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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學年度第二次提升學術研究獎補助案審議委員會 

會議記錄節錄 
 

壹、開會時間：102年 1月 16日(三)下午 13時 30分至 15時 30分 

貳、開會地點：野聲樓三樓第一會議室 

陸、會議內容： 

一、 主席致詞：(略) 

二、 報告事項：101學年度提升學術研究獎補助案審議委員會審議小組會議決議事項 

 

(一) 第 1次審議小組會議決議事項 

1.研究計畫配合款補助案：通過 3 案。  

2.指標性期刊研究論文獎勵案：通過 80 案。  

3.國際期刊論文發表補助案：通過 15 案， 4 案不通過。  

4.專任教師出席學術會議補助案：通過 15 案， 1 案不通過。  

5.博士生出席國際會議補助案：通過 6 案。  

6.學術研究計畫補助案：通過 3 案。  

7.臨時動議：修訂期刊論文補助辦法第五條：申請條件，將「刊登後」改為

「投稿後或取得單據後」。  

 

(二) 第 2次審議小組會議決議事項 

1.國際期刊論文發表補助案：通過 5 案。  

2.指標性期刊研究論文獎勵案：通過 27 案。  

3.研究計畫配合款補助案：通過 2 案。  

4.博士生出席國際學術會議補助案：通過 4 案。  

5.教師出席國際學術會議補助案：通過 2 案。  

6.出席國際會議補助案：國際學術會議如於台灣舉辦，註冊費是否限制補  

助上限？決議 :暫維持現況，不做任何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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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 3次審議小組會議決議事項 

1.國際期刊論文發表補助案：通過 6 案， 2 案不通過。  

2.指標性期刊研究論文獎勵案：通過 17 案。  

3.專任教師出席學術會議補助案：通過 8 案。  

4.臨時動議：  

定義「輔仁大學專任教師及研究該員出國際學術會議補助辦法」及「輔仁大

學博士班研究生出席國際學術補助辦法」之國際學術會議決議：依過去補助

案例，建立清單並整理一致性，無需特別定義。  

 

(四 )其他非會議期間審核申請案，國際期刊投稿補助，共 2案 

說明：  

1.依據 95-6 審議小組附帶決議辦理。（附帶決議：小組授權將來若申請案發

生日期與截止核銷日期接近，且申請案形式審查合乎規定者，得依本案辦

理，後送會議追認）。  

2.二案分別為：經濟學系陳能靜老師投稿 Quantitative Finance， (SSCI，

IF：0.735)，投稿費： USD125(約合新台幣：3,704 元 )、資工系許見章老

師投稿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novative Computing, Information 

and Control(SCI，無 IF)，投稿費：新台幣 16,346，均經承辦人員查核

後，經行政簽核決行後，通知各受補助人進行請款核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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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審議事項： 

(一)輔仁大學產學合作獎勵－100學年度符合技術移轉獎勵及企業產學合作獎勵 

決議： 1.技術移轉案給予獎勵金。 

       2. 企業產學合作照案通過。(下次會議資料請列出計畫總金額，以便委員查核) 

100學年度技術移轉獎勵 

NO 年度 學年度 
計畫主

持人 
系所 院 合作廠商 授權方式 技術名稱 性質 

1 100 100 陳 生科系 
理

工 

威適樂有

限公司 
非專屬 

以可見光激發膠體中

螢光訊號之方法 
技術移轉授權 

2 100 100 陳 生科系 
理

工 

京華堂實

業股份有

限公司 

非專屬 奈米金無菌過濾方法 技術移轉授權 

 

100學年度企業產學合作獎勵 

NO 
學年

度 

計畫主持

人 
系所 院 合作廠商 政府單位 計畫名稱 

1 100 劉 化學系 理工學院 
鐵研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高堆積密度金屬化合物之合成

研究 

2 100 徐 物理學系 理工學院 
卓韋光電股份有

限公司 
  

高透明導電塑膠薄膜製鍍技術

發展 III 

3 100 陳 食品科學系 民生學院 
健永生技股份有

限公司 
  

高活性奈米 MCSR口服液的研

發與生物利用率的測定

(Developmentofhighlyactive

nanosizedMCSdrinkanditsbio

availabilitydetermination)

