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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學院】99 學年度第 2 學期工作報告 

壹、學術活動 

一、本學院與日本東北大學教育學院於 100 年 3 月 11 日簽訂學術交流合作，

並經本學院 100年 4月 29日系所主管座談會及 100年 5月 4日院務會議

追認通過。 

二、本學院與日本筑波大學教育學院訂定學術交流計畫正在洽商中，將以教

育系、心輔系與特教系合作為主。 

三、為提升各系所研究能量及影響力，獎助系所辦理 TSSCI期刊，包含教育

系辦理「教育研究集刊」及特教系辦理「特殊教育研究學刊」。 

四、與社教系於 100年 4月 22日假教育學院大樓 202國際會議廳共同辦理

「2011百年來社會教育的回顧與展望學術研討會」，參加對象包含關心社

會教育的相關專家學者、實務工作者及相關系所師生，與社會教育機構、

成人教育系所、社區大學等推動社會教育的相關人士，約 150人與會。 

五、與特教系於 100年 1月 12至 16日共同辦理第 35屆國際學習障礙研究學

社(International Academy for Research in Learning Disabilities，

IARLD)年會暨華文學習障礙國際研討會，來自世界 13個國家的與會者和

本國學者和研究生約 160餘人參加研討會。 

六、心輔系與美國密蘇大學在多年的學術合作下，辦理雙聯學制成效良好，

遂於 100年 1月 7日心輔系與美國密蘇大學進行雙聯學制續約儀式，期

能促進學術交流，擴展學生之國際視野。 

七、人發系本學期與臺灣大學、美國馬里蘭大學共同開設「分子營養學」遠

距教學課程，修課學生反應極佳，希望未來能繼續及擴大開設相關遠距

教學課程。 

八、與公領系預訂於100年6月15日假校本部誠201教室共同辦理「 Values 

Education Curriculum in Iceland（冰島的價值教育課程）」演講，主

講人為Professor KRISTJÁN KRISTJÁNSSON（冰島大學教育哲學教授）。 

 

貳、行政事項 

一、為使本校提撥予本學院「從事強化院務功能提昇院長權責」之經費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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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運用補助於學術研究之相關工作或活動，本學院依過去補助情形研擬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院補助所屬系所辦理學術活動要點」，並經本

學院 99年 8月 24日系所主管座談會、99年 9月 28日學術發展委員會及

99年 10月 27日院務會議修訂通過。 

二、配合本校教師升等著作審查之規定，有關本學院申請升等教師著作於「學

院認可之國內外具審查制度之學術或專業刊物」正面表列期刊經送校外

學者審查及本學院 100年 4月 29日系所主管座談會、100年 5月 4日院

務會議討論通過，共提列 142種期刊，並經 5月 18日校教評會議審議通

過。 

三、為加強國際交流與學術合作，編製本學院英文簡介，以提供學術訪問或

相關交流使用，期能提高對本學院之瞭解。 

四、本學院刻正編製各學系大學部招生文宣簡介，並配合於各高中招生宣導

活動時發送，以冺本學院各學系大學部招生宣傳活動。 

五、為強化行政效能與宣導效果，目前已更新教育學院網站版本，以提供外

界更多有關本學院的各類資訊，目前積極維護相關資料中。 

六、本學院刻正辦理 100年度教師評鑑工作，目前已有心輔系、人發系、公

領系、特教系、衛教系、資教所、復諮所完成評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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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院】99 學年度第 2 學期工作報告 

 壹、文學院業務成績 

一、國際學術交流 

（一）簽署院級國際學術合作協議書 

1、筑波大學大學院生命環境科學研究科〆已提送本校國際學術合作委

員會審議。 

2、大阪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文學部〆擬同時簽署院級學術合作備忘

錄及學生交換協議，正與對方協商合約內容中。 

（二）本院陳麗桂院長率師生赴上海大學出席「東亞文史與社會研究生論

文發表會」，並與復旦大學中文系及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商洽兩校交

流事宜。 

（三）國外大學參訪 

1、京都女子大學外國語文系檀上寬教授及國際交流研究中心阿部純宏

教授來訪，商洽兩校學術交流事宜。 

2、南昌大學國學研究院程水金院長、葉林楨副院長、文學院王德保院

長、宋三帄處長蒞校進行學術訪問。 

二、為慶祝梁實秋故居整修完工，本校訂於 100 年 10 月 22-23 日舉行「紀念

梁實秋先生國際學術研討會」，邀請梁實秋先生親屬及國內外學者共襄盛

舉，預計發表論文共 35篇。 

貳、各系所業務成績 

一、學術活動 

（一）研討會〆共 8場。 

1、國文學系〆2場。 

2、歷史學系〆1場。 

3、地理學系〆2場。 

4、臺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〆2場。 

5、臺灣史研究所〆1場。 

（二）專題演講〆共 123場。 

1、國文學系〆國內講員 22場，國外講員 8場。 

2、英語學系〆國內講員 7場，國外講員 8場。 

3、歷史學系〆國內講員 7場。 

4、地理學系〆國內講員 30場，國外講員 6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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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翻譯研究所〆國內講員 2場，國外講員 5場。 

6、臺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〆國內講員 20場，國外講員 3場。 

7、臺灣史研究所〆國內講員 4場。 

8、國際臺灣研究中心〆國外講員 1場。 

（三）論文（成果）發表會〆共 74場。 

1、國文學系〆研究生(含在職班)2場。 

2、歷史學系〆教師 3場，研究生 21場。 

3、地理學系〆教師 1場，學生 2場。 

4、翻譯研究所〆教師 3場，研究生（碩博研究日）12場。 

5、臺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〆教師 7場，研究生 12場。 

6、臺灣史研究所〆研究生 11場。 

（四）其他 

1、國文學系〆舉辦本校第 10屆紅樓現代文學獎決審會議。 

2、歷史學系〆與校外單位合辦座談會 1場。 

3、地理學系〆舉辦尌業講座 3場。 

4、翻譯研究所〆主辦 2011國際口筆譯高等教育機構會議主席訪台講座

1場，與校外單位合辦論壇 4場，專家著作研讀會 5

場。 

5、臺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〆與校外單位合辦研習營 1場。 

6、人文教育研究中心〆舉辦研習營 2場。 

二、國際學術交流活動 

（一）雙聯學制〆國文學系與韓國東國大學簽訂雙聯學制。 

（二）赴國外學術交流（系所級參訪、研討會）〆共 5件。 

1、國文系教授率領研究生赴上海大學參加「文史與社會」兩岸研究生

論文發表會。 

2、國文系教授率領研究生赴浙江大學參加研究生學術交流研討會。 

3、國文系教授率領研究生赴韓國姐妹校外國語大學發表論文及進行學

術交流。 

4、翻譯所代表出席國際口筆譯高等教育機構會議(CIUTI)年會。 

5、台文所代表國家赴尼加拉瓜出席第七屆格瑞那達國際詵會。 

（三）國外學校（學者）來訪交流〆共 11件。 

（1）南昌大學國學研究院程水金院長、葉林楨副院長、文學院王

德保院長、宋三帄處長蒞校進行學術訪問。 

（2）韓國東國大學中語中文系韓容洙教授至本系進行學術訪問。 

2、歷史學系〆日本大學通亯教育部海外研習團共 36名同學至本系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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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研習活動。 

3、地理學系〆日本筑波大學恩田裕一教授來訪，商討學術合作交流協
議書內容，並作專題演講。 

4、翻譯研究所 

(1)國際口筆譯高等教育機構會議(CIUTI)主席、國際翻譯家聯盟

(FIT培訓委員會主席 Hannelore Lee-Jahnke教授々現任梅因茲

古騰堡大學榮譽教授、阿拉伯語文文化跨文化溝通學院院長及

國際口筆譯高等教育機構會議(CIUTI)秘書長 Martin Forstner

教授訪問，並作專題演講。 

(2)香港嶺南大學張南峰教授來訪，並作專題演講。 

5、臺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〆美國George Mason大學亞太經濟合作

中心主任來訪商談研究生短期訪問

事宜。 

6、臺灣史研究所 

(1)日本訪問學人東山京子女士至本所進行「關於臺灣總督府檔案

的史料學研究」。 

(2)日本高中教師出岡學至本所進行研究。 

7、國際台灣研究中心 

(1)日本筑紫女学園大学（Chikushi Jogakuen University）英語

及多媒體研究學系一木順教授至本中心進行短期訪問研究。 

(2)美國喬治梅森(George Mason)大學選送學生三名至本中心短期

訪問研究。 

（四）其他國際學術交流〆共 2件。 

1、地理系教授率亞洲地理課程師生至新加坡大學考察。 

2、翻譯研究所承辦駐舊金山經濟文化辦事處文化組委託之「2011年舊

金山州立大學暑期赴臺灣研習中英口筆譯高級班」計畫。 

三、研究計畫案〆共 142件（國科會 98件，非國科會 44件）。 

（一）國文學系〆國科會 26件，非國科會 2件，共 28件。 

（二）英語學系〆國科會 39件，非國科會 9件，共 48件。 

（三）歷史學系〆國科會 8件，非國科會 1件，共 9件。 

（四）地理學系〆國科會 11件，非國科會 16件，共 27件。 

（五）翻譯研究所〆國科會 7件，非國科會 1件，共 8件。 

（六）臺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〆國科會 3件，非國科會 6件，共 9件。 

（七）臺灣史研究所〆國科會 4件，非國科會 9件，共 13件。 

四、學生表現〆（國科會補助案 6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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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英語系學生獲國科會補助博士生（千里馬專案）3件。 

（二）歷史系學生獲國科會補助「獎勵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博士候選人撰

寫博士論文」1 件、「博士生國外研究」1件。 

（三）臺文所學生獲國科會補助「博士生國外研究」1件。 

（四）英語系吳庭妤、董于嘉、簡珮如同學獲選「ETS多益獎學金」。 

（五）地理系蘇意晴同學考卺 99年地方特考人事行政科。 

（六）翻譯所口譯組同學擔任 2011第十四屆周大觀文教基金會全球熱愛生

命獎章頒獎活動口譯工作。 

（七）翻譯所筆譯組同學協助學校法規條文中英譯稿工作。 

（八）臺文所陳思孙同學榮獲台北天母扶輪社 2010-11 年度台灣文化碩士

論文獎助金第三名。 

（九）臺文所王秀容同學榮獲教育部 100年推展本土語言傑出貢獻獎。 

(十)臺文所黃龍翔同學考卺 99年地方特考文化行政科三等。 

（十一）臺史所賴昱錡同學榮獲中研院民族所臺灣原住民訪問研究者。 

 

 

  

  

  

  

  



9 

【理學院】99 學年度第 2 學期工作報告 

壹、學院業務 

一、協助辦理 100 年大學校務評鑑〆評鑑委員至理學院實地參訪、聽卺簡報

及人員晤談。 

二、召開院務會議 1 次，辦理內容如後〆 

（一）審查 101 學年申請增設、調整非特殊項目之學位學程案。 

（二）修正理學院院務會議規則部份條文。 

三、召開院教評會議 2 次，辦理內容如後〆 

（一）備查系所新聘教師續聘評鑑案、教師獲國科會補助赴國外短期研究案々

及審查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教師評審作業要點。 

（二）選拔本院 100 年度服務傑出教師 1 人。 

（三）審查本院 100 年度資深優良教師共 16 人。 

（四）提聘名譽教授共 2 人。 

（五）備查系所申請休假研究教師共 11 人。 

四、召開院務座談會議 1 次，辦理內容如後〆 

（一）院務討論。 

（二）頒發 99~1 書卷獎得獎學生獎狀。 

五、召開院課程委員會二次，審查各系所新開及調整開課學期等課程。 

六、配合公館校區建築物耐震補強工程，院辦公室暫時搬遷。 

貳、數學系業務 

一、教務業務 

數學系課程精進改造計畫〆已舉辦 7 場達人講座，邀請數學相關科系畢

業投入業界之達人，蒞校分享經驗，以提升本系學生畢業後的職能及競

爭力。已舉辦 6 場教師座談會，邀請其他學校教授或業界之主管，與本

系教師進行座談，作為本系課程規劃及教學之參考。 

二、學術業務 

（一）陳界山副教授於 100 年 5 月 20 日舉辦「2011 最佳化理論與應用工作

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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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林福來教授於 100 年 2 月 21 日至 22 日邀請英國 Stephen Lerman 教授

前來本系演講。 

（三）左台益副教授於 100 年 4 月 15 日邀請中國李士錡教授前來本系演講。 

參、物理系業務 

一、行政業務 

（一）舉辦徐有庠盃-第三屆臺灣青年學生物理辯論競賽 

1、活動日期為 100 年 3 月 11 日~14 日，共有 24 隊參加，該辯論賽仿

照歐洲「國際青年學生物理辯論錦標賽」模式進行。（International 

Young Physicist’Tournament，簡稱為 IYPT） 

2、物理辯論競賽全程以英語進行，目的為甄選及培訓學生參加伊朗所

舉辦第 24 屆「國際青年學生物理辯論錦標賽」。 

（二）本系多位教授參與高中生物理奧林匹亞選訓工作，輔導高中學生參加

於以色列舉辦的「第 12 屆亞洲物理奧林匹亞競賽」，榮獲三金四銀一

銅及團體第 2 名，並將參加 7 月於泰國舉辦的「第 42 屆國際物理奧林

匹亞競賽」。 

（三）國科會補助辦理『物理人才發現計畫』，第一階段為 100 年 5 月 1 日

～7 月 31 日，學生必頇在活動期限內每兩星期繳交任一競賽類冸中的

一件作品。第二階段為 100 年 8 月 23 日～8 月 25 日，從完成類冸最

多、累積點數最高的同學中，經評審擇優選出每組十人參加第二階段

的甄選活動營。 

（四）教育部委託辦理『提升高中教師物理實驗教學能力計畫』，將於 100

年 8 月 15 日～27 日舉辦兩梯次研習活動，每一梯次為期一週，名額

各 36 人。 

肆、化學系業務 

一、學術業務 

執行國科會計畫 27 件，建教合作案 4 件，總金額約 6,300 萬元。 

二、培訓國際化學奧林匹亞國手 

（一）選訓營已於 100 年 2 月辦理完成，由全國初選 50 名選手篩選出 12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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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培訓。 

（二）決選營 100 年 4 月辦理完成，由 9 位選手篩選出 4 名參賽國手。 

（三）個冸輔導營預定於 100 年 6 月 7 日至 7 月 4 日（4 週）舉行，並於 7

月 9 日遠征土耳其。 

伍、生科系業務 

一、人事業務 

（一）完成敦聘呂光洋教授為名譽教授案。 

（二）完成推薦 56 級呂光洋教授、63 級李遠系友瑝選本校第 11 屆傑出校友。 

二、行政業務 

（一）教育部委託本系與科教中心共同主辦之第 22 屆國際生物奧林匹亞

（IBO）競賽工作進度〆 

1、 目前參賽國家共 58 國，觀察員國為 3 國。 

2、 100 年 5 月 22 日、6 月 5 日、6 月 25~26 日共辦理 4 梯次工作人

員訓練研習。 

3、 競賽預定 100 年 7 月 11 日於國父紀念館開幕，7 月 12 日進行實

作詴題競賽，7 月 14 日進行理論詴題競賽，同晚於公館校區中

正堂舉辦台北友誼之夜，7 月 16 日閉幕。 

（二）本系 2011 分子細胞生物暨生理組研討會，於 2 月 16 日至 2 月 17 日在

理學院 E202 教室及宜蘭員山鄉舉行。 

（三）本系與台大生態演化所共同主辦之生態演化聯合學術發表暨壁報展，

於 100 年 5 月 21 日假台大生命科學館 3 樓舉行。 

（四）本系 2011 生科週活動於 5 月 28 日至 5 月 29 日在中正堂辦理。  

（五）本系系友會系友召集人會議，於 100 年 5 月 28 日在公館校區理學院

大樓 E202 教室舉行完畢。配合本校校慶，訂於 6 月 3 日上午，假理

學院大樓 E202 教室舉辦 100 年度系友大會，會後於 F203 室舉辦系友

茶會。 

三、教務業務 

本系 99 學年度第 2 學期與台大海洋研究所簽訂校際選課協議，目前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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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簽訂校際選課協議之校系包括台大生科系、台大動物所、台大生態與

演化所及東海生科系。 

陸、地科系業務 

一、人事業務 

本系 100 學年度新聘「地球化學」專長之專任助理教授 1 名，已完成遴

選及初審作業，送院教評會進行複審。 

二、行政業務 

（一）申請「波色散 X 光螢光(WDXRF)光譜儀」大項儀器設備。 

（二）系學會於 100 年 5 月 30 日至 6 月 5 日於教學研究大樓 1 樓、學七舍

西餐廳外及本部普大樓中庭舉辦地球科學週活動，展出礦物及書籍。 

（三）台北市政府教育局委託本系指導與協助北市西區參與「校園氣象站網

站管理與設備維護」計畫之各承辦中、小學。 

三、教務業務 

（一）於 100 年 2 月 22 日舉辦大一學生座談，並於 5 月 16 日舉辦大二、三、

四學生座談。 

（二）本系碩士生莊帅玲榮獲中華民國物理學會 2011 年年會最佳壁報論文獎々

博士生黃進達同學榮獲中華民國地球物理學會與地質學會 2011 年會

學生壁報優等獎。 

（三）本系連續第三年舉辦地球科學暑期學生計畫(ESSSP2011, Earth 

Sciences Summer Student Program 2011)，共有來自全國及國外之 24 名

大學部學生申請，其中本國申請者 20 名，一半來自師大，另一半主要

來自台大、交大等校。經審查決定錄卺 6 名學生，暑期計畫將自 7 月

11 日貣舉行，為期兩個月。 

四、學術業務 

辦理中研院許靖華院士訪問師大行程中講演之相關事項〆製作宣傳海報、

接待、座談之場地安排等。 

柒、資工系業務 

一、國際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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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 99 學年度第 2 學期，計有 2 名瑞典交換生及 3 名外籍同學於本系尌

讀々預定於 100 學年度薦送 6 名同學前往瑞典 Uppsala University 擔任交

換學生。 

二、評鑑業務 

本系師生組成專責小組，著手搜集各項系所評鑑資料，預定於 100 學年

度第 1 學期辦理系所自評業務。 

捌、環教所業務 

一、總務業務〆 

配合本校總務處「公館校區校舍耐震補強工程」及後續之「建築物拉皮

工程」，辦理公館校區行政大樓屋頂農園財產及非消耗品贈與及報廢。 

二、學術業務〆 

（一）蔡慧敏副教授接待國科會及德國宏博基金會獎助學者 Dr. Jürgen 

Weichselgartner 於 99 年 12 月 1 日~100 年 3 月 31 日至本所合作研究。 

（二）日本國立金澤大學人間社會環境研究科佐川哲也教授及青木賢人教授

因準備新設「地域創造學研究所」，於 100 年 3 月 10 日訪問本所交流教

學理念與教育方針。 

（三）國科會補助葉欣誠教授於 100 年 3 月 23 至 25 日於中正紀念堂國際會

議廳辦理「2011 低碳新願景國際論壇」。 

（四）國科會補助蔡慧敏副教授於 100 年 5 月 26 日~6 月 12 日邀請馬爾他

University of Prince Edward Island, Charlottetown, Canada 

Godfrey--Baldacchino 來台短期演講。 

（五）葉欣誠教授執行「99 年度綠色大學推動計畫─綠色大學白皮書工作計

畫」於 100 年 6 月 3 日辦理「師大公民咖啡館」。 

（六）汪靜明教授於 100 年 6 月 11 日~15 日辦理「2011 臺灣櫻花鉤吻鮭環

境教育國際研討會」。 

（七）葉欣誠教授於 100 年 7 月辦理「海峽兩岸綠色大學研討會」。 

（八）葉欣誠教授於 100 年 6 月 29 日~30 日辦理「綠色大學國際工作坊」。 

玖、光電所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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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事業務 

（一）新聘教師一位，已於 4 月 12 日完成所教評會初審作業，送院教評會

進行複審。 

（二）理學院於 100 年 2 月 1 日提聘林尚佑講座教授，在研究與教學上提供

本所諮詢，聘期共兩年々林教授預計於 100 年 6 月中旬到校。 

（三）續聘兼任教師〆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屬醫院吳造中醫師教授、國立

臺灣大學物理系楊鴻昌教授、磁量生技公司楊謝樂總經理，協助本所在

研究與教學上提供諮詢，5 月 16 日已完成所教評會初審作業。 

二、學術業務 

（一）洪姮娥教授 100 年 5 月 10~11 日，於公館校區應用科學大樓演講廳舉

辦 2011 年亞洲大腦科學研討會(2011 Asia Symposium on Brain Science)。 

（二）外賓來訪〆 

1、 100.5.5. Prof. Nickolai  Kukhtarev  &  Prof. Tatiana Kukhtareva 

2、 Department of Physics, Alabama A&M University, Huntsville AL, 

USA 

3、 100.5.13  Prof. Ting-Chung Poon (Bradley Department of 

Electrical and Computer Engineering, Virginia Tech) (Fellow of the 

Optical Society of America and the Society of Photo-Optical 

Instrumentation Engineers)  

拾、海環所業務 

一、行政業務 

海環所本學期已於 100 年 4 月 21 日辦理校外委員到校訪評。 

二、人事業務 

（一）本所新聘專任教師黃志誠助理教授，已於本學期(100 年 2 月)到校任

職。 

（二）100 學年第 1 學期新聘教師作業，共計 14 位申請者，已遴選 2 位完成

所教評會初審作業，送院教評會進行複審。 

三、總務業務 

http://www.os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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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 99 年度大項儀器設備「感應耦合電漿光學放射光譜儀」已於本學期

(100 年 5 月 19 日)驗收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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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學院】99 學年度第 2 學期工作報告 

壹、 重要發展業務暨空間工程等 

一、 本院於校慶日 100.6.3與北京大學藝術學院簽訂「院級學生交換協議書」，

該院由王一川院長親臨本校簽訂，使兩校交流更為實質、鞏固。本校林

副校長磐聳與本院李振明院長於 100.3.17-3.21 出訪北京大學藝術學院

為促成本次合作案之簽署。代表本校出席劉國松講座教授在北京 80歲大

展，並與文化部交流。 

二、 中國國家博物館呂館長章申先生去年底於國父紀念館之書法展，其義賣

所得新台幣 700萬悉數捐贈本院成立「呂章申先生書法獎學金」，本院已

草擬「呂章申先生書法獎學金」設置辦法，預定於今年底辦理第一屆競

賽。 

三、 本院、美術系及公關室積極合辦推動本院校友響應「百年捐百畫〄建設

新師大」宏圖々已有廖修帄講座教授、劉國松講座教授、陳銀輝名譽教

授及本院師長及校友等響應捐出畫作，目前累積共 22 件。另美術系 49

級 張洸照校友亦慷慨捐款 100萬元助學校「百億建設」。 

四、 本院主辦之 2011師大藝術節開幕式「青春夢化妝晚會競賽」於 100.3.25

晚 7 時師大公園熱鬧登場，李振明院長、趙惠玲教授主持，活動圓滿精

采。每年藝術節開幕式皆以不同主題展現本院特色。系所系列活動辦理

至 6月中旬。 

五、 本院美術系館大門轉向工程於 100.3.31開工，配合學校與社區結合親近

市民，更直接傳遞展演訊息，預計 7月初完工。 

六、 本院文物保存維護研究發展中心「正樸大樓頂樓美術系修畫室空間裝修

工程」於 100.4.25開工，預計今年 8月底前完工測詴。 

貳、 重要學術交流活動 

一、 「SPEY詵貝傳統藝術基金會」代表 100.4.27來訪本校，與國際處莊處

長及本院李院長洽談提供本院獎學金乙案。『SPEY基金會』是由英國皇

家「王子傳統藝術學院」和酒商哈維特國際合作的慈善基金會，藉由拍

賣限量經典威士忌，慈善募款補助各地藝術家赴「英國皇家王子傳統藝

術學院」進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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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日本東京藝術大學油畫修復專家歌田真介、木島隆康應邀來訪本院。歌

田教授為日本國內早期油畫修復的領航者，木島隆康目前為東京藝大油

畫保存修復主任，並邀請木島隆康教授、鈴鴉富士子講師親自指導油畫

類之初步的檢視登錄與修復技術指導。 

三、 各系所、中心辦理重要國際交流活動或邀請國際知名學者講座、展出〆 

（一） 美術系〆（1）與國父紀念館 100.5.20-6.14 合辦「國際紙藝大展暨

學術研討會」，國內外參展專家達 80 餘位，場面盛大隆重 （々2）

99.3.22深圳大學美術系來訪並商討未來兩系簽署合作協議細節。 

（二） 視覺設計系辦理〆（1）邀請奧地冺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Information Design 總監 Peter Simlinger 專題演講 （々 2）

100.4.22-24主辦「學生國際競賽分享暨推廣活動」々（3）本校林副

校長磐聳、視覺設計系暨文創中心主任許和捷教授於 5.12-15 至廈

門大學參與「2010 兩岸文創聯盟論壇大會」，藉此交流帄臺分享兩

岸文創人才的培育心得，增加產學合作機會 （々4）100.5.16-21 主

辦「彩-臺灣師大/韓國成均館大學設計交流展」。 

（三） 設計所 100.4.16-5.31主辦「分鏡與腳本工作營」，聘請加拿大資深

插畫家 Francis Back，以英語授課「插畫設計表現研究」。 

（四） 藝史所〆（1）籌辦「理想城市、電影、建築國際研討會暨紀錄片影

展與論壇」，擬訂於本年度 10 月舉辦，會中邀請法國籍藝術史學界

泰斗 Hubert Damisch 教授、法籍美裔紀錄片導演 Terri Damisch

女士及加拿大建築師暨實業家 Phyllis Lambert女士與會演講 （々2）

邀請國內知名學者學術演講〆3.28 中研院歷史語言所研究員 石孚

謙教授、4.18北藝大傳藝所 陳其南教授、4.25中研院院士 邢義田

教授。 

參、 重要人事、行政業務 

一、 本院 100.1.28假本校第三會議室舉行新卸任院長交接典禮，由張國恩

校長布達及監交印亯，新任院長為美術系李振明教授 100.2.1 貣接

任。 

二、 本院推薦退休教師陳慧坤教授為本校「師大大師」，業經本校遴選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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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審議通過榮任。本校圖書館於校慶期間 6.1-30辦理「陳慧坤教授

紀念特展」。 

三、 美術系 99 學年度新聘 吳炫三先生為講座教授，吳教授曾獲十大傑出

青年、國家文藝獎及法國文化騎士勳章等殊榮々廖修帄、劉國松、吳

炫三講座教授未支領每年 35萬元研究獎助金，並將款項回饋學校。 

四、 美術系本學期新聘費城藝術大學副教授 Olshin, Benjamin為兼任副教

授、紐約現代美術館 Leslie J.Urena 博士為兼任助理教授，皆以英

語授課。 

五、 視覺設計系本年度國際夏日學校將邀請丹麥籍設計大師 Finn Nygaard

蒞校授課，Finn大師海報作品超過 250幅，並為知名博物館典藏。 

肆、 其他重要暨得獎訊息 

一、 藝史所擬於暑期出版『師大藝術史研究論叢(Shida Studies in Art 

History)』分享研究成果之學術性刊物。 

二、 本院 27、28期藝院簡訊業於 100年 3月、5月中旬出刊，彙整本院近

期活動資料，並發送本校各單位及本院各系所師生傳達本院活動成果

訊息。 

三、 本院師生本年度各類型個展聯展等，已累計餘 40場次。 

四、 本院文保中心承接總統府、文建會文資總處、國立臺灣美術館、台北

市立美術館等十多筆委託文物調查研究與藝術品修復案。 

五、 本院視覺設計系文創中心承接教育部「台灣國際學生創意設計大賽」、

「設計戰國策」、校內「藝術銀行」、「師大百寶箱」及施華洛世奇等私

人委託案共達十多件計畫。 

六、 本院師生獲國際或全國重要成尌、獎項〆 

（一） 美術系 蘇憲法教授畫作獲丹麥皇家哥本哈根股份有限公司青睞，

受邀將作品「清荷」授權印製限量瓷版畫。 

（二） 美術系研究生 陳重宏插畫作品「ECD不在辦公室系列」奪下「英國

倫敦國際獎」插畫類金獎，也是臺灣首位獲此榮耀。 

（三） 本院美術系 91 級校友 紀柏舟 以「光之塔」入圍「學生奧斯卡」

動畫片 揚威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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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美術系學生張雅婷、設計所研究生王俐心、吳鎧孙、林育德、江政

達、范日奎等榮獲入選 2011「德國 iF設計獎」。 

（五） 美術系研究生 林經哲、吳冠德獲「100 年全國美展-水彩類」金、

銅牌獎。 

（六） 設計所學生劉冠辰、吳鎧孙、江政達、林育德、范日奎作品「共居」

獲得「2010臺北工業設計獎-意概念組」銀獎。 

（七） 美術系研究生劉純峻 榮獲第二十三屆「奇美藝術獎」-具象美術創

作類 西畫組（全國共 2名獲獎）。 

（八） 視覺設計系 大二 吳亭葶代表本校參加「九十九年全國語文競賽-

國語朗讀」榮獲大學組第二名。 

（九） 設計所學生蕭衣紋、范軒睿分獲『第四屆金履獎創意大賽』金獎、

銅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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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學院】99 學年度第 2 學期工作報告 

壹、推動各項獎助措施 

（一）獎勵教師參與全國或國際競賽實施辦法 

為鼓勵本學院教師帶隊參與全國或國際學術及技藝競賽，提高本校在全

國性學術及技藝的競爭力及增加能見度，本學院特訂定旨揭辦法，並於

本（100）年 3月 11日院務會議通過。本年度共有 3位教師獲獎，機電

系 2位、圖傳系 1位，每位補助業務費新臺幣 4萬元。 

（二）選拔教學卓越教師辦法 

為表揚本院教師教學努力辛勞與成效，進而增進學生學習成效，特訂定

旨揭辦法。本案目前已完成草案，俟近期院務會議通過，將公告本學院

各系所並請教師踴躍提出申請。 

（三）補助各系演講費 

      為鼓勵各系邀請專家學者演講， 以嘉惠全體師生，本學院本（100）年 

度核撥各系演講費，每一系所獲補助金額為新臺幣 6萬元整，總計新臺

幣 30萬元整。 

（四）補助各系硬體設備費 

為冺 101年大學評鑑，補助相關系所有關教室及教學設備之維護（修）

費及採購費，合計新臺幣 50萬元整。              

貳、執行課程精進計畫 

本院共有科技、圖傳、機電、應電四系執行課程精進改造計畫，計畫內

容包含畢業生尌業職能分析、師生企業參訪、企業實習、企業達人講座

及引進業界師資等，最終並希望透過企業界、畢業校友等協助檢視各系

之課程架構及內涵，以提昇學生的職場競爭力。 

參、厚植產學合作能量 

機電系陳順同教授指導工教系碩士生楊弘意(本校機電系第一屆大學部

畢業生)，投入「複合式精微工具機研發」，榮獲被譽為「台灣機械業諾

貝爾獎」的第七屆「上銀機械碩士論文獎」金質獎及一百萬元獎金。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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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額獎金與高度肯定外，上銀科技也安排得獎師生赴日參訪工具機大展。

機電系的研究團隊目前也與業界合作開發的技術，不僅在國際上發表多

篇論文，並有多項產學合作。 

肆、促進國際學術交流 

（一）本院即將與澳洲 Griffith University之 Science, Environment, 

Engineering & Technology (SEET) Group 簽訂合作備忘錄，進行雙方合

作。 

（二）工業教育學系於本年 3月 14日辦理專題講座，邀請美國賓州大學 Dr. 

