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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行政單位 

校長                                              黃秀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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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賴秋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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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學術單位 

教育學院                                         

教育學院院長                                      黃宗顯 

教育學系主任                                      陳海泓 

特殊教育學系主任                                  何美慧  

幼兒教育學系主任                                  李萍娜 

體育學系主任                                      陳耀宏 

諮商與輔導學系主任                                劉明秋 

 

人文與社會學院   

人文與社會學院院長                                林登順 

臺灣文化研究所所長                                戴文鋒 

行政管理學系主任                                  余明助 

文化與自然資源學系主任                            張伯宇 

國語文學系主任                                    張惠貞 

英語學系主任                                      許綬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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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學院 

理工學院院長                                      楊文霖                                                  

機電系統工程研究所所長                            林大偉 

電機工程學系主任                                  白富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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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科學系主任                                    呂英治 

資訊工程學系主任                                  李建樹 

經營與管理學系主任                                劉子歆  

 

環境與生態學院 

環境與生態學院院長                                黃鎮江 

生態科學與技術學系主任                            鄭先祐 

綠色能源科技學系主任                              張家欽 

生物科技學系主任                                  張德生 

 

藝術學院 

藝術學院院長                                      李德淋 

音樂學系主任                                      侯志正  

美術學系主任                                      林美吟 

動畫媒體設計研究所所長                            黃瑞菘                                  

戲劇創作與應用學系主任                            王婉容 
 

 

參、中心單位 

教學與學習發展中心主任                            吳昆壽 

校友服務中心主任                                  林懿貞 

通識教育中心主任                                  陳居毓 

電子計算機中心主任                                陳宗禧 

輔導中心主任                                      蔡麗芳 

師資培育中心主任                                  許誌庭 

特殊教育中心主任                                  楊憲明 

視障教育與重建中心主任                            林慶仁 

創新育成中心主任                                  蔡昆宏 

語文中心主任                                      蔡玲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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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副校長室  

壹、單位基本資料  

本室現置有學術副校長 1 名，校聘組員 1 名（秘書室支援）。 

 

貳、議事方面 

一、重要會議 

（一）「跨領域學分學程協調會議」（102.08.20） 

（二）代理校長主持「102 學年度師培獎學金甄選委員會會議」（102.08.27） 

（三）「102 年度節約能源推動小組會議」（102.09.18） 

（四）「102 學年度師資培育精緻特色發展計畫分項計畫 D 工作會議」，共計 6 次

（102.10.04、102.11.07、103.01.10、103.03.26、103.04.24、103.05.29）。 

（五）「校聘心理師面試」（102.12.03）。 

（六）「103 年度各單位經常門預算分配初審會議」共計 2 次（102.11.26、

103.04.09）。 

（七）「102 學年度職員甄審委員會」，共計 4 次（102.09.23、102.11.06、103.03.13、

103.03.26）。 

（八）「102 學年度校務會議提案與法規審議委員會議」，共計 2 次（102.11.06、

103.03.31）。 

（九）「102 學年度本校教育部第 6 屆全國傑出通識教育教師獎參選代表遴選會

議」（103.03.26）。 

（十）「102 學年度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共計 6 次（102.10.28、102.12.06、

103.01.21、103.05.07、103.06.18、103.07.23）。 

（十一）「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提案之會前會」（102.12.02）。 

（十二）「102 學年度職員考核獎懲委員會議」，共計 6 次（102.08.27、102.10.16、

102.11.15、102.11.22、103.01.03、103.02.24）。 

（十三）代理校長主持「102 學年度主管會報」，共計 2 次（102.12.02、103.04.21）。 

（十四）「宿舍及校舍整修招標評審會」（103.04.09）。 

（十五）代理校長主持「102 學年度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議」（103.04.09）。 

（十六）代理校長主持「103 學年度教育部補助師資培育精緻特色發展計畫申請

籌備會議」（103.04.09）。 

（十七）「103 年度國立臺南大學技術審查委員會」（103.04.17）。 

（十八）代理校長主持「102 學年度教育學程甄試委員會」（103.0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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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電子計算機中心資訊安全管理審查會議」，共計次（102.11.08、

103.03.26）。 

（二○十）代理校長主持「103 學年度轉學生暨進修學士班招生會議」

（103.04.25）。 

（二十一）代理校長主持「103 學年度外國學生第一梯次申請入學審查會議」

（103.05.14）。 

（二十二）「臺南市教育人員研究發表積分審查說明會議」（102.10.02）。 

（二十三）「102 學年度內部控制專案小組會議」共計 2 次（102.09.24、103.05.22）。 

（二十四）「102 學年度通識教育委員會」共計 2 次（102.10.11、103.05.02）。 

（二十五）代理校長主持「教育部雲嘉南區域教學資源中心 102 學年度實地訪評

暨邁向教學卓越輔導諮詢會議」，共計 2 次（102.12.31、103.04.23）。 

（二十六）代理校長主持本校「轉學考試放榜會議（音樂系）」（103.01.21）。 

（二十七）代理校長主持本校「就業培力卓越計畫管考會議」（103.05.26）。 

（二十八）代理校長主持「102 學年度講座教授評審委員會議」（103.06.23）。 

（二十九）「103 年度貴重儀器管理委員會」（103.03.05）。     

（三○十）代理校長主持本校「102 學年度教育部補助師資培育之大學精緻特色

發展計畫工作會議」（102.12.25）。 

（三十一）代理校長主持本校「教育實習審議小組會議」 （102.12.25）。 

（三十二）代理校長主持本校「師資培育委員會」（102.12.25）。 

（三十三）「本校研究生出國參加國際研討會（含展覽、表演）補助複審審查會

議」 （103.07.04）。 

（三十四）「本校個人資料保護推動委員會議」（103.06.06）。 

（三十五）「大專校院強化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處理原則（草案）」

師生座談會」（103.05.22）。 

（三十六）「103 年度教育實習績優獎校內評選會議」（103.04.28）。 

（三十七）「電子計算機中心教育體系資通安全管理規範發證稽核會議之起始會

議、總結會議」，共計 2 次（103.05.21、103.05.22）。 

（三十八）「103 精緻師培計畫申請分項計畫 B 之提案討論」（103.03.21）。 

（三十九）「103 年度優良教育人員審查會議」（103.03.14）。 

（四○十）「本校交換學生來校就讀甄選暨交換學生出國獎學金審查會議」

（103.04.30）。 

（四十一）「本校校長遴選辦法研議小組會議」（102.12.25）。 

（四十二）「榮譽中心耐震技服評審會議」（103.02.19）。 

（四十三）「委外業務（警衛保全）期末報告會議」（102.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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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四）代理校長主持「教師證審查加科登記審查會」（102.10.07）。 

（四十五）代理校長主持「102 學年度行政會議」，共計 2 次（102.10.16、

102.12.18）。 

（四十六）「春節團拜籌備會」（102.10.23）。 

（四十七）代理校長主持「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校外專業實習委員會議」

（102.10.23）。 

（四十八）代理校長主持「104 學年度系所規劃小組審查會議」（102.10.23）。 

（四十九）「102 年度推動業務委託民間辦理專案小組會議」（102.10.23）。 

（五○十）代理校長主持「103 年國外及大陸地區出國參訪暨教育展行程規劃會

議」（102.10.23）。 

（五十一）「本校交換學生來校就讀補助暨交換學生出國甄選複審審查會議」

102.11.13）。 

（五十二）代理校長主持「102 學年度教學績優教師審議委員會」（102.11.13）。 

（五十三）「本校 102 年優良導師評選會議」（102.11.22）。 

（五十四）「102 學年度學校衛生委員會議」，共計 2 次（102.11.27、103.03.12）。 

（五十五）代理校長主持「102 學年度外國學生第二梯次申請入學暨 103 學年度

招生簡章審查會議」（102.12.02）。  

（五十六）「新制半年教育實習輔導學分費調整討論會議」（102.12.09）。 

（五十七）「102 學年度特定捐助獎勵學生國際性專業競賽及展演審查會議」

（102.12.09）。 

二、重要活動 

（一）出席學生會幹部訓練開幕式（102.08.24）。 

（二）偕同師資培育中心拜會高雄市教育局（102.09.10）。 

（三）代理校長主持本校「102 學年度新生始業輔導（研究所）開幕式」活動    

（102.09.12）。 

（四）出席本校「102 學年度學生自學團體分享會暨成果展」活動（102.10.02）。 

（五）主持本校「企業參訪暨半導體產學推廣論壇」活動（102.10.18）。 

（六）代理校長主持「高中英語聽力測驗」，共計 2 次（102.10.19、102.12.14）。 

（七）主持「精緻師培特色計畫~增進日常英語文知能研習- Yes. I Do     

Communicate in English.」（102.10.25） 。 

（八）主持本校「2013 全國電信研討會開幕式」（102.11.15）。 

（九）出席「陳輝東校友畫展」（102.11.16）。 

（十）出席「南部地區能源學者座談會」（102.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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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出席文化與自然資源學系辦理之「大眾史學與在地文化書寫工作坊開幕

式」（102.12.13）。 

（十二）出席忠孝國中校慶典禮（102.12.27） 。 

（十三）出席「2014 工程及科技教育校院長論壇」（103.01.15） 。 

（十四）代理校長主持「學科能力測驗」（103.01.18~103.01.19） 。 

（十五）出席「小太陽服務性社團三服國小營隊開幕式」（103.01.22） 。 

（十六）代理校長主持「本校 77 級校友會」活動（103.01.24）。 

（十七）主持行政管理學系辦理之「2014 第九屆海峽兩岸組織行為與人才開發

學術研討會閉幕式」活動（103.03.15）。 

（十八）出席南部科學園區產學協會理監事聯席會（103.03.28）。 

（十九）出席臺南就業博覽會開幕活動（103.05.17）。 

（二○十）主持「精緻師培特色計畫分項計畫 D 之成果發表會」（103.05.21） 。 

（二十一）代理校長主持「與大陸麗水學院簽約儀式」（103.05.29） 

（二十二）出席教務處樂齡大學期末成果展開幕式活動。（103.06.13） 

（二十三）出席師資培育中心辦理之第一屆師資培育精緻特色發展研討會暨成果

展開幕活動、專題演講 （103.06.13）。 

（二十四）出席忠孝國中畢業典禮活動（103.06.16）。 

（二十五）代理校長出席南大附小幼兒園畢業典禮活動（103.06.21）。 

（二十六）出席馬里蘭高等教育會議（103.06.24）。 

（二十七）主持「大學入學指定科目考試」（103.07.01 -103.07.03）。 

 

參、年度重要工作 

一、外賓參訪 

（一）接待內蒙古大學巴特爾教授蒞校參訪（102.12.16）。 

（二）接待北伊諾大學洪教授蒞校參訪（102.12.23）。 

（三）接待馬里蘭陶森大學師長蒞校參訪（103.06.23）。 

二、出國訪問 

至韓國參訪及出席 2014 亞太教育年會 （103.03.16-103.03.20）。 

三、其他  

（一）參加南方領袖教育學院「全球經濟情勢對臺灣的對策」演講活動

（102.09.13）。 

（二）參加清華大學辦理之 102 年度全國大專校院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座談會

（102.0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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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副校長室  

壹、單位基本資料  

本室現置有行政副校長 1 名，秘書 1 名（秘書室支援）。 

 

貳、議事方面 

一、主持｢經營與管理學系校聘組員甄選會議｣（103.04.08）。 

二、主持｢102 學年度第 5 次職員甄審委員會｣（103.04.09）。 

三、主持｢102 學年度第 6 次職員甄審委員會｣（103.04.14）。 

四、主持｢103 年度教職員自強活動第一次籌備會議｣（103.04.14）。 

五、主持｢學生餐廳招商審查會議｣（103.04.30）。 

六、主持｢校務基金提案審查會議｣（103.05.06）。 

七、主持｢校友樓細部設計審查會議｣（103.06.17）。 

八、主持｢師資培育中心教檢教甄輔導會議｣（103.06.17）。 

九、主持｢學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組員甄選初審會議｣（103.06.23）。 

十、主持｢103 年度教職員自強活動第二次籌備會議｣（103.06.24）。 

十一、主持｢102 學年度第 7 次職員甄審委員會｣（103.06.27）。 

十二、主持｢116 週年校慶第三次工作小組會議｣（103.06.30）。 

十三、主持｢102 級畢業典禮精進會議｣（103.06.30）。 

十四、主持｢103 年度教職員自強活動第二次籌備會議｣（103.07.14）。 

十五、主持｢總務處出納組助理員甄選初審會議｣（103.07.16）。 

十六、主持｢102 學年度第 8 次職員甄審委員會｣（103.07.24）。 

 

參、年度重要工作 

一、參加｢教育部國立大專校院分校分部園區校區計畫開發進度控管第 6 次會

議 ｣（103.03.25）。 

二、參加｢新一代設計展開幕式｣（103.05.16）。 

三、參加｢2014 放視大賞開幕典禮暨第三屆第二次理監事會議｣（103.05.23）。 

四、參加｢校友陳泰元 80 傘壽全台巡迴展開幕式｣（103.06.14）。 

五、參加｢台南市南寧高中畢業典禮｣（103.06.16）。 

六、參加｢台南市建興國中畢業典禮｣（103.06.17）。 

七、參加｢台南市建功國小畢業典禮｣（103.06.18）。 

八、參加「本校七股校區公共設施工程案執行進度協調會」（103.06.27）。 

九、參加｢校友林智信藝術創作展開幕式｣（103.06.28）。 

十、擔任 103 學年度大學指定科目考試分區主任（103.07.01-103.0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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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 

壹、單位基本資料 

本處置教務長 1 名，共設 5 個組，分別為教學業務組、學籍成績組、企

劃組、研究生教務組及進修推廣組。教師兼任組長 3 名、專任組長 2 名共 5

名，計有秘書 1 名、編審 1 名、組員 6 名、校聘組員 2 名、臨時人員 3 名、

全職工讀生 2 名。 

 

貳、議事方面 

一、教務會議 

（一）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務會議（102.11.06）。 

（二）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務會議（103.03.26）。 

二、課程規劃委員會議 

（一）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共召開 1 次課程規劃委員會議（102.10.30）。 

（二）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共召開 2 次課程規劃委員會議（103.03.12、

103.06.04）。 

三、教務處（中心）教評會 

（一）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務處（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議（103.01.15）。 

（二）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務處（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議（103.06.09）。 

四、講座教授評審委員會議 

（一）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講座教授評審委員會議（103.01.23）。 

（二）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講座教授評審委員會議（103.06.23）。 

五、新增系所及招生總量規劃會議 

（一）103 學年度新增系所規劃小組審查會議（102.10.23）。 

（二）104 學年度招生名額總量暨系所招生人數調整會議（103.05.28）。 

六、各項招生委員會議 

（一）碩士班招生會議 

1.103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入學招生委員會議（102.08.01）。 

2.103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入學招生初試放榜會議（102.10.30）。 

3.103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入學招生放榜會議（102.11.14）。 

4.103 學年度碩、博士班第一次招生委員會會議（102.11.01）。 

5.103 學年度碩士班初試放榜會議（103.03.19）。 

6.103 學年度碩士班招生複試放榜會議（103.0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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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博士班招生會議 

1.103 學年度博士班招生初試放榜會議（103.05.07）。 

2.102 學年度博士班招生複試放榜會議（103.05.21）。 

（三）轉學生、進修學士班招生會議 

1.103 學年度轉學生、進修學士班招生委員會議（103.04.25）。 

2.103 學年度轉學生、進修學士班放榜會議（103.07.23）。 

（四）甄選入學招生會議 

1.103 學年度大學甄選入學招生委員會議（103.04.22）。 

2.103 學年度四技二專甄選入學招生委員會議（103.06.25）。 

（五）碩士在職專班招生會議 

1.103 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第一次招生委員會議（102.11.01）。 

2.103 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招生放榜會議（103.04.28）。 

（六）外國學生招生放榜會議 

1.102 學年度外國學生招生第二梯次放榜會議（102.12.02）。 

2.103 學年度外國學生招生第一梯次放榜會議（103.05.14）。 

（七）進修推廣招生放榜會議 

1.103 年度「國民小學教師加註輔導專長 26 學分班」（103.04.17）。 

2.103 年度「國民小學教師加註英語專長 26 學分班」（103.05.06）。 

七、其他 

（一）召開 101 年度系所追蹤評鑑第 4~11 次籌備會議（102.09.09、

102.10.14、102.11.11、102.12.23、103.01.06、103.02.10、103.03.03、

103.04.28）。 

（二）召開 2014 南大系所博覽會籌備會議（103.03.12）。 

（三）召開 6 次 102 學年度師資培育精緻特色發展計畫分項計畫 B 工作

會議（102.08.06、102.11.22、102.12.20、103.01.20、103.02.25、

103.06.03）。 

（四）辦理 102 學年度師資培育精緻特色發展計畫子計畫 B3-提升師資生

補救教學能力工作坊（103.01.11、103.01.12）。 

（五）辦理 5 次 102 學年度師資培育精緻特色發展計畫子計畫 B3-補救教

學焦點座談會。（102.12.11、103.01.20、103.02.27、103.03.26、

103.04.30） 

（六）召開 2 次就業培力卓越計畫第 1 年子計畫 A 工作會議（102.10.16、

102.11.27） 

（七）召開「獎勵教師研發 E 化教材補助」審議會議（102.10.21）。 

（八）召開 102 學年度遠距教學課程規劃會議（102.10.21、103.0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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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召開 102 學年度多益測驗輔導課程會議（102.09.27、103.03.03）暨

多益測驗輔導課程檢討會議（103.02.12、103.07.15）。 

（十）召開 102 學年度入學新生獎勵審查會議（102.08.20）。 

（十一）召開 102 學年度新生家長座談會籌備會議（102.08.20）。 

（十二）召開 102 學年度各學系新生入學分發成績分析說明會

（102.09.04）。 

（十三）召開 103 學年度大學部學生轉系審查會議（103.07.29）。 

（十四）召開 102 學年度「推廣教育開班計畫審查會議」（103.08.06） 

 

參、年度重要工作 

一、教務長室 

（一）召開 101 年度系所追蹤評鑑籌備會議及辦理評鑑當日相關事宜。 

（二）103 學年度碩士班入學考試命題工作協辦事宜。 

（三）召開 102 學年度教務會議、教務處中心評審委員會議及講座教授評

審委員會議。 

（四）辦理 2014 南大系所博覽會暨優質高中校長高峰論壇。 

（五）辦理新增系所規劃小組審查會議。 

（六）辦理 102 學年度師資培育精緻特色發展計畫相關活動、經費核銷暨

結案報告之撰寫。 

（七）辦理就業培力卓越計畫子計畫 A 第 1 年相關活動、經費核銷暨成

果表單上傳作業。 

（八）協助臺灣教育大學系統辦理「臺湛師生夏令營」活動，事前聯繫、

辦理證件及交通等相關事宜。 

（九）編印各學系中英文簡介。 

（十）印製招生用宣導品，包括 L 夾、提袋、拉鏈袋以及標籤筆等。 

（十一）配合秘書室、主計室等各單位彙整本處資料。 

（十二）教務處新聞稿發佈。 

二、教學業務組 

（一）規章修訂 

1. 102 年 11 月 6 日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務會議，修正通過「國

立臺南大學教師授課時數及支給超支鐘點費辦法」、「國立臺南大

學學程設置辦法」。 

2. 102 年 11 月 6 日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務會議及教育部 102 年

12 月 12 日臺教高（二）字第 1020183957 號函備查，修正通過「國

立臺南大學暑期開班授課實施辦法」。 

3. 103 年 5 月 21 日 102 學年度第 7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國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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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大學臨床教學實施要點」。 

（二）院系所增設、調整案 

1.103 學年度核定： 

（1）增設案：「應用數學系碩士在職專班」、「音樂學系碩士在職

專班」。 

（2）更名案：「美術學系」更名為「視覺藝術與設計學系」，各學

制班別同步更名。 

（3）停招案：「應用數學系數學科教學碩士班」、「國語文學系國

語文教學碩士班」、「英語學系進修學士班」。 

2.104 學年度申請： 

（1）增設案：「體育學系碩士在職專班」、「視覺藝術與設計學系

碩士在職專班」、「經營與管理學系高階管理碩士在職專

班」、日間學制學士班「動畫媒體設計學系」（以擴增名額總

量及請增師資員額方式申請）。 

（2）更名案：「台灣文化研究所碩士班」更名為「臺灣文化研究

所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同步更名。 

（3）停招案：「音樂學系音樂科教學碩士班」、「體育學系體育科

教學碩士班」。 

（4）調整案：音樂學系日間學制碩士班由 3 組調整為不分組。 

3.完成教育部104學年度大學校院增設調整院系所學位學程及招生

名額總量發展提報作業（103.7.11）。 

（三）提升教學品質及持續申請各項計畫案 

1.為增進教學品質，更換教室投影機布幕 1 組計 6,781 元；電腦螢

幕 20 台計 5 萬 7,000 元；鵝頸麥克風 2 支計 3,100 元；粉筆及板

擦計 1 批計 1 萬 2,110 元；數位 E 化講桌 1 組計 4 萬 3,868 元；

單槍設備 1 組計 2 萬 3,077 元；喇叭 1 組計 1 萬 3,500 元。 

2.為改善教學環境，逐年汰換教室課桌椅為新型學生單人連結課桌

椅，本年度更換文薈樓 4 間教室課桌椅及榮譽教學中心 4 間教室

課桌椅，共計 53 萬 1,600 元。 

3.辦理 102 學年度「獎勵教師研發 E 化教材」補助案，共 14 位教

師獲得補助，共 45 萬 7,200 元。 

4.103 年度教育部「強化人文藝術及社會科學基礎應用人才培育中

程計畫-人文社會科學應用能力及專長培育子計畫」（A 類：應用

能力系列課程）-計畫名稱：歌仔戲劇本編寫應用課程（三） （第

3 期），獲補助新台幣 50 萬 7,457 元。 

5. 103 年度「資訊軟體人才培育推廣計畫」-創新軟體人才培育模式

推動（A 類）計畫（智慧感知與辨識），獲補助 50 萬元。 

6. 103 年度大專校院未來想像與創意人才培育計畫-B 類「未來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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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舊翻新計畫（互動影音創作藝術生活埕-i-Dispatchwork：填充

想像、Barcode 串連、未來繪埕（城）現） ，獲補助 95 萬元。 

7. 103 年度教育部「情感教育課程與教學活動-家庭、性別與愛情~

跨領域之多元情感教育課程」計畫，獲補助 4 萬 6,905 元。 

（四）課務方面工作 

1.辦理 102 學年度學生加退選課、校際選課、棄選等選課事宜。 

2.辦理 102 學年度課程開排課及核對作業。 

3.核算 102 學年度教師授課超支鐘點時數。 

4.辦理 102 學年度進修學士班溢繳學分費退費事宜。 

5.辦理 102 學年度遠距教學課程陳報教育部作業，第 1、2 學期共

開設 3 門遠距教學課程，修課人數共計 103 人。 

6.辦理 102 年暑假期間及 102 學年度開設「英語加強班」課程計 18

班，共 653 名學生申請修課。 

7.102 學年度開設共有 11 個跨領域學分學程提供學生申請，分別

為：（1）教育學院「健康照護」、「早期療育」、「適應體育」學分

學程。（2）人文與社會學院「文化創意產業經營管理」、「文化觀

光實務能力提昇計畫」學分學程。（3）理工學院「網路應用」、「資

訊技術網路」、「智慧電子」、「數位內容特色人才培育」學分學程。

（4）環境與生態學院「綠色能源」學分學程。（5）藝術學院「藝

術創意產業」學分學程。 

8.102 學年度開設「全英語授課」共 30 門課、552 人選修，開設學

院分別為理工學院、環境與生態學院。 

三、學籍成績組 

（一）102 年 8 月統計分析 102 學年度大學考試分發新生入學成績。 

（二）102 年 8 月寄發 102 學年度新生入學通知、註冊須知及行事曆等資

料（指考生部分）。 

（三）102 年 9 月統計入學新生合於新生獎勵辦法學生及外國籍學生獎勵

辦法學生，辦理學雜費減免及生活津貼請領。 

（四）102 年 9 月舉行「新生家長座談會」，介紹本校概況供家長及新生

了解，會後並有各學系座談時間及參觀校園活動。 

（五）102 年 9 月統計並公告上學期各系成績優良學生名單（前 3 名），

製發成績優良獎狀並辦理獎學金核撥事宜。 

（六）102 年 9 月製發新生學生證及辦理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生註冊及

學雜費繳交事宜。 

（七）102 年 9 月辦理新生、重考生及轉學生之學分抵免事宜。 

（八）102 年 10 月辦理第 1 次休退學生學雜費退費事宜。 

（九）102 年 12 月辦理第 2 次休退學生學雜費退費事宜。 

12



 

 

（十）102 年 12 月報部備查本校「學則」及「學生抵免學分辦法」修正

案。 

（十一）103 年 1 月寄發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生成績單。 

（十二）103 年 2 月統計並公告上學期各系成績優良學生名單，製發成績

優良獎狀並辦理獎學金核撥事宜。 

（十三）103 年 4 月辦理第 1 次休退學生學雜費退費事宜。 

（十四）103 年 5 月辦理第 2 次休退學生學雜費退費事宜。 

（十五）103 年 6 月辦理應屆畢業生學分數核對及學習檔案填寫。 

（十六）103 年 6 月印製大學部應屆畢業生畢業證書及學分證明書。 

（十七）103 年 6 月製發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註冊須知及行事曆。 

（十八）103 年 6 月印製畢業生學行優良獎狀及製作畢業水晶獎座。 

（十九）103 年 6 月辦理學生轉系申請事宜。 

（二○十）103 年 6 月 24 日，寄發 103 學年度大學日間部新生入學資料

（非指考生部分）。 

（二十一）紙本及 E-mail 通知授課教師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成績單繳交

大四畢業生 103年 6月 26 日截止，大一至大三 103年 6月 30 

日截止。 

（二十二）103 年 7 月核發大四畢業生畢業證書請領及離校手續事宜。 

（二十三）103 年 7 月 7 日，寄發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大學部學生及跨校

生成績單約 4,200 份。 

（二十四）103 年 7 月 1 日前更新學雜費專區及新生入學專區網頁資料。 

（二十五）103 年 7-8 月辦理學生雙主修申請。 

四、企劃組 

（一）102 年 9-10 月彙編大學甄選招生簡章。 

（二）102 年 9-10 月彙編大學身心障礙甄試招生簡章。 

（三）102 年 9-10 月彙編大學僑生入學甄試招生簡章。 

（四）102 年 9-10 月彙編大學聯合分發招生簡章。 

（五）102 年 10 月 1 至 21 日受理 103 學年碩士班甄試報名。 

（六）102 年 10 月 19 日辦理大考中心高中英語聴力測驗新營考區試務工

作。 

（七）102 年 11 月 8 至 10 日辦理 103 學年碩士班甄試筆試及面試。 

（八）102 年 11 月 15 公告 103 學年碩士班甄試錄取名單。 

（九）102 年 12 月 14 日辦理大考中心高中英語聴力測驗新營考區試務工

作。 

（十）103 年 1 月 18 至 19 日辦理 103 學年度大學學科能力測驗台南二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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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試務工作。 

