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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育學院】工作報告 

 

壹、學術活動 

一、本院已於 103 學年度推動院統計課程，獲得學校及本院師生的高度認同，

將陸續推動各系總整課程（capstone）與質性研究相關課程。 

二、有關學校一院一整合型計畫，本學院提出「雲端巨量資料(Big Data)數據

分析科技，發展創新教育決策模式」、「發展以教育理論為基礎之 3D 虛擬

實境、擴增實境、體感互動等多媒體教學模式」、「開發閱讀新典範」等 3

個研究構想皆獲通過補助。 

三、於 104 年 4 月 27 日至 28 日與特教系及特教中心合辦「2015 臺灣師範大

學姊妹校聯合特殊教育論壇」，並邀請筑坡大學人間障礙科學系園山繁樹

教授等人蒞校演講。 

四、於 104 年 3 月 21 日與公領系合辦「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中公民教育的課

程與教學」實務研討會，主要探討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社會學習領

域、普通高級中學必修科目「公民與社會」課程網要，並將教育部十二年

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納入討論。 

五、資教所於104年4月 9日至11日辦理「2015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Learning and Teaching in Computing and Engineering (LaTiCE2015)」

國際學術研討會，有來自美國、大陸、馬來西亞及印度等國學者與會。 

 

貳、國際交流 

一、因應標竿系所之評鑑，本學院擬與香港大學教育學院進行合作，該校有意

與本學院先進行交換學生之合作，並共同研擬交換學生同意書，經本學院

104 年 3 月 18 日院務會議通過。 

二、日本東北大學大學院教育研究科於 104 年 3 月拜訪本學院，並已就 2016

亞洲教育領導課程架構初步達成共識。 

三、本學院於今年 1 月與美國 UCLA 教育院簽訂的院級 MOU，未來將進一步洽

談學術合作事宜。 

四、本學院未來以 Penn State 為標竿學習對象，將轉移 Penn State First Year 

Experience 相關課程，確保新生從入學開始就會有成功的大學經驗；另

擬規劃相關課程，讓兩校師生每年 5-10 人互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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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行政業務 

一、本學院於 103 年月 12 日 11 起經校長核定聘任圖書資訊學研究所卜小蝶教

授為副院長，請其協助加強本院國際交流、標竿學習、招生等事務。 

二、配合學校鼓勵資源整合及跨領域合作，推動一系多所，本院除了教育系、

教政所、課教所已於 99 學年度開始推動外，104 學年度也將新增特教系

與復諮所。 

三、為協助招生及提升本院形象，本學院已完成教育學院院徽設計，及印製完

成學院及各系所簡介與資料夾，另有關本學院以院徽為概念之紀念品(透

明資料夾、杯子、帽子、運動會院旗)設計樣式已大致完成，確認後將辦

理後續製作事宜。 

四、本學院將於104年 4月 23日12時辦理「全院教職員交流與經驗分享餐會」，

以促進院務之推動。 

五、教育部委託本校執行「人文社會領域博士人才培育專案計畫」，本學院負

責教育領域部分已大致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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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學年度第 2學期【文學院】工作報告 

(第 114 次校務會議報告用)- 

(填報期間:104 年 2 月 1日至 104 年 7 月 31 日) 

壹、文學院業務成績 

一、 國際學術交流 

（一） 院級國際學術合作協議書簽署 

3 月份陳院長登武教授率國文學系鍾主任宗憲教授等人前往韓國完

成與外國語、延世及成均館大學之「客座教師」合作協議書簽署事

宜。另韓國國立首爾大學亦表示有意加入簽署相關協議，目前接洽

中。 

（二） 赴國外學術交流 

1. 2/6-2/12 陳院長登武教授率國文學系鍾主任宗憲教授及地理

學系陳教授國川前往馬來西亞及新加坡進行「一院一整合計畫」

之子計畫「馬來西亞龜咯漁村華人的社會、歷史與宗教研究」

田野調查研究，成果豐碩。 

2. 3/1-3/3 陳院長登武教授率國文學系鍾主任宗憲教授等人前往

韓國外國語、延世、成均館大學及韓國國立首爾大學洽談本院

「韓語學程」實質學術合作交流事宜。 

3. 2015 年 7 月份，陳院長登武教授率李副院長勤岸教授、國文學

系鍾主任宗憲、劉副教授滄龍等師長將前往德國 Bochum 大學參

與工作坊發表學術論文，並簽屬兩校合作協議、學生交換協議，

同時洽談兩校未來實質學術合作交流事宜。 

（三） 國外(含大陸地區)大學來訪 

1. 3/6 新加坡南洋理工大學人文社科學院劉宏院長蒞臨本院參

訪，並進行學術演講，講題：「東南亞華人與中華文化的跨境

傳播機制‧模式‧影響‧前景」。 

2. 3/21 日本明治大學吉村武彥先生來訪，進行「中日古代社會的

比較研究」系列講座，講題：日本古代的身份制。 

（四） 院級交換學生甄選 

3/2 及 3/5 分別辦理本院日語組及英語組之院級交換生甄選作業，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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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甄選各 1 位(共計 2位)學生分別前往日本大阪大學及加拿大亞

伯達大學交換研習。 

（五） 雙聯學制 

本院與北京師範大學文學院訂有雙學位碩士研究生培養合作協議書

在案，今年 2 月起協助 3 位碩士生返回大陸探親，並於 3 月返校繼

續研讀學位，適應情況良好。 

二、 本院及國文學系、英語學系申請教育部補助師資培育之大學精進師資素

質計畫(屬競爭型計畫)設置中等教育階段【社會】、【國語文】及【外語】

領域教學研究中心： 

(一) 社會領域教育研究中心：本學期共召開 3 次中心會議，並配合教

育部出席 3 次相關政策會議。中心已集結 16 位優秀中學社會領

域（歷史、地理、公民）教師組成工作坊，進行差異化教學、有

效教學、多元評量、閱讀理解等教學理論與策略的研擬。預定

6/27 於本校圖書館 B1 國際會議廳舉辦「103 學年度成果發表會」

發表本年度的計畫研究成果。 

(二) 國語文領域教學研究中心：本學期共召開 13 次會議，目前已進

行「中學國文課程各階段現有教材學習目標彙整及難易度檢

視」、「12 年國教國語文領域課程學習目標草案研擬」，以及 5 次

中心會議，並完成 21 場相關活動。 

(三) 外語領域教育研究中心：本學期共召開 3 次內部會議及 2 次諮詢

會議，並預定辦理 5 場實作分享等相關活動。 

三、 4/22 邀請首位華人諾貝爾文學獎得主高客座教授行健以「面向 21 世紀

─談創作者的位置」為題，本院陳院長登武教授主持，由張校長國恩與

高老師對談，參與逾 300 人。 

四、 4/27-5/1 進行本院「鼓勵學生赴國外進修補助」甄選，針對各系所之

30 名校級、院級及系所級交換學生錄取者公告宣導申請，預定於 5 月 8

日進行「鼓勵學生赴境外進修補助審查會議」，5 月中旬完成甄選事宜。 

五、 5/11 舉辦 2015 人文季，以「躍升：蛻變與創新」為主題在文學院大樓

前舉行開幕式，融合國文學系、英語學系、歷史學系、地理學系、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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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文學系、翻譯研究所及臺灣史研究所師生，展示各系所之系徽旗幟及

塗鴉木板，並透過現代歌曲吟唱「楓橋夜泊」，突破大眾對傳統詩歌的

印象，表現文學院的多元與創新。 

六、 5/14 及 6/3-6/5 分別辦理 2015 人文季「大師座談系列講座」，邀請王明

珂院士及杜國清教授蒞臨本校，分別針對「反思性人文知識與反思性認

同」、「臺灣研究的國際視野與前景」、「象徵、唯美、及物、記事─我的

詩學理論與創作」及「近二十年臺灣文學英譯的成果與動向」議題進行

座談，預估參與近 350 人。 

七、 5/28-5/29 辦理「跨山越海」畢業生成年禮，此活動為結合「畢業旅行」

與「成年禮」性質之「發現生命活力」畢業壯遊，讓畢業生親近臺灣壯

麗的山與海，體驗人文、生態與歷史。行程除了延續安排畢業生們行草

嶺古道及越海登龜山島外，更加入淨灘的公益活動、知識考驗等內容，

讓學生們以行動來愛護、回饋這片土地。本次活動的重頭戲為在龜山島

上的撥穗儀式，百餘名畢業生於龜山島上著畢業袍，由張校長國恩、文

學院陳院長登武教授及各系主任為畢業同學撥穗，象徵著經歷重重磨

練、篳路藍縷後，正式畢業成年，更是期許學生在跨山越海間，找到自

我及義無反顧的責任與光榮，計 120 人參與；最後在 5 月 29 日人文師

大之夜為同學彩披加冠，完成「成年禮」儀式。 

八、 5/29 辦理「人文師大之夜」2015 人文季閉幕式，除了頒發第 14 屆紅樓

現代文學獎外，更恭賀畢業生們完成跨山越海任務，給予授證；並由國

文系、英語系、歷史系、地理系、臺文系及臺史所等五系一所接力演出，

充分展現文學院各系所學生多元風貌與活力，參與預估 400 人。 

九、 5/26完成日本語文學分學程104學年度招生工作，計錄取40-60名學生。 

十、 5/26 完成韓國語文學分學程 104 學年度招生工作，計錄取 40 名學生。 

十一、 本院將與上海大學(文學院)、韓國外國語大學(中文系及世界文化創

意研究所)、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及人文學院)等東亞地區名校合作辦理

國際學術交流活動，以「東亞之文史與社會」為主題進行交流，預定 2015

年 8 月於韓國外國語大學辦理。 

貳、各系所業務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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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學術活動 

（一）研討會：共 11 場。 

1. 國文系：7 場（百年論學、與臺灣易經學會合辦「2015 臺渝兩岸

易學論壇」研討會） 

2. 英語系：1 場（5/23-5/24 2015 年臺灣英語教學研究論壇年會） 

3. 歷史系：１場（5/22-23「全球視野下的歷史思維教學與研究－

歷史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 

4. 地理系：2場(4/18 主辦中國地理學會 2015 年年會暨地理學術研

討會，5/23-24 主辦第 19 屆臺灣地理國際學術研討會暨第四屆

亞洲 SUSTEP 國際研討會) 

  （二）專題演講：國內講員 73 場，國外講員 17 場。 

1. 國文系：國內講員 6 場，國外講員 2 場。 

2. 英語系：國內講員 7 場，國外講員 7場。 

3. 歷史系：國內講員 9 場，國外講員 4場。 

4. 地理系：國內講員 13 場。 

5. 臺文系：國內講員 21 場、國外講員 1場。 

6. 翻譯所：國內講員 3 場，國外講員 2場。 

7. 臺史所：國內講員 14 場。 

8. 國際臺灣研究中心：國外講員 1 場。 

（三）論文（成果）發表會：共 54 場 

1. 國文系：教師 8場、學生 2場(研究生論文發表會) 

2. 英語系：研究生 15 場。 

3. 歷史系：教師３場。 

4. 地理系：教師 1場，研究生 2 場。 

5. 臺文系：研究小群教師 2場，研究生 2 場。 

6. 翻譯所：5/25 辦理 2015 年第 7屆「翻譯學碩博生研究論壇」活

動(與臺大翻譯碩士學位學程、輔大跨文化所聯合辦理)，研究

生 8 場。 

7. 臺史所：研究生 6場、全所論文發表 5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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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 

1. 國文系 

（1） 工作坊及座談會各 7 場（含交換生座談會、系主任午餐座談

會、導師座談）。 

（2） 辦理文壇新秀春季寫作班。邀請著名作家開設新詩、小說、

散文及創意文案班，計有 93 名學生參與。 

（3） 辦理文創達人春季先修班。結合文創產業師資、編劇、製作

人開設流行音樂(詞曲)創作班、商業劇本班、計畫撰寫與執

行班及編輯採訪創意寫作班，計有 137 名學生參與。 

（4） 與圖書館於 3/21 合辦「緬懷大師系列活動─紀念陳伯元先

生八秩冥誕學術論文發表會暨學術著作展示會」 

（5） 與文學院、全華文寫作中心於 5/4 合辦「瑞典詩人托馬斯．

特朗斯特羅默紀念會」活動。 

（6） 第 14 屆紅樓文學獎決審共分「現代詩組」、「散文組」、「小

說組」及「舞臺劇劇本組」4 場會議進行。 

（7） 5/20 辦理「楊牧與創作者有約」座談會  

（8） 6/5 舉辦 54 級畢業五十年系友回娘家。 

（9） 6/5 舉辦本系校慶文物展。 

2. 英語系： 

（1） 1/26-2/14 本系六位同學赴日本金澤大學附屬高級中學交

流實習。 

（2） 3/19 澳門培正中學參訪。 

（3） 3/31 就業講座「教書之外的選擇--非教職畢業生的發展

與挑戰；民視節目部數位中心企劃編輯/主持」。 

（4） 4/17 海外交換生分享會。 

（5） 4/18-4/19 全國國中暨高中英語短劇比賽。 

（6） 5/13 日本金澤大學附屬高級中學英語教學實習分享會。 

（7） 5/14 就業講座「你的力量超乎想像；臺灣童心創意行動協

會理事長/英語系畢業系友許芯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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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地理系 

（1） 6/5 舉辦系友回娘家。 

（2） 吳鄭重教授出版《研究研究論論文 》一書。 

（3） 陳國川教授出版《高中地理有效教學策略的行動研究》書。 

4. 臺文系： 

（1） 5/3 與國立臺北教育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合辦「第九屆國

北教大暨臺師大臺文系所研究生論文發表會」。 

（2） 7/7 辦理「臺灣語文學了沒？——臺師大高中臺文體驗

營」。 

5. 翻譯所： 

（1） 5/18 辦理 104 年名人就業講座活動(一)，邀請本所傑出校

友陳珮馨(任職外交部公眾外交協調會英語翻譯科，擔任總

統翻譯官)返校演講。 

（2） 5/28 辦理 104 年名人就業講座活動(二)，邀請周大為先生

(全通、精英等五家翻譯公司負責人)蒞校演講。 

（3） 5/15 舉辦「畢業校友座談」活動，邀請四位畢業生分享國

外就業、國內創業、學術及國考等經驗。 

6. 全球華文寫作中心:  

(1) 2/2 紅樓文學沙龍第四場:「談奇幻文學與後神話創作」，建

國中學兩位同學來訪與作家祈立峰老師、胡衍南主任、徐國

能執行長討論交流作品。 

(2) 3/4 紅樓文學沙龍第五場:「談電影/音樂/文學」，邀請國文

系范宜如教授與景美女中、中和高中學生交流，分享創作心

得。 

(3) 3/12 紅樓文學沙龍第六場:「散文的饗宴」，邀請作家柯裕棻

老師與北一女中三位學生交流作品。 

(4) 4/1 紅樓文學沙龍第七場:「寫作的鍛煉」，臺灣大學及北一

女中學生來訪本中心，與鄭聿老師討論文學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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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5/14 紅樓文學沙龍第八場:「散文的四道光影」，邀請臺灣大

學及本校寫作新秀與旅美作家胡晴舫交流寫作心得。 

(6) 5 月、6月、7 月另有北一女中、師大附中、建國中學等校高

中生來訪，參加紅樓文學沙龍等多場活動。 

(7) 5/13 辦理師大作家回娘家活動，邀請四位師大畢業作家－陳

黎、張輝誠、鍾怡雯、小野老師返校與學子對談，交流創作

經驗。 

(8) 辦理第十四屆紅樓現代文學獎。徵文組別包括現代詩、現代

散文、現代小說及舞臺劇劇本四組。 

二、 國際學術交流活動 

（一） 學術交流協定： 

臺史所：3 月與廣島大學大學院社會科學研究科簽定學術、教

育交流協議。 

（二） 赴國外學術交流（系所級參訪、研討會）： 

1. 國文系： 

（1） 鄭燦山教授赴韓國外國語大學講學 1年。 

（2） 王基倫教授赴日本早稻田大學進行移地研究擔任訪問學者

一學期。 

（3） 與韓國外國語大學大學院中語中文學科BK21PLUS韓中語言

文化疏通事業團主辦「第十一屆青年學者國際學術研討

會」。會議時間：2015 年 2 月 27~3 月 2 日，共計 8位師生

參與。  

2. 英語系： 

（1） 3/25-4/3 張瓊惠教授至美國西雅圖出席國際會議及發表論

文，並至亞利桑那州移地研究蒐集資料。 

（2） 3/25-4/1 路愷宜副教授至美國西雅圖參加研討會及發表論

文。 

（3） 3/25-3/31 陳春燕副教授參加美國比較文學學會年會並發表

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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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4/7-4/13 梁一萍教授至印尼日惹參加 Bandung Conference 

and Beyond 會議並發表論文。 

（5） 5/2-5/10 蘇子中教授赴芬蘭 University of Helsinki 參加

Crossing Borders-Theatre And Cultural Encounters 國際

研討會。 

3. 歷史系：3/24-4/5 林欣宜助理教授與中央研究院數位文化中心

前往美國芝加哥參與「亞洲研究學會(AAS)2015 年年會暨展

覽」，並於展覽後於美國、加拿大進行合作交流、洽談出版事宜。 

4. 地理系：5/7-10 歐陽鍾玲教授「亞洲地理」課程率領本系同學

赴新加坡進行「臺灣師範大學與新加坡大學之學術交流與亞洲

地理實察」之移地教學活動。 

5. 臺文系： 

（1） 3/25 賀安娟老師受邀至捷克布拉格 Charles University

進行專題演講「Historiographical Perceptions of Early 

Modern Taiwan」。 

（2） 3/26-3/28 賀安娟老師赴捷克 Palacký University 

Olomouc, Univerzitní 3 主辦之「"Genius Loci" as a 

formative force in Taiwa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工作坊發表論文。 

（3） 4/8-4/10 賀安娟老師赴波蘭 Jagiellonian University 

參加 The European Association of Taiwan Studies 主

辦之「The 12th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European 

Association of Taiwan Studies」擔任主持人與討論人。 

（4） 6/18-6/20 林芳玫老師與賀安娟老師赴英國 University 

of London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SOAS)主辦之「Second World Congress of Taiwan 

Studies」發表論文。 

6. 臺史所： 

（1） 2/9 本所 11 位同學赴日本山形大學參加「臺日研究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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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會議暨文化講座：國際視野下近現代東亞的人流移動與

文化交流」會議。 

（2） 2/10 張素玢老師於日本山形大學進行公開演講，講題：「臺

灣濁水溪流域的兩難困境─社會經濟與環境」。 

（3） 2/11 臺史所蔡錦堂老師、許佩賢老師於日本「共振的東亞

國際學術研討會」中發表論文。 

（4） 7/31 本所學生赴日本廣島大學進行學術交流。 

7. 全球華文寫作中心：5/25 胡衍南主任赴武漢大學文學院「寫作

學」教研室訪問。 

（三） 國外學校（學者）來訪交流： 

1. 國文系： 

（1） 馬來西亞創作歌手林慧君開設流行音樂(詞曲)創作班。 

（2） 現任八旗文化總編輯，中國大陸編輯富察延賀擔任編輯採

訪創意寫作班授課教師。 

（3） 3/28~5/13 本系講座教授馬悅然院士來訪並進行學術交

流。 

（4） 4/27~5/9 本校講座教授李歐梵教授來訪並進行學術交流。 

（5） 5/1 新加坡南洋理工大學中文系許維賢教授來訪並進行

學術交流。 

（6） 5/5 香港大學黎活仁教授率大陸各省師範院校來訪並進行

交流。 

（7） 5/28 ~7/27 復旦大學中文系吳兆路教授來訪並進行學術

交流。 

2. 英語系： 

(1) 104/3/17 Ed Lin, Taiwanese American Writer 來訪並進行

學術演講。 

(2) 104/3/26 Prof. Brian Russell Roberts, Associate 

Professor of English  Department, Brigham Young 

University 來訪並進行學術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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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04/3/26 Prof. Brian Russell Roberts, Associate 

Professor of English Department, Brigham Young 

University, A Workshop on Academic Writing 來訪並進行

學術演講。 

(4) 104/5/19 Dr. Dominika Baran, Assistant Professor of 

English Department, Duke University 來訪並進行學術演

講。 

(5) 104/5/29 Dr. Hsin-I Hsieh,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 Literatures, University of 

Hawaii 來訪並進行學術演講。 

(6) 104/03/05 Dr. Lesley Gourlay, UCL Institute of 

Education,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來訪並進行學術

演講。 

(7) 104/05/21 Dr. Marcus Callies, Professor of English 

Linguistics, The chief editor of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earner Corpus Research, Universität Bremen 來訪並

進行學術演講。 

3. 歷史系： 

（1） 3/12 日本明治大學由武村吉彥教授來訪、該校與本系及文

學院聯合舉辦「中日古代社會的比較研究」系列講座，會

中徐建新先生（中國社會科學院歷史研究所）與黃正建先

生（中國社會科學院歷史研究所）發表論文，吉村武彥先

生 (日本明治大學)與陳俊強先生 (臺北大學歷史系系主

任)擔任與談人。 

（2） 3/19 日本大學大學院總合社會情報研究科教授高綱博文先

生來訪並作專題演講。 

（3） 5/1 南洋理工大學中文系助理教授許維賢先生來訪並作專

題演講。 

（4） 5/6 香港中文大學由浦慕州教授與馬木池教授率領該校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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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同學來訪，並舉辦「港臺公眾史學/應用史學座談會——

香港中文大學與臺灣師範大學的經驗交流」，會中由陳秀鳳

系主任擔任主持人，浦慕州教授、馬木池教授、陳俊強教

授、張弘毅教授、陳登武教授等擔任報告人。 

4. 地理系：5/22-5/24 邀請加拿大、澳洲、日本、中國、越南、印

尼等國共 11 位外國學者參與本系主辦「第 19 屆臺灣地理國際

學術研討會暨第四屆亞洲 SUSTEP 國際研討會」並發表論文・ 

5. 臺文系：2/27-7/2 韓國東國大學金良守教授來訪進行專題研究。 

6. 國際臺灣研究中心：3/6-3/30 奧地利維也納大學講師 Astrid 

Lipinsky 來訪進行專題研究。 

7. 翻譯所： 

(1) 02/02 德國駐上海總領事館領事兼翻譯處處長唐悠翰先生、 

德國慕尼黑應用語言大學(Hochschule für Angewandte 

Sprachen)中文部兼翻譯系助理教授悠莉（Julia Buddeberg）

女士來訪交流。 

(2) 3/17 哈佛大學中國文學系(Department of East Asian  

Languages and Civilizations) 教授 Prof. Wilt L. Idema 

來訪並作專題演講。 

(3) 5/21 Prof. Basil A Hatim (Department of Arabic & 

TranslationStudies, American University of Sharjah) 來

訪並擔任本所人文季專題講座主講人。 

(4) 本年 7月至 105 年 1 月，美國奧克拉荷馬大學(University of 

Oklahoma, Department of Communication)謝怡玲副教授，

獲傅爾布萊特學術交流基金會獎助來所交換研究。 

8. 臺史所：  

(1) 3/3 廣島大學大學院社會科學研究科師生一行 15 人至本所

進行學術交流，由蔡錦堂老師進行授課「日本統治下の旧制

臺北高等學校」。 

(2) 3/10 廣島大學大學院社會科學研究科師生一行 24 人至本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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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行學術交流，由蔡錦堂老師進行授課「日本統治下の旧制

臺北高等學校」。 

9. 全球華文寫作中心:  

(1) 5/5 瑞典學者馬悅然、瑞典作家陳文芬來訪交流。 

(2) 5/14 旅美作家胡晴舫來訪，與青年學子對談創作心得。 

(3) 6/3 浙江大學國際文化學系陳強(江弱水)教授來訪本中心，

與國文系徐國能老師對談，演講題目為「讀詩與寫作」。 

(4) 6/8 浙江著名隨筆作家舒羽來訪，與國文系李志宏老師對

談，演講題目為「談隨筆寫作」。 

三、 研究計畫案：共 92 件。 

1. 國文系：科技部 22 件，非科技部 5件，共 27 件。 

2. 英語系：科技部 18 件，非科技部 7件，共 25 件。 

3. 地理系：科技部 16 件，非科技部 3件，共 19 件。 

4. 臺文系：科技部 8件，非科技部 2件，共 10 件。 

5. 翻譯所：科技部 2件，非科技部 4件，共 6件。 

6. 臺史所：科技部 2件，非科技部 3件，共 5件。 

四、 學生表現： 

1. 英語系： 

（1） 本系97級系友楊禮旗同學榮獲教育部103年公費留學獎學金

並考取英國約克大學認知神經科學暨神經造影研究所博士

班。 

（2） 本系 102 年乙班應屆畢業生趙瑩同學通過 103 年教育部公費

留考。 

（3） 3/21-3/24 研究生陳紫樺赴 2015 美國應用語言學協會年度大

會暨加拿大應用語言學協會年度大會【科技部補助】。 

2. 歷史系：學士班劉自宜，廖家儂等 3位同學獲國際事務處「鼓勵

學生赴國外進修補助」。 

3. 地理系： 

（1） 69 級系友吳連賞教授榮任第八任高師大校長，預計 8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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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接任。 

（2） 博士班陳琦珊同學榮獲科技部「獎助國內研究生赴德國短

期研究【三明治計畫】」。 

（3） 黃宇禎同學榮獲本校 104 學年度碩士班新生入學成績優異

獎學金。 

（4） 空間資訊學程102級畢業生-詹立丞考取地方特考四等測量

製圖職系 

4. 臺文系： 

（1） 學士班詹宗達同學 103 學年度前往日本大阪大學交換。 

（2） 3/13-3/16 博士班葉衽榤同學赴香港參加「香港亞洲研究

學會第十屆研討會：香港、亞洲及多元化現代性」發表

論文。 

5. 翻譯所： 

(1) 5/23~05/31口譯組同學支援周大觀文教基金會－2015全球

熱愛生命獎章授獎活動口譯。 

(2) 5/11~05/13 口譯組同學參與臺北市體育局「2017 臺北世大

運籌備活動口譯服務」擔任實習隨行口譯。 

6. 臺史所： 

（1） 2/9 邱創裕、安井大輔、黃翔瑋三位同學於「臺日研究生

學術會議暨文化講座：國際視野下近現代東亞的人流移

動與文化交流」會議中發表論文。 

（2） 2/9 鄭涵云、謝泊諭、劉芷瑋、林品君、黃采瑜、林融徽、

溫翔任及高嘉駿等八位同學於「臺日研究生學術會議暨

文化講座：國際視野下近現代東亞的人流移動與文化交

流」會議中擔任評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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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pdf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理學院】工作報告 

壹、學術活動 

一、全院 10 個系/所，共舉辦研討會 13 場、專題演講-國內講員 103 場，國外

講員 27 場、發表會 12 場。 

二、舉辦學術成果露出記者發表會 4 場，不僅現場來訪之報社、媒體記者眾多，

當日及事後各大新聞台、各種媒體報導不斷，有助提升本校聲譽。 

貳、研究計畫 

全院 10 個系/所研究計畫合計：科技部 185 件、非科技部 45 件、其他 4 件。 

參、國際交流 

一、本院與日本關西學院大學理工科技學院合作，今年底將選送本院 3 名學生

赴日本短期參訪，費用由日方負擔。 

二、本院與日本新潟大學合作，2 月底選送本院 5 名學生赴日本短期參訪，日

方補助每名學生 8 萬日幣之費用。 

三、本院擬與日本橫濱市立大學奈米生命科學研究院簽訂學術合作交流協議

書，目前送校審議中。 

肆、師生表現 

一、 數學系專任教師與博士後研究於 2015 年發表之 SCI, SSCI 期刊論文數共

計計 7 篇。 

二、 物理系/所邱雅萍教授獲得 2015 年第八屆臺灣女科學家『新秀獎』 

三、 物理系碩士班陳柏慈獲 104 年物理年會壁報論文獎 

四、 化學系碩士生于家齊（謝明惠教授指導）榮獲 2014 年中國化學會研究生

壁報論文傑出獎。 

五、 第六屆海峽兩岸理論與計算化學會議優良壁報論文獎，化學系共四篇獲

獎： 

(一)許文綺、劉安倫（孫英傑教授指導） 

(二)張鈞智（何嘉仁老教授指導） 

(三)詹佑得、葉相均、黃羽柔（蔡明剛教授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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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林亮君、梁哲銘、盧恩平（蔡明剛教授指導） 

六、 生科系/王震哲教授獲得（104 年度）獎勵學術卓越教師：優聘教授。 

七、 生科系/林仲平教授獲得（104 年度）獎勵學術卓越教師：優聘教授 

八、 生科系/曾庸哲助理教授獲得（104 年度）獎勵延攬特殊優秀人才申請案 

九、 核定。 

十、 生科所/林佳薇同學獲得（104 年度）第 30 屆生物醫學聯合學術年會優秀

壁報論文獎 

十一、 地科系 103 年度獲本校獎勵特殊優秀人才 3 人。 

十二、 地科系 104 年度高中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教師資格檢定考試及格學生 8

名。 

十三、 地科系/所陳鑫澔博士生獲得 2015 年大氣科學學門成果發表會暨研究

生海報競賽佳作獎。 

十四、 資工系林均翰助理教授獲本校「104 年度獎勵延攬特殊優秀人才」殊榮。 

十五、 資工系系陳世旺教授、黃冠寰教授、張鈞法教授、蔣宗哲副教授、侯

文娟助理教授獲本校「103 年度學術論文暨專書獎助」。 

十六、 資工系系碩士班顏安孜同學榮獲 2015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Commerce, e-Adeministration e-Society, e-Education, e-Technology 傑

出論文獎。 

十七、 科教所邱美虹教授當選美國科學教育研究學會(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Research in Science Teaching, NARST)理事長。 

伍、其他 

一、 為擴大招收外籍學生，本院將於 10 月初由賈院長率本院各系所主管/代表

親赴越南國家科技院、及越南大學招生，此行預計招收之對象為碩、博

士生等較高階之人才。 

二、 本院將於 5 月 30 日與台北市合辦「2015 台北科學日—科學瘋台北」之活

動，該活動將該活動將選台北市中小學 60 個學校擺設攤位，實際演示、

操作科學之創意與活動，此外，本院亦邀請如 3D 列印、藍牙遙控履帶

車等專業團體及系學會一起展示，屆時必將是台北一大盛事，對於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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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之影響力，不容小覷。 

三、 3 月 13~16 日舉辦徐有庠盃臺灣青年學生物理辯論賽。 

四、 北區環境教育區域中心辦理本校申請環境教育機構認證並舉辦 10 場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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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學年度第 2 學期【科技與工程學院】工作報告     

 

壹、提昇學術研究能量 

  一、本學院科技系張基成教授因學術研究表現傑出，獲得行政院科技部 103

年度傑出研究獎。 

貳、促進學術交流 

  一、本學院於 104 年 3 月 20 日接待中國上海市政府教育訪問團一行七人，至

本校進行學術參訪及交流。 

  二、工教系技術與職業中心舉辦 2015 兩岸專業英文詞彙能力及商務專業應用

能力大賽，本活動分為兩大階段,包含「2015 兩岸專業英文詞彙能力及

商務專業應用能力大賽」與「創新短訓課程學習與創新作品之競賽」兩

階段。期能透過競賽方式培養學生職場英語文及計算機應用等「雙核心

能力」，提升學生職場專業英文的詞彙能力及商務專業應用能力，並促進

兩岸學校師生互相交流。 

參、厚植產學合作能量 

  一、依據本校統計資料，本學院 103 年度產學合作計畫件數為 68 件，產學合

作計畫金額為 118,555,067 萬元，未來將持續努力爭取更多產學合作計畫。 

肆、師生參與校內外相關競賽 

一、電機系何宏發教授帶領的學生團隊，在邁向頂尖大學計畫支持下，研發

全景攝影系統應用於智慧型行動裝置上，榮獲海峽盃兩岸大學生創業競

賽金獎，並獲創投公司青睞，將投入資金協助創業。 

二、機電系陳順同老師指導碩士班陳祈宏同學榮獲上銀全國機械碩士論文獎

優等獎及獎金新台幣 30 萬元。 

三、電機系許陳鑑教授與王偉彥教授指導之碩士班石顏彰同學獲得 2015ICC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nsumer Eletronics）最佳學生論文

獎第一名。 

伍、一般行政業務 

一、為提昇本院師培生通過教師資格檢定考試的人數，本學院於 104年 2 月 2

日至 2月 6日舉辦「教檢加強班」，針對教檢考試科目，採 5天密集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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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重點教學複習，並提供本院大四及大五生免費報名，共計 60位同學報

名參與上課。 

二、為因應「技術與職業教育法」之施行，其中第 24條第 2項規定：「高級

中等學校職業群科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應包括時數至少十八小時之業界

實習，由師資培育大學安排之。」暨第 25條第 1項：「技職校院專業科

目或技術科目之教師，應具備一年以上與任教領域相關之業界實務工作

經驗。但本法施行前已在職之專任合格教師，不在此限。」等，影響本

院師培生之師資職前養成教育甚廣。本院特於 3月 17日召開學院師資培

育委員會議討論，並邀請工教系胡茹萍教授進行專題演講及解說相關問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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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運動與休閒學院】工作報告 

壹、推動國際學術交流 

一、辦理國際學術研討會：本學院運動休閒與餐旅管理研究所辦理之

「2015 年運動休閒與餐旅管理國際學術研討會」於 104 年 5 月 15

日至 5 月 17 日在本校體育館舉行，特聘請美國、日本、泰國及新

加坡等 4 國家知名學者擔任研討會講座，以「專業整合、創新價值」

為主題，投稿篇數：口頭發表 49 篇、海報發表 29 篇，歡迎本校師

長蒞臨指導。 

二、與國外大學或研究機構進行學術交流 

(一) 本學院各系所研究生前往國外大學修讀雙聯學制： 

本院於 103 年 5 月 16 日與美國南卡羅萊納大學「餐旅觀光、零

售與運動管理學院」完成雙聯學制協議書簽訂後，103 學年度計

有休旅所四名研究生業經本院及該校甄選通過，前往就讀 2015

年春季班及秋季班，其名單及就讀學系如下： 

班 別 姓 名 
就 讀 
學 位 指導教授 就讀南卡大學學系 

春季班 

張廷安 

碩 士 

施致平 

運動及休閒娛樂管理學系 蔡佳圻 鄭志富 

鍾億蓉 方進義 

秋季班 葉璧寧 方進義 餐 旅 與 觀 光 管 理 學 系 

(二) 前往國外進行學術合作交流案：本學院林伯修副教授開設之「運

動觀光研究與實作」課程於 104 年 1 月 22 日至 29 日率領體育

系及休旅所學生共 21 人，赴日本姊妹校山形大學進行學術訪問，

並轉往山形縣西川町進行產學合作交流。 

(三) 邀請國際學者來校短期訪問交流： 

1.本學院於 103學年度第 2學期邀請吉林體育學院何文娜及王贇

馨二位教師來校擔任訪問學者，期待透過兩校教師實質交流，

並規劃本學院相關系所開設之「運動觀光」相關課程，未來於

寒假期間前往該校做實務之演練（滑雪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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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學院運動競技學系 103學年度第 2學期邀請江蘇師範大學張

偉教授來校擔任訪問學者，進行體育學術研究與籃球發展交流，

蒐集相關學術資料，並進行訪談。 

3.本學院邀請大陸運科人員來校訪問，由中國體育總局體育科學

研究所田野所長率領一行 10人於 104年 3月 27日來校與本學

院各系所運動科學領域教師，探討訓練監控和心理調控實驗室

運行和管理、優秀運動員過度訓練的監控、優秀運動員心理諮

詢與調控等相關議題及未來進行學術交流與合作之可行性。 

4.本學院邀請加拿大亞伯達大學體育及康樂學院院長 Kerry 

Mummery 及助理 Sean Cai 於 103 年 11 月 3 日來校參訪，共同

研商兩院簽訂學生交換協議事宜，且就該校辦理夏日學院，提

供本院學生名額及參與等相關事宜。 

5.本學院體育學系邀請英國愛丁堡大學 DR. John Sproule 教授於

104 年 5 月至 8 月來校進行 4 個月之學術交流，以「自我調節理

論應用於體育課程學習」為研究主題，期能對本校體育教學有所

助益。 

6.本學院運動休閒與餐旅管理研究所邀請日本筑波大學體育專

門學群久野譜也教授於 104 年 3 月 26 日來校進行短期訪問交

流。 

7.本學院運動休閒與餐旅管理研究所訂於 104年 5月 9日至 5月

23 日邀請美國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Dr. Li-Ting Yang 來

校進行短期訪問交流。 

8.本學院運動休閒與餐旅管理研究所訂於 104 年 5 月 14 日至 5

月 17 日邀請日本東京海洋大學海洋科學部千足耕一准教授來

臺進行短期訪問交流。 

9.本學院運動休閒與餐旅管理研究所訂於 104 年 5 月 15 日至 5

月 17 日邀請新加坡 National Institute of Education Dr. 

