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361 次行政會議校長報告事項 

一、介紹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與會新主管： 

（一）藝術學院趙惠玲院長 

（二）音樂學院陳沁紅院長 

（三）管理學院周德瑋院長（並兼任企業管理學系主任、管理研

究所所長、全球經營與策略研究所所長、國際企業管理雙

碩士學位學程主任） 

（四）總務處陳美勇總務長 

（五）國際事務處劉祥麟處長 

（六）僑生先修部洪仁進主任 

（七）體育研究與發展中心詹俊成主任 

（八）社會教育學系徐敏雄主任 

（九）學習資訊專業學院蔡今中院長（並兼任資訊教育研究所所所

長、圖書資訊學研究所所長） 

（十）物理學系蔡志申主任 

（十一）生命科學專業學院鄭劍廷院長（並兼任營養科學學士學位

學程主任、營養科學碩士學位學程主任、生技醫藥產業碩

士學位學程主任） 

（十二）地球科學系簡芳菁主任（並兼任海洋環境科技研究所所

長） 

（十三）車輛與能源工程學士學位學程洪翊軒主任 

（十四）光電工程學士學位學程李亞儒主任 

（十五）音樂學系楊瑞瑟主任 

（十六）國際人力資源發展研究所張媁雯所長 

二、遠見雜誌於 7 月 2 日公布「2018 臺灣最佳大學排行榜」，本校於文法

商類 50 所大學中，排名第一。在學術成就方面，「中文論文數」拿下

全國第一，「專任教師平均中文論文數」高達近 2.5 篇，領先全國相

關大專院校。 

三、本校運動競技系及體育系學生於本屆雅加達亞運，為我國贏得了 4 面

金牌、3 面銀牌、4 面銅牌，表現亮眼，也是創校以來亞運選手最佳



成績。 

四、本校第 72週年校慶慶祝大會於 6月 5日上午在校本部禮堂盛大舉行。

會中頒發第 18 屆傑出校友、教學傑出教師獎、捐贈表揚、研究績優

獎、服務傑出教師獎、優良導師獎、傑出學生獎等獎項。 

五、本校 106 學年度畢業典禮於 6 月 23 日在體育館舉行，今年博、碩士

及大學部畢業生近 4,000 人。典禮中頒授名譽藝術學博士學位予「臺

灣現代版畫之父」廖修平講座教授，表彰他致力臺灣版畫藝術及培育

出無數版畫創作人才之成就。 

六、本學年度「伯樂大學堂」新生營活動，於 9 月 4 日舉行開幕式，迎

接近 2,000 位新鮮人到來。透過 4 天豐富活動及課程，讓新生更了解

師大環境及學系概況，開啟師大新鮮人的大學新生活。此外，開幕式

中也邀請了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教授謝智謀演講「大學生的 10

堂課」，鼓勵新生開拓視野，放眼世界，也期許新鮮人勇敢迎接嶄新

大學生活。 

七、本校於 8 月 27 日、8 月 28 日假校本部及大板根森林度假村舉辦兩天

一夜的 107 學年度「新進教師研習會：鴻鵠營」活動。本學年共有 23

位新進教師進入本校，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安排多元主題的論壇與

工作坊，邀請數名講座與新教師進行討論與交流希望幫助教師們順

利展開在師大的教學研究生涯。 

八、107學年第 1學期導師會議於 9月 19日上午在校本部禮堂舉行，

會中除進行學習資源簡介，並邀請本校優良導師吳順德副教授分

享擔任學生學習輔導之經驗。 

九、本校明年 9 月將開設「教育學院學士班」，以不分系方式招收 22 名學

生，讓學生多元學習、延後分流，培養學生雙重專長，拓展出路。另

外，因應全球數位學習趨勢，明年亦將增設「圖書資訊學數位學習碩

士在職專班」，招收 20 名學生，全採線上學習，最快 2 年就可拿到碩

士學位。 

十、107 年 9 月 20 日，法務部調查局臺北市調查處與本校資訊中心簽訂

「資訊安全合作協議書」，期望透過本次合作，締造資工安全合作模



式，造福台灣社會。 

十一、本校今年成立「樂活產業 EMBA」高階經理人班，為臺灣樂活產業

學習的開創者，也是亞洲第一所樂活產業 EMBA。 

十二、本校國文系畢業校友知名家具商來思達集團創辦人謝貞德先生，7

月 16日慷慨捐贈母校新臺幣 100萬元，支持和鼓勵校務持續發展。 

十三、本校社會教育學系名譽教授王振鵠老師，於 7 月 3 日回到母校，為

支持和鼓勵學術期刊持續發展，王振鵠教授率先捐款並號召師生

共同響應，募得新台幣 101 萬 3968 元回贈母校。 

十四、推動國際合作計畫，與國外大學簽署學術交流協議情形： 

（一）與姊妹校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學（University of Manitoba）續

