                  83.03.16 第二二五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83.04.13 （83）師大圖字第一九九四號函報部核備 

                                  83.05.13 教育部台（83）師０二四四０四號函同意備查 

                                 100.11.30 第三三四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本校為集思廣益，共謀圖書館業務之發展起見，依大學行政組織補充要點第十二條暨本校組

織規則第廿一條末項之規定組織圖書館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二條：本會委員由各所、系及校級中心主任遴介講師以上人員 1人、資訊中心主任、大學部學生生

代表 1名、研究生代表 1名，由校長聘任之。圖書館館長為主任委員。除學生代表任期一年

外，其他委員任期二年，連聘得連任之。 

第三條：本會以研討圖書館業務之重大興革事項為原則，其重點包括： 

１．圖書館經費之分配與運用。 

２．圖書資料之選購與徵集方針。 

３．各院所、系圖書室業務之規劃。 

４．圖書館建築之設計與使用。 

５．圖書館各類規則之審議。 

６．其他有關事項。 

第四條：本會每學年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第五條：本會開會時，如有需要，得邀請有關單位負責人員列席。 

第六條：本章程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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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國語教學中心教師聘任辦法國語教學中心教師聘任辦法國語教學中心教師聘任辦法國語教學中心教師聘任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修正條文對照表修正條文對照表修正條文對照表    

條次條次條次條次    修正條文修正條文修正條文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現行條文現行條文現行條文    說明說明說明說明    

一 依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語教學依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語教學依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語教學依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語教學        

中心中心中心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設置辦法第設置辦法第設置辦法第設置辦法第

十二條十二條十二條十二條，，，，特訂定本辦法特訂定本辦法特訂定本辦法特訂定本辦法。。。。    

本中心新聘之教師須具備下列資

格： 

 

(一)國內外大學畢業具有學士以

上學位。 

(二)國語標準。 

(三)對中國語文及歷史具有充份

基本知識。 

(四)年齡未超過五十五歲者。 

(五)思想純正對國家忠誠者。    

敘明本辦法之依

據，資格於甄試時

依任課類型另

訂。 

二 本中心本中心本中心本中心所聘教師乃指教授華語語言所聘教師乃指教授華語語言所聘教師乃指教授華語語言所聘教師乃指教授華語語言

與文化之教師與文化之教師與文化之教師與文化之教師。。。。聘期依任課類型而聘期依任課類型而聘期依任課類型而聘期依任課類型而

定定定定。。。。學季班教師三個學季班教師三個學季班教師三個學季班教師三個月一聘月一聘月一聘月一聘；；；；單月單月單月單月

班教師一個月一聘班教師一個月一聘班教師一個月一聘班教師一個月一聘。。。。依此類推依此類推依此類推依此類推。。。。    

            

 增列聘期規範 

三 本中心新進教師均須經過甄試((((甄甄甄甄

試內容試內容試內容試內容依任課類型依任課類型依任課類型依任課類型另訂另訂另訂另訂))))，合格者簽

請校長核准後，由中心主任聘任任任任

之。惟對於學術造詣特優或具有特

殊語文教學經驗之學者，得簽報校

長核准免於甄試。 

    

本中心新進教師均須經過甄試，

合格者簽請校長核准後，由中心

主任聘請請請請之。惟對於學術造詣特

優或具有特殊語文教學經驗之學

者，得簽報校長核准免於甄試。    

 

