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智能投資與資產管理研究中心設置章程   

條次 條文內容 說明 

第一條 
本章程依據本校中心設置及管理辦法暨中心設置及管理辦法施行細則

訂定之。 
法源依據 

第二條 

本校為配合政府金管會推動國內金融科技發展，搭配管理學院(以下

簡稱本院)各研究中心跨領域資源整合，建立產官學合作平台，並培育

符合業界需求之金融科技專業人才，以提升金融業之競爭力，透過綜

效進而提升本校之產學績效與學術研究地位，特設置智能投資與資產

管理研究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 

設置宗旨 

第三條 

本中心任務如下： 

一、組織管理學院內各研究團隊，申請科技部及承接國內公私單位或

財團法人各種研究專題，推展智能投資與資產管理學術研究及實

務探討。 

二、建置智能投資與資產管理之資源、資料及知識網絡，以推動國內

金融科技發展和計畫。 

三、培育符合業界需求之金融科技專業人才，以提升金融業之競爭

力。 

四、從金融科普的角度，帶領一般民眾認識智能投資與資產管理。 

五、舉辦智能投資與資產管理相關議題之學術演講或研討會。 

六、自主規劃年度研究計畫以落實上述各項目標。 

中心任務 

第四條 本中心為隸屬於管理學院之院級中心。 中心隸屬層級 

第五條 

本中心設下列兩組，分別掌理有關業務： 

一、行政管理組: 

    本中心各項任務之行政庶務，如會計、出納、人事、公關、募款 

    等例行與事務性工作。 

二、研究教學與產業發產組： 

    (一)申請科技部計畫並承接國內公私單位或財團法人各種研究專 

   題，進行智能投資與資產管理在理論方面的研究及實務方面 

   的探討。 

    (二) 學術期刊邀稿與編纂與學術研討會之籌備推動與執行。 

    (三)將研究成果融入本院研究所、大學部、及 EMBA 相關課程之教 

       學內容，培育符合業界需求之金融科技專業人才，以提升金 

       融業之競爭力。 

    (四)從金融科普的角度，帶領一般民眾認識智能投資與資產管理。 

    (五)承接政府或私人企業委託之教育訓練。 

    (六)建置智能投資與資產管理之資源、資料及知識網絡，以推動國 

       內金融科技發展和計畫。 

組織分工及運

作 

第六條 
本中心經費以自給自足為原則，且須負擔中心電費、電話費、場租及

維護等費用，各項收支均依相關法規辦理。 
經費來源及使

用規劃 

第七條 

本中心置主任一人，綜理中心業務，由管理學院院長推薦本院具財務

工程與投資專長之教授職級以上教師兼任，並報請校長聘任之，其任

期配合管理學院院長之任期。 

中心主任聘任

方式 



條次 條文內容 說明 

第八條 

本中心置副主任一人，由主任聘請本院副教授職級以上之教學或研究

人員兼任之。 
本中心依研究或業務需要，得置博士後研究人員、專案經理、(計畫)

助理及行政人員若干人，以不占用學校正式編制員額為原則， 並依

相關規定公開徵選約聘(用)之。 

中心副主任及

其他人員聘用

原則 

其他專業人員 

聘用原則 

第九條 

本中心主任、副主任若為本校專任教師兼任，得依「本校教師授課時

數核計要點」減授課時數二小時，其減授鐘點費由中心支付。若因而

超鐘點者，當學年不得支領超授鐘點費。 

中心各級主管

減授鐘點 

第十條 
本中心設中心會議，由中心全體人員組成之。主任為當然主席，定期

舉行會議，討論中心之相關業務，必要時得邀請本校有關人員列席。 
中心會議相關

事宜 

第十一條 

本中心每隔五年進行評鑑，評鑑事務由管理學院辦理，並將其報告提

交院務會議審查討論，評鑑結果如未能達設置功能，或營運狀況未達

一定標準，得由該會議議決相關建議事項。 
評鑑項目、方式與結果之處理悉依本校中心設置及管理辦法暨中心設

置及管理辦法施行細則辦理。 

評鑑方式 

第十二條 本章程未規定之事項，悉依本校相關規章辦理之。 
未規定事項處

理方式 

第十三條 
本章程經管理學院院務會議審議通過，送行政會議備查後實施，修正

時亦同。 
實施與修正方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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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管理學院 

107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院務會議紀錄 

 