Govindasamy Balasekaran 來臺進行短期訪問交流。 

10.本學院運動休閒與餐旅管理研究所訂於 104 年 5 月 14 日至 5

月 18 日邀請泰國 Dr. Asawin Maneein 來臺進行短期訪問交

流。 

(四) 本學院甄選各系所研究生 7名於 104年 7月 14日至 7月 21日前

往日本筑波大學，參加該校舉辦之「夏日國際學院」，計有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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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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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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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師生優良表現 

一、本學院體育學系劉鳳學名譽教授獲得第一屆「教育部藝術教育貢獻

獎-終身成就獎」之殊榮。 

二、本學院體育學系方進隆教授榮獲本校 103 學年度「服務傑出獎」之

殊榮。 

三、本學院體育學系校友洪嘉文榮任台北市政府體育局局長乙職。 

四、本學院運動競技學系李佳融教授獲教育部體育署聘為「2016 里約

奧運-我國跆拳道代表隊」總教練乙職之殊榮。 

五、本學院體育學系鄭志富教授榮獲教育部體育署 103 年度獎勵績優運

動產業專題研究計畫優等獎。 

六、本學院體育學系鄭志富教授及運動休閒與餐旅管理研究所方進義副

教授，榮獲本校 104 至 106 年度優聘教師之獎勵。 

七、本學院運動休閒與餐旅管理研究所湯添進副教授，榮獲本校 103

年度學術論文暨專書獎助。 

八、本學院運動休閒與餐旅管理研究所林伯修副教授指導之吳鼎毅同學

當選「國際奧林匹克學院（IOA）第五十五屆青年奧林匹克研討會」

臺灣區代表。 

九、本學院體育學系施登堯副教授指導之體育學系博士生魏豐閔同學榮

獲行政院科技部 104年度補助博士生前往美國北科羅萊納大學格林

斯堡校區進行研究一年，研究題目：臺灣與美國中等學校體育師資

培育課程經驗之比較研究。 

十、本學院鄭志富教授及湯添進副教授共同指導之體育學系博士班周宛

靜同學錄取 103 年度教育部公費留學考試，將赴美國北科羅拉多或

南卡羅萊納大學修讀博士雙聯學制。 

十一、本學院陳美燕教授指導之運動休閒與餐旅管理研究所林欣慧及體

育學系倪瑛蓮等二名博士生分別獲得 103 年度「獎勵績優運動產

業專題研究計畫」博士班學生組「甲等獎」及「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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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本學院體育學系黃郁綺、陳怡諪、楊懿仁及運動休閒與餐旅管理

研究所吳鼎毅、李思璇等五名同學獲選世界公民文化協會拜訪國

際奧委會主席 Thomas Bach。 

十三、由本學院運動競技學系為主體之男子排球隊參加大專校院 103

學年度排球運動聯賽，榮獲公開男生組一級獲冠軍（八連霸）。 

十四、由本學院運動競技學系為主體之女子排球隊參加大專校院 103

學年度排球運動聯賽，榮獲公開女生組一級冠軍（五連霸）。 

十五、由本學院運動競技學系為主體之女子足球隊參加 103 學年度大專

足球聯賽（UFA），榮獲公開女子一級決賽冠軍。 

十六、由本學院運動競技學系為主體之女子籃球隊參加 103 學年度大專

籃球聯賽，榮獲公開女生組第一級決賽獲亞軍。 

十七、由本學院運動競技學系為主體之男子籃球隊參加 2015 台北市青

年盃榮獲冠軍。 

十八、由本學院運動競技學系為主體之網球代表隊參加下列比賽： 

(一) 瑞臺盃全國網球排名賽：男子單打季軍 莊庭宇、蔡慶煌；男子

雙打冠軍 陳威任、陳宏瑋；男子雙打季軍 莊庭宇、邱裕翔；

女子單打季軍 楊佳賢；女子雙打季軍 陳衍伶、謝淑映。 

(二) 第 13 屆福興盃全國大專暨青少年網球錦標賽榮獲大專公開女生

團體組冠軍、大專公開男生團體組亞軍。 

十九、本學院運動競技學系校友參加 103 年新北市專任教練聯合甄選錄

取壘球、跆拳道、舉重三個項目。 

二十、本學院運動休閒與餐旅管理研究所男子籃球代表隊榮獲「第 25

屆大專校院觀光運動休閒盃」籃球賽殿軍。 

參、辦理各項活動與專案計畫 

一、本學院 104 級體育表演會以「愛上體育刻」為主題，於 5 月 28、

29 及 30 日等三天晚上 7 時 15 分在校本部體育館四樓隆重登場，

表演成員由體育學系、運動競技學系大學部全體師生共同投入與演

出，共設計競技體操、柔道、韻律體操、籃球、桌球、健身舞蹈、

拔河、合球、跳繩、羽球、扯鈴、原住民舞蹈等 12 個節目，歡迎

師長蒞臨指導。 

二、本學院於 104 年 4 月 23 日在體育館三樓視聽教室及四樓綜合球場

舉行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各系所研究生海報聯合發表會，發表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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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人文領域」及「自然領域」分別評比（表達能力 20%、海報設

計 30%及研究內容 50%），並擇優提供獎狀及獎金以茲鼓勵，各領

域擇優名額及獎金額度如下： 

(一) 特優 1 名：新臺幣 5,000 元 

(二) 優等 2 名：每名新臺幣 3, 000 元 

(三) 佳作 3 名：每名新臺幣 2,000 元 

   得奬名單如下： 

組別 獎項別 系  所 研究生 發 表 題 目 
指 導 
教 授 

人

文

組 

特優 體育系 王奎元 體育師資生有效教學行為之分析 掌慶維 

優等 體育系 江欣樺 個人與社會責任模式應用之文獻分析  掌慶維 

優等 休旅所 錢 丹 
探索國際學生的內心世界：旅行還是
教育？ 

方進義 

佳作 休旅所 吳鼎毅 2020 年奧運成功申辦因素探討 湯添進 

佳作 休旅所 彭德軒 
Deflection 與對手得分、比賽勝負之相關
研究 

朱文增 

佳作 休旅所 游紹婷 
TripAdvisor 線上評論會影響旅館營運績

效? 
方進義 

優良 休旅所 鄭博元 
消費者對健康、環境意識和綠色餐廳的
屬性進而影響願付價格－以摩斯漢堡和
麥當勞為例 

方進義 

優良 休旅所 李宗賢 
病毒式影片中符號學的呈現－以
Uncle Drew 百事可樂廣告影片為例 

石明宗 

自

然

組 

優等 體育系 林志謙 
Effects of acute exercise on inhibitory 
processes in children with ADHD: An 
event-related potential stud 

洪聰敏 

優等 體育系 周宇傑 
離心運動引起不同程度的血液肌酸激
酶活性之比較 

陳忠慶 

佳作 體育系 林  逸 
錯誤結果獲知會改變動作表現與學習
的自我效能 

卓俊伶 

佳作 運競系 李啟賓 側向運動襪之功能表現與穿著感受探討 相子元 

佳作 體育系 邱藍億 強化運動內衣支撐度之創新設計 李恆儒 

三、本學院於 104 年 1 月 15 日及 16 日二天在本校樸 203 教室辦理「教

師資格檢定工作坊」，特聘請專業優良師資授課，體育學系及運競

系共計 50 人報名;另本院為提升系所師培生整體教檢通過率，目前

正研擬「提升教師資格檢定通過率計畫」，規劃師培生自二年級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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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參與本計畫，擬透過讀書會等輔導措施，以強化師培專業能力，

期能達到計畫預定成效。 

四、本學院於 104 年 3 月 12 日下午 6 時在本校禮堂舉行各系所研究生

聯合班會，並邀請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吳經國執行委員蒞校專題演

講--五環誓約 30 年，分享投入奧林匹克活動 30 年，以奧林匹克工

作為一生志業的心路歷程，在國際情勢艱困下，如何兼顧維護國家

尊嚴，並爭取我國運動選手的權益，讓本院師生獲益良多。 

五、本學院為提升學生外語能力，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共開設「多益考

前精進班」2 班（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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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班（22 人），合計 64 人報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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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

教室設置考場，便於本學院同學進行多益檢測;本學院另於暑假期

間規劃開設「託福考前精進班」，以奠定本院學生前往國外大學修

讀雙聯學制之外語基礎。 

六、本學院體育學系學會為縮短城鄉教育資源差距，特於 104 年 1 月

26 日至 30 日辦理「第一屆寒假兒童服務營」，至桃園市復興區三

光國小進行偏鄉服務，。 

七、本學院體育學系於 104 年 4 月 8 日（星期三）舉辦學士班學生英文

自我介紹和演講比賽。 

肆、推動多項產學合作計畫 

一、本學院運動休閒與餐旅管理研究所於 104年 3月 2日與益群健康股份

有限公司完成簽訂「台東釋迦寶寶休閒營地行銷企劃案」研究計畫。 

二、本學院訂於 104 年 5 月 15 日在校本部體育館體 002 室與南方莊園

渡假飯店簽訂產學合作計畫儀式，歡迎本校師長蒞臨指導。 

三、本學院運動休閒與餐旅管理研究所訂於 104年 5月 18日與 appaRich

台灣金爸爸餐飲股份有限公司在該公司簽訂產學合作計畫儀式。 

四、本學院運動休閒與餐旅管理研究所訂於 104 年 5 月 26 日在本校綜

合大樓 509 室與乾杯集團簽訂產學合作計畫儀式。 

伍、辦理各類專題演講 

一、104 年 3 月 4 日（星期三） 

(一) 講題：台灣畢業生在大中華市場就業的餐飲管理人才會面臨哪些挑戰 

(二) 講者：欣葉國際餐飲集團第二營業群 戴念夏執行副總 

二、104 年 3 月 9 日（星期一） 

(一) 講題：統計在實務上之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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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講者：中華電視公司新聞部 彭椿榮製作人 

三、104 年 3 月 18 日（星期三） 

(一) 講題：餐旅管理系所同學準備就業的輔導經驗分享 

(二) 講者：台灣金爸爸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許福松協理 

四、104 年 3 月 26 日（星期四） 

(一) 講題：高齡者運動指導原則 

(二) 講者：日本筑波大學體育系 久野譜也教授 

五、104 年 3 月 31 日（星期二） 

(一) 講題：引進商業模擬系統輔助教學 

(二) 講者：識博管理顧問有限公司 吳承庭顧問 

六、104 年 3 月 31 日（星期二） 

(一) 講題：創新思維的管理  

(二) 講者：崇越集團 郭智輝董事長 

七、104 年 4 月 1 日（星期三） 

(一) 講題：國際連鎖餐廳 PappaRich 參訪經驗分享 

(二) 講者：台灣金爸爸餐飲股份有限公司市民大道店 孫慕偉籌備店長 

八、104 年 4 月 1 日（星期三） 

(一) 講題：創新創意之志氣智慧 

(二) 講者：陳景星教授 

九、104 年 4 月 1 日（星期三） 

(一) 講題：教甄考試經驗分享 

(二) 講者：新北市立北大高級中學孫佳婷老師 

十、104 年 4 月 9 日（星期四） 

(一) 講題：從產學合作談青年的職涯法寶：頭腦與人脈 

(二) 講者：益群健康股份有限公司 賴政昌董事長 

十一、104 年 4 月 15 日（星期三） 

(一) 講題：臺灣連鎖餐廳現況與發展 

(二) 講者：泰統連鎖餐飲集團總經理室 黃富承專案主任 

十二、104 年 4 月 16 日（星期四） 

(一) 講題：這個社會．這些人 

(二) 講者：中信銀信用金融 劉奕成執行長 

十三、104 年 4 月 24 日（星期五） 

(一) 講題：教甄考試經驗級三折頁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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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講者：新北市立光復高級中學 

十四、104 年 4 月 25 日（星期六）至 4 月 26 日（星期日） 

(一) 講題：休閒與健康促進專題討論－身心學講座 

(二) 講者：國立臺東大學身心整合與運動休閒產業學系劉美珠教授 

十五、104 年 4 月 29 日（星期三） 

(一) 講題：舞蹈治療體驗 

(二) 講者：楊绣玲舞蹈治療師 

十六、104 年 5 月 7 日（星期四） 

(一) 講題：地表上最快速的球類－袋棍球 

(二) 講者：中華民國袋棍球運動協會 林雅貞理事長 

十七、104 年 5 月 13 日（星期三） 

(一) 講題：準社會新鮮人進化論－自我行銷術 

(二) 講者：曾士邦律師 

十八、104 年 5 月 16 日（星期六） 

(一) 講題：臺灣旅館業大未來 

(二) 講者：台北 W 飯店 Cary Michael Gray(康儒革) 總經理 

十九、104 年 5 月 19 日（星期二） 

(一) 講題：組織化調適與因應 

(二) 講者：崇越集團 郭智輝董事長 

二十、104 年 5 月 21 日（星期四） 

(一) 講題：未定 

(二) 講者：臺北市政府體育局洪嘉文局長 

陸、規劃企業參訪，結合理論與實務 

一、104 年 3 月 15 日（星期日） 

(一) 參訪單位：台東釋迦寶寶休閒營地 

(二) 參訪內容：調查釋迦寶寶休閒營地基地現況、了解未來籌備營運

方向。 

二、104 年 3 月 24 日（星期二） 

(一) 參訪單位：行政院衛生署樂生療養院 

(二) 參訪內容：瞭解樂生療養院之歷史與現狀、以鄰避設施分析目前

定位、規劃未來資源轉型與發展方向 

三、104 年 4 月 17 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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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參訪單位：W HOTEL 

(二) 參訪內容：介紹 W HOTEL 企業文化、飯店各房型導覽、房務工

作說明、參觀人才招募活動、工作職級及內容介紹。 

四、104 年 4 月 17 日（星期五）至 4 月 19 日（星期日） 

(一) 參訪單位：屏東縣霧臺部落 田野調查 

(二) 參訪內容：霧臺部落田野調查、鄉長簡介霧臺部落現況、探訪莫

拉克颱風重創原鄉、訪談當地鄉長及當地藝術家。 

五、104 年 4 月 19 日（星期日） 

(一) 參訪單位：就是晴天有限公司 

(二) 參訪內容：瞭解如何透過確保團隊的營造，建立對夥伴安全的責

任感及同理心，增進學生了解戶外活動與體驗教育之

工作環境、活動推展模式及未來發展趨勢。 

六、104 年 5 月 11 日（星期一） 

(一) 參訪單位：振興醫院復健醫學部 

(二) 參訪內容：瞭解醫療院所對身心障礙族群提供的治療環境與介入

服務，尤其是水療復健之實施方式與效益，以實際瞭

解水療對人體的治療成效。 

柒、辦理各項聯誼活動，增進校友情誼 

一、本學院體育學系校友會於 104 年 5 月 3 日（星期日）在體育館 3

樓辦理校友回娘家連誼餐會。 

二、 本學院體育學系校友會訂於 7 月 11 日（星期六）辦理「六九健行

趣 歡喜迎七十」登山活動，為本校 70 周年校慶曖身，並強化校友

情感之聯繫。 

三、本學院體育學系校友前亞洲鐵人（十項全能）古金水老師罹患癌症，

系校友會發起募款，共募得新臺幣 6 萬 1,800 元整。並由系主任林

玫君教授與林淑惠副教授於 103年 1月 19與 2月 2日前往臺大醫院

探視。 

四、本學院運動休閒與餐旅管理研究所訂於 104 年 5 月 16 日在校本部

體育館 3 樓視聽教室舉行校友回娘家暨校友會會員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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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學年度第 2學期【管理學院】工作報告 
 

壹、 院務推展 

 本院於104年2月1日起採專業學院模式運作並進行組織調整。 

 本院為使研究所及學程的課程內容更能與本院的定位與發展

方向結合，提供學生專業性及多元化之課程，修訂及整合本院

研究所及學程 104 學年度課程架構表。 

 本院「服務管理實務」學分學程正式成立並招生完成。 

 本院(本校)於本學期提出「國際時尚高階管理碩士在職專班

GFMBA」申請。 

貳、 國際及學術交流業務 

 本院為推動 AACSB 國際商管學院促進協會認證，於 104 年 1

月 20 日至 24 日邀請紐西蘭 OTAGO 大學 Gorge Benwell 院長

前來本院進行認證研習會指導與交流。 

 本院姐妹校德國慕尼黑商學院國際事務處主管於 104年 3月 27

日前來本院交流及討論更進一步合作事宜。 

 本院陳敦基院長及師長於 104 年 2 月 27 日至 3 月 1 日前往上

海復旦大學交流、參訪並前往嘉興參訪當地企業。 

 管理所 103 年 12 月 10 日至 11 日舉辦的「2014 產業金融與區

域經濟發展國際研討會」，因與 North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SSCI)合作，經其相關審查，擬於 104

年發行專刊。 

 全營所邀請多名國際知名學者來訪，如：日本立命館亞洲太平

洋大學汪正仁教授、美國 Susquenhanna 大學 Mark A. Heuer 教

授先後至本所擔任客座教授與短期訪問。 

參、特色課程  
 企業學程於 104 年 5 月 5 日辦理「企業實習」課程說明會，本

課程訂於 104 年 7 月 6 日至 8 月 28 日舉辦為期 8 週的實習活

動，此次配合實習公司包含大陸建設、中央貿易開發、富邦人

壽、精誠資訊、財信雜誌等近 10 幾家知名企業大公司，參與

學生共計約 40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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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企業管理」課程安排學生至「黑松股份有限公司中壢廠」

參訪、「金融講堂」課程安排學生至「期貨政劵交易所」、「臺

灣股票博物館」等機構參訪、「服務管理實務」學程安排學生

至宏碁渴望園區參訪。 

肆、學術活動 

 本院獲教育部補助「高科技產業財務金融人才養成計畫」，旨

在養成契合產業需求之人才，並由管理所規劃課程如下： 

（一）本學期與永豐期貨公司合作開設「證券交易實務與程

式交易」，由永豐期貨公司提供講師，並依實際股巿

交易進行模擬，以達成學用合一、產學無縫接軌之專

業人才目標。 

（二）規劃具學分數的「企業實習」課程，增進學術理論與

企業實務之交流互動，並培養出學生良好之工作習慣

與職業道德，同步透過實習機會與經驗，讓學生在發

揮所學之餘，亦可開拓其畢業後就業管道。 

伍、師生活動及表現 
 管理所周德瑋教授獲科技部補助，於 103 年 6 月 20 日至 104

年 2 月 1 日，赴美國華盛頓大學短期研究。 

 全營所林舒柔副教授獲科技部人文社會中心補助學術研習

營，並由本院、EMBA 及全營所於 104 年 4 月 25 日邀請司徒

達賢教授主講「策略矩陣與產業矩陣的分析方法與應用」。 

 全營所董澤平教授及吳彥濬教授通過「獎勵學術卓越教師」審

查，榮陞本校特聘教授。 

 管理所邱昱瑄同學於 103 年 12 月獲得美國密西根雙聯學位，

為本院第一位取得雙聯學位學生。 

 管理所張君熙、黃小瑄與林歆芸同學榮獲第一屆承億文旅商業

文創大賽第一名。 

 本院預計 104 年 6 月 13 日辦理管理所、全營所及企管學程聯

合畢業典禮。 

 104 年 2 月 1 日至 4 日（共四天三夜）與辦第二屆臺師大企管

營，以「專業、質感、人際溝通」三大元素為訴求，策辦專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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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高中生的｢ 領袖菁英培育營｣，藉由此活動幫助全國對高中

生了解自己的興趣與專長，同時推廣師大企管，本次參加高中

生共計 64 名。 

 企管學程舉辦「企管周－不只是個上班族＆now or future」活

動，推廣企管及系上所學，宣傳人人都該擁有的企管能力，使

他系同學更加認識本系課程及特色。 

陸、EMBA業務 

 本院 EMBA 班自 104 年 2 月由賴香菊教授擔任執行長。 

 本院 EMBA 班於 104 年 3 月 7 日辦理「第四屆新生說明會」。 

 本院 EMBA 班辦理 104 學年度新生入學報到，正取 78 人報到，

備取 2 人報到，共計 80 人完成報到手續。 

 本院 EMBA 班「新興市場經營」課程由賴香菊執行長、印永

翔教授、丁廣鋐教授、丁廣欽教授及謝璧蓮教授於 4 月 2 日至

7 日率隊前往越南胡志明市，參訪單位包括富美興、新順、錩

新、富鑫證券、銀行、Hotel、學校、丁善理先生基金會。 

 本院 EMBA 班本學期邀請知名製作人詹仁雄先生、前花旗銀

行總經理閻台生女士、前萬泰銀行董事長盧正昕先生蒞校演

講。 

 本院 EMBA 班預計於 104 年 6 月 6 日至 7 日辦理「新生開學

典禮及新生研習」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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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國際與社會科學學院】工作報告 

壹、凝聚全院共識，配合學校政策與發展方向，推動系、所、院整合各項規畫 

 

本學院協助推動東亞學系與政治學研究所整併案及協助推動華語文教學系

與應用華語文學系整併案，目前東亞學系與政治學研究所整併案已完成，

華語文教學系與應用華語文學系整併案已於 104 年 3 月 13 日召開第 1 次工

作會議討論，兩系並於 104 年 3 月 27 日召開第 1 次座談會議，持續推動中。 

 

貳、推動本學院國際學術交流與國際化事宜 

   一、本學院積極推動國際學術交流合作： 

(一)本院配合本校華語文推動政策於 104年 1月 27日至 104年 2月 5日赴

西班牙巴塞隆納、馬德里兩地進行學術交流訪問，一共走訪了三所大學：

巴塞隆納自治大學(Universidad de Autónoma de Barcelona)、泰隆尼

亞開放大學(Universitat Oberta de Catalunya)、馬德里康普頓斯大學

(Universidad de Complutense de Madrid)；兩所小學：巴塞隆納的維

爾達格爾學校(J.Verdaguer y Cajal)、馬德里的雷蒙以加賀學校

(Colegio Ramón y Cajal)；一所僑校：西班牙馬德里華僑學校，並拜會

馬德里天主教聯盟(Escuelas Católicas de Madrid)組織總部洽談合作

事宜。 

 (二)本院於 104年 4月 15日接待菲律賓天主教崇德學校的助理校長─李美

神父來訪，洽談兩校之合作事宜：1.派遣華語教學學程師資至該校實習、

2.合作舉辦該校每年的暑期漢語遊學團。並委由華語文教學系曾主任七

月隨僑委會至菲律賓時，至該校參訪與洽談合作細節。 

(三)本院院長將於 104年 5月 20日藉出席國際會議之便赴美國長島 Stony 

Brook University, Department of Asian and Asian American Studies

拜訪系主任 Agnes Weiyun He教授，洽談合作事宜。 

(四)本院與美國明德大學蒙特雷國際研究學院(Middlebury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t Monterey)洽談院級標竿之合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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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學院協同辦理： 

(一)本院參與本校 104年 1月 7日臺大、臺師大、臺科大簽約結盟「國立

臺灣大學聯盟」三校聯盟簽約儀式與接待，並參加 104年 3月 14日三校

聯盟輪轉嘉年華及 LOGO揭牌儀式。 

(二)參與國際事務處104年3月10日姊妹校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UBC）

前副校長 Prof. Anna Kindler講座教授演講-地點：教育學院三樓第一

會議室 

(三)參與國際事務處於104年4月13日邀訪外賓德國萊比錫大學校長(Prof. 

Dr. med.Beate A.Schuecking)接待。 

(四)本院華語文教學系於 104年 4月 8-10日舉辦「生態華語文教育師資培

育工作坊」。 

 (五)本院國際人力資源發展研究所於 104年 5月 15日舉辦「第十三屆人力

資源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 

 (六)本院社會工作學研究所於 104年 5月 21日舉辦「環境與社會工作國際

工作坊」。 

(七)本院東亞學系於 104年 5月 23日舉辦「東亞文化與政經發展研究生論

文研討會」。 

(八)本院華語文教學系於 104年 6月 5-7日舉辦「服務產業概念下華語文

教育之新思維與新策略-慶祝臺師大華語文教學系暨研究所成立 20週年

暨國際學術研討會」。 

 

參、持續提升本學院師生國際化之學術研究能量、增進教師教學品質 

 

   本學院辦理活動如下： 

一、國際學術研討會共計約 10 場。 

   二、專題學術講座累計 78 場。 

   三、獲教育部、科技部(非科技部)、頂尖大學計畫、建教合作等補助共計約

61 件。 

   四、學生論文發表約 14 場；國家公職考試 5 位考取及社工領域相關證照 4

位通過；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力認證 51 位考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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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本院重要法規制定(修正) 

 

   一、院務會議規則 

   二、校務會議代表產生辦法 

   三、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章程 

   四、校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產生辦法 

   五、教師評審準則 

   六、教師評鑑細則 

   七、認可之國內外具有編輯委員會審查機制之出版社 

   八、認可之國內外具嚴格審查制度之學術或專業刊物一覽表 

   九、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 

   十、自我評鑑實施要點 

   十一、國際事務會議規則 

   十二、交換學生甄選作業要點(院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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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 藝術學院 重要工作報告 

壹、 重要學術簽約、參訪業務 
一、  104.4.24 下午 3 時 30 分於本校第一會議室舉辦本院與東京藝術大學美術

學院國際藝術交流協定簽約儀式(每學年互換 1 名研究生為原則)，兩院

於融洽氣氛中圓滿完成簽約儀式。並陪同拜會文化部部長促進兩校未來

更多元實質交流。  

二、  104.3.23-26 本院黃進龍院長、美術系程代勒主任及李振明教授等師長赴

姊妹校-中國美術學院  參訪並拜會該校許江校長，並雙方研議辦理研究

生「觀賞雲海」之采風寫生展覽等活動，實質促進雙方交流。  

三、  本院協辦及黃院長策展規劃 7 月於紐約台北文化中心舉辦「流溢鄉情」- 

臺灣水彩的人文風景暨臺日水彩的淵源。 

四、  本院各系所、中心重要學術參訪或簽約  

（一）  美術系 : 1.104.3.22 與上海大學副校長一行來訪並參觀美術教育

課程；2.104.4.9-14 南開大學文學院東方藝術系尹滄海教授至本系

短訪講座並現場揮毫，作品『一片野雲心』(3 尺*6 尺)捐贈予本

校作為藏品；3.104.1.2-7.1 浙江大學美術系馬楠老師至本系訪

問，與學生及教師們進行學術交流切磋學習。  

（二）  設計系：1.104.4.20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副校長一行至本院參訪，

與設計系師長交流並觀摩文創中心相關文創品；2.104.5.30-6.8 林

俊良主任率師生一行 15 人赴姊妹校捷克布魯諾科技大學交流，

落實二校學術實質互訪﹑研習，激發出學生設計創意。  

（三）  文保中心：1. 104.3.4 立法委員陳學聖參訪中心，並對於未來發展

方向給予建議與協助。2. 104.3.20 立法委員陳學聖偕中研院副院

長王汎森一行參訪本中心。3. 104.4.15 澳洲國立大學藝術學院院

長 Denise Ferris 一行參觀文保中心；4. 104.04.15 中國上海大學

副校長徐旭一行參觀本中心。  

 

貳、 重要發展規劃、學術活動或計畫等業務 
一、  「2015 師大藝術節」104.3.25-27 於校本部言論廣場或文薈廳走廊熱場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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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系列活動：創藝市集、尋寶活動、免費新孔版及樹脂版教學、絹版

杯墊 DIY、人體彩繪、人像速寫、裝置藝術設置；104.5.22 晚上 7 時於

禮堂舉辦「藝術節創藝晚會競賽」，首度開放全校學生參賽，亦藉此激勵

學生切磋技藝、全校共襄盛舉；另有學生會商圈聯展、設計之夜等活動，

開幕熱場系列 12 場次，四大國際活動，近 20 場專家講座、40 場以上展

出或研討(習)會，整體活動持續至於 6 月中旬。設計系林俊良主任協助

本年度活動之整體系列文宣。  

二、  104.4.18-23 本院與文保中心共同舉辦「美術系典藏品維護與保存計畫

104 年度修復紀錄暨成果展」，共展出作品 45 件，其中選件「劉文煒教

授之捐贈作品及學生習作典藏」計畫  13 件作品修復，包括傅佑武、名

譽教授江明賢、司徒強、蘇憲法、康台生、陳瓊花以及洪東標教授等人

學生時代課堂素描習作作品，用紀實的方式將劣化受損之藏品修復過程

如實展出。修復展開幕式並同時辦理畫作捐贈致贈感謝狀儀式。  

三、  本年度截至目前共登錄新增畫作共計 491 件。包括美術系移轉迷你版畫

共計 210 件，教授捐贈作品共計 281 件（林磐聳名譽教授 4 件、楊恩生

教授水彩繪本作品 39 件、廖修平講座教授版畫收藏 210 件、李再鈐教授

雕塑作品 1 件、陳銀輝名譽教授 25 件教學時期學生作品及南開大學尹滄

海教授水墨作品 1 件）。  

四、  本院執行「美術系典藏品維護與保存計畫」目前作品數量達 3,300 餘件，

截至目前為止完成修復共計 430 件，修復後作品陸續借展或出租，包括

行政院、高雄市立美術館及信義房屋青田青接待案等，今年信義房屋為

首例作品出租案，承租前執行作品檢視登錄、展場場勘、契約書簽訂及

作品承保說明等； 4/30 日召開經費協調會議辦理租金分配事宜。  

五、  美術系重要學術計畫暨交流活動業務 

（一）  104.3.20 美術系與《藝術教育研究期刊》顧問委員會於在本校綜合

大樓 509 國際會議廳，共同主辦「第一屆藝術教育研究國際學術

研討會」，《藝術教育研究期刊》為國內唯一被 TSSCI 及 THCI Core

收錄的藝術教育類期刊，具亞太地區最高學術聲望之藝術教育學

術期刊，邀請有多位國內、外藝術教育學者擔任講座，佳評如潮，

座無虛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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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04.5.14-18 於東國大學美術館舉辦--「當代水墨之美」臺‧韓美術

作品交流展─臺灣師範大學與韓國東國大學水墨交流展，程主任

率師生一行 13 人與東國大學美術學系的學術、創作交流活動，使

雙方能透過展覽與論壇，落實美術實踐及體驗文化內涵。出版作

品輯一冊。  

（三）  104.5.9-14 於德群畫廊舉辦「臺北西安書畫名家交流展」，美術系

教師與西安藝術家交流展出。臺師大師生、名譽教授、講座教授

等共計 20 位參展，於 5 月 9 日開幕當日接續專題演講，「西安繪

畫發展現況」由西安美院發表與「台灣繪畫的源流與展望」由李

振明代表論述。展出畫作月 80 件，出版作品輯一冊。  

（四）  104.5.14-18 於東國大學美術館舉辦--「當代水墨之美」臺‧韓美術

作品交流展─臺灣師範大學與韓國東國大學水墨交流展，程主任

率師生一行 13 人與東國大學美術學系的學術、創作交流活動，使

雙方能透過展覽與論壇，落實美術實踐及體驗文化內涵。展覽時

間:5 月 15 日-21 日，本校展出畫作 43 件，出版作品輯一冊。  

（五）  104.3.4-20 與版畫中心共同主辦「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與美國舊金山

