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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57次行政會議校長報告事項 

一、 介紹與會新主管 

(一) 文學院陳浩然代理院長 

(二) 運動與休閒學院季力康院長 

(三) 國際與社會科學學院潘淑滿院長 

(四) 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蔡居澤主任 

(五) 學習科學學士學位學程蔡今中主任 

(六) 圖書資訊學研究所曾元顯所長 

(七) 數學系林俊吉主任 

(八) 化學系林文偉主任 

(九) 科學教育研究所楊芳瑩所長 

(十) 光電科技研究所李亞儒所長 

(十一) 美術學系莊連東主任 

(十二) 設計學系劉建成主任 

(十三) 藝術史研究所辛蒂庫絲所長 

(十四) 工業教育學系宋修德主任 

(十五) 機電工程學系楊啟榮主任 

(十六) 運動競技學系俞智贏主任 

(十七) 表演藝術學士學位學程夏學理主任 

(十八) 表演藝術研究所夏學理所長 

(十九) 民族音樂研究所錢善華所長 

(二十) 華語文教學系陳振宇主任 

(二十一) 社會工作學研究所游美貴所長 

(二十二) 師資培育學院劉美慧院長 

(二十三) 特殊教育中心洪儷瑜主任 

(二十四) 教育研究與評鑑中心洪仁進主任 

(二十五) 數學教育中心左台益主任 

(二十六) 資訊中心簡培修代理主任 

(二十七) 附屬高級中學王淑麗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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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英國高等教育調查機構 QS於 6月 8日公布 2017年世界最佳大學

排行榜，本校表現持續進步，在全球 4 萬多所大學中，排名第

289 名，進入世界前 300 大，比去年進步 21 名，創下本校在 QS

排名最佳成績。自 2013年以來，本校 QS名次躍升近 200名。本

校在生師比及國際化之表現，分別名列全球第 155及 122名，尤

其國際化指標，高居全國之冠；而學術聲譽指標位居世界285名，

為國內第 4。QS世界大學排名，是依據過去 6年調查全球近 7.7

萬名學者及 3.7 萬名僱主，並對全球最大論文數據庫

Scopus/Elsevier 中 1,030萬學術期刊和 6,630萬論文引用之數據

分析，最後依照 6項指標評分，包括學術聲譽（40%）、僱主評分

（10%）、生師比（20%）、教員論文平均被引數（20%）、國際學生

比例（5%）、國際教員比例（5%）評分。經由 QS之客觀評比，本

校可藉以了解與他校之優勢與差距，有助於提升教育品質，擴大

視野格局。 

三、 「教育部 5年 500億-邁向頂尖大學計畫」執行情形(106年 5至

9月) 

(一) 行政業務方面：配合教育部經常性之調查，發函調查 106年第二

季（1-6月）重要量化數據統計。 

(二) 計畫執行方面：分析本校問題並提出改進策略，以落實教學創新

及提升教學品質、發展學校特色、提升高教公共性、善盡大學社

會責任四大目標；訂定策略及執行方案，完成「高等教育深耕計

畫構想規劃書」，併同績效指標及經費需求表，於 8月 31日報部。 

(三) 國際合作與成果推廣 

1. 6月 1-2日頂大團隊參與在美國鹽湖城辦理之「語言測驗國際研

討會」，推廣「英語能力診斷及認證」(Diagnosis and Certification 
of English Competence)研發成果。 

2. 6月 7-9日宋曜廷執行長赴廣西參加南寧「桂臺幼兒教育發展論

壇」，擴展學術交流合作。 

3. 6月15-17日頂大團隊赴西班牙「WILD 2017 - Workshop on Infant 
Language Development 會議」發表腦神經語言科學論文。 

4. 7月 3-5日頂大辦公室、國際處及進修推廣學院赴華中師範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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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學術、教學、產業合作交流。 

5. 7月 5-7日宋曜廷執行長赴韓國首爾參加由韓國外國語大學舉辦

之「2017 QS Subject Focus Summit - Language, Literature & 
Culture 會議」，於 QS焦點主題領導人會議中進行演講。 

6. 7 月 9-16 日 頂 大 團 隊 至 加 拿 大 溫 哥 華 參 加 「 HCI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發表論文，

推廣眼動技術之研發成果。 

7. 7 月 10-11 日與美國賓州大合辦「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Advanced Learning Sciences (IWALS)2017 工作坊」，邀請該校

Dean Monk、李平教授、東京外國語大學 Tomimori 榮譽教授、望

月圭子教授、曾志朗院士等人出席，進行多角度之思考及經驗交

換，推動相關研究或學術機構跨國合作之機會。 

8. 7月 16日至 8月 2日宋曜廷執行長赴德國柏林參與「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New Horizons in Education (INTE 2017)」，進行頂

大學術成果論文發表。 

9. 7 月 31 日至 8 月 2 日頂大團隊赴美國費城參加「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Society for Text & Discourse」，進行學術交流。 

10. 9 月 14-16 日宋曜廷副校長赴大陸參加「第二屆海峽兩岸大學

校長論壇及第八屆兩岸青年創新創業論壇」，促進本校之學術交

流與能見度。 

(四) 演講與工作坊 

1. 5月 10日邀請美國 UCLA亞洲語言文化系及應用語言學系陶紅印

教授蒞校，主講「中文學術語料庫之建立與應用」。 

2. 5 月 16 日邀請臺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李佳霖助理教授蒞校，主

講「 Neural and Cognitive Reprogramming for Syntax-related 
Language Comprehension in Healthy Aging」。 

3. 5月 31日邀請伊利諾大學厄巴納-香檳分校 Kara Federmeier教

授蒞校，主講「Finding Meaning in Time: Aging and the Dynamics 
of Comprehension」。 

4. 6 月 14 日邀請美國耶魯大學哈斯金實驗室博士後研究員洪意惠

博士蒞校，主講「Domain Generality and Specificity of Statis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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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ing and its Relation with Reading Ability」。 

四、 英國《泰晤士報高等教育特刊》（Times Higher Education）於 9

月 13 日公布最新世界大學藝術與人文領域排行榜，本校排名全

球 176-200 名。該刊針對藝術與人文領域，從 77 個國家的大學

中，根據各大學在教學、研究質量、論文引用次數、國際形象及

知識轉移等五大範疇的 13 項指標及權重評分，本校獲得總分

34.9分；在五大範疇中，知識轉移分數最高，達 82.9分，其次

是國際形象 47.9 分，再依序是研究 33.5 分、教學 28.8 分、論

文引用次數 25.3 分。今年 THE 首度列出全球 400 所大學藝術與

人文領域排名，其中臺灣只有兩所學校入榜，本校次於臺灣大學

的 126-150名，位居全臺第二。 

五、 本校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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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設科技與工程學院「光電工程學士學位學程」、科技與工程學

院「車輛與能源工程學士學位學程」、「電機工程學系博士班」、

理學院「營養科學學士學位學程」、理學院「營養科學碩士學位

學程」、理學院「生技醫藥產業碩士學位學程」、地理學系「地

理碩士在職專班」、運動與休閒學院「樂活產業高階經理人企業

管理碩士在職專班」。 

(二) 調整（取消學籍分組）：工業教育學系學士班、東亞學系學士班

及碩士班、科技應用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碩士班、教育心理與輔

導學系碩士班及博士班、英語學系博士班、音樂學系博士班。 

(三) 停招：地理學系「地理教學碩士在職專班」、歷史學系「歷史教

學碩士在職專班」、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營養科學與教育組學

士班及碩士班」。 

六、 本校 107 學年度招生名額總量經教育部核復如下：學士班 1,708

人(與 106學年度同)、碩士班 1,464人(與 106學年度同)、博士

班 199 人(較 106 學年度減少 19 人)、碩士在職專班 765 人(較

106 學年度增加 125 人)。各學制詳細名額分配表業依本校招生

委員會議決議報請教育部核定中。 

4 of 29



 
 

