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副校長及委員會報告事項　　頁次表

1. 第123次校務會議宋副校長報告事項.pdf ....................................................................................1

2. 第123次校務會議印副校長報告事項.pdf ....................................................................................9

3. 第123次校務會議李副校長報告事項.pdf ..................................................................................14

4. 第123次校務會議常設委員會報告事項.pdf ...............................................................................19

5. 第123次校務會議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報告事項.pdf ................................................................20



第 123 次校務會議宋副校長報告事項 

一、由高等教育深耕計畫辦公室提報教育部之高等教育深耕計畫修正計畫書，

主要工作事項列舉如下： 

(一)「108 年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第一部分主冊修正計畫書」已於本(108)年

5 月 9 日函請各權責單位回復審查意見、更新計畫書內容，並調整績效

指標值，於 5 月 20 日繳至辦公室彙整，且於 5 月 23、27、31 日召開

撰寫會議，於 6 月 6 日完成報部，另於 8 月 14 日前完成績效指標再修

正，完成第二次報部。

 (二)「108 年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第 2 部分-特色領域研究中心計畫修正計畫

書」由本校學習科學跨國頂尖研究中心及華語文與科技研究中心完成

審查意見回復及修正計畫書內容後，於 6 月 14 日完成報部。 

 (三)「108 年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USR 計畫)修正計畫書」由本校大學社

會責任實踐計畫辦公室完成審查意見回復、修正計畫書內容，以及計

畫項目經費表後，於 5 月 22 日上傳教育部 USR 系統平臺完成報部。 

(四)因應教育部推動第二期(109-111年)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USR計畫)

徵件作業，業於 9月 11 日召開本校撰寫會議，集結校內有意願申請 USR

計畫之教師進行討論與意見交流，並於 9月 30 日完成計畫書及各項資

料申請。

二、於 5 月 20 日至 7 月 9 日召開本校「國際產學聯盟計畫」規劃與撰寫會議，

8 月 16 日接獲科技部函知本校通過補助。 

三、於 5 月 28 日主持本校「108 年工程修繕評估小組第 1 次會議」，主要決議事

項列舉如下： 

(一)有關「圖書館公館校區分館三、四樓空間改善」案，照案通過經費申

請。

(二)有關「綜合大樓三樓社團空間硬體設備」及「四、六樓社團用電安全」

改善修繕工程案，照案通過經費申請，惟須符相關法規及完成主管機

構申請程序後方可辦理，並加強用電安全宣導。

四、於 6 月 3日、6 月 27 日、9 月 16 日主持本校「綜合大樓場地委外經營案評

選規劃會議」，主要決議事項列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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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綜合大樓地下 1 樓與綜合大樓 1 樓規劃為同一商場辦理招商。 

    (二)有關綜合大樓地下室漏水，後續需由承租廠商處理之部份，請總務處

營繕組明列工作項目並估算金額，列入招商場地之廠商投資成本。 

    (三)委外場地由承租廠商額外申請之電力設備，未來於場地交回時，應於

契約內明訂歸屬學校所有。 

五、於 6 月 3 日召開「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推動委員會」，主要決議事項列舉如下： 

    (一)高等教育深耕計畫辦公室為簡化行政流程，提高資源運用，修訂「推

動委員會設置要點」、「經費支用要點」及「補助國外學者短期來訪作

業要點」等三項要點，照案通過。 

    (二)配合本校校務發展重點，協助各學院推動國際化發展，強化學生國際

移動力，特訂定「高等教育深耕計畫配合校務發展重點方向強化學生

國際移動力實施要點」，提供系所執行時之參照依據。 

    (三)為留住優秀人才，放寬約用人員進用類別。 

六、於 6 月 5 日主持本校「108 年華語系數位碩士專班年度檢討會議」，主要決

議事項列舉如下： 

    (一)108學年度數位碩士專班報名人數共計49名，與去年相比無明顯增幅，

建議可透過下列方式擴充報名人數： 

        1.與教育部協商放寬陸生報考標準及境外專班設立等相關法規。 

        2.利用僑委會海外巡迴教學進行廣宣，拜訪僑委會處長商討未來招生

合作之方向。 

        3.聘請顧問或請參與師長於各大研討會上協助發放招生傳單。 

    (二)數位碩士專班學生大多為海外全職教師，在論文撰寫方面須比一般生

花更長的時間，擬以學位授予法第七條所列之「專業實務報告」代替

學位論文或技術報告，以縮短學生修業年限。 

    (三)有關華語系數位碩士專班，擬請博士班學生擔任課程助教，協助授課

教師批改作業、考卷等以減輕教師負擔，除目前開辦的學位班外，亦

可開設學分班或證照班，彈性招收不同需求的學生。 

    (四)本校現行旁聽選讀辦法適用於數位專班課程，申請選讀課程時間依本

校行事曆公告為準，申請資格、收費標準及成績證明等悉依本校「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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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社會人士【旁聽/選讀】課程實施要點」規定辦理。 