（十一）103 年 1 月 10 日至 2 月 17 日辦理 103 學年度碩士班招生考試報

名。 

（十二）103 年 1 月 10 日至 2 月 17 日辦理 103 學年度教學碩士班、碩士

在職專班招生報名。 

（十三）103 年 3 月 15 日辦理 103 學年度碩士班招生考試。 

（十四）103 年 3 月 16 日辦理在職碩士班招生考試。 

（十五） 103 年 3 月 17 至 4 月 14 日辦理 103 學年度博士班招生考試報

名。  

（十六）103 年 3 月 29 日公告 103 學年度碩士班、在職碩士班招生考試

錄取名單。 

（十七）103 年 4 月 11 至 13 日、4 月 18 至 20 日各學系舉行 103 學年度

個人申請入學指定項目甄試。 

（十八）103 年 4 月 28 公告大學部個人申請入學錄取名單。 

（十九）103 年 4 月 30 上傳 103 學年度各學系個人申請錄取名單至大學

甄選入學委員會。 

（二○十）103 年 5 月 3 日辦理 103 學年度博士班招生考試。 

（二十一）103 年 5 月 9 日辦理博士班初試放榜。 

（二十二）103 年 5 月 18 日公告博士班複試錄取名單。 

（二十三）103 年 5 月 22 日公告 103 學年度第一梯次外國學生申請入學

錄取名單。 

（二十四）103 年 6 月 6 至 26 日辦理 103 學年度轉學生、進修學士班招

生報名。 

（二十五）103 年 7 月 1 至 3 日辦理大學指定科目考試（台南二考區）試

務工作。 

（二十六）103 年 7 月 12 日辦理 103 學年度轉學生招生考試。 

（二十七）103 年 7 月 19 日辦理 103 學年度進修學士班招生考試。 

（二十八）103 年 7 月 25 日公告轉學考、進修學士班招生錄取名單。 

五、研究生教務組 

（一）102 年 11 月 6 日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務會議修正通過「國立臺

南大學校外人士選讀課程實施要點」。 

（二）102 年 11 月 6 日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務會議修正通過「國立臺

南大學與境外大學辦理雙聯學制實施辦法」。 

（三）102 年 8 月寄發 102 學年度入學新生註冊須知及行事曆等資料。 

（四）102 年 8 月登錄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研究所口試論文成績。 

（五）102 年 8 月各班級及教師授課時間表之排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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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102 年 8-9 月製發新生學生證及辦理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開學學生    

註冊程序審核。 

（七）102 年 9 月辦理研究生選課加退選事宜，比照大學部學生不需經指

導教授及任課教師簽名即可選課。 

（八）102 年 9 月辦理研究生跨校選課事宜。 

（九）102 年 9 月辦理新生之學分抵免事宜。 

（十）102 年 10-12 月辦理休退學生學雜費退費事宜。 

（十一）103 年 1 月寄發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研究生成績單。 

（十二）103 年 1-2 月辦理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畢業證書印製及研究生畢

業離校事宜。 

（十三）103 年 2 月辦理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開學學生註冊程序審核。 

（十四）103 年 2 月辦理研究生選課加退選事宜。 

（十五）103 年 2 月辦理研究生跨校選課事宜。 

（十六）103 年 4-5 月辦理休退學生學雜費退費事宜。 

（十七）103 年 5 月辦理預計畢業研究生名單擬定。 

（十八）103 年 6-7 月辦理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畢業證書印製及研究生畢

業離校事宜。 

（十九）103 年 7 月辦理研究所暑期開課事宜。 

六、進修推廣組 

（一）自辦課程： 

1.學分課程，提供公務人員轉任職系班次： 

（1）教育行政職系 20 學分班。 

（2）一般行政職系 20 學分班。 

2.碩士學分班課程： 

（1）103 年暑期「戲劇碩士學分班」。 

（2）103 年暑期「音樂碩士學分班」。 

3.非學分 （語言、生活技藝、職能講師）課程： 

（1）創意手工皂職能師資培訓班。 

（2）皂花藝術職能師資培訓班。 

（3）創意手工皂職能師資精進培訓班。 

（4）創意裝飾蛋糕皂職能師資精進培訓班。 

（5）皂花藝術職能師資精進培訓班。 

（6）DIY 保養品職能師資精進培訓班。 

（7）3D 列印學習營（計 6 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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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背包客英語。 

（9）韓語發音、韓語初級、韓語會話班。 

（10）日文入門、放鬆學日文 J1~J3、中級日文 J6~8。 

（11）超記憶學習（心智繪圖）夏令營單日體驗營。 

（二）辦理教育部各項學分班課程： 

1.教師專長增能學分班 7 班（含兒童英語故事教學、兒童英語寫作

教學、國小英語測驗與評量教學、音樂欣賞教學、班級經營與輔

導、創意思考與創造力、國小數學補救教學）。 

2.國民小學教師加註輔導專長 26 學分班。 

3.國民小學教師加註英語專長 26 學分班。 

4.國民小學教師自然與生活科技教學領域初階教學知能 2 學分班。 

（三）辦理教育部 102 學年度「樂齡大學-初階班」專案計畫。 

（四）受理臺南市政府委辦班次： 

1.101 學年度「國小教師在職進修特殊教育資賦優異類師資學分

班」。 

2.102 學年度「幼兒園園長專業訓練班」。 

（五）配合師資培育精緻特色課程計畫案： 

1.辦理 102 學年度地方教師研習（研習類）民主基礎系列課程種子

講師培訓-法理與實務。 

2.辦理 102 學年度-專長增能課程（人文類）創意繪本與生活藝術教

學。 

3.辦理 102 學年度-專長增能課程（藝術類）故事劇場。 

4.辦理 102 學年度-遠距教學線上課程（人文類）休閒地理。 

5.辦理 102 學年度-遠距教學線上課程（人文類）英國文學。 

6.辦理 102 學年度精緻師培「學務與輔導增能學分班」-中小學校園

性侵害、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調查專業人員培訓（進階、高階）。 

 （六）其他例行業務： 

1.碩士在職專班與教學碩士班各項繳費單製作。 

2.進修推廣教育課程各班別經費編列、收入入帳、核銷與結報。 

3.辦理學分證明、結業證書、研習證書等。 

 

肆、年度創新工作  

一、教學業務組 

（一）實施線上選課系統。優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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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實踐本校綠色大學之方針，減少紙張之印製與使用。 

2.減少公文紙本之傳送過程，避免傳送過程中遺失並縮短傳送時

間，提升行政效率。 

3.電腦系統建置之檔案，可隨時於網路上查核。 

（二）教師請假結合調補課系統。優點： 

1.兩系統結合後請假與課程時段自動檢核，減輕承辦人員一一查核

之程序，並減少人為之檢核疏失，提升行政效率。 

2.教師課間請假，系統將主動提醒其調補課之程序。 

（三）增加「你能選課嗎?」系統功能檢核。優點： 

1.學生上網選課時出現問題，立即訊息告知無法選課之原因，提醒

學生選課前須事先完成之程序。 

2.若有相關疑問，可立即諮詢各處室承辦人員協助處理。 

（四）進行系所必修課程大綱外審。優點：強化課程內容，提升本校課程

與教學品質以及學生學習成效。 

（五）補助教師辦理課程成果發表會：以發展多元教學理念與特色，呈現

課程內容與學生學習成效，進而提升教師教學品質與學生學習興

趣。 

二、學籍成績組  

（一）為使學生註冊程序更便利，規劃自 103 學年度學生證不用再貼註冊

貼條。 

（二）為使學生申請各項證明文件更便利與準確，學生中文、英文在學證

明及修業、休學證明書，全都採線上驗證、核對列印。 

三、企劃組 

（一）本校第一次辦理大學個人申請入學「書面審查電子化」，由電算中

心協助建置系統審查平台，節省考生印製及寄送書面資料之困擾，

增進行政效能。 

（二）大考中心自 103 學年度指考開始，於台南地區增設身障生專用試

場，委由本校承辦，往後大學學科能力測驗台南地區身障生考場，

亦委由本校辦理。 

（三）首次辦理大二升大三轉學考事宜。 

四、研究生教務組：  

（一）修正通過「國立臺南大學校外人士選讀課程實施要點」，以充分運

用教學資源，擴大教育功能。 

（二）因應「大陸地區學歷採認辦法」，修正通過「國立臺南大學與境外

大學辦理雙聯學制實施辦法」。 

（三）自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起研究生選課確認取消紙本，改由線上確認，

節省時間及紙張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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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進修推廣組 

（一）為確實執行並落實本校推廣教育之各項活動，設置「國立臺南大學

推廣教育審查小組」。（103.5.21 102 學年度第 7 次行政會議通過） 

（二）本校進修資訊網頁，新建置學員上課出缺席紀錄電子化，以利後續

發送證書或研習時數之統計。 

伍、計畫申請案 

一、101 年度教育部補助「電磁課程推廣計畫」。（計畫期程：

101.09.01-103.01.31） 

二、 102 年度教育部辦理補助大專校院未來想像與創意人才培育計畫—互動

影音創作藝術生活埕-記憶地標、互動影音祈願樹。（計畫期程：

102.02.01-103.01.31） 

三、102 年度教育部補助「網路通訊重點領域學程推廣計畫」。（計畫期程：

102.02.01-103.01.31） 

四、102 年智慧電子跨領域應用專題系列課程計畫。（計畫期程：

102.02.01-103.01.31） 

五、102 年度「資訊軟體人才培育推廣計畫」-智慧感知與辨識 /（陳榮銘教

授）。（計畫期程：102.02.01-103.01.31） 

六、102 年度「資訊軟體人才培育推廣計畫」-智慧感知與辨識（李建樹教授）。

（計畫期程：102.02.01-103.01.31） 

七、教育部 102 年度「強化人文藝術及社會科學基礎應用人才培育中程計畫-

人文社會科學應用能力及專長培育子計畫」（A 類：應用能力系列課程）

-計畫名稱：歌仔戲劇本編寫與實務展演。（計畫期程：

102.02.01-103.01.31） 

八、教育部 102 年度「強化人文藝術及社會科學基礎應用人才培育中程計畫-

人文社會科學應用能力及專長培育子計畫」（A 類：應用能力系列課程）

-自然文史記錄典藏與應用增能。（計畫期程：102.02.01-103.01.31） 

九、102 年度教育部課程分流計畫-「綠領專業學院」。（計畫期程：

102.12.01-103.11.30） 

十、103 年度教育部「強化人文藝術及社會科學基礎應用人才培育中程計畫-

人文社會科學應用能力及專長培育子計畫」（A 類：應用能力系列課程）

-計畫名稱：歌仔戲劇本編寫應用課程（三） （第 3 期）。            （計

畫期程：103.02.01-104.01.31） 

十一、103年度「資訊軟體人才培育推廣計畫」-創新軟體人才培育模式推動

（A類）計畫（智慧感知與辨識）。（計畫期程：103.02.01-104.01.31） 

十二、103年度大專校院未來想像與創意人才培育計畫-B類「未來實驗室」舊

翻新計畫（互動影音創作藝術生活埕-i-Dispatchwork：填充想像、Barc

ode串連、未來繪埕（城）現）。（計畫期程：103.02.01-104.01.31） 

十三、103年度教育部「情感教育課程與教學活動-家庭、性別與愛情~跨領域

之多元情感教育課程」計畫。（計畫期程：103.07.01-103.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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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教育部補助「教師專長增能─翻譯實務教學等32班」實施計畫（計畫

期程：102.07.01-102.12.31） 

十五、教育部補助「大學校院辦理樂齡大學計畫」（計畫期程：102.08.01-103.

07.31） 

十六、教育部103年度「國民小學教師自然與生活科技學習領域教學知能2學

分班」計畫（計畫期程：103.07.07-103.07.14） 

十七、申請通過教育部103年度「提升國民中學授課比率推動教師進修第二專

長學分班」計畫 （計畫期程：103.09.01-105.08.30） 

十八、申請通過開設103學年度「幼兒園園長專業訓練班」（計畫期程：103.1

0.01-104.07.31） 

 

陸、年度榮譽事蹟 

教學業務組以及學籍成績組獲頒 102 學年度行政單位優良網頁榮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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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處 

壹、單位基本資料 

本處設有學務長 1 名、秘書 1 名，下設軍訓室、課外活動指導組、生活

輔導組、衛生保健組等 1 室 3 組。軍訓室由教官兼任主任、一般教官 4 名、

校安人員 2 名，課外活動指導組為 1 名專任組長、組員 1 名，生活輔導組由

軍訓教官兼任組長、輔導員 1 名、組員 3 名、宿舍管理員 3 名，衛生保健組

由助理教授兼任組長、護理師 2 名、兼任醫師 2 名。 

 

貳、議事方面 

一、學務長室 

（一）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生事務會議（103.01.08）。 

（二）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生事務會議（103.06.11）。 

（三）處務會議，每兩週週二下午。 

二、軍訓室 

（一）軍訓人員專業研討會議 

1.102 年 8 月軍訓人員專業研討會議（102.08.12） 

2.102 年 9 月軍訓人員專業研討會議（102.09.5、102.09.26） 

3.102 年 10 月軍訓人員專業研討會議（102.10.15、102.10.31） 

4.102 年 11 月軍訓人員專業研討會議（102.11.14） 

5.102 年 12 月軍訓人員專業研討會議（10212.5、102.12.19） 

6.103 年 1 月軍訓人員專業研討會議（103.01.02、103.01.16） 

7.103 年 2 月軍訓人員專業研討會議（103.02.13、103.02.27） 

8.103 年 3 月軍訓人員專業研討會議（103.03.13、103.03.27） 

9.103 年 4 月軍訓人員專業研討會議（103.04.10、103.04.24） 

10.103 年 5 月軍訓人員專業研討會議（103.05.09、103.05.22） 

11.103 年 6 月軍訓人員專業研討會議（103.06.05、103.06.20） 

（二）102 年 10 月 2 日，召開 102 學年度第一學期校園安全會議。 

（三）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服務教育期初、期末會議（102.09.11、102.12.25） 

（四）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服務教育期初、期末會議（103.02.19、103.06.18） 

三、課外活動指導組 

（一）校慶籌備會議 

1.115 週年校慶第 4 次工作小組會議（102.09.10）。 

2.115 週年校慶第 5 次工作小組會議（102.0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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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5 週年校慶第一次籌備委員會議（102.10.21）。 

4.115 週年校慶第 6 次工作小組會議（102.11.04）。 

5.115 週年校慶第 2 次籌備委員會議（102.11.25）。 

6.115 週年校慶第 7 次工作小組會議（102.12.09）。 

7.115 週年校慶第 3 次籌備委員會議（102.12.16）。 

8.115 週年校慶精進暨 116 週年校慶第 1 次工作小組會議

（103.01.06）。 

9.116 週年校慶第 2 次工作小組會議（103.03.17）。 

10.116 週年校慶第 3 次工作小組會議（103.06.30）。 

（二）畢業典禮籌備會 

1.103 級畢業典禮第 1 次籌備會議（103.04.14）。 

2.103 級畢業典禮第 2 次籌備會議（103.05.19）。 

3.103 級畢業典禮精進會議（103.06.30）。 

（三）開學典禮籌備會 

1.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開學典禮籌備會議（102.8.13）。 

2.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開學典禮籌備會議（103.01.13）。 

四、生活輔導組 

（一）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議（102.09.25）。 

（二）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議（103.03.05）。 

（三）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導師座談會議（102.12.04）。 

（四）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導師座談會議（102.04.23）。 

（五）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宿舍期初、期末會議（102.09.18、102.01.08）。 

（六）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宿舍期初、期末會議（103.02.19、103.06.11）。 

（七）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班代會議（102.9.18、102.10.16、102.11.20、

102.12.18、103.01.08）。 

（八）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班代會議（102.02.19、102.03.19、102.04.09、

102.05.14、102.06.11）。 

（九）102 學年度學生參加校外比賽優秀獎金審查會議（103.06.10）。 

（十）103.1.27 召開學生獎懲委員會議。 

五、衛生保健組 

（一）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學校衛生委員會議（102.11.27）。 

（二）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學校衛生委員會議（103.03.12）。 

（三）103 學年度新生健康檢查採購案第 1 次評審小組會議（103.05.20）。 

（四）103 學年度新生健康檢查採購案第 2 次評審小組會議（103.0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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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年度重要工作 

一、軍訓室 

（一）學生生活輔導 

1.102 年 7 月 24 日至 8 月 2 日配合聯電課輔中心參與澎湖「師資培

育精緻特色發展計畫」西嶼內垵分隊及望安分隊。 

2.102 年 10 月 26 日高教官至曾文水庫、走馬瀨農場探訪幼教系、

美術系、諮輔系迎新宿營活動。 

3.102 年 11 月 2 日電機系至臺南玉井加利利休閒生態園區，辦理迎

新宿營活動，廖教官提醒同學安全注意事項及遊覽車檢查。 

4.102 年 11 月 6、27 日劉主任指導南大親善團隊暨大隊部學生禮儀

訓練。 

5.103 年 2 月 18 日、25 日，完成廢棄腳踏車移撥僑外學生使用，

計 22 輛作業。 

6.103 年 3 月 12 日、4 月 9 日、5 月 7 日及 5 月 26 日，辦理學生禮

儀暨品格培訓活動。 

（二）校園安全 

1.102 年 8 月 27、28 日高教官至長榮大學參與教育部「校園災害管

理工作手冊」大專校院研習活動。 

2.102 年 9 月 12 日辦理新生防災演練；9 月 18 日辦理全校班代防

災演練；10 月 2 日於升旗活動辦理全校防災避震示範。 

3.102 年 10 月 9 日至臺南市消防局防災教育館實施防火防震課程，

完成班級：幼教一、 諮輔一、特教一等三班。 

4.102 年 10 月 16 日至臺南市消防局防災教育館實施防火防震課

程，完成班級：教一甲、教一乙、體育一等三班。 

5.102 年 10 月 14 日南大軍訓字第 1020014333 號公告：「重申基於

校園與同學安全，校園內禁止學生使用營火、火把、火炬、火棍、

火繩、火球等具危險之火具」，已公告持續宣導。 

6.102 年 10 月 21 日，完成 102 年「國家防災日」地震避難演練函

報資源中心。 

 7.103 年 3 月 5 日晚上 8 時，辦理學生宿舍懷遠齋、敬靜齊夜間防

震防災安全逃生演練。 

（三）交通安全 

1.102 年 9 月 30 日至 10 月 2 日，廖教官參加教育部 102 年度交通

安全巡迴教育種子教官培訓。 

2.102 年 9 月 23 日至 9 月 27 日執行交通安全校門違停車輛教育宣

導。 

3.102 年 10 月 30 日配合臺南市警察局交通隊辦理機車駕駛安全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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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研習，授課對象為本校學生，採小班教學。 

4.自 103 年 2 月 17 日起，每日早上 0730-0830、中午 1330-1430、

下午 1730-1830，教官同仁至慶中街與樹林街進行違停機車勸導。 

5.103 年 2 月 25 日，配合升旗典禮，宣導勿違規停放機車於慶中街

人行道巷道及樹林街汽車格；以及「停好車 從我做起」學生自

律行動。 

6.103 年 3 月 19 日（三），於雅音樓辦理「交通安全教育宣導」，計

247 位同學參加，主講交通大隊廖信智組長，講題「實際交通事

故案例分析與防禦駕駛」。 

7.103 年 4 月 30 日，辦理「交通安全教育宣導趣味競賽」，獲勝班

級：國一甲、應數一、生態一。 

（四）服務教育 

1.102 學年度第一學期一年級參與服務教育人數 934 人，重修加選

71 人，合計 1005 人。 

2.102 年 9 月 11 日，辦理服務教育幹部幹部研習。 

3.102 年 11 月 22 日，辦理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室整潔競賽活動。 

4.102 年 12 月 25 日在文薈樓 210 教室，辦理服務教育期末反思檢

討會議。 

5.103年 2月 19日，辦理 102學年度第 2學期服務教育期幹部研習，

本學期服務教育一年級 923 人，重修 87 人。 

6.103 年 4 月 25 日，辦理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整潔競賽活動。 

7.103 年 6 月 18 日，於軍訓室辦理服務教育期末反思檢討會議。 

（五）全民國防教育 

1.102 學年度軍訓課程改為選修，調整課程名稱為「全民國防教育

軍事訓練課程」，開設國際情勢、國防政策、全民國防、防衛動

員、國防科技等五門選修課程。 

2.102 年 10 月 4 日，結合全民國防教育辦理「鐵馬向前行-壯遊臺

灣」腳踏車環島活動。 

3.102 年 11 月 6 日，辦理教育部嘉南區校園安全維護及全民國防教

育資源中心「全民國防教育微電影」暨「法務部 102 年法治教育」

影展活動，計 206 位師生參加，活動已圓滿結束。 

4.102 年 11 月 20 日本室邀請「國軍人才招募中心」及「陸軍航空

特戰指揮部」，辦理全民國防教育宣導暨國軍人才招募宣導活

動，已圓滿完成。 

5.102 年 11 月 21 日黃教官至逢甲大學參加教育部「102 年度全民

國防教育教學卓越及學術研究績優人員」研討會。 

6.102 年 12 月 20 日，結合海軍示範樂隊、本校音樂系音樂會活動，

辦理全民國防教育宣導暨國軍人才招募宣導。 

23



 

 

7.103 年 4 月 15 日，協助臺南市市場處全民國防教育宣導。 

8.103 年 4 月 25 日，國防科技校外教學-安平軍艦博物館參訪活動，

圓滿結束。 

9.103 年 5 月 8 日，廖教官參加教育部嘉南區資源中心，103 年大

專組「全民國防教育教學卓越人員選拔」，榮獲第二名佳績。 

10.103 年 5 月 16 日，帶領報考志願役軍官體育四張○豪等 9 位同

學，參訪海巡署臺南安平檢查站。 

11.103 年 5 月 21 日，辦理 103 年「全民國防教育兵役實務宣導」

暨「臺南市常備兵、替代役役男入營前座談會」宣導活動。 

（六）學生兵役 

1.102 學年度第一學期辦理新生兵役 363 位學生緩徵作業、31 位學

生儘後召集、26 位休退學生緩徵消滅、108 位復學生及延畢生延

長修業事宜。  

2.102 年 9 月 2 日廖教官參加「教育部大專校院 102 年兵役研習」。 

 3. 103 年 2 月 25 日，辦理 102 學年度第二學期大一 84 年次同學

兵役緩徵作業，計學生 242 位，學生延長修業學生 14 位，休（退）

學生緩徵原因消滅 61 位，役期折抵共 53 人。 

4 103 年 3 月 12 日，辦理 103 年「全民國防教育暨大專程度義務役

預備軍官預備士官考（甄）選」說明會。 

5. 103 年 3 月 15 日，劉主任與廖教官前往陸軍官校教育中心，訪

視本校大學儲備軍官學生。 

6.103 年 5 月 30 日，本校報名 103 大專程度義務役預備軍官學生計

14 位。 

（七）紫錐花運動 

1.呈報本校 102 學年度推動「紫錐花運動」-防制學生藥物濫用實施

計畫。 

2.黃教官指導春暉社至南投縣埔里鎮育英國小，辦理暑期「紫錐花

反毒宣導教育」活動。 

3.102 年 9 月 24~26 日辦理春暉專案「愛心捐血、春暉教育」活動，

計捐 247 袋。 

4.102 年 10 月 16 日，辦理紫錐花教育宣導專題講座。 

5.102年 11月 1日，黃教官至銘傳大學參加防制學生藥物濫用研習。 

6.102 年 11 月 26、28 日辦理紫錐花反毒暨交通安全宣導影展活動。 

7.102 年 12 月 12 日前完成本校 102 年深化推動紫錐花運動工作自

評表報教育部。 

8.102 年 12 月 24 日-12 月 26 日辦理紫錐花運動-「愛心捐血」宣導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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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03 年 1 月 15 日止辦理教育部「102 年學生藥物濫用防制認知檢

測」，全校計 28 班。 

10.103 年 3 月 4、5、6 日一連三天，辦理紫錐花反毒宣導愛心捐血

活動，共計捐血 210 袋。 

11.103年 3月 12日至 31日，進行紫錐花運動 3月廣播日主題宣導。 

12.103 年 4 月 8 日，申請教育部 103 年「大專校院推動紫錐花運動

拒毒萌芽反毒宣導服務學習」活動計畫，核定補助經費 6 萬 5

千元整。 

13.103 年 5 月 7 日，臺南捐血中心主任蔡光昭先生至本校頒發 102

年捐血績優學校獎狀。 

14.103 年 5 月 14 日，黃教官辦理紫錐花運動-防制學生藥物濫用宣

導教育講座，邀請地檢署蘇榮照檢察官蒞校演講。 

15.103 年 5 月 19、20、21 日，分別至附小、忠義國小及進學國小，

辦理「紫錐花運動拒毒萌芽反毒宣導」服務學習入班宣導活動。 

16. 103 年 6 月 1、2、3 日一連三天，辦理紫錐花反毒宣導愛心捐

血活動，計捐 199 袋。 

（八）學生賃居訪視 

1.102 學年度第一學期學生賃居訪視安全評核作業，針對 5 人以下

學生，安排教官協助輔訪。 

2.102 年 11 月 9~14 日辦理冬令賃居安全宣教，提醒學生外校賃居

安全。 

3.102 年 11 月 26~27 日黃教官至正修科技大學，參加教育部全國大

專校院學生賃居輔導服務工作研討會。 

4.102 學年度學生賃居訪視安全評核作業（5 人以下，每人 6 戶以

上），於 12 月完成陳報教育部。 

5.103 年 3 月 1 日至 12 日，進行冬令賃居安全宣教，張貼宣導海報

於文薈樓入口處與誠正大樓公佈欄。 

6.103 年 3 月 13 日迄至今持續進行賃居預防一氧化碳安全宣教，張

貼宣導海報於文薈樓入口處、靜敬齋外側公佈欄與誠正大樓公佈

欄。 

7.103 年 4 月 15、23 日，辦理校外賃居訪視幹部講習二場，計有

92 班班代及賃居股長參加。 

8.103 年 4 月 23 日，辦理校外賃居法律常講座暨博覽會圓滿成功。 

9.103 年 5 月 6 日，劉主任及黃教官至戲劇系說明校外賃居訪視事

宜，計有系主任與 4 位老師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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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外活動指導組 

（一）102 年 12 月 25、26 日辦理 115 週年校慶系列活動，過程順利圓滿

成功。 

（二）103 年教育部補助教育優先區中小學生寒假營隊活動計畫，計有小

太陽服務社、海鷗社、愛心社、特教系等 4 個團隊分別至本市三股

國小（1/22-1/24）、麻豆國小（1/23-1/28）、六甲國小（1/22-1/24）、

青草國小（1/22-1/24）進行寒假育樂營之活動，並獲得新臺幣 4 萬

元補助，順利圓滿。 

（三）103 年 3 月 6-7 日國樂社代表本校至國立臺東大學參加「102 學年

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榮獲大專校院 B 組優等。 

（四）103 年 3 月 29-30 日教育部假國立嘉義大學辦理「103 年全國大專

校院學生社團評鑑暨觀摩活動」，本校頻傳捷報，由海鷗社及康輔

社分別獲得服務性及康樂性的優等獎。 

（五）103 年大專校院社團帶動中小學發展計畫，計有書法社、愛心社、

康輔社、海鷗社、童團（2 隊） 、小太陽服務社等計 6 個社團 7

個服務隊通過申請，總計獲得 7 萬元補助。 

（六）103 年 5 月 14 日舉辦「102 學年度全校學生社團評鑑暨觀摩」，獲

得特優之社團有海鷗社、康輔社、國樂社、愛心社等四個，優等者

計有跆拳社、易學社、僑外生聯誼會、慈青社、福青社、小太陽服

務社、春暉社、童軍團、吉他社等 9 個社團。 

（七）102 學年度教育部補助本校師資培育精緻特色發展計畫，辦理地點

有臺東縣忠孝國及澎湖縣望安國小與臺南縣通興國小等 3 場次分

別進行暑假課輔服務。 

（八）103 年 6 月 7 日辦理「103 級畢業典禮」系列活動，順利圓滿。 

（九）103 年 7 月 11 日本校特教系博士班學生黃子軒同學，榮獲 2014 總

統教育獎殊榮。 

（十）103 年臺灣青年國際志工服務隊計畫，由育學崇道社組隊前往印尼

棉蘭和巨港等地進行暑期服務工作。 

（十一）103 年度暑假服務營隊彙整表 

 

