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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展處

國際排名進步破百名，亞洲排名進步幅度全國第一

2013 2014 2015

QS 世界排名 485 416 376

本校近年世界排名表現



研究發展處

QS Subject 學科排名

教育專業拔尖，學科均衡發展

年度
社會科學 藝術與人文 工程與科技 自然科學

教育 語言學
現代
語言

英語
文學

機械
工程

電機
工程

資訊
科學

物理
天文

化學

2016 44 51-100 101-150 201-250 201-250 251-300 351-400 301-350 301-350

教育學科全臺第 1，連續 3 年入榜世界前50名，蟬聯華人師範之首。

語言學科位居全臺第 2。

本校入榜學科數逐年成長，真正成為一所綜合型大學。

運動科學與體育評比全球前七

「體育教學」面向，名列四所受推薦的全球最傑出頂尖大學之一。



研究發展處

學術研究與產學合作—學術研究

 期刊論文發表數量逐年成長



研究發展處學術研究與產學合作—學術研究

引用數逐年增加，
發揮研究影響力

積極培養國際級研
究人才，與世界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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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展處

 研發專利數、技術移轉件數及產學合作件數逐
年成長

學術研究與產學合作—研發專利數



研究發展處
教師學術研究表現-科技部計畫

102 103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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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年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核定件數及金額統計圖



研究發展處
科技部計畫全國大學排名

資料來源:科技部網站

全國公私立大學104年度執行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件數前10名

校名 核定件數 排序

國立臺灣大學 2362 1

國立成功大學 1367 2

國立交通大學 792 3

國立清華大學 766 4

國立中央大學 682 5

國立中興大學 538 6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527 7

國立中山大學 501 8

國立政治大學 459 9

國立中正大學 418 10



研究發展處
教師學術研究表現-非科技部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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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展處

• 研究發展處負責掌理研究之企劃、
推動、技術移轉、學術交流合作、
產學合作及其他研究發展事項。

• 設企劃、研究推動、產學合作三組
及創新育成、貴重儀器與研究倫理
三中心及校務研究辦公室。



研究發展處

企劃組主要業務項目

規劃教師及研究人員評鑑
推動系所評鑑業務
建置「教師表現及系所績效管理系統」
延攬講座教授及卓越人才
規劃並辦理教師彈性薪資暨獎勵申請業務
學術研究減少授課作業
研究計畫配合款申請作業



研究發展處

本校教師與研究人員評鑑

依據：本校教師評鑑準則、本校教師評鑑準則新法

各學院系所應行注意事項。

評鑑對象：

本校專任教師（含專業技術人員）：講師、助理

教授每隔3年評鑑1次，副教授、教授每隔5年評鑑

1次。(第二條、第六條、第七條)



研究發展處

評鑑方式：系(所)院評鑑、教師自評、教師同儕評

鑑、學生評鑑與其他評鑑。(第三條)

評鑑資料繳交時間：該學期應受評之教師，於八/

二月底前，將評鑑資料送系所辦公室，系所教評會

於十/四月底前開會進行初評。(應行注意事項第四

點)

評鑑項目及通過標準：教學、研究、服務及輔導三

方面均應通過，始通過評鑑。(第三條、第四條)



研究發展處
評鑑結果：(第六條、第七條)

1. 講師及助理教授評鑑結果不通過者，於次1年起不
予晉薪、不得超授鐘點且不得在外兼職兼課，並由
學院協調系所給予合理之協助，1至2年再予評鑑，
若再評鑑仍不通過應提三級教評會決議不續聘。

2. 副教授及教授評鑑結果不通過者，於次一年起不予
晉薪、不得超授鐘點、不得在外兼職兼課、不得借
調、不得申請休假研究、不得出國講學、不得申請
留職留薪出國研究或進修，且不得擔任校內各級教
評會委員或行政、學術主管。

3. 凡最近1次評鑑不通過者不得提出升等。



研究發展處
新聘教師評鑑相關規定：(第八條)

1. 民國100年8月1日起新聘之各級專任教師來校服務滿3年
之次學期（即第七個學期）須通過評鑑，評鑑標準同第
四條之講師及助理教授標準。

2. 民國105年2月1日起各級新聘專任教師來校服務1年內，
須參加新進教師研習，並完成本校「新進專任教師專業
發展作業要點」之規定，始得通過新聘教師評鑑。

3. 民國105年2月1日起新聘之各級專任教師如服務於本校
具有實驗(習)場所之系所單位，並經系所核定須接受本
校環境安全衛生中心教育訓練者，來校服務1年內須完
成教育訓練與測驗，始得通過評鑑。

