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 立 臺 北 教 育 大 學 1 0 6 學 年 度 第 2 學 期
研
究
發
展
會
議
紀
錄
時間：107 年 6 月 25 日(以紙本會議進行)
地點：略
主席：崔研發長夢萍

記錄：吳炘如

與會人員：詳如簽到單
列席人員：國際事務組王組長雅蕙、產學合作暨育成中心陳組長蕙芬、研
究發展處全體同仁。
會議程序：
壹、前次研究發展會議決議執行情形報告：請參閱第 2 頁。
貳、提案討論：略(無提案)。
參、本處各組業務報告暨宣導事項：請參閱第 3-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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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次研究發展會議決議執行情形報告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研究發展會議(107.1.6)
提
案
執
行
情
形
報
告
表
編號

1

2

提案

執行
單位

決議

執行情形

一、 由研發處全面檢視各院
現有推薦期刊，確認相
業依決議修正獎勵要
有關「國立
同以及不同之處，以建
點，並經 107 年 3 月
臺北教育大
立共同標準。
5 日行政主管協調會
學學術研究
二、 推薦期刊名冊以朝向高
議、107 年 3 月 12 日
獎勵要點」
標準方式進行審查，如
主管會報、107 年 5
之院推薦國
研發處
有認定疑義，建議以
月 14 日 主管會報審
內外優良學
「外審」方式進行審
議，刻提報 107 年 6
術期刊補助
查。
月 22 日學術發展委
一事，提請
三、 依會議決議修正後，提
員會議諮詢後，續提
討論。
報本校行政主管協調會
行政會議審議。
議審議。
一、 本 案 為 教 育 部 之 計 畫
本校受理教
案，申請系統之操作未
學實踐研究
如科技部系統簡便；又
獎勵計畫案
本案依教育部規定於 1 月
之申請時間
依會議決議，據以辦
20 日上傳計畫前，需經
訂為 1 月 14
研發處 理 108 年度獎勵計畫
過學校端完成審查程
日，建議比
申請案。
序，爰無法配合放寬申
較外校放寬
請時間。
至 1 月 20
二、 建議事項納入檢討，供
日。
明年度推動本案參酌。

貳、提案討論：略(無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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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本處各組業務報告暨宣導事項
◆ 綜合企劃組
一、教育部及其他單位計畫
(一) 辦理教育部「大學校院校務資料庫」填報作業：每年 3 月及 10 月兩
期表冊 [106.03 期] 及[106.10 期]。
1. 完成校內填報說明會
2. 釐清各單位負責之表冊
3. 確認各單位填表權限
4. 依教育部指示進行檢核報部
5. 協助各單位發文修正資料庫內容
(二) 辦理教育部補助「大學提升校務專業管理能力計畫」，建置學校集
中式資料庫，以利進行校務資料分析。
1. 獲教育部連續 104-106 學年度補助共計 500 萬元整。
2. 建置本校校務研究分析平台
(1). 104 學年度：教務處學生入學與在學資料、招生預警分析、交叉查
榜以及全國註冊率分析。
(2). 105 學年度：CPAS 職業適性測驗、UCAN 分析、畢業生流向問卷、
學生教學評量以及師培生專區等資料。
(3). 106 學年度：進行系統資料串接，新增弱勢生分析、雇主滿意度問
卷、學生學習策略問卷等資料。
3. 於每月行政會議報告校務研究議題分析(自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 5 月
份起)。
4. 辦理 TIR Cloud 計畫之學生問卷(新生學習適應調查問卷、學習滿意
度調查問卷)。
5. 辦理「大數據分析與應用學分學程」事宜。
(三) 教育部推動教師多元升等制度重點學校計畫
1. 審查教學實踐與創新期刊投稿稿件。
2. 啟用教學實踐與創新期刊線上投審稿系統。
3. 出版教學實踐與創新期刊刊登稿件。
4. 辦理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徵件。
(四) 辦理教育部 107 年度大專校院特殊優良人才實施彈性薪資審查作業。
二、科技部計畫
(一) 科技部 106 學年度（107 年 6 月 20 日）各類計畫通過彙整表
學院

件數

教育學院

30

人文藝術學院

12

理學院

26
3

總計
(二) 科技部獎勵「大專生研究計畫」案通過彙整表
學院/年度

68

教育學院

107 年度核定件數
8

人文藝術學院

2

理學院

4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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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獎勵特殊優秀人才 107 年度審查中。
協助辦理科技部各類專題研究計畫申請、變更及請款作業事宜。
提供科技部及其他單位研究案之徵件、相關辦法變更等訊息。
辦理科技部補助出席國際會議申請及請款事宜。
辦理科技部教師辦理國際學術研討會申請、變更及請款事宜。
辦理科技部計畫結案及請款事宜。
協助辦理科技部補助國內專家學者出席國際會議彙整送出(會議時間
前 6 個星期提出申請)與結報事宜。
(十) 協助申請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一般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期間約為 12 月
底，實際依科技部當年度正式來函為準)。
(十一) 每年 2~3 月協助申請科技部大專生專題研究計畫（依科技部當年度
正式來函為準）。
(十二) 每年 4~5 月配合辦理科技部獎勵大專校院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施申
請作業。
(十三) 每年 5~8 月配合辦理科技部國外短期研究計畫案（依科技部當年度
正式來函為準）。
(十四) 每年 3 月及 9 月配合辦理科技部補助國內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申請
作業(依科技部當年度正式來函為準)。
(十五) 提供科技部及其他單位相關研究案之申請訊息（依科技部當年度正
式來函為準)。
(十六) 辦理科技部教師相關專題研究或補助案結報事宜（專題研究計畫於
計畫執行期滿後 3 個月內，依科技部規定辦理結報）。
(十七) 辦理科技部補助研究生出席國際會議彙整送出(於會議月份前二個月
底前提出，每個月 1 日彙整送出)與結報事宜。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三、綜合業務
(一) 學習型兼任助理申請、每月造冊事宜。
(二) 處理校內計畫類研究獎助生納保、津貼造冊事宜。
(三) 公告校外各單位申請學術研究計畫來函作業。
(四) 辦理校內各類計畫案經費審核相關事宜。
(五) 辦理補助教師專題研究計畫經費會辦事宜。
(六) 辦理獎勵教師學術研究成果(期刊論文、專書或展演等)業務。
(七) 辦理本校補助學術期刊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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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本校碩博士論文比對採線上申請(網址：http://papercheck.ntue.edu.tw/)。
◆