計畫 

4 100 吳 營養科學系 民生學院 
宏景生物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臺灣菸酒股份有限公司

100-0620-1-010酵母葡聚醣於

免疫調節功效委託測試檢驗計

畫 

5 100 郭 
財經法律學

系 
法律學院 

臺灣期貨交易所

股份有限公司 
  

Dodd-Frank法案通過後對境外

交易所、結算機構及期貨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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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 

6 100 蔡 食品科學系 民生學院 
晨暉生物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行政院國家

科學委員會 

開發抑制黑色素與黑色素細胞

增生之益生菌發酵保健食品

(2/2) 

7 100 呂 生命科學系 理工學院 
源富生物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益生微生物產品配方試驗計畫 

8 100 吳 營養科學系 民生學院 
佳格食品股份有

限公司 
  

CALM牛奶及 CALY優酪乳對免

疫調節之功能評估-預實驗 

9 100 羅 營養科學系 民生學院 
葡萄王生技股份

有限公司 
  

以人類肝臟細胞株評估三項發

酵萃取物之調節葡萄糖汲取功

能活性 

10 100 游 化學系 理工學院 
東元奈米應材股

份有限公司 
  電碳材塗料開發及其應用計畫 

11 100 梁 
統計資訊學

系 
管理學院 

台新國際商業銀

行股份有限公司 
  財管客群投資行為分群計畫 

12 100 林 醫學系 醫學院 
佰研生化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SAPONISE濃熟精萃對預防脂肪

肝的效果評估 

13 100 郭 
學士後法律

學系 
法律學院 

台灣集中保管結

算所股份有限公

司 

  

探討集中保管之有價證券遇無

股務單位辦理繼承、贈與、私

人間直接讓受及拋棄持股等作

業之處理機制 

14 100 梁 
統計資訊學

系 
管理學院 

三陽工業股份有

限公司 
  SYM三陽機車神秘客案 

15 100 范 
資訊工程學

系 
理工學院 

晶美行銷顧問有

限公司 

經濟部中小

企業創新服

務憑證補助

計畫 

「QRCode整合服務平台建置及

測試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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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專任臨床醫學教師學術卓越獎勵 

決議：投票後，照案通過。 

 

編號 
被推薦人 

姓名 
職稱 任職醫院 專長領域 

001 盧 副教授 耕莘醫院 
臨床腎臟學、腎臟生理學、次發性副甲狀線功

能亢奮、腎性骨病變 

002 何 副教授 國泰醫院 
婦科腫瘤、婦科癌症 

003 王 教授 國泰醫院 
耳鼻喉科醫學、醫療政策管理、醫療品質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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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輔仁大學提升學術研究績效獎補助辦法-101學年度績效獎金分配 

決議： 照案通過，相關資料轉知院長。 

 

101學年度專任教師及研究人員研究成果績效獎補助各學院分配金額 

 
99成果 100成果 成長率 

學院 研究成果數 專任教師人數 B 研究成果數 專任教師人數 A C 

文學院 99 46 2.15 67 49 1.37 -36% 

教育學院 104 52 2.00 100 57 1.75 -12% 

傳播學院 60 28 2.14 41 27 1.52 -29% 

藝術學院 69 31 2.23 57 32 1.78 -20% 

醫學院 291 155 1.88 337 164 2.05 9% 

理工學院 236 101 2.34 241 99 2.43 4% 

外語學院 128 85 1.51 102 85 1.20 -20% 

民生學院 224 66 3.39 243 71 3.42 1% 

管理學院 261 91 2.87 226 91 2.48 -13% 

社會科學院 109 56 1.95 104 56 1.86 -5% 

法律學院 52 26 2.00 65 33 1.97 -2% 

全人教育課程中心 6 8 0.75 11 7 1.57 110% 

進修部 38 13 2.92 23 14 1.64 -44% 

全校合計 1677 758 2.21 1617 785 2.0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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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輔仁大學舉辦學術活動補助辦法-102學年度申請清單 

決議： 照案通過。 

 