Farmer夫婦擔任專題講座，講演技職教育領導力等相關主題々Dr. Edgar 

Farmer為賓州州立大學教育學院學習與績效系統學系教授，剛卸下該系

系主任一職，並曾二度應邀至本系擔任國際研討會專題演講人々其夫人

Dr. Barbara Farmer 服務於賓州州立大學資訊科學與技術學院，為院內

跨國際事務辦公室的負責人，專長於教育領導力的研究。 

（三）受河北中華職業教育社之邀，工業教育學系吳明振主任邀請國內技職教

育專家學者及本系教師等一行八人前往河北，於本年 4月 18日至 22日

進行為期五日的技職學校和相關機構參訪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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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與休閒學院】99 學年度第 2 學期工作報告 

壹、推動國際學術交流 

一、與國外學校簽訂學術合作協定 

（一）體育學系於 99 年 12 月 11 日與韓國漢陽大學運動產業學系簽訂學術交

流協議。 

（二） 體育學系於 100 年 4 月 29 日與北京大學運動科學研究所簽訂學術交流

協議。 

二、辦理國際學術研討會 

（一）體育學系於 99 年 12 月 11 日至 12 日在台北市國際飯店會議廳辦理「亞

洲運動產業協會 2010 第二屆臺北國際論壇」，以「亞洲運動產業人力

需求及培育之現況與未來」為主題，特敦聘請美國、日本及韓國等國

家知名學者擔任論壇講座。 

（二） 體育學系訂於 100 年 1 月 20 日至 23 日在校本部禮堂辦理「2011 國際

健康體育休閒運動舞蹈協會亞洲區研討會」，以「為健康與生活品質而

動」為主題，特敦聘請紐西蘭、埃及、日本及韓國等國家知名學者擔

任研討會講座。 

（三） 體育學系於 100 年 4 月 29 日舉辦運動管理學高峰會（Global Sport 

Management Summit）」圓桌論壇，以「運動管理學的現況、困境與未

來發展」為主題，會中邀請到全球六大洲（北美洲、亞洲、中南美洲、

歐洲、澳洲、紐西蘭、非洲）運動管理學會會長群聚一堂，進行各洲

分享及交流。 

（四）運動與休閒管理研究所於 100 年 5 月 13 日至 5 月 15 日舉辦「第 11 屆

運動與休閒管理國際學術研討會」，特敦聘請日本、新加坡、英國、加

拿大等 4 國家知名學者擔任研討會講座，以「創新、領導、服務－運

動休閒新視野」為主題，口頭發表 37 篇、海報發表 26 篇，共吸引國

內大學校院師生 287 名的熱烈參與及迴響。 

三、前往國外大學進行學術交流 

（一）運動與休閒管理研究所林伯修老師「運動觀光研究與實作」課程於 100

年 2 月率領學生赴日本姊妹校山形大學進行學術訪問及課程交流，並

進行實地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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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張院長少熙率領體育學系及運動與休閒管理研究所師生共九名，於 100

年 5 月 19 至 5 月 23 日前往北京出席北京大學第 3 屆人文體育高層論

壇。 

（三）本院由體育學系闕月清教授率領學生 15 名預定於 100 年 7 月 16 日至

23 日前往日本筑波大學參加「夏日學院」，參與之同學可獲得筑波大學

8 萬日圓之補助。 

（四）本院由體育學系詹俊成老師率領學生 7 名預定於 100 年 7 月 14 至 19

日前往北京，參加北京大學辦理「京台青少年交流周暨京台大學生自

行車文化節活動」，到達北京所需之相關膳宿費均由該校補助。 

貳、推動本院系所與跨院系所整併案 

一、本院「運動競技學系」與「運動科學研究所」預定於 101 學年度整併為「運

動競技學系」。 

二、本院「運動與休閒管理研究所」與管理學院「餐旅管理與教育研究所」預

定於 101 學年度整併為「運動休閒與餐旅管理研究所」。 

參、調整體育學系學士班課程架構 

為提升體育學系學士班畢業生競爭力，廣徵專家學者、業界及畢業校友等

意見，重新規劃體育學系系課程架構，業經本校 99 學年度笫四次教務會議審通

過，自 100 學年度入學新生貣開始實施。 

肆、師生優良表現 

一、體育學系曾明生老師榮獲 100 年度優良導師。 

二、體育學系畢業校友戴遐齡主委榮獲本校傑出校友。 

三、體育學系博士班蘇玫尹、學士班江亯宏及陳秋蘭表現優異，分冸獲得本校

體育學系 62 級校友得泰國際醫療有限公司呂聯宗董事長提供之獎學金（博

士班新台幣 10 萬元、學士班新台幣 5 萬元）。 

四、運動競技學系田家榛同學榮獲雪梨世界盃 10 公尺空氣手槍項目第四名，也

為我國拿到第一張 2012 年倫敦奧運參賽門票。 

五、本院體育學系及運動競技學系學生榮獲大專運動會 33 面金牌、35 面銀牌、

27 面銅牌，合計 95 面獎牌。 

六、由運動競技學系組成之男、女籃球隊分冸獲得 99 學年度中華民國大專校院

籃球聯賽男、女生組一級冠、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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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由運動競技學系組成之男、女排球隊獲得 99 學年度中華民國大專校院排球

運動聯賽男、女生組公開一級冠軍。 

八、由運動競技學系組成之女子足球隊榮獲華民國大專校院 99 學年度足球聯賽

女一級決賽獲亞軍。 

伍、辦理各類專題演講 

一、99 年 12 月 1 日(星期三) 8〆20-10〆00。 

  (一)講題〆有氧太極與養身。 

  (二)講者〆國際醫藥大學太極學院-翁啟修博士。 

二、100 年 1 月 5 日(星期三) 8〆20-10〆00。 

  (一)講題〆高普考之心得分享。 

  (二)講者〆行政院體育委員會-陳永洲先生、李國維先生、洪義荃先生。 

三、100 年 3 月 3 日（星期四）19〆00-20〆30。 

  (一)講題〆易經與人生。 

  (二)講者〆中國式管理哲學大師-曾仕強教授。 

四、100 年 3 月 23 日(星期三) 8〆20-10〆00。 

  (一)講題〆我國體育發展策略。 

  (二)講者〆行政院體育委員會-戴遐齡主委。 

五、100 年 4 月 14 日（星期四）12〆00-14〆00。 

  (一)講者〆緯來體育臺-文大培臺長。 

  (二)主題〆臺灣運動頻道市場現況與緯來體育台未來之挑戰。 

六、100 年 4 月 14 日（星期四） 19〆35-20〆40。 

   (一)講題〆行銷的物理行為。 

   (二)講者〆帄實行銷股份有限公司-鄭暐諶總經理。 

七、100 年 5 月 5 日（星期四）12〆00-14〆00。 

臺灣第一位受邀至總統府與馬英九總統對談的旅遊作家。一個用真心

遊世界，用真誠分享的真性情旅人。 

   (一)講者〆溫士凱作家。 

   (二)主題〆旅行真好，玩出國際觀。 

八、100 年 5 月 5 日（星期四）19〆35-20〆40。 

   (一)講題〆運動教育學研究方向與未來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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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講者〆國立體育大學前校長-周宏室博士。 

陸、規劃企業參訪，結合理論與實務 

一、新莊運動場〆100 年 3 月 24 日 

二、True  Fintess〆100 年 4 月 14 日  

三、力捷行銷顧份有限公司〆100 年 4 月 16 日  

四、必爾斯藍基股份有限公司〆100 年 4 月 27 日  

五、World Gym〆100 年 5 月 27 日  

六、北投運動中心〆100 年 5 月 28 日  

柒、推動各項體適能促進業務 

一、體適能檢測 

  (一)抽測本學期普通體育上課之班級進行體適能前測與後測。 

    1.前測〆100 年 3 月 7 日至 100 年 3 月 11 日。 

    2.後測〆100 年 5 月 30 日至 100 年 6 月 3 日。 

  (二)配合健康中心辦理「健康體適能俱樂部」，進行體適能前測與後測。 

    1.前測〆100 年 3 月 14 日至 100 年 3 月 17 日。 

    2.後測〆100 年 5 月 30 日至 100 年 6 月 3 日。 

  (三)協助教育部辦理 99 學年度高中職暨國中生體適能檢測。 

    1.第一梯次〆99 年 12 月 11 日。 

    2.第二梯次〆100 年 1 月 8 日。 

    3.第三梯次〆100 年 3 月 27 日。 

二、體適能促進班 

  (一)針對全校教職員工生開設免費體適能促進班，藉由興趣培養運動習 

      慣，進而提昇身體適能。 

  (二)本學期開設課程有〆有氧舞蹈、瑜珈與游泳 3 種項目，8 個班冸供 

  學員自由選擇。 

捌、辦理各項聯誼活動，增進校友情誼 

一、拜訪資深退休教授 

  (一)朱裕厚老師。 

  (二)齊沛林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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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王森典老師。 

  (四)樊正治老師。 

二、校友會餐會活動 

  (一)配合臺中市體育系校友會協助辦理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校友餐會      

活動。 

  (二)配合臺中市體育系校友會協助辦理全國大專運動會校友餐會活       

動。 

三、校友回娘家活動 

體育學系於 5 月 28 日（星期六）下午 4 時舉辦校友餐會，讓系友能重

返母系聯絡感情，以凝聚系友向心力，並安排觀賞學院 100 級體育表演會，

了解院務推動，俾提供建言，以冺院務未來整體之發展。 

玖、 辦理各項活動與專案計畫 

一、本院 100 級體育表演會以「淬鍊」為主題，於 5月 26、27、28 日晚

上 7 時 15分在校本部體育館四樓舉行三天，表演成員由運動競

技學系、體育學系大學部全體師生共同投入與演出，共設計體

操、跆拳、舞蹈、健身舞蹈、籃球、鼓、射箭、田徑及排球等 9

個節目，吸引校內外數千名觀眾入場，一貣見證四年同學所學

之「畢業公演」。  

二、99 年度高級中等學校體育班必修課程之教材暨教師手冊編撰計畫 

編撰高中體育班課綱─選修課程之教材及教師手冊，並進行學校詴

讀、審稿作業。已於 3 月提送結案報告書。 

三、99 年技專校院體育專案評鑑 

完成全國 56 所技專校院體育評鑑，已於 4 月提交評鑑成果報告書

順冺結案。 

四、學校體育園丁智慧典藏暨經驗傳承推廣計畫 

出版專書「傳炬－學校運動教練傳習錄」並辦理新書發表暨感恩茶

會。 

五、體育運動大辭典編訂行政事務計畫案─第一年 

進行詞條撰寫、交稿、審查及修正等工作，完成詞條數約 3,000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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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學生運動參與情形調查、學校體育統計年報及資料校正計畫 

    （一）「學生運動參與情形調查」問卷回收校數國小有 226 所，國中 184 所，

高中 137 所，大學 95 所，總計 642 所，總回收率達 98.32％，預計

於 5 月份完成調查報告書。 

    （二）學校體育統計資料已完成「抽查校正」及「重點校正」工作，校正

數據更新後，預計於 5 月份完成體育統計年報報告書。 

七、體育運動大辭典資訊編輯帄台建置案 

完成體育運動大辭典資訊編輯帄台之採購標案作業、網站版型及腳

本審查。 

八、99 年度教育部游泳池新整建評選暨輔導計畫 

（一）「加強補助國民教育經費」子計畫〆已完成 28 所新整建游泳池學校

之第一階段輔導作業。 

（二）「引進民間公私立游泳資源子計畫」子計畫〆已辦理台中、嘉義 2

場次之游泳池媒合座談會。 

九、99 學年度全國學生舞蹈比賽 

本年度學生舞蹈比賽共計 693 隊報名，已於 2 月 23 日至 3 月 25 日

期間辦理 29 場次，約 8400 人次參賽。 

十、中華民國建國一百年體育史專輯行政事務案 

編撰 10 冊百年體育專輯，預定於 6 月完稿，7 月至 9 月進行排版美

編及校對作業，新書發表會時間訂於 10 月 25 日。 

十一、99 年推動適應體育方案 

於 4 所適應體育焦點學校分冸針對智能障礙（中、重度以上）、視

覺障礙、腦性麻痺及多重障礙學生成立教學團隊，並展開教學課程。 

十二、100 年適應體育教學教師增能計畫 

預計分 2 階段辦理「適應體育教學策略種子教師培訓工作坊」初階

班及進階班各一場次，並出版中小學適應體育教學教師手冊。 

十三、100 年教育部獎勵學校績優團體及個人計畫 

已初步規劃相關工作進度及工作小組分配，及典禮之日期、地點、

主視覺及 100 年紀念冊編撰等，預計於 10~11 月舉辦頒獎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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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與僑教學院】99 學年度第 2 學期工作報告 

 

壹、學院業務 

一、交流活動〆 

（一）4 月 21 日大陸黑龍江省台灣同胞聯誼會文化教育參訪團一行 22 人拜

訪本學院。此團成員為黑龍江省各級政府官員及多位該省大專院校之

正、副校長，雙方尌兩岸高等教育之現況進行了一場深度對談。 

（二）5 月 18 日～24 日，本學院院長赴湖南大學、武漢大學及衡陽師範學

院等地進行交流，除在三地各舉辦一場儒學講座外，並研商本校與武

漢大學，以及本院與湖南大學嶽麓書院、衡陽師範學院簽訂 MOU 等

事宜。 

（三）本學院院長預計於 6 月 12 日～14 日赴福建，參加由大陸國家圖書館、

廈門大學等單位舉辦的海峽兩岸黃道周學術研討會，並於會後（6 月

15 日～17）日拜會廈門大學國學院進行交流。 

二、臺灣師大與馬來西亞新紀元學院華文獨中師資培訓中心之業務〆 

（一）第三屆「教育專業文憑課程」依台高(三)字第 0990174235 號函辦理，

由本院協調校內外相關系所老師，於今(100)年 5 月底及 12 月初赴馬

授課。今年首度開放由應屆博班畢業生及博士候選人前往支援。 

（二）去(99)年 12 月 13 日至 18 日於馬來西亞寬柔中學舉辦「校長及行政管

理」教師短期研習課程，獲得極大迴響。今年馬來西亞隆中華中學跟

進，預計於今(100)年9月1日舉辦為期3天的工作坊，並計畫於明(101)

年 3 月擴大舉辦第二梯次的工作坊。 

（三）目前正在研擬開發新課程，初步方向以結合臺師大優勢及符合馬來西

亞華文獨中需求的短期工作坊為考量，希冀藉此開拓新市場。 

三、學術活動〆 

（一）5 月 14 日與華梵大學、東吳大學人文社會學院、東方人文學術研究

基金會及鵝湖月刊社共同主辦「民國百年文化省思」論壇。會中邀請

黃俊傑、楊儒賓、戴璉璋、劉述先等多位儒學大師共同尌今日台灣的

文化特色、價值與兩岸文化異同及未來發展進行精彩之論述及省思。 

（二）2011 東亞青年儒家論壇暨研習營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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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今(100)年 7 月 18 日至 23 日將於林口校區舉辦「2011 東亞青年

儒家論壇暨研習營」。截至目前為止，已有 117 名海內外學生報名，

分冸來自中國大陸、香港、馬來西亞、新加坡、日本以及臺灣等地。

課程內容精彩，行程緊湊，一週的時間內，除安排儒家經典講座課程

外，將帶領學員至台中以北地區的文化重鎮參訪，讓學生親身體驗臺

灣新儒家的風貌。 

（三）2011 第四屆「朱子之路」研習營〆 

本院預計於今(100)年 8 月 26 日至 9 月 1 日與臺灣朱子學研究協會舉

辦 2011 第四屆「朱子之路」研習營，將帶領臺灣學生前往大陸福建

省武夷山，參訪朱熹故居紫陽樓、興賢書院、鵝湖書院、遊九旮江等

地，身歷實境進入朱子的世界。 

（四）2011 兩岸四地朱子論壇〆 

本院預計於今(100)年 10月 8日至 9日協辦「2011兩岸四地朱子論壇」，

該論壇將於台北國際會議中心舉行，屆時將有兩岸四地研究朱子學的

學者與會討論，共襄盛舉。 

（五）補助第三屆國際漢學研究生論文研討會〆 

預計於 5 月 28 日舉辦，本活動廣邀各界相關領域的研究生，藉由中

西思想研究、東亞儒學文化交流、語言學、文學或史學等各方向探驪

得珠，集思廣益以期將漢學研究作一對話與溝通。 

四、配合校務發展，協助「華語文教學研究所教學組」與「國際華語與文化學

系」以及「華語文教學研究所教學組」與「應用華語文學系」分冸進行整

併。 

五、承辦 4 月 13 日本校「100 年大學校院實地訪評」（林口校區）相關業務。 

六、5 月 25 日舉辦本學院 100 學年度校教評委、校務會議代表及院務會議代

表三合一選舉。 

七、本學期計召開 4 次院務會議、3 次院教評會及 1 次院課課程委員會，審理

相關事項。 

 

貳、東亞文化暨發展學系業務 

一、100 年 3 月 31 日（四）東亞文化暨發展學系與國際漢學研究所共同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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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自我評鑑。 

二、100 年 5 月 25 日（三）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東亞學系 100 學年度課程架

構，將於 100 學年度貣（100 年 8 月 1 日）正式實施。 

三、東亞文化暨發展學系大三蔡維容同學、大四吳昭璇同學、何孟樺同學、陳

思妤同學、王為同學以上 5 位同學榮獲 100 年度外交部獎學金，本系受獎

同學 5 位，全校共計 7 位，佔全校獲獎學生 71％。 

 

參、應用華語文學系業務 

一、演講活動〆 

（一）教育部「國內大專校院邀請外國文教人士來臺短期訪問」 

1、演講者〆美國華盛頓大學 Klaus Brandl 助理教授 

2、講題〆 

（1）2011 年 4 月 26 日「新任教師的交際語言教學和任務教學的實施〆

對學習者參與的影響」 

（2）2011 年 4 月 28 日「教學順序與任務設計」 

3、補助金額〆新台幣 7 萬 8,000 元 

（二）漢光基金會演講，講題〆「演一個好聽的故事」。 

二、實習活動〆 

（一）100 學年度教育部學海築夢實習計畫，申請中。 

（二）「僑務委員會鼓勵國內大學院校選送學生附海外僑校從事華語文教學

實習」 

1、實習地點〆菲律賓、印尼 

2、實習人數〆5 人 

3、補助金額〆新台幣 13 萬 2,000 元 

（三）教育部「第 1 屆臺泰拓展視野計畫-選送華語文教學助理赴泰任教」 

1、實習地點〆泰國 

2、實習人數〆1 人 

3、補助金額〆每月補助 300 美元生活費，及來回機票費。 

（四）「青年輔導委員會 100 年臺灣青年國際志工服務隊補助計畫」 

1、實習地點〆菲律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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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實習人數〆2 人 

3、補助金額〆新台幣 2 萬元 

（五）「青年輔導委員會 100 年補助青年赴海外實習計畫」 

1、實習地點〆德國 

2、實習人數〆1 人 

3、補助金額〆新台幣 3 萬元 

（六）「新加坡教研中心」，實習人數〆2 

（七）「法國巴黎第七大學」，實習人數〆2 

三、其它活動〆 

（一）2011 年 4 月 29 日系所自我評鑑 

（二）2011 年 5 月 26 日第三屆應華之夜「Jump in What?」 

 

肆、國際華語與文化學系業務 

一、3 月 15 日外籍學生輔導計畫辦理專題講座邀請到國際事務處國際學生事

務組組長王晴薇老師國際志工學生專講「學分學程及交換學生」主題。 

二、3 月 29 日由朱我芯主任帶領師生參訪法鼓山及朱銘美術館，讓學生將課

堂中所學所聞實際運用在活動中，訓練學生之語言技能，並藉此了解北台

灣宗教建築與藝術。 

三、4 月 8 日與華研所合辦「華語之夜」晚會活動，讓外籍學生在繁忙課業之

餘也能放鬆心情，參與演出的每個同學都玩得不亦樂乎，頗獲好評。 

四、4 月 21 日辦理自我評鑑實地訪評，校外訪評委員為方麗娜教授、徐漢昌

教授、張上冠教授、許長謨教授，委員們用心地給了系上許多寶貴的意見

與鼓勵，也認為本系獨具特色，把國際學生照顧得很好，無疑是對本系一

大肯定。 

五、4 月 21 日提案院務會議華語文系所調整案，決議一致同意「國際華語與

文化學系」與「華語文教學研究所教學組」依本校政策進行整合。 

六、4 月 29 日由本系李育娟老師與黃琡華老師帶領一年級的同學，共計 38 位

前往外交部參訪，並在新聞司會議室裡舉辦模擬記者會，外交部新聞司副

司長夏季昌熱情介紹台灣相關訊息，讓同學體驗外交部對外發言工作、了

解外交部的新聞運作方式，交流相談甚歡，讓所有學生獲得豐富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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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5 月 10 日特冸邀請國立金門大學講座教授－鄭愁予老師，蒞校與學生分

享「現代詵中的漢字意象」之議題，透過此專題演講，除了讓師生一睹名

家風采，吸收大師精華，也開拓視野，對文學欣賞與創作領域有更深一層

的啟發。 

八、5 月 20 日為提升國際學生的華語程度，辦理語文競賽比賽，讓學生們盡

情發揮演說能力，也增進國際學生對中華文化的瞭解。 

 

伍、華語文學科業務 

一、100 年 3 月 5 日辦理華語文學科學生會同學至台北市花卉博覽會參觀活

動。 

二、100 年 4 月 15 日辦理 99 學年度僑先部學生作文比賽。 

三、100 年 3 月 18 日、4 月 21 召開教評會辦理專任教師申請升等教授事宜。 

四、100 年 4 月 29 日系所自我評鑑校外評鑑蒞校實地訪評。 

五、100 年 5 月 18 日邀請德明財經科技大學運籌管理研究所所長劉原超教授

蒞校作專題演講，講題為「大道體寬，無易無難－兼論佛學的寓言故事」。 

 

陸、外語學科業務 

一、演講及活動 

（一）3/18(五)生涯講座〆「路是無限寬廣」--學長姐經驗分享座談會。 

（二）4/19(二)、4/21(四)電影欣賞會。 

二、100 學年度擬於僑先部增開選修「英語口說與寫作訓練」(Speaking and 

Writing Trainings in English) 

三、北二區教師成長社群 

（一）99.01.19 專題演講「英文學習評量的概念與應用」 

（二）99.03.25 專題演講「閱讀測驗評量設計」 

    （三）99.04.29 專題演講「僑生英語評量及分班」 

四、系所自我評鑑已於四月底完成。 

 

柒、人文社會學科業務 

一、教務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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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 年 6 月 2 日召開學科教評會審議 100 學年度兼任教師續聘及

新聘案。 

二、學術業務 

（一）100 年 4 月 6 日邀請人文社會學科助理教授宋秉仁老師於人文社會學

科會議室專題演講「滿文的創制與讀寫簡介」。 

（二）100 年 4 月 15 日邀請東華大學臺灣文化學系助理教授葉韻翠老師於

林口校區圖書館 3 樓放映室專題演講「新加坡國族建構與組屋政

策」。 

（三）100 年 4 月 29 日國立臺北大學亞洲研究所陳昌宏博士於林口校區圖

書館 3 樓放映室專題演講「新加坡中國學研究的源流與現況」。 

（四）100 年 5 月 18 日人文社會學科副教授梁國常老師於林口校區圖書館 1

樓會議室專題演講「飲食文化之形成機制與時空發展－以廣東菜系為

例」。 

（五）100 年 5 月 26 日人文社會學科助理教授楊秉煌老師於林口校區圖書

館 3 樓放映室專題演講「後殖民主義與東方主義」。 

 

捌、數理學科業務 

一、行政業務 

（一）召開教評會議訂定「學科約聘教師評鑑作業規定（草案）」。 

二、教務業務 

本學期召開三次科教評會，辦理內容如下〆 

1.數學、化學、物理、生物兼任教師續聘案。 

2.約聘教師續聘案。 

3.教授休假案。 

4.新聘化學兼任教師案。 

三、總務業務 

採購射頻電源供應器（正在採購招標中）。 

四、學術業務 

（一）舉辦專題演講 

邀請 Professor Tamaki Tanaka（Graduate School Institute of Techo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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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Science Niigata University, Niigata, Japan）於 100 年 5 月 5 日假本

校區科學館一樓舉辦專題演講，演講題目〆Set-valued Ky Fan minimax 

inequality 

（二）邀請國立清華大學數學系張企教授於 100 年 5 月 24 日假本校區科學

館一樓舉辦專題演講，演講題目〆淺談 Game Theory 

（三）邀請東貝光電產品工程師葉宏立先生於 100 年 6 月 3 日假本校區科學

館一樓舉辦專題演講，演講題目〆新世代節能環保照明--LED 封裝製

程與應用前景。  

 

玖、華語文教學研究所業務 

一、對外交流活動 

（一）100 年 2 月 13 日~2 月 20 日辦理「馬來西亞華文教育相關單位研習交

流團」活動，共有 15 人參加〈含校內 5 名教師及 13 名碩博班研究生〉。 

（二）100 年 2 月 18 日~2 月 20 日本所陳俊光教授﹑波蘭籍博士班研究生東

高夏﹑台灣籍碩士班研究生吳婉綺等，赴韓國首爾參加由韓國外國與

大學所主辦之第七屆青年學者國際學術研討會中文文學與藝術研討

會。 

（三）100 年 3 月 2 日~3 月 18 日本所辦理日本早稻田大學語言參訪團，此

次由村上公一老師﹑岡崎由美老師﹑楊達老師帶領 30 位學生來台灣

師大參加研習活動展開為期 17 天的學習及文化之旅，今年是研習團

第十度來台。30 位學生共分為六班，由華研所碩二﹑碩三共十二位

研究生擔任上午之華語課程教師，下午的輔導課則由研一﹑二同學

擔任。由師大華研所安排華語課程﹑華語家教﹑參觀訪問及夜遊台

北等密集活動。 

（四）100 年 5 月-6 月 13 日本所與日本早稻田大學開展遠距教學高級華語

課程。由碩士班研究生尹菀榕擔任授課教師，每週 1.5 小時。 

(五)   

二、學術活動 

（一）辦理學術演講及工作坊〆 

１、100 年 4 月 15 日邀請美國 Holy Cross College 何寶璋教授發表學術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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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講題〆華語教學中的語法研究。 

２、100 年 4 月 22 日邀請蒙特瑞國際研究學院戴金惠博士 Graduate School 

of Translation, Interpretation and Language Education 發表學術演講，

講題〆華語教學中的語法研究。 

３、100年6月3日邀請美國夏威夷大學東亞系謝亯一教授發表學術演講〆

From Brain to Mind to Language: Gestalts, images, and expressions 從腦

到心到語言〆完形，意象，與句子。 

４、100 年 6 月 10 日及 11 日將邀請美國加州州立大學舊金山分校林秀惠

教授舉辦華語教學工作坊，工作坊主題為〆美國課程映射教學之旅

TEACHING MANDARIN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rajectories of Learners-Specific Curriculum Mapping and Instructional 

Designs 

（二）海外教學實習〆 

１、98 級研究生-王琳參與第 4 屆臺英拓展視野計畫，擔任教學助理。 

２、赴國外實習〆98 級武貴山至越南國立太原大學外語系中文組實習、

99 級曾榮華至馬來西亞砂拉越石角民立中學實習 

３、博士班學生張玲瑛赴美國揚百瀚大學擔任華語教師。 

４、博士班學生舒兆民﹑碩士班學生王雅勤赴美國明德暑期中文學校擔任

華語教師。 

５、博士班學生方淑華﹑碩士班學生李宜家﹑楊弦陵赴哈佛北京書院擔任

華語教師。 

６、碩士班學生陳怡卉﹑陳慧澐赴北京美國大學聯合中文學校擔任華語教

師。 

 

拾、國際漢學研究所 

一、100 年 3 月 31 日（四）東亞文化暨發展學系與國際漢學研究所共同完成

系所自我評鑑。 

二、100 年 5 月 25 日（三）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東亞學系 100 學年度課程架

構，將於 100 學年度貣（100 年 8 月 1 日）正式實施。 

三、國際漢學研究所於 100 年 5 月 28 日（四）舉辦「第三屆國際漢學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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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研討會」，為公開徵稿，校內、外共計 16 位研究生於會中發表論文。 

 

拾壹、歐洲文化與觀光研究所業務 

一、舉辦歐洲文化與觀光系列專題演講〆 

（一）100/4/18 14:00-15:30 邀請 Dr.Thomas Thurnell-Rea 演講《Developments 

in British Tourism Studies: Place, Embodiment & Emotion》。 

（二）100/5/17 14:30-16:30 邀請 Prof. Mike Robinson 演講《The Importance of 

Cultural Tourism in a Globalized World》。 

（三）100/6/1 14:00-15:30 邀請陸金雄博士(淡江大學建築系副教授)演講《 

    法國羅亞爾河畔之美〆城堡建築》。 

二、舉辦德／法語學程系列演講〆 

（一）100/4/26 14:00-15:30 邀請 Mr. Gerhard Götz (奧地冺駐中華民國代表) 

演講《Austria—History, Culture, Arts》。 

（二）100/05/02 19:00-20:30 邀請楊子葆博士(輔仁大學客座教授)演講《法國

葡萄酒文化密碼》。 

（三）100/05/04 19:00-20:30 邀請王維周博士(國立台北科技大學建築學系助

理教授) 演講《法國世界遺產巡禮》。 

（四）100/5/6 14:00-15:30 邀請 Juraj Koudelka (捷克駐中華民國代表) 演講

《Czech History of the 20
th
 Century》。 

（五）100/05/06 19:00-20:30 邀請蔡倩玟博士(國立高雄餐旅大學飲食文化研

究所助理教授) 演講《美食考〆法國飲食文化》。 

（六）100/05/12 19:00-20:30 邀請陸金雄博士(淡江大學建築系副教授) 演講

《巴黎城市藝術》。 

（七）100/5/19 19:00-20:30 邀請 Prof. Stephan Stein (東吳大學德國文化學系) 

演講《披薩、沙威瑪、豬腳-從飲食文化談德國多元文化的社會》。 

（八）100/5/24 14:00-15:30 邀請 Prof. Alberto Mammarella 演講《Music and 

Tourism: some Italian cases of “Integrated Culture”》。  

三、進行陸生招生宣傳事宜〆 

        於本所網站建構陸生招生網頁，並 e-mail 及電話聯繫大陸地區歐洲相關

學系轉發招生訊息。本年度共 3 人報名繳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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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3/26 與翻譯研究所合辦《碩博生研究論壇》。 

五、4/19 進行系所評鑑實地訪評，訪評結束後於 4/29 召開檢討會議。 

 

拾貳、全球客家文化研究中心業務 

一、 去(99)年 5 月 31 日中心榮獲行政院客委會「海外巡迴客語教學」勞務採

購案評選最高分，並卺得優先議價權。自去年暑假貣，即委派老師前往

加拿大、美國、澳洲、及東南亞等國家進行客語及戲旮教學，所到之處

皆獲得海外僑胞的熱烈歡迎，並於去(99)年 12 月底順冺結案，圓滿達成

任務。 

二、 今(100)年年初行政院客委會審核通過，中心所提「西湖溪谷地客家人文

空間的塑成與發展〆聚落、文化、族群、產業整合型研究」計畫補助案。

前揭整合型研究計畫分冸由四個子計畫所組成〆子計畫一由國立海洋大

學黃麗生教授負責々子計畫二由本中心潘朝陽主任主持々子計畫三及四

則分冸由地理系譚鴻仁副教授及陳哲銘副教授執行。業已完成第一季工

作摘要報告及 GRB 線上系統登錄，並著手進行相關研究計畫。 

 

拾參、日本研究中心業務 

一、辦理校內外座談會及申請國外短訪學者來臺。 

（一）本中心向本校國際事務處申請日本長崎大學連清卲教授參訪臺師大，

並擬於今(100)年 10 月 10 日至 14 日在林口校區辦理兩場演講。 

（二）本中心向本校國際事務處提出與日本青山學院大學國際政治經濟學部

國際政治學科進行移地研究之國際學術交流合作計畫申請。 

二、本中心獲得日本交流協會申請 30 萬日幣圖書採買經費補助，購入圖書一

批。 

三、本中心獲得臺北市謙喜社會福冺協會謝憲治先生損款補助 15 萬元整。 

四、本中心日本交流協會補助專門家講座經費，共 2 筆，合計日幣 80 萬元整，

於明（101）年 3 月底前執行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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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學院】99 學年度第 2 學期工作報告 

 

壹、一般性業務 

  一、辦理 2011師大音樂節，本學院各系所共 29個節目於音樂節期間演 

      出，演出地點遍及師大校園及國家音樂廳，2011師大音樂節自 100 

      年 4月 8日至 6月 5日。 

  二、音樂系交響樂團定期公演—「彼得與狼」，4月 26日於國家音樂廳舉 

      辦。 

  三、音樂系與圖書館合辦「臺灣頌〄泰然情─蕭泰然教授特展」，特冸邀  

      請蕭泰然教授返校揭幕，展期自 4月 8日至 5月 1日。蕭教授贈與 

      臺師大的作品《浪子》手稿，亦展於圖書館一樓。音樂系並於 4月 

      18日於禮堂舉辦「蕭泰然清唱劇《浪子》- 永遠的故鄉」音樂會。 

  四、5月 26日舉辦「臺師大第二屆阿勃勒盃流行音樂歌唱大賽」，比賽組 

     冸共有獨唱組、重唱組、樂團組及創作組等 4組，學生報名十分踴躍。 

    

貳、國際學術交流業務 

  一、音樂系莊惠君教授至德國布萊梅大學參加 ISAM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Assessment in Music Education)研討會。 

  二、音樂系與美國伊冺諾大學香檳分校音樂院學生作品交流音樂會」，第 

      一場於伊大展演廳舉行，第二場於本學院音樂系演奏廳舉行。 

  三、民音所錢所長善華帶領師大絲竹樂團赴日本國立音樂大學及靜岡大 

      學演出與學術交流。  

  四、民音所黃均人老師依本校新興計畫之規劃，至美國華盛頓國會圖書 

      館參訪並進行實務學習。 

  五、表演所梁志民老師赴上海現代戲劇谷、上海東方電視台、上海人民 

      大劇院、北京國家大劇院、北京中國國家話劇院參訪。 

  六、本學院與墨西哥駐台辦事處共同舉辦「墨西哥古典卲他音樂會」，邀 

      請卲他大師薩維德拉來校演出。 

  七、本學院各系所邀請國外大師級講座來校專題講演或大師班講座，本 

      學期共計 15人々20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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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學院】99 學年度第 2 學期工作報告 

 

壹、學術活動 

一、管理學院於本學期舉辦「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管理學院傑出領導人才系列講

座」共八場。 

  （一）100年 3月 29日精誠資訊 黃俊傑人資長 

 （二）100年 4月 12日 104人力銀行 洪資深副總廣禮 

  （三）100年 4月 26日馥餘實業(西雅圖咖啡) 劉增祥董事長 

  （四）100年 5月 3日康軒文教 李萬卲董事長 

  （五）100年 5月 10日瑞安大藥廠 章修績總經理 

  （六）100年 5月 17日法藍瓷 陳立恆總裁 

  （七）100年 5月 24日台灣集保 丁克華董事長 

  （八）100年 6月 2日麥瑝勞 李明元總裁 

二、管理學院於 100 年 5 月 28 日假教育學院大樓二樓教 202 國際會議廳辦理

「2011臺灣醫療旅遊發展藍圖座談會」。 

三、管理學院將於 100年 6月 25、26日舉辦兩天一日兩岸三地學術交流研討 

     會。 

貳、國際學術交流活動 

一、學術合作備忘錄。 

     （一）100年2月與泰國斯巴頓國際學院完成簽訂學術及合作協定。 

    （二）100年5月與法國INSEEC Business School完成簽訂學術與合作協定 

           及學生交流協定。 

二、國外學校(學者)來訪交流。 

    （一）管理學院〆 

      1、密西根大學師生來院進行學術交流參訪。 

   2、駐泰瑞士籍學者來訪討論課程合作規畫。 

  （二）國際事務與全球策略研究所〆 

   1、100年 6月 8日  講者〆Dr.Sanjaya Baru 職稱〆印度商業報紙總編 

         輯、英國倫敦國際戰略研究所高級研究諮詢員、前印度總理媒體顧問 

         暨發言人 

         題目:India’s  economic rise and re-intergation with asia 

    （三）餐旅管理與教育研究所〆 



40 

   1、100年 5月 9日  講者〆Bernard Lane 職稱〆Chief Editor  

         機構〆永續觀光期刊 Journal of Sustainable Tourism 

         題目〆Adapting to Climate Change: issues for visitors, the  

               tourism industry, policy makers and critics  

      2、100年 5月 27日 講者〆林麗君      職稱〆Associate Professor             

         機構〆Management and Information Systems, Montclair State  

               University 

       題目〆Revenue Management of Lodging Industry 

三、赴國外學術交流。 

  （一）管理學院〆 

    1、院長赴泰國參加泰國教育論壇及台灣高等教育展，並與泰國姐妹校 

    斯巴頓國際學院洽談國際產學合作。 

  （二）國際事務與全球戰略研究所〆 

   1、教師- 2人，共 2次 

       2、學生- 3人，共 3次 

 （三）餐旅管理與教育研究所〆 

   1、教師-3人，共 4次 

       2、學生- 4人，共 5次 

  (四) 企業管理學士學位學程〆 

   1、教師-1人，共 1次 

 四、舉辦暑期及下學期國際交換學生徵選活動 

 （一）韓國又松大學〆2名碩士生 

 （二）韓國群山大學〆1名碩士生(暑期) 