5 

七、 教育部為瞭解大專校院推動校務遭遇之困難或興利建議，前於

105年 6月 21日以臺教高(一)字第 1050085579號函示各校提供

法規及制度鬆綁建議。經教育部彙整研處後，已完成鬆綁事項計

28項；無需鬆綁事項計 15項(現行規定即可辦理)之說明，並於

106年 6月 15日臺教高通字第 1060085840號函送各校查照，本

校業於106年6月22日通函校內各一級行政單位及各學院參考。 

八、 有 67 年光榮傳統的本校體育表演會於 5 月 25 至 27 日在校本部

體育館盛大舉行三場，由運休學院體育系與競技系學士班 106級

應屆畢業生共同規劃及演出。今年以「動力加速度」為主題，強

調以積極的「動力」加上穩定的「速度」，象徵體育人堅忍不拔

的毅力、耐力、意志力和續航力，更代表他們在面對困難時無所

畏懼的態度，以期許全體參與同學將所學及技能充分發揚，並透

過表演帶動大家對運動的熱愛及行動力，進而認同及養成運動的

好習慣。今年呈現韻律體操、飛盤表演、拔河、田徑、排球、羽

球、 跆拳道、有氧舞蹈、游泳、原住民舞蹈等 10項精彩節目，

多元豐富且具創意，將技能、藝術、體能結合為一，帶給觀眾完

美及震撼的視覺饗宴。體育表演會充分展現演出者剛柔並濟、熱

情活力的運動家精神，吸引眾多師生同仁及校外人士踴躍前來觀

賞，並博得一致好評。 

九、 由臺灣大學承辦的 106 全國大學運動會於 5 月 11 日圓滿落幕，

此役被視為 2017 台北世大運前哨戰，吸引眾多好手回國參賽。

本校共獲 41 金 47 銀 34 銅，總排名第三，次於國體大及臺灣體

大。本校共有 3位選手破紀錄，分別是游泳吳浚鋒、張國基及田

徑楊尉廷，吳浚鋒在 50 公尺自由式及 50 公尺蛙式；張國基在

50 公尺蝶式決賽中破大會紀錄；楊尉廷在 110 公尺跨欄預賽、

決賽中，連破大會與全國記錄。師大在田徑項目共獲得 12金牌，

除楊尉廷在跨欄項目破紀錄外，也有許多連霸記錄，洪珮寧三級

跳連五年封后，洪鈺釗、黃揚勝兩人攜手在公開、一般組創造

800 公尺四連霸，其他獲得銀牌的男 400 公尺楊隆翔、女 1500

公尺羅珮慈也有刷新自己記錄的優異表現，金牌數是比去年的 9

金增加 3金。下一屆全大運賽事將移師中壢，由中央大學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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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5月 22日，本校頒贈 2000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高行健先生名譽

文學博士學位，以推崇他在文學、寫作、藝術創作、戲劇上的卓

越成就。高先生以文學與藝術創作關懷全體人類的精神生活與自

然生態變遷危機，期許人類從各種枷鎖中獲得靈魂的自由，期待

人類從歷史與自然災難中獲得警惕。由於他內心豐厚對人類的愛

與關懷，使其每部作品都充滿悲天憫人的情懷，為人類寫下永恆

的藝術篇章，足為典範，經本校名譽博士審查委員會通過，特頒

贈名譽文學博士學位。高行健先生是一位全方位的作家與藝術家，

除了寫作，兼擅劇場導演、繪畫與音樂，在戲劇、藝術、小說及

散文的創作及理論方面，均有卓越成就。他的小說與戲劇關注人

類的生存困境，具有高度文學藝術成就和文化價值。他更是一位

卓越的思想家，其特殊而富有原創性的思想，有力地啟迪當代讀

者的宏觀思維。高行健先生自認是世界公民，他的文學作品更翻

譯超過 40種語言版本，他的創作不受國家、民族或語言的限制。

他也高度肯定臺灣的民主與文化成就，「希望臺灣社會可以扮演

現代文藝復興的推手。」高先生擔任本校講座教授多年，他表示，

很榮幸能與本校師生一起創作，以他看過全世界表演的角度而言，

臺師大師生的創作已經達到世界水平。 

十一、 北京大學繼2013年贈送本校一尊2.5米高、玻璃纖維製作之北

京奧運太極雕像，開展兩校體育交流合作新頁；今年再特別翻製

「銅質」單鞭式太極雕像贈送本校，做為71週年校慶賀禮，象徵

兩岸共同傳承太極武藝。贈送儀式於5月31日在本校體育館旁安

置銅像場地前舉行，北京大學副校長高松一行專程前來參加揭幕。

揭幕儀式中北京大學南燕藝術團學生帶來精彩表演，並由本校20

個系所71位學生演繹太極拳路，兩校以太極會友。大師太極發源

於本校，1958年列入體育課程教學，在傳統基礎上加入現代學術，

發展成為最完美的太極拳體系，名之「大師太極」，陸續在臺灣

各大學院校推展。於1994年引進北京大學，該校將其推廣發揚，

不僅將太極拳運動列為必修課程，更將太極視為發揚中華傳統文

化的重要項目之一。從太極文化活動，帶動兩校文化、藝術、學

術全面展開交流，更促成兩校於2011年締結姐妹校。期兩校合作

6 of 29



 
 

7 

從太極開啟，共同致力太極運動身心靈研究，更進一步廣泛推展

文化合作交流及深入之學術研究。 

十二、 本校第 71 週年校慶慶祝大會於 6 月 5 日上午在校本部禮堂盛

大舉行，本人在會中致詞表示，「空間加上時間才是大學完整的

定義」，因為有過去校友們的努力耕耘，才成就了今天的師大，

期盼校內師生同仁能由現在前瞻未來，一起面對挑戰，讓師大成

為更國際化、多元化的校園。會中表揚第 16 屆傑出校友：本校

美術學系退休教授梁秀中（藝術學系 48 級）、馬來西亞雪州臺

師大校友會暨大馬留臺聯總創會會長賴觀福（社會教育學系 50

級）、清華大學語言研究所榮譽退休教授曹逢甫（英語學系 53

級）、行政院僑務諮詢委員林青嶔（體育學系 62 級），4 位校

友各在學術領域、社會奉獻與教學服務具有卓越成就；另頒贈教

學傑出教師、服務傑出教師、研究績優教師、優良導師、傑出學

生等獎項，並表揚大額捐贈校友及企業。當日歷任校長、世界各

地校友會代表、姊妹校代表及退休同仁等皆蒞校共襄盛舉，場面

隆重溫馨。 

十三、 本校 105 學年度畢業典禮於 6 月 17 日在體育館舉行，本人與

各學院院長分別為畢業生撥穗，並勉勵 3,366位博碩學士畢業生

「勇於冒險創新，創造無限可能」，還要「孝順」、「從失敗學習」

及「永遠保持熱誠」。父母的叮嚀是一種「基因」，年輕人要原諒

為人父母老是叮嚀的任性，也要想辦法使父母了解現代科技及參

與生活。理解失敗是一種人生常態，要勇於面對，用來學習，不

埋怨找藉口；並期許師資生永遠保持熱忱，成為具備使命感的教

師。今年邀請曾獲遠見雜誌評選為年度平民英雄青年領袖代表、

AIESEC台灣 50大影響力青年的生科系 101級校友林藝發表演說

「拚命，是為了做自己」，藉分享自己的故事，勉勵學弟妹：「不

要侷限自己，如果有一件事，是你非常在乎的，就努力去實踐，

並且以堅持不要臉的態度，勇敢的成為自己。」106級畢業生是

4年前「伯樂大學堂」第一屆新生，當時都寫過一封信給未來的

自己，並裝入時光膠囊中彌封。本人在典禮中開啟當年的時光膠

囊，並將這些信交還畢業生，見到自己以前寫給自己的期盼，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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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都感動不已。典禮在演唱創作歌曲『新生活』鼓舞畢業生「放

