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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105學年度第 8次學術暨行政主管聯席會報紀錄    

時間：106 年 6 月 21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30 分 

地點：校本部第一會議室  

主席：張校長國恩                                        記錄：劉靜華 

出席人員：鄭副校長志富(請假)、吳副校長正己、宋副校長曜廷、陳院長學志、

陳院長登武、陳院長焜銘、林院長俊良、程院長金保、程院長瑞福、

楊院長艾琳、印院長永翔、陳院長振宇、陳教務長昭珍、張學務長

少熙(黃主任志祥代理)、許總務長和捷(林秘書怡君代理)、吳研發長

朝榮、劉處長美慧、游處長光昭、柯館長皓仁(陳組長敏珍代理)、張

主任鈞法、洪主任聰敏、紀主任茂嬌、粘主任美惠、陳主任美勇、

高院長文忠(林組長政宏代理)、吳主任忠信、林主任秘書安邦、沈主

任永正、洪校長仁進 

 

壹、 報告事項 
一、 主席報告(略) 

二、 總務處報告「本校工友退離補助單位經費方案執行情形」 

決定:賡續辦理。 

三、 以前會議討論事項執行情形報告： 

項

次 
案由 提案單位 決議 執行情形 執行率 

1 

(104 學年度第

7 次會議) 

擬成立投資「臺

師大育成控股

公司」推動委員

會，提請討論。 

研發處 

照案通過，並

請續提投資管

理小組及校務

基金管理委員

會討論。 

持續接洽外部企業，洽

談投資控股公司意

願，累積已獲同意並簽

署投資意願書之企業

為 6 家，金額新臺幣

2900 萬元，股權佔比

29%，尚有 2000 萬元待

募集，持續進行安排與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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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廠商拜訪作業；同

時為增加校友參與並

分散股權，於 6/5 安排

宋副校長向校友總會

理監事會議進行簡報

說明，尋求校友投資。 

2 

(105 學年度第

7 次會議) 

擬修正「國立臺

灣師範大學產

學合作暨研發

成果推廣績優

獎勵辦法」部分

條文案，提請討

論。 

研發處 照案通過。 

業於106年6月13日以

師 大 研 合 字 第

1061014752號函發布

轉知各單位。 

100% 

3 

(105 學年度第

7 次會議) 

擬修正「國立臺

灣師範大學學

術論文暨專書

獎助辦法」部分

條文，提請討

論。 

研發處 照案通過。 

本修正案公告函(稿)

刻正簽核中，俟奉核後

發函本校各單位公告

周知。 

95% 

決定: 同意備查，惟尚未完成之工作請持續列管。 

 

貳、 討論事項 
 
提案 1                            提案單位：國際事務處 

案由：擬將本校「外籍生學雜費減免設置要點」部分條文併入「外籍學士生獎

學金實施要點」，提請討論。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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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為簡化外籍生獎學金申請類別，擬自 106 學年度起改為外籍研究生獎

學金及外籍學士生獎學金兩類，又因 106 學年度起「外籍研究生獎學

金要點」增列補助減免受獎生學雜費基數，基於不重複補助原則，外籍

生學雜費減免獎學金僅外籍學士生可申請，爰擬將原「外籍生學雜費減

免設置要點」部分條文納入「外籍學士生獎學金要點」。 

二、 檢附「外籍生學雜費減免設置要點」 (如附件一)、「外籍學士生獎學

金發放要點」部分條文修訂對照表(如附件二)及修訂草案（如附件三）。 

三、 本案如通過後，「外籍學士生獎學金實施要點」擬自 106 學年度起實

施；「外籍生學雜費減免設置要點」擬續適用於 106 學年度以前註冊

入學之外籍生，並自 107 學年度起廢止。 

決議：修正後通過。 

  

提案 2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擬訂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106 年度推動跨國合作研究計畫補助實施要

點(草案)」一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據本校行政管考一般行政列管事項：「增加跨國研究團隊（106 年度亮