原第二條條次變

更為第三條 

新進教師甄審包括下列項目新進教師甄審包括下列項目新進教師甄審包括下列項目新進教師甄審包括下列項目：：：：    

((((一一一一) ) ) ) 錄音錄音錄音錄音。。。。    

((((二二二二) ) ) ) 筆試筆試筆試筆試：：：：    

1111、、、、作文作文作文作文 2222、、、、中國語文常識及中外中國語文常識及中外中國語文常識及中外中國語文常識及中外

歷史時歷史時歷史時歷史時事測驗事測驗事測驗事測驗 3333、、、、語文教學測驗語文教學測驗語文教學測驗語文教學測驗。。。。    

甄試工作由小組會同辦理甄試工作由小組會同辦理甄試工作由小組會同辦理甄試工作由小組會同辦理，，，，中心中心中心中心

主任擔任小組召集人主任擔任小組召集人主任擔任小組召集人主任擔任小組召集人。。。。 

甄試內容依任課

類型另訂，原第三

條刪除。 

四 教師教師教師教師依依依依本中心實際排課時數授課本中心實際排課時數授課本中心實際排課時數授課本中心實際排課時數授課，，，，

並並並並依本中心教師鐘點費支給標準表依本中心教師鐘點費支給標準表依本中心教師鐘點費支給標準表依本中心教師鐘點費支給標準表

按月核發按月核發按月核發按月核發薪資薪資薪資薪資。。。。    

凡本校教職員及研究生對國語文凡本校教職員及研究生對國語文凡本校教職員及研究生對國語文凡本校教職員及研究生對國語文

教學有興趣者教學有興趣者教學有興趣者教學有興趣者，，，，亦必須參加本中亦必須參加本中亦必須參加本中亦必須參加本中

心儲備教師甄試心儲備教師甄試心儲備教師甄試心儲備教師甄試，，，，一經錄取後一經錄取後一經錄取後一經錄取後，，，，

得遵照教育部及本中心兼課辦法得遵照教育部及本中心兼課辦法得遵照教育部及本中心兼課辦法得遵照教育部及本中心兼課辦法

之規定辦理之之規定辦理之之規定辦理之之規定辦理之。。。。    

1.原條文刪除 

2.增列授課時數

及薪資計算方式 

五 教師教師教師教師差假依本中心請假及代差假依本中心請假及代差假依本中心請假及代差假依本中心請假及代((((調調調調

((((調調調調、、、、補補補補))))課相關規定辦理課相關規定辦理課相關規定辦理課相關規定辦理。。。。如有曠如有曠如有曠如有曠

職職職職、、、、損害學生權益等不適任之行損害學生權益等不適任之行損害學生權益等不適任之行損害學生權益等不適任之行

為為為為，，，，經查證屬實者經查證屬實者經查證屬實者經查證屬實者，，，，本中心得予解本中心得予解本中心得予解本中心得予解

聘聘聘聘，，，，並扣償未工並扣償未工並扣償未工並扣償未工作期間之酬金及公作期間之酬金及公作期間之酬金及公作期間之酬金及公

提儲金提儲金提儲金提儲金。。。。    

    增列差勤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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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請假連續超過五年請假連續超過五年請假連續超過五年請假連續超過五年之教師之教師之教師之教師，，，，欲銷假欲銷假欲銷假欲銷假