開雙手，開始明天，開始新生活」中圓滿結束。 

十四、 本校網路大學籌備處 6 月 29 日舉辦揭牌儀式，址設誠 403。

未來將致力整合各單位資源，持續充實數位教學平台、建立數位

化課程及學程，並與國內外單位合作，提升科技融入教學素質，

帶領師大邁向國際化。網路大學籌備處隸屬教務處，由教學發展

中心、開放式課程小組、磨課師(MOOCs)規劃團隊共同組成。本

校發展數位教育已有一段時日，從數位學習平台、翻轉教學到開

放式課程都有相當豐富的資源及經驗，近年更全力推動全方位整

合籌劃。國際化、融合科技是目前趨勢，全球許多大學都積極推

動網路大學，嘗試跳脫傳統課程時間、空間限制，讓學習更具彈

性，同時提升在職進修效率，建立終身學習、跨國學習的友善環

境。數位教育可以應用到許多學科領域，但以學校而言，建立獨

一無二的特色很重要，善用多元而豐沛的資源，有很大的發展空

間和良好的未來展望。以本校過去數位課程成效調查的高滿意度，

在發展數位教學及網路大學具有高度信心，未來將持續針對教師

及學生需求，朝向數位課程實質學分認證的目標邁進。網路大學

籌備處正式營運後，將帶動組織、人力、設備及技術全面整合，

建立更完善的體制，結合現有各項平台及教學資源，參照國外各

大學實施策略成效，開創數位教育全新里程碑。 

十五、 為使新生瞭解學校環境、行政體系及相關資源與規定，從而啟

發參與各項社團活動，順利展開豐富的大學生活，學務處於9月5

至8日為學士班新生舉辦為期4天3夜的「伯樂大學堂」新生營，

期許傳承師大人精神，成為彼此生命中的伯樂。今年新生營有近

1,800多位新生參加，透過校園導覽、服務學習、健康體適能、

社團迎新嘉年華、學習資源講座、學系時間、自由選科等豐富活

動及課程，使新生感受關懷和溫暖，對學校產生榮譽及認同感。

本人勉勵新生秉持師大自由自治精神，在思想上、在學習上都能

自由展放，未來在各行各業中，以為師為範的精神，發展自己的

人生志業。張少熙學務長提到，無論上大學的目的是什麼，幸福

與快樂最重要，他鼓勵新生3件事情，第一是參加社團，第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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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業，第三是談一場有品質的戀愛，讓大學的青春不留遺憾。今

年特邀請中山女中教師、學思達平台創辦人張輝誠老師以「大學

生最需要的能力：自學，思考，表達」為題進行演講，世界的教

學方式已經改變，只要有自學能力，無論何時何地，知識的大門

永遠為你敞開。 

十六、 為促進新進教師對校內相關事務的瞭解，並 鼓勵積極參與研

究工作及 加強 教學職能，成為教學、研究及服務三者並重之良

師，106學年度兩天一夜的「新進教師研習會：鴻鵠營」於 9月

6、7 日於校本部及大板根森林度假村舉行，安排多元主題的論

壇與工作坊，邀請十餘位不同領域的資深教師典範傳承，讓新進

教師「慕鴻鵠以高翔」。本學年共有 34位新進同仁加入教師行

列 ，為學校注入新活力。教務處教學發展中心安排「學術發展

之路」、「學術倫理」、「多元觀點‧教學微進」、「誰來晚餐」、

「白露之晨」、「師承典範．新師啟航」、「肢體傳達技巧教學

工作坊」等專題，邀請校內外講座與新教師進行討論與交流，

提供教學後勤支援管道，帶領教學新血熟悉環境與建立夥伴社群

關係，順利展開在師大的教學研究生涯。 

十七、 為提升導師專業知能，強化導師功能，106學年第 1學期全校

導師會議於 9 月 20 日上午在校本部禮堂舉行，全校導師及相關

主管共聚一堂探討學生輔導機制等議題。主持人鄭副校長提示培

養學生正確價值觀、人文素養及具備分辨是非能力的重要性。會

中教務處報告降低學系專業必選修至 75 學分；放寬大四申請輔

系及學分學程；大一新生必修國文、英文以議題導向寫作及深度

討論方式進行；開放三、四年級學生上修碩班課程等方案，鼓勵

學生修習雙專長。學務處報告「伯樂大學堂」、全國首創「社團

人專業領導培力學分學程」、「全人書院」辦理情形，增進學生

的社團經營能力和就業競爭力。「如果導生是我自己的小孩，我

希望他們成為什麼樣的人？」特別邀請特殊教育學系佘永吉助理

教授分享他的學生輔導經驗。他以自身經歷及職場體驗，從觀察、

主動發掘學生問題、適時的關心和陪伴，都是他實踐輔導學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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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並期許自己能透過行動及教育來培養學生追求幸福生活的

能力。 

十八、 為培育臺灣軍事口譯專業人員，本校特別協助國防大學成立

「戰略研究所國際學程軍事口譯組」，由本校翻譯研究所負責開

班授課。9 月 11 日兩校進行簽約儀式，開創軍、文學術交流新

里程碑，深具意義。國防部蒲澤春副部長表示，國軍在軍事戰略

用語、軍事專業知識方面口譯人才需求甚殷，所以國防部與國防

大學規劃成立戰略研究所軍事口譯組，希望培育擔負國軍重要演

習、訓練以及外賓接待等傳譯工作人才，特別感謝師大給予支持

及協助。第 1屆口譯組僅錄取 5位學生，整體英文程度非常好，

學習動機強，並富有企圖心，希望透過專業培訓，未來有更傑出

表現。翻譯所教師將採團體教學方式授課，並將邀請優秀博士班

畢業校友參與教學。翻譯所自成立以來，培養了大量專業翻譯人

員，在各界表現優異。期盼兩校的跨領域合作能為國家社會培育

更多的專業人才。  

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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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樂系名譽教授李淑德，榮獲蔡英文總統頒授「二等景星勳章」，

表彰其致力帶動臺灣弦樂教育全面提升的努力與貢獻。 

(二) 本校郭為藩前校長以前瞻視野與濟世胸懷，榮獲 2017星雲教育

獎之「終身教育典範獎」。  

(三) 音樂系校友台中特教學校教師陳蔚綺， 指導及培育出 9名總統

教育獎學生，幫助 17名特教生考上街頭藝人證照，她的教育熱

忱獲今年教育部頒發「師鐸獎」肯定。 

(四) 物理系校友國立中山大學物理系教授兼副校長蔡秀芬，發起每

年募集 1,000 萬元願景，幫助弱勢生翻轉人生，今年獲教育部

頒發「師鐸獎」。 

(五) 資訊工程系李忠謀教授，榮膺在伊朗德黑蘭舉行之「2017 年國

際資訊奧林匹亞競賽」主席（IOI President）。 

(六) 地球科學系米泓生教授參與臺大地質科學系之跨國研究計畫，

首度證實人類排放氮對遠洋環境有影響，研究成果被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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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ience」雜誌。 