點計畫）」（案號：B106-00124）辦理。 

二、 本校前已訂定「104 年度推動跨國合作研究計畫補助實施要點」、「105

年度推動跨國合作研究計畫補助實施要點」，並分別核定通過 4 件、6 件

申請案，核獲補助者須向科技部提出「雙邊協議專案型國際合作研究計畫」

或其他類型之國際合作研究計畫。 

三、 旨揭之 106 年度實施要點（草案），擬延續 105 年度實施要點內容，僅

酌修部分時間規定如下，其餘內容不調整。 

(一) 第一點目的：修改年度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106 年度推動跨國合作

研究計畫補助實施要點」。 

(二) 第四點補助期間：修改為自 106年 12 月 1 日至 107 年 11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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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第八點執行成效考核時間：修改為計畫主持人須於 107 年 12 月 31 日

前向科技部提出「雙邊協議專案型國際合作研究計畫」。 

四、 檢附旨揭要點(草案)、106 年度與 105 年度實施要點差異對照表。 

決議：照案通過。 

 
參、 臨時動議 
 
提案 1                          提案單位：運動與休閒學院 

案由：有關本校教師評審辦法第十二條規定，擬納入 EconLit 為學術性期刊論

文資料庫之一，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據 106年 3月 8日體育學系 105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系教師評審委

員會議、106 年 4 月 19 日體育學系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

議決議及 106年 6月 6日運動與休閒學院 105學年度第 2學期第 3次教

師評審委員會議決議，通過 EconLit 列入體育學系教師評審作業要點第

十一條與 EI 期刊同等級之資料，原因如下：Econlit 期刊資料庫收錄之

期刊，與 SCI 或 SSCI 多有重疊，與 EI 期刊資料庫類似，故列為與 EI

期刊同等級之資料。 

二、 本校教師評審辦法第十二條第二項規定申請升等教師所提著作，應發表

於 SCI、SSCI、TSSCI、EI、A&HCI、THCI Core 等索引收錄之學術性期

刊論文，或發表於各學院認可之國內外具審查制度之學術或專業刊物之

論文，或在國內外具正式審查程序之研討會發表之論文經集結成冊公開

發行者（含以光碟發行或於網路公開發行），或經審查通過並出版之專

書。藝術、體育、應用科技類教師得以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代替

專門著作申請升等，其審查範圍及基準依教育部規定，但各學院有更嚴

之規定者，從其規定。 

三、 有關 EconLit 介紹如下： 



5 

 

(一) EconLit 為美國經濟學會（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AEA）

所發行之國際學術期刊資料庫。此學會是目前世界經濟領域具學術權

威性及代表性的學術機構，以運動經濟學為例，目前 Journal of 

Sport Economics 與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port Finance 同

時列入 SSCI 與 EconLit。 

(二) EconLit(早期稱為 JEL)資料庫權威性一方面在於其收錄期刊文獻質

量高、代表性強；另一方面在於其創辦單位的權威性。目前是國際上

經濟、財經、商業領域之高水平期刊資料庫。 

(三) 目前部份大學經濟領域的系所將 EconLit 資料庫列為教師升等期刊

論文發表條件，並基本上視之為與 SCI、SSCI、A&HCI 或 TSSCI 同等

級，體育學系蒐集相關資料如附件。 

四、 檢附本校教師評審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及修正後全文。 

決議： 

一、 照案通過。 

二、 EconLit 列為與 TSSCI 同等級資料庫，並請研發處修改相關法規。 

  

提案 2                                提案單位：教務處 

案由：擬修訂本校「師徒制學生學習獎勵方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為維護學生權益且思及部分教學助理工作屬性偏向僱傭型，爰依教育部