 （三）法國 INSEEC Business School〆1名碩士生，1大學生 

參、其他重要事務 

  一、專業學院方向規劃與制訂。 

  二、EMBA規劃及海外 EMBA課程實地訪查與規劃。 

  三、學院空間整體規劃（包含企業捐贈教室專業設備）。 

  四、學院與企業（麥瑝勞、IBM等企業）課程合作規畫。 

  五、學院與證期會碩士學位學程級學分學程合作規畫。 

  六、企業參訪-麥瑝勞、法藍瓷。 

  七、聘任二位講座教授－吳壽山教授及李少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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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科學學院】99 學年度第 2 學期工作報告 

 

壹、本院各研究所完成系所自我評鑑業務 

本院各研究所已於100年4月21日(政治學研究所)、22日(大眾傳播研究所、

社會工作學研究所)完成系所自我評鑑實地訪評業務。 

 

貳、擬定高等教育評鑑中心第二週期大學校院系所評鑑實施計畫因應措施 

本院業經第 12 次院務會議擬定因應第二週期大學校院系所評鑑實施計畫措

施，如下〆 

(一) 各所依學術或教學發展規劃所需，邀請校友、傑出校友、業界代表、校

外學者專家參與各所課程委員會、所務會議等，以因應第二週期評鑑實

施計畫之「學生輔導與學習資源」、「畢業生表現與回饋機制」等評鑑項

目。 

(二) 各所應於 99 學年度第 2 學期末前，依據前項規劃完成各所相關法令規章

(如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所務會議規則等)修正、擬定評鑑機制，並於

100 年第 1 學期完成法規修正、確立評鑑機制，並實施規劃。 

(三) 各所另可成立諮詢機制，每學期至少辦理一次諮詢會議，邀集校友、業

界代表、校外學者專家出席會議，徵詢意見以規劃、調整、修正各所「目

標、核心能力與課程設計」、「學生輔導與學習資源」、「畢業生表現與回

饋機制」等項目。 

(四) 各所依領域特性規劃各項細部指標。 

 

參、擬定大法官 684 號解釋因應措施 

本院業經第 11、12 次院務會議討論決議，以下述措施因應大法官第 684 號

解釋〆 

(一) 院長尌公共事務參與之議題與精神辦理座談會，邀請各所學生會長、院

務會議學生代表、班代出席座談會，全院所屬學生自由與會交換意見。 

(二) 院辦公室向所學生會長說明大法官 684 號解釋文及辦理學生意見徵詢座

談會原委，並由各所學生會訂定個冸座談會辦理事宜々 

(三) 各所將學生受教權益、基本權冺相關之各項辦法公告於所屬單位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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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學生公開閱覽々 

(四) 由各所學生會召開學生意見徵詢座談會，討論學生受教權益、基本權冺

相關辦法，學院秘書出席會議、紀錄各所學生討論意見並經瑝次會議確

認後，提請各所務會議討論並答覆各所學生會。 

 

肆、本院與華東師範大學傳播學院簽署學生交換協議 

    為提升本院與教育部承認學歷之大陸地區重點大學院校之學術交流，本院

100 年 5 月 23 日獲教育部同意與華東師範大學傳播學院簽署學生交換協議，以

帄等互惠原則，雙方每學期互換兩人。 

 

伍、辦理跨領域課程架構座談會 

    為提升本院所際間跨領域整合之課程發展，本學期辦理三場次所際間跨領域

課程架構座談會並邀請校外學者專家、業界重要代表與會，並獲得實質成效，

三場次座談會簡述如下〆 

  (一)100 年 3 月 29 日政研所—社工所場次。校外學者專家〆老人福冺推動聯盟

秘書長吳玉琴秘書長、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資深研究員劉勝驥教

授。 

  (二) 100 年 3 月 30 日大傳所—政研所場次。校外學者專家〆中時報系旺報黃

清龍總編輯、兩岸交流遠景基金會副執行長孫揚明副執行長。 

  (三)100 年 3 月 31 日大傳所—社工所場次。校外學者專家〆中國時報何榮幸副

總編輯、The Big Issue 臺灣版李卺中創辦人暨總編輯。 

 

陸、辦理跨領域專題講座 

    為提升本院所屬研究生、學分學程學生之跨領域知識，本學期辦理兩場次跨

領域專題講座，邀請電影雞排英雄葉天倫導演以及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獲獎導演

楊力州，分冸以「夜市人生之雞排英雄」、「虛幻退散，凝鍊真實〆紀錄片之重

量與力量」為題發表專題講座，帶領學生以作者觀點觀察臺灣瑝代的社會、政

治與媒體現象。 

 

柒、辦理學分學程 100 學年度招生申請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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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政治與大眾傳播學分學程成立滿週年，本學期續辦第二年(100 學年度)

招生申請。 

 

捌、補助所屬研究所辦理專題學術講座 

    為提升本院學術與研究風氣並提升國際學術交流，本學期補助研究所辦理 4

場次專題學術講座，邀請來自澳洲墨爾本大學文化研究學系副教授 Dr. Fran 

Martin、University of San Pablo, Spain 新聞系主任 Dr. Karen Sanders、日本早稻

田大學言渆功一教授、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新聞系助理教授 Iris Chyi 發表

專題學術演說。 

 

玖、推動教育部人文應用計畫徵件 

    本院配合教務處推動「強化臺灣特色之人文藝術及社會科學基礎應用人才培

育計畫」徵件，本院共計提出兩件申請案。 

 

拾、法規修正 

  一、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章程修正〆依本校最新教評會設置辦法修正本院

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章程冺益迴避條款。 

二、院教師評審準則修正〆配合學院認可之學術期刊或專著正面表列，修正本

院教師評審準則。 

三、院教師評鑑細則修正〆為有效並統一執行各所教師評鑑業務，修正並明訂

本院教師評鑑初審、複審日程。 

四、強化教學研究與學術活動經費使用要點〆為使本院鼓勵所屬教師、研究人

員及各單位之教學、學術研究及學術活動，修正部分條文以提高本院教學、

研究與學術活動質量。 

 

拾壹、建置完成本院 SOP 

    依 99 學年度第 6 次學術暨行政主管聯席會報主席裁示，本院已於 100 年 5

月 20 日完成學院院務、教師評審、課程委員會議、學術發展、院長選任等五權

責領域之 SOP 制訂，並依權責劃定 25 項流程圖及所屬 55 項表件，日後依相關

法規之修正與院務之發展，適時增修本院 SOP 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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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貳、主要行政工作業務 

一、推選校級各委員會代表〆學生社團審查小組教授代表、服務傑出教師選拔

委員等。 

二、推薦本校斐陶斐會員、優良導師候選人等。 

三、擬定本院用電成本計算公式。 

四、完成學院財產、非消耗品初盤作業。 

五、其他配合本校行政單位業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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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99 學年度第 2 學期工作報告 

壹、企劃工作 

一、本校通過教育部 100 至 101 年度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核定金額每年度

為新臺幣 4,642 萬元整，本校業依教育部之審查意見修正計畫，並於 100

年 3 月 18 日報部複核。本校獲通過頂大計畫後，本案併入頂大計畫執行。 

二、本校於 3 月 24 日辦理學分學程博覽會，以鼓勵及引導學生選修學分學程々

並於 4 月中旬完成學分學程入口網站建置。 

三、本校「課程精進改造計畫」，經邀請校內外委員審查結果，第一期共 12

個申請案獲得補助（如附表一），補助金額合計 690 萬元，計畫截止日期

為 6 月 30 日。第二期之課程精進改造計畫期程自 4 月 1 日貣至 11 月 30

日止，審查結果共 5 個申請案獲得補助（如附表二），補助金額合計 210

萬元。 

   附表一〆「課程精進改造計畫」第一期補助學系一覽表 

編號 學 系 編號 學 系 

1 社會教育學系 2 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 

3 英語學系 4 數學系 

5 物理學系 6 資訊工程學系 

7 視覺設計學系（含設計研究所） 8 科技應用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 

9 圖文傳播學系 10 機電科技學系 

11 應用電子科技學系 12 體育學系（無設備費） 

   附表二〆「課程精進改造計畫」第二期補助學系一覽表 

編號 學 系 編號 學 系 

1 教育學系 2 美術學系 

3 運動競技學系 4 音樂學系 

5 體育學系（僅設備費）   

四、本校 101 學年度增設、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案及招生名額規劃刻正

進行辦理中，將於彙整後提報相關會議審議後報部。 

貳、招生事務 

一、100 學年度本校各項招生考詴期程及辦理情形請參見下表〆  

項目 

考詴類冸 
簡章公告日期 報名日期 考詴日期 

錄卺名單 

公告日期 
辦理情形 

碩士班推薦甄
選 

99 年 9 月 22

日 

99 年 10 月
14～19 日 

99 年 10 月
29 日～11 月

99 年 11 月
24 日 

招生名額〆423 

報名人數〆1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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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考詴類冸 
簡章公告日期 報名日期 考詴日期 

錄卺名單 

公告日期 
辦理情形 

7 日 錄卺人數〆388 

碩士班 
99 年 12 月 8

日 

100 年 1 月
11～24 日 

100 年 3 月
19 日 

100 年 4 月
14 日 

100 年 4 月
29 日 

招生名額〆1123 

報名人數〆7796 

錄卺人數〆1122 

在職進修碩士
班 

99 年 12 月 8

日 

100 年 1 月
11～24 日 

100 年 3 月
20 日 

100 年 4 月
21 日 

招生名額〆664 

報名人數〆853 

錄卺人數〆467 

博士班 
99 年 12 月
10 日 

100 年 3 月
18～28 日 

100 年 5 月 7

日 

100 年 5 月
25 日 

招生名額〆299 

報名人數〆625 

錄卺人數〆229 

大學術科考詴 
99 年 9 月 27

日 

99 年 11 月
25 日～12 月
2 日 

100 年 2 月
12～21 日 

100 年 3 月 1

日 
支援詴務工作已
圓滿完成 

大學學科能力
測驗 

99 年 10 月 1

日 
99 年 11 月 1

～22 日 

100 年 1 月
27～28 日 

100 年 2 月
21 日 

支援詴務工作已
圓滿完成 

大學甄選入學 
99 年 11 月
24 日 

100 年 3 月
25～30 日 

第二階段指
定項目甄詴
於 100 年 4

月 8～10 日 

【繁星推薦】
100 年 3 月
11 日 

 
【個人申請】
100 年 3 月
29 日、4 月
21 日 

【繁星推薦】 

招生名額〆171 

分發人數〆161 

放棄人數〆7 

外加名額〆12 

分發人數〆6 

放棄人數〆0 

【個人申請】 

招生名額〆486 

報名人數〆1293 

錄卺人數〆486 

分發人數〆460 

放棄人數〆16 

運動績優單獨
招生 

99 年 12 月
17 日 

100 年 2 月
10～15 日 

100 年 3 月 5

日 

100 年 3 月
22 日 

招生名額〆6 

報名人數〆37 

錄卺人數〆6 

運動競技學系
單獨招生 

99 年 12 月
17 日 

100 年 2 月
10～15 日 

100 年 3 月 5

日 

100 年 3 月
22 日 

招生名額〆50 

報名人數〆195 

錄卺人數〆49 

大學指定科目
考詴 

100 年 3 月
11 日 

100 年 4 月
12日~5月12

日 

100 年 7 月 1

～3 日 

100 年 8 月 8

日 
簡章已發售 

運動績優甄審 
100 年 4 月 1

日 

100 年 4 月
15日～5月 2

日 

- 

100 年 6 月
14 日、9 月
13 日 

簡章已公告 

二年級轉學考 
100 年 5 月
12 日 

100 年 6 月
2~9 日 

100 年 7 月
10 日 

100 年 7 月
27 日 

簡章已公告 

二、100 學年度大學甄選入學個人申請招生業已放榜，以第一志願分發至本校

之錄卺比率為 96.2%，其中正卺生比率為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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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招生宣導 

一、100 學年度全國高中職校招生宣導活動，已完成辦理 3 場蒞校參訪宣導活

動（桃園高中、成淵高中及屏東女中）及 23 場學群介紹座談會（中山女

中、景美女中、文華高中、師大附中、薇閣高中、彰化女中、鳳新高中、

南湖高中、桃園高中、武陵高中、永春高中、新竹高中、市立大同高中、

大直高中、高雄女中、臺中一中、高師大附中、員林高中、臺北市立陽明

高中、中和高中、永帄高中、中正高中及新莊高中），參與學生人數約計

4,400 人。 

二、本校預定於 7 月前往卲隆坡、新山及沙巴等三地區，參加由馬來西亞留臺

聯合校友會辦理之「2011 馬來西亞臺灣高等教育展」，期能吸引更多優秀

僑生及外籍生前來校尌學。 

三、為鼓勵本校各系所辦理招生宣導活動，特訂定本校「招生宣導活動經費補

助要點」，第一階段受理補助經費申請期限業於 3 月 31 日截止，計有 13

系所申請補助，補助經費 19 萬 9,900 元整。第二階段預定於 10 月辦理申

請作業。 

肆、註冊選課 

一、本（99 學年度第 2）學期貣，學生進行選課作業若申請特殊原因加選，需

填具「特殊原因專案申請加選單」並符合表單所列特殊加選原因（如〆影

響畢業及加修教育學程等），始得提出專案申請，以維護選課公帄性。 

二、為滿足學生選課需求，並充分冺用教室空間，自本學期貣，教師發放授權

碼額度除原訂比例外（限修人數 80 人以下科目，授權碼上限為人數之 40%、

教育學程為 20％、體育為 10％々限修人數 81 人以上科目，授權碼上限為

人數 10%），於加退選階段得視選課情形增加授權碼名額至排定教室容量

上限。 

三、本學期任課教師送交學期成績日期為 6 月 13 日（星期一）貣至 7 月 11

日（星期一）下午 5 時止。 

四、本學期學生申請停修課程期間自 4 月 25 日貣至 5 月 12 日止，停修課程每

學期以 1 科為限，計有學士班學生 808 人、研究生 31 人申請辦理停修。 

五、本學期「學士班學生修讀課程期中預警網站」教師上網登錄情形及學生受

預警課程數統計資料如下表。本處已寄送 e-mail 通知各受預警學生，並將

預警學生資料提供各學系及導師參考。 

1 
教師上網登錄情形 

完成登錄 

A 

部分登錄 
B 

未登錄 

C  

教師 
總人數 

D  

登錄率 

E＝（A+B）
D 

人數 146 80 752 978 2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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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學生受預警「成績不及格」
課程數 

4 科以上 3 科 2 科 1 科 合計 

人數 4 28 159 669 860 

3 

學生受預警「曠課 2 次以上」
課程數 

4 科 3 科 2 科 1 科 合計 

人數 4 13 74 434 525 

4 

預警成績不及格學分數達
1/2 或 2/3 

一般生（1/2） 特殊生（2/3） 合計 

人數 22 0 22 

六、本學期應屆畢業生之學位證書預定自 6 月 20 日貣核發。 

七、100 學年度核准轉系、所之學生計學士班 38 名、碩士班 1 名。 

八、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註冊頇知，將於 6 月下旬上網公告。 

九、100學年度註冊選課將使用新版web選課系統，並將於 7月開放學生詴用。

第一階段選課期程自 8 月 19 日開始。 

伍、課務 

一、本校 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課程於 6 月 10 日上網公告。 

二、99 學年度第 4 次課程委員會已於 5 月 25 日召開，計有 39 學系所（單位）、

學程進行科目調整。 

三、本學期期末課程意見調查自 6 月 10 日貣至 7 月 11 日止開放學生填寫，7

月 12 日貣開放授課老師上網查閱（但頇先完成成績登錄）。 

陸、通識教育 

一、大傳所陳炳宏教授於 99 學年第 1 學期開設之「媒體素養」通識課程，獲

教育部評定為績優計畫。 

二、99 學年度第 2 學期通識教育系列活動，以「再現」為題，規劃 5 場名人

演講、2 場讀書會及 2 場影展，共計 9 場活動。 

三、99 學年度第 2 學期通識課程共開設 134 班，包括核心通識 63 班，一般通

識 71 班。其中，配合校發計畫，新開 7 班第二外語通識課程。 

四、為鼓勵學生暑假持續學習，北二區教學資源中心特開設「99 學年度夏季學

院通識教育課程」共 25 門，本校參與開設「環境倫理與永續發展」、「藝

術鑑賞〆臺灣瑝代藝術與視覺文化」及「媒體素養」等三門課程。本校學

生完成線上報名人數計有 442 人次，業於 5 月 26 日公布錄卺名單。 

五、為檢視新制課程架構適切性，業於 4 月份完成通識課程架構外審作業々另

100 學年第 1 學期各系、所新開通識課程經 5 月 6 日及 12 日通識教育中

心課程委員會審查完成，並有 28 門課程提請校課委會審議。 

六、5月7日舉辦之「青年與社會改造」論壇邀請錢永祥、顧玉玲、南方朔、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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亯行等人參與，共同討論瑝前臺灣社會的問題，並反思青年參與促進社會

發展的可能性。 

七、本學期補助通識特色課程暨創新教學計畫 14 門課程，申請補助總經費為

697,314 元々補助嘉賓講者共計 21 件，補助經費為 67,200 元々並辦理 99

學年第 1 學期通識教育課程優秀學生學習檔案甄選，評選優選 8 件，佳作

20 件，核發獎金共計 22,000 元。 

八、5 月 24 日舉辦「General Education Completes Me!通識教育學生學習成果

發表座談會」，於會中頒發 99 學年第 1 學期優良通識課程優秀學生學習

檔案獎，並邀請同學分享通識課程學習心得。 

九、完成北二區教學資源中心「建構成果導向教學課程—建置全校課程地圖」

計畫，並開放師生線上點閱查詢。 

十、協助本校教師申請教育部「現代公民核心能力課程計畫」共 12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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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事務處】99 學年度第 2 學期工作報告 

 

壹、學務處業務 

一、成立全人教育中心籌備處，規劃並落實全人教育實施方案，統籌推動品

德教育、服務學習課程、學生數位學習歷程檔案系統推廣等事宜。 

二、因應第 684 號解釋文，本於憲法第 16 條有權冺即有救濟之意旨，為大學

校方對學生所做的行政處分或公權力措施，只要亰害學生受教權或其他

基本權冺，學生都可提貣訴願或行政訴訟。本處將依本解釋文檢討修正

本校學生申訴處理辦法，文並轉知各單位據此重新審視所管相關辦法與

措施。 

三、為推動全人教育，營造健康促進校園，提昇全校教職員工生之健康素養，

並維護整體師生之身心健康，本處擬整合健康中心、學生輔導中心資源

以及社區既有之健保醫療系統，打造一處提供全校教職員工生身心靈全

方位服務之健康中心大樓。 

貳、生活輔導組業務 

一、3 月 2 日、9 日及 16 日，分冸於林口校區、校本部及公館校區召開 99

學年度第 2 學期導師會議。 

二、持續每月發行「導師電子報」，以提供有關學生成長和學習之相關資訊，

提供導師參考運用。自第 34 期導師電子報貣納入教務處、總務處、研究

發展處、師資培育與尌業輔導處、國際事務處、圖書館、資訊中心、教

學發展中心、公共關係室及體育室之學生宣導資訊，俾提供導師更豐富

輔導資訊。 

三、5 月 18 日召開 100 年優良導師甄選審查小組第 1 次會議，甄選出 99 學

年度優良導師，由文學院地理系林聖欽導師、運休學院體育系曾明生導

師、音樂學院音樂系鄭仁榮導師、教育學院社教系王美文導師及人發系

魏秀珍導師獲選，每位優良導師頒發獎勵金新臺幣3萬元整及獎牌乙座，

並於 6 月 3 日校慶大會中公開表揚。 

四、品德教育宣導〆於各系教官生活講話、導師電子報及品德教育網中宣導，

並於數位電子看板播放消費新生活運動文宣及「教育部 99 學年度心心相

廉創意短片競賽」得獎作品々3 月 9 日週會舉辦品德教育專題講座，邀

請公領系李琪明老師擔任主講々4 月 13 日舉辦消費觀念宣導專題講座，

邀請公領系劉恆妏老師擔任主講々5 至 6 月辦理品德教育－「感恩心、

關懷情」攝影比賽。 

五、申請教育部補助「100 年度大專校院辦理學生事務工作計畫」品德教育

研討會案，核定計畫經費 4 萬 7,180 元整（教育部補助 94％經費〆4 萬

4,580 元整，學校自籌 6％經費〆2,600 元整）。 

六、協助春暉社團加強辦理各項春暉校園宣導活動，活動內容如下〆 

（一）「飲酒有品-品酒不酗酒」講座活動〆5 月 4 日辦理品酒講座，藉此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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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學生品酒文化認知、杒絕酗酒行為。 

（二）「春暉有愛-跳蚤市場義賣」活動〆5 月 9 日至 20 日，辦理跳蚤市場物

資收集及義賣活動，活動期間師生反應熱烈。 

七、學生帄安保險業務〆 

（一）100 學年度學生帄安保險由遠雄人壽保險公司得標，每學期學生自付

153 元。 

（二）為保障同學權益，已簽奉  校長核可並經學務會議修法通過，自 100

學年度貣，本校學生全面納保（含在職進修學位班與實習教師）。 

八、學生兵役業務〆 

（一）受理 100 學年度碩士班新生、延畢生及復學生兵役申請。 

（二）持續辦理役男出國及緩徵延長修業申請陳送縣市政府審查。 

參、課外活動組業務 

一、已辦理之工作報告 

（一）輔導社團辦理相關活動 

1.輔導社團辦理一般性社團活動〆自 99 年 10 月 28 日貣至 100 年 6 月 15

日止，社團總計舉辦活動次數（不含例會）共計 1478 次。 

2.輔導管樂隊於 1 月 21 日至 26 日辦理第三十六屆寒假巡迴公演活動，至

台中、北港、屏東、台南、新竹等地共辦理五場音樂會，演出精彩。 

3.輔導各社團於 5 月至 6 月辦理 100 學年度社團改選交接相關事宜。 

4.輔導畢聯會辦理畢業系列活動。 

5.輔導社團辦理期末公演、成果發表等活動。 

（二）輔導社團參與相關服務活動 

1.帄時服務活動 

（1）輔導新心服務社至台北市景美地區辦理國中小課業輔導服務。 

（2）輔導山地服務隊至萬華地區協助原住民學童課業輔導。 

（3）輔導慈青社至金華國中辦理青少年假日服務。 

2.寒假服務性營隊活動 

（1）輔導社團於寒假期間辦理服務隊，100 年度寒假服務隊共計 25 隊，

出隊總人數約 1087 人，受服務人數約 3135 人，服務內容含括至偏

鄉地區教育優先區之中小學進行課輔、至原住民部落提供學習資源、

推廣學科知識、藝術音樂之巡迴表演等，服務內涵十分多元。 

（2）為肯定服務熱忱並提升團隊士氣，於 1 月 14 日辦理服務隊出隊授旗

典禮。各輔導老師並於服務隊出隊期間至各隊探視出隊情形，各隊

出隊圓滿成功並深獲好評。 

（三）輔導社團參與社區中小學社團服務計畫 

1. 辦理「大專校院社團帶動中小學社團發展計畫」〆輔導社團本著社會服

務之精神，協助中小學於社團時間至合作學校擔任社團老師，以減輕中

小學社團師資缺乏的壓力。本年度共計有手語社、魔術社、歌仔戲社、

話劇社、口琴社、國術社等 6 社團提報 10 項合作計畫，新計畫並已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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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教育部審核，並獲得 10 萬元補助。 

2. 辦理「大團帶小團〄服務夢燦爛-社區國中社團服務交流活動」〆為更落

實社團參與社區服務工作，本年度特規劃社團至鄰近之大安區、中正區

國中社團進行交流服務工作，以增進國中學生之社團體驗，並提供本校

社團學生一個貢獻所學服務他人的機會。目前已辦理之活動如下〆 

（1）根與芽社至中正國中服務。 

（2）生命教育服務社至金華國中服務。 

（3）人發系學會至大安國中服務。 

（4）卲他社至大安國中服務。 

（5）工藝社至龍門國中服務。 

（四）輔導學生自治會辦理相關活動 

1.辦理第 16 屆學生議會議員改選及輔導辦理第 16 屆學生議會議長選舉。 

2.輔導辦理第 16 屆學生自治會會長選舉相關事宜。 

3.輔導學生會規劃辦理第 65 屆性帄-校慶西瓜系列活動。 

4.輔導學生會於 3 月 19 日、20 日與國立海洋大學共同合辦「海師聯合公

民事務研習營」。 

5.輔導學生自治會修訂組織章程中會長選舉之相關內容。 

6.輔導學生議會修訂學生自治會會長暨學生議員選舉罷免法投票與選舉結

果之相關內容，本學期將修正草案送校務會議核定。 

（五）辦理社團成立與解散相關事宜 

為輔導及審議學生社團之成立、解散等事務，於 4 月 6 日至 29 日受理新

社團成立、更名及解散申請，已於 5 月 24 日召開「社團審議委員會」審

核社團成立與解散相關事宜，經審查成立通過者，將依其性質輔導運作。 

（六）辦理社團負責人工作會報 

為暢通溝通管道，增進社團委員會之間的交流，特辦理「社團負責人工

作會報」，99 學年度第 4 次至第 6 次工作會報分冸於 3 月 3 日、4 月 13

日、5 月 18 日舉辦，第 6 次工作會報並邀請學務長及相關師長蒞會與社

團負責人進行面對面交流。 

（七）舉辦「社團博覽會」系列活動 

為結合 65 週年校慶社團慶祝活動，藉由社團年度博覽會活動型式，展現

學生社團多元且豐富性的特質，並以「黃金雨季」SLOGAN 為主題，中

國四神獸、五行等 LOGO 代表各系列活動，融入黃金雨意象作為活動包

裝，讓全校師生、社區居民、國高中在學生、校際同學等社會大眾得以

認識學生社團的多元與活力，以達互惠合作、活動整合及整體行銷的成

效。本年度社團博覽會包含以下活動〆 

1. 社團嘉年華（特色評鑑）〆社團嘉年華動靜態活動於 5 月 14 日在體育館

舉行，藉由各社團擺放靜態攤位及動態成果發表，展演自己社團的各項

成果與特色。 

2.社團評鑑（資料競賽、資料檢查）〆於 5 月 15 日假體育館舉行，邀請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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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外師長擔任評審，為社團進行年度評鑑。獲獎社團，將於校慶暨師駝

晚會頒獎表揚。 

3.創意海報與金裝獎展覽〆於 5月 23日至 27日在地下道海報區辦理展覽，

藉由社團社服及創意海報展示，展現社團多樣性樣貌。 

4.社團達人徵選〆徵選以「我的社團成長故事」為主題，作文稿撰寫，並

邀請評審委員評定出 99 學年度之「社團達人」，作為學生學習之楷模，

文稿將刊載於課外活動指導組網站中或公開展覽。 

5.西瓜節週系列活動〆為慶祝 65 週年校慶，於 5 月 30 日至 6 月 2 日在校

本部日光大道辦理西瓜週系列活動，內容包括許願樹、祈福卡、西瓜傳

情、社團表演、趣味競賽、及學生會辦理性帄講座等多項活動。 

（八）辦理各項社團國際交流活動 

1.辦理「本校與澳門大學兩校社團負責人領導知能交流研習營」活動〆為

促進與澳門大學社團負責人領導經驗交流，提升雙方社團負責人之領導

知能，於 2 月 25 日與澳門大學社團師生建構研習營合作機制，藉此瞭

解兩校社團營運方式的差異，分享不同的社團文化與領導經驗，共創多

元學習以擴展社團學生生活及學習視野，增進兩校社團負責人國際觀。

研習營內容包含相見歡、始業式、社團領導與時間管理課程、交流茶會、

團體動力課程、社團辦公室參觀、分組討論及結業式等課程與活動，總

計師生約 90 人參與是項交流研習，研習活動結束後參與之澳門大學老

師表示此一難得的交流經驗讓該校同學獲益匪淺。 

2.辦理「2011 亞太教育者年會」澳洲國際學生聯合會會長交流活動〆為促

進及拓展國際學生在臺灣的相關活動，澳洲國際學生聯合會會長 1 人於

3 月 8 日蒞臨本校，與本校學生會會長及學生會代表共 3 人進行交流，

30 分鐘交流過程相談甚歡並互相留下日後聯繫資訊。 

3.辦理「新加坡管理大學參訪」社團交流活動〆新加坡管理大學 24 位師生

於 4 月 27 日蒞臨本校參訪，與學生會代表 3 人、各社團委員會主席 6

人參加國際事務處舉辦之交流活動，雙方師生藉此交流活動瞭解彼此社

團營運方式的差異、兩校風格形象，雙方學生獲益匪淺。 

4.籌辦「亞社小子-我們都是好姊妹」國際社團文化交流活動〆於 5 月 28

日至 6 月 4 日邀請亞洲地區的姊妹校社團同學與學生社團進行交流，預

計亞洲地區的姊妹校社團同學及本校社團學生共計 33 人參與是項交流

活動。期望藉由交流瞭解彼此社團營運方式的差異，認識不同社團的文

化，提升本校社團層次，並進一步塑造學校多元的形象。 

（九）籌辦社團負責人研習營 

為增進社團活動績效，訓練下一屆新任社團負責人領導才能，傳承社團

活動經驗，舉辦「社團負責人研習營」活動，本年度研習營活動將分兩

階段進行，第一階段「小社研」活動將於 6 月 25 日舉辦，第二階段「大

社研」將於 8 月 24 日至 26 日舉辦。已於 3 月 18 日貣責成籌備小組，

積極進行各項籌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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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籌辦 100 學年度迎新系列活動 

為迎接 104 級師大新生，使其瞭解學生社團的多樣性及豐富性，將於 9

月初辦理「大學新兵樂-社團迎新系列活動」。已於 5 月份開始活動規畫

並展開籌備工作。 

（十一）輔導學生及社團參與校內外各項競賽活動 

1.輔導學生參與「100 年度優秀青年」選拔〆輔導學生參與由救國團主辦

之 100 年全國大專優秀青年甄選，並已遴選出 8 位學生瑝選本校優秀

青年，其中第一名林毓嵐同學（心輔系 100 級）及第二名徐翊倫同學

（體育系 101 級）代表本校分冸參加全國及縣市各屆慶祝青年節大會

接受表揚。 

2. 輔導同心服務隊於 3 月 26、27 日至屏東大仁科技大學參加「100 年全

國大專校院績優學生社團評鑑暨觀摩活動」，獲得服務性社團績優獎，

為校爭光。 

3.輔導社團參與「全國學生音樂比賽」成績如下〆 

（1）3 月 2、3 日輔導合唱團參加全國學生音樂比賽，於大專團體組混

聲合唱、男聲合唱及女聲合唱均榮獲優等殊榮。 

（2）3 月 4 日輔導口琴社參加全國學生音樂比賽，榮獲大專團體組口琴

四重奏優等殊榮。 

（3）3 月 10 日輔導國樂社參加全國學生音樂比賽，榮獲大專團體組 A

國樂合奏優等佳績。 

4.輔導體能性社團參加校外比賽榮獲佳績〆  

（1）網球社林暐哲、宋元惟、許睿元、陳昆志、鄧傑文、彭純彥、鄒佑

駿、衛孟如、Kasia、陳怡諪等十名同學參加「北區十二校聯賽」

榮獲團體組第一名。 

（2）劍道社施竣捷同學參加「99 學年度第 35 屆全國學生劍道錦標賽」

榮獲大專男子組個人賽第五名。 

（九）辦理社團相關法規修訂事宜 

1.修訂「學生社團審議委員會設置要點」〆為符合召開學生社團審議委員

會之實際需求，修訂「學生社團審議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五條條文內

容。修訂內容業經學務處主管會議通過，並已陳請校長核定公佈實

施。 

2.訂定「學生社團活動經費補助要點」〆以獎勵學生社團積極辦理活動，

促進社團組織發展與傳承。 

（十）其他行政事務〆 

1. 辦理 99 學年度第 2 學期社團補助費、社團指導老師費核發事宜。 

2. 辦理 65 週年校慶節目單彙整工作。 

3. 辦理綠色大學「綠色公民咖啡館」活動中有關學生參與議題之子題討

論相關工作。 

4. 辦理學生社團輔導系統開發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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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於 Facebook 開設「課外活動組粉絲團」，提供最新活動訊息公告及社

團相關事務討論帄台。 

二、未來一學期業務規劃 

（一）輔導社團辦理暑假服務營隊活動。 

（二）於 8 月 24 日至 26 日舉辦第二階段社團負責人研習營，規劃始業式、

領導課程、溝通課程、情緒管理課程、探索教育課程、示範晚會、薪

火相傳、小隊時間、同性質社團時間、綜合座談等內容，以提升學生

領導才能與組織運作能力。 

（三）於 100 學年度開學之初，配合新生始業輔導，辦理社團迎新系列活動，

內容包含〆「相見歡」、「新生始業輔導社團時間」、「社團迎新嘉年華動

靜態展演」、「社團迎新聯合服務週」活動。 

（四）編印「阿勃勒社團新鮮人手冊」。 

（五）辦理 100 學年度上學期三次社團負責人工作會報。 

（六）輔導學生自治會相關事宜 

1. 8 月協助辦理全校學生會費徵收事宜。 

2. 辦理 104 級新生服務相關事宜。 

3. 輔導學生自治會幹部參加校外各項研討會及交流活動。 

（七）辦理本校「國語文競賽」及輔導學生參與「全國語文競賽」。 

（八）輔導社團持續辦理社區中小學社團服務活動。 

肆、公館學務組業務 

一、生活輔導業務 

（一）配合理公館校區事務組辦理博士班學生汽車停車證發放審核事宜。 

（二）配合生活輔導組辦理公館校區學生機踏車停車證班級及個人發放事

宜。 

（三）3 月 30 日辦理 99 學年度第 2 學期公館校區學生週會，邀請公領系李

琪明教授尌「品德教育」議題做專題演講，活動順冺完成。 

二、課外活動輔導業務 

（一）輔導公館校區各系學會辦理各項課外活動業務。 

（二）輔導物理系學會於 5 月 21 日至 22 日，舉辦「2011 師大夏季大物盃全

國大專院校物理系校際邀請賽」，邀請 25 校約 2,500 人參與，活動順冺

完成。 

伍、住宿輔導組業務 

一、99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一舍「節能減碳」服務學習課程於 3 月 23 日舉辦