1

號 
社團名稱 服務營隊名稱 營隊時間 服務學校 

1 
小太陽 

服務社 

教育優先區- 

「小太陽服務社暑期育樂

營-楓之冒險」 

06.27-06.29 
臺南市安定區南安國小 

（6/28AM9:20-10:10開幕） 

2 海鷗社 

教育優先區- 

「海鷗穿越!超時空英雄大

亂鬥」 

06.30-07.04 
臺南市學甲區中洲國小 

（7/2AM8:30-10:55 開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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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育學崇道

社 

國際志工計畫-「崇德臺灣

印尼生命教育與華語教學

服務行動計畫」 

06.30-07.09 印尼棉蘭 

4 愛心社 
教育優先區-「學海領航  

甲耀世紀」 
07.05-07.12 

臺南市學甲區學甲國小 

（7/7AM7:30-08:25 開幕） 

5 春暉社 

紫錐花運動拒毒萌芽計畫- 

「紫錐花反毒宣導暑期育

樂營-傳說中的勇者」 

07.01-07.05 
嘉義縣新港鄉新港國小 

（7/3AM9:20-10:10 開幕） 

6 康輔社 
精緻師培-「史瑞克成長活

力營」 
07.07-07.15 

臺東縣成功鎮忠孝國小

（7/7AM8:40-10:10 開幕） 

7 春暉社 精緻師培-「短期育樂營」 07.07-07.18 
臺南市佳里區通興國小 

（7/7AM9:20-10:10 開幕） 

8 海鷗社 

史懷哲計畫-「人際˙國際

˙一望無際」暑期課輔服務

計畫 

07.17-07.31 
澎湖縣西嶼鄉內垵國小 

（7/21AM8:30-9:15 開幕） 

9 學務處 精緻師培-「短期育樂營」 07.19-07.31 澎湖縣望安鄉望安國小 

10 
小太陽服

務社 

遠哲基金會-「103 遠哲科學

夏令營」 
08.22-08.29 

臺南市國小一至六年級 

（8/22AM9:20 活動開始） 

11 
福智青年

社 

財團法人福智文教基金會-

「2014 大專青年生命成長

營」 

08.16-08.19 

08.23-08.26 

雲林科技大學 

大仁科技大學 

 

三、生活輔導組 

（一）102 年 8 月 30 日，完成新生住宿分配及宿舍整潔，迎接新生入住，

9 月 7 日開齋新生入住。 

（二）102 年 9 月 10、11、12 日，辦理 102 學年度新生始業輔導，協助

新生儘速認識學習環境，瞭解本校歷史；對象：大學部、進修學士

班、研究所、轉學生。 

（三）102 年 9 月 13 日舉辦 102 學年度境外生新生生活輔導協助說明會，

由學務長主持，分別邀請教務處、研發處、語文中心、教學與發展

中心與會。 

（四）辦理 102 學年度學生就學貸款計 2137 人次。 

（五）辦理學生急難慰助金核准 7 案。 

（六）辦理各項學生生活安全常識宣導或研習：性騷擾/性侵害防治宣導

（102.10.02、103.03.05）、智慧財產權專題演講及研習（102.10.30、

103.05.07）、 

（七）每學期辦理 2 次升旗典禮，並設置不同主題活動，積極推動學生品

德教育，各日期及主題如下： 

1.102.10.02「避難知能熟、平安免憂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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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2.12.25「珍愛幸福、平安喜樂」 

3.103.02.26「交通有禮、停好車從我做起」 

4.103.05.14「步步糕升 幸福啟航」 

（八）每學期召開學生宿舍期初與期末大會，說明本學年度學生宿舍幹部

自治規章及門禁管制規定等，建立住宿學生正常生活作息及相關生

活公約宣達，並為了有效強化學生宿舍睦鄰安寧生活常規。 

（九）辦理境外生各項活動：除夕團圓餐會（103.01.28）、學習與生活輔

導座談會（103.05.07）、台灣文化探訪活動（103.05.11）、春季聯歡

餐會（103.02.26）等。 

（十）102 學年度，辦理各項校外獎學金申請核定，共計 36 人次審核通

過。 

（十一）對嚴重缺曠同學，每二週寄發通知一次，超過 7 日通知學生、導

師及輔導教官，超過 12 日通知學生家長（書面）、學生、導師及

輔導教官（學生線上事務辦公室可查學生缺曠情形）。 

（十二）102.10.17~18 辦理教育部委辦「全國大專校院性別平等教育傳承

研習會」，以利全國各大專校院性別平等教育承辦人員經驗傳承

及關念溝通。 

（十三）103.5.7 辦理「信福快遞」－母親節知恩、感恩之慶祝活動。 

（十四）103.6.11 辦理「時光送愛，時空留愛」－父親節暨祖父母節慶祝

活動。 

四、衛生保健組 

（一）健康服務 

1.各類保險： 

（1）103 年 8 月 1 日至 105 年 7 月 31 日新年度學生團體平安保

險由遠雄人壽承辦，學生每學期繳交保險費 155 元，學校

補助 50 元共 205 元整。102 年 7 月至 103 年 6 月 3 日辦理

學生團體平安保險理賠共 176 件，約 46％為車禍意外事故。 

（2）102 年 7 月至 103 年 6 月 3 日學生校外教學、出遊辦理的旅

行險加保共有 95 件，無人申請理賠，辦理實習教師實習期

間平安保險共 220 人。 

（3）103 年 3 月至 103 年 5 月 30 日辦理 102 學年度入學之僑外

生健保新加保作業，共 23 人新加保並取得健保卡。 

（4） 103 年 4 月 23 日填報並函復僑務委員會本校 102 年 12 月

31 日前僑生參加健保符合及不符合補助者名冊，符合補助

者 65 人，不符合補助者 4 人。103 年 1 月 1 日後入學之僑

生將採申請制，符合條件者僑務委員會才給予補助，不符合

條件者將比照外籍生收費方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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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03 學年度第一學期開始，休學生平安保險費改由學雜費系

統登錄，收費方式將與一般學生一樣列印繳費單自行繳費，

衛保組通知投保權益後，針對要投保之休學生採線上管控及

追蹤繳費情形，除盡告知義務外亦節省繳費程序；實習學生

平安保險費擬從 103 學年度第二學期開始比照辦理。 

2.健康檢查： 

（1）102 年 8 月 31 日星期六於誠正大樓地下一樓辦理進修部新

生體檢。 

（2）102 年 9 月 1 日 08:00-09:00 於思源樓餐廳辦理供膳人員體

檢。   

（3）102 年 9 月 9 日～10 日於文薈樓地下一樓辦理大學部及研究

所新生體檢。 

（4）102 年 9 月 17 日於誠正大樓地下一樓辦理教職員工、實驗

室師生體檢及新生補檢。 

（5）102 年 10 月 15 日、11 月 19 日及 103 年 4 月 8 日中午辦理

三劑子宮頸癌疫苗注射。 

（6） 102 年 11 月 13 日中午 12:00-13:30 於誠正大樓地下一樓休

憩中心辦理「新生體檢異常項目免費複檢」，共 62 人參加。 

3.其他服務： 

（1）各系所活動，本組準備急救箱出借並義務辦理旅平險。 

（2）為因應各種傳染病及政府衛生公告，本組隨時會於學校網頁

最新消息發出相關疫情報導及衛教項目。 

（3）學生外傷換藥上學期共 179 人次，下學期共 114 人次。 

（4）學生看診人數上學期共 35 人次，下學期共 4 人次，內科休

息觀察 6 人次。 

（5）102 年 10 月 27 日 09:00-17:00 協助民俗體育競賽活動現場

緊急傷病處理。 

（6）102 年 12 月 21 日及 12 月 22 日支援運動會現場救護工作及

辦理健康生活動起來等健康促進宣導活動。 

（7）103 年 2 月 26 日及 2 月 27 日 14:00-16:00 協助測量身體組

成分析，共 55 人參加檢測，讓參與檢測者更了解自己身體

組成，進而培養良好飲食及運動習慣，促進身體健康。 

（二）健康教育 

1.102 年 9 月 13 日 13:30-14:10 於僑外生新生始業輔導式針對僑外

生說明體檢、傷病保險及全民健保相關事宜並進行傳染病防治宣

導。 

2.102 年 9 月 25 日 14:00-15:30 於 JB106 演講廳辦理「用免疫力打

造真美麗」專題演講，共 120 人參加，現場反應熱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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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2年 10月 16日 14:00-15:30於啟明苑演講廳辦理「CPR及AED」

研習活動，共 220 人參加。 

4.102 年 10 月 23 日 14:00-15:30 於文薈樓 JB106 演講廳辦理「由健

檢談保健」講座，共 60 人參加。 

5.102 年 10 月 30 日 14:00-15:30 於文薈樓 J106 演講廳辦理「認識

伊比力斯（癲癇）」宣導講座，共 135 人參加。 

6.102 年 11 月 20 日 14:00-15:30 於啟明苑一樓演講廳辦理「CPR 暨

AED」急救教育訓練，共 100 人參加。 

7.102年 11月 23日 08:00-12:00於誠正大樓地下一樓急救教室辦理

「健康志工研習」活動，共 38 人參加。 

8.102年 12月 28日 08:00-13:00於誠正大樓地下一樓急救教室辦理

「優良志工策略與實作」研習活動，共 30 人參加。 

9.103 年 3 月 1 日 08:00-16:00 於誠正大樓急救教室辦理「膳食人員

暨營養教育」講習，共計 35 人參加。 

10.103 年 3 月 20 日晚上 18:00-21:00 於文薈樓 JB106 辦理「永不遺

忘的美麗」愛滋病防治影片賞析與真實個案現身說法，共計 110

人參加。 

11.103 年 3 月 26 日 14:00-16:00 於啟明苑一樓演講廳辦理由「青春

水漾」一片談青少年性教育宣導活動，共計 210 人參加。 

12.103 年 4 月 11 日至 5 月 30 日期間，每週五 14:00-16:00 於誠正

大樓急救教室及休憩中心辦理「享瘦健康，快樂人生」健康體

位班活動，共計 37 人參加。  

13.103 年 4 月 19 日 09:00-11:00 於誠正大樓急救教室辦理 CPR 暨

AED、外傷包紮技巧訓練，共計 25 人參加。。 

14.103 年 4 月 23 日 14:00-16:00 於文薈樓 JB106 演講廳辦理「愛人

愛己、戒菸做起」菸害防制講座，共計 57 人參加。 

15.103 年 4 月 23 日 13:00-17:00 配合軍訓室賃居博覽會於文薈樓

J106 中庭設攤宣導菸害防制、安全性教育、愛滋病防治等健康

促進議題，現場提供一氧化碳（CO）檢測，共計 94 人參加檢

測。 

16.103 年 5 月 16 日 12:00-16:00「享瘦健康快樂人生」健康體位班

活動，配合當週營養課程主題為低熱量養生料理烹調法，特請

吳金珍營養師設計低熱量午餐食譜一份，邀請學員於休憩中心

一起享用低熱量午餐，營養師並配合課程內容進行低熱量養生

料理烹調法說明，共計 60 人參加。 

17.103年 5月 17日 08:00-17:00假紅十字會臺南支會辦理基本救命

術研習及考照活動，共計 25 名幼教系同學參加。 

18.103 年 5 月 30 日下午 14:00 假阿勃勒節活動現場舞台辦理「享

瘦健康 快樂人生」健康體位班結業暨頒獎儀式，經過兩個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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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第一名學員共減重 10.7 公斤，全員共減重 35 公斤以上。 

19.103 年 6 月 6 日至 6 月 27 日每週五下午 15:00-16:00 加碼辦理

「Body 動一動，健康大放送」有氧運動課程，共 30 人參加。 

（三）健康環境 

1.登革熱防治： 

夏季為登革熱疫情高峰期，為維護校園安全，除衛保組及總務處

事務組同仁定期加強校園登革熱孳生源巡查外，並於 103 年 6 月

13 日建請各單位與系所務必指派專人負責環境清潔與清除積水

容器，並填寫「登革熱病媒蚊孳生源自我檢查表」後，留存以供

衛生單位備查。 

2.肺結核防治： 

（1）102 學年度新生及教職員工體檢共 1650 人接受胸部 X 光檢

查，異常 3 人已經複檢，排除肺結核。 

（2）中西區衛生所 102 年 11 月 27 日於南英商工辦理 102 年度設

籍山地鄉學生免費肺結核 X 光篩檢，共 8 位符合資格學生，

已通知前往篩檢。 

（3）肺結核 7 分篩檢法宣導：連續咳嗽兩週（2 分）；咳嗽帶血

或痰（2 分）；咳嗽或呼吸時胸痛（1 分）；體重減輕（1 分）；

食慾欠佳（1 分）；無症狀者以 0 分計算，經自行篩檢，如

總分達 5 分以上，應盡速就醫檢查。 

3.流感防治： 

（1）102 年 4 月開始 H7N9 流感疫情嚴峻，學校防治做為採依據

102 年 4 月 15 日修訂之「國立臺南大學校園大型流感緊急

應變工作計劃設置要點」及訂定之「校園大型流感緊急應變

工作細項」因應。 

（2）103 年 1 月 10 日公告宣導寒假期間欲前往境外流感病例發

生地區者，須先向本校防疫小組通報：     

A.學生部分：由系所或處室提供。 

B.教職員部分：由人事室提供。 

C.工友部分：由總務處提供。 

名單部分由衛生保健組統籌，提供出行前注意事項及返台後

自我健康管理衛教及健康狀況監測。 

（3）加強宣導請教職員工生平日勤洗手、重衛生，前往大陸地區，

應避免接觸禽鳥，尤其切勿撿拾禽鳥屍體；雞、鴨、鵝肉，

以及禽類、蛋類須熟食。並請做好自主健康管理，隨時觀察

健康狀況，如有類流感症狀，請立即戴口罩及就醫。 

（4）衛保組防疫物資：備有口罩約 10000 片，若有感冒症狀者請

至衛生保健組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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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愛滋病防治： 

（1）102 年 9 月 10 日 08:00-10:00 於文薈樓地下一樓辦理愛滋匿

名篩檢活動，由臺南市衛生局（所）人員到場協助篩檢及進

行愛滋病防治宣導，共 113 人參加篩檢。 

（2）102 年 12 月 21 日及 22 日配合校慶運動會暨園遊會於誠正

大樓中庭辦理「關懷菸害、健康體位、無懼愛滋」聯合簽署

活動，前教育部吳清基部長及本校大家長黃秀霜校長均到場

響應簽署。 

（3） 102 年 12 月 24 日至 26 日結合春暉社捐血活動辦理愛滋宣

導及第二梯次聯合簽署活動。 

（4）「關懷菸害、健康體位、無懼愛滋」聯合簽署活動突破 1000

人次。 

（5）103 年 3 月 20 日晚上 18:00-21:00 於文薈樓 JB106 辦理「永

不遺忘的美麗」愛滋病防治影片賞析與真實個案現身說法，

共計 110 人參加。 

5.狂犬病防治： 

（1）全面禁止攜帶寵物進入校園。 

（2）校門口及周遭設置警示牌，勿餵食野貓、野狗防聚集。 

（3）定期回報並加強防治宣導： 

A.遵守「二不一要」-不要棄養寵物，不要接觸及捕捉野生

動物，要為寵物每年施打狂犬病疫苗。 

B.如遭動物抓咬傷，謹記 4 口訣，1 記：保持冷靜記住動物

特徵、2 沖：大量清水、肥皂沖洗傷口並用優碘消毒、3

送：儘速送醫評估是否打疫苗、4 觀：儘可能將咬人動物

繫留觀察 10 日。 

C.如遭動物抓咬傷，應立即向家長或學校人員等報告，俾採

必要措施。 

D.犬、貓施打狂犬病疫苗後，應領取預防注射證明書及當年

度的預防注射頸牌予犬、貓繫掛。 

E.如發現動物行為出現異常，如停止吃喝、不安、頻尿、畏

光或出現攻擊性等，請儘速通報各地動物防疫機關處理

（通報專線：0800-761- 590）。 

F.衛生福利部民眾疫情通報及諮詢專線：0800-001922。 

6.餐飲衛生： 

（1）102 年 9 月 18 日 11:00-12:30 辦理「為師生飲食安全把關～

南大餐廳健檢」活動，提供安全的飲食環境，並極力推廣正

確的健康飲食知識，希望每個人都能吃得安心、吃得健康。 

（2）依規定每天進行三餐食物檢體採樣，留存 48 小時備檢。 

（3）不定時進行餐廳食材及環境衛生抽檢，檢查均符合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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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油品混充及違法添加銅葉綠素事件，本組隨時注意最新消息

公告及監督學校餐廳用油，並依規定回覆教育部學校食用油

使用相關現況，油品抽查結果均符合規定。 

（5）102 年 12 月 27 日進行學生餐廳診斷。 

（6）103 年 1 月 17 日上學期結束進行餐廳總檢。 

（7）103 年 2 月 19 日 08:00-09:00 進行學期初學生餐廳總檢，並

每周由餐廳進行自主管理，均符合規定。 

（8）103 年 6 月 19 日邀請中華食品安全管制系統發展協會

（HACCP）莊立勳秘書長協助進行期末餐廳總檢（預檢）。  

（9）103 年 6 月 20 日學期結束前，邀請營繕組、保管組、環安

組同仁共同協助餐廳總檢，並針對 103 年 6 月 19 日預檢建

議進行處理改善中。 

 7.其他：103 年 2 月 28 日上網填報完成 102 學年度新生健康檢查

結果統計及新生一年內生活型態調查統計分析資料。 

 

肆、年度創新工作 

一、軍訓室 

（一）完成學生兵役調查系統 E 化作業，加速辦理學生兵役緩徵暨後備軍

人儘召作業，以及完善本校學生兵役 e 化資料。 

（二）協助臺南市市場處全民國防教育宣導，融入地方特色推動全民國防

教育，增進市場處人員對國防的瞭解與信心。 

（三）與臺南市政府合辦 103 年「全民國防教育兵役實務宣導」暨「臺南

市常備兵、替代役役男入營前座談會」宣導活動，讓本校同學，瞭

解服兵役之權益及入營服役時應注意事項。 

（四）以 e-mail 方式，寄發教育部防制「學生藥物濫用指導手冊」及「大

專導師版及導師系主任查詢學生賃居資料」至大學部及進修學士班

導師信箱，提供導師對學生在生活上的指導與意見。 

（五）為落實外賃居訪視工作，有效掌握學生校外居住狀況，並為爾後賃

居訪視、生活輔導及緊急聯絡之依據。特辦理校外賃居訪視幹部講

習二場，以營造優質賃居環境，維護學生校外租屋安全，計有 92

班班代及賃居股長參加。 

（六）申請教育部 103 年「大專校院推動紫錐花運動拒毒萌芽反毒宣導服

務學習」活動計畫，核定補助經費 6 萬 5 千元整。 

（七）全民國防教育訓練課程，透過多元化、多層次的教學，辦理安平軍

艦博物館校外教學活動，將全民國防教育與海洋文化結合，充實學

生軍事知能。 

（八）重視校園環境安全，將創新與防災知識做結合，辦理學生宿舍懷遠

齋、敬靜齊夜間防震防災安全逃生演練，強化校園安全及防災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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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 

二、課外活動指導組 

（一）本校為教育部綠色大學示範學校成員，對紙張減量政策的推動更是

不餘遺力，特別思考如何達成預定目標，故將本年度之校內場地借

用、社團活動申請及經費補助統計、社團簡介、參與社團活動經歷

學習檔案等資料，建立網路作業 E 化申請方式，除簡化作業流程

外更減少大量紙張之使用，成效卓著。 

（二）為推廣服務學習及鼓勵學生參與志工服務，特將志工手冊之領冊率

列為擔任社團幹部之必要條件，以強化學生對志願服務之認識並追

求青春不留白的大學精彩社團生活回憶。 

三、生活輔導組 

（一）申請教育部「103 學年度教育部補助辦理品德教育推廣與深耕學校

計畫」通過，計劃總金額核定 10 萬元整。 

（二）規劃宿舍益友齋及輔仁齋二棟，循靜敬齋之模式，建立健康寢室生

活公約及空間整建，期許男同學在亦能培養良好生活習慣及住宿品

德。 

（三）業務Ｅ化項目：失物招領、就學貸款線上申辦等，另導師班級會議

研擬與教發中心系統整合。 

（四）修訂「國立臺南大學生宿舍寒暑假住管理要點」，調整學生寒暑假

收費金額及住宿生之權利義務。 

（五）修訂「學生住宿輔導辦法」，使學生宿舍相關管理及輔導規定更明

確。 

（六）修訂「學生操行成績考核辦法」落實導師時間及增進師生情誼之交

流。 

四、衛生保健組 

（一）申請 102 年度推動健康促進學校實施計畫經教育部核定計畫總金額   

為 218,880 元，教育部補助金額 182,400 元，學校自籌款 36,480 元，

計畫包含三大議題：菸害防制、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及健康體

位，希望藉由計畫執行，讓全校師生有健康的環境及生活技能。 

（二）102 年 10 月 12 日 08:00-12:30 由衛保組師長帶領學生志工至臺南

榮民之家辦理「重陽敬老，關懷 99」活動，發揮老吾老以及人之

老精神，使長者倍感溫馨。 

（三）102 年 10 月 22 日開始辦理「均準蔬食-營養百分百」活動，活動為

期一個月，共 8 次，藉由每週二及週四中午全校師生揪團吃蔬食，

以傳遞正確飲食觀念，增加蔬食攝取量，營養又健康，共 154 人參

加。 

（四）102 年 11 月 14 日大愛電視台蔬果生活誌節目蒞校進行「均準蔬食

-營養百分百」活動專訪，共 185 人共襄盛舉，該活動成果已於第

15 期學務電子報專欄呈現，歡迎同仁上網參閱，該專訪內容已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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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年 12 月 21 日中午 12:30 於大愛電視台二台播出，影片於誠正

大樓中庭播放，歡迎師生前往觀賞。 

（五）102年 11月 20日 14:00-16:00於誠正大樓地下一樓休憩中心辦理「妙

手畫語，舞出關懷」活動，共 42 人參加。 

（六）102 年 11 月 30 日 13:00-17:30 帶領學生參加臺南市政府衛生局主辦

之「青春 ing、反毒 ing、活力 show」反菸毒宣導活動。 

（七）102 年 12 月 8 日 09:00-17:00 帶領學生參加臺南市政府衛生局舉辦

之 102 年度「食在低碳-健康美食大臺南」活動，暖場表演及協助

健康飲食宣導。 

（八）103 年 1 月 8 日 13:00-15:00 於誠正大樓急救教室辦理「啟動創〝皂〞

力-南大做環保」活動，預計 30 人參加。 

（九）103 年 3 月 4 日至 3 月 27 日期間，每週二、四中午辦理「快樂蔬

食-營養滿百」 活動，共計 192 人參加，師生參與相當踴躍。 

（十）103 年 3 月 19 日中午 12:00-14:00 於誠正大樓休憩中心辦理第一梯

次「開運面試彩妝教學與實作」活動，共計 32 人參加。 

（十一）103 年 3 月 25 日中午 12:00-14:00 於誠正大樓休憩中心辦理第二

梯次「開運面試彩妝教學與實作」活動，共計 30 人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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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 

壹、單位基本資料 

總務處置總務長 1 人，綜理總務事宜，下設文書、事務、出納、保管、

營繕、環安六組。目前員額為秘書 1 名、組長 6 名、技正 1 名、組員 7 名、

技士 4 名、校聘技士 1 名、校聘組員 2 名、校聘管理師 1 名、駐衛警 2 名、

工友 28 名。 

 

貳、議事方面 

一、行政會議 

102 學年度行政會議共召開 8 次 （102.09.11、102.10.16、102.12.18、

103.01.15、103.02.12、103.03.19、103.05.21、103.06.18）。 

二、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會議 

102 學年度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共召開 2 次（102.12.11、103.05.14）。 

三、其他會議 

（一）總務處會議 

1.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共召開總務處會議 4 次（102.09.18、

102.10.16、102.11.13、102.12.11）。 

2.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共召開總務處會議 4 次（103.02.19、

103.03.19、103.04.16、103.05.14）。 

（二）七股校區公共設施工程公共藝術設置計畫期末驗收會議計召開 3

次（102.09.26、102.10.31、102.12.19）。 

（三）府城校區「五妃街校友樓新建工程」規劃設計會議（含建築外觀及

色彩研商會）計召開 8 次（102.06.25、102.08.30、102.09.13、

102.09.30、102.10.30、103.01.15、103.04.10、103.06.17）。 

（四）七股校區第一期校舍工程督導會議計召開 10 次（101.08.31、

101.09.27、101.10.31、101.11.29、101.12.27、102.03.22、102.04.24、

102.05.24、102.06.20、102.07.08）。  

（五）三大校區推動小組會議計召開 5 次（101.08.31、101.09.19、

101.10.05、101.10.19、101.11.05）。 

（六）召開環境安全衛生委員會會議計召開 1 次（103.02.13）。 

（七）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小組會議計召開 1 次（102.12.18）。 

 

參、年度重要工作 

一、事務組 

（一）持續推動校園開放政策，督促警衛同仁以服務為導向、以微笑的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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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為目標，嚴守服勤規定，提供師長、來賓及學生優質之全方位服

務品質。 

（二）上、下學期定期進行全校性環境消毒及登革熱防治、並不定期針對

季節性植物病蟲害防治，以維持安全、乾淨、衛生之校園環境。 

（三）持續推動勞力委外替代方案，並成立「無涉行政權力業務委外案件

評估小組」，強化校園勞力委外業務績效。 

（四）配合政府政策，宣導優先採購環境保護產品及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

利機構團體或庇護工場生產物品，在全校各單位努力配合下達成規

定目標。 

（五）每年二次針對校園內樹木及校地部分所種植行道樹進行修剪，

以確保維護人車安全及校園環境。 

（六）102 學年度採購、招標案件數說明如下： 

1.10 萬元以上招標案 68 件，總金額 5,605 萬 3,991 元整。  

2.10 萬元以下採購案 9839 件，總金額高達 8,261 萬 7,329 元。 

3.共同供應契約採購案102學年度共承辦 421件，採購總金額：1,957

萬 3,764 元整。其中 10 萬元以上需辦理驗收紀錄及結算證明之案

件共 53 件，總金額 1,933 萬 3,064 元整。 

（七）配合校慶、畢業典禮、阿勃勒節、系所博覽會及各單位舉辦之各項

活動，提供行政支援，全學年計有： 

1.機動工作派遣 691 次。 

2.車輛派遣 1,117 次。 

3.會議室借用 3,352 次。 

4.音樂廳辦理活動 134 場次，總收入 151 萬 8,660 元。 

二、保管組 

（一）103 年 6 月初，辦理本校榮譽教學中心四棟建物有償撥用計畫案。 

（二）103 年 4 月因應原中正館前咖啡屋屆期，異地於思源樓前庭重新開

張，以「簡易輕食咖啡吧」提供校園師生簡易輕食之選擇。 

（三）本校財管系統已於 102 年 11 月開放全校使用，並於 11 月 14、21

日舉辦教育訓練課程，提供財物保管人即時線上查詢、更新、異動

及報廢經管之財物，提昇保管組及財物保管人管理效率。 

（四）本校七股公共工程、垃圾處理場、機電中心、汙水處理廠、弱電系

統及滯洪池北岸景觀工程標共計新台幣 598,430,423元整，已於 103

年 6 月 3 日完成財產登帳事宜。 

（五）本校校友余雅得老師捐贈體操器材一批，包含單槓、吊環架、爬竿

架及雙槓等，共計新台幣 1,027,750 元整 430,423 元，已於 102 年

12 月 31 日完成財產登帳事宜。 

（六）本校財物報廢後轉撥本校專業發展合作學校，共計附小 4 件（直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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櫃及什物架）、建功國小 10 種（含伺服器、網路交換器、液晶顯示

