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新進專任教師重要期程與實用資源 
一、教學資源 

圖書資源 / 圖書館 

項目 說明 相關連結 圖書館承辦人 

圖書資源服務 

閱覽流通、電子資源(電子書、

電子期刊、電子資料庫)整合檢

索、專屬學科館員參考諮詢服

務、館際互借、Turnitin 學術論

文原創性比對系統。 

1.圖書館 http://www.lib.ntnu.edu.tw/ 

2.電子資料庫

http://www.lib.ntnu.edu.tw/database/database.jsp 

3.期刊資料

http://www.lib.ntnu.edu.tw/eresource/ejournal.jsp 

推廣服務組-SMILE 服

務台(分機 5250) 

典閱組-借還書服務台 

(分機 5253)  

 

教務資源 / 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課務組 

項目 申請時程 相關連結 教務處承辦人 

補助教學精進創新與

專業社群計畫申請 
每學期末公告申請資訊 

http://www.ctld.ntnu.edu.tw/教師專業發展/教學精

進創新 
教學發展中心 林韋伶  

(分機 1899) 

lwling@ntnu.edu.tw 

總整課程補助計畫 

申請時間： 

第一學期：每年 10月底 

第二學期：每年 3月底 

http://www.ctld.ntnu.edu.tw/教師專業發展/總整課

程 
教學發展中心 蘇郁芳  

(分機 1890) 

yfsu0222@ntnu.edu.tw 

師徒制學生學習獎勵

方案（全校性共同課

程） 

申請時間： 

第一學期 6月底至開學第一週 

第二學期 12月底至開學第一週 

http://www.ctld.ntnu.edu.tw/學生學習成長/師徒制

學生學習獎勵方案 
教學發展中心 林瑜庭  

(分機 1887) 

linyuting@ntnu.edu.tw 

Moodle數位學習平臺 
每學期教師皆能即時線上自行

開設課程 

http://www.ctld.ntnu.edu.tw/教師專業發展/數位

學習平台 

1.新版Moodle數位學習平臺 

https://moodle2.ntnu.edu.tw/ 

2.新版Moodle自行開課系統 

https://moodle2.ntnu.edu.tw/s2m/ 

教學發展中心 黃昭妍  

(分機 1885) 

jyhuang@ntn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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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進專任助理教授減

少授課時數 

申請時間： 

第一學期 8月 1日至 8月 31日 

第二學期 1月 15日至 2月 15日 

1.教師授課時數核計要點

http://iweb.ntnu.edu.tw/aa/aa2/F600/item24_10306

18.pdf 

2.減授用表格 

http://iweb.ntnu.edu.tw/aa/form_download.html 

課務組 陳尚群  

(分機 1186) 

roychen@ntnu.edu.tw 教師從事學術研究減

少授課時數 

申請時間： 

第一學期 5月 1日至 7月 31日 

第二學期 11月 1日至 12月 31日 
  

 

二、研究獎助申請 

研究計畫 / 科技部  

類 別 申請時程 相關連結 研究發展處承辦人 

科技部產學合作研究

計畫 
依類別分每年 1-3 次 

產學合作組-研究計畫 

http://www.acad.ntnu.edu.tw/4page1/super_pages.p

hp?ID=4page1 

黃貞琇(分機 1331) 

chenhsiu@ntnu.edu.tw 

專題研究計畫 不定期申請 研究推動組-研究計畫 

http://www.acad.ntnu.edu.tw/3page3/super_pages.p

hp?ID=3page3 

蘇怡瑄(分機 1326)  

yss@ntnu.edu.tw 
國家型科技計畫 不定期申請 

其他研究計畫 依科技部公告 

 

獎勵補助 / 校外獎勵補助 

類別 申請時程 相關連結 研究發展處承辦人 

科技部補助專家學

者出席國際學術會

議 

會議舉行日 7 星期前 

研究推動組-校外獎勵補助 

http://www.acad.ntnu.edu.tw/3page4/super_pages.p

hp?ID=3page4&Sn=22 

 

陳怡儂(分機 1323) 

yinungchen@ntnu.edu.tw 
科技部補助國內舉

辦國際學術研討會 

每年約 3 月及 9 月 

(依校內公告截止日為準) 