「專科以上學校獎助生權益保障指導原則」及本校「獎助生與學生兼任

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處理要點」特修訂本方案。 

二、 修正重點如下： 

(一) 修正名稱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僱傭型教學助理暨教學獎助生處理

要點」。 

(二) 修改目的與實施方式，並依工作性質與目的分為僱傭型教學助理與

教學獎助生兩類。（修正條文第一條、第三條，新訂第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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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修改學生與教師之責任與義務。（修正條文第三條） 

(四) 規範獎勵方式並修改實施方式與申請方式。（修正條文第六條） 

(五) 新增僱傭型終止方式。（修正條文第七條） 

(六) 修改爭議處理機制。（修正條文第八條） 

三、 檢附修正草案總說明、條文對照表及修正後草案如附件。 

決議：修正後通過。 

  

提案 3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擬具「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獎助生及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處

理要點」修正草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教育部修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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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並修正名稱為「專科以上學校獎助生權益保障指導原則」，

自 106 年 8 月 1 日起生效，另請各校依指導原則，訂定全校性處理規範，

於 106 年 8 月 1 日以前完成校內行政作業，建置配套措施。本校配合檢

討修正本要點，茲臚列本次修正要點如下： 

(一) 明定「獎助生」包括研究獎助生、教學獎助生及附服務負擔助學生

等三類。(修正要點第二點) 

(二) 增訂有關本要點所定獎助生，不包括受學校僱用之學生，及受學校

指揮監督，並以獲取報酬為目的從事協助研究、教學或行政等工作，

而應歸屬於有對價之僱傭關係之兼任助理。(修正要點第三點) 

(三) 明定本要點所稱研究獎助生之範疇及學校應踐行程序相關內容。(修

正要點第四點) 

(四) 明定本要點所稱教學獎助生之範疇及學校應踐行程序相關內容。(修

正要點第五點)。 

(五) 明定本要點所稱附服務負擔助學生之定義，界定助學生相關權利義

務事項。(修正要點第六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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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增列比照教育部訂定獎助生團體保險相關規定加保商業保險方式及

經費來源等規定。(修正要點第七點) 

(七) 增列獎助生是否涉及勞雇關係爭議處理機制。(修正要點第二十一

點) 

二、 檢附本校獎助生及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處理要點修正草

案總說明、修正對照表及修正草案各 1 份。  

決議：照案通過，並請主秘協助檢視文字內容是否妥適。 

  

提案 4                              提案單位：人事室 

案由：有關訂定本校「博士後研究教學研究費支給標準表」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依科技部 106 年 6 月 1 日科部科字第 1060035169 號來函，為使研究計

畫延聘博士後研究人員更具彈性，刪除該部原訂「博士後研究教學研究

費支給基準額度」規定，另規定自 106 年 8 月 1 日起，各校新申請之延

攬博士後研究案，須於該部網站上傳自訂之博士後研究教學研究費標

準，並在申請書中提供教學研究費建議金額，及說明審核原則及程序。 

二、 茲依上開來函規定，審酌本校現行作法，並增加適度彈性，擬訂本校「博

士後研究教學研究費支給標準表」，俾利本校延攬及留用優秀博士後人

才。 

三、 檢附學術暨行政主管聯席會報提案單、教學研究費支給標準表(含附件

教學研究費彈性調整申請表)各一份。  

決議：修正後通過。 

  

提案 5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案由：有關修正「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論文研究學習獎勵方案」一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 教育部修訂現行「專科以上學校強化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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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原則」並修正名稱為「專科以上學校獎助生權益保障指導原則」，

本處依前揭指導原則第五點，修正本校「論文研究學習獎勵方案」(以

下簡稱本方案)部分文字，修正重點如下: 

(一) 修正本方案第二點法規依據名稱。 

(二) 將教育部指導原則第五點有關研究獎助生定義相關文字補充新增於

本方案第二點之適用對象規定。 

二、 檢附「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研究生論文研究學習方案」(修正草案)及修正

對照表如附件。 

決議：照案通過。 

 

肆、 散會(下午 4時 35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