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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46 次行政會議校長報告事項
一、本校 104 學年度申請增設、調整非特殊項目之系所學位學程案，
經教育部核復如下：
(一) 同意教育學系增設「教育管理與課程教學領導碩士在職專班」
(二) 同意企業管理學士學位學程調整為「企業管理學系」
(三) 同意音樂學系博士班學籍分組調整為「研究與教育組」與「表
演與創作組」
(四) 同意海洋環境科技研究所、教育學系國防教育碩士在職專班停
止招生
(五) 文學院增設「社會領域師資教育碩士學位學程」緩議。
二、本校向教育部申請 105 學年度增設、調整系所學位學程案如下，
已報請教育部審議。
(一) 文學院增設「社會領域師資教育碩士學位學程」
(二) 特殊教育學系增設「碩士在職專班」
(三) 電機工程學系增設「博士班」
(四) 管理學院增設「企業管理國際學程」
(五) 音樂學院增設「流行音樂產業碩士專班」
(六) 科學教育研究所增設「創新科學應用與科學傳播學程」
(七) 特殊教育學系停招「身心障礙特教教學碩士在職專班」
(八) 特殊教育學系停招「特殊教育行政教師碩士在職專班」
三、教育部核定本校 104 學年度招生名額總量：學士班 1,710 人、碩
士班 1,468 人、博士班 271 人、碩士在職專班 666 人，總計 4,115
人，較之 103 學年度減少 169 人。另僑生及港澳生招生名額總量：
學士班 176 名、碩士班 129 名、博士班 37 名。
四、本校 103 年度獲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截至 11 月 10 日止，核
定件數計 535 件，核定金額 6 億 115 萬 4,900 元(102 年度截至
10 月底止，核定件數 522 件，核定金額約 5 億 3,697 萬元)；
103 年度獲科技部以外之建教合作計畫，截至 10 月 31 日止，
1

1 of 12

核定件數計 567 件，核定金額 13 億 6,680 萬 5,685 元(102 年
度截至 10 月底止，核定件數 558 件，核定金額約 12 億 1,118 萬
元)。
五、教育部於 103 年 10 月 16 日核定 104 學年度國中及高職階段師資
培育公費生名額共計 100 名， 並指定由 9 所師資培育大學培育，
其中核給本校 58 名，占總額 58%。公費生名額係由各縣市提報，
並指定培育之大學，再由教育部核定，顯見各縣市教育主管機關
對本校師資培育品質的肯定。本校秉持師資培育優良傳統，不斷
深化與創新培育方案，加強教師專業素養、輔導取得第二專長、
提升教學實務能力，同時透過海外實習、寒暑假返鄉服務等累積
能力及經驗，以客製化之精神，確切符合縣市對公費師資之需
求，並與縣市建立緊密的培用聯盟關係。今年 4 月至 7 月間，鄭
志富副校長及師培處劉美慧處長即積極前往拜會各縣市政府教
育局處，簡報本校「公費生甄選與培育方案｣，爭取公費生名額。
六、今(103)年中等學校教師甄試放榜，本校共有 384 名學生金榜題
名(不含私立學校教師及代理、代課教師)，投入教職行列。今年
全國中等學校教師甄試約 2,600 個缺額，有高達 4 萬 6,000 多人
次報名。本校各系所表現優異，公領系有 47 位錄取成為正式教
師，包括 24 位應屆畢業生；數學系有 46 位錄取；工教系有 10
位；人發系 45 位；英語系 30 位；特殊教育系 30 位，顯示本校
在課程設計、師資陣容、教學資源、軟硬體設施以及校園文化方
面之專業與豐富經驗，更有高度使命感。面對 12 年國教實施，
本校將繼續肩負師資培育重責，不斷提升及創新，以培育新世紀
的良師。
七、為肆應國際潮流，本校訂於 104 學年度起，將學生成績自百分制
改為分成 12 等級之等第制。教務處自本學期起已積極規劃相關
工作，包括邀請臺灣大學師長前來本校就推動等第制進行經驗及
成果分享；研擬及修訂相關法規提會審議及報告；系統及網頁平
臺之建置；舉辦公聽會與師生進行溝通及意見交流等，期自下學
年度順利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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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為慶祝女子拔河隊奪金以及本校選手參與仁川亞洲運動會奪
牌，10 月 7 日舉行凱旋記者會暨頒獎典禮，表揚獲獎選手，並
頒發獎勵金，期勉選手再接再勵，為國為校爭光。本校女子拔河
隊參加 2014 美國世界盃室外拔河錦標賽，獲 3 金 1 銅佳績，達
成亞洲隊伍史上三連霸。本屆仁川亞運，本校有 20 位學生代表
國家參賽，獲得 1 銀 1 銅，分別為女子壘球銀牌、跆拳道女子
62 公斤級莊佳佳銅牌。選手們獲得好成績，是辛苦練習的成果，
學校期透過表揚及獎勵，鼓勵他們突破困境，不斷超越自我，朝
向目標繼續努力。