(七) 地球科學系副教授謝奈特(John Gregory Shellnutt)，在岩石學及

地球化學的基礎知識有重大發現，獲中央研究院「年輕學者研

究著作獎」。 

(八) 生科系林思民教授與學生王盈涵、蕭郁薇之研究團隊再度在臺

灣發現新種樹蛙，命名為「太田樹蛙」，研究結果已發表於國際

期刊《公共科學圖書館》（PLOS ONE）。 

(九) 本校在創建永續校園、積極推動綠色課程及綠色環境教育講座、

建置多元校園綠色生活-二手物資源回收再利用管道、綠色景觀

校園及文化氛圍營造、積極推動綠色節能措施等面向表現優異，

獲臺灣綠色大學聯盟頒發「2017優秀綠色大學獎」。 

(十) 106全國大學運動會，本校共獲 41金、47銀、34銅，總排名第

三，共有 3 位選手破紀錄，分別是游泳吳浚鋒、張國基及田徑

楊尉廷。 

(十一) 2017臺北世界大學運動會，本校運動競技系與體育系參賽選

手共獲得 1金、7銀、4銅；有 6位教師出任教練，指導各代

表隊選手奪牌，為國為校爭光。 

(十二) 由本校與景美女中組成之臺北師大景美女子拔河隊，赴英國

參加歐洲盃室外拔河公開賽，獲得 U23女子 500公斤級及 520

公斤級兩面金牌；560 公斤級及 U23 錦標賽分別拿下第四名

及銀牌。 

(十三) 第 15屆全國大專院校僑生國語歌唱比賽，全部 9個獎項中，

本校僑生先修部校友及在校生包辦前 4 名及兩個優勝，共獲

得 7個獎項，創下歷年最好成績。 

(十四) 音樂系碩士班曾維庸，參加第 3 屆香港國際中樂指揮大賽，

榮獲亞軍、「最佳樂團團員喜愛獎」、「最佳臺灣作品演譯獎」

及「最佳香港作品演譯獎」等四個獎項，其指導老師為許瀞

心教授。 

(十五) 音樂系學士班 4 年級蘇紋萱，在第 8 屆新加坡國際長笛大賽

總決賽中吹奏法國作曲家若利維的《里諾之歌》，獲評審高度

肯定，榮獲公開組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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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美術系設計組 100 級、設計系碩士班校友漫畫家劉宜其，以

作品《南方小鎮時光：左營‧庫倫洛夫》榮獲第 8 屆金漫獎

「跨域應用獎」。 

(十七) 設計系碩士班王介盈與大學同學王蔓霖共同設計之「來字哪

裡」中文組字印章，融入永字八法，六個印章能蓋出所有中

文字，榮獲德國紅點新秀獎 BEST OF BEST 最佳設計獎。 

(十八) 計系碩士班吳姿穎獲得第 16屆「Adobe Design Achievement 
Award ADAA）」全球數位媒體設計競賽商品包裝組第一名。 

(十九) 設計系學士班三年級林采瑩作品「俯瞰」，用積木組合原理

設計椅墊圖案融入蘭陽平原稻田景觀，凸顯純淨美好宜蘭意

象，獲得宜蘭椅設計大賞創意組金獎。 

二十、 推動國際合作計畫，與國外大學簽署學術交流協議。(106年 5

月至 9月) 

(一) 與香港浸會大學(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簽訂校級學術合

作交流備忘錄。 

(二) 與日本神田外語大學(Kanda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簽訂校級學術合作交流備忘錄與學生交換協議。 

(三) 與菲律賓雅典耀大學(Ateneo de Manila University)簽訂校級學

術合作交流備忘錄與學生交換協議。 

(四) 與土耳其薩班哲大學(Sabanci University)簽訂校級學術合作交

流備忘錄與學生交換協議。 

(五) 與香港教育大學(The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續簽校

級學術合作交流備忘錄與學生交換協議 

(六) 與中國大陸西南大學(Southwest University)簽訂校級學生交換

協議。 

(七) 文學院與芬蘭赫爾辛基大學(University of Helsinki)人文學院簽

訂院級學術合作交流備忘錄與學生交換協議。 

(八) 藝術學院與中國蘇州大學(Soochow University)藝術學院簽訂院

級學術合作交流備忘錄與學生交換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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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57 次行政會議鄭副校長報告事項 

一、召開第 291~293 次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主要決議事項列舉如下： 
第 291 次 
（一）各單位專任教師 43 名評鑑案（通過者 27 名，未通過者 16

名），同意備查。 
（二）各單位所提「教師評鑑輔導改善計畫」2 件案，同意備查。

附帶決議：日後各單位提出之評鑑輔導改善計畫應詳實具體，

例如載明研究評鑑未通過教師在被輔導期間投稿、接受或發

表論文，或執行研究計畫等後續改善期程與規劃事宜。 
（三）各單位約聘教師 1 名評鑑結果案，同意備查。 
（四）106 學年度各單位新聘專任教師 5 名案，4 名照案通過。附

帶決議：本會第 248 次會議決議修正為：各系所新聘專任教

師應備齊學經歷證件，如為國外學經歷，其博士學位證書，

歷年成績單及經歷證明文件均須經我國駐外單位驗證，未完

成驗證者本會不予審議，惟經歷證明文件驗證有困難者，得

採認原任職機構負責人或部門主管簽署之證明文件。 
（五）106 學年度各單位擬新聘專案教學人員 1 名案，照案通過。 
（六）106 學年度各單位擬新聘約聘教師 9 名案，照案通過。 
（七）106 學年度各單位擬聘任講座教授 1 名案，照案通過。 
（八）106 學年度各單位擬聘任客座人員 2 名案，照案通過。 
（九）106 學年度各單位擬敦聘名譽教授 1 名案，照案通過。 
（十）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兼任教師 1 名取得較高教師證書申請改

聘案，照案通過。 
（十一）各單位專案教學及研究人員 5 名評鑑結果案，照案通過。 
（十二）審議教育學院擬修正該院「聘任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準

則」案；數學系、工業教育學系、電機工程學系擬修正各

該系「教師評審作業要點」案；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擬修

正該系「聘任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作業要點」案；僑生

先修部擬廢止該部「兼任教師聘任作業注意事項」案，同

意備查。 
第 292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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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各單位專任教師 13 名評鑑案（通過者 10 名，未通過者 3
名），同意備查。附帶決議：請研發處研議有關教師接受評

鑑之年齡上限。 
（二）各單位所提「教師評鑑輔導改善計畫」2 件案，同意備查。 
（三）各單位約聘教師 17 名評鑑結果案，同意備查。 
（四）106 學年度各單位新聘專任教師 27 名案，26 名照案通過。 
（五）106 學年度各單位擬新聘專案研究人員 2 名案，照案通過。 
（六）106 學年度各單位擬新聘專案教學人員 9 名案，照案通過。 
（七）106 學年度各單位擬新聘約聘教師 4 名案，照案通過。 
（八）106 學年度各單位擬聘任講座教授 1 名案，照案通過。 
（九）106 學年度各單位擬聘任客座人員 5 名案，照案通過。 
（十）各單位專案教學人員 7 名評鑑結果案，6 名照案通過。附帶