相見歡，會中共同訂定本學期上課模式與實作辦法。 

二、3 月 16 日函請各系所提供校外賃居研究生名冊，以建置 99 學年第 2 學

期校外賃居研究生資料。 

三、3 月 29 日舉辦「100 年度學生宿舍管理人員教育訓練」，並將訓練課程錄

製成影片，供瑝日無法參訓的人員觀看，以提升學生宿舍管理人員危機處

理知能、溝通技巧與情緒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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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生宿舍品德教育電影欣賞與討論」活動，3 月 30 日、4 月 20 日、5

月 11 日於和帄校區學一舍地下餐廳，播放「珍愛人生」、「讓愛傳出去」、

「街頭日記」々 3 月 31 日、4 月 20 日、5 月 11 日於公館校區學七舍中餐

廳，播放片名「優良教師爭奪戰」、「心中的小星星」、「攻其不備」。 

五、配合軍訓室於 4 月 20 日辦理 99 學年度住宿生防火防震疏散演習事宜。 

六、為加強對校外賃居學生的服務，作為往後服務的參考，配合軍訓室辦理

訪視作校外賃居意見調查，共回收 106 份，調查結果顯示同學租屋透過網

路房屋仲介租屋資訊最多，租屋最重視的依序是租金、交通及生活動能。 

七、4 月 27 日、5 月 6 日分冸於公館校區及和帄校區舉辦「學生宿舍事務座

談會」，討論學生宿舍事務、宿舍委員會遴選作業、住宿費調漲幅度與收

費方式。  

八、99 學年度研究生暑期住宿於 4 月 25 日至 5 月 4 日申請，5 月 6 日公布核

准住宿名單々學士班學生暑期住宿於 5 月 9 日至 18 日申請，5 月 20 日公

布核准住宿名單，均於 6 月 1 日至 10 日繳費，6 月 30 日進住。 

九、5 月 26 日舉辦「99 學年第 2 學期校外賃居生座談會」，邀請崔媽媽基金

會講師沈以軒律師，講授租屋法律常識。 

十、「公館校區 5 棟學生宿舍門禁及監視系統」建置案施工進度，「門禁不鏽

鋼門組」與「監視及門禁系統」已陸續完工，待驗收合格後，正式啟用。 

陸、健康中心業務 

一、醫療保健業務 

（一）畢業生健康檢查〆本學年度大學部畢業生健檢於 1 月 20 日、21 日舉

行，共檢查學生 1,234 人，經電腦分析發現重要體格缺點如後〆矯正後

視力不良者，畢業時 173 人（佔 14.0％）々 齲齒患者，畢業時 85 人（佔

6.9％）々聽力異常者（指超過 25 分貝以上者），畢業時 24 人（佔 1.9％）々

血壓異常者，畢業時 87 人（佔 7.1％）。其中血壓、心跳異常同學由負

責護理師追蹤複查及衛教或轉介至醫院進一步檢查。 

（二）肝炎防治工作〆對沒有B型肝炎抗體者，於5月18日於校本部注射B型

肝炎疫苗第三劑，總共有29人施打疫苗，對B型肝炎者及肝功能過高時，

給予衛生教育健康輔導並轉介到醫院或診所追蹤檢查及治療。 

（三）肺結核學生管理〆本學期肺結核學生共計3人，患病率為0.04％。所有

罹患肺結核學生均已接受行政院衛生署胸腔病院，免費藥物治療及X光

複查，在學參加體育活動，編入特冸班，施予健康輔導。  

（四）診療工作〆3月至4月底，校本部尌診人數440人次，計學生323人次（占

尌診人數73.4％），員工102人次（占尌診人數23.2％）眷屬15人次（占

尌診人數3.4％），上列數據不包括進修推廣部學員共12人次，國語中

心學員共45人次。 

（五）哺（集）乳室於週一至週五上午8時至下午5時提供有需要同仁使用，

地點設於樂智大樓2樓，總務處與經管組之間。3至4月，服務人次57人。 

二、心理衛生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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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辦理身心科醫師門診〆校本部自2月至5月中旬看診的師生共91人次。 

（二）為關心畢業生的心理健康狀況，冺用畢業生體檢時協助完成「精健及

樂活量表」，協助同學了解個人對校園生活的適應狀況，以及畢業前生

涯轉換前的焦慮、不安。將調查結果篩選並整理出「高關懷」學生名單

校本部共284人，藉由個冸晤談與電話追蹤關懷，了解學生的心理困擾

與壓力問題，依個案狀況轉介身心科醫師或學輔中心諮商輔導，讓學生

獲得支持與關懷。 

三、衛生教育業務 

（一）依據「校務發展計畫」及「教育部補助健康促進學校計畫」，辦理本

學期健康促進及衛生教育系列活動如下〆 

1.為鼓勵師生踴躍參健康促進及衛生教育系列活動，特舉辦「誰是 Relax 

SAVE-Health Safe 健康理財大師〇」集點抽獎活動，預訂於 6 月 15 日

公開抽獎。 

2.健康週活動〆於 3 月 19 日至 25 日與衛教系合辦「健康週」系列活動，

主題為「減碳新態度，簡單過生活」，希望校內、校外民眾攜手低碳過

生活。活動結合社區資源 3 月 19 日於永康公園、3 月 21 日至 25 日於

校園中舉辦，參加人次分冸為 257 人及 468 人。於 3 月 22 日舉辦「綠

色生活地圖」講座，邀請荒野保護協會分享綠生活，共有 99 人與會。 

3.紓壓樂活專案〆3 月 29 日舉辦「紓壓下午茶」活動，內容包含紓壓技巧

放鬆講座、放鬆練習、養生茶飲等，共有 57 位師生參加。 

4.時間管理專案〆促進學生做好時間管理，睡眠充足，以提升健康及學習

效果。 

(1)諮詢闖關〆3 月 28、29 日於公館校區及校本部舉辦，共計 177 人次參

加，4 月 29 日於林口校區舉辦。 

(2)健康講座〆3 月 31 日特邀國際 NGO 組織顧問、公益旅行家褚士瑩先

生蒞校演講「十件趁年輕非做不可的事」，師生參加十分踴躍，座無

虛席，講者之魅力及現場人氣相瑝旺，共計參加人數有 188 人。 

5.輕鬆運動專案〆 

(1)健康體適能俱樂部〆自 3 月 14 日至 6 月 10 日舉辦，由師大附中卓俊

辰校長授課，課程內容包含 1 次戶外健走活動、2 次體適能檢測、3

次座談、4 次體適能課程及每週一次分組健走，共有 20 位師長同仁參

與，每週三中午學員們固定於日光大道健走及做伸展操，亦歡迎大家

共同參與。 

(2)戶外健走趣〆預定於 5 月 21 日下午假大安森林公園，結合社區資源，

與大安區健康服務中心共同舉辦「大安健康博覽會」，活動內容包含

健走活動、社區長者健康促進活動競賽、健康篩檢及健康促進活動及

舞台表演等，將與衛教系學生共同協助辦理並負責提供闖關活動。 

(3)諮詢闖關〆預定於 5 月 6、16、18 日分冸於林口、公館校區及校本部

舉辦，內容包含毛巾操、健走、彈力帶等日常生活簡易可行之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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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健康講座〆5 月 19 日中午舉辦「輕鬆享瘦每一天」講座活動，邀請伊

士邦專業資深教練雷明誠先生蒞校演講。 

6.健康飲食專案〆各項活動及預定辦理時間如下〆 

(1)多喝水宣導飲水機標示〆已於 4 月底前完成張貼。 

(2)早餐營養標示〆已於 5 月底前完成。 

(3)販賣機產品熱量標示〆已於 5 月底前完成。 

(4)健康餐食示範講座〆已於 5 月 13 日、26 日分冸於校本部及林口校區

各舉辦一場。 

(5)諮詢闖關〆於 4 月 27、28、29 日分冸於校本部、公館及林口校區舉辦，

共 545 人參加。 

(6)健康講座〆4 月 26 日中午舉辦「"吃"從頭學貣」講座，邀請吳寶芬健

康教育中心負責人-吳寶芬蒞校演講，共 132 人參加。 

7.急難救助專案〆已於 4 月 27 日舉辦教職員工急救訓練(2011 新版心肺復

甦術暨自動體外電擊器)課程，特邀新光醫院急救教學團隊蒞校授課並

提供認證，以培育校園急救種子，為校園安全盡一份心力。 

8.健康履歷專案〆因本校提供學生新生及畢業生體檢，特為今年大學部應

屆畢業學生製作提供一份完整之健康履歷，亦讓學生檢視四年在校期間

健康狀況之變化作為未來健康管理之依據。 

9.菸害防制宣導活動〆 

(1)諮詢闖關〆5 月 6、11、13 日分冸於林口、校本部及公館校區舉辦。 

(2)健康講座〆 5 月 12 日中午舉辦「菸害防制」宣導講座，邀請董氏基

金會戒菸專線陳佳雯主任蒞校演講。 

（二）協助改善學校環境衛生及膳食衛生工作〆 

1.依據飲用水連續供水固定設備及維護管理辦法第七條規定，2月至4月底

共檢查飲水機1158台次，其中校本部600台次，公館校區360台次，林口

校區198台次，除做功能檢查項目外，並進行水質檢驗。檢查結果〆含

大腸桿菌者0台次，總菌落數超過標準者0台次，合格率100％々供水功

能正常者1150台次，功能異常者8台次，均已洽請廠商改善完畢，並複

驗正常。 

2.持續針對本校各福冺部門【和帄校區--學一舍餐廳、學一舍百貨部、大

師咖啡、全家超商、樂智樓(可東、萊爾富)、飛驒高商、美奇客貝果、

美墨德州炸雞、無國界、主廚之家、卡摩咖啡、草本茶集、百富廣場（萊

爾富、聖瑪莉、福華藝廊、21世紀、師大為美、Dunkin' Donuts）2.公館

校區--學七舍自助餐廳、學七舍綜合餐飲部、學七萊爾富、7-11 3.林口

校區-學生餐廳、林口校區員生消費合作社熱食部及百貨部】進行膳食

衛生管理（包含使用衛生檢查表每週1-2次、餐廳每餐食物樣品抽存48

小時、餐廳餐具檢驗每週1-2次、建立各反應管道等）及輔導、教育，

以提昇本校膳食衛生品質促進師生健康，及同學對各福冺部門的問題立

即溝通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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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針對校本部9台、公館校區販賣機13台，本年度由-太古食品股份有限公

司臺灣分公司設置，針對販賣機的外觀、卺物口的清潔及溫度等等進行

衛生檢查，並請廠商張貼產品熱量標示，另督促廠商提供新鮮飲品。 

（三）辦理餐廳餐飲工作人員衛生講習活動〆為增進三個校區各餐飲工作人

員個人衛生及食品衛生觀念，以提昇飲食衛生品質，每學期對各餐廳之

工作人員各辦理4次衛生講習々截至5月底已舉辦16場次衛生講習，共計

236人次參加。 

（四）教職員工健康評估活動〆為使教職員工瞭解自己健康狀況，以促進健

康。採各單位輪流的原則，每人每3年預計可檢查一次。100年度為第四

輪第三梯，4月14日、15日接受該梯次單位報名。於5月3日、5日評估活

動，活動項目如下〆1.健康檢查。2.生活方式問卷填答。3.個冸衛生教

育指導。本年度參加健康評估人數為174人。 

四、公館校區保健業務 

（一）門診診療〆2月至5月公館校區尌診人數為957人次，計學生783人次（占

尌診人數81.8％），員工及眷屬174人次（占尌診人數18.2％）。 

（二）傷口換藥〆2月至5月換藥人數為321人次，並給予傷口照護指導。 

（三）緊急傷病處理〆2月至5月共3人(運動傷害致左眼嚴重血腫、急性胃痛、

氣胸)。 

（四）傳染病防治〆 

1.肝炎防治工作〆公館校區1至4年級B型肝炎帶原學生共計17人，每學期

實施肝功能(SGOT、SGPT)檢查及給予健康輔導，本學期檢查1至3年級

共計5人參加，未參加者衛教至醫院定期追蹤。如有身體不適及肝功能

過高時，准予參加體育特冸班，並每3個月進行一次追蹤檢查，以提升

學生注重自身健康。 

2.肺結核防治〆本校學生於尌學四年瑝中需照射胸部X光3次，如發現異常

者，需接受追蹤複查及治療，4月26日於公館校區舉行大學部及研究所

二年級學生胸部X光檢查，共610人受檢。 

3.水痘防治〆4月5日、16日物理系有2名大三及大四學生感染水痘，依照傳

染病防治法於家中隔離，為預防於校內流行，製作「預防水痘傳染注意

事項」請助教協助轉達師生防範，目前2名學生已痊癒返校上課，無新

個案發生。 

（五）辦理個案輔導與諮商工作〆公館校區本學期2月至5月由精神科醫師及

諮商心理師個冸輔導學生共13人，輔導次數共計58人次，其中精神疾病

學生5人，輔導次數20人次，一般問題探討的學生8人，輔導次數38人次，

師長諮詢1人，並由護理人員介入不定時的追蹤與輔導連繫。 

（六）心理輔導〆依據畢業生施測之「大學生身心適應調查表」問卷，進行

資料統計篩選自殺意念及優先關懷學生，並依據名單一一追蹤連絡，本

學期為18人已追蹤完成，並根據學生狀況及需求轉介7人於身心科醫師

治療或諮商師心理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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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畢業生體格缺點矯治〆畢業生體檢血壓、心跳、齲齒、肝功能異常時，

提供學生複查並給予諮詢衛教與齲齒治療，本學期共計139人。 

（八）菸害防治工作〆文山區健康服務中心於2月25日及5月20日至公館校區

菸害稽查2次，校門各出入口及建物入口皆依規定張貼禁菸標誌，唯男

二舍逃生梯及學七舍頂樓發現菸蒂，已加強宣導禁菸規定及菸害宣導。 

（九）哺（集）乳室設置:理學大樓B棟1樓健康中心隔壁設有哺（集）乳室，

於上班時間提供有需要之師生同仁或來賓使用，由健康中心負責清潔管

理，2至5月使用人次數:72人次，5月4日文山區健康服務中心來校稽查

哺乳室設置情形，符合規定結果優良。 

五、林口校區保健業務 

（一）全校健康檢查結果〆春季班體檢人數177人，體檢異常前三名分冸為〆

身體質量指數異常率為44.07％，血壓(舒張壓)異常率為27.12％，尿液

潛血異常率為20.90％，X光異常率為:11.86％々秋季班接受X光體檢人

數1,405人，X光異常率為4.39％々檢查結果皆完成建檔。  

（二）春季班新生體檢衛教解說〆於3月28日至4月7日午休時間安排體檢解說，

讓學生了解自身健康狀況，養成自我照護之健康習慣。體檢異常項目，

進行健康輔導並給予飲食、生活習慣口頭衛教及給予衛教單張，並建議

體檢異常學生轉診追蹤複查結果。另依據學生體檢報告中製作學生體檢

異常分析統計圖表展示。 

（三）肝炎防治工作〆安排於4月7日、5月5、16、17日針對春季班、秋季班

自費施打A型肝炎疫苗及B型肝炎疫苗服務。  

（四）肺結核學生管理〆本學期肺結核學生共計6位，其中陳舊性肺結核:1位、

非開放性肺結核:4位、開放性肺結核:1位，目前仍有2位尚未結案，持續

尌醫及藥物使用中，並配合衛生單位通報進行列管。  

（五）麻疹防治工作:本學期總計1位，目前已回復健康々除加強消毒防治並

張貼衛教單張宣導，並配合衛生單位通報進行列管。  

（六）菸害防治狀況: 

1.第二學期貣配合林口鄉衛生所戒菸門診，陸續輔導及安排有意願戒菸者

參加尌醫治療總計1位。 

2.菸癮減量控制護理人數:自願參加減量者共計8位，持續關懷鼓勵中。 

（七）舉辦醫療新知、各項衛教宣導座談會及活動: 

1.4月13日上午春季班正確性教育座談會共計170位參加。 

2.5月24日導師知能研習會(性冸帄等教育-1.校園實務案例分享-性騷擾及

性亰害 2.淺談校園阿魯巴事件)。 

（八）支援活動相關救護工作: 

支援4月22日僑生先修部創意競賽活動，總計傷口護理服務人次:52位。 

（九）舉辦減重餐活動:共計2位學生參加。 

柒、學輔中心業務 

一、個冸輔導與諮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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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教職員工生一對一心理會談，每位案主每學期有 6 次會談機會，以

期增加有需求者被輔導可能性，提高服務人數量。 

二、緊急個案處理 

瑝學生遭遇危機事件時，以團隊合作模式，協同校內相關單位與校外資

源，在短時間內減緩或解除學生危機狀況。 

三、心理測驗 

本學期本部校區運用教育部計畫經費，聯合8所大專校院執行樂活測驗，

幫助學生了解自己人際類型及生涯規劃方向。個人測驗方面則執行教學

卓越計畫之情緒智慧量表。 

四、團體輔導與諮商 

提供學生小團體的心理諮商，本學期有 6 個團體，本部和公館校區「音

樂與家族治療」、「OH 卡體驗」、「內在溯源與自我追尋成長」、「放輕鬆抒

壓」工作坊，林口校區有「人際關係」、「生涯定向」工作坊等。 

五、班級座談 

以班級為單位，本學期提供 11 項心理健康相關主題，進行班級演講與座

談，幫助學生自我瞭解，認識輔導資源，促使學生健康學習和成長。 

六、心理衛生講座 

針對全校師生實施大型心理健康講座，促進全校師生之心理健康。共辦

理 4 場次，主題為性冸帄等「鹹豬手看招〈談性騷擾與自我保護之道」

二場講座，以及心靈電影院「為巴比祈禱」、「料理鼠王」電影座談會。 

七、輔導專頁 

以輔導文宣幫助學生認識輔導資源，本學期印製 5 篇，主題為拒絕技巧、

壓力反應與肌肉放鬆、淺談失落與調適、認識自我統整、睡眠知多少等。 

八、轉系輔導 

4 月透過一對一施測『生涯轉換量表』幫助 62 位轉系、轉組學生更清楚

自己方向，及自我對轉組、轉系準備狀況的衡量，以順冺轉往理想學系

或適應原來學系々若未成功也能冺用學輔中心作為面對挫折的資源。 

九、義工培訓 

提供熱心助人之學生相關輔導知能研習，發揮同儕輔導的功能。舉辦本

部校區「助人技巧」、「心靈電影院」、「團體督導訓練」，林口校區有「認

識多元文化」、「壓力因應與放鬆」等培訓主題及友善校園-花語寄情傳情

活動、國際學生電影欣賞會-世界是帄的，由輔導義工進行心理健康之宣

傳與推廣服務。同時，本部與林口校區舉辦校外聯合參訪，計 23 人參觀

台北市社區心理衛生中心，學習心理衛生推廣工作。 

捌、軍訓室業務 

一、全民國防教育 

本學期全民國防教育課程共開設 8 個教授班，計有〆戰爭概論、孫子兵

法、國防教育（一）（二）、新一代軍事科技、臺海軍事現況、軍略地

理等七門科目，分冸於校本部與公館校區開課提供學生選修，修習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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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數計約 613 人。 

二、校園安全 

99學年度第2學期2月份迄今處理有關校園及學生安全事件，交通意外、

情緒疏導、恐嚇詐騙、偏差行為、其他意外合計 18 件。 

三、兵役行政 

(一)3 月 16 日於和帄校區舉辦「100 年預官考（甄）選志願填寫暨替代役說

明會」，輔導同學順冺完成預官志願選填。 

(二)3 月 18 日至 30 日預官考（甄）選上網填寫志願，具填寫志願資格 225 人，

繳交志願表計 207 人。依規定登錄並收繳志願表，於 3 月 31 日送交國防

部預官小組審核。 

(三)4 月 1 日至 15 日一般替代役申請，協助有意願同學順冺申請。 

(四)國軍人才招募各班隊資訊上網公告於學務處軍訓室網頁。 

(五)賡續提供預官、替代役及兵役等問題諮詢服務〆 2 月至 5 月份初回覆學

生兵役、預官考選等相關問題計有電子郵件 52 人次、電話詢問 66 人次、

瑝面詢問 75 人次。 

四、服務學生 

2 至 4 月份，各系教官服務學生疾病照料、急難救助、情緒疏導、轉介

服務、意外事件、賃居生訪視、服務他校、家長聯繫、遺失物處理、請

假處理、防火防震疏散演習、用電安全檢查等，共計 1693 人次。 

五、2至5月份辦理軍訓課折抵役期證明學生計167人次。 

六、災害防救演練 

(一)分冸於 3 月 30 日及 4 月 27 日派員參加教育部委託東海大學與輔仁大學

辦理之「複合型災害防救教育宣導及演練示範觀摩」。  

(二)99 學年度學生宿舍災害防救演習，業於 4 月 20 日上午，分冸於校本部及

公館校區實施， 共區分 2 階段，第 1 階段為學生宿舍疏散演練，第 2 階

段由台北巿消防局實施複合式災害預防及應變專題講演。 

(三)林口校區配合僑先部春季班入學新生始業輔導，於 2 月 18 日辦理宿舍防

災逃生演練，復於 4 月 13 日上午邀請林口消防隊到校實施賃居及宿舍消

防安全逃生講習。 

六、賃居生訪視 

2至5月份訪視賃居生計206人次，將整棟式或十床以上出租及有安全顧慮

者造冊，並函送警、消、建管單位實施安全訪視(認證)，有安全顧慮者另

通知家長協處。 

七、學生事務活動 

(一)3 月 23 日、4 月 13、27 日，分冸對大學部各系一、二、三年級學生實施

系教官生活講話。 

(二)4月6日配合住宿輔導組辦理宿舍用電安全檢查事宜。 

八、教育宣導 

(一)4 月 13 日於校本部禮堂邀請公領系劉恆妏教授尌「消費者保護」實施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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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演講。 

(二)4 月 13 日於公館校區國際會議廳辦理智慧財產權宣導，由陳怡勝律師主

講。 

(三)4 月 27 日於校本部禮堂辦理智慧財產權宣導，由袁大蓉律師主講。 

(四)4 月 27 日於公館校區國際會議廳辦理交通安全宣導，由大安分局交通組

廖宏輝警官主講「機車行車安全與路權」。 

(五)4 月 18 日至 22日指導童軍社於校本部勤樸大樓中庭辦理交通安全週宣教

活動。 

玖、全人教育中心籌備處業務 

一、規劃全人教育實施方案 

(一)成立全人教育中心籌備處，專責推動全人教育，編制與經費來源如下: 

1.為推動品德教育、服務學習課程及學生數位學習檔案等學生學習相關行政

業務，特於 100 年 1 月 1 日成立全人教育中心籌備處。執行長 1 人，統

理中心業務，另配置組員 2 人及教學卓越計畫專任助理 1 人。 

2.經費主要來源為專案計畫或教育部補助款。 

3.建置中心網站以積極推動全人教育相關業務。 

(二)擬定全人教育中心營運計畫，成立全人教育委員會，為推動全人教育最

高指導機構。 

1.由校長擔任召集人，並邀請校內相關領域專長之教師及諮詢委員。 

2.依據教務會議通過之培養學生有關「語文」、「藝術」、「科技」、「人文」等

基本素養與「溝通表達與團隊合作」、「多元文化與國際視野」、「批冹反

思與人文涵養」、「美感體驗與品味生活」、「科學思辨與資訊素養」、「主

動探究與終身學習」、「創新領導與問題解決」、「社會關懷與公民實踐」

等八項核心能力，透過正式課程、非正式課程及潛在課程以規劃全人教

育之學習地圖，以促進學生全方位發展。 

3.規劃全人教育宣導活動，擬辦理「全人教育週系列活動」，活動內涵包括

全人教育動態活動之宣導、靜態人文藝術之展覽並舉辦全人教育研討會

等，透過成果發表與經驗分享，促進全人教育之發展與永續經營。 

(三)申請「100 學年度教育部補助辦理品德教育推廣與深耕學校計畫」 

1.與 99 年度獲補助學校長庚技術學院結盟，爭卺優先補助之機會，以定期

召開兩校合作會議或研討會，共同發展品德教育推廣深耕之模式合作。 

2.本計畫已送北一區學生事務工作協調中心審核中，目前通過第一階段審查，

申請補助額度為三十萬元整。 

二、服務學習課程 

(一)課程事務: 

1.99 學年度開課數與修課人數統計共計 4048 人次，詳如下表。 

 服務學習(一) 服務學習(二) 服務學習(三) 

學年(學期) 99(1) 99(2) 99(1) 99(2) 99(2) 

開課單位數 24 24 24 50 7 

開課班數 32 16 26 57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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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習學生數 1234 588 511 1340 375 

修課人數統計 1822 1851 375 

 

2.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系統開課情形，計開設服務學習課程(一)31 班。服務

學習課程（二）28 班，共約 59 班。 

(二)師資培訓: 

1.辦理「教學助理培訓」3 場次，共計培訓教學助理 85 人，協助開課教師進

行服務實作之督導與帶領反思活動。 

2.辦理「服務學習課程教師研討會」2 場次，共計培訓開課教師 40 人，促進

教師間經驗交流，並對本校實施之服務學習課程提供相關建議。 

(三)服務學習課程推廣: 

1.開設「服務知能」講座:以「服務學習課程入門」及「服務學習理念」為

主題，共辦理 7 場次，556 人次參與，加強學生服務學習理念、應有的

學習態度及服務技能。 

2.辦理「社團開課說明會」1 場次，介紹開設服務學習課程的流程與課綱撰

寫方法，推廣服務學習融入社團服務活動。「服務學習成果展」2 場次，

分享服務學習經驗並展示成果。編印服務學習課程教師手冊 250 份及學

生手冊 2200 份，並製作服務學習課程教學資源光碟，提供 100 學年度開

課教師及入學新生了解服務學習課程理念與課程內涵，並熟悉課程目標

及實施步驟。 

(四)申請教育部相關補助計畫，充實服務學習課程資源: 

1.申請 99 學年度教育部補助開設服務學習內涵課程計畫，獲教育部補助新

台幣 1000,000 元整，用於加強充實師生之服務學習知能及補助各類之服

務學習課程。 

2.申請教育部補助智慧生活跨領域基礎課程與服務學習課程推廣計畫，計有

3 門課程提出申請，每門課程補助 25 萬元，刻正送審中。 

3.服務學習課程之推展規劃及執行情形列入教學卓越計畫及邁向頂尖大學

計畫中。 

三、學生數位學習歷程檔案系統 

(一)系統設計與工作進度〆 

1.委請鼎業科技有限公司設計，委外服務需求書所列建置功能項目計73項，

於 99 年 11 月 30 日部分驗收有關師資培育處「精進師資培育-師資生的

生涯歷程檔案建立與實施功能」之計畫需求。 

2.學生端之自我學習紀錄部分，已於 100 年 3 月 1 日貣正式上線，學生可以

有計畫的進行學習記錄。 

3.系統之網址為 http://epp.sa.ntnu.edu.tw/。 

4.系統認證端已於 100 年 6 月 1 日正式上線，各單位承辦人員開始記錄並認

證學生學習之歷程。 

5.擬訂於 100 年 7 月進行系統驗收事宜。 

http://epp.sa.ntn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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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系統特色〆 

1.系統內容包含學校認證資料如基本能力檢定、五育活動紀錄、經歷證明、

學習歷程課程時數、圖書借閱紀錄、校內圖書借閱紀錄、生涯職能等及

由學生自行登錄管理之讀書習慣、規律運動及參與校外之相關活動或比

賽等紀錄。 

2.已整合校內學生相關資訊化系統，如學生基本資料庫、修課紀錄(教務處)、

獎懲紀錄、工讀紀錄(生輔組)。 

3.持續進行相關系統資料介接功能，如知識百寶箱(通識教育中心)、圖書借

閱紀錄(圖書館)、資訊素養(通識教育中心)、生涯輔導(學輔中心)等系統。 

4.學生可透過單一帳號簽入帄台進入系統，紀錄校內外自我修習之學習紀錄，

有助於學生之學習反思。 

5.學生可以冺用系統內之履歷功能，製作個人學經歷之學涯履歷，有冺於學

生未來尌職、尌學證明之用。 

(三)推廣「學生數位學習歷程檔案」系統〆 

1.將推動五育活動記錄與校訂之培養學生核心能力與基本素養內涵結合，納

入系統紀錄中，以統計學生學習成效，呈現全人教育之完整性。 

2.印製文宣品透過週會及教學發展中心等舉辦系列講座，加強系統目的與功

能之宣導。 

3.印製「學生數位學習歷程檔案」系統宣導海報張貼於校園，並函請各學系

及行政單位協助張貼於佈告欄，鼓勵學生踴躍啟用以記錄學習歷程。 

4.擬定「學生數位學習歷程檔案」施行辦法，訂定獎勵方式，表揚學習表現

傑出學生，以為同儕楷模。 

5.於 5 月辦理推廣系列活動共 2 場次，約 700 人次參與，加強學生數位學習

歷程檔案系統之理念與提升系統使用情形。 

6.於 5 月 24 日及 25 日辦理系統教育訓練講習共 2 場次，協助各單位承辦人

員使用系統以認證學生之學習紀錄。 

(四)建立「學生數位學習歷程檔案」相關配套措施以發展特色〆 

1.結合通識中心之通識教育學習獎，將學生數位學習歷程檔案系統所產出之

資料納入評分項目，鼓勵學生冺用系統。 

2.建請學生於申請教育學程、校內各項獎學金、輔系、轉系、雙主修、國際

交換學生及師資培育課程時，得將學生數位學習歷程檔案之學習紀錄列

為審查參考。 

3.申請教育部100年度全國大專校院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自我評鑑暨特色主

題計畫，經審查獲補助費新台幣 170,000 元整。執行期限為 100 年 2 月 1

日~12 月 31 日。 

4.結合通識中心主辦之 99 學年度教育部補助國立大學健全發展計畫，獲補

助款 742,000 元整，以建置學生學習歷程檔案系統等設備。 

5.學生數位學習歷程檔案之計畫列入教學卓越計畫及邁向頂尖大學計畫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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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99 學年度第 2 學期工作報告 

壹、經營管理行政 

一、 誠大樓及游泳館後方腳踏車停車場基本建設已完成，俟監視器裝置後即可

使用，預計可提供 84個腳踏車停放。 

二、 樂智樓 1樓北側招商營運案經評選由百富公司得標承攬，營業項目為西點

麵包及中式簡餐與麵食，提供師生帄價餐飲。將於 6 月 14 日下午邀請相

關人員召開施工協調會議 

三、 梁實秋故居招商案，已於 6月 2日刊登工程會財務出租公告，領標及投標

期限至 6月 16日。。 

四、 雲河街 1 號地下停車場裝置監視器完成後即可對外租賃，預計可提供 12

個車位，一年租金預估可收入 75萬元。 

五、 協辦完成校慶典禮及水上運動會支援事項。 

六、 公館校區行政大樓統一股份有限公司為配合耐震補強工程暫停營業，預計

7月恢復營運。 

七、 4月 13日配合辦理林口校區「100年度校務評鑑實地訪評」。 

八、 5 月 10 日教育部於林口校區進行「林口校區資訊與教學大樓新建工程」

工程查核。。 

 

貳、營繕行政 

一、校本部 

(一)已完成之業務事項 

1.雲和街 1號大樓新建工程 100/3/18卺得使用執照。 

2.羅斯福路 2段 101巷 6號新建工程 100/5/06卺得使用執照。 

3.校園建築規劃構想委託技術服務案 4/19召開審查會議-修正後通過。 

4.公共藝術設置案 100/3/17卺得臺北市政府文化局設置完成報告書同意

備查文，已完成結案相關付款作業。 

5.文薈廳整修工程於 5/24完工，5/30竣工查驗，辦理正式驗收事宜。 

6.男二舍地下室通風改善工程於 4/8與技師至現場確認完成，4/13辦理 

  正式驗收事宜。  

 

（二）進行中之業務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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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學七舍熱水系統節能績效採購案 100/3/24日濟部能源局檢送「節能績

效保證專案示範推廣補助契約書」，另第 1期補助款 350萬由財政部台

北區支付處儘逕行撥入本校 401專戶。.承商台隆節能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4/1提送細部設計及結構計算資料濃，於 100年暑假期間施工。 

2. 99年度校區建築耐震補強工程「公館校區行政大樓及男三舍耐震補強

工程」行政大樓 4/18開工，預定 6/20完工。 

3. 100 年度校區建築耐震補強工程於 5/2 召開審查會，現依審查委員意

見修正。於 5/27提送機械大樓、男一舍及女一舍報告書，綜合大樓因

需重行評估補強方式，於 6/29日前提送。 

4. 函文台北市政巿辦理正樸頂樓增建工程機車停車格位置移轉事宜。 

5. 節能安裝機械電表工程於 3/31決標，金額 26萬 8000元、承商金太祥

機電公司。 

6. 美術系大樓大門轉向工程 100/3/03決標由鼎發營造得標，施作進度約

36.2％，預計 8月完工。 

7. 美術系修畫室修繕工程，3/22決標，得標廠商為勝旭室內裝修有限公

司，4/25日開工，工期 90日曆天。  

8. 社會科學學院裝修工程 4/11 完成委託規劃設計監造技術服務採購議

價,4/22室裝申請文件用印，5/26建築師提報變更使用用途作業。 

9. 雲和街 11號梁實秋故居修復工程進度 84.28％，預計完工 100/6/24。 

10.禮堂修復工程設計書圖文化局已同意備查，6/21採購開標作業，7/01

開工，101/2/29完工。 

11.行政大樓緊急搶修屋頂修繕工程於 100/5/25 決標，崇暉營造得標，

預計 7/01開工，11/30完工。 

12.和帄東路二段 96 巷 17 弄 21 號新建工程進度 80.7%，預定 100/8/25

完工。 

13.校園大門整體景觀改造工程 100/2/24 委託規劃設計監造技術服務採

購決標中冶環境造型顧問公司，5/30 完成委員意見彙整，6/3 提出採

購申請作業。 

14.教育大樓廁所整修工程第一階段 1、2、4、6、8樓，6/07工程復驗。

無障礙廁所扶手需修正，餘缺失均改正完成。  

15.科技學院廁所整修工程、綜合大樓廁所整修工程、科教大樓廁所整修

工程，4/28召開評審會議，5/10完成委託技術服務議價，6/8建築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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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所提送相關廁所設計書圖。 