州立大學學生版畫交流展」，講座教授沈金源老師指導，雙方學校

共計 34 位學生參予作品展出，藉雙方學校交換作品，提供兩校學

生有不同教材的欣賞與學習討論。  

（六）  104.3.21-4.2 於德群畫廊舉辦美術系講座教授 Anna M. Kindler 攝

影展「Canadianna Photography by Anna M. Kindler」，以楓葉與融冰

為主題，作品運用了簡單、隨手可及的物品來強調眼睛和思緒在創作

過程中的重要性。 

（七）  104.3.28-4.12 於台中市文化局與十校共同合辦「藝術新聲-十校畢

業生推薦展」，推派 11 位學生，各媒材作品共計 22 件，此次展覽

學生作品頗具規模，作品完整度高，受各界好評。  

（八）  104.4.15-4.26 於台灣藝術教育館合辦「校際水墨觀摩展」，為國內

各大學藝術系所水墨教學成果展，本系推派 6 位學生，另舉辦座

談討論會，程主任擔任主講人之一「如何拓展大學教育的水墨教

學」，達藝術教育與提升水墨繪畫之學習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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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104.4.18-30 於德群畫廊舉辦「2015 師大雙年展」，為研究所西畫組

創作聯展，延續傳統，一年一度碩士生創作發表，為自己打造展

演的舞台，讓伯樂發掘新銳的藝術家。  

（十）  104.4.21-5.3 於國父紀念館舉辦「沉墨高揚」，為研究所國畫組創

作聯展暨論壇發表，延續歷年國畫組創作精神與培養論述能力，

讓作品與論述相輔相成，參展作品碩博生共計 97 件，出版論述專

刊一冊。  

六、  設計系重要學術計畫暨交流活動業務：  

（一）  104.5.16-21 於德群畫廊舉辦「《白》－臺灣師範大學 /韓國成均館

大學 /廈門大學--國際設計交流展」，以研究生展出作品為主，主題

為「白」，東西方的「白」、文化中的「白」、歷史中的「白」、生

活中「白」，在三者的歷史文化背景的差異與體認中，將讓學生們

能激盪出更多的火花與嶄新的體認。  

（二）  104.03.07-08、104.03.14-15 設計系邀請廖瑞堂先生舉辦 Rhino 工

作坊，「Rhino」是一款曲面建立模型軟體，以建立造型為主的產

品，培養學生電腦建模、塗裝彩現之能力。  

（三）  3-6 月舉辦設計講座，邀請國內知名設計師：黃家賢、陳重宏、王

慶富、楊佳璋、連俊傑、李明道、李尉郎。  

七、  藝史所重要學術計畫暨交流活動業務：  

（一）  邀請國內外知名學者進行大型系列講座，重要國外講者:福田美穗

／日本大阪市立大學生活科學研究科  副教授、吳景欣／美國紐澤

西州立羅格斯大學研究員、江口みなみ／早稻田大學文學學術院 

博士後研究員。重要國內講者：林素幸／南藝大藝術史學系、于

禮本／南藝大藝術史系、曾少千／中央大學藝術學所、蔡敏玲／

南藝大藝術史系、劉宇珍／故宮博物院書畫處。  

（二）  104.5.1 舉辦職涯座談，邀請林以珞／朱銘美術館研究部助理研究

員、翁宇雯／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院處助理研究員、魏可欣／國立

歷史博物館公共事務組媒體聯絡人至本所演講。6.15 舉辦職涯座

談擬邀請 Ulf Meyer／淡江大學建築系客座教授演講。  

（三）  104.5.2 舉辦學生論文發表會，由本所東、西方藝術史組主修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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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發表近期研究成果，並邀請在藝術史相關領域研讀的國內碩士

生擔任論文評論人。  

（四）  正籌劃辦理台日四校藝術史研究生研討會，協辦單位為日本筑波

大學、臺灣大學及中央大學，為增進本所學生於學術研究上的深

度與廣度，本研討會由本所學生會主辦，師長從旁協助，具有提

供學生學習團隊合作，及以英文發表論文之機會，並經由與台灣、

日本他校學生之交流，拓展國際視野  

八、  文保中心重要活動及計畫案： 

（一）  蕭成家先生委託「藝術文物修復案」－台灣近代著名女性畫家陳

進之膠彩畫作修復。  

（二）  順益台灣原住民博物館委託「珍藏素描及膠彩作品維修護案」－

陳進絹本膠彩、洪瑞麟素描等 4 件作品修復  

（三）  劉伶君委託「木下靜涯繪畫作品修復案」－木下靜涯畫作「滬尾

の丘」修復。  

（四）  臺北市立美術館委託「呂鐵州『後庭』加固材料分析測試」－將

作品於修復前進行其加固材料之分析測試，與中央警察大學合作

進行科學分析，並製作相關報告，使後續修復作業能夠更加完善。 

（五）  邁向頂尖大學計畫－「樹立文保科技的領先性與推動國際合作」。 

（六）  台灣 50 美術館委託「台灣 50 美術館藏品檢測分析與專書出版」。 

（七）  國立臺灣美術館「104 年東方繪畫媒材作品維修護案」－呂鐵州、

袁旃、陳其寬、韓湘寧等人畫作修復。  

九、  設計系文創中心重要活動及計畫案：   

（一）  於 104 年 4-5 月期間舉辦「原住民的智慧科學-E 世代科普傳播人

才培訓計畫工作坊」共三場次及一場次成果展。 

（二）  104.3.3 舉辦 Promote 影片工作坊，由回顧整合行銷公司總監針對

影片整體概念指導學員，如何正確表達影片內容之訊息。  

（三）  104.4.11-18 舉辦互動設計工作營，由叡揚資訊股份有限公經理授

課，讓學員清楚了解設計與網頁之間的關聯與網頁實際操作。  

（四）  辦理中油品牌吉祥物徵選，目的在融合中油之經營理念、與企業識

別之精神，藉由吉祥物設計傳遞中油百年老店之精神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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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三校創意設計學分學程於 104.7.11-13 假松山文創園區 133 號合作

社  S2 舉辦第一屆成果展，104.7.11 於台北文創大樓舉辦成果發表

會，自以行車為主題，透過不同的創意及思考，創造自行車更多

可能，讓台北的自行車更具人性及創意思考  

十、  版畫中心重要活動及計畫案：  

（一）  104.1.30 邀請拉脫維亞藝術學院  視覺傳播系主任亞尼斯．穆拉斯

舉辦講座，分享對於絹印版畫各種獨特技法的創意歷程與經驗。 

（二）  104.4.24 邀請前國際版畫交流協會會長  日本籍  宮山廣明先生來

校舉辦金箔裱貼示範教學。  

 

參、 人事、得獎暨其他行政業務 
一、  本院於 104.3.9 發函公告徵求推薦本院第十四任院長候選人，並召開 3

次院長遴選委員會議，制訂作業要點及時程表，於 104.4.27 第 3 次遴

選為原會議順利產生院長人選-設計系 林俊良教授並簽奉校長核定。 

二、  本院及美術系 104.5.2-7 辦理「林玉山、陳銀輝、廖修平、劉國松、呂

章申獎學金」競賽、聯展，多位提供獎學金教授或家屬親臨頒獎。  

三、  本院 104.3.19 於  Living one(台大明達館)餐廳舉辦全院交流餐會，增

進本院教師同仁情誼，多位師長同仁出席，鄭善禧及江明賢名譽教授

提供書法作品為摸彩獎品。  

四、  本院及各系所初步規劃慶祝本校 70 周年活動：「典藏精粹—修復紀實

十年回顧展」、以 70(七十 , seventy, 七 O, 柒零)為主題之校園裝置藝

術展出、「初夏印記」-校慶日校友貴賓人像速寫；校園寫生攝影競賽；

設計與文化創意工作坊暨國際海報設計展、三校青田十六國際設計交

流展；本校歷史建築深度導覽手冊。 

五、  本院各系辦理多場校內外學生展覽，圓滿成功，提升校譽，展次如：

美術系碩士班西畫組＜師大雙年展＞104.04.04-04.09/本校德群畫廊、

設計系 2015 系展＜保護色＞104.04.10-04.16/本校德群畫廊、設計系學

士班畢業預展 104.05.01-05-07/青田十六、美術系西畫組 104 級畢業展

＜遊＞104.05.01-05-21/原行廠域、美術系國畫組 104 級畢業展＜ㄇ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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ˋ＞104.05.05-05.17/國父紀念館翠溪藝廊、設計系學士班畢業展＜反

思‧發聲＞104.06.04-06.14/華山果酒禮堂 2F、設計系設計創作碩士在

職專班畢業設計創作展暨論文發表會＜Design Four＞104.06.20-06.25/

本校德群畫廊。  

六、  本院簡訊自本年度起轉以書冊形式出刊，41 期藝院簡訊於 104 年 1 月

底、42 期預計 7 月初出刊。 

七、  本學期重要短訪講座及客座教師  

（一） 藝術學院: 

為促進與日本之學術交流，本院 104.5.18-20 邀請京都市立藝術大學森野 

章人教授亦兼任該校國際長來校參訪，期間將於美術系舉辦講座並拜會

本校國際處處長。 

104.5 月底 專長繪畫小提琴之知名水彩畫家 柳毅來校示範教學及講座。 

（二） 美術系： 

104.3.26 中國清華大學美術學院包林教授《繪畫與觀看》講座。 

104.3.29 講座教授 Anna Kindler 教授《日常攝影美學工作坊》講座。 

104.4.19 短訪學者南開大學東方藝術系 尹滄海教授與劉國松講座教授

於工作室和學生近距離對談，分享兩岸水墨創作藝術。 

104.4.21 訪問學者淅江大學馬楠講師《多元傳承大陸水墨創作管窺》講

座。 

104.4.24 日本國際版畫交流協會會長宮山廣明《細點腐蝕美柔汀及貼金

箔技法示範》講座。 

104.5.19 辦理文匯新民聯合報業集團《新讀寫》雜誌社社長、主編 錢漢

東教授《代古窯址談中華陶瓷藝術之美》蒞校講座並捐贈畫作與本校。 

（三） 文保中心 104.4.27 於文薈廳舉辦開放全校性聽講  東京藝術大學美

術學院保科豐巳院長演講「關於自身創作的水與墨」。 

八、  本院師生獲全國或國際獎項與榮耀： 

（一） 美術系名譽教授 王秀雄 榮獲 103 年「教育部藝術教育貢獻獎」之「終身

成就獎」。 

（二） 美術系碩士在職班美術創作西畫組 劉佳琪榮獲「2014 年南瀛美展西方

媒材類」，南瀛獎，獎金 50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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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美術系碩士班 莊凱評榮獲「2014 第七屆五洲華陽獎」水彩畫創作雙年

佳作。 

（四） 美術系學生 莊凱中榮獲「台積電青年書法暨篆刻大賞」篆刻組二獎、謝

承霖入選。 

（五） 美術系博士班 簡佑任榮獲「高雄獎」素描 Drawing 版畫類優選。 

（六） 美術系多位學生榮獲「第 2 屆迷你版畫創作比賽」，教師暨社會組，林佳

瑩特優、陳羿潔、賴冠宇、李育萱、林慶淵、鄭丹彥、陳運亭等人優等獎、黃

郁筑、余佳萱、張棟、戴飴霏、吳嵐欣等人佳作。 

（七） 美術系多位學生榮獲「104 年全國美術展」，水墨組：紀冠地金牌獎、陳薇文

銅牌獎；蕭凱中篆刻類金牌獎；油畫類：林浩白銀牌獎、謝明機銅牌獎。 

（八） 美術系多位學生榮獲103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獎項 美術系劉威成水

墨類特優、美術系王冠賢書法類特優。 

（九） 設計系碩三 郭豫君、大三學生潘怡雯分別榮獲「 <百度杯>第二屆中華

青年學子創意大賽」視覺傳達設計及產品設計類三等獎；碩三 劉醇涵 榮

獲視覺傳達設計優秀獎。 

（十） 設計創作碩專生  洪敏傑榮獲「 2014_Adobe Deisgn Achievement 

Awards 」illustration 大獎。 

（十一） 設計系碩士班  陳柏年、丁冠暉作品<都市綠能循環站> 榮獲 2015「環

境關懷」跨領域設計競賽 首獎、唐成淳 鄭心瑜 入圍；「第八屆 創意狂

想巢向未來-2014 年智慧綠建築設計創意競賽」入選獎。 

（十二） 設計系設計創作碩專生 何欣榮獲「IAI Design Award 2014」商業空

間類-最佳設計大獎、住宅空間類-設計優勝獎。 

（十三） 設計系大三  唐成淳 黃郁婷 作品名稱<縫中屋> 榮獲「第三屆特力

家居盃全國室內設計競圖大賽」佳作。 

 

8 
 

43 of 141



114.pdf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音樂學院】工作報告 

 

壹、重要行政、學術業務 

一、 「2015 師大音樂節」104.03.19 開幕典禮恭請  校長開鑼及演出， 

     活動期間自 104.03.19 - 05.31，本學院及所屬系所共舉辦 27 項； 

     41 場次系列活動，於本校展演場地及國家音樂廳演出。  

二、 本學院 104.04.30 舉辦「臺師大第六屆阿勃勒盃歌唱大賽」，比賽 

 組別分為獨唱組及重唱組，本校學生踴躍報名參賽，共有 108 組。 

三、 本學院與藝術學院刻正積極彙整資料申請教育部藝術教育貢獻獎之

「團體獎項-績優學校獎」，擬於 104.05.31 前提出申請。 

四、 本學院【數位影音藝術學分學程】辦理 104 學年度招生，共錄取 32 

 名學生。 

五、 本學院音樂學系陳曉雰副教授於 104.02 完成執行教育部委託「人文 

 社會領域博士人才培育專案」。 

六、本學院音樂學系交響樂團 104.04.07 於國家音樂廳演出 2015 年春季 

    公演—「香頌現象 Chanson Phenomenon」。 

七、本學院民族音樂研究所 104.05.22 舉辦歐樂思廳開幕系列活動【紀 

    錄片《稻田裡的音符》播映會與製作經驗分享】，邀請公共電視國 

    際部製作團隊賴衍明製作人及唐翊雯節目策畫來校演講。 

      八、本學院民族音樂研究所 104.05.23 與許常惠文化藝術基金會共同舉 

          辦歐樂思廳開幕系列活動【南管耆老座談會】，由呂錘寬教授主持， 

          邀請南管與南管戲名家共 7 人參與座談。 

      九、本學院民族音樂研究所 104.05.25 舉辦歐樂思廳開幕系列活動暨年 

          度公演【民音之夜】聯合音樂會。 

十、本學院表演藝術研究所 103.12.24 - 104.03.06 於桃園中正國際機 

場演出「航站小劇場」，共計 42 場次。 

     十一、本學院表演藝術研究所 103.10.01 - 104.09.30 執行本校研發處 

「民歌 40 數位典藏暨風華再現」計畫。 

     十二、本學院表演藝術研究所 104.05.07 – 05.10 於本校知音劇場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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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樂劇八美圖」5 場次；104.05.29 - 05.30 辦理音樂舞蹈劇場「時 

          鐘的尾巴」2 場次。 

    十三、本學院流行音樂產業碩士專班 104 年度春季班開課共招收 7 名學 

          生，秋季班業已獲教育部核定。 

 

貳、境外學術交流業務 

一、 本學院錢院長善華於 104.04.07 - 04.13 期間參與「2015 美國北 

 伊利諾州大學世界音樂教學論壇「通往地球村：21 世紀音樂教學 

 的省思與展望研討會」，並於論壇進行論文發表。 

二、 本學院錢院長善華 104.06.26 –06.29 帶領表演藝術研究所及民族 

         音樂研究所學生至廈門於【2015 鼓浪嶼夏季臺灣音樂週】演出。 

三、 本學院音樂系許瀞心副教授於 104.02.05 至韓國首爾藝術中心音樂 

 廳（Seoul Arts Center Music Hall）演出音樂會「The 192th Regular 

 Concert of Seoul Philharmonic」並擔任指揮。 

四、 本學院音樂學系趙菁文副教授於 104.03.13 至美國西雅圖市華盛頓 

 大學（University of Washington）音樂系進行專題演講；趙副教 

 授作品獲選演出於 104.03.15 美國萊斯大學（Rice University）  

 2015 國際華樂音樂節。 

五、 本學院音樂系莊文達教授於 104.04.30 發表論文於北京中央音樂學 

 院音樂研究所與台藝大共同舉辦之國際學術研討會「容會與啟發： 

 音樂學的多元視角」中《從〈葬花吟〉、〈百家春〉探討「燕樂大 

 曲」的結構與特色》。 

六、 本學院民族音樂研究所學生 104.06.07 受邀於【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NSUMER ELECTRONICS–TAIWAN】會議上演出。 

七、 本學院民族音樂研究所 104.05.01 舉辦【民音講座系列 18--音樂理 

 解的途徑：論「立意」及其實現】，邀請上海音樂學院副院長楊燕 

 迪教授演講並洽談學術合作交流事宜。 

八、 本學院民族音樂研究所黃均人所長 104.06.21 - 07.06 赴美國紐約 

參加 IAML 會議，發表論文“Collaborative project on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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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sic resources: Collecting composers’manuscripts, 

preservation, and research.”及海報發表“Project of touring 

exhibition of HUANG Tzu’s Rare Manuscripts Commemorating the 

110th Anniversary of His Birth.” 

九、 本學院表演藝術研究所學生於 104.03.10 – 03.14 至香港參與「亞 

 洲學生戲劇匯演 2015」，演出音樂舞蹈劇場--Singing River，共 2 

 場次，演出後並與亞洲其他獲邀國家學校進行交流。 

     十、本學院表演藝術研究所邀請講座教授高行健老師於 104.04.19 –  

         04.29 至本校講學，04.23 於本校禮堂及 04.27 於本校表演藝術 

         中心辦理公開講座。 

     十一、本學院表演藝術研究所於 104.06.27 – 06.29 至廈門參與「2015 

           鼓浪嶼夏季臺灣音樂週」，演出音樂舞蹈劇場--Singing River， 

           及音樂劇—回家的路，共 2 場次。 

     十二、本學院表演藝術研究所於 104.07.24 - 09.10 選送 9 位學生至英 

           國愛丁堡藝穗節進行實習。 

     十三、本學院各系所邀請境外大師級講座來校專題講演或大師班講座， 

           本學期共邀請 28 人；41 場次。 

       

參、 師生優良表現 

一、 本學院民族音樂研究所表演與傳承組學生陳凱彤受邀於 104.03.28 

    赴日本東京參與【第 35 回奏楽堂--アジアの伝統 アジアの現代】 

    演出，擔任琵琶及南管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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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務處】工作報告 

壹、企劃工作 

一、本校 105學年度申請增設、調整系所學位學程案如下，擬提本次會議審議： 

（一）教育學系增設「教育領導與政策碩士在職專班」案 

（二）表演藝術學士學位學程調整為「對外招生」案 

（三）應用華語學系增設「海外華語師資數位碩士在職專班」案 

（四）管理學院「國際時尚高階管理碩士在職專班」 

（五）政治學研究所停招「碩士班」案 

（六）教育學系停招「學校行政教師碩士在職專班」案 

（七）美術學系停招「美術教學碩士在職專班」案 

（八）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停招「健康教育教學碩士在職專班」案 

（九）科學教育研究所停招「科學教育教學碩士在職專班」案 

（十）臺灣語文學系停招「臺灣研究及母語教師碩士在職專班」案 

二、104 年度秋季班「流行音樂產業碩士專班」業經教育部 104 年 2 月 24 日

核復同意設立，招生名額 7名。 

三、本校向教育部申請之「大學校院弱勢學生學習輔導補助計畫」已於 104

年 4月 1日送件，預定 104年 5月 31日公布審查結果。 

四、本校特殊選才入學管道，擬將透過個案推薦與審查機制，錄取新移民及無

大學學歷家庭之弱勢潛能學生(晨光 2.0計畫)，預計自 105學年起每年招

收 10名。後續將納入台灣大學聯盟運作聯合招生。 

五、本校 104學年度碩士班新生入學成績優異獎學金計 26系所、28名學生獲

獎。 

六、有關國立臺灣大學聯盟三校聯合招生（含碩士考試及轉學考試），經 104

年 3月 2日聯盟教務業務第 5次會議決議，建議先就三校性質最接近之系

所徵詢其意願及進行考科整合，最快 105 學年度碩士考試試辦。 

貳、招生事務 

104學年度各項招生考試相關數據統計報告： 

考試項目 
招生 
名額 

報名 
合格人數 

104 
考取率 

(%) 

103 
考取率 

(%) 

錄取 
人數 

繁星推薦 231 1892 12.21 12.76 正取 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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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申請第一階段 

702 

6237 11.26 11.44  

- 

正取 702 

備取 792 
個人申請第二階段 2000 35.10 33.02 

單招考試(體育系) 10 30 33.33 20 
正取 9 

備取 6 

單招考試(競技系) 55 107 51.40 32.9 
正取 53 

備取 13 

特殊選才招生 8 24 33.33 - 
正取 4 

備取 2 

碩士班招生 896 3627 24.70 22.80 
正取 877 

備取 576 

碩士在職專班 472 860 54.88 57.20 
正取 439 

備取 108 

教師在職進修碩士學位班 75 69 108.7 89.50 正取 59 

博士班 185 358 51.68 46.30 辦理中 

參、招生宣導 

一、學群座談會：於 104 年 3 至 4 月份間辦理 4 場高中學校學群介紹座談會，

業邀請美術系、企管學程、心輔系、應華系等 4 學系教師參與；招生宣導

之學校計有新竹女中、明倫高中、永平高中等 3 所高中學校。 

二、接待參訪團體：於 104 年 4 月至 5 月份間預計辦理 4 場國內高中蒞校參訪

活動，邀請心輔系等 11 學系教師參與；參訪學校計有明德高中、永平高

中、中和高中、雙溪高中等 4 所高中學校，總計師生 259 人。 

肆、註冊業務 

一、本校訂於 104學年度起實施成績評量等第制，目前推動情形如下： 

（一）學則與相關法規修訂草案已提 104 年 4 月 29 日學術暨行政主管聯席

會報、104年 4月 29日教務會議臨時會審議通過。 

（二）為協助任課教師建構完善的成績評量理念與方式，特聘請台大、台科

大及本校教師擔任諮詢委員，並已於 3月 31日召開等第制諮詢會議，

討論師生所提問題及 Rubrics設計與運用。 

（三）預定於 5月 12日（校本部）、5月 28日（公館校區）各舉辦 1場「Rubrics

評量尺規在課程學習成效評估之運用」研習課程。 

二、各項學籍統計資料 (統計至 104年 3月 15日報教育部資料) ： 

  (一) 本學期（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在校生人數共計 14,622人，詳細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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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如下表： 

（含僑生、外籍生人數，不含保留及休學人數） 

學制別 日間學制 碩士在職專班 

小計 
學院別 學士班 碩士班 博士班 暑期班 週末、夜間班 EMBA 

教育學院 1,686 750 448 216 500 === 3,600 

文學院 1,524 586 236 114 163 === 2,623 

理學院 1,564 806 263 36 7 === 2,676 

藝術學院 328 240 105 === 218 === 891 

科工學院 1,025 320 95 === 185 === 1,625 

運休學院 506 310 138 === 125 === 1,079 

國社學院 548 456 60 === 8 === 1,072 

音樂學院 261 265 26 === 93 === 645 

管理學院 207 95 === === === 112 414 

小計 7,646 3,828 1,371 366 1299 112 14,622 

合計 12,845 1,665 112 14,622 

（二）上學期（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休、退學人數各為 1,894 人、501人，

近 4學期統計資料如下表：                            

  休學人數 退學人數 

  日間學制 碩士在職專班 日間學制 碩士在職專班 

學年期別 學士班 碩士班 博士班 暑期班 週末夜間 EMBA 學士班 碩士班 博士班 暑期班 週末夜間 EMBA 

103-1 234 832 417 115 274 22 163 201 52 34 48 3 

102-2 237 789 383 113 261 22 37 86 31 34 48 5 

102-1 208 850 381 109 251 19 132 171 36 36 49 2 

101-2 181 799 350 108 259 3 37 104 32 36 47 1 

（三）上學期畢業生人數共計 555 人(其中學士班申請提前畢業 71 人)，詳

細資料如下表：          
學制別 

學院別 

日 間 學 制 碩 士 在 職 專 班 
小計 

學士班 碩士班 博士班 暑期班 週末、夜間班 

教育學院 55 59 6 1 30 151 

文 學 院 27 20 9 9 9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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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制別 

學院別 

日 間 學 制 碩 士 在 職 專 班 
小計 

學士班 碩士班 博士班 暑期班 週末、夜間班 

理 學 院 21 35 12 6 1 75 

藝術學院 9 16 2 0 14 41 

科工學院 25 18 2 0 12 57 

運休學院 7 11 2 0 6 26 

國社學院 43 38 3 0 1 85 

音樂學院 4 13 2 0 4 23 

管理學院 8 12 0 0 3 23 

小計 199 222 38 16 80 555 

合計 459 96 555 

 伍、課務 

一、選課輔導 

（一）本學期日間學制學生選課共分為 3 梯次進行，自 104 年 1 月 26 日至

3 月 11 日止，已順利辦理完竣，並於選課結束後將選課學分數超修

或不足學生名單送請各系所協助輔導。前述學生經輔導後所選課程仍

未達最低應修學分數，或未依規定選課者，應予休學。 

（二）上學期（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成績不及格學分數達總修學分數 1/2

以上之學士班學生計 320 名，已函請所屬學系轉知學生及導師進行輔

導。未依規定繳回輔導表的學生，下學期（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將

無法於第 1 階段進行線上選課。 

二、校際選課 

（一）本學期校際選課作業自 104 年 2 月 10 日起至 3 月 24 日止，本校學生

至外校選課者共計 542 人次（含 446 人 413 科），外校學生至本校選

課者共計 727 人次（含 621 人 385 科）。 

近 3 年校際選課學生人數統計如下表。 

校際選課學生人數統計表 

104.3.25 製 

學年 - 學期 

本校至外校 外校至本校 

學士班 

（聯盟學校 
選課人數） 

研究所 

（聯盟學校 
選課人數） 

學士班 

（聯盟學校 
選課人數） 

研究所 

（聯盟學校 
選課人數） 

100-1 39 140 90 132 

100-2 39 98 97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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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 29 110 81 129 

101-2 43 112 121 166 

102-1 55 130 100 114 

102-2 56 97 111 115 

103-1（含聯盟選課學生人數） 
144 

(119) 

131 

(74) 

177 

(104) 

156 

(57) 

103-2（含聯盟選課學生人數） 
327 

(293) 

119 

(70) 

397 

(304) 

224 

(136) 

本校學生至臺大、臺科大選課者，共計 449 人次（含 363 人 328 科）；

臺大、臺科大學生至本校選課者，共計 516 人次（含 440 人 252 科），

詳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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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國語中心學生辦理選讀者，學士班課程計 29 人次 18 科、碩博士班課

程計 6 人 6 科。 

（三）社會人士至本校旁聽選讀者，學士班共計 52 人次（含 30 人 44 科）、

碩博士班共計 22 人次（含 16 人 18 科）。 

三、停續開作業 

本學期課程停續開作業已於 3 月 24 日完成，總開課數 3,191 科，選課人

數不足停開科目數計 63 科，續開科目數計 29 科。 

四、授課時數及鐘點費 

本學期教師授課時數業經各系所確認並由本處完成簽報程序，均已於 4

月下旬陸續核發各項鐘點費。 

五、課程綱要 

截至 5 月 5 日止，本學期中文課程綱要上網率為 99％，尚有 5 科（開課

總數 3,191 科）未上網；英文課程簡介上網率為 82.4％，尚有 562 科（開

課總數 3,191 科）未上網，仍持續催請各授課教師儘速上網填寫。 

六、課程意見調查 

（一）上學期（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期末課程意見調查業於 104 年 1 月 16

日辦理完畢，並已燒製光碟送請各開課單位主管及院長參考。調查結

果說明如下： 

1.日間學制：開課數共計 3,729 科，實際填答科目計 2,354 科，全校課程

級分為 4.4，填答率為 72.07％。 

2.在職專班：開課數共計 224 科，實際填答科目計 45 科，全校課程級分

為 4.6，填答率為 20.83％。 

3.共計 31 位教師（38 科目）課程級分未達 3.5，其中 3 位專任教師同一

科目連續 2 次未達 3.5，依規定次（104）學年不得教授該課程；1 位

兼任教師同一科目連續 2 次未達 3.5，依規定不得續聘及開課。 

（二）本學期期中課程意見調查自 4 月 20 日起開放至 5 月 3 日，授課老師

可自 5 月 4 日起上網查閱。 

七、暑期課程（第三學期） 

為讓教師開課及學生修課時間能做更有效的運用，並鼓勵學生自主規劃

學習方案，自 103 學年度暑假起第一週、第六週分二梯次開設共同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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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通識課程及實習課程，各梯次預計上課時間為 104 年 6 月 29 日至

8 月 7 日、8 月 3 日至 9 月 11 日，請鼓勵所屬師生踴躍開課及修習。 

八、開課作業 

（一）103 學年度日間班暑修課及 104 學年度在職暑期班開排課系統開放作

業期間為 4 月 20 日至 5 月 15 日；並預定於 5 月 29 日公告課程。 

（二）配合「國立臺灣大學聯盟」業務推展，本校自下學期起上課節次及起

迄時間調整如下： 

1.節次代號：增設第 0 節（07:10~08:00），日間課程之編碼為 0~10，夜

間課程代號則自原 11~14 節調整為 A~D 節，以資區別。 

2.節次間休息時間：第 7~8 節及第 10~A 節間休息時間調整為 20 分鐘，

夜間各節（第 A 至 D 節）間休息時間皆修訂為 5 分鐘。 

3.其他各節次因應調整開始及結束時間。 

（三）下學期開排課系統開放作業期間預定 5 月 6 日至 29 日；並預定於 6

月 22 日公告課程。 

陸、通識教育 

一、本學期通識教育講座，共規劃科普講座、人文講座、影展及讀書會活動計

14 場，邀集國內外多位重量級講師蒞校演講，截至目前為止活動參與已

達 2,708 人次，參與情形非常踴躍。 

二、通識課程本學期共計開設 121 班，包含藝術與美感領域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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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班、歷史與文化領域

18 班、數學與科學思維領域 16 班、科學與生命領域 11 班、一般通識 33

班。 

三、本學期中心課程委員會議決議停開 3 年內（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至 103 學

年度第 2 學期）未開授通識課程共 2 門；審議下學期擬新開課程共 6 門，

以及 1 門通識課程更名；並通過「國際文化學分學程」、「國際足跡學分

學程」、「社團人專業領導培力學分學程」三門學分學程設立案。其中 3

門新增學分學程將提相關會議審議，預計於 104 學年度設立。 

四、優秀學生學習檔案本學期選出優選 14 名，佳作 22 名，獲獎學生業於 5

月 12 日接受本中心公開頒獎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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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104 年 4 月 8 日假本校文薈廳舉辦「103 學年度學分學程博覽會」，共計

29 個學程於現場設攤，並提供學生學程問題諮詢服務，學生參與踴躍，

感謝各學程承辦單位的協助。 

六、本學期計補助學分學程 26 個、通識教育課程嘉賓獎者補助 25 場次，及全

英語學位學程 1 案(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七、104 學年度起將開放本校新生赴臺大參加基礎學科認證考試，本中心及相

關系所已陸續完成認證審核之相關法規修訂，並於 104 年 4 月 29 日教務

會議審議通過。 

八、為精進學士班學生之英語溝通表達能力及文化素養，並營造有效的語言及

文化學習環境，本校於 104 年 4 月 30 日向教育部提出「多元文化語境之

共同英文學習革新課程」計畫。未來的共同英語課程將協助學生活用英語

知識，全面提昇英語聽、說、讀、寫能力為目標，此外課程亦針對未通過

英語門檻的學生，開設實體英語補救課程，持續朝培育國際化專業人才的

理想邁進。 

柒、教學發展 

一、教師教學 

（一）教師教學獎勵 

1.104 年度教師教學獎勵遴選共計受理 8 個單位，31 件審查資料，「教

學傑出獎」候選教師共計 11 位，「教學優良獎」候選教師共計 20 位。

本年度教師教學獎勵校遴選會議訂於 5 月 12 日舉行，遴選結果預計於

5 月 15 日行文公告，並於校慶公開表揚。 

2.為彰顯獲獎教師對本校之貢獻，本中心於 104 年度開始，隔年定期出

版本校教師教學獎勵專書，以傳承並記錄師長們卓越的教學表現。首

屆專書收羅有 102 及 103 年度獲得教學傑出及教學優良獎教師的訪談

與介紹，紀錄兩年度間獲獎教師的寶貴教學經驗，並於 104 年 6 月 26

日舉辦專書發表會。 

（二）為讓本校教師優秀的教學專業能提供作為教學典範，本中心邀請 20

位教師，依其教學專業分成文史、教育、理工等三種領域，分享包括

科技輔助教學、多元化之新式教學課程設計，以及編製課程新教材等

主題，教學精進專書預計於 2015 年 6 月底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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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版數位學習平台 Moodle 2.8 已於本學期由資訊中心建置，並完成教