4. 新聘各級專任教師評鑑結果不通過者，於次1年起不予
晉薪、不得超授鐘點且不得在外兼職兼課，並由學院協
調系所給予合理之協助，2年內再予評鑑，若再評鑑仍
不通過應提三級教評會決議不續聘。



研究發展處

學術單位自我評鑑(106年)
前置作業準備

籌組院系所評鑑委員會

自評資料準備

內部自我評鑑

改善調整

實地審查

學門/學院審議小組受理報告初稿
申請及受評單位補充說明

審查及確認報告

公布外部評鑑結果

校
級
委
員
會
辦
理

外
部
評
鑑

各
學
院
督
導
完
成

內
部
評
鑑

核心目標 I

系所價值目標

核心目標 V

自我改善機制

核心目標 IV

增進學術研究

核心目標 II

跨領域課程

核心目標 III

多元學生輔導

包含核心指標與標竿評比兩大部分

※核心指標採具體、目標導向呈現
※標竿評比可使系所依據特色自訂
指標，以一系所一標竿朝國際合作
方向邁進。



研究發展處

教師表現及系所績效管理系統建置

本系統為校內教師研究成果資料庫，可大幅減少
資料搜尋及建置工作。本系統內含教師學術論文
、參與國際研討會、研究計畫、展演活動、教師
校內開課與擔任導師等多項資料，除供師長申請
各項獎勵、升等、及評鑑外，亦做為本校填報教
育部校務資料庫及其他績效數據。

本系統路徑：

校務行政入口網→應用系統→本校教師表現及系
所績效管理系統



研究發展處

延攬與留任優質人才

具體辦法
1. 講座教授延攬辦法
2. 彈性薪資辦法
3. 專案教師與研究人員之辦法

具體策略
1. 積極爭取優秀人才，長期(專任) 、短期(短訪、

休假客座)並進
2. 主動網羅資深(諾貝爾、國際名師) 、初任(甫獲

學位)



研究發展處

彈性薪資方案-本校「師大講座」、「研究講座」、
「特聘教授」及「優聘教授」申請案

 依據本校獎勵學術卓越教師辦法辦理

 辦理程序：受理申請＼資料查核＼召開審議委員會議＼公布核定名單\
按月核發獎助金

 獎助及期程:師大講座每月六萬元(最高二十萬元)；研究講座每月四萬
元；特聘教授每月二萬元；優聘教授每月一萬元，獎勵期程三年

 近三年獎勵情形（本案自97年開始辦理):

年度 核定情形 備註

103 師大講座2人、特聘教授9人、優聘教師23人 本獎勵案與
科技部獎勵
特殊優秀人
才案可重複
申請,但獎勵
金擇一領取

104
師大講座2人、研究講座1人、特聘教授10人、
優聘教授16人

105
師大講座3人、研究講座2人、特聘教授7人、
優聘教授9人



研究發展處

彈性薪資方案-科技部補助獎勵特殊優秀人才
(留任)

依據本校獎勵特殊優秀人才辦法辦理

辦理程序：受理申請（線上申請系統）＼資料查核＼
召開審議委員會議＼公布核定名單\按月核發獎助金

每人每月獎勵金額自8,500元至4萬元不等，獎勵期程
一年

近三年辦理情形:
學年度

申請人數/獲獎人數
(實際核發獎勵金者)

獎勵經費
(含補充保費)

102 181/123 20,410,200

103 182/113 20,557,080

104 156/107 20,018,520



研究發展處

彈性薪資方案-科技部補助延攬特殊優秀人才
依據科技部該補助措施辦理。

辦理程序：受理申請（系所主管推薦）＼資料查核＼召開
審議委員會會議＼公布核定名單\按月核發獎助金

獎勵金額及期程均由審議委員會決定之
近三年辦理情形:

