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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首府大學 106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校務會議會議紀錄 

時間：107 年 01 月 23 日(星期二)上午 10:00 時至 10 時 15 分 

地點：致遠樓五樓國際會議廳 

主席：許光華校長                                                     紀錄：周嵐瑩 

出(列)席人員：校務會議代表，詳如簽到表(附件一)。 

 

壹、主席致詞: (無) 

貳、提案討論： 

一. 本校「台灣首府大學各級學術主管遴選續聘及解聘實施辦法」修正案。提案單位：人事室(附

件二，頁 5) 

決議:以舉手投票方式進行表決，參與投票人數 65 人、贊成票數 61 票，本案表決後通過。 

二. 本校「台灣首府大學學生學術研究獎補助辦法」修正案。提案單位：研發處(附件三，頁

9) 

決議:以舉手投票方式進行表決，參與投票人數 65人、贊成票數 61票，本案表決後通過。 

參、各單位補充報告：(無) 

肆、臨時動議：(無) 

伍、主席結語：(無) 

陸、散會：107 年 01 月 23 日，上午 10 時 1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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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首府大學106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臨時校務會議提案表 

  提案單位：人事室                 提案日期：民國107年1月23日 

 

編號 第一案 

閱讀權限 

列入全校法規彙編 

不需列入全校法規彙編 

案由 

本校「台灣首府大學各級學術主管遴選續聘及解聘實施辦法」修 

正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依教育部 100 年 6 月 24 日臺高（一）字第 1000097937 號函及辦理。 

二、修法意旨如主旨，為使學術主管職務代理規定教育 

三、本案業經 107 年 1 月 22 日(一)106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6 次法規委員會修正通

過。 

辦法 如附件所示。 

審查 

意見 

提會討論 

決議 

以舉手投票方式進行表決，參與投票人數65人、贊成票數61票，本案

表決後通過。 

備考 

1. 若為「修正」法規，請至秘書室網頁下載原有法規電子檔（請勿更改頁碼）及「條

文修正對照表」格式後，再行修正。 

2. 若為「新訂定」法規，請於秘書室網頁下載法令規章格式繕打。 

3. 若主席無特別指示，請提案單位依據會議決議修正後，於會議結束次日起 2 日內，將紙

本（須一級主管簽章）及電子檔傳交本室(president@tsu.edu.tw)彙整陳核。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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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首府大學「各級學術主管遴選續聘及解聘實施辦法」 

第三、四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1 

97 年 2 月 20 日行政會議通過  

99 年 7 月 14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更名 

 99 年 10 月 13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2 年 11 月 13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 年 9 月 7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7年 1 月 23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修正後法規名稱 法規現行名稱 說明 

台灣首府大學各級學術主管遴

選聘任辦法 
台灣首府大學各級學術主管

遴選續聘及解聘實施辦法 

法規名稱修

正。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本校各院級學術單位主管，均應

具教授資格。學系（學位學程）主

任、研究所所長及通識教育中心

中心主任均應具副教授以上資

格。但藝術類與技術類之學系

(學位學程)主任，得聘請副教授

級以上之專業技術人員兼任之。 

前項各級學術主管，一年一聘，

三年任滿，院長及通識教育中心

中心主任須經校長考核同意，各

學系(學位學程)主任、研究所所

長須經院長考核同意，始得續

任。 

第三條 

各學院院長由教授兼任之，任期

為三年，並得續任。無適當人選

時，得自副教授人選兼代之，代

理期間不得逾二年，若代理期間

表現優異或為推展重大學術業

務必要，得於代理期滿前三個月

內簽請校長同意延長代理期限

一次，延長期間不得逾二年。 

一、 以教育部

100 年 6

月 24 日

臺高(一)

字 第

10000979

37號函略

以：「如有

職  務代

理情形，

代理期間

不得逾 1

年，且不

宜逕以 1

年為期聘 

任之，須

以新聘主

管到職為

終期。」。 

二、 為符合上

項規定，

爰修訂代

理期間不

得逾一年

之規定，

並刪除延

長規定。 

三、 第四條移

第四條 

學術主管任期屆滿，但尚未有

適合之人選，得先由校長指派

教師代理之，至新聘主管到職

為止，代理期間不得逾一年。 

 

第四條 

各學系(學位學程)主任、研究所

所長及通識教育中心中心主任

由副教授以上之教師兼任之，任

期為三年，得續任一次。但藝術

類與技術類之學系(學位學程)

主任，得聘請副教授級以上之專

業技術人員兼任之。無適當人選

時，得自助理教授人選兼代之，代

理期間不得逾二年，若代理期間表

                                                 
 

提案一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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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優異或為推展重大學術業務必

