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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第 375 次行政會議工作報告
壹、企劃招生
一、教育部 111 年 1 月 28 日函請各大專校院 111 學年度辦理各項招生考試需
提供確診及居家隔離等無法應試考生之相關補救措施，本處已於 111 年 2
月 9 日簽奉核准，碩士班暨在職專班（含教師在職）及博士班採用「因疫
情考試項目調整一覽表」辦理；運動競技學系及運動績優學生學士班單獨
招生考試由學系招生委員會決議，改以書面審查或擇期術科考試。
二、110 學年度「2021 學系創意行銷影片競賽」活動鼓勵校內學生自己的學系
行銷自己作主，本次活動共計 8 個學系參與，籌組 9 個拍攝團隊，完成 9
部學系行銷影片。業於 111 年 1 月 17 至 1 月 28 日邀請校內、外 7 位審查
委員，完成作品審查作業，並於 111 年 2 月 14 日（一）公告得獎隊伍。
三、本校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五校高中聯盟及雙山高中微課程合作案，分別與
理學院歡慶 2022 百年校慶系列計畫及科技與工程學院共同規劃，開設科
普專題微課程，以百年校慶為引，推廣師大理學院及科技學院生動、趣味
且具科普知識及科學實作之特色課程，建立師大理學院及科技與工程學院
的新穎亮點，預計開設 9 門課程。
貳、註冊
一、本校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生安心就學措施已提 111 年 1 月 19 日學術暨
行政主管會報審議通過，2 月 10 日於防疫專區發布並函知全校各單位。
二、本校參與【全國數位證書及場域建置試辦計畫】業已完成系統作業，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起畢業生同時發放紙本及數位學位證書，相關訊息已公告
於教務處網頁，另亦請公共事務中心協助刊登師大新聞。
三、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成績收登已於 111 年 2 月 8 日截止，碩博士班學生成
績皆準時繳交。
四、110 學年度第 2 學期研究生學雜費繳費截止日為 2 月 14 日，未如期繳納
者於 2 月 15 日、2 月 18 日以電子郵件方式通知學生補繳，仍未於期限內
完成補繳者將於 3 月 1 日寄發退學通知函，辦理退學事宜。
五、111 學年度碩、博士班甄試入學已於 111 年 2 月 15 日完成 9 梯次遞補，
截至 111 年 2 月 16 日止，博士班計 80 名新生報到，碩士班計 762 名新生
報到（已扣除放棄入學名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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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課務
一、為利學生選課，每學期課程綱要應於課程公告前完成更新或填寫。截至 2
月 14 日止，本學期開課總數共計 3,240 門，已上傳課綱共 3,227 門，完成
率 99.60%，英文簡介已上傳 3,236 門，完成率 99.88%。課綱未完成課程
共計 13 門（含教師未定）
。
二、本學期接獲學生反映營養學位學程雙主修課程選課困難，因多數課程需先
修過實驗課才可選修，然實驗課因實驗室容量限制，不易選到，為利學生
跨域學習，希望相關單位關注並協助解決該問題。
三、課程實施及延後返台境外生選課輔導措施
（一） 已於 111 年 2 月 11 日以電子郵件通知各開課單位助教，本學期維持
實體授課，請師生自主落實相關防疫措施。
（二） 另依國際處提供之延後返台境外生名單（名單陸續更新中），將各生
可入校日期加註於「教務資訊系統/我的開課/修課學生名單」及「點
名計分表」，俾利教師配合提供線上教學活動或調整學生修課方式，
協助學生學習銜接。
四、110-1 學期期末課程意見調查資料表已燒製光碟以密件送各開課單位主管
及院長參考。110-2 學期期中課程意見調查時間為 111 年 4 月 6 日至 19 日
止、期末課程意見調查時間為 5 月 23 日至 6 月 10 日止。
肆、通識及共同教育
一、110-2 學期因應「雙語化學習計畫」，通識全英語課程開課數較 110-1 學
期增加 9 班（110-1 學期 13 班，110-2 學期 22 班），全英課程占比已達
6%成長，擬逐年增加開課數。
二、110-2 學期自主學習專題探究課程計有 2 個團隊通過，課程名稱：「東亞
社會變遷下女性生活地位及女性主義研究」、「教育與環保之雙語探究」。
三、夏季學院通識課程：2022 年（110 學年度）全國夏季學院通識課程計畫書
已送審查中，本校共計送審「邏輯思考與應用」等 3 門課程。
四、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通識教育系列活動以「跨域、前瞻」為主題，規劃講
座、影展及讀書會與直播活動預計 8 場次。
五、於 111 年 1 月 14 日召開國文組中文思辨及寫作能力檢測小組第 2 次會議，
檢討本學期測驗施行，建立本次檢測評分樣卷，並規劃第 2 學期寫作能力
檢測，已完成 110-2 前測徵、審題作業，刻正進行製卷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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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持續深化教師深度討論教學知能，配合教師社群共備課程及活動安排，申
請教師教學精進創新與專業社群計畫。藉以鼓勵教師交流，強化社群教師
凝聚力，並安排教師教學經驗分享工作坊、教師增能講座，透過經驗分享
彼此精進交流。
七、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學生參與英文能力檢定考試獎勵要點」已公告並實施。
八、英語聊天室 110-1 學期每周舉辦 43 場次，超過 500 人次參加，330 則學生
評論中，對口說輔導員的滿意度高達 4.93 分（滿分 5 分）
；110-2 學期將
提供實體及線上英語聊天室，預計每周舉辦 60 場次。
九、110-2 學期開設 10 班通識「運算思維與程式設計」課程、2 班基礎課程「資
訊科技與生活」以及 13 班進階課程包含「行動 APP 程式設計」、「試算
表進階應用與程式設計」、「學程式玩音樂」、「運動數據分析與程式設
計」、「文本分析與程式設計」以及「遊戲程式設計」；其中包含 2 班全
英語課程「資料科學與程式設計」、「數位音樂與聲音合成之基礎程式設
計」，選課人數共 1,192 人，已達總限修人數的九成。
十、共教體育組於 111 年 1 月 24 日辦理「運動教育模式融入高等教育體育課
程工作坊」，110-2 學期擴大實施於籃球（2 班）、排球（4 班）、與桌球
（6 班）；110-2 學期普通體育共開課 136 堂，包括 55 項課程（44 項興趣
選修、10 項校隊體育、1 項適應體育）。
伍、教學發展
一、111 年度教師教學獎勵申請由各系所推薦候選人，於 111 年 3 月 15 日前
送各學院遴選委員會遴薦，4 月 15 日前提報建議名單至教務處教發中心。
二、110-2 學期全校開放觀課於 111 年 3 月 14 日至 5 月 20 日（第 5 至 14 週）
辦理，邀請 110 年度教學傑出教師及教學優良教師開放課程，並請學院協
助推薦全英語課程，提供全校教師觀課機會。
三、教育部於 111 年 1 月 22 日公布 109 年度「大專校院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績優計畫共計 94 件，本校體育與運動科學系張育愷及教育學系林子斌兩
位老師獲選績優計畫。
四、本校「補助教學精進創新與專業社群計畫」110-2 學期補助 19 件（個人 12
件、社群 7 件）
，其中 EMI 計畫 9 件（個人 7 件、社群 2 件）
；111-1 學期
於 111 年 4 月 18 日至 5 月 13 日受理申請，EMI 相關計畫將擇優優先補
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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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110-2 學期英國劍橋大學語言測評考試院研發之 EMI 線上自學課程，共
135 人報名（含 97 位教師、33 位博士生及 5 位計畫研究人員）
。教師及博
士生於指定期限內完成課程，可憑修業證明書申請 50％課程費用補助；
教師取得修業證明書後開設符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全英語授課獎勵實施
要點」獎勵之「全英語授課」課程，可再申請 50%課程費用補助，已有 12
位教師提出申請。
六、110-1 學期傑出教學助理遴選於 3 月中進行書面初審，111 年 4 月 27 日召
開複審會議。110-2 學期已於 Moodle 平台開設兩門教學助理培訓課程，3
月起進行階段式培訓。
陸、網路大學辦公室
一、
「網路大學辦公室」業經教育部 111 年 1 月 12 日臺教高
（一）字第 1100176509
號函核定，並自 2 月 1 日成立，揭牌儀式於 2 月 25 日（五）上午 11 時於
網路大學辦公室（誠大樓 403 室）舉行。
二、「教育部 110 年度圖書資訊學數位學習碩士在職專班實施成效實地訪視」
業於 110 年 12 月 14 日順利完成，教育部並於 111 年 1 月 20 日來函通知
評核結果為「通過」
。
三、本校 EMI 數位課程補助自 110 年 12 月中起至 111 年 2 月 18 日止受理申
請，將補助每門課程教材製作相關費用 2 萬元；本校主辦全球遠距學院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課程開放報名時間為 111 年 1 月 26 日至 2 月 25 日，
共計 5 所大專院校合作提供 32 門課程供國內外社會人士隨班選讀。
四、Moodle 數位學習平台已於 111 年 1 月 24 日統一關閉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
課程，並於 1 月 28 日開啟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課程；為強化教師運用
Moodle 教學，預定於 111 年 3 月 9 日（三）13:20-15:20 邀請本校地理系
王聖鐸老師於線上主講「Moodle 教學設計與實作策略」。
五、111 年度規劃於暑假期間改建正 101、102 教室為 PBL 教室。
柒、英語學術素養中心
一、110-2 學期於 2 月 14 日至 6 月 17 日期間於校本部樸 102 教室展開實體英
語學術寫作和口說諮詢服務（http://mywco.com/ntnucal/）。
二、公館校區圖書館的 CAL 諮詢室目前正規劃施工中，本學期完工後即可提
供英語學術寫作和口說諮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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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事務處】第 375 次行政會議工作報告
壹、 生活輔導組業務
一、本學期審核學雜費減免 845 人、弱勢助學金 250 人、就學貸款
870 人；提供生活助學金 320 人，圓夢育才助學金 120 人。
二、執行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提升高教公共性：完善就學協助機制，
有效促進社會流動」之築夢工程學習方案，預計獎助 241 人，
核發助學金新臺幣 290 萬元整。
三、辦理五育獎學金、優秀研究生、優秀學生、傑出學生、社會實
踐獎及校外獎助學金申請，獎勵學生多元發展，追求夢想，獎
勵 1,502 名學生，核發獎助金新臺幣 715 萬元整。
四、本學期日間學制導師 299 位、進修碩士在職班導師 47 位，共計
346 人，導師會議於 2 月 23 日上午 8 時 30 分至 10 時以線上會
議方式辦理，主題為「學生職涯發展輔導」。
五、執行 111 年校園心理健康促進計畫之「新生營工作團隊培訓」
、
「新生營」
、「新生家長座談」
、「生命教育專題講座」
、「導師及
學務人員增能」等活動，以促進本校全體師生之身心理健康。
六、研擬學生獎勵作業標準，邀請本校相關單位及專家學者召開焦
點會議共同討論有關性平、智慧財產、霸凌防治、導正教育等
主題，並進行學生獎懲辦法修訂。
七、訂於 111 年 5 月 21 日上午 10 時在體育館舉行 110 學年度畢業
典禮，並於 5 月 20 日下午預演。
八、訂於 111 年 6 月 1 日上午 10 時至 11 時 30 分在禮堂舉行百年
校慶慶祝大會，頒發傑出校友、社會實踐獎(首屆)、傑出學生
等頒獎，並演唱 1946 年及 2021 年版本之校歌。
貳、 課外活動指導組業務
一、辦理「社團人專業領導培力學分學程」，本學期開設「社團領
導培訓方案規劃與實施」、「社團評鑑規劃與執行」及「社團
經營實習（二）」三門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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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輔導學生社團運作發展，110 學年度本校社團數總計 184 個，
110 學年度社團舉辦活動次數約 1,780 次 (至 111.2.20 止)。
三、執行教育部「大專校院社團帶動中小學社團發展畫」
，本學期歌
仔戲社提出計畫，擬至木柵國中服務。
四、輔導社團於寒假舉辦各項服務活動，111 年度原有寒假服務隊
31 隊，但因寒假期間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轉趨嚴重，致使
部分隊伍未能順利出隊進行服務或改為線上形式辦理。
五、111 年 3 月 14 日至 5 月 24 日規劃辦理「黃金雨季系列活動」。
參、 學生輔導中心業務
一、辦理個別諮商，本學期兩校區每週提供共 208 個諮商會談時段。
二、辦理團體諮商，本學期將舉辦 12 個工作坊與主題團體，讓學生
認識與探索關係、自我、情緒、生涯。
三、針對危機、高關懷或行政轉介學生提供會談、諮詢、諮商、就
醫或資源連結。2 月 1 日至 2 月 10 日計服務 72 人、126 人次。
四、辦理轉銜輔導，2 月 1 日至 2 月 10 日沒有轉入學生。
五、辦理心衛推廣，本學期將提供 4 個班級講座主題申請，並新增
8 篇輔導專頁供師生閱覽，提升相關知能。
肆、 健康中心業務
一、統籌本校因應 COVID-19 防疫協調會，辦理本校防疫相關工作。
二、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適應體育課程申請自 111 年 1 月 17 日至 2
月 25 日止。
三、辦理本分部捐血活動及健康促進活動及執行菸害防制相關計畫。
四、預計 4 月 15 日辦理 110 學年度第二學期 CPR+AED 4 小時急救
育訓練課程。
五、辦理教育部大專校院餐飲衛生訪視相關事宜。
六、辦理臨場健康服務，1-2 月份共計辦理 4 場次。
伍、 全人教育中心業務
一、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服務學習課程開課情形：110 學年度第 2 學
期初階服務學習共計 44 門，進階服務學習共計 9 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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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銀齡樂活據點已於 111 年 2 月 21 日起正式復課。
三、規劃於 111 年 5 月 14 日(六)舉辦 USR「高齡夢想市集」活動，
並辦理百年校慶「群百搖搖」活動，展現「高齡共行、青銀共
學、社區共好」成果。
四、執行教育部相關計畫，包含「落實聯合國永續發展教育(ESD)的
全人教育與社會實踐計畫」
、
「數位學伴夥伴大學實施計畫」
、
「教
育部補助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USR)」
、
「教育部品德教育資源
網維運計畫」
、「品德教育推廣與深耕學校計畫」等，以推廣全
人教育理念與精神。
陸、 專責導師室業務
一、110 年 11 月至 111 年 1 月各系專責導師辦理學生個別輔導活動
共計 5,647 人次;團體輔導活動共計 1,190 場次，約 23,948 人
次參與。
二、110 年 11 月至 111 年 1 月各系專責導師辦理學習適應活動、職
涯銜接活動共計 97 場次。
三、110 學年度第一學期校外賃居生安全訪視作業，訪視人數共計
857 人。
四、提供弱勢或課業輔導需求學生學習支援及協助：110 學年度第
一學期課業輔導員申請案全校共計 27 件，其中由專責導師協助
指導為 13 件；教學研討暨課業輔導社群全校共計 10 件，其中
由專責導師協助指導為 9 件。
五、實施 109 學年度第一學期 1/2 學分不合格學生第二階段追蹤輔
導，共計 274 人；109 學年度第二學期 1/2 學分不合格第一階
段追蹤輔導，共計 218 人。
六、協助國際事務處進行僑生、外籍生、交換生及訪問生處理緊急
及意外事件。辦理境外學位生入境關懷及返校相關事宜；另每
日進行居家檢疫期間告警簡訊異常追蹤，並回報追蹤結果。
七、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相關業務：110 年 11 月至 12 月共計辦
理 7 場講座及活動。