  補助期別 學院 申請單位 類型 研討會名稱 

102 上 文 歷史學系 國際學術研討會 第 9屆文化交流史暨歷史學系 50週年系慶國際學術研討會 

102 下 文 中國文學系 國際學術研討會 2014年國際漢學學術研討會 

102 下 文 哲學系 學術研討會 第十七屆輔大人大哲學論壇－文化與價值學術研討會 

102 下 文 中國文學系 座談會 文學專題學術講演座談會 

102 下 文 中國文學系 座談會 語言文字專題學術講演座談會 

102 下 藝術 音樂學系 研討會 音樂系所音樂跨領域系列二之國際學術研討會 

102 全 藝術 音樂學系 音樂會 輔大音樂系創系 30週年系列活動 

102 全 藝術 音樂學系 音樂會 輔大音樂系 102學年度音樂會系列活動 

102 上 藝術 應用美術學系所 

國際學術研討會 橘色善念-銀髪族智慧生活國際設計研討會 

102 上 藝術 景觀設計學系 

102 下 醫 護理學系 研討會 災難救護國際研討會 

102 上 醫 護理學系 研討會 孕婦婦女健康行為促進研討會 

102 下 理工 生命科學系 論壇 生命科學系五十週年系慶-產學聯盟論壇 

102 下 外語 外語學院 研討會 第三屆外語文創意教學研討會 

102 下 外語 西文系 研討會 台灣西語教學之挑戰與展望 

102 上 外語 日文系 國際研討會 2013年輔仁大學日本語文學系國際學術研討會「文化中的異鄉」 

102 下 外語 跨文化研究所 國際研討會 2014年跨文化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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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助期別 學院 申請單位 類型 研討會名稱 

102 下 民生 餐旅管理學系 國際學術研討會 2014年餐旅管理暨產業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 

102 下 民生 營養科學系 國際學術研討會 台灣營養學會 40週年慶暨學術研討會 

102 下 民生 織品服裝學系 研討會 2014台灣產業加值創新研討會 

102 下 管理 
社會企業研究中

心 
國際論壇 2014社會企業國際論壇 

102 全 管理 
社會企業研究中

心 
論壇 

2013社會公義論壇 

2014社會公義論壇 

102 上 管理 企業管理學系 學術研討會 第十一屆新世紀優質企業理念與價值創造研討會 

102 上 管理 統計資訊學系 學術研討會 102年中國統計學社社員大會暨統計學術研討會 

102 上 管理 資訊管理學系 實務研討會 第十四屆產業資訊管理學術暨新興科技實務研討會 

102 下 社會 社會科學院 國際研討會 
第五屆社會思想學術研討會-兩岸華人利他精神及行善行為在個人

與組織發展及推動的現況與檢討-傳統與現代的交會與超越 

102 上 社會 社會學系 國際研討會 第四屆人大社會與輔大社會學術交流研討會 

102 下 社會 社會工作學系 學術研討會 社會發展與社區工作學術研討會 

102 下 社會 社會學系 工作坊 醫療與社會工作坊 

102 上 法律 民商法研究中心 學術研討會 第三屆新家族法三國學術研究討會 

102 下 法律 財經法律學系 學術研討會 國際租稅法制之展望 

102 下 法律 法律學系 學術研討會 企業經營者責任學術研討會 

102 上 法律 
刑事法學研究中

心 
學術研討會 醫療糾紛處理暨醫療事故補償法制學術研討會 

102 下 教育 圖書資訊學系 研討會 2014圖書館與資訊社會研討會 

102 下 教育 師資培育中心 研討會 師資培育課程與教學學術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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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辦法新訂或修訂 

1.新訂/輔仁大學教師減低基本減授課時數辦法 

決議：建議修改文字如下。 

 