年度 申請人數/獲獎人數 獎勵經費/期程

103第一梯次 2/2 每月1~2萬元/1~2年

103第二梯次 4/4 每月1~3萬元/2~3年

104第一梯次 3/3 每月1~3萬元/2~3年

104第二梯次 3/3 每月1~2萬元/2~3年

105第一梯次 1/1 每月8萬元/3年

105第二梯次 1/1 每月3萬元/3年



研究發展處
學術研究減少授課作業

 依據：本校教師授課時數核計要點(第六點)。

 申請條件：

(一)科技部研究計畫或政府機關單位簽訂之建教合作計畫（不含
本校各項研究獎補助計畫）得申請減授：

1 、任一計畫之研究期限達6個月以上不足1年者，得減授1小
時，研究期限達1年以上者得減授2小時。(每學年以計畫期程
減授僅核予2小時)

2 、計畫行政管理費累計達10萬元以上者得再減授1小時，其後
每增加8萬元得再減授1小時。

(二)每一計畫以申請1次為限，不得重複申請。本項減授時數每學
期合計至多3小時。

 申請時間：
每年5月1日至7月31日申請每學年第1學期(及次1學期)；

每年11月1日至12月31日申請每學年第2學期(及次1學期)。



研究發展處
研究計畫配合款補助案
 依據：本校研究計畫配合款補助原則
 申請資格：

1. 申請校外之補助單位要求執行計畫之ㄧ方須提報配合款
或自籌款者。

2. 計畫主持人需為本校教師，且共同主持人中三分之一
（含）以上為本校教師。

 補助原則：僅適用於購置圖書儀器設備等資本門。
 計畫分成：

1. 「教學型研究計畫」分配至本校金額1年達500萬以上之
計畫，或未達500萬元，但具有前瞻性或競爭性之計畫，
補助上限為計畫核定經費的10%。

2. 「重要型研究計畫」包含國家型整合計畫或國科會跨領
域研究計畫、國家補助大學追求研究卓越發展計畫、國
家規劃中重要研究型計畫案等，補助上限為計畫核定經
費的15%。



研究發展處

研究推動組主要業務項目

辦理科技部、教育部及其他學術研究機構
之委辦、補助計畫等相關業務。

辦理本校學術活動補助業務。
辦理本校學術論文暨專書獎助業務。
辦理本校英文論文編修服務補助業務。
辦理本校學術研究推昇計畫補助業務。
舉辦科技部計畫說明會或討論會。
辦理本校年度研究績優獎勵業務。
舉辦提昇教師學術研究能量活動。



研究發展處

各類計畫申請

受理時程

1.科技部一般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案-約十二月底前申請

2.科技部新進教師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案-新聘教師從未

申請科技部研究計畫者，得於起聘之日或獲博士學位

之日起三年內以隨到隨審方式提出

3.其他機關委託專案研究及科技部各處室邀約之研究計

畫申請案-可參見本處網站/計畫徵求，以及每週三寄

送之研發電子報。



研究發展處

申請科技部研究計畫注意事項

1.如申請個別型研究計畫，儘量申請多年期研究計畫。

2.資深人員或新進人員：分開評比。

*新進人員：任教職或獲博士學位後五年以內。

*新聘人員：首次申請隨到隨審。

3.申請二件以上計畫時，務必列明優先順序，已核定之多
年期計畫應列為第一優先。

4.整合型計畫不成立時可改為個別型。

5.注意各處別之計畫邀請書(RFP-Request for Proposal ) 
--重點項目



研究發展處

學術活動補獎助措施
補助項目

1. 新進教師之專題研究計畫
2. 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
3. 藝術創作發表或展演
4. 原創性學術論文刊登費
5. 新進教研人員出國參加國際學術會議發表論文
6. 教研人員出國參加國際指標性研討會(近五屆會議論文

集需收錄於SCOPUS資料庫)
7. 學術論文暨專書獎助
8. 投稿國際學術期刊之英文論文編修補助
9. 學術研究推昇計畫補助(申請科技部計畫未獲補助、

新提個人型計畫者、團隊型推昇計畫)
10.推動跨國合作研究計畫補助(研提科技部「雙邊協議專

案型國際合作研究計畫」前置作業經費補助)



研究發展處學術活動補獎助措施
補助上限-104(學)年度
1. 新進教師之專題研究計畫--30萬元

2. 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30萬元

3. 藝術創作發表或展演--10萬元

4. 原創性學術論文之刊登費--6萬元

5. 新進教研人員出國參加國際學術會議發表論文、教研人員出國參加國
際指標性研討會(均限機票費)