7 of 73

柒、 公館校區學務組全人書院業務
一、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院長夜談名人開講，邀請本校心輔系林正
昌教授、雞湯來了陳世芃執行長、陽明交通大學高竹嵐副教授，
至全人書院分享。
二、3 月 14 日、3 月 28 日分別安排天下雜誌 U20 青年永續論壇鄭宇
茹記者分享「青年永續行動講座」、蕭秉治創作歌手的全校性
「校園講彈會」之書院日活動。
三、預訂於 5 月辦理全人書院線上成果發表。
四、預訂於 1 月~6 月辦理 SDGs 行動方案徵選活動。
捌、 職涯發展中心業務
一、辦理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就業季活動：含 3/23(三)就業博覽會、
履歷講座、企業說明會、企業參訪等共 29 場次活動。就業季徵
才機構共 55 家，其中百大企業達 17 家。並推出畢業限定活動
預先向應屆畢業生宣傳，後續透過導師會議、校內文宣布置物、
職涯大使擺攤活動、粉絲專頁及職涯資源網等進行宣傳。
二、辦理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職涯銜接準備補助計畫，截至 2 月 16
日，計有 7 個系所 7 案申請。
三、110 年度辦理深化產業實習補助計畫、學生實習故事大賞競賽
及實習媒合等相關業務，協同學院推動產業實習，共計推動 33
個系所參與，產業實習人數為 594 人。現刻正研擬 111 年度深
化產業實習補助計畫申請方式及辧理期程。
玖、 社區諮商中心業務
一、111 年 1 月份共計服務 335 人次（含本校教職員工 23 人次；臺
灣科技大學教職員工 8 人次；衛生局醫事人員 6 人次)。
二、為實踐大學社會責任，擬於 3 月起開辦有限額之外語諮商公益服
務方案，並續辦高齡長者及家庭照顧者之諮商公益服務方案。
三、擬針對社區民眾及專業人辦理 50 場次心理成長工作坊及成長團
體。另針對高齡長者，辦理 10 場次心理成長活動。
四、規劃高齡長者身心健康志工團至少 10 場次之培訓及服務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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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第 375 次行政會議工作報告
壹、總務工作實績：
一、職能提昇：
（一）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生宿舍防災講座。(110 年 12 月 2 日)
二、營繕/修繕工程：本處於 110 年 12 月至今，完成全校各校區(含宿舍)營
繕/修繕工程案件共計 744 件。其中重點案件：
（一）綠能游泳館建置及空間優化工程(含無障礙坡道)：12 月 9 日使用執照
竣工申報建管處掛件，現正辦理相關執照申請作業，預計 111 年 3 月 1
日開放教學使用。
（二）公館校區學生宿舍大樓新建工程：110 年 10 月 29 日第一階段竣工，預
計 111 年 6 月 30 日完成第二階段竣工，並接續取得使用執照及完成接
水接電。
三、已完成總務工作：
（一）完成新春團拜採購工作。
（二）完成 110 年度技工工友年終考核相關事宜。
（三）完成本校局部老舊課桌椅汰換事宜。
（四）完成蘆洲區保佑段 664 地號停車場標租案。
（五）完成 111 年度建築物火險及公共意外責任險標案。
（六）完成本校智慧校園推動方案之電子票證悠遊卡導入圖書館上線測試及
收帳作業流程確認事宜。
（七）完成本校出納業務簡化與主計室計 14 項協商結果簽陳暨函知校內各單
位相關作業事宜。
（八） 完成 111 年度編制內人員 4%待遇調增差額補發作業。
（九）完成「公館校區學生宿舍新建大樓公共空間整體改善計畫」委託規劃、
設計及監造技術服務第一期規劃階段驗收及付款作業。
（十） 完成女一舍鍋爐間瓦斯漏氣修繕。
（十一） 完成公館校區開學前校園環境及各棟大樓大清消。
（十二） 完成理學院大樓 B103 階梯教室課桌椅更新及教室網路布線作業。
（十三） 完成公館校區肯氏南洋杉白蟻蛀蝕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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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完成林口校區配合執行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校園安全設備案(照明
設備改善案)。
（十五） 完成林口校區 110 學年度第一學期境外生入住宿舍進行自主健康管
理相關作業。
（十六） 完成林口校區 110 學年度第二學期開學前教室及環境清潔整備。
三、進行中的總務工作：
（一）辦理教育大樓 1 樓性別友善廁所整修工程：1 月 24 日開工，現正施作
中。
（二）辦理文學院大樓誠正中庭整修委託技術服務小額採購中。
（三）辦理三校區戶外及地下停車場視訊求救對講系統後續驗收事宜。
（四）各單位採購申請案決標訂約後移回履約管理計 128 件；110 年機關綠色
採購指定採購項目執行率為 99.92% (目標執行率 95%)，已達目標執行
率。
（五） 辦理「公館校區學七舍及新宿舍學生餐廳」場地委外經營招商案。
（六） 規劃校本部樂智樓 1 樓建置多元宗教室。
（七）辦理 111 年約用人員、約聘教師與專案助理教授 4%待遇調增差額印領
清冊編製及發放作業。
（八）辦理 110 年度公館校區建物安檢缺失改善事宜。
（九） 辦理學一舍鍋爐技術服務採購相關作業。
（十） 辦理研生舍內部裝修作業。
（十一） 辦理林口校區配合執行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校園安全設備案(三校
區戶外及地下停車場視訊求救對講系統建置)
（十二） 辦理林口校區行政大樓川堂走廊樓梯水泥油漆。
貳、請師長協助配合事項：
一、 凡採購涉及環境保護產品指定項目，請優先採購環境保護產品（如：冷
氣機、電腦、列印機、碳粉匣、多功能事務機、投影機、顯示器、辦公
室用紙…等），綠色採購年度執行率需達教育部及環保署規定 95%之目
標。
二、 辦理新臺幣 10 萬元以下之採購，於契約成立(如：訂購時、通知廠商履
約時)前，應查察是否為政府採購法規定之拒絕往來廠商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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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展處】第375次行政會議工作報告
一、企劃組
（一）辦理教師評鑑業務
110學年度第2學期受評鑑之教師及研究人員共計42人（教師41人、研究人
員1人），其中新聘人員共計7人。
（二）獎勵新聘特殊優秀人才
業於111年2月11日召開111年度第1次獎勵新聘特殊優秀人才審議委員會，
共核定1名新進教研人員及延長1名第二期教研人員之獎勵。
（三）辦理玉山（青年）學者計畫
111年度本校獲申請名額3個單位，自111年2月16日起至3月18日止受理校
內申請。
（四）辦理系所評鑑
本校業於111年2月9日由宋副校長帶隊赴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
金會參與「110年度第3期大專校院自辦品保機制認定審查會議」，向審查
委員報告「本校自辦品保機制實施計畫」，說明本校111年學術單位評鑑
之運作機制，將依審查委員建議修正計畫。
二、研究推動組
（一）科技部及其他政府機關計畫金額/件數
1.本校111年度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截至1月31日止，核定件數計196
件，核定金額為2億5,121萬9,000元（110年度截至1月31日止，核定件數
計154件，核定金額為2億1,048萬5,000元）。
2.本校111年度獲科技部以外政府機構核定計畫，截至1月31日止，共計113
件，核定金額為5億1,991萬2,073元（110年度截至1月31日止，核定件數
共計111件，核定金額5億7,112萬5,576元）。
3.科技部111年度補助科學與技術人員國外短期研究案，本校核獲補助4件，
補助金額為230萬3,360元。
4.科技部111年度補助博士生赴國外研究案，本校核獲補助5件，補助金額
為337萬5,000元。
5.科技部111年度第1期「補助國內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自3月1日起受理
線上申請，校內申請期限至3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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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校內外學術活動補（獎）助
1. 110學年度第1期本校學術活動補助（新進教師專題研究、舉辦國際學術
研討會、藝術創作發表或展演）共核定23件，補助總金額405萬3,800元。
2.110年度本校「推動跨國合作研究計畫」共核定7件申請案，補助金額為
202萬5,000元。
3.本校110年度學術論文暨專書獎助共核定224件申請案，獎助總金額為626
萬1千元整，均已完成撥款事宜。
4.110年度本校「學術研究推昇計畫」共核定21件申請案，補助金額為540
萬元。
5.111年度本校｢推動教研人員籌組跨域團隊補助案｣現核定1件申請案，補
助金額為5萬元，隨到隨審，持續受理申請中。
6.111年度國立臺灣大學系統｢年輕學者創新性合作計畫｣共核定6件申請案，
補助金額為450萬元。
（三）舉辦提昇教研人員研究能量活動
1.110年12月21日辦理性別議題相關研究之經驗分享工作坊。
2.111年1月25日辦理本校111年度「大專學生研究計畫申請說明會」。
三、產學合作組
（一）辦理產學合作業務
1.本校111年度科技部產學合作計畫，截至111年1月31日止，核定件數計3
件，核定金額計530萬元（110年度截至1月31日止，核定件數計3件，核
定金額計610萬元）
。
2.本校111年度一般產學合作計畫，截至111年1月31日止，核定件數計6件，
核定金額計1,399萬2,890元（110年度截至1月31日止，核定件數計5件，
核定金額計745萬6,572元）
。
（二）專利及技術移轉授權業務
1. 111年度截至1月31日止，本校提出申請之專利件數共計11件；另獲准發
明專利4件、新型專利1件（110年度截至1月31日止，申請件數共計4件；
獲准發明專利3件、新型專利2件）。
2.111年度技術移轉授權案件，截至111年1月31日止，共計10件，授權及衍
生利益金共計16萬8,063元（110年度截至1月31日止，共計16件，授權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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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生利益金共計121萬8,001元）。
（三）辦理本校學術期刊獎助業務
111年度優良期刊獎助申請案，共15件期刊提出申請，TSSCI期刊1件、
THCI 期刊3件、Scopus期刊9件、A&HCI期刊1件、SSCI期刊1件，依優良
期刊獎助辦法及「期刊被引用及排名情形表」
，按期刊進步情形核定獎助
金額共779萬400元。
四、創新育成中心
（一）111 年 U-start 創新創業計畫，本校共 4 組團隊申請第一階段，教育部將
於 4 月 30 日公告第一階段補助結果。
（二） 執行 110 學年度「大專校院推動創新創業教育計畫」
，協助輔導本校師生
創業團隊執行開關公司業務，擬訂於 3 月底依計畫規定執行關閉公司流
程，並媒合 10 位創業學員至該新創公司實習。
（三） 111 學年度大專校院創業教育實戰模擬平台共 9 組創業團隊送件，教育部
預計於 4 月初公告補助結果。
（四）111 年 1 月 19 日辦理一場創業教師座談會【教授協槓人生 X 開公司】，
報名人數 35 人。
（五） 111 年林口培育駐商共進駐 7 家。
五、產業聯絡中心
（一）會員動態：完成 5 家現有會員今年度續約，2 家新會員第一年度簽約。
（二）政府部門計畫
1.教育部「前瞻顯示科技跨域應用校園示範場域計畫」：核定經費960萬
元，協助美術館推動計畫進行。
2.經濟部「科研成果價值創造計畫（價創2.0）
」：陳瑄易老師團隊參與，
經濟部完成複審後公告核定補助經費500萬元。
3. 111年科技部科研創業計畫預計3月初開始徵案，正聯繫有創業意願的
師長申請。
（三）會員服務規劃：每月發行聯盟會員電子報提供給現有會員及潛在會員。
六、貴重儀器中心
（一）111 年度大項儀器設備經費申請暨審查作業
1.受理申請：110年11月1日起至11月30日截止，目前共有科技與工程學
院、理學院及藝術學院等三院共6件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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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一次審查會議：業於111年1月12日召開，目前刻正辦理校外專家審查
事宜。
（二）本校基礎研究核心設施共同使用服務計畫截至 111 年 1 月 31 日為止，委
託送測件數共 1,022 件，實驗時數累計 1,192 小時，貴儀使用費收入計 15
萬 7,250 元（110 年 1 月，委託送測件數共 421 件，實驗時數累計 676 小
時，貴儀使用費收入計 10 萬 6,220 元）。
（三）辦理校內、外使用者之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貴儀使用同意書及中心使用同
意書認證申請，111 年 1 月共計 4 件。
七、研究倫理中心
（一）受理研究倫理審查業務及審查費補助
1.110年受理研究倫理審查業務，新案共計295件（含校內223件、校外委
託72件）、後續追蹤審查案共計474件。111年受理研究倫理審查業務，
截至1月31日止，新案共計14件（含校內13件、校外委託1件）、後續追
蹤審查案共計56件。
2.110年研究倫理審查費補助共計28件，核定金額總計26萬5,000元。
（二）研究倫理教育訓練
提供線上教育訓練課程服務並核發訓練證明，110 年度共計 575 件；111
年度，截至 1 月 31 日止，共計 44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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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培育學院】第 375 次行政會議工作報告
壹、師培課程業務
一、辦理 111 學年度中等學校師資類科教育學程、特殊教育師資類科資賦
優異組教育學程、修習雙語教學師資培育課程等甄選作業
甄選簡章，業提111年1月11日師資生甄選委員會議審議，並於1月20日
公告，後續訂於2月24日、2月25日辦理中等教程甄選說明會。
二、申請設立國民小學師資類科教育學程
本校申請設立「國民小學師資類科教育學程」計畫書於111年1月4日函
送教育部，該部於1月19日函復業已受理本校申請，刻正審查中。
三、辦理本校 109 至 111 學年度乙案師資培育公費生甄選
本次11個學系，共32案、36名公費生缺額，經甄選作業正取23名，業於
1月12日公告正備取名單，另其中有8名已具有教師證書者，各學系業擬
具培育輔導計畫，刻正函報教育部審核中，奉核後，即辦理放榜作業。
四、申請 110 學年度外加師資生名額
業奉教育部同意外加師資生名額共計112名(僑生35名、港澳生28名、原
住民籍外加生26名、身心障礙甄試學生11名、離島外加生10名；中等94
名、特教8名、幼教10名)。
五、109 學年度師資培育生學系甄選
本校109學年度師資培育生計甄選591名(幼兒園23名、特教30名、中等
540名)，業於本學院網頁公告名單，並函知各師培學系轉知同學辦理選
課事宜。
六、110 年首張教師證書辦理前置作業
此次申請資格須通過教師資格考試且於110-1學期完成實習者為368
人，將於111年2月底前完成分批報請教育部核發教師證書。
貳、實習與地方教育輔導業務
一、教育實習輔導
（一） 配合教育部 110 年 12 月 14 日修正「師資培育之大學及教育實習
機構辦理教育實習辦法」部分條文，本院業已審議通過並發布 「國
立臺灣師範大學辦理師資生任教年資抵免修習教育實習作業要點」。
（二） 有關本校函送全臺特約教育實習學校更換新約一案，截至 111 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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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1 日止，計有 664 間學校已更換。
（三）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實習學生計 48 人，第 2 劑疫苗施打率已普及，
大五返校及實習指導教師赴實習機構訪視，仍採實體辦理為原則。
二、110 學年度第二學期師資生教學實務能力檢測
(一)師資生教學實務能力檢測預計辦理增能工作坊、教師甄試模擬口試、教
學活動設計(教案)、教學演示等活動，活動於3月9日及23日受理報名，
3月15日及29日公告正備取名單。
(二)本校師資培育學系師資生教學實務能力檢測試辦計畫於110學年度第
二學期試辦，各師培學系申請時間自即日起至3月11日止。
三、公費生及師獎生輔導
(一)111學年度本校合格公費生分發作業，共計40名公費生參與分發。
(二)110學年度檢核人數：公費生104名，師獎生90名。
參、國際師培推動業務
一、推動「國際教師學分學程」
(一)111 年實習甄選業於 1 月 26 日完成，111 學年度將薦送 17 位學生至康
橋、明道、義大、大園、奎山及西松高中等學校進行教育實習。
(二)第五屆國際教師學分學程招生刻正宣導中，將於 4 月 15、19、22 日辦
理招生說明會，4 月 28 日開始收件並辦理甄選。
二、辦理教育部補助師資生提升英語口說能力計畫
與本校進修推廣學院合作辦理教育部補助師資生提升英語口說能力計
畫(春季班)，共同策劃英語會話精進課程，錄取23人參與。
三、爭取「教育部補助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國外教育見習教育實習及國際
史懷哲計畫」
本年度申請教育部補助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國外教育見習共5案，核定
補助經費計新臺幣436萬1,320元整。將俟疫情趨緩後薦送師資生出國。
四、辦理師培評鑑自我評鑑
（一）業於 110 年 11 月 25、26 日辦理中等、特殊教育學校(班)師資類科
自我評鑑實地訪評，邀請評鑑委員及觀察員到校實地訪評，並就基
本指標、關鍵指標、六大指標、整體評鑑結果逐一進行認可。兩師
資類科全數獲評定為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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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針對評鑑委員所提未來發展建議，經兩類科確實檢討，提 110 年 12
月 20 日工作小組會議、111 年 1 月 5 日指導委員會議審議，而後建
立師培學院內部管考機制持續精進作為。兩類科另將循法定程序於 3
月底前提具自評結果報告書向評鑑中心申請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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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事務處】第 375 次行政會議工作報告
一、 境外學位生在校人數概況：
外國學生

僑生

陸生

境外生總數

109-2（人）

573

738

141

1,452

110-2（人）

592

896

136

1,624

成長率（%）

3.3%

21.4%

-3.5%

11.8%

註：上述 110-2 人數統計至 111.02.18 止，因現正辦理境外生返臺作業，實際人數仍需視入境情況而定。

二、境外非學位生人數概況：
來校交換生

109-2（人）
110-2（人）
成長率（%）

16
實體 2，線上 14

22
實體 16，線上 6

37.5 %

赴外交換生

38
88
132%

來校訪問生

來校訪問生

（姊妹校）

（非姊妹校）

1

3

實體

實體 1，線上 2

17

6

實體

實體 5，線上 1

1600 %

100%

三、新（續）簽姊妹校：
(一) 美國賓州州立大學(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與本校簽訂校級 MOU。
(二) 美國紐澤西學院(The College of New Jersey)與本校簽訂校級 MOU 和學
生交換。
(三) 德國拜羅伊特大學(University of Bayreuth)與本校簽訂校級 MOU 和學生
交換。
(四) 印尼教育大學 (Indonesia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研究生院(School of
Postgraduate Studies)與本校科學教育研究所簽訂所級雙聯協議。
(五) 英國考文垂大學(Coventry University)與本校簽訂校級 MOU。
(六) 大陸北京服裝學院(Beijing Institute of Fashion Technology)與本校簽訂校
級學生交換。
(七) 日本山口大學(Yamaguchi University)理學院(Faculty of Science)與本校理
學院簽訂院級 MOU。
(八) 韓國漢陽大學(Hanyang University)體育科學部(Division of Sport Science)
與本校體育與運動科學系簽訂系級 MOU 和學生交換。
四、外賓來訪：
（美洲 2 案，共計 2 案）
國別(案數)

日期

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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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墨西哥(1)

12 月 21 日 墨西哥駐台辦事處處長等 1 位貴賓來訪

2.

