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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69次行政會議校長報告事項 

一、 介紹 109 學年度第 1學期與會新主管： 

（一） 教務處劉美慧教務長 

（二） 僑生先修部林振興主任 

（三） 國際與社會科學學院江柏煒院長 

（四） 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張鳳琴主任 

（五） 臺灣語文學系許慧如主任 

（六） 翻譯研究所胡宗文所長 

（七） 化學系李位仁主任 

（八） 地球科學系王重傑主任（並兼任海洋環境科技研究所所

長） 

（九） 資訊工程學系方瓊瑤主任 

（十） 科學教育研究所吳心楷所長 

（十一） 美術學系白適銘主任 

（十二） 機電工程學系陳順同主任 

（十三） 光電工程研究所所長廖書賢所長（並兼任光電工程學

士學位學程主任） 

（十四） 運動競技學系李佳融主任 

（十五） 表演藝術研究所李燕宜所長（並兼任表演藝術學士學

位學程主任） 

（十六） 東亞學系林賢參主任（並兼任政治學研究所所長） 

（十七） 國際人力資源發展研究所林怡君所長 

（十八） 大眾傳播研究所蔡如音所長 

二、 遠見雜誌於 6月 30日公布 2020年臺灣最佳大學排行榜，在文

法商類大學中，本校連三年名列第一。教學表現、推廣與產學

收入等兩大面向，均位居全國第五。 

三、 英國泰晤士高等教育機構（Times Higher Education，簡稱

THE）於 9月 2日公布最新 2020/21世界大學排名資料，本校

全球排名 606名，比去年進步 46名。在「國際化程度」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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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持續位居全臺第一，「研究影響力」分數也大幅成長。 

四、 因應社會發展、跨域人才需求，本校力推跨域學習課程改革，

雙主修及輔系門檻大幅鬆綁，由原本的甄選制改為登記制。今

年首度上路，雙主修及輔系修習人數大幅成長，期望 2025年

跨域修習人數達全校學士班半數以上。 

五、 本校於 6月 5日舉辦 98年校慶，會中頒獎表揚 4位傑出校友

及 6位傑出學生，大會結束後並舉辦大師沙龍講座。 

六、 本校於 6月 13日舉行 108學年度畢業典禮，歡送 4,145位畢業

生邁向人生下一個旅程，本校旅居巴黎的講座教授、諾貝爾文

學獎得主高行健先生，以及衛生福利部陳時中部長，都錄製影

音，祝福並勉勵畢業生。 

七、 本校於 9月 28日舉辦教師節慶祝暨表揚大會，共頒發「資深

優良教師」、「109年度教學傑出獎」、「108學年度優良導師

獎」、「服務傑出教師」、「109年度特優職員」、「109年度特殊

優良駐衛警察」、「109年度服務特殊優良技工工友」等獎項，

共 96位教職員獲獎。 

八、 本人於世界教育論壇（Forum for World Education）發表「本校

面對 Covid-19疫情時的挑戰及契機」，論壇於臺灣時間 9月 22

日晚間 9點半全球線上舉行，主題為「Covid-19對全球教育基

礎設施帶來的挑戰」，有來自歐洲、美洲、亞洲、大洋洲及非

洲各地之教育部長、大學校長等共同參與討論。藉此讓國際人

士看到臺灣及本校在防疫上的努力及創新。 

九、 今年教育部補助全國 107所大專校院「學海飛颺」獎學金，本

校獲得最高補助金額新臺幣 540萬元，創下歷年獲得補助款新

高。此筆款項將用於獎助 2020年至 2021年間赴海外進行雙聯

學位、交換、訪問之同學，大幅減輕同學赴外經濟負擔。 

十、 本校與中國信託反毒教育基金會攜手成立「中國信託成癮防制

暨政策研究中心」，未來將促成教育、司法與衛生福利跨領域

合作，共同打造多元處遇與健全社會安全網。 

十一、 本校圖書館總館於 6月 22日舉辦空間改造成果展暨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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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中心旗艦店揭牌儀式，配合林口校區設置第三書庫，部份館

