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件一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原住民族研究發展中心設置章程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條
本校為發展原住民族相關研究
與實務，特設原住民族研究發
展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

第三條
本中心任務如下：
一、
核心任務
（一） 組織常設計劃團隊，
進行原住民族文教產業發展之
推動與研究，以原住民族「師
資培育」、「教育文化」與「政
策」三方面之研究發展為中心

第二條
一、文字酌以調整。
本校為以下目的，特設置原住
二、部份條文合併於第三條。
民族研究發展中心（以下簡稱
本中心）：
一、
提升原住民族相關研
究與實務運作之品質，同時致
力於政策擬訂，最終目標在於
建構原住民族知識論。
二、
著重於原住民族「師
資培育」、「教育」與「政策」
三方面的研究發展。
三、
整合本校資源與設
備，建立跨院系所原住民相關
研究發展平台。
四、
增設原住民族師資培
育學程，以培養原住民教育人
才，同時為未來成立相關系所
舖路，促使本校成為台灣原住
民中等教育之龍頭。
五、
推動本校與國內學術
單位、政府機構之合作，並與
國外原住民事務單位、研究機
關交流，與全世界原住民族發
展潮流接軌。
第三條
一、部份條文刪除。
本中心任務如下：
二、文字酌以調整。
一、

核心任務

（一）

組織常設計劃團隊，

進行原住民族文教產業發展之
推動與研究，以「師資培育」、
「教育」與「政策」三方面之

任務重點。
（二） 規劃並發展以原住民
族知識體系為核心的原住民族
教育師資培育學程與通識課
程。
（三） 整合校內研究資源，
建立跨院系所原住民族研究合
作平台。
（四） 與 校 內 相 關 單 位 合
作，加強營造校內多元文化之
環境。
（五） 承接政府相關計畫，
辦理有關原住民族文化、教
育、產業、發展、管理等各方
面之論壇、講座、研習、展覽
等活動。
（六） 研究原住民族相關政
策，供政府部門參考。
二、
其他任務
（一） 與本校各學術單位合
作規劃各項原住民知識與技藝
之課程與訓練。
（二） 提供原住民族中等教
育、高等教育、技職教育之諮
詢。
（三） 推動本校與國內外原
住民社區、機關團體與學校之
交流與合作計畫。

研究發展為中心任務重點。
（二）

規劃並推行原住民族

師資培育學程、通識課程。
（三）

整合校內研究資源，

建立跨院系所研究合作平台。
（四）

承接政府相關計劃，

辦理有關原住民族文化、教
育、產業、發展管理等各方面
之論壇、講座、研習、展覽等
活動。
（五）

加強營造校內多元文

化之環境，舉辦各種原住民族
活動，並邀請校內外之原住民
機關團體共襄盛舉。
（六）

與政府部會合作，提

供原住民族相關政策之擬訂方
針，推動國家級原住民族研究
中心與教育部原住民教育司成
立工作。
二、

其他任務

（一）

與本校各學術單位合

作規劃各項原住民知識與技藝
之課程與訓練、供原鄉地區公
教人員進修之學位班等活動。
（二）

從事原住民族中等教

育、高等教育、技職教育之諮
詢、技術支援與研究發展。
（三）

推動本校與國內外原

住民社區、機關團體與學校之
交流與合作計劃。
第五條
第五條
一、依據學校中心設置及管理
本 中 心 經 費 以 自 給 自 足 為 原 本中心依研究或業務需要，得
辦法。
則，且須負擔中心電費、電話 置研究人員、博士後研究人員
費、場租及維護等費用，各項 及行政人員若干人，以不占用
收支均依相關法規辦理。
學校正式編制員為原則，並依
相關規定公開徵選約聘（用）
之。
第六條
第六條
一、依據本校中心設置及管理

本中心置主任一人，綜理中
心業務，由文學院院長或院
長推薦之本校助理教授級以
上教師兼任，報請校長聘任
之。其任期配合文學院院長
之任期。
第七條
本中心得依業務需要設置研
究、課程、推廣等組；各設
組長一人、組員若干人，由
主任聘請本校助理教授級以
上之教學或研究人員兼任
之。本中心依研究或業務需
要，得置研究人員、博士後
研究人員及行政人員若干
人，以不占用學校正式編制
員為原則，並依相關規定公
開徵選約聘（用）之。
第八條
本中心主任及組長得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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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條
本中心設中心會議，由中心
全體人員組成之。主任為主
席，不定期舉行會議，討論
中心之相關業務，必要時得
邀請本校有關人員列席。