輔仁大學提升教師學術研究減低基本授課時數辦法 
 

第一條  為鼓勵本校專任教師(不含臨床師資及獲減授鐘點之新進教師)積極進行學術研究，

提升學術成果及績效，特訂定「輔仁大學提升教師學術研究減低基本授課時數辦

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申請資格 

近三學年度內以本校名義執行校外機構委託或補助之學術性研究計畫(不含已獲

「輔仁大學鼓勵產學合作獎勵辦法」獎勵之計畫)之計畫主持人，每案總經費達新

台幣三十萬元以上(含)，依本校規定編列行政管理費，件數達三件以上(含)，且研

究成果發表於具審查機制之學術性期刊、專書、創作或展演等。 

第三條  實施方式 

一、 教師於核定實施之學年度，由各系所在不增加現有經費及員額，且不影響正常

排課下，得以實施。 

二、 本申請案於每年三月底前提出申請，每系1名為限，由系（所）或院推薦，經

院級會議初審決議，提送「輔仁大學提升學術研究獎補助案審議委員會」複審

通過後核定，送相關系所，以利下一學年度課程之安排。。 

三、 同一教師於核定實施之學年度，每週得總減授教學時數以不超過二小時為原

則。 

四、 兼任行政職務之專任教師，若已因行政職務減授教學時數者，其因符合本辦法

而減授之教學時數，於核定實施之學年度每週減授教學時數以不超過一小時為

原則。 

五、 若因實際需要致無法於核定實施學年度減授時數，或因減授之時數總和不足以

抵一門課程者，不得申請保留。 

六、 獲減授基本時數者，該學年不得支領超鐘點費。 

第四條  應盡義務 

一、 執行減授之當學年度須向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提出專題研究計畫。 

二、 減授期滿後二年內，應以本校名義投稿或發表於具審查制度之學術期刊或專

書。 

第五條  該申請案如涉有違反學術倫理情事並經查屬實者，應繳回該案所有補助款項，並自

通知之日起二年內不得再申請任何學術研究獎補助。 

第六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http://rm.rdo.fju.edu.tw/rdar/wp-content/uploads/2012/05/100-5%E5%AD%B8%E5%AF%A9%E6%9C%83%E6%9C%83%E8%AD%B0%E8%A8%98%E9%8C%84-%E7%AF%80%E9%8C%8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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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修訂/輔仁大學國際期刊論文發表補助辦法 

決議：照案通過。 

 

「輔仁大學國際期刊論文發表補助辦法」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訂後條文 原辦法 說明 

第五條  

申請方式及所需提交資料： 

申請人應於論文發表投稿後或

取得單據後提交申請書及論文

影本、收據影本，向研究發展

處線上提出申請，再提報本校

提升學術研究獎補助案審議委

員會審查之。本項補助申請期

限：上學期最遲不得超過十二

月十五日、下學期最遲不得超

過六月三十日。 

 

第五條  

申請方式及所需提交資料： 

申請人應於論文發表刊登後提

交申請書及論文影本、收據影

本，經系、所、院主管簽核後，

向研究發展處提出申請，再提

報本校提升學術研究獎補助案

審議委員會審查之。本項補助

申請期限：上學期最遲不得超

過十二月十五日、下學期最遲

不得超過六月三十日。 

 

1. 配合補助之核銷作業需

要，避色教師因論文刊登日

期而造成單據無法核銷。 

2. 修改申請作業流程為線上

申請。 

第七條 

該申請案如涉有違反學術倫理

情事並經查屬實者，應繳回該

案所有獎勵款項，並自受通知

之日起二年內不得再申請任何

學術研究獎補助申請案。 

新增條文 

 

 新增條文 

第八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報請

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第七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報請

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將原條文第七條改列為第八條 

修訂後全文： 

輔仁大學國際期刊論文發表補助辦法 

92.07.10九十一學年度第十二次行政會議通過 

93.10.07九十三學年度第二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5.04.06九十四學年度第七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7.09.18九十七學年度第一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0.04.14丸十九學年度第七次行政會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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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18一00學年度第三次學術審議委員會通過 

第一條為獎勵本校教師從事學術研究，積極發表學術著作及研究成果，提昇本校之學術水準，特

訂定「輔仁大學國際期刊論文發表補助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申請條件及對象：本校專任教師及研究人員以學校職稱名義投稿，且為該論文之第一作者