九、教育部體育署 10 月 8 日表揚 103 年度推展學校體育績優團體，
本校獲得大專組「績優學校獎」。本校向重視在體育活動，校內
有 36 個男女運動代表隊，每年組隊參與國內外各項體育競賽，
並積極推廣教職員工健康運動，每年舉辦校際、國際體育競賽，
長期與校外進行體育交流活動，對臺灣體壇發展可謂影響深遠。
體育署表示，師大在體育競技方面表現優異，長期培養運動人
才，在體育師資培育方面也做出相當大的貢獻，特頒獎項，以資
表揚。
十、

為配合教育部推動「高等教育輸出-擴大招收境外生行動計
畫」，打造臺灣成為東亞高等教育重鎮，營造境外生在臺留學之
友善環境，第一線輔導工作夥伴的協助與支持，正是我國高等教
育永續發展不可或缺的動力。本校在提升境外生服務品質及高等
教育輸出的拓展方面的努力，績效良好，獲得一致的口碑及肯
定，榮獲 103 年度教育部境外生輔導工作績優學校獎。

十一、 教育部自 99 年起推動「友善臺灣－境外學生接待家庭計畫」，
協助境外學生找到合適接待家庭，同時鼓勵國內大專校院媒合校
內境外學生及接待家庭。迄今共有來自 64 個國家地區 1,334 位
境外學生受到 784 戶接待家庭熱情款待，體驗臺灣友善的留學環
境。教育部「友善臺灣－境外學生接待家庭計畫」於 10 月 18 日
舉行 5 週年成果展，為感謝本校長期支持該計畫，並積極於校園
內推動接待家庭相關工作，教育部特頒發本校感謝狀表揚。

3

3 of 12

十二、 中華民國教育學術團體聯合年會於 11 月 15 日在本校舉行，全
國各教育相關學術團體之教育專業人員齊聚一堂，共襄盛舉。本
項盛會歷來皆由本校教育學系及中國教育學會聯合主辦，目的為
促進各教育學術團體之交流，並表揚教育學術界優良專業人員。
教育部吳思華部長特蒞會致詞，肯定所有教育工作者的努力，並
表示誠摯感謝。典禮中表揚 60 名優良教育人員木鐸獎與服務獎
及優秀教育學術研究著作獎。對於教育改革之未來與展望，吳部
長表示，高等教育改革面臨少子化、數位化與國際化等三大議
題，期盼教師能以創意幫助學生提高學習興趣，並與學生一同學
習與成長。本人亦提出多項建議，分別為 18 個學習指標是否造
成學生過大壓力；教育翻轉是否能幫助弱勢學生並改善城鄉差
距；師資培育課程是否過於僵化以及技職教育中科技大學與綜合
型大學之差異等。
十三、 本校校友及師生獲得校外各殊榮及獎項，學校與有榮焉，特報
告如下，與大家分享：
(一) 歷史系 66 級校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王明珂，
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同時也是人文及社會科學組中，首位
歷史人類學專長的院士。
(二) 本校體育系退休教師兼奧運金牌教練林德嘉教授獲得教育部體
育署 103 年度推展學校體育績優個人「終身成就獎」。
(三) 圖文傳播系王希俊教授、科學教育研究所張俊彥教授、通識中
心王銀國副教授、葉孟宛副教授等 4 位教師，以科技部計畫研
發成果「科學成就之旅」，獲得科技部 102 年度「傑出技術移
轉貢獻獎」。
(四) 由地科系劉德慶教授率領之臺灣 4 名高中選手，參加於西班牙
舉行之「2014 第 8 屆國際地球科學奧林匹亞競賽」
，共獲得 3
金 1 銀佳績，蟬聯第 8 次世界第一。
(五) 體育系麥秀英副教授獲得 103 年度教育部「師鐸獎」。
(六) 國文系 106 級學生梁道萍參加大陸河北衛視《中華好詩詞》電
視節目獲得決賽季軍。
(七) 工教系學士班施伯霖、陳彥霖及游明倫組隊參加裕隆日產汽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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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風雲賞，獲得 2013-2014 金獎。
(八) 在廈門大學舉行之第 5 屆「海峽兩岸口譯大賽」總決賽，本校
翻譯研究成績斐然，碩三張家福獲得特等獎；周獎勵、江世麒、
范堯寬獲得一等獎；陳曉瑩、簡德浩各獲二、三等獎。
(九)
十四、 推動國際合作計畫，與國外大學簽署學術交流協議。(103 年
9 月至 11 月)
(一) 與日本秋田國際教養大學簽訂校級學術合作協議與學生教換協
議。
(二) 與美國南卡羅萊納大學簽訂自由經濟示範區合作備忘錄與學生
交換協議。
(三) 與紐西蘭奧塔古大學續簽校級學術合作備忘錄與學生教換協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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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46 次行政會議鄭副校長報告事項
一、召開第 273~274 次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主要決議事項列舉如下：