美國(1)

02 月 10 日 關島大學農經學院老師等 1 位貴賓來訪

五、本處 110 年 11 月至 111 年 2 月共舉辦說明會、分享會、交流活動或聯歡
會共計辦理 11 場，參與人數為 488 人。
六、各項獎補助：本處持續辦理「教育部學海系列補助」
、
「本校鼓勵學生赴境
外進修補助」
；另發放各項僑生獎學金、外籍生獎學金及補助校內社團、
各系學會及各學位學程辦理國際學生交流活動。
七、招生相關業務及其他事項：
(一) 111 學年僑生與港澳生學士班單獨招生與臺大系統聯合招生，本校共
計 643 報名人次，共錄取 45 名學生，業於 111 年 1 月 27 日由國立臺
灣大學公告錄取結果。
(二)海外聯招會辦理之僑生（含港澳生）個人申請資料已於 111 年 1 月
27 日送達本校進行審查，111 學年度個人申請報名人次，分別為學士
班 631 人次（名額：123 個）
、碩士班 303 人次（名額：146 個）
、博
士班 10 人次（名額：20 個）
。
八、境外生入境事宜：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本處安排境外學位生於 111 年 2 月 20-21 日及 3
月 4-5 日分二梯次入境，其人數總計 56 人(含外國學生 23 人、僑生含港
澳生 2 人、陸生 13 人、專案生 18 人)
九、駐各學院大使辦理事項：
（一）外賓來訪
國別(案數)

日期

摘要

文學院
辦理海外科研中心先導計畫工作坊，邀請姊妹校奧克
紐西蘭(1)

11 月 15 日

蘭理工大學文化與社會學院暨原住民族研究學院院長
Pare Keiha 教授主持並進行演講，我國則有 3 所國中
小學參與，合計 17 人與會。

澳洲(1)

12 月 1 日

與昆士蘭大學人文學院合辦數位人文工作坊，各由 4
位教師，共計 8 位師長發表，合計 17 人與會。
與姊妹校長崎大學合辦海外 English Camp 線上交流

日本(2)

12 月 15 日

活動，由本校學生與該校英語課程學生視訊交流，由
長崎大學廣江顯教授、本校文學院陳秋蘭院長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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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方各 36 名學生，與師長、同仁，合計 81 人與會。
與姊妹校長崎大學合辦海外 English Camp 線上交流
活動，由本校學生與該校英語課程學生以流行文化為
1 月 19 日

主題視訊交流，由長崎大學廣江顯教授、本校文學院
廖學誠副院長主持，雙方各 36 名學生，與師長、同仁，
合計 72 人與會。

理學院（無）
美國(1)

2 月 18 日

美國關島大學陳冠儒教授來訪理學院討論簽訂 MOU
及各項未來合作計畫。

國際與社會科學學院
中國(1)

12 月 09-12 舉辦「2021 閩南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跨境閩南‧文化

日本(1)

日

新加坡(1)

連結：金門及桃園視角的全球過程與移民記憶」
，邀請
4 位國際學者進行專題演講及發表論文。

馬來西亞(1)
教育學院（無）
管理學院
英國(1)

12 月 2 日

與西英格蘭大學線上洽談學生交換及雙聯協議。

美國(1)

12 月 7 日

與北亞利桑那大學線上洽談兩校學生交換約。

泰國(1)

1 月 11 日

與泰國宋卡拉王子大學線上洽談 MOU 及學生交換
約。

藝術學院（無）
運動與休閒學院（無）
科技與工程學院（無）
音樂學院
德國(1)

11 月 29 日

邀請國家交響樂團音樂總監 Jun Märkl 來訪，辦理指揮
大師班，地點為音樂系館演奏廳。
本院民族音樂研究所邀請 Dr. Ross Aftel 辦理專題講座

美國(1)

12 月 23 日

「Shi (勢), or“Potential Momentum in contemporary
performance」，地點為民音所歐樂思廳。

（二）其他事項
1、文學院：
（無）
2、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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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與 日 本 關 西 學院 大 學 合 作 籌辦線 上 學 術 研 究發表 Sakura Science
Program。
(2)1 月 5 日完成理學院與日本山口大學理學院之 MOU 續約簽署流程。
3、教育學院：
(1)與日本東北大學教育學研究科完成 MOU 及學生交換續約。
(2)與香港大學教育學院進行合約續約程序。
(3) 教育學院與馬來亞大學本年度計安排兩國現場撰寫跨文化性教育教
案，規劃在本年 6 月 4 日及 5 日舉辦台馬跨文化性教育論壇及現場工
作者工作坊。
(4)特教系將於 7 月 7 日至 10 日舉辦 The 17th Asia-Pacific Conference on
Giftness，會議預計採虛實整合進行。
4、國際與社會科學學院：
(1) 110 年 11 月 13-14 日國社院補助東亞學系舉辦「中華民國當代日本研
究學會 2021 年會暨全球疫情下的日本與印太研討會」。
(2) 110 年 12 月 4-5 日本院協辦「2021 年世界海外華人研究學會-新冠疫
情對亞太區域華人的影響」。
(3) 110 年 12 月 9-12 日本院舉辦「跨境閩南．文化連結：金門與桃園視
角的全球過程與移民記憶」。
(4) 111 年 1 月 7 日本院江柏煒院長於馬來西亞拉曼大學線上演講，講題：
閩南文化、宗族聚落與宗祠建築。
(5) 國社院東亞學系與韓國成均館大學儒學院簽署系級碩博雙聯學位協議
已通過國際學術合作委員會議，將提 111 年 4 月教務會議審核。本院
與澳洲蒙納許大學續簽署院級學術交流合作備忘錄，已於 111 年 2 月
16 日簽請校長同意，效期由 3 年延長為 5 年。
5、 管理學院：
(1)與美國密西根大學弗林特分校（UMF）已續訂碩士雙聯學制協議，因
受疫情影響，預計本年前完成學生交換協議續訂簽署。
(2)與英國考文垂大學(Coventry University)、北亞利桑那大學(Northern
Arizona University)及泰國宋卡拉王子大學(Prince of Songkla University)
洽談學生交換及雙聯協議。
(3)新加玻管理大學 1 月份來信欲辦理 3+1.5 學碩雙聯線上說明會，預計
本學期邀請管理學院學生參與。
6、 藝術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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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擬 與 美 國 威 斯 康 辛 大 學 奧 旭 扣 旭 分 校 （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Oshkosh）洽談學生交換合約，已擬定草約傳給對方，擬於近日開視訊
會議進一步詳談合約內容。
(2)擬與蘇州大學藝術學院，以及南京藝術學院之美術學院、設計學院，
續約學術合作交流備忘錄、學生交換約定書。
7、科技與工程學院：
(1)科工院補助工業教育系、科技應用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機電工程學
系、電機工程學系機及車輛與能源工程學士學位學程，於 110 年 11
月至 12 月分別邀請 12 位外籍學者舉行 12 場線上演講。
(2)光電工程研究所張俊傑助理教授受邀於 NTNU-KYUSHU Joint Forum 發
表與該校合作計畫。
(3)科工院與德國姊妹校 Ostfalia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 洽談新增交
換教師合約事宜，已獲該校同意並提案至 111 年 3 月院務會議討論。
8、運動與休閒學院：
(1)體育與運動科學系與韓國漢陽大學體育科學部續簽署學生交換協議事
宜，已通過 110 年 12 月 14 日國合會審議，並完成簽約。
(2)運休學院與美國北科羅拉多大學運動科學學系洽商與體育與運動科學
系續簽訂雙聯學位協議書，現正由美國北科羅拉多大學擬定協議書內
容。
(3)科工學院透過本校國際事務處，現正與立陶宛體育大學接洽簽署學術
合作交流合約與 Erasmus 相關事宜。
(4)與匈牙利體育大學現正洽商共同申請歐盟 ICM 計畫。
(5)與閩南師範大學體育學院現正洽商簽署學術合作交流合約相關事宜。
(6)科工學院於 111 年 1 月 13 日與美國南卡羅萊納大學餐旅觀光、零售與
運動管理學院透過視訊會議商議兩校之間執行博士雙聯合約情形。
9、 音樂學院：
110 年 11 月 29 至 110 年 12 月 29 日本院與國家交響樂團產學合作，辦理
「歐洲古典定音鼓專業演奏工作坊」，邀請國家交響樂團定音鼓首席
Sebastian Elfer 擔任講師，共六場次，地點為 NSO 三樓排練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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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第375次行政會議工作報告
壹、流通閱覽服務
一、規劃悠遊卡電子支付服務方案：繼信用卡線上金流支付方式後，規劃增加
悠遊卡電子支付服務管道，目前已配合資訊中心完成測試工作，預計三月
份可正式施行。
二、書庫圖書整理計畫：因應未來空間改造需求並改善書庫書架擁擠現象，進
行五至七樓書庫圖書盤點及淘汰計畫，規劃更新七樓老舊危險書架13座。
貳、推廣及參考服務
110年1-12月由21位學科館員共完成37場1,268人次資源講習活動、24門
1,094人次大學入門講習、1,092冊書籍薦購；3,525人次諮詢台服務、論文寫
作工作坊18場次810人次。DVD館內使用1,258人次、外借669人次1,991片數
；公視網10,052人次；並於12/24辦理聖誕快閃活動，向讀者推廣重要服務。
參、書目管理服務
一、圖書資料分類編目建檔：110年1-12月完成圖書資料分類編目10,742冊/件，
包括中文圖書9,068冊，西文圖書1,326冊，非書資料348件。
二、書目資源交流合作：110年1-12月上傳新編之書目資料至全國圖書書目資訊
網NBINet計9,332筆，上傳原編書目至OCLC書目中心計1,201筆。
肆、圖書期刊資源暨電子資源徵集館藏發展服務
一、全校圖書資源購置經費與數量：110年1-12月全校圖書資源購置數量與經費
為：中日文紙本圖書5,212冊(2,520,895元)、西文紙本圖書1,718冊
(3,112,662元)、中日文電子書3,658件(713,089元)、西文電子書619件
(1,671,883元)、視聽資料643件(1,783,177元)、其他非書資料96件
(171,300元)，合計11,966冊/件(10,682,476元)。
二、全校電子資料庫與中西文期刊資源徵集事宜：110年1-12月已完成辦理全校
共74種綜合性資料庫與專門領域資料庫採購與核銷，合計金額為新台幣
54,786,135元整；已完成辦理圖書館與全校各系所2022年度中文期刊107
種、日文期刊61種、大陸期刊67種、西文紙本期刊121種與西文電子期刊
544種等續訂採購招標作業。
伍、資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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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年1-12月圖書館網站574,052參觀者、2,262,225參觀人次、6,646,919
瀏覽網頁數；網頁資料庫登入233,958次；期刊資料庫全文下載1,647,598
次、電子書全文下載189,009次(本項統計至110年11月)。另規劃圖書館新
版網站改版以及雲端電子資源管理系統導入相關時程，並辦理說明會議。
陸、校史特藏服務
一、百年大事記專刊編纂：今（111）年為本校創立百週年，為典藏歷史與發揚本
校文化底蘊，校史發展委員會特成立百年專刊編纂小組，進行百年大事記
校慶專刊編纂，以提供昔日校友緬懷尋根，現今社會大眾藉此熟悉本校歷
史之發展背景與淵源。專刊小組迄今已召開5次工作會議，將編纂1套（共
計2冊）叢書，預計於5月下旬印刷出版。
二、百年校史影片製作：為使各界深入瞭解本校歷史及百年蛻變，特製作兼容
知識性與故事性之「百年校史影片」，以凝聚本校師生及校友之認同感，並
增進大眾對於本校的認識。影片製作方向已提請校史發展委員會討論並修
正，並完成工作計畫與影片腳本，刻正進行拍攝與毛片後製。
三、百年校慶特展建置：本特展將以百件校史典藏為焦點，呈現百年歷史中的
風物、事件、人情與記憶，展開校園集體記憶如何被建構、凝聚與延續的話
題，也與大眾分享百年來蘊藏的記憶與期待共創的未來，刻正進行文案撰
寫與展場規劃。
四、數位典藏高行健教授文物：逐筆進行高行健教授剪報資料前置整理，共計
約1,800筆，將造冊清單列表數位化上傳與數位典藏，以後續提供數位人文
研究內容之基礎。
五、百年校慶其他相關活動籌備與執行：包括校史漫畫編輯、辦理創校百年論
壇與協助臺北高校第二代口述歷史等，各項活動依據規劃執行中。
柒、禮品、出版業務
一、百年校慶規劃設計品項已完成設計並持續聯繫廠商討論後續細節，多項禮
品已進入製作程序。百年校慶工作服開放校內各單位預購統計數量中。
二、110年設計出品總計師大商品30品，周邊21品。配合學校相關節慶推出線上
專賣活動3場。
三、110年專書出版4冊，科普及企劃類出版7種。《師大學報》及《教育科學研究
期刊》依期出刊；開放期刊系統(OJS)受理諮詢，使用刊數總計10本。
捌、公館分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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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館分館書庫整理計畫：進行六樓及七樓約有15萬2,000餘冊書的館藏淘汰
及移架，具有典藏價值圖書將留存於公館分館，罕用圖書移至林口分館，
複本圖書進行報廢作業，淨空七樓空間。累計已完成報廢前置作業47,795
冊、移架前置作業20,111冊、盤點37,290冊、書目整理111,928冊。
二、多元方式辦理推廣活動：110年12月23日舉辦「聖誕E閱會~2021電子書推
廣活動@公館分館」，邀請四家廠商參展。110年12月20日至111年1月20日
舉辦「共讀－SDGs 主題書展（目標1：消除貧窮）」，搭配書展網頁，提供參
考網頁及相關書單。111年1月17日至2月13日舉辦「所謂老師–教育主題視
聽資料展」，精選家用版提供外借，公播版可於館內欣賞。
玖、林口分館
一、閱讀社團：110學年度第1學期開辦「電影欣賞討論社」，共召募40位本校僑
先部學生，自110年10月22日至12月17日，共聚會6次，聆賞3部電影、1場
專題導賞，此外亦於學習與閱讀(Learning & Reading)部落格分享每部影
片導賞及社員交流之心得。
二、學生作品展：110學年度第1學期與僑先部地理科合作學生作品展，歷經整
個學期的籌劃，除了教師於課堂中的學科指導外，11月16日本分館也針對
展覽與創作的著作引用及典藏開辦工作坊，期望同學能透過此次展覽培養
專科知能與資訊素養。線上及實體海報展於12月20日正式推出，共38件作
品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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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中心】第 375 次行政會議工作報告
一、 資訊安全及個資保護相關業務
(一)資訊中心 ISO27001 資訊安全管理制度(ISMS)已於 111 年 2 月份通過
第三方稽核驗證，證照持續有效。
(二) 教育部 110 年第 2 次防範惡意電子郵件社交工程演練結果，本校本次
演練抽測 100 人，共 2 人開啟附件檔案，符合測試標準(郵件開啟率、
點閱附件率應分別低於 10%及 6%)。
(三) 配合大學術科考試委員會行政院資安稽核進行技術及實地稽核業務。
二、 校園網路、網路電話、主機代管、虛擬機及智慧校園等應用服務
(一)因應 Google Workspace for Education 儲存空間政策異動(自 111 年
7 月起，僅提供各大學 100TB 的儲存空間供所有用戶共同使用)，本中
心提案至 1 月 12 日之全校資訊系統整合會議討論後，決議將限縮所
有在校(含退休)教職員及學生 G Suite 帳戶儲存空間至 10GB，並終
止校友的 G Suite 帳戶服務。本中心已擬訂因應計畫之作業時程及參
考作法公告於本中心相關網站，並寄發公告郵件給全校教職員生及校
友周知。
(二) 完成校本部及公館校區共十棟大樓已在線運作超過 15 年以上的骨幹
網路設備汰換升級作業，網路傳輸頻寬從 1Gbps 升速為 10Gbps。
(三) 持續推廣以虛擬機取代實體機服務，虛擬機平台目前使用 24 台實體
主機，總計共搭載運行 471 台虛擬主機，有效減少實體主機數量。
(四) 智慧校園建置服務方面，協助游泳館智能通關機及監視系統建置案驗
收作業；協助美術館門禁及監視系統初審意見書撰寫；以家用洗衣機
實測智慧插座功能，取得並分析用電趨勢圖；頂樓加裝電子圍籬系統
協助評估中；於公館學二舍新設門禁嘗試以手機作遠端開門試驗。
(五)協助林口總務組規劃學生宿舍正樓及勤樓無線網路改善方案，經與林
口總務組討論，規劃每間寢室安置一顆無線網路基地台，考量學生使
用習慣及財產活化，將把和平校區及公館校區原 Ruckus AP 備品移至
林口校區學生宿舍正樓繼續使用。目前已將學生宿舍正樓所需 IP 整
理完畢且進行設定中。學生宿舍勤樓規劃進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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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公館校區學二舍大樓連接校內之骨幹光纖佈建作業已於 1 月 26 日進
行施作，施作過程中理圖分館前面道路光纜手孔位置發生管礙問題，
故先完成學二舍大樓端光纜拉設及熔接事宜，光纜管道管礙經評估後，
將改走數學館附近並開挖馬路埋管佈建，接到理圖分館。
(七)理學院 B103 教室有線網路建置作業已於 2 月 12 日完成。
三、 校務行政 e 化、m 化與創新服務
(一) 為提升校務行政服務，持續進行各類系統建置，包含：完成因應體育
系學分改革成績系統調整、完成課程意見質性意見功能及新增全英文
課程問卷項目修正、完成課程增修系統 EMI 課程提報功能、完成調整
教學助理聘任系統相關程式與作業、完成宿舍郵務系統優化作業、調
整學雜費繳費及賃居兵役等系統、配合公館新宿舍擴增，增修宿舍管
理系統調整、因應中國信託系統資安與國際規範進行金流系統介面修
改、持續進行捐款經營管理系統後續階段之開發及校友資料庫優化作
業、因應「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條例」增訂軍公教人員在職繳
納退撫基金費用及「民國 111 年軍公教調薪方案」進行薪資系統功能
調整開發…等。
(二)為推動智慧校園建設與多元支付機制，持續進行各類系統建置，包含：
完成數位證書創新應用開發、完成多元化支付之悠遊卡繳費機制、進
行行動文件申請管理系統之開發作業、開發行動化列印平台、進行數
位證件開發…等。
四、網站和教學相關業務
(一) 更新公版網站主機作業系統及開發軟體版本，完成公版網站 2.0 版本
模組，提供各單位申請使用。
(二) 製作百年校慶網站後臺上傳資訊的操作手冊，提供辦理全校性校慶活
動單位，並成立 Line 客服社群版。
(三) 完成本部校區電腦教室更新作業，新購筆記型電腦置於 401 教室，並
將 PC 電腦移至綜合大樓 1001 教室汰換老舊 Mac 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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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室】第 375 次行政會議工作報告
壹、訓練組業務：
一、111 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本校業於 3 月 2 日完成報名，預計於 5 月 7
日假國立體育大學開幕、5 月 11 日閉幕，本校預計於 4 月 27 日舉行授旗
典禮。
二、111 年臺北市基層訓練站補助本校專案經費：體操 25 萬元整、跆拳道
15 萬元整、菁英選手(唐嘉鴻)21 萬元整、改善器材設備及環境 59 萬 4,000
元整。
三、110 學年度大專籃球公開組女生六強複賽，自 111 年 2 月 19 日至 2 月
23 日陸續至臺北體育館開打，本校截至 2 月 22 日已取得複賽 4 連勝晉級
四強決賽，四強決賽預計 3 月 19 至 20 日在臺北小巨蛋開賽。
四、110 學年度大專籃球公開組男生八強複賽、一般組男女生地區複賽，自
11 年 2 月 25 日起陸續開打。
五、110 學年度大專足球聯賽因疫情因素，原訂第一循環賽事取消，第二循
環賽事預計於 111 年 3 月 13 日至 17 日在輔仁大學開賽。
六、110 學年大專排球聯賽公開組男女生複賽預計於 111 年 4 月 2 日至 7 日
在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舉行；一般組女生排球複賽 3 月 20 日至 21 日在雲
林科技大學舉行。
七、國裕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援例贊助本校女子壘球隊新臺幣 300 萬元，已於
111 年 2 月 10 日完成簽約。
貳、活動組業務
一、與進修推廣學院共同辦理寒假育樂營(師大小大師)。
本(111)年 1 月 24 日起至 1 月 28 日、2 月 7 日起至 2 月 10 日止，與進修
推廣學院合作，開設體操、防身術及樂動班，共辦理 6 班，合計 72 人次
參與。
二、開設教職員工生運動班。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職員工生運動班於 2 月 21 日正式開課，持續開設
有氧律動、舞動瑜珈提斯、TRX 懸吊訓練及機能訓練等，共開設 12 班別，
每班每周 2 次，為期 13 周共 26 堂課，共 203 人次參與課程。
三、辦理全校運動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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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水上運動會：
本年度水上運動會因游泳館整建工程尚未驗收完成，將暫停辦理乙
次。
(二)系際盃競賽：
業於 111 年 2 月 22 日召開 110 學年第二學期體育幹部暨系際盃負責人
會議，針對章程之訂定進行討論及修正，並於 2 月 25 日至 3 月 8 日開
放報名。各項運動競賽辦理時間：排球項目：4 月 23~24 日、30 日。
籃球項目：5 月 1 日、14~15 日。
壘球項目：4 月 30 日、5 月 1 日。
四、百年校慶【木鐸起而千里應-111 年第 33 屆木鐸盃運動競賽】。
本年(111)年 4 月 16 日、4 月 17 日將辦理木鐸盃運動競賽，該賽事為全
國師培大專院校年度重要賽事，今年由本校主辦，參賽組別包含教職員
工組及學生組。
比賽地點及項目：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校本部：桌球、籃球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公館校區：網球、羽球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附屬高級中學：籃球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排球
五、重啟【百年校慶鐵騎環島活動】。
本(111)年 6 月 18 日至 6 月 26 日將重啟師生百人鐵騎環島活動，帶領本
校熱愛運動之教職員工生共同完成環島一週，報名時間為 3 月 1 日至 3
月 7 日。
參、體適能中心籌備處業務：
一、110 年 11 月 25 日至 111 年 2 月 18 日，共完成 265 人次個人體適能檢測
及 928 人次身體組成分析測量。
二、110 學年度上學期主管運動班開課 29 堂，共計 177 人次參與。
肆、場地管理組業務：
一、校本部跑道暨排球場修繕工程案：
本案當前進度為簽核委託設計服務中，預計 111 年 4 月 15 日前取得設計
圖說後辦理招標，6 月底至 9 月初進行工程施作，本案總預算為 714 萬
1,000 元，由 111 年新興計畫-修繕工程款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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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校本部體育館重量訓練室修(整)建及購置體育器材設備案：
本案目前器材採購規劃中，預計 111 年 4 月完成招標作業，本案總預算
為 1,015 萬 6,000 元。
三、綠能游泳館建置及空間優化工程案：
至 111 年 2 月 14 日止，共已累計召開 63 次工務會議，預定 3 月初開放
泳池供教學使用，預計 111 年 6 月辦理驗收付款作業。
四、游泳館建置通關機及智能監控系統案：
於 110 年 12 月 29 日辦理驗收完成，並於 111 年 2 月 11 付款結案。
五、游泳館三樓智能健身中心重訓器材採購案：
本案含括(一)3D 實境運動競賽系統採購案。(二)互動智能地墊採購案。
(三)綠能智能健身器材採購案。(四)健身中心重訓器材採購案等四類器
材設備採購。因游泳館整建工程使用執照竣工勘驗尚未取得，需維持健
身中心場地現狀，無法進場交貨安裝，故本案依契約規定，預計展延履
約期限至 111 年 4 月 30 日止。
伍、公館校區體育組業務：
一、體育館中央空調增設工程:
本案於 2 月 16 日發函通知技術服務廠商高森工程顧問有限公司代本校向
臺北市政府申請調閱圖資，以利計算大樓結構乘載，限 18 個工作天回覆
(3 月 11 日到期)。相關設計書圖與預算書須一併提送。
二、田徑場跑道工程:
本案於 2 月 15 日確認需求書內容，已於 2 月 17 日啟動委託技術服務採
購簽案。
三、體育運動大樓頂樓防水層工程：
本案於 2 月 14 日通知工程廠商法華玄妙有限公司，定於 2 月 21 日與 2
月 25 日開施工前協調會議，預定於 3 月 1 日開工。
四、室外球場地坪改善工程：
本案工程採購於 2 月 9 日至 2 月 22 日上網公開招標，定於 2 月 23 日上
午 10 點開標。
陸、林口校區體育組業務：
一、林口校區司令臺拆除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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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之委託技術服務廠商為蕭欣欣建築師事務所，110 年 8 月 18 日決標
予森泓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以新台幣 230 萬 1,790 元承攬，經費由 110 年
新興計畫-修繕工程款支應，廠商已於 110 年 12 月 13 日申報竣工，111
年 1 月 14 日完成驗收，2 月 10 簽核結案付款。
二、林口校區學生跆拳道運動品勢訓練基地整建工程：
本案之委託技術服務廠商為陳建志建築師事務所，110 年 12 月 29 日決標
予奕捷營造股份有限公司以新台幣 325 萬元承攬，經費由教育部體育署
專案全額補助，廠商於 111 年 2 月 12 日申報開工，履約期限為 60 日曆
天。
三、林口校區跆拳道運動品勢地墊採購：
本案以取最有利標精神辦理採購，預算金額為 99 萬 8,000 元，由教育部
體育署專案經費全額補助，111 年 1 月 21 日共計四家廠商參與企畫書簡
報並辦理評審會議、2 月 17 日與分數最高之晴安國際體育有限公司辦理
議價，結果以新台幣 86 萬 8,000 元決標並辦理後續。
四、林口校區學生跆拳道運動品勢訓練基地相關設備採購：
本案預算金額為 912 萬 0,053 元，由教育部體育署專案經費全額補助，
並依財物性質分別辦理跆拳道品勢設備、運科設備、音響影像監控設備
及投影機設備等 4 個採購標案進行。
五、林口校區體育館一 F 綜合球場地板保養及畫線：
本案預算金額為 60 萬元，經費由 111 年新興計畫-修繕工程款支應，目
前辦理技術服務相關規畫、設計等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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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安全衛生中心】第 375 次行政會議工作報告
壹、環境保護業務
一、實驗室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運作管理
(一)登載公館校區技術級、林口校區通識級「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專業
應變人員」。
(二)完成行政院環保署 110 年度第 4 季(10 至 12 月)實驗室「毒性化學物
質運作紀錄表」
、110 年度（1 至 12 月）實驗室「關注化學物質運作
紀錄表」彙總申報作業。
(三)臺北市環保局 2/10 稽查和平校區實驗室毒性化學物質（三氯甲烷）
運作情形，以無缺失通過稽查。
(四)辦理行政院環保署新公告列管關注化學物質（氟化氫）之實驗室運
作情形輔導訪視。
(五)完成三校區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災害聯防系統資料定期更新作業。
二、實驗室有害事業廢棄物清理
(一)完成三校區有害事業廢棄物清運及聯單申報，110 年 12 月至 111 年 2
月清運量如下：
種類
廢液
重量(公斤)
2,305