回本中心授課回本中心授課回本中心授課回本中心授課，，，，需提出請假期間繼需提出請假期間繼需提出請假期間繼需提出請假期間繼

續從事華語文教學或相關續從事華語文教學或相關續從事華語文教學或相關續從事華語文教學或相關工作工作工作工作之證之證之證之證

明明明明，，，，本中心本中心本中心本中心有權視實際情況決定是有權視實際情況決定是有權視實際情況決定是有權視實際情況決定是

否受理銷假申請否受理銷假申請否受理銷假申請否受理銷假申請。。。。未提出相關證明未提出相關證明未提出相關證明未提出相關證明

者者者者，，，，本中心本中心本中心本中心有權有權有權有權取取取取消其消其消其消其資格資格資格資格。。。。    

經甄試後錄取經甄試後錄取經甄試後錄取經甄試後錄取之教師之教師之教師之教師，，，，因私人原因私人原因私人原因私人原

因而未前來任教達二年以上者因而未前來任教達二年以上者因而未前來任教達二年以上者因而未前來任教達二年以上者，，，，

即已放棄論即已放棄論即已放棄論即已放棄論，，，，二年後如欲前來任二年後如欲前來任二年後如欲前來任二年後如欲前來任

教教教教，，，，須再重新參加甄試須再重新參加甄試須再重新參加甄試須再重新參加甄試。。。。 

原第五條與第六

條合併，並修正銷

假後重新任教之

規定。 

本中心本中心本中心本中心教師離職五年以上教師離職五年以上教師離職五年以上教師離職五年以上，，，，且從且從且從且從

事文教以外之工作事文教以外之工作事文教以外之工作事文教以外之工作者者者者，，，，必須再參必須再參必須再參必須再參

加甄試加甄試加甄試加甄試，，，，及格後始能再及格後始能再及格後始能再及格後始能再取取取取得任教得任教得任教得任教

資格資格資格資格。。。。    

七 本辦法經本校行政主管主管主管主管會報報報報通過，

呈請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本辦法經本校行政會議議議議通過，呈

請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會中修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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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語教學中心教師聘任辦法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語教學中心教師聘任辦法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語教學中心教師聘任辦法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語教學中心教師聘任辦法        

                           六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第一二九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百零四年十月七日第三四九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依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語教學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設置辦法第十二條，特訂本 

辦法。 

第二條 本中心所聘教師乃指教授華語語言與文化之教師。聘期依任課類型而定。學季班教

師三個月一聘；單月班教師一個月一聘。依此類推。 

第三條 本中心新進教師均須經過甄試(甄試內容依任課類型另訂)，合格者簽請校長核准後， 

由中心主任聘任之。惟對於學術造詣特優或具有特殊語文教學經驗之學者，得簽報

校長核准免於甄試。 

第四條 教師依本中心實際排課時數授課，並依本中心教師鐘點費支給標準表按月核發薪資。 

第五條 教師差假依本中心請假及代(調、補)課相關規定辦理。如有曠職、損害學生權益等 

不適任之行為，經查證屬實者，本中心得予解聘，並扣償未工作期間之酬金及公提

儲金。 

第六條 請假連續超過五年之教師，欲銷假回本中心授課，需提出請假期間繼續從事華語文 

教學或相關工作之證明，本中心有權視實際情況決定是否受理銷假申請。未提出相

關證明者，本中心有權取消其資格。 

第七條 本辦法經本校行政主管會報通過，呈請校長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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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停車場管理辦法」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 

條次 修  訂  條  文 原  條  文 說    明 

貳、 本停車場位置： 

一、校本部運動場地下停車場。   

二、校本部圖書館校區地下停車場。 

三、本校校區外之停車場。 

四、公館校區停車場。 

本停車場位置： 

一、校本部運動場地下停車場。   

二、校本部圖書館校區地下停車場。 

三、本校校區外之停車場。 

新增公館校區停車場 

參、 校本部校區內停車場開放時間：每日上

午六時至晚上十二時止（農曆春節假期

停止開放以不超過政府規定之放假日

數，時間另行公告） 

校區外停車場、公館校區停車場開放時

間：全日開放，由使用人自行管理。 

校區內停車場開放時間：每日上午

六時至晚上十二時止（農曆春節假

期停止開放以不超過政府規定之放

假日數，時間另行公告） 

校區外停車場開放時間：全日開

放，由使用人自行管理。 

新增公館校區停車場 

伍、 申請資格、收費標準、方式及停車證申

請程序： 

伍、申請資格、收費標準、方式及

停車證申請程序： 
 

 

 

 

定 

 

 

 

期 

 

 

 

停 

 

 

 

車 

一、本校專兼任教職員工 

二、未住校大學部學生 

三、未住校研究生 

四、公館校區停車場為本校專兼任教職員

工、未住校之博士班研究生及身心障

礙學生。 

一、本校專兼任教職員工 

二、未住校大學部學生 

三、未住校研究生 

 