--地區一(歐洲、非洲)最高上限45,000元

--地區二(美洲、澳洲、印度)最高上限35,000元

--地區三(亞洲)最高上限20,000元

6. 英文論文編修補助

--每頁250元，每篇上限10,000元(投稿SCI、SSCI或A&HCI)

7.  學術研究推昇計畫

--個人型上限30萬元

--團隊型上限80萬元

8. 推動跨國合作研究計畫--50萬元



研究發展處

受理時間

►新進教師之專題研究、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及藝術創

作發表或展演補助申請--每學年9月(第1期)及3月(第2

期)。
►原創性學術論文刊登費補助申請--隨到隨審，須於單據

所屬會計年度內提出。

►新進教研人員出國參加國際學術會議發表論文、教研人員
出國參加國際指標性研討會補助申請--會議舉行日5星期
前提出，採隨到隨審。

►英文論文編修補助--隨時受理。

►學術研究推昇計畫補助申請--每年9月。

►推動跨國合作研究計畫申請--每年依研發處公告日期。



研究發展處獎助辦法
►學術論文暨專書獎助辦法--每年10月份，受理前一年度已發表之論文或已出版
之專書，104年度獎助區間及金額如下表：

 

獎助類別 獎助區間 獎助金額 獎助上限 

A&HCI --- NT$ 20,000 

每位教師最多 6 篇論文 

SCI/SCIE 

前 5% NT$ 50,000 

6% ~15% NT$ 30,000 

16%~ 30% NT$ 20,000 

31% ~ 50% NT$ 10,000 

51%~ NT$6,000 

SSCI 

前 10% NT$ 50,000 

11%~ 30% NT$ 40,000 

31%~50% NT$30,000 

51%~80% NT$20,000 

81%~ NT$6,000 

TSSCI(THCI CORE) 

SCOPUS 收錄 NT$15,000 

非 SCOPUS 收錄 NT$10,000 

專書 

卓越專書 NT$ 80,000 

每位教師最多 2 本專書 

傑出專書 NT$ 60,000 

優良專書 NT$ 40,000 

甲等專書 NT$ 20,000 



研究發展處

年度研究績優獎勵辦法(1/2)

 獎勵對象：當年度獲得總統科學獎、行政院傑出科技貢
獻獎、國家文藝獎、行政院文化獎、教育部學術獎、教
育部國家講座、傑出人才發展基金會傑出人才講座、侯
金堆傑出榮譽獎、科技部傑出研究獎、科技部吳大猷先
生紀念獎、科技部傑出特約研究員獎、科技部傑出技術
移轉貢獻獎、中研院年輕學者研究著作獎等重要學術研
究獎項之本校專任教師及研究人員。

 獲以上獎項者每人獎助新台幣10萬元整，每年3月底
前，由研究發展處造具上年度獲獎名冊，經簽陳校長同
意後通知獲獎者依本校會計法規檢據核銷。



研究發展處

年度研究績優獎勵辦法(2/2)
 104年度獲獎人員



研究發展處

「臺師大研究社群網」

本平台為推動教研人員專業成長、促成跨科際交流，
並形成整合性研究社群，進而提升臺師大整體研究能
量所建置之教師研究諮詢與合作平台。本平台內含教
師專長資料庫，主要功能提供校內教師個人預約諮
詢、發起團隊學術討論或其他活動資訊宣傳等服務。

透過平台教師專長資料庫，尋找適切研究主題的諮詢
討論對象。

路徑：

研究發展處網站首頁/右方專屬icon



研究發展處

本校學術績優教師協助研究諮詢

 為充分發揮本校學術績優教師之研究能量，協助新進教師
撰寫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特訂定「本校學術績優教師協
助研究諮詢實施要點」。

 需要協助及諮詢撰寫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相關問題時，得
填具「研究諮詢需求表」(詳見實施要點附表1)送交諮詢
小組窗口辦理。

 各單位105年度研究諮詢小組聯絡窗口名單可至研發處首
頁/資料查詢/其他下載。

 諮詢完畢後，由諮詢小組窗口送交「研究諮詢紀錄表」
(詳見實施要點附表2)至研發處，依規定支給提供諮詢與
協助之教師諮詢費用。



研究發展處

產學合作組主要業務項目
「產學合作」業務相關事宜

1.一般(企業、民間團體、學研機構)產學合作計畫

2.科技部產學合作計畫

3.經濟部產學合作計畫

辦理專利之申請及維護相關事宜

研發成果管理、技術移轉及著作授權

產學合作暨研發成果推廣績優獎勵

產學技轉媒合平台

科技部運用法人鏈結產學合作計畫

師大學報編輯出版發行



研究發展處

「一般」產學合作計畫

 合作對象：

非政府單位(亦即事業機關、民間團體、學術研究機構)