廢矽膠
80

廢化學
0

生物醫療廢棄物
1,391

(二)完成 110 年度第 4 季(10 月-12 月)實驗室
「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費」
申報及繳交規費。
三、其他環境保護
(一)申請教育部「111 年度環境教育推廣活動計畫」
，獲補助新臺幣 9 萬元。
貳、職業安全衛生管理業務
一、依勞動部「勞工健康保護規則」規定，聘用職業醫學專科「特約醫師」
每月辦理臨場健康服務，由環安衛中心、健康中心與相關系所同仁進行
教職員生健康訪談及實驗室(辦公室)環境訪視，並提供改善建議及追蹤
紀錄，訪視單位如下：
日期

單位

1月7日
1 月 26 日

總務處宿管中心
僑先部

實驗室(辦公室)/環境訪
視(間)
1
4

健康訪談人員(位)
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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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6 日
2 月 24 日

環安衛中心
人發系

3
6

8
5

二、召開本校 110 年度第 4 次「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員會」
，主席裁示及會
議決議事項：有關訂定本校「111 年度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
，修正後
通過。
三、完成 110 年度下半年實驗場所作業環境監測，共計 19 間實驗室、90 個採
樣項目，監測結果皆符合法規容許標準。
四、完成經濟部工業局 110 年度第 4 季(10 至 12 月)實驗室「甲類先驅化學品」
彙總申報作業。
五、完成 111 年度第 1 季「環安衛電子報」發刊。
六、完成 2/9 新北市政府勞動檢查處至林口校區第 1 次輔導檢查事宜。
七、完成 2/11 召開「臺北市勞動檢查處與教育部北區大專校院安衛自主互助
聯盟安全伙伴關係計畫第二次輔導檢查說明暨高階主管座談會」。
參、實驗室游離輻射防護管理業務：
一、完成實驗室 X 光繞射儀登記證相關申請作業：化學系展延(1 台)、化學系
報廢(1 台)，機電系展延(1 台)。
肆、能資源管理業務
一、公館校區通過 ISO 50001 能源管理系統。
二、辦理學術單位汰換 LED 燈管採購及安裝作業。
三、辦理冷氣清洗、老舊冷氣汰換、安裝節能風扇及節能風扇清洗等補助。
四、辦理採購 4 臺腳踏車發電設備於百年校慶活動使用。
伍、災害防救業務
一、辦理館舍防火管理人參訓事宜，並召開分工討論會議。
二、採購防災物品「緊急夾燈」，供災害防救相關活動使用。
三、辦理教育部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大專校院校園環境安全自主檢核表填報
作業。
陸、校園安全業務
一、辦理校園門禁安全監控及設備檢修、緊急事件回報、校園巡邏、考場秩
序及大型活動會場安全維護等警衛勤務。
二、執行有關防疫期間校門口管制站相關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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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室】第 375 次行政會議工作報告
壹、教師與主管任免遷調
一、111 年 2 月 22 日於校本部第一會議室舉辦本校吳正己校長續任暨行政單
位一級主管致聘典禮，由教育部代表致送校長聘書，續由校長致送校內一
級行政主管聘書。
二、修正本校「專案教學及研究人員聘任要點」及「延攬客座人員作業要點」
，
並於 111 年 1 月發布周知。
三、111 年 12 月 29 日召開第 323 次校教評會。
四、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校教評會開會日期為 111 年 3 月 16 日、4 月 27 日及
5 月 25 日。
五、配合本校行事曆及校教評會時間更動，因應調整升等作業時程：
(一)申請升等教師，於 111 年 3 月 1 日前將升等案送交系所教評會審議。
(二)各系所主管於同年 3 月 25 日前，簽請院長進行審查。
(三)各學院院長於同年 5 月 10 日前，簽請校教評會召集人提交校教評會審
議。
貳、職員任免遷調及獎勵表揚
一、110 年度團體績效考核業提會審議完竣，考核結果並送請各單位主管參考；
近日將函請各單位提供 111 年團體績效考核評分標準表修正建議。
二、本校約用人員 110 年考評通知書，業函轉各單位轉交同仁；公務人員部分
業函報教育部核定。
三、110 年職務輪調案，經請各單位填覆輪調職行情形，彙整後業簽奉校長核
定。
四、召開第 137 次職員甄審會，計審議 2 件外補案。
五、111 年模範公務人員推薦圖書館蔡金燕組長，業依限函報教育部核辦。
六、111 年推薦人選參加師鐸獎遴選案，目前並無單位推薦，經簽奉校長核准
提學術暨行政主管聯席會報報告。
參、退撫及待遇福利
一、110年12月16日(星期四)晚上18：30-21:30，假温州會場以外燴(Buffet)
方式舉行外籍教師交流座談會及餐敘，計有20位外籍教師熱情參與。
二、本校111年新春團拜-百年校慶開鑼迎春活動，於111年2月9日(星期三)上
午10時於校本部禮堂以線上直播及線上摸彩方式辦理，順利圓滿完成。
三、為積極爭取國際人才來校服務，本校新進教師生活安頓津貼作業要點修正

34 of 73

名稱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補助延攬國際人才作業要點」，並擴增補助對
象及新增機票費補助，業已發布周知。
四、111年度軍公教員工待遇業經行政院核定調增4%並溯自111年1月1日生效，
基於衡平考量，調增本校約用人員基本薪資之薪點折合率4%。本校編制
（預算）教職員工及編制外約用人員均自111年3月1日起調增待遇，並補
發111年1-2月薪資差額。
五、本校編制內教職員工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子女教育補助已開始受理申請，
請於 111 年 4 月 8 日前逕送人事室第三組(技工工友請送至總務處事務組)
辦理。
肆、訓練進修及產學合作計畫人員管理等事項
一、訓練進修事項：
(一)2021 雁行營-新任學術主管領導發展
1. 110 年 12 月 17 日辦理「教師評鑑」主題課程。
2. 111 年 1 月 14 日辦理「師生關係」主題課程。
(二)行政人員修課培訓制度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截至 111 年 2 月 21 日止計
有 1 位符合申請資格之同仁申請選讀。
(三)刻正研訂 111 年度行政人員訓練實施計畫，新增請各單位辦理英語工
作坊及行政人員應完成至少 8 小時英語學習時數，經簽准後據以辦理。
二、產學合作計畫人員管理事項：
(一)產學計畫專任人員 110 年 11 月 1 日至 111 年 2 月 18 日止相關業務辦
理情形：
項目