要，得於代理期滿前三個月內簽

請校長同意延長代理期限

一次，延長期間不得逾二年。 

至 第 三

條，開宗

明義敘明

藝術及技

術類學系

主管之資

格任用。 

四、 第三、四

條主管任

用資格規

定，併至

第三條。 

五、 修訂主管

代理規定

於 第 四

條。 

第六條   

各級學術主管任期以學期計算，任

滿六學期；於學期中聘兼學術主管

者，其任期自次一學期起開始計

算。 

第六條   

各級學術主管任期以學期計算，任

滿六學期；於學期中聘兼學術主管

者，其任期自次一學期起開始計

算。系主任(所長)卸任並間隔一任

後，得再被列為候選人。 

為符合運作現

況 ， 爰 予 刪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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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首府大學各級學術主管遴選聘任實施辦法(修正後全文) 
 

97 年 2 月 20 日行政會議通過 

99 年 7 月 14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更名 

99 年 10 月 13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2 年 11 月 13 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 年 9 月 7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7年 1 月 23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台灣首府大學(以下簡稱「本校」)依據大學法及本校組織規程相關規定訂定「台灣首府

大學各級學術主管遴選聘任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學術主管，係指本校各學院院長、學系（學位學程）主任、研究所所長及通

識教育中心中心主任。 

第三條 本校各院級學術單位主管，均應具教授資格。學系（學位學程）主任、研究所所長及通

識教育中心中心主任均應具副教授以上資格。但藝術類與技術類之學系(學位學程)主任，

得聘請副教授級以上之專業技術人員兼任之。前項各級學術主管，一年一聘，三年任滿，

院長及通識教育中心中心主任須經校長考核同意，各學系(學位學程)主任、研究所所長

須經院長考核同意，始得續任。 

第四條 學術主管任期屆滿，但尚未有適合之人選，得先由合於資格之教師代理之，至新聘主管

到職為止，代理期間不得逾一年。 

第五條 各級學術單位主管職務，得由外國籍教師兼任。新設學術單位之第一任學術主管由校長

逕行自符合資格之教師聘兼之。 

第六條 各級學術主管任期以學期計算，任滿六學期；於學期中聘兼學術主管者，其任期自次一

學期起開始計算。 

第七條 各級學術主管於任期屆滿三個月前或因故出缺二個月內，得依下列程序產生之： 

一、各學院院長：得由校長自符合資格之教師聘兼之。 

二、各學系系主任（所長）：由各學系（所）務會議自行遴選副教授以上一至三名，送

請校長圈選一人聘兼之，其遴選辦法由各學系（所）務會議訂定之。 

三、通識教育中心中心主任、學位學程主任：由校長聘請本校副教授以上之專任教師兼

之。 

第八條 各學系（所）內具選舉資格或被選舉資格之教師為編制內專任教師及約聘教師，但專案

教師不得為被選舉人。 

第九條 學院院長、學位學程主任及通識教育中心中心主任因重大事由，得由校長於任期屆滿前

免除其聘兼職務。系主任（所長）因重大事由，經該學系（所）務會議內具選舉資格教

師代表總額三分之二以上決議後，得由校長於其任期屆滿前免除其職務。 

第十條 各學系系主任（所長）之選任辦法、續聘及去職規定，得由各該學系（所）務會議依據

本辦法規定，訂定施行細則。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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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首府大學106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臨時校務會議提案表 

   提案單位：研發處   提案日期：民國107年1月23日 

 

編號 第二案 

閱讀權限 

列入全校法規彙編 

不需列入全校法規彙編 

案由 

本校「台灣首府大學學生學術研究獎補助辦法」修正案，提請審

議。 

說明 

一、因原條文內容已不合時宜，為符現況及實際需求，擬修訂此辦法。 

二、本案業經 107 年 1 月 22 日(一)106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6 次法規委員會修正通

過。 

辦法 如附件所示。 

審查 

意見 

提會討論 

決議 

以舉手投票方式進行表決，參與投票人數65人、贊成票數61票，本案

表決後通過。 

備考 

4. 若為「修正」法規，請至秘書室網頁下載原有法規電子檔（請勿更改頁碼）及「條

文修正對照表」格式後，再行修正。 

5. 若為「新訂定」法規，請於秘書室網頁下載法令規章格式繕打。 

6. 若主席無特別指示，請提案單位依據會議決議修正後，於會議結束次日起 2 日內，將紙

本（須一級主管簽章）及電子檔傳交本室(president@tsu.edu.tw)彙整陳核。 

 

 

 

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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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首府大學學生學術研究獎補助辦法」 

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94年12月14日行政會議通過 

97年1月16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9年7月14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更名 

