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365 次行政會議校長報告事項
一、 介紹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與會新主管：
（一）科技與工程學院高文忠院長
（二）學生事務處林玫君學務長
（三）總務處米泓生總務長
（四）師資培育學院洪儷瑜院長
（五）進修推廣學院沈永正院長
（六）國語教學中心陳振宇院長
（七）數學教育中心謝豐瑞主任
（八）教育學系劉美慧主任（並兼任教育政策與行政研究所所
長、課程與教學研究所所長）
（九）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吳昭容主任
（十）特殊教育學系姜義村主任（並兼任復健諮商研究所所長）
（十一） 教育學院學士班陳學志主任
（十二） 國文學系賴貴三主任
（十三） 英語學系陳純音主任
（十四） 歷史學系葉高樹主任
（十五） 地理學系林宗儀主任
（十六） 化學系王禎翰主任
（十七） 環境教育研究所方偉達所長
（十八） 科技應用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林坤誼主任
（十九） 電機工程學系林正宏主任
（二十） 體育學系林靜萍主任
（二十一） 民族音樂研究所呂鈺秀所長
（二十二） 歐洲文化與觀光研究所賴嘉玲所長
（二十三） 社會工作學研究所陳杏容所長
二、 遠見雜誌於 7 月 1 日公布「臺灣最佳大學排行榜」
，本校連續兩
年獲得文法商類大學第一名。
三、 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 6 月 28 日公布 107 年度下半年大學校
院校務評鑑結果，本校四項評鑑項目包括校務治理與經營、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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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資源與支持系統、辦學成效，以及自我改善與永續發展，均
全數「通過」
。
四、 本校於去年 11 月校務會議通過校史回溯至 1922 年，今年 6 月 5
日舉辦 97 週年校慶大會，本次活動邀請總統府資政暨臺北高校
同學會辜寬敏會長、前立法院長暨全國校友總會王金平名譽理
事長，以及教育系 109 級同學暨學生會秘書長陳淳，分別代表
老、中、青三代致詞，見證師大的傳承與茁壯。
五、 2019 世界大學運動會 7 月 3 日至 7 月 14 日於拿坡里舉行，本校
選手表現傑出，共獲得 3 金 7 銀 1 銅的佳績，佔我國總獎牌數
三分之一強。
六、 本校 107 學年度畢業典禮於 6 月 15 日在體育館舉行，共計有
3,569 位學碩博班畢業生邁向人生下一段旅程。
七、 本校於 5 月 27-28 日與日本九州大學舉辦跨域高教論壇（2019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Kyushu University Joint Forum
on Facilitating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and Education），文學
院、教育學院、理學院、科技與工程學院及管理學院逾百位師
生共同參與，目前兩校已著手籌備「合作發展基金」計畫經
費，全力協助相關系所及師長執行合作計畫。
八、 為深化國際學術合作，校長於 6 月 16-25 日率師長訪問法國波
爾多大學（University of Bordeaux）、艾克斯馬賽大學（AixMarseille University）、蒙彼利埃第三大學（Paul Valéry
University, Montpellier III）和德國拜羅伊特大學（University of
Bayreuth）訪問，並與法國波爾多大學、德國拜羅伊特大學簽署
校級學術合作備忘錄和學生交換協議。
九、 臺大三校系統之工程相關學院（臺大電資學院、臺灣科技大學
工程學院、電資學院及應用科技學院、本校科技與工程學院）
與科技部全球事務與科學發展中心（GASE）於 108 年 5 月 2931 日共同舉辦第九屆（2019）亞洲工學院院長高峰論壇（2019
Asian Engineering Deans’Summit）。本次會議共有來自 13 國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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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大學，約 100 多位國內外知名大學院校工程領域院長、專家學
者與會，以「Global Education and Innovative Technology」為會議
主題，進行實質的探討與交流。

十、 本校於 6 月 3 日舉辦「記憶與傳承–師大創校 97 週年特展」暨
梁實秋故居開幕式，透過公文檔案及展覽空間，展現本校自
1922 年臺北高等學校創校至今的辦學脈絡與精神傳承。
十一、 本校於 8 月 27-28 日假校本部及大板根森林渡假村舉行新進教
師「鴻鵠營」活動，共計有 17 位教師加入本校陣容，除安排
教務處、人事室、研發處進行相關業務解說之外，也特別安排
教師教學與升等經驗、數位教學經驗分享座談。
十二、 本校於 9 月 3-6 日舉辦 4 天的「伯樂大學堂」新生營活動，介
紹本校學習資源及社團活動等相關資訊，並邀請特殊教育學系
一起聊聊 university」為題，分享