新聘

離職

服務證

服務證明

博士後研究

7

9

6

19

專任助理

138

67

166

126

人員

(二)配合行政院核定調增 111 年度軍公教員工待遇，研擬修正本校「產學
合作計畫專任助理人員工作酬金支給標準表」及「產學合作計畫兼任助
理費用支給標準表」，提本校學術暨行政主管聯繫會報審議。
三、本校員工協助方案：
本校社區諮商中心 111 年 1 月提供教職員工心理諮商服務 17 人 28 人次，
相關資訊可至人事室網頁「員工協助服務專區」查詢。
伍、宣導及配合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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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延攬優秀人才，提升學術研究水準，並推動國際化，請各單位積極聘任
符合具師大講座、研究講座或玉山學者(玉山青年學者)之資格條件者及
外籍教師到校服務。
二、有關兼職範圍、兼職報准程序、得免報准情形、兼職個數、兼職費支給方
式等規定，請詳閱人事室網頁/法令規章/兼職借調/本校教師兼職範圍簡
明表。
三、有關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出國暨差勤相關措施說明如下：
(一)疫情相關差假（如防疫隔離/照顧假）及疫情間出國、赴陸等規定，業
公告於本室網站「防疫專區」。
(二)教育部函以，除有必要性及急迫性需親自前往，且無替代方式外，不宜
前往大陸地區(含香港澳門）考察、開會及進行各項交流活動，審慎安
排於疫情管制期間後再行前往。
四、配合公務人員曾任政府機關（構）
、公立學校全時專任人員年資均得申
請採計併計休假年資，業訂定申請表格並函轉各單位轉知公務人員。
五、依性別工作平等法第 15 條及其施行細則第 7 條修正規定，本校勞基法
人員如有陪伴配偶妊娠產檢、分娩之事實及需求，得申請陪產檢及陪產
假 7 日。
六、為達成本校雙語大學-行政人員英文能力培訓之績效指標，除自 111 年 2
月 17 日起要求各單位新進人員英語能力需達 B1 等級以上，並研擬配套
措施說明如下：
(一)修正本校職員職務出缺遞補作業要點，調整英文能力標準為中級以上
資格。
(二)為鼓勵本校現職同仁積極提升英語能力，以符合雙語標竿大學接軌國
際之目標，擬修正本校考績（核）委員會獎懲案件審議原則，並自審
議原則修正發布日起，通過英語認證相當 B1 級（含）以上者，核予
嘉獎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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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計室】第 375 次行政會議工作報告
壹、110 年度決算報告
一、收支餘絀情形：
(一)110 年度決算總收入 60.14 億元，總支出 61.82 億元，以上收支相抵，
產生短絀 1.68 億元，較預算短絀 1.02 億元，增加 0.66 億元。
(二)短絀增加之主要原因，係受疫情影響，推廣教育收支結餘及場地租
金收入較預計減少，致決算短絀數較預算數增加。
(三)本期短絀如加計無實質現金流出之折舊及攤銷費用 4.89 億元後，則
為賸餘 3.21 億元。
二、固定資產執行情形：
110 年度法定預算數 9.61 億元，加計以前年度保留數 0.08 億元，合
計可用預算數為 9.69 億元，決算實際執行數 8.09 億元，執行率 83.49
％。

貳、111 年度截至 1 月底止購建固定資產預算執行情形
一、本（111）年度購建固定資產計畫預算（含以前年度保留數）計 8.01 億
元，其中房屋及建築 5.30 億元，圖儀、大項及一般設備等 2.71 億元。
二、截至 1 月底止實際執行數為 1.24 億元，預算分配數 0.35 億元，預算執
行率 358％，各項計畫預算執行情形說明如下：
(一)房屋及建築之實際執行數為 1.08 億元，預算分配數 0.30 億元，預
算執行率 361％，主要係公館校區學生宿舍大樓新建工程之實際估驗
金額較預算分配數增加。
(二)圖儀等其他設備之實際執行數為 0.16 億元，預算分配數 0.05 億元，
預算執行率 320％，主要係各單位配合業務需要辦理採購，致實際數
較預算分配數增加。

參、111 年度績效目標辦理情形
一、精進預算分配作業，落實年度經費審查，促進財務資源有效運用
有關學校內部預算分配會議業於 1 月 20 日召開，並於 2 月 17 日通
知各單位經費分配情形。
二、112 年度概算籌編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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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年度經常收支及資本支出概算，本室已依據各單位查填之相關調
查表彙整完竣，預計於本（111）年 3 月 2 日提請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企
劃組會議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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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修推廣學院】第 375 次行政會議工作報告
壹、營運情形
111 年本院預測營業額為新臺幣(以下同)4 億 2,458 萬 2,301 元整；淨盈
餘目標為 1 億 614 萬 5,575 元。本年度截至 2 月 10 日營業額為新臺幣 7,641
萬 5,758 元整(達成率 18%)，淨盈餘為 1,902 萬 6,426 元整（達成率 17.92%)。
貳、新冠肺炎防疫措施
一、111 年寒假辦理兩梯次冬令營，參與人數 1,055 人，兩梯次皆依防疫規範
辦理且順利完成。
二、師大會館於農曆春節期間提供 7 位學人及學生入住，並委請環境安全衛生
中心及駐警隊同仁協助安全管理。
參、整修工程
一、師大會館：
(一)熱水器：已決標，2 月 7 日第一梯次施工，將從會館 7 樓開始汰換。
(二)冷氣：預計 2 月底可公告招標。
(三)梯廳設計：預計 2 月 15 日設計稿交件後辦理採購佈置。
二、林口樸樓：
(一)2 至 4 樓 54 台冷氣更新，2 月中旬廠商現場佈線及安裝室外機鐵架，
預計 3 月底更新完畢。
(二)整修工程採購案及家具財物採購案，現正進行簽核中。預定期程為 2
月公開招標→3 月決標→4 至 5 月施工→6 月驗收。
肆、推廣教育業務
一、 推廣教育非學分班：

年度
110 年
111 年

季別
推廣-全年度
推廣-冬季班

系列
17
20

班數
1,384
331

人數
20,224
3,688

備註
截至 2/15 止

(一)現正規劃新班計有：國教署國際英語教學證照、哲學、藝術、1st 師
拓大師管理班、
【旅學】跟著「大師」玩春遊等系列課程。
(二)師大小大師營隊：111 冬令營課程，參與人次 919 人，營業額 514 萬。
(三)師大漾大師營隊：111 年寒假開設新系列課程計有邁向頂尖大學的必
修課程等 5 班，學員 136 人，營業額 68.8 萬;另本班設有師大推廣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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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助學方案，凡具低、中低收入或家庭發生急難致經濟困頓之身分者，
享有學費全免優惠(僅需繳交報名費)。
(四)師資培訓：華語師資證照培訓第 39 期 (假日班，3/5-5/21)，學員 40
人、華語師資證照培訓第 40 期(平日班，4/11-5/26)，學員 50 人，
招生宣傳中。
二、 推廣教育學分班：

特教資優教師第二專長學分班(38 學分，學員 50 人)、國際文憑教育師培
課程（15 學分，學員 25 人）及閩南語學士後教育學分班（67 學分，學
員 28 人）
，以上課程進行中。
伍、場館業務
一、因疫情之故，本院 111 年 1、2 月場館使用與 110 年相較，場地使用率

減少 9.21%；師大會館住宿率較去年同期減少 2.35%。
二、本院場館配合各項防疫措施之規定，加強場館之清消工作。
三、本院 111 年 1 至 2 月場地及會館與去年同期相較，統計如下：

項目
學院場地

師大館住宿

1月

2月

110 年

73.87%

66.4%

111 年

63.85%

58%

110 年

39.56%

28.67%

111 年

42.88%

20.67%

陸、專案業務
主要承接教育部、客家委員會、原語會、原住民族委員會、僑務委員會
及新北市政府教育局等單位各項專案或開班培訓，其主要專案如下：
一、教育部：
(一) 111 年閩南語語言能力認證考試/4,771 萬
(二) 110 年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證書核發服務系統 /1,006 萬
(三) 110 年度幼兒園在職教師師資職前幼教專班/98 萬
(四)閩南語教師在職進修學分專班/55 萬
(五)中等學校教師第二專長、增能班計健康教育、資訊科技、家政、生活
科技、閩南 語及雙語等班/253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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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客家委員會：
(一)110 年度客語能力初級認證/931 萬
(二)110 年度客語能力中級暨中高級認證/1,592 萬
(三)111-112 年度幼幼客語闖通關認證/2,770 萬
(四)111 年度客語能力初級認證/3,087 萬
(五)111 年度客語中高級及高級/2,336 萬
(六)111 年度客語題庫研發/586 萬
三、財團法人原住民族語言研究發展基金會(原語會)/原民會
(一)110 年度第 2 次暨 111 年度第 1 次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測驗試務工作
計畫/4,241 萬
(二)111 年度原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測驗試題建置計畫/870 萬
(三)110 學年度原住民族語言學習中心—台北學習中心/376 萬
(四)原住民族語言推廣人員專管中心/790 萬
(五)原住民族專業人才工作坊/97 萬
四、僑委會：
111 年華文教師線上遠距研習班(歐非及中南美洲班)/54.9 萬
五、其他：
(一)台北市社會局托育(保母)人員專業訓練課程班/96 萬
(二)台北市、新北市及基隆市幼兒園園長訓練班/52 萬
(三)內政部戶政司戶政人員培訓班/12 萬
(四)行政人事總處 110 年新進人員英語力提升研習班/23 萬
(五)青年發展署 111 年青年海外志工知能培訓及交流行政作業/300 萬(投
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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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生先修部】第 375 次行政會議工作報告
一、教務組工作報告
(一)110 學年度春季班擬訂開班數一類組 2 班、二類組與三類組合開 1 班，
計 3 班；配合海外聯招會實施之「春、秋季班合併分發」
，各類組核心必
修課程每周各加課 1 小時（1 節課）。
(二)配合國家防疫政策，僑先部 2 月 15 日辦理「春季班教學研討會議」，請
老師依據學校教學指引，使用 moodle 平台，進行課程相關公告，並請依
照僑先部課表，於授課時間進行混成教學。
(三)本學期僑生選修課程於週四第 7、8 節與週五第 5、6 節上課，加退選時間
自 2 月 21 至 3 月 2 日，開設選修課程 10 班；援例辦理夜間僑生學業輔導，
期間自 3 月 7 日起至 6 月 2 日止，開班實施計畫及學生選課作業持續進行
中，3 月 20 日前提報教育部申請補助經費。
(四)110 學年馬春班榜單錄取 141 人，另含 109 學年保留學籍 8 人，合計 149
人，目前依據僑服組調查有意願來台就讀學生，一類組 58 人、二類組 16
人、3 類組 24 人，合計 98 人。
(五)教務組已將 110 學年第 2 學期春秋季班各課程暨師生資料上傳資訊中心，
僑先部師生已可使用 Moodle。
(六)公告 110 學年秋季班第 1 學期學業優勝獎學金名單，每班第一名 3,000 元
、第二名 2,000 元、第三名 1,000 元。
二、學務組工作報告
(一)生活輔導工作
1.3 月 8 日上午 10:00 召開 110-2 期初專任教師暨導師會報，會後由資產
組安排於資訊與教學大樓內設立實驗教育學校之台灣楓葉教育協會，至
會議現場向師長們說明，未來營運計畫及空間場域使用等相關事項，以
收集師長意見提供實驗學校未來運作時之參考。
2.僑保人數 593 人。僑保理賠 16 人。學保理賠 2 人。
3.僑務委員會 110 年度僑生新生防疫旅宿費補助核給僑先部 395 人。
(二)專責導師工作
1.校安通報計 2 件。
2.1 月 5 日於體育館由副主任主持寒假期間安全宣導，請同學加強防疫、
職場工作、個人等相關安全規範，並請同學記住專責導師校安專線，遇
到問題或狀況能及時反映。
(三)學生課外活動工作
1.110 年 12 月 10 日、11 日參加校本部體育室辦理之 110 年全校運動會，
共計有 76 位學生參加 14 項競賽項目，自然組榮獲精神總錦標。
2.111 年 1 月 12 日於林口校區禮堂辦理僑生先修部春節祭祖聯歡聚餐活動
約 300 位師生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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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健康中心工作
1.傳染病防治 17 人次、緊急傷病護理(含住院、手術)4 人次、身心科護理
21 人次(PTSD、焦慮、失眠、躁鬱等)、校內門診 141 人次、愛心房照護
及特殊原因更換寢室服務 11 人次。
2.110 年 12 月 12 日辦理秋季班新生體檢共 530 人次；居留體檢 37 人次，
MMR 自費疫苗注射服務共 31 人次。
(五)學輔中心工作
1.高關懷與危機個案管理共 41 人次，個別諮商 18 人次，持續關心與輔導；
休/退學面談 7 人次。
2.特殊生學業輔導需求評估、輔導員媒合共 22 人次。
三、 僑教推廣暨校友服務組工作報告
(一)僑教推廣工作
1.製作新版精美僑先部文宣(英文、印尼文與越南文版)，於該地區報名
期間發布於粉絲團中，強化招生成效。(報名時間約為每年 2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相關資訊亦同步提供給當地負責師長。
2.預定於 111 年 3 月 7 日辦理菲律賓 St. John's Institute 僑生先修部
線上說明會(參與人次:約 60 位，參與對象:該校 12 年級學生)。
3.與亞普達國際電子商務股份有限公司合作，請專業廠商協助在印尼、
越南、菲律賓與柬埔寨報名期間(111 年 2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投放大
量廣告，根據特定潛在客戶可能的年齡層、性別、特定城市等特徵來
觸及潛在客戶群，投放平臺為 Facebook 臉書社群與 Instagram，期透
過廣告公司達到招生宣傳效果，讓更多海外師生認識僑先部特色。
4.將僑先部遠距教學影片剪輯成五分鐘精華版本，並放置於僑先部臉書
粉絲團與官方網站中，透過影片內容讓更多人瞭解僑先部遠距教學成
效，並讓海內外師長感受到學校辦學之用心。
(二)校友服務工作
搭配百年校慶活動，規劃採訪業界表現傑出校友，製作相關短片，並擬
將採訪內容放置於僑先部典範校友網站中，目前已採訪李三財校友與黃
金豹校友，影片目前已剪輯完成。
(三)承辦計畫
1.提升僑生素質計畫：1 月 24 日收到教育部來函同意部分補助辦理第九
期計畫，補助金額共 143 萬 110 元。
2.試辦外籍生先修班計畫:
(1)於 2 月 21 日召開「2022 僑生先修部試辦外籍先修班籌備線上會議」
，
向國語中心請益與討論相關細節，獲取寶貴經驗。
(2)相關招生宣傳與前置作業持續進行中，透過專業廠商、官方網站、
社群媒體(圖片與文字)、海外師長等各界力量，期能大幅提高招生
宣傳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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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語教學中心】第 375 次行政會議工作報告
壹、課程教學
一、近三年各學季班(含單月班)人次統計

*冬季班為前一年度 12 月至當年 2 月，夏季班統計包含暑期班。

二、MTC Online 課程人次統計

三、執行本校優華語計畫相關業務
(一) 整合優華語及海外華語教學中心網站，更新網站內容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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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2 月 3 日於賓州州立大學舉辦第一次海外華語文能力測驗，共 22
學員報名測驗，共計 18 名學員完成測驗，4 名學員缺考。
(三) 1 月 21 日及 2 月 16 日辦理賓州州立大學兩場獎學金說明會，各為
18 人及 20 人參與。
(四) 優華語獎學金計 10 名賓州州立大學學員申請，預定 5 月 16 日抵台。
四、辦理春季班舊生註冊(2 月 8 日起)及新生註冊(2 月 23 日起)相關事宜，
春季班開課日為 3 月 7 日。因應入境檢疫學員彈性調整註冊程序，循例
安排檢疫期間新生線上分班口試及提供遠距課程，俾利學員順利銜接實
體班課程。
五、辦理 2022 年教師進修工作坊
時間
主題

2 月 12 日
當代中文課程第五冊
教學分享工作坊

人數

2 月 19 日

2 月 19 日

混成式教學工作坊

當代中文課程第二冊
改版說明會暨教學示範

40 人

100 人

42 人

貳、教材研發
一、當代中文課程第二冊完成課本、作業＆漢字簿出清稿的校對，於 1 月
17 日送印刷公司製作數位打樣，並於 1 月 20 日確認完畢；1 月 24 日至
裝訂廠看色後開始印刷，2 月 14、15 日廠商已將教材送至中心，並於 2
月 15 日完成印刷交付。共計課本 2-1、2-2、2-3，作業本 2-1、2-2、2-3
各 300 本，已完成驗收，3 月 1 日起受理訂購。
二、當代中文課程語法動畫持續製作中，已完成第一冊第 1~6 課共計 18 支
動畫。
參、學員活動及輔導
一、辦理 2022 年春季班教育部華語文獎學金受獎生學員入境資料報部、學
員聯繫及諮詢、預定防疫旅館，以及協助線上註冊等作業，受獎生自
111 年 2 月 15 日(二)起陸續抵台，截至 2 月 23 日(三)止入境計 47 名。
二、配合 3 月起開放研習 6 個月之華語生入境，已公告春季特別專班入境
程序並通知春季班申請者，2 月 7 日起進行入境報部各項作業。第一次
報部名單計 283 人。
三、學員活動
時間