    (五)有關海外社會人士申請選讀課程之作業流程由教務處課務組協同專班

規劃後續配套措施。 

七、於 6 月 11 日主持本校「107 學年度第 2 次學術活動補助暨獎助審議小組會

議」，主要決議事項列舉如下： 

    (一)有關 107 學年度第 2 次校內學術活動補助申請案計 35 件。其中「新

進教師之專題研究」3 件、「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15 件、「藝術創作

發表或展演」17 件。依學院別，教育學院 4 件、文學院 6 件、理學院

2 件、科技與工程學院2件、國際與社會科學學院4 件、藝術學院7 件、

音樂學院 9 件、校級中心 1 件。 

    (二)本期申請案經初審通過 34 件，不通過 1 件(審查分數未達標準)。 

    (三)本期學術活動補助共核定 34 件申請案，其中 5 案調整補助金額，補

助總金額為新臺幣 520 萬 352 元。 

八、主持研究發展處及師資培育學院月例會，相關會議日期列舉如下： 

    (一)7 月 31 日、9月 4 日、10 月 15 日、11 月 12 日研究發展處處務會議，

主要報告各組重點業務執行情形。 

    (二)9 月 12 日、10 月 21 日師資培育學院院務會議，主要就例行業務進行

工作報告及交辦事項討論。 

九、於 7月 4 日及 8月 6 日召開「提升本校教育領域排名討論會議」，主要決議

事項列舉如下： 

    (一)製作本校簡介投影片，提供校內師生下載，使其能於接待外賓或於國

際研討會發表時簡短介紹本校，以提高本校能見度。 

    (二)規劃請圖書館持續宣導使用校內系統平臺作為論文搜尋工具，方便教

師搜尋及引用校內相關領域(或議題)之文章，提高引用率，並宣導引

用文章以最新發表為佳。 

十、於 7 月 9 日主持本校「107 學年度考績（核）委員會」，主要決議事項為：

審議本校職員獎懲案共計 4 人次、嘉獎 4 次。 

十一、於 7 月 29 日主持本校「第一次新創審議會」，主要決議事項如下： 

      有關本校洪翊軒特聘教授及陳瑄易副教授擬與威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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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衍生新創企業「台潤綠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乙案，全體出席委員(四

員)同意本案鑑價結果及成立衍生新創企業「台潤綠能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後續簽案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投資管理小組討論相關事宜。 

十二、於 9月 4 日起，共計舉辦 14 場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期中進度管考會議，確

認各計畫執行進度，並確保各計畫如期如質達成指標，以掌控執行成效

與品質。 

十三、於 9 月 4 日召開「提升本校教師教學專業發展討論會議」，決議辦理「證

據奠基的高等教育教學專業發展系列工作坊 Evidence-based Teaching 

Profession Development (ETPD) in Higher Education workshop series」，

共分為四個場次，於一年內辦理完畢。 

十四、於 9月 9 日主持本校「期刊主編交流會議」，針對近 5年（2014～2018 年）

收錄於 Scopus 資料庫之不同領域期刊之 Cite Score 進行「每篇文獻的

平均引用次數趨勢」排名，2018 年本校 8 本期刊之內稿被引用率偏低，

建議本校所有獲收錄於 Scopus 之期刊採用以下方式，加強各自期刊能見

度並提升引用率： 

     (一)Open Access 方案，並登錄於 DOAJ (Directory of Open Access 

Journals)。 

     (二)由編輯團隊提供作者引用建議。 

     (三)由出版單位提供中文參考文獻羅馬拼音暨翻譯服務，以利部分西文引

文索引資料庫建檔的需求。 

     (四)提供 1,200 字至 1,500 字英文長摘要，提高中文文章被西文文章引用

的次數。 

十五、於 9 月 17 日主持本校「研究生違反學術倫理校級審定委員會」，主要決

議事項列舉如下： 

     (一)採行使票決，同意科技與工程學院對博士班畢業生期刊涉違反學術 

倫理乙案之調查結果及處置方式。 

     (二)請教務處將審定結果以書面公文函復教育部後通知被檢舉人，並轉知

技術及職業教育學報依審定結果妥予處理。 

十六、於 9 月 20 日主持「學術倫理與誠信委員會」第 4 次會議，邀請校內外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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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針對本委員會工作小組之工作進度報告提供意見回饋，主要列舉如