簽校級學術合作交流備忘錄。 

（二）與姊妹校英國西英格蘭布里斯托大學（University of the 

West of England, Bristol）續簽校級學術合作交流備忘錄、

設計學系學生交換協議。  

（三）與姊妹校法國巴黎第七大學（Université Paris Diderot - Paris 

7）續簽校級學術合作交流備忘錄、師生交換協議、該校語

言學系與本校歐洲文化與觀光研究所交換實習協議。 

十五、本校師生及校友獲得校外各殊榮獎項： 

（一）地理系校友、前文建會主委陳其南於 7 月 16 日接任國立

故宮博物院院長。 

（二）英語系 68 級校友孫天心，7 月 5 日當選中央研究院人文

及社會科學組新任院士。 

（三）華語文學系講座教授王士元，6 月 9 日榮獲美國芝加哥大

學頒發名譽人文學博士。 

（四）教育部於 7 月 20 日公布 107 年師鐸獎名單，全國計有 72

位老師獲得表揚，本校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教授謝

智謀亦獲得本項殊榮。 

（五）學習科學學士學位學程講座教授蔡今中，5 月 28 日獲得

科技部授予「傑出特約研究員獎」殊榮。 

（六）數學系名譽教授林福來等人撰寫之「什麼樣的數學教育



能讓學生與未來社會接軌」論文，2018 年 6 月在

Springer Nature 出版社推廣的「改變世界，一刊一文」

（Change the World, One Article at a Time）活動中，獲選

為具有潛力改變世界的文章。 

（七）教育部 107 年補助「大學產業創新研發計畫」，本校共有

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郭鐘隆教授與車輛與能源工程

學士學位學程洪翊軒教授 2 件計畫入選。 

（八）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林正昌教授帶領「金融教育創客課

程開發與評估」研究團隊，7 月 22 日獲得科技部頒發第

三期高瞻計畫 106 年度成果競賽大專組特優獎。 

（九）本校師生參加教育部 107 年度教育實習績優獎表現傑

出，計有 2 名教師獲得教育實習輔導教師卓越獎、4 名學

生獲得教育實習學生楷模獎，成績斐然。 

（十）音樂系應屆畢業生、22 歲臺灣作曲家林碩俊在捷克布拉

格舉行的 2018 第九屆國際德弗札克作曲大賽，贏得青少

年組冠軍，且在 8 個評審團特別奬項中，獲得最佳賦格

大獎及最佳自由創作大獎。 

（十一） 本校與臺北市景美女中合組成之師大景美女子拔河

隊，於南非開普敦舉辦之「2018 世界盃室外拔河錦標

賽」，達成 500 公斤組 5 連霸的紀錄，累計這屆比賽共獲

得 6 面金牌及 1 面銅牌的佳績。 

（十二）臺灣文學系博士生林益彰及音樂系 101 級校友張心柔，

榮獲中華民國新詩學會「2018 全國優秀靑年詩人獎」。 

（十三）設計系校友、臺灣設計師吳箏在英國 WIA 世界插畫獎展

露頭角，從 75 個國家的 3,300 多份作品脫穎而出，榮獲

編輯類新銳首獎。 

（十四）本校資訊工程學系林順喜教授指導系上學生，7 月 7 日至

13 日參加「國際奧林匹亞電腦對局競賽」（The 21st 

Computer Olympiad），擊敗 8 個國家的 100 多組程式好

手，榮獲 3 金、4 銀、2 銅的佳績。 

（十五）本校培訓臺灣高中生參加 2018 年第 30 屆國際資訊奧林

匹亞競賽，在 87 個國家、335 名學生參賽中，代表我國



參賽的 4 名學生總計獲得 4 銀。 

（十六）本校培訓臺灣高中生參加 2018 年第 12 屆國際地球科學

奧林匹亞競賽，在 38 個國家、139 名參賽學生中，代表

我國參賽的 4 名選手共榮獲 2 金、1 銀、1 銅及 3 項特別

獎，國際排名為第 3 名。 

（十七）本校培訓臺灣高中生參加 2018 年第 15 屆國際地理奧林

匹亞競賽，在 43 個國家、165 位參賽選手中，代表我國

參賽的 4 名選手共獲得金、銀、銅牌各一面，並獲得海

報發表第三名殊榮。 

（十八）本校培訓臺灣高中生參加 2018 年第 50 屆國際化學奧林

匹亞競賽，在 76 個國家、300 名學生參賽中，代表我國

參賽的 4 名學生榮獲 1 金、3 銀。 

（十九）音樂系校友、已有 35 年教學資歷的臺北市新生國小教師

李以敏，於 9 月 15 日獲得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頒發

「國小組 SUPER 教師」。 

（二十）美術學系 97 級校友施怡妙，作品入選今年第 250 屆「英

國皇家美院夏季展」（250th Royal Academy of Arts 

Summer Exhibition），也入選今年倫敦「插畫之家」

（House of Illustration）的駐村插畫家，為該計劃創辦以

來首位入選的亞洲創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