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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學院】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工作報告 

壹、學術活動 

一、為提升特殊教師及行政人員的特教知能，落實特殊教育政策，及增加經驗

交流機會，與特教育將於 102 年 12 月 7 日合作辦理「特殊教育學生需求

與支持」學術研討會。 

二、為推廣人權教育及探討相關教學與課程議題，公領系將於 102 年 12 月 7

日辦理「人權教育：公民行動課程與教學」實務研討會。 

三、因應我國 12 年國教的實施，教師在教與學的持續改進涉及學校改革行動

的系統轉化，尤其著重於學校改進的路徑選擇和教育過程中的關係、意義

與行動的結合，以期有效改善教學和學習品質。為深入相關議題與教育系、

教政所、課教所於 102 年 11 月 8 日及 9 日合作辦理「從內變革：開創教

與學的主體行動」國際學術研討會。 

四、為促進我國與中、日在社會教育領域的交流，社教系於 102 年 11 月 1 日

辦理「中日台社會教育交流研討會」。 

五、圖資所於 102 年 10 月 31 日辦理「高等教育之資訊素養教育研討會」。 

六、為深入了解教育資料庫建置理論與技術、資料庫傳播與應用、以及資料庫

實務應用研討，與教育研究與評鑑中心於 102 年 10 月 25 日及 26 日合作

辦理「教育資料庫的建置與應用」國際學術研討會。 

貳、國際交流 

一、102 年 10 月 24 日泰國朱拉隆功大學教育學院負責行政、財務、圖書館、

電腦資訊之職員 40 人來校訪問，請教育學院秘書、教育系、心輔系及圖

資所助教與來訪成員進行意見交流。 

二、102 年 10 月 23 日接待北京教育科學研究院 14 位研究員，並就師培教育

政策等進行意見交流。 

三、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教育學院副院長 Carlos Torres 教授夫婦 (Anna 

Torres)102 年 10 月 21 日來訪，並就雙方簽署學術交流協議書進行意見交

換。 

四、102 年 10 月 3 日香港教育學院副校長暨研究生院院長盧成皆博士來校訪

問，與本學院研商合辦大陸研究生課程活動等議題。 

五、102 年 9 月 24 日接待首都師範大學 13 位師生，請心輔系陳學志主任就「創

新思維培養」進行演講及座談，並由學務處在學生社團經營做相關說明與

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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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行政業務 

一、本學院系所出版 TSSCI 的期刊有教育系「教育研究集刊」、心輔系「教育

心理學報」、特教系「特殊教育研究學刊」，另有圖資所「圖書館學與資訊

科學」、衛教系「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報」等，本學院將邀期刊總編輯

及系所主管共同研商申請加入相關國際大型索引資料庫(如「當代教育研

究」已收錄於 Scopus 資料庫)。 

二、教育學院及各系所中英文簡介內容將參考教育系所新編製簡介之格式製作，

再統一放置於學院的文件夾內，各學系 10 頁，各研究所 8 頁，照片部分

建議以學生為主體，另建議簡介加上 QR code，本學院將爭取學校酌予補

助。 

三、為有效整合學院各系所統計學課程，以利學生學習及減輕教學負擔，將研

商院級統計學課程，大致規劃方向如下： 

(一) 為解決各系所統計學開課不易且師資不足問題，以及統整統計學教學

內容的一致性，擬規劃由院開辦統計學課程。 

(二) 各系所在統計學課程名稱不儘相同，以及各系大學部目前有 2+2 及 3

學分兩種學分制，將儘量協調獲取一致的共識。 

(三) 建議增加統計學修課人數及爭取教學助理的配置；另建議設置統計學

專用教室。 

(四) 建議院級統計學課程可開辦更高階之單元課程如多變量分析、結構方

程模式(SEM)、階層線性模式(HLM)等課程。 

(五) 建議統計學課程的分級可參考如下表 

 A類課程(必修) B類課程(必修) C類課程(選修) 

高等統計學 

(研究所) 

高等統計學一(2或3) 

＊建議課程比例：

90%高統、10%初統 

高等統計學二(2或3)  

＊建議課程比例：

70%高統、30%初統 

高等統計學三(2或3) 

＊建議課程比例：

30%高統、70%初統 

初等統計學 

(大學部) 

初等統計學(2+2) 初等統計學(3)  

四、對於院各系所因應潮流開辦學分學程，考量教學及行政負擔，本學院召開

會議共識如下： 

(一) 有關開辦中等學校師資職前教育專門課程「生命教育科」學分學程因

涉及師資生修課總量管制及教育部核定等行政程序，由院先彙整目

前各系所可授課科目，再請師培處協助相關業務。 

(二) 「高齡者生活與健康促進」學分學程或其他欲開辦之院級學分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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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目前各系所教師教學負荷量仍重，俟學校有較完整配套措施再另

行考量。 

(三) 各系所已開辦或擬開辦其他學分學程，仍請各系所先行考量教師之教學

負荷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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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院】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工作報告 

壹、文學院業務成績 

一、 國際學術交流 

（一） 簽署院級國際學術合作協議書 

預定 12 月完成文學院與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簽署簽訂碩士、博士雙

聯學制合作協議，並開始招收 2014 年春季班入學生。 

（二） 國外(含大陸地區)大學來訪 

9/5 姊妹校日本山形大學人文學部(Yamagata University Faculty of 

Literature and Social Sciences)阿部宏慈副學部長、福山泰男教授、許

時嘉講師及三澤美和子主任一行貴賓來訪，與文學院陳院長、歷史

系陳秀鳳主任、吳文星教授、臺史所張素玢所長、蔡錦堂老師及許

佩賢老師、國際處沈永正副處長等交換兩校相關學術資訊，並討論

未來可能合作方式。 

（三） 赴國外學術交流： 

1. 9/30-10/2 由陳院長及國文系鍾宗憲主任陪同林副校長赴新加坡拜

會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新加坡國立大學及新加坡教育學院等校，

洽談未來學術合作交流事宜。 

2. 10/28-10/29 由國文系鍾宗憲主任率博士生李碩九同學(韓國延世大

學校友)陪同林副校長赴韓國延世大學洽談兩校簽署結交交換生協

議及國文系與延世大學中文系簽署碩博士生雙聯學位相關事宜。 

3. 12 月中旬由陳院長及國文系鍾宗憲主任前往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

洽談未來兩院之雙聯學制招生及學術交流實質合作事宜。 

4. 103 年 1/12-1/18 由陳院長率歷史學系吳文星教授、陳登武教授及

32 名學生赴日本大學通信教育部進行「東亞社會文化史專題」移地

教學，並進行兩校學術交流。 

二、 江蘇師範大學教師教育學院院長王樹良教授、副院長魏本亞教授等，率

領來自江蘇省泰州市的 54 名教師，到臺灣進行八天教學研修，9/23 下

午於本院會議室，與陳院長、國文系鍾宗憲主任、英文系陳秋蘭教授、

數學系洪有情教授等師長，針對 12 年國教之議題，討論教育改革政策

及各科教學方法的轉變，進行兩岸教育一次成功的學術交流。 

三、 10/1-10/31 進行「鼓勵學生赴國外進修補助」甄選，針對文學院各系所

之校級交換學生錄取者計 29 名學生公告宣導申請，並完成甄選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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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9 月及 11 月分別完成聘任管謨業(莫言)先生為本校合聘講座教授及延攬

馬悅然(N.G.D.Malmqvist)先生為國文學系講座教授，馬教授為瑞典學院 

(Swedish Academy) 院士，在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會十八位具有投票權的

院士中排名第五，諾貝爾文學獎三位華文文學大師(高行健、莫言及馬悅

然)齊聚本校，對臺灣學術研究及文化發展富具深遠且重大的意義。 

 

貳、各系所業務成績 

一、學術活動 

（一）研討會：共 9 場。 

1. 國文系：3 場（2013 第三屆敘事文學與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第

二屆語文教育暨第八屆辭章章法學學術研討會、關帝文化學術論

壇）。 

2. 歷史系：1 場（11/29,11/30「跨越想像的邊界：族群‧禮法‧社

會-中國史國際學術研討會」）。  

3. 地理系：1 場(2013 年原住民族參與土地資源治理工作坊)。 

4. 臺文系：1 場(9/05-06 第八屆台灣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北場)。 

5. 翻譯所：1 場(11/08「科技與翻譯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與國

立教育研究院合辦)。 

6. 國際臺灣研究中心：2 場(8/26-8/31 Workshop on Taiwan Studies: 

Taiwan–Past and Present；12/3-12/18 臺灣研究工作坊：臺灣─過

去與現在及本土運動)。 

  

（二）專題演講：國內講員 82 場，國外講員 32 場。 

1.國文系：國內講員 14 場，國外講員 4 場。 

2.英語系：國內講員 6 場，國外講員 10 場。 

3.歷史系：國內講員 9 場，國外講員 2 場。 

4.地理系：國內講員 24 場，國外講員 6 場。 

5.臺文系：國內講員 14 場。 

6.翻譯所：國內講員 7 場，國外講員 3 場。 

7.臺史所：國內講員 8 場，國外講員 1 場。 

8.國際臺灣研究中心：國外講員 6 場。 

 

（三）論文（成果）發表會：共 56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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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國文系：教師 27 場，研究生 5 場。 

2.歷史系：教師 4 場，研究生 1 場。 

3.地理系：教師 1 場，研究生 3 場。 

4.臺文系：研究生 5 場。 

5.翻譯所：研究生 1 場。 

6.臺史所：研究生 9 場。 

（四）其他 

1.國文系 

(1) 林保淳教授出版《俠客行：傳統文化中的任俠思想 》、《三姑

六婆 妒婦 佳人：古典小說中的女性形象》書籍計 2 冊。 

(2) 謝聰輝教授出版《新天帝之命：玉皇、梓潼與飛鸞》一書。 

(3) 李幸玲副教授出版《中國中古時期《法華經》注本研究—以授

記主題為中心》一書。 

(4) 10/11 蔡孟珍教授在南京江寧織造府博物館紅樓劇場上演「水

墨江南中的崑曲情懷——海峽兩岸崑曲演出專場」。 

(5) 工作坊及座談會各 10 場（含交換生座談會、系主任午餐座談

會）。 

(6) 大四及大五教學實習演示比賽：各 1 場。 

(7) 徵文比賽：2 次。 

2.英語系： 

(1) 11/13 臺北市立復興高中參訪。 

(2) 林蕙珊、蘇子中、陳浩然、陳春燕及陳純音老師獲選國科會 102

年度獎勵優秀特殊人才。 

3.地理系：汪明輝老師榮獲本校 102 年績優產學合作獎。 

4.臺文系： 

(1) 林淑慧老師以「臺灣小說選讀－以同理心詮釋故事」榮獲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育部現代公民核心能力課程計畫補助。 

(2) 莊佳穎老師以「臺灣流行文化」榮獲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育

部現代公民核心能力課程計畫補助。 

(3) 陳龍廷老師以「臺灣文化概論課程精進實驗」榮獲本校教學發

展中心 102 年度教學精進創新與專業社群計畫補助。 

(4) 林淑慧老師以「敘事與論述：臺灣旅遊散文的蒐編與研究」榮

獲本校教學發展中心 102年度教學精進創新與專業社群計畫補

http://www.geo.ntnu.edu.tw/news/news.php?Sn=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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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 

(5) 與國內各校臺文系所合辦 2013 臺灣文學大會師研習營隊

(9/1-9/3)。 

(6) 學士班學生獲本校教學發展中心補助辦理讀書會 5 場。 

5. 翻譯所：10/16 與翻譯學會、語測中心辦理講座-「挑戰中英翻譯

檢定考試」。 

6. 臺史所： 

(1) 10/31-11/4 張素玢所長率領本所同學至西螺針對地方產業進行

口訪，並舉行地方史志工作坊。。 

(2) 11/16 張素玢所長率領本所同學至猴硐進行田野調查。 

二、國際學術交流活動 

（一）學術交流協定： 

1.國文系： 

(1) 與韓國中央大學外國學研究所與本系國文所（碩士、博士班）

簽署學術交流協議書。 

(2) 與韓國圓光大學中語中文系簽署學術合作交流協議書及學生交

換協議書。 

2. 臺史所：11/18 與日本中京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續簽學術交流協議

書。 

（二）赴國外學術交流（系所級參訪、研討會）： 

1. 國文系：高秋鳳教授赴韓國外國語大學講學 1 年。 

2. 歷史系：10/18-10/23 朱鴻教授應故宮博物院邀請參加故宮學十年

學術研討會。 

3. 地理系：8/4-8/8 歐陽鍾玲教授、汪明輝副教授、陳哲銘副教授、

沈淑敏副教授、洪致文副教授、王聖鐸助理教授與研究生 2 人、學

士班同學 1 人出席於日本京都舉辦之 2013 年國際地理學會區域會

議。 

4. 翻譯所:  

(1)9/21-9/24 廖柏森所長至大陸武漢參加「第 5 屆兩岸四地翻譯與

跨文化」研討會，發表論文。 

(2)12/12獲邀至大陸廈門理工學院參加翻譯學暨翻譯教學研討會，

發表論文。 

(3)12/13-12/15 獲邀至大陸福州參加福建省外國語文學會 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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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會暨海峽兩岸翻譯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 

（三）國外學校（學者）來訪交流： 

1.國文系： 

(1)8/29(四)上午，廈門大學中文系系主任李無未教授與首都師範大

學文學院馮蒸教授至本系參訪。 

(2)9/2(一)下午已故程發軔大師之孫女程瓊、孫女婿趙國慶、曾孫

女程曉萱來訪。 

(3)10/9~10/23 北京師範大學張秋玲教授於來訪交流。 

(4)10/9~11/7 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汪少華教授蒞臨

本校參訪並進行學術交流。 

(5)10/30 大陸重慶師範大學文學院與國文系、雲林科技大學漢學應

用研究所至本系交流座談。 

(6)11/6 上午大陸中央財經大學訪問團由王強院長率領 3 位教授來

校拜訪並進行學術交流。 

(7)11/13 安徽師範大學臧宏教授來校進行學術交流。 

2.英語系: 

(1) 美國 Goucher College Steven DeCaroli 講座教授來校進行短期訪

問交流。 

(2) 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 Christopher Lee 教授來訪交流。 

(3) 美國達特茅斯學院 Donald E. Pease 教授來訪交流。 

(4) 加拿大麥基爾大學 Monica Popescu 教授來訪交流。 

(5) 加拿大西門菲莎大學 John Alderete 教授來訪交流。 

(6) 香港教育學院張顯達教授來訪交流。 

(7) 香港中文大學李行德教授來訪交流。 

(8) 義大利帕多瓦大學 ERIK CASTELLO 教授來訪交流。 

(9) 日本東京大學 Keiko Mochizuki 教授來訪交流。 

(10)英國倫敦大學教育學院 John O'Regan 教授來訪交流。 

(11)澳洲昆士蘭科技大學 Karen Dooley 教授來訪交流。 

(12)日本大阪教育委員會參訪團來訪交流。 

3.歷史系： 

(1)11/1 日本大學文理學部史學科教授松重充浩先生及學生 4 人來

訪交流。 

(2)11/28-30 日本名古屋大學、愛知縣立大學名譽教授森正夫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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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訪並於本系「跨越想像的邊界：族群‧禮法‧社會—中國史

國際學術研討會」中作專題演講。 

(3)11/28-30 日本中央大學文學部教授妹尾達彥來訪並於本系「跨

越想像的邊界：族群‧禮法‧社會—中國史國際學術研討會」

中發表論文。 

(4)11/28-30 香港浸會大學宗教及哲學系副教授吳有能先生來訪並

於本系「跨越想像的邊界：族群‧禮法‧社會—中國史國際學

術研討會」中發表論文。 

(5)11/28-30 韓國首爾數位大學中國學系教授李和承先生來訪並於

本系「跨越想像的邊界：族群‧禮法‧社會—中國史國際學術

研討會」中發表論文。 

(6)11/28-30 韓國外國語大學校人文大學史學科副教授金相範先生

來訪並於本系「跨越想像的邊界：族群‧禮法‧社會—中國史

國際學術研討會」中發表論文。 

(7)12/4-7 美國賓州州立大學歷史系夏伯嘉教授(Edwin Erle Sparks 

Professor of History,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蒞臨訪問並作

專題演講。 

4.地理系： 

(1)7/26 福建師範大學地理科學學院王彬副教授來臺進行一年研究

並作專題演講。 

(2)8/27 福建師範大學地理科學學院陳友飛教授（主管教學副院長）、

陳文惠副研究員（副自然災害遙感研究小組負責人）、 林廣發

副教授（福建省陸地災害監測評估工程技術研究中心副主任）、

江輝仙副教授（地理科學學院基礎實驗室副主任）、張明鋒助

理研究員（空間資訊學系副主任）、吳勇講師、葉金玉講師、

余珊副教授、彭俊芳小姐（地理科學學院教學秘書）蒞臨訪問。 

(3)9/15-10/5 德國漢堡大學地理學系 Prof. Beate Ratter 來台進行短

期研究並作專題演講。 

(4)9/25 日本熊本縣立大学環境共生學部居住環境學科辻原 万規

彦教授蒞臨訪問並作專題演講。 

(5)10/19-11/3 澳大利亞麥考瑞大學環境暨地理學系人文地理 Prof. 

Richard Howitt 來台進行短期授課並作專題演講。 

(6)11/4 日本九州大學東亞環境研究中心筱崎真美教授(Ma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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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inozaki) 蒞臨訪問並作專題演講。 

(7)11/16-24 福建師範大學地理科學學院曾從盛研究員、李志忠教

授、黃民生教授、王曉文副教授、李守中副教授、祁新華副教

授、劉梅冰講師、張美玉科員來校討論後續學術交流事宜。 

5. 臺文系:8/31-9/15 日本山形大學人文學部師生來訪，與臺文系碩博

班與學士班同學進行語言文化交流，並與臺文系教師商討未來師

生互訪交流計畫。 

6. 翻譯所： 

(1) 歐盟執委會筆譯總署司長 Mr. Filip Majcen、美國 Rutgers 大學 

Prof. Miguel A.Jimenez-Crespou 應邀來台擔任 11/08 本所與國教

院合辦之「科技與翻譯發展」研討會貴賓，並於 11/07 來校參

訪、演講。 

(2) 北京萊博智公司總經理孔岩先生於 10/30 來校交流並與師生座

談。 

(3) 12/30 歐盟資深口譯員 Ms.Aline P’nina TAYAR 來訪並擔任口譯

工作坊主講，講題為 「非英文母語口譯學生之中譯英策略與練

習方向 」。 

7. 臺史所: 8/22 及 10/30 日本兵庫教育大學學校教育研究科松田吉

郎教授至本校討論共同研究、交換學生之可能性。 

8.國際臺灣研究中心： 

(1) 10/4 賀安娟老師邀請維也納大學助理教授 Astrid Lipinsky 來訪

演講。 

(2) 10/17 賀安娟老師邀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博士後研究 Hardina 

Ohlendorf 來訪演講。 

(3) 11/11 賀安娟老師邀請德國康斯坦茨大學博士後研究 Maria 

Cruz Berrocal 來訪演講。 

(4) 11/13賀安娟老師邀請巴黎里昂第三大學助理教授 Corrado Neri

來訪演講。 

(5) 12/5 賀安娟老師邀請捷克馬薩里克大學助理教授 Táňa 

Dluhošová 來訪演講。 

(6)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邀請長榮大學台灣研究所助理教授天江喜

久至本校進行休假訪問研究。 

（四）其他國際學術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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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地理系:歐陽鍾玲教授 9/29-10/3 與鄭副校長等赴姊妹校筑波大學

校慶出訪。 

2. 翻譯所: 福建譯協訪問團殷麗芳秘書長等一行於 8 月 27 日來訪座

談。 

三、研究計畫案：共 123 件。 

1.國文系：國科會 24 件，非國科會 8 件，共 32 件。 

2.英語系：國科會 33 件，非國科會 3 件，共 36 件。 

3.歷史系：國科會 7 件，非國科會 2 件，共 9 件。 

4.地理系：國科會 14 件，非國科會 3 件，共 17 件。 

5.臺文系：國科會 5 件，非國科會 5 件，共 10 件。 

6.翻譯所：國科會 5 件，非國科會 6 件，共 11 件。 

7.臺史所：國科會 3 件，非國科會 4 件，共 7 件。 

8.國際臺灣研究中心：國科會 0 件，非國科會 1 件，共 1 件。 

四、學生表現： 

1.國文系： 

(1) 林佳蓉老師指導蔡安欣同學參與國科會大專生專題研究計畫。 

(2) 吳瑾瑋老師指導張以文同學參與國科會大專生專題研究計畫。 

(3) 陳義芝老師指導李蘋芬同學參與國科會大專生專題研究計畫。 

(4) 博士生劉凱玲、林慧瑛榮獲 2013 年「文史與社會：全球視野中的亞

洲」研究生國際學術論壇年度優秀論文獎。 

(5) 學士班學生舉辦 2013 臺師大國文營，本次主題：【出．走】。 

(6) 學會主辦之百六級迎新宿營活動。 

(7) 博士生王世豪同學獲國科會補助，將於 102 年 9 月 26 日至 9 月 28

日，赴法國巴黎參加歐洲漢語語言學會第八屆研討會。 

(8) 成立研究生學會、學士班班代表聯席會。 

2.英語系： 

(1) 11/1-11/2 碩研生白曦源赴南韓參加「Refashioning America: Critiques, 

Narratives and Aesthetics of Transculturation」研討會【國科會補助】。 

(2) 11/7-11/9 碩研生謝伊柔赴南韓參加「2013 ELLAK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Micro versus Macro Literatures in English”」研討會【國

科會補助】。 

(3) 11/1-11/2 碩研生張琇雯赴南韓參加「Micro versus Macro Literatures in 

English: Aesthetics, Politics, and Ethics of Distant Reading in Literatures, 

Cultures, Languages, and the Humanities」研討會【國科會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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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歷史系： 

(1)博士班張家綸同學獲國科會「102 年度獎勵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博士

候選人撰寫博士論文」之補助。 

(2)碩士班吳政緯同學榮獲中研院 2013 年「黃彰健院士學術研究獎金」。 

4. 地理系： 

(1) 區域與觀光規劃學程六位同學(地理學系學生謝亞丞、施祖方、張安

瑀、林義軒、林韋銘、陳冠予)，於 2013 年 5 月參加教育部青年發

展署舉辦的「青年團隊政策研發競賽」，提出「野情柳意漁飄香」

計畫，獲得優勝獎。團隊於 8/27接受交通部長接見與討論計畫內容，

並於 9/1 向馬英九總統報告。 

(2) 學士班黃士恩同學榮獲 102 年度中華民國航空測量及遙感探測學會

獎學金。 

5.臺文系： 

(1) 參與「臺北市 102 年社會組語文競賽」榮獲佳績： 碩士班康韶真榮

獲「閩南語朗讀組」第一名、碩專班李漢華「客家語演說組」第二名、

碩士班王美薇「作文組」第五名、碩專班陳美純「閩南語朗讀組」第

五名、碩專班張簡素卿「閩南語字音字形」第六名、畢業生鍾文鳳「閩

南語演說組」第五名。 

(2) 參與「教育部 102 年閩南語語言能力認證考試」榮獲佳績：高級：

潘惠華、康韶真、劉雨仙、鐘靜嫻；中級：王柵穰、許書容、黃穎超。 

(3) 碩士班吳家銓、劉雨仙同學獲鄭福田文教基金會 101 學年度下學期

大專生成績優異獎學金。 

(4) 博士班葉衽榤同學獲國科會補助前往中國曲阜參與「第二屆國際語

言傳播學前沿論壇」發表論文。 

6.翻譯所：博士班游懿萱同學，參加台北市 102 年社會組語文競賽，表

現優異，獲校核記嘉獎一次。 

7.臺史所：卓姿均及陳偉欽同學榮獲鄭福田文教基金會 101 學年度下學

期大專學生成績優異獎學金。 

http://www1.geo.ntnu.edu.tw/news/news.php?Sn=1222
http://www1.geo.ntnu.edu.tw/news/news.php?Sn=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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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學院】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工作報告 

壹、學術活動 

全院 10 個系/所，共舉辦研討會 7 場、專題演講-國內講員 66 場，國外講員

21 場、發表會 7 場 

貳、研究計畫 

全院 10 個系/所研究計畫合計：國科會 138 件、非國科會 24 件、其他 11 件 

參、行政業務 

一、辦理 2013 第三屆台灣大專生物理辯論高峰會 

二、召開院務會議 1 次、院教評會 4 次、院師培會 2 次、院課程會 1 次、主

管會議 1 次 

三、協助附中開設 102 學年度「周六科學營」及「理化特色班」開課事宜 

四、邀請傑出校友李義發董事長回校座談 

參、師生表現 

一、物理系黃福坤教授榮獲教育部 102 年師鐸獎 

二、物理系蔡志申教授獲 102 年教育實習指導教師典範獎 

三、物理系高于晟、鄒振洋、張逸銘和蔡展壹等同學獲得第四屆大陸大專生

物理學術競賽二等獎榮譽，隊長高于晟同學同時獲得『最佳反方選手獎』 

四、化學系林文偉副教授與地科系陳卉瑄副教授均榮獲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

會 102 年度吳大猷先生紀念獎 

五、化學系張一知副教授率領 2013 年國際化學奧林匹亞競賽團隊，榮獲 3 金

1 銀殊榮（團體第 1） 

六、生科系 81 級系友黃美秀教授榮獲本校第十三屆「傑出校友獎」 

七、資工系林順喜教授指導陳新颺同學參加日本 2013 年國際電腦奧林匹亞對

局程式競賽榮獲麻將銀牌 

八、資工系李忠謀教授、陳柏琳教授；地科系鄭懌教授、王重傑教授、陳卉

瑄副教授及謝奈特助理教授榮獲本校 102 年度特殊優秀人才獎勵 

九、資工系黃冠寰教授及碩士班彭震宗同學、黃偉賢同學榮獲 IEEE Trus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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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最佳論文獎」 

十、資工系李忠謀、柯佳伶、方瓊瑤、張鈞法、陳伶志及蔣宗哲等教授率隊

參加 2013 國際資訊奧林匹亞競賽獲 1 金 2 銅佳績 

十一、地科系教師指導高中生參加地科奧林匹亞競賽獲三金一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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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學院】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工作報告 

壹、 重要學術參訪或簽約業務 

一、本院黃進龍院長於 102.10.24-26 赴韓國同德女子大學美術學院簽訂

院級學生交流協議，每學年交換 4 名學生為原則，兩校皆提供交換

生免費語言課程。 

二、前項行程中亦與韓國東國大學美術學院師長進行交流，雙方亦有意

於今年底前完成簽訂院級學生交流協議。 

三、本院美術系與上海大學美術學院透過互訪及雙方師長版畫交流，雙

方正積極規劃於本學期完成簽訂院級學術合作交流協議書及學生

交換約案，冀希未來更實質穩定的交流平台。上海大學是中國「211

工程」重點建設高校之一，亦是教育部大陸地區認可 111 所之一。 

四、中國文聯副主席覃副書記志剛等一行 102.10.4 蒞校參訪，本院舉辦

「覃志剛藝術座談會」，行程參觀本院文保中心，由張元鳳主任親自

導覽各類媒材修復技法、材料及修復領域發展成效。 

五、 本院各系所、中心重要學術參訪或簽約  

（一）美術系: 1.黃進龍院長及楊永源主任率師生一行 11~15 人預

計 102 年 12 月間受邀至廈門大學采風寫生，此為兩校系級學

術簽約後第一次實質交流推動；2. 102.10.30 韓國同德女子大

學美術行政管理系師生一行約 60 人蒞臨參訪，主要針對藝術

行政領域相互交流；4. 擬於 102 年 12 月初辦理移地教學活

動，由楊永源主任率師生一行約 10-13 人至北京中央美術學

院進行學術交流活動。 

（二）設計系：1. 102.10.25-27 文創中心許和捷主任赴湖北參與

「2013 海峽兩岸創意創新設計展」與多所學校進行交流；2. 