下： 

(一)科技部預計將於 12 月發布「科技部學術倫理案件處理及審議要點」修

正要點，各校在修正要點發布後需要針對修正內容檢視各校的法規是

否需要同步更新條文細節。

(二)本校研究倫理課程開設數量應該位居全臺大學前幾名，非常值得肯

定。

(三)本校在研究倫理案件審查數量上，亦居全臺之首，是對學校研究倫理

審理專業的肯定，針對此項業務建議可以多加凸顯特定學術領域審查

的專業度。

十七、於 9 月 25 日、11 月 13 日主持本校第 108 學年度第一、二次教師評審委

員會議，主要決議事項列舉如下： 

 第一次 

 (一)各單位專任教師終身免評鑑 2 名案，同意備查。 

(二)審議文學院、運動與休閒學院、音樂學院擬修正該院「教師評審準則」

案；歷史學系、臺灣語文學系、臺灣史研究所、運動休閒與餐旅管理

研究所擬修正該系所「教師評審作業要點」案；國文學系擬修正該系

「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聘任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作業要點」

案，同意備查。

 第二次 

 (一)各單位專任教師、研究人員 45 名評鑑結果案，同意備查。 

(二)各單位「教師評鑑輔導改善計畫」14 名案，同意備查。

(三)單位專任教師申請延後升等案，同意備查。

(四)審議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授延長服務 1 名案，照案通過。

(五)審議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各單位擬新聘專任教師 5 名案，照案通過。

(六)審議教育部第 24 屆「國家講座」2 名申請案，照案通過。

(七)審議 108 學年度各單位擬聘任講座教授 2 名案，照案通過。

(八)審議 108 學年度各單位擬聘任客座人員 1 名案，照案通過。

(九)審議108學年度各單位擬聘任年逾70歲之兼任教師1名案，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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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審議各單位專案教學人員評鑑結果 1 名案，照案通過。 

    (十一)審議系所兼任助理教授課程意見調查結果累計二次未達 3.5 級分以

上續聘 1 名案，照案通過。 

    (十二)審議教育學院、藝術學院、管理學院擬修該院「教師評審準則」案；

運動休閒與餐旅管理研究所擬修該所「聘任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

作業要點」案；體育學系擬修系「教師評審作業要點」案；教務處

通識中心擬定該中心「行政單位聘任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準則」、

「聘任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作業要點」案；教育研究與評鑑中心

擬修該中心「研究人員評審作業要點」案；藝術學院於總量不變下

修正「藝術學院認可期刊清單」，並建議增列 ERIH 為本校教師評審

辦法索引收錄案，照案通過。 

十八、於 10 月 7日、10 月 22 日、11 月 4 日主持「教學領導升等辦法專案會議」

與教務長、研發長、人事室主任及相關承辦同仁蒐集本校與他校資料進

行討論，預計 11 月底前完成，並擇期向校長報告。 

十九、於 10月 22 日主持本校「專技人員聘任及旋轉門事宜討論」，並擇期與各

院院長討論後，由人事室發函各單位週知。 

二十、配合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主冊及特色領域研究中心計畫)管考平臺

網站之開放，計畫辦公室已於 9 月 11 日至 18 日及 9 月 26 日至 10 月 2

日兩階段完成平臺測試；期間請各權責單位回報績效指標執行進度，並

將於 10 月 31 日前完成績效指標執行進度之正式填報。 

二十一、接待外賓、參加致詞： 

    (一)6月4日邀請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華語文教學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鍾鎮城

教授進行「華語跨域研究與語言公益」專題演講，並與本校華語文與

科技研究中心研究團隊進行學術交流。 

    (二)6 月 17 至 19 日至芬蘭于維斯屈萊大學（University of Jyväskylä）

合辦 IWALS 2019 學習科學學術研討會(7th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Advanced Learning Sciences)，並擔任特邀講者，分享研發成果

及研發方向。另，前往拜訪于韋斯屈萊大學副校長 Prof. Marja-Leena 

Laakso 及師資培育系主任 Prof. Sirpa Eskelä-Haapanen 等人，洽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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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生交換合約及國際學術研究合作事宜。 

(三)7 月 1 日代表本校參加「2019 臺灣最佳大學排行榜發布記者會暨典範

大學贈獎典禮」，本校蟬聯文法商類榜首。

(四)7月1日接待紐西蘭梅西大學人文學院院長Kerry Taylor教授以及Dr.