名稱

人數

2 月 21 日

創意書法體驗活動

48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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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4 日~2 月 25 日 受理本校免費選讀課程報名
3月2日

冬季班校外文化參訪

9+

2 月 24 日截止

--

配合防疫取消

四、近三年台灣獎學金及華語獎學金受獎人數統計

110 學年臺獎生受獎人數約占全國 40%，華獎生受獎人數約占全國 42%。

肆、其他
一、建置本中心《語象》第 109 期刊物完成上架，更新優華語網站當代中
文一測驗卷資料。
二、因應春季班六個月專案課型，修改報名、許可信及金流等系統。
三、持續測試中心商店系統(MTC store)系統功能，更新網頁商品照片及輪
播圖，並採購電子收銀發票系統，為販售書籍前置作業準備。
四、循例協助冬季班教師申請安心就業計畫，111 年 1 月 27 日寄送 72 位教
師協議書及名冊於函報北市勞動局，並依據該局 2 月 25 日回函通知前
述教師提交安心就業計畫申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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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教育中心】第 375 次行政會議工作報告
本中心主要工作持續進行如下：
一、 我國參加國際地球科學奧林匹亞競賽與推廣（IESO 2022）：
本年度國際地球科學奧林匹亞競賽將持續以線上模式舉辦，預定8月24
～30日間舉行。預定於3月5日將舉辦國家代表隊全國初選考試；4月21日至
5月1日舉辦國家代表隊候選人選拔營；5月28日至6月7日間舉辦國家代表隊
候選人決選營第一階段；7月4日至7月14日、8月20日至8月30日間舉辦國家
代表隊候選人決選營第二階段；8月5-16日期間舉辦國際賽國家代表隊野外
考察；國際線上賽暫訂於公館校區科學教育中心做為國際賽會場。
二、 我國參加國際國中科學奧林匹亞競賽（IJSO 2021）：
2021年度國際競賽由於受到新冠肺炎影響，於去年12月12-21日由主辦
的阿拉伯聯合大公國辦理遠端線上監控比賽，我國選手表現優異獲得6面金
牌和世界第一的殊榮，其一位國手更獲得總成績第一名金牌。2022年將由
烏克蘭主辦，目前正在規劃新年度國家代表隊選手選拔和培訓事宜。
三、 北區中小學科學教育專案計畫輔導與成果推廣
科學教育中心協助教育部辦理中小學科學教育研究、推廣、研習及輔
導工作，以及分區辦理中小學科學教育專案期中及期末報告評鑑，使中小
學數學和科學教師執行之計畫，透過大學教授的諮詢指導，可以作為改進
執行專案計畫之參考，以及開闢科學教學資源討論和推廣的管道，增進數
學和自然學科教學成效。預定於3月4-5日舉辦110 學年度地球科學教師增
能精進研習工作坊；3月30日舉行北區期中報告評鑑暨研討會。
四、 科學教育月刊：
科學教育月刊自民國65年創刊，是我國科學教育方面發行歷史最久、
普及率最高的科學教育刊物。本學年預定至111年7月底完成出版第450期，
每期印製1800冊寄送各中學及相關單位供參考。
五、 國際數學與科學教育成就趨勢調查（TIMSS）：
科學教育中心獲選為TIMSS 2023計畫執行團隊，執行期程自2021年4月
至2025年3月。科學教育中心業已協同國際單位完成抽樣作業、試題與問卷
之翻譯排版作業，並取得受測學校之合作，於2021年12月完成受測班級抽
選及學生資料建檔，並在2022年1月邀集各校聯絡人辦理線上說明會。
本中心正積極為2022年4月辦理之試測進行準備，包括：試測日期安排、
電腦環境建置之測試、試測測驗軟體製作與燒錄、問卷和手冊之翻譯及印
刷等，擬於3月完成測驗材料裝箱並寄送至各受測學校，以利測驗執行。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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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施測期間，本中心將同步實施受測學校訪視計畫、訓練閱卷人員以進行
學生作答結果評分、招募臨時人員進行紙本問卷資料建檔；續於5月份完成
並繳交試測應建置之各類資料庫，由國際單位進行試題分析與修訂作業。
2022年下半年的重要工作項目尚包括：國家問卷建置與實測前置作業，
包括學校與班級抽樣、學校聯絡與說明會辦理、試題翻譯等。本中心將依據
試測執行情況，調整優化前置作業安排，為2023年5至6月實測調查進行準
備。
六、 國際合作推廣科學教育
本中心目前已與英國倫敦大學學院、韓國首爾大學、日本九州大學、法國巴
黎第八大學、越南及印尼多所大學等皆有實質上學術合作關係。受新冠肺
炎疫情影響，至今暫無國際學術交流互訪，目前推廣活動僅能採視訊方式
辦理遠距課程或演講(如越南、印尼、哥倫比亞等)。目前與越南的學術合作
案正在申請審查中；與法國的學術合作案尚在規劃籌備中。
七、雲端互動教室/議題桌遊設計研習活動推廣
本中心張俊彥主任研究團隊開發之雲端教室系統CloudClassRoom（CCR）
推廣至今於國內外已有超過11萬筆註冊次數及83萬筆使用紀錄。自新冠肺
炎疫情影響至今，已有約20場視訊學術會議進行CCR推廣，今年2月於基隆
海科館辦理的IEEE ECEI 2022國際研討會亦透過CCR舉行問答競賽，藉此
機會廣宣。議題桌遊活動設計研習近期推廣主題包含食農桌遊、水資源調
適桌遊等，對象包含內湖高中、基隆漁會、安樂高中、和平高中師生共計約
100人左右。
八、辦理 IEEE ECEI 2022 國際研討會
本中心於 111 年 2 月 10 日至 12 日在基隆市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主辦第五
屆 IEEE 歐 亞 教 育 創 新 國 際 研 討 會 (5th IEEE Eurasian Conference on
Educational Innovation 2022)，會議採實體加線上模式進行，並邀請多個科
普體驗攤位參展。本會議邀請來自臺灣、日本、美國、法國等學者進行專題
演講，並有 207 篇論文投稿，162 篇被接受並註冊，研討會參加人數共計
186 人。符合 IEEE 領域之論文將再通過全文審查後收錄至 IEEE Conference
Proceedings，並刊登於 IEEE Xplore® 、EI，及 Scopus 學術文獻資料庫檢
索；本會議獲選傑出之論文，則將推薦轉投至合適的 SCI/SSCI/Scopus 等級
之國際期刊。
九、111 年度高級中等學校原住民族學生地球科學人才培訓計畫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科學教育中心和地球科學系在教育部國教署委託下，
辦理本計畫，希望提升高級中等教育階段原住民族學生對地球科學的學習
興趣及知識，並培訓學生藉由實作、參訪、上課、考察的結合，將地球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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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知識轉化為素養並應用在生活上，更期盼學生未來能進一步提昇人類
的發展。原訂1月25-28日舉辦一場入門推廣研習，但受新冠肺炎影響，教育
部要求暫緩舉辦，預定將改為週末營形式辦理。110年度高雄市立新莊高中
學生陳彥彰與張郡在陳卉瑄教授及林佳賢老師的指導協助下，以「高鐵行
經嘉南地區之高鐵低頻震動波」為研究主題，探討嘉南地區地層下陷問題。
榮獲2021年臺灣國際科學展覽會「3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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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教育中心】第375次行政會議工作報告
本中心之設置目的為從事特殊教育研究、提供特殊教育輔導、發展特殊教育
資源及推廣特殊教育服務。主要工作略可區分為中心事務性工作及專案計畫，專
案計畫依計畫性質分為經常性專案計畫、特定性專案計畫及進駐專案計畫等三
大項。以下分別說明中心特殊性工作之執行情形：
一、 籌設「臺灣特殊教育館」
(一) 召開三次特教館籌設小組會議。
(二) 募款計畫：
1. 特殊教育募款企劃已決行，待募款影片製作完成即可於公共事務中心上架。
2. 特殊教育募款影片已拍攝完畢。
3. 特殊教育募款網站已製作，網站上架後即可通知公共事務中心開始募款。
(三) 整理特殊教育史料：
1. 將已蒐集之文物按類別與年份進行編碼與歸檔。
2. 修訂大事紀第二次問卷，並寄給四位諮詢委員進行評比並彙整。
3. 將特殊教育發展史概分為五大時期：啟蒙植基期、實驗推廣期、法規建制
期、蓬勃發展期與精緻服務期，及五大軸線：課程、學術與國際交流、法
規、障別與班別及師培，持續整理與考證五大時期與五大軸線之歷史發展
與內容。
4. 已完成特殊教育發展史書籍五大時期、五大軸線初稿，預計於 2/21 送交
審查委員審查。
(四) 特殊教育館裝修工程：
1. 設計師已於 2/16 丈量 317 室與 332 室，預計於 3/18 前交付圖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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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資源教室提供全校性特教支持與支援
(一) 特殊需求學生輔導服務
1. 檢討、修改新舊生個別化支持計畫。
2. 110 學年度第二學期申請提報鑑定，共計 40 位學生。
3. 疫情間服務應變措施
因應疫情配戴口罩之情境，考量聽障生讀唇接收訊息的需要，採購透明口
罩提供聽障生申請使用並發送至相關系所供任課教師索取使用，自 110 學
年度上學期迄今共發送三次。
4.積極擴大服務範圍
(1)特教生可修習適應體育課程，近期修習普通體育人數增多，持續和共
教體育組合作媒合視力/聽力協助員入班協助特教生進行體育課程。
(2)協助校內僑生先修部外籍疑似生進行學習能力評估及考試需求審查，
並提供後續升學大專後可申請提報鑑定並接受特教資源服務之訊息。
5.110 年各項學生服務人次如表二。
表一

各項學生服務摘要表

項目

學業輔導

支持服務

心理輔導

生活輔導

生涯輔導

服務/活動名稱

人次

課業輔導

293

評量調整

68

筆記抄寫（即時聽打）

1476

教材轉換

61

輔具申請

27

視力協助

360

英文會話課程

156

輔導員晤談

861

曼陀羅創作工作坊

30

生活助理員

1440

期末聚餐

41

公館吃飯飯

11

Podcast 倡議行動

18

桌遊活動-桌於遊戲

14

聖誕花圈手作坊

8

算不準的人生大小事

10

KO 面試講座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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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與教育測驗研究發展中心】第 375 次行政會議工作報告
壹、 研究發展組
一、計畫執行
1. 持續進行「國中教育會考試題暨試務」研發計畫執行。
2. 持續進行「國中教育會考全國試務會」計畫執行。
3. 持續進行「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學生適性入學資料管理平臺」研發計畫執
行。
4. 持續進行「十二年國教課綱國民中小學標準本位評量計畫」相關研究與業務
之推動，以及題庫與成績處理系統開發維護。
5. 參與「OECD 國際學生能力評量計畫 2022（PISA 2022）
」國家調查執行團
隊計畫。
6. 持續進行「適性自主學習暨學習歷程資料庫」計畫相關研究與業務之推動，
並與合作學校配合執行紮根教學，以及國英數三科診斷測驗系統開發與維
護。
7. 持續進行「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第 2 部分特色領域研究中心—智慧量測與教育
大數據」計畫相關研究，開發惟視通用量尺(VAS-RRP)之分析工具與建立網
站；開發自動命題技術(Automatic Item Generation, AIG)提升試題研發效率並
降低題庫建置成本；建置教育大數據資料分析平台以利資料串接、分析，並
產出視覺化分析報表。
貳、 推廣活動組
持續為校內外人士提供研究設計、資料分析、讀卡計分等領域之諮詢服
務。
參、綜合活動組
為增加中心同仁專業知能並拓展不同工作領域之專長，特利用中心業務會
報安排各領域之學者專家前來演講，本年度學者專家仍持續邀約安排中。
肆、國中會考推動工作委員會
一、 行政組
(一) 總務相關工作：
〈採購案/驗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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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10 年標案共 11 件、共同供應契約 11 件、小額契約 2 件。
2. 110 年標案目前共 5 件、共同供應契約 2 件、小額契約 3 件。
〈其他〉
1. 處理財產管理、代管資產移轉及新增師大圖書相關事宜。
2. 例行消耗品、文具小額採購、統計防疫物資及採購單登記、核銷、歸檔。
3. 處理外部接駁相關事宜及辦公室修繕作業。
4. 處理「林口校區資教大樓 B 棟 5 樓室內裝修工程委託技術服務」。
(二)經費核銷相關工作：
1. 持續處理會考計畫經費每個月實支數統計。
2. 編輯 110 年國中教育會考研發計畫經費結案之收支結算表。
3. 各式請購單、公文核閱和憑證審閱並處理各式經費核銷。
4. 處理 110 年年終獎金相關事宜及製作受款人帳戶表和會考計畫薪資處理。
(三)人事相關工作
1. 處理專任人員相關業務：招募作業、差勤管理、勞健保作業、薪資清冊、
估算人事費、修正中心計畫員額表、製作服務證明等。
2. 處理臨時人員及預試監試人員相關業務。
3. 處理會考計畫命題教師、保密切結書用印相關事宜。
4. 處理外聘教師相關函文及安全管制文件彙整。
5. 持續修正「因應國中教育會考計畫與全國試務會計畫合併人員薪資編列
說明」及「各職級人員薪級及主管職務加給規劃表」內容。
(四)活動相關工作：
1. 111 年國中教育會考宣導種子教師研習會：完成結案報告書、彙整回報
表並統計各縣市回報狀況及未宣導學校一覽表。
2. 辦理臺北市立大學心理與諮商學系師生至本中心參訪活動。
3. 美編設計：繪製各式活動之歡迎海報及議程、年節電子賀卡、文件側標。
4. 登錄研習課程及研習時數。
5. 電話接聽及回覆民眾來信。
(五)文書作業：
1. 分文：處理各計畫電子公文系統來文。
2. 發文：協助各組及各計畫處理中心發文相關工作。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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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資訊組
（一） 系統開發與維護
1. 國中教育會考
(1) 會考網站: 修改 111 年試場規則、違規處理要點網頁
(2) 會考線上報名作業：集報版已於 1/18 上線。考區版進行外部測試反
饋的修正，將於 3/2 上線。完成個別報名開發，將於 3/7 上線。
(3) 閱卷管理系統：進行寫作測驗再溝通自動化系統設計規劃。
(4) 完成修改 111 年會考印卷分卷闈場資料套印程式，後續將因應最新
疫情新規定，配合需求進行相關調整。
(5) 完成闈場人員管理作業優化修改，將於 2/24 上線。
(6) 進行准考證資料處理作業功能優化。將於 4/18 上線。
2. 十二年國教適性入學資料管理平台
(1) 適性入學資料上傳系統已於 1/10 上線。
(2) 志願選填試探與輔導系統: 與 SSO 界接。預計 2/21 上線。
3. 素養導向標準本位評量網站及數位評量網站
(1) 持續進行國小-數學單次總結方法及計算方式重建、推廣學校申請及
領航學校申請功能增修。
(2) 互動推理能力測驗開發: 成績單功能-學生作答反應功能、學生成績
單、班級成績單。
（二） 網站資安防護
1. Log4Shell 嚴重弱點掃描作業，並回報國教署無相關系統使用 Log4j 套
件。
2. 導入中華電信 HiCloud VMware SDDC DR 雲端異地備援機制。
3. 完成 111 年上半年網站定期弱點掃描作業。
4. 進行 Splunk Log Server 日誌伺服器軟體採購案。(單一日誌機制)
5. 進行源碼掃描之軟體開發工具(Fortify SCA)採購。
6. Xensor 端點防護系統升級。近期無重大資安事件或異常事件發生。
（三） 技術支援與設備維護
1. 例行性技術支援與設備維護工作。
2. 例行性機房巡檢與資料庫備份工作。
3. 一月份會考讀卡機保養。
4. 持續進行大陸品牌筆電設備回收相關作業。
（四） 資訊安全管理
1. 監視錄影系統採購案：完成林口及台北辦公區監視器系統施工安裝作業，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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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4.
5.
6.
7.

