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371 次行政會議校長報告事項
一、 國際高等教育調查機構（Quacquarelli Symonds，簡稱 QS）公布 2021 全
球大學學科排名，本校共有 10 個學科入榜（教育學、語言學、現代語言
學、資訊科學、商學、電機工程、化學、物理天文、藝術設計及英語文
學等）
，其中 3 個學科入榜全球百名：教育學科第 28 名、語言學第 53
名、現代語言第 98 名，而教育學科為全國各大學中此次排名表現最佳的
名次。
二、 本校與臺灣大學及臺灣科技大學等臺大系統 3 校，自 109 學年度第 2 學
期起調整上課週數，推動 16 週實體授課加 2 週彈性教學，預定 110 學年
度起將全面實施 16 週方案，可增加學生探究和自主學習機會，有利於接
軌國際學制。
三、 公館校區新建學生宿舍大樓工程進度已逾八成，新宿舍為兩棟地上 18
層、地下 2 層，可容納 3,020 床位，預計今年底竣工、明年 9 月正式啟
用。近期並邀集相關單位及學生會代表召開 2 次啟用規劃會議，就工程
進度、公共空間、地下停車場之規劃等事宜進行討論。
四、 本校於 110 年 2 月 19 日舉辦新春團拜，配合防疫政策避免群聚，今年首
次採線上直播方式進行，由校長率行政及學術單位主管向全校師長及退
休人員拜年。現場並舉辦摸彩活動，共有 250 個獎項，共有 2,123 位報
名參加。
五、 本校運動代表隊參加 109 年度全國大學運動會，共奪得 27 金 39 銀 49
銅，刷新 8 項紀錄，109 年 12 月 29 日舉行頒獎典禮頒發獎勵金表揚奪
牌、破紀錄、創連霸的選手和指導教練。
六、 本校於 1 月 25 日舉辦「高行健資料中心」啟用儀式及「靈山行」特展開
展暨新書發表會，該中心典藏近 600 件資料，多數是諾貝爾文學獎得
主、本校講座教授高行健教授在疫情期間於法國整理並親自寄送到臺灣
之珍貴文物。高行健先生因疫情無法來臺，透過錄影發表感言。
七、 本校理學院「天文與重力中心」1 月 12 日舉行揭牌儀式，未來將發展跨
系研究領域，結合地球科學、物理、數學人才，並與更多國際學者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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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理學院研究能量。
八、 本校與空總臺灣當代文化實驗場（簡稱 C-LAB）於 109 年 12 月 29 日舉
行跨域合作啟動記者會，並簽訂合作意向書，未來雙方將結合軟硬體資
源，共享研究、學習與實務製作環境，共同推動當代藝術文化、媒體科
技、異學科的跨領域合作。
九、 本校於 2 月 26 日至 3 月 5 日在文薈廳舉辦「臺灣文化的記憶與轉譯」聯
合計劃成果展分享臺灣文化保存、轉譯與再創之經驗。
十、 本校國際產學聯盟於 109 年 12 月 28 日舉行「教育與科技生態圈」產學
媒合交流會，邀請全臺 22 家企業及校內師長參與，以加深學術機構與產
業連結。
十一、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導師會議於 3 月 3 日舉行，會中邀請師資培育

學院院長洪儷瑜、電機工程學系教授蔡政翰，以及工教系碩士班科管組
的鄭博尹，分享產業實習課程設計與經驗。另有林玫君學務長、理學院
副院長謝秀梅、職涯發展中心王敏齡執行長共同主持產業實習專題。
十二、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學諮詢輔導說明會」於 3 月 3 日採線上方

式舉辧，本次活動邀請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吳志文老師及聶西平老師來
分享執行心得與經驗，共有 20 位教師參與。
「教學諮詢輔導」為薪傳制
度及同儕觀課與回饋之整合，盼藉由教師同儕的合作，提供新進教師有
關教學知能與教學專業等諮詢與協助。
十三、

本校職涯發展中心於 3 月 2 日起至 5 月規劃一系列 2021 就業季活動

（2 場講座、17 場企業說明會、3 場企業參訪），企業說明會包含台積
電、奧美廣告、萊雅集團及多家臺灣上市櫃公司等。此外，將於 3 月 24
舉辦就業博覽會，共有 50 多家公司於現場招募人才。
十四、

臺大系統運動會於 109 年 12 月 19 至 20 日舉行，本次運動活動計有

籃球、羽球、壘球競賽及國際學生足球賽，三校教職員工及師生透過比
賽建立跨校情誼。
十五、

本校打造友善國際師生的環境，提供境外生學習與生涯輔導，獲選

教育部 109 年境外學生輔導工作績優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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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本校公館校區宗教室於 1 月 14 日正式啟用，讓全校學生有一宗教祈

禱空間。
十七、

本校英語系系友於 1 月 13 日舉辦校友會成立大會暨第一次理監事選

舉，計有百位系友回到母校出席會議。
十八、 本校師生及校友獲得校（內）外各殊榮獎項：
（一）歷史系李靜慧校友接任文化部政務次長。
（二）化學系學士班、教育系碩士班劉和然校友，接任新北市副市長職務。
（三）英語系傑出校友、清華大學榮譽退休教授曹逢甫，榮獲教育部頒發首座
「推展本土語言終身奉獻獎」
。

（四）地球科學研究所校友崔怡楓，晉任為首位海軍測量官科少將。
（五）副校長暨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宋曜廷教授，榮獲教育部第 64 屆學術
獎。

（六）資訊教育研究所張國恩教授，榮獲科技部 109 年度傑出特約研究員獎。
（七） 科學教育研究所邱美虹教授，榮獲國際純化學和應用化學聯合會
(IUPAC) 化學與化工傑出女性獎。
（八） 設計系林俊良教授設計《Tolerance（寬容）》海報作品，榮獲 2020 年美
國傳達藝術設計年度卓越獎（Communication Arts）與 Graphis 設計年鑑
最高榮譽白金獎。
（九） 體育學系張育愷教授，獲頒美國北卡羅萊納大學格林斯堡校區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Greensboro, UNCG)「衛生與人類科學學
院傑出校友獎 (HHS Distinguished Alumni Award)」。

（十）音樂系 100 級校友林韡函，獲選擔任美國辛辛那堤交響樂團（Cincinnati
Symphony Orchestra）助理指揮。

（十一）

音樂系教授宋威德將於 110 年 4 月 1 日接任臺北市立交響樂團團

長。

（十二）

高階經理人企業管理碩士在職專班(EMBA)共 3 位學生及校友獲

選為《經理人月刊》2020 臺灣百大 MVP 經理人。
（十三）

體育學系曾明生及掌慶維兩位老師獲選 108 年度大專校院教學實

踐研究計畫績優計畫通識（包括體育）學門之績優計畫。

（十四）

體操隊翁士航教練榮獲 109 年體育運動精英獎「最佳教練獎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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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
；體育系王冠閎同學榮獲最佳男運動員獎；運動競技系唐嘉鴻、徐
秉謙同學獲得最佳運動團隊獎；體育系雷千瑩同學榮獲最佳女運動員傑
出獎。
美術系博士班校友徐祖寬之水墨創作，榮獲 2021 亞洲新星獎首

（十五）
獎。

（十六）

光電工程研究所跨領域光電 AIoT 團隊，榮獲第 17 屆國家新創獎-學

研新創獎。
（十七） 華語文教學系黃玉英同學榮獲僑務委員會 109 年第一屆「僑生翻譯比
賽」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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