第 273 次：（陳教務長昭珍代理主持）
（一）各單位專任教師 13 名評鑑案，同意備查。
（二）各單位所聘頂大計畫專案教學及研究人員 1 名評鑑結果案，
同意備查。
（三）企業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1 名專任教師起聘日擬由原 103 年
8 月 1 日延至 104 年 2 月 1 日案，同意備查。
（四）高階經理人企業管理碩士在職專班自 103 年 8 月 1 日起至
105 年 7 月 31 日止擬聘任丁廣鋐先生為企業客座教授案，
同意備查。
（五）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各單位擬約聘教師 6 名案，照案通過。
（六）審議各單位新聘教師 1 名職前所任職務性質及私人機構年
資得否認定為具有規模及採計提敘薪級案。
（七）藝術學院修正該院認可之學術期刊清單案；音樂學院修正
該院「教師評審準則」案；通識教育中心修正該中心「教
師評審作業要點」案；表演藝術研究所修正該所「聘任專
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作業要點」
；教務處修正本校「行政單
位及校級中心教研人員院級評審委員會設置章程」案，同
意備查。
（八）本校「教師評審辦法」第十一條、第十七之一條文修正案，
照案通過。
（九）擬訂定本校「藝術類科教師作品審查意見表」(舞蹈類)案，
照案通過。附帶決議：請人事室依委員意見一併檢視其他
各類審查意見表，經整體性通盤檢討後予以修正，再提本
會討論。
（十）國際與社會科學學院訂定該院「教師評審準則」案，照案
通過。
（十一）國際與社會科學學院訂定該院「新聘專任教師資格條件」
案，照案通過。並附帶決議如下：
1.請人事室將行政單位及校級中心「新聘專任教師資格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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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納入本校「新聘專任教師資格條件暨考核（評鑑）
作業規定」中。
2.請人事室將本校「新聘專任教師資格條件暨考核(評鑑)
作業規定」第一點各學院之資格條件所提及之「國科會」
均修正為「科技部（原國科會）
」。
（十二）國際與社會科學學院訂定該院認可之「國內外具嚴格審
查機制之學術或專業刊物一覽表」及「國內外具有編輯
委員會審查機制之出版社」案，照案通過。附帶決議：
請國際與社會科學學院依現行規模確實檢討該院認可刊
物及出版社之數量，並請於 104 年 7 月 31 日前酌做修正
後，再提本會討論。
第 274 次：
（一）各單位專任教師 30 名評鑑案，除 2 名未通過，餘同意備查。
並請服務單位對未符合評鑑規定之教師，給予合理之協助
與輔導。
（二）各單位所聘頂大計畫專案教學及研究人員 1 名評鑑結果案，
同意備查。
（三）本校延聘楊牧先生擔任講座教授案，同意備查。
（四）本校延聘楊培東先生擔任講座教授案，同意備查。
（五）本校續聘洪姮娥教授擔任講座教授案，同意備查。
（六）本校續聘吳壽山教授擔任講座教授案，同意備查。
（七）本校續聘鄭錦全教授擔任講座教授案，同意備查。
（八）審議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各單位 2 名教授延長服務案，照
案通過。
（九）審議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各單位新聘 2 名名譽教授案，照
案通過。
（十）審議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各單位聘任 2 名講座教授案，照
案通過。
（十一）審議各單位 1 名教師申請延後限期升等期限案，照案通
過。
（十二）研修本校教師評審辦法第 13 條之 1 附表（計 10 類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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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表）案，照案通過。
（十三）教育學院、文學院、理學院、藝術學院、科技與工程學
院、管理學院修正該院「教師評審準則」案；科技與工
程學院修正該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章程」案；藝術
學院、管理學院修正該院認可之出版社清單；東亞學系、
體育系、僑生先修部修正該系（部）
「教師評審作業要點」
案；僑生先修部修正該部「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
案，同意備查。
二、召開職員甄審委員會第 93 次會議，主要決議事項列舉如下：