102.10.15-18 林磐聳名譽教授、蘇文清老師代表設計學系參

與杭州「第八届海峽兩岸文化創意產業高校研究聯盟白馬湖

論壇」。 

（三）藝史所：曾曬淑所長於 102 年 7 月 8 日-18 日至德國與法國

知名大學及藝術史研究中心訪問，促進杜塞道夫大學

http://zh.wikipedia.org/wiki/211%E5%B7%A5%E7%A8%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211%E5%B7%A5%E7%A8%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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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 of Düsseldorf)藝術史系繼續與藝史所簽署合作

意向書，並與法國國家藝術史研究中心(INHA)簽約，提供藝

史所教師至巴黎研究及學生至巴黎實習的機會。 

（四）文保中心：1. 文保中心協助大陸敦煌研究院修復夜半瑜城、

薩埵那飼虎圖、得眼林故事等 3 幅敦煌壁畫，該院羅華慶副

院長率美術研究所侯黎明所長師長一行 4 人來訪師大表達謝

意；2. 102.10.4 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UBC）副校長由

教育部陪同參訪，藉此機會討論合作事宜；3. 102.8.22 本校

傑出校友也是前高雄市副市長李登木先生蒞臨本中心參訪，

李登木先生為第一屆全國優良教師，現為麗尊開發企業總裁，

李總裁本身是收藏家與藝術家，提供了許多寶貴的經驗與看

法；102.9.27 陝西省文物保護研究院趙強院長、教育中心楊

博主任等一行蒞臨參觀，對於兩岸文物保存技術的交流提供

良好的互動平台。 

（五）文創中心 102.10.19-22 赴日交流，透過與日本大學藝術學部

交流，促進本校設計學系創意學習型態，並統合新興科技與

藝術人文及雙方交流合作展。 

 

貳、 重要學術計畫或交流活動業務 

一、本院擬於 102.11.30~12.5 在本校德群畫廊舉辦「典藏唯美歲月-顧炳

星及劉文煒教授捐贈作品及學生習作典藏成果展」。本校美術系退

休教授顧炳星於捐贈 1,280 件作品予本校典藏，接續劉文煒退休教

授捐贈本校約 3 千餘件作品，為能妥善保存及維護此些珍貴作品，

本院執行二案「捐贈作品及學生習作典藏計畫」將所有作品進行拍

照、建檔、清潔及檢視登入狀況及出版圖錄 200 冊，兩計畫共選出

49 件作品由本校文保中心協助修復。顧教授之弟妹慨贈獎學金予本

校藝術學院並訂定「顧炳星教授獎學金」競賽，競賽結果將與本計

畫成果發表時共同展出。 

二、本院執行「美術系館典藏品維護與保存計畫」於本學期上傳 80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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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復完成作品(包括作品撰寫、作品檔案及藝術家資料)至藝術銀行

網站；本學期已初步完成建置本計畫專屬網站，並將所有典藏或近

年退休教授大批捐贈典藏作品資料共約五千餘件上傳，並依作品媒

材及入藏管道歸類，俾利建檔查詢。另本院於本學期召開二次藝術

銀行出租辦法修訂會議，邀請業界及保險專業人員與會，俾利條文

更臻完善，以利日後推廣執行順利。 

三、本學期為推廣本校美術典藏品相關計畫及藝術銀行用途之文創商

品，選用前一年度修復之作品並取得圖片授權後製作開發文創商品，

共二款(「藝術傘」及「小夜燈-藝夜風情」-LED)，各項推廣品除提

供本校各一級單位作為學術交流應用，藉以推廣本計畫，餘件轉由

出版中心販售。另預定於明年編製藝術銀行推廣用之三折頁，內容

包括修復完成畫作、藝術家簡歷、修復紀實暨年度消息，俾利搭配

文創商品推廣藝術銀行。 

四、本院本學期執行「特色領域指標建置計畫」應用德懷術會議建立藝

術領域七大構面及權重之指標內涵及概念型定義，規劃年底前出訪

大陸藝術領域名校，以充分建立具代表且適用廣泛之指標。 

五、本院於 102.10.14 召開會議研商申請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局

補助之「陶瓷藝術產學合作暨輔導職業訓練」計畫乙案。招生對象

為本院大三、大四學生，以人文社會及文創產業領域為試辦學程，

訓練期間為 6-12 個月，訓練時數 290 小時以上。 

六、美術系重要學術計畫暨交流活動業務  

（一）102.12.10-15 於國父紀念館舉辦「水•墨•彼•此」-2013 美術學

系碩博水墨論壇暨交流展，邀請南京藝術學院與韓國東國大

學美術系來台共同舉辦水墨交流展，互相觀摩並學習優點；

另 102.12.7-12「沉墨高揚」2013 碩博水墨論壇暨展覽/本校

德群畫廊。 

（二）本學期籌劃明年六月中與英國倫敦教育學院於共同主辦「二

十一世紀博物館與教育：歐亞全球、國家與地方議題研討會」，

交流主題包含博物館與教育當今之相關發展等研究。 

（三）本學期籌劃主辦 2014「臺灣-加拿大當代版畫與紙上藝術交



18 

 

流展」，透過臺灣與加拿大的雙向藝術交流，對照出異質文化

的總體特質，並在此一平台上闡揚版畫的發展軌跡與當代省

思。 

（四）邀請重要外賓講座： 

1. 102.10.4 邀請中國國家博物館陳副館長履生蒞校演講 講題：

「明代繪畫中的抗倭和平蕃」； 2.102.10.30-11.1 邀請義大利

Syracuse University 教 授 & Assistant Director for Academic 

Programs and Villa I Tatti - The Harvard University Center for 

Italian Renaissance Jonathan K. Nelson 至本校短研講學，講題

「藝術史研究的經濟研究取向  : 拉斐爾及其藝術贊助人」；3.

邀請 102.10.28 States University of New York James H. Rubin 教

授蒞校演講  講題：「穿越莫內花園的火車 :睡蓮的世界」；  

4.102.11.5 英女王御用畫師、英皇家肖像畫師協會前主席

Andrew Festing 來訪進行現場示範暨座談交流活動；5.102.12.5 

Michael Cherney(秋麥)美國攝影家、書法家、書籍藝術家來訪辦理

演講；6.102.10.7 邀請中國當代重要藝評家魯虹先生蒞校演講  講題：

「大陸新水墨」。  

七、設計系重要學術計畫暨交流活動業務： 

（一）102.7.29-8.3 設 計 學 生 赴 新 加 坡 淡 馬 錫 理 工 設 計 學 院

（Temasek Polytechnic）參與以＜聽與見＞為主題之設計交

流工作坊，由蘇文清教授帶領；10 月份新加坡淡馬錫理工學

院回訪，以＜童玩＞為主題進行設計交流工作坊，藉由社群

網路進行交流討論，102.10.8 進行成果發表。 

（二）設計系結合生科系吳忠信老師國科會科普計畫開設「生態藝

術與科普傳播學分學程」，設計系楊恩生老師並於林口校區規

劃創立「藝術園區」，園區計畫以自給自足為原則，以林口空

間地景之優勢並尋求藝業合作，吸引藝術家進駐，朝向永續

經營。 

（三）102.9.7於教育大樓主辦「兩岸漢字設計與應用」學術研討會，

邀請台灣文化創意產業聯盟理事長  林磐聳名譽教授、清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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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美術圖書館  何   潔館長、中國藝術研究院潘魯生院長、陝

西科技大學設計與藝術學院  陳丹院長等多位專家學者與會

講座。 

（四）102.10.25 於本校綜合大樓 509 舉辦「2014-2015 國際色彩及

材質趨勢研討會活動」，邀請 WGSN HomeBuildLife-GREG 

DUNLOP 總監，香港施華洛世奇台灣分公司-水晶專業部孫祥

豐設計師、潘扶齊經理，Acer 宋雨潔設計副理。 

（五）本學期辦理師大附中高中生「文創藝術設計體驗課程」，課

程內容從視覺設計概論、產品設計概論、空間美學、創意發

想與構想評估等四門概論式引導及實際操作。 

（六）於本學期完成綜合大樓九樓整修工程，以建置設計專業教室、

立體造型教室。 

八、藝史所重要學術計畫暨交流活動業務： 

（一）102.09.08-102.09.13 日本和洋女子大學蒞所參訪。  

（二）102.10.9 邀請前故宮博物院書畫處處長王耀庭蒞校演講，講

題＜款識宋畫在博物館展示實務工作中的應用＞。 

（三）102.11.23-102.12.07 曾曬淑所長帶領學生赴日本大阪市立大

學進行境外教學參訪。  

（四）藝史所與哈佛大學義大利文藝復興研究中心 Villa I Tatti 合作，

提供 Institutional Support 協助，發佈 2013 年 10 月 24、25 兩日於

哈佛上海中心 Harvard Center Shanghai 舉辦「 The Italian 

Renaissance in China: New Research by Chinese Scholars 研討會」

消息。 

（五）藝史所本學期籌備將於 2014 年與瑞士蘇黎世大學共同舉辦

第二屆「十三至二十世紀歐洲與亞洲的城市風景」國際學術

研討會。 

九、文保中心重要承辦計畫案：  

（一）主持國科會＜文物．藝術．科普＞系列影集製作計畫， 9 月

赴中國北京電影博物館、電影資料館、敦煌莫高窟等地拍攝

影片膠捲、壁畫之修復。本年度預計完成之四部作品修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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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分別為：肖像畫、掛軸、木造建築、影片膠捲。全八部影

集將於 103 年 2~3 月份於華視播映。  

（二）本學期開設「邁向頂尖大學文物鑑識科學精進課程－文物鑑

識特論」，結合科技偵查辦案與藝術鑑賞特論，邀請各類鑑識

專家蒞臨講座；極力邀約 11 月底與中央警察大學合作邀請國

際鑑識專家李昌鈺博士及其夫人宋妙娟女士 (本校畢業校友 )

返台專題講座，歡迎全校教職員生參加。  

（三）文保中心執行「102 年邁向頂尖大學計畫<修復設備與技術精

進計畫」持續拓展國際修復學術交流，修復人才技術逐漸跨

越東、西方繪畫媒材類型，再計畫性地擴展至平面類照片修

復及織品修復，立體類石膏模製品修復研習領域，邁向多媒

材的技術精進。  

（四）102.8.23 邀請日本修復專家森純一  出席指導石膏修復技術

研習工作坊；102.12.3 邀請美國蓋蒂保護研究所林博明博士

全校性講座<蓋蒂保護研究所在中國敦煌莫高窟的合作项目

>。 

（五）本學期重要承接案：   

1. 102 年度國立臺灣美術館委託修復台灣早期畫家許深洲、吳

梅嶺及林玉山膠彩作品；廖修平版畫修復；修復張金發畫作，

並舉辦專題講座及協助教學館方人員科學檢測及儀器操作。 

2. 郵政博物館委託修復 63 冊館藏書籍。 

3. 預計近期接案台北市立美術館重要館藏林之助「小閑」膠彩

作品赴海外展覽前之修復委託案。 

4.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珍藏油畫修復評估。 

十、設計系文創中心重要承辦計畫案：   

（一）執行申辦「2016 世界設計之都人力資源領域專案計畫」，透

過設計思考講座、課程、體驗營等活動，培育設計思考教育

種子師資，於 102 年 11 月本校福州街 11 號日式宿舍展出「文

創美學教材教具成果展」。 

（二）辦理 2013 兩岸漢字藝術節-「兩岸漢字設計與應用」學術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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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會暨海報展案，演講者不僅發表論述，亦展出與漢字相關

的海報設計作品。本活動參與人數逾 200 人。 

（三）辦理教育部 102 年度「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宣導-『適性揚

才』列車優質化成果影片實施計畫」、『開啟孩子無限可能手

冊』平面宣導品製作計畫及『文宣手冊及文創贈品製作』等

3 件計畫。『適性揚才』計畫以學生學習成就提升為素材重

點，典範示例介紹之相關影片拍攝共計完成 16 部；『開啟孩

子無限可能手冊』配合適性輔導及國中生家長宣導活動，共

印製 43 萬冊。『平面宣傳印製計畫』共印製 55 萬冊，引導

學生及家長經由適性輔導結果，瞭解如何依其興趣、性向及

能力選擇進入適合的高中、高職或五專等中等教育學制就

讀。 

（四）教育部體育署委辦「102 年度體育推手獎獎座設計製作執行

計畫」，設計並製作體育推手獎獎座 40 座，以表揚、感謝默

默對於臺灣體育界付出的團體、企業和個人。 

（五）執行「102 年度台灣國際學生創意設計大賽」，今年已邁入

第 6 屆，並在原有的「產品設計」、「視覺設計」、「數位動畫」

類別之外，增設「廠商指定類」，增進競賽與產業界的連結，

故承接「金寶山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及「瑞嶺實業股份有限

公司委託之廠商指定類獎項合作」產學合作計畫。 

 

參、 人事、得獎暨其他業務 

一、 藝史所於本學期起聘任國際知名藝術史學者 Oskar Batschmann

教授為講座教授，Oskar Batschmann 教授為國際知名瑞士籍藝術

史學者，專長文藝復興藝術史、十七世紀繪畫及當代藝術史，曾

任教於瑞士蘇黎世大學、德國弗萊堡大學、以及瑞士伯恩大學藝

術史研究所所長、人文學院院長。2012 年受邀擔任美國華盛頓國

家畫廊的 KRESS 講座教授。 

二、 本學期新聘客座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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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術系 102 學年度聘任東京藝術大學木島隆康教授為客座教授，木

島教授多年致力於文物修復研究，2009 年獲得日本文化財產保存修

復學會「業績賞」。 

（二）美術系102學年度聘任東京藝術大學鈴鴨富士子講師為客座助理教

授，鈴鴨老師具有豐富文物修復經驗，可增進學生實務操作的能

力。  

（三）美術系 102 學年度聘任中國敦煌研究院侯黎明所長為客座教授，為

壁畫領域頂尖專家學者，多次參與海外聯展和執行過多次壁畫複製

臨摹專案等成就卓越。 

（四）設計系 102 學年新聘王千睿先生為專案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王千

睿先生曾任明基友達集團副總經理暨設計長，帶領團隊自

2003-2012 榮獲國際四大獎項(iF, Red-dot, IDEA, G-mark)。 

三、 本院師生獲獎或榮耀：  

（一）  設計系 林俊良主任所組成的培訓團隊結合學界與業界專業陣容培

訓國家選手 榮獲「2013 德國萊比錫國際技術競賽」銅牌獎。 

（二） 美術系 李振明教授於韓國首爾仁寺洞之知名畫廊 GONG ART 

SPACE 個展，以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授之名盛況熱絡為校增光。 

（三） 美術系博士生 侯忠穎榮獲 SPEY 遴選為 「台灣藝術家贊助計畫」

唯一獲獎人至查爾斯王子傳統藝術學院就讀。 

（四）  美術系國畫組大四 曾詩涵<歡迎抵達美髮院> 榮獲「第 17 屆桃城

美展」書畫類最高獎項-玉山獎。 

（五） 美術系西畫組研究生 張家榮<嶼。意> 榮獲「全國美展 水彩類」

首獎。 

（六） 美術系研究生 張家龍<破曉迎曦> 榮獲 2013「大墩美展」國際徵

件比賽水彩類第一名並榮獲「大墩獎」。 

（七）  設計系大三 黃莉庭等學生<公益廣告-周公篇> 榮獲「第 22 屆時報

金犢獎」銀犢獎；大三 陳亭伃<團緣 相親 行遠> 榮獲銅犢獎。 

（八）  設計系大四學生 黎世堯、湯晴雯<爿爿花> 入圍「2013 台灣設計

師週─設計星勢力」 廠商特別獎。  

（九） 設計系研究生 王偉婷<虎與兔>榮獲「2013 年全國學生圖畫書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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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 大專組優選； 何廷亭佳作。 

（十） 設計系研究生 范日奎榮獲「2013 年溫世仁服務科學研究博碩士論

文獎(碩士組)特優獎」(指導老師:梁桂嘉教授) 

（十一）設計系研究生榮獲「臺灣地區全球第 2 屆 Lexus Design Award 

Workshop」金獎:碩班-江政達/張晉睿、銀獎:碩班-鄭旭貿/王彥聖/

呂偉菱、銅獎:碩班-高千雅。 

（十二）設計系碩士在職班 陳朮洲、白琬華<搖鴨搖>榮獲「2013 宜蘭椅

設計大賞」 冠軍。 

（十三）設計系研究生 王偉婷榮獲 本校「袋自慢」設計競賽金獎；銅獎:

碩士班 蘇姿伊。 

四、 本院師生於本學期舉辦之國內外各類型個展、聯展等，累計餘 30

場次。 

五、 本院 37、38 期藝院簡訊於 102 年 10 月、12 月出刊。 

六、 為符應本院各單位發展現況及俾利日益頻繁之學術交流活動需求，

本院擬本學期完成印製新版之中英對照「藝術學院簡介」。 

七、 本院於本學期完成更新英文網站以更佳版面及後台管理訊息，增

進未來國際學術合作訊息傳遞。 

  



24 

 

【科技學院】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工作報告 

壹、學術交流活動 

  一、本院應電系高文忠教授及許陳鑑教授率領指導學生，於 102 年 7 月 23 日

至 8 月 6 日間至澳洲昆士蘭大學及 Griffith 大學進行國際學術交流參訪

活動。 

  二、本院科技系於 102年 10月 3日至 10月 14日間邀請美國Clemson University 

副院長 William L.Havice 教授進行專題講演、學術座談與參訪等學術活動，

並分享 Clemson University 開設 HRD 線上碩士學位課程的作法，另鼓勵

本校教師申請美國國際科技教育學會所提供的培養 21 世紀科技與工程教

育領導人計畫。 

貳、師生參與校內外相關競賽 

  一、本院應電系王偉彥及許陳鑑教授指導的學生團隊參加 FIRA 機器人競賽獲

得金牌與銅牌的榮譽。 

二、本院應電系王偉彥及許陳鑑教授帶領的學生團隊參加「2013 新光保全智

慧型保全機器人競賽」，共獲得 2 名佳作榮譽。 

三、本院機電系陳順同教授領軍的微製造實驗室，今年推出「高效能精微CNC 

線切割放電加工機」參與「教育部產業先進設備人才培育計畫項下的全

國精密工具機技術專題競賽」，再度蟬聯全國第二，獲頒獎金15萬元。 

四、本院圖傳系38位同學近日參與Photoshop ACA 2013年國際認證考試，共有

35位通過考試，通過率達九成二，是全國大專校院通過率最高的科系。

（Photoshop ACA是近年Adobe公司與國際專業認證機構Certiport合作推

出的Adobe Certified Associate認證（簡稱為ACA），全球發行19種語言版

本，可通行128個國家。ACA最主要在檢核工作者的多媒體網頁設計能力，

並認證數位內容與媒體傳播等核心知識與技術。） 

  五、本院科技系朱益賢教授指導的紅蜻蜓3.0學生團隊參加農委會水利局第3

屆大專生農村洄游競賽，獲得洄游精神獎及農村最佳凝聚獎；朱教授指

導的另一團隊：EBRA，以鋁罐重生機獲得2013節能減碳搶救環境創意大

競賽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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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其他事務 

  一、本院工教系為慶祝創系 60 週年，將擴大舉行慶祝活動，邀請國內外傑出

校友共襄盛舉，並於 102 年 12 月 28 日假本校綜合大樓 202 演藝廳舉辦

慶祝酒會。 

  二、本院機電系為落實師資培訓成效及驗證培訓成果，並培養大專及高中職

學校智慧型機器人科技人才，協同教育部中部辦公室及中華技術人力發

展協會於 102 年 11 月 9 日共同舉辦 2013 年全國二足機器人競賽。 

  三、本院機電系為推廣能源教育並展示成果，於 102 年 11 月 1 日至 11 月 2

日間假本校圖書館校區博愛樓前戶外廣場，舉行「全國高中職節約能源

專題製作競賽暨能源成果展」及「國民小學節約能源戲劇競賽暨能源教

育成果展」。 

  四、本院科技系將於 102 年 12 月 1 日假新北市江翠國中辦理新北市 102 學年

度公私立中學學生生活科技創作競賽。 

  五、本院科技系將於 102 年 12 月 17 日假台北市滬江高中辦理台北市 102 學

年度公私立國民中學學生生活科技科學藝競賽。 

 

  



26 

 

【運動與休閒學院】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工作報告 

壹、推動國際學術交流 

一、與國外學校簽訂學術合作協定 

（一）本學院於 102 年 4 月 24 日與美國南卡羅萊納大學「餐旅觀光、零售與

運動管理學院」簽訂學生交換協議案，目前刻正與該學院洽談雙聯學制

案，預定於 103 年初完成簽訂，擬自 103 學年度開始實施。 

（二）本學院體育學系已於 102 年 5 月 13 日在美國北科羅拉多大學「運動科

學系」完成博、碩班雙聯學制簽訂案，並自 102 學年度開始實施。 

二、辦理國際學術研討會 

（一）本學院運動休閒與餐旅管理研究所辦理之「2013 年運動休閒與餐旅管

理國際學術研討會」已於 102 年 5 月 17 日至 5 月 19 日舉行，特聘請芬

蘭、美國、英國及日本等 4 國家知名學者擔任研討會講座，以「運動休

閒與餐旅管理趨勢與前瞻」為主題，口頭發表 66 篇、海報發表 22 篇，

並吸引國內大學校院師生 265 名的熱烈參與及迴響。 

（二） 本學院體育學系於 102 年 7 月 7 日至 11 日在本校禮堂及體育館各場地

舉辦「2013 ISBS 國際運動生物力學研討會」，共吸引 45 國國際學者 220

人及國內學者 130 人參加。 

（三）本學院體育學系於 102 年 8 月 18 日至 22 日（星期三）在本校禮堂及體

育館各場地舉辦「第 14 屆 ISHPES 國際體育運動史學會研討會」共吸引

25 國國際學者 300 人參加。 

（四）本學院體育學系訂於 102 年 11 月 15 及 16 日在本校體育館 3 樓視聽教

室舉行「2013 年臺灣匈牙利運動論壇」，聘請匈牙利競技運動產、官、

學各界知名運動學者擔任論壇講座，透過演講及問答討論等形式，針對

多項運動相關的主題授予專業知能、進行交流。 

三、與國外大學或研究機構進行學術交流 

（一）日本筑波大學邀請本學院各系所 15 名學生參加該校於 102 年 7 月 9 日

至 8 月 4 日舉行之「夏日學院」，計有韓國、日本、中國大陸、澳洲、

美國、英國、巴西、比利時、印度等十個國家或地區之大學部及研究生

與會，本學院因與該校体育科學系簽訂兩院學術合作協議，因此，經本

學院推薦之同學可獲得筑波大學 8 萬日圓之經費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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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學院運動競技學系林德隆主任於102年9月24至27日陪同鄭副校長、

張學務長前往大陸參加北京體育大學 60 週年校慶，並與該校競技體育

學院張院長、梁副院長、張黨總書記兼副院長，洽談兩院系合作交流事

宜。 

（三）本學院施致平院長及運動休閒與餐旅管理研究所林伯修副教授陪同鄭副

校長於 102 年 9 月 20 日至 10 月 2 日出席筑波大學校慶，並拜會慶應大

學、法政大學，本學院並與與該二校相關學院研商未來院際合作相關事

宜;本學院師長順道探望本學院在筑波大學交換之四名同學，再轉往早

稻田大學探視休旅所四位畢業生在該校修讀博士之同學，以了解學生在

國外求學情形。 

（四）本學院運動休閒與餐旅管理研究所邀請澳洲 University of Western, 

Australia Sharon K. Parker 教授於 102 年 10 月 7 日至 10 月 12 日來院進

行短期訪問交流，並於 10 月 8 日及 9 日辦理「運動休閒管理產業跨領

域研究合作工作坊」，本學院師生參加踴躍。 

（五）本學院運動休閒與餐旅管理研究所邀請美國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Gyan P. Nyaupane 副教授兼所長於 102 年 10 月 25 日至 11 月 03 日來臺

進行短期訪問交流。 

（六）本學院運動休閒與餐旅管理研究所張少熙教授將率領在職專班學生於

102 年 12 月 13 日至 12 月 15 日赴澳門大學、澳門旅遊學院、澳門青年

試館進行學術參訪交流。 

（七）本學院運動休閒與餐旅管理研究所林伯修老師「運動觀光研究與實作」

課程於 103 年 1 月率領學生赴日本姊妹校山形大學進行學術訪問，另赴

山形縣西川町進行產學合作交流。 

（八）辦理國際學術專題演講 

1.辦理日期：102 年 9 月 11 日 12:00-13:00 

(1)講者：Dr. Rajiv Ranganathan 

(2)主題：Body-machine Interfaces for Studying Motor Learning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USA 

2.辦理日期：102 年 9 月 11 日 13:00-14:00 

(1)講者：Dr. Mei-Hua Lee 

(2)主題：Development of Reaching Movement in Infa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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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推動產學合作 

一、本學院運動休閒與餐旅管理研究所於 102 年 9 月 18 日辦理運動休閒與餐旅

管理實習課程「暑期實習成果發表會」，邀請天成大飯店、東森海洋溫泉酒

店、欣葉國際餐飲股份有限公司、悍創運動行銷股份有限公司等實習單位之

相關主管，與會分享本所實習生暑期實習成果及交流。 

二、本學院目前與相關企業洽談進駐本校育成中心，提供本院系所學生與產業

無縫接軌之實務訓練與資金回饋挹注院系所，目前台華旅行社有進駐意願，

且在慎審評估中。 

參、師生優良表現 

一、本學院運動競技學系相子元教授帶領頂大團隊研發新一代智慧鞋。 

二、本學院體育學系及運動競技學系學生參加國內競賽表現耀眼，成績耀眼： 

（一）2013 哥倫比亞卡利世界運動會： 

1.本學院張少熙前院長率領體育學系葉柔辰、林芳鈴、李汶霖、阿摩

斯．塔那彼瑪、王若存、卓旻鈴、鄧郁潔、施昭伃、李洳君等九名

同學參加室內拔河女子 540 公斤級，以全勝的優異成績勇奪金牌。 

2.本學院體育學系季力康主任率領體育學系李宙縈、黃丹臨、鞏興人

及黃念華等四名同學榮獲合球季軍。 

（二）本學院體育學系劉昶佑、陳柏穎、姜力維及林宏修等四名同學代表我國

參加第 28 屆泰皇盃世界藤球錦標賽冠軍。 

（三）世界大學運動會：  

1.網球：榮獲 1 金 1 銀（男雙金牌：運動競技學系彭賢尹同學、男團

銀牌：運動競技學系彭賢尹、王介甫同學）。 

2.舉重：女子 75 公斤量級獲第四名（運動競技學系賴湘婷同學）、女

子+75 公斤量級獲第六名（運動競技學系劉昀蒨同學）。 

3.桌球：女子團體（體育學系熊乃儀同學） 

（四）第六屆東亞運： 

1.運動競技學系陳建禎、黃培閎、李佳軒、戴家瑞、劉鴻敏等五名同

學，參與男子排球項目，勇奪金牌。 

2.運動競技學系彭賢尹參與網球項目榮獲 2 金 1 銅（男雙金牌、男團



29 

 

金牌及男單銅牌）。 

3.運動競技學系黃品蓁、謝佩君等二人，參與女子籃球項目，榮獲金

牌。 

（五）2013 年亞洲舉重錦標賽： 

  運動競技學系賴湘婷同學獲女子75公斤量級抓舉第二名、挺舉第四名、

總和第四名（三等三國光獎章）；劉昀蒨獲女子+75 公斤量級抓舉第五

名、挺舉第二名、總和第五名。 

（六）102 年全國運動會： 

1.田徑：運動競技同學勇奪男子組三級跳遠金牌。 

2.女子足球： 

(1)運動競技學系謝佩芬、李岱瑾、陳燕萍等三名同學代表新北市參

賽，榮獲女子組金牌。 

(2)運動競技學系余秀菁、林雅涵、吳詩萍、張淑晶、譚汶琳等三名

同學代表花蓮縣參賽，榮獲女子組銀牌。 

(3)運動競技學系丁旗同學代表高雄市參賽，榮獲女子組銅牌。 

3.舉重： 

(1)男子 85 公斤量級：運動競技學系黃則維同學榮獲金牌。 

(2)男子 94 公斤量級：運動競技學系侯維杰同學榮獲銀牌。 

(3)女子 69 公斤量級：運動競技學系林雯均同學榮獲銀牌。 

(4)女子 75 公斤量級：運動競技學系鍾誱金芮同學榮獲銅牌。 

(5)女子 69 公斤量級：運動競技學系黃麗芬同學榮獲銅牌。 

(6)女子 63 公斤量級：運動競技學系洪子惇同學榮獲銅牌。 

(7)女子 63 公斤量級：運動競技學系楊云思同學榮獲銅牌。 

 

肆、辦理各類專題演講 

一、102 年 9 月 12 日（星期四）19:00-20:00 

(一)講者：本校體育學系名譽教授 

(二)主題：老兵回家話家常 



30 

 

二、102 年 10 月 2 日（星期三）上午 08:00-10:00 

(一)講者：中華民國飛盤協會 胡琨秘書長 

(二)主題：飛盤運動介紹 

三、102 年 10 月 9 日（星期二）19:00 

(一)講題：國際大型賽會場館永續發展趨勢 

(二)講者：國立臺灣大學體育室 康正男主任 

四、102 年 10 月 17 日（星期四） 19:35-20:40 

(一)講者：國立體育大學競技與教練科學研究所副教授 張育愷博士 

(二)講題：Exercise and Cognition: An Ongoing Journey 健身運動與認知功能：

持續的旅程。 

五、102 年 10 月 23 日（星期三）10:00 

(一)講題：「Show 會展」－國際會展面面觀 

(二)講者：安益國際展覽 涂宇欣業務副總 

六、102 年 10 月 24 日（星期四）19:30 

(一)講題：從經營的觀點探討休閒農業的未來 

(二)講者：飛牛牧場 吳明哲總經理 

七、102 年 10 月 30 日（星期三）19:00 

(一)講題：臺北大巨蛋的規劃設計與營運管理 

(二)講者：臺北大巨蛋籌備營運主管 李柏熹先生 

八、102 年 11 月 1 日（星期五）19:00 

(一)講題：運動、文化與社會 

(二)講者：國立體育大學體研所 黃東治所長 

九、102 年 12 月 5 日（星期四）19:30 

(一)講題：永續經營與產業發展 

(二)講者：中央研究院 周昌弘院士 

伍、 體適能中心推動各項體適能促進業務 

一、「課程精進．能力提昇．教學發展」教學卓越計畫業務 

(一)全校體適能檢測。 

102 年 11 月 12 日至 11 月 16 日於公館校區進行，11 月 25 日至 11 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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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於和平校區進行，預計完成人數 5,537 人。 

(二)體適能促進班開設。 

10 月 16 日至 12 月 3 日舉辦，包含有氧舞蹈 2 班，瑜珈 1 班，報名人數

34 人。 

二、教育部體育署國民體能檢測站業務 

預計 102 年 12 月 15 日前完成檢測業務，完成人數 2,500 人。 

三、中心評鑑外部訪評業務 

已於 102 年 10 月 18 日完成中心評鑑外部訪評作業。 

陸、辦理各項活動與專案計畫 

一、本學院為強化組織運作，業經 102 年 10 月 9 日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

院務會議通過成立院多功能委員會（研究發展、競技訓練、國際交流及資

源拓展）。 

二、本學院於 9 月 16 日召開各系所主管會議通過「本學院各系所學位論文撰寫

格式統一規範」，並自 102 學年度畢業生開始適用，俾利本學院研究生論文

指導事宜。 

三、本學院於 9 月 16 日召開各系所主管會議通過「各系所研究生論文海報統一

發表」，並自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開始實施，分別於每年 4 月及 11 月中旬