科技部補助科技人

員國外短期研究 
每年約  5 月 1 日至 7 月 31 日 

研究推動組-校外獎勵補助 

http://www.acad.ntnu.edu.tw/3page4/super_pages.p

hp?ID=3page4&Sn=22 

董怡伶(分機 1324)  

s891033@ntn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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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補助延攬客

座科技人才 

隨到隨審 

(但建議於聘任前兩個月提出) 

科技部補助邀請國

際科技人士短期訪

問 

至遲應於受邀請人抵臺六星期

前提 

出(102 年 5 月 15 日起申請者適

用) 
科技部補助科技人

員國外短期研究 
每年約  5 月 1 日至 7 月 31 日 

 

獎勵補助 / 校內補助獎助 

類 別 申請時程 相關連結 研究發展處承辦人 

新進教師之專題研究

費補助 
每學年分為兩期線上申請 

第一期 9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  

第二期 3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 

研究推動組-校內獎勵補助 

http://www.acad.ntnu.edu.tw/3page4/super_pages.

php?ID=3page4&Sn=24 

 

請至【校務行政資訊入口網／研發處申請系統】

申請 

陳怡儂(分機 1323) 

yinungchen@ntnu.edu.tw  

鼓勵藝術創作發表或

展演補助 

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

經費補助 

新進教師與研究人

員出國參加國際學

術會議發表論文補

助 

隨到隨審 

(會議舉行日五星期前提出線上

申請) 

原創性學術論文刊登

費補助 

隨到隨審 

(單據所屬之會計年度內提出

線上申請) 

學術論文暨專書獎助 
每年 10月 1日至 10月 31日線

上申請 

英文論文編修服務補

助 

隨到隨辦 

(單據所屬之會計年度內提出申

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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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研提整合型計畫

經費補助 

於研提計畫前採隨到隨審方式

辦理 

研究推動組-校內獎勵補助 

http://www.acad.ntnu.edu.tw/3page4/super_pages.

php?ID=3page4&Sn=24 

 

董怡伶(分機 1324) 

s891033@ntnu.edu.tw 
學術研究推昇補助計

畫 

每年 9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線上

申請 

請至【校務行政資訊入口網／

研發處申請系統】申請 

年度研究績優獎勵 
每年 3 月底前研發處通知各系

所造冊核定 

研究推動組-校內獎勵補助 

http://www.acad.ntnu.edu.tw/3page4/super_pages.

php?ID=3page4&Sn=24 

黃琬婕(分機 1325) 

doris@ntnu.edu.tw 

優良期刊獎助 獲獎(選)通知後二個月內 

產學合作組-獎勵補助 

http://www.acad.ntnu.edu.tw/4page2/super_pages.

php?ID=4page2 

陳淑君(分機 1319) 

j.ntnu@ntnu.edu.tw 

獎勵學術卓越教師 
每年 9 月依公告日期受理申請

(填具申請表) 

企劃組-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獎勵學術卓越教師辦

法 

http://www.acad.ntnu.edu.tw/1admiss/recruit.php?S

n=49 

 
張巧蓉(分機 1330) 

changcj@ntnu.edu.tw 獎勵特殊優秀人才 
每年 5 月線上申請 

(校務行政資訊入口網) 

企劃組-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獎勵特殊優秀人才辦

法 

http://www.acad.ntnu.edu.tw/1admiss/recruit.php?

Sn=3 

研究計畫配合款補助 隨到隨審 

企劃組-校內獎勵補助 

http://www.acad.ntnu.edu.tw/1page2/super_pages.

php?ID=1page201&Sn=7 

 

 

臺師大研究社群網 http://rc.ord.ntnu.edu.tw/ 

可預約研究諮詢（現任學術卓越教師），並可籌組研究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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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升等與人事  

類別 申請時程 相關連結 人事室承辦人 

學位升等與著作升等 

每學期均辦理 1 次 

著作升等應於每年 9月 10日/ 3

月 10 日向系(科、所、學位學

程)提出 

人事室-升等相關表單下載 

http://hr.ntnu.edu.tw/download/download.html 

 
黃靜宜(分機 1295) 

ai2635@ntn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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