Grace Qi，了解雙方學術研究背景，並洽談國際學術合作事宜。

(五)7 月 31 日舉行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USR 計畫)成果分享會，邀請花

蓮縣立富北國中余采玲校長、花蓮縣立美崙國中孫台育校長、花蓮縣

立玉東國中鐘協衡校長、花蓮縣立三民國中林彥汝主任與 14 位偏鄉國

中學生出席，展現首創專為偏遠地區中小學規劃的「PASSION 偏鄉優質

教育學分學程」學習成果。

(六)8月6日代表本校接待行政院張景森政務委員、臺北市教育局、體育暑、

水利署等與本校進行射箭場地勘查會議。

(七)8 月 8日代表本校接待實驗合唱團音樂總監馬丁.貝斯塔教授拜會。

(八)8 月 13 日偕同教務處陳昭珍教務長及網路大學洪嘉馡主任拜訪教育部

資科司司長商談本校遠距學程與境外專班事宜。

(九)8 月 15 日代表校長主持本校中元普渡活動。

(十)8 月 21 日代表校長出席科技部全國科技發展策略規劃系列會議。

(十一)8 月 30 日偕同教務處陳昭珍教務長等人拜訪教育部高教司司長商談

數位學習、產研課程及本校國中教育會考試務大樓相關事宜。

(十二)9 月 19 日至 20 日接待以色列台拉維夫大學教育科技系主任 Anat

Cohen 教授及其博士生 Orit Ezra 參訪本校華語文中心。

(十三)9 月 25 日出席本校 107 年國中教育會考全國試務會揭牌儀式。

(十四)9 月 26 日偕同教育學院陳學志院長出席「2019 終身學習的傳承與創

新暨楊國賜教授終身教育思想研討會。

(十五)10 月 3 日陪同校長接待美國耶魯大學哈斯金實驗室主任 Kenneth

Pugh、財政副主任 Joseph P. Cardone、芬蘭于維斯屈萊大學教授兼

UNESCO 講座教授 Heikki Lyytinen，以及曾院士、洪蘭教授等人，

並與哈斯金實驗室簽署 MoU。

(十六)10 月 4 日辦理「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暨耶魯大學哈斯金實驗室大腦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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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與學習聯合實驗室（NTNU-Haskins Joint Laboratory of Brain 

Development and Learning）揭牌儀式記者會」，會後並安排美國藝

術與科學學院院士 Jenny Saffran 教授演講。 

    (十七)10 月 5 日至 6 日出席本校與美國耶魯大學哈斯金實驗室合辦之「語

言習得、統計學習以及 fNIRS 應用研究工作坊」。 

    (十八)10 月 7 日接待香港中文大學教心系鄭佩芸副教授參訪本校華語文中

心。 

    (十九)10 月 9日出席本校 USR 計畫工作坊開幕致詞。 

    (二十)10 月 18 日擔任國際與社會科學學院主辦之「2019 跨領域新思維人

工智慧與人文社會科對話」開幕致詞。 

    (二十一)10 月 21 日出席教務處主辦之「薪新相習座談餐會」致詞。 

    (二十二)10 月 28 日辦理「第六屆臺桂教師發展高峰論壇」，並出席論壇主

持。 

    (二十三)11月3日至5日至泰國曼谷出席PISA 2021: Second NPM Meeting，

會議將介紹 PISA2021 所使用的最新抽樣軟體與操作課程，以了解

目前大型國際研究如何促進抽樣效益、提升調查估計的信度、確

保適切的樣本代表性與各個抽樣分層區域估計的信度或精確度，

以增進研發大型調查研究所需之相關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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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3次校務會議印副校長報告事項 

 

一、校友經營與募款 

(一)本校於今(108)年邁入 97週年，特訂定「目標 9,700位校友註冊

活動」，已規劃各項校友活動，期積極達成 9,700筆新增註冊數，

截至 108年 11月 12日止，共新增 5711筆校友資料，年度目標

達成率 59%。 

(二)啟動「2020年 30、40校友重聚」系列活動規畫工作，目標為

找回 690位 69級師大人及 790位 79級師大人，邀請校友參與

各項慶典活動，為 100周年校慶做準備。 

(三)校友募款專屬網站已於 108年 9月 10日正式上線。 

(四)校友(企業家)接待、拜會及召開相關研商會議 

1. 6月 12日、9月 9日、9月 18、9月 30日及 10月 2日與精

誠資訊相關主管會面談贊助合作事。 

2. 8月 3-5日參加馬來西亞校友會活動。 

3. 8月 14日於美國麥迪遜拜訪國文系校友克莉絲叮。 

4. 9月 23日赴曼谷拜訪泰國校友會黃會長。 

5. 10月 22日與鍾金鉤校友於師大會面。 

6. 10月 23日陪同校長拜訪鄧傳薪董事長。 

7. 10月 25日陪同校長拜訪辜寬敏先生。 

(五)108年 5月 15日及 10月 24日召開獎學金捐款管理協調會議，

討論獎助學金管理之法規修訂及並追蹤系統建置之進度。 

二、於 108年 6月 26日，主持第 305次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討論

事項摘錄如下： 

(一)報告事項 

   「各單位專任教師、研究人員評鑑結果 18案」、「本校講座教授續

聘案 1案」、「延聘講座教授 1案」、「教師資格審定作業防範掠奪

性出版案」。 

(二)審議事項 

   「108學年度教授延長服務案 1案」、「新聘教師 13案、專案教學

人員、約聘教師 2案、名譽教授 1案、講座教授 2案、客座人員

9 of 20



2 

 