增列公館校區停車場

申請資格，因車位有

限，依現況僅提供部分

學生停車。 

收費標準 

校本部校區內停車場一次繳清該年度全部

費用新臺幣肆仟捌佰元整，每月繳清潔費

新臺幣肆佰元整。 

公館校區停車場一次繳清該年度全部費用

新臺幣壹仟貳佰元整，每月繳新臺幣壹佰

元整。 

收費標準 

一次繳清該年度全部費用，每月繳清潔

費新臺幣肆佰元整。 

增訂公館校區停車場

收費標準依現行收費

1,000 元調整為 1,200

元(每月 100 元)。 

停車證申請程序 

二~四、持學生證、本人駕照及行車執照(如

為配偶之車輛應同時持本人或配偶之

身份證)申請。 

停車證申請程序 

二、三、持學生證、本人駕照及行車執

照(如為配偶之車輛應同時持本人或配

偶之身份證)申請。 

因應增加第四項

次，配合修改文字。 

七、租賃本校辦公場所或服務人員 

收費標準 

一、校本部校區內停車場一次繳清該年度

全部費用，每月新臺幣貳仟伍佰貳拾

元整，全年合計需繳交新臺幣參萬貳

佰肆拾元整（含稅）。 
二、公館校區停車場一次繳清該年度全部

費用，每月新臺幣伍佰元整，全年合

計需繳交新臺幣陸仟元整。 

七、租賃本校辦公場所或服務人員 

收費標準 

一次繳清該年度全部費用，每月新臺

幣貳仟伍佰貳拾元整，全年合計需繳

交新臺幣參萬貳佰肆拾元整（含

稅）。 

 

增訂公館校區停車場

收費標準依現行收費

每半年 1,200元調整為

全年 6,000元(每月 500

元)。 

 十一、貴賓及執行公務人士 
收費標準 

於會議三天前向事務組(或公館校區聯合

辦公室)申請免費證或優惠證，優惠證以停

車時間計費，總價六折優待。 

十一、貴賓及執行公務人士 
收費標準 

於會議三天前向事務組申請免費證或

優惠證，優惠證以停車時間計費，總價

六折優待。 

增列公館校區承辦單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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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免費停車及定期停車以外人士 
停車證申請程序 

十二、分部教職員工已辦理分部定期停車

證者，該證件效力與出示服務證相

同，不需再申請其他停車證。進場

時由入口處取票出場時結帳。 
公館校區停車場不提供學生及校外

人士臨時停車。 

十二、免費停車及定期停車以外人士 
停車證申請程序 

十二、分部教職員工已辦理分部定期停

車證者，該證件效力與出示服務

證相同，不需再申請其他停車

證。進場時由入口處取票出場時

結帳。 

 

增列公館校區停車場

因車位有限，不開放學

生及校外人士臨時停

車 

附

註： 

 