師自動開課和匯入教務系統學生選課資料功能，上線供全校師生測試

使用。已辦理 2 場 Moodle 2.8 數位學習平臺推廣研習活動，共計吸引

56 人次參與，整體滿意度平均值達 90.65%。 

（四）教學助理： 

1.上學期教學助理教師端評鑑值平均 4.8分，學生端評鑑值平均 4.3分，

符合申請傑出 TA 資格者共 91 人，較前學期成長 35%。 

2.教學助理新制「本校教學助理制度實施辦法」於 103 年 11 月 26 日通

過，由本學期開始實施，新增之討論或演示課程共 17 門課程提出申

請，體育課共 73 門課程提出申請，一般課程共 206 門課程提出申請。

本學期共 296 門課程提出教學助理申請，申請 TA 人次共 347 人，經

審查通過計補助 208 門課程，教學助理人次 255 人。 

（五）本校將於104學年度實施等第制，為使教師屏除以百分制的評分標準，

特別邀請專業講師講述Rubrics概念、如何製作符合需求的Rubrics，

並現場實作。本中心依社科、理工領域於校本部及公館校區規劃辦理

兩場 Rubrics評量尺規研習如下： 

研習名稱 研習內容 

Rubrics 評量尺規在課程學

習成效評估之運用－社科

領域 

講者:本校教育學系卯靜儒教授 

時間:5/12(二)10:00~12:00 

地點:進修推廣學院會議室 

Rubrics 評量尺規在課程學

習成效評估之運用－理工

領域 

講者:臺灣科技大學數位學習與教育研究所陳素芬教授 

時間:5/28(四)14:00~16:00 

地點:綜合館小型演講廳 

二、學生學習 

（一）為營造本校學生練習英語口說機會，締造與外籍學生交流契機，於本

學期舉辦線上英語讀書會相關系列活動，共成立 16 組讀書會，招募

成員 116 名。除原訂舉辦 Adobe Connect 軟體工作坊、帶領人工作坊，

本學期另新增 1 場帶領人教學技巧工作坊，預定於 5 月 15 日舉行，

並邀請本校英語系陳秋蘭教授為主講人，培養帶領人與讀書會組員之

默契及溝通技巧。 

（二）為促進本校學生英語學習機會，本中心新增辦理英語檢定考試，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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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學年度第二學期除原訂辦理之多益校園考試，另新增辦理托福 IPT 紙

筆測驗校園考試，搭配辦理說明會，指引學生準備考試的方向掌握測

驗型態及得分技巧。本學期多益校園考試及托福校園考試，預定於 5

月 23 日(六)上午 9 點 30 分至下午 4 點 25 分辦理，已於 3 月 20 日至

4 月 20 日報名完畢，報名人數多益 421 人，托福紙筆測驗 5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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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pdf

103學年度第 2學期【學生事務處】工作報告 

 

壹、生活輔導組 

一、持續辦理各類學生經濟資助申請、核發事宜 

持續辦理各類學生經濟資助申請(校內外各類獎學金、就學貸款、急難慰助、

研究生獎助學金、生活學習獎助金、學雜費減免、就學優待、弱勢助學金、

弱勢住宿優惠等)，並依規定持續辦理學生保險、兵役等生活與權益服務事

宜。詳細統計如下: 

(一)獎助學金部分(截至 4月底止，總金額約 6,842萬 4,345元整) 

項    目 人  次 金  額 備 註 

1. 校內各類獎學金 519 6,767,000 
 

2. 校外各項獎學金 416 2,075,000 52項 

3. 就學貸款 937 26,353,700  

4. 急難慰助 12 135,000  

5. 研究生獎助學金 2,064 9,665,422 2-4月 

6. 生活學習獎助金 
517 1,565,685 2-4月一般生 

71 426,000 2-4月弱勢生 

7. 學雜費減免 926 16,733,238  

8. 卹內軍公教遺族就學優待 62 194,024  

9. 弱勢助學金 183 2,578,750  

10.弱勢住宿優惠 53 360,150  

11.還願助學金 16 492,590 
 

總計 6,044 68,424,345  

1、 彙整 2013 年「運動科學與體育領域之世界大學評比」有關體育類科學

系之獎助學金核發情形。 

2、 輔導地理系三年級學生邱一申請台北市同德扶輪社獎學金榮獲「國立大

學院校優秀清寒學生獎學金」新台幣 20萬元整，並於 2月 12日至台北

市圓山飯店接受頒獎並接受該社之服務學習輔導一年。 

(二)學生權益部分(截至 4月底止，服務次數約 10,413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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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服務人次/件數 

兵役業務 

緩徵申請 434 

緩徵延長申請 93 

儘召申請 13 

緩徵消滅 57 

儘召消滅 6 

免役、除役、停役、替代役、現役軍

人、國民兵 
11 

休學、保留學籍、放棄入學、退學 234 

役男出國申請 12 

學生申請暫緩徵集用證明書 56 

獎懲業務 

記功嘉獎 195 

獎懲證明書申請 61 

銷過申請 1 

請假業務 
請假申請 9,057 

喪病電子慰問信 89 

平安保險業務 理賠申請 94 

總計  10,413 

1、 本校經教育部 103 年度大專校院學生兵役業務訪評結果績優而推薦至

國防部辦理表揚獎勵，經國防部及內政部評審結果本校為兵役績優學校，

於 104年 2月 26日「中華民國 104年第 72屆兵役節慶祝大會暨頒獎典

禮」頒獎，獲獎牌乙座及獎品 1份，另業務承辦人李美雲獲頒兵役業務

績優幹部獎。 

2、 102學年度第 1學期（含）以後之操行，學生可於校本部行政大樓 1樓

或公館校區綜合館 1樓「校園 e卡服務站」點選申請「操行證明書」選

項，免費列印操行分數及等第證明書。 

3、 訂於 5月 27日召開 103學年度第 2學期學生獎懲委員會議。 

二、新生營活動規劃 

(一) 104學年度新生營訂於 9月 8日(二)至 11日(五)舉行，已於 3月 10日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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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學生幹部 12人擔任學生工作團隊幹部，積極籌備新生營規劃事宜。 

(二) 編輯新生營專書，以「全人發展」、「伯樂大學堂」、「學習與翻轉」三

單元為主軸，全書約 120頁，預計於 6月份出版，內容分別介紹新生營的

規劃理念、活動內容及新生如何做好大學學習計畫等，另結合智慧財產權

教育宣導，以我的學習、我的夢想、我眼中的師大為主題，辦理「名言金

句徵稿活動」，入選作品將編入專書中。 

三、辦理導師業務 

(一) 103學年度第 2學期學術與生涯導師異動共 29人(含進修碩士專班導師改

聘任 9人)，並依規定核撥導師輔導費或辦理授課時數不足抵充事宜。 

(二) 103學年度第 2學期導師會議已於 104年 3月 4日(三)在校本部禮堂辦理

導師會議，會議內容包含學務工作報告、綜合座談及專題演講，本次會議

講座主題為「變是好的開始」，特聘請臺北醫學大學董事會李祖德董事擔

任講座。 

(三)辦理 103學年度優良導師甄選，已於 4月 30日止受理各學院推薦候選人，

並訂於 5 月 18 日召開甄選會議，選出之優良導師將於校慶慶祝大會中公

開表揚。 

四、辦理生活教育宣導教育方案 

(一)智慧財產權教育宣導 

1、 於 3月 31日前進行 104年智慧財產權文藝競賽-「學習與生涯規劃」金

句徵選活動，從「生活與創作」的角度出發，鼓勵學生於生活中尋找題

材發揮創意，體驗從構思到完成作品的過程，享受擁有自己的智慧財產

並進而了解尊重他人智慧財產權的重要性，參加學生共計 131位。 

2、 103學年度第 2學期已開設「服務學習(二)-交通安全/智慧財產權教育

方案」課程，11 名學生擬透過演講、填問卷活動針對校園著作權的知

識進行宣導。 

(二)交通安全教育宣導 

1、 已開設服務學習課程，透過該課程規劃交通安全暨智慧財產權教育方案

並執行，喚起師大人對於遵守秩序之倫理道德議題之重視，將交通安全

的理念與尊重智慧財產權的觀念落實於生活中，進而影響他人。 

2、 於 104 年 4 月 10 日辦理「守護校園交通安全，每一站都幸福」交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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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宣導講座，透過專家指導「製作交通安全宣導方案」，進而一起執行，

讓師生共同守護師大交通安全，以維護師大人生命安全，並影響同儕，

期達減少師生交通意外事故之目標。 

五、辦理 103學年度畢業典禮 

(一) 於 104年 5月 1日召開畢業典禮籌備工作協調會議，訂定 103學年度畢業

典禮實施計畫，各相關單位刻依該計畫之分工表進行典禮籌備工作。 

(二) 103 學年度畢業典禮預訂於 104 年 6 月 12 日下午 2 時進行預演，6       

月 13 日下午 1 時由校長、副校長、各學院院長、各系所所長暨系主任帶

領全體畢業生回首校園，師生一起進入體育館，典禮於 2時開始，預訂於

5時結束，期辦理一場隆重、溫馨、感恩之典禮。 

六、學生楷模選拔與表揚 

(一) 優秀學生選拔:103-2 學期共計 138 學生當選並請各系頒發當選證書，以

資鼓勵。 

(二) 傑出學生選拔:103 學年度傑出學生計有 6 名當選，授獎儀式擬於 6 月 5

日校慶進行。 

 

貳、課外活動指導組 

一、開設「社團人專業領導培力學分學程」 

(一)核心理念 

社團活動是大學生活中學生培養多元智慧與能力的重要場域，大學生社團

參與經驗對未來升學或就業有重要幫助。本學分學程旨在培育社團菁英，

內容強調專業理論與社團實務經驗之結合，培養「能領導」、「能合作」之

全方位社團人才，增進學生組織經營、團隊合作、口語表達、創意思考、

關係建立與知識整合等能力，讓學生的社團學習生涯更具結構化，有助於

學生未來職涯發展，提升優勢競爭力。 

(二)培育學生核心能力項目 

本校願景之一乃培養學生「全人素養與跨領域領導之人才」，從全人教育

觀點重新詮釋校訓「誠正勤樸」的現代意涵，並創新轉化為本校學生的基

本素養與核心能力。本學分學程主要培育之學生核心能力包含「主動探究

與終身學習」、「溝通表達與團隊合作」、「創新領導與問題解決」、「批判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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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與人文涵養」、「社會關懷與公民實踐」、「美感體驗與品味生活」等六大

項目，藉以促進學生多元學習並提升學生全人素養。 

(三)學分學程課程內容 

本學分學程以社團幹部為主要培育對象，整合校內相關各系之教學資源，

並系統性規劃學生於社團經營過程中之學習，以提升學生組織經營專業知

能及實務執行能力。課程內容包含「社團經營實務課程」共 5 門，及由相

關各系、通識教育中心所開設之「專業學識課程」共 25 門等二部分。其

中社團經營實務課程之社團經營實習（一）（二）為必修，總計四學分；

其餘課程至少應修習十六學分，整體學分學程總計應修習二十學分。為鼓

勵學生參與課外活動，增進學生多元學習管道，本學分學程採事後認證方

式，學生修畢規定之科目與學分者，即可取得本學分學程之證明書。 

(四)學分學程開設進度 

本學分學程係屬全國首創，為使學分學程順利開設，讓本校學生於參與課

外活動過程中獲得更有系統的學習，並提供學生另一項跨領域學程的選擇

機會，培養優勢競爭力，目前已委由通識教育中心協助申請設置，相關課

程並已通過通識教育中心課程委員會審核，預計於本學期完成相關行政作

業，並於 104 學年度正式開辦。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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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團舉辦活動次數統計 

為促進學生社團學習，積極輔導學生社團運作發展，並舉辦各項活動，以

展現社團多元樣貌與活力。103 學年度下學期統計各社團已核定之社團活

動次數共計 422 次。各性質社團舉辦活動次數如下表列： 

社團 

性質 

學術性 

社團 

藝文性

社團 

康樂性 

社團 

體能性 

社團 

服務性 

社團 

聯誼性 

社團 

綜合性

社團 
合計 

社團 

數量 
28 個 22 個 18 個 19 個 17 個 15 個 44 個 163 個 

活動 

次數 
40 次 27 次 44 次 22 次 46 次 115 次 128 次 422 次 

(二)辦理社團成立與更名事宜 

為推動本校各項課外活動，促進學生社團蓬勃發展，本學年度持續試行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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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成立登記制，於 4 月 1 日至 4 月 30 日辦理新社團成立、更名申請作業，

讓社團種類更加多元，學生有更多參與社團的選擇，以提升學生於課外活

動學習的質與量。 

(三)輔導社團辦理性別平等教育活動 

輔導性壇社於 3 月 6 日至 3 月 31 日舉辦「第四屆愛洛生活節」性別平等

教育系列活動。活動內容包含映像展、影展、系列講座、音樂會等四大活

動，以平易近人的活動方式，取代刻板嚴肅的性別議題課程，藉以傳達性

別平等的精神。透過此一系列性別平等活動，促進本校師生對當前性別議

題的認識，進而啟發師生關心自身經驗與校園生活的性別現象，讓參與者

更加懂得尊重異性，同時促進兩性、多元性別、性少數在校園與生活中的

友善和諧。 

(四)輔導綜合性社團委員會辦理「20 系聯合春季舞會」活動 

為因應師大轉型，提供同學更多面向的嘗試及學習管道，並讓各系同學有

更多的交流機會，於 3 月 24 日假校外場地「MYST night club」辦理「20

系聯合春季舞會」。當日計有近千名學生參與是項活動，本組同仁亦於活

動當日到場輔導活動進行，並協助工作團隊注意活動安全。 

(五)輔導學生會辦理第一屆藝磚節活動 

輔導學生會於 4 月 10 日至 5 月 15 日舉辦師大第一屆藝磚節活動，活動內

容如下所述： 

1、 靜態藝術展覽：於校內及校外周邊商圈進行約10~15場次之圖像、電影、

手作、裝置、文學展覽。 

2、 表演藝術動態演出：邀請校內外表演者進行約 10 場音樂、舞蹈、戲劇

演出。 

3、 文創市集：於校內進行 2天的表演、攤位、美食等文創市集。 

4、 工作坊：安排學生參與藝文性社團社課體驗、藝文體驗工作坊等活動。 

5、 講座：邀請攝影家、藝術家、畫家、歌手、舞者等舉辦藝術講座。 

6、 座談會：舉辦電影欣賞映後座談會。 

7、 露天電影院：共舉辦 3場露天電影院活動。 

(六)輔導學生會辦理第 20 屆學生會會長改選 

輔導學生會選舉委員會辦理第 20 屆學生會會長改選，改選宣傳及政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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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時程為 4 月 20 日至 5 月 15 日，改選投票時間為 5 月 18 日至 5 月 22 日。 

三、強化社團溝通與交流，辦理本學年度第五次社團負責人工作會報 

為暢通溝通管道，增進社團交流，於 4 月 29 日辦理本學年度第五次社團負

責人工作會報，會報內容包含如下： 

(一)學生社團輔導辦法修法說明。 

(二)學生會暨學生議員選舉說明。 

(三)進行社團負責人領導經驗反思活動，將各社長於 2014 年社團負責人研習

營中所寫給自己的一封信贈送給各社長，讓社長反思並沈澱一年來的領導

經驗，並為自己鼓勵與打氣。 

(四)同性質社團共同活動內容討論。 

(五)104 學年度第一學期服務學期二課程開課說明。 

四、展現社團學習成果，舉辦黃金雨季系列活動 

本校「2015 年黃金雨季系列活動」已於 3 月份正式展開，本年度黃金雨季

配合臺灣大學聯盟合作案，特與臺灣大學杜鵑花節同步舉行，以「傲視環

宇，繁星再起」宇宙星際風為主題作為活動包裝，內容包含「金裝社服展

覽暨全校票選活動」、「社團學系博覽會」、「創意海報展覽暨全校票選活動」、

「社團評鑑」、「校慶暨師駝晚會」五大部分，各項活動分別說明如下： 

活動名稱 日期 地點 活動內容 

金裝社服展覽 
3 月 2 日至 

3 月 6 日 

誠正 

中庭 

展示社團學會製作之社服，並開

放全校學生票選。 

社團學系博覽會 3 月 15 日 體育館 

活動當日共計有 130個靜態攤位

參與展示及 54 個社團參與社服

金裝走秀。 

創意海報競賽展

覽 

4月 27日至 

5 月 1 日 

誠正 

中庭 

展示社團學會製作之創意海

報，並開放全校學生票選。 

社團評鑑 5 月 16 日 
綜合大樓

活動室 

邀請校內外師長擔任評審，為社

團進行年度評鑑。 

校慶暨師駝晚會 6 月 3 日 
古蹟 

音樂廳 

安排各項歌舞、戲劇表演及師駝

獎頒獎，以獎勵本學年度表現優

良之社團，並慶祝 69 週年校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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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舉辦第三階段「打造師大神社首～2015 年社團負責人研習營工作團隊培訓」

活動 

為辦理「2015 年社團負責人研習營」，已遴選優秀的現任社團負責人組成「師

大神社首工作團隊」，建立標竿形象，負責籌辦是項營隊活動。為凝聚團隊

成員合作共識，傳承工作經驗，使其具備辦理研習營與帶領學員的能力，本

學期特規畫一系列培訓課程，分別於 1 月 12 日、2 月 24 日、4 月 27 日假本

校綜合大樓 301 教室、中國童子軍陽明山活動中心及本校林口校區辦理培訓

活動，協助團隊成員凝聚情感，建立伙伴關係，並進行分組實地演練，讓本

年度社團負責人研習營之籌備工作更具效能。 

六、培訓學生領導能力，舉辦「2015 年社團負責人研習營」活動 

（一）研習宗旨 

學生社團是大學教育中極重要的一環，亦是增進學生多元智慧與學習的

重要場域。社團負責人的領導力對於社團組織運作將產生極大影響，為

落實社團輔導工作，增進學生社團學習成效，依據本校「學生基本素養

與核心能力」指標，特舉辦「2015年社團負責人研習營」，協助新任社團

負責人縮短摸索時程，提升領導專業知能，以勝任承先啟後的傳承責任，

並帶領社團創造無限的可能。 

（二）研習地點 

為提升研習效能，促進本校新任社團負責人對於林口校區之認同與了解，

本年度之研習營特規劃於林口校區舉辦。 

（三）研習對象 

104學年度新任社團、各系所學會、學生會、學生議會等學生團體領導人。 

（四）研習日期 

1、 行前營:6月 26日至 6月 29日。 

2、 正式營:6月 30日至 7月 3日。 

3、 場復及檢討:7月 4日。 

（五）營隊模式 

遴選 46 位現任社團負責人籌組工作團隊，建立標竿形象規劃研習課程。

研習營以封閉式營隊進行，以帶給新任社團負責人「突破」、「創新」、「重

新認識自我」三大方向的體悟及獲得身心成長，並希望幫助新任社團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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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人縮短摸索時間，讓社務趕快上手。 

七、辦理社團國際交流活動與專案，拓展國際觀，強化競爭力 

（一）遴選學生自治會學生代表於 3 月 20 日至 3 月 23 日至澳門科技大學參與

第三屆「中華•青年•未來--兩岸四地高校青年高峰論壇」活動。 

（二）配合臺灣大學聯盟合作案，於 3 月 18 日假正 104 教室與臺灣大學全球集

思論壇工作團隊共同辦理「2015 全球集思論壇師大場說明會」，讓本校學

生了解論壇資訊，鼓勵本校學生共同參與是項學術性國際學生論壇。 

（三）輔導模擬聯合國社於 3 月 20 日至 31 日至至美國紐約參加「世界模擬聯

合國會議」。 

（四）本年度暑假預計有 2 隊國際志工服務隊至柬埔寨、緬甸等國進行志工服

務，已協助學生向教育部青年發展署申請國際志工經費補助。 

八、輔導學生及社團參與校內外各項競賽活動，榮獲佳績，為校爭光 

（一）全國學生音樂、舞蹈比賽 

1、 輔導國樂社於 3 月 12 日至桃園市平鎮區六和高中參與全國學生音樂比

賽，榮獲國樂合奏大專團體 A組特優第三名佳績。 

2、 輔導舞蹈研習社於 3 月 19 日至新竹市文化局演藝廳參與全國學生舞蹈

比賽，榮獲大專 B團體乙組優等第一名佳績。 

（二）104 年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評鑑暨觀摩活動 

是項活動於 3 月 28、29 日假國立體育大學舉行，本年度輔導本校布袋戲

研習社、港澳同學會參賽，分別獲得學藝性社團優等獎及綜合性社團績

優獎等獎項。 

（三）104 年大專優秀青年選拔 

輔導本校學生參與由救國團主辦之 104 年全國大專優秀青年甄選。本年

度共遴選出 7 位學生當選本校優秀青年，其中第一名江宇雯同學（社教

系 104 級）及第二名孫詩涵同學（人發系 104 級）分別代表本校參加全

國及縣市慶祝青年節大會接受表揚。 

（四）104 年本校語文競賽選手遴選活動 

為積極展開本年度全國語文競賽培訓計畫，預計於 5 月 26 日至 6 月 2 日

辦理全校語文競賽進行選手遴選，目前已積極進行各項籌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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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住宿輔導組 

一、床位業務 

(一) 103學年暑宿床位之申請至 104年 5月 6日截止，計有 2,007名同學提

出申請，並於 5 月 7 日公告抽籤結果；104 學年床位之申請至 5 月 10

日截止。 

(二) 103學年暑宿床位計有以下各行政/學術單位提出申請： 

申請單位/計畫名稱 申請床位數 目前確認床位數 

國際事務處/三校聯盟 7月共 200床，

8月共 300床。 

7月 3床，8月 13床。 

進修推廣學院/夏日書苑 7月共 120床，

8月共 120床。 

已於 5月 5日確定取消預

留。 

表藝所/青年大使團 180床 170床 

化學系/姚老師/教育部

計畫(國中小營隊) 

7 月 132 床，8

月 132床 

104.6.30報名截止 

理學院/奧林匹亞培訓營 7月 48床 104.7.15報名截止 

圖書館/港大同學實習 6床 6床 

漢學中心/漢學營 120床 104.7.15報名截止 

學生社團/ 

各系學會暑期營隊 

994床 994床(單日最高量) 

(三) 本學期期末考於 6 月 26 日結束，故請無暑宿之住宿生於 6 月 28 日離

宿(如未能如期離宿者，可事前提出申請延後至 6月 30日離宿)。 

(四) 103學年度暑期住宿於 6月 30日進住、8月 31日搬離宿舍；其中有 104

學年度床位之同學可於 9 月 2 日搬遷進住新床位。8 月 31 日下午及 9

月 1日確認床位清空情形，並請清潔公司打掃空寢空床（含套房衛浴），

期能減少新生及其家長之抱怨。 

(五) 104學年度之住宿，全面於 9月 5日辦理進住。 

二、宿舍安全與維護 

(一) 學一舍辦理交誼廳及閱覽室之美化設計比賽已辦理完畢，共有 21組參

賽，經評選後產生 2組優勝、3組佳作，並已於 103年 12月 15日冬至

慶祝活動頒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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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為維護學生宿舍安全及環境衛生，校本部及公館校區同步於 104 年 3

月 25 日偕同各舍宿委進行「103 學年度學生宿舍用電安全暨公共衛生

檢查」，經查 29 件違規，均依規定扣 5 點之處分，並限一週內自行撤

除。另有約四分之一的寢室因當時無人在寢，最遲將於 6 月 8 日前分

不同時段至尚未受檢寢室完成檢查。 

(三) 學一舍於去（103）年暑假進行地下室防水工程，同時進行學一舍 1樓

衛浴設備更新。此項工程室內部分進行至本（104）年 2月下旬先行開

放使用；室外部分則尚未完工。 

三、宿舍生活與學習輔導 

(一) 配合軍訓室辦理「校園災害防救宣教及逃生演練活動」，分別於 104年

3 月 11日及 18日之上午 7時 30分至 8時在和平校區及公館校區進行

疏散演練及防災教育，各舍宿委會協助引導疏散等工作；為使住宿生

落實疏散演練，特設置刷卡設備，確認住宿生疏散情形，並就刷卡簽

到名單進行抽獎，以資獎勵。 

(二) 103學年度學生宿舍寢室美化競賽活動「Wow!窩，你變美了。」已辦理

完畢，此次共有 45 間寢室報名參加活動，實際上有 29 間寢室提出布

置成果進入評選審查階段，最後有 11間寢室獲得優勝、15間寢室獲得

佳作，共有 137 位同學獲得獎狀以茲獎勵，另獲得優勝之寢室每位住

宿生可獲得 1,000元禮券，獲得佳作之寢室可獲得 500元禮券。 

(三) 103 學年度學生宿舍冬至慶祝活動於 103 年 12 月 15 日及 17 日在學一

舍及公館校區中正堂辦理完畢。本年度活動獎品甚多，住宿生參與亦

十分踴躍。 

(四) 103學年度新增辦理「露天電影院」活動，和平校區及公館校區分別於

5 月 6、7 日辦理，其中和平校區於學一舍中庭播映，公館校區則於教

學研究大樓旁空地播映。 

(五) 自 104 年 4 月中旬起辦理節能獎勵計畫，目前已向住宿生宣傳，預計

於 104年 6月上旬將會有第 1次的獎勵結果出爐。 

四、宿委會輔導 

(一) 103年 11月 24、25日至東海大學及交通大學進行宿舍參訪及相關工作

經驗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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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輔導和平及公館兩校區之宿委會分別於 104 年 3 月 3 日及 5 日舉行本

學期宿委聯席會議，說明 104 學年度住宿申請時程事宜，以及討論暑

期住宿及學年進住活動、學生宿舍相關規範等議題。另於 5 月 5 日召

開舍長會議，提醒本學期應辦理之宿舍活動、舍長選舉等事宜。 

五、賃居生訪視與輔導 

(一) 103學年度第 2學期「校外賃居生座談會」於 104年 5月 22日舉辦，邀

請財團法人崔媽媽基金會講授「看屋秘訣及租屋常見問題之處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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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管及消防單位申請取得安全評核認證。 

(二) 本校學生校外賃居處所如有 2床以上出租房屋，將函請台北市與新北市

消防局派員協同本校人員實施安全評核，以確保符合安全規定。 

(三) 103學年度第 2學期校外賃居生 1022人，由專責導師陸續進行訪視與關

懷，本組亦以 e-mail提醒校外賃居生注意租屋安全事項。 

(四) 為防範一氧化碳中毒，維護同學居住安全，專責導師於校外賃居訪視時

特別注意熱水器裝設位置，並透過 e-mail、網頁公告及宿舍跑馬燈持續

宣導及張貼海報提醒同學注意安全。 

六、書院相關規劃 

(一) 籌辦本校菁英領袖書院，設立目的為整合與運用校內各項學習資源，培

育學生成為各領域發揮正面影響力的領導者。 

(二) 菁英領袖書院擬以男三舍為辦理場域，規劃招收 200名學員。自 104學

年度先行招收 100名學員（大一、大二學生各 50名），105學年度之後

逐年招收50名大一新生加入。另亦甄選本校碩、博士生擔任學員之Tutor，

Tutor表現良好將獲頒獎勵金。 

(三) 書院辦理主題小組、高桌晚宴、精勵營暨跨界主題參訪及開設書院課程，

學員完成修習、取得結業證書至少需 3年。 

(四) 協助規劃設立金牌書院，學員資格為各項國際運動賽會具奪牌潛力選手

之學生或本校培育運動特優學生彈性修讀課程辦法所界定之運動特優

學生。金牌書院學員可參與菁英書院之活動，另可修習教務處、體育學

系、運動競技學系及其他單位針對學員提供之多元學習必修課程。此書

院未來由運動與休閒學院辦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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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健康中心 

一、醫療保健業務 

(一) 新生體檢：協調辦理 103學年度本校交換生及訪問生新生自費胸部 X光

檢查，共有 132人完成檢查。 

(二) 為預防代謝症候群疾病，本學期辦理三場次【行動健康車】校園巡迴活

動，3月 13日於校本部第一會議室，共 73人參加；3月 27日於勤大樓

2樓教師休息室，共 25人參加；4月 10日於教育大樓 311室，共 46人

參加。檢測項目包含血糖、膽固醇、尿酸、體重、血壓、腰圍、體脂肪

等項目，並有營養師及護理師現場衛教。 

(三) 2月 25日至 3月 4日辦理體育特別班招生，共有 35人參加，除施予健

康輔導，並授予有關保健課程。 

(四) 為配合健康中心大樓興建完成，樂活診所已進駐看診，提供多元便利之

門診服務，校本部健康中心於 5月 1日起；公館校區健康中心於 7月 1

日起停診。校本部健康中心暫於原地點（樂智大樓一樓)持續提供校內

緊急救護及傷口包紮、傳染病防治、衛生教育宣導、膳食衛生輔導、推

動健康促進學校及多項醫療器材外借服務等。如需門診服務，請攜帶證

明文件(學生證、服務證、退休人員證)及健保卡，就近至樂活診所就診，

可享掛號優惠。 

(五) 因應伊波拉病毒散播，提早預備防疫物資，已和事務組協調預先採購口

罩、手套、防護衣及酒精等物資，另並預留隔離場所。已於男一舍、女

一舍及學七舍測試紅外線體溫感測儀。依衛生局來函，於每月 5日前回

報本校來自非洲疫區國家之教職員工、學生之健康狀況。目前為止無異

常狀況。 

(六) 預防禽流感，要熟食、遠禽鳥、重衛生。 

(七) 防治諾羅病毒，注意個人及環境衛生，不生食，養成勤洗手的習慣。 

二、衛生教育業務 

(一) 急救訓練活動: 

1、3 月 20 日於校本部舉辦教職員工生「新版心肺復甦術(CPR)及自動體

外心臟電擊去顫器(AED)4小時認證急救訓練」，參加人數 79人。 

2、3月 27日於校本部舉辦教職員工生「基本創傷救命術 4小時認證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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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參加人數 85人。 

3、5 月 15 日擬於校本部綜 210 舉辦教職員工生「新版心肺復甦術(CPR)

及自動體外心臟電擊去顫器(AED)4小時認證急救訓練」。 

(二) 高血壓防治：於 4月 13~17日於三校區辦理各項宣導活動。 

(三) 愛滋防治：於 5月 4日~5月 8日於三校區辦理各項宣導活動。 

(四) 菸害防治：於 5月 18日~5月 22日於三校區辦理各項宣導活動。 

(五) 2015健康體位控制班：於 3月 16日~5月 11日每週一 18:00~20:00，包

含二次身體檢測(身高、體重、腰圍、體脂肪)、7次營養與運動課程，

參加人數 61人。 

(六) 健走活動加趴趴 GO：於 3月 18日~5月 20日每週三 12:00~14:00，包含

二次身體檢測、8週健走教學與實作及健康講座 2場，參加人數 45人。 

(七) 性教育講座：3月 19日辦理電影欣賞-藥命俱樂部，邀請中華民國愛滋

感染者權益促進會林宜慧秘書長座談，共有 22人參加。 

(八) 4月 15日與學輔中心合辦「有了關愛，歧視不在~關懷愛滋與去除歧視

校園宣導」講座。 

(九) 衛教活動：3月 23-27日與健康促進及衛生教育學系合辦，主題以「壓

力調適」為主題，辦理諮詢闖關及有獎徵答比賽一系列宣導活動。3月

21日於大安森林公園舉辦大型宣導活動，活動型態包含健康諮詢闖關活

動、舞台表演共有 312 人參加。3月 17日~21於校本部於日光大道舉辦

健康諮詢闖關活動，378人參加。 

(十) 4月 20~24日協助辦理「友善校園週」宣導無菸校園。 

(十一)預定於 6月 4日辦理教職員工生免費四癌篩檢及三高檢查。 

三、餐飲衛生業務 

(一) 本中心於 4月 20日將抽檢本校廠家 5樣食品檢體，親送至台北市衛生

局檢驗室檢驗大腸桿菌數。配合教育部發布抽樣流程，針對高風險食品

進行抽檢並落實全面留樣食物檢體。 

(二) 持續確認餐廳衛生管理狀況，將最新版大專餐飲管理文件，更新資訊於

健康中心網站，並以公文轉知各承辦餐飲招商人員，持續督導各校區膳

食衛生安全。 

(三) 配合人發系基礎營養實習課程，已於 3月 16日及 4月 15日安排同學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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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學一及學七舍餐廳，並完成相關校園食材登錄調味料品名稽核，共計

7件。 

四、協助環安衛中心臨廠健康服務 

  3月 26日及 5月 7日偕同環安衛中心進行本學期臨廠健康服務，工作人員

健康訪談以及作業現場健康安全巡察。 

 

伍、學生輔導中心 

一、個別諮商 

103 年度第一學期自 8 月 1 日至 1 月 31 日止，個別諮商已服務 2502 人次。 

本學期至 4 月 27 日止個別諮商已服務 724 人次。 

二、團體諮商 

103-2 規劃舉辦 12 個工作坊與團體，以增進學生了解自我與人際互動技巧，

包括「同志家庭關係探索工作坊」、「身體表達與自我探索工作坊」兩個梯次、

「情緒覺察與表達工作坊」、「情侶正向互動工作坊」、「生命故事整合工作坊」、

「自我探索與充電團體」、「關係失落調適工作坊」、「Couples Relationship 

Enhancement Workshop」、「自我照顧紓壓團體」、「人際關係探索團體」、「自

我照顧成長團體」。本學期至今共服務 47 人次。 

三、心理測驗服務 

本中心在學期間提供各項心理測驗服務，幫助學生了解個人人格特質、心

理健康、生活適應及生涯探索或規劃等層面，103-2 學期提供之服務內容為

下列三方面：  

(一) 個別心理測驗：對接受輔導之學生於輔導諮商晤談前後，進行心理狀況

檢核相關測驗與生活滿意度量表之施測，開學至 4月 27日止已受理 212

位同學心理諮商申請，服務人次達 414。 

(二) 團體心理測驗：受理各系所班級申請，提供「生涯信念檢核表」、「工作

價值觀量表」、「大學生心理適應量表」、「生涯發展阻隔因素量表」、「復

原力量表」等測驗，目前受理 4個科系並另於 4月 25日就業博覽會提

供生涯測驗與諮詢，服務人次達 162。 

(三) 新入學者身心健康篩選施測：103-2學期針對春季班 123位外籍生及交

換生進行施測，並與相關人員（個管心理師、專責導師）針對疑似高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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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學生進行追蹤輔導，服務人次達 369。  