3案」、「兼任教師取得較高學歷改聘案 3案」、「各單位專案教學

評鑑案 4案」、「聘任年逾 70歲兼任教師 18案」、「校外合聘教師

5案」、「專任教師申請著作升等 14案」。 

(三)討論事項 

    通過教育學院「聘任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準則」修正案、文學

院認可「具嚴格審查機制之學術刊物名單」及「國內外具有編輯

委員會審查機制之出版社名單」修正案、科技與工程學院「聘任

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準則」修正案、工業教育學系「教師評審

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案、光電科技研究所及光電工程學士學位

學程「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及教師評審作業要點」修正案、

運動與休閒學院「聘任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準則」修正案、共

同教育委員會「聘任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作業要點」訂定案。 

三、主持 108年 6月 12日及 9月 19日國際學術合作委員會議，會議

討論事項摘錄如下： 

(一)報告事項 

    推動院務發展計畫核心指標─國際足跡成長率 3%相關事項。 

(二)討論事項 

    近期新(續)簽訂合作交流協議討論審議；學海飛颺、學海惜珠計

畫獲補助名額及金額；本校鼓勵學生赴境外進修補助申請；學海

築夢及新南向學海築夢補助複審；推動國際學術交流補助共 14

件申請案；晨光圓夢境外研修申請案；本校交換生甄選作業要點

修訂案。 

四、督導單位會議 

(一)總務處督導會議 

108年 8月 19日、9月 18日、10月 16日、10月 22日主持總務

處業務暨重大工程管考會議，討論「羅斯福路 2段 77巷 26號」

工程案、誠正勤樸樓地板及廁所清潔(理)案、宿委會組織修訂案、

各組工作進度及其他校內列管重大工程案進度追蹤。 

(二)秘書室公共事務中心督導會議 

108年 5月 23日、6月 10日、7月 20日、9月 30日、10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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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11月 18日主持公共事務中心督導會議，會議中討論：新增

師大新聞審查機制；完成「我是師大人」、「百年傳承 宏偉師大」、

「Come Study at NTNU」三支影片之製作，並討論各項工作之進

度及檢討；督導中心辦理 108年 6月 4日傳承與茁壯校園巡禮、

校慶音樂會與晚宴及 9月 25日辦理「文薈聚眾賢，秋筵宴群師」

等活動。 

(三)圖書館督導會議 

108年 8月 2日、9月 16日、11月 19日主持圖書館督導會議，

討論有關「圖書館空間改造」、「專業圖書資源發展及全校圖書經

費分配方案」「完成與 NIKE 合作運動服裝之製作」等事項，並

追蹤各組工作運作進程。 

(四)國語中心督導會議 

108年 7月 22日、8月 22日、9月 17日、10月 22日主持國語

中心督導會議，討論：中心出版教材海外授權案；密集班 1年之

營收狀況；版稅分配比率；年營收檢討、人員離職率檢討、學生

住宿協調及訂定次年目標等工作項目，並追蹤國語中心年度各項

重點工作及進度。 

(五)美術館籌備處督導會議 

主持美術館營運籌備相關會議，計有： 

    1.業務會報 

於 108年 5月 31日、6月 10日、7月 2日、7月 15日、9月 9

日、10月 21日召開美術館業務會報，討論美術館人力經費運作

狀況、美術館內裝空間配置及委外招標、辦理「百年百講」活動

規劃等事項。 

2.籌備小組會議  

108年 6月 10日、7月 2日、7月 16日、10月 28日主持美術館

籌備小組會議，統籌及研商師大美術館各單位需求之空間配置、

停車場設計、公共藝術規劃及相關工程之採購案需求書。 

3.教育部美術館實勘會議 

教育部於 108年 8月 19日至本校實地勘查美術館內外空間規劃

及配置，會後提出相關建議及審查意見，印副督導美術館籌備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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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依據審查建議改善相關先期規劃，並妥為回復委員所提之意見。 

