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學術著作獎勵申請系統操作方式 

壹、教師部分 

一、 為維護老師權益及申請順利，請務必先更新教師研發成果維護。 

※依下列步驟期刊論文每一欄位皆須選/填，最後儲存，以利學術著作

獎勵申請自動帶出，若有欄位未選/填，申請時將無法儲存。 

路徑：登入ｅ校園服務網／各類系統功能／研發／教師研發成果維護系統  

點選學術著作獎勵申請→項目類別選擇→查詢→點選申請→填寫欄位

→按儲存申請金額和申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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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刊載/出版為 110 年度（2021/1/1-2021/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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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頁面→勾選序號→送系審核 

 
 

             確認 

3 個佐證已上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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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同步進行佐證檔維護上傳佐證。 

 期刊論文類上傳佐證：刊載/出版為 110 年度（2021/1/1-2021/12/31） 

 佐證資源路徑： 

 圖書館首頁／點選資料庫 2→點選電子資源 3→點選瀏覽本館電子資料庫及電

子期刊 4→資料類型 5→點選教師學術研究獎勵相關資源 14 6 

 

 

 佐證資源路徑【上傳佐證，單一個檔最多 10M】 

                

    1 

https://jumper.lib.pu.edu.tw/
https://jumper.lib.pu.edu.tw/resourceList
https://jumper.lib.pu.edu.tw/resourceList
https://jumper.lib.pu.edu.tw/resourceList?pageType=class&par=749&sc=1
https://jumper.lib.pu.edu.tw/resourceList?pageType=class&par=771


5 

※學術期刊資料庫檢索教育訓練 

【影片連結】https://youtu.be/Zv-_49wHeDg 

【ppt 下載】  https://www.lib.pu.edu.tw/pdffile1/training/2022RDtraining.pptx 

 看完如有任何疑問，請截圖畫面及詳敘問題 email至 pu105b0@pu.edu.tw 諮詢。 

(一) SCIE、SSCI、AHCI 期刊論文 

   佐證 1  SCIE、SSCI、AHCI 國際期刊收錄及 JCR 佐證—證明獎勵等級 

SSCI、SCIE、A & HCI 收錄期刊清單 https://mjl.clarivate.com/home 

JCR (Journal Citation Reports) 期刊 Impact Factor 排行資料庫 

https://jcr.clarivate.com/jcr/home    

佐證 2  期刊論文刊載資訊—證明論文為某期刊所收錄 

   佐證 3  Scopus 收錄佐證—第三方資料庫證明 

Scopus 資料庫 https://www.scopus.com/ 

(二) 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期刊評比核心期刊、MLAIB、EI、CiNii、Econlit、TCI-HSS

等期刊論文 

佐證 1  期刊刊載資訊—證明論文為某期刊所收錄 

佐證 2  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期刊評比核心期刊、MLAIB、EI、CiNii、Econlit

等收錄某期刊佐證—證明獎勵類別 

佐證 3  Scopus、TCI-HSS 或其他資料庫之收錄顯示頁面 —第三方資料庫證明 

以教師英文名字及校名查 Scopus 佐證，每篇需點開，未點開無法判斷期刊

完整資訊、作者序、國際學者合作情形等 

2019、2020 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期刊評比暨核心期刊
http://www.hss.ntu.edu.tw/model.aspx?no=354 

CiNii 資料庫查詢  https://ci.nii.ac.jp/ 

Econlit 資料庫查詢  

American Economic Aassociation 收錄清單  https://www.aeaweb.org/econlit/journal_list.php 

EBSCO Econlit  https://search.ebscohost.com/login.asp?profile=ehost&defaultdb=ecn 

EI Compendex - Engineering Village 收錄清單
https://www.elsevier.com/solutions/engineering-village/content/compendex 

TCI-HSS 資料庫 https://tci.ncl.edu.tw/ 

臺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 https://tpl.ncl.edu.tw/NclService/JournalQuery 

https://youtu.be/Zv-_49wHeDg
https://www.lib.pu.edu.tw/pdffile1/training/2022RDtraining.pptx
pu105b0@pu.edu.tw
https://jumper.lib.pu.edu.tw/sendURLApiV3?dbid=10F20C100
https://jumper.lib.pu.edu.tw/sendURLApiV3?dbid=10F204100
https://jumper.lib.pu.edu.tw/sendURLApiV3?dbid=10H20C100
https://alcat33.pu.edu.tw/_research/codeFunction/get_ftpfiles.php?filename=JUU2JTk1JTk5JUU1JUI4JUFCJUU3JUEwJTk0JUU3JTk5JUJDJUU2JTg4JTkwJUU2JTlFJTlDJTJGRTEyMjQxNjc0OSUyRjIwMTkwNDE5MTYxNTAzLmpwZw==
http://www.hss.ntu.edu.tw/model.aspx?no=354
http://www.hss.ntu.edu.tw/model.aspx?no=354
http://www.hss.ntu.edu.tw/model.aspx?no=354
http://ci.nii.ac.jp.libsw.lib.pu.edu.tw:2048/
https://jumper.lib.pu.edu.tw/sendURLApiV3?dbid=12B201100
file:///C:/Users/user/Desktop/林耀鈴/2020期刊著作/Econlit資料庫查詢
https://www.aeaweb.org/econlit/journal_list.php
https://jumper.lib.pu.edu.tw/sendURLApiV3?dbid=10120M100&mode=click
https://jumper.lib.pu.edu.tw/sendURLApiV3?dbid=10H203100&mode=click
https://tci.ncl.edu.tw/
https://jumper.lib.pu.edu.tw/sendURLApiV3?dbid=L7D202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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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書上傳佐證：【專書實體請同步送研發處】 