決議：請人事室研修本校專案教學及研究人員聘任要點有關

題類人員之評鑑標準（專書單篇亦得做為研究評鑑標準之一）

及第 2 年研究評鑑未通過之處理方式，提學術暨行政主管聯

席會報討論。 
（十一）106 學年度各單位擬校外合聘教師 7 名案，照案通過。 
（十二）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各單位擬聘任年逾 70 歲之兼任教師

16 名案，照案通過。 
（十三）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各單位專任教師 25 名申請著作升等

案，照案通過。 
（十四）審議國文系、華語文教學系擬修正各該系「教師評審作業

要點」案；華語文教學系、通識教育中心擬修正各該系(中

心) 「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案；華語文教學系擬修

正各該系「聘任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作業要點」案；心

理與教育測驗研究發展中心擬訂定該中心「研究人員評審

作業要點」案，同意備查。 
（十五）討論有關調整第 242 次校教評會決議之「新聘教師旋轉門

條款」案，經決議：請人事室函請各學院提供修正意見，

並先提學術暨行政主管聯席會報通過後，再提本會討論。 

（十六）討論有關運休學院建議納入 EconLit 為學術性期刊論文資

14 of 29



3 

 

料庫之一乙案，經決議：同意並請人事室配合修正本校教

師評審辦法相關條文。 
第 293 次 
（一）各單位專任教師 3 名評鑑案，同意備查。 
（二）社會工作學研究所擬更改專任副教授沈蕙雯教師之起聘日，

由原核定之 106 年 8 月 1 日，改為 107 年 2 月 1 日案，同意

備查。 
（三）師資培育學院擬更改專任助理教授陳信亨教師之起聘日，由

原核定之 106 年 8 月 1 日，改為 107 年 2 月 1 日案，同意備

查。 
（四）106 學年度各單位擬聘任客座人員 1 名案，照案通過。 
（五）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各單位擬聘任年逾 70 歲之兼任教師 1

名案，照案通過。 
（六）審議本校教師專業倫理守則第2章第2點修正案，照案通過，

並依規定提送本校法規會及校務會議討論。 
（七）本審議校教師評審辦法第 5 條、第 6 條、第 12 條修正案，

照案通過，並依規定提送本校法規會及校務會議討論。 
（八）審議本校教師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處理要點修正案，照案通過，

並依規定提送本校法規會及校務會議討論。 
（九）審議本校專案教學及研究人員聘任要點部分規定修正案，修

正後通過，並依規定提送本校學術主管會報討論。 
二、召開職員甄審委員會第 107~109 次會議，主要決議事項列舉如下： 

（一）評審人事室一般行政職系專員 1 名、研究發展處一般行政職

系組員 1 名外補遴用案。 
（二）評審學生事務處一般行政職系組長 1 名、運動與休閒學院一

般行政職系秘書 1 名、人事室一般行政職系專員 1 名、研究

發展處一般行政職系編審 1 名、圖書館資訊管理職系組員 1
名陞遷案。 

三、召開約用人員審核小組第 6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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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名案。 
（二）審議各單位約用人員21名改聘（薪資變更）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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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審議各單位約用人員16人敘獎案。 
（四）審議本校約用人員提敘職前年資相關事宜案，經決議： 

1.約用人員試用期滿提敘職前年資，於採計年資內，月薪

給應皆符合說明三「等級相當」採計範圍，始得採計。 
2.公職人員退休再任本校約用人員，如停止領受月退休金，

提敘職前年資如有特殊情形，得專案簽核，提本會討

論。 
（五）審議有關未足額進用身心障礙人員單位，擬恢復本會第10

次會議決議：新聘約用人員時，須提約用人員審核小組審議

排除進用身障人員。 
（六）審議本校約用人員管理要點第10條、第8條附約契約書修正

案，經決議照案通過，後續將提送行政會議及校務基金管理

委員會討論。 
（七）審議本校約用人員年終考評原則案。 

四、召開 105 學年度考績（核）委員會第 4 次會議及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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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本校職員獎懲案： 1 人次記功 1 次、4 人次嘉獎 2 次、

13 人次嘉獎 1 次、4 人次列入年終考績參考。 
（二）審議本校職員 106 年另予考績案。 

五、為辦理本校附屬高級中等學校（簡稱附中）校長遴選事宜，本校

業依規定於 105 年 12 月 26 日組成附中校長遴選委員會，並分別

於 105 年 12 月 29 日、106 年 3 月 13 日召開第 1～2 次會議審議

遴選相關事項，106 年 3 月 27 日舉辦候選人治校理念說明會，並

於106年4月6日召開第3次會議同意推薦2位附中校長候選人，

送請本校校長擇聘之。復經校長及三位副校長與附中校長遴委會

推薦之 2 位候選人面談後，擇定王淑麗女士為附中校長，並依規

定報請教育部備查在案。王校長業於 106 年 8 月 1 日正式上任。  
六、106 年 5 月 10 日召開法規委員會第 73 次會議，審議擬提第 118

次校務會議之 17 項法規案，其中 14 案照案通過、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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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106 年 5 月 11 日召開 106 年績優職員選拔評審委員會，選拔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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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績優職員，選拔結果如下： 
（一）總務處翁秀霞組長、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陳汝君輔導員、

主計室陳月汝專員等 3 位為本校 106 年度特優職員。 
（二）教務處陳奎如秘書、學生事務處劉琇鐘組員、秘書室何眼蜜

組員、人事室陳怡莉行政秘書、環境安全衛生中心王錫永組

長、僑生先修部游惠雯行政秘書、文學院（英語學系）江姿

儀行政幹事、音樂學院曾麗淑編審等 8 位為本校 106 年度優

良職員。 
八、105 年 5 月 25 日召開內部控制小組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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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版）」案，修正後通過。 
（二）修訂本校「內部控制制度自行評估實施計畫」及辦理 106

年度自行評估作業案，照案通過。附帶決議： 
1.各自評單位承辦人、單位副主管及一級主管應共同簽署

自行評估表。 
2.本校年度內控稽核原則以高風險業務為主要查核項目，

惟辦理稽核之委員得自行決定另自各單位之全部具風

險業務項目中，視其重要性之業務，增納為內控稽核項

目。 
（三）修訂本校「內部稽核作業說明表」草案暨訂定「106 年度

校務基金稽核計畫」草案及辦理 106 年度校務基金稽核作

業案，照案通過。附帶決議：請各受查單位指派專人全力

配合提供稽核所需資料、並作完整說明及詳實答覆，俾利

本校落實有效自主管理機制。 
九、105 年 5 月 25 日召開金牌書院運作第 3 次會議，就金牌書院目前

及未來運作方向進行討論，並按各面向應辦事宜請各單位依權責

分工辦理。 
十、106 年 8 月 31 日召開本校「學術倫理與誠信委員會」第 2 次會議，

主要決議事項列舉如下： 
（一）各小組（學術研究誠信輔訓小組、學術研究誠信審議小組、

研究倫理推動小組）工作進度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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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討論本校「強化學術倫理檢核表」內容，決議如下： 
1. 「學術倫理與誠信規範草案」依委員建議修改第二、四、

六、七、八點內容。 
2. 「大學教師專業倫理守則」之內容以上下引號呈現完整

規範名稱，內容修改為：遵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學術

倫理與誠信規範」之規定。 
3. 「學術倫理與誠信委員會設置要點」同意修改。 
4. 「學術研究倫理與誠信教育實施要點草案」請教務處依

委員建議修改。 
5. 「教師評鑑辦法」之修正條文內容，修習學術倫理教育

課程訓練改成 3 小時，並加入排除條款。 
6. 「教師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處理要點」、「計畫人員違