一、除因奉准退休、離職、離校之本校教

職員工生退還清潔費餘款全額外，其

餘人員應扣中途解約一個月租金，餘

款退還(退費基準日為自申請日起算

之每月一日或十六日)，是項申請應在

離校兩個月內辦理，超過期限視同放

棄。 

二、定期停車證不得轉借，應黏貼於申請

車輛前玻璃窗內不可取下，若發現用

於他車或轉借他人使用，除罰款伍仟

元外，並需追繳違規使用車之停車

費，若違規三次即中止停車權，三年

內不接受定期停車之申請。 

三、更換新車或修車請攜帶新行車執照（新

行車執照之車主名稱須與原申請人相

同）至運動場停車場管理室辦理更證

手續，若以未辦停車證之車輛停放本

場，一經發現即以附註內第三款辦理。 

四、除租賃本校辦公場所或服務人員、校

外人士外，其他各種身份申請定期或

優惠停車證時，所繳附之行照車主欄

位均不得為公司名義，行照之持有人

除本人及其配偶外，餘均不得申請。 

五、申請停車證之學生證或學員證須完成

註冊手續，行照及駕照均不得超過有

效期限。 

六、因停車費率不同，已取得校本部停車

證之教職員工，得憑證免費於公館校

區停車場停車；惟取得公館校區停車

證之教職員工得憑證依第伍條第十二

項第一款規定於校本部停車場停車。 

一、除因奉准退休、離職、離校之本校

教職員工生退還清潔費餘款全額

外，其餘人員應扣中途解約一個月

租金，餘款退還(退費基準日為自

申請日起算之每月一日或十六

日)，是項申請應在離校兩個月內

辦理，超過期限視同放棄。 

二、定期停車證不得轉借，應黏貼於申

請車輛前玻璃窗內不可取下，若發

現用於他車或轉借他人使用，除罰

款伍仟元外，並需追繳違規使用車

之停車費，若違規三次即中止停車

權，三年內不接受定期停車之申

請。 

三、更換新車或修車請攜帶新行車執照

（新行車執照之車主名稱須與原

申請人相同）至運動場停車場管理

室辦理更證手續，若以未辦停車證

之車輛停放本場，一經發現即以附

註內第三款辦理。 

四、除租賃本校辦公場所或服務人員、

校外人士外，其他各種身份申請定

期或優惠停車證時，所繳附之行照

車主欄位均不得為公司名義，行照

之持有人除本人及其配偶外，餘均

不得申請。 

五、申請停車證之學生證或學員證須

完成註冊手續，行照及駕照均不得

超過有效期限。 

 

增列校本部與公館校

區因停車費率不同，教

職員工於兩校區停車

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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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停車場管理辦法(草案) 

 

 

 

 

 

 

 

 

 

 

 

壹、宗旨：為加強本校停車場(以下簡稱本停車場)車輛出入之管制及收費，以維護本校

校園之安寧及整潔，特訂定本辦法。 

貳、本停車場位置： 

 一、校本部運動場地下停車場。   

 二、校本部圖書館校區地下停車場。 

 三、本校校區外之停車場。 

 四、公館校區停車場。 

參、校本部校區內停車場開放時間：每日上午六時至晚上十二時止（農曆春節假期停止

開放以不超過政府規定之放假日數，時間另行公告） 

校區外停車場、公館校區停車場開放時間：全日開放，由使用人自行管理。 

肆、車輛種類：小型客貨車 

伍、申請資格、收費標準、方式及停車證申請程序： 

停車 

類別 申 請 資 格 收 費 標 準 停 車 證 申 請 程 序 

 定 

 

 

 

  期 

  

 

 

 

 

 

一、本校專兼任教職員工 

二、未住校大學部學生 

三、未住校研究生 

四、公館校區停車場為本校專兼任

教職員工、未住校之博士班研

究生及身心障礙學生。 

校本部校區內停車場一次繳清該年

度全部費用新臺幣肆仟捌佰元

整，每月繳清潔費新臺幣肆佰元

整。 

公館校區停車場一次繳清該年度全

部費用新臺幣壹仟貳佰元整，每月

繳新臺幣壹佰元整。 

一、本人服務證、駕照及行車執照(如為

配偶之車輛應同時持本人或配偶之

身份證)申請。 

二~四、持學生證、本人駕照及行車執照

(如為配偶之車輛應同時持本人或

配偶之身份證)申請。  

四、本校退休教職員工 一次繳清該年度全部費用，每月繳

清潔費新臺幣壹仟貳佰元整。 

四、持有關證件，本人駕照及行車執照

申請。 

五、未住校之受訓進修學員 一次繳清受訓期間全部費用，每月

繳清潔費新臺幣壹仟捌佰元整。 

五、持有關證件，本人駕照及行車執照，

並限於進修受訓期間整月申請。 

中華民國 83年 3月 16日第 225次行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83年 4月 13日第 226次行政會議第 1次修正 

中華民國 84年 5月 17日第 234次行政會議第 2次修正 

中華民國 85年 9月 4日第 242次行政會議第 3次修正 

中華民國 86年 3月 5日第 246次行政會議第 4次修正 

中華民國 88年 4月 14日第 261次行政會議第 5次修正 

中華民國 89年 3月 8日第 267次行政會議第 6次修正 

中華民國 91年 10月 2日第 285次行政會議第 7次修正 

中華民國 93年 12月 1日第 301次行政會議第 8次修正 

中華民國 96年 4月 11日第 316次行政會議第 9次修正 

中華民國 96年 12月 12日第 318次行政會議第 10次修正 

中華民國 97年 3月 26日第 319次行政會議第 11次修正 

中華民國 99年 5月 5日第 328次行政會議第 12次修正 

中華民國 100年 1月 19日第 330次行政會議臨時會第 13次通過 

中華民國 100年 11 月 30日第 334次行政會議會通過 

中華民國 101年 10 月 3 日第 337 次行政會議會通過 

中華民國 102年 10 月 9日第 341次行政會議會通過 

中華民國 104年 6月 16日第 89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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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 