（一）評審總務處一般行政職系秘書 1 名、圖書館圖書管理職系
編審 1 名陞遷案。
（二）評審總務處土木工程職系技士 2 名、圖書館圖書資訊管理
職系組員 1 名遴用案。
三、召開約用人員審核小組第 47 次會議，主要決議事項列舉如下：
（一）審議各單位員額申請案共計6名案。
（二）審議各單位約用人員8名改聘（薪資變更）案。
（三）審議各單位新聘約用人員18名備查案。
（四）審議本校「約用人員考評作業事項」部分規定修正案。
（五）審議本校「資訊類約用人員升等作業要點」及「資訊類約
用人員薪級表」部分規定修正案。
四、103 年 11 月 18 日召開 103 學年度考績（核）委員會第 1 次會議，
主要決議事項列舉如下：
（一）審議本校各單位 6 名職員 103 年另予考績案。
（二）審議本校職員獎懲案： 1 名記功 1 次、4 名嘉獎 2 次、12
名嘉獎 1 次、1 名列入年終考績參考。
五、103 年 10 月 1 日召開內部控制工作小組 103 年第 1 次會議，主
要討論事項列舉如下：
（一）修訂本校「內部控制制度評估實施計畫」案。
（二）審議本校 103 年自行評估作業。
（三）擬訂本校 103 年度稽核計畫。
六、為了解本校外籍教師在教學、研究、服務及輔導等方面之意見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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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於 103 年 10 月 7 日舉辦外籍教師座談會，邀請本校外
籍教師及相關行政單位齊聚一堂，本次活動計有 13 名外籍教
師參與，透過議題討論及意見交換，促進外籍教師對學校的了
解，並期望營造多元文化的國際校園。
七、103 年 10 月 9 日召開第 68 屆全校運動會行政籌備會議，主要決
議事項列舉如下：
（一）擬訂大會職員名單。
（二）擬訂各行政單位支援協調事項。
（三）擬訂經費預算。
（四）擬訂各項競賽規程。
八、103 年 10 月 9 日召開本校參與 2017 世界大學運動會奪金計畫會
議，主要決議事項列舉如下：
（一）擬訂本校「參加 2017 世界大學運動會奪金計畫分工」。
（二）請體育室及學生事務處分別研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參加
2017 世界大學運動會奪金計畫」及「金牌書院相關制度及辦
法」
，並提下次會議討論。
（三）請教務處就可能奪金選手課業輔導層面，取消擋修限制，
降低學期修讀學分數，及延長修業年限等，是否需修訂本
校學則或相關法規，整體考量後提下次會議報告與討論。
（四）建請成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參加 2017 世界大學運動會奪
金專案小組」
，成員由副校長、教務長、學務長、師資培育
處處長、運動與休閒學院院長、人事室主任、主計室主任、
體育室主任、體育學系主任及運動競技學系主任等組成
之，並簽請校長核定。
（五）為有效掌控本專案計畫之工作進度，爾後宜訂定固定開會
時間（每月乙次）
，並由運動與休閒學院負責召集及處理會
議相關事宜。
（六）為達成奪金計畫具體成效，建請學校於年度預算編列專款
（含乙位專職人員）
，統籌 2017 世界大學運動會奪金計畫
之事務。
九、103 年 10 月 17 日主持本校校務會議常設委員會 103 學年度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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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會議，經票選由教育學院許添明院長擔任該會召集人。
十、103 年 10 月 27 日主持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第 55 次會議，
經推選由大眾傳播研究所陳炳宏教授擔任該會主席。
十一、103 年 10 月 28 日召開本校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運動代表隊選
訓小組會議，主要決議事項列舉如下：
（一）討論 103 學年度運動代表隊分級事宜，並請體育室主任各
別與調整之代表隊進行溝通，請教練積極爭取優秀選手，
並加強訓練，104 學年度列為分級考量因素之一。
（二）修訂本校「運動代表隊組訓管理辦法」案。
（三）審議本校「103 學年度學士班運動績優新生入學獎學金」案。
（四）審議本校「103 學年度運動代表隊教練修訂人選」案。
十二、103 年 11 月 5 日召開法規委員會第 67 次會議，審議擬提第 113
次校務會議之 10 項法規案，其中 3 案照案通過、5 案修正通
過、2 案緩議，通過之 8 項提案將送請校務會議常設委員會及
校務會議審議。
十三、103 年 11 月 17 日邀集人事室、主計室及研發處開會研商本校