於體育館四樓綜合球場舉行，以增加研究生交流之機會，且經評定成績優

良者將頒發獎狀及獎金，以資鼓勵。 

四、本學院 102 級體育表演會以「動者恆動」為主題，業於 5 月 24、25 日

晚上 7 時 15 分在校本部體育館四樓舉行，表演成員由運動競技學

系、體育學系大學部全體師生共同投入與演出，共設計體操、武

術、跆拳道、排球、桌球、原住民舞蹈、射箭、國際標準舞、足

球、民族藝陣、扯鈴等 11 個節目，吸引校內外數千名觀眾入場，

共同見證四年級同學「畢業公演」成果。  

五、本學院成立至今已 12 年，為使院留下珍貴典藏紀錄特委託體育學系林玫君

教授協助編撰「院史」，本學院並於 102 年 6 月 21 日中午召開本學院全體

教師公聽會彙集與會師長意見後定案。 

六、本學院於 102 年 6 月 15 日本校 101 學年度畢業典禮結束後，在校本部禮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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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本學院學士班、碩士班及博士班全體畢業生撥穗儀式，特恭請校長為

本學院各系所學士班、碩士班及博士班第一名畢業生撥穗，有關學士畢業

生由班導師擔任撥穗，碩博士畢業生則由指導教授擔任撥穗，會場隆重、

溫馨感人，為本學院師生及家長留下最美好的回憶。 

七、本學院為提升學生外語能力，於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共開設「多益考前精

進班」2 班（97 人）及以本校運動代表隊或碩博士班為對象開設之「英語

會話班」共 4 班（41 人），合計 138 人，本學院並與多益語言測驗機構協商，

將於課程結束後在校本部樸大樓教室設置考場，便於本學院同學進行多益

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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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與僑教學院】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工作報告 

壹、學院業務 

一、積極推動國際合作、交流業務： 

（一）本學期已與日本大阪大學文學院簽署院級學術合作交流協議書及學生

交換協議，雙方並正就學生交換作業之細節進行協商。 

（二）本學期已與中國大陸閩南師範大學閩南文化研究院簽署院級學術合作

交流協議書。 

（三）預計於年底與香港理工大學人文學院簽署院級學術合作交流協議書，

目前合約草案已經雙方審閱後接近定稿。 

（四）為推動本院學生之國際交流，進行下列事項： 

１、就本校鼓勵學生赴國外進修補助事項，邀請各系所研商學院與系所

間之合作事項，並訂定本院之審核標準及作業流程。 

２、重新整合本院各項院級交換專約之作業流程，以期充分利用校內相

關資源，並與學生赴國外進修補助作業緊密銜接。 

３、蒐集各姊妹學院暨交換專約的詳情製作成簡介，以幫助學生能做好

出國留學之規劃及準備。 

４、彙整學生出國所需之各項資訊，並整合各姊妹學院之簡介等資料重

製本院網頁，讓相關資訊得以持續並即時之方式讓學生查閱，以促

進學生赴外交流，推動國際化。 

二、補助或辦理學術研討會： 

（一）補助東亞學系於本年 9 月 27 日舉辦之「2013 東亞文化變遷國際學術

研討會」。 

（二）補助國際人力資源發展研究所預計於 11 月 5~8 日舉辦之「2013 第十

二屆亞洲區國際人力資源發展國際研討會」。 

（三）102 年 7 月 29 日-8 月 2 日，與東亞文化與漢學研究中心主辦「2013

年東亞青年儒家論壇暨研習營－儒學與客家庶民文化」。 

三、102 年 10 月 26 日，接待中國大陸閩南師範大學閩南文化研究院陳支平院

長並簽署院級學術合作交流協議書。 

四、102 年 12 月 19-23 日，本院院長潘朝陽將率領東亞文化與漢學研究中心

研究團隊赴中國大陸上海，與復旦大學合辦「跨文化視域下的儒家倫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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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典、制度與社會生活」國際學術研討會。 

五、102 年 11 月 15-18 日，本院潘院長朝陽將受邀至深圳大學參與儒學研討會

並發表論文。 

七、持續辦理本院第 3 任院長遴選事宜，繼續凝聚共識，並再次辦理 4 學科聯

合推選院長遴選委員之選舉。 

八、為配合學校整體規劃及系所之發展，本院辦公室即將遷回校本部，目前正

進行新辦公室之裝潢及整修工程。 

 

貳、應用華語文學系業務 

一、學術活動： 

（一）華人文學系列演講－施叔青講座教授 

1、102 年 10 月 9 日<女性、歷史、大河小說> 

2、102 年 10 月 30 日<跨國華人書寫：從張愛玲到施叔青> 

（二）102 年 9 月 30 日邀請加拿大全加華文教育會議主席葉憲年蒞臨演講，

與本系分享其豐富華語文教學經驗。 

（三）102 年 11 月 29 日舉辦「2013 華語教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將邀請

美國、香港、澳洲、中國、新加坡華語文專家學者相互交流。 

二、國際交流： 

（一）102 年 7 月 4 日～8 月 15 日蔡雅薰老師、林振興老師及陳麗宇老師受

僑委會邀約，前往美國東西岸進行為期一個多月的巡迴教學，與當地

華語教師交流分享。 

（二）102 年 10 月 2 日接待本系碩士班畢業校友—印尼泗水臺灣學校楊佩

梅校長，並洽談未來可能合作事宜。 

（三）102 年 10 月 18 日接待英國 Glassgow Hillhead High School 中文教師

Jean Wang，並洽談未來研究教育合作及實習規劃等事宜。 

（四）102 年 10 月 19 日～10 月 27 日蔡雅薰老與本校跨國頂尖大學團隊前

往美國賓州大學辦理工作坊。 

三、實習活動： 

（一）學士班104級張庭維獲教育部補助機票新臺幣 14,335元（470美金*30.5）

元及生活費每月新臺幣 18,300 元（600 美金*匯率 30.5），赴韓國全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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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擔任華語教學助理，實習期間：102 年 11 月至 103 年 6 月。 

（二）學士班 104 級徐婕心赴德國波鴻魯爾大學國家語言中心實習，實習期

間：102 年 9 月 21 日～103 年 2 月 10 日。 

（三）學士班 104 級謝佳伶、103 級蔡伊嵐及 102 級薛宇珍、周良晏、黎心

慈，總計 5 位同學赴美國巴納德公立小學實習，實習期間：102 年 8

月～102 年 1 月。 

（四）學士班賴怡臻、李佳儒、張簡筠珊、韋愛琳、葉秀印、郭鋐濬、黃瀞

儀、謝依穎、呂奕蓉及碩士班蘇純慧同學共 10 名學生申請教育部學

海築夢計畫及校內約 80 萬經費補助於暑期至美國加州星談計畫擔任

華語教學助教。 

（五）碩士班陳怡靜同學 102 年暑期擔任淡江大學成人教育部華語中心短期

華語教師。 

（六）本系支援海洋大學 102 年暑期華語班授課。 

四、其他活動： 

（一）102 年 10 月 8 日與韓國圓光大學中語中文學科簽署「學術合作交流

協議書」及「學生交換協議書」，預計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雙方即可

相互交流。 

（二）102 年 11 月 1 日與淡江大學成人教育部華語中心簽屬實習合約，本

系每年將推選 2 位學生前往該校實習。 

 

參、華語文教學系業務 

一、學生事務： 

（一）2013 年 9 月 3 日學士班舉辦新生始業輔導，共有 37 位同學參加。 

（二）2013 年 9 月 26 日學士班舉辦大一至大四期初大班會，介紹新主任上

任、說明課程、學長姐學習成果表演等，凝聚師生間感情。 

（三）2013 年 9 月 27 日學士班舉辦迎新活動，共有 78 位同學參加。 

（四）本系將於 2013 年 12 月 13 日舉辦全系活動-華語之夜。 

二、國際交流： 

（一）2013 年 9 月 27 日舉辦碩博士班 2012-13 年海外教學實習心得分享，

計有以下同學發表實習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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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子婷(荷蘭萊頓大學漢學系) 

白季耘(德國明斯特大學漢學系) 

吳盈臻(哈佛北京書院) 

許雅晴(北京美國大學聯合漢語中心) 

劉羿彣(美國明德暑校) 

陳芊卉(捷克馬薩里克大學) 

黃莉婷(美國合理大學) 

李菁菁(哈佛北京書院) 

（二）2013 年 10 月 25 及 26 日於國北教育大學篤行樓 6 樓國際會議廳舉辦

國語注音符號百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 

 

肆、東亞學系業務 

一、學術活動： 

（一）本年 9 月 27 日假本校圖書館 B1 國際會議廳舉辦「2013 年東亞文化

變遷國際學術研討會」，計有日本、韓國、新加坡、中國大陸等共計

13 人與會發表論文，會議參與總人數：120 人。 

（二）接待外賓來訪： 

１、102 年 9 月 4 日（三）上午 10：00 日本山形大學許時嘉老師參訪，

由本系張崑將主任、藤井倫明老師、兼任老師廖欽彬老師接待。 

２、102 年 9 月 4 日（三）下午 3 日本青山學院大學陳繼東老師師生一行

共 8 位至本系參訪交流，並由張崑將主任、林賢參老師、藤井倫明

老師接待主持雙方師生交流活動，本系共有 12 同學參加。 

３、102 年 9 月 12 日（四）下午 2：00~3：00 日本和洋女子大學李明伍

老師與藤丸麻紀老師至本系參訪。 

４、102 年 9 月 18 日（三）下午 1：00~4：00 日本青山學院大學國際政

經學部菊池努教授師生團參訪，並於以「Growing China and territorial 

dispute: for good Japan - Taiwan relations」為主題，與本系同學交流。 

二、學生活動： 

（一）本年 12 月 13 日舉辦企業參訪活動，參訪單位：法藍瓷，帶隊老師：

田正利。 



37 

 

（二）本年 11 月 16 日舉辦東亞系系友回娘家活動，地點本系會議室。 

 

伍、華語文學科業務 

一、102 年 10 月 7 日起支援僑先部夜間輔導課程國文科目之師資。 

二、102 年 11 月 1 日起辦理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約聘及兼任講師徵聘上網公

告、聘任等相關事宜。 

三、102 年 11 月 1 日起辦理僑苑文學獎徵文等相關事宜。 

四、102 年 11 月 22、23 日帶領輔導班級學生前往校本部參加本校第 67 屆全

校運動大會。 

五、102 年 12 月 11 日辦理「特輔班學生查字典比賽」。 

 

陸、外語學科業務 

一、人事： 

（一）辦理教師評鑑案。 

（二）辦理兼任教師增聘案。 

二、科辦各項行政工作： 

（一）11/29 舉辦僑生先修部學生英語演講比賽。 

（二）10/14 起，陸續推出「看報紙學英文」活動。 

（三）102 學年度本學科有三位教師獲得國科會補助申請案。 

 

柒、人文社會學科業務 

一、學務 

預訂 102 年 12 月中旬舉辦兩性平等教育專題演講。 

二、人事 

102 年 11 月 13 日（三）假圖書館林口分館舉辦在職訓練課程「管理‧人－

事」專題演講。 

 

捌、數理學科業務 

一、行政業務 

發佈本學科教師評審作業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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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務業務 

102 學年度第一學期增聘六位兼任教師。 

三、總務業務 

採購電力線分布 15 套儀器招標案（物理實驗室用點用）。 

四、學術業務 

102 學年度本學科有三位教師獲得國科會補助申請案。 

 

玖、歐洲文化與觀光研究所業務 

一、於 7/21（日）至 8/3（六）於英國伯明罕大學進行歐洲文化與觀光實習暑

期課程。 

二、於 9/9（一）舉辦 102 學年度歐文所新生座談會。 

三、於 10/14（一）舉辦 102 學年度「歐文所文化觀光管理實習計畫—英國伯

明罕文化觀光考察」成果發表會。 

四、本所劉以德所長於 10/16(三)赴西班牙巴塞隆納觀光學院簽訂 MOU，西班

牙方簽署完成之合約將於 10 月底交與國際事務處。 

五、將於 12/28（六）舉辦畢業所友返校座談與 102 學年度聖誕晚會。 

六、將於 1/3（五）舉辦歐文所碩二學生論文主題說明會，請所上二年級同學

說明預定的畢業論文主題。 

七、演講與活動 

（一）102/10/31（四）10：00 將邀請邱仲仁大使演講「瑞典風情與北歐文

化」。 

（二）歐文所職涯講座系列：102/11/4（一）10：30 將邀請畢業所友黃繻寬

演講「觀光公職的美麗與哀愁—考試與工作心得分享」。 

（三）102/11/25（一）將舉行另一場次歐文所職涯講座。 

（四）102/11/27（三）至 11/28（四）將舉辦德語學程德國文化系列活動。 

（五）法語學程法國文化系列活動。 

１、102/11/9（六）邀請 blueFire 與現代藝術說唱團體演講「說唱法國經

典《小王子》」；邀請 Fabienne Bouchet 與 Angèle Yang 演講「里昂文

化巡禮」；邀請《法語中心》教師演講「漫步經典電影—《雜貨店老

闆的兒子Le fils de l’épicier》」；邀請Camille Mougne、Constance Chen、



39 

 

Marion、Mira Chen 進行「里昂地方美饌烹飪示範：里昂肉丸串

（Quenelles de Lyon）、里昂炸餅（Bugnes lyonnaises）」。 

２、102/12/14（六）邀請 Mira Chen 演講「羅瓦爾河區古堡巡禮」；邀請

《法語中心》教師演講「漫步經典電影場景—《南特傑克 Jacqot de 

Nantes》」；邀請 Camille Mougne、Constance Chen 進行「羅瓦河特色

美饌烹飪示範：蘋果派（Tartes Tatin）、肉醬（Rillettes）」。 

３、103/1/11（六）邀請 Monique Li、Mira Chen 演講巴黎知性文化之旅；

邀請《法語中心》教師演講「漫步經典電影場景—《新橋戀人》Les 

amants du Pont-Neuf」；邀請 Camille Mougne、Constance Chen 進行「巴

黎道地美饌烹飪示範：洋蔥湯（La soupe à l’oignon）、法式焦糖弗朗

（Flan à la parisienne）」。 

 

拾、國際人力資源發展研究所業務 

一、學術活動 

（一）102 年 8 月 1 至 103 年 7 月 31 日，聘請美國籍客座教授 Dr. Larry Miller

至本所教授「人力資源發展研究方法」及「論文寫作」。 

（二）102 年 11 月 5 至 8 日將於臺北晶華酒店舉辦「第十二屆亞洲區人力

資源發展國際研討會」。 

（三）102 年 10 月 16 日舉辦 IHRD 感恩十年系列─人力資源講座活動；與

社會教育學系共同邀請美國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Madison 教授

Dr. Alan Knox 針對人力資源發展及成人教育進行演講。演講題目為：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Adult Education and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Past Examples and Future Direction。 

二、學務活 

（一）碩一新生主動出擊，分別於 102 年 7 月 23 日至台中大碩補習班、7

月 24 日至台北高點補習班與 8 月 16 日至高雄大碩補習班舉行招生說

明會，現場反應熱烈。 

（二）於 102 年 9 月 5 日舉辦本所 102 學年度新生座談會。 

三、國際學術交流活動 

（一）張媁雯教授於 102年 7月 7至 13日赴英國拜訪姊妹校Brunel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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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資源學程，並參加國際研討會發表論文。 

（二）林怡君助理教授於 102 年 8 月 8 至 18 日赴美國 Orlando, Florida 宣傳

由本校主辦之「第十二屆亞洲區人力資源發展國際研討會」，並於第

73 屆管理學術年會 The 73
rd

 Annual Meeting of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AOM) 發表論文。 

四、國際高等人力資源培訓計畫 

（一）102 年 9 月 25 日召開國合會外籍生獎學金計畫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

工作檢討會議。 

（二）102 年 10 月 18 日由師大輪值召開國際高等教育合作策略聯盟

(TICA)102 年度第二次業務層級會議。與會人員包括本校國際事務處

長及副處長、外交部代表、國合會處長及副處長以及 20 所 TICA 盟

校代表共 66 人。 

 

拾壹、全球客家文化研究中心業務 

一、中心業務推展 

（一）行政院客委會補助之「西湖溪谷地客家人文空間的形塑與發展」第三

年計畫執行中。 

（二）7 月與臺灣大學客家研究中心組成「走訪國際客家──印尼華人客家文

化參訪團」至印尼交流，計走訪了雅加達、萬隆、邦加、巨港等地，

並拜會了當地客家僑社、企業主、及基層社區。 

（三）7 月 29 日-8 月 2 日協辦「2013 東亞青年儒家論壇暨研習營──儒學

與客家庶民文化」。 

（四）本中心於 9 月底向客委會提報申請「2014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發展客

家學術計畫──客家研究基礎建置、全球客家人文社會專題研究」計

畫獎助。 

（五）中心主任邱榮裕主持之新北市政府客家事務局客家民間信仰網站專案：

「『客家民俗信仰館──信仰文化、廟宇』議題資料蒐集訪調與彙編」

於六月至十月執行並結案。 

（六）本校 101 年度中心評鑑外部訪評，本中心於 10 月 23 日評鑑通過。 

二、中心發展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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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規劃本校 103 學年度上學期之客家通識課程。 

（二）規劃未來海外僑教與客語教學結合之辦法。 

 

拾貳、東亞文化與漢學研究中心業務 

一、學術研究活動 

（一）「在臺漢學家學思歷程系列講座」訪談資料，配合圖書館的 OCW 開

放式課程，提供給學生參閱。 

（二）將「在臺漢學家學思歷程系列講座」訪談的逐字稿集結成專書。 

二、辦理學術活動 

（一）「在臺漢學家學思歷程系列講座」 

１、10 月 30 日，邀請戴璉璋教授（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所兼任研究員）

於綜合大樓 7 樓東亞系會議室舉辦演講，題目為「戴璉璋先生的學

思歷程」。 

２、11 月 22 日，邀請王邦雄教授(淡江大學中國文學學系榮譽教授)，於

文學院勤 6 樓專題討論室舉辦演講，題目為「從傳統走向現代的學

思歷程」。 

（二）「東亞青年儒家論壇暨研習營」活動─7 月 29 日至 8 月 2 日舉辦「2013

年東亞青年儒家論壇暨研習營─儒學與客家庶民文化」。 

三、國際合作、交流 

（一）國學術研討會─12 月 20 日至 22 日與上海復旦大學合辦國際學術研討

會，主題為：「跨文化視域下的儒家倫常：經典、制度與社會生活」。 

（二）新紀元學院「教育專業文憑學士學分班課程」─12 月 2 日至 12 月 21

日共開設 10 個班，由 7 位老師分別前往授課。 

（三）本學期共計 9 位國際訪問學人（夏季班 2 人、暑期班 1 人、秋季班 5

人、冬季班 1 人）比照交換生就讀國語中心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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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學院】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工作報告 

壹、 重要行政、學術業務 

一、 本學院增訂師資培育委員會設置準則，成立師資培育委員會，由學院補

助經費辦理師資培育活動及增修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教育專業課程。 

二、 本學院 102.11.02 與台灣民族音樂學會共同舉辦「2013 音樂傳統與未來學

術研討會」。 

三、 本學院音樂學系交響樂團 102.10.20 日於台北市中山堂參與華裔旅美音樂

家周文中 90 歲慶生音樂會之演出。 

四、 本學院音樂學系交響樂團 102.11.13 將於國家音樂廳演出 2013 年秋季公

演-「樂意漫遊」，並邀請南密西西比大學交響樂團指揮 Jack Lee Dean 客

席參與練習及演出。 

五、 本學院民族音樂研究所 102.10.07 與磐石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簽約，成立歐

樂思講座，致力於文化保存與珍貴影音遺產的典藏。102.10.28 舉辦「歐

樂思講座成立大會」暨「國際影音遺產日座談會」邀請德國籍神父歐樂

思出席。 

六、 本學院民族音樂研究所 102.11.16 為推展南管音樂藝術性之理念，協同財

團法人許常會文化藝術基金會舉辦「南管曲之文藝性研習會」，以闡述

南管音樂的人文及藝術特質。 

七、 本學院表演藝術研究所 102.10.18於國家音樂廳辦理講座教授朱苔麗老師

「璀璨美聲」演唱會。 

八、 本學院表演藝術研究所 102.10.19 於本校知音劇場辦理 103 學年度招生營

隊，共 109 人參與。 

九、 本學院表演藝術研究所 102.11.27於本校知音劇場辦理本所劇場組年度呈

現「102 樂戰」。 

十、 本學院表演藝術研究所 102.12.06~102.12.08 於文山劇場辦理本所專案駐

校藝術家吳義芳老師「50 獨舞」展演。 

十一、本學院表演藝術研究所 102.12.14 於本校誠 102 室辦理「2013 集思廣藝

論文學術研討會」。 

十二、本學院表演藝術研究所 103.01.08 於本校知音劇場辦理「法文藝術歌曲

曲目研究」期末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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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本學院表演藝術研究所 102.11.01~102.11.03 於本校表演藝術中心辦理「藝

術管理興業工作營」。 

貳、 國際學術交流業務 

一、本學院錢院長善華與音樂學系宋威德教授、廖嘉弘教授及陳曉雰教授於    

102.11.17~102.11.22 帶領 10 位學生赴北京中央音樂學院參訪暨音樂、學術

交流活動。 

二、本學院薦送音樂學系碩士班林姿綺同學至日本國立音樂大學交換學習一學

期 (102.09.01~103.02.28)；日本國立音樂大學亦薦送兩位學生(隈﨑桃子及

中野栞)來本學院音樂學系交換學習一學年 102.08.26~103.06.30) 。 

三、本學院音樂學系陳沁紅教授 102.07.15~102.08.03 受邀至美國德州 CICA 音

樂節演出及任教。 

四、本學院音樂學系陳沁紅教授 102.08.08~102.08.15 受邀至青島國際音樂節暨

第二屆小提琴夏令營任教。 

五、本學院音樂學系李和莆教授 102.09.02~102.09.07 赴北京洽談北京雙城新年

音樂會事宜以及與北京大學、北京師大與中國人民大學三所頂尖高校之學

術活動交流。 

六、本學院音樂學系於 102.09.04~102.09.09 至日本武藏野音樂大學進行學術交

流活動。交響樂團與系友女聲合唱團受邀演出台日交流音樂會「音樂‧友

誼之橋」。 

七、本學院音樂學系羅基敏教授於 102.09.13 參加義大利 Pistoia 國際研討會「The 

Staging of Verdi & Wagner Operas」並發表論文。 

八、本學院音樂學系於 102.09.24 邀請柏林愛樂木管五重奏至本校舉辦「柏林愛

樂木管五重奏大師班」。 

九、本學院音樂學系孫愛光副教授 102.10.13 於現代國際音樂節指揮演出音樂

會。 

十、本學院音樂系邀請 Vassilis Tsotsolis 於 102.10.16 舉辦「巴洛克小提琴講座」。 

十一、本學院音樂學系孫愛光副教授 102.10.17~102.10.19 受邀於香港進會         

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廈門人民大會堂指揮演出音樂會。 

十二、本學院音樂學系於 102.10.28 邀請日本武藏野音樂大學澤田勝行教授        

至本校舉辦「經典鋼琴作品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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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本學院音樂學系許瀞心副教授於 102.10.30~102.11.12 應邀擔任客席指揮，

與巴西 Barra Mansa Symphony Orchestra 於巴西四個城市演出四場音樂

會。 

十四、本學院音樂學系交響樂團與師大管弦樂團 102.12.16~102.12.22 將赴北京

演出「北京雙城新年音樂會」，嚴俊傑助理教授將演出貝多芬第五號鋼

琴協奏曲《皇帝》。 

十五、本學院音樂學系邀請美國南密西西比大學中提琴副教授李筱佩至本校舉

辦「中提琴大師班講座」。 

十六、本學院音樂學系邀請維也納歌劇女高音 Maria Brojer 102.10.25 至本校舉

辦「聲樂大師班講座」。 

十七、本學院音樂學系邀請前美國音樂教師理事長 Donald Simonson 教授至本校

舉辦「聲樂大師班講座」。 

十八、本學院音樂學系邀請東京藝術大學教授 Michio Tatara 教授至本校舉辦「聲

樂大師班講座」。 

十九、本學院音樂學系邀請美國南密西西比大學管弦樂團指揮 Jack LeeDean 至

本系交響樂團擔任客席指揮。 

二十、本學院音樂學系邀請美國指揮家 Jay Dean 擔任 102.11.13 公演客席指揮，

並於本系舉辦「指揮大師班」。 

二十一、本學院音樂學系邀請美國聲樂教師協會理事長 Donald Simonson 

102.11.13 至本系舉辦「聲樂大師班」。 

二十二、本學院音樂學系邀請以色列鋼琴家 Yossi Reshef 102.11.19 至本系舉辦

「鋼琴大師班」。 

二十三、本學院音樂學系邀請匈牙利著名指揮家暨職業鋼琴家、聯合國教科文

組織莫札特獎章得主 Tamás Vásáry 教授至本校舉辦「指揮大師班講

座」。 

二十四、本學院音樂學系邀請新加坡楊秀桃音樂院錢舟教授 102.12.03 至本系舉

辦「小提琴大師班」。 

二十五、本學院民族音樂研究所黃所長均人 102.07.27~102.08.05 前往維也納參

與國立音樂圖書館、檔案與文獻中心協會(IAML)舉辦之年會，並於會

上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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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六、本學院民族音樂研究所 102.09.13 邀請潮州師範學院藝術學院副院長汪

洋來校參訪。 

二十七、本學院民族音樂研究所 102.10.29~102.10.30 舉辦 2013 中國音樂學院姊

妹校學術交流系列活動，邀請桑海波教授來校演講「中國民族器樂和

色特徵」、黃梅女士演出「淡遠之境、虛實之間─古琴賞析音樂會」 

二十八、本學院表演藝術研究所 102.10.20~102.10.22 邀請義大利 Conservatorio di 

Como L’Helvetic 鋼琴家於本校知音劇場辦理大師班，並進行個別指

導。 

二十九、本學院表演藝術研究所 102.10.22~102.10.24 邀請旅義講座教授朱苔麗

老師於本校表演藝術中心辦理大師班。    

參、師生優良表現 

一、本學院音樂學系系友陳茂萱教授榮獲「第 17 屆國家文藝獎」。 

二、本學院音樂學系系友鄭榮興教授榮獲「102 年客家貢獻獎」終身傑出貢獻    

獎。 

三、本學院音樂學系李文彬教授榮獲第 48 屆廣播金鐘獎「幸福進行曲」最佳    

兒童節目獎。 

四、本學院音樂學系李文彬教授指導碩士班學生陳廷銓榮獲義大利大及協會舉

辦之第 11 屆擊樂與作曲比賽「擊樂與鋼琴二重奏類」首獎、「擊樂重奏類」

二獎。 

五、本學院音樂學系陳玉芸教授指導學生蔡佳育榮獲「第七屆新逸藝術音樂星

秀」鋼琴 B 組第一名特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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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學院】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工作報告 

壹、積極推動院務發展 

一、本院及所屬學程及研究所各籌組成立院務(系務、所務)發展諮詢委員會議，

並召開會議，推動本學院院務發展，研議中長程發展計畫及重大院務發展

事項。 

二、本院提出申請教育部補助大學校院推動課程分流計畫-跨域管理專業學院規

劃。 

貳、國際化業務 

一、本院於 102年 8月 1日與美國密西根大學-弗林特校區管理學院簽訂碩士雙

聯學位合約，雙方進行合作交流。 

二、本院友校德國慕尼黑商學院 Professor Rickards來院進行專題演講”Usage, 

Satisfaction with, and Importance of Controlling Tools in China and 

Europe”交流。 

三、本院 102年 10月 17日邀請中國科學院大學管理學院汪壽陽教授兼執行院

長、董紀昌教授、龔其國教授、許健副教授等前來本院進行學術交流、訪

問及洽談 MOU簽訂合作事宜。 

四、本院講座教授李少民博士訂於 102年 11月 30日-12月 15日前來本院進行

授課及交流，李忠義教授訂於 102年 12月 17日-22日前來本院進行專題演

講及交流。 

五、管理研究所邀請美國德州聖安東尼奧副校長暨講座教授連大祥博士預計於

12 月 16 日至 12 月 19 日蒞校短訪。 

六、本院 102學年度第 2學期(103年春季班)計有 14名赴外交換生，校際交換

生 5名，院際交換生 9名，交換學校包含法國 INSEEC巴黎校區、ECE里昂

校區、慕尼黑商學院及密西根大學-FLINT校區。 

參、學術活動 

一、企業管理學士學位學程邱皓政副教授於 102年 7月 7~12日至瑞典斯德哥爾

摩參加「The 13th European Congress of Psychology, ECP 2013」研討

會發表論文。 

二、企業管理學士學位學程周世玉教授於 102年 7月 7~9日在印尼峇里島舉行

之「2013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Business and Information」發

表論文，本研討會是由 Academy of Taiwan Information System Research

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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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全球經營與策略研究所林舒柔副教授留職赴美研究一年，做學術參訪與研

究，訪問多位美國學者，協助搭起跨國際學術交流橋樑，並敬邀其赴台交

流。 

肆、引進教學資源 

一、企業管理學士學位學程企業實習課程學生於 102 年 6 月 24 日起至 102 年 8

月 17 日止至各實習公司順利完成實習工作，並於 102 年 7 月 21 日進行企業

實習期中報告，預計於 102 年 11 月 8 日辦理企業實習期末檢討會議。 

伍、學生表現 

一、企業管理學士學位學程學生張為喨、王育晴、楊惇惟、鄭雅文、廖宇聖 5

位同學參加「2013 兩岸三地大學生品牌策劃大賽」榮獲總決賽第二名。 

二、全球經營與策略研究所劉伯辰同學擔任[多變量分析]教學助理期間表現優異，

榮獲 102 學年傑出教學助理榮譽。 

三、全球經營與策略研究所 102 年度新生座談餐會，邀請優秀校友林書甫回校

演講，分享求學與就業的經驗之談。同時讓研究生彼此更能相互認識、扶助。 

四、管理研究所楊佩陵同學獲第 6 屆崇越論文大賞－優等論文獎。 

陸、產學合作案 

一、互動式問題解決服務平台規劃概念研究(周世玉、王華特教授，合作單位：

宏達國際電子股份有限公司(HTC))。 

二、放寬特定法人保證金預繳規定對期貨市場之影響及相關風險控管機制之研

究 (蔡蒔銓教授，合作單位：臺灣期貨交易所) 