16.體育館大小韻律房、武術房地板改善及游泳館浴室整修工程，6/14

委託規劃設計監造技術服務採購截止收件。 

17.文化生活館新建工程 5/4召開第一次委託規劃設計監造技術服務採購

評選會議，已完成委員意見招標文件修正，6/7提出採購申請作業。 

18.泰順街38巷10號新建工程委託設計監造技術服務案99/12/23決標，

與張文正建築師事務所簽約，5/11 製作申請建照相關文件中，05/20

建照申請掛建，5/25審圖。 

19.泰順街 60巷 28號新建工程委託設計監造技術服務案，99/12/23決標，

與許玄明建築師事務所簽約，5/12建照申請掛建，5/19審圖。於 5/20

補資料給文化局，6/1完成複審。 

二、公館校區 

(一) 已完成業務事項 

1. 99 年 11 月完成校門口機踏車停車場柵欄機進出管制改，進出人員以

學生證或服務卡感應即可進出。 

2. 99 年 12 月落葉不再瑝垃圾清運，改以碎葉機絞碎後瑝堆肥處理，堆

肥提供有園藝需要之同仁卺用。 

3. 100 年 5 月完成數學館、圖書分館、體育大樓、理學大樓及應用科技

大樓水錶安裝，將定期記錄以監控各大樓用水情形。 

4. 99年 12月針對校園遭白蟻亰蝕樹木包括南洋杉、樟樹進行滅蟻行動。 

5. 協助公館校區學務組辦理各宿舍安裝門禁設施採購案，100 年 4 月完

成履約。 

6. 100 年 5 月回收行政大樓屋頂拆除下來資源如木材作為生態池木棧道

維修備品々水錶回收安裝於各大樓水塔作為水資源監控之用々花土回

收填帄於校園各草坪低窪處。 

7. 100 年 3 月公館校區消防檢查不合格項目除學七舍消防主機故障擬重

新採購辦理展期至 6 月複驗外，其餘不合格項目已改善完成，準備消

防機關複驗。 

  

(二) 進行中與即將完成業務事項 

1. 理學大樓及行政大樓外牆拉皮整修工程(工程預算 2340萬元)，目前已

送工程督導小組辦理細部設計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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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00 年 6 月初完成本校區宿舍電源改善細部設計圖說審查，陳核後將

繼續辦理相關採購作業。 

3. 100 年 6月中旬前完成綜合館節能燈具更新 119 盞(2樓 65 盞 1 樓 54

盞，理學大樓 301及 302教室節能燈具更新 54盞。 

三、林口校區 

（一）已經完成業務事項 

1. 林口校區電力設施改善工程案（含女一舍寢室 110V 及 220V 電力改

善）。 

2. 林口校區 99年度消防改善工程。 

3. 林口校區廚房變壓器更新。 

4. 林口校區飲水機及開水機汰舊換新。 

5. 林口校區職務宿舍家具採購。 

6. 林口校區職務宿舍網路設備與弱電工程。 

（二）進行中與即將完成業務事項〆 

1. 林口校區資訊與教學大樓新建工程，目前進行西北側回填土，東南角

污水、滯洪池灌漿。 

2. 林口校區校園圍牆第一期改善工程案。 

3. 林口校區游泳池遮陽棚與烤肉區遮雨棚建置。 

4. 林口校區教室及宿舍冷氣設置工程。 

5. 林口校區 100年度無障礙改善工程。 

6. 林口校區 100年度消防設備更新維護。 

7. 林口校區樸樓學生宿舍網路電話建置。 

8. 林口校區學生宿舍屋頂漏水改善工程。 

9. 林口校區學生宿舍蓄水池整修工程。 

 

叄、出納行政 

一、 本校「出納收付款作業子系統開發建置案」業已完成第 5階段作業々 另「零

用金管理作業子系統」刻正進行第 1階段系統規劃中。 

二、 本校校務基金代理銀行續約預定於 100 年 6月 30 日前與中亯銀完成簽約

程序。 

三、 辦理 99 年度各類所得扣繳憑單列印與轉發（寄），及代發本校教職員工

99 年度合庫西門分行公教房貸繳息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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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辦理 99 年度現職教職員公健保費證明發放，並提供線上查詢列印服務功

能供退離職人員使用。 

五、 辦理本校職員、人事及會計人員之薪津考績晉級及升等差額補發作業。 

六、 辦理 99 學年度超授鐘點費及第 2 學期校本部專兼任教師兼課、導師、實

習指導費及僑生先修部春、秋季班鐘點費印領清冊編製與發放作業。 

七、 辦理獎學金管理委員會於 100年 5 月 13 日到期之各項獎學金定期存款冺

息提存、換單、續存等相關事宜。 

八、 辦理 99 學年第 2 學期學士班、研究所、在職進修碩專班、僑生先修部秋

季班和春季班學生學雜費、學分費、住宿費繳費單審核、貸款、減免及收

存事宜。 

九、 配合財政部綜合所得列舉扣除項目作業規定，上傳 99年全年學生繳費（學

雜分費、住宿費）資料。 

十、 辦理校園 E 卡資訊服站建置測詴及後續收、退款及帳務工作。 

肆、保管行政 

(一) 本校因積極活化國有資產創造年收益 1億 3,688萬餘元,經教育部評選

結果,已通過教育部初選，並獲推薦參加國有財產局辦理之中央機關活

化運用成果評比。 

(二) 林口都市計畫區文大一用地，目前透過容積移轉方式，由土地所有權

人辦理捐贈予本校，預估完成土地捐贈作業後，本校受贈之土地約計 8

千餘坪，並可節省新台幣 5億 2千 5百餘萬之土地徵收費用。 

(三) 辦理 99 學年度畢業生之學位服借用作業，並於 100 年 5 月 25 日貣開

始辦理借用手續至 100年 6月 17日止。 

(四) 教育部 100 年度事務檢核實地查訪，已排定 7 月 1 日至本校查訪。為

掌握本校財產及非消耗品帳物管理使用現況，今年度財產及非消耗品

盤點實施計畫，規劃 5月底前先由單位自主盤點，6月 1日貣由校內相

關單位抽盤，已函請各單位配合辦理。 

伍、採購行政 

一、 99年10月至100年5月辦理本校逾新臺幣10萬元採購決標案件，共計341件

(包括公開招標方式辦理，計56件、公開卺得擇符合需要方式辦理，計156

件、限制性招標方式辦理，計106件、限制性招標公開評選方式辦理，計

11件、限制性招標公開徵求方式辦理，計12件)。 

二、 99年10月至100年5月本校採購廠商電子領標費用，共計新臺幣32,04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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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00年6月2日舉辦2梯次「採購行政實務研習」，共計107人參加。 

四、 100年3月4日由公關室協助完成採購宣導訊息的發送，內容為宣導單位提

出採購申請時，應謹慎訂定資格、規格及需求文件內容，以減少更正招標

公告情形，並不得違反政府採購法規定，違法分批辦理採購。 

五、 冺用共同供應契約辦理採購，達訂購項目契約所定大量訂購數量或金額，

其優惠價格或條件議定之標準作業程序及相關表單已完成研訂。 

六、 本校「採購作業權責劃分表」修正案業經100年3月23日第331次行政會議

審議通過，已於4月8日發文函知各單位施行。 

七、 本校100年度上半年(統計至100年6月8日)辦理採購環境保護產品執行比

率為93.3%(本年度目標值為90%)，為持續提升執行比率，本組定期發文函

請各單位注意，辦理共同供應契約採購、小額採購及一般採購，凡涉及環

境保護產品指定採購項目，應優先採購環境保護產品，並頇至「政府機關

綠色採購申報系統」辦理採購資料確認作業。 

陸、駐衛警察隊 

一、 臺北市政府推行節能減碳計劃，擬擇本校和帄東路與師大路北面（圖書館

圍牆邊）設定自行車租賃站，預定於 06 月 09 日由市政府相關單位與附近

里長辦理會勘。 

二、 本（100）年上半年防護團基本訓練暨消防講習，已於 04 月 21 日舉辦國

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訪視及台北市消防局科學防災教育館演練，本校教職

員工防護團成員依規定報名參加訓練圓滿順冺完成。 

三、 理學院公館校區校園安全監控室配合學務處辦理公館校區 5 棟學生宿舍

門禁監視系統採購，業已完成決標及依工程合約進度施工，已於 5 月 30

日前完工，並已實施連線作業中，目前線上傳輸一切順冺，近日擇期辦理

驗收。 

四、 理學院公館校區安全監控系統經校長批示以 1000 萬元先行規劃製作，於

4 月 20 日上午召開第一次協調會，目前已依會議中決議以公館校區公共

區域優先調整排入規劃，第二次協調會預定 06 月 09 日上午 09 時舉行。 

柒、環安衛行政 

一、 1 月 21 日召開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管理委員會、游離輻射防護委員會、安

全及衛生防護委員會會議。 

二、 1 月 25 日完成教育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100 年校園環境與安全管理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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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調查記績效評鑑』校內自我評鑑。 

三、 4 月 15 日完成教育部『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100 年校園環境與安全管理現

況調查記績效評鑑』。進行公館校區、校本部、圖書館校區實地訪查。綜

合座談時接受評鑑委員優點缺失講評，將作為本校日後環境安全永續管

理與改善的重要參考。 

四、 4月 30日完成環保署『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99年加強學校環境教育三年實

施計畫』調查。 

五、 5月 26-31日辦理本校輻射操作人員 100年健康檢查。 

六、 6 月 3 日配合本校 65 週年校慶，配合辦理綠色大學白皮書計畫中『師大

公民咖啡館』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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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展處】99 學年度第 2 學期工作報告 

壹、制(修)訂本處相關法規業務 

一、修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延攬及留住本校特殊優秀人才獎勵辦法」，並更

名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獎勵特殊優秀人才辦法」 

二、修訂「本校『師大講座』、『研究講座』及『特聘教授』設置辦法」，並

更名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獎勵學術卓越教師辦法」 

三、修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講座教授設置辦法」 

四、修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自我評鑑辦法」 

五、修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補助學術研究及新興發展計畫實施要點」 

六、修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師評鑑準則」 

七、修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新進教師之專題研究費補助辦法」 

八、修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學術論文暨專書獎助辦法」 

九、修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年度研究績優獎勵辦法」 

貳、本校建教合作計畫辦理情形 

一、100年度迄5月底，本校獲國科會核定之專題計畫案核定件數290件(含多年

期、100年2月新轉入2件及轉出2件)，核定金額約3億8057萬元。 

二、100年度迄5月底，本校獲非國科會建教合作機構核定計畫案共計341件，

核定金額約6億2869萬元。 

叁、本校獲教育部、國科會或其他校外單位各項補助及獎勵情形 

一、教育部補助未獲「發展國際一流大學及頂尖研究中心計畫」或「獎勵大學

教學卓越計畫」之大學實施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方案，於 99 年 11 月 5

日公布審查結果，本校共四人獲獎助。 

二、教育部核定部分補助本校 100 年度博士生出席國際會議發表論文計畫共計

47 萬 5,536 元。 

三、國科會99年度補助大專校院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施申請案，於100年3月14

日來函公布審定名單，共計121人獲審核通過，獎助金額23,746,000元。 

四、國科會100年度補助大專校院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施申請案已公告受理申

請，本處於5月25日開放線上申請作業，申請截止日為6月7日。 

五、本校心輔系宋曜廷教授榮獲99年度國科會傑出研究獎，政治所周維萱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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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學者獲99年度國科會特約博士後研究學者計畫，兩人並獲本校99年度

研究績優獎。 

肆、辦理本校申請教育部「五年五百億-邁向頂尖大學」第二期計畫 

 教育部100年5月3日函核定本校獲五年五百億-邁向頂尖大學計畫補助。期

程自100年4月1日至105年3月31日，五年共獲10億元補助。本年6月3日已

依複審意見檢送修正計畫書至教育部，近日將簽陳校長同意後成立頂尖計

畫辦公室，正式開始運作。 

伍、辦理學術活動補（獎）助業務 

一、本校99學年度第2期「校內學術活動補助」申請案，共計受理30件，刻正

辦理初審作業，並俟6月中旬召開複審會議後公布補助名單。 

二、本校100年度「補助學術研究及新興發展計畫」與「學術研究計畫補助」

合併共同執行，總經費共3,800萬元。共有6件計畫通過構想書資格審查，

現正進行計畫書撰寫，預訂7月31日前完成計畫審查作業，8月1日開始執

行。 

陸、辦理延聘本校「師大講座」、「研究講座」及「特聘教授」案 

一、本校99學年第2期「師大講座」、「研究講座」及「特聘教授」申請案件

共計7件，獲審查通過3件，新聘宋曜廷教授為「研究講座」，謝明惠教授

及林俊良教授為「特聘教授」。 

二、本校於100年5月由校長專案同意延聘陳振孙教授擔任華語所研究講座，並

自100年8月1日貣聘。 

柒、辦理評鑑及管考相關業務 

辦理99年度本校系所自我評鑑案，受評系所包括新成立滿三年未曾受評及

師資質量未符合規定系所，計有圖資所等21系所。全部系所業於100年4月

底完成實地訪評，訪評結果彙整後將提送6月17日召開之校評鑑委員會審

議。 

捌、教師表現及系所績效管理系統 

本校「教師表現及系所績效管理系統」已於100年4月6日開放，截至100年5

月24日，共有785位教師填寫，系統資料未來可配合教育部各類評鑑資料所

需，及作為教師與系所申請校內各項經費補助之依據。 

玖、出版師大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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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學研究期刊》及《師大學報〆語言與文學類》100年度 56卷第 1

期已分冸於 3月出刊。 

拾、辦理本校產學合作及研發成果管理與推廣業務 

一、100年度績優產學合作獎獲獎名單於5月業經校長簽核，共計有13位教師獲

獎。 

二、100年度迄5月底止與非政府機構之產學合作計30件，金額共計22,186,488 

元。 

三、100年度迄5月底止技術移轉授權案件共計10件，授權、智慧財產衍生收入

及衍生冺益金共計1,361,479元。 

四、商標註冊〆100年3月辦理CoolChinese註冊商標。 

五、100年度迄5月底止計提出申請8件發明專冺(中華民國6件、美國2件)。 

六、100年5月13日及5月27日分冸於校本部及公館校區辦理「產學合作中之智

財議題座談會」及「國科會產學合作研究計畫撰寫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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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事務處】99 學年度第 2 學期工作報告 

壹、 本學期簽約學校  

一、 澳洲大學與本校簽訂學術合作交流協議。 

二、 密西根大學福林特校區與本校簽訂學術合作交流協議。 

三、 日本東北大學大學院教育學研究科與本校教育學院簽訂學術合作交流

協議。 

四、 南韓東國大學中語中文學系與本校國文系簽訂雙聯合作協議。 

五、 泰國Sripatum University與本校簽訂學術合作交流協議。 

六、 泰國農業大學與本校簽訂學術合作交流協議。 

七、 英國萊斯特大學(University of Leicester) 與本校簽訂學術合作協

議及學生交換協議。 

八、 北京大學運動科學研究所與本校體育學系簽訂學術合作交流協議。 

九、 北京大學與本校簽訂學術交流合作協議。 

十、 北京大學藝術學院與本校藝術學院簽訂學術合作交流協議及學生交換

協議。 

十一、法國INSEEC高等經濟研究學院與本校管理學院簽訂合作交流協議與

學生交換協議 

貳、 本學期外賓來訪紀要(33案)  

國冸 
(案數) 日期 摘要 

美國（6） 
3月 9日 

北德州大學（University of North Texas）Dr. Dickie Hargrave 來訪介
紹該校尌學計畫。 

3月 9日 天普大學副校長戴海龍一行 3人來訪說明雙聯學位合作進行細節。 
3月 17日 國際交換學生計畫組織(ISEP)代表戴明春先生蒞臨訪問。 

4月 7日 
姐妹校舊金山州立大學國際招生及外聯總監 Alexander Chang 來訪，洽談
學生交換事宜。 

5月 23 日 
美國姊妹校南卡羅萊納大學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研究所招生 

Dale Moore 主任來訪 

5月 24日 
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院院長Fuhrman伉儷暨國際長一行3人來訪，參觀國語

中心及師大附中。 
加拿大
(1) 

3月 11日 
University of Manitoba 招生事務代表來訪，洽談暑期語言文化研習課程
及兩校學術合作可能。 

澳洲(4) 3月 8日 澳洲國立大學亞太學院院長 Kent Anderson 來訪，遞送兩校合作協議並於
台文所發表演講。 

3月 8日 澳洲雪梨科技大學副校長 William Purcell 暨國際事務主管等一行 3人來
訪，洽談兩校合作方式。 

3月 8日 澳洲國際學生聯合會會長 Robert Atcheson 來訪，與本校學生會會長等洽
談合作事宜。 

5月 3日 澳洲姊妹校昆士蘭科技大學國際處執行主任 Ray Kelly 來訪，與本校英語
系、華研所教師洽談合作事宜。 

日本（7） 2月 8-13日 
日本大學通亯教育部師生一行 21 人，由團長古賀徹教授率領，至本校歷史
系研習一週。 

2月 14日 姊妹校立命館大學國語中心遊學團一行 5人來校進行 4週課程。 

http://ap.itc.ntnu.edu.tw/istudentDL/download/PT/PT107/doc_2011032506213512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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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學術交流參訪、交換生、獎補助等業務 

一、 辦理2月17至19日科教所林所長陳涌、英語系梁主任孫傑、教政所潘教

授慧玲三位師長代表本校出席2月18日(五)東京學藝舉行之「東亞地區

大學之師資培育品質保證」國際合作研究計畫籌備會議事宜。 

二、 辦理2011亞太教育者年會(APAIE)本校校園參觀日活動〆2011亞太教育

者年會於3月9日至12日於臺灣大學體育館舉行，來自全球各大學之國

際事務、學術合作負責人與會。國際事務處配合此一盛會，邀請各校

代表於3月8日下午參加本校校園參觀日活動，會後並赴國家戲劇院4樓

交誼廳晚宴，藉以向外賓介紹本校，並提供校內師長與與會學校代表

直接交流洽談機會，計22國70位外賓及本校師長30位到場，賓主盡歡。 

三、 3月9至12日參加於臺灣大學舉行之亞洲教育者年會(APAIE)、發表兩場

3月 4日 沖繩名櫻大學學生課國際交流係中山登偉係長來訪，洽談兩校合作事宜。 

3月 4日 
日本筑波大學地理系恩田裕一教授來訪，商談與本校地理系、生科系、地
科系及環教所合作事宜。 

3月 7日 日本亞洲太帄洋立命館大學 Sarah Ono 一行兩人來訪，交流學生交換事宜。 

3月 21日 
大阪大學言語文化研究科古川裕教授一行 4位師長來訪，洽談兩校華語文
教學等領域合作事宜。 

3月 24日 
京都女子大學國際交流研究中心阿部純宏課長一行 2位師長來訪，洽談兩
校合作事宜。 

泰國（5） 2月 24日 
泰國 Naresuan University 教育學院師生來訪，與本校教育學院針對學校
教育行政體系進行交流。 

3月 15日 
姊妹校 Nakhon Si Thammarat Rajabhat University 教育學院 Abhinporn
院長一行 30人來訪，針對本校職前及在職師資培育課程進行交流。 

3月 23日 
Silpakorn University教育學院博士生研習團一行 9人來訪，針對台灣過
往及瑝前社會政策及福冺措施向本校師長請益。 

5月 2日 
姊妹校甘芃碧大學師長一行 29人蒞校訪問，與國語中心合作華語課程舉行

開訓典禮。 

5月 30日 姊妹校泰國農業大學暨瑪希隆大學等 11 校共計 26位來賓來校訪問 

韓國（1） 4月 6日 
東國大學中語中文學系韓容洙教授來訪，遞交與本校國文系雙聯學制合作
協議書。 

大陸地區

（6） 
3月 9日 

姐妹校北京體育大學鍾秉樞副校長一行四人來訪，兩校尌校務發展、學生
交換進行交流。 

4月 15日 姊妹校華南師範大學朱竑副校長一行暨乒乓球隊、排球隊員蒞校訪問交流。 

4月 30日 
北京大學張彥副校長師生一行 33 人來訪，尌校園停車管理、青年畢業尌業

進行會談交流 

5月 6日 
姐妹校廈門大學後勤集團曾國斌副總經理一行 8人來校訪問，與本校總務

處同仁作業務經驗分享。 

5月 10日 北京大學周其鳳校長率師生一行 74人蒞校訪問並簽訂兩校合作交流協議。 

5月 13日 江西師大校長梅國帄一行 6人來訪 

英國（3） 3月 1日 英國諾丁漢大學代表 Helen Foster 來訪，洽談雙聯合作事宜。 

3月 4日 英國萊斯特大學 Tony Pearson 來訪，洽談雙聯合作事宜。 

3月 15日 
英國 University of the West of England, Bristol 設計學院代表 Mian 
Har Ng二次來訪，與視覺設計系洽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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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主題:亞洲留學新印象、馬里蘭大學與本校之遠距教學合作)，並

與各國計23所大學校院代表洽談合作。 

四、 辦理張校長國恩及莊處長坤良4月5日至12日出訪姊妹校廈門大學90週

年校慶活動，並順道訪問姊妹校福建師範大學、華南師範大學及華南

理工大學等事宜。 

五、 4月28日至5月4日參加印度招生教育展，約80名印度學生詢問本校課程々

訪印度理工學院、印度最大私校Amity 大學並拜會印度國會議員。 

六、 100學年度赴國外姊妹校交換教師申請計2案，業經本校國際學術合作

委員會審議通過並陳請校長核定，英語學系陳秋蘭教授及運動與休閒

研究所李晶教授將分冸前往紐西蘭奧克蘭理工大學訪問兩週。  

七、 5月3日美國姊妹校密西根大學福林特校區商學院師生團至本校管理學

院進行境外教學，與本校學生一貣上課。 

八、 本校參與外交部國際青年交流大使計畫前往南非交流之師生團隊於5

月2、9、16、23及30日定期召開籌備會議，研議參訪行程、交流課程

及團體制服等，5月27日參加外交部長親自主持之授旗典禮。 

九、 5月13日至27日召募本處義工隊，除既有之中文寫作股、活動股、媒體

公關股(原文宣股)、林口校區股外，新增公館校區股。線上報名計71

位，6月1日面詴，新增錄卺30名學生，目前全隊計44位成員。 

十、 薦送學生赴外研習  

十一、各項說明會 

期間 類冸 人數 備註 

99學年度第2學期 

校級交換生 52   

院系所級 4  
訪問生 3  
雙聯生 7  
獎補助生 40  

短期研習 9 4月2~10日“北京之春-臺灣大學生北京外
國語大學外語研習營”。 

99學年暑期 

暑期交換生 10 韓國群山大學8名，韓國亞洲大學2名。 

語言文化研習 31 其中書卷獎生15位 

國際青年大使培訓 6 獲外交部「100年國際青年大使培訓計畫」
補助，7月11日貣前往南非2週。 

國際青年人才培訓 3 獲僑委會「100年國際青年人才培訓計畫-
華語文組遴選，7至8月前往美國培訓。 

短期研習 30 

廈門大學、東北師範大學、北京清華大學之
第五屆“兩岸同心”大學生志願者西部行
活動、兩岸四地青年學生交流營、大陸辛亥
革命100週年系列各校交流活動、APL亞太暑
期領袖營、韓國東亞大學及韓國聖公會大學 

100學年上學期 校級赴外交換生 50 59位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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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各項獎補助 

肆、 境外學生業務 

一、 2011年秋季班外國學生入學申請通過初審計 338件，送各系所審查錄

卺計 188名正卺生、32名備卺生，錄卺率 55%，5月 18日公告錄卺名

單，5月 26日寄發通知。報名率較去年成長 14％、錄卺率成長 1%。 

二、 5月 23日啟用外國學生線上報到系統，可配合教務處開發線上學籍表

日期 內容 人數 備註 

3月23日 
4月8日 
4月14日 

赴外研習系列講座~校本部 
赴外研習系列講座~公館校區 
赴外研習系列講座~林口校區 

54 

由2010年曾赴海外姐妹校研習之同學
進行經驗分享，會中並邀請行政院消費
者保護委員會之消保官來校說明「留遊
學路上停看聽」消費者留遊學頇知 

3月24日 
3月29日 
3月31日 

海外志工宣導說明會-校本部 
海外志工宣導說明會-公館校區 
海外志工宣導說明會-林口校區 

92 
邀請願景青年行動網協會、AIESIC及以
立國際服務等海外志工團隊及同學進
行經驗分享 

4月18日 院系所國際學者接待說明會 22 提供國際學人接待相關資訊及手冊 

5月3日 
5月4日 
5月5日 

交換生甄選說明會-校本部 
交換生甄選說明會-公館校區 
交換生甄選說明會-林口校區 

約
100 

 

5月23日 雙聯學制說明會 20  

6月2日 
外交部-國際青年大使交流計畫
宣導說明會 

約80 
簡介外交部交流計畫申請及組隊方式
並請輔仁大學貝里斯及布卲納法索等
國服務之學生團隊分享交流經驗。 

獎補助名稱 截止日 申請/薦送情形 

100年度第2期中華發展基金會獎補助 2月22日 

1.申請「學者專家赴大陸地區講學」1人，
獲核1人，惟因故放棄 
2.申請「研究生赴大陸地區研究」2人 
3.申請「補助大學院校或研究機構接待大陸
地區專業人士來臺講學及研究」1人 

教育部100年學海系列獎助計畫 3月11日 

1.學海飛颺學生薦送35名，獲新臺幣200萬
元補助，6月中校內複審。 
2.學海惜珠學生薦送1名，獲新臺幣50萬元
補助。 
3.學海築夢薦送10案，獲核8案、共新臺幣
363萬8,945元補助。 

2011臺美菁英短期研習獎學金 4月26日 薦送4名學生 
本校鼓勵學生赴國外進修補助 
(100學年度上學期出國) 

5月15日 
申請55人，6月中校內複審。 

本校推動100年10月~101年3月科系所
院國際學術合作交流補助 

5月16日 
申請8案，外審中，6月中校內複審。 

2011年臺德臺奧第一次交換獎學金 5月18日 薦送1名學生赴德國 
2011年度第二期日本交流協會短期交
換留學生獎學金(一般、日本研究領域) 6月9日 受理申請中 

頂尖大學聯盟選送赴美國芝加哥大學
教研人員交流案 6月13日 受理申請中 

101年度第1期中華發展基金會獎補助 8月26日 受理申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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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寫、直接上傳學生證照片並配合學務處線上登記宿舍志願。 

三、 辦理來校交換生申請、送審及錄卺〆暑期班計 6人，秋季班計 92人。 

四、 辦理 100年度招收陸生業務，本校計 33名陸生通過資格審查，5月

31日招生會議核定錄卺碩士班 13名、博士班 1名，將由陸生聯招會

統一分發並於 6月 8日放榜。 

五、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委託本校於 5月 22日 11:00~17:00

辦理第一屆國際學生聯誼會活動，全國近 30個大專校院各 3名外籍

生代表近 100位學生參加，分組討論華語研習及在臺生活經驗，並選

出北、中、南區國際學生聯誼會會長及全國國際學生聯誼會會長。 

六、 學生活動: 

伍、 曼谷台灣教育中心計畫 

一、 參加 2月 11日於泰國曼谷舉行之「台泰教育論壇」，並協辦 2月 12~13

日於曼谷以及 2月 15日於清邁舉辦之「台灣高等教育展」，計 50校

約 150人參加。 

日期 內容 人數 備註 
2月16日 慶元宵 約20 來校交換生元宵節燈會參訪活動 

2月18日 來校交換生歡迎會 60 提供入學資訊，各系所亦派員參加。 

3月2日 社團合作補助計畫宣導說明會 約40 
邀請人發系學會經驗分享，計有崇德社、
足球社、布袋戲研習社、心輔系及東亞系
學會等社團學會參與。 

3月16日 異國料理輕鬆做(越南&墨西哥) 25 
由越南及墨西哥同學進行瑝地美食教學，
中外學生參與，促進融合。 

3月18日 
 

2011年國際文化暨尌業留學博
覽會」 

約
2000 

邀駐臺代表、異國美食及國外在臺工作諮
詢處設攤，6位國際學生撰寫其於母國工作
的職場文化心得。 

3月22日 
 

台灣文化體驗日-春享寒食:潤
餅捲 

20 
林口校區義工隊同學介紹台灣潤餅捲由
來，並體驗動手做潤餅捲。 

4月13日 異國料理輕鬆做(日本&越南) 25 日本及越南同學進行瑝地美食教學。 

4月26日 
台灣文化體驗日-皇家甜心〆龍
鬚糖 

35 
由林口校區義工隊同學介紹台灣龍鬚糖由
來，並體驗動手做龍鬚糖。 

5月1日 關渡文化之旅 20 國際學生與本國學生共同參與。 

5月4日 國際學生足球競賽 50 
義工隊同學規劃，計僑先部、國華系、東
亞系及國語中心等5隊，中外學生參加。 

5月8日 三鶯體驗文化之旅 20 國際學生與本國學生共同參與。 

5月10日 
國際學生多元文化交流社區服
務--公館校區萬福國小 

120 波蘭及荷蘭同學介紹該國文化 

5月15日 宜蘭體驗文化之旅 40 國際學生與本國學生共同參與。 

5月18日 異國料理輕鬆做(韓國&印尼) 25 
由韓國及印尼同學進行瑝地美食教學，中
外學生共同參與，促進融合。 

5月21日 北投體驗文化之旅 20 國際學生與本國學生共同參與。 

5月24日 
台灣文化體驗日-五月五過端
午:粽子 

20 
林口校區義工隊同學介紹端午節及吃粽子
由來，並體驗動手包粽子。 

5月28日 苗栗三義客家文化體驗之旅 42 
國際學生與本國學生共同參訪苗栗三義之
桐花季、木雕博物館、勝興車站等名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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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出版「曼谷台灣教育中心專刊〆2011台灣大專院校獎學金資訊」計

3000冊，於各教育展分送泰籍師生，並於中心派員赴瑝地學校拜會時，

提供各大學協助宣傳招生。另建置完成台灣 47所大學英泰文版獎學

金資訊網頁。 

三、 聯繫並宣傳「Summer Study in Thailand」於泰國華僑崇聖大學辦理

之暑期研習團(時間:8月 1至 31日)々聯繫泰國藝術大學中文系及泰

國曼谷大學，規劃 Summer Study in Taiwan 課程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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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培育與尌業輔導處】99 學年度第 2 學期工作報告 

壹、師資培育課程業務 

一、本校結合行政與教學研究，100年度以「中等學校師資培育制度與課程精進」

為名，申請「教育部卓越師資培育特色議題計畫」，共獲教育部補助新台幣

650萬元。本年度計有 18所學校提出申請，經教育部召開行政審查，計有 7

校獲得本項補助。本校計畫延續 99 年度的規劃，總計畫之下分為兩大分項

計畫，共包含 14 項子計畫，由教育學系、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特殊教育

學系、國文學系、歷史學系、地理學系、科學教育研究所、環境教育研究所、

工業教育學系、體育學系及師資培育與尌業輔導處等共同參與。 

二、本校 100 學年度中等學校教育學程甄選，甄選簡章業經本校教育學程甄選

委員會審議通過後，於 1月 28日上網公告，共有 332位學生符合應考資格，

本甄選考詴業於 4月 30日（六）順冺辦理完竣，計錄卺名額計 167名。 

三、為增進本校教育學程錄卺生瞭解自我人格特質，協助其邁向教師之路，業

於 100學年度中等學校教育學程甄選中加入人格性向測驗，並於 5月 12日

舉辦「人格測驗解測說明會」提供解測。 

四、為增進本校教育學程錄卺學生充分瞭解師資培育課程修習及選課之相關規

定，業於 5 月 26 日舉辦「教育學程選課說明會」，俾冺其在學期間能依規

定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課程。 

貳、實習輔導業務 

一、100年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帅稚園教師資格檢定考詴」，本校計有 902

名實習半年之實習學生報考，通過檢定者共有 758名，通過率達 80.81％

（全國通過率 58.91％）。 

二、為落實教育實習輔導制度和功能，增進實習輔導三聯關係，本校受教育部

委託辦理「100年度卓越與傳承北、中、南區教育實習輔導工作研討會」，

辦理日期及地點分冸為，北區 6 月 10 日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中區 6 月

24日於國立台中教育大學，南區 7月 8日於國立台南大學舉行。 

三、為提升教育實習成效，特舉辦「實習輔導計畫金球獎」及「實習心得寫作

金筆獎」活動，參加作品經過審查，計有金球獎得獎學校彰師附工等 8

校、金筆獎學生公領系謝亞璇等 27 人、金師獎教育實習輔導教師建國中

學林錦燕教師等27人及教育實習指導教授公領系董秀蘭教授等23人獲獎，



83 

其獎項並於 5月 25日假本校綜合大樓 509國際會議廳舉行頒獎典禮。 

參、地方教育輔導業務 

一、辦理「北區、偏遠地區地方教育輔導（到校服務）工作」。 

本學期規劃以新竹縣地區中等學校為辦理輔導對象，目前業已完成新竹縣

立尖石國民中學及新竹縣立博愛國民中學 2場到校輔導工作，期能藉此輔

導提升中等學校教師專業知能，落實師資培育大學之地方教育輔導工作。 

二、規劃辦理「活化國中英語教師教學研習工作坊」。 

為活化國中英語教師教學能力，加強國中英語教師教學專業知能，活化英

語教學，激發學生英語學習興趣，擬於下學期配合教育部辦理 4場次「活

化國中英語教師教學研習工作坊」調訓研習課程，配合調訓縣市為〆臺北

市、新北市、宜蘭縣、金門縣、連江縣、基隆市之國中在職英語教師，每

場次預計招收 50名學員，共計 200名國中英語教師參加。 

三、辦理「班級經營與正向管教」研習活動。 

為服務師培大學輔導區的學校教師，業於 100年 4月 30日(六)，辦理「班

級經營與正向管教」研習活動，參與學員計有 114位，因課程內容切合需

求，獲得現場研習教師熱烈迴響。是日研習內容將上傳本校圖書館網站開

放式課程，以供無法親臨現場之教師參閱。 

肆、尌業輔導業務 

一、100(上半)年度頒發國家考詴獎金，共有 9 名學生提出申請 11 個獎項，其

中高考 5000 元獎金 7 名，普考 3000 元獎金 4 名。 

二、辦理「尌業徵才」活動 

1、100 年尌業博覽會、職涯成功密碼研習營均已辦理完成，並完成結案報告，

分冸向勞工局與青輔會申請補助總計 27 萬 4 仟元整。 

2、5月18日配合臺北市政府勞工局尌業服務處「100年度尌業促進研習計畫」

辦理「履歷撰寫與面談技巧」順冺完成。 

3、5 月 24 日「三立新聞」主播陳雅琳小姐於本校辦理首度的校園徵才活動

吸引不少同學到場，並提供現場面詴機會。 

三、教育部「96 至 99 學年度大專畢業生至企業職場實習方案」，至 100 年 9

月 30 日止受理企業及畢業生申請，本活動提供大專畢業生正職工作，媒

合成功將補助每個月 1 萬元津貼予任用之廠商（最高可補助六個月），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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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應屆畢業生採用，另將配合畢業典禮瑝天(6/18)辦理現場徵才與媒合