1. 專書封面（含 ISBN 國際標準書號及出版品預行編目內頁（Cataloging in 

Publication，簡稱 CIP，依規定國內出版者須經國家圖書館預行編目） 

2. 專書資訊（含顯示作者服務單位為靜宜大學之內頁及已獲校內(外)圖書館典

藏佐證…等） 

 專利上傳佐證： 

1. 專利資訊檢索系統查詢結果 

2. 其他有助於審查之佐證資料（例如：專利證書掃描…等） 

 創作及展演上傳佐證： 

1.  獲輔助案或獲邀參展證明（多個證明請自行合併上傳） 

如：公開發表作品之介紹應載明教師之貢獻及於本校之職稱、前一年度

已申請或獲得國際、兩岸、我國國家級或縣市政府級之創作展演補助案

者，或榮獲前述主辦單位邀請參展者。 

 各式佐證限 pdf檔、或 word檔或 jpg檔，佐證範例請參考 

14 
靜宜大學教師學術研究獎勵辦法 

相關附件與表格 

二、 論文編修投稿補助 

(一) 鼓勵本校專任教師以本校名義於國外學術期刊投稿論文，未獲校內外計畫補助者，

得提出論文投稿補助申請。以獎勵金方式補助教師以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發表於

SCI、SSCI及AHCI論文之投稿費、刊登費及論文外文編修費，每人每學年總額以

新台幣一萬元為上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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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人每學年總額以新台幣二萬元為上限。  

(二) 必上傳佐證：完整論文本文、期刊投稿往返書信、完整刊載資訊或Scopus查詢完

整頁(投稿已刊登者檢附)、投稿費單據/刊登費單據/編修費單據。 

三、 【申請操作】進入 e校園服務網→登入→各類系統功能／研發／教師研

發成果維護→點選國際期刊投稿補助申請→項目類別選擇→查詢→點選

申請→填寫欄位→按儲存申請金額和申請資料→上傳佐證 

https://alcat33.pu.edu.tw/_research/codeFunction/get_ftpfiles.php?filename=JUU2JTk1JTk5JUU1JUI4JUFCJUU3JUEwJTk0JUU3JTk5JUJDJUU2JTg4JTkwJUU2JTlFJTlDJTJGQjIyMDQxOTY4OSUyRjIwMTkwNDI2MTM1NzQ0LmpwZw==
https://rnd.pu.edu.tw/var/file/4/1004/img/640/14_1091125.pdf
https://rnd.pu.edu.tw/p/404-1004-9818.php?Lang=zh-tw
https://alcat.p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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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節能減碳，教師不須印出個人申請清單，統一由系秘書印出 

 各式佐證限 pdf 檔、或 word 檔或 jpg 檔，佐證範例請參考研發處/法

規一覽  14 相關附件與表格  

 

貳、系秘書部分 

系秘書端審核頁面 

 

一、 請系秘書於線上系統進行初核。 

二、 請各系秘書於系統作業送審前，審慎檢查以下提醒，以免造成退件或補件，延誤著

作審查時程，謝謝合作。 

（1）作者之服務單位須註明為靜宜大學。 

（2）申請期刊獎勵填報之相關數據是否正確。 

（3）上傳佐證證明是否正確、齊全。 

三、 如老師填報數據有誤或資料上傳佐證資料不正確或不齊全，請退件給老師修正或補

件，一旦送審至研發處，老師就無法更正。 

四、 系秘書於審核截止日前，分別印出（期刊論文、專書、專利、創作及展演）系上所

有申請者名冊)系秘書核章→系主任核章→送研發處覆核→學審會審查。 

                

                

                

https://rnd.pu.edu.tw/p/404-1004-9818.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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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印時請將版面設定為橫式，並利用印表機設定將版面寬度縮至一頁 確定 4 

 

參、請老師和系秘書於系統作業送審前，審慎檢查下列各項提醒，以免造成

退件或補件而延誤時程。 

1.    作者之服務單位須註明為靜宜大學。 

2.    申請期刊獎勵填報之相關數據須正確。 

3.    申請之獎勵等級、作者序須正確。 

4.   上傳佐證資料齊全才能送審，請逐項檢查佐證正確性，佐證無法判別將以退件處

理）。 

5.    學審會審查原則： 

(1)    未以本校教師身分發表，不予獎勵。 

(2)    同一篇期刊論文以不重複獎勵為原則（有二位以上教師申請，請自行協調）。 

(3)   期刊論文非第一作者，然佐證顯示與第一作者有等同貢獻，以認定可獲獎勵採

認。 

(4)    寫給期刊主編之回應論述認定非期刊論文。 

(5)    如期刊論文有多位通訊作者，申請老師須主動舉證與期刊編輯往來之所有通訊

紀錄，附於期刊刊載資訊佐證中，由學審會審議。 

(6)    發表研究成果如為責任額內，不予獎勵。 

        1 

                                    2 

          3                      
2 

        系秘書               系主任 

        系秘書               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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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依據辦法規定，新型及新式樣專利不予獎勵。 

(7)   學術專書，係指本校專任教師以著作人(或共同著作人)身分發表，經國內外學

術出版(發行)單位正式審查通過，並獲得相關領域學者普遍肯定之學術性專門

著作為限，教科書、工具書、編纂著作、非學術性之通俗著作、翻譯著作、研

討會論文集、研究成果報告、學位論文及已獲校外獎項者，不予獎勵。 

(8) SCIE／SSCI  Impact Factor 以最近的年份為準，例如 2021 年發表，IF 以 2020

年為準。 

(9)教師發表之學術著作日後如經檢舉疑屬於掠奪性期刊，經學審會審議得不予獎

助，並追回已核發之獎勵及補助金。 

 

肆、操作或申請相關問題  請洽詢 11810 季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