105年5月4日行政會議更名暨修正通過 

107 年   月  日行校務議修正通過 

修正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台灣首府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

鼓勵學生積極從事研究，提升學術研

究水準，特訂定「台灣首府大學學生

學術研究獎補助辦法」(以下簡稱「本

辦法」)。 

第一條  台灣首府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

鼓勵學生積極從事研究，提升學

術研究水準，特訂定「台灣首府

大學學生學術研究獎補助辦法」

(以下簡稱本辦法)。 

文字修正 

第二條  凡本校在學學生以「台灣首府大學」

名義於國內外學術期刊或國際學術

會議發表研究論文，且未獲校內外單

位獎補助者，得依本辦法申請獎補

助。 

一、申請論文獎勵者，同一篇論文有

二位以上之發表人，其論文獎勵

以一人申請為限，且申請人須為

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同一篇學

術論文不得重複提出申請，並應

於學術論文接受或刊登後三個

月提出申請，超過申請期限者不

予受理。 

二、申請國際學術會議補助者，同一

篇論文本校僅補助一位代表出

席參加，並須於參加會議召開前

三週提出申請。 

第二條  本校在校學生以「台灣首府大學」

名義於國內外學術期刊或國際學

術會議發表研究論文者，得依本

辦法申請獎補助。  

一、申請論文獎勵者，同一篇論

文有二位以上之發表人，其

論文獎勵以一人申請為限，

且申請人須為第一作者或通

訊作者。  

二、申請國際學術會議補助者，

同一篇論文本校僅補助一

位代表出席參加。  

文字修正 

提案二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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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規

會

後

修

訂

版

本 

第三條  發表學術論文獎補助如下： 

一、論文獎勵 

(一)學術論文刊登於SCI、

SSCI、AHCI等國際性之

學術期刊每篇獎勵二萬

元。 

(二)學術論文刊登於

TSSCI、EI每篇獎勵一

萬元。 

(三)學術論文刊登於具有公

開對外審稿制度之期刊

者(須附審查證明)，每

篇獎勵三千元。 

(四)公開發表於國際公開審

稿制度之學術會議論

文，每篇獎勵二千元。  

二、國際學術會議補助 

(一)申請參加國際會議補助

案經審核通過者，補助

金額之標準則依出國所

在地區而定﹐申請亞太

地區補助以五千元為

限；北美地區補助以一

萬元為限；歐洲地區補

助以一萬二千元為限；

中南美洲和非洲地區以

補助一萬五千元為限。 

(二)參加國際會議人員應於

返國會議結束後一個月

內辦理核銷手續，並繳

交參加成果報告書書面

資料乙份至研究發展

處。 

(三)所有補助款項均依原始

憑證核實報支，如低於

補助金額以實際核銷為

上限。 

第三條  發表學術論文獎補助如下： 

一、論文獎勵  

(一)學術論文刊登於SCI、

SSCI、AHCI等國際性之

學術期刊每篇獎勵二萬

元。 

(二)學術論文刊登於TSSCI、

EI每篇獎勵一萬元。 

(三)學術論文刊登於具有公

開對外審稿制度之期刊

者(須附審查證明)，每篇

獎勵三千元。 

(四)公開發表於國際公開審

稿制度之學術會議論

文，每篇獎勵二千元。  

(五)學術論文於接受或刊登

後三個月提出申請，超過

申請期限者不予受理。 

二、國際學術會議補助 

(一)申請參加國際會議補助案

經審核通過者，補助金額

之標準則依出國所在地區

而定﹐申請亞太地區補助

以一萬元為限；北美地區

補助以二萬元為限；歐洲

地區補助以二萬五千元為

限；中南美洲和非洲地區

以補助三萬元為限。 

(二)申請補助者，須於參加會

議召開前三週提出申請。 

(三)參加國際會議人員應於返

國後一個月內辦理核銷手

續，並繳交參加成果報告

書書面資料乙份。  

三、學術論文刊登於具有公開對外

審稿制度之期刊者(須附審查

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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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