器、直笛、什物架、效率櫃、回收箱、裝訂機、手提音響及裁紙刀）。 

（七）本校奉准報廢財物標售第 1 批於 102 年 8 月 15 日決標，計新台幣

98,800 元整，第 2 批於 103 年 2 月 6 日決標，計新台幣 328,500 元

整，已順利完成廢品清移事宜。 

三、出納組 

（一）102 學年度學雜費就第一、第二學期分別收繳，舊生可至台銀學雜

費系統自行列印繳費單，而新生則在第一學期由出納組蒐集各單位

繳費項目並統整後，列印繳費通知單並寄發： 

102 學年度第一學期，繳費截止日：102 年 09 月 06 日。 

102 學年度第二學期，繳費截止日：103 年 02 月 11 日。 

（二）101 學年度學分費繳交分上、下二學期 

大學部： 

102 學年度第一學期：102 年 10 月 25 日發布繳費資訊，繳費截止

日期為 102 年 11 月 22 日。 

102 學年度第二學期：103 年 4 月 18 日發布繳費資訊，繳費截止

日期為 103 年 5 月 23 日。 

研究所： 

102 學年度第一學期：102 年 10 年 25 日發布繳費資訊，繳費截止

日期為 102 年 11 月 22 日。 

102 學年度第二學期：103 年 4 年 17 日發布繳費資訊，繳費截止日

期為 103 年 5 月 23 日。 

（三）辦理校務基金各項人事費用、工讀金、助學金、補助款、退休金、

口試費等，撥款入帳工作。 

（四）辦理大學部及研究所各項學雜費、學分費等退費，撥款入帳工作。 

（五）辦理校務基金各項廠商工程款、事務採購費用等，撥款入帳工作。 

（六）辦理教職員工薪資、年終獎金、考績獎金及不休假加班費等撥款入

帳工作。 

（七）辦理專兼任教師超支鐘點費及導師費，撥款入帳工作。 

（八）辦理專案計畫各項人事費及廠商款項，撥款入帳工作。 

（九）辦理收、支作業，全年度收支作業共計 3 萬 1,031 筆，為便利收款

對象核對金額及來源細目，全面性就各項付款以電子郵件分別通知

當事人。 

四、文書組 

（一）核算本校 102 年公文歸檔總數 16156 件、校內機密案件屆期解密檢

討 61 件。 

（二）完成本校 35~38 年珍貴檔案移轉檔案管理局作業，共計 73 案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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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並將檔案逐件（逐頁，共 10,502 頁）掃瞄並留存複印本工作。

針對協助本批移轉工作之學務處支援學生（服務教育愛校行動）及

文資系同學致贈感謝狀。 

（三）完成 102 年度檔案管理調查及目錄匯送作業，已匯入『機關檔案資

訊網』。 

（四）文書組辦理 102 年度各單位聘書、研習證書、獎狀、成績證明等用

印事宜，包括教育實習課程實習指導教師聘書、碩士班口試委員聘

書、傑出校友當選證書、語文中心研習證明、進修推廣組學分證明、

人事室獎懲令等例行性工作。 

五、營繕組 

（一）採購招標案： 

10 萬元以上招標採購案件計 19 件，累計決標金額新臺幣 2,681 萬

2,184 元。 

（二）校舍維護修護統計案： 

 1.「土木工程類」由本校技工自行修護案件，計為 1,207 件。 

 2.「空調水電類」由本校技工自行修護案件，計為 1,307 件。 

 3.「土木及空調水電類」招商委外修護案件，計為 1,728 件。 

（三）府城校區年度各項公告金額以上採購案件辦理情形： 

1.「校友樓新建工程委託技術服務」案，於 102 年 6 月 6 日評選結

果由葉世宗建築師事務所獲選第 1 名；102 年 12 月 21 日核定基

本設計、103 年 5 月 6 日通過都市設計審議、103 年 6 月 17 日核

定細部設計，預計 103 年 10 月動工。 

2.「102 年暑假學生宿舍整修工程」案，由鴻銘土木包工業承攬，

於 102 年 7 月 5 日動工，8 月 20 日完工。 

3.「靜敬齋學生宿舍寢具設備汰換」案，由欣長茂室內裝修股份有

限公司承攬，於 102 年 7 月 8 日動工，8 月 20 日完工。 

4.「格致樓與紅樓等校舍整修工程」案，由泰毅土木包工業承攬，

於 102 年 7 月 8 日動工，9 月 14 日完工。 

5.「紅樓與重訓室增設無障礙設施工程」案，由合淞營造工程有限

公司承攬；本案古蹟外觀審查案於 103 年 3 月 19 日經市府文資

處同意備查，電梯建照於同年 4 月 30 日核發，6 月 20 日通過消

防圖審後申報復工，預計 103 年 9 月竣工。 

6.「輔仁齋暨益友齋學生宿舍寢具設備汰換」案，由森億櫥櫃實業

有限公司承攬，於 103 年 6 月 23 日動工，預計 103 年 8 月完工。 

7.「榮譽校區 C 棟校舍耐震補強工程」案，由展振營造有限公司承

攬，於 103 年 7 月 1 日動工，預計 103 年 9 月完工。 

8.「103 年度暑假校舍整修工程」案，預計 103 年 9 月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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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七股校區工程採購案，由內政部營建署全程專業代辦、林同棪工程

顧問有限公司負責規設及監造；年度各項工程辦理進度： 

1.七股校區公共設施工程「垃圾處理場」；102 年 8 月 27 日會同總

務處相關單位，完成 3 年保固暨點交接管事宜。 

2.七股校區公共設施工程「汙水處理廠」；訂於 103 年 7 月 8 日辦

理 3 年保固期滿暨點交接管事宜。 

3.七股校區「東側景觀工程標」由超晟營造有限公司承攬；103 年

3 月 21 日復工，復於同年 5 月 9 日申報竣工，經代辦單位於同日

辦理竣工確認會勘。 

4.七股校區公共設施工程「公共藝術設置計畫案」；102 年 12 月 19

日驗收通過，修正後設置完成報告書於 103 年 3 月 19 日函報台

南市政府文化局備查。 

 （五）消防自衛編組訓練 

1.本校 102 年度第 2 次消防自衛編組訓練，於 102 年 9 月 14 日下

午舉行。 

2.本校 103 年度第 1 次消防自衛編組訓練，於 103 年 6 月 25 日下

午舉行。 

（六）校區設置計畫書辦理情形： 

1.教育部 102 年 3 月 21 日函示：優先提出七股校區及府城校區修

正計畫書以加速校區建設。 

2.為加速校區的建設，依據教育部函示提出「國立臺南大學校區設

置計畫（七股校區及府城校區）」，並依 102 年 6月 7 日經建會（現

稱國發會）人力字第 1020002416 號函之審提意見、同年 10 月 15

日經建會召開研商會議之相關機關審提意見及會議結論及教育部

103 年 2月 24 日函示意見完成修正，於 103 年 4 月 7 日函送修正後

計畫書至部。 

教育部於 103 年 5 月 15 日核轉行政院審議，俟接獲行政院核定

函，即可恢復執行校區建設計畫。 

六、環安組 

  （一）規章制訂及修改 

1.訂定國立臺南大學「安全衛生管理制度」。 

2.訂定國立臺南大學榮譽教學中心「事業有害廢棄物管理計畫書」。 

3.修正府城校區及榮譽教學中心毒性化學物質防災基本資料。 

4.修正國立臺南大學「事業廢棄物清理計劃書」。     

5.修正國立臺南大學「實驗室意外事故及災害緊急應變計畫」。 

6.修正國立臺南大學「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小組設置要點」。 

7.修正毒性化學物質及先驅化學品相關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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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舉辦實驗場所相關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1.舉辦本校新進人員需進實驗室之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2.推動研究所及大學部新生參加教育部舉辦「實驗室安全衛生研習

營」。 

3.辦理在職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4.辦理承攬商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5.推動實驗室人員參加有機溶劑作業主管教育訓練並取得合格證。 

6.參加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專責人員訓練。 

7.辦理毒性化學物質教育訓練。 

8.辦理榮譽教學中心毒化洩漏之緊急應變教育訓練 

（三）舉辦環境教育相關教育訓練 

1.舉辦資源回收教育訓練。 

2.舉辦環境教育演講。 

（四）實驗室安全衛生改善 

1.維護及改善本校局部抽氣設備及藥品櫃效能改善工程。 

2.電機系固態照明實驗室金屬粉塵危害改善工程。 

3.改善材料系 C403 先進碳材實驗室逃生門動線改善工程。 

4.協助材料系 C511 鄭建星老師實驗室空間改善工程。 

5.協助材料合成實驗室有害廢液偵測系統改善。 

6.辦理實驗場所作業環境監測。 

7.協助改善生物科技學系 C106 基因調控分子醫學實驗室增加細菌

培養區之改善工程。 

8.於本校圖書館加裝室內空氣品質連續監測設備。 

9.協助美術系辦理危險性機械設備定期檢查。 

10.協助事務組勘查雅音樓音樂廳頂燈損換更換工程安全衛生相關

事項。 

11.增設榮譽教學中心個人與行動通訊網路實驗室局部抽氣設備。 

（五）毒性化學物質管理 

1.調查毒性化學物質儲存與使用狀況。 

2.本校「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紀錄表」申報備查。 

3.本校向臺南市環保局申請實驗室新購入毒性化學物質，已通過核

可。 

4.清除環境與生態學院、理工學院及藝術學院過期及不明藥品，共

清運 130 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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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進行毒性化學物質內部稽核，稽核結果皆符合規定。 

6.協物材料合成實驗室化學藥品盤點。 

（六）自動檢查制度推動 

1.製訂年度自動檢查計畫，辦理實驗室安全衛生查核。 

2.制定內部查核及稽核制度 

（七）危險性機械設備檢查及申報 

進行本校危險性機械設備調查、上網申報並依法令規定進行設備定

期檢查。 

（八）其他工作項目 

1.協助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調查「102 年本校環保支出統計表」彙整。 

2.向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申報本校「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管理小組」

委員異動名單及報備本校 102 年動物照護監督報告。  

3.向教育部申報本校毒性化學物質運作及購買情形。 

4.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辦理室內空氣品質輔導作業。 

5.向臺南市環保局申報本校資源回收、廢食用油情形。 

6.向臺南市環保局申報本校事業廢棄物產出、暫存情形。 

 

肆、年度創新工作  

一、事務組 

（一）高效能的服務品質為目前施政鴻鵠，亦為本組年度重點工作目標，

為達成年度工作績效目標，本組將於每年 10 月份辦理警衛保全人

員及機動人力服務品質滿意度調查，期望藉由本項調查作為來年改

善參考依據。 

（二） 103 年 5 月 21 日 102 學年度第 5 次行政會議修正「國立臺南大學

校園車輛管理及廢棄腳踏車處理要點」部分規定，自 103 學年度開

始實施校園車輛停車收費，以落實使用者付費與國有財產活化政

策。 

（三）102 年 12 月 18 日 102 學年度第 3 次行政會議訂定「國立臺南大學

科技技術研究發展採購作業要點」。 

二、保管組 

（一）因應教育部 103 年事務檢核實地訪查計畫案，將於 103 年 7 月 18

日前來本校訪視，訪查涵蓋保管組所有業務，含校地、建物管理資

料照片及所有財產設備管理事宜，已函請本校同仁事前自行檢查，

是日需待命抽查經管財產情形。 

（二）為提高財物保管人管理效率，故於 102 年 11 月完成財管系統轉換，

並開放全校使用，提供財物保管人即時線上查詢、更新、異動及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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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經管之財物。  

（三）為節省財物保管人年度盤點之工作時間，已規劃開發線上盤點系

統，可配合攜帶式電腦設備盤點，除可即時存入盤點結果、更新存

置地點外，更可依需要辦理線上移轉及報廢申請。 

三、出納組 

（一）簡化作業流程：與台灣銀行合作代收本校停車費、推廣班報名費、

進修學位班、轉學考等報名費用，以網路轉帳繳費，加速帳務收款

統計作業。持續檢討改善線上離校作業，免去學生親自蓋章辦理離

校手續之程序。 

（二）加速撥款作業：積極加強與銀行、郵局等金融機構之各項合作模式，

確實掌控各項經費收、支時程，加速各項收、付款流程，使資金得

以充分調度運用。 

（三）提供同學多元繳費方式：增加寒、暑假住宿同學，繳交住宿費，可

利用台銀學雜費網站製單繳費。 

（四）配合新增二代健保收繳業務，結合主計室帳務系統及總務處請購作

業系統，由出納系統轉出收繳資料，供業務單位申報補充保費使

用，節省每月申報時程之統計作業。 

（五）配合財政部「所得稅各式憑單填發無紙化試辦作業要點」規定，宣

導以電子傳輸方式，將個人所得憑單寄至當事人電子郵件信箱，將

持續宣導辦理免寄發紙本，以擴大節能減碳成效。 

四、文書組 

配合 102 年 1 月 1 日教育部公文資訊系統調整作業，及機關代碼改碼作

業，文書組及電算中心同仁參加教育部於 101 年 12 月 29 日舉辦之演練

完成，並順利於 102 年 1 月 2 日完成電子公文收發無縫接軌作業。 

五、營繕組 

（一）為推動四省專案及提昇節能績效，持續落實節約能源推動，進行各

項電、水管制措施，以避免不必要的浪費。 

（二）為改善廁所異味及兼顧節能減碳，於 102 年起於廁所裝置免沖水小

便斗以利除臭及減水減電。 

六、環安組 

（一）組成內部稽查成員，辦理毒性化學物質內部稽查作業 

（二）與生態保育社一起合辦「節能減碳 愛地球 熄燈一小時」活動。 

（三）辦理圖書館室內空氣品質維護及管理相關作業。 

（四）調查本校毒性化學物質運作場所並核發場所標示。 

（五）與生態保育社合辦【R5 購屍特市集】，進行二手市集跳蚤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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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年度榮譽事蹟 

（一）102 年 10 月 24 日代表教育部參加財政部國有財產局舉辦之「101

年度國有公用不動產活化運用績效評選」不動產活化運用績效優

異。 

（二）獲得教育部辦理「校園安全衛生認證系統」並獲得認可免稽核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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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展處 

壹、單位基本資料 

本處現置有研發長 1 名，下設國際事務組、學術發展組及產學合作組等

3 組，每組置組長及校聘組員各 1 名，以及全職工讀生 1 名。 

貳、 議事方面 

  一、國際事務組 

（一）召開「本校 103 年國外及大陸地區出國參訪暨教育展行程規劃

會議」（102.10.23）。 

（二）召開「國立臺南大學交換學生來校就讀甄選暨國立臺南大學交

換學生出國甄選複審審查會議」（102.11.13）。 

（三）召開「國立臺南大學來校交換學生住宿事宜討論會議」

（103.01.08）。 

（四）召開「國立臺南大學辦理學術研討會（含展覽、表演）補助審查會

議 103 年度第 1 梯次」（103.01.16）。 

（五）召開「國立臺南大學交換學生來校就讀甄選暨國立臺南大學交換學

生出國獎學金審查會議」（103.4.30）。 

（六）召開「國立臺南大學交換學生出國獎學金（學海飛颺）審查會議」

（103.06.25）。 

（七）召開「國立臺南大學辦理學術研討會（含展覽、表演）補助審查會

議 103 年度第 2 梯次」（103.07.04）。 

（八）召開「國立臺南大學研究生出國參加國際研討會（含展覽、表演）

補助複審審查會議」（103.07.04）。            

    二、學術發展組 

（一）召開「國立臺南大學學術倫理輔導改進會議」（102.09.03）。 

（二）召開「國立臺南大學 102 學年度加強學術研究提昇教學品質獎勵初

審會議」（102.10.15）。 

（三）召開「國立臺南大學 102 學年度獎勵研究績優系所複審會議」

（102.10.28）。 

（四）召開「國立臺南大學 102 學年度補助學術研究計畫複審會議」

（102.11.04）。 

（五）召開「國立臺南大學 102 學年度加強學術研究提昇教學品質獎勵複

審會議」（102.11.4）。 

（六）召開「國立臺南大學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研究發展會議」

（102.11.05）。 

（七）召開「國立臺南大學 102 學年度第一學期南大學報指導委員會議」

（103.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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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召開「103 年度四類學報及光碟片」採購乙案評審小組第一次會議

（103.02.25）。 

（九）召開「國立臺南大學 103 年度貴重儀器管理委員會」（103.03.05）。 

（十）召開「103 年度四類學報及光碟片」採購乙案評審小組第二次會

議」（103.03.18）。 

（十一）召開「國立臺南大學 103 年度加強學術研究提昇教學品質獎勵初

審會議」（103.05.05）。 

（十二）召開「國立臺南大學 103 年度加強學術研究提昇教學品質獎

勵複審會議」（103.05.29）。 

（十三）召開「國立臺南大學 102 學年度第二學期南大學報指導委員

會議」（103.06.24）。 

（十四）召開「國立臺南大學 102 學年度第二學期研究發展會議」

（103.06.05）。 

三、產學合作組 

（一）召開「102 年度專業發展合作單位聯席會議會前會」。（102.07.23） 

（二）召開「102 年度專業發展合作單位聯席會議」。（102.08.06） 

（三）召開國立臺南大學研究中心設置暨管理研商會議。（102.08.13） 

（四）辦理本校與科技部工程科技推廣中心簽署「合作備忘錄」相關事宜。

（102.08.15） 

（五）辦理「南科產學協會第六屆半導體推廣委員會」102 年度半導體相

關議題活動： 

1.召開 102 年度半導體工作小組討論會議。（102.09.03） 

2.辦理「102 年度企業參訪暨半導體產學推廣論壇」，地點為南部科

學園區聯華電子股份有限公司研發大樓演講廳。（102.10.18） 

3.辦理「102 年度產學合作計畫/半導體產學推廣經驗分享座談

會」，地點為本校誠正大樓 4 樓 401 國際會議廳。（102.11.18） 

（六）辦理「103 年度申請科技部大專學生研究計畫經驗分享座談會」。

（102.11.27） 

（七）辦理「國立臺南大學附屬啟聰學校性平事件專業輔導小組會議」相

關事宜： 

1.於教育部召開第一次會議。（102.12.09） 

2.於本校校長室召開第二次會議會前會。（102.12.16） 

3.於教育部召開第二次會議。（102.12.19） 

4.於南大附聰召開第三次會議。（103.01.02） 

5.於南大附聰召開第四次會議暨實地訪視與分組會議。（103.01.27） 

6.於南大附聰召開第五次會議暨分組會議。（103.0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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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於南大附聰召開第六次會議暨分組會議。（103.02.27） 

8.於南大附聰召開第七次會議暨分組會議。（103.03.20） 

9.於南大附聰召開第八次分組暨專輔小組會議。（103.04.09） 

10.於南大附聰召開第九次分組暨專輔小組會議。（103.04.24） 

11.於南大附聰召開第十次分組暨專輔小組會議。（103.05.08） 

12.於南大附聰召開第十一次分組暨專輔小組會議。（103.05.22） 

13.於南大附聰召開第十二次分組暨專輔小組會議。（103.06.12） 

14.於南大附聰召開第十三次分組暨專輔小組會議。（103.06.26） 

15.規劃於南大附聰召開第十四次分組暨專輔小組會議。

（103.07.24） 

16.規劃於南大附聰召開第十五次分組暨專輔小組會議。

（103.08.21）  

（八）辦理 103 年度研究中心評議委員會，同意黃鎮江教授申請設置「能

源與環境研究中心」乙案。（103.03.27） 

（九）召開 103 年度技術審查委員會，並完成校內研發成果盤點事宜。

（103.04.17） 

（十）召開 103 年度本校申請科技部獎勵特殊優秀人才審查會議。

（103.05.12） 

（十一）就大學兼任助理定位、權益保障等事項舉辦本校師生座談會，討

論有關兼任助理相關權益事宜。（103.05.22）  

（十二）召開「103 年度專業發展合作單位聯席會暨成果展」。（103.05.24） 

（十三）辦理本校與臺南市立東光國民小學及財團法人博幼社會福利基金

會締結專業發展合作夥伴關係。（103.05.24） 

（十四）辦理科技部就地查核本校原始憑證（103.05.16） 

（十五）辦理科技部赴校查核成果管理機制事宜（103.05.30） 

 

參、年度重要工作 

一、國際事務組 

（一）外賓參訪、演講及座談 

1.湛江師範學院一行人蒞校參訪（102.08.02）。  

2.香港裘錦秋中學一行人蒞校參訪（102.08.02）。 

3.溫州城市大學一行人蒞校參訪（102.09.10） 。 

4.辦理本校交換學生出國暨獎學金甄選說明會（102.09.25）。 

5.廣東外語藝術職業學院一行人蒞校參訪（102.09.27）。 

6.上海市學生事務工作中心一行人蒞校參訪（102.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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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廣東第二師範學院一行人蒞校參訪（102.10.22）。 

8.印尼亞齊大學秘書系師生一行人蒞校參訪並與本校國語文學系

洽談暑期實習相關事宜（102.10.31）。  

9.美國哥倫比亞市 Pratzner 總裁蒞校參訪（102.11.06）。 

10.辦理印度文化及教育經驗分享座談會（102.11.07）。 

11.辦理交換學生出國經驗分享座談會，講者：材料系蕭仲軒同學、

生科系王瓊瑩同學（102.11.27）。 

12.辦理來校交換學生經驗分享座談會，講者：Lois Gauthier 同學、

葉朝楓同學（102.12.04）。 

13.辦理國際學術交流講座-模糊理論與應用，講者：Fuzzy Sets and 

Systems 副總編輯 B. De Baets 教授（102.12.09）。 

14.辦理法國與智利文化及教育經驗分享座談會，講者：Marie-Liesse 

Cauwet、Sandra Astete （102.12.10）。 

15.辦理出國交換學生經驗分享座談會-埼玉大學，講者：文資系蔡

誌德同學、英語系林以婷同學（102.12.11）。 

16.辦理留學澳洲講座，講者：郭士祺小姐及魏彩瀅小姐

（102.12.18）。 

17.廣西教師教育研究會一行人蒞校參訪（102.12.21）。 

18.廣東外語藝術職業學校一行人蒞校參訪並簽約成為姊妹校

（102.12.21）。 

19.辦理國立臺南大學境外學生接待志工說明會（103.01.07）。 

20.辦理美國北伊利諾大學（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校園文化

及教育座談會（103.01.16）。 

21.辦理日本東京學藝大學（Tokyo Gakugei University）一行人蒞校

參訪（103.02.20）。 

22.辦理 AIT 歐介林處長蒞校演講，講題：on becoming a global 

citizen （103.03.19）。 

23.辦理來校交換學生經驗分享座談會，講者：首都師範大學陳亦

霏同學、浙江師範大學王珂同學、安徽師範大學盛逸昭同學、

華南師範大學黃志婷同學、華北電力大學文茜同學（103.04.30）。 

24.辦理本校交換學生出國經驗分享座談會，講者：特殊教育學系

潘諾同學（大陸華東師範大學）、英語學系陳家怡同學（韓國加

圖立大學）、國語文學系王立琦同學（美國阿肯色小岩城分校）、

音樂學系劉韋伶同學（美國中央阿肯色大學） （103.05.07）。 

25.辦理澳洲留學講座（103.05.14）。 

27.辦理本校交換學生出國暨獎學金甄選說明會（103.05.21）。 

28.辦理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境外學生與接待志工交流討論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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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5.28）。 

29.辦理麗水學院蒞校參訪並簽約成為姐妹學校（103.05.29）。 

30.辦理本校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境外學生接待志工說明會

（103.06.11）。 

31.辦理美國陶森大學蒞校參訪（103.06.23）。  

（二）本校出訪行程 

1.黃秀霜校長及李健興研發長赴美國出席「2013 年第一屆臺灣-馬

里蘭高等教育會議」、「美國東部臺灣教育展開幕式」、「2013 年第

五屆臺灣-佛羅里達高等教育會議」（102.08.21-102.8.29）。 

2.教育學院黃宗顯院長及教務處鄭泰山組長赴蒙古參加 2013 年蒙

古教育展 （102.09.05-102.09.10）。  

3.機電系統工程研究所林大偉所長與黃崇能教授拜會泰國北曼谷

科技大學（102.09.09）。 

4.李建億學務長及教務處曹哲嘉組長赴印尼參與 2013 第二屆臺灣

印尼高等教育論壇暨 Study in Taiwan 印尼臺灣高等教育展

（102.09.25-102.10.02）。 

5.研發處吳宥鋅組長及教務處郭旭芳組員赴泰國參加「2013 臺灣高

等教育展」暨「第三屆臺泰高等教育論壇」（102.11.18-102.11.22）。 

6.莊陽德副校長與研發處蔡佳恩校聘組員出席 2014 亞太教育者年

會（103.03.16-103.03.20）。 

7.李健興研發長拜訪姐妹校韓國國立木浦海洋大學洽談國際合作

事宜（103.05.15-103.05.17）。 

8.秘書室姜麗娟主秘及語文中心蔡玲婉主任參與 2014 年美洲教育

者年會（103.05.25-103.06.01）。 

9.林登順院長與南京師範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及強化培養學院簽約

相關事宜（103.06.07-103.06.14）。 

10.李健興研發長參訪法國姐妹校巴黎南區大學（巴黎 11 大學）

（103.06.09-103.06.13）。 

11.謝宗欣總務長及教務處曹哲嘉組長參與 2014 馬來西亞教育展

（103.07.05-103.07.12）。 

（三）姐妹校簽約 

1.蘇州大學（102.08.16）。 

2.美國聖湯瑪斯大學（102.08.26）。 

3.日本大阪府立大學（102.09.06）。 

4.美國索爾茲伯里大學（102.09.23）。 

5.西班牙哈恩大學（102.09.23）。 

6.北京師範大學教育學部（102.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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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重慶第二師範學院（102.11.14）。 

8.華南師範大學（102.11.07）。 

9.首都師範大學（102.12.04）。 

10.韓國京畿大學（103.04.21）。  

 二、學術發展組 

（一）南大學報 

1.辦理 102 年度四類學報暨光碟片招標驗收結案事宜。 

2.辦理 103 年四類學報暨光碟片招標評審，評審結果為天宇視覺設

計。 

3.為鼓勵以本校名義發行之相關學報或學術期刊收錄於國際學術

相關期刊索引資料庫，已補助教育學院教育研究學報，人文與社

會學院人文與社會研究學報相關業務費，並請其申請國科會人文

處 102 年度期刊評比，執行成效如下： 

（1）教育研究學報 

年

度 

本年

度收

到之

新稿

件 

前一年

度未處

理完成

之篇數 

處

理

完

成

篇

數 

刊

登

總

篇

數 

刊

登

外

稿

篇

數 

外稿率 

逕

行

退

稿

篇

數 

中途

退稿

或不

予刊

登 

退稿率 

當年

度未

處理

完成

之篇

數 

99 36 16 36 15 11 73.3% 0 21 58.3% 16 

100 41 16 38 11 8 72.7% 1 26 71.1% 19 

101 36 19 41 11 8 72.7% 1 29 73.2% 14 

102 34 14 34 12 10 83.3% 2 20 64.7% 14 

合

計 
147  149 49 37  4 96   

 

（2）人文與社會研究學報 

年

度 

本年

度收

到之

新稿

件 

前一

年度

未處

理完

成之

篇數 

處理

完成

篇數 

刊

登

總

篇

數 

刊

登

外

稿

篇

數 

外稿率 

逕行

退稿

篇數 

中途

退稿

或不

予刊

登 

退稿

率 

當年

度未

處理

完成

之篇

數 

99 31 5 34 11 11 100.0% 1 22 67.6% 2 

100 35 2 33 10 7 70.0% 1 22 69.7% 4 

101 39 4 37 10 8 80.0% 9 18 73.0% 6 

102 21 6 21 10 8 80% 5 6 52.4% 6 

合

計 
126  125 41 34  16 68   

 