四、行政轉介與高關懷、緊急危機個案輔導 

針對危機、高關懷或行政轉介之同學提供諮詢、諮商，提供轉介、就醫或相

關資源之連結。103 年度第 1 學期已服務 225 人，第 2 學期至 3 月底已服務

176 人，並於 3 月 12 日舉辦第二次危機及高關懷個案管理會議。 

五、輔導老師專業輔導知能訓練 

為提升服務學生品質，104 年 1 月 20 日舉辦「焦點解決治療運用在大學輔

導工作」邀請教心系許維素教授主講，共有中心同仁和專責導師計 38 人參

與；103-2 將舉辦 9 場次危機與高關懷學生個案研討教育訓練活動，已於 3

月 19、26 日辦理共有 36 人參與。 

六、申請教育部計畫案 

(一) 提出 104年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辦理多元生命教育活動計畫、情感教育

課程與教學相關活動計畫、及自殺防治守門人等計畫案。 

(二) 104年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辦理輔導工作計畫─「網路成癮輔導工作坊」

於 5月 6日辦理，有近百位來自全國各區國中、高中、大專校院從事輔

導相關業務人員參與。 

(三) 執行 104年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辦理輔導工作計畫─「多元文化適應與

輔導」。 

(四) 申請 104 年教育部補助學校生命教育特色校園文化實施計畫。 

七、建置諮商輔導 E 化系統 

已正式上線並開放全校教職員生使用，至 7 月 31 日止為全校測試期，於此

期間諮商輔導服務採線上系統與紙本預約雙軌並行制。至 4 月 27 日止瀏覽

人次為 1520 人次。 

八、成立社區諮商中心 

(一) 設置規劃：草擬設置依據與辦法，並規劃設置場地。 

(二) 試營運計畫：  

1、 已規劃教育訓練、心理衛生推廣課程，先以心理師督導專業、民眾親

職活動為主軸籌劃，並專案上簽後進行後續招生、核銷等事宜。 

2、 進行臺北市政府衛生局「104年度委託民間團體辦理社區心理衛生分

區服務」方案招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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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輔導專頁專書出版 

專書版型已確定，插畫及拍攝圖片亦已完成，將再配合修圖；另文章已進行

第一次審閱與潤稿工作，為確保避免出版著作權爭議，將聯繫相關人員簽定

授權契約書，將擬定序言採訪大綱，預定 5 月初進行美編作業。 

十、心理衛生推廣 

本學期已舉辦 3 場大型心理衛生講座及 3 場主題班級講座主題，約 1800 人

參與。 

十一、心靈小棧校園服務與志工團培訓 

103-2 辦理志工培訓含自我探索、人際互動、生涯探索、助人技巧等成長訓

練課程共 8 場次，參與人次 46。4 月 15 日與健康中心合辦 1 場「關懷愛滋

與去除歧視校園宣導」，增進志工團、心輔系、特教系學生輔導知能，參與

人次 60。每週一、四晚上 6：30-8：30 於宿舍心靈小棧男一舍 1109、女一

舍 5104 舉行電影欣賞及朋友日等同儕輔導活動，參與人次 20。 

 

陸、軍訓室業務 

一、 全民國防教育 

103學年度第二學期分別於校本部與公館校區開課，共開設 4個班，修習學

生人數計 157人。 

二、 校園安全事件處理 

103年 10月至 104年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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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件。 

三、兵役行政 

(一) 民國 104年大專程度義務役預備軍官預備士官報名及選填志願，本校科

系(所)志願及收件排程前置作業已於 104年 3月 23日完成，共計 42人

報名。後續相關作業將依該考選會表訂期程實施，以確保報考學生權

益。 

(二) 輔導辦理 104年一般替代役申請事宜，有關報名注意事項及期程已於軍

訓室網頁公告。 

(三) 賡續提供預官、替代役及兵役等問題諮詢服務。 

四、103年 10月至 104年 4月止，各系服務學生疾病照料、急難救助、情緒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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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轉介服務、意外事件、賃居訪視、服務他校、家長訪視等，共計 5090

人次。 

五、協助在學暨畢業學生辦理軍訓課折抵役期，103年 10月至 104年 4月計辦

理 145人次。 

六、103學年度第二學期學生宿舍火災避難疏散演練及防災教育，和平校區及公

館校區分別於 104年 3月 11日及 18日實施。除實施火災警報疏散演練外，

並實施防災教育講座(含滅火器、消防栓、AED、火災應變等四站輪帶式操

作使用說明)，參加學生總計 2146人。 

七、紫錐花運動(春暉專案) 

(一) 本學期開設春暉服務學習課程。 

(二) 104年 4月 20至 24日舉辦『師大友善校園週』活動，宣導反黑、反菸、

反毒、反霸凌。 

(三) 5月 9日計畫辦理社區服務活動，撿拾菸蒂垃圾。 

(四) 5月 31日計畫配合教育部全國反毒會議至市政府協助宣導活動。 

(五) 預計 6月份至京華城觀看反毒 6D電影，並與「趕路的雁」更生人進行

座談。 

八、賃居訪視 

(一) 103學年第一學期校外賃居學生 796人，已於 103年 12月由各系專責導

師現地訪視完畢。 

(二) 103學年度第二學期大學部賃居學生 978人，已於 104年 4月完成訪視

工作。 

 

柒、專責導師辦公室業務 

一、103年 11月至 104年 4月專責導師登錄學生輔導管理系統之紀錄統計表 

月份 項目 
課業

輔導 

指導服務

學習課程 
導生聚會 班會 辦理活動 

論文

指導 

個別晤

談輔導 
其他 總計 

103年

11月 

次數 13 0 94 104 12 0 378 430 1,031 

人數 142 0 1,126 1,155 85 0 3,144 4,783 10,435 

103年

12月 

次數 19 1 115 113 2 0 355 342 947 

人數 142 1 1,638 2,651 37 0 422 5,418 10,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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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份 項目 
課業

輔導 

指導服務

學習課程 
導生聚會 班會 辦理活動 

論文

指導 

個別晤

談輔導 
其他 總計 

104年

1月 

次數 14 9 21 5 1 0 146 221 417 

人數 17 58 123 96 36 0 167 1,947 2,444 

104年

2月 

次數 8 3 4 2 16 0 44 64 141 

人數 8 52 16 68 296 0 46 369 855 

104年

3月 

次數 23 8 161 175 260 1 837 352 1,817 

人數 57 29 947 3,589 3,009 1 837 1,500 9,969 

104年

4月 

次數 8  74  125  135  184  0  637  439  1,602  

人數 8  74  685  2,223  2,168  0  637  439  6,234  

二、103年11月至104年4月各系專責導師辦理增進學生發展之講座與活動，  共

計 125場次，學生參加 6,590人次。 

三、103年11月至104年4月原住民專責導師辦理增進學生發展之講座與活動  ，

共計 5場次，學生參加 389人次。 

四、103年 11月至 104年 4月專責導師參與職能進修訓練，共計 27場次 241人

次。 

 

捌、全人教育中心籌備處業務 

一、辦理全人教育業務 

(一) 辦理「103年全人教育系列活動」 

1、 規劃 5 月至 11 月間舉辦「傳遞幸福－母親節音樂會」、「全人關懷

與服務學習主題企劃獎勵方案徵件活動」、「師大自然頻道－野望國

際自然影展」、「E 點就通－E-Portfolio 系統初體驗」、「服務學

習跨界閱讀－真人圖書館」、「SHE達人培訓活動」及「The Wall全

人教育成果展」等活動。 

2、 3 月 15 日於 2015 社團博覽會-黃金雨季舉辦「全人教育成果展」，

以海報展覽品德教育、服務學習、E-Portfolio的理念、內涵與成果，

配合現場闖關活動與問卷發放，增加與同學之交流互動，總計回收

504份問卷，問卷結果刻正統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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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全人教育委員會：預定於 104年 6月召開第五次全人教育委員會議，由

張校長國恩主持，報告 103學年度全人教育工作概況及第四次全人教育

委員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 

(三) 執行教育部邁向頂尖大學計畫之「發展全人學習－服務關懷與生涯適性

發展」分項計畫。以「全人學習服務關懷」為題，規劃實施品德教育、

服務學習與推廣學生數位學習檔案系統之策略方案。 

二、推動品德教育業務 

(一) 預計於 5月底提出「104學年度教育部補助辦理品德教育推廣與深耕學

校計畫」。 

(二) 辦理品德教育相關活動：於 5月針對應屆畢業生進行問卷調查，瞭解新

生對於品德教育價值認知及其具體的行為準則之闡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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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案 

1、 學生數位學習歷程檔案系統刻正進行採購相關程序，已於 4月 9日上

網公告，4月 22日開標，並於 4月 27日召開第 1次評選會議，預定

5月中旬以前議價。 

2、 本案系統需求包含舊系統學生資料匯入，並新增綜合性報表之基本分

析統計、學生證條碼讀取與 RFID 感應識別記錄等功能，強化系統資

訊整合應用之效益。 

(二) 「學生數位學習歷程檔案系統」推廣 

1、 推廣「學生數位學習歷程檔案」系統：擬訂於 6 月~9 月結合課外活

動指導組辦理社團委員會幹部訓練、社團負責人研習營，加強宣導學

生數位學習歷程檔案系統。 

2、 於 3 月 15 日於全人教育成果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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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服務學習業務 

(一) 103學年度第 2學期服務學習課程 

1、 舉辦服務學習課程（一）知能講座共計三場。相關資訊如下： 

講題 講師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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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愛無設限-跨越國界

的美好 

願景青年行動網協會執行

祕書-曾彥菁 

3 月 23 日

(一) 

山和海的禮物-創造愛

與復原的力量 

都市人基金會執行長-王克

威 

4月 9日(四) 

動物與我的故事-發現

生命共生的初衷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保護動

物協會協會秘書-黃慶榮 

4 月 14 日

(二) 

2、 服務學習課程（二）（三）推廣：  

(1) 104-1 服務學習社團開課說明會：4 月 29 日於綜合大樓 301 教室

舉辦「暑假社團服務學習課程（二）開課說明會」，藉此宣導服務

學習理念，說明服務學習課程開課行政相關事宜。 

(2) 預計於 5 月中旬辦理 2 場次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暑假服務學習教

學助理培訓；培訓內容包含：行政事務說明及反思活動設計與帶領

技巧。 

(二) 執行教育部計畫 

1、 獲教育部補助辦理「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特色主題計畫」，執行期程

自 104年 2月 1日至 104年 11月 30日止。將辦理「全人關懷與服務

學習主題企劃獎勵方案」徵件活動，舉辦符合服務學習精神之主題企

畫競賽，以培養學生熱心公益及服務社群之精神，並促使學生應用所

學，培養良好公民之基本核心素養。 

2、 獲教育部青年署補助辦理「師大攜手社區共好計畫」，執行期程自 104

年 3 月 1 日至 104 年 9 月 30 日止。目前已辦理攜手計畫說明會，邀

請興福國民中學、河堤國民小學、臺北教育大學實驗國民小學、北投

國民中學各校參與激化說明會，與敦安社會福利基金會、恩物社會福

利推廣協會、黃玉副教授與會指導。 

77 of 141



114.pdf

第 1 頁，共 15 頁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總務處】工作報告 

 

壹、總務工作實績： 

一、職能提昇： 

(一) 104年度教職員工防護團暨消防講習案 (104/04/17) 。 

(二) 104年度總務處讀書會「一根稻草的革命」邀請國立中興大學劉

東啟教授專題演講(104/3/13)。 

二、營繕/修繕工程： 

(一) 民族音樂研究所及表演藝術研究所整修工程竣工-11/28付款完

成。 

(二) 音樂系出入口無障礙坡道暨雨庇工程竣工-12/15付款完成。 

(三) 音樂系圖書館整修工程竣工-12/23付款完成。  

(四) 公館校區國際學舍內部整修工程(男三舍) 竣工-1/07付款完成。 

(五) 公館校區男三舍傢俱採購案履約完成竣工-1/27付款完成。 

(六) 科技與工程學院電力改善工程-2/24 付款完成。 

(七) 禮堂音樂廳建置工程竣工-2/24付款完成。 

(八) 正樸廁所整修工程竣工-2/24付款完成。 

(九) 美術系(空調汰換)工程-2/26付款完成。 

(十) 音樂系演奏廳整修工程竣工-1/28驗收合格。 

(十一) 進修推廣學院建物結構補強- 3/10 驗收合格。 

(十二) 校本部數位水表建置完成- 3/31驗收合格。 

(十三) 體育館結構鑑定之後續補強工程-4/16驗收合格。 

(十四) 健康中心新建工程竣工-1/23領取使用執照。 

(十五) 『大師美術館』新建工程-4/8動土典禮。 

(十六) 機電工程學系空間調整工程-2/24開工。 

(十七) 泰順街 38巷 10號新建工程-5/11開工。 

(十八) 音樂系電梯安裝工程-3/4領取建造執照。 

(十九) 太陽能校內應用完成發包-1/13決標。 

(二十) 教育大樓電梯汰換完成發包-2/11決標(預計暑期施作)。 

(二十一) 公館校區學生宿舍-大樓新建工程委託專案管理技術服務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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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訂約完成。 

(二十二) 誠大樓 6樓走廊 RC雨庇鋼筋銹蝕外露檢修。 

(二十三) 教育大樓 3樓男廁所牆面磁磚拱起脫落檢修 

(二十四) 勤大樓 8~9樓外牆二丁掛拱起脫落敲除檢修。 

(二十五) 運動場地下停車場上下車道截水溝跳動改善。 

(二十六) 機械大樓 5樓教師研究室天花板滲水截水緊急處理。 

(二十七) 勤大樓 3樓公共走廊天花板及牆面粉刷。 

(二十八) 圖書館東側外牆二丁掛拱起脫落檢修。 

(二十九) 博愛樓 1~2樓廁所牆面壁磚拱起檢修。 

(三十) 美術系師大路圍牆龜裂搶修。 

(三十一) 綜 509國際會議廳走道地坪改善。 

(三十二) 誠大樓東側外牆二丁掛磚拱起檢修。 

(三十三) 圖館校區地下停車場伸縮縫蓋板跳動改善。 

(三十四) 音樂系館南側外牆二丁掛磚拱起檢修。 

(三十五)  綜合大樓西側 1樓走道鋪面改善。 

(三十六) 辦理誠 107等 63間 E化教室資訊設備「制動系統改善暨資

訊講桌功能改善工程案」。 

(三十七) 文學院大樓教室走廊安全門、音箱及廁所鐵門油漆。 

(三十八) 勤大樓 2樓樓梯間防火門損壞檢修。 

(三十九) 數學館與理學大樓間步道綠美化工程完成。 

(四十) 公館校區生態池周邊透水步道工程完成。 

(四十一) 男二舍地下室空間隔間及配電完成。 

(四十二) 應科大樓門面及防火門整修完成。 

(四十三) 公館校區入口至中正堂及中正堂與行政大樓間道路更新鋪

設柏油完成。 

(四十四) 綜合館 2樓交誼廳整修完成。 

(四十五) 理學大樓 1樓廁所整修及美化完成。 

(四十六) 協助圖書館英語聊天室門窗修繕完成。 

(四十七) 應用科學大樓門面色彩塗裝工程完成。 

(四十八) 公館理學大樓 B棟水溝及路面整修工程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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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九) 中正堂廁所便池及管路更新完成。 

(五十) 綜合館頂樓空調冷卻水管更新完成。 

(五十一) 研究大樓冷氣電源控制模組建置完成。 

(五十二) 聯合辦公室增設電力完成及新增拉門完成。 

(五十三) 理學大樓 B203外牆及地面滲水整修完成。 

(五十四) 汀州路圍牆新開出入口完成。 

(五十五) 圖書館 2號主機冷卻水管管路鏽蝕維修完成。 

(五十六) 公館校區部分柏油路面鋪設整平,水溝蓋、人孔提升整平工

程完成。 

(五十七) 廢液場門及鐵柵欄維修，增設槽蓋以維安全。 

(五十八) 數學館前路面整平完成。 

(五十九) 學七舍至 S棟機車車道地坪加強舖面平整完成。 

(六十) 行政大樓屋頂增設風光互補節能燈完成。 

(六十一) 公館校區圖書館地下室給水管破損檢修完成。 

(六十二) 中正堂地下室隔間拆除整修完成。 

(六十三) 理學大樓 D409化學實驗室防漏及壁癌修繕完成。 

(六十四) 理學大樓 B206教室隔間施作完成。 

(六十五) 林口校區學生餐廳空調設備汰換工程。 

(六十六) 林口校區教室區門禁系統。 

(六十七) 林口校區體育館變壓器汰舊換新。 

(六十八) 林口校區餐廳、圖書館四周及學生宿舍前公共區域迴廊頂板

刷水泥漆工程。 

(六十九) 林口校區資訊與教學大樓前路燈基座整修。 

(七十) 林口校區餐廳後方給水管破裂維修。 

四、校園資產活化： 

(一) 協助教育部擬編「華語國際學舍結合產業發展之個案計畫」送行

政院審議。 

(二) 學一舍福利部門場地委託經營案，104年 2月 23日正式營運。 

(三) 「林口校區資訊與教學大樓 1樓」圓廳餐飲部委託經營案，104

年 3月 2日正式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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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學一舍文創商店委託經營案，完成招商簽約及公證。 

(五) 103年度資產活化成果報教育部。 

(六) 新北市林口區菁埔段新寮小段 78-2、78-3及 79地號產權更正案

已完成國有土地登記，面積共 2,175平方公尺（658坪）。 

(七) 取得師大林口校區旁「文大一用地」，已完成受贈土地產權移轉

登記面積 67,698平方公尺（20,479坪），節省土地徵購費用逾

新臺幣 16億 2千 749萬元。 

五、事務業務： 

(一) 辦理校本部暨公館校區 65部老舊電腦更新案。 

(二) 104年校本部環境清潔勞務外包採購案。 

(三) 行政大樓及禮堂前裝置 21面大師燈柱。 

(四) 購買運動會柑橘 2000斤發放各系所及行政單位。 

(五) 正 102等 17間教室電腦光碟機功能衰竭換新。 

(六) 校區水池、蓄水池 104年度清洗完成。 

(七) 校本部及圖書館校區公共環境除蟲消毒防治。 

(八) 校本部及公館校區及三校接駁車招標。 

(九) 採購 12張南方松木桌椅放置於日光大道。 

(十) 購買 130株聖誕紅種植於羅馬廣場。 

(十一) 建置校區緊急廣播系統。 

(十二) 聖誕節校園燈飾布置。 

(十三) 文薈廳南側草地種植 2242株蟛蜞菊。 

(十四) 教室資訊設備全面擴大清潔檢測及電腦作業系統重灌。 

(十五) 辦理秘書室第三組辦公室設備採購。 

(十六) 辦理學七舍、男三舍網路電話總機採購。 

(十七) 建置日光大道中段木平台。 

(十八) 羅馬廣場種植 260株瑪格麗特花。 

(十九) 辦理校本部及公館校區大型廢棄物清運。 

(二十) 誠正樸大樓教室修理 26扇大門。 

(二十一) 圓環水池及日光大道種植 5500株四季海棠及 500株非洲菊。 

(二十二) 孔子銅像前花圃種植 2000株新幾內亞鳳仙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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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 公館校區水塔清洗。 

(二十四) 增設公館校區行政大樓 7-11側面木平台。 

(二十五) 台大植醫中心健檢校區肯氏南洋杉。 

(二十六) 數學館消防系統、應科大樓及行政大樓一樓消防系統維修。 

(二十七) 行政大樓前病蟲矮圍籬徹移並修整草皮，增設休閒設施。 

(二十八) 督導外包清潔人員清潔工作，並加強巡檢缺失改善。 

(二十九) 增設公館圖書館、科教大樓旁誘蝶區及解說牌。 

(三十) 廁所美化增設盆栽、壁畫及告示。 

(三十一) 協助學生宿舍大型廢棄物集中處理。 

(三十二) 協助辦理理學院業務檢討會。 

(三十三) 協助光電所實驗室消防設備檢測及資工系消防演練。 

(三十四) 支援教務處拍照於本部各教室設施、場景。 

(三十五) 增設理學大樓 B棟及校門機車停車場木平台休閒座椅。 

(三十六) 理學大樓 F棟後方及行政大樓前花木環境美化。 

(三十七) 為防治病媒蚊於校園公共區域及水溝、花草進行噴藥防治工

作。 

(三十八) 為防治鼠患，進行校園老鼠防治工作。 

(三十九) 於颱風來臨前將風險度高危及安全之肯氏南洋杉 2株移除，

並進行白蟻防治工作。 

(四十) 完成 103年度消防設備檢修。 

(四十一) 研究大樓 4樓以上走廊及廁所窗框加隔柵，以維安全。 

(四十二) 研究大樓泡沫泵、聯軸器整修。 

(四十三) 研究大樓 2至 6樓走道燈控制開關修改。 

(四十四) 與系所合作研提公館校區校園植物資源調查及誘蝶植物區

設置規劃。 

(四十五) 理學大樓 B棟增植馬利筋誘蝶植物。 

(四十六) 圖書分館電梯廂滲漏水處理。 

(四十七) 中正堂社團表演違反消防法案處理。 

(四十八) 樹木砸損校外車輛案處理。 

(四十九) 為防汛整備查巡及清理排水溝、排水孔、剩餘營建砂製成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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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備用。 

(五十) 學七舍變電站機房積水處理。 

(五十一) 汀州路圍牆邊之木麻黃移除及圍牆周圍樹枝修剪。 

(五十二) 104年清潔委外採購完成。 

(五十三) 科教大樓地下室消防設備異常處理。 

(五十四) 學七舍餐廳後方林務局圍牆外九重葛及楊桃修剪。 

(五十五) 數位水表資料彙整統計。 

(五十六) 中正堂地下室輕隔間拆除。 

(五十七) 圖書館 1樓至 5樓空調箱更新軸心及軸承完成。 

(五十八) 研究生宿舍消防設備異常處理。 

(五十九) 中正堂布幕整修。 

(六十) 公館校區高壓巡檢。 

(六十一) 公館校區以既有燈飾完成聖誕布置。 

(六十二) 報廢廢品變賣載運。 

(六十三) 圍牆樹木倒塌，砸損機車理賠事宜。 

(六十四) 男二舍後方遭腐蝕樹木剪修。 

(六十五) 綜合館二樓投影設備更換。 

(六十六) 理學大樓階梯教室燈具故障查修。 

(六十七) 行政大樓消防廣播設施故障、科教大樓消防泵進水閥體開關

及補給水漏水查修。 

(六十八) 協助林口校區第 7-12次行政聯合會報會議。 

(六十九) 公布本校「林口校區資訊與教學大樓使用空間管理辦法」及

「林口校區資訊與教學大樓地下停車場管理辦法」。 

(七十) 協助心測中心、華測會搬遷至林口校區資訊與教學大樓相關

事宜。 

(七十一) 「林口校區鄰近新寮路圍牆遭民眾毀損案」強制執行賠償入

款結案。 

(七十二) 試辦本校區行動餐車進駐事宜。 

(七十三) 支援僑生先修部春節祭祖場佈事宜。 

(七十四) 協調林口校區聯外交通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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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五) 新北市政府勞工局受檢說明事業單位勞動條件事宜。 

(七十六) 協助環安衛中心安裝林口校區節能風扇。 

(七十七) 林口校區資訊與教學大樓新建工程糾正案檢討報告親送教

育部及監察院。 

(七十八) 因應林口地區限水政策，林口校區執行相關節水措施。 

六、 採購/出納業務： 

(一) 103年綠色採購(第一類指定採購環保產品)執行達成率為

94.5%。（主管機關 103年度指定項目綠色採購比例目標為 90%） 

(二) 完成各單位採購申請案決標訂約後移回履約管理計 163件。 

(三) 完成師大採購資訊網建置。 

(四) 完成採購爭議處理作業程序及表件研訂。 

(五) 完成本校投標須知及契約書範本修訂計 8類。 

(六) 完成優先採購環保產品須知研訂。 

(七) 完成勞務/財物小額採購參考簽案研訂。 

(八) 完成決標、無法決標及廠商未被擇選通知單研訂。 

(九) 完成廠商標價調整方式注意事項研訂。 

(十) 完成押標金申領書修訂。 

(十一) 完成 103年度本校所得稅申報作業，及全年所得、公保費、健

保費證明查詢系統資料更新事宜。 

(十二) 完成 103年度本校學費資料上傳至財政部財稅資訊中心事宜。 

(十三) 完成本校校務基金代理銀行（中國信託商業銀行）續約案提送

校務基金委員會審議及簽約作業。 

(十四) 完成本校「公館校區學生宿舍新建工程融資貸款工作小組」第

3次開會事宜。 

(十五) 完成本校教務處、事務組、資訊中心、教評中心、研發處研究

倫理審查委員會等單位推廣應用「線上金流系統」平臺收費作

業。 

(十六) 完成獎學金管理委員會所屬各項獎學金（103年 12月 1日到期）

定期存款利息提存、換單存續等事宜。 

(十七) 完成本校「出納收付及零用金管理系統」廠商系統保固維護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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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到期前簽請資訊中心完成系統維護承接事宜。 

(十八) 完成 104年度出納業務相關系統操作及相關法令規定 2場講習

課程事宜。 

(十九) 完成 104 年度本校自行收納款項收據申請印製，及 103 年 12

月 29日開放校內各單位申請領用事宜。 

(二十) 完成 104 年度本校編制內人員地下停車場定期停車費扣收事

宜。 

(二十一) 完成 103年度教職員工年終獎金、考績獎金、不休假加班費

發放事宜。 

(二十二) 完成 103年度約用行政人員、約聘教師、講座教授及任務編

組教師兼任主管年終獎金發放作業。 

(二十三) 完成 103 年 11 月至 104 年 4 月本校約用行政人員、約聘教

師、講座教授等薪資發放作業。 

(二十四) 完成 103 年 12 月至 104 年 5 月科技部優秀人才獎勵金印領

清冊編製及發放作業。 

(二十五) 完成 103學年第 1學期全校兼任教師勞保費扣收，及導師、

專任超授、在職碩專班（含 EMBA）、實習輔導、兼任教師、

在職進修碩專班及 EMBA導師教師鐘點費發放事宜。 

(二十六) 完成 103學年第 2學期 104年 2月下至 4月份全校兼任教師

勞保費扣收，及導師、專任超授、在職進修碩專班及 EMBA、

實習輔導、兼任教師鐘點費發放事宜。 

(二十七) 完成 103學年度本校教職員工子女教育補助支付作業。 

(二十八) 完成 104年 1至 4月份公費生主副食費發放作業。 

(二十九) 完成 103 年 11 月份至 104 年 4 月份本校國語中心教育部、

國際事務處外交部等外籍生獎學金支付作業。 

(三十) 完成 103學年度第 2學期大學部、大學部延畢生、研究所、

在職進修專班、EMBA班、在職碩專班、僑生先修部秋季班學

雜費、學分費、伙食費、住宿費、實習輔導費繳費單製發事

宜。 

(三十一) 完成 103學年度第 1學期僑生先修部春季班學雜費、伙食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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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費單製發事宜。 

(三十二) 完成 103學年度第 1學期學士班、研究所、在職進修專班、

EMBA班、僑生先修部秋季班學雜費、伙食費、學分費、住宿

費、新生營餐費等收存事宜。 

七、 校園安全業務： 

(一) 第三期校園門禁安全監控整合案於 104年 3月 31日全施作，完

並於 4月 21日簽文付款中。 

(二) 校園智慧化管理系統施作，文學院 15間教室施作完並付款完成，

另機械大樓 17間教師研究室，配合該大樓工程裝修，雙方得標

廠商協調，進場施作時間。 

(三) 門禁系統資料庫整合，2月 1日施作，計 6月 30日完成。 

(四) 新增及刪除新進人員、新生及住、離宿生門禁資料門禁權限。 

(五) 完成溫州街 11號保全系統租賃契約。 

(六) 完成三校區及校外房舍保全採購。 

(七) 檢查各校區緊急通話按鈕，校園安全監控二期施作及電梯緊急對

講機大部分不通，通知廠商檢修。 

(八) 製作緊急電話貼紙。 

(九) 協助教職員生及校外人士調閱監視畫面。 

(十) 協助教職員生門禁管制時間遠端開關門。 

(十一) 協助各單位於管制時間內(例假日)，配合考試、教學單位辦理

研討會及其他活動，門禁時段開關門設定。 

(十二) 監控各校區門禁，故障及其他事項，通知相關單位配合維修及

處理。 

貳、進行中的總務工作： 

一、營繕/修繕工程：  

(一) 羅斯福路二段 77巷 26號新建工程： 

4/23 完成鄰房牆面防水工程及拆架。 

4/24 施工圍籬已完成。 

5/12 預計上午 11點舉行動土典禮。 

(二) 校本部圖書館照明改善統包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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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辦理天花板採購。 

4/10 盤體圖及設備型錄已 E-mail送專案管理。 

4/17-4/30 纖維水泥板採購案簽核作業(會主計室)。 

(三) 青田街 2巷 1、3號新建工程： 

4/09 設計審查會：原則通過。 

4/13 發會議記錄。 

4/17-4/30 辦理細部設計，與文化局和都發局聯繫中。 

(四) 泰順街 38巷 10號新建工程：  

4/16 第二次工務會議，開工部分差鄰房鑑定文件、NCC審查文

件，預定 5月開工拆除。 

4/23 第三次工務會議及拆除前會勘，確認 5/5取得鄰房鑑定報

告書。 

5/11開工並進場拆除。 

(五) 國際會議中心新建工程： 

4/10-4/20 契約變更技術規格審查作業。 

4/24 污水竣工資料送進衛工處。 

4/27 契約變更資料已送採購組，刻正跟催第 2階段開挖路權許

可。 

(六) 公館校區學生宿舍新建工程： 

4/17 公館校區工址以外管線調查會同探測公司辦理現勘。 

4/22 召開第 7次專業技術協調會(PCM提出規劃修正意見及未來

統包需求與文書研擬作業模式於會中討論)。 

4/23 追蹤本校 4/7函請教育部同意本案作業程序能予簡化，免

適用行政院所屬機關重大公共工程中長程計畫審議規定辦理。經

電洽高教司曾科長表示，以擬稿簽核中(教育部將函轉行政院核

復)。 

(七) 『大師美術館』新建工程： 

4/20-4/21鄰房鑑定。 

4/21 陳聖中建築師事務所檢還承攬廠商聯鋼營造工程股份有限

公司所提送之樹木移植工程分項施工計畫書(A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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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24工務所建置。 

(八) 2016世界設計之都創意思維培育基地設計監造技術服務工程： 

4/15 通過技術規格審查。 

4/20 製作採購文件及等候設計單位書圖用印。 

4/27 招標文件製作中。 

(九) 校園綠趾計畫： 

4/01-4/13 委託技術服務案採購申請作業。 

4/14 委託技術服務採購案上網公告，4/27截標(1家投標)。 

5/05 預計辦理評選會議。 

(十) 太陽能板應用(文化生活館)： 

4/16 已送監造，預計本週審查完成。 

4/30 召開第 3次工務會議。 

(十一) 公館校區國際學舍-熱泵系統建置： 

4/10 提送熱泵設計書圖辦理技術規格審查作業。 

4/17 依據審查意見補正提送技術規格審查。 

4/24-4/27 採購申請招標作業。 

(十二) 公館校區國際學舍-寢室獨立電表建置： 

4/14 開標：決標(華宇機電股份有限公司 826萬元)。 

4/21 開工。 

4/24 召開工程界面協調會。 

(十三) 學一舍地下室友善環境改善工程(防水改善工程) ： 

4/22 召開工務會議，約定 4/24前提出相關室內驗收缺失資料。 

4/23-4/25 承包商於學一舍修繕室內截水槽。 

4/27 目前經監造審查過僅提出室內工程竣工圖，其他缺失文

件資料待補齊。 

(十四) 綜合大樓、美術系、博愛大樓、機械大樓、防水及外牆整修工

程： 

3/30 圈選委員確認完成，簽辦成立評選委員。 

4/10-4/17 需求書修正及評選須知等相關文件製作中。 

4/24 將相關評選文件請委員協助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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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音樂系電梯安裝工程： 

4/16 擬稿請建築師速送工程預算書及招標文件到校。 

4/22 建築師提送第 1次預算書稿及圖說到校(未備文)。 

4/24 會同音樂系承辦研擬圖說改正事宜。 

(十六) 體育館屋頂防水工程： 

4/01-4/13 委託技術服務案採購申請作業。 

4/14 委託技術服務採購案上網公告，4/27截標(2家投標)。 

5/06 預計辦理評選會議。 

(十七) 進修推廣學院建物結構補強工程： 

4/13 簽辦函請廠商補正結算付款資料。 

4/20 監造單位來函補正契約變更資料。 

4/27 契約變更資料簽核中。 

(十八) 機電工程學系空間調整：因工程須辦理變更契約，承包商 4/23

提報 4/24起停工。 

4/14~4/20辦理事項： 

1. 暗架天花板及輕隔間牆批土作業。 

2. 木門及細木作施作。 

3. 電線拉線配置施工。 

4. 承商提送工程疑義澄清單。 

5. 監造建築師整理提送變更預算資料給使用單位機電系。 

(十九) 音樂系館改裝-4樓小型演奏場所： 

3/16-3/31 技術服務簽簽辦中，奉核後依相關規定辦理採購作

業。 

4/20 公告截止收件(方圓、寬達 2家投標)。 

4/24 召開工作小組討論會議。 

(二十) 國際事務處辦公場所空間改善： 

3/16 技術服務簽案奉核，辦理後續用印簽約事宜。 

3/23 請廠商與使用單位進行需求討論。 

4/24 下午 2:00召開初步確認需求會議。 

(二十一) 教育大樓電梯汰換：預計於暑假期間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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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已決標，完成議價。 