並執行 NVR 弱點掃描，已於一月底完成驗收。
持續追蹤與確認稽核後之各矯正處理單進度。
ISMS 表單紀錄編碼與整理
RCPET-ISMS-B-002_實體安全管理程序書修訂。
RCPET-ISMS-B-006_資通安全事件通報及應變管理程序書修訂。
RCPET-ISMS-C-003_業務永續運作計畫修訂。
將配合行政院安排的資訊安全稽核作業。

三、 試務組
（一） 全國試務相關工作：
1. 重要會議：
(1) 110/11/9、110/12/7 辦理 2 次「試務工作標準作業手冊審查會議」。
(2) 110/11/23 辦理「第 2 次全國試務會委員暨總幹事聯席會議」
。
(3) 110/12/10 辦理「第 1 次試務諮詢會議」
。
(4) 110/12/16 辦理「第 1 次試務作業研討會」。
(5) 111/1/25 參加 111 年國中教育會考規劃報告會議（部長主持）。
2. 行政業務：
(1) 處理 110 年、111 年國教署導入個資制度所需
「委外廠商保密切結書」
用印事宜。
(2) 處理 110 年國中教育會考全國試務會實施計畫經費結案事宜。
(3) 彙整 110 年結案報告及 110 年績效報告。
3. 資料處理業務：
(1) 製作線上報名作業學校版教學影片，持續編輯報名作業個別版及准
考證資料處理作業學校版、考區版操作說明，進行系統測試。
(2) 110/11/24 至中華郵政臺北郵局臺中作業股召開「委外套印格式會議」
。
(3) 111/1/3 至 1/12 至 18 考區及大陸考場辦理「報名系統說明會」。
4. 印卷分卷闈場業務：
(1) 110/12/17 至國教院豐原院區辦理「印卷闈場諮詢暨場勘會議」。
(2) 草擬 111 年會考印卷分卷闈場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因應措施。
(3) 完成「闈場人員管理系統」優化功能測試，進行操作手冊編輯。
5. 應考服務業務：
(1) 110/11/12 至大考中心諮詢應考服務相關議題。
(2) 持續辦理語音報讀試題模擬作業。
(3) 修訂會考網站有關應考服務「申請說明」及「項目說明」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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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採購業務：
(1) 資料印刷、人員接駁服務(小客車)、人員接駁服務(大客車)採購案已
決標。
(2) 辦理英聽設備、闈場人員生活包、闈場文件印刷與布置、豐原闈場餐
飲採購案前置作業。
7. 全國試務會網站：
(1) 新聞發布 1〈111 年國中教育會考簡章公告新聞稿〉及相關附件完成
簽核，於 111/1/6 上稿。
(2) 111 年 1 月 14 日（五）至建中參加「解題試場協調會議」
。
（二）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學生適性入學資料管理：
1. 重要會議及整體工作：
(1) 110/11/8 參加「關於不同入學管道的缺考率與各等級人數比例變
化討論會議」
（視訊）。
(2) 110/11/9 日參加「111 學年度試辦學習區完全免試入學第 1 次全
國工作會議」及「111 學年度試辦學習區完全免試入學工作協調
會」。
(3) 110/11/10 參加「111 學年度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委員會第
一次簡章審查會議。
(4) 110/11/11 參加「111 學年度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及專科學校五年制
適性入學委員會第 2 次工作會議」。
(5) 110/12/6 參加「111 年國中畢業生適性入學宣導手冊第 2 次編輯
校對會議」。
(6) 110/12/7 參加「111 學年度完全免試入學簡章科系名額檢校會
議」。
(7) 110/12/9 參加「111 學年度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委員會第 3
次簡章審查會議」。
2. 系統執行狀況
(1) 「招生名額管理系統」：測試 111 學年度系統功能、編輯操作手
冊及說明會簡報、彙整名額資料供各入學委員會審查簡章。
(2) 「志願選填試探與輔導系統」：彙整 111 學年度各就學區免試入
學作業要點、討論系統修正內容。
(3) 「錄取報到管理系統」：整理與學籍系統比對資料。
(4) 「適性入學資料上傳系統」：編輯檔案規格書、操作手冊、系統
測試。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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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免試入學變更就學區系統」：111 學年度系統功能調整與測試。
（三） 其他：
1. ISMS & PIMS 制度維護服務顧問案：110 年 11 月至 12 月完成 ISMS
資通安全專業訓練課程、通識教育訓練、辦理 PIMS 第 2 次內部稽
核、執行管理審查作業、執行管理審查作業、110/12/1 至 12/3 完成
辦理外部稽核、12/9 辦理結案會議、12/13 辦理適性團隊內部稽核。
四、 試題組
（一）題庫建置
1. 依標準化試題發展流程，召開各科修題會議、團體審查會議、學科審查
會議、試題公平性審查會議，及其他諮詢會議，計百餘場次。
(1) 初審教師寄回之命題稿，並退回未錄取的命題。
(2) 例行性會議：修題會議 133 場；團審會議 26 場；學審會議 54 場。
(3) 規劃 110 學年度第二次公審會議(2/8、2/10、2/11、2/15、2/17、2/18)。
2. 預試相關：
(1) 支援 110 學年度上學期預試工作，並協助試題本封箱作業。
(2) 繳交 110 學年度下學期預試題本(預計繳交 27 本，已繳交 10 本)。
3. 完成 110 年命題研習會(數 11/8、自 11/18、國 11/19、英 11/25、社 11/29)。
4. 英語聽力試題錄音(1/17)與剪輯，共 80 題，236 個音檔。
（二）國中教育會考
1. 111 年國中教育會考相關：
(1) 題庫試題版本檢核與參考書比對。。
(2) 準備第二次模擬計分會議資料，並參加會議。(自 1/26、國 1/27、社
1/28、數 2/8、英 2/25)。
(3) 設計並提供 111 年教育會考考後問卷。
(4) 新版語音報讀軟體模擬校對，參加模擬結果討論會議(12/23)。
(5) 邀約數學非選入闈命題教師與審題教授。
(6) 修改「111 年教育會考國中教師解題說明重點」文件。
(7) 準備教育會考組題、閱卷、計分規劃報告與英聽調整難度提案說明。
(8) 諮詢國中教師對於線上教學或延後開學是否需調整考試範圍之意見。
(9) 支援全國家長教育協會主辦之國中新生與國三生家長宣導。
(10) 各科撰寫 111 年試題本配置調整說明。
2. 因應 12 年國教課綱相關工作：
(1) 更新 109-110 年教育會考各科試題與 111 年新版分項能力之對應。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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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處理 108-110 年各科試題與課綱三面九項之對應。
(3) 參加國教署「研議國民中學數學科教科書涉三角函數內容相關事宜
會議」
。(11/8)
3. 英語科討論非選(寫作能力)表現敘述和閱卷標準，試改學生作答反應。
（三）其他事項
1. 撰寫並繳交 110 年各項績效報告與結案報告、111 年研發計畫。
2. 校對學力品質監控資料運用經驗分享影片。
五、 題庫組
（一） 預試工作
1. 執行 110 學年度上學期會考預試工作(10/13~12/31)。
2. 籌備 110 學年度下學期會考預試工作及相關人員訓練。
（二） 資料分析與計分
1. 完成 109 學年度預試 OK 題分析作業。
2. 完成各科新課綱題本題數調整之數據模擬作業。
3. 完成預試考後問卷題目設計；規劃正式測驗考後問卷題目設計。
4. 籌備與辦理 111 年第二次模擬計分會議：自然(1/26)、國文(1/27)、社會
(1/28)、數學(2/8)、英語(2/25)。
5. 分析 PISA 與會考串接的資料，以「國中教育會考學業逆抗生與優勢低
表現生相關學習特徵的探討」為主題，進行資料分析並開始撰寫內文。
（三） 寫作測驗
1. 持續採購參考書籍、進行試題畫記與建檔，並召開修題會議(共 6 場)。
2. 召開核心新題型討論會議(11/1、5、1/7、10、14、17)與認證會議(11/8、
12)。
3. 辦理 111 年第一次儲備評閱委員培訓會(11/29、12/2、6、7、9)與籌備第
二次儲備評閱委員培訓會(2/14、17、21、22、24)。
（四） 數學非選擇題
1. 完成預試試題公告指引與樣卷討論會議(11/15)。
2. 完成 111 年第一次儲備評閱委員培訓會(11/30、12/1、7、8、10、14、15、
17)與籌備第二次儲備評閱委員培訓會(2/15、16、18、23、25、3/1、4)。
（五） 參加各式籌備研商會議及其他工作
1. 撰寫 110 年結案報告及績效報告。
2. 協助全國家長協會進行國三學生國中教育會考宣導工作。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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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5.
6.

辦理「統計建模與機器學習工作坊」(12/17)。
規劃 111 年會考闈場工作，並參加相關籌備會議(12/21、1/18)。
辦理「減 C 卓著縣市諮詢會議」(1/19)，彙整提升基本學力相關作為。
處理教育部體育署 110 年會考資料申請案(1/25)。

六、 標準本位評量組
(一) 研發工作
1. 國中 19 科（新增國中本土語 2 科）
、國小 12 科共 31 科目之各科研發會
議，於 110 年 11 月至 111 年 1 月間，總計召開 78 場次，持續累積評量工
具示例。
2. 評量輔助系統：
(1) 推廣學校申請系統開發完成並啟用。
(2) 調整成績系統，新增官網及題庫系統之科目。
3. 規劃探究及實作評量及跨領域評量手冊之程序與示例。
(二) 推廣工作
1. 領航學校
(1) 輔導各校進行 110 學年度領航學校計畫，完成各科目上學期命題及
施測。
(2) 協助各領航學校辦理 29 場到校諮詢（國中 4 場、國小 25 場）。
2. 推廣學校
(1) 完成推廣學校計畫申請審查作業，核定通過數：國中 37 校（146 單
位），國小 56 校（258 單位）
，共 93 校（394 單位）
。
3. 各項研習
(1) 原預計辦理之種子教師實作與演練工作坊因疫情升溫而延期。
4. 其他宣傳
(1) 本組經營社群網站以推廣標準本位評量，本次工作期間調整貼文型
態、加強美編品質、提升貼文頻率，經測試後能提高點閱率。目前累
積追蹤人數 2,173 人。
(2) 共發布 30 則貼文，貼文類型包括「很有素養」時事、
「標評推推」評
量工具、
「評出獨特的你」教師分享、研習活動相關、徵才貼文，期
間觸及人數約 33,0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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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研究與創新中心】第 375 次行政會議工作報告
壹、

中心計畫成果

一、高中優質化輔助方案實施計畫（XIV）
1. 110 年 11 月 23 日於線上辦理單一課程評鑑（北東區）
，教務主任、科主席或
PLC 社群教師，共計 60~80 位師長參與。
2. 110 年 11 月 30 日於線上辦理單一課程評鑑（中南區）
，教務主任、科主席或
PLC 社群教師，共計 60~80 位師長參與。
3. 110 年 2 月 17 日於線上辦理學習歷程檔案製作與自主學習（第一場，以北
東學校優先錄取），高中主任、教師參加。
4. 110 年 2 月中下旬於線上辦理學習歷程檔案製作與自主學習（第二場，以中
南學校優先錄取），高中主任、教師參加。
二、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一般科目暨藝術群科中心學校
1. 110 年 11 月 17 日於桃園市立觀音高級中等學校高中部 1 樓博學講堂辦理專
題及創意製作競賽經驗分享暨全國藝術群科主任會議，共計 14 位科主任教
師參加。
2. 110 年 12 月 7 日於線上視訊辦理藝術相關勞動法令與權益線上研習，共計
10 位科主任教師參加。
3. 110 年 12 月 15 日於臺師大進修推廣學院 2 樓視廳教室辦理藝術群專業英文
教案得獎分享暨素養導向分享研習，共計 12 位科主任教師參加。
4. 110 年 12 月 20 日於線上視訊辦理教師教學檔案製作競賽－議題融入教學設
計暨媒體素養融入教案分享研習，共計 26 位科主任教師參加。
5. 110 年 12 月 21 日於線上視訊辦理健康與體育領域素養導向工作坊暨議題融
入教案設計成果分享研習，共計 10 位科主任教師參加。
6. 110 年 12 月 21 日於線上視訊辦理藝術群專業英文得獎教案線上研習，共計
26 位科主任教師參加。
7. 111 年 1 月 11 日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進修推廣學院 2 樓會議室辦理專題及創
意製作競賽經驗分享暨全國藝術群科主任會議研習，共計 13 位科主任教師
參加。
三、幼兒發展調查資料庫建置計畫
1. 期刊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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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Nieh, H. P., Chang, C. J.* and Chou, L. T. (2022). Differential Trajectories of
Fathers’ Postpartum Depressed Mood: A Latent Class Growth Analysis
Approac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19(3):1891. (SSCI, 42/176, Public, Environmental & Occupational
Health).
1.2 吳亞蓓, 聶西平*（2021）。新生兒父母申請育嬰假與其背景因素及親職
參與關聯性之研究：育兒的性別差異。人類發展與家庭學報。22，1-22。
[師大正面表列]
1.3 程景琳*、鄭蓉、陳虹仰（2021）。母親回應教養與學齡前兒童奮力控制
及攻擊行為之關聯：交叉延宕模式的分析。當代教育研究季刊，29 (4)，
1-30。[TSSCI, scopus]
1.4 蔡幸子、張鑑如*、林碧芳 （2021）
。家庭社經地位對新二代語言發展之
影響：以新住民母親華語能力、親子共讀時間為中介變項。當代教育研
究季刊，29 (4)，31-72。[TSSCI, scopus]
1.5 蘇昱璇*、蔡昂叡（2021）
。 育嬰假與學齡前幼兒發展之關聯當代教育研
究季刊，29 (4)，73-118。[TSSCI, scopus]
2. 資料釋出：
Chien-Ju Chang. (2021). Kids in Taiwan: National Longitudinal Study of Child
Development and Care (KIT): KIT-M3 at 18 months old (D00215) [Data file].
Available from Survey Research Data Archive, Center for Survey Research,
Research Center for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Academia Sinica.
doi:10.6141/TW-SRDA-D00215-1
3. 110 年 12 月 28 日，計畫年度聯絡員培訓，共 8 位聯絡員參加。
4. 110 年 12 月 30 日，2021 冬季刊電子報上線（#16）。
5. 111 年 1 月 21 日，計畫第 86 次大會，採混合模式，。
6. 111 年 1 月 22-23 日，計畫年度訪員訓練（線上），共 51 位訪員參加。
四、中央輔導團國中小彈性暨素養課程與人才培養發展計畫
1. 110 年 11 月 23 日於線上辦理央團核心一團教師回流，共計位 8 師長參加。
2. 110 年 11 月 24 日於 Tspace 教師空間辦理基隆核心教師增能（三），國中教
師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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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10 年 11 月 26 日於線上辦理桃園專輔探究策略，國中教師參加。
4. 110 年 11 月 27 日於線上辦理桃園桃一二未來思考工作坊，國中教師參加。
5. 110 年 11 月 30 日於 Tspace 教師空間辦理基隆核心教師增能（三），國中教
師參加。
6. 110 年 12 月 1 日於 Tspace 教師空間辦理央團核心三團教師增能，國中教師
參加。
7. 110 年 12 月 1 日於線上辦理創建遠距教學共學三校共備，國中教師參加。
8. 110 年 12 月 3 日於新生國中辦理台東核心教師增能，國中教師參加。
9. 110 年 12 月 7 日於線上辦理央團核心二團教師回流，國中教師參加。
10. 110 年 12 月 8 日於 Tspace 教師空間辦理基隆核心教師增能（四）
，國中教師
參加。
11. 110 年 12 月 10 日於新生國中辦理台東核心教師增增能，國中教師參加。
12. 110 年 12 月 11 日於台東縣政府教育處辦理大台東共備日，國中教師參加。
13. 110 年 12 月 14 日於 Tspace 教師空間辦理宜蘭核心教師增能，國中教師參加。
14. 110 年 12 月 15 日於 Tspace 教師空間辦理央團核心三團教師回流，國中教師
參加。
15. 110 年 12 月 17 日於新生國中辦理台東核心教師增能，國中教師參加。
16. 110 年 12 月 20 日於師大 101 教室辦理專案教師會議，國中教師參加。
17. 110 年 12 月 21 日於線上辦理央團核心一團教師回流，國中教師參加。
18. 110 年 12 月 22 日於 Tspace 教師空間辦理基隆核心教師增能（五），國中教
師參加。
19. 110 年 12 月 23 日於花蓮縣政府教育處辦理花蓮核心教師增能，國中教師參
加。
20. 110 年 12 月 24、29 日於線上辦理桃園專輔探究策略，國中教師參加。
五、高級中等學校學習扶助補強課程模組應用教師增能暨輔導支持系統計畫
1. 110 年 11 月 10 日高中數學科學習扶助線上諮詢輔導（上騰/南強）
、11 月 11
日高中英文科學習扶助線上諮詢輔導（蘭嶼）、11 月 15 日高中英文科學習
扶助線上諮詢輔導（二林/上騰/樹德）
、11 月 17 日高中行政人員線上諮詢（二
林/南強/玉里/蘭嶼）
、11 月 24 日高中數學科學習扶助線上諮詢輔導（二林/
樹德/北大）
、12 月 1 日高中英文科學習扶助線上諮詢輔導（玉里/南強）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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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6 日高中國文科學習扶助線上諮詢輔導（上騰/樹德/南強）。
2. 111 年 1 月 17 日高級中等學校學習扶助補強課程模組應用教師增能研習-英
文科，全國高中英文科參與教師共 86 人；111 年 1 月 18 日高級中等學校學
習扶助補強課程模組應用教師增能研習-數學科，全國高中數學科參與教師
共 87 人；111 年 1 月 24 日高級中等學校學習扶助補強課程模組應用教師增
能研習-國文科，全國高中國文科參與教師共 90 人。
3. 111 年 2 月 10 日國文科教師訪談（葉淑芬/黃學文）
、2 月 16 日數學科及國文
科教師訪談（馬雅筠/顏嘉儀/余素梅）
、2 月 17 日英文科教師訪談（林雅琪/
陳秋如）、2 月 21 國文科教師訪談（張儷禛）
。
六、永齡鴻海台灣希望小學弱勢學童課輔計畫
1. 進行英文科個督導會議 7 次。
2. 進行國語文科個督會議 9 次；國語文團督會議 1 次。
3. 進行數學科個督會議 12 次。
4. 進行社工督導會議 2 次。
5. 110 年 11 月 23 日進行 110-2 學期課輔老師招募說明會。
6. 完成 110-2 新生開案家訪及校訪，同意新增開案人數 17 位學童。
7. 110-1 學童人數 132 人；課輔班級數：18 班；課輔班老師人數：29 人。
8. 110-2 學童人數 133 人；課輔班級數：19 班；課輔班老師人數：32 人。
七、KIST 公辦民營學校學習成效評估之研究
1. 110 年 12 月撰寫第一期研究成果報告書，於 111 年 2 月完成。
2. 111 年 1 月 20 日，研究助理前往桃源國小進行田野研究，調查主題為桃源國
小的課程自轉日。
3. 111 年 2 月，協助 KIST 後台進行 STEAM 課程的調查，提供 TIMSS 題庫以
供其參考。
貳、