4.與元照出版社及聯合百科公司簽署電子期刊數位授權合約書。 

5.已於 103 年 1 月 13 日召開南大學報指導委員會，會中決議學報

印刷本數為 30 本、明定碩士論文引用數、請人社學院評估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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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屬性、理工期刊朝 EI 或 SCI 收錄努力、各學報擴充更多稿源。 

6.出版教育研究學報、人文與社會研究學報 47 卷 2 期、48 卷 1 期；

理工研究國際期刊 3 卷 3~4 期、4 卷 1~2 期；藝術研究學報 6 卷

2 期、7 卷 1 期。 

7.辦理政府出版品展售門市（共 2 家）及電子期刊授權單位（共 9

家）出版品 102 年銷售結帳請款相關事宜。 

（二）計畫相關 

1.本校已委託「國立成功大學人類行為科學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

（委託期間至 104 年 12 月 31 日止）及「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研究

倫理審查委員會」協助審查本校研究倫理相關計畫案。 

2.辦理科技部補助之教師國際雙邊合作計畫、國內外訪問研究計畫

與出席國際會議之公告申請。 

3.辦理科技部補助專家學者出席國際會議送件核銷等事宜，共計 9

件。 

4.辦理科技部補助團隊參與國際學術組織會議核定等事宜，計 1件。 

5.行政院國科會 103 年度（第 52 屆）補助科學與技術人員國外短

期研究，本校核定通過共計四名，分別為教育學系 1 名、機電系

統工程研究所 2 名、生物科技學系 1 名。 

6.辦理本校申請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補助青年學者學術

輔導與諮詢」核定通過相關事宜，計 1 件。 

7.辦理本校申請科技部 103 年度臺德 PPP 計畫核定通過相關事宜，

計 1 件。 

8.辦理科技部 102 年度「補助人文及社會科學領域學者國內訪問研

究計畫」第二期請款作業，計 1 件。 

9.協助本校教師申請國立成功大學人類行為科學研究倫理審查，共

計 31 件。 

（三）其他庶務 

1.辦理 102 年度各系所有關獲學術競賽獎項、獲 Fellow 會士、院士

榮譽獎項、期刊論文發表、研討會論文發表、專書、展演等調查。 

2.辦理各類期刊徵稿及研討會訊息公告。 

3.辦理102年度加強學術研究提昇教學品質獎勵案申請，共獎勵148

件。 

4.辦理 102 年度補助學術研究計畫案申請，共補助 17 件。 

5.辦理 103 年度加強學術研究提昇教學品質獎勵案申請，共獎勵 94

件。 

6.統籌協助各單位辦理「教育部高等教育校務資料庫」102 年 10 月

及 103 年 3 月份表單填報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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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與電算中心共同維護獎勵案線上申請系統。新增參加國際發明展

及專利兩項類別。 

8.辦理本校 102 學年度獎勵研究績優系所複審會議，會中依第一階

段書面審查及第二階段簡報審議結果-「研究優良獎」由教育學系

以及綠色能源科技學系獲獎，「最佳進步獎」由行政管理學系獲

獎。 

9.辦理 103 年度貴重儀器管理委員會委員改聘事宜。 

10.已於 103 年 3 月 5 日召開「103 年度貴重儀器管理委會會議」，

並已請相關系所更新貴重儀器管理平台資料。 

11.教育部來文調查本校 104 年度歲出概算經常性作業用單價新臺

幣 500 萬元以上儀器。 

12.辦理中華民國斐陶斐榮譽學會 103 年榮譽會員推薦，共 12 名。 

13.回報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有關本校「102 年已購單價一佰萬

元以上儀器調查表」。 

14.於 103 年 5 月 24 日辦理 2014 南大阿勃勒節學術暨研發成果展，

當天以 25 張海報方式呈現。 

15.召開研究發展處處務會議共計 7 次。 

16.協助各單位資料相關研究資料提供。 

三、產學合作組 

（一）科技部計畫業務 

1.辦理科技部、教育部、經濟部及各單位計畫徵求及相關規定公告

等事宜。 

2.辦理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變更（含研究成果報告變更、經費追加）

及經費流用等申請事宜。 

3.辦理本校申請變更計畫主持人於科技部研究人才網之姓名資料

乙案，計 2 案。（教育學系） 

4.辦理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變更執行機構相關事宜：專題研究計畫

轉出 3 件（綠能系）、轉入 3 件（幼教系）；大專學生研究計畫轉

出 2 件（綠能系）。 

5.辦理辦理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含產學合作研究計畫）經費結案

事宜，共 113 件。 

6.辦理本校特教系獲獎人王立志同學申請註銷「102 年度獎勵人文

與社會科學領域博士候選人撰寫博士論文獎」相關事宜，計 1 案。 

7.辦理 101年度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調查資料檔案送交中央研究院

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所轄調查研究專題中心乙案，分送相關資

料予計畫主持人用印等事宜，計 2 案。 

8.辦理科技部「102 年度公立學校及研究機構執行科技部補助經費

原始憑證就地查核計畫」查核結果聲復彙辦事宜，經科技部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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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8 月 1 日臺會綜二字第 1020049480 號函覆本校同意備查，計 2

案。 

9.辦理科技部核定本校 102 年度專題研究計畫（含隨到隨審、產學

合作計畫）之簽約、請款及撥款入帳等事宜，計 70 件。 

10.辦理科技部核定本校 103 年度專題研究計畫（含隨到隨審、產

學合作計畫）之簽約、請款及撥款入帳等事宜，計 87 件。 

11.辦理科技部核定本校執行 100、101 及 102 年度新制多年期計畫

（含產學合作計畫、經費追加）請款及撥款入帳等事宜，計 99

件。 

12.辦理函請南台科技大學轉撥本校計畫共同主持人何美慧老師執

行科技部 102 年專題研究計畫之第 1、2 期款請撥款項等事宜。 

13.辦理本校下半年申請科技部 102 年度各類專題研究畫相關申請

事宜，計 17 件。 

14.辦理本校上半年申請科技部 103 年度各類專題研究畫相關事

宜，計 198 件。 

15.辦理科技部「補助大專校院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施」方案： 

（1）102 年度本校推薦 47 人，核定通過 44 人（其中傑出人員 4

名、優良人員 40 名），通過率達 94%，其中 3 人同時獲教育

部彈薪方案。 

（2）繕製 102 年度本獎勵案獲獎證明並寄發各獲獎人，計 44 人。 

（3）辦理 102 年度第 1、2 期款請撥款項等事宜，並按月動支獎

勵金予獲獎人之相關等事宜，計 41 人。 

（4）於 103 年 5 月 14 日完成彙收獲獎人績效報告，並於 5 月 30

日前函報本校執行「102 年度科技部補助大專校院獎勵特殊

優秀人才措施」方案績效報告乙份。 

（6）辦理本校「102 年度科技部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方案」印領清

冊 1 式 2 份，函報科技部辦理經費結報相關事宜。 

（7）辦理「103 年度科技部補助大專校院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施」

方案申請事宜，至 5 月 7 日（三）12 時止受理各學院推薦

人選，並於 103 年 5 月 29 日以南大研發字第 1030003933 號

函送本校「103 年度補助大專校院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施方

案」申請資料紙本 1 份並完成線上申請作業。 

16.辦理科技部「補助大專校院延攬特殊優秀人才措施」方案：  

（1）辦理本校 101 年度延攬生科系丁慧如女士乙案（101 年 8 月

至 102 年 7 月）執行績效報告及經費結案等事宜，以及科技

部函覆同意經費結報並撥付追加款 3,500 元相關事宜。 

（2）辦理本校 101 年度延攬丁慧如女士（102 年 8 月至 12 月）

之執行績效報告及經費結報等相關事宜，計 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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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辦理科技部核定本校「103 年度補助大專校院延攬特殊優秀

人才措施」方案延攬丁慧如女士及經費請撥事宜，並將經費

授權至生科系經費項下使用。 

17.辦理科技部補助本校延攬科技人才案： 

（1）辦理資訊工程學系李健興教授申請補助延攬「客座研究員」

奧利佛泰德先生參與專題研究計畫乙案，結果未獲同意補

助，轉知申請人知悉。 

（2）辦理經營與管理學系（所）林懿貞老師延攬「客座副研究員」

澳大利亞籍 William Yu Chung Wang 王佑中先生參與專題

研究計畫乙案經費結案等事宜。 

（3）辦理行政管理學系（所）余明助老師延攬「博士後研究」陳

婉青女士參與專題研究計畫乙案經費結案等事宜。 

（4）辦理數位學習科技學系（所）蘇俊銘老師延攬「客座研究員」

德國籍 Michael,Rainer-Maria ZOCK 左密夏先生參與專題研

究計畫乙案經費結案等事宜。 

18.辦理「科技部大專學生研究計畫」相關事宜： 

（1）辦理科技部補助本校執行「102 年度大專學生研究計畫」經

費結案事宜，並繳回未動支支票乙紙，計 29 件。 

（2）開立本校學生獲核定執行 102 年度大專學生研究計畫證明

書。 

（3）辦理申請「103 年度大專學生研究計畫」申請案（含後續科

技部通知申請學生更正成績單等相關事宜 1 件），計提出申

請 58 件，核定通過 25 件，通過率 43%。 

（4）繕製本校執行 103 年度科技部大專學生研究計畫之執行注意

事項並宣導知悉。 

19.因應行政院組織改造，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於本（103）年 3

月 3 日升格為部，更名為「科技部」，本處將配合科技部修訂相

關法規及表單。 

20.辦理有關大專院校學生勞動權益相關研議及公文簽核事宜： 

（1）辦理科技部函請提供補助專題研究計畫 101 年 8 月 1 日至

102 年 7 月 31 日所約用兼任助理及臨時工，辦理勞工保險

及全民健康保險之統計資料。 

（2）辦理教育部函請填報有關「釐清大專校院兼任助理型態及工

作內容」乙案。 

（3）參加行政院勞工委員會 102 年 12 月 8 日（星期日）上午假

臺灣大學霖澤館辦理「大專院校學生勞動權益暨法律關係研

討會」。 

（4）辦理勞工保險局函請依規定申報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之

約用助理人員（含兼任助理人員及臨時工）參加勞工保險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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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保 險，如有適用勞動基準法者，應為其申報提繳勞工

退休金，以保 障員工權益並避免受罰乙案。 

（5）辦理教育部 102 年 12 月 23 日召開研商大專校院兼任助理定

位及權益事宜會議紀錄公文簽核事宜。 

（6）辦理中華民國國立大學校院協會 103 年 3 月 13 日國協字第

1030000906 號函轉教育部 102 年 12 月 23 日大專校院兼任

助理定位及權益事宜會議紀錄之修正附表乙份之簽核事宜。 

 21.辦理 103 年度科技部及教育部相關查核及填報事宜： 

（1）於 5 月 15 日前函覆科技部，有關本校辦理補助計畫之內部

控制作業落實執行之有關書面 1 份，以申請維持就地查核。 

（2）於 5 月 16 日科技部派員來校查核，有關本校執行國科會補

助 101 年度計畫財務收支情形，地點於本校誠正大樓 B309

會議室。（本年度共抽查 10 件） 

（3）於 5 月 22 日於誠正大樓 B401 國際會議廳舉辦本校師生座

談會，討論有關兼任助理相關權益事宜。 

（4）於 5 月 23 日前回覆本校主計室，填報科技部 103 年度科技

部補助計畫衍生之研發成果管理機制實地查訪表。 

A.於 5 月 27 日以電子郵件回報本校 103 年度科技部實地訪

查表初稿。 

B.辦理科技部人員來校查核本校研發成果管理機制，時間：

5 月 30 日下午 2 時。 

C.依據本查核結果，持續辦理本校研發成果管理機制相關修

正事宜。 

（5）於 5 月 23 日前函覆科技部，有關本校計畫主持人未依規定

繳交報告之查核及辦理情形。 

（6）於 5 月 26 日前，彙整回報教育部有關本校學生兼任助理（含

兼任研究助理、兼任教學助理、研究計畫臨時工等 3 類）101

學年度人數調查表。 

（7）於 5 月 28 日前函覆中華民國國立大學校院協會，有關本校

兼任助理定位、權益保障等事項填報資料。 

（8）辦理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 101 年 8 月 1 日至 102 年 7 月

31 日所約用兼任助理及臨時工，辦理勞工保險及全民健康

保險之統計資料填報事宜。 

（9）於 5 月 30 日科技部派員來校查核，有關本校查核成果管理

機制事宜。 

22.辦理科技部函示本校查核有關執行「99 年度專題研究計畫將逾

6 個月未依規定繳交報告名冊」乙案，本校業於 103 年 5 月 23

日以南大研發字第 1030007010 號函覆查核結果，共 1 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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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教育部相關業務 

1.辦理教育部（102）年 10 月份「高等教育校務資料庫」填報事宜。 

2.辦理教育部 103 年 5 月 29 日臺教高（三）字第 1030075493 號函

示，有關審計部抽查部分學校進用編制外專任、兼任助理及臨時

工作人員管理暨薪資核發作業情形，本處近期將籌開校內研商會

議，以修正、釐清並建置相關稽核控管機制。 

3.辦理中華民國國立大學校院協會函轉教育部 103 年 5 月 7 日臺教

高（五）字第 1030066686 號函，請本校就大學兼任助理定位、

權益保障等事項填列。本處業於 5 月 22 日於誠正大樓 B401 國際

會議廳舉辦本校師生座談會，討論有關兼任助理相關權益事宜，

並依規定於 103 年 5 月 28 日以南大研發字第 1030006958 號函報

相關資料。 

4.辦理本校協助附聰辦理校園性平事件國家賠償案相關事宜書面

報告彙整事宜。 

5.持續擔任國立臺南大學附屬啟聰學校相關案件單一窗口，並辦理

有關國立臺南大學附屬啟聰學校性平事件國家賠償案相關公文

簽辦事宜。 

6.辦理本校協助附聰辦理校園性平事件國家賠償案相關事宜書面

報告彙整事宜。 

7.教育部國教署於 103 年 3 月 5 日以臺教國署原字第 1030017432

號函請本校以行政協助方式辦理「國立臺南大學附屬啟聰學校性

平事件專業輔導小組會議」乙案，有關行政協議書用印及請撥款

項等事宜。 

（三）專業發展合作單位相關業務 

1.辦理本校專業發展合作學校-大同國小函請本校協助辦理 102 年

度暑期相關活動，說明如下： 

（1）有關「暑期電腦資訊能力研習營實施計畫」乙案，由資訊工

程學系、電算中心提供協助。 

（2）有關「特教親職教育身心障礙者家庭教育- 一路有你成長團

體實施計畫」乙案，由特殊教育學系提供協助。 

（3）有關「暑期兒童社團實施計畫」乙案，由學務處課指組、體

育室提供協助。 

2.辦理本校與臺南市立忠孝國民中學續約乙案相關事宜，經歷次研

議，臺南市政府於 103 年 5 月 12 日以府教秘字第 1030432271 號

函覆忠孝國中完成續約事宜。 

3.辦理本校專業發展合作單位-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地方行政研習

中心函邀本校參加 102 年 10 月 4 日「102 年策略同盟會」，本校

推薦行政管理學系師生共 7 名與會，其中余明助主任為機關代表

參加同盟會議、餘 6 名研究生參加同盟研習，結合移地教學並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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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專業合作。 

4.辦理 103 年 5 月 24 日本校與財團法人博幼社會福利基金會及財

團法人誠致教育基金會簽署專業發展合作單位等事宜。 

5.辦理專業發展合作學校大同國民小學函請本校協助辦理本（103）

年度暑期兒童育樂營活動相關事宜： 

（1）有關電腦班，由理工學院、資訊工程學系、電算中心提供協

助。 

（2）有關書法班及閱讀寫作班，由人社學院、國語文學系提供協

助。 

（3）有關英語班，由人社學院、英語學系提供協助。 

（4）有關繪畫班，由藝術學院、美術學系提供協助。 

（5）有關羽球初級班，由教育學院、體育學系提供協助。 

（6）有關身心障礙者家庭教育活動-一路有你成長團體，由教育

學院、特殊教育學系提供協助。 

（四）其他產學合作業務及行政庶務 

1.辦理高雄軟體園區產學策進會函送「第三屆新任理監事及及常務

理監事及理事長」選出名單簽辦事宜。 

2.辦理 102 年「南科產學協會第六屆半導體推廣委員會」重新推薦

委員相關事宜。 

3.辦理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相關業務： 

（1）辦理本校與與金屬工業發展中心 102 年度及 103 年度重新簽

約事宜。 

（2）辦理「102 年學界協助中小企業科技關懷計畫」申請、核定

通知、經費申請與結案，以及補正原始憑證繳回等事宜，計

1 案。（資工系） 

（3）辦理「103 年度協助中小企業科技關懷計畫」申請、核定核

定、經費申請等事宜，計 1 案。（資工系）。 

4.辦理本校 102 年度「強化教師研究設備補助」申請事宜，含核定

後動支採購及未獲補助退件通知等事宜。（申請 11 案/核定 9 案） 

5.辦理本校 101 學年度（101.8.1-102.7.31）建教合作計畫行政管理

費實際分配之相關事宜，本年度分配原則係依 102 年 5 月 29 日

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通過本校建教合作行政管理費及節餘

款支用要點辦理，其中計畫執行單位及學院皆不受 94 學年度實

際核撥上限之限制。 

6.辦理辦理 101學年度建教合作行政管理費分配及經費動支核銷等

事宜，以及行政管理費分配予本處推展業務之費用調整為臨時工

資，以協助處務進行相關簽核事宜。 

7.辦理 102學年度建教合作計畫項下科技部計畫行政管理費估計分

57



 

 

配相關事宜。 

8.辦理本校 102 年度建教合作計畫節餘款簽請分配支用之相關事

宜，計 22 件。 

9.訂定本校委辦計畫專任助理人員加班申請表加班單並簽請公告

實施。 

10.辦理本校各類計畫助理約用申請審核事宜、核發專任助理人員

服務證，以及開立專任助理人員離職證明等相關事宜。 

11.辦理本校補助計畫配合款申請案相關事宜： 

（1）102 年度第 2 梯次申請案，計申請 2 件，生技系申請 1 件因

資格不符，予以退回；核定補助藝術學院 1 件並辦理 103 年

度經費授權等事宜。 

（2）103 年度第 1 梯次計申請 1 件，資工系申請 1 件因資格不

符，予以退回。 

12.重整本校研發成果相關機制： 

（1）修訂本校研究發展成果及技術移轉管理要點。 

（2）修訂本校產學合作實施辦法及廢止建教合作實施要點。 

（3）建置本校研發成果管理暨推廣平台相關事宜。 

13.辦理中華民國國立大學校院協會函請本校填報「大專校院兼任

助理型態調查表」相關事宜。 

14.辦理本校語文著作授權出版發行之相關事宜： 

（1）本校黃秀霜教授「英文認字測驗」語文著作授權出版發行合

約書續約事宜及授權金、衍生利益金收繳款相關事宜。 

（2）本校黃秀霜教授「英文認字測驗-指導手冊」語文著作預付

初版 2 刷衍生利益金收繳款相關事宜。 

（3）本校黃秀霜教授「中文年級認字量表-標準答案紙」語文著

作預付初版 18 刷衍生利益金衍生利益金收繳款相關事宜。 

（4）本校洪碧霞教授「臺灣 PISA 2009 結果報告」語文著作出版

102 及 103 年度初版 2刷之衍生利益金收繳款及轉交科技部

等相關事宜。 

15.辦理專利申請及推薦審查委員等相關事宜，計 1 件。（環生學院） 

16.辦理本處自 103 年 3 月 1 日起改聘經營與管理學系蕭詠璋老師

擔任產學合作組組長相關簽請事宜。 

17.依據本校 103年 4月 17日技術審查委員會決議，以及科技部 103

年 5 月 30 日查核本校研發成果管理機制辦理：函請本校教師於

本（103）年度 6 月及 8 月底前完成專利權讓與相關事宜，共 6

位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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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年度創新工作 

一、國際事務組 

（一）辦理境外學生入學註冊流程統一說明會。 

（二）辦理國立臺南大學境外學生接待志工相關事宜。 

（三）辦理國立臺南大學接待來訪外賓學生志工相關事宜。 

二、學術發展組 

（一）更新獎勵案線上申請系統。 

（二）更新維護貴重儀器管理平台。 

（三）更新維護補助計畫案線上申請系統。 

（四）協助校內教師有關研究倫理送審相關事宜。 

三、產學合作組 

（一）持續建置本校成果相關機制：辦理「國立臺南大學研發成果及技術

移轉管理要點」、「專利申請流程」、「技術移轉流程」等法規與相關

表單修正事宜。 

（二）持續辦理研發成果專利申請、推廣、技術移轉及管理事宜。 

（三）持續辦理本校研發成果系列報導相關事宜。 

（四）持續擔任國立臺南大學附屬啟聰學校相關案件單一窗口，並辦理有

關國立臺南大學附屬啟聰學校性平事件暨國家賠償案相關公文簽

辦事宜。 

（五）持續承辦「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南部科學園區產學協會第 6 屆半導體

推廣委員會」。 

（六）參與南部大專院校技轉專利平台，與國立成功大學技轉中心進行合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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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  

壹、單位基本資料 

本館設有館長 1 名，下設讀者服務組、採編組、期刊組及系統資訊組。

有兼任組長 1 名、專任組長 3 名、編審 1 名、組員 2 名、助教 2 名、約聘人

員 1 名、工友 1 名。 

 

貳、議事方面 

一、圖書館諮詢委員會議  

102 學年度圖書館諮詢委員會議（103.05.12）。 

二、圖書館館務會報 

（一）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共召開圖書館館務會議 3 次（102.09.11、

102.11.12、103.1.14）。 

（二）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共召開圖書館館務會議 2 次（103.03.06、

103.04.15）。 

 

參、年度重要工作 

一、工作重點 

（一）102 年度圖書資料（不含期刊）總經費 10,299,564 元，購入新書資

料 10,304 冊。 

（二）102 年度加入「臺灣學術電子書暨資料庫聯盟」、「中文電子書共建

共享聯盟」與「數位電子書聯盟」，加上圖書館自購中、西文電子

書，總計購入電子書 42,718 冊，金額 5,056,253 元。 

（三）處理新書推薦系統資料 6,756 冊。 

（四）處理贈送圖書資料 3,857 冊，索贈各出版社出版之教科書 548 冊。 

（五）彙整新書推薦系統中讀者推薦圖書清單，進行複本查核及書目補正

作業，並盡速辦理請購事宜。 

（六）依本校圖書館圖儀經費分配辦法，以 12,000,000 元預算分配給

各系所，其中訂購中、外文紙本期刊 597 種，以供閱覽。 

（七）於現刊架位處提供 QRcode 服務，掃描 QRcode 即可得知該刊收刊

狀況。 

（八）以館藏書目資料為標準，統一排架、查詢手冊及採購所用期刊名稱，

以利查詢。 

（九）更新圖書館網頁之新書通報、新書目錄及館藏統計資料。 

（十）持續維護本校機構典藏及博碩士論文系統。 

（十一）持續進行圖書館各項電腦相關設備更新，完成更新圖書館 2 樓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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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用電腦計 6 台。 

（十二）持續編寫圖書館網頁內各電子資料庫之簡介、更新使用手冊及指

引，以供讀者參考。 

（十三）以每季更新的方式將紙本書籍與電子書借閱排行版訊息掛於圖書

館網頁，提供全校師生借閱參考。 

（十四）訂購資料庫、電子書等數位化資訊館藏，加強資料庫推廣教育，

提高資料庫使用率，以強化教學研究，滿足師生之需求。 

二、外賓參訪 

（一）接待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關西館亞洲信息科專業館員齊藤麻耶參訪

（102.11.28） 

（二）接待日本東京學藝大學（Tokyo Gakugei University）參訪（103.02.20） 

三、專題演講 

（一）邀請元大創投公司李克明董事長演講，講題「當孔子遇上哈佛」

（102.11.22） 

（二）邀請台南精健之友會溫彩棠會長演講，講題「從世界各國生活藝術

談精神健康」（102.11.04） 

（三）邀請東吳大學郭豐州老師演講，講題「郭老師的跑步課」（102.04.11） 

（四）邀請元大創投公司李克明董事長演講，講題「當孔子遇上哈佛：教

科書沒教，老闆不講的經典成功智慧」（103.04.25） 

（五）邀請資生堂美容講師陳美虹老師演講，講題「彩妝、美姿美儀及面

試禮儀」（102.05.09） 

（六）邀請新時代設計獎得獎作家黃靖懿小姐演講，講題「職人誌：52

個頂尖職人認真打拼的故事」（103.005.23） 

四、推廣活動 

（一）書展 

1.102 年 7-8 月主題書展：驚悚一下：恐怖靈異小說特展 

2.102 年 9 月主題書展：大學生讀了沒 

3.102 年 10 月主題書展：臺灣藝術 

4.101 年 11 月主題書展：拒絕憂鬱 

5.102 年 12 月主題書展：張武俊攝影集及捐贈圖書展 

6.103 年 1-2 月主題書展：當傳統藝術遇上節慶佈置 

7.103 年 3 月主題書展：鳥語花香 

8.103 年 4 月主題書展：來自星星的你-性別書展 

9.103 年 5 月主題書展：職場先修班 

10.103 年 6 月主題書展：遊學與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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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展覽 

1.102 年 10 月 1 日-10 月 27 日臺灣設計的歷史彰顯海報展。 

2.102年 9月 26日-9月 27日新生圖書館之旅暨中文電子資源展示。 

3.102 年 12 月 19 日-12 月 25 日張武俊攝影張清榮詩作黃宗義書法

聯展。 

4.103 年 1 月 6 日-2 月 14 日歡樂年年 ─ 年畫特展。 

（三）講習 

1.辦理「方正 Apabi 中國報紙資源全文數據庫：中華數字書苑」與

「天下雜誌資料庫」講解 （102.09.25） 

2.辦理「ProQuest Education Journals」與「PQDD 博碩士論文資料

庫」講解（102.09.25） 

3.辦理「Mag V 電子期刊（雲端書櫃）」講解（102.10.02） 

4.辦理「Wiley電子書」講解（102.10.02） 

5.辦理「EBSCOhost 資料庫」講解（102.10.09） 

6.辦理「Endnote 書目管理軟體」教育訓練（102.10.16） 

7.辦理「中國期刊全文數據庫」講解（102.10.23） 

8.辦理「SDOL」資料庫講解（102.10.30） 

9.辦理「EndNote 書目管理軟體」教育訓練（102.11.8） 

10.辦理「運用 WIPS Global 快速分析專利布局：以 Samsung & LG

的 OLED 專利為例」講解（102.11.13） 

11.辦理「IEL」資料庫講解（102.11.27） 

12.辦理「Real+科技資訊整合系統」講解（102.10.18） 

13.辦理「大家學日語」資料庫教育（103.03.05） 

14.辦理「報告論文的資料收集」資料庫教育（103.03.11） 

15.辦理「HyRead 電子書及電子期刊網」教育訓練 （103.03.12） 

16.辦理「EndNote 書目管理軟體」資料庫教育（103.03.19） 

17.辦理「亞歷山大古典音樂樂譜資料庫（Classical Scores Library）」

資料庫教育（103.03.25） 

18.辦理「中國知識資源總」講解（103.03.26） 

19.辦理「Oxford Music Online （OMO）」與「Oxford Scholarship 

Online」教育訓練（103.04.08） 

20.理「ACM 資料庫在論文寫作的應用」講解（103.04.23） 

21.辦理「EndNote 書目管理軟體」講解（103.04.30） 

22.配合各系所老師進行資料收集課程共 16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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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影展 