3/02 車廂地板選色完成。 

(二十二) 公館校區國際學舍-消防系統整修： 

4/14 開標：決標(世宇電機行 186萬 3,175元)。 

4/15 開工，4/20 開始進行拆除作業。 

4/24 召開工程界面協調會。 

(二十三) 科技學院電力改善工程： 

4/24 本案擬簽會該院，並提 2個方案供選擇。 

4/27 預計本周與技師至現場會勘。 

(二十四) 游泳館熱泵節能績效保證專案暨過濾桶更新工程： 

4/10 PCM廠商已修正完成，將相關資料 E-mail予空調技師

公會協助審查中。 

4/17 PCM廠商將空調技師公會意見修正完成提送本校，承辦

人員刻正針對修正內容審查中。 

4/24 將相關評選文件請空調技師公會協助複審。 

(二十五) 校本部新增教學空間可行性評估作業： 

4/07-4/13 作業中。 

4/17 經聯繫，預訂 5月中完成初稿。 

4/23 計畫主持人以 MAIL傳送初步規劃參考平面。 

(二十六) 理學院 E棟教室(第二期)整修工程已完工。 

(二十七) 公館校區行政大樓外牆屋頂整修工程已完工。 

(二十八) 公館行政大樓電梯工程，採購上網招標，5/15開標。 

(二十九) 理學大樓給水管路線更新工程，104/2/24設計監造技術服務

評審會已簽核，辦理審查會事宜，4/16設計監造技術服務公

告上網。 

(三十) 林口校區正樓學生宿舍耐震結構補強工程： 

本案經費來源為宿舍經費支應，將辦理後續工程採購申請作

業。 

(三十一) 林口校區建物防水工程：4月 16日依採購組意見修正採購申

請資料，本案刻正陳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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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校園資產活化：  

(一) 國際會議中心 1樓及 4樓販賣部場地委外經營案。 

(二) 綜合大樓地下 1樓餐廳場地委外經營案。 

(三) 學生宿舍自助洗衣機與烘乾機招商案。 

(四) 林口校區職務宿舍配借作業。 

(五) 臥龍街華語國際學舍 BOT案。 

(六) 蘆洲校區眷屬宿舍房地規劃及處理。 

(七) 104年度財產盤點作業。 

(八) 104年度上半年職務(眷屬)宿舍查訪作業。 

三、 採購/出納業務： 

(一) 104年綠色採購(第一類指定採購環保產品)達成率目前為 82%。 

(二) 各單位採購前置作業簽案會辦計 36件。 

(三) 辦理採購案招標階段各項作業程序計 52件。 

(四) 協辦採購評選及評審作業計 27件。 

(五) 執行採購業務種子人員培訓計畫。 

(六) 執行採購文件保存及遷置計畫。 

(七) 辦理本校「核銷案進度管控系統」規劃、開發建置及招標事宜。 

(八) 辦理本校「所得稅系統」規劃與重新開發建置事宜。 

(九) 辦理本校「線上金流系統」平臺推廣事宜。 

(十) 辦理本校實體帳戶合併與銷戶等縮減事宜。 

(十一) 辦理 103年度新、舊制職員、駐衛警薪津考績晉級、薪津差額

補發放事宜。 

(十二) 辦理獎學金獎管會所屬各項獎學金（104年 5月 13日到期）定

期存款利息提存、換單、續存等事宜。 

(十三) 辦理 104年 5月份本校外僑人士所得稅申報作業。 

(十四) 辦理 104年 6月份科技部優秀人才獎勵金印領清冊編製及發放

作業。 

(十五) 辦理 103學年度第 2學期大學部、研究所、在職進修碩專班、

僑生先修部秋季班學雜費收存及退費事宜。 

(十六) 辦理 103學年度第 2學期大學部延畢生、研究所、在職進修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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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班學分費收存及退費事宜。 

(十七) 辦理 103學年度暑期大學部、研究所住宿費收存及退費事宜。 

(十八) 辦理 104 年度第 1 學期在職進修碩專 EMBA 班學雜（分）費繳

費單製發事宜。 

参、請師長協助配合之總務事項： 

一、 凡採購涉及環境保護產品指定項目，請優先採購環境保護產品，綠色

採購年度執行率需達 90%。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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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辦理逾新臺幣 10萬元採購，除利用共同供應契約、適用科研採購或依

其他法令規定辦理者外，應依規定提出採購申請辦理招標，且不得為

規避辦理採購，化整為零分成數個小額採購分批辦理。 

四、 103年度扣（免）繳憑單及公（勞）健保費證明單，請各師長於本（104）

年 4月 1日起自行至校務行政入口網查詢列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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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學年度第 2學期【研究發展處】工作報告 

壹、制(修)訂本處相關法規業務 

一、修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年度研究績優獎勵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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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修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新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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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修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鼓勵藝術創作發表或展演補助辦法」。 

五、修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經費補助辦法」。 

六、修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學術論文暨專書獎助辦法」。 

七、 修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師評鑑準則」。 

八、 修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獎勵學術卓越教師辦法」。 

九、 修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獎勵特殊優秀人才辦法」。 

十、修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中心設置及管理辦法」。 

十一、修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中心設置及管理辦法施行細則」。 

十二、修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學術單位自我評鑑實施辦法」。 

貳、本校建教合作計畫辦理情形 

一、104年度截至4月底止，本校獲科技部核定之專題研究計畫案共計208件(含

多年期及104年轉出、轉入計畫)，核定金額2億7,421萬800元。(103年

度截至4月底止，核定件數共計201件，核定金額約2億6,578萬元。) 

二、104年度截至4月底止，本校獲科技部以外建教合作機構核定之計畫案共計

238件，核定金額7億6,402萬2,535元。（103年度截至4月底止，核定件

數共計224件，核定金額6億9,601萬9,297元。） 

參、獲科技部或其它校外單位各項補助及獎勵情形 

科技部104年3月24日公告103年度「傑出研究獎」獲獎名單，本校共3位師

長榮獲該獎項：心輔系宋曜廷教授、科技系張基成教授、心輔系陳學志教

授。 

肆、辦理學術活動補（獎）助業務 

一、本校103學年度第2期「校內學術活動補助」申請案，共計受理25件，刻正

辦理初審作業，並俟6月中旬召開複審會議後公布補助名單。 

二、本校103年度增進科技部計畫件數獎勵試辦方案第2期申請案，共13位師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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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申請，符合獎勵資格者計11位，刻正簽陳校長核定，俟奉核後辦理獎

勵金入帳事宜。 

伍、彈性薪資方案辦理情形 

104年度獎勵特殊優秀人才申請案，自 104年 5月 1日起至 5月 31日止受

理線上申請。 

陸、辦理系所評鑑業務 

業已成立本校校級評鑑委員會，並彙整各系所標竿指標與標竿對象，另回

覆高等教育評鑑中心本校第二週期延後評鑑學門歸屬與實地訪評期程。 

柒、辦理中心評鑑業務 

103年度中心自我評鑑業計有 6所中心受評，業於 103年 11月辦理完成，

自我改善計畫書擬提送第 348次行政會議備查。 

捌、辦理教師評鑑業務 

為健全本校教師評鑑制度，刻正依據各學術單位及行政單位建議，研擬教

師評鑑準則修正草案。 

玖、世界大學排名業務 

本校在 2015年在社會科學領域中的教育學及藝術與人文領域的語言學、現

代語言學、英語文學共 4 學科進入全球前 200 大，其中以社會科學領域的

教育學科排名最佳，已邁入全球 22名。 

拾、辦理產學合作及研發成果管理與推廣業務 

一、本校104年度科技部產學合作計畫，截至104年4月底止，核定件數計3件，

核定金額計490萬6,368元（103年度截至4月底止，核定件數計3件，核定

金額計602萬8,600元）。 

二、本校104年度一般產學合作計畫，截至104年4月底止，核定件數計25件，

核定金額計1,991萬9,850元（103年度截至4月底止，核定件數計20件，核

定金額計1,389萬6,216元）。 

三、為提升業務效率，刻正建置產學合作知識管理系統，其包含「產學合作」、

「專利」、「技轉」、「兼職」等業務之資料建置、查詢、統計及線上申請獎

勵等功能。 

四、本校104年度技術移轉授權案件，截至104年4月底止，共計9件，授權及

衍生利益金共計42萬5,986元（103年度截至4月底止，技轉案件計9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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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額共計70萬9,466元）。 

五、本校104年度申請專利件數，截至104年4月底止，共計19件，分別為中華

民國13件、美國4件及中國大陸2件；審核獲准發明專利20件、新型專利1

件及設計專利1件（103年度截至4月底止，申請件數計6件，審核獲准發明

專利4件及新型專利2件）。 

六、本校圖傳系王希俊老師於104年4月24-28日參加「臺北2015第30屆亞洲國

際郵展」，運用防偽技術，獨創於有價票券（郵票）上，以「浮水印」及

「流水號」自我驗證方式，提高郵票價值。 

拾壹、推動本校學術期刊加入國內外知名資料庫 

一、103年度科技部教育學門及文學二學門期刊評比，本校有《教育研究集刊》、

《特殊教育研究學刊》、《教育科學研究期刊》、《當代教育研究》、《同心圓:

文學與文化研究》等 5本期刊被列為最優等級之 A級期刊。 

二、104年度本校優良期刊獎助案，獎助收錄於 A&HCI 1刊、收錄於 Scopus 3

刊、收錄於 TSSCI或 THCI Core 6刊，總計獎助 10刊共 310萬元。 

三、本校補助期刊加入國內外引文索引資料庫計畫案，核獲補助共 10刊，補

助總額為 57萬元，核獲補助之期刊應於一年內向資料庫提出申請，並於

104年底繳交結案報告。 

四、104 年度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期刊編輯補助案，總計有 79 本期

刊核獲補助，本校有 8刊核獲補助，每本補助 6萬元。 

拾貳、創新育成中心 

一、經濟部中小企業處「104年度育成經理人知能養成線上評核」測驗，本中

心(含產學組 1人)共 4人，已於 3/31完成並通過測驗。 

二、安排諾提亞生技與文蘊國際文教機構股份有限公司進駐作業與審查會議，

並分別於 3、4月通過審查，開始進行簽約作業，諾提亞生技於 4月進駐，

文蘊國際文教機構預計 5月開始進駐，累積至目前共 6家廠商進駐林口育

成中心。 

三、資教大樓 B 棟 3 樓陸續完成網路建置與環境清掃作業，4/21 完成獨立電

表硬體安裝作業，因育成中心服務對象為外部廠商，無法與校內租用單位

簽約，經與總務處協商，資教大樓 B棟 3樓後續將移轉總務處管理，租借

作業統一由總務處資產管理組負責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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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為解決進駐廠商聯外頻寬不足之問題，資教大樓需另外申請對外光纖線路

部分，經與資訊中心確認鋪設沒有問題，但需由中華電信於資教大樓 B1

裝設電信相關設備後方可進行作業，已提出申請，作業進行中。 

五、籌備 104年度創新育成中心指導委員會召開事宜，預計共提名 15~18位校

內老師與校外專家，評選 7~9名委員名單，目前進行研發處內名單審查作

業，待確認後上簽由校長挑選核決。 

六、師大 39文創市集攤商展示桌子已更新 20張，持續汰換桌椅與燈光設備；

因現有承租餐廳業者清潔問題造成音樂學院困擾，因此配合總務處規劃，

調整倉庫位置，改善整體環境清潔與景觀，目前進行搬遷與施工中，預計

5月可完成。 

七、配合政府鼓勵青年創業計畫，規劃與三個願望資訊有限公司進行產學合作，

利用文創市集周日中午之後時段開設新秀展演與行銷平台，提供學生與新

創業者展演空間，目前進行產學合作內容確認中，預計 6月開始進行。 

八、與綠新管理顧問公司合作，開設精實創業相關課程，預計規劃於 6月~10

月分三階段進行創業實務課程，除提供育成中心廠商研習外，亦免費開放

給本校及聯盟學校有興趣創業學生研習。 

拾參、貴重儀器中心 

一、本中心現屬科技部對外服務之貴重儀器有 6部，校內共同服務儀器 4部，

總計 10部；104年 3月-104年 4月服務績效報告：委託送測件數共 2,223

件，實驗時數累計 3,036小時，貴儀使用費收入合計 440,102元。 

二、辦理校內、外使用者之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貴儀額度使用同意書及中心使

用同意書認證申請，104年 3月 1日至 104年 4月 20日止共計 5件。 

三、104年度獎勵校內儀器加入共同服務案截至 104年 4月 10日止共有 4件

申請案，包括光電所一件、物理系三件；4 月 14 日召開第一次會議，其

中光電所申請照案通過，另三件申請案 4月 23日召開第二次審查會議，

通過物理系一件。 

四、科技部於 104年 5月 4日至公館校區訪視中心業務，包含中心運作狀況、

儀器使用情形等，以檢視本中心 105-109年度是否符合科技部九大中心規

模。 

拾肆、研究倫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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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校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業於104年1月6日接獲教育部臺教高（五）字第

1030194197號公告通過查核，自104年1月12日中午起，開始受理「人類研

究」與非醫療法所管轄且不具高風險、侵入性之「人體研究」研究計畫倫

理審查案件。 

二、自104年1月12日至4月底止，本中心受理的研究計畫倫理審查申請案件（新

案）共計27件，其中校內25件、校外1件、撤案1件。業經研究倫理審查委

員會審核通過者共計13件，其餘13件仍在審查中。 

三、為協助研究倫理審查申請者符合送審所需的研習時數，本中心業於104年3

月27日舉辦「104年研究倫理與審查研習講座」，說明本校的研究倫理審查

機制及研究參與者保護的相關議題，當日參與人數共計171人，活動滿意

度平均4.2分（5分量表）。 

四、本中心亦與校內、外學術單位共同辦理研究倫理相關教育訓練，業於104

年4月13日與中央警察大學合辦「104年研究倫理工作坊（1）」，邀請本校

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李思賢主任委員講授貝蒙報告與易受傷害族群的相

關倫理研究，當日參與人數共計77人，活動滿意度平均4.6分（5分量表）。 

五、本中心預定於104年5月15日與本校運動休閒與餐旅管理研究所共同舉辦

「104年研究倫理工作坊（2）」，以促進校內外師生及研究人員對社會行為

科學類研究倫理議題的認識。 

六、本校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服務收費標準及案件審查費支付標準業於104年4

月1日提送第88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將續送行政會議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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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學年度第 2學期【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工作報告 

壹、師培課程業務 

一、104年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資格檢定考試」： 

（一） 104年度教師資格檢定考試業於104年4月15日放榜，本校及格率

76.02%，相較於全國及格率52.99%約高出23.43%。 

（二） 104年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資格檢定考試結果： 

1、本校整體報考及格率及全國及格率： 

     項目 

 類別 

104年度 

報名人數 到考人數 及格人數 
及格率 

本校 全國 

中等 660 644 486 75.47% 

52.99% 特教 43 43 39 90.70% 

合計 703 687 525 76.42% 

2、104年度應屆、非應屆報考結果統計表 

  報名人數 缺考人數 到考人數 及格人數 及格率 

應屆報考 602 8 594 504 84.85% 

非應屆報考 101 8 93 21 22.58% 

小計 703 16 687 525 76.42% 

3、104年教師資格檢定考試 本校應屆報考統計表 

學院 系所 

104年 

全校應屆通過率 84.85% 

到考人數& 

(通過人數) 

各系所 

通過率 

各學院 

通過率 

教育學院 

教育學系 21(21) 100.00% 

96.24% 

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23(23) 100.00% 

社會教育學系 4(4) 100.00% 

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 21(19) 90.48% 

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 31(30) 96.77% 

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 45(42) 93.33% 

特殊教育學系 38(37) 9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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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教育研究所 3(3) 100.00% 

文學院 

國文學系 55(53) 96.36% 

94.16% 

英語學系 36(34) 94.44% 

歷史學系 17(16) 94.12% 

地理學系 27(24) 88.89% 

臺灣史研究所 2(2) 100.00% 

理學院 

數學系 38(29) 76.32% 

82.30% 

物理學系 16(13) 81.25% 

化學系 19(17) 89.47% 

生命科學系 17(17) 100.00% 

地球科學系 10(7) 70.00% 

資訊工程學系 4(4) 100.00% 

科學教育研究所 7(5) 71.43% 

環境教育研究所 1(0) 0.00% 

海洋環境科技研究所 1(1) 100.00% 

藝術學院 
美術學系 16(12) 75.00% 

76.47% 
設計學系 1(1) 100.00% 

科技與工程學院 

工業教育學系 19(9) 47.37% 

66.67% 

科技應用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 16(13) 81.25% 

圖文傳播學系 6(3) 50.00% 

機電工程學系 6(5) 83.33% 

電機工程學系 7(6) 85.71% 

運動與休閒學院 

體育學系 18(7) 38.89% 

30.43% 運動競技學系 26(5) 19.23% 

運動休閒與餐旅管理研究所 2(2) 100.00% 

音樂學院 

音樂學系 33(32) 96.97% 

97.22% 民族音樂研究所 2(2) 100.00% 

表演藝術研究所 1(1) 100.00% 

國際與社會科學

學院 

華語文教學系 1(1) 100.00% 

100.00% 應用華語文學系 2(2) 100.00% 

政治學研究所 2(2)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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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受理各學師資培育學院申請師資培育經費補助： 

於 104 年 3 月函請本校各師資培育學院申請 104 年師資培育業務經費，

計有教育學院、文學院、理學院、藝術學院及音樂學院等 5個學院提出，

合計申請經費約 75萬元，請各師資培育學院充分運用申請經費辦理院內

師資培育活動與相關講座，俾利提升各學院師資生職場競爭力。 

三、籌辦本校 104學年度中等師資類科教育學程甄選： 

（一） 本案甄選已於 5月 2日舉行考試、5月 25日召開放榜會議、5月 26

日公告正備取名單、5月 29日辦理選課說明會。 

（二） 計有 394 名學生符合報名資格，相較 103 學年度報名人數 365 名，

增加約 8%，報名人數為近年最高、預估錄取率 33.5%為歷年最低。 

四、協助特殊教育系辦理 104學年度資優教程甄選： 

本校資優教程於 104學年度首度開辦，計 64名學生符合報名資格。特殊

教育學系訂於 5 月 16 日舉行口試、5 月 25 日召開放榜會議、5 月 26 日

公告正備取名單。 

貳、實習輔導業務 

一、辦理 103學年度教育部補助師資培育之大學精緻特色發展計畫 

本計畫研討會暨成果發表會（第三屆精緻特色師資培育學術研討會暨成

果展），訂 104年 6月 26日至 6月 27日於本校圖書館校區教育學院二樓

201暨 202會議室辦理。目前刻正進行論文投稿審查作業，並依據期程持

續辦理。 

二、辦理 103學年度教育部補助師資培育之大學精緻特色發展計畫之實習輔

導教師認證及駐點計畫 

本處已完成聘任 2位駐區實習輔導導師暨 3位協同教學輔導教師，並於 4

月起執行駐區實習輔導業務。 

三、辦理輔導師資生就業增能活動計畫 

（一） 104 年 3 月底完成第一階段申請，收件 24 件，補助 24 件，補助金

額 135,322元。 

（二） 其餘補助期程如下： 

1第二梯次：申請期程至 104年 6月 30日止。  

2第三梯次：申請期程至 104年 9月 22日止。 

四、辦理輔導師資生就業增能活動計畫 

103年計畫增能活動總計補助 76件，辦理 96場次活動，邀請 113人次講

師參與，合計 218小時增能時數。補助總金額為 412168元，  

100 of 141



 

 
 

  五、辦理上海師範大學來臺研習-教學實務研修 

(一) 2015年(第三屆)上海師範大學研究生來臺研習交流期間為 3月 9

日至 5月 29日為期 12週。 

（二） 共 24位研究生，學科背景為語文(國文)、數學、英語、地理、音

樂共計 5個研修學科。 

（三） 安排教學實務研修(教學實習)，實習輔導教師 15位、本校指導教

授 13位，6所實習學校，並請指導教師選派多名學習夥伴協助生

活及學業之交流。 

六、赴新加坡國立教育學院教學實習 

於 104年 3月 5日召開甄選複審面試會議，四位師資生經本校甄選委員

面試均符合本計畫之遴選條件並具發展潛能，複選合格名單計有：英語

系 許惟絜、英語系 李易珊、地理系 張育瑄及教育系 劉佳玗，實習期

間預計為 7月 6日至 8月 7日。 

七、新加坡國立教育學院學生至本校教學實習 

(一) 新加坡國立教育學院選派五位學生於 104年 5月 4日至 6月 5日至

本校選派之中學進行五週的教學實習。 

(二) 本校選派之中學預計至師大附中(實習科目：地理、英文及中文)

及忠孝國小(實習科目：中文)。 

八、辦理師資生各項競賽– 

103學年度第 2學期辦理 5場師資生競賽，各場次活動日期及地點如下，

歡迎各系所師資生踴躍參加。 

活動項目 活動日期 地點 

師資生班級經營個案競賽 104年 4月 18日(六) 正 301～306教室 

教育實習職前研習(第一梯) 104年 5月 24日(日) 綜 202演藝廳 

教育實習職前研習(第二梯) 104年 6月 6日(六) 教 201演講廳 

師資生 TPCK教學演示競賽 104年 6月 7日(日) 樸 201教室 

師資生五力競賽 104年 6月 7日(日） 正 301～正 402教室 

師資生頒獎典禮 104年 6月 12日(五) 綜 509國際會議廳 

參、地方教育輔導業務 

一、 申請教育部補助「師資培育之大學設置中等教育階段領域教學研究中心」 

本校提報之國語文、外語、社會等 3 領域之計畫書全數通過，分別獲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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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 200萬元、200萬元及 473萬 5,000元。 

二、 申請教育部補助「104學年度精進師資素質計畫」 

教育部於 104年 4月 14日函送初審意見到校，各子計畫業依審查意見撰

寫詳細版，依限於 5 月 6 日(三)前函報本校計畫書(詳細版)向教育部爭

取全額 500萬元補助款。 

三、 執行教育部補助「103學年度精進師資素質計畫」 

(一) 於 103年 11月 18日赴教育部召開之 103年度師資培育之大學主管聯

席會議，就 102年計畫執行成果，進行經驗分享。 

(二) 於 104年 4月 8日至教育部接受期中執行成果審查，並於 4月 15 日

召開第 4次推動委員會，於會中轉知審查委員之意見，並研商期末成

果呈現方式。 

四、 爭取與縣市政府合作培育公費生 

104年 4月 17日拜會屏東縣政府教育處，預定於 5月 28日拜會宜蘭縣政

府教育處、臺北市政府教育局，並陸續安排拜訪其他縣市政府，以爭取

公費生名額。 

五、 執行教育部委辦「翻轉教室工作坊」計畫 

教育部委託本校及靜宜大學、文藻外語大學分北、中、南三區各辦理 1

場次「翻轉教室工作坊」，本校規劃辦理之北區場次業於 103年 12月 20

日順利辦理完竣，約有 260位參與，學員對上課內容反應熱烈。 

六、 師培雲系統建置 

(一) 103 年度開發建置「師培 2020 行動學習 APP」應用程式，於 103 年

11月 24日上架提供下載使用，期使本校師資生能更便利、有效的利

用歷年教師資格檢定考試之考古題進行練習，增進本校師資生參加教

師資格檢定考試通過率。 

(二) 為加強教授及師資生的數位應用能力，提升師資生之數位專長，活化

師培教學更達到共編共享課程資源，提升教學效果，並提供教授及師

資生即時教學與自主學習之用，104年度刻正規劃開發建置「翻轉教

室之雲端師資培育教學暨學習 APP」應用程式。 

壹、就業輔導業務 

一、2015就業實習暨留學博覽會(師大徵本事 職場 say yes)－ 

(一) 104 年 4 月 25 日於圖書館校區羅馬廣場辦理，活動現場計有就業、

實習、留學等 65個攤位，公告職缺 1581+N，其中鴻海科技公司更提

供 30類職缺員額無上限，活動當天約有 1200人參與活動，學生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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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為 82%、參展廠商滿意度為 80%；並規劃 5 月開辦三場相關講座，

再提升本校學生就業力。 

(二) 聘任5位具業界實務經驗的主管擔任諮詢顧問群，提供學生在中英文

履歷自傳撰寫、面試技巧、職涯規劃上之建議。本服務採一對一或小

團體諮詢方式進行，計有61位學生受惠，整體滿意度為80.98% 

（三） 為配合校務發展，就博會明年擬採三校聯盟方式合作辦理，已於 104

年 4月 22日至臺大職涯發展中心進行第一次合作會議。 

二、103學年度第 2學期職涯系列活動補助案－ 

職涯系列活動補助案於 3月上旬通過審查並公告，補助 30場名人就業講

座、15場企業參訪、13門延攬產業師資協助教學、4系列職涯銜接準備

活動，總補助經費為 554,967元，受惠學生達 2千餘人。 

補助項目 開放場次 申請場次 通過場次 

企業參訪 11 28 15 

名人就業講座 30 31 30 

延攬產業師資協助教學 9 17 13 

職涯銜接準備 4 4 4 

三、就業大師職涯資訊網－就業大師實習平台 

目前系統已進行共 11次的專案會議、2次平台說明會，並完成系統初步

測試。系統目前已將入口網站、學生學籍、教職員、課務、校友及教育

部 Rich職場體驗網介接，預計 5月底完成驗收。 

四、實習系列補助申請－ 

103年 11月 13日 12時至 17時假本校行政大樓第一會議室召開 103年度

補助職場實習課程暨海外實習成果發表會。 

(一) 補助職場實習課程計畫－ 

104年度計畫申請案，計補助 10系所共 12件申請案，總補助經費為

432,757元，預計受惠學生約 300人。 

（二） 補助海外實習試辦計畫－ 

104 年度計畫申請案，計補助 7 系所共 7 件申請案，總補助經費為

604,203元，受惠學生 29人。 

五、公部門實習－ 

截至 104 年 4 月 30 日止，計有 25 個機構提供實習職缺，目前已有 1 位

同學通知錄取、2位等待面試、另 18案申請作業中，實習資訊除函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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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各系所，亦同步公告於本處網頁（就業輔導-實習專區-公部門實習）。 

六、辦理學生職涯圓夢創業計畫－ 

(一) 104年4月10日邀集3位青年創業家、1位資深人力資主管及本校方進

義、石蘭梅2位教授召開學生職涯圓夢計畫-「專家諮詢座談會」，

進行創業工作坊方向與內容規劃討論。 

(二) 草擬「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學生職涯圓夢創業計畫實施要點」及「國

立臺灣師範大學學生職涯圓夢創業計畫徵件說明」，並於104年5月7

日(四)辦理「圓夢啟航 走出你的創業路」創業論壇。 

(三) 於4月30日、5月6日及5月11日辦理3場次創業提案徵件說明並受理

報名。 

七、徵才說明會 

日期時間 活動名稱 地點 徵才單位 

5/7(四) 

12:30-14:00 
廣達企業說明會 工 501教室 廣達電腦 

5/15(五) 

12:30-13:30 

北京師範大學珠海分校

徵才說明會 
正 106教室 北京師範大學珠海分校 

5/19(二) 

12:30-14:00 

阿里巴巴企業說明會-

實習生招募活動 
教 201教室 阿里巴巴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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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學年度第2學期【國際事務處】工作報告 

壹、 新簽姐妹校業務(美洲 1案，陸港澳 1案，歐洲 2案，共 4案) 

一、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校區教育研究院（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與本校教育學院簽訂學術合作交流備忘錄已簽訂。 

二、 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與本校大

傳所簽訂學術合作交流備忘錄已通過本校國合會審核。 

三、 芬蘭于韋斯屈萊大學（University of Jyväskylä）與本校簽訂校級教

師交換協議已通過本校國合會審核。 

四、 西班牙巴塞隆納自治大學（Universitat Autònoma de Barcelona）與

本校簽訂校級學術合作交流備忘錄及學生交換協議已通過本校國合會

審核。 

貳、 外賓來訪業務(亞洲7案，美洲3案，大洋洲1案，歐洲5案，陸港澳8案，共

24案)  國別(案數) 日本(5)、韓國 (1)、泰國(1)、美國(2) 、巴西(1) 、

澳洲(1)、英國(1)、法國(1)、瑞典(1)、德國(1)、荷蘭(1)、陸港澳（8）  

參、 出訪(陸港澳1案，美洲1案，共2案) 

一、 校長、吳副校長、學務長、總務長、國際長、教育學院院長、科技與

工程學院院長一行於104年3月21日至30日赴美國賓州州立大學、哥倫

比亞大學教師學院等校標竿學習。 

二、 吳副校長、教育學院院長與國際事務處沈永正副處長一行於104年4月

22日至24日赴上海紐約大學與杭州師範大學訪問。 

肆、 交換生、雙聯生、訪問生業務 

一、 104學年度上學期(2015年秋季班)姊妹校來校訪問生報名申請自 3月 

1日至 4月 30日止，目前共有 5所姊妹校薦送學生申請資料。 

二、 104 學年度上學期(2015 年秋季班)來校雙聯生共有 2 名錄取國文系學 

士班。 

三、 104 學年度第二學期(2016 年春季班)校級赴外交換生甄選作業已於 4

月 29 日啟動，將於 5 月 20 日截止收件，本期提供 224 個交換員額供

學生赴外交換。 

四、 受理 104學年度上學期(2015年秋季班)來校交換生線上申請，共計提

供 123所姐妹校線上申請帳號，申請期程 3/1~4/30，共計 188人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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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報名。 

五、辦理 103 學年度下學期來校交換生新生說明會暨報到相關事宜。 本學

期共計錄取 129人報到率 100%，較去年同期成長 7.5%。 

伍、 境外學生輔導業務 

一、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僑生人數 303 人，港澳生人數 222 人，總計 525

人。陸生學籍註冊及異動通報完成，共 54人(不含雙聯)在籍，8人未

註冊（休學／保留入學），1人未註冊退學。外國學生異動通報(3月-4

月)：5名外籍生休學，14名退學，9名畢業。 

二、 華語輔導(3月-4月)：華語輔導系統(義工隊中文輔導股)：41人次預

約。一對一華語輔導(有華語教學經驗學生)：共 36對。 

三、 103學年度第 2學期辦理僑生全民健保加保，共計 93人。僑生傷病醫

療保險理賠 5名；僑生工作證申請共計 68件，通報僑生兵役共計 3名。 

四、 來校交換生輔導業務:自 4 月 8 日至 4 月 23 日，共計 5 案件，包括陪

同至醫院看病並給予慰問品，或協助其家人來臺探視等協助。 

陸、 赴外語言文化研習業務(赴外研習講座 2 場，共 34 人； 2015 年暑期赴外

語言文化研習共計 20 人，開放 103 年上學期書卷獎獲獎學生可申請暑假

赴外研習補助) 

柒、 各項說明會/座談會業務(共11場，約1017人。春季班外籍新生迎新餐會、2015

國際文化週活動、發現台灣好文化等) 

捌、 本學期各項獎補助業務 

一、 國外學者訪問研究補助申請：103年底核定之 19案依原期程辦理，104

年 1-4月來訪學者人數共計 13位。。 

二、 教育部學海系列補助：104年學海飛颺校內甄選收件及審查。「飛颺」：

完成繳件者共計 61 名，選送 42 名學生報部初審、「惜珠」：完成繳件

者共計 4名，選送 4名學生報部審查。教育部將於 6月公告審核結果。

104年學海築夢校內甄選收件共計 8案，報部申請 8案。 

三、 校內外僑生獎學金共 6 項，其中教育部研究所優秀僑生獎學金已核定

名額 21 名；校內外外籍生獎學金共 3 項(教育部臺灣獎學金、外交部

臺灣獎學金、外籍新生獎學金)，共計核發 114人。外籍新生學雜費減

免，共計減免 121 名。另來校交換生獎學金：共計核發荷蘭萊頓大學

106 of 141



  

交換生 8名。 

四、 本校鼓勵學生赴國外進修補助：103 下出國部分，學院提名 106 名學

生，獲補助者 98名，經費約 308萬 4,000元，共計 92名完成報到。 

五、 2015年托福計畫暨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交換學生獎學金: 校內初

選計 1名提出申請，本校薦送 1名，獲複審獲面試通知。 

玖、 103學年度招生相關業務 

一、 2015 年外國學生秋季班申請文件已轉交系所審查，申請人數總計 332

人。審查作業於本（104）年 5 月 5 日完成，放榜日為 5 月 15 日。報

名費收帳已陸續完成，刻正辦理各系所招生試務費分配。 

二、 製作 2015年外國學生秋季班錄取人數建議表，於本（104）年 4月 29

日國際事務會議中宣導，期提升錄取率之機會。 

三、 夏日學校於 4 月 30 日截止報名，計有 16 名學生報名，刻正進行審查

及彙整入學相關文件等。 

四、 104 學年度海外聯招會僑生及港澳生學、碩、博個人申請書面審查案

件總計：539 件。經各系審查結果，大學部申請案件 415 件，合格件

數共 182件，合格率為 43.8%；研究所碩士班 120件，合格件數 74件，

合格率為 61.67%；博士班 4件，合格件數 3件，合格率為 75%。 

五、 寄送招生文宣至駐德國代表處教育組、韓國梨花女子大學等，於海外

留學教育展介紹宣傳。 

六、 接待日本愛知大學、澳門星海高中、澳門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聯會張

煊昌中學、日本東京新宿語言學院及神田女學園高中學校等進行交流

互動與招收宣傳。 

七、 賀耀華組長及1名組員參加104年3月13-15日澳門國際教育展，進行招

生宣傳，詢問人次約計300人。 

八、 王喬美編審及連寅君行政專員代表出席參加104年3月24-26日亞太教

育者年會，進行本校招生宣傳及學術合作洽商事宜。 

拾、其他  

一、103學年第 2次國際事務會議於 4月 29日中午 9時假第一會議室召開。 

二、有關處務會議精簡案:國際事務會議規則修正草案，因本校組織規程已

獲教育部核定，業依程序，擬提送行政會議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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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圖書館】工作報告 