(六)僑生先修部督導會議 

7月 18日及 10月 3日主持僑生先修部督導會議，討論：教務、

學務、僑服組各項推動工作狀況；規劃就課程研發、教學精進、

學生學習成效及行政績效四面項，研議僑先部教師評鑑作業要點

修訂方案；以提供僑先部教職員工生之需求，考量超商進駐規劃

等相關事項；研擬增加僑先部生源之計畫；建置僑先部校友資料

庫之規畫。 

五、專案會議 

(一)雁行營規劃 

規劃雁行營活動內容主持多次籌備會，計有：108年 6月 14日、

7 月 5 日及 10 月 25 日主持新任學術主管領導發展方案會議；8

月 29日主持雁行營會前會；9月 20日主持雁行營資源人士會議，

雁行營已於 10月 4-5日在麻布山林舉辦完成。 

(二)校園景觀規畫小組會議 

108年 9月 5日及 11月 1日主持校園景觀規劃小組會議，討論

「圖書館校區教育大樓外牆磁磚修繕工程」委託技術服務案設計

之外牆磁磚修復擬採用顏色案、「校本部地下停車場增設無障礙

電梯工程」案、誠正勤樸大樓地板髒汙處理案、本校學一舍學生

宿舍標示牌重新粉刷案、美術館外牆景觀改善案、體育館外牆美

化設計案。 

六、接待外賓及出訪 

(一)6月 16-25日隨校長出訪法國與德國，與多所學校洽談合作方

案。  

(二)7月 3-5日出訪馬來西亞參加當地校友會所辦師大之夜活動。 

(三)7月 18日接待 AIT及美國運動大使一行。 

(四)8月 11-18日赴美拜訪校友克莉絲叮，並與普渡大學談合作之方

案。 

(五)9月 10-13日率團前往日本九州大學及山口進行管理學院 EMBA

移地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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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9月 22-27日赴泰拜訪校友會馬會長及泰國教育中心；後赴芬蘭

參加 EAIE年會。 

(七)11月 15日擔任臺德高等教育論壇專題演講者，與訪臺 10位德

國大學校長、副校長交流。 

(八)11月 6日接待法國波爾多大學副校長一行。 

(九)11月 8日接待海外 10位中學校長(越南、印尼、馬來西亞、緬

甸)。 

(十)11月 15日接待香港教育大學張校長一行。 

七、國立臺灣大學系統業務 

(一)督導本年度由師大主辦之三校主管共識會議，出席相關籌備工

作，計有：108年 7月 4-5日率團赴臺東進行三校主管共識會議

場勘；7月 22日及 9月 5日出席臺大系統辦公室召集之籌備

會；三校主管共識會議已於 9月 6-7日舉辦完成。 

(二)10月 30日出席 GASE 2019全球領袖高峰論壇，與來自 18個國

家、23個國家級機構的 42位科技及學術界領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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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3 次校務會議李副校長報告事項 

一、108 年 6 月 20 日及 9 月 16 日召開約用人員審核小組第 79~80 次

會議，主要審議事項如下： 

（一）審議各單位員額申請案共計 4 名案。

（二）審議各單位約用人員 7 名改聘（薪資變更）案。

（三）審議各單位約用人員 22 名敘獎案。

（四）審議各單位約用人員 7 名懲處案。

（五）審議本校本(108)年度學士級以上約用人員陞遷案。

二、108 年 5 月 24 日召開職員陞遷專案小組第 42 次會議，主要審議

事項如下： 

（一）人事室一般行政職系組長 1 名陞遷案。

三、108 年 6 月 5 日、10 月 14 日及 10 月 24 日召開職員甄審委員會

第 120~122 次會議，主要審議事項如下： 

（一）總務處一般行政職系組員 1 名及總務處一般行政職系編審 1

名外補遴用案。 

（二）人事室ㄧ般行政職系組長 1 名陞遷案、秘書室ㄧ般行政職

系組員 1 名、研究發展處ㄧ般行政職系編審 1 名及人事室

ㄧ般行政職系專門委員 1 名陞遷案。。

四、108 年 7 月 17 日、8 月 1 日、9 月 5 日及 10 月 14 日召開本校行

政人員赴國外標竿學習第 1~4 次籌備會議，主要討論事項如下： 

（一）有關本次參訪學校(含重點)、日期及經費。

（二）有關本次參訪重點、參與人員及業務分工。

（三）有關參訪規劃及滾動修正事宜。

（四）有關本次參訪交通及住宿。

（五）有關致贈禮品事宜。

（六）有關本次參訪出國手冊。

五、108 年 7 月 4 日主持本校 108 年度公務人員專書閱讀心得寫作頒

獎典禮，頒發本校 108 年度公務人員專書閱讀心得寫作競賽前三

名獎項，第 1 名：總務處林怡君秘書、第 2名：人事室陳月鈴組

員、第 3 名：國際事務處施如樺輔導員，並邀請得獎者與本年度

辦理讀書會之單位同仁（體育室及人事室）分享讀書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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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108 年 9 月 17 日召開 108 學年度考績（核）委員會第 1 次會議，