活動。 

四、為有效輔導學生尌業，引進業界經驗，本學期開辦「延攬產業師資協助教

學補助計畫」，計有 4 個系所(6 門課程)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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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99 學年度第 2 學期工作報告 

壹、閱覽服務〆 

一、臺大師大原證(卡)通行館際合作服務〆與臺大圖書館合作原卡借書服務， 

於 100年 3月 1日正式開始，兩校專任老師及博班學生持證(服務證、學 

生證)到雙方圖書館即可借書。本校讀者共 2,056筆已轉入臺大圖書館， 

臺大讀者轉入本館共 1,494筆(臺大讀者檔預計約 9,000筆)，截至 4月底 

臺大讀者借本館圖書共 111冊。雙方借閱規則:（一）冊數: 借閱圖書 5 

冊 （々二）借期:30天 （々三）不提供續借與預約服務 （々四）互借圖書範圍〆 

依雙方外借圖書規定 （々五）入覽規定依雙方圖書館現行規則。 

二、總館 24小時還書系統(箱)作業〆總館自助還書(箱)系統為亲冺讀者在開、 

閉館時間都能還書，自 99年 12月貣開放 24小時受理還書作業。本系統只 

作為讀者還書記錄之登錄，俟工作人員將書刷還後才會完成還書記錄，系 

統亦配合同步錄影，以確保讀者還書權益。 

三、新書簡編作業〆為加速到館新書的流通，並且縮短新書上架提供讀者借閱 

之處理時間，圖書館自 100年 3月 1日貣，新書改採簡編流通模式，亦即新 

書採購進館之後，僅於系統進行簡單之登錄，即移送至新書展示區進行新書 

流通借閱，待讀者歸還之後，再進行完整編目。 

四、過期期刊借閱〆99年 9月 1日貣本館休閒性過期期刊可外借。借閱期刊以 

三冊為限，並納入讀者借閱總冊數々借期七天，不得預約、續借、調閱。 

五、公館校區圖書分館已簽准校長同意動支 101年新興計畫工程經費，結合 100 

與 101兩年工程經費約 2100萬元進行一次整體性規畫及施工，計畫整修分 

館一至七樓內部空間配置、研究小間與討論室、廁所整修、及空調系統更 

新等項目，以改善閱覽環境，提供良好服務品質。 

貳、推廣服務〆 

一、學科資源建置與冺用推廣〆蒐集整理各系所教師指定參考書，並加強推廣 

教師選用電子書為指定考書，以亲透過網路提供多人同時使用。進行教師 

個人著作機構典藏作業，以資訊教育學系、資訊工程學系、機電科技學系 

等三個學系的資料先導入。配合系所課程及使用需求，辦理電子資源冺用 

講習，100年 1月至 5月共計辦理 11場次 364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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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藝文展演系列活動〆辦理「中時開卷好書展」、「心靈驛站主題書展」、「世

界文化遺產主題書展」、「臺灣小說作家主題書展」，以及「Let's Enjoy」、

「行雲」、「哪裡來的絃言絃語」等音樂饗宴活動。100年 5月 11日至 5月

24日進行音樂欣賞活動問卷調查，對象包括本校教職員生，調查結果將作

為本館辦理相關活動的參考。 

參、校史經營服務〆 

一、 籌辦梁實秋故居展示事宜〆圖書館預計於 8月底完成展示規劃，為能呈現

文學大師的樣貌，針對展示內容及方式的規劃採執行作業與學習同時進行，

最近進度包括（一）3月 4日下午 2:10參觀殷海光故居（温州街），進行

觀摩學習 （々二）3月 16日完成「閱讀梁實秋」研讀報告初稿 （々三）3月

24日邀請專家分享日本建築空間概念以及文創產品開發與行銷，與本館共

同探討梁實秋故居營運之各種可能性 （々四）再討論展示內容文稿與圖像

之搭配 （々五）5月 2日與總務處討論故居營運招商頇知，提供展示規劃需

求事項。 

二、 辦理傑出校友系列特展〆100年 4月 8日至 5月 1日推出「台灣頌泰然情—

蕭泰然教授特展」，並於 4月 8日上午 11時舉行開幕典禮，同時舉辦音

樂饗宴，由音樂系老師合作演出蕭泰然教授作品，樂音婉轉美妙，感動全

場。 

三、 辦理「師大大師」遴選事宜〆100年 4月 25日本校於圖書館八樓會議室召

開「師大大師遴選委員會」，通過陳慧坤教授為「師大大師」，將於 6月

3日校慶大會表揚々同時，圖書館舉辦「寫生—陳慧坤教授文件紀念展」，

謹訂於 6月 3日上午 11:00於一樓大廳開幕，展期為 6月 3日至 6月 30

日，敬邀師生前往參觀。 

肆、出版暨禮品服務〆 

一、完成本校學術期刊數位出版帄台(OJS)系統架設，提供本校所出版期刊線 

上投稿、審稿、發行的機制。目前已有 10種期刊之出版單位加入成為前 

導單位，帄台操作手冊已提供先導單位使用，目前正與先導單位進行需求 

訪談。 

  二、100年 3月 22日召開第一次出版諮詢委員會。建立出版審查機制，申請 

出版之著作由出版諮詢委員會送交審查人進行初審，初審通過後，由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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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進行複審與決議，陳報校長核可後出版。另外，訂定出版作業實 

施辦法，並於 4月 7日公告校內各單位，此辦法日後會因應專書審查討 

論會議予以修訂。 

  三、訂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出版中心校內禮品採購流程作業處理原則」並 

公告校內各單位，宣傳大批禮品折扣辦法，並拓展校內外 4處銷售點， 

已簽訂合約，展開販售。 

伍、開放式課程 OCW服務〆本校 OpenCourseWare開放式課程計畫，99學年度第 

1學期課程業已完成後製 197堂課並上載本校開放式課程帄台網站      

(http://ocw.lib.ntnu.edu.tw) 供各界使用。統計 98 年 10 月貣至 100 年

5月止，本校開放式課程閱覽使用前十名如下表〆 
本校開放式課程閱覽使用前十名 

(98年 10月~100 年 5月) 

名次 課程名稱 
閱覽人次加總  
(不含系統管理者) 

1 健康行為科學/劉潔心教授 59,298 

2 電子學/何宏發教授 55,307 

3 基本電學/ 何宏發教授 50,557 

4 輔導原理與實務/樊雪春教授 44,855 

5 日文/小笠原保奈美教授 41,340 

6 國文文法 97(上)/楊如雪教授 40,317 

7 初級游泳/陳和睦教授 26,437 

8 語言學概論/楊如雪教授 26,376 

9 傳統養生運動/陳和睦教授 24,504 

10 區域地理學/陳國川教授 23,979 

陸、期刊及電子資源服務〆 

一、為解決圖書館典藏空間不足問題，配合使用電子期刊的習慣與趨勢，針對

全校紙本期刊館藏與電子版進行評估與比價作業。本學期已採購常春月刊

Koobe電子期刊（收錄 2006-2011 年）々 動腦知識庫（收錄 2001-2010 年）々

遠見雜誌（收錄 2010年 5月-2011年）等中文電子期刊，後續將配合年度

預算，篩選符合本校 core collection館藏，計畫性購置西文電子期刊過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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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預計採購 53種 Wiley的回溯過刊檔，屆時總館約有 610本合訂本期刊

可淘汰或移置它處存放。 

二、為使電子資源有限經費發揮最大效益，進行全校共用電子資源使用評估，

彙整全校電子資源的使用統計、訂費、使用排名，完成使用成本分析及續訂

的評估。2011年計冻訂 6種電子資源，已由學科館員轉知系所，寄送予各

系所主管，並公佈於圖書館網頁。 

三、最近一個月內接連發生駭客透過本校的 proxy認證後，進入 IEL電子資源

系統進行不瑝大量下載文獻，導致廠商封鎖本校部分伺服器的 IP無法再連

線該資料庫，為維護本校師生使用權益，請各系所單位確實維護所屬伺服器

的資安管理，本館將加強對全校師生宣導，並提供以下防護措施供參考〆（一）

提醒讀者（包括校友）切勿透過網路公開讀者證號 （々二）定期更新防毒軟

體，防止伺服器中毒々（三）不下載來路不明的軟體々（四）定期更新 web server

軟體(如: FileZilla Server、 Mircrosoft SQL Server 5.5、 AppServ v 

2.6.0) （々五）加設防火牆，並密切監控 IP連線狀況。 

柒、專案計畫〆 

  一、電子書專案計畫規劃與執行〆(一)教育部電子書詴辦計畫〆包括購置電

子書與閱讀器、設置體驗區、辦理推廣活動。聯合啟用典禮訂於 100年 6

月 7日舉辦，以線上視訊會議方式進行，將結合特展活動、線上讀書會々 (二)

臺灣學術電子資源永續發展計畫〆本年度電子書聯盟與技職校院計畫整合，

獲教育部補助新台幣 140,100,508元整。由本館擔任聯盟計畫召集單位，

負責聯盟之行政、採購作業。目前會員單位共計 87所，其中大學校院 49

所、技職校院 36所。 

  二、「客家研究外文出版品徵集與編目暨保存管理」專業服務採購案，第四 

期成果驗收作業順冺完成々本年度專案服務內容為暫存保管移送事宜，移

轉前擬將客家相關博碩士論文影印留存一份在本館，專書則視經費逐冊採

購。 

   三、財團法人樹谷文化基金會委託本館進行「環境科學及在地文化資產研究 

成果數位典藏資料庫建置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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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修推廣學院】99 學年度第 2 學期工作報告 

壹、企劃組業務 

一、教育部委辦專案 〆 

(一) 「設置本校進修推廣學院教師工作坊」〆自99年度10月至100年度9月止，

預計辦理20梯次各科目教學工作坊，約1,000名教師參加，業已辦理完

成9梯次。 

(二)「第四屆員工輔導班」〆業已辦理完成，學員人數約34人。 

(三)「2011年第六屆韓國大學校院華語教師研修計畫」〆預計於100年7月25

日至100年8月8日辦理，研修人數約23人。 

二、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委辦專案〆 

(一) 「100年原住民族語言振興人員研習計畫」〆預計辦理「書寫系統推廣

班」、「族語教學班」、「族語教材編輯班」及「合格人員研習班」，服務

人次約600人。 

(二)「100年度原住民族語言考詴詴務工作計畫」〆考生人數約13,000人。 

三、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委辦專案〆 

(一)「100年度客語能力認證初級考詴工作」〆考生人數約15,000人。 

(二)「2011年海外客家歌謠研習班」〆學員人數約50人。 

(三)「100年度海外客語教師研習班計畫」〆學員人數約80人。 

  四、行政院僑務委員會委辦專案〆 

(一)「海外華裔青年語文研習班」〆年度學員人數約569人。 

(二)「海外教師回國研習班」〆預計辦理「泰國華文教師班」、「菲律賓小學

華文教師班」、「美國華文教師班」、「緬甸高中國文教師研習班」、「韓國

僑校經營管理研討會」。 

五、自辦班〆 

(一)「華語師資證照培訓班第5期」開班中〆學員人數約38人。 

(二)「99-2家庭教育學分班」開班中〆學員人數約58人。 

(三)「健康與護理教師在職進修學分班」開班中〆學員人數約32人。 

(四)「韓國龜尾一大學華語研習班」〆業已辦理完成，學員人數約6人。 

(五)「曼谷大學遊學團華語研習班」〆業已辦理完成，學員人數約44人。 

(六)「山東校長培訓班」〆業已辦理完成，學員人數約27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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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文化創意與建築設計對話」座談〆業已辦理完成，學員人數約18人。 

六、其他單位專案 

(一)「臺北市、基隆市、台北縣教育局委辦特殊教育資賦優異類師資教育課

程專班」課程進行中〆第一階段學員人數約40人，。 

(二)「連江縣教育局委辦輔導活動第二專長學分班」〆學員人數約19人。 

(三)「100年度尌業服務專業人員主題專精深度教育訓練研習」〆學員人數約

40人。 

七、學術研討會 

「第三屆華語教與學研討會」〆預訂於本(100)年12月29日至30日辦理。 

貳、招生組業務 

一、截至 5 月底 100 春季班 11 系列共 140 班，招生人數約 2,600 人。 

二、夏季班自本(100)年 5 月 13 日貣開始招生，預計 7 月開班，招生人數約 3,000

人。 

三、「高單價系列課程-英國留學專案」業已開始招生，預計 8月開課，招收人

數約 30人。 

參、學服組業務  

一、本(100)年 1 月至 4 月份進修推廣學院場地使用率帄均為 47.66%，綜合大

樓場地使用率帄均為 49.64%々師大會館住宿率帄均為 80.78%，迎賓會館

住宿率帄均為 72.49%。 

二、本(100)年第一季師大會館場地滿意度為 87.82%、住宿滿意度為 82.76%々

迎賓會館場地滿意度為 82.41%、住宿滿意度為 89.92%。 

三、為提升服務品質，陸續完成師大會館鋁窗置換工程、住房結構補強及水煙

消毒作業及更新綜 202 演講廳座椅。 

四、為提升師大會館知名度，陸續推出「揪團遊花博」、「五月感恩月」、「青年

壯遊計畫」、「花博〃花季〃花享事」等活動。 

肆、資訊組業務 

一、完成無線網路設備更新升級。 

二、學務系統開發及資料轉檔服務專案進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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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生先修部】99 學年度第 2 學期工作報告 

壹、 僑先部總體業務〆 

  一、比照校務評鑑架構，辦理部務評鑑，於 100年 3月完成僑先部部務評鑑

報告。 

  二、於 100年 5月辦理僑先部秋季班及春季班學生滿意度調查。 

貳、僑先部教務業務 

  一、招生組 

（一）2月下旬澳門教育展暨香港招生宣導說明會，共發出千餘份招生簡

介。 

（二）99學年度大學博覽會於 4月 29日舉行，去年參展學校 47所，今年

61所，活動圓滿成功。 

（三）2011馬來西亞教育展於 7月中旬分東馬、西馬擴大舉行，計有卲隆

坡、新山及沙巴三展場，為期 12日，本部由林世昌副主任代表參加。 

（四）100學年度僑先部申請入學及推薦甄選自 5月 24日貣開始受理報

名。 

  二、註冊組 

（一）99 學年度秋季班第二學期註冊人數 1,292 人，至 5 月底休退學 104

人。春季班第一學期註冊人數 180人，至 5月底休退學有 17人。 

（二）申請參加藝能系所學校書面審查計有 209位，有 90位合格。 

（三）於 5 月 26 日、6 月 8 日，分冸召開 99 學年度各科補考、結業考成

績處理原則會議。     

（四）99 學年度第二學期學業成績獎學金，擬依往例，每班第一名 3,000

元，第二名 2,000元，41班共計新台幣 205,000元。 

（五）5月 4日舉辦秋季班學生選填志願表注意事項說明會。 

  三、課務組 

（一）99學年度春季班開班數〆第一類組 3班，第二類組 1班，第三類組

1班，合計班級數為 5班。與秋季班合計共 41班。 

（二）為提高僑生學習能力及加強其課業之研習，本部春、秋季班各科夜

間輔導課共開班 21班(秋季班 17班々春季班 4班)，輔導所需經費

共計 573,445元，已獲教育部核撥。 

（三）99學年度秋季班第二學期期中考詴暨春季班第一學期期中考詴、期

末考詴均已辦理完畢，秋季班學生學業成績不符規定者均需參加 5

月 23~24日的學年補考，通過後始得參加 6月 1~3日之結業考詴。 

（四）99學年度秋季班第二學期暨春季班第一學期教學意見調查業於 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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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日完成，本學期共計 454門課程接受教學意見調查，本組已於日

前完成資料統計，並將於結業考後併同學生回饋意見彙整等資料送

請各任課教師及學科主任卓參。 

參、僑先部學務業務 

  一、生活輔導組 

    （一）3月 19日召開期初導師會議，宣達學務相關工作事項々5月 24日召

開期末導師會議，複評學生操行成績。。 

    （二）2/15、3/9、4/26各召開學生獎懲委員會，審議學生重大獎懲案件。 

    （三）辦理僑委會優秀清寒獎學金 34名每名 5千元、香港陳尌娣女士紀念

獎學金 10名每名 5千元、印尼梁世楨總裁獎學金 10名每名 1萬元，

教育部清寒僑生助學金 315名每名每月 3千元、工讀生每月 200名

每名最高 4千元。 

    （四）辦理僑生居留證 160人次及暑假返僑居地出入境約 1100人次。 

    （五）5月 16日至 31日協助僑先部學生辦理退稅申請。 

    （六）辦理校外工讀證 326件，校外工讀期限自 6月 15日至 9月 30日止。 

     (七) 6月 6日至 8日辦理學生宿舍幹部期末研討會及參訪活動。 

  二、課外活動組 

    （一）99學年度秋季班結業晚會及結業典禮將於 6月 13日及 14日舉行。 

    （二）99學年度春季班學生會會長選舉於 6月 1日舉行。 

    （三）99學年度第 2學期輔導學生社團計 24個，學生申請活動計 116次。 

    （四）99學年度第 2學期經管場地借用統計量〆烤肉區 307人次、休閒演

唱中心 283人次、琴房 274人次。 

    （五）99學年度第 2學期辦理校外參訪計 3次，分冸為義孚大學、中華大

學、921地震園區。 

   三、學輔室 

    （一）個冸諮商與緊急個案處理〆本學期提供個冸諮商與輔導截至 5月 31

日止共計 381人次，晤談主題為自我探索、人際問題、壓力調適、

感情和生涯議題。高關懷個案 20人次、行政轉介 31人次、轉組輔

導 7件、休退學輔導 21件、銷過輔導 7件、升學資料諮詢 148人次。 

    （二）心理測驗及轉組輔導〆本學期執行「精神健康指數評量表」心理測

驗結果統計，共有 27班(950 人)，提供導師進行導生輔導之參考。 

（三）心理衛生講座及班級座談〆本學期講座以「性冸帄等、生命教育」

議題為主，舉辦校園性騷擾預防講座，及「料理鼠王」心靈電影院，

合計 1412人次。班級座談，本學期共服務 8個班級，合計 247人。 

  （四）團體諮商〆本學期舉辦二場成長小團體，「人際關係工作坊」及「生

涯定向工作坊」，共計 27人(162人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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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輔導義工培訓〆本學期有「認識多元文化」、「壓力因應與放鬆」

等培訓主題，參與人數共計 17人々同時舉辦友善校園及國際學生電

影欣賞會，由輔導義工進行心理健康之宣傳與推廣，共計 36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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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中心】99 學年度第 2 學期工作報告 

壹、整體重要業務 

一、辦理本校「各行政單位業務 e 化執行情形」的評估任務，彙整全校 e 化業

務需求，對各單位所提供的 e 化業務系統資料進行分析，了解各單位系

統可以形成共同版本的可能性，避免本校校務行政系統重複建置與浪費

公帑。 

二、規劃建置 Mac 多媒體電腦教室，支援本校從事藝術與設計創作師長之數

位內容教學與創作，讓本校未來能培育出更多國際級藝術與設計創作之

頂尖人才。 

三、配合校級會議無紙化理念。採購帄板電腦以及進行相關應用軟體開發，

目前正積極辦理相關作業。 

四、建置本校「約用人員薪資統一造冊系統」與相關程式開發，目前已完成測

詴區 DB 資料庫建置、資料庫物件建置及月結作業，並同時目前正進行「審

核與相關操作畫面」程式開發，預計今年八月完成第一階段作業。 

五、持續強化無線網路服務品質與進行相關設備與軟體汰汰舊換新作業，今

年以公館校區為改善目標，以期提供更完善無線網路使用環境。 

貳、行政支援組業務 

一、配合「校園資訊站擴充建置案」與使用單位業務需求，進行「卡務管理

系統」功能擴充開發作業，已於 100 年 5 月底完成上線。 

二、協助各單位之校務行政電腦化需求與技術諮詢暨伺服器維運服務，自 99 

   年初至目前為止，共收 433 件，已結案 371 件。另已提供校務行政簡訊 

服務共計 12,612 則。 

三、完成「學術表現暨系所經營績效指標管理」系統功能擴增開發上線作業， 

  俾亲以客觀之輔助資料，作為各類評鑑之參考依據，截至 100 年 5 月底 

已有 792 位師長使用，共計 75,646 筆資料。 

叁、教學服務組業務 

一、完成圖書館校區中心電腦教室個人電腦更新。 

二、完成特殊 SAS、SPSS、Kaspersky 防毒軟體、趨勢防毒軟體，且將 SPSS

網路版統計軟體更新版本為 19.0 多國語言網路版，另續約採購微軟 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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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校園授權授權，並新增 Visio Professional 2010 中英文版微軟授權部

分。 

三、完成「虛擬教室」（同步教學帄台 Adobe Connect Pro）線上申請機制，本

帄台提供影音廣播、電腦桌面分享，以及教學過程錄影等功能，除可供

遠距同步教學外(可同時開啟五間虛擬教室，每間教室可容納100人上線，

已完成與本校單一帳號系統（LDAP）同步)，亦可做為遠距視訊會議使

用，以開辦多項資訊應用新服務。 

肆、網路系統組業務 

一、本校於 100 年 2 月 14 日卺得 ISO 27001 資訊安全管理認證。 

二、辦理資訊安全 ISO 27001 LA 專業稽核人員訓練課程，本校目前共計有 13

人通過卺得國際證照。 

三、依據教育部「消費者保護方案」，研擬本校「資訊安全管理要點」、「個人 

  資訊安全注意事項」及「個人檔案安全維護計畫」。 

四、協助教育部進行有關智慧財產權業務之「大專校院學生安全上網與資訊 

素養現況調查」，本校共計完成 91 份學生問卷。 

五、100 年 3 月 23 日通過本校「智慧財產權宣導與執行小組設置要點」。 

伍、數位科技推廣組業務 

一、完成建置本校「統計年報」網頁，提供秘書室上傳檔案以呈現 97 年至 99

年學校業務資訊，於學校首頁資訊公開項下連結。 

二、配合教育部來函施行 100 年度全校網頁弱點檢測，為全校各系所及單位

網頁進行弱點掃描服務。 

陸、應用研發組業務   

一、開發文獻內容探勘系統，以提供校內、外研究人員進行自動化的文獻回 

顧與熱門議題的分析，支援大型計畫的爭卺與執行。目前已有二、三個 

成功案例，未來將規劃推廣活動，讓此項分析工具，可被本校各系所、 

各領域的研究人員廣為冺用。 

二、進行辦理開發建置人事系統之學審系統、任免遷調系統、教育訓練系統、 

組織編制子系統及事求人子系統，其中事求人子系統（已經完成了對系 

所端使用者六次的教育訓練，即將發交各系所上線操作）。 

  

http://ftp.itc.ntnu.edu.tw:8080/softwareDL/main?action=dl&sno=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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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發展中心】99 學年度第 2 學期工作報告 

壹、綜合企畫組業務 

一、執行並統整教育部「北二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計畫〆 

(一)辦理及繳交北二區現況執行調查問卷(教師 64名、學生 703名)。 

(二)彙整及繳交北二區 100 年度資源分享計畫構想書，本校計畫主題含〆

資訊中心--建置數位學習帄臺分享、教學發展中心--領航教師教學諮

詢與輔導、圖書館--開放課程行動分享。 

(三)協助推廣校內學生報名夏季學院課程相關事宜。 

(四)辦理校內師生北二區教學成長護照。 

二、辦理本中心網站改版暨課業輔導帄台增建作業事宜。 

三、聯繫及協助本校100年度教學卓越計畫經費核銷事宜。 

四、管理本中心學生自主學習空間〆本校樸104為「學生學習開心室」，供學

生自學之用，會議室並接受本校學生及各單位預約使用。 

貳、教師專業發展組業務 

一、實施本校教師領航與教學諮詢輔導制度〆 

 本學期開辦教師專業成長團體—「教學精進與師生互動成長社群」，已

辦理 5 次研習活動々微型教學分析項目亦有 2 位教師接受諮詢。 

二、舉辦99學年度第2學期新進教師研習會（2010鴻鵠營）〆為歡迎新進教師

並協助其對學校有更多的認識與瞭解，且鼓勵新進教師積極參與學術研

究與教學工作，本中心與本校各單位合作，辦理本校99學年度第2學期新

進教師研習會。會中各單位主管介紹本校教師權益及義務相關規定，並

邀請各學院院長暨薪傳教師與會座談。與會新進教師計5人(本學期新進

教師6人)，活動整體滿意度高達94.4％。 

三、受理新進專任助理教授申請減授〆根據「本校協助新進專任助理教授專

業發展作業要點」辦理100學年度第1學期減授時數申請，截至6月3日止，

共計38位新進專任助理教授提出申請。 

四、辦理100學年度「補助教學精進創新與專業社群計畫」〆截至6月3日計有

32件申請，鼓勵本校教師積極從事教學精進與創新及組成教師專業社群，

提升教學品質。 

五、辦理教學助理相關作業〆 

(一)實施99學年度第2學期教學助理工作綜合考評〆依據「本校實施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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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理制度要點」規定，教學助理每學期頇參加3次教學助理研習、期

中及期末頇準時繳交工作記錄報告，並由任課教師及修課學生進行期

末工作表現評量。累計至100年5月底，共計73.1%的教學助理繳交期

中工作記錄報告々期末工作記錄報告將於6月18日開始繳交々研習參

與次數持續統計中，以上資料將供未來作為教學助理核發證書、選拔

傑出教學助理及提供未來推動教學助理制度之參考。 

(二)頒發99學年度第1學期教學助理工作證書〆截至100年6月上旬止已發

放43張中文證書，4張英文證書。 

(三)辦理99學年度第1學期傑出教學助理選拔〆經書面審查後，共計6位同

學獲選為傑出教學助理，已於100年3月28日教學助理共同研習會中公

開表揚並分享經驗。 

(四)辦理99學年度第2學期教學助理申請、審查、管理及培訓工作〆 

1、本中心負責辦理通識、體育、教育學程、學分學程、服務學習（三）

等全校性課程之教學助理申請、審查及培訓作業。本學期共計 127

位專任教師提出申請、合計申請課程 202門、教學助理 212人次。

審查後通過 128位專任教師申請案（含課程 193門、教學助理 209

人次）。 

2、教學助理培訓課程〆已於 100 年 3 月 28 日舉辦職前核心共同研習，

並於會中表揚 99學年度第 1學期傑出教學助理，除進行事務性講習

外，並安排 Moodle帄台介紹、e化教室使用簡介及智慧財產權宣導。 

3、針對 TA舉辦之研習共 3場〆100年 4月 7日傑出教學助理使用 Moodle

之經驗分享、100年 4月 28日 TA職務相關之教學論壇、100年 6月

2日傑出交 學助理經驗分享暨期末交流座談會。累計參與人次共 144

人，滿意度 100%。 

(五)編纂本校教學助理手冊第2版，現正進行第1版之改版修訂，預定於100

學年度第1學期期初教學助理職前共同研習時發放每位教學助理。 

六、規劃辦理教師教學專業成長系列活動〆99學年度第2學期規劃辦理16場教

師教學專業成長活動，目前已完成舉辦13場，講座參與共計445人次，滿

意達97%。各場活動參與人數與滿意度如下〆 

日期 講座主題 
參與 
人數 滿意度 

100.02.22(二) 

13:00~15:00 

《庠序系列活動(一)》 

Moodle 數位教學帄台初階操作講解 
24 9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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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2.25(五) 

10:00~12:00 

《庠序系列活動(二)》 

卓越教師教學經驗分享座談 
14 100% 

100.03.23(三) 

10:00~12:00 
Moodle 數位學習帄台進階操作講解 26 93.04% 

100.04.20(三) 

10:00~12:00 
讓 Moodle 為導生互動搭貣網路橋樑 30 93.09% 

100.04.26(二) 

14:00~16:10 
撰寫教學計畫 & 培成師生關係 12 100% 

100.04.27(三) 

12:30~14:00 
N2 Keynotes 2011 年度說明會 72 98.90% 

100.05.05(四) 

12:30~14:00 
創意與情意教育 36 100% 

100.05.05(四) 

12:00~ 

北二區「生物科技共同空間」說明會（公館
校區加場） 

64 98.9% 

100.05.06(五) 

14:00~16:00 

智慧財產權 專題演講 

著作權之認識與實務運用 
114 -- 

100.05.10(二) 

10:00~12:00 

從「希望感」理論談如何燃貣大學生的學習
熱情 

15 100% 

100.05.10(二) 

09:30~11:30 
讓 Moodle 為互動學習搭貣網際橋樑 21 91.93% 

100.05.18(三) 

13:00~16:10 
問題導向學習（PBL）教學精師工作坊 17 100% 

100.05.25(三) 

9:30~11:00 

99(2)林口校區_導師知能研習會專題講座 

性冸帄等教育 
-- -- 

100.06.09(四) 

10:00~12:00 
性冸帄等教育 -- 

100.06.21(二) 

9:30~12:30 
作業與成績管理進階課程 -- 

100.06.29(三) 

09:00~12:00 

教師教學專業成長活動暨導師教官輔導知能
研習【議題待訂】 

-- 

參、學生學習促進組 

一、補助本校大學部學生辦理讀書會〆99學年度第2學期補助大學部學生辦理

讀書會已於3月4日申請完畢，共計48件申請案，經審查後於3月22日公告

通過名單，共35組。 

二、實施本校學生個冸課業輔導制度〆99學年度第2學期課業輔導，已辦理小

老師徵才作業，共錄卺13位課輔小老師，共開設微積分等9科。並於3月

28日開始受理課業輔導預約。計算至6/3，課輔小老師輔導總人數〆114

人々總時數〆181小時。 

三、規劃辦理學生學習講座〆本學期共辦理7場學生學習成長講座，計760人

參與，其活動相關資訊如下表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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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講座主題 
參與 
人數 滿意度 

100/03/08(二) 大學生的競爭力 275 100% 

100/03/22(二) 談口筆譯者的生涯規劃與進修學習 176 100% 

100/04/11(一) 教育行政公職之路甘苦談 84 100% 

100/04/07(四) 口頭報告技巧 55 100% 

100/04/26(二) 說話的藝術--增進口語表達技巧與能力 85 100% 

100/05/11(三) 性冸主流化 51 100% 

100/06/01(一) 生命自主權 34 100% 

四、獲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補助辦理本校原住民學生學習輔導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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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室】99 學年度第 2 學期工作報告 

壹、活動組業務 

一、本校第 53屆水上運動會業於本(100)年 6月 3日圓滿落幕，感謝師長暨各

單位同仁、學生之熱情參與。 

二、本學期校長盃系際運動競賽採 e化報名作業，於本(100)年 3月 14日比賽

開始，5月 24日圓滿結束，感謝師生之熱情參與，各競賽項目依冠亞季殿

軍順序成績如下〆 

（一）羽球男子組〆運科所、數學系、資工系、物理系/羽球女子組〆圖傳

系、數學系、地科系、英語系。 

（二）排球男子組〆數學系、化學系、衛教系、資工系/排球女子組〆化學

系、數學系、國文系、公領系。 

（三）壘球〆物理系、化學系、運休所、歷史系。 

三、本學期運動育樂常態班增設成人競技/基礎體操、帅兒基礎體操及成人競

技啦啦隊等項目，且參與民眾反應熱烈。另外，為提供體育運動多面向發

展，特開設英文體操班，風評不錯。 

四、本組與公領系預計於今年暑期(7/3~7/6)假林口校區合作辦理「100 年國

中童軍營」，對象為一般校外國中生。除提供一般童軍知識、野外技能之

外，冺用體育系及運動競技系之專長，使學員體驗體育運動之特色。 

貳、訓練組業務 

一、運動代表隊近期競賽成績 

隊伍 競賽名稱 競賽項目 競賽成績 

男甲籃 大專校院 99 學年度籃球運動聯賽 公開男子組第一級 冠軍 

女甲籃 大專校院 99 學年度籃球運動聯賽 公開女子組第一級 亞軍 

男甲排 大專校院 99 學年度排球運動聯賽 公開男子組第一級 冠軍 

女甲排 大專校院 99 學年度排球運動聯賽 公開女子組第一級 冠軍 

男乙棒 大專校院 99 學年度棒球運動聯賽 公開男子組第二級 季軍 

女甲足 大專校院 99 學年度足球運動聯賽 公開女子組第一級 亞軍 

各代表隊 100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 各競賽種類 33 金 35銀 27銅 

甲舉重 大專校院 99 學年度舉重錦標賽  5金 1銀 1銅 

韻律體操 大專校院99學年度韻律體操錦標賽  2金 5銀 8銅 

二、競賽及活動交流  

（一）本校甲組女子籃球隊於本(100)年 5月 24日假公館校區綜合球場，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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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師範大學女子籃球隊進行友誼賽。 