反學術倫理案件處理要點草案」及「博、碩士學位論文

違反學術倫理案件處理要點」配合修正內容。 
7.各辦法審理原則，除「學術倫理與誠信規範草案」送請

行政會議審議外，其餘援例辦理。 
十一、為研商北京大學翻製 2008 年太極雕像為銅質並致贈本校事宜，

奉校長指示組成專案小組研議，辦理情形及進度如下： 
（一）106 年 3 月 27 日召開第 1 次協調會議： 

1.討論致贈籌備事宜及各單位分工及協助事項。 
2.新雕像捐贈及揭幕儀式訂於 106 年 5 月 31 日於本校舉行，

並邀請北京大學相關首長及人員出席。 
3.各協助單位所需經費預算表及本案負責承辦人資料，請

於 4 月 7 日前送交運動與休閒學院彙辦。 
4.訂定作業時間。 
5.訂定下次開會議時間。 

（二）106 年 4 月 17 日召開第 2 次協調會議： 
1.各單位分工及協助事項進度報告。 
2.紀念品設計初稿檢視並調整。 

（三）106 年 5 月 8 日召開第 3 次協調會議： 
1.各單位分工及協助事項進度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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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太極雕像基座請總務處事務組協助於 5月 22日前完成，

以配合新太極雕像安座等事宜。 
3.請休旅所依北京大學抵台時間，規劃完整行程表，提下

次會議討論。 
4.捐贈及揭幕儀式之場地於禮堂前舉行，並請公共事務中

心及體育學系就當日活動表演及儀式流程，做完整與周

延之規劃。 
5.討論北大參訪團歡迎及歡送午（晚）宴之主持及參與師

長事宜。 
（四）106 年 5 月 22 日召開第 4 次協調會議： 

1.各單位分工及協助事項進度報告。 
2.請運休學院及休旅所配合北京大學參訪團人員及班機，

再做適宜之行程調整及安排。 
3.新雕像捐贈與揭幕儀式流程當日，表演活動與貴賓接待

及媒體報導等事宜，請運休學院、公共事務中心及體育

系務必做好完善之安排，俾利本活動順利圓滿完成。 
（五）106年5月31日（星期三）上午10時30分已順利於校本部體

育館與禮堂兩側舉行北京大學翻製 2008 北京奧運太極雕

像銅質致贈本校捐贈暨揭牌儀式。 
十二、106 年 7 月 12 日主持本校 106 年度公務人員專書閱讀心得寫作

頒獎典禮，本次計有 19 人報名，經評審名次為：第 1 名-國際

事務處施如樺輔導員、第 2 名-總務處陳膺組員、第 3 名-圖書

館杜依倩組員，會中除頒發獎狀及紀念品外，另邀請參與同仁

分享讀書心得，人事室也會將前 3 名作品送教育部參加比賽。 
十三、奉示邀集相關單位研商管理學院國際企業管理雙碩士學位學程

未來之運作方式，業於 106 年 3 月 6 日及 106 年 8 月 8 日分別

召開會議討論，除商討如何補足學程經費缺口外，另亦建議積

極利用各種媒體加強宣導本學程，務期潛在之生源能獲得招生

訊息。 
十四、於 106 年 5 月 8 日、106 年 6 月 13 日、106 年 7 月 19 日及 106

年 9 月 11 日召開本校研究生違反學術倫理校級審定委員會，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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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相關議案。 
十五、奉示於 106 年 9 月 8 日召開體育運動人員培育會議，主要討論

事項列舉如下： 
（一）本校運動代表隊績優教練、選手未來發展及政策規劃方案

等事宜。 
（二）運動代表隊教練彈性薪資事宜。 

十六、依教育部「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 25 條

之規定，學校應以中長程計畫為基礎，擬定年度財務規劃報告

書，提報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並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報教

育部備查。爰於 106 年 9 月 5 日、106 年 9 月 21 日分別召開第

1 及第 2 次「107 年度財務規劃報告書撰寫會議」，預計將於 10
月中旬完成報告書草案，並提請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及校務會

議通過後報教育部備查。 
十七、106 年 9 月 21 日召開 106 年度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投資管理小

組第 2 次會議，主要係審議本校 107 年度投資計畫（草案），

經決議依會中委員建議修正後併本校財務規劃報告書，續提校

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 
十八、106年 9月 25日主持 106學年度第 1次校務會議常設委員會議，

經推選由管理學院印永翔院長擔任該會召集人。 
十九、代表本校接待外賓： 

（一）北京大學高松副校長一行蒞校訪問。 
（二）吉林體育學院譚亮主任蒞校訪問。 
（三）馬來西亞校友會梁景蘭會長一行蒞校訪問。 
（四）日本大阪府立大學 Prof. Tsuji Hiroshi 校長一行蒞校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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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57 次行政會議吳副校長正己報告事項 

一、106 年 5 月 10 日召開資訊安全暨個人資料保護委員會，會中研

商議題如下： 
（一）訂定本年度個人資料檔案風險評估之「可接受風險值」。 
（二）檢討本校防毒軟體校園授權方案。 
二、106 年 5 月 22 日、6 月 13 日及 8 月 17 日召開資訊中心督導會

議，重要決議如下： 
（一）請評估有關臺灣大學系統學生使用本校 Moodle 平台時，使用

之帳號是否沿用該生學號。 
（二）關於人事室教育訓練課程片檔是否交由圖書館轉檔、租用雲端

空間或以 YouTube 方式分享等，請併同全校影音串流服務進行

整體評估。 
（三）請與教務處商議課程意見調查與課架資審作業，於期中 106 年

10 月底前提出試用版，以廣收各方使用意見。 
（四）關於本校新進人員的甄補作業需使用電腦完成「多元智慧適性

測驗」，請與人事室協調可行之支援之方式。 
（五）有關電腦教室印表系統更新方案，可朝向結合校園卡印表儲值功

能整合規畫，先考慮與本校圖書館合作提供學生印表或掃描服

務，日後再擴及宿舍或其他單位，甚至三校(臺灣大學系統)共同

使用。 
（六）有關電腦教室印表系統更新方案，可朝向結合校園卡印表儲值功

能整合規畫，先考慮與本校圖書館合作提供學生印表或掃描服

務，日後再擴及宿舍或其他單位，甚至三校(臺灣大學系統)共同

使用。 
（七）請評估於文薈廳等公共空間放置資訊工作站之服務之可行性。 
（八）頂大辦公室所屬設備與實體主機擬搬至林口機房事宜，請依照

學校減少主機設備政策協助評估，並優先以虛擬機替代實體機

之方式。 
（九）有關本校部分委外系統因受限於廠商設計機制，無法配合某些

瀏覽器版本的升級作業使用等，請彙整相關資料建議業務承辦

單位改善。 
（十）有關師培處新設辦公室（司令台外側）與學校之網路介接案，

請協助以無線點對點方式處理；其他以租賃專線方式與介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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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網路之地點，請評估納入校園網路專線年度合約統籌辦理，

並召開協調會邀總務處有關單位報告現況。 
（十一）關於網路大學之報名暨繳費系統平台需求，先請國際處調查各

大學招收外籍生之報名系統使用現況，是否採客製化開發或

直接選購/租用國外大學招生所使用之系統平台。 
三、106 年 5 月 23 日、6 月 20 日及 8 月 22 日召開國語中心督導會

議，主要決議如下： 
（一）為增進合作交流，請於國外知名大學相關外賓來訪時，聯繫國

際處參與接待。 
（二）有關當代中文課程 App 上架使用本校開發者帳號事宜，請資訊

中心評估校內 APP 開發之建議作業程序。 
（三）有關國家華語測驗推動工作委員會（華測會）推出的「華語文

能力測驗快篩系統」收費事宜，與本校其他單位(如教務處)需
求整體考量，再與華測會協調。 

（四）未來由國外大學以團體方式來校學習華語之班級，請與國際處

協調適當之學習或參訪內容，以增進其對師大學校及學術系所

之了解，另可共同接待來訪之教師。 
四、106 年月 22 日召開國際學術合作委員，會中研商議題如下： 
（一）106 年 6 月以前新(續)簽訂合作交流協議討論追認與近期擬新