或通訊作者，均得依本辦法向研究發展處申請補助。 

第三條補助類別：申請發表論文於SCI、SSCI、A&HCI之國際知名期刊者。 

第四條補助項目及上限： 

(一)補助項目：以論文刊登費、投稿費及論文外文編修費為限。 

(二)每人每學年之補助總額以新台幣參萬元為上限，新聘專任教師及研究人員，擔任教

學、研究職務資歷併計未超過五年者，於起聘日二年內，每人每學年之補助總額以新台

幣伍萬元為上限。 

(三)已接受國科會研究計畫補助期刊發表且符合其支用原則者，僅補助差額。 

第五條 申請方式及所需提交資料：申請人應於論文發表投稿後或取得單據後提交申請書及論文

影本、收據影本，向研究發展處線上提出申請，再提報本校提升學術研究獎補助案審議

委員會審查之。本項補助申請期限：上學期最遲不得超過十二月十五日、下學期最遲不

得超過六月三十日。 

第六條請款注意事項：獲補助者應於獲核定通知後二週內檢據報銷。請款時，請務必注意單據之

有效學年度，相關程序請依本校會計作業規定辦理。 

第七條該申請案如涉有違反學術倫理情事並經查屬實者，應繳回該案所有獎勵款項，並自受通知

之日起二年內不得再申請任何學術研究獎補助申請案。 

第八條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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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修訂/輔仁大學專任臨床醫學教師學術卓越獎勵作業要點 

決議：照案通過。 

 

「輔仁大學專任臨床醫學教師學術卓越獎勵作業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原條文 說明 

第四條 評選程序：  

一、初審：由本校醫學院院

級會議，就醫學系提送

被推薦人之具體成就進

行評審，審查通過後，

敘明理由向本委員會推

薦。  

二、複審：由本委員會進行

複審，並經出席委員三

分之二（含）以上表決

同意。委員本人、配偶

或三親等內親屬參加甄

選者，應行迴避。  

 

第四條 評選程序：  

一、初審：由本校醫學院院

級會議，就醫學系提送

被推薦人之具體成就進

行評審，審查通過後，

敘明理由向本委員會推

薦。  

二、複審：由本委員會進行

複審。本委員會議須有

三分之二（含）以上之

委員親自出席始得開

會，並經出席委員三分

之二（含）以上表決同

意。委員本人、配偶或

三親等內親屬參加甄選

者，應行迴避。  

刪除學審委員會委

員出席人數之限定 

 

輔仁大學專任臨床醫學教師學術卓越獎勵作業要點修正後全文 

 

101.04.12一百學年度第七次行政會議通過 

第一條 為表揚本校合聘專任臨床醫學教師在研究之貢獻，並積極提升學術研究風氣及發表學

術著作，特訂定本要點。  

第二條 資格條件：  

一、 本校合聘專任臨床醫學教師，且於受聘期間近三學年內（不含當學年度）研究

成果豐碩者。  

二、 各項研究成果須同時以本校名義發表者為限。  

第三條 提出方式：符合資格條件者，得於每年公告截止日前，經醫學系提送本校醫學院級會

議初審決議推薦人員名單，提送本校提升學術研究獎補助案審議委員會(以下簡稱本

委員會)複審。  

第四條 評選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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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初審：由本校醫學院院級會議，就醫學系提送被推薦人之具體成就進行評審，

審查通過後，敘明理由向本委員會推薦。  

二、 複審：由本委員會進行複審，並經出席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表決同意。委

員本人、配偶或三親等內親屬參加甄選者，應行迴避。  

第五條 評分原則：  

一、 被推薦者研究成果之質量表現(期刊論文影響力、學術著作發表等)。  

二、 被推薦者研究主題之重要性及創新性。  

三、 被推薦者各項計畫補助狀況及特殊獲獎情形。  

第六條 獎勵名額、金額：  

一、 本獎勵之評選每年獲獎名額不得超過五名，得從缺。  

二、 每名獲獎者由校長於重要校級會議頒發「輔仁大學臨床醫學教師學術卓越獎」

獎章及獎勵金額新台幣十萬元整。  

第七條 已獲本獎項者，自獲獎日起，二學年內不得再重複推薦。  

第八條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