姜義村教授以「伯樂序曲
自身大學經歷。

十三、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導師會議於 9 月 18 日舉行，會中除報告與
學生相關調查與資源外，並由東亞系林昌平副教授分享輔導經
驗。
十四、 本校於 7 月 11 日與優派國際股份有限公司（ViewSonic）舉行
簽約儀式，締結策略聯盟關係，共同進行相關數位學習人才培
育及學習平台開發，加強產業連結及培養學生就業競爭力。
十五、 本校將近 50 位教職員工生組隊參與 9 月 1 日舉辦之「泳往直
前：前進明潭挑戰更好的自己」萬人泳渡日月潭活動，全員順
利挑戰成功。
十六、 本校於 9 月 12 日與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國合會）
共同簽署「國際高等人力培訓外籍生獎學金計畫-友邦政府中
高階官員培訓專班合作意向書」，並將於今年首次辦理「組織
領導與人力資源管理」專班，培育友邦政府中高階人力。
十七、 本校師生及校友獲得校（內）外各殊榮獎項：
（一）本校體育系鄭志富教授及教育系甄曉蘭教授榮獲 10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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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師鐸獎殊榮。
（二）本校科技應用與人力資源學系蕭顯勝研究講座教授及體
育學系張育愷研究講座教授，榮獲科技部 107 年度傑出
研究獎。
（三）本校電機工程學系陳瑄易副教授，榮獲吳大猷先生紀念
獎。
（四）本校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謝智謀教授榮獲印第安納
大學國際傑出校友獎。
（五）本校地理系洪致文教授接任國家鐵道博物館首任籌備處
主任。
（六）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由本校物理系校友、現任和
平高中校長陳智源接任。
（七）本校設計系教授、新媒體藝術家黃心健，以 VR 新作
《Bodyless》入圍第 76 屆威尼斯影展 VR 虛擬實境競賽
片單元。
（八）本校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林正昌教授帶領「金融教育創
客課程開發與評估」研究團隊，獲得科技部高瞻計畫
2019 科技開屏成果競賽「大學團隊組」特優，連同計畫
伙伴學校成淵高中及龍門國中，共獲得 5 項大獎。
（九）本校張明成組長榮膺教育部與所屬機關（構）學校 108
年度模範公務人員。
（十）本校音樂系校友、臺灣青年指揮廖元宏，於 7 月 29 日獲
得羅馬尼亞第二屆布加勒斯特指揮大賽季軍。
（十一）本校音樂學系校友、臺灣年輕指揮林韡函獲選擔任美
國辛辛那堤管弦樂團（Cincinnati Symphony
Orchestra）助理指揮。
（十二）本校運動競技系學生雷千瑩及隊友譚雅婷、彭家楙，5
月 26 日在 2019 年世界盃射箭賽土耳其站，獲得反曲
弓團體賽金牌。
（十三）本校設計學系碩士生蘇文妤以作品「我們的自然遊樂
場-Our Nature Playground」榮獲 2019 年莫斯科國際攝
影大賽金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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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本校體育系碩士班學生、我國游泳好手吳浚鋒在日本
公開賽 50 公尺自由式雙破全國紀錄獲得銅牌。
（十五）本校體育系博士班學生、奧運射箭國手雷千瑩於 6 月
16 日榮獲世錦賽反曲弓女團金牌及個人賽金牌。
（十六）本校電機工程學系學生組成的機器人團隊 NTNU-AI，
於今年 8 月參加 RoboCup2019 與 FIRA 世界盃人型機
器人大賽等 2 項國際指標性機器人競賽，分別獲得第 3
名與第 1 名。
（十七）本校化學系培訓我國選手，參加第 51 屆國際化學奧林
匹亞競賽，在 80 個國家、309 名參賽學生中，代表我
國參賽的 4 名學生共獲得 2 金及 2 銀佳績、國際排名
第 5 名。
（十八）本校資訊工程系培訓我國選手，參加國際資訊奧林匹
亞競賽，代表臺灣參賽的 4 名學生共獲得 2 金、2 銅，
團隊國際排名第 6 名。
（十九）本校地球科學系培訓我國選手，參加第 13 屆國際地球
科學奧林匹亞競賽，在 43 個國家、163 名學生參賽
中，代表我國參賽的 4 名學生總計獲得 3 金、1 銀，國
際排名第 3 名。
（二十）本校圖書資訊學研究所博士班學生、基隆市仁愛國小
林心茹老師，榮獲教育部 108 年度全國師鐸獎。
（二十一）本校機電工程學系博士生、木柵高工機械科老師楊
弘意，當選中華民國第 57 屆十大傑出青年。
（二十二）本校音樂系 109 級學生張庭，勇奪法國 BUFFET 盃
青少年單簧管比賽職業青年組第二名。
（二十三）本校音樂系流行音樂產學應用碩士在職專班二年級
學生、董事長樂團吉他手與主唱吳永吉，榮獲臺北
市文化局臺北文化獎。
（二十四）本校美術系碩士班西畫組學生莊大緯，榮獲「2019
奇美藝術獎-具象美術類西畫組」首獎。
（二十五）本校設計系廖羿婷同學、工業教育學系顏翔昱同
學、呂祖懿同學參加於俄羅斯喀山舉辦之「第 45 屆
5

國際技能競賽」，勇奪一金二銀的佳績。
（二十六）本校及臺北市立景美女中學生組成之「中華臺北—
景美師大拔河聯隊」
，在愛爾蘭舉辦的 2019 年歐洲
盃室外拔河錦標賽，榮獲五金四銀一銅佳績。
（二十七）本校國際時尚高階管理碩士在職專班學生、彩妝造
型技術總監葉璨綿，於第 31 屆韓國首爾 I.B.H.U 奧
林匹克大賽，獲得三項金牌。
（二十八）本校運動競技系學生唐嘉鴻，9 月 15 日在法國體操
挑戰賽單槓決賽榮獲銅牌。
（二十九）本校美術學系碩士生李文杰，以作品「施工系列埋水管」榮獲「第三屆澳門版畫三年展」評審團榮
譽獎，並受澳門美術博物館典藏。
（三十）

本校民族音樂研究所的 5 部學生作品，於首屆「華
語音樂影像誌展映」競賽，全數進入決選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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