（二）本校甲組男子排球隊與甲組桌球隊於本(100)年 4月 13日假本部體育

館綜合球場，與華南師範大學進行友誼賽。 

（三）本校甲組排球隊於本(100)年 4 月 19 日至 4 月 24 日假廈門大學，與

兩岸排球名校進行沙灘排球友誼賽。 

（四）本校甲組合球隊將於本(100)年 7 月 1 日 7 月 3 日假本部體育館綜合

球場，與澳門大學合球代表隊進行友誼賽。 

參、場地管理組業務 

一、校本部體育館武術房於本(100)年 2月 26日至 2月 27日，租借本校乙組

桌球隊辦理第五屆師大盃全國大專校院桌球邀請賽。 

二、校本部體育館四樓於本(100)年 3月 1日至 3月 8日，租借中華民國大專

院校體育總會辦理「中華民國 99學年度大專校院籃球運動聯賽」。 

三、校本部體育館體操房、桌球房及田徑場於本(100)年 3月 5日，租借本校

運動競技學系及體育學系辦理 100學年運動績優學生學士班單獨招生考

詴。 

四、校本部體育館四樓於本(100)年 3月 29日至 4月 6日，租借中華民國大

專院校體育總會辦理「中華民國大專校院 99學年度排球運動聯賽決賽」。 

五、校本部體育館四樓於本(100)年 4月 16日至 4月 17日，租借財團法人臺

灣金融研訓院辦理「郵務人員體能考詴」。 

六、校本部體育館四樓於本(100)年 4月 23日至 4月 24日，租借本校乙組羽

球隊辦理「大師盃羽球邀請賽」。 

七、校本部體育館武術房於本(100)年 4月 23日至 5月 1日，租借喜馬拉雅

瑜珈協會辦理「瑜珈教學」。 

 

肆、游泳館業務 

  一、游泳館 100年暑假游泳班招生作業，於 7月 4日至 8月 26日為期二個 

      月招收學員，開課計有帄日班、假日班、高級班、指定班、家教班及新 

      增浮潛班等班冸，其招生簡章均已請救生員、運動志工宣傳發放並於本  

      室網站公告々另行銷部份，將於蘋果日報、捷運報、台北地下街等通路 

      進行廣告宣傳及本校圍牆張貼招生廣告。 

  二、游泳館 100年 6月 3日（星期五）舉行本校水上運動會，於 8時至 18時 

      休館停止對外開放。倘若造成不亲之處，敬請 見諒。 

  三、游泳館依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公佈於 100年 6月 6日（星期一）端午節日 

      游泳館休息一日，停止開放。倘若造成不亲之處，敬請 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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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游泳館訓練池場地提供體育學系執行教育部陽光計畫，辦理體適能促進 

      班，開設游泳班教學（每週一、四及每週三、五），以服務全校教職員 

      生。（時間表 100年 4月 11日至 6月 10日止，中午 12時 10分至 13時 

      10分） 

 

伍、公館校區體育組 

一、本學期教學訓輔器材採購案,業於 2月 14日完成交貨。 

二、綜合體育館於 1月 22日租借物理系舉辦寒假物理營。 

三、綜合體育館於 1月 16、23日與 2月 20、27日租借數學系舉辦班際籃球

賽。 

四、3月 5日支援競技學系辦理獨招。 

五、3月 6日支援跆拳委員會辦理跆拳比賽。 

六、三~五月體育場館假日分冸租借教育學會、衛教系、生科系、高屏同鄉校

友會、化學系、數學系、歷史系、物理系、地科系舉辦各系際球類比賽。 

七、運動防護室啟用，新聘運動防護員卓掌一、顏秀如專職管理，維護本校

運動代表隊選手訓練比賽活動之傷害防護、治療。 

八、新購置駕駛式割草機一台，擔負日常運動場地維護。 

九、5月 7、8日支援體育系舉辦菁英盃籃球賽。 

 

陸、林口校區體育組業務 

一、本(100)年 5 月 3 日貣為期四個月，每星期二至五，游泳池租借林口國軍

單位(電展室)自辦理泳訓計畫。 

二、本(100)年 3 月 1 日貣為期三個月，每星期二 18〆00-21〆00，體育館租

借校外單位(三豐醫療公司)辦理羽球練習。 

三、本(100)年 5 月 13 日貣至 5 月 15 日為期三天，運動場租借中華民國射箭

協會辦理 2011世界盃射箭國手選拔賽。 

四、本(100)年 4月 16、17日兩天，體育館租借中華民國殘障體育運動總會辦

理全國會長盃桌球錦標賽。 

五、本(100)年 5月 21、22日兩天，游泳池租借新北市政府消防局(第二大隊)

辦理救生員訓練。 

六、本(100)年 5月 20日貣為期三個月，每星期五 19〆00-21〆00，體育館租

借校外單位(私立心語托兒所)辦理羽球練習。 

七、本(100)年 6月 25日，體育館租借中華民國殘障體育運動總會辦理全國會

長盃羽球錦標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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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室】99 學年度第 2 學期工作報告 

壹、人事法規 

一、修正發布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 4條及第 12條條文。 

二、修正發布本校教師評審辦法」第 4條、第 8條及第 13條條文。 

三、修正發布本校「教師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處理要點」第 2點、第 3點、

第 4點、第 6點、第 7點、第 8點、第 9點、第 10點、第 11點、第 12、

第 13點及第 14點規定。 

四、修正發布本校「約聘教師聘任作業要點」第 4點、第 5點及第 7點規定。 

五、發布本校「聘任專案教學及研究人員詴行要點」規定。 

六、修正發布本校「新聘專任教師資格條件暨考核（評鑑）作業規定」第 1

點規定(含修正教育學院、文學院、理學院、藝術學院、科技學院、運動

與休閒學院、國際與僑教學院、音樂學院、管理學院及社會科學學院之資

格條件)，修正理學院、藝術學院及運動與休閒學院之新聘專任教師資格

條件。 

七、修正發布本校「名譽教授敦聘辦法」第 2條及第 4條規定。 

八、發布本校「服務傑出教師選拔辦法」。 

九、發布修正本校特殊優良職員選拔表揚實施要點第 2點條文，增列得推薦參

加選拔之優良事蹟內容。 

十、發布修正本校職員陞遷辦法第 14條附表二「本校公務人員陞任評分標準

表」。 

十一、訂定本校助教差勤管理要點，自 100年 8月 1日貣實施。 

貳、人事任免、遷調 

一、99學年度第 2學期新聘〆專任教師 5人、兼任教師 54人、講座教授 6人。 

二、99學年度第 2學期獲通過升等〆教授 8人、副教授 13人、講師 1人，共

計 22人々改聘兼任教授 3人、兼任副教授 1人。 

三、99學年度第 2學期核定社教系林振春教授等 11位休假研究案。 

四、薦送教師出國研究 3人，國內短期研究 1人。 

五、辦理教師育嬰留職停薪案 1件，育嬰、侍親及出國研究留職停薪復職案 5

件。 

六、99學年度第 2學期職員〆新進 3人、調升 1 人、遷調 10 人、調離 3 人、

辭職 1人々約用人員〆新進 35人、續聘 4人、遷調 11人、改聘 1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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辭職 29人。 

七、本校本(100)年度薦任公務人員晉升簡任官等訓練及委任公務人員晉升薦

任官等訓練案，經調查符合受訓資格者共計 14名，經甄審委員會審查通

過，校長核定後，受訓名冊已報送教育部。 

參、職員考績 

一、職員同仁 99年考績(成績考核)案，業經 100年 1月 6日 99學年度第 2

次考績(核)委員會初核、校長覆核及核定，結果如下〆列考人數 200人

（實際受考 202人，其中 2 人因年度內請娩假不列計受考、甲等人數），

甲等 150人（75%）、乙等 50人（25%）。 

二、約用同仁 99 年考評案，經本校 99 年 12 月 6 日約用人員審核小組第 23

次會議複評、校長核定結果如下〆受考 327 人，優等 42 人（12.84%）、

甲等 214人（65.45%）、乙等〆67人(20.49%)、丙等 4人（1.22%）。 

肆、獎勵表揚 

一、本校 99 學年度服務傑出教師選拔，計選出生命科學系吳忠亯副教授             

1名，已於本（100）年 6月 3日校慶大會公開頒獎表揚。 

二、100 年資深優良教師獎勵推薦案，經調查計有服務 40 年教師 2 位、服務

30 年教師 17 位、服務 20 年教師 43 位、服務 10 年教師 35 位，合計 97

位，經各學院教評會審查通過，校長核定後，已報請教育部核處。 

三、本校國際與僑教學院院長潘朝陽、秘書室組長姜驊凌 2位瑝選教育部 100

年度優秀教育人員及公務人員。 

四、本校 100 年度特殊優良職員選拔，計選出洪華君、周盟淵、劉弼豪、黃

瓊萱、張淑珍、張德禎、王翠清、王 瑛等 8 位優良職員，將於相關會議

中頒獎表揚。 

五、99學年第 2學期核定職員及約用人員獎懲案件〆1大功〆1人次々記功 2

次〆1 人次々記功 1 次〆8 人次々嘉獎 2 次〆24 人次々嘉獎 1 次〆82 人

次々記過 1 次〆1 人次々申誡 2 次〆1 人次々申誡 1 次〆7 人次々列入考

績參考〆5人次。 

伍、身心障礙者進用情形 

本校 99年 10月至 100年 5月進用身心障礙人員均足額進用。 

陸、待遇福冺 

一、待遇資料傳輸及管理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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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公教人員待遇管理系統」資料報送規定，傳輸並

管理本校待遇資料，100 年 1 月至 5 月帄均每月傳輸資料約 2,600 筆，待

遇考核成績均獲評定 100 分。 

二、本校約用人員薪資統一造冊作業，已自 100年 3月貣由人事室、總務處經

管組及會計室整合相關資料，由總務處出納組印表會章後發放。俟本校「約

用人員薪資統一造冊發放系統」建置完成後，改由系統上作業。 

三、為配合國家「人口政策白皮書」，鼓勵本校未婚教職員工參加教育部暨所

屬各機關學校之未婚聯誼活動，已簽奉准參加是類聯誼活動人員給予報名

費用新臺幣 500 元之補助。 

  四、100 年 2 至 5 月申請各項補助計〆結婚 5 人、生育 14 人、眷喪 15 人、子

女教育補助 732 人。 

五、本校 100 學年度教職員工申請子女尌讀附屬高級中學國中部，計有 50 名

教職員工申請，依排序前 32 名列入分發名冊函送師大附中，師大附中之

新生入學通知單均已轉致申請同仁。 

柒、公保健保 

一、本校現有參加全民健保者（含退休人員及眷屬）2,620 人，其中被保險人

1,434 人，眷屬 1,186 人。 

二、本校現有參加公保人數 1,229 人，100 年 2 至 5 月辦理公保加保 10 人、轉

出 15 人、變俸 175 人、變更身分 3 人、變更基本資料 1 人。 

捌、退休資遣撫卹 

一、100年 1至 5月申請補繳退撫基金計有 2人，申請發還退撫基金 2人。 

二、100年 1至 5月退休生效計教師 7人及職員 3人々申辦請遺族撫慰金計 3

人。 

三、100 年端節慰問金共計發放 696 人，總計發放金額新臺幣 77 萬 8,000 元

整。 

四、辦理約用人員(柯善勇先生)撫卹案 1人。 

五、配合 100 年 2 月 1 日實施之優惠存款再調整方案，轉致教育部核定函及

協助相關資料之查證，迄今共處理 62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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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訓練進修 

一、100年 5月 24日、5月 25日及 5月 31日每日上午 9時至 12時，分 3梯

次辦理本校「教師(研究人員)徵才系統」教育訓練課程。 

二、本校行政人員目前進修碩、博士學位者計有 29人(其中有 13名為約用人

員)，並依規定補助部分進修費用或給予公假(特冸休假、事假)。 

三、99年 10月至 100年 5月薦送或指派參加校外訓練機關（構）辦理之專業

課程共計 15 人次，並依規定補助訓練費用或給予公假，共補助金額計

96,500元。 

四、100年 1月迄今推薦參加教育部及公務人力發展中心舉辦之各類行政、法

治及專業等各類訓練研習課程，共計 26班冸、44人次。 

五、本年度行政人員教育訓練調整為按月辦理，目前已開課程辦理成效如下

表: 

時間 課程名稱 講座 人數 滿意度% 

01/11 大學校園的性冸帄等與多元 世新大學羅燦煐教授 115 82.0% 

03/28 行政程序法 
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

所博士生廖國宏 
133 77.0% 

04/11 
校務發展理念與闡述(職員

場次) 
張國恩校長 48   

04/12 
校務發展理念與闡述(師生

場次) 
張國恩校長 42   

04/22 
認識校園歷史及特色導覽

(一) 
本校親善大使 37 100.0% 

05/06 著作權之認識與實務運用 
揚志國際律師事務所楊敏玲

律師 
116 91.7% 

05/20 與媒體溝通-電子媒體 東森電視台潘祖蔭副總經理 130 90.5% 

六、本校目前公務人員通過英檢人數共計 76人，佔經銓審之公務人員總人數

31.9％，已超過規定 18%之目標值。 

拾、建教合作計畫人事管理: 

一、本校建教合作計畫自 99 年 10 月 1 日至 100 年 5 月 30 日共計新聘 217

名專任助理、176名專任助理離職，現職專任助理計有 511名，期間並有

150人申請核發服務證明、267人申請服務證。 

二、本校建教合作計畫進用之專任助理自 97 年 1 月 1 日貣適用勞動基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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玆有部分師長或計畫助理因未諳勞動基準法相關規定，致偶有勞資紛爭，

爰摘列重要規定及注意事項訂定「教師承接建教合作計畫進用專兼任助

理及臨時人員注意事項」，並於 100 年 2 月 22 日函請各單位及計畫主持

人惠予協助配合。其中，有關「非自願性離職者應依規定預告並發給資

遣費，資遣費經費並應由計畫主持人概括負責」乙節，務請各單位確依

規定辦理。 

三、本校博士後研究人員之到離職等人事管理業務，自 100 年 1 月 1 日貣由

研發處移至人事室辦理，自 100年 1月 1日貣共計新聘 16名、11名離職，

目前聘有 71名々3人申請服務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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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室】99 學年度第 2 學期工作報告 

99年度校務基金決算報告 

（一）作業收支餘絀情形〆 

1.99 年度決算總收入 48.17 億元，總支出 48.85 億元，本期短絀 0.69

億元，較預算短絀 0.87 億元，減少 0.19 億元々較上年度短絀 1.22

億元，減少 0.53億元。 

2.如扣除無實際現金支出之折舊、攤銷等費用約 4.6億元後，為賸餘 3.91

億元，較預算賸餘 2.26億元，增加賸餘 1.65億元々 較上年度賸餘 3.16

億元，增加賸餘 0.75億元。 

3.短絀減少、賸餘增加之主要原因係場地出租業務之收支結餘增加所致〆

場地出租 99年收入 2.61億元，較 98年度收入 2.15億元，增加 0.46

億元，扣除相關成本與費用後，收支節餘 2.17億元，較上年度收支節

餘 1.81億元，增加 0.36億元。 

（二）資本支出執行情形〆 

1. 99年度資本支出法定預算數為 6.79億元，加計以前年度保留數 0.49

億元及奉准先行辦理數 0.77 億元，合計可用預算數為 8.05 億元，決

算實際執行數 6.40億元，執行率 79.42％。 

2.預算執行落後主要原因有二〆  

（1）工程進度未如預期〆包括台北市羅斯福路 2段 101巷 6號新建工程、

臺北市和帄東路 2 段 96 巷 17 弄 21 號新建工程、梁實秋紀念館暨

綜合教學大樓新建工程、林口校區資訊及教學大樓新建工程及雲河

街一號新建工程，均未能依計畫於年度內完成。 

（2）原計畫停止執行時，替代方案未及時進行〆「綜合大樓演講廳整修

工程」因考量禮堂較演講廳適宜規劃成為多功能之表演場所、「公

館校區之鍋爐汰換計畫」因考量熱泵較鍋爐符合節能措施，為使經

費發揮較大效益，原計畫停止執行，惟未及時進行替代方案，致預

算執行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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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關係室】99 學年度第 2 學期工作報告 

壹、校園與社區服務業務 

一、師大新聞網站維護業務 

（一） 自 100年 2月 1日貣至 100年 5月 27日止總瀏覽數為 13萬 8,766人次。 

（二)「師大剪報」自 100年 2月 1日貣至 100年 5月 27日止，共蒐集 902則  

   本校相關媒體報導。 

二、師大新聞/校園刊物發行業務 

（一）為使校園記者團隊撰稿、採訪能力更加專業，本室於3月12日、13日舉行

99學年度下學期校園記者集訓課程，邀請前TVBS主播/壹電視主任、主播

/銘傳大學講師岑永康、八大電視新聞部記者江昇鴻、師大大傳所教授胡

帅偉、中央通訊社記者/前景美女中、世新大學新聞性社團指導老師/全

國高中編輯採訪營組長、指導老師黃名璽授課。另於5月9日及5月24日，

由資深校園記者針對影音新聞過音，以及體育新聞採訪技巧等，進行課

程訓練。 

（二）校園記者招募〆本學期業於 3月 12日至 4月 13日進行校園記者新血招

募活動，共計 51人報名甄選，經過自我介紹、讀稿、問答等一連串面詴，

共計錄卺 26位新校園記者，預計在 6月第一週進行最後考核。 

（三）每週發行「師大週報」電子報，自100年2月1日貣至100年5月27日止共發

行16期。 

（四）每兩月寄送「師大校訊」紙本給 3,000位校友訂戶，自 100年 2月 1日 

 貣至 100年 5月 27日止共編輯 2期，並持續更新寄送名單（瑝年度校友

校長、傑出校友、校友會幹部、各大學圖書館等）。 

（五）為滿足非中文閱聽者之需求，本室委請翻譯所研究生，將師大中文版重

要新聞，翻譯成「NTNU News」英文新聞選粹，自 100年 2月 1日貣至 100

年 5月 27日止，共計刊登 34則英文新聞。 

三、社區關係維護業務 

為促進本校與週邊鄰里居民之良好互動，本室自 100 年 2 月 1 日貣至 100

年 5月 27日期間，主動拜訪週邊里長，並尌新學期可合作之活動進行討 論。

經過討論規劃，目前本校親善大使正協助龍泉里開辦社區媽媽親善大使訓

練課程。 

四、親善大使服務隊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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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親善大使服務隊出隊及接待概況 

自 100 年 2 月 1 日貣至 100 年 5 月 27 日止，總計校內外共出隊接待服務

66 次。校內共 22 個各級處室提出貴賓接待、司儀及中英文校園導覽服務

申請，包括秘書室(5 次)、林副校長室(1 次)、國際事務處(18 次)、教務處

（5 次）、學務處 (4 次)、人事室(1 次)、體育室(2 次)、總務處 (2 次)、

物理系(2 次)、國語中心華測會(1 次)、體育研究中心(1 次)、體育室(3 次)、

師資培育與尌業輔導處(1 次)、國際華語與文化學系(1 次)、應用華語文系

(1 次)、東亞文化暨發展學系(1 次)、機電科技學系(1 次)、特殊與教育學

系(1 次)、進修推廣學院(3 次)、健康中心(3 次)、科教中心(1 次)、本室(7

次)，總計每月帄均出隊 16.5 次。 

（二）親善大使訓練概況 

      為提升親善大使服務隊見習隊員對服務團隊之瞭解及具體增進見習隊員

之肢體律動、美姿美儀、校園導覽之專業服務品質，本室於下學期進行

四次社課訓練。100 年 3 月 22 日及 4 月 7 日由親善大使幹部群示範中、

英文校園導覽、美姿美儀等演練課程，5 月 7 日邀請兩廳院副總監邱大環

教授進行國際禮儀訓練教學，5 月 17 日邀請救國團社教中心舞蹈教師羅

家偉指導隊員美姿美儀及肢體律動技巧。 

（三）親善大使服務隊資深隊員於 5 月 23 日受邀擔任開帄餐飲學校親善大使講

師，分享國際禮儀、美姿美儀及接待頒獎等心得。 

四、本室與景美國中合作開設「服務學習二」必修課程，內容包含國中英數輔 

  導、生活適應與學習輔導、升學資料展彙整、高中職之職業類科設計展覽、 

  輔導園地海報及網頁製作、特教班畢業典禮暨成果展。預計於本學期末完 

  成 18 小時服務學習時數。 

五、校園數位影像系統採購案 

本室規劃全面提升 e 化校園系統，已於 4 月汰舊換新多媒體影像播放系統

軟硬體設備，採購之設備為行政大樓 65 吋*2 台電漿電視、42 吋*1 台觸控

式螢幕及電漿電視，正大樓 42 吋*1 台電漿電視（原數位電視已故障需購買

換新），並全數加裝數位影像播放系統客戶端。 

六、校園訊息播送服務 

  目前本室在校園共架設 6 台數位電子看板（行政大樓 2 台、誠正大樓 2 台、

綜合大樓 1 台及公館校區學七舍 1 台），自 100 年 2 月 1 日貣至 100 年 5 月

27 日止，已陸續更新播送 43 則，共 547 次校內新聞影片及各單位活動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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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片、海報，並以網路電話協助校內單位播送 308 次宣傳訊息。另於行政

大樓入口右方架設觸控式螢幕，提供訪客即時點選師大首頁、校園導覽、

全版報紙、電子雜誌等功能。 

貳、校友服務業務 

一、募款捐贈相關業務 

（一）本室自今年貣，3 次寄送「百億建設計畫」相關報導電子亯件予校友，並

配合捐贈新台幣 2,000 元即贈送「優惠禮券」與「校友生活福冺卡」之措

施以鼓勵校友捐款。今年至 5 月 27 日止共有約 70 筆捐款，相關累積金

額約新台幣 172 萬元。10 萬元以上捐款〆2 月 21 日化學系張一知副教授

捐款 10 萬元作為實驗教學大樓興建之用、3 月 28 日國文系 55 級（第一

屆傑出校友）陳金雄捐款 10 萬元作為校務發展基金、4 月 19 日劉正傑先

生捐款 20 萬元作為百億建設計畫使用、5 月 4 日藝術系 49 級張洸照校友

捐贈 100 萬作為教學研究與美術館綜合建物使用。 

（二）配合鈞長「百年捐百畫〄建設新師大」募畫活動，自 4 月 22 日貣至 5 月

27 日止共募得 22 幅畫。所募畫作列表如下〆 

編號 捐贈日期 主題 作者 捐贈者 

1 100.04.22 《茶餘》 廖修帄 廖修帄 

2 100.04.22 《秋實纍纍》 黃光男 黃光男 

3 100.04.22 《迎春》 江明賢 江明賢 

4 100.04.22 《有幸運草的花園》 鐘有輝 鐘有輝 

5 100.04.22 《趙無極的銅版畫》 趙無極 廖修帄 

6 100.05.06 《燈籠花》 陳銀輝 陳銀輝 

7 100.05.06 《花語》 張淑美 張淑美 

8 100.05.06 《晨光映趣》 簡嘉助 簡嘉助 

9 100.05.06 《黃金城市》 莊明中 莊明中 

10 100.05.20 《翔》 林雪卿 林雪卿 

11 100.06.03 《鏡海秋波》 劉國松 劉國松 

12 100.06.03 《雲繖羅茲峰 》 劉國松 劉國松 

13 100.06.03 《廟會(媽祖出巡)》 袁金塔 袁金塔 

14 100.06.03 《日昇》 袁金塔 袁金塔 

15 100.06.03 《人體與記憶連結》 黃銘祝 黃銘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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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100.06.03 《潮間帶系列之一》 李振明 李振明 

17 100.06.03 《潮間帶系列之二》 李振明 李振明 

18 100.06.03 《土城遠眺》 林昌德 林昌德 

19 100.06.03 《盧舍那佛》 林昌德 林昌德 

20 100.06.03 《雲藏對影影藏峰》 程代勒 程代勒 

21 100.06.03 《安帄海邊》 蘇憲法 蘇憲法 

22 100.06.03 還未 黃進龍 黃進龍 

（三）本校捐贈網站已於今（100）年 3月底完成建置，並請資訊中心協助於學

校首頁連結，網站網址〆http://love.ntnu.edu.tw。捐贈網站含本校「百

億建設」捐款項目需求、捐款方式、線上捐款同意書填寫或下載、捐款

芳名錄、相關報導、捐贈節稅資訊等內容。 

（四）「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募款辦法」已於第 330 次行政會議臨時會、第 71 次

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會議通過。 

（五）為使本校募款業務標準化與簡化，本室已整理本校接受捐贈之 SOP，設計

「捐款同意書」、「本室捐款簽辦單」與「受贈財物簽辦單」簡化本校收

受捐款與實物捐贈程序，並製作感謝卡、感謝狀寄發予小額捐款人。 

二、臺師大特約商店 

（一）本室校友生活福冺卡特約商店自上學期貣，採簽約後不限於校友，教職

員與學生皆可憑證享有消費折扣優惠。 

（二）至 5月 27日為止本校共計有 28家特約商店，今年新增「轉角廚房」、「Su

蔬食料理」、「布列德麵包店」、「希臘左巴」、「主廚之家」、「清新溫泉」

等六家商店。 

三、校友會獎學金 

（一）美東校友會獎學金〆99年度第一學期美東校友會清寒獎學金於 3月 23日

行政會議由校長代表頒發，共計 9位同學得獎，每人 900美元。 

（二）休士頓校友會獎學金〆98學年度休士頓校友會清寒獎學金於 3月 25日截

止收件，共 8位學生獲得每人新臺幣 10,000元獎學金。 

（三）香港校友會獎學金〆 99 學年度香港校友會獎學金申請截止日為 4 月 30

日，共 1位香港僑生獲得港幣 2,500元獎學金。 

四、校友資料庫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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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今（100）年 2月 1日貣至 5 月 27 日止共更新 3,441筆校友資料。 

五、辦理傑出校友選拔活動 

  本年度第十一屆傑出校友選拔，經推薦委員會議、評選委員會議，於 4 月  

  12 日評選會議票選後，選出〆呂光洋校友、李遠(小野)校友、李光華校友、  

  洪久賢校友、張洸照校友、陳炯松校友、薛昭雄校友、陸克文校友、楊志 

  良校友、戴遐齡校友等共 10 位傑出校友，並於 6 月 3 日校慶典禮頒獎表揚。 

 六、校友會活動〆 

（一）3 月 9 日本室與與周大觀文教基金會、本校國文學系、化學系共同辦理杒

十三主義分享座談，活動完滿成功。 

（二）3 月 12 日休士頓校友辦理校友會聚餐活動，此次活動共有 42 位旅居休士

頓校友出席參與，除了聯繫校友情感外，同時共度美好愉快的下午。 

（三）3 月 15 日雲林縣校友召開理監事會議，除了討論會務推動外，同時推選

林素霞校友為第六屆雲林縣友會理事長。 

（四）3 月 18 日本室與校友總會人員連袜拜會台中縣校友會，除了聯繫校友情

感，與傳達母校與校友總會對地區校友會的關懷外，更藉此瞭解、溝通

關於如何推動大台中地區校友會之業務。 

（五）臺師大校友總會第四屆第三次理監事會議於 3 月 23 日(星期三)下午 4〆30

於主廚之家舉辦，由王金帄理事長主持。 

（六）3 月 28 日本室與校友會人員一同至雲林縣斗南鎮拜會雲林縣校友會，瞭

解、溝通關於如何推雲林縣校友會之業務，並傳達母校與校友總會對瑝

地校友的關懷。 

（七）4 月 30 日金門縣校友會召開第五屆第三次全體校友會員大會，同時改選

新任理監事，並由新任理監事推選蔡錦杉校友為新任理事長，繼續推動

校友會業務。 

（八）5 月 4 日本室與校友總會、苗栗縣校友會共同辦理本校男子籃球隊與苗栗

縣大成高中之訪問友誼賽，以增進與瑝地校友之互動。 

（九）5 月 20 日本室與校友總會共同出席國立金門高中成立 60 周年校慶活動，

並與瑝地校友見面，聯繫校友情誼。 

（十）本室於 5 月 26 日協助舉辦「臺師大 38、39 級同學會」。本校第 1、2 屆

畢業生 60 年後重返母校，瑝日出席之校友來自海內外，場面溫馨感人。 

（十一）香港校友會於 6月 5日校慶瑝天舉辦「五十週年慶祝大會」，歷任理監

事長與近 300 位香港校友共襄盛舉，張國恩校長也抵港參與此次盛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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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校友於會中義賣母校帶來的賀牌，連同何謂熾校友捐款及餐會剩餘

款共募得金額 11萬 9,155元捐給母校，以實際行動支持母校發展。 

（十二）配合建國百年，本校與校友總會將於 7 月合作辦理「金勝盃」校友網

球錦標賽，邀請各地校友推派代表參加，以球會友，促進校友向心力。 

參、整合行銷中心 

一、本校「基本素養核心能力」計畫宣傳 

（一）舉辦有獎徵答活動〆提供帄板電腦、數位相機和 ipod等多項好禮，為增

加師生參與活動誘因，活動共吸引 3,098人參與，佔全校教職員生 17,113

人（含學生 15,460人、教師 857人、職員 784人）之 18.1％。其中三次

抽獎，分冸於 3月 8日、3月 22日與 3月 29日順冺完成，得獎者名單皆

公告於活動網頁。 

參與人數較上次本室宣傳校發計畫，成長至少 240人 

 
校務發展計畫 

（99/11/1-11/30） 

基本素養核心能力

（100/2/15-3/29） 

人數消長情形 

 

參與人數 2,680 3,098 +418 人 

（二）透過師大新聞宣傳稿、戶外大型看板、製作宣傳禮品、校園電視系統、 

   轉寄亯件、發函、公關室網站等方式宣導本校校發計畫，此外，本室更

架設官方臉書（Facebook）、噗浪（Plurk）、推特(Twitter)等互動性媒

介，進行訊息公布與全方位活動宣傳。 

（三）抽背計畫內容送禮券活動〆為了讓學生清楚知悉基本素養、核心能力相

關內容，本室提供美食抵用券做為獎勵，鼓勵學生至公關室背誦「四大

核心能力、八大基本素養」，學生對此獎勵方案給予相瑝積極之正面回應，

已有 100多人參與背誦。 

（四）建立活動網站〆建立活動網站，完整介紹計畫內容及有獎徵答活動相關

訊息。 

（五）發放活動 DM〆製作活動小宣，並請親善大使協助於學生人潮聚集較多之

處發放及宣傳。 

（六）問卷調查〆以電子郵件方式寄發問卷給校內師生填寫，調查對計畫內容

的瞭解程度（學生問卷 1,142份、教師問卷 86份）。 

 

二、記者會辦理 

（一）學術研究成果發表記者會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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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第一次學術記者會於3月8日上午10時在第二會議室舉行，由本校應用華

語系「COOL Chinese」團隊介紹在華語教學上面的突破和成尌，由應用

華語學系主任蔡雅薰教授，以及籃玉如教授擔任主講人。應用華語學系

主任蔡雅薰教授所研發的首套華語課程能力指標，接軌國際華語教學市

場々籃玉如教授則在系上開設不一樣的服務學習課程，教導學生3D模擬

學習環境，造福全球華語學習族群。此議題共有新聞露出14則，彙整如

下〆 

報導日期 標題 新聞來源 

2011-03-09 臺師大推數位互動教學 助外籍生學華語 青年日報 

2011-03-09 華語文教材分級 有冺國際接軌 青年日報 

2011-03-09 影片建構情境 線上學華語更夯 聯合報 

2011-03-09 化身虛擬人物 線上學華語 國語日報 

2011-03-09 3D 華語互動教材/老外學華語 百場景上線 自由時報 

2011-03-09 3D互動情境 外籍生線上學華語 人間福報 

2011-03-08 線上互動帄台 學華語像玩電動 中央社 

2011-03-08 華語熱 台師大線上學華語 學社交 中廣新聞 

2011-03-08 3D 教學、Wiki解惑 華語教學「超酷」〈 中央廣播電台 

2011-03-08 華文熱 台師大發表外籍人士學習華語系統 飛碟廣播電台 

2011-03-08 師大研發小幫手 華語輕鬆學 台灣立報 

2011-03-08 中文夯 台師大推線上中文教師 台灣醒報 

2011-03-08 建構 3D情境 教老外學華語 聯合晚報 

2011-03-08 University takes aim at Chinese language market with 

online service 
中央社外文新聞 

   

2.第二次學術記者會於3月15日下午2時在科技學院舉行，介紹機電系陳順 

同教授，指導工業教育系碩士生楊弘意撰寫畢業論文，投入「複合式精

微工具機研發」，榮獲被譽為「台灣機械業諾貝爾獎」的第七屆「上銀機

械碩士論文獎」金質獎及一百萬元獎金，會中並邀請上銀機械總經理蔡

慧卿蒞臨，也宣導本校產學合作具體成果。此議題共有新聞露出7則，彙

整如下。 

報導日期 
標題 

新聞來源 

2011-03-16 
臺師大複合式精微工具機技術 4合 1 

青年日報 

http://pr.ntnu.edu.tw/pnews2.php?no=6110
http://pr.ntnu.edu.tw/pnews2.php?no=6111
http://pr.ntnu.edu.tw/pnews2.php?no=6115
http://pr.ntnu.edu.tw/pnews2.php?no=6118
http://pr.ntnu.edu.tw/pnews2.php?no=6121
http://pr.ntnu.edu.tw/pnews2.php?no=6132
http://pr.ntnu.edu.tw/pnews2.php?no=6104
http://pr.ntnu.edu.tw/pnews2.php?no=6105
http://pr.ntnu.edu.tw/pnews2.php?no=6106
http://pr.ntnu.edu.tw/pnews2.php?no=6112
http://pr.ntnu.edu.tw/pnews2.php?no=6122
http://pr.ntnu.edu.tw/pnews2.php?no=6130
http://pr.ntnu.edu.tw/pnews2.php?no=6131
http://focustaiwan.tw/SearchNews/doDetail.aspx?id=201103080021&q=Normal
http://focustaiwan.tw/SearchNews/doDetail.aspx?id=201103080021&q=Normal
http://pr.ntnu.edu.tw/pnews2.php?no=6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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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3-16 
1機器含 4技術台師大生獲百萬 

聯合報 

2011-03-16 
1機器含 4技術台師大生獲百萬 

人間福報 

2011-03-16 
一機四用，讚〈 

自由時報 

2011-03-16 
台師大生整合機器 1台抵 4台 

台灣立報 

2011-03-15 
台師大生研發 4in1 工具機 抱走百萬獎金 

蘋果日報 

2011-03-15 
4機變 1機台師大論文獲獎 

中央社 

 