主要審議事項如下： 

（一）審議學務處林若文護理師等5人108年另予考績案。 

（二）審議本校職員獎懲案：1人次嘉獎2次、21人次嘉獎1次。

七、108年9月24日召開本校進用身障兼任工讀生相關配套措施會議，

主要討論事項如下： 

（一）因應本校穩定僱用身障法定人數暨促進友善職場照護身障

工讀生，訂定「本校進用身心障礙兼任工讀生實施計畫」。

八、108 年 11 月 6 日召開法規委員會第 78 次會議，審議擬提第 123

次校務會議之 5 項法規案，其中 4 案照案通過、1 案修正通過，

所有提案將送請校務會議常設委員會及校務會議審議。 

九、108 年 10 月 14 日召開第 73 屆全校運動會全校行政籌備會議，會

中討論修正通過本屆全校運動會大會職員名單、與各單位協調事

項、經費預算及各項競賽規程等事宜。 

十、108 年 7 月 17 日召開本校 2020-2025 行政單位發展計畫交流會

議，主要討論事項如下： 

（一）邀請一級主管出席，由行政單位代表報告後，進行各單位

交流討論。

十一、108 年 7 月 16 日召開本校吉祥物專案小組第 1 次會議，主要

討論事項如下： 

（一）吉祥物產生方式。

（二）吉祥物徵稿之規格及時程。

十二、108 年 9 月 4 日及 9 月 25 日召開第 1~2 次「109 年度財務規劃

報告書撰寫會議」，擬提案校務會議通過後，報教育部備查。 

十三、108 年 6 月 17 日及 9 月 26 日召開建立單位績效制度會議，主

要討論事項如下： 

（一）擬建立本校單位績效制度及獎勵實施計畫。

（二）綜理各單位之意見，後續將邀集相關單位討論提升績效之

作法，俾擬定單位績效制度。

十四、108 年5月10日召開「綠能游泳館建置及空間優化工程委託技

術服務」細部設計內部空間規劃簡報會議，重要討論事項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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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本校立場希望儘可能開放空間提供給校內師生使用，故

經評估簡報移除原設計三樓腦波實驗室、運休學院產學合作

辦公室，四樓教師研究室5間改為運動傷害防護室、會議室

改為體適能中心方案，大致與上次協調內容相符定案。

（二）後續一樓空間規劃請以開闊且舒適之大廳設計，另檢討招

商販賣部空間需求。

（三）經委託建築師簡報電梯設置位置，礙於開孔位置涉及既有

建築物結構系統問題，請儘速與結構技師討論確認可行方

案後，分析電梯設置地點之利弊得失(含:校園景觀、人員進

出管制等)，函報本校開會討論定案。

十五、108 年 6 月 10 日及 8 月 2 日召開學生宿舍寢室WIFI協調會議，

主要討論事項如下： 

（一）有關馬上辦中心反應「寢室宿舍 WIFI 無法連線」處理事宜。 

（二）宿舍無線網路改善方案暨後續維運方式。

十六 、108 年 6 月 11 日召開本校資訊安全暨個人資料保護委員會 

107 學年度第一次會議，主要審議事項如下： 

（一）訂定本年度個人資料檔案風險評估之「可接受風險值」。

（二）為減少駭客攻擊事件，擬增加防火牆存取限制機制。

（三）加強各行政單位資安暨個資窗口資安教育訓練，以落實單

位電腦安全控管及個資保護。

十七、108 年 6 月 11 日及 7 月 11 日召開本校智慧財產權宣導與執行

小組 107 學年度會議及確認「107 學年度智慧財產權行動方案自

評表」內容會議，主要審議事項如下： 

（一）有關本年度填列「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行動方案」自評表

之填表單位及執行期程事宜。

（二）檢視本校「107 學年度智慧財產權行動方案自評表」內容。 

十八、108 年 5 月 23 日、6 月 18 日、7 月 16 日、8 月 20 日、9 月 24

日及 10 月 21 日召開資訊中心第 55~60 次業務督導會議，主要討

論事項如下： 

（一）收集各校公文系統電子簽章憑證使用現況，並提出未來公文電

子簽章憑證建議方案，於新公文系統啟動會議時供相關單位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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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二）規劃符合全校需求的智慧化校園之應用，如擴大學生證暨教職