中心行政運作與學術推廣業務

1. 出版《當代教育研究季刊 29-4》
，主編：陳佩英。出版日期：2021 年 12 月，
臺北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與創新中心。ISSN1814-4810。
2. 教育智庫辦公室訂於 111 年 2 月 14 日辦理「第八次書報討論會」
，邀請宋曜
廷副校長分享「師大未來 3 至 5 年發展與教育智庫的關聯性」。
3. 教育智庫辦公室與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預計於 111 年 3 月 31 日（暫）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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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記者會 1 場。
4. 111 年 2 月 23 日於教育學院一樓教 101 室/線上會議舉行臺東縣政府與國立
臺灣師範大學簽訂合作備忘錄儀式，出席人員：臺東縣政府教育處林政宏處
長、黃玉燕副處長、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宋曜廷副校長、教創中心陳佩英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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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研究與發展中心】第 375 次行政會議工作報告
壹、中心年度發展方向
本中心持續承接教育部藝教司、教育部體育署和科技部委辦等單位業務之專案計畫研
究，戮力朝向綜合型的體育運動研究發展中心邁進。
現本中心計有 13 項計畫案持續進行，其相關研究與專案執行進度概述如下：

貳、學校體育和競技研究與發展
一、111-112 年度體育教學模組教師認證計畫
(一) 體育教學模組規劃會議，將於 111 年 2 月 25 日上午 10 時召開。
(二) 111 年度教育部體育署體育教學模組暨體育課程與教學發展說明會，預計於 111 年
4 月 6 日下午舉行。
二、111 年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體育班輔導與管理計畫
(一) 110 年計畫核結作業，刻正辦理中。
(二) 新年度計畫第一次規劃會議，已於 111 年 2 月 21 日召開完畢。
三、111 年度專任運動教練輔導與管理計畫
(一) 110 年度修正後成果報告書與第三期款收據，已於 111 年 2 月 10 日送至體育署。
(二) 新年度計畫期初報告已完成，後續將併同第一期款收據送至體育署。
(三) 110 學年度在職增能研習規劃會議，訂於 111 年 3 月 7 日上午 10 時本校召開。
(四) 111 年體育行政主管會議，預定於 111 年 3 月 29 至 30 日花蓮舉行，將協助計畫委
員參與會議之主持與授課事宜。
四、111 年國民中小學體操教學推廣計畫
(一) 110 年計畫尚有部分縣市收支結算表未繳回，已向體育署辦理結案展延至 111 年 3
月 31 日。
(二) 第一次規劃委員會議，已於 111 年 2 月 23 日下午召開完成。
(三) 體操教學模組影片拍攝第一次會議，預定於 111 年 3 月 2 日晚上 6 時召開。
五、110 學年度全國學生舞蹈比賽
本年度比賽，已於 111 年 2 月 22 日起屏東縣六堆客家文化園區演藝廳依組別陸續進
行。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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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111 年度戶外探索:體驗參與、挑戰樂趣、跨域創新計畫
(一) 110 年度戶外探索計畫核結作業，刻正辦理中，收支結算表擬於 111 年 2 月 25 日提
送至體育署。
(二) 本年度 15 場師資增能研習，已規劃安排完成，現正開放報名中。
(三) 期初工作會議已召開完成，討論內容包括巡迴教師輔導團、戶外探索活動、繩索場
域訪視及教學模組指引，後續將依會議中決議積極安排年度工作事項。
(四) 111 年戶外探索國際研討會，訂於 111 年 11 月 11 日至 12 日舉辦，而第 1 次籌備會
議擬於 111 年 3 月 21 日召開。
七、 探索體育教師培訓旗艦中心建置計畫
A 標(繩索場)─建照申請：
1.

111 年 1 月 19 日會同本校營繕組同仁及建築師與新北市召開第二次都審專案小
組會議，該會議決議依委員及法條之規定，後續須駁回重新辦理。

2.

111 年 1 月 26 日前往都設科與新北市承辦確認會議之內容後，以依當日會議紀
錄之內容，重新撰述及修訂報告書中，預計於 111 年 2 月 24 至 25 日重新檢送
書圖至城鄉局。

八、精準運動科學研究專案營運推動小組計畫(4/5)
(一) 科研採購案：產業調查研究案，第 3 期待核銷撥付款項；管理平台新增和優化案，
已完成第 1 期款撥付；國家地理紀錄片，內容拍攝完成，後續宣傳期程規劃中。
(二) 專案計畫第 2 期內容規劃中。
九、110 年運動科學研究發展及人才培育獎勵專案管理計畫
(一) 運科獎勵成果交流會，定於 111 年 3 月 4 日本校和 3 月 11 日高師大辦理。
(二) 科普海報持續收件中。

參、全民運動研究與發展
110 年運動 i 臺灣計畫執行中心專案
(一) 110 年計畫收支結算表，刻正辦理中，定於 111 年 2 月 25 日提送體育署。
(二) 111 年各縣市期初規劃會議，將於 111 年 2 月 25 日至 3 月 25 日期間陸續召開。
(三) 112 年縣市政府申辦作業原則(草案)第 1 次研商會議，預訂於 111 年 3 月 30 日下午
2 時，假體育署三樓大禮堂辦理。

肆、體育運動資料庫整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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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10 年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體育班資料系統計畫
(一) 新年度計畫期初報告，已於 111 年 2 月 17 日提送體育署，並請領第一期款。
(二) 資訊安全合約書，已於 111 年 2 月 22 日完成簽訂、核章並送體育署備查。
二、臺北市運動產業發展暨經濟效益分析-運動產業衛星帳及後世大運經濟影響
(一) 第五次專家學者座談會，已於 111 年 2 月 22 日完成召開。第六次專家學者座談
會，則訂於 111 年 3 月 25 日舉行。
(二) 臺北市運動產業衛星帳視覺化系統平台，已完成弱點掃描檢測，後續將進行證書製
作及相關驗收作業。
三、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資格審定系統平台建置計畫
(一) 計畫期初報告書，已送體育署審查。
(二) 第一次資訊規劃會議與第一次內容規劃會議，預計於 111 年 3 月 1 和 3 月 2 日召
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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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教育中心
就是要學好數學(JUST DO MATH)

一、數學單元素養模組包研發與推廣
計畫主持人：林福來名譽教授

二、數學活動師培訓計畫
計畫主持人：謝豐瑞教授

三、數學活動研習營計畫
計畫主持人：王婷瑩助理教授

四、高中資優學生入大學後適性與轉銜輔導
計畫主持人：林俊吉教授

數學輔導群

五、就是要思考學習─易思+思易
計畫主持人：林福來名譽教授

六、國民中小學課程推動工作-課程與教學輔導組
計畫主持人：林福來名譽教授

七、國民中學數學科適性教學輔導
計畫主持人：楊凱琳教授

八、提升國民中小學女學生科學學習興趣推廣
計畫主持人：賴以威副教授

九、教育部高中數學領域適性材研發實驗計畫
計畫主持人：左台益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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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10 年「就是要學好數學(JUST DO MATH)1：數學單元素養模組包研發與推廣」(110/03/01~111/02/28)
1.已完成工作項目：
(1).辦理 109 素養奠基包準講師培訓工作坊(110 年度)
(2).辦理 21 世紀數學素養包準講師培訓工作坊(110 年度)
(3).109 素養奠基包共備手冊(110 年度)
(4).21 世紀數學素養模組包共備手冊(110 年度)
(5).109 數學素養評量工具（形成性評量、課後評量）
(6).21 世紀數學素養評量工具（形成性評量、課後評量）
(7).21 世紀數學素養模組包推廣影片
2.未來規劃：
(1).109 素養奠基包準講師培訓工作坊
(2).21 世紀數學素養包準講師培訓工作坊
(3).研發 21 世紀數學素養技能評量試題
(4).研發數學獨立探索實驗活動
(5).研發數學素養微課程
(6).數學素養微課程影片拍攝
二、110 年「就是要學好數學(JUST DO MATH)2：數學活動師培訓計畫」(110/03/01~111/02/28)
1.完成工作項目：
(1).辦理奠基進教室共備工作坊，奠立國中小教師素養教學導向之能力。
(2).辦理 109 素養奠基包共備工作坊，提升教師素養教學的增能。
(3).辦理數學活動師培訓及提供各縣市地方學校申請辦理數學活動師培訓。
2.未來工作規劃：
(1).持續辦理數學活動師培訓，推廣奠基模組相關活動。
(2).持續辦理 109 素養奠基包共備工作坊。
(3).辦理 21 世紀素養共備工作坊。
(4).辦理素養評量設計推廣工作坊。
三、110 年「就是要學好數學(JUST DO MATH)3：數學活動研習營計畫」(110/03/01~111/02/28)
1.完成工作項目：
(1).協助 110 年數學奠基模組-好好玩數學營規劃及推動、辦理說明會、申請案復審。
(2).110 年辦理數學奠基進教室教學實作之申請報名、審核、資料整理及核銷作業。
(3).110 年辦理 109 素養奠基包教學實作之申請報名、審核、資料整理及核銷作業。
(4).21 世紀數學素養模組包準講師教學實作
(5).21 世紀數學素養好好玩紀錄影片(3 支影片)
2.未來工作規劃：
(1).協助 111 年數學奠基模組-好好玩數學營規劃及推動、辦理說明會、申請案復審。
(2).111 年辦理數學奠基進教室教學實作之申請報名、審核、資料整理及核銷作業。
(3).111 年辦理 109 素養奠基包教學實作之申請報名、審核、資料整理及核銷作業。
(4).21 世紀數學素養模組包準講師教學實作
(5).21 世紀數學素養好好玩紀錄影片拍攝(3 支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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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高中資優學生入大學後適性與轉銜輔導計畫(109/12/25-111/03/24)
1.完成工作項目：
(1).「適性與轉銜」調查規劃會議及座談會。
(2).「適性與轉銜」量性質性調查之問卷編制與修訂。
(3).前瞻科學營 2021：量子計算課程及其師資培訓。
(4).舉辦前瞻科學講座(四場)
(5).舉辦前瞻科學同學會（兩場）
(6).數學沙龍(一場)
2.未來工作規劃：
(1).數學沙龍（3/10 一場）
五、110 學年度國中小數學教師專業社群成長實施計畫「就是要思考學習─易思+思易計畫」
(110/08/01~111/07/31)
1.完成工作項目：
(1).增進第一線教學現場的教師，全面檢視數學素養課程的能力(數學素養教學、數學素養評量)。
(2).深化備課、觀課與議課的涵養，全面提升國中小教師的數學核心素養。
(3).藉由實作工作坊的培力輔導，產出有效教學與評量案例。或是針對在地特色，產出學校本位的數
學特色課程。
(4).110 學年度上學期 48 間學校申請，已執行 142 次工作坊，並於 12/20 辦理期中研討會。
2.未來工作規劃：
(1).持續辦理易思基地工作坊，協助各縣市學校發展共備社群，促進教師專業成長，直接翻轉教學現
場。
(2).持續辦理研討會，邀請易思基地學校的教師社群分享工作坊歷程的學習、困難、喜悅或收穫，促
進各校交流、分享(預計 5/20 辦理期末研討會)。
六、110 學年度「國民中小學課程推動工作-課程與教學輔導組-數學輔導群計畫」(110/08/01~111/07/31)
1.完成工作項目：
(1).精進社群學習與教學轉化實踐－「數學素養教學與評量工作坊」。
(2).落實教師增能，確保國中小學生學習品質－「數學奠基、國中會考」
。
(3).行政宣導與督導－「十二年國教課綱與領綱」。
(4).點燈計畫(連江縣、花蓮縣、澎湖縣、屏東縣、嘉義縣)。
(5).110 學年度上學期 13 個數學輔導團申請，已執行 32 次分區交流聯盟工作坊，並於 11/26 辦理北區
座談會。
2.未來工作規劃：
(1).持續辦理分區交流聯盟，因應十二年國素養導向的教學與評量，提供縣市輔導團辦理增能成長工
作坊。
(2).辦理北中南分區座談會(預計 3/18、4/29 辦理中區及南區座談會)，藉由公開說課、授課與議課的
實踐和研討交流，精進國中小教師數學成效，同時進行十二年國教核心素養的專題討論與數學教
學與評量的示例研討分享。
(3).點燈計畫(其它偏鄉縣市) 。

70 of 73

七、110 學年度國民中學數學科適性教學輔導計畫(110/08/01~111/07/31)
1.完成工作項目：
(1).協助試辦學校實施課中分組教學計畫。
(2).協助課中適性教學試辦學校的參與教師之教學專業發展。
(3).評估課中適性教學試辦學校的學生表現。
2.未來工作規劃：
(1).協助國教署分析與發展出不須額外支援代理教師費用模組之可行性。
八、109 年「提升國民中小學女學生科學學習興趣推廣計畫」(109/12/01~111/10/31)
1.完成工作項目：
(1).國中小各開發一跨領域教案，消弭性別刻板印象，鼓勵女學生培養數學與科學學習興趣。
(2).辦理國中小教案研習各一場，與教師們共同交流教案設計與跨域結合之教學活動。
(3).拍攝女數學家瑪麗布爾的生平故事，並將其包絡線創作開發成課程與教材
(4).撰寫教育科普與女數學家故事文章。
2.未來工作規劃：
(1).國中小各開發三門跨領域教案
(2).辦理國中小教案研討會各一場
(3).將教案活動轉為一日營隊，並舉辦線上 2 場、實體 4 場
(4).拍攝理工、自然領域女性學者專訪影片 3 部、女性數學家故事 5 部
(5).撰寫女性科學家、學者、科技業領導人專訪文章 5 篇、教育科普文章 10 篇
九、110 年教育部高中數學領域適性材研發實驗計畫(110/01/01~113/12/31)
1.完成工作項目：
(1).教學影片製作完成。
(2).素養影片製作完成。
(3).虛擬學具製作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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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會議:【附屬高級中學】第 375 次行政會議工作報告
壹、教務處
一、2022 年國際科展附中榮獲佳績：
科別

作品名稱

數學

更高維法里數列存在性研究

數學

分數的拆分

數學

「世紀難題-考拉茲猜想」考拉
茲猜想中循環的探討

獎項

作者

一等獎

洪銘德

美國國際
科展正選
代表

呂家維

三等獎
三等獎

植物學

纖維素內切酶 GsCelA 自我斷裂
之探討

三等獎

醫學與健
康科學

上皮細胞黏附因子(EpCAM)對腫
瘤微環境與上皮間質轉化(EMT)
影響之機制探討

四等獎

電腦科學
與資訊工
程

圖論演算法學習用之繪圖程式

三等獎

陳松筠
何宇凡
林昀俊
吳紀甫
張宜慶
林宗毅

指導老師

洪允東

洪允東
陳鵬旭
蘇雨菁

余尹頎
廖靜宜
蘇芷琳
盧沛宏

李啟龍

貳、學務處
一、2 月 11 日(五)為第二學期開學日，8:10 舉行始業式，以直播方式進
行。1541 陳品妘與新竹女中同學組成團隊，參加科技部主辦的「尋找
資安女婕思」競賽，榮獲高中職組第一名，受邀至總統府由總統親自
頒獎。
二、因應疫情，2 月 18 日(五)晚上舉辦為線上家長日，感謝各年級導師、行政
處室同仁的協助。
參、總務處
一、「室內溫水游泳池新建工程（107S12）」於 111 年 1 月 27 日申報竣工，本校
於 111 年 1 月 28 日開始辦理竣工查驗，確認查驗項目；再續於 2 月 9 日辦
理第二次查驗，2 月 16 日分別就土木及機電部分開始第三次查驗，訂於 2
月 23 日辦理初驗。另臺北市建管處將於 111 年 2 月 22 日進行無障礙會
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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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國際教育
一、1 月 6 日(四)晚上附中藍天大使與美國印第安那州布博夫進行文化交流，主
題為感恩節，由美方同學先拍攝影片，由本校同學提問討論，雙方互動良
好。
二、2 月 23 日、2 月 25 日、3 月 3 日晚上附中藍天大使與美國布博夫高中選修
中文的同學進行第二階段的文化交流。本階段主題為農曆新年，由我方同
學拍攝影片，由美方同學觀看後提問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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