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367 次行政會議校長報告事項
一、 介紹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與會新主管：華語文教學系蔡雅薰主
任。
二、 為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發展，國立臺灣大學系統（含
本校、臺灣大學、臺灣科技大學三校）將開學日延後 2 週至 3
月 2 日，並調整課程相關規定，確保學生受教權益。相關安心
就學方案、防疫新訊均即時公告於本校首頁專區。
三、 本校為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需要，業成立防疫小組，
自 109 年 1 月 20 日起迄今已召開 10 次會議，針對學校各項防
疫作業、中港澳韓學生居家檢疫事項、停課暨補課及復課、安
心就學、健康管理及環境清潔等措施進行研商。經統計截至 3
月 3 日止已完成 159 名學生之居家檢疫/隔離工作（校內：88
人、校外：71 人）。
四、 本校一企業一贊助計畫，108 年度共募得 13 筆（11 筆企業及 2
筆個人）現金捐款共計 1,168 萬 2,000 元贊助本校 8 種類 11 支
運動代表隊；另有 5 家企業提供服裝設備等商品贊助。
五、 國際高等教育資訊機構（Quacquarelli Symonds，簡稱 QS）於
108 年 11 月 27 日公布 2020 年最新亞洲大學排名，本校排名 61
名，較去年進步 6 名，其中於去年甫新增的國際研究網絡指標
(IRN)分數從亞洲 230 名進步到 146 名。
六、 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學排名（Times Higher Education，簡稱
THE）於 108 年 12 月公布最新世界大學各學科排名，本校在教
育學科排名全球第 23 名，位居全國之冠，在亞洲排名第三，心
理學學科則名列 176 至 200 名，全國第二。
七、 泰晤士報高等教育特刊（Times Higher Education，THE）於 109
年 2 月 19 日公布 2020 年新興經濟體大學排行榜，本校排名第
59 名。
八、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景美女中組成的中華女子拔河聯隊於愛爾

蘭舉辦之 2020 年世界室內拔河錦標賽，獲得 3 金、2 銀佳績，
其中女子 540 公斤項目締造 2 連霸。
九、 由本校、國立臺灣大學、國立臺灣科技大學組成的「臺灣大學
系統」固定舉行球類友誼賽，於 108 年 12 月 14 日由本校體育
室主辦第 4 屆競賽，是近年來最多三校職員參賽的一屆。
十、 本校執行教育部優秀外國青年來臺蹲點計畫，今年擴大為 18 件
計畫案獲得補助，為全臺獲核定 45 校中核定計畫件數最多的大
學。
十一、 全球產學未來人才培育策略聯盟（University Alliance in Talent
Education Development; UAiTED）於 108 年 12 月 16 日在圓山
飯店辦成立大會，本校與臺灣、新加坡、馬來西亞及香港的頂
尖大學共同結盟致力推動全球未來產學優質人才培育工作。
十二、 本校與菲律賓大學迪里曼分校（UP Diliman）簽署國際合作協
議，在運動、觀光、餐旅等領域展開研究生交換計畫。
十三、 本校於 108 年 11 月 28 日舉辦 108 年度績優職員表揚，共頒
發下列 13 位員工獎牌：
（一） 特優職員：
單位
教務處
人事室
資訊中心

姓名
吳姿瑩
鄭炎明
陳白莉

職稱
組員
專員
程式設計師

（二） 優良職員：
單位
國際事務處
學生事務處
總務處
圖書館
秘書室
僑生先修部
主計室
師資培育學院

姓名
張君川
李育齊
蔡佳音
張慈玲
戴伶蓉
蔡佳因
林亭希
王敏華

職稱
行政專員
管理師
編審
組長
行政專員
行政幹事
專員
秘書

單位
英語學系
設計學系

姓名
王慕涵
張雅媜

職稱
行政秘書
行政專員

十四、 本校師生及校友獲得校（內）外各殊榮獎項：
（一）美術系黃光男名譽教授榮獲教育部「藝術教育貢獻獎」
之「終身成就獎」獎項。
（二）前教育部政務次長、社會教育學系楊國賜名譽教授獲頒
教育部「社會教育貢獻獎」。
（三）英語系 60 級校友黃正德（C.-T. James Huang）講座教
授，當選「歐洲科學院院士」（Member of the Academia
Europaea，MAE）。
（四）化學系 57 級傑出校友、中技社潘文炎董事長獲頒亞洲
化學協會（Federation of Asia Chemical Societies, FACS）
經濟促進獎。
（五）學習資訊專業學院蔡今中院長鑽研科學教育及網路學習
領域，榮獲教育部第 23 屆國家講座主持人。
（六）工業教育系校友龔雅雯女士接任新北市文化局長。
（七）第 6 屆傑出校友林曼麗女士，連任國立臺灣財團法人國
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董事長。
（八）英語系校友、第一社會福利基金會執行長賴美智女士，
榮獲最高榮譽堉璘臺灣奉獻獎。
（九）英語學系 60 級校友、長期協助中重度身心障礙者自立
自強的「第一社會福利基金會」創辦人兼執行長賴美
智，榮獲第三屆「堉璘臺灣奉獻獎」。
（十）表藝所校友林佳瑩， 2 月 24 日起擔任苗北藝文中心行
政法人後的首任藝術總監。
（十一）

本校學生事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彭惠輔導員，獲

頒「教育部友善校園獎傑出學務人員」獎項。
（十二）

本校表演所參加由星海音樂學院主辦之《第二屆

藝術管理技能精英邀請賽暨藝術管理城市高峰論壇》，
榮獲總冠軍。

（十三）

本校高階經理人企業管理碩士在職專班

（EMBA）101 級詹伊正校友及 105 級陳重光校友，榮
獲第十二屆 100MVP 經理人大獎。
（十四）

本校光電工程研究所參加「2019 第六屆香港創新

科技國際發明展」，榮獲一座金獎及一座特別獎。
（十五）

本校科學教育中心培訓我國選手參加 2019 年第 16

屆國際國中科學奧林匹亞競賽，6 位參賽學生共獲 6
金，國家總體排名第 2 名，僅次於印度。
（十六）

本校運動競技系學生蘇佳恩榮獲第三屆陳詩欣跆

拳道發展協會「理事長特別獎」。
（十七） 本校學生陳安琪及學生洪若庭榮獲中華電信基金會舉
辦的第 11 屆「蹲點．臺灣大賞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