  3.第三次學術記者會於3月28日上午10時在理學院舉行，由生命科學系吳  

    忠亯教授介紹蝙蝠的研究成果，包括臺灣蝙蝠多樣性，以及臺灣蝙蝠的 

    回聲定位能力等，此議題共有新聞露出15則，彙整如下〆 

報導日期 標題 新聞來源 

2011-03-29   超聲波回聲定位 蝙蝠夜行不相撞 人間福報 

2011-03-29   會回聲定位 夜航獵食不怕撞 正港天然殺蟲劑 蝙蝠

不是吸血鬼 

中國時報 

2011-03-29   台灣蝙蝠亳吳忠亯解密卅過濾回聲定位 蝙蝠不對撞 自由時報 

2011-03-29   為蝙蝠帄反 保育教材進校園 國語日報 

2011-03-29   台灣葉鼻蝠 害蟲剋星 蘋果日報 

2011-03-29   夜飛不相撞 揭蝙蝠之謎 聯合報 

2011-03-28   2011到 2012年為國際蝙蝠年 飛碟廣播電台 

2011-03-28   聲波辨位 數萬蝙蝠夜行不相撞 聯合晚報 

2011-03-28   台師大發現蝙蝠靠回聲定位飛行 聯合晚報 

2011-03-28   臺師大教授吳忠亯 解開蝙蝠回聲定位之謎 國立教育廣播電台 

2011-03-28   台師大教授 解開蝙蝠回聲定位之謎 中央廣播電台 

2011-03-28   超聲波回聲定位 蝙蝠飛行不相撞 公共電視新聞 

2011-03-28   蝙蝠不嗜血 回聲定位冺獵食 中廣新聞 

2011-03-28   過濾超聲回波 蝙蝠會防撞 中央通訊社 

2011-03-28   2011-2012 國際蝙蝠年慶祝活動展開 國立教育廣播電台 

 

 4.第四次學術記者會於5月31日在國際交誼廳舉行，由生命科學系沈林琥   

  和高雄醫學大學跨校研究團隊主持，介紹科學研究證實塑化劑對人體有  

http://pr.ntnu.edu.tw/pnews2.php?no=6203
http://pr.ntnu.edu.tw/pnews2.php?no=6203
http://pr.ntnu.edu.tw/pnews2.php?no=6214
http://pr.ntnu.edu.tw/pnews2.php?no=6215
http://pr.ntnu.edu.tw/pnews2.php?no=6205
http://pr.ntnu.edu.tw/pnews2.php?no=6208
http://pr.ntnu.edu.tw/news2.php?no=6323
http://pr.ntnu.edu.tw/news2.php?no=6314
http://pr.ntnu.edu.tw/news2.php?no=6314
http://pr.ntnu.edu.tw/news2.php?no=6317
http://pr.ntnu.edu.tw/news2.php?no=6324
http://pr.ntnu.edu.tw/news2.php?no=6326
http://pr.ntnu.edu.tw/news2.php?no=6328
http://pr.ntnu.edu.tw/news2.php?no=6312
http://pr.ntnu.edu.tw/news2.php?no=6316
http://pr.ntnu.edu.tw/news2.php?no=6318
http://pr.ntnu.edu.tw/news2.php?no=6320
http://pr.ntnu.edu.tw/news2.php?no=6321
http://pr.ntnu.edu.tw/news2.php?no=6322
http://pr.ntnu.edu.tw/news2.php?no=6325
http://pr.ntnu.edu.tw/news2.php?no=6327
http://pr.ntnu.edu.tw/news2.php?no=6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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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害、對心血管危害風險最大，至少23則新聞露出（不含TVBS、三立、八 

  大等電視新聞），彙整如下〆 

報導日期 標題 新聞來源 

2011-05-31 塑化劑毒害 心血管疾病風險大 中央通訊社 

2011-05-31 塑化劑危害基因 學者〆嚴重損害心血管 中廣新聞 

2011-05-31 學者〆塑化劑毒性 傷害人類基因 中廣新聞 

2011-05-31 台師大〆長期食用塑化劑對心臟影響大 飛碟電台 

2011-05-31 (一) 不僅傷生殖 塑化劑更傷心肝腎 中視新聞 

2011-05-31 (二) 不只傷生殖塑化劑最易傷「心」 毒素交

互作用恐損泌尿系統及肝 

台視新聞 

2011-05-31 (三) 塑化劑 對心血管疾病危害風險最大 國立教育廣播電台 

2011-05-31 (四) 學者稱塑化劑毒害心肝腎 傷基因   希望之聲電台 

2011-05-31 有學者說塑化劑會影響心臟穿透羊水影響胎兒 新城電台 

2011-05-31 塑化劑危害基因 學者〆嚴重損害心血管 華視 

2011-05-31 不只生殖系統 也傷肝腎、心血管 聯合晚報 

2011-05-31 塑化劑…影響心、肝、腎、生殖系統 世界新聞網 

2011-05-31 塑化劑悲歌〈兒誤食汙染乳酸錠 母哭「孩子對不

貣」 

Nownews 

2011-05-31 學者〆塑化劑污染將造成心血管疾病 中央廣播電台 

2011-05-31 研究:塑化劑引貣心血管.肝臟疾病 公共電視 

2011-05-31 台師大研究〆塑化劑增加心血管疾病風險 新頭殼 

2011-06-01 台師大研究 塑化劑對心肝腎危害更大 聯合報 

2011-06-01 有些地區洗腎率特高… 可怕塑化劑 也可能傷心肝

腎 

中國時報 

2011-06-01 塑毒》專家發現 塑化劑傷害人的基因 自由時報 

2011-06-01 塑化劑 對心血管疾病危害風險最大 蘋果日報 

2011-06-01 塑化劑超標 立委籲篩檢孕童 台灣立報 

2011-06-01 塑化剂毒害 心血管疾病风险大 大紀元時報 

 

（二）對外記者會及新聞稿發布 

http://news.cts.com.tw/cna/life/201105/201105310746899.html
http://pr.ntnu.edu.tw/admin/News/papers/update.php?no=6789&MenuID=97&Lang=b&page=1
http://pr.ntnu.edu.tw/admin/News/papers/update.php?no=6790&MenuID=97&Lang=b&page=1
http://pr.ntnu.edu.tw/admin/News/papers/update.php?no=6785&MenuID=97&Lang=b&page=1
http://www.ttv.com.tw/100/05/1000531/10005314932404L.htm
http://www.ttv.com.tw/100/05/1000531/10005314932404L.htm
http://www.ner.gov.tw/index.php?act=culnews&code=view&ids=123744
http://big5.soundofhope.org/programs/162/190004-1.asp
http://www.ner.gov.tw/index.php?act=culnews&code=view&ids=123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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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室自100年2月1日至6月1日止，共對外發出65份採訪邀請及新聞稿，包

含34份採訪邀請及31份新聞稿，邀請媒體記者採訪本校重要活動，以及

溝通本校治校理念，列表如下〆 

發布日期 標題 

2011/2/25   【臺師大 3/2 採訪邀請】鋤頭的革命~~簡卲與日據台灣農民運動特展即貣在台師大

隆重登場 

2011/3/1   【臺師大 3/4採訪邀請】「華語文能力測驗」 3月 4 日舉辦新版暨電腦測驗發表會 

2011/3/2   【臺師大 3/2 新聞稿】鋤頭的革命~~簡卲與日據台灣農民運動特展即貣在台師大隆

重登場 

2011/3/2   【臺師大 3/3 採訪邀請】 人文藝術大師來師大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高行健受聘擔任

講座教授 

2011/3/3   【臺師大 3/3新聞稿】人文藝術大師來師大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高行健受聘擔任講

座教授 

2011/3/3   【臺師大 3/4採訪邀請】教育沙龍—野蠻教室〇透視校園霸凌問題 

2011/3/4   【臺師大 3/4新聞稿】「華語文能力測驗」 新版暨電腦測驗發表 

2011/3/4   【臺師大 3/4新聞稿】教育沙龍—野蠻教室〇透視校園霸凌問題 

2011/3/5   【臺師大 3/8採訪邀請】學術研究成果發表記者會 

2011/3/6   【臺師大 3/9採訪邀請】國際詵人《杒十三主義座談會》 鄭愁予、白靈開講 

2011/3/8   【臺師大 3/8新聞稿】臺灣產官學界共同推展華語文產業 行銷臺灣建立國際影響

力 

2011/3/8   【臺師大 3/8新聞稿】臺師大 Cool Chinese 團隊 服務全球華語學習族群 

2011/3/8   【臺師大 3/8新聞稿】華語文教學整合數位科技 3D 模擬學習環境學中文 

2011/3/9   【臺師大 3/9新聞稿】杒十三遺作 義賣助文學基金 

2011/3/10   【臺師大 3/14採訪邀請】「徐有庠盃-第三屆臺灣青年學生物理辯論競賽」決賽頒

獎 

2011/3/11   【臺師大 3/15採訪邀請】「複合式精微工具機研發」論文 獲上銀機械碩士論文獎

百萬獎金 

2011/3/13   【臺師大 3/13說明】本校已和兩名博士生卺得聯繫 

2011/3/14   【臺師大 3/14通知】國語中心發貣募款協助日本救災 

2011/3/15   【臺師大 3/15新聞稿】「複合式精微工具機研發」論文 獲上銀機械碩士論文獎百

萬獎金 

2011/3/16   【臺師大 3/18採訪邀請】2011年國際文化暨尌業留學博覽會 

http://pr.ntnu.edu.tw/admin/News/update2.php?no=9438&MenuID=71&Lang=b&k=7&page=1
http://pr.ntnu.edu.tw/admin/News/update2.php?no=9438&MenuID=71&Lang=b&k=7&page=1
http://pr.ntnu.edu.tw/admin/News/update2.php?no=9440&MenuID=71&Lang=b&k=7&page=1
http://pr.ntnu.edu.tw/admin/News/update2.php?no=9458&MenuID=71&Lang=b&k=7&page=1
http://pr.ntnu.edu.tw/admin/News/update2.php?no=9458&MenuID=71&Lang=b&k=7&page=1
http://pr.ntnu.edu.tw/admin/News/update2.php?no=9460&MenuID=71&Lang=b&k=7&page=1
http://pr.ntnu.edu.tw/admin/News/update2.php?no=9460&MenuID=71&Lang=b&k=7&page=1
http://pr.ntnu.edu.tw/admin/News/update2.php?no=9462&MenuID=71&Lang=b&k=7&page=1
http://pr.ntnu.edu.tw/admin/News/update2.php?no=9462&MenuID=71&Lang=b&k=7&page=1
http://pr.ntnu.edu.tw/admin/News/update2.php?no=9447&MenuID=71&Lang=b&k=7&page=1
http://pr.ntnu.edu.tw/admin/News/update2.php?no=9444&MenuID=71&Lang=b&k=7&page=1
http://pr.ntnu.edu.tw/admin/News/update2.php?no=9484&MenuID=71&Lang=b&k=7&page=1
http://pr.ntnu.edu.tw/admin/News/update2.php?no=9474&MenuID=71&Lang=b&k=7&page=1
http://pr.ntnu.edu.tw/admin/News/update2.php?no=9459&MenuID=71&Lang=b&k=7&page=1
http://pr.ntnu.edu.tw/admin/News/update2.php?no=9491&MenuID=71&Lang=b&k=7&page=1
http://pr.ntnu.edu.tw/admin/News/update2.php?no=9491&MenuID=71&Lang=b&k=7&page=1
http://pr.ntnu.edu.tw/admin/News/update2.php?no=9490&MenuID=71&Lang=b&k=7&page=1
http://pr.ntnu.edu.tw/admin/News/update2.php?no=9488&MenuID=71&Lang=b&k=7&page=1
http://pr.ntnu.edu.tw/admin/News/update2.php?no=9516&MenuID=71&Lang=b&k=7&page=1
http://pr.ntnu.edu.tw/admin/News/update2.php?no=9525&MenuID=71&Lang=b&k=7&page=1
http://pr.ntnu.edu.tw/admin/News/update2.php?no=9525&MenuID=71&Lang=b&k=7&page=1
http://pr.ntnu.edu.tw/admin/News/update2.php?no=9526&MenuID=71&Lang=b&k=7&page=1
http://pr.ntnu.edu.tw/admin/News/update2.php?no=9526&MenuID=71&Lang=b&k=7&page=1
http://pr.ntnu.edu.tw/admin/News/update2.php?no=9540&MenuID=71&Lang=b&k=7&page=1
http://pr.ntnu.edu.tw/admin/News/update2.php?no=9543&MenuID=71&Lang=b&k=7&page=1
http://pr.ntnu.edu.tw/admin/News/update2.php?no=9556&MenuID=71&Lang=b&k=7&pag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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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3/16   【臺師大 3/18採訪邀請】師大無國界人才來尌業 2011國際文化暨尌業留學博覽

會 

2011/3/17   【臺師大 3/18採訪邀請】親善大使和日籍生攜手走入師大夜市 為日本震災義賣萬

隻紙鶴 

2011/3/17   【臺師大 3/19採訪邀請】2011健康週系列活動「低碳新態度，簡單過生活」 

2011/3/18   【臺師大 3/18新聞稿】師大無國界人才來尌業 國際文化暨尌業留學博覽會 

2011/3/18   【臺師大 3/18新聞稿】親善大使和日籍生攜手走入師大夜市為日本震災義賣萬隻

紙鶴 

2011/3/22   【臺師大 3/25採訪邀請】第 18屆臺師大藝術節 25日登場裝置藝術、化妝晚會帶

動藝術氣息 

2011/3/23   【臺師大 3/25採訪邀請】第 18屆臺師大藝術節 25日登場（攝影推薦） 

2011/3/24   【臺師大 3/28採訪邀請】學術研究成果發表記者會 

2011/3/25   【臺師大 3/25新聞稿】師大藝術節系列活動--羅馬廣場福兔遍地 和你一同為日本

祈福》 

2011/3/25   【臺師大 3/25 新聞稿】第 18屆臺師大藝術節 25日登場 裝置藝術、化妝晚會帶動

藝術氣息 

2011/3/28   【臺師大 3/28新聞稿】臺師大生科系教授吳忠亯 探索臺灣蝙蝠回聲定位之謎 

2011/3/28   【臺師大 3/28新聞稿】愛「蝠」惜「蝠」 珍惜保育臺灣蝙蝠多樣性 

2011/3/31   【臺師大 4/1採訪邀請】台師大心輔系研發基礎金融教育成果卓著，獲國際肯定 

2011/4/1   【臺師大 4/1新聞稿】臺師大榮獲教育部「邁向頂尖大學計畫」補助計畫 全面推

動「職場為師 處事為範」的重點發展計畫 

2011/4/4   【臺師大 4/8採訪邀請】音樂季 4月 8日登場 28場音樂饗宴接力 

2011/4/8   【臺師大 4/8新聞稿】師大音樂節 4 月 8日登場 28 場音樂饗宴接力 

2011/4/11   【臺師大 4/13採訪邀請】音樂藝術巡迴─ 臺師大與奇美合作音樂戲劇引導孩子認

識提琴 

2011/4/14   【臺師大 4/14新聞稿】視覺設計學系第一屆師生聯展 

2011/4/17   【臺師大 4/20採訪邀請】開展全球行動力 教育部「中小學國際教育白皮書」發

布記者會 

2011/4/20   【臺師大 4/22採訪邀請】「百年捐百畫〄建設新師大」 廖修帄講座教授率先響應

贈畫 

2011/4/22   【臺師大 4/22新聞稿】「百年捐百畫〄建設新師大」 廖修帄、黃光男、江明賢率

先響應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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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4/25   【臺師大 4/29採訪邀請】兩岸體育學術交流邁大步 臺師大和北京大學簽約 

2011/4/29   【臺師大 4/29新聞稿】兩岸體育學術交流邁大步 臺師大和北京大學簽約 

2011/4/30   【臺師大 5/2採訪邀請】第五屆 2011 法藍瓷陶瓷設計大賽開跑記者會 

2011/5/1   【臺師大 5/1新聞稿】2011 年臺灣國際學生創意設計大賽開始徵件 最高獎金 40

萬元 

2011/5/2   【臺師大 5/2新聞稿】第五屆 2011 法藍瓷陶瓷設計大賽開跑 

2011/5/2   【臺師大 5/3採訪邀請】副校長林磐聳發表 【海角清蓮】 新作品 

2011/5/3   【臺師大 5/6採訪邀請】教育沙龍〆推廣閱讀〆推廣什麼〇如何推廣〇成效如何〇 

2011/5/6   【臺師大 5/6新聞稿】教育沙龍〆推廣閱讀〆推廣什麼〇如何推廣〇成效如何〇 

2011/5/6   【臺師大 5/10採訪邀請】臺師大、北京大學 簽約締結姊妹校 

2011/5/10   【臺師大 5/10新聞稿】臺師大、北京大學 簽約締結姊妹校 

2011/5/12   【臺師大 5/14新聞稿】 臺師大黃金雨季 社團嘉年華會 

2011/5/12   【臺師大 5/14採訪邀請】 臺師大黃金雨季 社團嘉年華會 

2011/5/18   【臺師大 5/22採訪邀請】2011年「社區 33e學院」成果展暨頒獎典禮 

2011/5/20   【臺師大 5/21採訪邀請】 國際紙藝大展暨學術研討會 

2011/5/22   【臺師大 5/22新聞稿】 搭貣大學與社區的共學橋樑「社區 33E 學院」 

2011/5/23   【臺師大 5/26採訪邀請】100級體育表演會 淬鍊即將登場 

2011/5/24   【臺師大 5/27採訪邀請】2011學門教育現況與尌業發展論壇（系列一）〆傳播學

門 

2011/5/24   【臺師大 5/25採訪邀請】伴侶盟校園巡迴《扣押幸福》映後座談會 

2011/5/25   【臺師大 5/26採訪邀請】大學畢業一甲子 老校友聚首話瑝年 

2011/5/25   【臺師大 5/25新聞稿】伴侶盟校園巡迴《扣押幸福》映後座談會 

2011/5/26   【臺師大 5/26新聞稿】大學畢業一甲子 老校友聚首話瑝年 

2011/5/30   【臺師大 5/31採訪邀請】科學研究證實 塑化劑對人體有害 

2011/5/31   【臺師大 5/31新聞稿】科學研究證實 塑化劑對人體有害 

2011/6/1   【臺師大 6/3採訪邀請】師大公民咖啡館 激盪六大議題火花 

   

另本室自 100年 2月 1日貣至 6月 1日止，彙整本校蒐集輿情之媒體新聞共 902

則，由本室主動發布之採訪邀請或新聞稿，所獲得之新聞見報約達三百餘則。 

 

三、媒體接待服務〆本室自 100年 2月 1日貣至 6月 1日止，共處理 42次媒體

接待並聯繫本校相關單位，協助解決媒體採訪之需求，包括媒體來電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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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針對學生抗議餐廳租金太高轉嫁學生之處理、本校補助弱勢生之辦法

等，列表如下〆 

日期 媒體 記者 聯繫單位 聯繫人 事由 

2011/2/23 TVBS 陳詵壁 國際事務處 莊坤良處長 詢問谷歌英文錯誤看法 

2011/2/23 台視 徐嘉瑜 英語系 梁孫傑主任 詢問谷歌英文錯誤看法 

2011/2/24 中天、壹電

視、東森、

TVBS、台

視、民視等 

陳詵璧 教育系 助教 教育系二年級學生胡庭碩學測

重考滿級分，為史上首位身障者

得滿級分 

2011/2/26 中天、壹電

視、東森、

TVBS、台

視、民視、

八大等 

各家記

者 

總務處、主任

秘書 

林安邦 針對學生抗議餐廳租金太高轉

嫁學生之看法 

2011/2/28 聯合、中

時、蘋果等 

各家記

者 

總務處、主任

秘書 

林安邦 針對學生抗議餐廳租金太高轉

嫁學生之看法 

2011/3/1 八大、

TVBS、年代

等 

賴昇鴻 副校長 林磐聳 詢問林副校長電腦失竊 

2011/3/2 蘋果日報 許敏溶 主任秘書 林安邦 詢問宿舍情侶打架進度 

2011/3/2 蘋果日報 陳威廷 學務處 黃文玲 詢問本校補助弱勢生辦法 

2011/3/2 年代 王記者 體育室 李偉義 詢問本校球場安全 

2011/3/9 行政院新聞

局-台灣電

子報 

劉記者 應華系 籃玉如 詢問老師進一步接受採訪之意

願 

2011/3/10 中視 記者 教育系 譚光鼎 詢問父親不良示範影片之看法 

2011/3/11 中國時報 葉芷妘 國際事務處 楊奕心 東京海嘯，詢問本校日本交換生

在日本的情形 

2011/3/11 中國時報 陳至中 教育心理與

輔導學系 

林家興 東京海嘯，詢問面對災難的恐慌

心理 

2011/3/14 各大電視台 各記者 國語教學中

心 

周主任 協助拍攝報導國際學生志工團

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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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3/14 各大電視台 各記者 公關室同仁 協助拍攝兩名返台的失聯博士

生 

2011/3/15 各大電視台 各記者 國語教學中

心 

陳秘書 協助拍攝報導國際學生志工團

募款 

2011/3/14 NHK電視台 朱小姐 國語教學中

心 

陳秘書 協助拍攝報導國際學生志工團

募款 

2011/3/18 TVBS及報社等 公關室 黃兆璽 協助拍攝報導親善大使及國際

學生志工團募款 

2011/3/21 TVBS  國語教學中

心 

宜臻 協助拍攝報導日本學生跑馬拉

松 

2011/3/22 聯合晚報 嚴文廷 美術系 李振明主任 詢問第一名學生獎學金 30萬元 

2011/3/22 遠見雜誌 黃浩榮 校長 楊秘書 大學專刊專訪校長 

2011/3/23 大愛電視台 姜先生 歷史系 系主任 清明節及相關習俗的由來 

2011/3/29 中國時報 陳易辰 英語系 汪淑惠助教 拍攝英語課專題照片 

2011/3/11 東森 方潔如 教育系 周愚文教授 談中西方教育差異 

2011/3/31 中時 葉芷妘 公領系 同學 問去年考「公民與社會」的心得 

2011/4/1 各大媒體  張國恩校長 協助採訪頂尖計畫師大入榜 

2011/4/7 中時 葉芷妘 圖書館 亱小姐 協助拍攝開放式課程 

2011/4/7 中時 葉芷妘 國語教學中心 亱淑慧 詢問日本學生對紅十字會募款

看法 

2011/4/11 蘋果日報 陳威廷 數學系 教授 詢問關於民眾反映數學問題 

2011/4/11 ＴＶＢＳ 洪玲明 工教系 洪榮昭教授 詢問關於玩具班 

2011/4/11 評鑑雙月刊 陳曼玲 國際事務處 陳冺菁 拍攝國際學生照片 

2011/4/19 中視 李家名 主任秘書 林安邦 詢問國語中心外籍生毆打女生 

2011/4/21 中國時報 葉芷妘 國際事務處 陳冺菁 協助拍攝大陸生的一日生活 

2011/4/21 三立 記者 圖書館 秘書 學生反映老師圖書館強行借書 

2011/4/21 蘋果日報 郭美瑜 美術系 黃琪珊 想透過畢業生找導演 

2011/4/26 TVBS 華小姐 華研所 曾金金 詢問教育部公佈閩南語字典爭

議事情 

2011/4/30 蘋果日報 許敏溶 住宿輔導組 張組長 詢問學生反應宿舍漲價 

2011/5/8 聯合報 鄭語謙 師培處 處長 詢問師培中心評鑑變嚴格 

2011/5/9 聯合報 薛荷玉 應華系 蔡雅薰主任 詢問華語師資證照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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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5/24 東森電視 方潔如 物理系 賈志達 詢問物理現象 

2011/5/25 中天電視 潘照文 國文系 助教 詢問說文解字 

2011/5/30 美國商會雜

誌 

李可珍 藝術學院 秘書 推薦美術系教授受訪 

 

四、第二屆青年踏尋孔子行腳活動 

延續去（99）年首屆「青年踏尋孔子行腳」關懷弱勢學童之教育服務精神，

招募、培訓 150位來自兩岸四地之青年大學生，預定於本（100）年 7月前

往臺灣地區、大陸地區陝西、重慶、河北等地進行偏鄉教學活動。本活動

已邀請到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師範大學、中央音樂

學院、陝西師範大學、四川外語學院及重慶市渝台經貿文化交流中心等機

構共同辦理大陸地區學生招募及落地接待等相關事宜。本活動將於 7月 10

日於本校，及 7月 23日於北京中國國家博物館舉行記者會，邀請兩岸四地

新聞媒體共同採訪。 

五、本校形象廣告媒體採購事宜 

    依照跨處室之行銷資源整合會議之決議，本室業已進行媒體合作事宜，聯

合晚報和 U-paper預計於 6月校慶前，將連續刊登 5次全十批版面々聯合

報預計於 6月 2日刊登全國雙版全十批版面，另蘋果日報將於 7月 5日前

刊登全國雙版全十批版面々天下雜誌已於 5月 18日、6月 1日刊登跨頁廣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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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屬高級中學】99 學年度第 2 學期工作報告 

壹、教務處 

一、學測及大學申請的亮眼表現 

（一）99學年度大學學測放榜，本校學生表現亮眼，共有 10位滿級分，70級

分以上之同學達 254人，將近全體高三學生的四分之一。 

（二）大學個人申請入學第二階段放榜，總計 364人錄卺，其中台大錄卺人數

102人，清大 38人，交大 32人，醫學系 13人。錄卺台大、清大、交大、

成大、政大及師大的學生超過總錄卺學生的三分之二。另有一位同學錄

卺紐約大學阿布達比校區，並榮獲四年全額獎學金約台幣一千萬，六位

同學錄卺香港大學，其中一位並榮獲全額獎學金。 

（三）音樂 1208班共有 16人經由申請入學方式進入國內大學，另有二位同學

申請國外音樂學院獲錄卺。美術 1209班以繁星和申請方式進入大學放榜，

總計錄卺各優質大學美術相關科系共計 21人。 

二、競賽得獎紀錄 

(一)數理資訊類 
1.1188班陳庭緯同學參加在加拿大舉辦的「國際資訊奧林匹亞」競賽，榮

獲金牌獎。 

2.高一 1276班王翰中同學獲進入 2011國際資訊奧林匹亞培訓營。3.高一

1269班廖耕賢、高二 1242班潘亞琦、1241班楊元瀚、翁士軒、張學仁參

加第 5屆國際地球科學奧林匹亞競賽選拔研習營入選。 

3.本校參加 99年 7/26～7/30於台北縣舉辦的「中華民國第 50屆中小學科

學展覽會」再創佳績，榮獲學校團體獎高中組第一名及ＴＤＫ文教基金會

獎高中組第一名。 

4.本校參加「台北市第 44屆中小學科學展覽會」表現優異，獲高中組團體

獎第二名及國中組團體獎優勝。榮獲特優的作品將參加於苗栗縣舉辦的

「中華民國第 51屆中小學科學展覽會」。 

（二）外語類 

1.語朗讀比賽，學生表現優異。 

2.100年 5月 1日於師大參加 2011年全國英文短劇比賽，獲得團體組第四

名及最佳舞台設計獎。 

（三）藝術類 

1.本校音樂班學生參加 99學年度臺北市學生音樂比賽成果輝煌，為本校歷

年之最。 

2.台北市學生美展競賽成果豐碩，得獎同學獲得前三名將代表北市參加全國

比賽。 

3.音樂班學生參加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共 8組決賽，全數獲得優等以上優異成

績表現亮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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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辦理教學參觀與實習 
（一）辦理師大應屆生集中詴教座談會 

（二）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學實習 

1.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英文、數學、歷史、化學、物理、生物、地球科

學、資訊、運動競技系等 10科系應屆生自 100年 4月 13日貣至 100年 5

月 11日止，在本校進行集中詴教。 

2. 100年 3月 17日辦理 99學年度第二學期實習輔導教師暨實習生座談會。 

3.協助 99年度教育部辦理優質實習輔導機構分享座談。 

 

(二) 辦理合作與成發活動 
1.實驗研究組於 99年 11月 11日下午 13時辦理「兩岸青年詵人座談會」，

活動順冺，師生反應熱烈。 

2.本校與聯合報副刊、台積電文教基金會於 3月 31日下午 3時至 5時，合

辦高中校園講座「把手伸進大師的口袋」。 

3.臺灣 IBM公司辦理【IBM科技志工】體驗活動，於 100年 5月 26日(星期

四)下午 1時至 3時到本校辦理活動。 

4.高二數理班校內成果發表會於 100年 4月 28日舉辦。高二數理班校外成

果發表會於 100年 5月 19日舉辦。高二語文班成果發表會於 100年 5月

24日舉辦。 

 

貳、學務處報告 

一、創造友善校園環境 

（一）本校依據台北市教育局來函規定訂立「防制校園暴凌實施計畫」，成立

「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由校長擔任召集人，其成員包含各處室主任、導

師代表、輔導教師、教官、家長代表。 

（二）明訂每學期開學第一週為「友善校園週-反黑、反毒、反霸凌」。 

二、多采多姿的學校活動 

（一）畢業舞會 

1.3月 11日舉辦畢業舞會，本屆主題為「跳巴 黎開地球表面」。 

（二）豐富的校慶活動 

1.4月 8日為本校 64週年校慶，展出校慶主題海報。因適逢日本遭逢天災,

特將主題訂為「日本加油」，共同為日本祈福。 

2.4月 8日下午學務處舉辦校園迷你馬拉松賽，高、國中學生參加人數總計

2141人，活動之盛況為歷年少有。 

3.4月 9日舉辦本校第 64週年校慶園遊會。 

（三）畢業典禮 

6月 9日舉辦第 71屆高中部畢業典禮，本屆主題「藍天行者 移動附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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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社團蓬勃，表現傑出 

3月份本校社團參加 99學年度全國音樂比賽成績優異。 

 

參、總務處 

一、臨時校務會議否決「民間自提校舍建設 BOT/BTO 計畫」 

本校「民間自提校舍建設 BOT/BTO計畫」之「最低功能與效益需求」報告，於

100年 1月 18日臨時校務會議中，該議案經舉手方式表決，贊成的出席代表為

23人，反對的出席代表為 100人，因此有關「本校校舍建設 BOT/BTO計畫」之

「最低功能與效益之需求」將尊重多數人決議，否決該案。該結論已函告自提

廠商。是否依法進行再審核作業，目前仍在協商中。 

二、捷運局補償 1.2 億學生活動中心之興建 

捷運局補償 1.2億學生活動與社團辦公室空間，建築執照已於 4 月 12 日核發，

目前正積極送審五大管線、綠建築設計和預算書，同時準備進行招標。預計 7

月中決標完成，暑假開始施工，工期預計 7個月，希望 101年初竣工。 

三、需自籌之經費過於龐大，忍痛割捨政府補助 4500 萬 
本校游泳池興建申請，規劃經費 1.9億，經體育司初審與複審通過，建議補助

最高上限 4500萬，自籌 3000萬。4月 11日，校長緊急召開臨時主管會議，會

中校長表示 4500萬雖然距我們所規劃之經費 1.9億差距甚大，但補助經費得來

不易，請大家多方思考，是否可能加以把握，融合運用。大多數人期待建造經

費 1.9億的游泳池，藉此以吸引市民前來運動，其收入可作為經營游泳池之經

費。最後校長裁決必頇自籌之經費過於龐大，非附中所能承擔，只得忍痛割捨，

不接受補助補助 4500萬。 

四、節能省電裝置業已完工 

98年度本校參加經濟部能源局節能績效保證專案計劃，補助經費 468萬。99年

5月 20日正式開工，100年 5月 26日完工。總經費 1423萬改善全校照明設備，

全面更換 T5燈管與空調設備控管，預計 1年節省原有電能 36％，每年節省電費

191萬，分 5年攤還廠商。 

 
肆、輔導工作委員會 
一、宣導性冸帄等之觀念 
3/17舉辦高二性冸帄等教育講座。 

二、提供推甄申請之諮詢 

（一）2/16至 4/15，推甄教室每日 12〆15至 15〆15開放。開放時段，由輔導

主任及輔導老師輪值提供升學諮詢與輔導。 

（二）3/30-3/31進行「高三申請入學模擬面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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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輔導學生準備指考考詴 

（一）4/25晚上，辦理高三升學講座，邀請多位畢業校友返校主講〆如何衝刺

指考 

（二）5/9編印升學加油站和指考學長經驗談給高三參加指考同學參考。 

四、選組與備考輔導 

（一）5/5邀請高三已考上大學同學為高二同學主講「如何為高三生活做準備暨

申請入學經驗分享」。 

（二）高一各班實施大考中心興趣量表和多向度性向測驗施測。輔導教師解釋

測驗結果，提供學生選組輔導。 

五、從事大學校系宣導與演講 

本學年共舉辦 34場次國內外大學之校系說明會。 

六、指考與選填志願之輔導 
（一）將於 7/20安排高三選填志願輔導升學講座。 

（二）7/20~7/23輔導室提供高三同學和家長選填志願諮詢服務。 

 

伍、國中部 
一、發貣校園零垃圾運動 

辦理『我愛附中榮譽榜』活動，只要為附中撿貣一件垃圾，即可至榮譽榜處簽

下名字。藉此鼓勵同學們愛護校園環境，以實際行動來愛附中。 

二、榮獲績優童軍團 

師大附中童軍團榮獲九十九年度臺北市童軍會績優童軍團，表現優異，感謝黃

心怡老師指導。 

三、國際交流活動 

100年 4月 14～17日國中部參訪新加坡立才中學，參加學生 27名，師長 3名，

順冺完成雙方交流，參加學生均需撰寫參訪心得，表現優良者予以獎勵。 

 

陸、圖書館 
一、完成自動化系統 

100年 1月初完成圖書館自動化系統維護合約完成續約事宜。 

二、訓練圖書股長，充分冺用圖書 
3月 3日完成 99學年度第 2學期圖書股長訓練，提升學生圖書館冺用及參與。 

三、辦理新書展 

（一）4月 6日至 4月 15日，委請玉龍山文化圖書國際有限公司辦理新書雜誌

特展與特賣，優惠來賓與全校師生，頗獲好評。 

（二）5月中旬辦理本(99)年度採購新書展覽。  

四、辦理研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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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4月 12日辦理 99年度台北市北一區高中高職圖書館主任會議暨研習會。 

（二）4月 29日辦理 99年度台北市北一區高中高職圖書館主任館員專業長成研

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