提

案

本

版 

第四條  學術研究獎補助之申請，採隨到

隨審方式處理，由研究發展處簽

請校長核定後核撥經費，必要時

由「台灣首府大學學術研究發展

委員會」召開會議審定之。  

一、 申請論文獎勵者須備妥下

列資料向研究發展處提出

申請： 

(一)本校「台灣首府大學學

生發表學術論文獎勵申

請表」一份。  

(二)學術論文之接受證明書

（函）、獲刊登當期期

刊封面、目錄及著作全

文(或已出版論文之抽

印本或影本)各一份。  

二、申請國際學術會議補助者須

備妥下列資料向研究發展

處提出申請：  

(一)本校「台灣首府大學學生

出席學術會議補助申請

表」一份。  

(二)論文被接受發表之證明

文件。 

(三)會議議程及地點。  

(四)擬發表論文全文或摘要

或其他有助於審查之文

件。 

證明)，每篇獎勵三千元 

四、公開發表於國際公開審稿制度

之學術會議論文，每篇獎勵

四千元。 

五、公開發表於國內公開審稿制度

之學術會議論文，每篇獎勵二

千元。 

 第四條  學術研究獎補助之申請，採隨到

隨審方式處理，由研究發展處簽

請校長核定後核撥經費，必要時

由「台灣首府大學學術研究發展

委員會」召開會議審定之。  

二、 申請論文獎勵者須備妥下列

資料向研究發展處提出申

請： 

(一)本校「台灣首府大學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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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學術論文獎勵申請

表」一份。  

(二)學術論文之接受證明書

（函）、獲刊登當期期刊

封面、目錄及著作全文(或

已出版論文之抽印本或

影本)各一份。  

二、申請國際學術會議補助者須備

妥下列資料向研究發展處提

出申請：  

(一)本校「台灣首府大學學生

出席學術會議補助申請

表」一份。  

(二)論文被接受發表之證明文

件。 

(三)會議議程及地點。  

(四)擬發表論文全文或摘要或

其他有助於審查之文件。 

第五條  本辦法所需之經費，由年度預算支

應。若預算不足時得調整獎補助金

額。 

第五條  本辦法所需之經費，由學校年度

預算支應。 文字修正 

法

規

會

後

修

訂

版

本 

第六條  本辦法經行政校務會議通過，陳

請校長核定後發布實施，修正時

亦同。 

第六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

長核定後發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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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首府大學學生學術研究獎補助辦法（修正後全文） 

94年12月14日行政會議通過 

97年1月16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9年7月14日校務會議修正通過更名 

105年5月4日行政會議更名暨修正通過 

第一條 台灣首府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勵學生積極從事研究，提升學術研究水準，特訂定「台

灣首府大學學生學術研究獎補助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凡本校在學學生以「台灣首府大學」名義於國內外學術期刊或國際學術會議發表研究論文，

且未獲校內外單位獎補助者，得依本辦法申請獎補助。 

一、 申請論文獎勵者，同一篇論文有二位以上之發表人，其論文獎勵以一人申請為限，且申

請人須為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同一篇學術論文不得重複提出申請，並應於學術論文接

受或刊登後三個月提出申請，超過申請期限者不予受理。 

二、 申請國際學術會議補助者，同一篇論文本校僅補助一位代表出席參加，並須於參加會議

召開前三週提出申請。 

第三條  發表學術論文獎補助如下： 

一、論文獎勵  

(一)學術論文刊登於SCI、SSCI、AHCI等國際性之學術期刊每篇獎勵二萬元。 

(二)學術論文刊登於TSSCI、EI每篇獎勵一萬元。 

(三)學術論文刊登於具有公開對外審稿制度之期刊者(須附審查證明)，每篇獎勵三千元。 

(四)公開發表於國際公開審稿制度之學術會議論文，每篇獎勵二千元。  

二、國際學術會議補助 

(一)申請參加國際會議補助案經審核通過者，補助金額之標準則依出國所在地區而定﹐

申請亞太地區補助以五千元為限；北美地區補助以一萬元為限；歐洲地區補助以一

萬二千元為限；中南美洲和非洲地區以補助一萬五千元為限。 

(二)參加國際會議人員應於會議結束後一個月內辦理核銷手續，並繳交參加成果報告書

書面資料乙份至研究發展處。 

(三)所有補助款項均依原始憑證核實報支，如低於補助金額以實際核銷為上限。  

第四條  學術研究獎補助之申請，採隨到隨審方式處理，由研究發展處學術發展組簽請校長核定後核

撥經費，必要時由「台灣首府大學學術研究發展委員會」召開會議審定之。  

一、 申請論文獎勵者須備妥下列資料向研究發展處學術發展組提出申請： 

(一)本校「台灣首府大學學生發表學術論文獎勵申請表」一份。  

(二)學術論文之接受證明書（函）、獲刊登當期期刊封面、目錄及著作全文(或已出版論

文之抽印本或影本)各一份。  

二、申請國際學術會議補助者須備妥下列資料向研究發展處學術發展組提出申請：  

(一)本校「台灣首府大學學生出席學術會議補助申請表」一份。  

(二)論文被接受發表之證明文件。  

(三)會議議程及地點。  

(四)擬發表論文全文或摘要或其他有助於審查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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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本辦法所需之經費，由年度預算支應。若預算不足時得調整獎補助金額。 

第六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