1.辦理週五電影院，共計 60 場。 

2.與公共電視台合作辦理公視電影院 2 場。 

3.101.12.21-12.22 辦理校慶電影院，共計 3 場。 

（五）校慶暨圖書館推廣相關活動 

1.大家來找”E”-電子資源趣味徵答（102.12.20-21） 

2.一日館員體驗活動（102.12.21-22） 

3.「呱呱真心話」 （102.12.1-20） 

4.圖書館志工表揚（102.12.21） 

5.與小鴨合照送小鴨 （103.1.2-1.15） 

五、其他 

（一）配合系所評鑑及中心專案作業時程，提供圖書資料相關統計數據。 

（二）整理圖書館索贈教科書複本，轉贈聯電課輔中心，提升圖書資源效

益。 

（三）精簡期刊報紙作業流程，增加上架速率。 

（四）更新本館自動化系統期刊模組之館藏期刊資料，掌握期刊催缺時

效，維持期刊館藏完整性。 

（五）提供期刊報紙及「全國文獻傳遞服務」之諮詢及推廣服務。 

（六）更新圖書館網頁電子資料庫頁面，使畫面更容易瀏覽；增加資料庫

名稱檢索及查詢統計排行，提供更多資訊。 

（七）配合圖書館延長討論室開放時間，修改廳室預約系統程式，增加週

六、日線上預約時段。 

 

肆、 年度創新工作 

一、配合音樂系及樂團教學研究需求，購置西班牙、英國、斯洛伐尼亞等國

家珍貴樂譜，建立本校圖書館樂譜館藏特色。 

二、點收及整理張武俊先生捐贈圖書及視聽資料 981 冊。 

三、點收及整理佛光山捐贈圖書資料 987 冊。 

四、點收整理麗文書局捐贈大陸圖書資料共 560 冊。 

五、與期刊組合辦「你捐發票我送書」校慶活動，發票轉贈創世基金會。 

六、建置「校外讀者入館登記系統」，該系統於 102 年 12 月 2 日正式上線。

校外人士入館不再需要填寫表格，簡化入館手續，並兼顧個資保護。 

七、與國家圖書館簽署合作協議書，成為「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跨校合作之一員。本校專屬之「博碩士論文系統」於民國 102 年 12 月

23 日正式啟用，透過雲端博碩士論文審核、管理與應用平台，提供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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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建檔與管理、論文查詢等服務。 

八、與國立臺灣圖書館合作，申請行動展覽館在一樓展出，主題為「臺灣設

計的歷史顯影 ─ 館藏日治時期美術設計」。 

九、推出圖書館臉書粉絲頁，透過臉書發佈圖書館各類活動。 

十、首度與攝影家張武俊先生合作，於美術系第一藝廊辦理「銳利凝視 深情

詮釋 — 白堊‧彩竹‧左鎮情」張武俊攝影、張清榮題詩和黃宗義書法

聯展。 

十一、推出臺南大學圖書館電子報，並為提升電子報閱讀率辦理線上有獎徵

答活動。 

十二、於圖書館四、五樓樓面側牆加裝四幅高實珩老師的數位版畫，提昇圖

書館的藝術氛圍。 

十三、延長榮譽校區圖書館開館時間，週一至週五提早至 8:00 開館並增加週

日開館時段。 

十四、設置空氣品質監測系統，進行空氣品質監控並完成冷氣空調的改善工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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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館  

壹、單位基本資料  

本館現置有館長 1 名、校聘組員 1 名。 

 

貳、年度重要工作  

一、乘白之上-臺南市鹽分地帶文物展(102.707.26-102.09.22)。 

二、張光賓書畫展(102.10.18-102.12.20)。 

三、童心童趣-童玩製作系列活動(102.07.07-103.12.08)共八場。 

四、童心童趣-童玩製作展(103.01.24-103.06.15)。 

五、韓香君女士捐贈畫作一幅(同心協力)。 

六、李金玉老師捐贈水墨作品 18 件。 

七、謝季芸理事長捐贈書法作品 4 幅。 

八、王大俊先生捐贈書法作品 4 幅。 

九、3 月 16 日中國書法學會謝季美顧問捐書法。 

十、5 月 2 日鹽分地帶畫家林春美捐畫一幅（伉儷情深）。 

十一、5 月 15 日鹽分地帶畫家林春美捐畫一幅（荔枝紅了）。 

十二、5 月 16 日鹽分地帶藝文家李奉（李文賓）捐作品 3 幅。 

十三、5 月 17 日鹽分地帶書法家陳啟辰捐書法一幅。 

十四、南師(南大)藝聯會書畫展（103.07.1-103.08.31）。 

十五、林佛兒鹽分地帶詩抄於詩橋展出。 

十六、鹽分地帶藝術家展覽系列—郭博州個展（103.10-103.12）。 

十七、展覽期間十多間學校預約體驗製作童玩。 

十八、南大附小校友由奇美博物館潘前館長帶領參訪(103.04.02)。 

十九、旅美中國作家余杰先生來柏楊文物館參訪(103.05.04)。 

二十、協辦 2014 國立台南大學美術系視覺藝術研討會(103.05.14)。 

二十一、府城、鹿港、艋舺扶輪社與日本扶輪社共 80 人參觀香雨書院童心童趣

展覽(103.05.24)。 

二十二、阿勃勒節舉辦「書韻香氣：手工書製作研習營」 (103.05.25)。 

參、年度創新工作  

一、教育部十二年國教政策周六招募志工於香雨書院服務學習。 

二、每年開放一項可預約教學活動(103 年度為傳統童玩製作、104 年度預計為剪

紙藝術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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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室 

壹、單位基本資料  

本室現置有主任秘書 1 名、專門委員 1 名、組長 1 名、秘書 2 名、組員

1 名、校聘組員 1 名及全職工讀生 1 名。 

 

貳、議事方面  

一、校務會議  

（一）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102.11.20）。 

（二）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103.04.16）。 

二、主管會報 

（一）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共召開主管會議 9 次（102.09.23、102.10.7、

102.10.21、102.11.04、102.11.18、102.12.02、102.12.16、102.12.30、

103.01.13）。 

（二）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共召開主管會議 7 次（103.02.24、103.03.10、

103.03.24、103.04.07、103.04.21、103.05.19、103.06.09）。   

三、2013 阿勃勒節核心小組會議 

共召開 6 次核心小組會議（102.11.18、103.01.20、103.02.24、103.03.24、

103.04.21、103.05.19）。 

四、國立臺南大學 102 學年度校務諮詢委員會議 （103.03.21）。 

 

參、年度重要工作 

一、外賓參訪  

（一）美國瑞山中文學校參訪本校（102.08.12）。 

（二）五洲集團夏金連董事長夫人拜會（102.09.03）。 

（三）台南郵局曾俊彥總經理拜會（102.09.16）。 

（四）閩南文化研究院施榆生院長及閩南師範大學校務主任林曉峰拜會

（102.09.18）。 

（五）輔英科技大學吳鐵雄董事長蒞校專題演講（102.09.24）。 

（六）志光集團林進榮總裁拜會（102.09.25）。 

（七）高雄軟體策進會趙逸秋經理拜會（102.09.26）。 

（八）廣東外語藝術職業學院參訪本校（102.09.27）。 

（九）中華航空魏幸雄前董事長蒞校專題演講（102.10.01）。 

（十）台灣大學李嗣涔前校長蒞校專題演講（102.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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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正修科技大學周燦德講座教授蒞校專題演講（102.10.15）。 

（十二）102 海峽兩岸大學院校學生事務工作交流參訪本校（102.10.17）。 

（十三）中國國民黨組織發展委員會蘇俊賓主任委員蒞校專題演講

（102.10.22）。 

（十四）廣東第二師範學院參訪本校（102.10.22）。 

（十五）立法院王金平院長蒞校專題演講（102.10.30）。 

（十六）國家教育研究院柯華葳院長蒞校專題演講（102.11.05）。 

（十七）美國奧特本大學 Pratzner 總裁拜會（102.11.06）。 

（十八）臺南一中張添唐校長蒞校專題演講（102.11.12）。 

（十九）興國管理學院嚴國慶校長拜會（102.11.14）。 

（二十）蘇煥智前縣長蒞校專題演講（102.11.19）。 

（二十一）元大證券創投公司李克明董事長蒞校專題演講（102.11.22）。 

（二十二）美國在臺協會高雄分處歐介林處長蒞校專題演講（102.11.26）。 

（二十三）國立屏東教育大學李賢哲校長蒞校專題演講（102.12.03）。 

（二十四）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永續發展組陳世圯召集人拜會

（102.12.04）。 

（二十五）浙江省麗水市人民政府陳重副市長一行人參訪本校

（102.12.04）。 

（二十六）遠流出版社王榮文董事長蒞校專題演講（102.12.10）。 

（二十七）南大附小彩虹斑馬河川巡守隊蒞校參訪（102.12.16）。 

（二十八）知名作家戴晨志老師蒞校專題演講（102.12.17）。 

（二十九）中央研究院曾志朗院士蒞校專題演講（102.12.24）。 

（三十）行政院楊秋興政務委員蒞校專題演講（102.12.31）。 

（三十一）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郭豔光校長蒞校專題演講（103.01.07）。 

（三十二）北伊利諾大學 Dean La Vonne I、Dr. Terry Borg、Dr. Wei-Chen 

Hung 拜會（103.01.16）。 

（三十三）台灣身體文化協會許義雄名譽理事長及曾瑞成理事長等人商談

合辦國際研討會（103.01.20）。 

（三十四）國立高雄餐旅大學人事室同仁參訪本校（103.01.28）。 

（三十五）台南勝利電台李明威董事長拜會（103.02.05）。 

（三十六）太極門蔡玉善老師等人員拜會（103.02.05）。 

（三十七）日本大阪府立大學副校長拜訪校長（103.02.08）。 

（三十八）本校日籍教師大井全平（民國 8-14 年於本校擔任數學老師）

後裔拜會（103.02.18）。 

（三十九）堤維西集團徐強總裁蒞校專題演講（103.0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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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誠美建築開發股份有限公司陳百棟董事長拜會（103.02.26）。 

（四十一）地方行政研習中心李忠正主任拜會（103.02.26）。 

（四十二）台積電王英郎廠長蒞校專題演講（103.03.04）。 

（四十三）臺大醫院柯文哲醫師蒞校專題演講（103.03.11）。 

（四十四）靜宜大學教育研究所黃政傑講座教授蒞校專題演講

（103.03.18）。 

（四十五）鳥取環境大學環境學部松村治夫教授拜會校長（103.03.24）。 

（四十六）考選部曾慧敏次長蒞校專題演講（103.04.01）。 

（四十七）台商東莞學校參訪學校（103.04.02）。 

（四十八）吳東林傑出校友蒞校專題演講（103.04.08）。 

（四十九）考試院趙麗雲委員蒞校專題演講（103.04.15）。 

（五十）台南女中陳修平校長拜會（103.04.15）。 

（五十一）清華大學亞洲政策中心司徒文主任蒞校專題演講（103.04.22）。 

（五十二）本校名譽博士馬水龍教授蒞校專題演講（103.04.29）。 

（五十三）教育部黃新發前副署長與李菁菁科長拜會（103.05.02）。 

（五十四）中央研究院翁啟惠院長蒞校專題演講（103.05.06）。 

（五十五）日本水產學會會長渡部終五博士拜會（103.05.08）。 

（五十六）新北市新莊國小黃旭輝校長拜會（103.05.08）。 

（五十七）成功大學蔣鎮宇教授及岡田典宏先生拜會（103.05.09）。 

（五十八）新美學空間優席夫總監蒞校專題演講（103.05.20）。 

（五十九）翔茂企業有限公司李茂盛董事長蒞校專題演講（103.05.27）。 

（六十）前司法院翁岳生院長蒞校專題演講（103.06.03）。 

（六十一）國立成功大學人事室同仁拜會（103.06.04） 

（六十二）王品集團戴勝益董事長拜會（103.06.05）。 

（六十三）元大創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李克明董事長蒞校專題演講

（103.06.10）。 

（六十四）台北商業技術學院張瑞雄校長拜會（103.06.23）。 

（六十五）美國長青大學傳播學院梁霖教授拜會（103.06.30）。 

二、其他 

（一）編印 101 學年度新聞剪影，並寄送各界貴賓、校友。 

（二）自 102 年 8 月起承接南大報導業務，協助各單位活動採訪，並隨時

更新報導內容。 

（三）更新誠正大樓、啟明苑之宣傳輸出布。 

（四）湛江師範學院蒞校參訪，提供校史室導覽服務（102.0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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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安排校長秋節慰問退休同仁（102.09.12）。 

（六）接待出席 115 校慶開鑼暨體操廣場揭牌典禮之記者（102.09.26）。 

（七）東莞台商教育基金會蒞校參訪，提供校史室導覽服務（102.09.27）。 

（八）上海市學生事務工作中心蒞校參訪，提供校史室導覽服務

（102.10.17）。 

（九）澳門理工大學蒞校參訪，提供校史室導覽服務（102.10.21）。 

（十）廣東第二師範學院蒞校參訪，提供校史室導覽服務（102.10.22）。 

（十一）接待出席全國民俗體育觀摩表演競賽記者（102.10.27）。 

（十二）安排大愛電視台蒞校採訪本校推廣低碳養生蔬食活動

（102.11.14）。 

（十三）舉辦師生研發成果發表會暨年終記者會（102.11.25）。 

（十四）暨南國際大學蒞校參訪，提供校史室導覽（102.12.9）。 

（十五）印製、寄送 115 週年校慶邀請卡，並接待與會貴賓

（102.12.21-12.22）。 

（十六）安排校長春節慰問退休同仁（103.1.15）。 

（十七）與學務處共同辦理僑外生「春日饗宴」聯誼餐會（103.02.26）。 

（十八）舉辦美術系《厚禮》成果發表記者會（103.03.06）。 

（十九）舉辦「PISA2012 臺灣學生各項素養統整報告」記者會

（103.04.02）。 

（二十）編印 102 學年度校務諮詢委員會議資料。 

（二十一）進行 102 年度秘書室業務內部控制作業之彙整，並研擬本校「新

聞稿發佈標準作業程序」及「舉辦記者會標準作業程序」。 

（二十二）舉辦「2014 阿勃勒節」（103.05.24-06.07）。 

（二十三）安排校長端節慰問退休同仁（103.5.30）。 

（二十四）印製、寄送 103 級畢業典禮邀請卡，並接待與會貴賓

（103.06.07）。 

（二十五）配合學校重要活動（如畢業典禮、校慶等）舉辦記者會。 

（二十六）統計每月新聞見報率。 

（二十七）製作 102 學年度新聞剪影影片檔。 

（二十八）製作重要活動影片，於數位訊息看板播放，並上傳南大影音世

界。 

（二十九）編印本校 101 學年度年報。 

（三十）維護及上傳本校因公出國案件於政府公務出國網站。 

（三十一）製作本校摺頁式校況簡介。 

（三十二）製作本校紀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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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三）維護校長室及秘書室網頁。 

 

肆、年度創新工作 

102 年 8 月委託申請 第 9、16、21、25 類各 4 種商標圖文之本校商標註冊，

於 103 年 6 月全部取得本校申請第 9、16、21、25 類各 4 種商標圖文之商標

註冊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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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室 

壹、單位基本資料 

本室現置有主任 1 名，組長 1 名，組員 1 名。 

 

貳、議事方面 

一、體育室室務會議 

102 學年度第二學期體育室室務會議（103.02.17）。 

二、校慶運動大會籌備會議 

（一）115 週年校慶運動大會第一次籌備會議（102.10.23）。 

（二）115 週年校慶運動大會第二次籌備會議（102.11.06）。 

（三）115 週年校慶運動大會第三次籌備會議（102.11.20）。 

三、運動場地協調會 

（一）102 學年度第一學期運動場地協調會（102.09.25）。 

（二）102 學年度第二學期運動場地協調會（103.02.19）。 

 

參、年度重要工作 

一、102 學年度重要工作 

（一）依往例開學後第二週開始實施大一新生體適能檢測，並將測得數據

輸入教育部體適能資料庫。 

（二）102 年 8 月 2 日至 4 日本校舉辦台南市 c 級排球裁判研習會。 

（三）102 年 8 月 23 日至 25 日本校舉辦台南市 c 級排球教練研習會。 

（四）102 年 10 月 2 日(星期三)上午 9 時在國樂社「絲竹笙樂」的開場樂

以及民俗隊「鑼鼓喧天、祥獅獻瑞」的精采表演後，由校長主持聖

火引燃儀式。在神聖莊嚴的上香祭禮之後，校長點燃主聖火，祈南

大校運昌隆、學子平安；接著傳給單車環島的聖火隊，求車隊環臺

順利成功。此次創新的聖火車隊，引起眾多記者鎂光燈的追逐。禮

成，大合照後，聖火引燃儀式畫下圓滿句點。 

（五）本室 102 會計年度指定項目設備已採購完畢，重量訓練室汰換

2 台跑步機。 

（六）中山體育館內部牆面油漆剝落，已於 4 月 2、3 日清明節連續假期

間整修重新上漆。 

（七）五妃街居民反映本校網球練習牆常有球飛越圍網，打到對街住戶門

窗，經評估後已將網球練習牆圍網再加高 200 公分。 

（八）為維護使用室外籃球場人員的安全，全場籃框下緣皆加裝防護泡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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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整修破損的籃球柱包覆墊。 

二、102 學年度運動代表隊對外比賽成績 

（一）田徑隊參加「102 年臺北市中正盃田徑賽大專」榮獲男子組 400 公

尺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1500公尺第二名。（102.9.21～22） 

（二）羽球隊參加「102 年台南市秋季盃羽球錦標賽」，男子單打第一名、

第二名、第四名，男子雙打第二名，女子單打第一名。(102.10.2～
4) 

（三）女子排球隊參加「102 年度臺南市主委盃排球錦標賽」榮獲社女組

第二名。(102.10.5～6) 

（四）田徑隊參加「第 11 屆成功盃全國大專院校田徑錦標賽」榮獲男子

組 200 公尺、400 公尺、800 公尺、400 公尺接力、跳遠項目第一

名；100 公尺、400 公尺第二名；100 公尺第三名；800 公尺第五名； 

400 公尺第六名等獎項。(11 月 9 日) 

（五）西式划船隊參加「中華民國大專院校 102 學年度划船錦標賽」榮獲

女子組雙人雙槳銀牌；雙人單槳銅牌，男子組四人單槳、雙人雙槳、

輕量雙人雙槳銅牌。(102.12.17～19) 

（六）排球隊參加「102 年第 34 屆華宗盃全國排球錦標賽」榮獲大專女

子組第一名。(102.11.23～26) 

（七）西式划船隊參加「中華民國划船協會 102 年冬季室內划船錦標賽」

榮獲男生 70 公斤以下、女生 60 至 65 公斤組第二名；女生 60 至

65 公斤、男女混合接力第三名；男生 80 公斤以上、女生 60 至 65

公斤第四名；75 公斤至 80 公斤男、女生皆為第五名。(11 月 30 日) 

（八）桌球隊參加「第 28 屆生達盃全國桌球錦標賽」榮獲社會女子團體

組殿軍。(102.12.6～8) 

（九）民俗技藝隊參加「中華民國大專校院 102 學年度國術錦標賽」榮獲

男子公開組舞龍第二名、器械團練第一名、團體對戰第一名、男子

其他短器械第一名、男子短器械第二名。(102.12.11～12) 

（十）排球隊參加「中華民國 103 年第 58 屆高雄市『和家盃』全國排球

錦標賽」榮獲大專男子組冠軍。(103.2.13～16) 

（十一）田徑隊參加「2014 年港都盃全國中等學校田徑錦標賽暨公開賽」

榮獲公開組 1500 公尺第一名且破大會紀錄、400 公尺第三名。

(103.3.6～8) 

（十二）羽球隊參加「第八屆樹德盃超力全國羽球錦標賽」榮獲大專組男

子單打第一名、男子雙打第五名。(103.3.25) 

（十三）籃球隊參加「中華民國大專校院 102 學年度籃球運動聯賽」榮獲

公開男生組第二級第五名。(103.3.20～23) 

（十四）女子排球隊參加「中華民國大專校院 102 學年度排球運動聯賽」

榮獲女生組公開二級第三名，下年度將晉升公開一級。(103.3.19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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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男子排球隊參加「中華民國大專校院 102 學年度排球運動聯賽」

榮獲男生組公開三級第二名，下年度將晉升公開二級。(103.3.29

～31) 

（十六）民俗技藝隊參加「2014 全國大專校院創意宋江陣頭大賽」榮獲

大專組第二名。(103.3.15) 

（十七）溜冰隊參加「103 年第 11 屆總統盃全國溜冰錦標賽」榮獲 15000

公尺淘汰賽第一名、10000 公尺計分賽第一名、100 公尺爭先賽

第二名、花式溜冰第一名、團體競速第三名。(103.3.20～23) 

（十八）由本校非體育系學生組成之球類代表隊參加「第 26 屆木鐸盃運

動競賽」榮獲男生籃球第二名、女生排球第四名。(103.5.1～2) 

（十九）羽球隊參加「中華民國 103 年度全國羽球團體錦標賽」榮獲男子

乙組亞軍。(103.5.6～11) 

（二十）溜冰隊參加「中華民國 103 年第 24 屆會長盃全國溜冰錦標賽」

榮獲大專女子組個人花式自由型第一名及第二名、大專男子組直

排公開賽個人花式自由型第一名、大專組花式團體總錦標第一

名。(103.5.9～11) 

（二十一）韻律體操隊參加「103 年大專校院運動會」韻律體操項目榮獲

公開女子組「棒」項目第二名、「帶」項目第二名、「全能」項

目第二名、「環」項目第二名、「球」項目第三名。(103.4.20～
23) 

（二十二）本校各運動代表隊參加「103 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榮獲 

羽球項目（在彰化師範大學舉行）混合雙打第四名、女子單打

第   六名、女子雙打第八名。(103.5.12～15) 

田徑項目（在雲林科技大學舉行）男子 800 公尺第三名、男子

400 公尺第四名、男子 1500 公尺第六名、男子 1600

公尺接力第七名。(103.5.16～21) 

桌球項目（在雲林科技大學舉行）男子雙打第七名、女子雙打

第八名。(103. 5.16～21) 

三、舉辦校內體育活動 

（一）校長盃與新生盃系列球類競賽(籃球、排球、羽球、桌球)於 10 月 7

日陸續開賽，相關競賽辦法與賽程除了通知參賽者之外，亦公告於

體育室網站，10 月 17 日晚間 9 時圓滿結束。 

（二）115 週年校慶運動會 102 年 11 月 20 日開始第一次會前賽。 

（三）新生盃排球賽圓滿結束，成績如下：男生組冠軍數位系、亞軍生態

系、季軍綠能系；女生組冠軍生科系、亞軍英語系、季軍幼教系。

並票選出「排球明日之星」，男生組：數位系王子維、生態系陳緯

安、綠能系林侑穎；女生組：生科系劉芷妘、英語系錢昱雯、諮輔

系陳瑜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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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舉辦校際體育活動 

（一）102 年 11 月 2、3 日舉辦「第 17 屆『南大盃』排球邀請賽」，共有

39 隊報名。 

（二）102 年 12 月份在本校舉行的全國性比賽有 102 學年度全國大專籃

球聯賽男生公開組二級預賽(12 月 2-4 日)、102 學年度全國大專排

球聯賽男生公開組三級預賽(12 月 5-6 日)、102 學年度全國大專排

球聯賽女生一般級預賽(12 月 16-18 日)、102 學年度全國大專排球

聯賽女生公開組二級預賽(12 月 27-29 日)。 

（三）第 18 屆南大盃排球邀請賽 103 年 4 月 19、20 日(校友組)及 103 年

5 月 10、11 日(大專組) 舉行，共 60 隊，720 人參加。 

（四）103 年 5 月 3 日舉辦「2014 南區大專五人制足球 FUTSAL 錦標賽」

共 8 隊，80 人參加。                       

（五）103 年 4 月 26、27 日舉辦「台灣中南部地區英語及外文相關科系

球類運動競賽」(簡稱『南英盃』)，共 26 隊，329 人參加。 

五、國外比賽成績 

本校巧固球隊參加第三屆亞洲太平洋大學巧固球錦標賽榮獲冠軍。 

六、申請校外補助項目 

（一）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分別補助本校辦理「2013 南區大專五

人制足球 FUTSAL 錦標賽」、「第 17 屆南大盃排球邀請賽」活動經

費各新台幣 10,000 元整。 

（二）教育部體育署補助本校 102 年發展特色運動經費，指定各隊補助款

如下：田徑隊 7 萬元、羽球隊 7 萬元、女子排球隊 10 萬元、男子

籃球隊 10 萬元，合計新台幣 34 萬元整。 

（三）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分別補助本校辦理「2014 南區大專五

人制足球 FUTSAL 錦標賽」、「第 18 屆南大盃排球邀請賽」、「台灣

中南部地區英語及外文相關科系球類運動競賽」活動經費各新台幣

9,000 元整。 

七、運動場地整修 

（一）本校 48 級校友余雅得老師日前捐贈超過百萬元的單、雙槓及吊環

等器材，成立一處「體操廣場」，近日又加裝四個大輪胎，使「體

操廣場」設備更完善。 

（二）暑假期間進行桌球教室地板舖設 PU 工程已竣工，為維護安全及落

實運動場館收費制度，誠正大樓地下室入口鋁門亦已完成裝置刷卡

管控設備。 

八、其他 

（一）本室龔主任 102 年 9 月 5、6 日兩日至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參加 102

學年度大專院校體育主管研討會及 102 年大專體總會員代表大會。 

（二）102 年 9 月 27 日體育室主任、組長及本校 115 週年校慶運動會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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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引燃儀式相關單位至三山國王廟拜會，並協商相關事宜。 

（三）102 年 8 月 10、11 日台南市民生圍棋協會借用本校中山體育館舉

辦「台南市第 16 屆民生圍棋錦標賽」。 

（四）102 年 9 月 29 日台南市中西區公所借用本校桌球教室辦理員工聯

誼桌球賽。 

（五）102 年 12 月 14、15 日國文系借用室外排球場、籃球場辦理「第 11

屆南中盃球類競賽」。 

（六）102 年 9 月 27 日體育室主任、組長及本校 115 週年校慶運動會聖

火引燃儀式相關單位至三山國王廟拜會，並協商相關事宜。 

（七）102 年 12 月 22 日晚間，生態系借用中山體育館辦理「生態系耶誕

晚會」。 

（八）103 年 1 月 23 日人事室在中山體育館舉行「馬年春節團拜」。 

（九）103 年 3 月 1、2 日台南市民生圍棋協會借用本校中山體育館辦理

「可成科技杯全國圍棋賽」。 

（十）103 年 4 月 26、27 日法鼓山借用本校中山體育館舉行「皈依演講

活動」。 

（十一）103 年 5 月 17 日校友中心結合台南就業輔導中心在中山體育館

舉行「2014 年台南地聯合徵才活動」。 

 

肆、年度創新工作 

在使用者付費原則下，本學期規劃網球場及桌球室借用辦法，本校師生憑證

件免費使用，校外人士計時收費，以符合公平合理性，又可增加校務基金收

入。上述二項場地借用辦法列入「國立臺南大學場地管理及使用辦法」，業

經 103 年 3 月 19 日 102 學年度第 6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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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室 

壹、單位基本資料 

本室現置有主任 1 名，秘書 1 名、專員 1 名、組員 2 名。  

 

貳、議事方面 

一、校教師評審委員會 

102 學年度教師評審委員會共召開 6 次（102.10.28、102.12.06、103.01.21、

103.05.07、103.06.18、103.07.23） 

二、職員甄審委員會 

102 學年度職員甄審委員會共召開 8 次（102.09.23、102.11.06、103.03.13、

103.03.26、103.04.09、103.04.14、103.06.27、103.07.24） 

三、考核獎懲委員會 

102 學年度考核獎懲委員會共召開 6 次（102.08.27、102.11.16、102.11.15、

102.11.12、103.01.03、103.02.24） 

 