 合作事項：
1. 各類研究發展及其應用事項：包括專題研究、物質交

換、檢測檢驗技術服務、諮詢顧問、專利申請、技術
移轉、創新育成等。

2. 各類教育、培訓、研習、研討、實習或訓練等相關合
作事項。

3. 其他有關學校智慧財產權益之運用事項。

 申請時程：隨時受理



研究發展處

「科技部」產學合作計畫

（一）先導型：前瞻具競爭力，高風險性，需長期性投

資之先期技術。大約每年1月提出申請。

（二）開發型：協助產業開發核心應用創新技術。大約

每年1月、6月、9月提出申請。

（三）應用型：培育人員，增加產品附加價值或產出數

位內容應用加值技術。大約每年1月及6

月提出申請。



研究發展處「經濟部」產學合作計畫(1/2)

產學研價值創造計畫
學界協助中小企業科技
關懷跨域整合計畫

1.計畫範疇：學界運用前期已累積的
技術成果，與業界或研究機構合作開
發產業所需之商業化技術及產品或科
技服務，並以成立新創公司（Spin 

off）或新事業部門（Spin in）為目標。

2.計畫經費與期程：補助對象以學界
單位為限，補助經費以2年新台幣
2,000萬元為上限(不含先期研究)；先
期研究以1年新台幣500萬元為上限。

3.申請時程：採隨到隨審方式辦理。

4.相關申請資料可至學界科專網頁
(http://tdpa.tdp.org.tw/index.php)下載。

1.計畫類型：
(1)專案輔導(或稱專案計畫)：由學校
籌組專家團隊針對廠商共通產業技術
或跨領域需求事項進行輔導協助，參
與專案之廠商數至少10家(含)以上，
惟廠商屬金門、連江、澎湖等離島地
區得為5家(含)以上。
(2)個案輔導(或稱診斷計畫)：由輔導
專家針對個別廠商需求進行1對1之診
斷協助。

2.計畫期程：最長6個月。

3.申請時程：約每年2-3月(依經濟部
公告時間受理申請)。

http://tdpa.tdp.org.tw/index.php


研究發展處「經濟部」產學合作計畫(2/2)

協助傳統產業技術開發計畫
【產學合作研發類別】

產業園區專案輔導計畫

1.申請類型：
(1)共同申請：須由1 家業者及1 家大專院
校共同申請。
(2)聯盟申請：須由至少2 家業者及至少1 

家大專院校組成研發聯盟共同申請，且
業者(含主導業者)家數須大於或等於大專
院校家數。

2.計畫經費與期程：
(1)共同申請：政府補助款上限每案為新
台幣200 萬元，期程以1 年為上限。
(2)聯盟申請：政府補助款上限每案為新
台幣1,000 萬元，期程以16個月為上限。