(續)簽訂合作交流協議討論案。 
（二）有關教育部 106 年度「學海飛颺」、「學海惜珠」補助計畫，本

校獲補助名單及校配合款額度案。 
（三）本校「晨光圓夢赴境外研修計畫」106 學年第一學期出國之申

請案。 
（四）有關本校「鼓勵學生赴境外進修補助」106 學年第一學期出國

之申請案。 
（五）有關本校申請教育部 106 年「學海築夢」及「新南向學海築夢」

補助申請案複審案。 
（六）106 年第 2 期本校推動國際學術合作交流補助申請案。 
五、106 年 6 月 26 日召開本校全英語授課會議，討論有關推動本校

全英語授課碩、博士學位學程，會中決議如下： 
（一）請國際處重新規劃外籍生招生簡章及申請表格式，並請系所釐

清對外籍生之語言要求。語言能力之要求應依其所選擇之華語

或英語授課取得學位而分別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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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系所配合英語授課取得學位招收外籍生，必要時可申請修課人

數不足續開、支領超授鐘點費，或聘用兼任教師支援其他非英

語專業課程；惟應避免同一課程同時中、英文開課。 
（三）請教務處於暑假規劃英語授課工作坊。 
六、106 年 6 月 27 日召開智慧財產權宣導與執行小組會議，會中決

議自明年起，本會開會時間將與「全校資訊系統整合會議」同

日並於該會前召開本會議。此外，將請各單位繳交工作報告內

容並於會中報告。 
七、106 年 7 月 3 日、7 月 10 日及 8 月 1 日、8 月 8 日會同國際事

務處、秘書室、教育學院、文學院及理學院召開本校「104-108
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修改會議，會中針對本校之發展目標、

行動方案及工作項目進行修正及調整。 
八、106 年 8 月 2 日召開「新南向計畫-強化與東協及南亞國家合作

交流」-個別學校申請項目校內研商會議，研商有關教育部補助

本校辦理新南向計畫之各子計畫執行期程。  
九、為籌組新南向計畫學術聯盟，於 106 年 8 月 7 日及 8 月 23 日會

同臺灣大學、臺灣科技大學、清華大學及成功大學等校，召開

106 學年度新南向計畫學術聯盟籌備會議，會中討論議題如

下： 
（一）有關學術聯盟之對話窗口及執行委員會等工作團隊之組成案。 
（二）本年度各校提出之 KPI 及計畫之執行方式及未來補助款之運用

方式。 
（三）有關教育及人文領域學術聯盟聯合辦理與新南相國家相關之學

術研討會之執行方式案。 
十、106 年 8 月 17 日召開 106 學年度新生入學成績優異獎學金審查

會議，討論本校 106 學年度學士班新生入學成績優異獎學金申

請暨學系推薦名單。  
十一、為辦理「2017 新任主管領導發展營(雁行營)」，推動新任學術

主管領導及管理知能交流，並建立彼此共識，於 106 年 7 月

10 日、7 月 25 日、8 月 14 日、9 月 13 日即 9 月 18 日召開

「2017 雁行營行政資源場次籌備會議」，請各行政單位提供

2017 雁行營行政資源工作之重要注意事項及案例彙整等資

料；並於 8 月 21 日及 9 月 8 日召開雁型營籌備會，討論各場

次活動內容、設備及參與人員狀況等相關事宜。9 月 22 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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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日完成本學年度新任主管領導發展營之辦理。 
十二、106 年 9 月 4 日召開 106 年教育度大學校院校務資料庫填報

會議，討論表冊分工並釐清填報之疑義等相關事宜。  
十三、106 年 9 月 11 日召開資訊中心職務加給支給考評小組會議，

會中審議事項如下： 

（一）106 年度第 1 梯次資訊類約用人員職務加給專案成果審核案。 
（二）106 年度第 2 梯次職務加給專案項目審核作業案。 
十四、赴外參訪 
（一）106年5月25日至6月5日出席美洲教育者年會(NAFSA)暨鮭魚

返鄉招生展。 
（二）106年8月23日至8月27日偕同文學院師長赴美參訪美國加州大

學洛杉磯分校(UCLA)、南加州大學(USC)及加州大學聖塔芭

芭拉分校(UCSB)，並與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人文學院簽訂學

術合作協議。 
十五、接待外賓 
（一）106年6月7日接待法國雷恩政治學院校長一行。 
（二）106年8月17日接待賓州州立大學教政系主任Kevin Kinser。 
（三）106年8月30日接待瑞典教育部高等教育委員會主任Ms.Ulrica 

Nilsson一行。 
（四）106年9月6日接待印尼Universitas Brawijaya副校長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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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57 次行政會議宋副校長報告事項 

一、5 月 22 日、5 月 29、6 月 5 日、6 月 22 日、8 月 10 日、8 月 24

日、8月 31日主持本校「控股公司進度」會議，為投資籌設「臺

師大新創事業管理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相關事宜，主要決議事項

列舉如下： 

   （一）邀請校友總會理事長許勝雄先生投資 8%股份，擔任控股公

司董事長並獲同意；為分散股權，除校務基金外，其餘外

部股東股權以 5%為上限。 

   （二）校外募股進度部分，企業業主與企業校友之拜訪與說明累

積已達二十八位。 

   （三）累積至目前已簽署投資意向書單位共 12 家，金額為 4900

萬元，股權佔比 49%，其中校友部分 16%，非校友企業佔比

33%，已完成外部股權募集 49%之目標，完成第一階段募股

作業，目前尚有 3 家企業洽談中，規劃轉為第二階段(107

年)之募股名單。 

   （四）公司申請行政程序部分，預計 10月開始展開繳款作業，並

委請安侯建業(KPMG)會計師事務所協助送件，申請控股公

司設立相關事宜，於 10 月底前各股東完成繳款，11 月底

前公司正式成立。 

二、6 月 7 日、6 月 14 日、6 月 21 日、7 月 14 日、8 月 3 日、8 月

10 日、8 月 23 日由邁向頂尖大學計畫辦公室召開高教深耕計畫

討論會議，主要決議事項列舉如下： 

    (一)盤點本校自身能量，配合高教深耕計畫之目標，促進推動修

正校務發展計畫。 

    (二)分析本校問題並提出改進策略，以落實教學創新及提升教學

品質、發展學校特色、提升高教公共性、善盡大學社會責任

等四大目標，訂定策略及執行方案。 

    (三)以本校之優勢及特色領域，依四大目標訂定績效指標及成長

目標。 

    (四)完成「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構想規畫書」，併同績效指標及經

費需求表，業於本(106)年 8月 31日報部。 

25 of 29



 

 