三、大眾運輸系統路網對房地產市場未來發展潛力及影響效應之評估—以台中

市為例(陳敦基教授，合作單位：冠德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四、離境證券業務(OSU)開放下，券商從事股權相關新金融商品的業務機會。(周

德瑋教授，合作單位：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 

柒、EMBA業務 

一、特色課程講座： 

（一）臺師大美術系李振明教授「匯墨高升台灣當代水墨的契機」 

（二）講座教授朱苔麗教授「璀璨美聲 －朱苔麗的歌與人生」 

（三）朝陽科大視覺設計系王桂沰教授兼系主任「文化藝術的創意經營」 

（四）臺師大美術系博士生尤瑋毅「台灣近百年油畫主要作品介紹」 

二、參加第二屆全國 EMBA校園馬拉松接力賽，提升學生向心力及本班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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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科學學院】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工作報告 

壹、 凝聚全學院共識推動跨領域(跨專業)學術活動 

為提升本學院跨專業(跨領域)學術研究質量，101 學年度已執行完 3 場漸進

式階段性跨專業(跨領域)之專題學術講座。102 學年度發展規劃 4 場跨專業(跨領

域)之學術專題講座，擬做為未來三所合作進一步推動跨專業國際學術研討會之

基礎，並擬於 102 學年度提出國科會申請跨專業國際學術研討會，於 103 學年

度舉辦。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規劃跨領域(專業)之學術專題講座，包括： 

一、韓國高麗大學 Prof. Jungmee Hwang(102 年 10 月 22 日：Issues and tasks of 

NGO activities supporting migrant women in Korea)； 

二、DEAN OF LAW, Universtity of wollongong Prof. Warwick Gullett(102 年 10

月 29 日：Enforcement against foreign vessels: A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national law of the sea and international diplomacy)； 

三、國立陽明大學衛生福利研究所周月清教授(102 年 11 月 5 日：國際學術研

究經驗分享：「蘋果和橘子怎麼比?」)； 

四、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何明修教授(102 年 12 月 4 日：網際網路時代的社

會運動)。 

貳、 提升本學院師生學術研究能量、增進教師教學品質 

一、持續補助系所辦理專題學術講座。 

二、姊妹校來訪：(1)接待 102年 10月 4日（五）美國天普大學媒體與傳播學

院資深副院長 Dr. Deborah Cai；(2)接待 102 年 11 月 26 日(二)浙江大

學傳媒與國際文化學院積極推動國際學術交流事宜。 

  二、持續辦理第五屆學術研究獎勵案，包括：(1)學術研究傑出暨優良教師(含

研究人員)、(2)研究生優良論文、(3)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4)研究生參與

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發表、(5)教學卓越教師、(6)獎勵國際化與跨領域(專

業)表現績效績優系所。 

  三、整合本院教師與院外學者，通過國科會整合型研究 3 年期計劃，計畫名

稱「污名及其抵抗：媒體、社區與多元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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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持續推動本學院國際學術交流與國際化事宜 

本學院積極推動國際學術交流合作，目前與韓國高麗大學(University of  

Korea)、澳洲臥龍崗大學(University of Wollongong (QS 排名 276)( Faculty of Law, 

Humanities and The Arts )等，洽談學術交流合作協議可能，並促成各所，包括：

社會工作學、政治學、大眾傳播研究洽簽學術交流合作協議之可能。與高麗大

學亞洲研究中心期可合作整合成國際學術研究團隊，透過學術研究合作計畫，

進而推動國際學術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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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工作報告 

壹、企劃工作 

一、102 年頂尖大學計畫子計畫三「全英語學位學程計畫」，計補助國際人力

資源發展研究所、物理系、生命科學系、地球科學系、藝術史研究所，

以及教育系等六系所開設全英語學位學程，預計至 12 月底經費執行率可

達 91.52%。此外，本校校務基金補助「第四期課程精進改造計畫」，計

補助教育系、人類發展與家庭系、數學系、物理系、化學系、生命科學

系、資訊工程系、美術系、設計系、應用電子科技系、體育系、華語文

教學系、音樂系等 13 系所，已於 8 月底執行完畢，經費執行率 88.37%。 

二、本校申請 103 學年度增設、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案件，業經教育部 102

年 6 月 18 日、8 月 15 日及 9 月 16 日核復，結果如下： 

1.設計學系增設「設計學系博士班」 

2.機電科技學系更名為「機電工程學系」 

3.應用電子科技學系更名為「電機工程學系」 

4.社會教育學系裁撤「社會工作學碩士在職專班」 

5.同意本校設計學系「設計教學碩士在職專班」等 5 個碩士在職專班(含

教師在職進修碩士學位班)停止招生 

三、本校 103 學年度招生名額總量業經教育部核復，核定結果為學士班 1,710

名、碩士班 1,468 名、博士班 310 名及碩士在職專班 796 名等，共計 4,284

名，將依教育部所核定招生名額辦理後續招生事宜。教育部現針對院系

所學位學程之師資質量以後端查核方式辦理，必要時會到校審核，經追

蹤評核連續 2 年(100、101 學年度)均未達基準者，依現行總量標準第 5

條規定調整招生名額。 

貳、招生事務 

一、103 學年度大學學科能力測驗簡章於 102 年 9 月 30 日發售，報名日期由

102 年 10 月 29 日至 11 月 11 日，本項測驗考試日期將訂於 103 年 1

月 18 日至 103 年 1 月 19 日舉行。 

二、103 學年度本校各項招生考試預定辦理期程及辦理情形：  

項目 

考試類別 

簡章公告 

日期 

報名日期 

（網路） 
考試日期 

錄取名單 

公告日期 
辦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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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考試類別 

簡章公告 

日期 

報名日期 

（網路） 
考試日期 

錄取名單 

公告日期 
辦理情形 

碩、博士
班甄試入
學 

102年 9月 18

日 

102 年 10 月 11

～17 日 

102 年 10 月 25

日～11 月 3 日 

102 年 11 月 15

日 

系所辦理甄
試中 

碩士班 
102 年 11 月
25 日 

102 年 12 月 19

～25 日 

103 年 3 月 15

日 

第一階段 

（無複試系所） 

103 年 4 月 11 日 

第二階段 

（有複試系所） 

103 年 5 月 2 日 

按各預定時
程辦理中。 

在職進修
碩士班 

102 年 11 月
25 日 

EMBA： 

102 年 12 月 5

～23 日 

各專班： 

102 年 12 月 19

～25 日 

EMBA：103

年 2 月 15～16

日（僅書審及
口試） 

各專班：103

年 3 月 15 

EMBA：103 年
2 月 27 日 

各專班：103 年
5 月 1 日 

按各預定時
程辦理中。 

大學甄選
入學 

102 年 11 月
20 日 

第二階段個人
申請報名於 

103 年 3 月 21

～25 日 

第二階段指定
項目甄試 103

年 3 月 28～30

日、103 年 4

月 4～6 日 

【繁星推薦】 

103 年 3 月 11

日 

【個人申請】 

音樂學系：103

年 3 月 25 日 

各學系：103 年
4 月 11、18 日 

按各預定時
程辦理中。 

叄、招生宣導 

一、本校分別於 102 年 9 月 20 至 24 日參與「2013 香港高等教育展」、102

年 10 月 24 至 27 日參與「2013 澳門高等教育展」，並將由教務處及僑

生先修部共同派員代表參加。前者展覽計有 60 所大學校院參展，本校

攤位觀展人次約 3,000 人次；後者展覽計有 61 所大學校院參展，本校

攤位觀展人次約 3,000 人次。。 

二、本校本(102)學年度高中學群座談活動，預計於 102 年 10 至 12 月間辦

理 31 場全國高中學校學群介紹座談會，分別邀請本校特教系等 23 學系

師生參與；招生宣導之學校計有中山女中等 28 所高中(職)學校。 

三、本學年度「學士班新生入學成績優異獎學金」，業於 10 月 4 日召開審查

會議，經評選計有物理系楊江坡同學一名獲獎。。 

四、本學年度「碩士班新生入學成績優異獎學金」共 15 系所 16 名學生獲獎。

另，次(103)學年度碩士班新生入學成績優異獎學金，業函請各學系所

鼓勵學生參加本校 103 學年度碩士班甄選入學考試，並預計於放榜後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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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系所推薦。 

五、為協助本校附屬高級中學因應 103 年 12 年國教，本學期邀請物理、化

學與設計學系持續開設周六體驗營課程。 

肆、註冊業務 

一、101學年度第 2學期成績繳交 

（一）教師申請延期繳交學士班成績，計有 30 科，成績單數 760 筆，較前一

學期（101學年度第 1學期）增加 254筆。 

（二）教師以未完成（I）登錄研究生成績，計有 103 科，成績筆數 661 筆，

較前一學期（101學年度第 1學期）增加 248筆。 

（三）為免影響學生權益，本處業於 102 年 9 月 12 日以師大教註字第

102B020083 號函請各系所轉知所屬教師，務請依本校教師繳交及更正

成績辦法規定，送交學生成績；另以「未完成（I）」登錄研究生之學生

成績，若學生已依教師規定完成相關作業，授課教師即應評定成績，並

以書面方式送交本處。 

二、101學年度第 2學期學士班學生當學期成績不及格科目學分數達總修學分

數 1/2者，計有 286名，資料送交課務組轉請導師進行選課輔導。另對其

中 260位因總修學分數達 9學分（含）以上且當學期成績不及格科目學分

數達總修學分數 1/2以上之學生，轉請教學發展中心寄發家長通知函，協

助加強關注輔導事宜。 

三、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書卷獎獲獎名單共有 437 位同學，因應新辦法實施，

較前一學期增加 176人，獲獎學生獎狀業已分送至各學院，惠請各學院協

助頒發給獲獎學生。 

四、102學年度第 1學期逕修讀博士學位之學生共計 10名，其中翻譯所 2名、

化學系 2名、物理系 3名、科教所 2名、光電所 1名。（學士班 2名，碩

士班 8名） 

五、102學年度第 1學期「學士班學生修讀課程期中預警網站」開放時間為 102

年 10月 28 日至 102 年 11 月 28 日止，本處業於 102年 10月 23日函請

任課師長藉此系統對期中評量不佳之學士班同學預警，學生亦可由對應之

教務系統查詢個人學習評量狀況。 

六、配合「操行成績評定辦法」之廢止，學生成績單將於 102學年度第 1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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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取消顯示操行成績，另學務處為配合部分獎學金及學生申請需求，擬於

11 月中下旬開放校園 E 卡服務站列印操行證明，而本處配合提供證明用

紙由其免費列印「操行分數及等第證明書」至 103年 12月 31日，待 104

年再行研議是否收費。 

七、各項統計資料 

  （一）102學年度第 1學期已獲准保留入學資格之新生共計 78人，近 3年度

資料如下： 

）（二）102學年度第 1學期在校生人數共計 14,993人，近 3年度資料如下： 

 

 

 

 

 

 

 

 

（三）101學年度第 2學期休學人數共計 1,700人、退學人數共計 257人，近

4學期資料如下： 

1.休學人數 

2.退學人數 

 

統計至 102年 9月 17日止 

學年期 教學實習 服兵役 懷孕生產 哺育幼兒 其他原因 小計 

100-1 78 21 0 0 28 127 

101-1 71 15 0 2 8 96 

102-1 57 10 0 0 11 78 

以每年 10月 15日報教育部資料為統計截止日 

學年期 

日間學制 碩士在職專班 

小計 學士 碩士 博士 暑期班 週末夜

間 

EMBA 

100-1 7,561 3,957 1,413 577 1,658 - 15,166 

101-1 7,768 4,115 1,387 483 1,525 29 15,307 

102-1 7,786 3,941 1,372 392 1,428 74 14,993 

以每年 3月、10月報教育部資料為統計截止日 

學年期 
日間學制 碩士在職專班 

小計 
學士 碩士 博士 暑期班 週末夜間 EMBA 

100-1 228 824 334 109 286 - 1,781 

100-2 210 673 358 101 258 - 1,600 

101-1 171 822 372 104 256 3 1,728 

101-2 181 799 350 108 259 3 1,700 



54 

 

 

（四）101學年度第 2學期及 102學年度暑期畢業生人數共計 2,807人，近 3

年度資料如下： 

以每年 3月、10月報教育部資料為統計截止日 

學年期 
日間學制 碩士在職專班 

小計 
學士 碩士 博士 暑期班 週末夜間 

99-2 1,620 874 110 63 319 2,986 

100-2 1,548 868 119 38 332 2,905 

101-2 1,517 881 110 66 233 2,807 

（五）102學年度第 1學期本校日間部新生在校生人數共計 3,188人 

      （不含保留及休學人數），近 3年度資料如下： 

   以每年 10 月 15 日報教育部資料為統計截止日 

學年期 
日間學制 

小計 
學士 碩士 博士 

100 1,881 1,459 240 3,580 

101 1,861 1,207 225 3,293 

102 1,859 1,120 209 3,188 

伍、課務 

一、101學年度第2學期課程意見調查結果已公告於教務處網頁，詳細資料亦已

燒製光碟於102年7月11日以密件送請各學院院長及系所主管參考，日間班

全校課程級分為4.4，課程級分未達3.5級分之課程計有21科，佔總調查課

程科目數0.96％。在職班全校課程級分為4.5。 

二、95-101學年度各學院課程意見調查結果如下表：                                                                                                                                                                                                                                                                                                                                                                                                                                                                                                                                                                                                                                                                                                                                                                                                                                                                                                                                                                                                                                                                                                                                                                                                                                                                                                                                                                                                                                                                                                                                                                                                                                                                                                                                                                                                                                                                                                                                                                                                                                                                                                                                                                                                                                                                                                                                                                                                                                                                                                                                                                                                                                                                                                                                                                                                                                                                                                                                                                                                                                                                                                                                                               

以每年 3月、10月報教育部資料為統計截止日 

學年期 
日間學制 碩士在職專班 

小計 
學士 碩士 博士 暑期班 週末夜間 EMBA 

100-1 130 173 37 - 57 - 397 

100-2 37 100 28 55 49 - 269 

101-1 133 173 42 1 48 - 397 

101-2 37 104 32 36 47 1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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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02學年度第1學期課程綱要應上網科目數計3,352科，已全數上網，上網

率100%。 

四、102學年度第1學期課程停續開作業已於10月1日完成，總開課數3,352科，

選課人數不足停開科目數計61科。 

五、近3年日間學制課程選課人數不足停/續開統計表如下： 

學年期 開課數 續開數 停開數 

99-1 3,747  65  132  

99-2 3,690  118  114  

100-1 3,628  82  128  

100-2 3,589  86  79  

101-1 3,462  47  99  

101-2 3,338  27  92  

102-1 3,352  30  61  

六、本學期校際選課申請日期為102年9月2日起至23日止，本校至外校選課者，

學士班計55人次38科、碩博士班計130人次80科；外校至本校選課者，學

士班計100人次63科、碩博士班計114人次83科。旁聽選讀學士班計47人次

43科、碩博士班計21人次20科。近3年校際選課人數統計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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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期 
外校至本校 本校至外校 

學士班 研究所 學士班 研究所 

99-1 67 202 43 106 

99-2 108 166 42 109 

100-1 90 132 39 140 

100-2 97 100 39 98 

101-1 81 129 29 110 

101-2 121 166 43 112 

102-1 100 114 55 130 

七、102學年度第1次課程委員會議已於10月16日順利召開完畢，第2次會議擬

於12月18日召開。 

八、102學年度第2學期開排課系統開放作業期間為11月18日起至12月20日止；

並預定於103年1月3日公告課程。 

陸、通識教育 

  一、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共計開設 133 班通識課程供學生選修，包含藝術與美

感領域 17 班、哲學思維與道德推理領域 17 班、公民素養與社會探究領

域 12 班、歷史與文化領域 16 班、數學與科學思維領域 16 班、科學與生

命領域 16 班、一般通識 39 班，開班總數量較去年同期（120 班）增加

13 班，近年通識課程開課情況如下表。 

                                                     開課課程數（單位：班）                                                

          學期 

 

課程領域 

99 學年 

第 1 學期 

99 學年 

第 2 學期 

100 學年 

第 1 學期 

100 學年 

第 2 學期 

101 學年 

第 1 學期 

101 學年 

第 2 學期 

 

 

核

心

通

識 

藝術與美感 8 9 13 14 13 17 

哲學思維與道德推理 9 9 9 6 9 15 

公民素養與社會探究 11 13 12 8 10 13 

歷史與文化 21 17 18 18 19 17 

數學與科學思維 9 9 11 10 12 16 

科學與生命 8 6 15 11 16 13 

小計 66 63 78 67 79 91 

一

般

通

識 

藝術與生活 19 18 18 16 14 14 

人文學 16 22 24 15 16 11 

社會科學 9 9 8 6 4 2 

自然科學 12 8 8 5 7 3 

小計 56 57 58 41 41 30 

 總計 122 120 136 109 120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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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2學年度第1學期本校學分學程課程開課狀況，計22學程有開課，8學程

未開課（含6學程己停招、2學程未開課）。 

三、101學年度第2學期本校學分學程經費補助狀況，計20學程申請補助。 

四、101學年度北二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夏季學院通識課程業於8月31日結束，

本校支援開課之陳炳宏老師、張子超老師、劉啟民老師已完成成績評核，

本中心並於9月4日寄發學生之成績證明書。 

五、本學期通識教育系列活動，以「生活·生涯·生命」為主題，規劃科普、藝

文、影展及讀書會活動共計12場，邀請中研院前院長李遠哲、現任中研院

院長翁啟惠、台大醫生柯文哲、東吳大學物理系陳秋民教授、台大經濟系

名譽教授陳博志、國家文藝獎得主宋澤萊、民運人士王丹、國際知名環保

音樂家馬修·連恩等大師親臨分享。本校師生報名情形非常踴躍，目前已

超過3,000人次報名，近年參與人數如下表： 

學年/學期 系列活動名稱 參與人次 

102-1 生活·生涯·生命 3,200（截至 10/31） 

101-2 想像 3,169 

101-1 超越 3,316 

100-2 堅持 1,883 

100-1 熱情 1,448 

六、102 學年度新生通識營業於 9 月 5 日中午假誠 101 教室辦理完畢，計有 117

名新生參加，中心師長、同仁充分提供新生各項通識課程及活動資訊，活

動整體滿意度達 4.4（5 點量表）。 

七、102學年度第 1學期「通識特色課程暨創新教學」補助已於 9月 9日截止

申請，共計 12門通識課程獲得補助。近年「通識特色課程暨創新教學」

補助共計 66門，詳如下表：  

學期 補助門數 

102-1 12 

101-2 11 

101-1 8 

100-2 11 

100-1 10 

99-2 14 

總計 66 

八、「教育部 102 學年第 2 學期補助現代公民核心能力課程計畫」已於 10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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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15日申請截止，本校計有葉孟宛副教授、莊佳穎助理教授提出申請。 

九、教育部辦理「102 學年第 1 學期補助現代公民核心能力課程計畫」，本校

計有范宜如教授、林淑慧副教授、莊佳穎助理教授等 3 位教師的通識課程

獲得補助。 

十、本中心持續受理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通識教育課程嘉賓講者補助」之申

請，並於中心網頁公告相關訊息，歡迎開設通識課程教師提出申請，目前

已有 20場課程獲得補助，每場補助金額 3,200元。近 3學年申請補助場

次如下表： 

學年/學期 場次數 

99-2 21 

100-1 25 

100-2 21 

101-1 23 

101-2 22 

102-1 20 

十一、辦理本校 101學年度第 2學期優秀學生學習檔案複審，件數 49件。近

3學年參加甄選件數如下表： 

學年/學期 件數 

99-2 65 

100-1 83 

100-2 67 

101-1 54 

101-2 49 

十二、本中心核心通識課程理念與實踐專書出版計畫，現有六大核心領域共計

16名教師參與書寫，預計 11月底前完成初稿送審。 

柒、教學發展 

一、重點性推動業務 

（一）MOOCs研習與宣導 

1.本中心研擬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MOOCs課程實施與推動試行辦法」

已於9月18日本學年度第2次學術暨行政主管聯席會報通過，並向全校

各單位公布。 

2.於9月11日（本部）、9月18日（分部）導師會議及10月16日教務會議

發放MOOCs文宣共計400份，並以電子郵件寄給全校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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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月25日邀請臺大MOOCs計畫執行長葉丙成教授，演講翻轉教室與

MOOCs議題，以及交通大學高等教育中心主任李威儀教授演講磨課師

（MOOCs）與酷斯拉（Coursera）的啟示。 

（二）MOOCs國外參訪與邀請專家學者來臺經驗交流 

1. 10月1日與美國在台協會（AIT）謝一華專員討論傅爾布萊特資深專家

計畫（Fulbright Senior Specialist Program）合作邀請國外MOOCs

專家學者來臺短期講學。 

2. 10月5日至13日本處赴美國賓州州立大學及史丹佛大學等二校參訪，

了解2校在推動MOOCs及線上課程管理系統的發展、規劃與實施等，並

了解未來本校MOOCs課程與國際接軌之可能性。 

3. 10月20日至23日本處參訪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及香港科技大學等

三所香港頂尖大學，瞭解3校在MOOCs數位課程的開設經驗、教學發展

中心專職單位的業務規劃及實施情形等，以提供本校未來在規劃校內

教師數位教學能力成長等之參考。 

二、例行性推動業務 

（一）教師教學 

1.101學年度第 2學期領航制度，「教師專業成長團體」已辦理 5次主題

活動，由領航教師教育學系洪仁進老師，帶領教師共同成長學習，共

計43人次參與。102學年度第1學期辦理1個教學專業成長團體活動，

預計規劃 4次主題活動，主題內容如下： 

場次 活動日期時間 主題 講者 

1 
11 月 14 日
18:00-20:00 

相見歡-凝聚共識、展開行動、邁
向卓越大學教師的教學秘笈與

撇步 
教育學系洪仁進 教師 

2 
11 月 21 日
18:00-20:00 

教學轉個彎-創意思考教學 
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陳學志 教師 

3 
12 月 5 日 

12:00-14:00 
師生關係：亦師，亦友？ 

臺灣大學生命科學系 
齊肖琪 教師 

4 
12 月 16 日
12:00-14:00 

提升學生學習意願及參與動力 
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

系 
王錦雀 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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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0學年度及 101學年度「教師專業成長團體」參與人次均為 88人次，

共計 176人次，平均一學期 44人次，各學期整理人次如下： 

3.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補助「教學精進創新與專業社群計畫」已於 102

年 7 月 8 日截止申請，申請案共計 34 件，經初審、複審審查會議決

議，共補助 29 件計畫。101 學年度「教學精進創新與專業社群計畫」

成果發表會將於 102年 11月 8日（星期五）辦理，預計有 23位教師

進行口頭發表，15 位教師以海報展示成果。另，99 學年度至 102 學

年度第 1學期申請及補助件數整理如下表： 

4.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聆聽大師的一堂課－卓越教學講座》將辦理 3

場次，內容如下表，歡迎本校教職員工生踴躍報名參與。 

日期/時間 講者 講題 地點 

11/19（二） 

15:30-17:30 

馮明珠 館長 

國立故宮博物院 

「博物館的時空演繹─談

國立故宮博物院的變與恆」 

校本部

誠 101 

12/19（四） 

15:00-17:00 

李家維 總編輯 

《科學人》雜誌 

校本部

誠 101 

46 38 
48 

34 

35 36 38 
29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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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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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

數)

 

學期 
申請件數 

100(1)學期 100(2)學期 101(1)學期 101(2)學期 

教師專業成長團體參與人次 41 47 45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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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時間 講者 講題 地點 

12/20（五） 

10:00-12:00 

黑立言 總經理 

卡內基訓練大中華區 

校本部

誠 201 

5.教學助理管理考核： 

（1）傑出教學助理遴選：102（1）傑出教學助理遴選會議已於9月25 

日召開完畢，共6名教學助理提出申請，決議遴選4名教學助理。99 

（1）至101（2）申請暨通過情形如下圖所示： 

  為提升本校傑出教學助理申請人數並配合本校教學助理通過認證

狀況，已修正合理申請遴選門檻（由原先教師端及學生端評鑑值

須達各類型助理前20%，改為評鑑值達4.0以上），並已於本校第

341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於102（2）學期起實施。 

（2）101（2）教學助理認證，計 53 位通過，通過率 24.2%。100 學年

度教學助理認證通過率 16.5%，101 學年度教學助理認證通過率

25.2%，認證率提升 8.7%。 

學年度 通過認證 TA 人數 總 TA 人數 通過率（%） 

100 62 375 16.5 

101 108 428 25.2 

6.102（1）教學助理審查會議已於 10 月 3 日召開完畢，共計補助課程

298 門、教學助理數計 272 人；99（2）至 102（1）補助 TA 人數暨

課程數如下表： 

99(1) 99(2) 100(1) 100(2) 101(1) 101(2)

申請數 7 12 6 10 6 6

獲選數 6 9 5 5 4 4

0 

2 

4 

6 

8 

10 

12 

14 

人
數

 

座標軸標題 

99(1)至101(2)傑出TA申請數暨獲選數 

申請數 獲選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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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教學助理培訓：102（1）教學助理共同研習會已於10月14日召開完畢，

共97位教學助理出席（含74位初任教學助理），培訓講題包含「教學助

理的工作事項與權利義務」、「政大優良助教經驗分享─經濟學教學分

享」、「臺師大傑出教學助理經驗分享─善用Moodle作為互動的橋樑」，

整體滿意度79.5%。102（1）教學助理專業分殊研習預計辦理7場，主

題包含： 

TA 不知不可系列講座 

簡報製作與表達 
臺大教學發展中心 
MOOCs 計畫執行長葉丙成教授 

12/18（三） 
10:00-12:00 

進修推廣學院 
2 樓視聽教室 

你聽懂了嗎？談溝
通技巧與有效學習 

臺大教學發展中心  
北二區執行長陳毓文教授 

12/13（五） 
14:00-16:00 

進修推廣學院
2 樓視聽教室 

時間管理策略 
臺大生化所卓越 TA 
賈儒珍同學 

11/28（四） 
18:00-19:00 

誠 104 

傑出教學助理經驗分享 

從零到Enjoy體育類
TA 教學分享 

師大體育學系傑出 TA 
張鈺雪同學 

11/21（四） 
18:00-19:00 

誠 104 

TA 的教學與成長 
師大全營所傑出 TA 
劉柏辰同學 

11/25（一） 
12:30-13:30 

誠 104 

教學助理相關法律專題 

校園著作權 
勳業聯合法律事務所 
葉茂林律師 

12/4（三） 
14:00-17:00 

進修推廣學院
2 樓視聽教室 

個人資料保護法 
萬國法律事務所 
鍾文岳律師 

12/10（二） 
10:00-12:10 

進修推廣學院
3 樓 306 教室 

8.102學年度第1學期使用Moodle數位學習平台教師人數與課程開課數， 

截至10月28日止，共計607位教師與1,646門課（含服務學習、在職學 

位班、大五實習、導師時間等課程），102（1）本校課程總數為3,958 

門課，專任教師共計865位，扣除修課人數3人（含）以下之課程合計 

2,912門課，102（1）本校教師Moodle數位學習平台使用率約70%，課 

99(2) 100(1) 100(2) 101(1) 101(2) 102(1)

TA數 158 183 192 209 219 272

課程數 193 202 204 216 248 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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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開課率約57%。 

9.數位學習系列講座，本學期各場次參與人數和滿意度如下：  

場次 活動日期 主題 講者 參與人數 滿意度 

1 9/18（三） 
Moodle 如何結合師大儲存

雲教學應用 
汪耀華組長 53 89.86% 

2 9/25（三） 
翻轉教室與 MOOCs、魔課

師與酷斯拉的啟示」 

葉丙成老師 

李威儀老師 
69 91.85% 

3 9/27（五） 
如何應用 Moodle 測驗功

能協助教學 
吳聖雄老師 32 88.29% 

4 10/4（五） 
課堂民調的創新教學-教師

使用 IRS 經驗分享 
李琪明老師 33 88.33% 

5 10/25（五） 
IRS 在普通心理學課堂上

的應用 
葉俊毅老師 35 88.61% 

10.北二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 

北二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 102-104 年度「大學校院協助高中優質精

進計畫」，本校參與學系為地理學系、資訊工程學系及環境教育研究

所，計畫協助對象為新北市立新店高中及國立華僑高中及宜蘭羅東高

中，核定金額計新臺幣 77 萬元。 

北二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 102-104 年度「資源分享計畫」，本校執

行「跨校之領航教師教學諮詢與輔導的分享與整合交流」、「開放式

課程平台與開放式課程行動分享」及「北二區基地營」等 3 項子計畫，

參與單位為圖書館及教學發展中心，核定金額計新臺幣 641 萬 3,000

元。 

函送本校教師申請北二區「教師成長社群計畫」案，本年度共計

申請 10 案（含媒合案 1 案），申請額度計新臺幣 89 萬 9,282 元。 

（二）學生學習 

1.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士班不及格學分數逾總修學分數二分之一以上學

生共計 260 名（不含修習九學分以下學生人數），與 101 學年度第 1 學

期相比並無增加，9 月 13 日已寄送通知信函給學生家長，並提供校內

各項學習輔導資源與聯絡方式。 

2.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生個別課業輔導服務，共招募 9 位課輔小老師，

開設科目為英語、經濟、統計、研究方法 4 個科目與 i-Tutor 線上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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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輔，9 月 24 日舉辦課輔小老師期初座談會，9 月 30 日開始接受預約，