3.申請時程：約每年6、7月(依經濟部公
告時間受理申請)，大專院校以申請1類型
且1 案為限，每年以補助1 案為原則。

1.計畫範圍：學校應依本計畫所
劃分之園區分區為範圍，原則每
一園區分區通過一項提案，本計
畫得視園區分區規模、產業特性
與提案規劃逕行必要之調整。

2.計畫申請模式：
(1)共通協助模式
(2)重點產業協助模式
(3)學研整合輔導模式

3.補助經費：每案以新台幣
90~140萬元為上限。

4.申請時程：約每年5月(依經濟
部公告時間受理申請)。



研究發展處
專利申請、維護
 辦理歸屬本校之研發成果(例如：政府出資委託及補助之計

畫衍生成果、本校自有成果..等)申請專利及獲准專利後之
維護。

 申請時程：隨時受理。
 申請費用：本校補助申請所需費用每人每年以6件為原則。

一、科技部計畫研發成果：
(一)中華民國、美國專利：專利申請費用由本校全額

負擔。
(二)其他國家專利：專利申請費用由本校負擔80％，

創作人20％（於專利獲證後，由學校辦理歸
墊）。

(三)大陸地區：專利申請費用由本校負擔60％，創作
人40％。

二、非科技部計畫研發成果：
(一)中華民國、美國專利：專利申請費用由本校

負擔60％，創作人40％。
(二)其他國家專利：專利申請費用由本校負擔

50％，創作人50％。



研究發展處

行動智財權諮詢顧問團
 成立宗旨：為提供本校教職員生智慧財產權相關資訊及諮詢

服務，本校成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行動智財權諮詢顧問
團」，於申請專利前，藉由專利事務所一對一的解說方式與
服務，充分讓本校師生了解專利申請的相關資訊與注意事
項、協助師生釐清專利申請之相關疑問，並為學校激發出更
多質與量兼具的專利申請案件。

 申請時程：隨時受理。

 申請方式：請填具「行動智財權諮詢申請表」，並將電子檔
回傳至研發處產學合作組(E-mail：joehsu@ntnu.edu.tw)，
由產合組協助安排諮詢人員、時間及地點。

 申請表下載網址：
http://www.acad.ntnu.edu.tw/1downs/archive.php?class
=4101



研究發展處

技術移轉、著作授權
 辦理歸屬本校之研發成果(例如：政府出資委託及補助之計

畫衍生成果、本校自有成果..等)技術移轉或著作授權。
 申請時程：隨時受理。
 收益分配：

扣除繳交計畫資助機關的部分後(涉及科技部部分應先行
扣除20%)，剩餘收益再依下列比率分配︰
（一）按創作人(含共同或協同創作人)70%、創作人所屬系

所（單位）10%、院（或同等級之單位）5%、學校
15%之比例分配之。

（二）其研發成果係由校院系級研究中心提出者，按創作
人(含共同或協同創作人)70%、創作人所屬院（或同
等級之單位）、系所（單位）與研究中心15%、
學校15%之比例分配之。如透過本校單位開立
發票所需之營業稅及行政服務費用，由創作人
自行負擔。