 

 

 

 

 

 車 

六、本校附中現職教職員工 一次繳清該年度全部費用，每月繳

清潔費新臺幣肆佰元整。 

 

六、本人服務證、駕照及行車執照(如為

配偶之車輛應同時持本人或配偶之

身份證)申請。 

七、租賃本校辦公場所或服務人員 

 

一、校本部校區內停車場一次繳清

該年度全部費用，每月新臺幣

貳仟伍佰貳拾元整，全年合計

需繳交新臺幣參萬貳佰肆拾元

整（含稅）。 

二、公館校區停車場一次繳清該年

度全部費用，每月新臺幣伍佰

元整，全年合計需繳交新臺幣

陸仟元整。 

七、持有關證件，本人駕照、行車執照

及租賃契約申請。 

 

 

 

八、上列以外人員(校外人士) 

 

 

 

 

 

 

 

 

一、校本部運動場地下停車場一次

需繳交一年費用，每月新臺幣

肆仟貳佰元整，全年合計需繳

交新臺幣伍萬零肆佰元整（含

稅）。 

二、雲和街一號地下停車場一次需

繳交一年費用，每月新臺幣伍

仟貳佰伍拾元整，全年合計需

繳交新臺幣陸萬參仟元整（含

稅），另需繳交遙控器及門鎖鑰

匙押金壹仟元，不續租時歸還

遙控器及門鎖鑰匙，可退還押

金。 

八、每年於公告登記期間內持本人駕照

及行車執照至停車場管理室登記

（若以公司名義登記，另攜帶負責

人身分證及營利事業登記證），於抽

籤後本校通知辦理。抽中本校停車

位後，租賃期間不得以任何理由更

換車主姓名及車牌號碼（登記期間

及抽籤日期本校當另行公告周

知）。*若公司以出租汽車為業務

者，不得登記參加抽籤。 

九、校區外停車場（臥龍街停車場） 一、一次需繳交三個月費用，每月

新臺幣陸仟元整，三個月合計

需繳交新臺幣壹萬捌仟元整

（含稅）。 

二、臨時停車每半小時新臺幣貳拾

元整，未滿半小時以半小時計。 

三、身心障礙人士本人駕駛並持有

效年度內之身心障礙手冊，臨

時停車計費，以五折優待。 

九、申請校區外停車場者，於上班時間

內持駕照及行照至停車場管理員室

辦理登記，使用期限屆滿應將定期

停車票卡繳還停車場管理室，如有

違反情事，由本校依相關法律規定

辦理。 

 

十、受雇來校臨時修繕及裝卸貨人

士 

免費 十、由雇用單位持有關證件事前申請。 

十一、貴賓及執行公務人士 於會議三天前向事務組(或公館校

區聯合辦公室)申請免費證或優惠

證，優惠證以停車時間計費，總價

六折優待。 

十一、由相關單位簽案並持有關證件事

前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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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 

 

 

 

費 

 

 

 

及 

 

 

 

臨 

 

 

 

時 

 

 

 

停 

 

 

 

車 

十二、免費停車及定期停車以外人

士 

 