壹、閱覽、推廣暨參考服務：  

一、三校聯盟一卡通服務：為提供「台灣大學聯盟」師生便捷使用圖書資源管

道，三校圖書館繼開放專任教師及博士班同學一卡通借書之後，自 3月 2

日起再開放碩班及大學部同學可以憑本校證件至三校圖書館閱覽，每日開

放 50個名額，至 4月 30日止共 187人次入館。 

二、推動英語分級閱讀教材推廣：為增進本校學生英語學習能力，提升職涯競

爭力，圖書館特引進 Lexile 線上閱讀分級測驗系統，提供檢測機制使同

學了解自身英語閱讀能力，並配合圖書館館藏及閱讀活動帶領，讓不同程

度的學生選讀適合自身能力的閱讀教材，藉以提升學生英語能力。至 4

月 30日止已招募超過 400位同學參加檢測，並陸續舉辦讀書會及書展的

活動，希望能提升本校學生對英語閱讀的興趣，引起學生自主學習的精

神，促使學生能建構出一套自己的適性學習方式。 

三、規劃建置三校圖書館聯盟學習資源中心，服務內容包含：(1)參考諮詢(2)

電子資源與文獻查詢(3)掃描(免費)/列印(付費)服務(4)文宣展示(5)其

他如個人臨時研究小間借用、團體討論室借用、公播版視聽資料館內借閱

觀賞(6)館員交流(7)建置聯盟聯合服務網頁平台等。 

四、推展與執行 ORCID代理人計畫：ORCID「開放型研究者與投稿者識別碼」

為研究人員的學術身分證，研究者單一識別碼，可作為解決姓名辨識和彙

整學術研究動態的方案。本館已於 2014年加入為團體會員，並完成本校

專任教師批次申請 ORCID帳號共 238位。為協助建置與維護 ORCID研究資

訊，擬推展與執行代理人計畫，由學科館員獲得授權為研究者管理帳號與

ORCID研究資訊：3/25完成邀請老師授權信函與代理人設定流程、3/27

發文至研發處請求參考教師表現及系所績效管理系統相關資料、4/1電子

報宣廣、4/13學科館員開始寄發授權邀請函、4/15至研發會議宣廣 ORCID。 

五、參與中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高等教育資訊素養評量方案_資訊素養課程」

編寫與錄製：中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 2014年完成高等教育資訊素養題庫

編寫與題庫系統建置後，為補強資訊素養教學部份，擬建置三個主題資訊

素養課程，以與既有題庫配合，能形成教學/評量模式，故尋求本館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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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編寫與錄製。本館主題課程目標對象設定為教育學院大學部學生，課

程單元包含如下項目：(1) 課程目標 (2)課程大綱 (3)背景知識的建立 

(4) 研究主題及策略 (5)搜尋工具與檢索技巧 (6)資訊倫理；建議可於各

單元之後進行反思、提醒。已於 1月 8日繳交課程腳本予逢甲大學圖書館。

並開始進行課程錄製等相關事宜。3月 6日完成繳交「教育學院主題資訊

素養課程」影片檔 20分鐘與評量題庫 15題予中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 

六、辦理「新知無時限，閱讀無紙境~讓讀者 i上電子書~研討會」：為協助館

員促進了解電子書在教學和學術研究方面的需求與使用行為，本校圖書館

特與 Wiley出版社、國立中興大學圖書館、國立成功大學圖書館等於 3

月 19日下午舉辦「新知無時限，閱讀無紙境~讓讀者 i上電子書~」研討

會。透過國外圖書館館員採購和推廣電子書的案例分享，讓台灣圖書館員

從中學習，以更貼近讀者的需求。本研討會蒞臨館員人數 82位，與會館

員們對演講內容反應熱烈，意見交流座談時互動頻繁並有許多經驗分享。 

七、圖書館 2015英語讀書會：為配合提升英文閱讀力計畫，圖書館特辦理 2015

英語讀書會，參與者均可免費獲得 Lexile閱讀力檢測的機會，將根據每

個人不同的程度，適性分組，進行分級閱覽導讀，以精進師生英語閱讀能

力。3/25英語讀書會帶領人開始招募、3/30英語讀書會開始招生、4/8

完成招募英語讀書會帶領共 9人、4/15英語讀書會帶領人完成檢測與教

育訓練、5/1讀書會成員檢測、5/8讀書會書單開出買書、5/22辦理第 1

次讀書會、6/4辦理第 2次讀書會。 

八、規劃辦理 2015臺師大世界書香日主題活動：為配合每年 4月 23日世界書

香日活動，鼓勵師生閱讀，本館特別辦理一系列推廣活動：(1)中時開卷

好書展：於 4月 1日至 4月 30日在二樓 Smile區展出 2014年中時開卷好

書獎的得獎書籍，「是好書，也是好看的書」，中國時報每年都評審四類

好書饗宴讀者包括「中文創作類」、「翻譯類」、「美好生活書」及「最

佳童書暨青少年圖書」，期許讀者看好書培養好心情。並同時在本館臉書

專頁辦理線上書展與【票選你的開卷好書】等與讀者互動遊戲。(2)書香

傳情：4月 7日至 4月 23日止本館將隆重推出書香傳情活動，希望在這

象徵世界文學的日子，透過文字的力量，把心意用書傳達給對方，歡迎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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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用書傳遞幸福與溫暖。(3)借書送花活動：花令人賞心悅目，書本滋潤

心靈，4月 23日來館借書的前 100名讀者就可以得到 1朵玫瑰花，希望

能藉此活動帶動閱讀風氣。(4)書香館員阿熊帶回家：凡參加書香傳情活

動者將於 4月 23日參加抽獎有機會將書香館員阿熊帶回家。 

九、規劃辦理 4月至 6月電子資料庫講習活動：2015年本館 4-6月電子資料

庫教育訓練主題為「Be a thinker and a doer!讓資料庫幫你做研究！」

規劃辦理一系列精采的資料庫講習，4月有「韓國歷代文集」、「中國近

代報刊資料庫《申報》典藏版」及「雕龍─中國地方誌」；5月 18日有

『論文寫作工作坊』，議程包括「EndNote(入門、進階)」、「Turnitin」、

「Web of Science/JCR」、「ProQuest/DDC」、「本校博碩士論文系統」；

6月有「大英百科線上英文版」與「Aremos經濟統計資料庫」，機會難得，

歡迎全校師生踴躍參加！ 

貳、校史經營： 

一、進行本校校史暨《師大七十回顧》叢書編纂計畫：已於 103 年 12 月 23

日與本(104)年 3月 20日召開校史編纂第三、四次工作會議，決議新增《別

有洞天：師大生態校園》一書，並訂於本校 70 周年校慶（民國 105 年）

時，出版《新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校史》、《師大七十事典》、《師大與

臺灣教育》、《師大與臺灣國學》、《師大與臺灣美術》、《師大與臺灣

體育》、《師大與臺灣音樂》、《師大與華僑教育》、《風雲人物：師大

傑出人物》、《別有洞天：師大文化地圖》、《映像風華：師大光影回憶》

及前述生態校園系列，共計 11冊叢書與 2種多媒體光碟。 

二、建置校本部暨僑教校史展示區：本校歷經臺灣省立師範學院、臺灣省立師

範大學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等改制階段，並於民國 95 年和國立僑生大學

先修班合併增設「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僑生先修部」，規模更形擴展。適逢

僑生先修部成立 60 週年與明（105）年本校歡慶 70 週年校慶，將於校本

部暨林口校區建置校史展示區，來傳述本校昔日歷史、當前成果與未來發

展，目前已擬定展示規劃書並編列預算，簽請校長核准提案校務基金委員

會審議。 

三、協助本校國際交流展廳規劃：本校目前與全球 39 個國家 307 所大專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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締結為姊妹校，學術交流十分頻繁，為展現我校立足臺灣展望全球之成果

與目標，本館協助國際事務處規劃一國際交流展廳，暫擬展示單元如下：

(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之國際定位與特色、(二)國際姊妹校概覽、(三)

與國際接軌、(四)國際交流數據、(五)聆聽國際學生的心跳聲，以上規劃

除使外賓能更深入瞭解本校在國際學術交流的成就外，也期待能讓國際學

生以就讀本校為榮。 

參、出版、禮品暨文薈廳服務： 

一、於民國 103 年組織本校「出版中心出版委員會」與「學門編輯委員會」，

擬於本年度第一次工作會議提案修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出版作業實施辦

法」。 

二、於 4 月 27 日召開「臺師大校園書店建置與商品統籌發展」會議，決議由

出版中心負責「臺師大校園書店」規劃。 

三、禮品新品推出：DNA鋼珠筆單入六款。 

四、規劃將競賽得獎作品商品化，已取得學生競賽稿件之授權，並將圖像進行

設計排版。 

五、出版 4項著作：《第 27屆梁實秋文學獎得獎作品集》、《博雅與匯通──師

大核心通識課程理念與實踐》、《在臺漢學家學思歷程》、《幸運之家──家

人如何奇特地開創了美國的華人世界》。 

六、行銷推廣活動：(一)針對不同目標對象，規劃行銷方案：3月行銷國高中

圖書館「全人教育百寶箱」，三週售出 10套，4月行銷美術科系學校「水

彩工具套書」、(二)參加擺攤，提升曝光與銷量：3月於輔大、4月於大稻

埕文創商圈。 

七、拓展本校禮品與出版品通路：(一) 禮品實體通路增加一針一線、亞熱帶，

累積校外通路共計 15處、(二) 出版品實體通路增加佛化人生、左西人文

空間，累積校外通路共計 8處；新增海外經銷合作萬卷樓。 

八、籌備活動：(一)擬舉辦「師大文創商品」設計競賽、(二)擬舉辦第 28 屆

梁實秋文學獎，預計 7月公布競賽辦法(三)參加國際書展：台北國際書展

(02/11-16)、新加波書展(06/03-09)、亞洲 AAS書展(06/22-24)、馬來西

亞書展(07/11-19)、香港書展(07/15-21)等。 

九、文薈廳擬更換餐飲設備與擴增文創商品暨出版品空間。 

十、出版中心 103年營業額達新台幣 583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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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肆、推動數位化新媒體資訊服務： 

一、NTNU Research Portal建置規畫：系統組與公館分館、推廣組合作建置

本校研究入口網，系統組負責機構典藏系統平台更新、功能新增與各開

放授權碼建置系統之串接，包括 ORCID、VIVO、Dspace 等，除隨時配合

MIT 發布新版資訊更新外，並將陸續開啟使用統計等功能；現已完成開

放學者平台 VIVO架設(http://vivo.lib.ntnu.edu.tw/)，及其單一簽入

認證作業。 

二、執行本校磨課師計畫專案：圖書館開放式課程小組配合本校磨課師(MOOCs)

課程建置規劃，執行拍攝、剪輯後製相關工作，協助 104 年度計畫徵件

申請，完成 4支宣傳影片製作；另教育部於 4月份公告行動磨課師計畫，

本小組配合數位教育產業推動小組規劃，積極趕製 2 門新興課程計畫簡

介影片，完成國語中心開設之行動學華語、通識教育中心推薦之運動英

語小教室簡介影片。磨課師計畫研提 3門新興課程，分別為經典 70、發

現幸福、太陽能與生活；其中經典 70為文學院開設通識課程，預計錄製

10場，已隨堂錄影 6場；行動學華語課程已完成拍攝，刻正後製處理。 

伍、期刊及電子資源服務： 

一、臺灣大學聯盟「聯合館藏發展」小組討論事宜： 

（一）已確認三校電子資源之核心館藏及邊際館藏。 

（二）該清單如三校皆列為核心館藏，且非 CONCERT已談聯盟價格者，三

校可聯合與廠商進行議價，初步選擇 EndNote為標的，請各校確認

訂期及訂費資訊供未來合作洽談基準。 

（三）三校聯合館藏發展的標的除期刊、資料庫，是否有機會就非電子書

聯盟的產品進行合作？本提案將由台大先選擇相關產品方案供各

校評 估。 

二、Turnitin 資料庫收錄期刊系所意願調查：Turnitin 擬收錄本校出版學

術期刊於其後台，作為比對之用。已設計意願調查表，並發送給有出版

學術期刊之系所，請其於 3 月 31 日前回覆是否願意參加，以利統一與

廠商簽約。總計回收 38種刊物，其中 35種刊物同意參加，3種不同意。

待簽奉核可後，即可與廠商簽訂合約書。日後必須定期提供檔案清單，

先前已協調由系統組協助處理，清單格式亦已提供給系統組。 

三、辦理 2014年份西文電子期刊驗收作業：截至 2月 27日履約期限止，因

慢刊部份未交刊者計有 6 種 10 期，百合圖書出具證明經本校認可非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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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於廠商，依短缺期刊刊費退還本校，款項金額共計新台幣 52,759 元

整。本案於 3 月 24 日進行結案驗收，抽驗 Medicine and Science in 

Sports and Exercise等 11種期刊，除可順利連線外，均與合約年代、

卷期相符，驗收合格。本案經結算後，電子期刊金額計新臺幣 5,986,241

元整。已於 4 月 16 日檢送驗收紀錄等相關文件（驗收申請書、驗收紀

錄、履約明細表、未出版清單）、財物結算驗收證明書及結算後之各系

所金額分攤表，簽請辦理結案作業。另為完整典藏上述 6種期刊，因原

採購單位隸屬不同系所，圖書館並未控留經費支應，因此亦已簽請准予

援往例將此退款金額流入圖書館 104年度圖書儀器設備費項下，俟期刊

完全出刊後再予以採購入藏。 

四、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提案：為支援本校師生教學研究，本館 104 年預計

採購 72種電子資源，所需經費約為新臺幣 3,068萬 5,241元。今年電子

資源專款核撥金額為新臺幣 2,703 萬 1,000 元整，尚短缺新臺幣 365 萬

4,241 元。上述電子資源使用情況皆相當良好，且許多皆為本校近年發

展學術亮點與學術生產力之重要研究工具，為使本校師生學術研究、教

學課程得以順利進行，已簽請於 4月 1日召開之「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提案申請補助新臺幣 365 萬元整，以利進行採購，提供穩定之電子資源

服務。會議決議：原則同意，請吳副校長召集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委員

檢視現行資料庫使用狀況，確立採購原則後，再行動支經費。館長已於

4月 29日上午與吳副校長討論，確認今年所需經費會核撥，但往後電子

資源費用應該會固定，不會再往上調整。此外，圖書館也必須正式訂出

刪訂準則，提本校學術與行政主管會議、行政會議討論，資訊並儘量公

開。 

五、參加 BioMed Central OA 平台：本館於今年四月起加入會員，今年度會

費為歐元 349 元整(104 年 4 月 1 日至 104 年 12 月 31 日)。已於 3 月 12

日簽署合約，主要規範事項包括：（1）承諾 105 年及 106 年本校會費皆

無漲幅，每年價格為歐元 466元整；（2）本校與其所屬研究人員在 BioMed 

Central、Chemistry Central 與 SpringerOpen Site平台上投稿期刊之

文章處理費每篇提供 85折優惠；（3）合約期間廠商透過 SWORD機制，提

供本校於上述平台上發表之文章機構典藏服務。 

陸、專案計畫 

一、臺灣學術電子資源永續發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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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完成 103年臺灣學術電子資源永續發展計畫，103年教育部補助購置電

子資源費用共新臺幣 1億 364萬元，聯盟自籌款共計 1億 582萬 4,156

元，總計 2億 946萬 4,156元，增購超過 1萬 3千冊中西文電子書及

9種買斷型與租賃型電子資料庫，以聯盟方式採購節省之經費超過 32

億元。 

（二）103年結案報告與 104年計畫書已於 104年 3月中函送教育部，教育部

完成計畫書審查後即會核定本年補助之金額。截至 104 年 4 月 30 日

止，成員館數為 97所，自籌款總金額共計新台幣 1億 605萬元。104

年會員大會暨計畫說明會於 4 月 27 日假本館舉辦，各成員館代表共

計 130餘人參加。 

柒、提昇校園閱讀力與學習力： 

  一、僑先部地理科-地景圖說海報比賽 

   103學年度下學期將與僑先部地理科教師合作辦理「地景圖說海報比賽」，

本分館配合進行課程參考資源的整理、成果展示、票選與活動宣傳。競賽

自 104年 4月 10日開始，由地理科教師於任教班級內進行班級參賽海報

初選。各班初選結果將展示於林口圖書分館，由全校公開評選，評選結果

將於學期末擇期進行頒奬表揚。 

  二、僑先部升學與資訊素養研習營為協助僑先部 6月僑生升大學系所志願選

填，於 104年 3月 27日辦理升學與資訊素養研習營，計有 33位同學參加。

課程內容主要介紹臺灣各學院系所資源與大學學群，希望能協助僑生於填

報系所志願時能做出最佳的選擇。本課程同時也邀請結業的學長姐回校分

享當初選填志願的經驗，以及目前大學的學習與生活。 

捌、提昇本校學術能量與研究亮點： 

一、臺師大學術生產力及學術合作社群資料庫建置：收集近四十多年（即

1970-2014年）臺師大發表於 Web of Science的文獻資料庫共約六千筆

文獻資料，進行資料整理與分析。藉由建置臺師大學術社群於 Web of 

Science的文獻資料庫，不僅能夠提供校內學術表現之監控、檢視或參

考之外，進而提升資訊計量相關學術期刊論文發表數；另透過本資料庫

分析工具亦可檢視本校國際合作期刊論文篇數，使各系所檢視自我學術

發展方面之國際化程度，進而鼓勵學者進行跨國學術合作；同時刺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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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各系所研究者在不同領域學門之重要學術期刊發表論文數量，進而帶

動學者、系所與學校的學術能量，促使本校國際排名提升。 

二、臺師大開放學者平台建置：運用 Pure Expert平台工具建置本校亮點學者

個人學術研究成果網頁，2014年已完成 100位亮點學者網頁的建置，已

根據本校學者學術研究與獎助表現又再擇選 100位亮點學者名單，預計

本年可累積建置完成 200位學者學術研究成果網頁，全方位提升本校學

術表現之國際能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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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進修推廣學院】工作報告 

103 年本院營業額結算後為新臺幣 3 億 5,908 萬 3,470 元，節餘為 1 億 1,020

萬 3,019 元；與前兩年平均值比較其成長率分別為 34％及 29.2％。 

104 年本院總營業額目標為新臺幣 3 億 3,597 萬元整，淨盈餘為新臺幣 1 億

2,100 萬元整。截至 5 月 1 日止營業額約新臺幣 1 億 1,251 萬元整，淨盈餘新臺

幣 3,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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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委員會及自辦班與其他

專案，目前共計 26 項專案，總經費約新臺幣 1 億 8,366 萬元整。 

一、 教育部委辦專案：「104年閩南語語言能力認證考試」、「103-104年閩南

語語言能力認證試題研發」、「104 年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證

書核發服務系統建置計畫」、「設置進修推廣學院 104 年計畫」、「104 年

度軍訓教官教育暨輔導知能學分班」、「提升國中專長授課比率及推動教

師進修第二專長」、「高中職專業英語教師能力增能學分班」、「104年身

心障礙學生升大學甄試」、「104 年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稚園教師資

格檢定考試」計 9 項專案，總經費約新臺幣 5,457 萬元整。 

二、 客家委員會委辦專案：「104年幼幼客語闖通關認證」、「104年數位客語

初級認證考試」、「104年度客語能力認證中級暨中高級考試」、「103-104

客語認證考試題庫建置」計 4 項專案，總經費新臺幣 7,156 萬元整。 

三、 僑務委員會委辦專案：「2014 年海外華裔青年語文研習班第 6 期」、「104

年美國地區海外華文教師研習班」、「104 年加歐地區海外華文教師研習

班」計 3 班，總經費新臺幣 388 萬元整。 

四、 原住民族委員會委辦專案：「103年原住民語言能力認證測驗試務工作」

計 1 項專案，總經費新臺幣 3,400 萬元整。 

五、 自辦班、其他專案：「上海師大研究生來臺研修」、「福建師大來臺研修」、

「華語師資證照班」、「華語夏令營暨遊學團」、「夏日書苑」、「103 學年

度第 2 學期來臺訪問生」、「香港嶺南大學學術交流訪問團」、「西南財經

大學輔導教師來臺研修」、「浙江省中小學教師來臺研修」等計 9 項專案，

總經費約新臺幣 1,965 萬元整。 

貳、招生組業務 

116 of 141



一、 春季推廣班辦理情形：開辦 314 班次，繳費人數 4,746 人次，收入約計

新臺幣 2,058 萬元。 

二、 夏季推廣班進行招生中，開設 12 系列 350 班次，目標人數 5,300 人，預

計收入新臺幣 2,491 萬元；至 5 月 1 日止，選課 256 人，收入約新臺幣

28 萬元。 

三、 104 年度師大小大師夏令營截至 5 月 1 日止，繳費人數為 881 人，收入

計新臺幣 500 萬元整。 

參、學服組業務  

一、 本(104)年 1 至 4 月本院場地平均使用率為 39.04%，會館住宿率：師大

館 58.84%、迎賓館 55.88%。 

二、 本院師大會館 9 樓客房室內整修工程，現正進行整修工程招標，預計本

(104)年 5 月下旬施工，9 月中旬試營運，將提供更為舒適居住環境。 

三、 本院即日起新增會議代辦服務，其項目計有會議報名系統建置、代收費

用、主視覺及文宣品設計、場地佈置、展覽佈置、軟硬體規劃、攝錄影、

會議資料印製、茶點餐飲及禮品規劃代訂等項目，可提升會議效能與服

務，敬請各單位多加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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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學年度第 2學期【僑生先修部】工作報告 

壹、教務組 

一、103學年度春季班開班數：第一類組 5班、第二類組 1班、第三類組 3班，

共 9班；合計秋季班第一類組 18班、第二類組 4班、第三類組 10班、特

輔班 2班，第 2學期總開班數共 43班。 

二、為提高僑生學習能力，援例辦理夜間輔導課，本學期共開設 26 班，期間

自 3月 9日起至 6月 5日止，獲教育部補助經費新臺幣 53萬 6,704元整。 

三、本學期秋季班週五選修課程共開設 13 節，含基礎國文 2 節、基礎物理 1

節、基礎化學 1節、基礎生物 1節、音樂 4節、美術 4節，上課日期自 3

月 6日至 6月 5日止。 

四、本學期期中課程意見調查已於 4 月 2~12 日舉行完畢，524 門課程接受調

查，學生填答回收率為 91.5%，本組已於 4 月 17 日完成統計，將調查結

果寄發各授課教師，作為適時調整教學之參考。 

貳、招生組 

一、「103學年度僑生先修部校園簡介影片」得標廠商-瑪佳有限公司已於 1月

29 日提交教師版文字腳本，後續並已陸續完成教師版文字腳本及聲部影

部腳本審查，分鏡腳本製作中。 

二、本學期僑教精英論壇於 3月 4日舉辦第一場群聯電子潘建成董事長演講；

第二場於 4月 29日邀請黃軒醫生；第三場於 5月 27日邀請邱幗英校長蒞

校演講。 

三、103 學年度僑先部共有 256 名同學報名個人申請，110 名同學錄取，錄取

率達 42.97%。較去年錄取率 38.4%大為進步，本學年度更有不少同學是以

第一志願錄取。 

四、104學年度國際性大學博覽會已於 4月 1日召開第一次籌備會議，會議決

議舉辦日期為 11月 20日，報名費由 5,000元調整為 7,000元，以支應展

場佈置經費提升之需求，並已於 4月 17日發函各大學開始辦理報名作業。 

五、「僑先部推動個人申請制度」辦理進度報告： 

(一)至本校心輔、特教、國文、英語、音樂、體育、美術、數學、物理、

化學、競技及設計系等 12 學系進行個人申請制度宣導，以提升各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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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匡列個人申請名額數，並優先錄取僑先部學生。 

(二)4 月 15 日於教務處招生委員會提案請本校各學系提供個人申請名

額，由黃瑞玉組長代表出席提案簡報。 

(三)預計於 5 月底開始規劃至國內各國立大學宣導僑先部個人申請制

度，提升各校開列個人申請名額數。 

六、4月 24~25日於香港海華服務基金舉辦 2場「2015年香港第二階段申請僑

先部」說明會，僑先部由宋秉仁老師及周羿似組員代表參加。 

參、註冊組 

一、本（103）學年度春季班註冊學生人數 299人，較 102學年 240人增加 59

人，成長率約 25%。 

二、本（103）學年度秋季班第二學期註冊學生人數 1,176人(第一學期註冊學

生人數 1,258人)，辦理休、退學學生人數計 88人(4月 20日止）。 

三、有關僑先部學生學雜費擬自 104學年起調整，已於 4月 1日校務基金管理

委員會第 88次會議討論通過；104、105學年：每學期各調整 3,000元；

106學年：每學期各調整 1,500元。  

四、因應僑生先修部組織名稱調整暨取消學生學年補考，增修僑先修部學則、

結業生結業考試辦法部分條文，已簽請校長同意，分別送請相關會議備查。 

五、簽核暨公告 103 學年秋季班第一學期學業優勝獎學金名單，每班第一名

3,000元、第二名 2,000元。 

六、104 學年學生證，擬採用 Mifare 膠卡，可結合圖書館借書、宿舍門禁、

餐廳之管理。為配合 60週年部慶，僑先部 60週年 logo標記，會以金色

列印在 104學年春、秋季班學生證正面(1,700張)，相關事項提案討論。 

肆、生輔組 

一、2月 24日~3月 2日辦理春季班新生報到及接待，並完成宿舍寢室分發。 

二、3 月 2 日於林口校區國際會議廳舉行「春季班新生入學輔導講習」，由校

長親自主持。 

三、3月 3日、3月 18日、4月 16日及 5月 27日舉辦「專任教師暨導師會報」，

持續加強教師與行政單位之溝通。 

四、3月 11日完成林口校區學生宿舍誠樓監視系統建置。 

五、愛心腳踏車自 1月至今借用超過 2千人次，持續辦理春季班學生腳踏車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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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停放及違規處理事宜。 

六、本學期「班級清潔競賽」已於第三週（3月 9日起每週二、四）展開評比，

各班級均按規定時間實施班級環境清潔工作。 

七、3月 25日辦理生命教育-大學生涯規劃講座(李曉芬心理師主講)及導師輔

導知能研習-園藝治療-拈花惹草舒壓體驗(巫芷菁園藝治療師)。 

八、3月 25日召開「學生獎懲委員會議」審議學生重大懲處案件。 

九、3 月 18 日辦理本學期僑生工作證申請服務(以班為單位)，計 800 餘人申

請。 

十、4 月 15 日舉辦林口校區週會，由僑先部蔡主任雅薰代理主持，邀請元培

醫事科技大學林宜隆教授專題演講「網路犯罪防治」。 

十一、4月 22日辦理「正確性教育與愛滋防治講座」，邀請許又心護理師演講。 

伍、活動組 

一、申請 104 年教育部僑生輔導實施計畫乙案，核定補助金額新台幣 91 萬

5,480元。 

二、有關 104-108年度校務發展計畫「打造多元文化空間，提供學生文化交流

學習」一項，本案所需空間，經校長裁示：請僑先部及總務處再評估適當

地點，另「薪僑苑」名稱改為「林口文薈廳」，並請圖書館協助規劃。 

三、有關新增林口校區烤肉場地及器材借用收費案、琴房及休閒演唱中心(KTV)

調整收費標準業經 3 月 31 日僑先部臨時部務會議討論通過，將簽奉校長

核定送請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 

四、104 年北區僑生春季聯誼活動已於 3 月 28 日於輔仁大學圓滿順利完成，

僑先部計有師生 123名參加，校園大使服裝走秀、啦啦隊的熱舞表演，以

及師生們大力宣傳僑先部 60 週年慶系列活動均令人留下深刻印象，且獲

得各校師生好評。 

五、僑先部年度歌唱比賽總決賽時間為 4月 30日，今年適逢 60周年部慶擴大

舉辦，亦邀請校友參賽及表演，且開放本校師生及校友共同來擔任評審。 

六、僑先部辦理多元文化繪圖比賽成績已於 3 月 31 日揭曉，共計錄取前三名

及佳作五名，獲獎作品將作為教師休息室佈置。 

七、辦理僑先部臉書(FB)及 LINE@生活圈命名票選活動。 

八、僑先部男子組及女子組羽球隊於 4 月 11 日參加 103學年度第二學期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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盃比賽均取得八強賽資格，將於 4月 27日至 5月 1日參加複賽。 

九、4月 22日將辦理春季班性別平等教育-正確性教育及愛滋防治座談會。 

十、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台中)邀約本校師生 5 月 23 日參訪，並進行各項

球類友誼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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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整體重要業務 

一、 因應各類載具使用校務服務之需求，資訊中心正著手規劃本校校務行政

系統行動化開發方案，預計在今年底提供 13 項與教師、學生、職員之行

動化應用。 

二、 為提升教務系統之行政效率與服務品質，擴大金流系統應用，已於 3 月

底完成學生證掛失暨補發系統介接全校性金流平台開發作業，目前學生

證、補卡費繳款、補發學生證等三項作業已無縫接軌，提供一次性的完

整服務。 

三、 為擴大全校性金流平台服務，資訊中心已完成「公版報名暨線上繳費系

統」，無應用系統之單位只要透過簡單的三個步驟，即能完成簡易報名

系統，該系統已介接金流平台，便利申請者能夠同時完成報名與繳費、

業務單位能夠快速獲取報名者資訊與核銷，提升作業效率。 

四、 因應本校與臺大、臺科大三校聯盟合作事宜，三校校際選課系統 web 版

與 mobile 行動版開發作業已於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上線使用。 

五、 配合三校聯盟合作事宜，已於 3月 12日於本校資訊中心召開「三校選課

相關資料即時交換討論會議」，針對課程異動、學生選課結果、成績等資

料交換進行討論，確定可行性方案。 

貳、 行政支援組業務 

一、 為整合公文系統與差勤之代理人機制設定，已於 4 月 22 日參與協調會

議，協助評估可行性方案，並研議解決方案。 

二、 配合國際事務處進行「教育部視導國際化品質」建立，規劃相關應用系

統之雙語化建置。 

三、 為配合本校推動無紙化目標及擴大金流服務，目前已協助資工系研討

會、特教中心研討會、國語中心學費繳費等建置線上刷卡業務，同時於

3 月底完成介接金流平台之簡易報名系統開發，並持續進行學生證掛失

暨補發系統介接金流作業，以利各行政單位提升作業效率及服務品質。 

四、 自 103 年 11 月 19 日行政主管會報通過「社群儲存雲服務管理辦法」以

來，已有 20 個行政單位及教師申請，包括：圖書館校史編纂小組、主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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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管理學院 EMBA、資訊中心教學組林信雄、資工系賀耀華老師、光

電所、運動休閒與餐旅管理、研究所、教務處、機電工程學系、管理學

院、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運動競技系相子元教授、光電研究所、

國際與社會科學院應用華語文學系、教育學院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家庭

研究與發展中心、環境教育研究所、秘書室第三組、通識中心等。 

五、 配合三校聯盟同步時間與節次作業，已完成三校統一版本之調整作業。 

六、 配合本校畢業生離校與相關校務權限、服務等關閉時機與流程修改，畢

業系統修改作業已完成修改。 

七、 配合本校推動國際化政策，英文課綱系統開發作業業已完成，進入測試

階段。 

八、 教育學程系統升級作業，持續進行開發作業，預計於 104 年 5 月上線。 

九、 配合教師鐘點費修改細則，著手進行教師鐘點費系統及開課系統修改作

業。 

十、 為協助學生掌握學習目標與方向，持續協助教務處進行教務課程架構與

畢業資格審核開發作業，以及建置學分學程認證系統。 

十一、 配合宿舍床位候補規則修正，宿舍管理系統之規則調整作業業已完成

開發作業，現由承辦單位進行測試中。 

十二、 為提升參與年度防災教育學生之相關資料正確性，防災教育資料比對

系統開發作業現正進行中。 

十三、 為擴大服務身心障礙學生，學務系統之網頁無障礙需求開發已完成評

估作業，現正進行系統需求訪談等事宜。 

十四、 協助學務處「學生數位學習歷程檔案系統」與師培處「翻轉教室之雲

端師資培育教學暨學習 app系統」委外建置案之規格書開立、文件審

查及評選作業。 

參、 教學服務組業務   

一、 進行精簡型電腦採購，於公館校區自由上機教室建置示範雲端教室。 

二、 辦理更新 1間電腦教室（公館校區 1間）的採購作業。 

三、 進行於校本部 405教室增置兩台 Mac電腦，以供學生自由上機使用。 

四、 完成更新林口原閒置 E 教室 E 講桌環境，包括行政大樓國 301 和國 304

兩間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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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規劃更新公館校區 1間電腦教室的廣播系統設備。 