研究發展處

產學合作暨研發成果推廣績優獎勵

獎項 申請條件 獎勵金 申請時程

產學合作
績優獎

1.以本校名義與公、民營企業經由本校行政

程序簽訂之產學合作專案研究計畫 ，並擔任

計畫主持人且已執行完畢順利結案者(以結案

日期為計算年度)，其計畫總金額達80萬元

（含）以上且提撥之行政管理費達8萬元（含）

以上者。

2.歷年累計至申請前1年度止，其產學合作計

畫總金額達120萬元（含）以上且提撥之行政

管理費達12萬元（含）以上者。

以其獲獎案

件所提撥之

行政管理費

總額20%作

為獎勵金額

(獎勵上限10

萬元)及獎狀

乙紙

每年3月1

日至3月31

日受理申

請

研發成果
推廣績優
獎

1.技術移轉及著作授權契約，其授權金及衍

生利益金年度累計總金額超過30萬元者。

2.歷年累計至申請前1年度止，其授權金及衍

生利益金總金額達50萬元（含）以上者。

3.上述授權金不包含科技部先期技術移轉授

權金。

每人獎勵新

台幣3萬元及

獎狀乙紙

每年3月1

日至3月31

日受理申

請



研究發展處產學技轉媒合平台

 本平台之目的：

1.整合本校之專利、技術、教師研發能量。

2.建立雙向供需特色的產學雙向媒合平台，以提升產學合
作、技轉之機會。

3.同時透過市場與廠商需求回饋，提供校內教師研究方向，
有效幫助教師與企業之接軌，提升產學合作成功之機率。

本平台之基本元素：

後台之基本資料建立 前台之瀏覽 媒合信件

路徑：

1.本校首頁→教職員→研究服務-產學技轉媒合平台資訊

2.本校首頁→行政組織→研究發展處→產學技轉媒合平台

3.研究發展處網站首頁/右下方專屬icon



研究發展處

 本計畫包含「產學媒合服務團」及鏈結產學媒合
平台(I-ACE平台)：

科技部為提升我國產業競爭力，搭起產學合作橋樑，使學研界研發
成果，得以透過加值，創造市場價值，特委託工研院執行「運用法
人鏈結產學合作計畫」。

計畫網址：http://www.link-iac.org.tw/home

計畫辦公室服務專線：(02)2737-7373

「產學媒合服務團」服務：
服務內容包含新創事業諮詢、研究開發合作諮詢、學界技術多元化
運用諮詢、市場/技術/智財探勘諮詢、產學媒合諮詢五項服務。

鏈結產學媒合平台(I-ACE平台)：

免費提供學界研發成果、可移轉專利搜尋，諮詢與媒合之服
務。平台網址：https://iace.stpi.narl.org.tw

科技部運用法人鏈結產學合作計畫

http://www.link-iac.org.tw/home
https://iace.stpi.narl.org.tw/


研究發展處師大學報

 《師大學報》1956年創刊，為一以提昇學術研究風氣之純
學術性期刊，供國內外教師及研究人員發表未曾發表過之
原創性研究論文。

 迄今2016年已出版至61卷，約2,000人次專家學者於學報
發表大作，並收錄約1,322篇學術論文。現依「教育科學研
究期刊」、「師大學報:語言與文學類」等二大類分冊出
版，隨到隨審，並採線上投稿及雙向匿名審查。相關網址: 
http://jntnu.ntnu.edu.tw/

 「教育科學研究期刊」為全球最大索引資料庫Scopus收錄
期刊及TSSCI期刊，以刊登教育類領域論文為宗旨，每年三
月、六月、九月及十二月各出刊乙次。

 「師大學報:語言與文學類」為TCI期刊，以出版語言及文
學類論文為主，每年三月及九月各出刊乙次。

 全年性徵稿，歡迎各位教師踴躍投稿。



研究發展處

創新育成中心

業務介紹



研究發展處

中心任務-輔導文化創意產業為主軸

98年因應學校校務發展計畫，育成中心歸建於研究發

展處，並更名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創新育成中心」。重

新思索本校既有之教育、研究相關資源，與本校於教育與

藝術界長久以來的形象，並配合行政院推動六大產業，擇

定本中心轉型以「文化創意」為主導。

主要輔導產業分為三大類別：

1.創意教學與教育技術服務產業

2.設計與品牌產業

3.創意生活與數位休閒娛樂產業



研究發展處

師大39創意市集
自99年7月起中心運用閒置場地，於師大路39巷中心建物外空

地，辦理師大39創意市集，讓更多人踏入學校校園，接近師大。
本中心希望將市集形塑為:
『體驗平台』-透過各類創意商品，增進消費者的五感體驗。
『教育平台』-鼓勵校內外師生、教職員、創意工作者與廠商，將
創意化成商品與產出。
『實驗平台』-提供創業者最近需求端的場域，降低創業初期風
險。

活動時間：每週五、六、日

晚上5：30～10：30

展售商品：原創性創意商品為主
招 商：每月一期
人潮流量：1,200人次/時



研究發展處
產學合作、資源媒合的交流平台

因應本校師範系統的轉型，中心將強化與校內師生的連

結，希望藉由中心作為產學及資源媒合的交流平台，提供師

生與廠商更多元之溝通管道，並持續規劃與推動相關計畫，

如師大39創意市集、營運模式輔導、政府補助資源導入、社

區產業網絡連結等，扮演更多重與積極推動的角色，104年起

配合政府政策，本中心更全力發展青年創業特色業務，鼓勵

學生參加各式創業競賽，結合產學創新營運中心發展，強化

學生競爭力，輔導學生進行創業，以期跟上世界發展潮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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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口校區育成基地與產學園區

位於林口校區資訊與教學大樓3~6樓，3樓育成中心已於

103年8月開始開放微小型企業進駐，目前進駐率已達9成；

4~6樓規畫為大型產學園區並尋找廠商進駐合作，目前已有新

浦樂生化科技(生技)與樸人創意(木工藝)等廠商進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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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重儀器中心