參、年度重要工作 

一、修訂法規 

（一）修正「國立臺南大學教師兼職暨借調處理要點」，並經本校 102 年

11月 20日 102學年度第 1學期校務會議及 103年 4月 16日 102 學

年度第 2 學期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二）修正「國立臺南大學教師出國講學、研究或進修處理要點」第九點

條文，並經本校 103 年 4 月 16 日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校務會議通

過後實施。 

（三）修正｢國立臺南大學教授休假研究｣第五條條文，並經本校 103 年 4

月 16 日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四）修正本校組織規程第 23、45 條條文，並經本校 103 年 4 月 16 日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五）修正本校教師教學服務成績考核辦法附表一有關課業輔導評分項

目，並經本校 102 年 11 月 20 日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校務會議通過

後實施。 

（六）修正本校「教職員工文康活動實施要點」及同時廢止「教職員工文

康活動實施要點補充規定」案，並經本校 103 年 1 月 15 日 102 學

年度第 4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二、教師聘任升等業務 

（一）102 學年度通過 2 位專任教師之審核聘任並完成報到手續。103 年

2 月 1 日全校教師共 239 人，教授 97 人；副教授 88 人；助理教授

52 人；講師 2 人；助教 6 人，兼任教師共 258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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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1 學年度申請升等教師共 20 位，14 位通過，通過率 70%，包括

升等教授 5 人、副教授 9 人。 

三、訓練進修事項 

（一）舉辦 102 學年度新進教師座談會 

本校 101 學年度共有新進教師 4 位，另 100 學年度第 2 學期新進教

師 2 名，為使新進教師及早了解本校行政作業，於 101 年 8 月 5 日

假本校誠正大樓 307 會議室舉辦新進教師業務座談會，會中由秘書

室、教務處、學務處、總務處、研發處、圖書館、人事室、主計室、

教學與學習發展中心及電子計算機中心等 10 個單位作業務報告，

會後安排由校長主持綜合座談，讓新進教師充分了解校內行政作業

流程並與校長作直接溝通，有助於新進教師早日適應本校環境。 

（二）舉辦 102 學年度新卸任主管交接暨佈達典禮 

102 年 8 月 1 日（二）上午 10 時在本校誠正大樓 307 會議室舉辦

102 學年度新卸任主管交接暨佈達典禮，新任主管計有圖書館館

長、體育室主任、電子計算機中心主任、語文中心主任、師資培育

中心主任等五個行政單位一級主管，人文與社會學院院長、教育學

系系主任、台灣文化研究所所長、國語文學系系主任、資訊工程學

系系主任、材料科學系系主任、動畫媒體設計研究所所長等七個學

術單位主管。另外尚有 10 位二級行政主管，總計 22 位行政主管走

馬上任。 

（三）舉辦「全校行政主管及職員校務共識營」 

本校固定每二年舉辦二天一夜之全校行政主管及職員校務共識

營，由校長親自主持校務共識凝聚及溝通交流，讓各同仁表達對校

務之建議，有效達成學校與同仁之溝通協調，在研習中亦針對主管

人員及非主管人員之核心職能安排各類課程，以提昇同仁知能。 

1.主管人員:（8/8~8/9） 

（1）102年8月8日辦理法治教育由元貞律師事務所黃元哲律師擔

任講座。 

（2）102年8月8日辦理領導管理專題演講由華梵大學張壯熙老師

擔任講座。 

（3）102年8月9日辦理團隊激勵專題演講由長江團隊管理公司周

孫宇老師擔任講座。 

2.行政人員:（8/22~23） 

（1）102年8月22日辦理法治教育專題演講由元貞律師事務所黃旭

田律師擔任講座。 

（2）102年8月22日辦理情緒管理專題演講由台南大學余明助老師

擔任講座。 

（3）102年8月23日辦理問題解決專題演講由浩域企業管理顧問公

司孫易新老師擔任講座。 

（四）舉辦 103 年度南大數位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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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2 年 8 月 8、22 日辦理 2 場性別平等數位研習-男人百分百 

2.102 年 8 月 8、22 日辦理 2 場行政中立數位研習 

四、各類保險、福利業務 

（一）本校教職員參加人數公務人員保險人數計 309 人；全民健保人數計

577 人（含眷屬及第六類人員）。 

（二）本學年度辦理結婚津貼 2 件：喪葬津貼 1 件；生育津貼 4 件。 

（三）辦理自願退休共計 5 件。 

五、員工文康活動 

（一）戶外文康活動： 

本校每年均辦理員工戶外文康活動，以「全校性」以及「各單位」

辦理二種方式舉行，目的讓同仁增進交流並紓解壓力以促進身心健

康，本（102）年度採行各單位自行辦理。本（102）年本室自行辦

理之教職員工戶外文康活動內容如下： 

1.辦理過程： 

本室於本（102）年 3 月初規劃本島（達谷蘭及虎行山行程）及

離島（小琉球）等 1 日至 2 日的行程，並邀請秘書室、主計室及

總務處等單位與本室共襄盛舉。後經調查以台南關廟虎行山一日

行程勝出。 

2.活動成果： 

本室本（102）年 4 月 27 日（星期六）假台南關廟虎行山舉行一

日遊活動，每參加員工補助 550 元，本次活動教職員工 12 人、

眷屬 9 人共 21 人踴躍參加，本次活動規劃於台南關廟虎行山踏

青、享用關廟魯麵及採買鳯梨等活動，讓參與的人沈浸在山林的

懷抱裡放空自我，達到增進同仁交流、紓解壓力以促進身心健康

的成效。 

（二）社團活動：依據「國立臺南大學教職員工文康活動實施要點」辦理，

目前計成立網球社、氣功社、登山社、羽球社、光鹽社、茶藝社、

瑜珈社、新世紀飲食研習社等 8 個社團。 

（三）春節團拜活動：為加強學校同仁交流，103 年 1 月 23 日辦理本校

春節團拜大會，參加對象為全校同仁，活動內容以熱鬧拜年、摸彩

及茶點輕鬆方式進行，活動圓滿完成。 

 

肆、年度創新工作 

創新建置線上應徵報名系統為審慎甄選本校校聘人員，特訂定「本校校聘人

員進用標準作業流程」，作為遴選用人之標準。並於本 102 年度創新建置線

上應徵報名系統，應徵者透過線上報名資訊可即時於線上填妥個人基本資料

再列印寄送即完成報名手續。本系統除便利應試者填寫報名文件，並可協助

人事人員彙整報名資料，產製甄選所需各項表格文件，提高工作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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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計室 

壹、單位基本資料 

本室現置有主任 1 名、組長 1 名、專員 1 名、組員 2 名及校聘組員 1 名。 

 

貳、議事方面 

102 學年度內部控制小組會議（102.09.24、103.05.22）。 

 

參、年度重要工作 

一、依各單位之年度工作計畫，彙編預（概）算及收支估計表。 

二、本室規劃全校預算分配事宜，提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本校各單位年

度分配預算案；將 103 年度通過之預算，分配各單位，自行控管。 

三、對全校教學及行政單位所提出之物品請購、營繕工程、經費支出等之會

稿、簽證、審核、監辦等，並確實進行監驗、製票、登帳等工作。 

四、就本校固定資產擴建改良已發生契約尚未完成部分，辦理保留案之編報。 

五、學校零用金業務督檢及校內有關業務之稽核。 

六、配合研發處、教務處進修組等對於國科會、教育部等有關專案研究、學

分班等計畫之請購及經費支出等，確實進行審核及帳務處理工作。 

七、對於全校各項收入之審核、招生經費及財產統制帳之處理。 

八、協助學校之財務調度及定存等業務之處理。 

九、各種押金、保證金、保固金收納、代收代付及賠償公費之相關業務處理。 

十、編製各類記帳憑證、會計月報及相關報表、半年結算報告、決算等。 

十一、核對國庫對帳單、現金日報表及銀行調節表。 

十二、91 年起開放已分配部門預算及計畫帳務電腦網路簽證、查詢作業系統，

節省行政流程，獲得各單位及主持人好評。 

十三、各項財務報表均按月編製完成，並依時限陳報教育部。 

十四、訂定本校五項自籌經費支應各類會議、講習、訓練或研討（習）會支

給基準，俾利校務運作。 

十五、訂定本校內部控制專案小組設置要點，藉以辦理內部控制相關事宜。 

十六、完成 102 年度決算彙編工作，將 102 年度決算書陳報教育部、行政院、

審計部審查，並函送本校經費稽核委員會稽核。 

十七、完成本校 103 年度預算案編列（含附小）。 

十八、完成本校內部控制作業手冊修訂（1.2 版），並經本校內部控制小組會

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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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學院 

壹、單位基本資料 

一、學生人數統計  

類別 年級 人數 

大學部 

一 257 

二 255 

三 255 

四 259 

碩士班 
一 113 

二 216 

進修碩士班(夜) 

一 55 

二 48 

三 77 

進修碩士班(日) 

一 25 

二 38 

三 14 

博士班 

一 28 

二 25 

三 17 

四 21 

五 38 

總計 1741 

 

二、教職員人數統計 

類別  職稱  人數  

教師 

講座教授 1 

教授 30 

副教授 28 

助理教授 14 

行政人員 

組員 1 

助教 2 

校聘組員 7 

總計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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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議事方面  

一、院教評會議  

102 學年度院教評會議(102.10.21、102.12.05、103.01.06、103.04.29、

103.06.11、103.07.21)。 

二、院務會議 

102 學年度院務會議(102.10.09、103.06.17)。 

三、院課程規劃會議 

102 學年度院課程規劃會議(102.10.22、103.03.12、103.04.29)。 

四、其他會議 

（一）教育學院系所主管會議(102.11.27、103.05.21)。 

（二）教育學院「103 年度國科會補助大專校院獎勵特殊優秀人才」申請

案審查會議(103.05.06)。 

（三）經費稽核委員會議(102.10、103.03)。 

 

參、年度重要工作  

一、教師聘任及升等 

（一）完成院內二位教師升等著作外審並提校教師評審委員會

(103.01.06)。 

（二）完成院內一位教師資格審查(103.06)。 

二、學系主管遴選新主任 

完成幼兒教育學系及特殊教育學系主任遴選工作(103.05.05、103.06.10)。 

三、教育研究學報 

（一）完成第 47 卷第 2 期(102.10)及第 48 卷第 1 期(103.04)出版。 

（二）申請科技部 102 年度人文及社會科學期刊評比(102.10)。 

（三）申請科技部 TSSCI(103.03)。 

四、辦理體育系申請 104 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計畫書外審事宜(102.10)。 

五、協助各學系辦理學術研討會 

（一）情緒焦點的理論與實務工作坊(諮商與輔導學系、102.09)。 

（二）「全語言課程與教學－學習與教學策略」教學研討會(幼兒教育學

系、102.10)。 

（三）2013 視障國際學術研討會(特殊教育學系、102.11)。 

（四）「第十五屆兩岸三地課程理論」學術研討會(教育學系、102.11)。 

（五）幼兒課程與教學學術研討會(幼兒教育學系、103.04)。 

（六）「地方教育發展特色與未來展望」論壇(教育學系、10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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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103 年度學校體育運動志工培訓研習會(體育學系、103.05)。 

 

肆、年度創新工作  

一、補助經費充實幼托整合設備，應用於教學(102.12)。 

二、接待大陸杭州市江干區學術交流團並由院長專題演講(102.11)。 

三、院長、教育系主任、研發長與北伊利諾大學教育科技學系洪主任洽談兩

校雙聯學制相關事宜(102.12)。 

四、提出教育部「臺灣人才躍昇計畫」申請(103.06)。 

五、持續協助各學系建立亮點特色。 

六、協辦 2013 年臺灣國際女性影展(102.11、10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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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學系   

壹、單位基本資料 

一、學生人數統計  

類別  年級  人數  

大學部 

一 77 

二 79 

三 81 

四 86 

課程與教學碩士班 
一 23 

二 35 

課程與教學博士班 

一 6 

二 6 

三 6 

四 6 

五 2 

科技發展與傳播碩士班 
一 15 

二 14 

教育經營與管理碩士班 
一 16 

二 26 

教育經營與管理博士班 

一 14 

二 14 

三 8 

四 9 

五 24 

測驗統計碩士班 
一 8 

二 16 

測驗統計博士班 

一 4 

二 4 

三 3 

四 5 

五 7 

課程與教學 

教學碩士班（假日） 

一 26 

二 19 

三 12 

教育行政 

碩士在職專班（夜） 

一 22 

二 0 

三 9 

學校經營與管理教學 

碩士在職專班（夜） 

一 0 

二 18 

三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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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與教學 

碩士在職專班（澎湖） 

一 0 

二 19 

三 3 

總計 728 

 

二、教職員人數統計 

類別  職稱  人數 

教師 

講座教授 1 

教授 18 

副教授 5 

助理教授 6 

助教 1 

行政人員 校聘組員 3 

總計 34 

 

貳、議事方面  

一、系務會議  

102 學年度教育學系系務會議（102.09.18、103.06.06）。 

二、系教評會議 

102 學年度教育學系教評會（102.09.25、102.10.02、102.11.04、102.12.02、

102.12.05、102.04.18、103.06.09）。 

三、其他會議  

102 學年度教育學系招生暨系務會議（102.10.21、103.02.24）。 

102 學年度教育學系招生小組委員會（102.09.11、102.11.14、103.04.18、

103.5.15）。 

102 學年度教育學系課程規劃會議（102.11.13、102.04.7）。 

102 學年度教育學系經費規劃會議（102.12.02、103.01.10）。 

102 學年度教學科技組會議（103.01.17、103.02.17、103.04.21、

103.05.12）。 

102 學年度測驗統計組小組會議（103.02.27）。 

102 學年度課程與教學組會議（103.05.06）。 

 

參、年度重要工作  

一、專題演講  

（一）辦理就創業講座，邀請志光教育科技集團林進榮總裁，講題：「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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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創造競爭優勢職」（102.09.25）。 

（二）本系與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合辦「第十五屆兩岸三地課程理論」學術

研討會，邀請香港、新加坡及大陸學者一同與會（102.11.07）。 

（三）邀請國立臺中教育大學區域與社會發展學系賴苑玲教授擔任講座，

講題：「二十一世紀學生學習能力的培養」（102.11.14）。 

（四）邀請國立屏東教育大學教育學系王慧蘭副教授擔任講座，講題：「敘

說探究：教育研究的語言脈絡與真實建構」（102.11.21）。 

（五）邀請美國 Professor Emeritus Richard Anderson 專題演講，講題：

「Intertwing social & cognitive development」（102.11.22）。 

（六）邀請陳英豪校長擔任講座，講題：「道德可以教嗎？」（102.11.28）。 

（七）邀請靜宜大學師資培育中心主任暨教育研究所吳俊憲所長擔任講

座，講題：「教師專業發展評鑑」（102.12.05）。 

（八）邀請賽仕電腦軟體公司周怡秀經理擔任講座，講題：「如何成為校

園資料科學家- 你所不知道的 SAS」（103.02.25）。 

（九）邀請德國虹堡大學 Christin Laschke 擔任講座，講題：「Education and 

Educational Inequality in GermanyChristin Laschke」（103.03.04）。 

（十）邀請台南市新化國小楊春禧老師擔任講座，講題：指導學生閱讀歷

史人物我有絕招（103.03.07）。 

（十一）辦理就業講座，邀請保德信國際人壽險公司業務經理蔡馥嬪小姐

（南大國民教育研究所 93 級系友）演講，講題：「忠於自我，創

造璀璨人生」（103.04.23）。 

（十二）邀請台南市崇明國小李俊昌老師擔任講座，講題：數學教材教法

專題演講（103.04.25）。 

（十三）辦理就業講座，邀請立康生物科技方宗德副理演講，講題：「職

場訊息及面試經驗分享」（103.05.14）。 

二、其他學術活動 

（一）周保男老師舉行升等著作發表（103.03.05）。 

（二）美國北伊利諾大學校園文化及教育座談會（103.1.16）。 

（三）舉辦 2014『地方教育發展特色與未來展望』論壇暨學術研討會

（103.05.10）。 

（四）舉辦教科組畢業專題成果展（103.05.24）。 

 

肆、年度創新工作  

一、102.11.7 舉辦「第十五屆兩岸三地課程理論」學術研討會。 

二、籌備「2014 教育高階論壇海峽兩岸學術研討會：核心素養的評量議題與

教育發展」。 

三、執行師資培育中心申請教育部計畫案精進師資素質計畫子計畫 B3，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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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程自 102 年 8 月 1 日至 103 年 7 月 31 日止。 

四、執行師資培育中心申請教育部 103 年國民小學及幼稚園地方教育輔導工

作「國民小學：全球化與多元文化專業知能研習營」，執行期間為：103

年 1 月至 104 年 7 月。 

 

伍、年度榮譽事蹟  

一、102 年度本系國科會計畫通過 13 件，另有多年期執行中計畫共 3 件，擁

有率高達 53％，再次領先全國教育類科系。 

二、本系洪碧霞師獲得「國科會 102 年度補助大專校院特殊優秀人才-傑出人

員」獎勵；另外蕭佳純師、丁學勤師、黃宗顯師、歐陽誾師、姜麗娟師、

郭丁熒師、周保男師、林素微師等 8 人獲得「國科會 102 年度補助大專

校院特殊優秀人才-優良人員」獎勵。 

三、本系榮獲本校研究績優系所優良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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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教育學系   

壹、單位基本資料 

一、學生人數統計  

類別  年級  人數 

大學部 

一 46 

二 43 

三 41 

四 43 

碩士班 
一 9 

二 21 

輔助科技碩士班 
一 6 

二 17 

重度障礙碩士班 
一 5 

二 14 

碩士在職專班 

（暑日） 

二 17 

四 18 

博士班 

一 4 

二 2 

三 1 

四 2 

五 5 

總計 294 

 

二、教職員人數統計 

類別  職稱  人數  

教師 

教授 5 

副教授 8 

助理教授 1 

行政人員 校聘組員 2 

總計 16 

 

貳、議事方面  

一、系務會議  

（一）102 學年度共召開 6 次系務會議（102.09.25、102.11.13、103.01.08、

103.02.26、103.04.30、103.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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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系教評會議 

（一）102 學年度共召開 4 次系教評會議（102.10.16、102.11.27、103.04.09、

103.05.21）。 

三、其他會議 

（一）102 學年度共召開 4 次系課程會議（102.09.18、102.12.11、103.02.12、

103.04.23）。 

（二）102 學年度共召開 1 次特殊教育與復健學報編輯委員會議

（102.12.12）。 

（三）102 學年度召開 3 次 102 年度身障者輔具技術研究專案計畫會議

（102.05.03、102.05.10、102.05.17） 

（四）特殊教育學系博班導師會議（103.01.20） 

（五）特殊教育學系圓桌會議（103.06.08） 

 

參、年度重要工作  

一、專題演講 

（一）邀請香港中文大學鄧慧蘭教授、姚勤敏主任及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

學聽語障礙科學研究所張秀雯教授蒞臨分享「聽神經病變的早期聽

語療育與溝通模式的選擇」研習（102.11.23）。 

（二）辦理 102 年地方教育輔導工作研習，邀請大灣國小康琮富老師及大

橋國小王峯文老師分享「適應體育融入普通班」（102.11.18）。 

（三）辦理 102 年地方教育輔導工作研習，邀請安慶國小蘇怡文老師及江

翊仙音樂治療師分享「音樂治療融入普通班」（102.11.20）。 

（四）辦理 102 年地方教育輔導工作研習，邀請永康國小許文峻老師及王

靜純語言治療師分享「語言治療融入普通班」（102.11.20）。 

（五）辦理 102 年地方教育輔導工作研習，邀請附小李宜學老師及環球科

技大學任彥懷老師分享「職能治療融入普通班」（102.12.04）。 

（六）辦理 102 年地方教育輔導工作研習，邀請勝利國小林和秀老師及蔡

雅芬物理治療師分享「物理治療融入普通班」（102.12.18）。 

（七）與中華民國學障協會合辦「學習障礙學生升大專之生涯規劃」。 

（102.02.22） 

（八）邀請李敏如講師蒞臨演講「音樂治療講座」（103.03.26）。 

（九）邀請畢業系友江旭敏、林沛穎蒞臨演講，演講題目為 A Saturday 

enrichment program for Chinese-American families of children with 

autism；Inclusive assessment policies for students with diverse needs in 

Canada。（103.06.26） 

（十）與澎湖縣文澳國小合辦 103 年澎湖縣教師特教知能研習「專業團隊

融入身心障礙學生之轉銜服務」（103.06.15）。 

88



 

 

二、其他學術活動 

（一）江西省教育行政人員蒞臨參訪（102.11.11）。 

（二）國立嘉義大學特殊教育學系師長蒞臨交流分享（103.06.20）。 

三、82 級畢業生辦理 20 週年同學會。（102.08.26） 

四、獲勞動力發展署雲嘉南分署補助辦理特殊教育就業講座，邀請畢業系友

張雅琪及余嘉玲蒞臨分享「特殊教育機構教學/行政服務之經驗」，分別

服務於臺南市伊甸基金會及蘆葦啟智中心。 

五、出版「特殊教育與復健學報」第二十八、二十九期。 

 

肆、年度創新工作  

一、實施國立臺南大學特殊教育學系學生專業能力檢測。 

二、全系學生協助擔任臺南市體育處承辦之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志工。 

三、配合師培中心申請 103 年度地方教育輔導工作計畫，獲得教育部補助 12

萬元整。 

四、協助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研究與評鑑中心進行「大專院校畢業生流向

調查」。 

五、協助臺灣經濟研究院進行「102 年全國研發狀況調查」。 

六、舉辦大五模擬教師甄試（103.05.21）。 

七、為整合本系專業人力，促進特色發展，籌備專業團隊。 

八、提升教學設備增設 V2 視訊系統，提供師生遠距視訊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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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教育學系 

壹、單位基本資料 

一、學生人數統計 

類別 年級 人數 

大學部 

一 45 

二 41 

三 45 

四 41 

碩士班 
一 9 

二 19 

教學碩士班 

（夜間） 
三 1 

碩士在職專班 

（夜間） 

一 0 

二 46 

總計 247 

 

二、教職員人數統計 

類別 職稱 人數 

教師 

教授 1 

副教授 7 

助理教授 2 

行政人員 校聘組員 1 

總計 11 

 

貳、議事方面 

一、系務會議 

102 學年度系務會議（102.09.05、102.11.22、103.02.14、103.04.01、

103.04.16、103.06.23）。 

二、系教評會議 

102 學年度系教評會議（103.10.02、103.03.24、103.06.09）。 

三、其他會議 

（一）102 學年度系課程委員會議（103.01.14、103.04.16）。 

（二）102 學年度經費、學務及人事委員會議（102.09.05、102.11.08、

103.04.16）。 

（三）102 學年度輔導及學術研究委員會議（102.10.11、102.10.16、

102.11.27、102.12.11、102.12.18、103.01.10、103.03.12、103.0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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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年度重要工作 

一、專題演講 

（一）邀請中華醫事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洪明全教授演講，講題：精進師

資素質計畫-幼兒保育講座「幼兒餐點與營養」（102.10.02）。 

（二）邀請日本東京電機大學小島勇教授演講，講題：相互理解學習的教

學實踐與方法（102.12.26）。 

（三）邀請「六月十五」音樂工作室謝欣芷製作人演講，講題：「給大朋

友的音樂課」（103.03.12）。 

（四）邀請靖娟文教基金會林月琴執行長演講，講題：精進師資素質計畫

-幼兒保育講座「幼兒安全空間之規劃」（103.03.18）。 

（五）邀請呂品宜小兒科呂品宜醫師演講，講題：精進師資素質計畫-幼

兒保育講座「幼兒疾病與護理」（103.4.30）。 

（六）邀請 102 年度教育部教育實習楷模獎林佳蓁系友演講，講題：精進

師資素質計畫-「增進師資生專業知能：教學檔案之製作」

（103.05.02）。 

（七）邀請手創兒童機械科學館洪國書老師演講，講題：精進師資素質計

畫-「樂高積木運用於幼兒園之幼兒創造力課程」 （103.05.13）。 

（八）邀請中華民國紅十字會臺南市支會基本救命術講師演講，講題：精

進師資素質計畫-「基本救命術訓練」研習（103.05.17）。 

二、學術活動 

（一）辦理「全語言課程與教學─學習與教學策略」全語言教學研討會

（102.10.05）。 

（二）辦理精進師資素質計畫-新課綱工作坊（102.12.14）。 

（三）辦理精進師資素質計畫「幼兒課程與教學」學術研討會（103.04.11）。 

三、展演及學生活動 

（一）辦理自製幼兒教具展（102.12.11-12.13）。 

（二）辦理幼教書展（103.04.22-4.25）。 

（三）辦理畢業成果展（103.05.04）。 

四、座談會及選課說明會 

（一）辦理大一新生家長座談會（102.09.07）。 

（二）辦理大一新生座談會（102.09.12）。 

（三）辦理大二選課說明會（102.09.16）。 

（四）辦理大三選課說明會（102.09.17）。 

（五）辦理大四選課說明會（102.0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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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年度創新工作 

一、舉辦每天一小時的「柚子姊姊、哥哥至南大附小迎曦樓 YO 幼故事樂園

說故事服務」活動，說故事服務的對象為附幼學童暨附小低年級學生

（102.10.07-103.10.10、103.03.10-06.13）。 

二、辦理自製幼兒教具比賽（102.12.11-12.13）。 

三、與本系幼教成果展結合舉辦「系友回娘家」活動，共有約七十名歷屆系

友返校參加，場面溫馨，活動圓滿成功（103.05.04）。 

四、舉辦地方教育輔導研習（102.10.09、102.11.10）。 

五、舉辦幼兒園園長專業訓練班（102.10.05-103.06.21）。 

六、與臺南市私立示範幼兒園簽署合作備忘錄（103.01.10）。 

七、至臺南市秀光幼兒園舉辦短期育樂營（103.02.15、103.02.16、103.02.22、

103.02.23）。 

八、日本學藝大學教授團六位教授至本系進行學術交流與參訪活動

（103.02.20）。 

九、與臺南市公園國小附幼合辦「方案教學法理論與實務」研習（103.0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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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學系 

壹、單位基本資料 

一、學生人數統計 

    類別 年級 人數 

大學部 

一 49 

二 50 

三 47 

四 49 

進修學士班 
三 27 

四 18 

碩士班（日） 
一 11 

二 28 

體育科教學碩士班 

一 15 

二 19 

三 22 

總計 335 

 

二、教職員人數統計 

類別 職稱 人數 

教師 

教授 6 

副教授 3 

助理教授 1 

行政人員 組員 1 

總計 11 

 

貳、議事方面 

一、系務會議 

102 學年度共召開 3 次系務會議（102.09.16、102.12.25、103.04.01）。 

二、系教評會議 

102 學年度共召開 2 次系教評會議（102.12.25、103.06.04）。 

三、課程規劃委員會議 

102 學年度召開 1 次課程規劃委員會議（103.04.21）。 

 

參、年度重要工作內容 

一、專題演講 

（一）邀請南科商務旅館運動整合行銷黃志佳總經理，講題：運動行銷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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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撰寫與實戰經驗分享（102.11.26）。 

（二）邀請臺北悍創產業公司專案企劃朱利夫畢業校友演講，講題：Job 

for fun－悍創運動行銷實戰經驗分享（102.12.10）。 

（三）邀請榮欽科技公司吳燦銘執行長演講，講題：由速讀到速憶－1 小

時背 200 個單字（102.12.20）。 

（四）邀請國立臺灣體育運動大學林華韋校長演講，講題：棒球人生   

（103.05.16）。 

（五）邀請浙江師範大學體育學院趙殿軍教授演講，講題：大陸碩士研究

生培養現狀（103.06.13）。 

二、其他學術活動 

（一）辦理教育部地方教育輔導工作實施計畫—體育教學實施-活化教

學，共三場次：102 年 11 月 13 日臺南崑山國小；102 年 12 月 4 日

臺南復興國小；102 年 12 月 11 日澎湖中興國小。 

（二）辦理 103 級運動管理與行政學程實習成果發表會（103.01.08）。 

（三）辦理教育部「103 年度學校體育運動志工培訓研習會」

（103.05.24-25）。 

（四）辦理教育部「103 年度學校體育運動志工服務計畫」（103.5-103.11）。 

（五）協助中華民國體育學會辦理教育部體育署「配合十二年國教-體適

能檢測站設置計畫」檢討座談會（103.07.08）。 

 