一、校內及附中教職員工憑服務證

臨時停車每小時新臺幣壹拾元

整，未滿一小時以一小時計。

兼任教師無服務證者，得辦理

兼任教師臨時停車優待證，計

費方式與持有服務證之教職員

工相同。請攜帶聘書、本人駕

照及行車執照（如為配偶之車

輛應同時持本人之身份證）申

請。 

二、大學部學生及研究生、進修學

員等憑駕駛人本人之學生證、

學員證(已註冊並在有效期限

內)臨時停車每小時新臺幣參

拾元整，每超過半小時加收新

臺幣壹拾伍元整，未滿半小時

以半小時計，且以運動場地下

停車場為限。 

三、校外人士停車，每半小時新臺

幣貳拾伍元整，未滿半小時以

半小時計(臨時停車，未滿二十

分鐘免費)。 

四、退休教職員工憑退休證或校友

憑校友證臨時停車每小時新臺

幣參拾元整，未滿半小時以半

小時計。 

十二、分部教職員工已辦理分部定期停

車證者，該證件效力與出示服務

證相同，不需再申請其他停車

證。進場時由入口處取票出場時

結帳。 

公館校區停車場不提供學生及校

外人士臨時停車。 

附註： 

     一、除因奉准退休、離職、離校之本校教職員工生退還清潔費餘款全額外，其餘人員應扣中途解約一個月租金，

餘款退還(退費基準日為自申請日起算之每月一日或十六日)，是項申請應在離校兩個月內辦理，超過期限視同

放棄。 

     二、定期停車證不得轉借，應黏貼於申請車輛前玻璃窗內不可取下，若發現用於他車或轉借他人使用，除罰款伍

仟元外，並需追繳違規使用車之停車費，若違規三次即中止停車權，三年內不接受定期停車之申請。 

     三、更換新車或修車請攜帶新行車執照（新行車執照之車主名稱須與原申請人相同）至運動場停車場管理室辦理

更證手續，若以未辦停車證之車輛停放本場，一經發現即以附註內第三款辦理。 

     四、除租賃本校辦公場所或服務人員、校外人士外，其他各種身份申請定期或優惠停車證時，所繳附之行照車主

欄位均不得為公司名義，行照之持有人除本人及其配偶外，餘均不得申請。 

     五、申請停車證之學生證或學員證須完成註冊手續，行照及駕照均不得超過有效期限。 

六、因停車費率不同，已取得校本部停車證之教職員工，得憑證免費於公館校區停車場停車；惟取得公館校區停

車證之教職員工得憑證依第伍條第十二項第一款規定於校本部停車場停車。 

 

陸、遵守事項： 

    一、停車人一經使用本停車場，即視為同意遵守本停車場管理辦法，若有違反者，

並同意依本停車場管理辦法處理。 

    二、車輛進出本停車場需循指標限速行駛。 

    三、車輛應停在停車區間之停車格內，車頭朝外，不得任意停放車道及妨礙通行處。 

    四、本停車場僅提供車位，對車輛及車內物品不負保管責任，若造成損壞及遺

失，概不負責，地震及颱風等天災時亦同。 

五、非身心障礙車輛，勿停放身心障礙專用停車位，違規佔用身心障礙人士專用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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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位者，除貼單照相登記外，將相關資料向警察機關舉報，並通知當事人移車。 

六、優惠證件不可轉借他人使用。 

七、違規之車輛經管理人員勸告制止不服者交駐警隊依法處理。 

    八、在本停車場內發生意外事故，由當事人雙方自行解決，與本校無涉。 

    九、因停車人之故意或過失或無過失致失火毀損或污損或滅失本停車場設備或建築

時，停車人應負賠償修復之責。 

    十、車輛如係經本停車場登記三次以上違規者，立即中止停車權，三年內不接受定

期停車之申請。 

    十一、校外人士申請本校定期停車應訂立租賃契約。 

    十二、校區外停車場之管理由使用人自行管理，使用期限屆滿應將停車場大門鑰匙

繳還停車場管理室，並不得再至該處停車，如有違反情事，由本校依相關法

律規定辦理。 

    十三、本停車場關閉時間內不受理臨時開放進出。 

    十四、為維護本停車場安全與環境整潔，本停車場禁止吸煙及洗車。 

十五、遺失臨時停車晶片卡者，酌收工本費新台幣 100元，另依據出入場時間繳交

停車費。 

十六、本辦法未盡事宜，悉依政府相關交通法規處理。 

柒、本辦法經本校行政會議通過後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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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安全暨個人資料保護委員會設置辦法 