歡迎師長們鼓勵有需要學生多加利用。 

3.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生學習成長系列講座》共規劃 4 場次及 1 場語

言工作坊，10 月 7 日由孫易新心智圖法教育訓練機構孫易新先生開場

演講，講題為「應用心智圖法提升思考力與學習力」共計 137 人次參與，

滿意度 87.4%，活動場次如下。 

場次 活動日期時間 主題 講者 

1 
10 月 7 日 

19:00-21:00 
應用心智圖法提升思考力與

學習力 
孫易新心智圖法教育訓練機構 

孫易新先生 

2 
10 月 24 日 
19:00-21:00 

潮流設計與品牌行銷 
STAYREAL 設計經理 

黃紘書先生 

3 
11 月 18 日 
19:00-21:00 

我的職場體驗與王品的成功
之道 

王品集團陶板屋 
蘇中行副總經理 

4 
11 月 27 日 
19:00-21:00 

有多想溝通，就有多幸福 百萬部落客貴婦奈奈小姐 

5 
12 月 12 日 
13:00-16:30 

英文寫作工作坊 
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 

奚永慧教師 

4.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補助學生辦理讀書會共計受理 48 件申請案，經審查

作業後，10 月 2 日已公告通過名單，共計補助 30 組共 201 位學生，已

於 10 月 7 日辦理期初會長培訓作業說明會，由補助通過之各組讀書會

會長代表參與學習作業流程，各組於 10-11 月依規劃進度執行讀書計

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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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1) 99(2) 100(1) 100(2) 101(1) 101(2) 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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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本校多益校園考預定於 12 月 7 日上午 9 時 30 分至   

    12 時校本部舉行，報名期間為 102 年 10 月 7 日至 11 月 7 日截止，成績單

預定於 102 年 12 月 26 日寄送。 

 

 

 

 

 

 

 

 

 

 

 

6.本校受大學入學考試中心委請承辦 103 學年度高中英語聽力測驗，一學

年辦理 2 次考試，本中心負責辦理臺北二考區試務工作，設置 2 分區學

校，中崙高中（37 試場）及成淵高中（30 試場），各項試務工作規劃

與執行依大考中心規定配合如期辦理，包含播音設備檢測、洽借適合是

項考試之分區學校、試務與監試人員洽聘及培訓作業、試務資料前置準

備、考區試場布置及考試當日標準作業流程規劃等工作。第一次考試於

10 月 19 日（六）舉行，上下午各 1 場次，考生人數共計 4,824 人，已

順理辦理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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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事務處】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工作報告 

壹、生活輔導組 

一、辦理 102學年度「新生營-106級伯樂大學堂」 

    (一) 實施情形與具體成果 

   1、實施日期: 9月 2日至 5日，共計 4日。 

2、報名人數:102學年度大學部入學新生約 88% (1842/2095人)，報到

率約 95%(1751/1842) 

3、活動內容:  

(1)計有 7 項課程(服務學習、性別平等教育、網路與智慧財產權、

學系時間、體適能、校園導覽、學習資源等)，約 80 堂分組課

程進行，講座人次約 45人次。 

(2)另有 4項大型活動(團體動力、預見未來學長姊座談、社團迎新

晚會及團體動力圈等)。 

(3)活動成效評估:活動滿意度調查、學習成效調查，並進行學習心

得記錄與徵文比賽。 

(二)具體成果 

1、課程與活動滿意度統計:共回收有效問卷計 1447份，問卷回收率約

82.63%，經統計滿意度為滿意以上者計有 9項，介於滿意與普通者

計有 4項，其中以伯樂序曲(團體動力)、學系時間及社團迎新晚會

滿意程度分別列於前三項。 

 

 

 

 

 

 

 

 

 

 

2、學習成效統計 

(1)新生獲得的幫助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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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N 平均數 排序 

對於身為師大人的認同感提昇 1558 4.40 1 

對於本校校園資源瞭解更多 1558 4.37 2 

更加喜歡本校的教育環境 1558 4.30 3 

有助於瞭解如何規劃自己的大學生活 1557 4.14 4 

有助於瞭解如何適應本校的課業學習 1558 4.04 5 

總平均數 4.25 

註：5=非常同意；4＝同意；3=普通；2＝不同意；1＝非常不同意。 

(2)通識核心素養方面: 

項   目 N 平均數 排序 

社會關懷與公民實踐 1543 3.915 1 

主動探究與終身學習 1544 3.87 2 

多元文化與國際視野 1545 3.805 3 

溝通表達與團隊合作 1543 3.795 4 

創新領導與問題解決 1538 3.755 5 

批判反思與人文涵養 1540 3.665 6 

美感體驗與品味生活 1536 3.53 7 

科學思辨與資訊素養 1535 3.415 8 

總平均數 3.719 

二、辦理導師業務 

    (一)召開導師會議:  

 1、時間及地點:102 年 9 月 11 日於校本部教育大樓 2 樓演講廳；102

年 9月 18日於公館校區綜合館國際會議廳。 

2、會議內容：除學務工作報告、綜合座談並分別安排輔導知能專題

演講，主題為:大學生網路成癮問題探討，並邀請台北

人間診所精神科主治醫師張立人及本校教育心理與輔

導學系助理教授林旻沛擔任講座。 

(二)導師聘任:辦理 102學年度第 1學期研究所、大學部各學院、系、所導

師聘任約 509 人次、暑期班及週末夜間班各學院、系、所導師聘任 52

人次，刻正辦理核撥 9-12月導師鐘點費作業。 

三、辦理大一新生週會 

辦理 102學年度第 1學期週會，於 102年 9月 25日及 10月 16日上午 8時

至 10時假校本部體育館及公館校區中正堂舉行(共計 2場次)，分別邀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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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天電視台馬詠睿董事長與本校公領系副教授謝智謀進行專題演講，演講

主題為「學習與生活」。 

四、辦理智慧財產權教育暨交通安全教育宣導 

(一)於 9 月 2～15 日結合新生營講座活動辦理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智慧財

產權教育學習心得徵文比賽。 

(二)於 11月 5日辦理台北市區監理所「102年機車駕駛安全校園巡迴教育」

宣導活動。 

(三)於 12月 23至 27日辦理「智慧財產暨交通安全宣傳週」活動。 

五、辦理品德教育業務 

(一)定期更新品德教育網站並配合教育部及校內相關單位辦理品德教育宣

導。 

(二)於 9 月 2 日～9 月 15 日結合新生營講座活動辦理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

品德教育藝文活動之學習心得徵文比賽。 

(三)訂於 11 月 21 日在圖書館校區綜合大樓 5 樓國際會議廳舉辦 102 年度

品德教育研討會。 

六、辦理兵役業務服務 

(一)辦理學、碩、博士班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生緩徵申請人數 637 人、

儘後召集申請人數 226人，並儘後召集申請 105人。 

(二)辦理在學生役男出國申請作業 34人。 

七、辦理請假業務服務 

 (一)寄發學生喪病假電子慰問函 26件。 

(二)辦理學生請假紀錄申請 16人次。 

    (三)完成學生新請假系統： 

學生新請假系統於 102 年 9 月 1 日正式啟用，學生請假回歸系所。大

學、碩博及在職班學生皆可線上請假，准假權責二日以內由導師核准，

逾二日以上由系主任（所長）核准，並由系所請假承辦人結案備查。 

八、辦理學生操行業務 

(一)完成 101學年度第 2學期及 102學年度暑期學生操行成績登錄。 

(二)操行分數轉換系統預定 102 年 11 月完成，102 學年第 1 學期起導師不

需登錄操行成績，由操行系統直接轉換，學生每學期操行基本分數為

八十七分，以九十五分為滿分，加減獎懲分數，等於其實得總分。 

九、獎懲業務服務 

(一)辦理學生獎懲公告及通知：6 月份 20 人次、7 月份 286 人次、10 月份

27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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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辦理學生獎懲紀錄申請 17人次。 

十、平安保險服務 

(一)102 學年學生團體保險仍由遠雄人壽保險公司承保，1 年保費 390 元，

第 2學期 195元，學校補助每位學生 50元，學生自繳 145元(一般生)。 

(二)102學年第 1學期學生團體保險理賠，開學至今已申請 39件。 

十一、學生楷模 

(一)優秀學生選拔: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優秀學生選拔已於 10 月 18 日截止

申請，並依優秀學生選拔辦法獎勵與表揚。 

(二)傑出學生選拔: 102學年度傑出學生選拔擬於擬於11月14日申請截止，

並擬依傑出學生選拔辦法獎勵與表揚。 

十二、獎學金申請服務 

(一) 校內獎學金申請與核發: 

1、 學士班優秀學生獎學金：已進行公告與受理申請作業，於 10 月 30 日

截止送件並進行後續發放獎學金事宜。 

2、 博、碩士班優秀研究生獎學金：於開學進行公告與受理申請作業，於

10月 30日截止送件並進行後續發放獎學金事宜。 

3、 特殊學生獎學金：於開學進行公告與受理申請作業，於 10 月 30 日截

止送件並進行審核及發放獎學金事宜，本學期預計發放身心障礙學生

10 名、低收入戶生 10 名、原住民族籍學生 15 名、僑生 10 名、外籍

生 5名，預計發放 50名，獎助金額約 400,000元。 

4、 「邁向頂尖大學計畫」低收入戶子女學生獎助學金:已於 9 月 13 日截

止受理，計 25 名學生申請，24 名學生符合申請資格，發放獎助金額

192,000元整。 

5、 研究生獎助學金：102 年 9 月～12 月獎學金支配作業已分配完成，按

月辦理研究生獎助學金發放，並律定各系所支付教學助理之經費不得

低於總額之三分之一，用於清寒學生不得低於總額百分之十。按月辦

理研究生獎助學金發放作業，及各系所教學助理造冊及彙整作業。 

(二)校外獎學金申請與核發：102學年度第 1學期已公告校外龍山寺等獎學

金申請共 72件，並協助學生提出申請相關事宜及辦理薦送事宜。 

十三、助學金申請服務 

(一) 還願助學金： 

101 學年共補助 36 位學生，補助金額計 1,534,703 元。102 學年第 1

學期申請人數 26人，18人獲資助，資助金額共計 521,845元整。 

(二) 學生生活學習獎助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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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辦理本校學生生活學習獎助金(一般生)核發事宜，102 年度 1 至 9 月

計核發 3,919人次，共 1,275萬 9,252元。。 

2、 辦理學生生活學習獎助金(弱勢生)核發事宜，102 年 1 月至 9 月計核

發 593人次，355萬 8,000元整。 

(三) 學生就學貸款： 

102學年度第 1學期申貸 1,011人，申貸金額 2,846萬 7,206元整（研

究所 331人，824萬 9,331元；大學部 647人，1,884萬 9,455元；在

職班 33人，136萬 8,420元）。 

(四) 學生急難慰助：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截至 10 月 9 日計補助 10 人次，補助金額計 12 萬

5,000元。 

(五) 學雜費就學優待減免:  

學雜費就學優待減免：研究所申請合格人數 288 人，金額總計 437 萬

9,001元；大學部申請合格人數 560人，金額總計 1,074萬 5,189元；

在職班申請合格人數 21人，金額總計 27萬 4,134元。 

(六) 弱勢學生助學計畫: 

1、 辦理「助學金」申請作業，共 246 位學生申請，已送教育部系統平台

查核家庭所得，複審通過者將在下學期繳費單扣除補助額。 

2、 辦理「住宿優惠」共補助 47位學生，金額計 31萬 9,850元。 

 

貳、課外活動指導組 

一、促進學生社團學習，輔導社團運作發展並依宗旨辦理各項活動 

(一)依據社團性質組織七大類社團委員會，輔導社團推動各項活動 

本校學生社團依據性質分成「學術性」、「藝文性」、「康樂性」、「體能性」、

「聯誼性」、「服務性」、「綜合性（含學生自治會）」等七大類社團，102 學年

度社團總數為 156 個。本組依據社團成立宗旨與目標，積極輔導社團推展各

項活動，協助社團運作與發展。各類型社團數如下： 

1、 學術性社團：計 25個，以培養學術研究風氣、啟發心智與創意，開拓

學生興趣與視野為宗旨。 

2、 藝文性社團：計 21個，以培養學生文化氣息及技藝學習為宗旨。 

3、 康樂性社團：計 16個，以學習休閒技能、提倡正當娛樂生活為宗旨。 

4、 體能性社團：計 18個，以提倡運動技術、養成運動習慣為宗旨。 

5、 服務性社團：計 16個，以推廣社會服務、關懷社會為宗旨。 

6、 聯誼性社團：計 16個，以聯絡同鄉學子情感、砥礪學習為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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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綜合性社團：計 43個系所學會及 1個學生會。 

(二)各類型社團舉辦活動次數說明： 

輔導學生社團舉辦相關活動，自本學期開始至今，社團總計舉辦活動次

數共計約 512 次，各類型社團舉辦活動次數（不含社團課程與例會）如下表

列： 

社團性質 學術性 藝文性 康樂性 體能性 服務性 聯誼性 綜合性 合計 

活動次數 58 次 45 次 55 次 29 次 51 次 128 次 146 次 512 次 

二、培養學生人文關懷情操，輔導社團辦理國內外志工服務 

(一)輔導社團辦理 102年暑假社會服務活動： 

為啟發學生服務熱忱，促進學生投入服務活動，積極輔導社團辦理各項

服務活動。102 年暑假，本校學生社團及學會辦理服務隊共計 27隊，服務類

型包含兒童青少年育樂營、原住民社區服務、學術專業性營隊及文藝巡迴服

務等四大類，服務足跡遍及全省，服務對象除國中小及高中學生外，更包含

社區居民及原住民學童。 

(二) 輔導社團參與國際志工服務，展現對於國際社會的關懷: 

輔導並協助學生參與國際志工服務活動，本年度暑假輔導學生將服務的

大愛延伸至柬埔寨、緬甸等國家，讓學生有機會直接面對不同的文化、生活

型態與價值觀，獲得跨文化的經驗，及展現對於國際社會的關懷。 

(三)輔導學生辦理平時服務活動： 

輔導慈青社、同心服務隊等社團於學期中至社區或國中小進行老人服務

及青少年課業輔導等服務工作。 

(四) 輔導學生參與祭孔服務： 

於 9 月 28 日協助臺北市孔廟管理委員會辦理大成至聖先師孔子誕辰釋奠

典禮，遴選童軍社資深童軍擔任活動服務員。 

三、輔導社團參與社區中小學社團服務計畫 

本年度共計有手語社、西洋劍社、根與芽社、中國武術社、象棋社、話劇

社、魔術社、歌仔戲社等 8 社團提報 12 項合作計畫至鄰近本校之 5 所國中服務，

全年服務人數約為 287 人，服務次數約為 342 次。本年度計畫已陳報教育部審

核，並獲得新台幣 12 萬元補助。各項服務計畫內容如下: 

編號 計畫名稱 社團 合作學校 服務人數 服務次數 

1 手能生巧【基礎班】 昕韻手語社 金華國中 20 28 

2 手能生巧【進階班】 昕韻手語社 金華國中 30 28 

3 華麗的決鬥-西洋擊劍 西洋劍社 師大附中 10 28 

4 根與芽 (一) 根 與 中正國中 15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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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計畫名稱 社團 合作學校 服務人數 服務次數 

芽社 

5 群英匯武【基礎班】 中國武術社 大安國中 20 24 

6 群英匯武【進階班】 中國武術社 大安國中 20 24 

7 棋海無涯 象棋社 大安國中 32 30 

8 戲劇靡遺【基礎班】 話劇社 大安國中 20 26 

9 戲劇靡遺【進階班】 話劇社 大安國中 20 26 

10 大師歌仔戲研究社 歌仔戲社 大安國中 20 32 

11 魔術世界 魔術研習社 金華國中 25 30 

12 魔術世界 魔術研習社 仁愛國中 55 30 

合計 12 個計畫 8 個社團 5 所學校 287 人 342 次 

四、輔導社團參與兩岸四地交流活動，認識多元文化，提升競爭力 

(一)2013兩岸青年領袖營： 

遴選三位學生（英語系孫德謙、音樂系蕭涵、社教系蔡佩娟）參與財團

法人艾森豪獎學金中華民國協會主辦之「2013 兩岸青年領袖營」活動。活動

日期自 7 月 21 日至 8 月 24 日止，藉由是項活動促進兩岸青年世代的深度互

動與交流。 

(二)2013新紀元行政管理精英培訓計畫： 

遴選四位學生（特教系陳瑞儀、應電系林冠廷、音樂系張家逞、社教系

羅棋駿）參與由香港九龍商會及香港中文大學主辦之「2013 新紀元行政管理

精英培訓計畫」。活動日期自 7 月 9 日至 18 日，內容安排學生至北京、天津、

香港等地進行專題講座、機構考察、學術研討、參觀訪問及文化交流，以拓

展國際視野，認識多元文化。 

五、辦理各項社團介紹方案，促進學生參與社團 

(一)舉辦「社團迎新系列活動—出神入化‧超乎想像」活動： 

為使 106 級新生認識本校社團種類與內容，提供新生社團資訊，透過社

團迎新系列活動，揭開新生參與社團活動之序幕，鼓勵其積極規劃大學社團

生活，進而拓展人際關係與社交圈，並建立校園認同感，構築豐富多元且成

功的大學生涯。相關活動如下表列： 

活動名稱 活動時間 活動地點 活動內容 

迎新初體驗- 

相見歡 

9.2 

09:15-10:00 

日光 

大道 

由 7 大屬性社團委員會號召各社

團成員於日光大道列隊，進行各

式各樣造勢活動，展現社團活

力，歡迎 106 級新生加入師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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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名稱 活動時間 活動地點 活動內容 

家庭。 

迎新嘉年華- 

靜態擺攤 

9.4 

08:30~17:00 

日光大道全

區文薈廳 

1.共有 89 個社團於日光大道設

攤，展現社團特色，並協助新生

進行社團生涯規劃。 

2.協助推廣「服務學習課程」、「品

德教育」及「學生數位學習歷程

檔案」。 

迎新嘉年華- 

動態表演 

9.4 

08:30~17:00 

日光大道 

舞台區 

各社團利用日光大道舞台表演，

展現社團特色，其間穿插抽獎活

動以製造活動高潮，計有 21個社

團參與演出。 

迎新晚會 
9.4 

18:20-20:30 
體育館四樓 

以「魔法學院」為主題，引領新

生一同參與主人翁奇幻華麗的冒

險旅程，並期許大家即使未來充

滿未知數，也要懷抱希望繼續勇

往直前。 

社團迎新聯

合服務週 
9.9-14 文薈廳 

1.播放社團簡介及迎新短片。 

2.搭設展示裝置並由各社團放置

迎新宣傳品提供自由取閱。 

(二)編印「2013社團新鮮人手冊」於 106級新生營中發送給新生叄考。 

六、協助 102 學年度新生營，辦理「新生輔導員培訓營」活動 

(一)培訓日期：8月 28日至 9月 1日。 

(二)培訓內容：培訓內容包含細說師大、輔導原理與技巧、細說學院、團康

破冰、校園導覽、人際關係與溝通、校歌歡唱、晚會、新生營流程推演

等多項課程與活動。 

七、促進學生公民素養與學生自治精神，推動各項學生自治工作 

(一)辦理學生會會長補選事宜  

於 10 月 15 至 21 日辦理第 18 屆學生自治會會長補選投票，此次選舉方

式沿用線上投票，補選活動已順利完成，由國文系 104級林偉強同學當選學

生會會長。 

(二)輔導學生自治會辦理交接事宜。 

(三)辦理學生自治會會費收取及輔導學生會、學生議會各項活動之推展。 



74 

 

(四)辦理 102學年度學生代表參與本校各項會議相關事宜。 

八、舉辦「社團負責人工作會報」，提供溝通平台，促進交流與學習 

於 10 月 9 日（三）辦理本學期第一次社團負責人工作會報，會報中邀請師

長與社團負責人進行面對面溝通。本學期將於 11 月 13 日、12 月 25 日舉辦第二、

三次工作會報，會中將進行社團品格教育宣導，及由輔導老師帶領社團負責人

反思社團領導經驗。 

九、輔導學生參與全國語文競賽，展現課外學習成果，為校爭光 

本校已於 5、6 月份舉行「全校國語文競賽」，各項目優秀選手將於 11 月 30

日至 12 月 2 日代表本校至台中市明德女中參加「全國語文競賽」，目前已積極

進行選手培訓，期能獲得優秀成績，展現成果為校爭光。 

 

參、住宿輔導組 

一、 102年 8月 29日辦理暑宿生退宿，8月 30日辦理暑宿生搬遷及進住；8月

31日至 9月 1日辦理 102學年度住宿生進住。 

二、研究生宿舍衛浴設備更新工程已於 6月初完工並完成驗收。 

三、配合軍訓室辦理「國家防災日校本部及公館校區學生宿舍地震避難掩護演練活動」，分

別於102年 9月 25日及 10月 16日之上午 7時 30分至 8時由各舍宿委會協助完成。 

四、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生宿舍品德教育電影欣賞與討論」活動，於 102

年 10月 29、30、31日之中午 12時於校本部正 102教室播放「怪獸電力公

司」、「勇敢傳說」及「尖叫旅舍」，同日之下午 6時於公館校區 203教室播

放「神偷奶爸」、「無敵破壞王」及「科學怪犬」。為鼓勵學生踴躍參加，凡

參加活動者每場給予本校全人教育中心「學生數位學習歷程檔案」五育活

動德育類認證 1次。撰寫觀後心得之住宿生，可參加抽獎。 

五、於 6月 3日及 10月 30日分別辦理宿舍工作人員教育訓練。 

六、宿委輔導 

(一) 輔導學生宿舍委員會之運作並選出幹部，協助瞭解學生現況與需求，

提供優良的住宿服務。 

(二) 辦理宿委培訓及期初會議，凝聚宿委共識及提升服務熱忱與知能。 

(三) 辦理學生宿舍裝設自動販賣機、自助洗衣機、自助烘衣機福利金預算

編列及核銷事宜，提昇住宿品質。 

七、賃居生訪視與輔導  

(一)「102 學年度校外賃居生座談會」於 102 年 5 月 21 日舉辦，邀請財團

法人崔媽媽基金會講授「租屋法律常識面面觀」。並於住輔組租屋資訊

網頁宣導租屋安全認證資訊，要求租屋業者須依教育部規定主動向警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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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管及消防單位申請取得安全評核認證。 

(二)針對校外大型學舍、10 床及 7-9 床以上出租房屋，函請台北市消防局

與警察局派員協同本校人員實施安全評核。 

(三)為防範一氧化碳中毒，並維護同學居住安全，教官於校外賃居訪視時加

強注意熱水器裝設位置，本組並製作各項宣導文宣寄發全體賃居同學務

必做好個人安全維護，另於本校網頁及各宿舍跑馬燈持續宣導並張貼海

報提醒同學注意安全。 

(四)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校外賃居研究生名冊業請各系(所)於 9/25 日前提

供，免備文以密件擲送住輔組；目前調查有 635人校外賃居，將請師長

進行訪視。 

 

肆、公館學務組 

一、生活輔導業務：配合校本部生活輔導組辦理 

二、課外活動輔導業務：辦理公館校區學生活動中心場地及器材借用。 

三、學生宿舍業務：配合住宿輔導組辦理學生宿舍業務。 

 

伍、健康中心 

一、醫療保健業務 

(一)9 月 4-6 日辦理大學部新生入學健康檢查，檢查人數為 1,754 人。並於

10月 22日、10月 24日辦理 2場體檢結果解說。今年與國際事務處合作

針對校內交換生，請其自費 250 元，接受胸部 X 光檢查，共有 161 人完

成檢查。另有 10位同學提供其他醫療院所之報告，受檢率 100％。 

(二)9 月 9 日至 13 日辦理體育特別班招生，共有 36 人參加，除施予健康輔

導，並授予有關保健課程。 

(三)流感疫苗自費接種：已於 10 月 16 日與樂活診所合作，於校本部健康中

心施打，每人 450元，參加人數 46人。 

(四)台北富邦商業銀行捐贈本校AED一台，已於11月1日來校安裝於游泳館，

同時並先對體育場館相關同仁安排 1場講解訓練。 

(五)B 型肝炎疫苗自費追加接種: 與樂活診所合作於 11 月 13、14 日在校本

部及公館校區施打，每人 300元。 

(六)新生體檢結果血壓心跳異常學生，給予複查與衛教，B 型肝炎帶原學生

給予個別輔導轉介。 

二、衛生教育業務 

(一)舉辦急救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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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職員工生 CPR+AED急救訓練─ 於 10月 25日辦理，招生人數 60人，

計有多名教官、學務同仁及社團學生報名參與。 

2、 大一班代「BLS基本救命術」8小時急救訓練─培育校園各班急救種子，

預計於 12月 14日(六)辦理，由大一各班班代或推派一名代表參加。 

(二)乳癌防治宣導活動 

與台灣癌症臨床研究發展基金會合作，於 11 月 29 日舉辦校內乳癌防治

衛教講座，並將於校內舉辦免費乳房超音波檢查活動，以喚起師生對乳癌人

數日增及患者年輕化之重視及防治。 

(三)節能減碳: 

於 10 月 15 日公館校區、10 月 16 日校本部及 11 月 5 日林口校區以「節

能好事」為主題辦理情境體驗宣導活動；10月 17日於以「節能減碳-生活 Easy 

GO」主題辦理健康講座；以「讓地球不再感碳」為主題設計三校區健康櫥窗。 

(四)藥物及愛滋防制： 

於 11 月 19 日、11 月 20 日及 11 月 5 日分別於公館校區、校本部及林口

校區以「拒毒防愛我 Hold住」為主題辦理健康諮詢宣導活動；11月 21日於

以「走向陽光，關懷愛滋」主題辦理健康講座；以「針愛知多少?愛護自己預

防愛滋」為主題設計三校區健康櫥窗。 

三、餐飲衛生業務 

(一) 近日油品安全問題層出不窮，本中心已完成對本校各福利部門進行油品

清查，三校區 28家並無使用或販售違法油品。 

(二)食品之安全管理，首重食材源頭管理，本中心已訂於 11月底，要求各廠

商完成食材來源清冊，需留存一份於健康中心，並於現場庫房內詳細記

錄供貨狀況。 

四、公館校區 

(一) 門診診療：本學期公館校區門診時段為每週一、五下午之家醫科門診與

每週三上午隔周之身心科門診服務。 

(二) 心理衛生業務：身心科門診學生服藥指導及病情追蹤關懷，並視需要安

排至學輔中心諮商；協助公館校區學輔中心新個案諮商預約。 

(三) 於 10月 24日中午 12:00-2:00在 B101教室為新生體檢結果解說。 

(四) 於 11 月 14 日中午 12:00-2:00 為新生體檢檢驗出來沒有 B 型肝炎抗體

的學生自費注射 B型肝炎疫苗，每劑 300元。 

(五) 新生體檢後高血壓及心跳過速追蹤複查 

(六) 衛生教育業務：本學期與衛教系於學七舍共同舉辦三項主題(節能減碳

於 10月 15日、健康飲食於 10月 29日、藥物及愛滋防治於 11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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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衛教闖關活動。 

(七) 協助環安衛臨場訪視工作，會同職業病專科醫師及勞安人員至各科系辦

實驗室，並安排訪談；臨場訪視日期為 8/8、9/26，另兩次之預定日期

為 10/25、12/27。 

 

陸、學生輔導中心 

一、辦理個別輔導與諮商，本學期至 10/4止人數計有 106人/174人次。 

二、緊急個案處理，人數統計與問題類型如下表列： 

類型 

危機 高關懷 

總計 
收案人數 

危機解除，續追

蹤輔導人數 
收案人數 

高關懷解除，續追

蹤輔導人數 

人數 18人 16人 32人 24人 47人 

 

類型 

自

傷

危

機 

精

神

疾

病 

經

濟

生

活 

學

習

壓

力 

家

庭

議

題 

生

涯

壓

力 

情

感

議

題 

情

緒

困

擾 

性

別

議

題 

行

為

偏

差 

其

他 

(人

際) 

總計 

總計 15 4 1 3 9 2 4 5 3 1 2 47 

三、辦理班級心理測驗：本學期至 10/9 止有 3 個班級預約賴氏人格測驗、生

涯興趣量表與工作價值觀量表等團體心理測驗；另提供地理系個別生涯興

趣量表施測，以備教育學程申請所需。 

新生心理測驗部分，本部新生施行「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102學年新生身心

適應調查」，包含精健指數量表、樊氏生涯興趣量表、復原力量表等測驗，

完成身心適應調查者共 1670 位；僑先部新生施行精健指數量表、樊氏生

涯興趣量表，完成測驗者共 1042位。 

四、本學期提供關係探索、自我探索成長、感情四部曲等 6 場成長團體，於

10月初已開辦 2場成長團體，其他團體正陸續開辦中。 

五、本學期提供 9項心理健康相關主題班級座談，9/25日本部已進行一場「校

園守護天使」主題演講共 70人參與。另有 3場班級講座被預約。 

  六、本學期開放校內、外教職員生「性別平等」、「生命教育」之多面向大型

心理衛生講座。從 9/2-10/2共辦理 9場講座有 1541人參與。 

序號 時間 講師 課程名稱 
實到 

人數 
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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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月 2日 

10：30-11：30 

徐佳玲 

心理師 

認識青少年憂鬱症

與三級預防 
26 

林口校區行政大樓

二樓簡報室 

2 
9月 6日

09:00-10:30 

同志諮詢熱線

鄭智偉主任 

開啟您多元性別的

視窗及同志的心路

歷程 

44 

臺灣師範大學圖書

館 校 區            

教育學院大樓 2 樓

202 室 

3 
9月 6日

09:00-10:30 

台灣跨性別權

益行動會高旭

寬先生 

跨越性別的旅程 44 

臺灣師範大學圖書

館 校 區            

教育學院大樓 2 樓

202 室 

4 
9月 11日

15:00-17:00 

徐佳玲 

心理師 
生活適應 80 

林口校區 

階梯教室三 

5 
9月 13日

09:00-12:00 

國北曾副校長

端真 

父母如何教育子女

自愛愛人 
53 

臺灣師範大學圖書

館 校 區            

綜合大樓 5 樓 509

室 

6 
9月 13日

13:30-16:30 

師大汪明輝副

教授 

原住民的文化認同

與都會適應 
25 

臺灣師範大學圖書

館校區 

綜合大樓 5 樓 509

室 

7 
9月 16日

14:30-15:20 

徐佳玲 

心理師 

性別主流化課程-

校園性騷擾防治 
1103 林口校區大禮堂 

8 
9月 27日

09:00-1200 

實踐大學講師

林萃芬 

如何陪伴學生度過

危險情關 
68 

臺灣師範大學圖書

館校區綜合大樓 5

樓 509室 

9 
9月 27日

13:30-16:30 

師大汪明輝副

教授 

原住民的婚姻、親

子關係 

 