「因公出國案件處理要點」修正事宜，獲致結論如下：
（一）未來教職員因公出國之出國報告（科技部及教育部核定之
年度出國計畫除外）將直接由本校差勤系統上傳。
（二）請人事室向葳橋資訊公司要求差勤系統上傳出國報告之程
式撰寫，必須於 104 年 1 月 1 日前完成。
（三）本校「因公出國案件處理要點」於差勤系統未修改完成前
暫不修訂。
（四）請人事室函知全校各單位，教職員使用校務基金、邁向頂
尖大學計畫及政府委辦及補助等經費出國，皆須於返國 3
個月內（頂尖大學計畫 1 個月內）分別繳交出國報告給人
事室、邁向頂尖大學計畫辦公室及研究發展處。
十四、代表本校接待外賓：
（一）廈門大學林東偉副書記來訪。
（二）德國常設文教廳長會議秘書處副秘書長一行蒞校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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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6.pdf

第 346 次行政會議吳副校長報告事項
一、 為使印尼地區學生瞭解臺灣高等教育現況，於 103 年 9 月 23
日至 10 月 1 日代表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共赴印尼辦理招生宣導，
以吸收更多優秀僑生申請來臺升學。
二、103 年 10 月 2 日及 11 月 19 日與臺灣大學張慶瑞副校長及臺灣
科技大學李篤中副校長召開「臺灣大學聯盟工作小組會議」，討
論優惠商家及三校策略聯盟備忘錄行政程序等事宜。
三、為建立本校首頁與各行政單位官網框架與使用連結之一致性，於
103 年 10 月 17 日召開「本校首頁暨行政單位官網改版會議」
，
討論行政單位官網改版時程規劃事宜。
四、103 年 10 月 21 日召開資訊中心業務督導會議，會中重要決議事
項如下：
（一）宣導網路電話結合 MKY Plus App 與 I-FAX 的服務資訊，並鼓
勵師生使用。
（二） Moodle 2.7 新版已建置完成，並支援 App 之應用，再請資訊
中心主任於行政會議中宣導試用，104 新學年度將取代舊版，
推廣全校使用，請教發中心盡早推廣。
五、為擬訂本校「104－108 年度校務發展計畫」
，於 103 年 10 月 15
日、22 日及 23 日邀請行政單位一級主管召開規劃小組會議，修
訂「104-108 年度校務發展計畫」願景及目標內容。
六、103 年 10 月 15 日及 11 月 8 日召開國語教學中心業務督導會議，
討論學期制專班招生情形分析、海內外相關教育機構合作出版教
材及 MTC online 營運目標、盈餘及回收成本期程等相關事宜。
七、103 年 11 月 4 日召開「核銷案進度管控系統需求討論會會議」，
討論本校各類需要以流程引擎為基礎之應用系統發展方向，有關
流程引擎之相關管理機制與其他應用系統之介接方式，由資訊中
心統籌規劃辦理。
八、 為解決因畢業生離校程序不一致所衍生之爭議，於 103 年 11 月
4 日召開「畢業生離校權限處理協調會議」
，會中決議事項如下：
（一）請總務處儘速完成門禁系統採購作業，門禁系統完工前，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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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加強門禁相關措施，避免發生資料未同步等缺失。
（二）有關學士班與研究所畢業離校程序問題，以完成離校手續為
畢業生在校相關權限終止時間，各單位如有特殊需求可再與
資訊中心協調。
九、 接待外賓
（一）103 年 10 月 4 日接待 UCLA 教育院國際副院長 Prof. Torres。
（二）103 年 10 月 6 日與校長共同接待紐西蘭奧塔古大學校長 Prof.
Harlene Hayne 一行。
（三）103 年 10 月 7 日接待內布拉斯加大學林肯分校校長 Dr. Harvey
Perlman 及日本國際教養大學校長鈴木點比古一行。
（四）103 年 10 月 8 日至 10 月 10 日與許添明院長赴香港參加第三
屆兩岸四地師範大學校長論壇。
（五）103 年 10 月 11 日至 10 月 13 日與印永翔處長赴陝西參加陝
西師範大學建校 70 週年校慶。
（六）103 年 10 月 24 日接待中國美術學院院務委員會主任一行。
（七）103 年 10 月 27 日接待澳門仁慈堂婆仔屋繆朋飛畫家一行。
（八）103 年 11 月 14 日接待巴拿馬教育部史達夫次長一行。
（九）103 年 11 月 18 日接待加拿大西蒙菲莎大學校長及副校長一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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