第十一條
本中心每隔五年進行評鑑，評
鑑事務由文學院辦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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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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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中心經費以自給自足為原 辦法修正中心主任之任期為配
則，且須負擔中心電費、電 合所屬單位主管之任期。
話費、場租及維護等費用，
各項收支均依相關法規辦
理。
第七條
一、依據業務需求曾設。
本中心置主任一人，綜理中
心業務，由國際與社會科學
學院院長或院長推薦之本校
助理教授以上教師兼任，報
請校長聘任之。其任期配合
國際與社會科學學院院長之
任期。

第八條
一、文字酌以調整。
本中心設中心會議，由中心 二、依據本校教師授課時數核
全體人員組成之。主任為主
計要點第七點規定，教師
席，定期舉行會議，討論中
因兼學術行政職務減授時
心之相關業務，必要時得邀
數者，當學年不得支領超
請本校有關人員列席。
授鐘點費。
第九條
一、文字酌以調整。
本中心主任、及特別助理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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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條
一、依據本校自我評鑑辦法第
本中心每隔五年進行評鑑，評
十條規定，原研究與教學
鑑事務由文學院辦理，並將其
中心評鑑期程為三年實施
報告提交院務會議審查討論，
一次，改以每隔五年實施
評鑑結果如未能達設置功能，
一次。
或營運狀況未達一定標準，得 二、依據本校中心設置及管理
由該會議議決相關建議事項。
辦法、中心設置及管理辦
法施行細則酌修文字，並
修正中心之評鑑項目、方
式與結果依據本校中心設
置及管理辦法暨中心設置
及管理辦法施行細則辦
理。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原住民族研究發展中心設置章程
中華民國 98 年 12 月 2 日第 326 次行政會議通過
中華民國 104 年 11 月 25 日第 350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中華民國 108 年 11 月 27 日第 366 次行政會議

第一條
第二條
第三條

第四條
第五條
第六條

第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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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為發展原住民族相關研究與實務，特設原住民族研究發展中心
（以下簡稱本中心）
。
本中心任務如下：
一、 核心任務
（一） 組織常設計劃團隊，進行原住民族文教產業發展之推動與
研究，以原住民族「師資培育」、「教育文化」與「政策」
三方面之研究發展為中心任務重點。
（二） 規劃並發展以原住民族知識體系為核心的原住民族教育
師資培育學程與通識課程。
（三） 整合校內研究資源，建立跨院系所原住民族研究合作平
台。
（四） 與校內相關單位合作，加強營造校內多元文化之環境。
（五） 承接政府相關計畫，辦理有關原住民族文化、教育、產業、
發展、管理等各方面之論壇、講座、研習、展覽等活動。
（六） 研究原住民族相關政策，供政府部門參考。
二、 其他任務
（一） 與本校各學術單位合作規劃各項原住民知識與技藝之課
程與訓練。
（二） 提供原住民族中等教育、高等教育、技職教育之諮詢。
（三） 推動本校與國內外原住民社區、機關團體與學校之交流與
合作計畫。
本中心為隸屬文學院之院級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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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中心置主任一人，綜理中心業務，由文學院院長或院長推薦之本
校助理教授級以上教師兼任，報請校長聘任之。其任期配合文學
院院長之任期。
本中心得依業務需要設置研究、課程、推廣等組；各設組長一人、

第八條

第九條

第十條

第十一條

第十二條
第十三條

組員若干人，由主任聘請本校助理教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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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置研究人員、博士後研究
人員及行政人員若干人，以不占用學校正式編制員為原則，並依
相關規定公開徵選約聘（用）之。
本中心主任及組長得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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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中心設中心會議，由中心全體人員組成之。主任為主席，不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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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中心設有諮詢委員會，委員由主任邀請深具校內外熟習原住民文
教產業發展議題之產官學者與實務工作者擔任，協助本中心研擬發
展方向。
本中心每隔五年進行評鑑，評鑑事務由文學院辦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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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章程未規定之事項，悉依本校相關規章辦理之。
本章程經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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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二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原住民族研究發展中心」會議
108 學年第 2 學期第 1 次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09 年 02 月 03 日(星期一)早上 10:00-11:00
開會地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文學院院長室
主

席：文學院 陳秋蘭院長

出 席 者：原住民族研究發展中心 蔡慧敏主任
列 席 者：文學院 陳莉菁秘書
紀錄：原住民族研究發展中心 李雅琦專任助理

壹、討論事項：
提案一：
案由：擬配合 109 年 02 月 03 日 109 學年度第 1 次會議通過，修正本校原住民族研究發展中
心設置章程，提請討論。
說明：依照本校「設置要點」之範本，已更新如附件一。
決議：照案通過。

貳、臨時動議：無
參、散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