44 

臺灣師範大學圖書

館校區綜合大樓 5

樓 509室 

10 
10月 2日

08:30-10:00 
樊雪春心理師 

高關懷學生之辨

識、關懷與輔導 
54 

林口校區行政大樓

四樓會議室 

合計    1541  

七、辦理義工培訓，提供輔導知能研習，包括助人技巧、自我肯定等成長訓練

課程，共 9 堂及 1 場凝聚力工作坊；並於 10/7(一)在宿舍心靈小棧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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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 1109、女一舍 5104舉行電影欣賞和朋友日等同儕輔導活動，協助學輔

中心推廣心理衛生服務。 

 

柒、軍訓室業務 

一、全民國防教育：本室自 102 學年度起，為維護本校同學折減現役役期及

折減軍事訓練期間之權益，以全新「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五大

課程開課： 

(一)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國際情勢 

(二)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國防政策 

(三)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全民國防 

(四)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防衛動員 

(五) 全民國防教育軍事訓練課程-國防科技 

      本學期分別於校本部與公館校區開課，共開設 5個教授班提供學生選修，

修習學生人數計 155人。 

二、校園安全事件處理：102年 5至 9月份處理有關校園及學生安全事件，交

通意外、情緒疏導、失竊事件、恐嚇詐騙、偏差行為、外人騷擾、其他

意外合計 58件次。 

三、預備軍(士)官考甄選作業 

 （一）配合國防部募兵制期程調整，103 年仍將針對 82 年次以前出生役男       

辦理「大專程度義務役預備軍官預備士官考（甄）選」，俟考選計畫       

及簡章轉頒後，即公告同學周知，並於軍訓室網頁提供最新資訊。 

（二）賡續提供預官、替代役及兵役等問題諮詢服務。 

四、本學期 6至 9月止，各系教官服務學生疾病照料、急難救助、情緒疏導、

轉介服務、意外事件、賃居訪視、服務他校、家長訪視等，共計 517 人

次。 

五、協助在學暨畢業學生辦理軍訓課折抵役期，102年 6月至 10月計辦理 239

人次。 

六、101學年度第 2學期校外賃居生 672人，已於 5月下旬完成訪視作業；現

正進行 102學年度第 1學期校外賃居學生調查及訪視作業，預定 11月中

旬完成訪視作業。 

七、本校 102 年度國家防災日地震避難掩護演練，教職員工生計 4,273 人參

加，分別依教育部規範實施完畢，方式如下：  

(一)林口校區師生於 102年 9月 18日 9時 21分，配合全國共同實施演練。 

(二)於 102年 9月 5日 106級新生定向輔導課程，實施防震宣導影片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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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說明防震動作要領與演練流程。 

(三)校本部及公館校區以授課班級為單位，由任課老師於開學後二週內自行

實施完畢。 

(四)校本部及公館校區住宿新生分別於 102 年 9 月 25 日及 10 月 16 日上午

7時 30分配合各校區週會時間實施防震疏散演練。 

(五)教職員工於 102年 10月 11日本校年度防護團教育訓練時實施演練。 

八、本學期開設春暉服務學習課程，除授課外並辦理下列活動： 

(一)依據教育部臺教學(五)字第 1020027408B號函，制定本校「推動紫錐花

運動」實施計畫報部核備。 

(二)9 月 4 日配合「社團迎新發表會」，辦理春暉社迎新宣傳相關活動，介

紹春暉社性質，鼓勵新生入社。 

(三)配合教育部「友善校園週」活動計畫，10 月 21-25 日中午於本校日光

大道，辦理「師大友善校園週」相關活動，藉此向全校師生宣導「拒菸、

反毒、反黑、反霸凌」等，營造健康安全的友善校園生活環境。 

(四)預定 12月 12日帶領同學參訪法務部調查局，了解本國防治毒品作法。 

(五)預定於 12 月底配合聖誕節舉辦「紫錐花傳情」活動，加強宣導「藥物

濫用」相關活動。 

(六)依教育部臺教學(五)字第 1020076645 號函規定，於 12 月 12 日前將本

校「102年深化推動紫錐花運動工作自評實施成效」報教育部評鑑。 

 

捌、全人教育中心籌備處業務 

一、 辦理「2013全人教育系列活動」： 

(一)5 月至 10 月間舉辦「全人微電影創作大賽」、「公民行動實踐與服務學

習主題企劃獎勵方案競賽」、「 E-Portfolio 設計大賞」活動、

「E-Portfolio LOGO 設計」徵選比賽、「品德短文創作」徵文比賽，並

於 11月 26 日於校本部文薈廳辦理頒獎典禮，公開表揚優勝得獎同學。 

(二)10月 21日至月 25日於校本部文薈廳辦理「The Wall 全人教育成果展」，

海報方式呈現品德教育、服務學習與「E-Portfolio」的理念、內涵與成果，

同時現場搭配遊戲的進行，增加與同學之間的交流與互動，活動期間約

680 位同學參與，問卷結果刻正統計中。 

二、推動品德教育業務 

(一)申請「102 學年度補助辦理品德教育推廣與深耕學校計畫（第三年）」，

執行期程為 102年 8月 1日至 103年 7月 31日止。 

(二)辦理品德教育相關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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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月2日至5日針對本校新生進行「品德教育核心價值與行為準則」

問卷填寫活動。 

2、 9 月至 10 月針對本校學生進行 102 學年度「品德教育核心價值與

行為準則」問卷填寫並結合頒獎典禮進行抽獎活動。 

三、 學生數位學習歷程檔案系統 

(一)「學生數位學習歷程檔案」系統之網址為 http://epp.sa.ntnu.edu.tw/。

系統至 102年 10月 29日止統計，計有 5,424名學生上線使用。 

(二)學生數位學習歷程檔案系統現正進行第二階段系統功能擴充案之採購

流程，已於 10 月 30 日進行採購公告程序。第二階段將持續進行相關系

統資料介接功能，如體適能檢測(體適能中心)、知識檢定(通識中心)、圖

書借閱紀錄(圖書館)、資訊素養(通識中心)、生涯輔導(學輔中心)等系統。 

(三)新增 RFID 刷卡機制，未來學生參與校內各項五育活動時，可使用學生

證簽到，相關五育活動紀錄即時顯示於系統中。 

(四)新增五育活動統計報表功能，以了解學生參與五育活動之情形，作為後

續輔導多元學習之依據。 

(五)已於 10月 21日~25日於本校文薈廳進行系統開通宣導，當天透過海報

方式呈現學習檔案系統之成果資料，同時擺設攤位讓參與同學實機上網

登錄學習檔案系統，推廣系統之重要性。 

(六)擬於 11 月發函請各學術暨行政單位於 11 月 25 日前登錄 102 年度各項

五育活動，以完整建置學生學習歷程。 

四、 辦理本校服務學習課程相關事宜 

(一) 服務學習課程概況 

1、102學年度服務學習（一）課程，已於「伯樂大學堂」新生營舉辦

「40個改變一生的故事」、「服務與生命成長」共 2場知能講座，兩

場參與人數分別為 1,800 人、1,792 人；另於學期中舉辦 4 場服務

學習（一）知能講座，邀請師大公領系謝智謀老師、中華電信基金

會林三元執行長、弘道老人福利基金會林依瀅執行長、中華康輔教

育推廣協會張志成理事長蒞臨演講。 

2、102年度第 1學期已開設 33班服務學習課程，其中服務學習課程(二)

計 26班，服務學習課程(三)計 7班。 

(二) 充實師生服務學習知能 

辦理 102學年度第 1學期教師說明會 1場次，教學助理培訓 2場次，

以建立服務學習課程共識與教學技巧並促進教學經驗交流。 

(三) 推廣服務學習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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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辦理服務學習課程成果展，展現服務學習課程執行成果：辦理服

務學習二(暑假課程)成果分享會 2 場次；The Wall 服務學習成果展 1

場次。 

         2、辦理學生社團開設服務學習課程說明會」，推廣服務學習融入社團

服務活動中及「學系、行政單位開課說明會」各 1 場次，增進學系、

行政單位及學生對服務學習課程內涵的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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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工作報告 

壹、總務工作實績： 

一、績優獲獎： 

獲教育部全額補助新台幣 85萬元，辦理「邁向華語文教育產業輸出

大國八年計畫」之計畫六「規劃設置華語國際學舍」計畫案。 

二、 職能提昇： 

(一) 102年度採購行政實務講習-採購實例與案例研討專題(6/25)。 

(二) 102年度採購行政實務講習-校內採購行政業務簡介及表單應用

工作坊(7/9、7/11)。 

(三) 102年度採購行政實務講習-履約管理及驗收作業專題(7/18)。 

(四) 環境教育講座：台灣，好好玩（台北生態環境資源概要）（6/20）。 

(五) 環境教育講座：LED照明理論介紹、LED照明應用實務（7/4）。 

(六) 102年下半年教職員工防護團暨消防安全教育訓練(10/11) 

(七) 102年度出納收付作業系統及零用金管理作業系統實務講習會

(7/16)。 

(八) 102年度所得稅法令與系統操作（含補充保費）講習會(10/21)。 

三、營繕/修繕工程： 

(一)校園安全監控二期系統。 

(二)男三舍耐震補強工程。 

(三)教育大樓緊急發電機汰換。 

(四)禮堂修復工程(不含音樂廳部份)。 

(五)公館校區理學大樓電力改善工程。 

(六)系所用電查詢與校園電力監控節能管理系統擴充。 

(七)停車場照明改善節能績效保證工程。 

(八)公館校區學生宿舍新建工程財務評估報告。 

(九)學一舍(女一舍)耐震補強工程。 

(十)公館教學大樓新建工程先期規劃。 

(十一)和平東路二段 96巷 17弄 21號新建工程大樓使照取得。 

(十二)102年補助大專校院推動節能績效保證專案(ESPC)先期評估診斷

計畫(游泳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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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校本部校區日光大道及圖書館校區瀝青舖設工程。 

(十四)誠大樓 2樓樑柱二丁掛壁磚拱起龜裂整修工程。 

(十五)圖書館校區孔子像外觀整修及油漆維護工程。 

(十六)建置博愛樓各樓層廁所防墜鋁格柵。 

(十七)師大路側門警衛室拆除及路面改善工程。 

(十八)誠大樓 4樓穿堂採光罩基座漏水檢修。 

(十九)誠 101前穿堂二丁掛壁磚拱起脫落整修工程。 

(二十)校本部圓環水管漏水檢修。 

(二十一)綜 202演講廳整修。 

(二十二)吳副校長辦公室建置整修。 

(二十三)理學院 E棟教室(第二期)整修工程。 

(二十四)理學大樓 4樓 C棟廁所天花板整修。 

(二十五)校門口至溪洲街口圍牆欄杆鏽蝕斷裂整修。 

(二十六)應用科技大樓外牆與基地裂縫填補整修。 

(二十七)廢液貯存場牆面馬賽克設置。 

(二十八)林口校區機車棚旁南側圍牆修復。 

(二十九)林口校區科學館 2樓女廁頂板鋼筋裸露及 3樓教室頂板漏水維

修工程。 

(三十)林口校區東南側 AC路面整修及懇親宿舍入口斜坡加寬。 

(三十一)林口校區升旗廣場美化。 

(三十二)林口校區行政大樓前石椅馬賽克美化。 

四、校園資產活化： 

(一)完成學一舍地下室福利部門委託經營並重新裝修， 10月 1日起開

始營運。 

(二)林口校區旁「文大一用地」容積移轉土地捐贈案，已完成受贈土地

產權移轉登記面積 40,470平方公尺（12,242坪）。 

(三)「福州街十一號日式宿舍管理維護計畫」文化局同意備查。 

五、事務業務： 

(一) 臥龍街停車場於 10月 16日建置完成開始營業。 

(二) 更新誠正大樓教室及教 104教室分離式冷氣機計 51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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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辦理台大、台科大、元智及淡江等大學 E化設備參訪活動。 

(四) 校本部 E化教室設備清潔維護及檢測。 

(五) 辦理新生營餐飲採購。 

(六) 蘇力及潭美颱風各項防颱作業及校園環境復原。 

(七) 校本部紅火蟻投藥防治作業。 

(八) 日光大道北側花圃及校本部雕塑公園草皮舖設。 

(九) 正大樓前種植蝴蝶蜜源植物馬利筋及雪茄花合計 1200株。 

(十) 普大樓 1、2樓廁所校區戶外投光燈更新 LED節能燈具。 

(十一) 文學院大樓中間及西側穿堂建置玻璃佈告欄。 

(十二) 購置休閒座椅分別放置校門圓環及勤樸大樓中庭。 

(十三) 校本部及圖書館校區校園消毒。 

(十四) 公館校區中、西餐廳、超商完成續約。 

(十五) 公共教室空調設備年度維修保養。 

(十六) 公館校區年度電力保養。 

(十七) 為維護公館校區理學大樓地下室電梯通道安全改設鐵捲門。 

(十八) 為豐富校園生態，向林管處申請誘蝶花苗，並植栽攀藤植物。 

(十九) 更新公館校區各入口告示。 

(二十) 美化教學研究大樓前景觀並增設校區休閒桌椅，供師生研討休

憩之用。 

(二十一)生態池周邊植栽及步道整理。 

(二十二)數學館前綠美化。 

(二十三)公館校區污水清理清運採購：10/21上網公告。 

(二十四)公館校區廢棄老舊腳踏車公告變賣 120輛。 

(二十五)數學館前後及側面樹木剪修、植披草坪。 

(二十六)辦理白柚音樂節活動。 

(二十七)協助僑生先修部辦理 102學年度第 1學期註冊事宜。 

(二十八)協助林口校區辦理國家防災日地震演練事宜。 

(二十九)103年度林口校區廢棄物清運採購案。 

六、 採購/出納業務： 

(一) 綠色採購(第一類指定採購環保產品)達成率為 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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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完成本校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採購作業要點研訂作業，並經第 341

次行政會議通過。 

(三) 完成本校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採購網資訊系統建置及相關表單制訂

作業。 

(四) 辦理本校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採購作業說明會。 

(五) 完成 102年度本校校務基金代理銀行續約事宜。 

(六) 完成 102年度薪資、鐘點費及所得稅系統維護續約事宜。 

(七) 完成本校「線上金流系統」採購作業及帳務報表需求功能建置協

辦事宜。 

(八) 完成 101學年度專任教師、助教、研究人員及約聘教師年資加薪

及年功加俸事宜。 

(九) 完成 101學年 7月份僑生先修部春季班、秋季班教師及導師鐘點

費發放事宜。 

(十) 完成 101學年 7、8月份暑期在職進修碩專班、EMBA班教師與導師

鐘點費，及暑期日間部教師鐘點費發放事宜。 

(十一)完成 101學年第 2學期學士班、研究所、在職進修碩專班、僑生

先修部春季班各項學雜費、住宿費收存事宜。 

(十二)完成 102學年暑期在職進修碩專班、EMBA班、僑生先修部印輔班、

暑期住宿費、新生營費用收存事宜。 

(十三)完成 102年度本校退休人員之退休金發放支付事宜。 

(十四)完成本校退休人員、撫卹遺族、退職技工、工友及遺族中秋節慰

問金發放支付事宜。 

(十五)完成 7～11月國科會優秀人才獎勵金發放作業。 

(十六)完成學士、碩士班 6,514人及僑生先修部 1,028人住宿保證金退

款支付事宜。 

(十七)完成付款作業虛擬帳號操作說明及帳戶拆字表編製與宣導事宜。 

七、 環境/安全/衛生業務： 

(一) 完成行政院環保署調查 101年度環保支出統計資料（6/30）。 

(二) 辦理 3校區 102年度第 2季及第 3季實驗室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紀

錄彙總申報（7/31、1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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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辦理公館校區毒性化學物質「阿特靈」等 9種註銷。 

(四) 辦理公館校區毒性化學物質「苯」、「甲醛」成分含量變更。 

(五) 聘用職業醫學科醫師辦理公館校區實驗室臨廠健康服務（8/8、

9/26）。 

(六) 辦理環境教育參訪活動： 

   1、營建所智慧化居住空間展示中心、自來水園區（6/26）。 

   2、古色古香老房子：青田 76、古蹟茶館紫藤廬（8/6）。 

   3、溼地故事館、關渡自然公園（8/28）。 

(七) 辦理 102年度實驗室新進人員安全衛生、輻射防護、危險物及有

害物通識規則等共 4場環安衛教育訓練（9/5-9/6）。 

(八) 辦理游離輻射操作人員及輻射源管制資料調查更新（9/30）。 

(九) 辦理游離輻射偵檢儀年度校正（10/16）。 

(十) 辦理 3校區實驗室危險性機械設備資料申報（10/31）。 

(十一) 辦理「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員會」推派委員遴聘（10/21）。 

(十二) 辦理 3校區有害事業廢棄物清運： 

     1、實驗廢液：6/17：3,555公斤，9/2：4,620公斤。 

     2、廢藥品：6/17：285公斤，9/2：350公斤。 

     3.生物醫療廢棄物：6月：256公斤，7月：428公斤，8月： 345

公斤，9月：425公斤，10月：490公斤。 

(十三) 辦理公館校區頂樓廢氣處理塔機房之冷氣及冷卻水塔維護保

養。 

(十四) 辦理公館校區有害事業廢棄物貯存場屋頂修繕。 

(十五) 辦理 103-104年實驗室廢液清運勞務採購申請。 

(十六) 辦理 103-104年實驗室生物醫療廢棄物清運勞務採購申請。 

(十七) 辦理公館校區大門前紅綠燈十向調整會勘並已調整完成。 

貳、進行中的總務工作： 

一、營繕/修繕工程：  

(一)文化生活館新建工程：10/8：教育部工程查核、10/18-10/19：2F

預埋水電管配置及版筋施作。10/28灌漿前停檢結果未達可灌漿標

準，請廠商改善，並且於 10/29工務會議監造單位承諾會落實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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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再允承商灌漿。 

(二)美術館與多功能活動中心大樓新建工程委託設計監造：9/26修正後

基本設計已提送；10/31召開細部設計預審會議(依契約規定應於

102年 11月 8日提送細部設計並提送臺北市都市設計審議)。 

(三)泰順街 38巷 10號新建工程：10/23建築師公會協審意見，調閱 63

年使照圖說以核對現有停車位意見，已發函。10/29設計單位至都

發局資訊科詢問調閱圖說處理情形。 

(四)泰順街 60巷 28號新建工程：10/1衛工處污水管線會勘，因衛工處

施作與先前共識不符，將辦理改管，將於 2週內完成。10/23衛工

處訂於 10/31(四)進行污水管線會勘。 

(五)和平東路二段 96巷 15弄 38、40號新建工程規劃案：10/15仍無廠

商投標(流標)，經研究仍以原條件續辦招標，並請建築師研究因應

方案。10/22尚無廠商投標。10/30簽陳校務基金增加建築經費 600

萬元。 

(六)羅斯福路二段 77巷 26號新建工程：10/22上網查詢進度，退回公

會協審，本案原申請規劃停車位置移轉之期限逾期，另提供停車位

置供建築師申請。10/29建照送件，預計 2周取得建照。 

(七)禮堂音樂廳建置工程：10/02-10/10:舞臺造型牆施作、風管安裝、

水電施工、貓道修改。10/23天花板放樣及骨材施作。10/30配電

盤施作。 

(八)學一舍耐震補強：10/23驗收缺失改善。10/29缺失改善完成。 

(九)臥龍街先期規劃案：10/24 期中報告修正版送達分送資管組惠賜卓

見。 

(十)校本部運動場地下停車場身障電梯建置工程：10/31下午 5：00截

止投標；11/1(五)下午 3:00開標。 

(十一)校本部圖書館照明改善工程：10/22 與 PCM廠商及最有利標廠商

確認議約承諾內容。10/29 飛利浦公司至圖書館勘查施工場所並

交換意見。 

(十二)健康中心新建工程捐贈案：10/21:第 4層牆柱封模。102/10/22:

第 60次工務會議。(1)提醒樂活公司就第 11次專案會議三個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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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時程點預定進度，且本樓層已再落後所提修正進度約 10天。

(2)請樂活公司審慎評估變更設計是否影響建造執照有效期限完

工，且變更內容應提送校內相關會議決議。10/29勘查資訊看板

架設位置(依第 11次專案會議決議辦理)。 

(十三)公館校區圖書館分館裝修工程：10/23廠商提送第三次估驗計價

資料，10/24因估驗單金額錯誤，已退還承商。10/30向謝秘書

洽詢驗收時間，其表示尚未完成消防勘驗，待申請消防履勘後再

向謝秘書洽商驗收時間。 

(十四)音樂系鋁窗隔音門工程：10/19開工 10/23目前依表定進度進行

中，比預估進度略為超前。10/30隔音窗已經自 4樓裝置至 2樓，

門亦開始進行更換。 

(十五)音樂系演奏廳：10/31(四)下午 5：00截止投標；11/1(五)下午

2:00開標。 

(十六)音樂學院系所整修工程(含圖書館)：10/23召開細部設計討論會

議。10/30待建築師依據細部設計討論會議意見修正後提送相關

資料辦理後續發包事宜。 

(十七)公館男三舍整修工程：10/8學務處表示不符合其需求，將向校長

表示意見。10/29辦理男三舍外觀簡報會議。10/30與台北市建

築師公會廖建築師至男三舍初勘；解約回復異議函簽至吳副校

長。 

(十八)公館校區學生宿舍：10/14 簽辦徵選先期規劃設計書之建築師已

奉核。10/29 採購申請書已完成簽陳中。 

(十九)校本部綜合教學大樓先期規劃構想書報教育部：10/15:電洽教預

部高教司高小姐，目前進度為彙整委員意見。10/29:高教司函復

本案委員審查意見，已簽請師長核示，並將就後續修正方式研擬

作業方式。 

(二十)正樸廁所整修工程：10/4請設計單位補送設計書圖。10/17簽送

採購申請，10/18依本組審查意見提送設計單位說明。 

(二十一)公館校區透水路面修繕工程:預計 12月中完成採購決標作業。 

(二十二)理學大樓 B棟與數學館間步道工程：圖說設計於 9/13理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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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務相關委員會議中說明，10/30採購申請簽送採購組。 

(二十三)公館校區地標採購：10/7決標。 

(二十四)公館校區綜合館至研究生宿舍校園路燈更換為 LED燈具。 

(二十五)理學大樓走道燈更換為節能 LED燈具。 

(二十六)公館校區中正堂空調設備更新。 

(二十七)林口校區資訊與教學大樓室裝工程：9月 24日決標，9月 29

日開工，合約規定履約期限為 70個日曆天，預定 12月 7日完

工。 

(二十八)林口校區正樓學生宿舍耐震結構補強工程：10月 24日奉核成

立評審小組及工作小組簽案，刻正辦理採購申請。 

(二十九)102年度林口校區綠美化工程：10月 7日配合林口校區景觀木

棧道及平台案調整圖說預算規劃設計，預計 11月初提送採購

申請。 

(三十) 林口校區景觀木棧道及平台工程案：10月 11日核定委託規劃

設計案，預計 11月 3日前提供設計圖說。 

二、校園資產活化：  

(一) 辦理台北市福州街 11號(劉真校長故居)委託經營招商案。 

(二) 辦理實施 102年度國有公用財產盤點結案作業。 

(三) 辦理第三屆空間使用暨管理小組委員改選事宜。 

(四) 辦理 102學年度校園規劃小組委員改選事宜。 

(五) 辦理財產管理系統轉換並升級為網際網路版。 

(六) 辦理教育部「邁向華語文教育產業輸出大國八年計畫」之計畫六

「規劃設置華語國際學舍」計畫案。 

参、請師長協助配合之總務事項： 

一、 年度例行性採購或預算執行設有期限者，請考量採購程序所需時間，

儘早提出申請。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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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

採購年度執行率需達 90%。 

三、 依本校採購作業權責劃分表，新臺幣 10萬元以下之小額採購，授權「請

購單位主管或計畫主持人」辦理驗收，請各驗收人確實驗收，再行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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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四、 辦理逾新臺幣 10萬元採購，除利用共同供應契約或適用科研採購者另

從其規定外，應依規定提出採購申請，不得為規避辦理採購，分成數

個小額採購分批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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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展處】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工作報告 

壹、制(修)訂本處相關法規業務 

一、 訂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博士班研究生出席國際會議發表論文補助辦

法」。 

二、 修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新進教師之專題研究費補助辦法」、「國立臺灣

師範大學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經費補助辦法」、「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原創

性學術論文刊登費補助辦法」、「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鼓勵藝術創作發表或

展演補助辦法」、「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師與研究人員出國參加國際學術

會議發表論文補助辦法」。 

三、 修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師執行建教合作計畫績優獎勵辦法」。 

四、 修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年度研究績優獎勵辦法」。 

五、 訂定「本校執行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經費結報、研究成果報告繳交及經

費報支管理措施」 

六、 修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中心設置及管理辦法」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中心設置及管理辦法施行細則」。 

七、 訂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新聘卓越教師獎勵辦法」。 

八、 訂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延攬卓越典範辦法」。 

貳、本校建教合作計畫辦理情形 

一、 102年度截至10月底止，本校獲國科會核定之專題研究計畫案共計523件

(含多年期及102年轉出、轉入計畫)，核定金額約5億3,797萬元。 

二、 102年度截至9月底止，本校獲非國科會建教合作機構核定之計畫案共計

506件，核定金額約11億4百萬元。 

參、獲國科會或其它校外單位各項補助及獎勵情形 

一、 國科會102年度吳大猷先生紀念獎，本校獲獎人員計2名，分別為：化學

系林文偉副教授、地科系陳卉瑄副教授。 

二、 國科會102度「大專學生參與專題研究計畫」共計核定補助49名學生，核

定通過率為57%，總補助金額為228萬6,000元。 

三、 國科會101年度「大專學生參與專題研究計畫研究創作獎」共計3位，分

別為地理學系賴定煌同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許恩婷同學及教育心理

與輔導學系潘宣露同學獲獎，獲獎學生發給新台幣2萬元及獎狀乙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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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獎學生之指導教授發給獎牌乙座。 

肆、辦理學術活動補（獎）助業務 

一、 本校102學年度第1期「校內學術活動補助」申請案，共計受理32件，刻

正辦理初審作業，並俟12月中旬召開複審會議後公布補助名單。 

二、 本校102年度學術論文暨專書獎助申請案，自10月1日起至10月31日止受

理線上申請。 

三、 本校102年度學術研究推昇計畫補助申請案，共計受理11件，刻正辦理初

審作業。 

伍、彈性薪資方案辦理情形 

一、 102年度國科會補助「獎勵特殊優秀人才」申請案，申請人數共計181人，

業於6月21日召開審議委員會，並經國科會於8月30來函審定補助經費，

共計123人獲獎，獎勵金額新台幣2,001萬元整。 

二、 102年度國科會補助新進教師「獎勵延攬特殊優秀人才」申請案，共計12

人申請，11人獲獎。 

三、 本校經費補助「獎勵學術卓越教師」部份，化學系林文偉副教授及地球

科學系陳卉瑄副教授於今年8月份獲國科會吳大猷獎，此獎項符合本校

「獎勵學術卓越教師」特聘教授之條件，為鼓勵2師之績優表現，核予

同特聘教授級之獎勵。 

陸、辦理系所評鑑業務 

為促使本校101年度上半年評鑑「有條件通過」系所得以實質改善，本處

業於102年9月6日函知各系所專案成立「評鑑改善小組」，負責指導與協助

評鑑相關改善事宜，俾利明(103)年進行追蹤評鑑作業。 

柒、辦理中心評鑑業務 

為提升本校各中心營運績效，於 102 年 10 月 1 日至 11 月 19 日辦理中心

評鑑外部實地訪評，本次受評單位共計 15所中心。 

捌、辦理產學合作及研發成果管理與推廣業務 

一、 102年度迄10月底止與非政府機構之產學合作計57件，金額共計3,660萬

3,665元整。 

二、 102年度迄10月底止技術移轉授權案件共計27件，授權、智慧財產衍生收

入及衍生利益金共計2,114,887元。 



94 

 

三、 102年度迄10月底止計獲准發明專利16件、新型專利1件；提出專利申請

計40件。 

四、 產合文宣設計完成並發包印刷，預計11月第2周開始寄發給廠商，另產合

媒合網已和開發商完成需求確認，進行設計開發，以強化媒合功能。 

玖、推動本校學術期刊加入國內外知名資料庫 

一、 102年度臺灣社會科學引文索引核心期刊（TSSCI）收錄公告，本校《教

育科學研究期刊》、《當代教育研究》、《教育心理學報》、《特殊教育研究

學刊》、《教育研究集刊》等五刊續獲收錄。 

二、 102年度「臺灣人文學引文索引核心期刊（THCI Core）收錄公告，本校

《國文學報》、《臺灣師大歷史學報》、《同心圓：文學與文化研究》、《同

心圓：語言學研究》、《英語教學期刊》等五刊續獲收錄。 

拾、舉辦提升教師研究能量活動 

一、 102年9月16日辦理本校102年度「建教合作計畫業務說明會」，分別由研

發處、人事室、主計室、總務處等單位進行相關業務說明，協助各單位

同仁、教師暨助理人員辦理並執行建教合作計畫時，能更熟悉校內行政

流程及必要作業規範，以符合相關規定，共計96人參加。 

二、  102年10月17日辦理「研究計畫經費使用適法性之民刑事法律適用研習

會」，邀請元貞聯合法律事務所黃旭田律師蒞臨分享，協助各單位熟悉

經費使用規範及罰則。 

拾壹、本校研究倫理審查業務 

一、研究倫理中心自 10月 1日起聘任衛教系李思賢教授擔任中心主任，協助

推動本校研究倫理治理架構之運作。 

二、本中心將進行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之組織工作，並依照「教育部人體研

究審查委員會查核作業要點」於明年 3 月接受教育部之查核，若順利通

過，最快將可於明年 9月起開始審查案件。 

三、協助本校教師研究案外審作業，102 年總計共 36 件通過臺大研究倫理中

心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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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工作報告 