 

 修正條文 現行[資訊安全委員會設置辦法]條文 

第

一

條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確保本

校資訊作業及個人資料之安全，依據行政院及

所屬各機關資訊安全管理要點、個人資料保護

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設置資訊安全暨個人資料

保護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為確實掌握本校資訊及網路安全、強化各單位

資訊安全管理，並配合政府機關資訊安全政

策，及責任分級作業實施計劃，特依據教育部

所頒布之「教育體系資通安全管理規範」設立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資訊安全委員會」(以下簡

稱本委員會)。 

第

二

條 

本會之任務如下： 

一、訂定本校資訊安全及個人資料保護管理機

制。 

二、監督與稽核本校資訊安全及個人資料保護

管理機制之運作。 

三、本校資訊安全及個人資料保護緊急事件之

應變處理。 

四、本校資訊安全及個人資料保護相關之諮詢

服務與教育訓練。 

本委員會之職責如下：  

一、訂定資訊安全政策及資訊安全管控機制。 

二、督導資訊安全政策之實施。  

三、稽核校內資訊安全。  

四、資訊安全事件通報、緊急應變及危機處理。 

五、規劃資訊安全教育訓練。  

六、其它資訊安全事項。 

第

三

條 

本委員會置「資訊安全長」一人，由本校副校

長擔任之，為當然委員兼召集人；委員若干人，

由主任秘書、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研發

長、資訊中心主任、圖書館館長、人事室主任、

主計室主任、資訊教育所所長及資訊工程系主

任擔任之。資訊中心主任為執行長，行政及技

術相關事宜由資訊中心負責。 

 

本委員會置「資訊安全長」一人，由本校副校

長擔任之，為當然委員兼召集人；委員若干人，

由主任秘書、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研發

長、資訊中心主任、圖書館館長、人事室主任、

主計室主任、資訊教育所所長及資訊工程系主

任擔任之。資訊中心主任為執行長，行政及技

術相關事宜由資訊中心負責。 

第 

四 

條 

本會設置資安暨個資保護執行推動小組，統籌

各項資安暨個資保護作業相關事宜，由各一級

行政單位推派 1人及資訊中心多人組成之。 

 

第 

五

條 

本會視業務推動之需要，不定期召開會議。開

會時，得邀請相關單位派員列席。 

本委員會開會時，得請資訊安全相關人員列席

報告及說明。必要時得另聘校內外具有資訊安

全專長或資訊安全證照之專業人員為顧問。 

第 

六 

條 

本辦法經行政主管會報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

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

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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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資訊安全暨個人資料保護委員會設置辦法(草案) 

第一條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確保本校資訊作業及個人資料之安全，

依據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資訊安全管理要點、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規定，

設置資訊安全暨個人資料保護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 

第二條 本會之任務如下： 

一、訂定本校資訊安全及個人資料保護管理機制。 

二、監督與稽核本校資訊安全及個人資料保護管理機制之運作。 

三、本校資訊安全及個人資料保護緊急事件之應變處理。 

四、本校資訊安全及個人資料保護相關之諮詢服務與教育訓練。 

第三條 本委員會置「資訊安全長」一人，由本校副校長擔任之，為當然委員兼召集人；

委員若干人，由主任秘書、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研發長、資訊中心主任、

圖書館館長、人事室主任、主計室主任、資訊教育所所長及資訊工程系主任擔

任之。資訊中心主任為執行長，行政及技術相關事宜由資訊中心負責。 

第四條 本會設置資安暨個資保護執行推動小組，統籌各項資安暨個資保護作業相關事

宜，由各一級行政單位推派 1人及資訊中心多人組成之。 

第五條 本會視業務推動之需要，不定期召開會議。開會時，得邀請相關單位派員列席。 

第六條 本辦法經行政主管會報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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