業務介紹



研究發展處
貴重儀器中心任務

落實資源共享，提升儀器使用效率

執行科技部補助貴重儀器中心服務計
畫，提供精密量測之貴重儀器，作為校
內外分析研究及業界研發共同使用之用
途

協助中心儀器之預約使用、管理維護與
推廣

大項儀器設備經費申請暨審查作業

審理校內貴重儀器之申請加入



研究發展處

儀器設備名稱 放置地點 儀器設備名稱 放置地點

Kappa CCD X-射線單晶繞射儀

理學院大樓
化學系A302

高解析質譜分析儀

理學院大樓
化學系A303

液態超導核磁共振儀

理學院大樓
化學系D401

分子影像核心實驗室

理學院大樓
生科系A115

科技部貴重儀器介紹



研究發展處
科技部貴重儀器介紹

儀器設備名稱 放置地點 儀器設備名稱 放置地點

BrukerD8 X-光粉末繞射儀

理學院大樓
化學系A307B

高解析液相層析電噴灑游離質譜儀

理學院大樓
化學系A316 



研究發展處
校內貴重儀器介紹

儀器設備名稱 放置地點 儀器設備名稱 放置地點

波長散射X射線螢光光譜儀

理學院大樓
地科系F201

高效能液相層析儀

理學院大樓
生科D308A

瞬間吸收光譜儀

理學院大樓
化學系D411A

紫外光-可見光-近紅外光分光光譜儀

理學院大樓
化學系D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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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內貴重儀器介紹

儀器設備名稱 放置地點 儀器設備名稱 放置地點

掃描探針顯微鏡

理學院大樓
物理系D103

電磁現象實驗器

綜合館
B1大腦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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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倫理中心

業務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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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倫理中心任務

提昇學術研究品質，落實研究參與者安全與保障

建置本校研究倫理治理架構

研究倫理政策協調

協助研究計畫倫理審查

研究計畫管理、追蹤、調查

研究倫理、研究參與者保護諮詢

研究倫理教育訓練



研究發展處



研究發展處
協助研究計畫之倫理審查
 研究倫理中心協助本校研究倫理審查委員會辦理研究計

畫倫理審查、追蹤與教育訓練業務。

 申請時程：隨到隨審

 審查費：

 105年度校內未獲得研究經費師生審查費補助

http://140.122.64.63/7news/news.php?Sn=3274

審查類別 收費標準（新台幣元）

免除審查 2,500元

微小風險審查 14,500元

全委員會一般審查 19,500元

變更審查 1,000元

持續審查案、不良反應通報、結案
審查、不符審查結果之申覆

無須繳納

http://140.122.64.63/7news/news.php?Sn=3274


研究發展處
辦理研究倫理教育訓練
 協助本校師生認識研究倫理審查機制，並瞭解保護研究

參與者的重要性，每年舉辦3場次以上教育訓練。

 活動訊息：
http://140.122.64.63/7news/actnews.php?classes=7101

http://140.122.64.63/7news/actnews.php?classes=7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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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研究辦公室

業務介紹



研究發展處校務研究辦公室任務

透過校務資訊分析與回饋，提升辦學品質，強化校
務經營效率與效能，精進校務永續發展

• 蒐集、統整、倉儲、分享、分析校務資料及校外
相關資料

• 建置及維護校務資訊平台

• 進行定期、重點及委託校務分析，提供資訊與策
略建議，以支持學生學習、教師發展、校務決策
與校務改進

• 培育師大人員校務研究能力，提升校務經營品質

• 建立校務關鍵指標，傳播校務資訊

• 校務研究績效已納入教育部頂尖大學、及教學卓
越計畫之績效表現



研究發展處目前成果

• 統計年報資訊儀表板：

校務行政入口網

→應用系統

→統計年報
儀表板

• 統計年報內容：

• 共10大項，108個分
項

• 呈現本校各項公開資
料，可快速瞭解本校
各項辦學績效量化數
據



研究發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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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展處校務議題分析

•師資生考取正式教師的關鍵因素分析

–回饋師資生培育政策，提高本校師資生考取率

•各種入學管道學生，入學後的學習表現

–回饋各系所調整入學管道學生人數

•其他：教務處、學務處等委託研究分析議題…

•正研擬「推動校務研究合作計畫」

–歡迎各位老師加入校務議題研究

–取得學校營運資料，進行議題分析

–提供學校以據為策的參考、建議



研究發展處已完成之分析報告
• “ ", 

107-134 2016 3

• What Makes Teacher Students Become Official Teachers

– A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of Critical Predictors based on 

Data Mining Techniques", The 5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Data Science and Institutional Research, 

Kumamoto, Japan, July 10-14, 2016.

• "Data Verification by Visualization - Promoting Staffs' Data 

Literacy", The Association of Institutional Research (AIR) 

Forum, New Orleans, USA, May 31-June 3, 2016.

• "The Application of Scientometrics to Reveal Research 

Performance for Institutions - An Example from NTNU", 

2016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stitutional Research in 

Taiwan (ICIRT 2016), Taichung, Taiwan, May 20-21,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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