(一)師培課程組 

1、教育部公費生核定案 –  

   教育部業於102年10月31日核定公費生名額25名(較去年人數略減1名)，

其中甲案（甄選高中畢業生）17 名、乙案（甄選大學師資生）8 名： 

◎依指定培育縣市分： 

共 12 縣市、1 機關(3 校)指定本校培育： 

臺北市（5）、新北市（2）、臺中市（1）、高雄市（1）、基隆市（1）、桃園縣（3）、屏

東縣（1）、花蓮縣（1）、嘉義縣（1）、澎湖縣（1）、金門縣（4）、連江縣（1）、國教

署（3） 

◎依甄選管道分： 

甲案：17 名（含一般管道 7 名；原住民管道 2 名；離島生管道：5 名；稀有類科管道

3 名） 

乙案： 8 名（含一般管道 4 名；原住民管道 2 名；離島管道 1 名；稀有類科管道 1 名） 

◎依甄選管道及分發學年度分： 

甄選

類別 

指定名

額 

甄選管道 分發學年度 名額  

甲案 17 甄選入學 108 12  

指考入學 108 4  

統測入學 108 1  

乙案 8 校內師資生 
108 4 

公領系（1）、特教系（1） 

國文系（1）、工教系（1） 

106 1 物理系 

105 2 公領系（1）、英語系（1） 

104 1 特教系 

◎依培育學系分： 

特教系（5）、公領系（4）、數學系（3）、物理系（3）、英語系（3）、國文系（2）、化

學系（1）、生科系（1）、歷史系（1）、機電系（1）、工教系（1） 

2、卓獎轉公費生甄選案 –  

10 月 17 日提交 102 學年度第 2 次師資生甄選委員會審議確定， 4 名正取

生均依規定於 10 月 21 日報到完畢。新竹縣政府國民中學特殊教育資賦優

異類未足額錄取之 1 名缺額，已於 10 月 22 日函請新竹縣政府同意仍維持

由本校培育，並自一般師資生中甄選，業獲該府同意，錄取結果如下： 

類別 名額 分發學年度 分發縣市 備註 

國民中學藝術與人文

領域表演藝術專長 

1 名 104 學年度 高雄市 

(中崙國中) 

自 99 學年度卓獎生中甄選 

音樂系利○諭錄取 

綜合活動學習領域輔

導專長 

1 名 105 學年度 桃園縣 自 100 學年度卓獎生中甄選 

心輔系林○莉錄取 

國民中學特殊教育身 1 名 105 學年度 花蓮縣 自 100 學年度卓獎生中甄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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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障礙類 (玉東國中) 特教系王○萱錄取 

國民中學特殊教育資

賦優異類 

2 名 105 學年度 新竹縣 自 100 學年度卓獎生中甄選 

1 名—特教系許○絜錄取 

1 名—從缺 

小計 5 名 錄取 4 名，從缺 1 名 

3、一般師資生轉公費生甄選案– 

依本校甄選師資培育工費生原則，擬定作業流程簡圖、簡章範例等，函

請特教系(基隆市政府/國民中學特殊教育身障類 1 名/104 學年度分發)、

公領系(屏東縣政府/國民中學綜合活動學習領域童軍專長 1 名/105 學年

度分發)、英語系(連江縣政府/國民中學語文學習領域英語專長 1 名/105

學年度分發) 先行研訂簡章，預 11 月 25 日提師資生甄選委員會審議。 

4、辦理 102 學年度卓越師資培育獎學金甄審– 

（1）102 學年度本校卓獎生獲教育部核定受獎名額共計 50 名，10 月 28、

29 日開放通過第一階段筆試之考生繳交自傳及讀書計畫，114 名考生

中有 3 名考生因故未繳交，喪失進入第二階段面試之資格。 

（2）11 月 2 日第二階段面試，錄取結果提 11 月 7 日師資生甄選委員會議審

議。 

5、因應教育部「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及學分對照表實施要點」

修訂、實地學習規畫案– 

函請本校師資培育學系之各學院師資培育委員會於 102 年 10 月 23 日前

提交相關課程資料，目前已完成彙整，後續將修訂本校 103 學年度起教

育專業課程科目及學分表後，再依序提交處課程委員會(預定 102.12.2)、

校課程委員會後報請教育部核定。 

  6、教師證預審– 

教育部與本校進修推廣學院教師證書核發作業小組業於 102 年 10 月 30

日邀集全國師資培育大學召開「103 學年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

師資格檢定及考試及格人員提前送審說明會」，擬將發證流程修改為兩階

段送件，學分審查部分提早至本（102）年進行。擬參加 103 年度提前送

審試辦，預計於 102 年 12 月底前完成初審第一階段。 

  7、辦理 101 學年度學系師資培育生甄選– 

業於 10 月 28 日函請各師培學系進行 101 學年度第二階段學系師資培育

生甄選事宜，並於 102 年 12 月 13 日前繳交以利進行餘額分配等事宜。 

  8、辦理 102 學年度特殊績優表現師資生甄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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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於 102年 10月 28日函請各師培學系進行 102學年度特殊績優表現師資

生甄審，鼓勵獲得國內、國際獎項之學生踴躍提出申請。 

9、核發各類證明書– 

（1）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受理並審核教育學分證明書及任教專門科目認定

證明書申請，核發之證明書共計 33 件。 

（2）製作核發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實習生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共計 54

件。 

10、辦理加科登記或加另一類科登記–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受理加科與加另一類科登記共 31 件，其中初審未通

過 2 件、報部申辦中 7 件、已核發教師證書 15 件，近日報部 7 件。 

11、教育專業課程開班– 

   本（102）學年度第1學期教育專業課程，必、選修教育科目之開設共計73

班，較去年同學期減少6班。另各系所開設之分科教材教法及分科教學實習

共計50班，較去年同學期增加4班。 

(二)實習輔導組 

1、辦理教育實習輔導業務 

 （1）印製核發 102學年度第 1學期特約實習學校擔任本校實習學生輔導教

師聘書共計 1020張，已於 10月 28日函寄特約實習學校。 

  （2）於 10月 25日辦理實習學生返校座談「教檢達人研習」活動，共計 281

位參與。 

2、辦理師資生增能競賽活動 

    （1）102年 10月 26日辦理師資生「教具製作」競賽，共計 34名報名，11

名獲獎。 

 （2）102年 10月 29日完成師資生「教學單元 PPT設計」競賽初審作業，

共計 54位報名，31名通過初審， 11月 16日進行複賽。  

3、卓越師資培育獎學金學生暨公費生輔導 

102 學年度 1 年級公費與卓獎新生說明會，擬訂於 11 月 20 日舉行，將於

會議中加強宣導卓獎生與公費生之權利義務。 

4、辦理本校輔導師資生就業增能活動計畫 

  本計畫共核定補助 102件，預計辦理 110場活動，169位講師人次參與，

至少 3000人次學生參與。 

5、102學年教育部補助師資培育之大學精緻特色發展計畫 

預計於 102年 11月 11日召開第 2次工作會議，就學科職前專業表現檢核

及輔導機制進行討論，並針對各子計畫工作實施及經費作管控與討論。 

6、第一屆師資培育國際學術研討會-各科教材教法 

將於 102 年 11 月 29 至 30 日假國家圖書館、本校進修推廣部及分部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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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研討會之海報、研討會入口網已完成發送及建置作業。本研討會為整

合工作坊及會後學科知識籌書事宜，擬於 11 月 7 日召開工作坊研商會議，

請工作坊籌備委員及工作坊主持人共同與會討論。 

  7、職場實習 

預計於 11 月 13 日舉辦 102 年度職場實習成果發表會，將請圖傳系等 6 系

7課程之實習課程教師及學生分享實習成果。 

8、海外實習 

預計於 11月 5日舉辦 102年度海外實習成果發表會，邀請應華系蔡雅薰主

任以「如何申請學海築夢計畫」進行專題報告，並請社教系等本年度獲補

助之海外實習學生分享實習成果。 

 (三)地方教育輔導組 

1、辦理 102 年北區地方教育輔導計畫－本校 102 年北區地方教育輔導計畫

獲教育部全額補助 200,600 元整。業於 102 年 8 月至 10 月辦理 28 場次

北區地方教育輔導研習(含到校研習、與縣市教育局處合辦研習)，約有

854人次受益。 

2、申請教育部補助「精進師資素質計畫」－本校提報之「精進師資素質計

畫--夥伴協作  主動學習」計畫，經教育部複審通過，獲全額補助 500

萬元。 

3、發行《中等教育》季刊－102年中等教育季刊稿件運作進度表（102.11.1

止） 

 收稿 已刊登 退稿 採用未登 運作中稿件 

篇數 92 29 27 17 19 

本年度專題及預定出版日程如下表： 

卷期 專號名稱 出版日期 

第 64卷第 1期 
健康促進學校 102年 3月 31日 

第 64卷第 2期 
學校體育之品德教育 102年 6月 30日 

第 64卷第 3期 
國文教學 102年 9月 30日 

第 64卷第 4期 
家政與家庭教育 102年 12月 31日 

第 65卷第 1期 
藝術教育 103年 3月 31日 

第 65卷第 2期 
技職教育 103年 6月 30日 

第 65卷第 3期 
英語教育 103年 9月 30日 

第 65卷第 4期 
科技教育 103年 12月 31日 

 

4、本處 11月號電子報「焦點話題專欄刊登稿件：無花果（國立關山高級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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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職業學校／何峻誠老師）」將於 11月 5日出刊。 

5、本年度「教師徵選經驗分享專文徵稿活動」已截止收稿，共計收稿 23篇，

預計於 11月中旬公布入選名單。 

 (四)就業輔導組 

1、2013年航空人才職涯規劃新趨勢─本組同仁於 102年 10月 18日(五)參

與中華航空觀光發展協會舉辦之「2013年航空人才職涯規劃新趨勢」，

後續與國外航空學校等機構商討，評估規劃辦理航空人才職涯說明會。 

2、104人資培訓體驗專案─為一零四公司開設之人資專業訓練課程，免費

提供八個培訓名額予本校學生參與，培訓時間自 102年 11月 9日至 102

年 12月 21日連續七週週五、週六整天，目前已有人資所、公領系、心

輔系及餐旅所學生報名。 

3、職能培育工作坊─11月 14日邀請大陸工程公司王鎮凡經理主講「收服

人心的簡報，你會嗎？」講座，學生報名踴躍，人數超過 150人。 

4、2013北區校園職涯輔導座談會─「職涯輔導奏效，打造閃亮就業力」為

會議主題，對青年世代族群失業癥結到輔導及展望，均有具體分析。會

後並與臺大團隊洽談 103年就博會本校仍將至臺大參加。 

5、職涯測驗探索─ 

規劃辦理 8場(校本部 5場、公館校區 3場)，目前已辦理 1場人資所UCAN

解測， 10 月 30 日人資所 CAPS 解測、11 月 12 日地科系 UCAN 解測，

11 月 13 日人發系 CVHS 解測、11 月 14 日心輔系 CVHS 解測、11 月 27

日教育系 CVHS 解測、12 月 4 日為教系 CVHS 解測。本活動受理申請期

限為 10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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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事務處】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工作報告 

壹、 本學期期新簽約學校(102年8至10月) 

一、 西南大學與本校簽訂合作交流協議。 

二、 中央民族大學與本校簽訂合作交流協議及學生交換協議。 

三、 關西學院大學生命科學學部與本校生命科學系簽訂學碩雙聯協議。 

四、 圓光大學中語中文系與本校應華系簽訂合作交流協議及學生交換協議。 

五、 密西根大學福林特校區管理學院與本校管理學院簽訂碩士雙聯協議。 

六、 大阪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文學部與本校國際與僑教學院簽訂合作交

流協議及學生交換約。 

七、 同德女子大學藝術學院與藝術學院簽訂學生交換協議。 

貳、外賓來訪(102年8月1日至10月31日，24案)  

   接待澳洲2校、陸港澳8校、馬來西亞1校、印尼1校、泰國3校、日本2校、韓

國1校、加拿大2校、美國1校、奧地利1校、英國1校、法國1校共計24接待案。 

參、 出訪 

一、 出席2013年歐洲教育者年會（9月9日-9月13日）、聯繫洽談暨辦理差旅  

相關事宜。 

二、 辦理9月24日至9月27日校長一行姊妹校華中師大校慶出訪事宜。 

三、 辦理9月29日至10月3日鄭副校長率本校參訪團赴姊妹校筑波大學校慶

出訪事宜。 

四、 辦理9月29日至10月3日本年度行政人員標竿學習赴新加坡姐妹校訪問

事宜，共計14 位行政人員參訪南洋理工大學、新加坡國立教育學院、

新加坡管理大學、新加坡國立大學等。 

五、 辦理10月1日至5日林副校長參加於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舉辦之THE高

峰會。 

六、 辦理10月5日至10月13日吳副校長和處長赴紐參加臺紐大學校長論壇

暨紐西蘭院校出訪事宜。 

七、 辦理10月28日至11月2日QS-APPLE年會林副校長及印處長參展事宜。 

肆、 交換生/訪問生、雙聯生、外籍生、僑生、陸生等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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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完成103學年第2學期校級交換生甄選共計109人通過甄選。 

二、 102學年度第1學期來校交換生申請，計 148人錄取 (校級計131人；院  

系所級計17人)。辦理新生入學報到，共計148 人完成入學報到。 

三、 102學年第1學期訪問生入學申請，計26人完成繳件並獲錄取，共有23

位同學來校報到。 

四、 102學年度新紀元學院雙聯學位生申請審核，錄取國文系及心輔系各一

名，均已完成報到註冊手續。 

五、 102學年第1學期外籍生新生報到：學士班61名(含雙聯學制2名,轉學生

3名,復學生1名)、申請保留2名，碩士48名,休學1名;博士15名(含復學

1名，逕讀2名)，申請保留3名。102學年度外籍新生在學生共計124名。 

六、 僑生新生報到計學士班112名、研究所32名，保留入學3名。 

七、 102學年度陸生學位生新生報到，共計16位新生：碩士班12位及博士班

4位。 

八、 2014年春季班外國學生招生說明會於 9/25上午及 9/30下午本校國語

中心 7樓舉辦。另委由國語中心於 9月 24日寄發外國學生申請入學招

生宣傳 email，計有 1507名國語中心學員為有效收件者。 

九、 外國學生 2014年春季班申請報名作業於 10月 31日截止報名。 

十、 外國學生2014年秋季班&2015年春季班招生簡章（草案）於10月14日發

送至各系所進行中文一校；外國學生轉學生招生簡章（草案）於10月

15日發送至系所進行中文一校。預計將完成二校後提11月14日招生會

議審查。 

伍、 各項獎補助 

一、 102年7至12月邀請國外學者來本校短期訪問研究補助申請案計43案通

過補助。 

二、 本校推動科系所院國際學術合作交流補助102年10月~103年3月核准補

助計5案。 

三、 102學年度第一學期新生獎學金共計核發37名，學雜費減免29名。教育

部台灣獎學金計13名，外交部台灣獎學金計1名。外國學生獎學金7-12

月份核發25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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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教育部清寒僑生助學金共計121人申請。僑務委員會獎勵學行優良僑生

獎學金共計51人申請。書卷獎學生2013【暑假語言文化研習】補助共

計18位學生獲獎，補助金額合計新台幣105萬5,900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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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工作報告 

壹、閱覽、推廣暨參考服務：  

一、台北高校日文舊籍數位典藏計畫:為增進本館典藏之台北高校時期日文舊籍

之利用，本館與中研院數位文化中心合作，共同進行數位典藏工作。由本

館選定舊籍，中研院提供所需經費進行數位掃描，預計於今年底完成，並

開放供一般大眾閱覽。 

二、原證通行借書服務：為提供本校師生更多學術研究資源，本館與台大圖書

館、政大圖書館、交大圖書館、北醫圖書館及國家教育研究院簽署協議，

雙方讀者可憑個人學校核發借書證至對方館借書，共享圖書資源。本服務

採行申請制。申請者須先至圖書館填寫申請書同意讀者檔轉檔後即可至對

方館借書。 

三、籌劃辦理「黃金田畫作暨數位成果展」與「布拉格的彩色筆--Tomáš Řízek

童書插畫展」：為感謝本校圖書館陳昭珍前館長（教務長）於 921地震後協

助重建南投埔里鎮立圖書館規劃等相關事宜，南投縣埔里高工鄧文淵老師

特致贈當地知名民俗畫家黃金田先生手繪民俗畫作一批共 77幅予本校，本

館於 6月 1日至 6月 20日辦理「黃金田畫作暨數位成果展」；另於 9月 24

日至 10月 13日辦理捷克知名插畫家 Tomáš Řízek插畫展覽，由本校與捷

克經濟文化辦事處合辦，希望藉此臺灣與捷克文化交流的展覽，提供本校

師生一場難得的捷克文學與藝術饗宴。 

四、規劃辦理 102學年度第一學期圖書館迎新活動系列活動：102年圖書館迎新

活動系列活動擬訂之活動主題為「圖書館愛你一生新生讀饗愛之旅」，活動

內容包括：(一)動次動次新生營、(二)公館大書房開張啟用活動、(三) FB 

粉絲分享禮、(四)便利書店初體驗、(五) APP Crush 揪揪團、(六)圖書館

的微旅行、(七) 書海遇見小確幸、(八)探索學科小宇宙、(九)師大好禮歡

迎你、(十) 小老師在這裡、(十一)入寶山拔得頭籌先借先贏、(十二) 新

生圖書館之旅等合計 12項迎新活動，讓新生能更親近圖書館，並藉由活動

能更了解圖書館的服務與資源。 

 

貳、校史經營： 

一、程發軔教授特展暨現代教師節的意義座談會：於 9 月舉辦「大師遇上先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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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大大師程發軔教授暨教師節特展」與「現代教師節的意義」座談會紀

念程教授，並於 9 月 2 日舉行開幕式。期間邀請程教授孫女程瓊女士與劉

國慶先生賢伉儷及其曾孫女程曉萱女士來臺參與活動，並出版《一位平實

學者的人生經歷：記述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程發軔教授》一書和特展座談會

DVD，活動訊息由中時、聯合、自由等三大平面及多家電子媒體共計 27 則

報導，獲得各界廣大迴響。 

二、李華偉博士特展：將於 12月舉辦本校傑出校友李華偉博士特展及學術研討

會，李博士除捐贈本校共計 522筆文物資料外，還透過 Global Connection 

and Collaboration, Inc.捐贈美金 30,000 元整，目前正在處理捐款相關

行政作業流程。 

三、師大大師文物徵集暨數位典藏：102年典藏師大大師文物校發計畫，典藏陳

慧坤、郭廷以、牟宗三、謝天性、馬白水與黃君璧六位大師之文物資料，

徵集完成數位化公文 1,210 面，著錄後設資料(metadata)共計 416 筆，並

已將相關成果提供網頁檢索服務。 

 

參、出版、禮品暨文薈廳服務： 

一、推出新商品：阿勃勒票卡夾、程發軔大師筆記本、孔子提袋、師大話茶禮

盒。 

二、出版 5項優良著作：《標準本位師資培育理念與實踐》、《我的人生路》、《一

位平實學者的人生經歷—記述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程發軔教授》、《家園深情

與空間離散─儒家的身心體證》、《臺灣傑出表演藝術家之創造與生涯歷

程》。 

三、辦理「袋自慢」設計競賽  

徵件期間為 7 月 6 日至 9 月 16 日，共有 35 件參賽作品，於 9 月 18 日完

成評審，9月 20日公告得獎名單，獎項為金獎、銀獎、銅獎各一，佳作兩

名。預計 11月舉辦頒獎典禮。 

四、辦理第 26 屆梁實秋文學獎：徵件期間為 7 月 15 日至 8 月 31 日，參賽作

品件數：散文類 251件，翻譯類譯詩組 110件，翻譯類譯文組 152件，通

過複審件數：散文類 33 件，翻譯類譯詩組 47 件，翻譯類譯文組 48 件，

於 10 月 17 日、18 日決審，於 11 月 3 日公告得獎名單，各類獎項為優等

獎一名，評審獎三名，於 103年台北國際書展期間舉辦頒獎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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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籌辦 2014 年台北國際書展：除了獨立參展(攤位為 B433)之外，明年首次

加入國立大學出版社聯展，並預計將舉辦一至兩場活動，目前規劃為：梁

實秋文學獎頒獎典禮暨新書發表會、《利用維基推行協作學習》新書發表

會。 

 

 肆、推動數位化新媒體資訊服務： 

一、完成圖書館自動化系統轉置升級作業：本館自動化系統業已於今(102)年

8 月 27 日凌晨完成原 Millennium 平台資料轉置 Sierra 平台作業，同仁

均立即配合於新平台工作，轉換迄今持續進行新系統功能檢測、調整，並

檢視現有工作流程是否有改善空間，預計於 11 月份安排驗收。本專案除

事前進行系統預覽(Preview)、安排系統概述(Overview)講習、進行全館

同仁使用帳號與權限設定外，並於 9-10 月份安排 3 次，為期 9 天之各模

組功能教育訓練，冀能增進同仁適應順利，提高系統運用效能。 

二、建置學術資源整合查詢系統：為提昇學術研究資料查找效率，整合圖書館

各類型資源，提供使用者一站式服務，本館已完成 SFX知識庫升級，提供

全文連結服務，而自 101 年 12 月底起導入相關資源探索服務，並配合推

廣服務組於 6-7 月間辦理 10 場研究生資訊使用行為回饋活動，蒐集使用

意見進行系統功能調整；本專案刻正進行採購招標作業，同時亦建置現有

同質性系統提供全校師生測試，以期能建置符合本校需求之產品。 

 

伍、期刊及電子資源服務： 

辦理 103年度資料庫續訂評估作業：為使本校有限經費發揮最大效益，本

館每年皆會進行資料庫成本分析作業，篩選使用率較低與單次下載（檢索）

成本偏高之電子資源，作為刪訂之評估依據。為決定 103年度資料庫之續

訂、刪訂、新訂事宜，已依 101年-102年本館採購之資料庫成本分析結果，

於七月份館務會議提案討論通過。103年度擬訂購之資料庫共計 61種，其

中續訂 60種、刪訂 2種、新訂 1種，並已於 8月 22日發函公告周知本校

各學術單位。 

 

陸、專案計畫： 

臺灣學術電子資源永續發展計畫：(一)行政業務：102 年 10 月初第 1 期教

補款執行率已達 91.99%，於 102 年 10 月 11 日函請教育部撥付第 2 期款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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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幣 3,900 萬元。為規劃明年計畫實施內容，特於 102 年 10 月 4 日假中興

大學圖書館召開 103年計畫執行方案討論會，初步研訂電子書選購模式及會

費繳交方案，將提 11 月推動小組會議討論確定；(二) 採購作業：已完成

Emerald、Springer Publishing、Wiley、Palgrave、Project Muse eBooks 

Collection、IOS & Woodhead & InfoSci等電子書採購作業，正 進 行

Elsevier、airitiBooks、Thieme & CRC、WrodScientific等電子書採購作

業。 

   

柒、館舍整修： 

    公館校區圖書分館完成空間整修工程，已於本學期 9 月 2 日起全面啟用，

本次整修重點為一、二樓改造為展示、休閒、閱讀、討論之多元功能空間，

四五樓研究小間重新裝修並新設刷卡管理系統，以及全棟一至七樓廁所的

翻修整建，自開放以來深獲公館校區師長與同學的肯定，後續將會進行用

後評估的調查。 

 

  捌、提昇校園閱讀力與學習力： 

102年學年度第 1 學期持續規劃林口教師讀書會活動。自 102年 8月至今已

辦理 2次聚會，其中 102年 9月 27日特別邀請地理系吳鄭重老師導讀其作

品-「1 1/2性別協商的理論遊戲和運動實踐」，由理論與概念切入說明兩性

性別分工及流轉以達兩性和諧、平等與尊重。此外，為配合教師教學與學生

學習，特於林口圖書分館一樓特藏室設置「學科閱讀角」，建置的內容含大

學學群主題圖書及輕閱讀的英文小說，以協助僑生課外延申學習及未來選擇

大學科系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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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修推廣學院】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工作報告 

營業摘要 

102 年度本院總營業額目標為新臺幣 2 億 8,130 萬元整，淨盈餘為新臺幣

8,908 萬元整。截至 10 月 18 日營業額約新臺幣 2 億 1,458 萬元，淨盈餘約

新臺幣 6,130 萬元整。 

壹、企劃組業務  

      主要承接教育部、客家委員會、僑務委員會、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

等單位專案及各類自辦班次，共計 60 項專案，總經費約新臺幣 1 億 2,677

萬元整。 

一、 教育部委辦專案：「102 閩南語語言能力認證考試」、「閩南語預試計

畫」、「102 閩南語語言能力認證考試」、「101-2 及 102-1 樂齡大學」、「12

年國民基本教育全國教師活化教學影片製作」、「12 年國教研習五堂

課」、「102 年身心障礙學生升學大專校院甄試」、「102 年度提升國民中

學專長授課比率教師進修」、「國民中學氣候變遷補充教材」、「102 年度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教師證書發證系統建置」、「國中教師海外

研習參訪」、「進修推廣學院 102 年度工作計畫」、「教育部 102 年度軍

訓教官暨輔導知能學分班」、「所屬機關學校員工輔導學分班-第六屆、

「中等學校教師第二專長輔導學分班」、「大專校院輔導人員專業培訓

計畫」、「102 年度大專校院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運作傳承研討會」。 

二、 客家委員會委辦專案：「102 年度客語能力認證中級暨中高級考試」、

「102 幼幼客語闖通關認證暨教師培育研習營」。 

三、 僑務委員會：「2013 年海外華裔青年語文研習班」、「102 年菲律賓華文

教師研習班(小學及幼教班)」、「2013 年海外華裔青年語文研習班(泰國

地區團體班)」、「101 年海外華文教師研習班(泰國班) 」、「101 馬來西

亞華文小學校長班」、「101 年海外華文教師研習班(加歐泰班) 」、「2012

年海外華裔青年語文研習班(新加坡地區團體班) 」。 

四、 原住民族委員會委辦專案：「原住民族語言調查研究三年計畫-第 2

期」、「102 原住民族語言振興人員研習」、「102 學生升學優待取得文化

及語言能力證明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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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大陸兩岸自辦班：「山東、青島教師研習團」、「北京群英博雅來臺研

習」、「上海師範大學研究生來臺培訓」、「青島市技職教師研習班」。 

六、 國際交流自辦班：「馬來西亞來臺遊學班」、「法國亭林來臺遊學班」、「美

國傅爾布萊特研習班」、「泰國教育管理研習班」、「馬來西亞冬季遊學

團」。 

七、 其他自辦班：「華語師資證照班第 9 期」、「華語師資證照班第 10 期」。 

八、 與校內各單位合作學分班次計有：  

專案名稱 合作系所 總經費 經費分配原則 

新竹縣特殊教育資賦優異

類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學分

班 (第二階段) 

特殊教育學系 684,000  
扣除相關成本

後，盈餘之

70%：30%分配

予合作單位：

本院。 

新竹縣特殊教育資賦優異

類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學分

班 (第三階段) 

特殊教育學系 694,000  

國中輔導第二專長學分班 

(第四階段) 
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237,000  

101-2推廣教育家庭教育

學士學分班 
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 1,696,900  

102-1推廣教育家庭教育

學士學分班 
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 1,430,100  

101-2推廣教育管理學院

EMBA學分班 
管理學院 201,300  

101-2推廣教育高等教育

學生事務碩士學分班 
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 280,600  

102-1推廣教育性別主流

化碩士學分班(財團法人

婦女權益促進發展基金

會) 

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 360,000  

102-1推廣教育高等教育

學生事務碩士學分班 
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 168,600  

第六屆教育部暨所屬機關

學校行政人員推廣教育員

工輔導研習班 

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510,450  

國中教師綜合活動學習領

域-童軍主修第二專長 
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 

12,700,000  
國中教師自然與生活科技

學習領域-生活科技主修

科技應用與人力資源發展學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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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名稱 合作系所 總經費 經費分配原則 

第二專長 

國中教師自然與生活科技

學習領域-地球科學主修

第二專長 

地球科學系 

國中教師健康與體育學習

領域-健康教育主修第二

專長 

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 

國中教師綜合活動學習領

域-家政主修第二專長 
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 

國中教師綜合活動學習領

域-輔導活動主修第二專

長 

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101-2教育部樂齡大學 社會教育學系 277,000  

102-1教育部樂齡大學 社會教育學系 284,800  

新竹縣特殊教育資賦優異

類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學分

班 (第二階段) 

特殊教育學系 684,000  

貳、招生組業務 

一、 102 年度春、夏季推廣教育班次：辦理 453 班次，學員人數約 8,735 人，

較去年成長約 2,050 人次；收入約計為新臺幣 4,434 萬元整，較去年成

長約新臺幣 1,276 萬元整。 

二、 102 年秋季班：共開辦 276 班次，招生名額 6,322 人，截至 10 月 11 日

止，選課 3,445 人，營業金額約為新臺幣 1, 562 萬整。 

三、 冬令營預計開辦 26 梯次的營隊，招生人數 615 人。 

參、學服組業務  

一、 本(102)年 1 至 10 月師大會館場地平均使用率為 51.40%，師大會館住宿

率為 72.77%。 

二、 本(102)年 1 至 10 月迎賓會館住宿平均使用率為 57.43%。 

三、 本(102)年 1 至 10 月校內服務績效共計約為新臺幣 196 萬 4,545 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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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生先修部】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工作報告 

壹、研議僑生先修部未來發展方向專案小組 

一、於 7 月 18 日召開第 6 次專案小組會議，並於會中確認 102 學年度春、秋

季班合併分發第二年實施方案原則。 

二、因應春秋季班合併分發事宜，特簽奉校長親自圈選每一科目一位教師擔      

任委員，核定成立「春秋季班合併分發規劃委員會」；並於 7 月 11 日上

午由校長主持召開第一次規劃委員會議。 

三、於 8 月 20 日召開第 2 次規劃委員會議，並於會中確認 102 學年度春季班

授課時數、102 學年度秋季班、春季班教學進度及各次考試命題老師名

單後，並進行學則等相關法規之修訂工作據以實施。 

四、本年度承辦僑委會印尼輔導訓練班之業務，9 成學生於 8 月上旬順利分

發至大學就讀。 

 