時間：108 年 4 月 22 日（星期一）中午 12 時 20 分 

地點：大金會議室 

主席：周德瑋院長                              記錄：黃景惠行政專員 

出(列)席人員：如出列席名單 

壹、 主席報告： 

一、本院業務執行情形： 
(一)本院 AACSB 業務執行情形報告，詳如附件一(頁碼 1-3)。 

(二)院級發展重點計畫：本計畫高等教育深耕計畫補助經費 100 萬元，詳如附

件一(頁碼 4)。目前執行情形： 

    1.於 108 年 4 月 1 日經院主管會議報告、討論後執行。 

    2.邀請外國學者陳天佑教授(CHEN Theodore Tien-yiu)以全英文授課方式

教授「財務會計」。 

    3.「補助學生海外參訪活動」、「補助學生參加海外競賽」、「補助學生參加

西南財經大學交流活動」學院已公告訊息，歡迎師長及學生提出申請。 

(三)國際化：本院本學期國際化(國際足跡)執行情形，詳如附件二(頁碼 5-7)，

表內如有遺漏再請師長補充。 

(四)本學期陸續辦理新聘教師面談，在 4 月 24 日(三)中午 12：50 及 4 月 29 日

(一)下午 2 時安排兩位博士前來面談，歡迎老師參加。 

(五) 學校分配至本院 108 年度預算及分配使用情形： 

    1.分配項目與金額： 

      經常門：教學研究及訓輔經費150萬 8,936元、補助學院經費104萬 1,100

元。 

      資本門：設備費 22 萬 7,000 元、圖儀設備費 257 萬 5,000 元。 

      經常門 255 萬 36 元加上資本門 280 萬 2,000 元合計 535 萬 2,036 元。 

    2.教學研究及訓輔經費之規劃使用說明(預算數 150 萬 8,936 元;規劃使用

數 150 萬 8,936 元：企業管理學系 24 萬元、管理研究所 15 萬元、全球

經營與策略研究所 15 萬元、全院清潔費 30 萬 6,000 元、維護修繕費(雲

和電梯、冷氣清潔、花圃、公共空間、保全等)20 萬元、碳粉耗材費 20

萬元、其他行政事務等費 26 萬 2,936 元) 

    3.補助學院經費之規劃使用說明(預算數 104 萬 1,100 元;規劃使用數 138

萬元，不足 33 萬 8,900 元)，如附件三 (頁碼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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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學生交換合約草案詳如附件 7(頁碼 38-42)。 

     四、本案通過後將續送 6 月國合會審議。 

決 議： 照案通過。 

 

提案五                         提案單位：國際時尚高階管理碩士在職專班  

案  由：本班修業辦法擬配合學制修改，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本班學制將於 108 學年度起，由 17 個月調整為 2 年，學期期程由 9

至隔年 1月、2-6 月及 7-8 月，調整為 6-9 月、10-隔年 1 月及 2-5

月，配合此學制的變更，擬修改修業辦法。 

    二、修業辦法中原訂學位考試辦法之細部規範，考量與其他細則及說明重

疊，故擬刪除、減化，本辦法僅就大原則做規定，有關論文執行細則

將另外訂定。 

    三、新、舊修業辦法對照表、擬修改之修業辦法、原修業辦法請參附件

8(頁碼 43-52) 

決 議： 修正通過，修通結果如附件 8-1(頁碼 53-54) 

 

提案六：                                          提案單位：管理學院 
案  由：有關本校 108 年度教師教學獎勵選薦，本院推薦人選乙案，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本校 108 年度教師教學獎勵選薦依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師教學獎

勵辦法」辦理。 

    二、本院推薦人選為陳慧玲老師，檢附申請資料，如附件 9(頁碼 55-59 )，

提供師長參酌。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七：                         提案單位：管理學院(提案人：蔡蒔銓教授) 
案  由：有關本院擬申請「智能投資與資產管理研究中心(Research Center fo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Investment and Asset Management)」，

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本校為配合政府金管會推動國內金融科技發展，搭配管院各研究中心

跨領域資源整合，建立產官學合作平台，並培育符合業界需求之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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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專業人才，以提升金融業之競爭力，透過綜效進而提升本校之產

學績效與學術研究地位，特設置智能投資與資產管理研究中心。 

    二、檢附中心設置申請書(附件 10，頁碼 60)、營運規劃書(附件 11，頁碼

61-69)、設置章程(附件 12，頁碼 70-71)。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八：                                          提案單位：管理學院 
案  由：有關本院辦理耐震補強工程，需將辦公場所及教師研究室遷移，教師

研究室規劃相關事宜，提請討論。 

說  明： 
    一、本院辦理耐震補強工程，需將辦公場所及教師研究室遷移至學一舍地

下室，因為受限於空間的位置與大小，規劃教師研究室 14 間，如附件

13(頁碼 72-73)，提請討論。 

    二、本院專任教師人數 24 人，說明一之規劃教師研究室有 14 間，如加上

大金會議室旁的研討室 2間，共 16 間，不敷使用，再提請討論。 

    三、教師研究室所需空調，擬將目前教師研究室逾使用年限(大約民國 97

年到 100 年採購)約 9 部遷移到 B1 使用，工程完成後改裝新機，舊機

現場報廢淘汰，跟師長一併報告。 

    四、本院辦公場所及教師研究室搬遷日期預計為本年度 7月第 1 週左右，

搬遷完成後進行耐震補強以及漏水修繕工程。預計完工日期為寒假。

(目前營繕組尚在進行招標作業)。 

決  議：會後寄送調查表給師長，蒐集老師需求方案。 
 

提案九                                         提案單位：管理學院  

案  由：有關本院「所認可具嚴格審查機制之學術刊物」是否修正，提請討論。 

說 明： 

    一、依據研發處來函辦理。如附件 14(頁碼 74)。 

    二、檢附「管理學院所認可具嚴格審查機制之學術刊物」如附件 15(頁碼  

75)。 

決 議：請各專長領域召集人協助，各專長領域所屬期刊之增刪。 

 

提案十                                         提案單位：管理學院  

案  由：有關本院擬修正「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管理學院運用高階經理人企業管

理碩士在職專班經費於提升研究與教學發展使用要點」，提請討論。 

說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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