六、 進行卡巴防毒軟體續約授權採購。 

七、 進行 Citrix升級維護採購。 

八、 進行 Matlab Control System Toolbox 軟體採購。 

九、 開設 OpenOffice推廣課程。 

十、 進行公館校區電腦教室第一階段 LED燈具裝設，以達節能減碳功效。 

十一、 持續進行三校聯盟有關電腦教室印表系統改善方案。  

十二、 103/10/21 至 104/4/28 教室借用節次計教務處開課 4,690 節，社團

活動 6節，臨時借用 5,183節，進修推廣學院借用 304節，收費借用

154節。 

十三、 103 年 11 月到 104 年 4 月完成電腦諮詢和支援服務計電話及線上諮

詢 62 件；行政單位電腦維護 346 件；校園軟體下載 42,549 次；校

園軟體借用 296 套；林口校區 E 化教室維修支援 111 件；學生印表

服務 25,796頁；軟體雲使用 994人次。 

肆、 網路系統組業務 

一、 校本部機房核心服務已於 103 年 12 月底搬遷至林口新機房，共計搬遷

65 台設備，並持續鼓勵各系將主機移往林口代管，包含海洋環境科技

研究所等，目前已有八個單位申請主機代管服務，共放置 31 台實體主

機和 5 台網路設備。 

二、 雲端虛擬主機平台服務目前共 234 台虛擬主機運行於 11 台實體主機

上，減少各單位實體主機建置並達到節能減碳功效。   

三、 第五階段校園無線網路環境擴充升級作業已於 4 月底完成需求調查，目

前規劃汰換更新公館校區綜合館以及林口校區樂群樓、敬業樓，更新及

擴充數量總計 46 顆基地台，將於 5 月開始進行採購程序作業；此外，

已於 103 年 12 月起在校本部及公館校區提供 5GHz 頻道無線網路服務，

若手持行動裝置或是筆電可支援 5GHz 無線上網，可優先選擇連線 SSID

為 NTNU-5G 之基地台，可享有更穩定的無線網路服務。 

四、 因應近期出國專線電路頻寬(500Mb)大部分時間皆處於壅塞狀態問題，

對內著手重新檢視流量過大用戶，並檢視其必要性，藉以提高出國頻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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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性。另一方面對外則評估調升存取頻寬之可行性以及租用電信業者

寬頻上網服務，並透過對外路由控制方式來嘗試優化及改善。 

五、 為了保護個人資料，已於 103 年 12 月完成電子郵件帳號資料庫之機敏

資料加密作業，將資料庫中的身分證號、電話號碼及郵件地址等個人資

料做加密處理，以降低個人資料被不當使用之風險；此外，為提升電子

郵件儲存效能及方便未來擴充管理，亦同時完成教職員工與學生電子郵

件儲存路徑之分流調整；在 Webmail 方面，配合師大官網改版，於今年

1 月同步修改網路信箱網站，使外觀與師大官網具共通性與整體一致

性，並可隨著不同的瀏覽載具而調整內容的呈現方式。 

六、 教育部電子郵件社交工程演練於 4 月及 9 月進行，已針對新進同仁進行

教育訓練課程，並持續向同仁宣導不要隨意開啟不明信件。 

七、 資訊中心於 2014 年 1 月通過 ISO27001.2013(資訊安全管理系統)改版驗

證，證照持續有效；今年度將配合教育部 105 年度大專校院統合視導作

業，開始建置本校個人資料管理系統，將培訓本校計 20 名同仁取得

BS10012 LA(個人資料管理系統)證照，協助各單位完成個資盤點與風險

評鑑與內部稽核等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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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4 統計本學

期開課, Moodle 1.9 計有 672 位教師/1613 門課程；Moodle 2.8 計有 112

位教師/227 門課程。 

二、 本學期教職員資訊素養研習課程，3 月至 4/21 已完成包含 Excel 函數、

Excel 統計分析、Google 應用(上) (下)、PhotoImpact (上) (下)、Open 

office(上) (下)、電腦平版手機資料共享、Smart apps creator 等課程共 7

個班次，總計 134 人次參加。 

三、 第三階段「公版系所網站」截止 4/10 已完成初步意願調查，總計 10 個

單位申請參與，後續與有意願單位確認建置意願，以利進行網站發包採

購程序。 

四、 完成本校首頁中文版改版並已正式上線；目前進行首頁英文版改版作業

中。 

陸、 應用研發組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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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校整合式人事系統業務開發與建置 

(一) 「線上教育訓練系統」因應公務人員終身學習網資料介接及需求變

更，與人事室進行需求訪談並完成系統修改上線使用之。 

(二) 「建教合作人員資料管理系統」已完成服務證作業、服務證明作業

之使用者端及管理端程式開發，並交付人事室測試完成驗收。人員

基本資料登入、提聘作業與人事室進行需求確認中。 

(三) 「約用人員薪資檢核系統」已完成系統開發並交付業務單位使用

之。 

(四) 「指紋簽到退系統」程式撰寫及測試中。 

二、  校務行政 e化系統服務 

(一) 「總務處出納 e化-所得稅系統」完成所得稅系統分析需求規格書之

第二版，於 104/4/24日交付使用者進行審核，開始進行資料庫設計

中。 

(二) 「核銷案進度管控系統」協助使用者訂定系統功能及與廠商討論技

術細節、協助評估廠商報價合理性。 

(三) 「場地使用狀況管理系統」系統設計、程式開發中。 

(四) 「大學術科考試線上申請複查系統」與教務處進行需求訪談並進行

系統開發建置上線，並結合線上金流系統，總申請人數達 300 人以

上，取代原有人工紙本作業方式。 

(五) 協助體育室利用 Google 的表單、試算表、日曆、App Script 建置

場地預約線上申請作業，取代原有紙本流程，並已試用運行公告之。 

 

三、 全校資料庫盤點業務： 

協助全校資料庫盤點業務，截至 104/4/30已至教務處、學務處、研發處、

師培處、國際事務處、圖書管、資訊中心、人事室、主計室、進修推廣

學院進行系統資料庫訪談及蒐集相關資料庫設計文件與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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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活動組業務 

 一、校長盃 

 (一)壘球賽按往例在平日舉行，已於 3月 16日(星期一)開打，預計 

       6月前結束。 

 (二)羽球賽將於 4月 11日(星期六)打完預賽，複賽與決賽將於 4月 

       27、29日以及 5月 1日進行。 

 (三)排球賽將於 5月 2(星期六)、3日(星期日)舉行，男女組冠亞、 

       季殿賽四場分別於 5月 11、12、13、14四天進行，並且採用電 

       子大表。 

二、水運會 

    第 57屆水上運動會將於 6月 5日(星期五)舉行，4月 28日(星期二) 

已召開第一次幹事部會議，5月 5日(星期二)於體育室會議室召開全 

校行政籌備會議，5月 12日(星期二)召開說明會議，報名時間 5月 8 

日(星期五)至 21日(星期四)，共計 14天。 

三、暑期運動育樂營 

  104年暑期運動育樂營簡章預計於 104年 5月 11日至做完畢並開始 

宣傳，活動時間為 7月 6日至 8月 28日，為期 8個禮拜。 

貳、訓練組業務 

  一、5 月 04 日張校長親臨 104 全大運競賽會場，慰勉本校各代表隊選手

並頒發獎勵金每隊新臺幣 2,000元整。 

  二、103學年度球類聯賽自 2月 28日起開始進行複、決賽。 

  三、完成教育部體育署「104年度補助大專及中等學校籃、排球場地整建

暨購置資本門設備器材實施計畫」申請文件，並備文送出。 

  四、木鐸盃今年假臺東大學舉辦，日期為 5月 19、20日，已完成報名及

前置作業。 

參、場地管理組業務 

 一、校本部體育館支援校內活動如下： 

 （一）4月 18日綜合球場及桌球室支援教育學系「系運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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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4月 19日綜合球場支援東亞、應華、華語系辦理「三系聯合 

         運動會」。 

 （三）4月 25日、5月 16日及 5月 23日綜合球場支援管理學院 EMBA 

        辦理「籃球練習」。 

 （四）5月 7日至 5月 9日綜合球場支援機電工程學系辦理「全國高 

         職學生專題創意製作競賽」。 

 （五）5月 9日體育館四樓支援英語學系辦理「系運動會」。 

 二、校本部體育館校外租借： 

 （一）4月份及 5月份每週二晚間 8~9時大韻律教室，借予校外團體辦

理「Andy運動班」，場租 14,000元。 

 三、校本部校內場地借用線上申請系統已完成，感謝資訊中心於 4月 28日 

     中午完成相關功能建置，可於本室網頁點選校內場地借用進入申請。4 

     月 28日至 5月 8日為宣導期，5月 11日(星期一)零時起啟用。 

肆、游泳館業務 

  一、蒸汽室天花板修繕工程已完成。 

  二、104年暑期游泳班教練甄選工作已完成。 

  三、104年暑期游泳館班簡章已印製完成並發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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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年 3月 9日至 6月 20日止，中午 12時 20分至 13時 20分）。 

二、為提供師生上課、校隊訓練暨教職員生會員安全，室外硬地網球場 4

座，終年日曬雨淋造成部分地面層隆起及大小裂痕現象嚴重，本案委

請廠商已於限期內施作完成，以維護教職員工生運動使用安全。 

三、台北市政府工務局衛生下水道工程處辦理紓流抽水改善等工程，已於

室外排球場上鋪面復舊完成，並同意免費於打球練習牆面重新粉刷綠

色油漆，本案已於 104年 4月 24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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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04 年 1~4 月公館校區假日場地租借收入金額約 82 萬元，比較 103

年同期增加約 18萬元，經營績效成長 25%。 

陸、林口校區體育組業務 

一、104年 4月 14日起至 6月 16日止，每星期二 12：20-13：20於體育

館二 F 大韻律室開辦林口校區教職員工有氧舞蹈運動班，共 10 堂課

及 16名教職員工參加。 

二、「林口校區游泳池深水區及周邊整修工程」預算圖說及施工規範於 104

年 4 月 23 日簽請本校總務處技術規格審查小組審查完成，後續辦理

工程招標作業。 

三、104年 4月 8日起至 6月 25日止每星期四 19：30-21：30體育館借予

校外單位辦理「籃球友誼賽」，場租收入為新台幣 36,000 元(3,000

元/次，共 12次)。  

四、104年 5月 30日(六)13：00-17：00體育館一 F綜合球場借予飛翔足

球隊辦理兒童足球比賽，場租收入為新台幣 5,000 元(5,000 元/4 小

時)。  

129 of 141



114.pdf

103103103103 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 2222 學期學期學期學期【【【【人事室人事室人事室人事室】】】】工作報告工作報告工作報告工作報告    

壹壹壹壹、、、、人事法規人事法規人事法規人事法規    

 一、104 年 4 月 16 日師大人字第 1040010758 號函發布修正本校組織規程

第 9 條、第 12 條、第 22 條、第 23 條、第 24 條、第 25 條、第 26

條、第 26 條之 1、第 29 條、第 31 條、第 34 條、第 54 條條文，並

自 104 年 2 月 1 日生效。 

 二、103 年 11 月 18 日師大人字第 1030035884 號函發布本校「組織規程」

第 1 條、第 7 條、第 18 條、第 36 條、第 41 條、第 58 條修正條文。 

 三、103 年 11 月 26 日師大人字第 1031028761 號函發布修正本校教師評

審辦法第 13 條之 1 附表（計 10 類審查意見表）。 

 四、103 年 12 月 1 日師大人字第 1031029018 號函發布修正本校「教師評

審辦法」第 11 條、第 17 條之 1 條文。 

 五、103 年 12 月 3 日師大人字第 1031029475 號函發布修正本校「校長遴

選組織及運作辦法」第 3 條、第 6 條、第 10 條、第 13 條條文。 

 六、103 年 12 月 31 日師大人字第 1031032511 號書函發布修正本校「約

用人員考評作業要點」，並自 104 年 1月 1日起生效。修正重點如下： 

 （一）為發揮平時考核之效能，明訂平時考核紀錄及獎懲應為年終辦理

考評之重要依據，並明訂獎懲之種類及辦理依據。 

 （二）為使約用考評符合多面向評量制度，且有準據，明訂得考列優等、

不得考列甲等以上及應考列丙等、丁等之條件。 

 （三）本校因業務調整，部分業務有分屬 2 個以上單位督導情形（如專

責導師、聯合辦公室），為落實督導權責，增訂「業務分屬二個以

上單位督導者，其人員之考評，得依協調結果共同辦理之。」規

定。 

 七、本校行政單位、學術單位團體績效考核作業要點及評分標準表修正

案，業提 104 年 4月 29 日學術暨行政主管聯席會報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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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人事任免人事任免人事任免人事任免、、、、遷調遷調遷調遷調    

 一、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新聘專任教師 11 人、約聘教師 6 人、專案教學

人員 2 人、講座教授 8 人、客座人員 1 人、兼任教師 80 人。 

 二、103 學年度第 2學期新聘專任教師報部請頒教師證書案（共 5人）。 

 三、審核103學年度第2學期心輔系鄔佩麗教授等19位休假研究案。 

 四、會辦 104年度科技部核定補助出國短期研究 11 件。 

 五、辦理外籍教師申請工作許可案共6件。 

 六、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新聘專任教師 9 位、約聘教師 6 位、專案教師 2

位，共計 17 位，均已完成敘薪事宜。 

 七、103 學年度第 2學期升等：教授 10 人、副教授 10 人，共計 20 人（其

中著作升等17人、藝術作品升等1 人、體育成就升等1 人、學位升等

1人）。 

 八、辦理 103 學年度留職停薪共計 8888 件（依親 1 件、侍親 2222 件、服役 1

件、育嬰 3333 件、照護子女 1件），另復職 3333 件。 

 九、103 學年度服務傑出教師選拔業於 104 年 4 月 21 日辦理完竣，由體

育學系方進隆教授及機電工程學系吳順德副教授等 2 位獲得殊榮，

並訂於 6 月 5 日校慶典禮頒獎表揚，每位獲獎教師各頒予獎座 1 面

及獎金新臺幣 10 萬元正。 

 十、104 年 4月 7日召開「修正本校聘任專案教學及研究人員試行要點研

商會議」，討論研議本校聘任專案教學及研究人員試行要點及聘任

契約書部分規定修正草案，該修正草案業提學術暨行主管聯席會報

討論通過。 

 十一、104 年 5月 6 日召開兼任教師員額審查會第 6次會議，討論本校各

教學單位 104 學年度兼任教師員額申請案。 

 十二、103 年 11 月 11 日召開第 93 次職員甄審委員會，審議總務處秘書

陞遷、圖書館編審陞遷及總務處技士遴用案；103 年 12 月 18 日召

開第 94 次職員甄審委員會，審議秘書室組長陞遷、總務處組長陞

遷及僑生先修部組員遴用案；104 年 3 月 16 日召開第 95 次職員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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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委員會，審議本校升官等訓練人員名冊、總務處組員及技士遴

用案；104 年 4 月 16 日召開第 96 次職員甄審會，審議總務處專員

陞遷、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編審陞遷、國際事務處秘書遴用及

圖書館秘書陞遷案。 

 十三、103 年 11 月 10 日召開第 47 次約用人員審核小組會議，審議約用

人員員額申請審查案 6 名、新聘約用人員備查案 18 名、約用人員

改聘案 8 名、約用人員考評作業事項修正案、資訊類約用人員升

等作業要點及薪級表修正案；103 年 12 月 17 日召開第 48 次約用

人員審核小組會議，審議本校約用人員 103 年度考評暨 104 年度

續聘案 488 名、資訊類約用人員升等案 2 名、約用人員員額申請

審查案 6 名、新聘約用人員備查案 8 名、約用人員改聘案 4 名、

約用人員敘獎案11名及約用人員陞遷作業增加單位推薦人數級距

案；104 年 2月 10 日召開第 49 次約用人員審核小組會議，審議約

用人員員額申請審查案 7 名、新聘約用人員備查案 14 名、約用人

員改聘案 4 名、約用人員敘獎案 11 名；104 年 4 月 9 日召開開第

50 次約用人員審核小組會議，審議本校學士級以上約用人員陞遷

案 11 名、約用人員員額申請審查案 7名、新聘約用人員備查案 15

名、約用人員改聘案 1 名及資訊類約用人員升等作業要點及薪級

表修正案。 

叁叁叁叁、、、、職員考績職員考績職員考績職員考績 

 一、職員同仁 103 年考績(成績考核)案，經本校 104 年 1月 13 日 103 學

年度考績(核)委員會第 2次會議及同年月 26日 104 年度團體績效考

核小組第 1 次會議審議、校長核定結果如下：受考 182 人(實際受考

186 人，其中 4 人因年度內請娩假不列計受考、甲等人數)，甲等 136

人（74.73%）、乙等 46 人(25.27%) 

 二、約用同仁 103 年考評案，經本校 103 年 12 月 17 日約用人員審核小

組第 48 次會議複評、校長核定結果如下：受考 400 人，優等 15 人

（3.75%）、甲等 285 人（71.25%）、乙等 100 人(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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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肆肆肆、、、、獎勵表揚獎勵表揚獎勵表揚獎勵表揚    

 一、本校音樂學院(音樂學系)講師吳佩蓉榮獲教育部103年度模範教育人

員殊榮，業由教育部頒獎表揚。 

 二、104 年度教育部師鐸獎選拔，本校推薦教育學院(人發系)周麗端副教

授參選。 

 三、104 年資深優良教師獎勵推薦案，經調查計有服務 40 年教師 2 位、

服務 30 年教師 13 位、服務 20 年教師 36 位、服務 10 年教師 18 位，

合計 69 位，經各學院教評會審查通過、校長核定後，已報請教育部

核處。 

伍伍伍伍、、、、身心障礙者進用情形身心障礙者進用情形身心障礙者進用情形身心障礙者進用情形    

        104 年 4 月份本校應進用身心障礙人員為 93 人，實際已進用 94 人，

僅超額進用 1人。 

陸陸陸陸、、、、待遇待遇待遇待遇、、、、公健保及福利公健保及福利公健保及福利公健保及福利    

 一、自 104 年 7 月 1 日起，每小時基本工資修正為新臺幣 120 元，每月

基本工資修正為新臺幣 20,008 元。【勞動部 103 年 9月 15 日勞動條

2字第 1030131880 號公告】 

 二、本校目前參加全民健保人數（含退休人員及眷屬）2,297 人，其中被

保險人 1,326 人，眷屬 971 人。 

 三、參加公保人數 1161 人，104年 3月至 104年 4月辦理公保加保13人、

退保 7 人、變俸 142 人、變更身分 6人、變更基本資料 1人。 

 四、本校配合二代健保實施，103年繳納單位負擔補充保險費新臺幣1,748

萬 6,992 元，本(104)年 1 至 2 月己繳納單位負擔補充保險費 618 萬

7,211 元。 

 五、104 年 3月至 104 年 4月申請各項福利補助計：結婚 1人、生育 1人、

育嬰津貼 2 人、眷喪 5 人、健檢 11 人、子女教育補助 632 人。 

 六、104 學年度教職員工申請子女就讀附屬高級中學國中部，計有 39 名

教職員工合計 40 名子女（1 對雙胞胎）申請，正、備取名冊已報送

完成，附中預計於本年 5 月底前寄發新生入學通知單並辦理後續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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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事宜。    

柒柒柒柒、、、、退休撫卹退休撫卹退休撫卹退休撫卹    

 一、104 年 4 月份本校參加退撫基金人數共計 1,124 人：教育人員 921 人、

公務人員 199 人、教官 4 人。 

 二、103 年 12 月至 104 年 4 月份加入退撫基金 20 人、退出退撫基金 26

人、兵役年資補繳退撫基金 4 人、離職申請發還退撫基金 2 人、俸

點變更 117 人。 

 三、103 年 12 月至 104 年 4 月份退休教師 6 人、退休職員 8 人、退休約

用人員 1 人、職員撫卹 1 人、駐衛警撫慰 1 人、退休人員遺族撫慰 6

人。 

 四、103 年 12 月至 104 年 4 月份辦理補發退休證 1 人、恢復領受月退休

金 1 人、變更領卹遺族及代表 1 案、早期退休支領一次退休金生活

特別困難之退休公教人員照護 1 人。 

 五、辦理 103 年度下半年本校墊付舊制年資退撫給與之撥款歸墊申請事

宜，共計新臺幣 2億 112 萬元。 

 六、辦理發放本校 104 年度第 1期舊制年資退撫給與:退休公務人員月退

休金90人次；遺族月撫慰金4人次退休教育人員月退休金717人次；

遺族月撫慰金 105 人次，墊付發放金額共計約 1 億 8,640 萬元。 

 七、辦理發放本校103年度退休人員及因公撫卹遺族年終慰問金30人次，

計約新臺幣 90 萬元。 

 八、辦理發放本校 104 年度退休人員及撫卹遺族春節慰問金每人新臺幣

2,000 元，共計核發退休教師(含遺族)524 人次及退休職員 193 人次，

計約新臺幣 143 萬元。 

 九、辦理本校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兼任教師投保勞保及健保並提繳勞退

金通知事宜，續保人數計 254 人、通知新加保人數計 138 人、不須

納保人數計 270 人(含已參加公保及不支鐘點費者)。 

  十、參與教育部人事處 104 年度「建置全國公教人員退休撫卹整合平臺」

工作圈，配合系統廠商開發進度，協助完成「建置全國公教人員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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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撫卹整合平臺」及「公教人員退休撫卹試算系統」之功能測試及

驗收確認工作。    

捌捌捌捌、、、、訓練進修訓練進修訓練進修訓練進修    

 一、本校行政人員目前進修碩、博士學位者計有 38 人(其中有 16 名為約

用人員)。 

 二、本校 103 年度行政人員教育訓練共計辦理 8 堂(16 小時)訓練課程，

總計有 789 人次參訓、平均滿意度 92.5%。並辦理中高階人員研習

班、新任主管研習營、主管共識營等活動。 

 三、本(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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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班別、81 人次，並依規定補助訓練費用或給予公假，共計

已補助 228,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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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班別、26 人次。 

 四、104 年度行政人員訓練實施計畫本年度規劃訓練重點區分為校級課程、

單位學習及個人學習三大類: 

訓練類別 規劃內容 說    明 

校級課程 政策性課程、職能

培訓 

除賡續辦理政策性及一般職能培訓課

程外，並規劃中高階研習班、校務行

政系統研習班、境外學生行政及輔導

人員訓練、新任主管訓練、主管領導

訓練等課程。 

單位學習 標竿學習、專業訓

練、讀書會…等 

1.由各單位視業務需要自行辦理。 

2.標竿學習或專業訓練每年辦理至少

8小時以上，讀書會1小時以上。 

個人學習 數位學習 每人每年應修讀至少20 小時以上。

(新進人員試用期間須修讀指定課程6

堂) 

語文能力、自我成

長 

鼓勵同仁參加語文檢定、專業訓練及

在職進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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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本年度行政人員赴國外標竿學習案，業奉批參訪韓國首爾地區，並

簽奉核准由鄭副校長帶隊，相關單位派 1 人參訪，並以組長以上人

員為原則。    

玖玖玖玖、、、、建教合作計畫人事管理建教合作計畫人事管理建教合作計畫人事管理建教合作計畫人事管理    

  本校建教合作計畫人員於 103 年 10 月 28 日至 104 年 5 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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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8 11 21 

專任助理 158 140 302 128 

拾拾拾拾、、、、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銓敘部書函略以，擇（兼）領月退休金之人員再任由政府編列預算支

給(含部分或全額補助，亦不論其機關或組織型態)並實際從事全職性

工作者，應依公務人員退休法規定，停止領受月退休金及停辦優惠存

款。(銓敘部 104 年 2 月 4 日部退五字第 1043931654 號書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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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學年度第 2學期【主計室】工作報告 

 

壹、103 年度決算報告 

一、收支餘絀情形： 

(一)103 年度決算總收入 51.25 億元，總支出 52.96 億元，以上收支相抵，

產生短絀 1.71 億元，較預算短絀 1.63 億元，增加 0.08 億元。 

(二)短絀增加之主要原因，係電子計算機軟體服務費、計時與計件人員

酬金，以及林口校區新建工程完工致折舊等費用較預計增加所致。 

(三)本期短絀如加計無實質現金流出之折舊攤銷費用 5.29 億元後，則為

賸餘 3.58 億元。 

二、資本支出執行情形： 

103 年度法定預算數 3.22 億元，加計 102 年度保留數 0.77 億

元，合計可用預算數為 3.99 億元，決算實際執行數 3.26 億元，執

行率 81.90％，主要係房屋及建築工程進度落後所致。落後原因摘述

如下：  

 (一)文化生活館新建工程：廠商未及時提送計價資料及履約爭議調解中。 

(二)泰順街 38 巷 10 號新建工程：因前廠商拒不履約致建築執照逾期失

效，嗣於 103 年 8 月取得建照後重新辦理招標，惟經二次招標均無

廠商投標。 

(三)泰順街 60 巷 28 號新建工程：主要係使用執照申請進度落後。 

(四)羅斯福路二段 77 巷 26 號新建工程：主要係經二次招標均無廠商投

標，致工程進度落後。 

(五)圖書館校區美術館與多功能活動中心新建工程：主要係建築師申請

建照作業延遲，致進度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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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學年度第 2學期【環境安全衛生中心】工作報告 

一、環境保護 

    (一)實驗室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管理 

  1.完成實驗室毒性化學物質無預警測試，測驗實驗室學生災害通報、防 

護具穿戴及洩漏處理等應變能力。(103.12.9、12.30) 

2.公館校區為毒性化學物質大量運作場所，完成 38間相關系所毒性化學 

   物質運作實驗室先前輔導訪視作業，並於 5月 4日順利完成臺北市環 

保局訪查工作。 

      3.本校擔任臺北市環保局「臺北市毒性化學物質聯防組織」南區組長， 

持續協助組織成員，計有 123間學校及廠家之資料審核。(104.5) 

 

    (二)實驗室有害事業廢棄物清理 

1.完成三校區實驗室產出有害事業廢棄物之清運及網路聯單申報，103年

11月至 104年 4月間，清運實驗廢液 4,520公斤、生物醫療廢棄物 2,811

公斤。 

      2.完成 104年度實驗廢液委外處理合約。(103.12) 

      3.完成校本部「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變更，增加 2個生物醫療廢棄

物清運代碼及清運地點。(104.1) 

               

    (三)環境教育 

      1.獲得行政院環保署補助「104年下半年環境節日及其他環境教育相關活 

        動計畫大專院校及民間團體辦理環境教育」計畫，經費新臺幣 27萬元。 

        (104.3.3) 

      2.舉辦｢《看見台灣》紀錄片放映暨齊柏林導演座談會｣，齊柏林導演至 

        現場與聽眾互動反應熱烈，活動圓滿順利。(104.3.24) 

      3.擔任本校環境教育機構認證申請之全職環境教育人員。(104.4)  

           

    (四)綠色大學 

      1.本校綠色大學推動委員會業務自 2月 1日起由秘書室移交環安衛中心 

        辦理，並列入本中心 104年度行政管考案件。(1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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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召開本校「綠能大學評比指標討論會議」。(104.4.20) 

      3.召開本校第 5次「綠色大學推動委員會議」。(104.4.28) 

 

二、實驗室安全衛生管理 

    1.完成實驗室臨廠健康服務，於 103年 11月至 104年 5月間共辦理 4次，

進行教職員健康訪談 20 位及實驗室現場訪視 26 間，並將缺失項目供系

所參考改善，及追蹤改善情形。(103.11.20、104.1.22、3.26、5.7) 

    2.召開 103年度第 2次「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委員會」會議，並持續追蹤 

      會議決議執行情形。(103.12.25) 

    3.為「國立臺灣大學聯盟」環安衛檢測儀器支援事宜，製作國立臺灣大學 

      聯盟環安衛檢測儀器支援單及明細表，供三校參考使用。(104.3) 

    4.完成勞動部「全國職場安全健康週實施計畫」資料填復。(104.4) 

    5.完成 104年度上半年實驗室各類危險機械及設備資料更新調查。(104.4) 

 

三、實驗室游離輻射防護管理 

    1.完成系所年度輻射安全偵測及申報。（103.11） 

    2.完成游離輻射操作人員特殊健康檢查事宜。(104.5.4-5.8) 

   

四、能資源管理 

    1.召開計 11次節能工作小組會議。(11/6至 5/5) 

    2.召開 104年第 1次校園節能委員會。(104.1.7) 

    3.完成「宿舍節能措施獎勵計畫」案。(104.4.5) 

    4.獲得教育部補助「教育部補助高級中等以上學校校園能資源管理及環境 

      安全衛生計畫」新臺幣 20萬元整。(104.4) 

    5.完成全校 1,100台節能循環風扇安裝及測試，使用單位回應效果良好， 

      並辦理增購 300台。(104.1-104.5) 

    6.參加教育部舉辦「103年度創新應用獎評比」進入複審階段，辦理評審委 

      員蒞校審查之簡報，及回復審查意見。(104.4.23) 

    7.參加經濟部「104年節約能源績優獎」活動案申請。(104.4.30) 

    8.辦理飲水機溫度調節節能措施。(104.4-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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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學年度第 2學期【附屬高級中學】工作報告 
壹、教師教學 

一、專案計畫 

  (一）執行教育部教師專業發展評鑑計畫，本年度教師獲初階證書 8張，進 

         階證書 63 張。 

 （二）申請 104年科技部高瞻計畫、教育部均質化、優質化學校經營特色領 

         航計畫，皆順利通過，獲得經費補助。 

  二、教師榮譽 

       盧裕鵬、張荊壢、李柏翰老師榮獲臺北市第 48屆中小學科學展覽會優良 

指導教師。    

 三、實習輔導 

     母校各系於 2月至 5月至校集中試教，計 13系 261名學生。附中 13學 

     科 101位教師擔任實習輔導教師。   

貳、學生活動 

一、競賽表現 

 （一）學術類： 

  1.代表台北市參加「103學年度全國數理及資訊學科能力競賽」共獲數學二

等獎、物理三等獎、化學三等獎、生物三等獎、地科二等獎、資訊一等獎。 

2.參加「2015年臺灣國際科學展覽會」，三件作品獲獎：數學科作品〈一刀 

  兩斷〉獲大會獎三等獎。化學科〈經由有機催化之成環加成反應合成四氫 

    (口比) 喃系統衍生物〉獲大會獎四等獎。地科〈探討單擺週期與潮汐.   

    月地相對位置之關係〉獲女性地質學家協會獎。 

  3.參加臺北市第 48屆科學展覽會成績優異：(1)化學科〈一「碳」究竟〉 (特 

    優) (2)生物科〈水稻抗逆境基因 SAPK9之研究〉 (特優、團隊合作獎) (3) 

      地球科學〈對流胞狀雲的實驗模擬〉(特優) (4)物理科〈阿不就好會轉  

      -- 蜂蜜線圈〉 (獎項:優等、研究精神獎) (5)國中組化學科〈看我的厲   

     害-快速簡易測定反應速率〉。(佳作、團隊合作獎) (6)國中組生物科〈小 

     菌立大功-利用微生物肥料促進植物生長〉。 (佳作、鄉土教材獎)。 

    4.1375班李明臻、王英齊、劉品蘭同學參加「2014年第20屆遠哲科學趣味 

競賽」榮獲東區最佳創意獎。 

  (二)音樂類： 

    1.音樂班學生參加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團體組成績優異：高中A組鋼琴三重奏    

      榮獲優等第二名，木管五重奏榮獲特優第二名，國中A組鋼琴三重奏榮獲 

      優等第一名，弦樂四重奏榮獲特優第二名。 

    2.103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混聲合唱-優等，管樂合奏-特優，弦樂四 

      重奏-優等，鋼琴五重奏-優等，國樂合奏-優等，打擊樂合奏-特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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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學生活動 

    (一)2月27日舉辦第二屆冬樂賞演唱會，活動圓滿落幕，票房及義賣帽T收 

        入共所獲盈餘收入25萬7千1百元，已捐贈喜憨兒基金會。 

    (二)3月27日舉辦75屆畢業舞會Dream’era。活動順利結束。 

    (三)4月11日為本校第68週年校慶。教育部吳思華部長、國教署吳清山署 

長、母校張國恩校長皆蒞臨盛會。除舉辦園遊會外，同時進行創意隊 

呼、啦啦隊比賽，社團靜態展等活動。校友並舉辦畢業30週年之「三 

十回坿」活動，一同慶祝師大附中68週年生日快樂。 

  (四)4月 24日(五)新光集團暨遠流集團贈書予本校圖書館。出席貴賓為新 

      光金控吳東進董事長、前監委吳豐山先生、遠流出版王榮文董事長。 

參、校園營造 

  一、本校多項工程完成驗收：技藝館二樓未來教室新增設備工程、新民樓 

      及中正樓無線網路更新設備、機器人基礎實作課程模組化機器人採購、 

教學教室單槍投影機採購、創意設計與製作課程設備採購、英聽廣播系 

統暨中興堂舞台吊具系統修護設備採購第一期設備。 

  二、「體育教學館（教學游泳池）新建工程」已於103年12月26日獲國教署來 

      函通知完整設計審議通過。並於4月13日送都市設計審議。 

  三、校史室自104年4月11日起開放參觀，校慶當日，教育部吳思華部長、國 

      教署吳清山署長、多位友校校長及附中校友蒞臨參觀。  

  四、4月22日國教署吳清山署長蒞校訪視，並與學生深入座談，應允補助更新 

      本校視聽設備經費。 

肆、國際交流 

  一、3月 5日與日本山形縣立米澤興讓館高等學校簽訂姊妹校。 

  二、上海師範大學研究生 11位，自 3/9至 5/29止，每周一、三在本校實習。 

  三、3月19日接待澳門培正中學英文教師參觀英語教學。 

  四、3/21-3/27日本關西大學中等部交換學生參訪國中部，由211張奇硯、216 

      陳薇安、218林書安同學的家庭負責接待。 

  五、3月23日及26日接待澳門培華中學校長、副校長及行政組長、教師等人蒞 

      校參訪，了解本校「教師專業發展」辦理情形。 

  六、美術班與台北美國學校學生美術作品交流活動，於 4月 10至 22日在美 

      國學校 C棟 4樓藝術走廊展出。同學反應熱烈，活動成效良好。 

  七、4月 23日上海大學副校長率領行政團隊及美術學院教授蒞校參訪，了解 

      本校美術教學及藝術生活學科中心運作情形。 

  八、5月 1日杏陵基金會晏涵文教授陪同澳門教育暨青年局性教育觀摩交流團 

     蒞校參訪，由本校黃淑娟老師擔任性教育教學演示，並進行交流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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