國際事務組

一、 國際交流
(一) 本校 107 年度業與奧地利福拉貝格教育學院簽訂學術合作交流備忘錄，
刻正聯繫辦理與美國東密西根大學學術合作交流備忘錄、瑞士蘇黎世
教育大學學術合作交流備忘錄及學生交流協議、日本姊妹校關西學院
大學、體健學園健康體育大學學生交流協議簽訂相關作業。
(二) 聯繫辦理 107 學年度第一學期海外姐妹校大學交換學生申請來臺就讀
收件事宜及本校赴海外姐妹校大學交換學生申請就讀相關事宜。
(三) 辦理 2018 APAIE、NAFSA、EAIE 三大國際教育者年會、參展及核銷
相關事宜。
(四) 辦理 107 年 7 月 18 日至 7 月 27 日赴韓國姊妹校首爾教育大學參加語言
與文化體驗研習活動事宜。
(五) 籌畫 107 年歐美姊妹校語言與文化研習活動相關事宜。

二、 行政業務
(一) 辦理 106 學年度外國學生學習及生活輔導作業。
(二) 辦理 106 學年度姊妹校交換學生學習及生活輔導作業。
(三) 辦理 106 學年度臺灣獎學金及交換學生獎學金核撥作業。
(四) 辦理學海計畫補助經費核銷結報作業。
(五) 辦理 107 年度學海計畫校內簡章審查及公告作業。
(六) 辦理 107 年本校海外教育展規劃相關作業。
(七) 106 學年度姐妹校大學至本校交換學生共計 34 人，本校學生赴姐妹校
大學交換學生共計 48 人。
(八)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本校外國籍學生就讀學位人數共計 40 人，其中就
讀國際學位學程學生共計 18 人。
(九) 協助 107 年度辦理外籍生及交換學生學伴配對及輔導事宜。
(十) 辦理境外學生申請入學網站工作會議。
(十一) 辦理 107 年度本校補助系所舉辦學術研討會申請案。
(十二) 辦理 106 學年度本校補助海外實地學習課程申請案。
(十三) 辦理 107 年度補助本校教師出席國際會議申請案。
(十四) 辦理 107 學年度本校交換學生甄試申請收件相關事宜。
(十五) 辦理 107 年 7-12 月申請因公出國案件審查會議相關事宜。
(十六) 辦理教師出席國際研討會案件申請案。
(十七) 召開 106 學年度第 2 次國際暨兩岸事務委員會議。

產學合作暨育成中心
一、 經管育成中心
◆

(一) 辦理育成中心空間進退駐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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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辦理育成中心電費、水費、網路費計算。
(三) 處理育成中心老鼠防治工作事宜。
(四) 辦理育成中心警民連線系統服務定期檢修事宜。
(五) 辦理育成中心消防設備檢修及缺失改善事宜。
(六) 處理育成中心財產盤點報廢及清運事宜。
(七) 辦理委託律師與一樓廠商德謙文化訴訟調解事宜。
(八) 協助律師調閱訴訟相關資料。
(九) 辦理育成中心三樓創新創業空間整修工程前期作業。

二、 行政業務：
(一) 辦理第五屆校園創業競賽工作，共計報名隊數 24 隊。
(二) 辦理高教深耕計畫 A-8「以文教為主軸-創新創意創業生態系統計畫」
培力課程（講座及工作坊），共計 6 場次。
工作坊日期

名稱

備註

107.05.03

築夢踏實-創業計畫書撰寫實務工作坊

自辦

107.05.10

創業財務規劃實務工作坊

自辦

107.05.27

Young Start-up 工作坊~完美創業計畫書

政治大學
創新育成中合辦

107.06.03

Young Start-up 工作坊~完美創業計畫書

政治大學
創新育成中合辦

107.06.10

Young Start-up 工作坊~完美創業計畫書

政治大學
創新育成中合辦

107.06.24

Young Start-up 工作坊~完美創業計畫書

政治大學
創新育成中合辦

(三) 協助本校藝設系及文創系學生作品商品化相關事宜。
(四) 辦理 107 年度本校專任教師產學合作簽約事宜，共計 4 案（至 107 年 6
月 20 日）。
(五) 辦理創業團隊「四毛先生與可菲兒有限公司」進行教育部 106 年度 Ustart 計畫績優團隊第二階段培育輔導。
(六) 辦理本校 107 年度教育部 U-Start 創新創業計畫第一階段徵件。
(七) 辦理本校產學合作暨育成中心標竿學習參訪交流事宜，共計參訪 3 間
學校、1 間育成基地。
日期
107.02.06
107.02.08
107.05.09
107.05.28

參訪單位
臺灣科技大學-研究發展處、產學營運處
政治大學-創新育成中心
三創育成基金會-Star Rocket 育成空間
東吳大學-東吳實踐家創創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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