三、6 月 12 日主持本校「105 學年度特殊教育中心諮詢委員會」，主

要決議事項列舉如下： 

   （一）除了將教育部委辦的測驗工具電腦化，應另新開發可行的

測驗工具，或考慮與前來中心參訪、諮詢的國外單位協商

國際研究合作方案，試圖廣闢財源以永續經營特殊教育中

心。 

   （二）因應特殊教育在大專院校發展，身心障礙學生入學人數增

加、服務面向多元化、障礙程度越嚴重，本校資源教室亦

需有新思維和創新之做法。 

   （三）加強資源教室與本校相關單位處室、中心及系所之合作與

聯絡，以確實落實 ISP 計畫內容。 

   （四）請資源教室規劃製作特殊教育學生手冊。 

   （五）辦理本校特教新生入學鑑定。 

   （六）輔導本校特殊教育學生與國外單位交流，以提升學生自我

倡議能力和機會，另提供東南亞地區的特殊教育服務，致

力向國際社會推銷臺灣特殊教育。 

   （七）辦理本校特教學生參與國際大學之交流活動。 

   （八）研議與其他國家大學特教中心及系所之合作與交流計畫。 

四、6月 27日主持本校「工程修繕評估小組會議」，主要決議事項列

舉如下： 

   （一）通過「華語文教學系博愛樓 10樓系辦公室、教室及教師研

究室整修工程」乙案。 

   （二）通過「游泳館屋頂天花板新整修工程」乙案。 

   （三）通過「美術系館木平台整修工程」乙案。    

五、6月 30日主持本校「大師美術館營運轉移議約會議」，主要決議

事項列舉如下： 

   （一）本校「大師美術館整建營運移轉案」公開徵求民間申請人

參與投資，並於本(106)年 5 月 12 日召開甄審委員會辦理

綜合評審，評定時藝多媒體傳播股份有限公司為最優申請

人。 

   （二）時藝多媒體傳播股份有限公司依「民間自行規劃申請參與

公共建設作業辦法」申請辦理議約，經本校於本(106)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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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30日召開議約會議。 

   （三）後續將依議約會議初步結論，修正投資契約條款，奉核後，

續辦簽約事宜。    

六、7 月 11 日主持本校「與期刊主編討論如何提升期刊影響力」會

議，主要決議事項列舉如下： 

   (一) 增加每期刊登篇數或每年刊登期數（例半年刊改為季刊)。 

   (二) 多規劃專題徵稿（例熱門或前瞻議題之特刊)，俾以擴大稿

源及提昇論文品質。 

   (三) 縮短校內師長投稿審查時間或增加其投稿次數。 

   (四) 不影響期刊論文品質下，調整退稿率以刊登更多論文，俾增

加曝光率與影響力。 

   (五) 鼓勵作者、編委等人多引用期刊近年已刊登之論文。 

   (六) 善用 ResearchGate 等研究分享平台，提昇期刊可見度。 

   (七) 使用本校圖書館開放期刊系統（Open Journal Systems, 

OJS)，將稿件審查與編輯的處理程序線上化。 

   (八) 提供未獲得本校優良期刊獎助之期刊印刷費等經費補助。 

   (九) 提供編輯人員協助校對、編排等出版業務，例：每學院或數

本期刊設 1 名專責編輯人員。 

   (十) 提供期刊申請國內外引文索引資料庫相關之行政協助。 

   (十一) 提供擔任主編等職務之校內師長授課時數減授。 

七、8 月 24 日由邁向頂尖大學計畫辦公室召開「學術倫理與誠信委

員會」第 2次委員會議(會前會) 、8月 31日召開「學術倫理與

誠信委員會」第 2次委員會議、9月 7日召開「學術倫理與誠信」

討論會，新增本校三項草案並修正六個辦法，9月 7日主持本校

「學術倫理討論會議」，主要決議事項列舉如下： 

   （一）「學術倫理與誠信規範草案」建議修改內容，第二點「各類

建教及產學計畫人員」修改為：各類產學合作計畫人員，

第七點刪除「學術研究倫理教育研習實施要點」、「未盡事

宜…」等內容移至最後一段。 

   （二）「大學教師專業倫理守則」同意修改。 

   （三） 「學術研究倫理與誠信教育實施要點草案」建議修改內容，

條文寫法以一、二、三…等列點呈現，第二點「各類參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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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人員」修改為各類產學合作計畫人員，「第三點修課規

範」及「第四點實施方式」合併為同一點「實施及管理方

式」，並新增管理說明，課程認證單位修正為「學術倫理與

誠信委員會_學術研究誠信輔訓小組」，刪除第五點除外條

款，第六點會議正名為：學術主管會報，若有管理訓練通

知及上傳研習證明線上系統之需求，可邀請資訊中心開會

討論協助建置，或於「學術主管會報」提案討論。 

   （四）「教師評鑑辦法」刪除日期規定及除外條款，「研究人員評

鑑辦法」亦一併修正。 

   （五）「博、碩士學位論文違反學術倫理案件處理要點」第五點修

正為「一個月內」完成調查。 

   （六）本校統一使用「學術倫理與誠信」，請各單位再次檢視條文

內容是否正確使用該名稱。 

八、6月 7至 9日赴廣西南寧「桂臺幼兒教育發展論壇」擴展學術交

流合作。 

九、7月 3至 5日赴廣西武漢華中師範大學進行學術、教學、產業三

方面的合作交流。 

十、7 月 5 至 7 日赴韓國首爾參加由韓國外國語大學舉辦之 2017 QS 

Subject Focus Summit - Language, Literature & Culture會

議，於 QS焦點主題領導人會議中進行演講。 

十一、7 月 10 至 11 日與賓州大合辦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Advanced Learning Sciences (IWALS)2017 工作坊，邀請賓州

大 Dean Monk、李平教授、東京外國語大學 Tomimori榮譽教授、

望月圭子教授、曾志朗院士等人出席，提供國內外重要學者交流

管道，並以直接對談方式分享研究成果，進行多角度之思考及經

驗交換，進一步推動相關研究或學術機構跨國合作之機會。 

十二、7月 13日參加第三屆亞太地區研究誠信網絡會議 (APRI2018) 

第一次籌備會議，會議由台灣聯合大學系統曾志朗系統校長主持，

主要決議事項列舉如下： 

    (一)會議規劃為三天 (2018.02.26~2018.02.28)，地點將於福華

國際文教會館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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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主辦單位將活動海報及議程寄給全國大專校院，請各校國際

處協助進行活動宣傳。 

    (三)請本校協助推薦擅長英語溝通且有國際會議經驗之學生協

助擔任司儀及工作人員。 

十三、7 月 16 日至 8 月 2 日赴德國柏林參與「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New Horizons in Education (INTE 2017)會議，

進行頂大學術成果論文發表。 

十四、9月 14至 16日參加「第二屆海峽兩岸大學校長論壇及第八屆

兩岸青年創新創業論壇」，促進本校之學術交流與能見度。 

十五、9 月 27 日主持「本校華語系海外華語師資數位碩士在職專班

檢討會」。 

十六、接待外賓、參加致詞： 

   （一）5月 26日接待「廣西教育廳副廳長」。 

    (二) 5月 26日代校長主持「山海經傳-華麗搖滾音樂劇」。 

    (三) 6月 2日接待「高雄義大高中」來訪。 

    (四) 7月 1日代表本校致詞「亞太科學資優學生論壇」。 

    (五) 8 月 30 日代表本校參加「教育部華語文能力測驗 12 周年

回顧與前瞻」。 

    (六) 9月12日代表本校接待美國 University of Cincinnati 副

校長及校友來訪。 

    (七) 9 月 12 日代表本校致詞「跨越極限-從陽光動力號環遊世

界談起專題講座」。 

    (八) 9 月 18 日代表校長主持「2017 第 5 屆臺越教育論壇-專題

座談：華語及越語師資培訓與交流合作」。 

    (九) 9月 19日代表本校接待「2017年第 5屆臺越論壇教育參訪

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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