貳、教務 

一、招生組 

（一）自 7 月起，陸續規劃出國招生宣導行程，辦理香港第二階段招生入

學說明會、2013 年馬來西亞臺灣高等教育展、2013 年澳門新生入學

輔導說明會、2013 年香港新生入學輔導說明會、2013 年馬來西亞國

民型中學暨華文獨立中學招生巡迴宣導說明會、2013 年香港臺灣高

等教育展及印尼招生宣導說明會。 

（二）為使本年度僑先部學生瞭解春秋合併事宜，特於 10 月 2 日向全體學

生說明本年實施之制度。 

（三）教育部之「提升僑生素質實施計畫」已於 8 月 1 日開始執行，四個

子計畫之「工作時程表」及「工作項目內容」已於第一次會議確立，

並依進度照案執行。第二次會議中針對各校設計之「問卷表」及「調

查表」之格式已討論，已於 10 月下旬發函各校。 

二、註冊組 

（一）102 學年度秋季班學生註冊人數 1,123 人，第一類組 615 人，第二類

組 146 人，第三類組 302 人，特輔班 60 人。其中香港地區 392 人，

馬來西亞地區 391 人，印尼地區 148 人，緬甸地區 71 人，澳門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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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 44 人，越南地區 29 人，其他地區 48 人。辦理休學 10 人，退學

11 人，計 21 人（至 10 月 24 日止）。 

（二）102 學年度秋季班於上課二週內，申請轉組同學計 38 位，轉組核准

名單於 10月 3日公告，轉組同學於 10月 4日第一節至新班級上課。 

（三）公告 102 學年度秋季班第一學期註冊截止日期在 10 月 19 日（六），

未在上述日期前完成註冊手續者，視同放棄學籍。 

（四）本部上（101）學年度重讀、休學、特輔班學生鄒○○等 25 名，未在

本（102）學年度，本部規定時間內到校註冊，依本部學則規定，

已去函通知鄒生等 25 名學生辦理休、退學。 

三、課務組 

（一）本學年度秋季班開設班級數為一類組 16班、二類組 4班、三類組 8

班、特輔班 2班，合計共 30班。 

（二）本學期僑生選修課程共開設 20 節，含基礎國文 4 節、基礎數學 4

節、基礎物理 1節、基礎生物 1節、基礎歷史 2節、音樂 4節、美

術 4節。 

（三）為提高僑生學習能力及加強其課業之研習，本學期爰例開辦各科夜

間輔導課，共開 20班，含國文 3班、英文 3班、數學 6班、物理 1

班、生物 2班、地理 2班、歷史 1班、公民與憲政 2班，所需經費

計 379,327元整，已報請教育部全額補助。 

肆、學務 

一、生活輔導組 

生活及校安 

（一）10 月 1 日學生線上請假系統正式上線使用。 

（二）10 月 9 日帶領 300 名學生參加僑委會慶祝國慶四海同心聯歡會。 

（三）10 月 10 日帶領 27 名學生參加國慶日活動，支援僑委會僑胞引導工

作。 

（四）10 月 13 日完成本學期大學系所及學生社團迎新活動，申請住宿學

生宿舍誠樓之相關作業。 

（五）10 月 23 日週會時間，由林副主任世昌主持，並邀請優良校友李三

財先生專題演講。 

（六）協助學生申辦外僑居留證計 580 人次。 

學輔 

（一）個別諮商與緊急個案處理：本學期提供個別諮商與輔導截至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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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日止共計 193 人次，晤談主題為情緒困擾、人際問題、自我探索、

家庭議題和學校學習議題 25 人次，其他輔導包含轉組輔導和休退學

輔導 54 件、升學輔導諮詢 2 人次。另外，服務危機個案和高關懷個

案 112 人次。 

（二）心理測驗：於 9 月 30 日至 10 月 3 日為僑先部秋季班新生約 1,042

人施行精健指數、生涯興趣等 2 種量表，且預計 10~12 月間開始心

理測驗結果解釋說明會，並將全班學生測驗結果提供導師參酌。 

（三）心理衛生講座：9 月 11 日「生活適應-異地求學之力量」座談會，

共有 80 位學生參與。9 月 16 日「校園性騷擾防治」講座，共 956

位學生參與。預計 11 月 20 日舉辦「大學生涯規劃」講座和 11 月

27 日舉辦「正確性教育與愛滋防治」講座。 

（四）班級座談：10 月 1 日「安心講座」班級座談，共 37 位學生參與。 

（五）團體諮商：10 月 5 日「人際關係工作坊」，共 36 人次參與。 

（六）導師輔導知能暨僑先部單位學習研習：10 月 2 日舉辦「對高關懷學

生之辨識、關懷與輔導」講座，共有 54 位導師和行政同仁參與。 

（七）宿舍輔導知能暨僑先部單位學習研習：9 月 2 日舉辦「認識青少年

憂鬱症與三級預防」講座，共有 26 位管理員和行政同仁參與。 

健康 

（一）傳染病防治：肺結核 2 位、阿米巴痢疾 1 位、急性 A 型肝炎 4 人、

寄生蟲感染 2 人，已配合衛生局指示完成相關疫調、護理衛教指導

及就醫治療，持續追蹤處理中。 

（二）重大疾病異常追蹤處理總計 2 人(肺部腫瘤、肝功能指數>400 )。 

（三）102 學年度秋季班第二階段於 10 月 20 日於亞東醫院辦理新生體檢。 

二、課外活動組 

（一）10 月 7 日本校師生 120 名應邀參加慶祝華僑節活動。 

（二）10 月 9 日本校師生 300 名應邀參加慶祝國慶四海同心聯歡會。 

（三）10 月 12 日本校師生 30 名應邀參訪中原大學。 

（四）10 月 19 日及 26 日辦理宜蘭及桃園校外教學活動。 

（五）10 月 21 日舉辦慶祝華僑節聯歡烤肉活動。 

（六）11 月 2 日舉辦本校林口校區國際文化日活動，僑委會陳副委員長及

僑生處陳處長將蒞臨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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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中心】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工作報告 

 

壹、 整體重要業務 

一、 林口校區雲端節能機房建置案業已與廠商完成議約，並開始動工施作。 

二、 本年度行政單位資訊安全健檢服務即將於 11 月完成，明年度將依照本

年度健檢結果調整檢核項目，逐步強化各單位之資安防護。 

三、 全校性金流平台原預計於 11 月底上線啟用，因開發進度超前，可望提

前上線啟用。 

四、 推展「公版系所網站」業已完成採購發包作業並召開建置說明會。 

 

貳、 行政支援組業務 

一、 於9月26日召開「建置本校各類表單簽核系統調查表作業要點說明會」，

並持續推動表單無紙化作業。 

二、 完成學務處之學生請假系統與宿舍修繕系統、郵務系統等之開發，及頂

尖大學計畫之消耗品管理系統之優化作業。 

三、 完成日間學制與在職專班之教師端、學生端之介面程式改寫作業，解決

IE 瀏覽器升級所造成之問題。 

四、 因應新生選課與分發規則調整，增修教務處選課系統之相關程式，已於

本年度（102）新生選課階段上線使用。 

五、 針對校務應用系統罕用字完整呈現問題，目前已完成 IE、Firefox、Safari、

Chrome 等瀏覽器之測試。 

六、 協助學務處全人教育中心籌備處「學生數位學習歷程檔案系統第二階段

開發建置案」規劃與評估，及師培處「畢業生就業追蹤網路問卷施測系

統第三期擴充案」之委外需求服務書之撰寫、評選及文件審查等作業。 

七、 協助秘書室「公文線上簽核系統採購案」及「會議管理系統採購案」之

各項專案會議，並提供相關技術、資訊安全等建議。 

八、 協助師培處「就業大師網站移機及維護服務」規範訂定，完成系統轉移

至雲端虛擬主機平台及功能擴充，協助師培處提供更優質之服務。 

參、 教學服務組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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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評估及辦理「LabVIEW圖控程式語言軟體校園版授權」採購事宜。 

二、 支援 102 年華語文能力測驗，完成電腦教室環境建置工作。 

三、 完成電腦諮詢和支援服務計電話及線上諮詢 185 件；行政單位電腦維護

29 件；校園軟體下載 19,828 次；林口校區 E 化教室維修支援 36 件。 

四、 推展儲存雲服務業已開通 2,361 人次，較九月初計 700 人大幅成長。   

肆、 網路系統組業務   

一、 於九月上旬完成公館校區圖書分館及學七舍共計 24 台無線基地台增設

工程；並於九月下旬完成林口校區學生宿舍正樓及勤樓共計 107 台無線

基地台的調整及部分增設作業。 

二、 完成單位業務專用信箱儲存結構更新暨電子郵件信箱容量擴充作業，提

供更優質穩定之電子郵件服務。 

三、 建置完成電子郵件備援系統，並於 7 月 16 日進行電子郵件系統永續營運

演練及系統調校，藉以驗證電子郵件系統在重要設備故障或停電時能否

及時啟動備援機制，並在合理的轉換時間範圍內繼續提供服務。   

四、 完成虛擬主機異地備援架構之建置規劃，並完成包含新實體主機、儲存

設備、網路設備及虛擬主機管理軟體之採購，待林口電腦機房建置完成

後將正式啟動備援機制，以期於系統異常時能快速恢復正常運作。   

五、 本年度行政單位資訊安全健檢服務即將於 11 月完成，明年度將依照本年

度健檢結果調整檢核項目，逐步強化各單位之資安防護。 

六、 各單位年度網站弱點掃描作業即將完成，請各單位依照檢測結果修改網

站程式碼除，以降低網站資訊安全風險。 

伍、 數位科技推廣組業務  

一、 辦理本學期 Moodle 數位學習平台開課及諮詢業務，截至 10 月中旬統

計本學期開課計有 595 位教師/1,618 門。   

二、 完成本學期推廣教師結合臺師大儲存雲與 Moodle 數位學習平台教學應

用研習。   

三、 完成遠距教學支援開放中國大陸華中師範大學學生選修本校主播課程

連線事宜。  

陸、 應用研發組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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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整合式人事系統業務開發與建置： 

一、 專任教師任免遷調系統正式上線，並針對全校舉行系統操作說明課程。 

二、 提供人事資料庫 VIEW予體育室、秘書室及出納組，供委外系統介接。 

三、 「公用版諮服系統」將於 11月中完成開發，並提供試用。 

四、 已完成「薪資待遇系統」第二版需求規劃書，將於 12月完成程式開發。 

五、 「教育訓練系統」，累計開課筆數計 2,504場次，報名人數計 119,515

人次（含終身學習網匯入之人次）。 

六、 「約用人員考核系統」進行程式設計與開發與並且進入測試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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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室】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工作報告 

壹、活動組業務 

一、本(102)學年度第一學期校長盃運動競賽項目為籃球、桌球及拔河，預賽

部份籃球競賽持續進行中，桌球及拔河項目已結束預賽並預計於 11月中

展開決賽。 

二、本(102)學年度第一學期教職員工運動班開班項目有:校本部-有氧律動、

舞動瑜珈提斯 A、舞動瑜珈提斯 B、桌球、網球，公館校區-有氧律動、瑜

珈 A、瑜珈 B，本次報名人數約 300人、收入約為 34萬元整。 

三、本(102)學年度第 67 屆全校運動會日期為 11 月 22~23 日，並於 10 月 9

日召開全校行政籌備會議擬訂各項目競賽規程及經費預算等事項，報名日

期自 10 月 17 日起至 11 月 4 日止，比賽項目除學生組的競賽之外，教職

員工組競賽項目有:大隊接力、趣味競賽及桌球競賽，歡迎本校教職員工

生踴躍報名。 

貳、訓練組業務 

一、8月 9日獲教育部體育署核定補助本校發展特色運動七個項目，共核定經

費新臺幣 260萬元整。現積極辦理訓練器材採購及招標等事宜。 

二、10月 15日體育署運動選手照顧計畫申請書及相關資料已彙整送出，共計

申請學雜費補助(101 人次)52 萬 5,000 元、生活照顧費(119 人次)179 萬

8,000元，總計新臺幣 232萬 3,000元整。 

三、102學年度各類球類運動聯賽已完成球隊註冊及報名手續。 

四、2013東亞運動會本校共獲得 3金 1銀 4銅(網球彭賢尹 2金 1銅；男子排

球陳建禎、戴家瑞、李佳軒、劉鴻敏、黃培閎 1金；羽球戴姿穎、陳曉歡、

王沛蓉、姜凱心 1銀；田徑徐詠潔 1銅；跆拳道莊佳佳 1銅；羽球謝沛蓁

1銅；女子籃球謝佩君、黃品蓁 1銅) 

參、場地管理組業務業務 

一、校本部體育館支援校內重大活動如下： 

（一）7月 6日至 7月 11日體育館全館提供本校體育學系辦理「2013ISBS

國際運動生物力學研討會」。 

（二）7月 14日及 7月 20日綜合球場提供本校英語學系辦理「系排球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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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 

（三） 8月 29日綜合球場提供本校辦理「106級新生營」。 

（四） 9月 8日綜合球場提供本校運動休閒與餐旅管理研究所辦理「迎新       

球賽」。 

（五）9月 25日綜合球場提供本校辦理「全校週會」。 

二、校本部體育館校內外合辦活動： 

（一）8月 3日綜合球場借予本校工業教育學系與邱再興文教基金會、世           

界機關王大賽推動聯盟共同辦理「GreenMech世界機關王競賽」。 

（二）9月 15日綜合球場借予本校復健諮商研究所與財團法人心路社會福

利基金會共同辦理「藍得好天天籃球比賽」。 

（三）10月 26日及 27日桌球室及武術房借予本校運動與休閒學院與中華

民國體育學會共同辦理「教育部體育署 102年度國民體適能指導員授

證事務」。 

（四）11月 2日桌球室及武術房借予本校運動與休閒學院與中華民國體育

學會共同辦理「教育部體育署 102年度國民體適能指導員精進教育研

習會」。 

三、校本部體育館校外租借： 

（一）9月 7日綜合球場借予台新金控職工福利委員會辦理「羽球比賽」，

場租 271,600元。 

（二）8月 31日、9月 1日、9月 14日、9月 15日小韻律教室借予台灣喜

馬拉雅瑜珈靜心協會辦理「秋季瑜珈工作坊」，場租 66,900元。 

（三）9月 28日綜合球場借予資誠會計師事務所辦理「排球比賽」，場租

190,000元。 

（四）9月 28日武術房借予財團法人台北市現代婦女基金會辦理「做中學-

體驗教育活動」，場租 14,000元。 

     （五）10月 19日綜合球場借予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臺北郵局辦理

「職工運動大會」，場租 154,200元。 

     （六）10月 26日及 27日室外籃球場借予台北市私立文城台大文理短

期補習班辦理「傳奇盃反毒三對三鬥牛賽」，場租 12,800元。 

     （七）11月 2日及 3日室外田徑場借予財團法人明台產物保險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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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職工福利委員會辦理「員工運動大會」，場租 138,400元。 

肆、游泳館業務 

 一、秋季泳訓班第一期共 19班、學員數 152人；家教班 135班、學員數 111 

     人，第一期於 11月初結束，緊接於 11月中開設第二期。 

 二、條碼系統將於 103年 1月 01日配合新年度卡證正式啟用，現階段刻進行 

     系統測試，實施後，將有效解決人員控管、卡證核銷等陳年亂象。 

三、熱泵及過濾桶更新工程預計於本(102)年底發包，103年初完成更新作業。 

伍、公館校區體育組業務 

一、體育館一樓多功能運動場，協助活動組辦理教職員工運動班，教授瑜珈

課程，（每週二/A班及每週五/B班），以服務全校教職員工生。（時間表

102年 9月 27日至 12月 27日止，中午 12時 20分至 13時 20分）。 

二、公館校區體育館一樓多功能運動空間中午時段，開放申請作為公館校區

桌球系隊臨時練習場地。另室內跑道開放課間時段，作為公館校區師生

作為雨天運動鍛練場所。 

三、網頁公告公館校區體育場館開放校內教職員工生免費使用時段一覽表。 

四、為配合辦理 67屆校運會啦啦隊比賽，公館校區 10月 1日起週一至週五

提供田徑場綠色 PU廣場 18~21時之照明設備，開放給理學院六系所參賽

啦啦隊伍練習場地。。 

五、公館校區室外籃球、排球場地，自 9月 23日起試辦一個月週一至週五，

18~21時開放照明設備(七座×2盞 2000W)，並依現場每日使用人次比率，

再予決議實施續辦開放照明設備。(到目前為止每日使用約 50人/小時) 

六、田徑場於 102年 11月 17日，借用校外單位-考選部辦理國安/調查特考

體能測驗，場租收入 4萬。 

七、102年 1~9月公館校區假日場地租借收入金額約 148萬元，比較 101年

同期增加約 83萬元，經營績效成長 126%。 

陸、林口校區體育組業務 

一、10月 5日(六)18：00-20：00體育館一 F綜合球場借予本校社教學系辦理

「迎新活動」，場租收入 3,000元。 

二、10 月 12(六)18：00-22：00 體育館一 F 綜合球場借予本校東亞學系辦理

「迎新活動」，場租收入 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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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辦理林口校區 102學年度上學期各項球類競賽，預計 10月 28日(一)18：

00-22：00 辦理學生羽球賽、10 月 29 日(二)18：00-22：00 辦理學生桌

球賽，並於 11月下旬起利用假日辦理林口校區班際盃籃球賽。 

四、自 102 年 10 月 7 日(一)起至 102 年 11 月 1 日(五)，該期間體育館一 F

綜合球場利用課餘及中午時段，借予中華民國殘障體育運動總會辦理「殘

障羽球國手集訓」。 

五、自 102年 10月 24日(四)起至 102年 12月 26日(四)，該期間每星期四(扣

除僑先部於體育館舉辦考試後共計 9 天)19：40-21：40 體育館一 F 綜合

球場借予進軒實業有限公司辦理「聯誼籃球賽」，場租收入為 27,000元。 

六、102 年截至 10/16(三)止林口校區體育場館(含泳池及暑期游泳班)收入為

1,559,450元，已超越去年度(101年度)總收入 1,235,24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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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室】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工作報告 

壹、人事法規 

一、102 年 7 月 1 日師大人字第 1020015454 號發布修正本校「新聘專任教師

資格條件暨考核（評鑑）作業規定」第 1 點有關教育學院之資格條件。 

二、修正「本校職員職務出缺遞補作業規定」。 

三、增訂本校「國語教學中心約用人員改聘作業規定」。 

貳、人事任免、遷調 

一、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新聘：專任教師 13 人、約聘教師 6 人、專案教學及

研究人員 4 人、講座教授 5 人、客座人員 8 人、兼任教師 104 人。 

二、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獲通過升等：教授 11 人、副教授 13 人，副研究員 1

人，共計 25 人。 

三、辦理新聘專任教師報部請頒教師證書案（共 6 人）。 

四、102 學年度新聘專任教師 13 位、約聘教師 6 位、專案教學及研究人員 3

位，共計 22 位，均已完成敘薪事宜。 

五、審核教授申請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休假研究案共 22 件。 

六、會辦申請國科會補助出國短期研究 13 件，赴國外姐妹校交換教師 1 件、

頂尖大學計畫出國研究 1 件。 

七、辦理 102 學年教師育嬰留職停薪案 2 件、侍親留職停薪案 5 件、留職停薪

復職 5 件。 

八、辦理外籍教師申請工作許可案共 16 件。 

九、102 年 8 月 27 日、10 月 8 日召開本校學術暨行政組織調整推動小組第 1、

2 次會議，討論本校學術單位（學院、系所）整合案。 

十、102 年 8 月 29 日、102 年 10 月 24 日召開本校教師評審規章研修小組第 3、

4 次會議，會中討論本校技術類教師、校外合聘教師之聘任制度及本校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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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評審辦法修法方向等案。 

十一、辦理「專任教師任免遷調系統」教育訓練： 

102 年 7 月 23、24 日，分 2 梯次辦理「專任教師任免遷調系統」教育訓

練，共計 63 人參加訓練。該系統於 102 年 9 月 5 日正式上線使用，本

室業以 102 年 9 月 4 日以師大人字第 1020020369 號函知各單位。 

十二、本校 102 學年度學術主管及行政單位一級主管聯合交接典禮業於 102

年 8 月 1 日上午舉行，計 22 個單位之新、卸任主管進行交接儀式，並

由校長致發新、續任主管新學年度聘書，計 200 餘人參加。 

十三、本校 102 學年度校務會議常設委員會委員選舉業於本(102)年 9 月 25

日起至 10 月 3 日止以現場或通信投票方式辦理，並於 10 月 4 日開票

完竣，選出各學院教師代表、研究人員、軍訓教官、助教、職員、工

友五類代表及學生代表等共計 13 名。 

十四、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職員：新進 3 人、遷調 4 人、調離 5 人、代理 4

人；約用人員：新進 27 人、續聘 6 人、改聘 9 人、辭職 11 人、契約

期滿離職 5 人。 

十五、辦理公務人員申請留職停薪 1 件，復職 2 件；約用人員申請留職停薪

5 件，復職 2 件。 

叁、獎勵表揚 

教育部核定本校 102 年資深優良教師請獎案，計有服務 40 年教師 8 位、服

務 30 年教師 12 位、服務 20 年教師 43 位、服務 10 年教師 21 位，合計 84

位。本校業於 9 月 24 日「尊師重道 永懷師恩 現代教師節的意義座談會」

中頒獎表揚；會中並同時表揚大專校院 102 年度納入師鐸獎獎勵對象，本校

首位榮獲師鐸獎殊榮得主-物理系黃福坤教授。 

肆、身心障礙者進用情形 

本校 102 年 6 月至 102 年 10 月進用身心障礙人員均足額進用。 

伍、公健保及福利 

一、參加公保人數 1177 人，102 年 6 至 10 月辦理公保加保 18 人、轉出 35 人、

變俸 565 人、變更身分 1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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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校現有參加全民健保者（含退休人員及眷屬）2,349 人，其中被保險人

1,344 人，眷屬 1,005 人。 

三、本校配合二代健保實施，本(102)年 1 至 8 月己繳納單位負擔補充保險費

1,123 萬 663 元。 

四、102 年 6 至 10 月申請各項福利補助計：結婚 9 人、生育 7 人、眷喪 21 人、

健檢 46 人、子女教育補助 609 人。 

陸、退休撫卹 

一、102 年 6 月至 102 年 10 月退休教師 11 人、退休職員 2 人、資遣(因病)教

師 1 人；申請補繳及發還退撫基金 11 人；遺族撫慰金 7 人。 

二、102 年退休人員秋節慰問金共計發放 713 人，發放金額計新臺幣 78 萬 2,000

元整。 

柒、訓練進修 

一、102年度行政人員訓練課程共辦理15堂(38小時)、總計有1,425人次參訓、

平均滿意度 90.5%。 

二、本(102)年度迄今業薦派同仁參加校外訓練機關（構）辦理之專業課程共

計 61 班別、112 人次，並依規定補助訓練費用或給予公假，共計已補助

250,910 元；另推薦參加教育部及公務人力發展中心舉辦之各類行政、法

治及專業等各類訓練研習課程計 35 班別、43 人次。 

三、本校行政人員目前進修碩、博士學位者計有 32 人(其中有 15 名為約用人

員)，並依規定補助部分進修費用或給予公假(或事休假)。 

四、本校目前公務人員通過英檢人數共計 88 人，佔經銓審之公務人員總人數

42％，超過規定 18%之目標值。 

五、為凝聚本校主管對於學校未來校務發展之共識，俾能全力配合日後政策之

推動與執行，於本（102)年 10 月 11 日至 12 日辦理 2 天 1 夜主管共識營，

本校一級行政單位主管、副主管以及學術主管共 26 人參加。 

六、本校 102 年度行政人員赴國外標竿學習案，業於 9 月 29 日至 10 月 3 日共

計 5 日由國際事務處印永翔處長帶隊，並由秘書室、教務處、學務處、國

際事務處、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及資訊中心派員共計 14 人參訪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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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理工大學、新加坡國立教育學院、新加坡管理大學、新加坡國立大學

等 4 所大學。 

七、本（102）年度電話禮貌測試案，業簽奉核准各單位受測人數原則為每滿

15 人抽測 1 人，未達 15 人抽測 1 人，並自 10 月份起連續抽測 3 個月以

作為本年度團體績效考核之評分依據。 

捌、建教合作計畫人事管理 

本校建教合作計畫人員於 102 年 6 月 1 日至 102 年 10 月 28 日止，相關業務

辦理情形: 
項目 

人員 新聘 離職 服務證 服務證明 

博士後研究 26 12 24 6 

專任助理 52 97 187 33 

玖、其他 

一、行政院訂定「公務人員酒後駕車相關行政責任建議處理原則」，並自 102

年 7 月 16 日起生效。公務人員如酒後駕車及酒後駕車肇事，觸犯行政秩序

罰及刑事法令者，除依各該法令處罰外，其行政責任之檢討，各機關學校

應本權責查證後，參考上揭處理原則所訂之懲處基準，依公務員懲戒法、

公務人員考績法及其施行細則、各類專業人員獎懲標準表或各機關職員獎

懲規定等所訂標準，衡酌事實發生之原因、動機或對政府形象之影響程度

予以嚴厲處分。 

重申「酒後不開車」，並請各級主管確實督導所屬同仁恪遵相關法令，儘量

避免非必要之飲宴應酬，並在飲宴中戒除勸酒習慣，如確有飲酒，應落實以

「指定駕駛」或「搭乘計程車返家」等方式返家，杜絕酒後開車之行為。 

另公務人員如酒後駕車經警察人員取締，應於事發後1週內主動告知人事室，

俾憑依據行政院訂定之「公務人員酒後駕車相關行政責任建議處理原則」作

適當處理；未主動告知者，將以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5條誠實之義務規定，

予以懲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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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政院勞委會於 102 年 10 月 3 日以勞動 2 字第 1020132068 號公告發布，

每小時基本工資自 103 年 1 月 1 日起調整為新臺幣 115 元，每月基本工資

自 103 年 7 月 1 日起調整為新臺幣 19,273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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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計室】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工作報告 

壹、103 年度預算編列及審議情形 

一、經常門預算編列額度：總收入預算數編列 45 億 9,102 萬元，總支出預算

數編列 47 億 5,402 萬元，以上收支相抵後，預計短絀 1 億 6,300 萬元，

支出扣除折舊 4 億 3,590 萬元後賸餘為 2 億 7,290 萬元。 

二、增置固定資產預算編列 3 億 2,184 萬元（含房屋及建築、機械設備、交

通運輸設備及什項設備）。 

三、「邁向頂尖大學計畫」依教育部通知僅核定 103 年 1 至 3 月份預算額度

5,170 萬元（已扣除行政院主計處刪減資本門），其中經常門 3,208 萬元、

資本門 1,962 萬元，4 月以後預算須俟考評及審議作業完成後再行辦理。 

四、預算審議情形：本校 103 年度預算案，業依限送達教育部彙送行政院，

行政院於 8 月 30 日函送立法院審議，校長已於 10 月 23 日出席立法院

教育及文化委員會之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審查會議，預計 12 月將再進行

校務基金預算實質審查。 

貳、本(102)年度購建固定資產計畫執行情形 

本年度預算數 5 億 3,043 萬元，加計以前年度保留數 1 億 1,877 萬元，合

計本年度資本支出可用預算數為 6 億 4,920 萬元；截至 102 年 10 月底止，

預算分配數 3 億 6,809 萬元，實際執行數 2 億 4,743 萬元，預算達成率為

67.22%（執行數/全部預算數）；執行落後原因，主要係「林口校區資訊大

樓新建工程」於 6 月份完成驗收作業，致室內裝修採購作業延後至 9 月 29

日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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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屬高級中學】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工作報告 

壹、教務處業務 

一、升學表現：錄取臺大 207 人 (佔 20%)，錄取臺師大 47 人 (佔 5%)，錄取

臺、政、清、交、成、師大 521 人 (佔 51%)，錄取國立大學 746 人 (佔

73%)，錄取公私立醫學系、牙醫系 27人(佔 2.6%)，錄取國外知名大學 20

人 (佔 2%)。 

二、本校參加台北市科展，連續四年榮獲高中組團體獎第二名。 

三、本校參加 103年全國科展榮獲高中組團體第 3名。 

四、繼續與師大合作推動本校實習輔導教師認證，提升本校教師專業形象。 

五、持續與師大合作辦理週末科學營、週末文藝創意設計體驗營。 

貳、學務處業務 

一、7 月 15~16 日與日本開成高校交流。 

二、10 月 18～20 日信望愛社 60 餘位同學至南投縣仁愛鄉仁愛國小服務學習。 

參、總務處業務 

一、學生活動中心已驗收完畢。 

二、「體育教學館（教學游泳池）新建工程」正進行討論規劃中。  

肆、輔導室業務 

辦理日本早稻田大學、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美國南加州大學、香港理工大學與

說明會。 

伍、圖書館業務 

一、辦理「英語聊天室」活動及引言人訓練工作坊，敬邀吳美貞教授主講。 

二、化學系方泰山教授捐贈化學相關原文書一批。 

三、辦理 2013英語營工作檢討會、2014英語營籌備會，敬邀張瓊惠主任指導。 

陸、資訊中心業務 

一、參與信望愛基金會合作數位教育平台實驗計畫，推動教師工作坊，進行資

訊融入教學教案研發。        

二、與台北市教育局洽談教育雲合作計畫，將回饋本校一條由師大附中機房至

師大機房之獨立網路線路，頻寬為 200MB上下。請師大協助本校，解決對

外頻寬不足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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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國中部 

畢業旅行發起「大手牽小手，書香傳愛」活動，捐書至新竹員崠國小。 

捌、秘書室業務 

一、依國教署來函，就本校 120年學校評鑑申請優質高中認證。 

二、依國教署來函，完成全校內控制度，於 10月 24日上網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