員證新用途。 

（三）校園卡務中心規劃。

（四）協助規劃網路電話新話務服務改善方案。

（五）全校公版網站設計，增加全校公版網站版型並進行推廣。

（六）資訊安全防護再進化。

（七）整合式應用系統建置。

（八）各單位承接校外計畫，發展資訊系統時，應留意關於系統

資安驗證之規定，請資中準備相關資料 (輔以案例說明)，配

合研發處每學期辦理各計畫注意事項說明會時，納入此議題

一併說明。

（九）美國在台協會於 10 月 17 日至 20 日再次與本校合辦 2019

年 NASA 黑客松競賽，有關競賽場地、設備需求、工讀人員

的招募及相關費用處理等，請資中統籌辦理。 

十九、108 年 5 月 23 日及 8 月 21 日召開本校教學助理相關系統專案

第 6~7 次會議，主要討論事項如下： 

（一）為有效縮短學生與行政單位之作業時間及簡化工作流程，

請資訊中心協助整合本校教學助理相關系統。

（二）工作時數登載系統中工讀生納管之需求與測試等統籌單

位。

二十、108 年 5 月 23 日、6月 25 日、7 月 15 日、8 月 20 日、9 月 17

日及 10 月 14 日召開校務研究辦公室業務督導會議，主要討論事

項如下： 

（一）教育部大學校院校務資料庫填報系統。

（二）中繼資料庫介接。

（三）專案、議題分析報告事項追蹤。

（四）由校務研究辦公室召集資訊中心與相關業務單位進行專案

會議，針對各項議題討論解決方案並追蹤成效。

二十一、代表本校接待外賓及參訪 

（一）108 年 5 月 26 日至 6 月 4 日帶領研發長及三學院副院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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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人拜會美國頂尖姐妹校賓州州立大學（PSU）、加利福尼亞

大學戴維斯分校（UC Davis），就校務發展、院務規劃、產

學合作及校友網絡進行標竿學習。期間另拜訪任職

Facebook/Google 校友及參與北加州校友餐會等，凝聚校友

力量。 

（二）108 年 6 月 20 日接待天普大學戴海龍副校長蒞校訪問。

（三）108 年 10 月 27 日至 10 月 30 日協同 3 位副院長、國際處處

長、總務長及本校行政團隊赴日本九州大學標竿學習，藉參

訪大學校務運作之經驗，建立彼此交流管道及合作契機，並

培養行政團隊國際視野，提出校務改進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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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3 次校務會議常設委員會報告事項 

校務會議常設委員會陳召集人登武報告 

一、本會於 108 年 10 月 24 日召開第 1 次會議，推選召集人、各級主管選舉

監督委員會委員及法規委員會當然委員，推選情形如下： 

（一）召集人：陳登武委員。

（二）各級主管選舉監督委員會委員：鄭志富委員、陳焜銘委員及孔令

泰委員。 

（三）法規委員會當然委員：陳學志委員、陳登武委員、陳焜銘委員、

莊連東委員、楊啟榮委員、鄭志富委員、夏學理委員、康敏平委

員、陳麗宇委員。

二、本會於 108 年 11 月 11 日召開第 2 次會議審查各單位擬提本次校務會

議之提案，所有提案經審議後均同意提會，並依規定進行排序如本次

校務會議議程所列提案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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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3 次校務會議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報告事項 

壹、本會第 10 屆委員異動情形如下： 

原任委員 異動原因 新任委員 備註 

陳美勇委員 職務異動 米泓生委員 
兼綜合業務組組長 

108 年 8 月 1 日 

 

貳、本會業召開 3 次會議（第 109 次-111 次），會中討論決議事項摘錄如下： 

一、討論本校為依法足額進用身障人員追加辦理事項業務不足經費及調整本

校停車場工作人員薪資之經費申請案。 

二、通過：本校 109年度財務規劃報告書。 

三、審議：本校教師兼任編制內行政單位主管職務增核工作津貼實施要點、

修正本校 108 年度執行各項支出應行注意事項、訂定臺北市溫州街及師

大路新進教師職務宿舍借用收費表、修正本校知音劇場場地管理辦法、

有關本校國際時尚高階管理碩士在職專班 (以下簡稱 GF-EMBA)」自 109

學年度起調整學分費收費標準案、有關本校樂活產業高階經理人企業管

理碩士在職專班(EMBA)」調高學分費及變更為固定收費方式案、訂定本

校國際產學聯盟收支管理要點及修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大項儀器設備經

費申請暨審查作業計畫案。 

四、同意備查之報告案:本校 108 年度申購單價新臺幣 500 萬元以上科學儀器

審查結果報告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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