藏移出後釋放更多空間可規劃予讀者使用，建立「以學生為中

心的多元創意學習空間」，讓圖書館成為師生進行腦力激盪之

學習、閱讀、討論、發表及休閒的多元學習場域。 

十二、 本校與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於 6月 30日簽署合作交流

備忘錄，共同推動科普教育，進行產官學技術交流、推動環境

與災害相關課程教學專案、建立地景保育連結。 

十三、 本校國際產學聯盟營運中心 7月 16日揭牌，透過中心平

臺的成立，提供師生們一個孕育新創、與產業聯誼的環境。 

十四、 本校管理學院「智能與指數化投資研究中心」與元大投信

進行產學合作，將對智能投資管理、永續(ESG)指數投資、退

休基金管理等主題進行研究，攜手打造臺灣成為亞洲創新的指

數化投資與資產管理之研發中心。 

十五、 本校公館校區新建 3千床位的學生宿舍大樓工程於 8月 13日

完成上樑典禮，預計明年底完工，後年落成啟用。 

十六、 本校於 8月 26日、27日舉辦鴻鵠營，歡迎 37位新進教師加入

臺師大。 

十七、 109學年度新生家長座談會於 9月 5日在本校禮堂舉行，有近

400位新生家長參加，會中相關處室向家長說明本校各項政策

及資源。 

十八、 113級「伯樂大學堂-新生營」於 9月 8日至 11日舉行，近

2,000位新生透過伯樂序曲、校園導覽、服務學習、健康體適

能、社團嘉年華、學習資源、學系時間、選修講座、社團之

夜、預見未來之夜等豐富活動及課程，了解臺師大的學習環

境。 

十九、 本校於 9月 18日起至 10月 15日在圖書館總館一樓，舉辦

「乘風翱翔的白線帽—李登輝先生與臺北高校‧臺灣師大特

展」，並於文薈廳舉辦「尋常見不凡—臺北高等學校植物標本

展特展」。藉由此二項相關特展，一方面緬懷剛過世的李登輝

校友，另一方面透過展出臺北高校時期的植物標本，也讓全校

師生了解這段時空背景，作為歷史的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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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 本校師生及校友獲得校（內）外各殊榮獎項： 

（一） 英語系英語學系傑出校友、中央研究院院士孫天心榮獲

教育部第 63屆學術獎。 

（二） 物理學系 81級校友、目前擔任學習資訊專業學院院長

蔡今中，今年第二次榮獲國家講座主持人，並成為終身

榮譽國家講座主持人。 

（三） 本校延攬卜宏毅與吳亞霖兩位教師獲玉山青年學者獎

助。 

（四） 工教系校友林明錚及王詩欽、特教系徐智杰校友，獲頒

教育部 109年師鐸獎。 

（五） 工教系校友暨榮退教授饒達欽，榮獲教育部頒發技職教

育貢獻獎。 

（六） 本校講座教授暨傑出校友史書美教授，獲美國加州大學

洛杉磯分校(UCLA)比較文學系聘任為「薩伊德講座教

授」。 

（七） 社會教育系助理教授王雅鈴、全球經營與策略研究所副

教授許書瑋，榮獲 109年吳大猷先生紀念獎。 

（八） 教育部體育署 9月 16日舉辦「109年度獎勵學校體育績

優團體及個人頒獎典禮」，體育系退休教授詹清泉榮獲

終身成就獎；退休副教授康世平教授及麥秀英則榮獲學

校體育奉獻獎。 

（九） 總統府 9月 16日總統令，特任本校工教系系友、財團

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前董事長郭耀煌榮任行政院政務委

員，預計 10月就任。 

（十） 科技與工程學院前院長、科技應用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

榮退教授李隆盛 9月 21日榮任考選部政務次長。 

（十一） 體育系張少熙教授 9月 1日榮任教育部體育署署

長。 

（十二） 工教系廖興國校友 9月 1日榮任教育部主任秘

書。 

（十三） 工教系劉火欽校友 9月 1日榮任國立臺灣科學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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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館館長。 

（十四） 設計系碩士班盧怡君校友 8月 6日榮任嘉義市文

化局局長。 

（十五） 工教系校友、國立高雄中學謝文斌校長，8月 24

日接掌高雄市教育局長。 

（十六） 本校英語系校友、小說家張貴興，以「野豬渡

河」作品榮獲第七屆聯合報文學大獎，並於第八屆紅樓夢

獎奪下首獎。 

（十七） 音樂系校友廖元宏，從 27國 110名參選者中脫穎

而出，獲聘法國國立法蘭西島交響樂團助理指揮。 

（十八） 本校今年獲教育部核定，延攬卜宏毅與吳亞霖兩

位玉山青年學者至物理系任教。 

（十九） 特教系姜義村主任與邱春瑜助理教授所申請的

「109年美國『普渡大學資優教育資源中心』暨『肯特州

立大學生涯發展與教育科學學群』」計畫，榮獲 2020年教

育部學海築夢亮點計畫獎勵。 

（二十） 法鼓山人文社會基金會主辦的 2020年《關懷生命

獎》7月 1日公布獲獎名單，公領系謝智謀教授榮獲本屆

智慧獎。 

（二十一） 國文系徐國能教授作品《為詩人蓋一個家》，榮獲

金鼎獎優良出版品推薦作品（兒童及少年圖書類）。 

（二十二） 教育部辦理「109年度氣候變遷創意實作競賽」，

本校地理學系及資訊工程學系攜手合作，以作品「衣衣不

捨」榮獲「銀獎」。 

（二十三） 特殊教育學系周語軒同學，榮獲 2020年總統教育

獎。 

（二十四） 美術系學生獲得本年度全國四大藝術類競賽首

獎，其中博士班簡佑任榮獲跨類別最高榮譽獎項「高雄

獎」，碩士班黃靖淳榮獲全國美術展水墨組首獎，博士班

陳瑞鴻榮獲全國美術展膠彩類首獎、學士班蔡樂榮獲磺溪

美展油畫水彩類首獎-磺溪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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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 本校美術系大三生宋庭逸榮獲今年「大專西畫新

秀獎」。 

（二十六） 資工系培訓我國代表隊，參加 2020年第 32屆國

際資訊奧林匹亞競賽，在 87個國家、343名學生參賽中，

4名代表參賽學生總計獲得 3銀 1銅，4名學生全都獲

獎，國際排名並列第 6名。 

（二十七） 化學系培訓我國代表隊參加 2020年第 52屆國際

化學奧林匹亞競賽，獲得 2金及 2銀佳績，國際排名第 5

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