肆、年度創新工作 

一、辦理 103 學年度運動項目績優學生單獨招生考試（103.03.22）。 

二、辦理本系 5 門必修課程外審。 

三、出版「南大體育學報」第八期。 

四、申辦「103 年精進師資素質計畫-體育教材教法與體育教學精進計畫」。 

五、申辦 103 學年度師資培精緻特色發展計畫-「強身固體--從根做起」精緻

體育師資與教學專業計畫。 

六、辦理 103 學年度大學甄選（個人申請）。 

七、辦理「體育週」系列活動（5/12~16）。 

八、與特教系共同協助 103 年全國身心障礙運動會志工服務。 

九、浙江師範大學體育學院趙殿軍教授至本系訪學 4 個月（103 年 3 至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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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商與輔導學系 

壹、單位基本資料 

一、學生人數統計 

類別 年級 人數 

大學部 

一 42 

二 42 

三 43 

四 40 

碩士班 
一 14 

二 36 

碩士在職專班 
一 22 

二 11 

總計 250 

 

二、教職員人數統計 

類別 職稱 人數 

教師 

副教授 5 

助理教授 4 

講師 0 

行政人員 校聘組員 1 

總計 10 

 

貳、議事方面 

一、系務會議 

102 學年度系務會議（102.09.23、102.10.21、102.11.18、102.12.16、

103.01.06、103.03.03、103.04.14、103.05.19、103.06.23）。 

二、系教評會議 

102 學年度系教評會議（102.10.09、102.12.24、103.03.21、103.04.25、

103.06.05）。 

三、其他會議 

102 學年度系課程會議（103.04.21）。 

 

參、年度重要工作 

一、專題演講 

（一）邀請高雄市茄萣國中鄭珮嘉教師、嘉義縣朴子國中吳凡教師演講，

講題：了解學校專業輔導人員的工作（102.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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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邀請臺南市政府衛生局何孟凌護理師演講，講題：自殺防治-珍愛

生命守門人（102.10.23）。 

（三）邀請臺灣大學心理學系黃光國教授演講，講題：阿德勒的心理分析

與人生意義（102.12.19）。 

（四）邀請開南大學養生與健康行銷學系郭毓仁副教授演講，講題：園藝

治療（102.12.25）。 

（五）邀請臺南市崇明國中康書榕教師、臺南市大橋國中韓宜靜教師演

講，講題：學校專業輔導人員諮商技巧增能（103.03.12）。 

（六）邀請高雄市茄萣國中鄭珮嘉教師演講，講題：學校諮詢（103.05.06）。 

（七）邀請高雄市性別平等委員沈宜純退休校長演講，講題：校園性侵害、

性騷擾或性霸凌相關法規與案例研討（103.05.08）。 

（八）邀請屏東縣寶建醫院沈青燕諮商心理師演講，講題：助人工作者在

醫院的工作與自我增能（103.05.09）。 

二、其他學術活動 

（一）辦理情緒焦點的理論與實務工作坊（102.09.27-28）。 

（二）辦理法院家事事件諮詢工作坊（102.10.19-20）。 

（三）辦理心理劇體驗工作坊 （102.12.09）。 

（四）辦理魏氏智力測驗兒童版〈第 4 版〉實作與演練工作坊

（103.04.24）。 

（五）辦理同志諮商工作坊（103.05.04）。 

（六）辦理表達性藝術治療工作坊（103.05.16-17）。 

 

肆、年度創新工作 

與法務部矯正署臺南觀護所合作辦理小星星戒毒營隊（102.08.01-103.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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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與社會學院  

壹、單位基本資料  

一、學生人數統計  

類別  年級  人數  

大學部 

一 199 

二 197 

三 197 

四 209 

大學部 

（進修學士班） 

一 39 

二 40 

三 20 

四 25 

碩士班 

一 47 

二 53 

三 20 

碩士在職專班 

一 0 

二 12 

三 3 

教學碩士班 

一 19 

二 20 

三 19 

中國文學碩士專

班（夜間） 

一 17 

三 27 

總計 1,163 

 

二、教職員人數統計 

類別  職稱  人數  

教師 

教授 12 

副教授 25 

助理教授 9 

專案助理教授 1 

行政人員 
組員 1 

校聘人員 5 

總計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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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議事方面  

一、院教評會議  

（一）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召開院教評會議 3 次（102.10.08、102.11.21、

103.1.7）。 

（二）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召開院教評會議 2 次（103.04.17、103.06.26）。 

二、院務會議 

（一）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召開院務會議 1 次（102.10.21）。 

（二）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召開院務會議 1 次（103.05.22）。 

三、院課程委員會議 

（一）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召開院課程委員會議 1 次（102.10.17）。 

（二）102學年度第2學期召開院課程委員會議2次（103.02.26、103.05.07）。 

四、人文與社會學報編審委員會會議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召開人文社會研究學報編審委員會第一次會議

（102.03.07）。 

五、其他會議 

（一）102 學年度召開「人文與社會學院系所主管暨課程檢討會議」共 1

次（103.01.09）。 

（二）102 學年度召開「人文與社會學院執行科技部補助大專校院獎勵特

殊優秀人才申請案會議」共 1 次（103.05.02）。 

 

參、年度重要工作  

一、外賓參訪  

中國文藝家協會來臺展演與學術交流。（102.12） 

二、教師聘任及升等 

（一）行政管理學系新聘專任教師李芸蘋老師，並於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

起聘任。（103.02） 

（二）文化與自然資源學系新聘專案教師許惠貞老師，並於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起聘任。（102.08） 

（三）完成院內三位教師升等著作外審並提校教師評審委員會（102.11）。 

三、院級優良導師選拔 

辦理 101 及 102 學年度院級優良導師選拔（102.09、103.09）。 

 

肆、年度創新工作  

一、辦理「2014 文化創意產業與管理論壇」。（103.02～10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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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政院農委會特有生物保育中心、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志綱金屬股份

有限公司與本校人文與社會學院、環境與生態學院、國語文學系合辦第

八屆「全國學生十份黑琵生態文學獎」，分為國小組、國中組、高中職組、

大專校院組，共錄取佳作 13 篇。（103.05.25） 

三、與南京師範大學「強化營養學院」、「公共管理學院」簽訂學術交流合約

（103.05） 

四、辦理「103 年度鄉土童書開發推廣研習活動計畫」（103.07）。 

 

伍、年度榮譽事蹟  

通過教育部 102 學年度師資培育精緻特色發展計畫──「兒文花園．馥郁芬

芳」──「跨界合作之園丁與種籽深耕共榮計畫」（計畫時間：102.08.01～

103.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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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文化研究所 

壹、單位基本資料 

一、學生人數統計 

類別 年級 人數 

碩士班 

一 12 

二 13 

三 10 

碩士在職專班 

一 0 

二 12 

三 3 

總計 50 

 

二、教職員人數統計 

類別 職稱 人數 

教師 
教授 2 

副教授 3 

行政人員 組員 1 

總計 6 

 

貳、議事方面 

一、所務會議 

102 學年度所務會議（102.10.02、102.11.20、102.12.11、103.04.23）。 

二、所課程會議 

102 學年度所課程會議（102.10.02、102.11.20、103.01.07、103.04.23）。 

三、所教評會議 

102 學年度所教評會議（102.11.13、102.12.26、103.03.27、103.04.17、

103.06.12）。 

 

參、年度重要工作 

一、102 年度系所追蹤評鑑之自我評鑑（102.10.23）。 

二、103 年度系所追蹤評鑑之實地訪評（103.05.05）。 

三、2014 年臺灣文化研學術研討會（103.08.16、17）。 

四、專題演講： 

（一）邀請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邱正略助理教授專題演講，講題：

戶籍資料在田野研究中的運用（102.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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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邀請臺灣歷史博物館林孟欣助理研究員專題演講，講題：數字的魅

惑：殖民地統計數據的虛實之間（102.11.05）。 

（三）邀請國樹德科技大學室內設計系汪碧芬副教授專題演講，講題：城

市文化與景觀美學（102.12.10）。 

（四）邀請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葉瓊霞專題演講，講題：府城尋詩，

以人繫史（103.03.13）。 

（五）邀請美軍&美僑在臺南研究協會解吟情專題演講，講題：淺談─駐

臺南美軍之紀實（103.04.17）。 

五、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論文發表會（103.05.28）。 

六、102 學年度新生座談暨課程說明會（102.08.06）。 

七、102 學年度畢業典禮餐會（103.06.07）。 

八、辦理本所必修課程大綱外審作業。 

九、通過本所專任教師賴志彰副教授教師評鑑案。 

十、通過本所專任教師戴文鋒教授、陳坤宏教授、管志明副教授續聘案，任

期自 103 年 8 月 1 日至 105 年 7 月 31 日止。 

 

肆、年度創新工作 

辦理臺灣文化研究所所友會（102.12.21、103.06.07）。 

 

伍、年度榮譽事蹟 

一、本所榮獲「102 年度單位網頁評鑑成績優良獎」。 

二、本所戴文鋒教授、陳坤宏教授榮獲本校 103 年度加強學術研究獎勵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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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管理學系 

壹、單位基本資料 

一、學生人數統計 

類別 年級 人數 

大學部 

一 40 

二 41 

三 38 

四 43 

碩士班 
一 11 

二 7 

總計 180 

 

二、教職員人數統計 

類別 職稱 人數 

教師 

教授 2 

副教授 5 

助理教授 2 

講師 0 

行政人員 
組員 1 

教學助理 0 

總計 10 

 

貳、議事方面 

一、系務會議 

102 學年度系務會議（102.09.18、103.01.16、103.05.14、103.06.18）。 

二、系教評會議 

102 學年度系教評會議（102.09.12、102.10.14、102.11.27、102.12.09、

103.04.09、103.04.23、103.06.17）。 

三、其他會議 

102 學年度招生會議（102.10.22、102.11.06、103.04.09、103.04.18）。 

102 學年度課程會議（102.12.11、103.02.19、103.04.09）。 

102 學年度研討會籌備會議（102.10.23、102.11.20、102.12.25、103.02.19、

103.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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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年度重要工作 

一、專題演講 

（一）邀請奇美材料董事長何昭陽演講：「職場四十年之回顧與人生體

悟」。（102.10.16） 

（二）兩岸議題專題演講第 1 場，邀請國立成功大學政治系暨經濟學研究

所周志杰副教授演講「兩岸互動深化與廣化的契機與挑戰」。

（102.11.13） 

（三）兩岸議題專題演講第 2 場，由本校行政管理學系吳宗憲副教授演講

「兩岸關係將如何影響台灣年輕人的未來?」。（102.11.20） 

（四）辦理學術研習活動邀請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施能傑教授主

講：「公部門領導與組織行為研究：議題趨勢與方法」。（102.11.27） 

（五）邀請台灣萬事達國際集團主席李玉文演講：「青年生涯發展與公共

事務參與」。（102.12.04） 

（六）邀請世新大學邱志淳教授演講：「新機遇,新挑戰-前瞻與創新思考」。

（102.12.18） 

（七）辦理學術研習活動邀請國立政治大學公共行政學系陳敦源教授兼系

主任主講：「TGBS）的理論與實務」。（102.12.18） 

（八）邀請南昌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張蓉演講：「中國大陸的政經結構轉

型」、賴志凌演講「網路民意表達問題研究」。（103.03.26） 

（九）邀請元智大學社會暨政策科學學系陳勁甫教授演講：「決策與人

生」。（103.03.26） 

（十）辦理學術研習活動邀請國立成功大學企業管理系史習安教授主講：

「OB/HR 領域學術期刊投稿經驗之分享」。（103.04.30） 

（十一）邀請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蕭新煌特聘研究員兼所長演講：「台

灣地方環境的教訓：五都四縣的大代誌」。（103.05.07） 

（十二）邀請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文化研究所林谷蓉助理教授演講「地

方觀光與地區行銷」。（103.05.14） 

（十三）邀請台灣康寧顯示玻璃有限公司組織效能暨發展王玫玲處長演

講：「點亮自己的未來- 成為企業炙手可熱的人才」。（103.05.28） 

二、學術研討會 

（一）舉辦第九屆海峽兩岸組織行為與人才開發學術研討會。

（103.03.14-15） 

（二）舉辦「2014 文化創意產業與管理論壇」主題一：文化創意產業概

觀與服務行銷，講師：財團法人中衛發展中心陳旺盛技術經理;主

題二：社區產業文化行銷，講師：經濟部委任企業形象設計顧問 劉

聰慧。（103.0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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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座談會 

（一）舉辦碩士班新生座談會。（102.07.30） 

（二）舉辦大學部新生家長座談會。（102.09.08） 

（三）舉辦 2014 年校外實習成果發表會。（102.10.30） 

（四）舉辦研究生論文計畫書發表。（102.12.25） 

（五）舉辦師生座談會議（103.01.08） 

四、參訪活動 

（一）余明助主任、許耿銘老師、王光旭老師帶領大學部同學參訪大林台

糖生技事業部、中興保全、立法院、地球公民基金會、趨勢民調、

臺北市政府、警察廣播電臺臺北台。（103.01.20-01.22） 

（二）余明助主任帶領大學部同學參訪板頭社區交趾剪黏藝術社區、古笨

港陶華園、蒜頭蔗埕文化園區。（103.05.19） 

 

肆、年度創新工作 

一、辦理「第九屆海峽兩岸組織行為與人才開發」學術研討會，獲得兩岸學

者一致好評。（103.03.14-15） 

二、與政府機關、企業等實習單位接洽、簽約，暑假辦理學生校外實習，學

生學以致用，與實習單位反應互動良好。 

三、參訪企業、機關等活動帶入課程，甚受學生喜愛，本年度共舉辦二次參

訪活動。 

四、銘傳大學諮商與工商心理學系碩士班、輔仁大學心理學系碩士班蒞系與

本系碩士班研究生做學術分享交流。（103.05.03） 

五、與畢業典禮結合舉辦「系友回娘家活動」，約有 50 位系友返校參加。

（103.06.07） 

六、舉辦第 2 屆行政管理菁英培訓營。（103.07.10-12） 

 

伍、年度榮譽事蹟 

一、本系榮獲 102 學年度本校研究績優最佳進步獎。 

二、102 年度本系教師通過科技部研究計畫 4 件。 

三、102 年度本系學生通過科技部大專生研究計畫 1 件。 

四、本系榮獲 102 學年度學生學習歷程建置競賽第二名。 

五、本系榮獲 2014 系所博覽會績優參展學系競賽第一名及人氣獎。 

六、本系許耿銘老師榮獲 102 學年度校級優良導師獎勵。 

七、本系榮獲 103 年單位網頁競賽績優獎。 

八、應屆畢業生及系友共 10 人通過國家公職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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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與自然資源學系 

壹、單位基本資料 

一、學生人數統計 

類別 年級 人數 

大學部（文資系） 

一 39 

二 40 

三 39 

四 45 

碩士班（文資系） 
一 10 

二 15 

文化與自然資源學系社會科

教學碩士班（夜間） 
三 2 

總計 190 

 

二、教職員人數統計 

類別 職稱 人數 

教師 

教授 1 

副教授 6 

助理教授 2 

行政人員 校聘組員 1 

總計 10 

 

貳、議事方面 

一、系務會議 

102 學年度系務會議（102.09.18、103.01.13、103.02.26、103.06.18）。 

二、系教評會議 

102 學年度系教評會議（102.07.31、102.09.05、102.10.21、103.01.03、

103.03.06）。 

三、系課程會議 

102 學年度系課程會議（102.09.18、103.02.26、103.01.03、103.03.06）。 

四、系招生會議 

102 學年度系招生會議（102.10.28、103.02.26、103.04.16）。 

五、系發展會議 

102 學年度系發展會議（103.0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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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年度重要工容 

一、專題演講 

（一）邀請黃敦厚博士（大甲媽祖教師研習團）演講，講題為「從大甲鎮

瀾宮的成長看廟宇的經營」。（102.10.02）。 

（二）邀請陳奮雄教授（臺南市文獻委員會）至本系演講，講題為「日治

時期臺南市公立小學、公學校之設置」。（102.10.23）。 

（三）邀請宋光宇教授（佛光大學）至本系演講，講題為：「城隍爺出巡：

臺北市，大稻埕和霞海城隍廟會 120 年的旋盪」。（102.11.05）。 

（四）邀請吳昭明總編輯（中華日報）至本系演講，講題為：「從「圖像

府城」談起」。（102.11.19）。 

（五）邀請請 董維琇  助理教授（臺南大學美術學系）專題演講，題目：

「台灣藝術進駐計劃的人類學研究」暨新書發表」。（102.11.20）。 

（六）邀請葉重利執行長專題演講專題演講，題目：「台南市的文化產業」。

（102.12.11）。 

（七）邀請陳秋坤教授（國立屏東教育大學）至本系演講，講題為大台南

與小屏東-城鄉差距的歷史根源。（102.12.18）。 

（八）邀請緯來體育台徐展元主播專題演講，題目：「熱血追夢-人生精彩

出擊」。（102.12.19）。 

（九）邀請廖德宗  總經理專題演講，題目：「左營舊城歷史與文化資產

新貌」（102.12.25）。 

（十）邀請吳鳳科技大學通識中心主任楊志遠 教授演講，題目：「環境與

歷史－臺灣原住民與野生鹿」。（103.03.05）。 

（十一）邀請黃秀政  教授（國立中興大學歷史系）至本系演講，講題為：

「談口述史料徵集與價值」。（103.03.12）。 

（十二）邀請黃清琦  先生（青刊社地圖工作室負責人 ）至本系演講，

講題為：「歷史地圖製作經驗分享」。（103.03.19）。 

（十三）邀請李子寧 組長（國立臺灣博物館典藏組）至本系演講，講題

為：「談柯象」。（103.03.25）。 

（十四）邀請黃信彰總經理（文化年代創意實驗有限公司）至本系演講，

講題為：「文創如何可能」。（103.04.30）。 

（十五）邀請亞歷哈路會長（台灣原住民產業聯盟推廣協會會長）至本系

演講，講題為：「漫談台灣南島語族」。（103..05.14）。 

二、其他學術活動 

（一）辦理「導覽與解說增能研習營」（102.11.16）。 

（二）辦理 2013 年女性影展第一場，議題：「女性場域‧人際互動： 籃

球場‧美髮廊‧小村落」，（102.11.20）。 

（三）辦理大眾史學與在地文化書寫研習營－大眾史學理論與實踐研究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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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南區工作坊 ，（102.12.13） 

（四）辦理 2013 年女性影展第二場，議題：酷兒浮世繪我的籃球夢 No 

Look Pass」，（102.12.18）。 

（五）本系與國文系合辦「2011 國際儒學交流論壇」活動。（100.11.29）。 

（六）辦理本系「地方文化與影像記錄研習營」 （101.03.17）。 

（七）辦理「2014 文化與區域研究學術研討會：臺南人文與環境」

（103.05.17）。 

 

肆、年度創新工作 

一、辦理「教師讀書會」 

（一）本系王志明副教授讀書會主講，講題為「大學生人格與休閒的研

究」， （100.10.26）。 

（二）本系陳緯華副教授讀書會主講，講題為「當代臺灣民間信仰變遷」， 

（100.11.30）。 

（三）本系蔡米虹助理教授讀書會主講，講題為：「美國黑人抗爭史-試析

三個世紀三篇演說文」。（100.12.28）。 

（四）本系張靜宜助理教授讀書會主講，講題為：「刀工．排場．鄉土味：

意品北投溫泉區酒家菜」。（101.03.28）。 

（五）本系沈少文副教授讀書會講題為：「日治時期臺灣地圖的分析與應

用（101.04.25）。 

（六）本系陳一峰副教授讀書會，講題：「《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一趟形

而上的旅程（101.5.30）。 

二、辦理「文資系碩士班 100 學年度第一學期（日）研究生讀書會」 

（一）第一場講題、簡報人：「亞倫．強森（Allan G. Johnson）《見樹又見

林》書評」（碩二陳欣鉅）、「許中營聚落的發展與變遷─由生活方

式的文化視角觀之（碩二鄭育民）」 （100.10.12）。 

（二）第二場講題、簡報人：「認識他者的天空-日治時期台灣原住民的觀

光行旅》書評」（碩二 李紫緹）、「林富士著《孤魂與鬼雄的世界》

書評」（碩二李淳琪）（100.11.09）。 

（三）第三場講題、簡報人：「宗教與生活-從聖荷包社區看台灣一貫道（碩

二盧芸白）、日治時期都市計畫法規之探討（碩二楊珮郁）

（100.12.07）。 

（四）第四場講題、簡報人：夏黎明《清代臺灣地圖演變史》書評（碩二

黃儀涵）、荖濃溪的河道變遷對六龜地區聚落的影響（碩二施欣瑜） 

（100.12.14）。 

三、辦理「文資系碩士班 100 學年度第二學期（日）研究生讀書會」 

（一）第一場講題、簡報人：「臺南市安定區「許中營」的聚落發展與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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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感形塑（碩二鄭育民）、「一貫道道場生活模式之研究─以荷苞聖

堂為例」（碩二盧芸白） 、「地方庄廟、地理環境與文化產業－以

臺南市四草大眾廟為例」（碩二李淳琪） （101.04.11）。 

（二）第二場講題、簡報人：「記憶、儀式與羈絆：歸仁區仁壽宮保生大

帝信仰之探討」書評（碩二陳欣鉅）、「解嚴前後旅遊報導內容之分

析-以民生報為例（碩二陳欣鉅）」（碩二李紫緹）  （100.04.13）。 

四、辦理「大學部畢業專題報告」，101 級畢業生共計 45 篇專題報告。

（101.06.13）。 

五、本系榮獲「100 年度單位網頁評鑑成績優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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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語文學系 

壹、單位基本資料 

一、學生人數統計 

類別 年級 人數 

大學部 

一 76 

二 71 

三 76 

四 75 

碩士班 

一 14 

二 18 

三 10 

教學碩士班 

（夜間） 

一 19 

二 20 

三 17 

中國文學碩士專

班（夜間） 

一 17 

三 27 

總計 440 

 

二、教職員人數統計 

類別 職稱 人數 

教師 

教授 5 

副教授 7 

助理教授 3 

行政人員 校聘組員 1 

總計 16 

 

貳、議事方面 

一、系務會議 

102 學年度系務會議 7 次（102.09.18、102.10.25、102.12.03、103.01.20、

103.02.19、103.04.23、103.06.06）。 

二、系教評會議 

102 學年度系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 5 次（102.09.05、102.10.22、103.01.03、

103.03.13、103.06.24）。 

三、其他會議 

（一）102 學年度課程規劃委員會會議 3 次（102.12.19、103.03.27、

103.04.24）。 

（二）102 學年度招生委員會會議 2 次（102.11.08、103.0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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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02 學年度獎學金審查委員會會議 1 次（102.12.16）。 

（四）102 學年度學術發展委員會 2 次（103.01.08、103.04.25）。 

（五）精緻師培諮詢會議 4 次（102.10.29、102.11.26、103.03.25、

103.05.13）。 

（六）歌仔戲劇本編寫應用課程會議 3 次（103.02.25、103.04.08、

103.07.01）。 

 

參、年度重要工作 

一、專題演講 

（一）邀請古川裕教授演講，講題：華語的全球化和華語教學的國際化--

兼談日本的中國語教學（102.09.26）。 

（二）邀請陳之權院長演講，講題：新加坡華語文教學的現況與發展方向

--兼談新加坡華文教師的工作與要求（102.09.26）。 

（三）邀請中央大學哲學研究所博士生顏銘俊、高雄師範大學國文所博士

生李姎顄演講，講題：博士班經驗分享（102.10.01）。 

（四）邀請何淑貞老師演講，講題：如何提升華語教師的人文素養

（102.10.09）。 

（五）邀請東海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范情教授演講，講題：媒體素養與性別

（102.12.10）。 

（六）邀請 97 級王鏡瑜同學演講，講題：公職考試經驗分享（102.12.18）。 

（七）邀請成功大學中文系特聘教授張高評演講，講題：研究生如何論文

選題（103.03.05）。 

（八）邀請南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廖國棟教授演講，講題：工欲善其

事，必先利其器--Word 版面設計與長篇論文寫作實務（103.03.11）。 

（九）邀請財團法人人本教育文教基金會南部聯合辦公室張萍主任演講，

講題：性別正義（103.03.21）。 

（十）邀請屏東教育大學中國語文學系簡光明教授演講，講題：中國思想

史的研究方法--以莊子學研究為例（102.03.25）。 

（十一）邀請銀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林承螢副總經理演講，講題：FUN

文創（103.03.27）。 

（十二）邀請中華日報執行副總經理兼廣告中心經理嚴伯和演講，講題：

淘金秘笈真功夫--公關、行銷與專案企劃能力的準備

（103.04.16）。 

（十三）邀請高雄師範大學國文學系蘇珊玉教授演講，講題：詩史、詩情

與詩藝（103.04.24）。 

（十四）邀請港都電台主持人簡玉姿演講，講題：說好話  生活可以不一

樣。 

（十五）邀請傳道法師演講，講題：佛學的核心思想（103.0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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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其他學術活動 

（一）辦理大五實習返校座談會 

1.講題：教甄經驗分享，主講人：王楷棻老師（新竹市東區青草湖

國民小學）（102.10.11）。 

2.講題：教甄經驗分享，主講人：楊淑淨老師、趙苑伶老師（高雄

市新興區七賢國小）（102.11.08）。 

（二）辦理教師讀書會 

1.講題：六祖壇經‧般若品，主講人：邱敏捷老師（102.10.18）。 

2.講題：盛唐人物詩用典探析，主講人：蔡玲婉老師（102.11.01）。 

3.講題：中晚唐時期顏真卿書法接受現象探析──以《千唐誌齋》

所見為例，主講人：莊千慧老師（102.11.15）。 

4.講題：論兒童圖畫書中的夢境，主講人：陳昭吟老師（102.11.29）。 

5.講題：儒家管理學之激勵思維，主講人：林登順老師（103.03.28）。 

6.講題：話語招魂術裏的雙重性格－－揚雄的書寫模式及其經典觀

析探，主講人：龔韻蘅老師（103.04.11）。 

7.講題：華語多媒體與電腦輔助教學，主講人：簡月娟老師

（103.05.28）。 

8.講題：生態散文之創作思維，主講人：張清榮老師（103.06.03）。 

（三）辦理教學助理 TA 培訓研習營（102.10.19、103.02.22）。 

（四）辦理 102 年度地方教育輔導--國小國語科典範教學閱讀理解教學

（102.11.02）。 

（五）辦理國語課文教材分析與教學活動設計研習（102.11.23）。 

（六）辦理第八屆文藝獎（102.12.11）。 

（七）辦理第八屆研究生論文研討會（103.03.08）。 

（八）辦理 103校內語文競賽（103.05.21）。 

（九）辦理 105級詩選發表會（103.06.04）。 

（十）辦理 103級大學部畢業書印聯展--墨衷一世（103.05.26-06.06）。 

（十一）辦理 103 級文化創意與應用成果展—舊是忘不了

（103.05.22-06.12）。 

（十二）辦理第八屆「思維與創作」暨閱讀與修辭學術研討會

（103.06.14-15）。 

（十三）辦理 103 級碩士班畢業書印聯展--墨須有。 

 

肆、年度創新工作 

辦理台語認證研習（103.01.2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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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學系 

壹、單位基本資料 

一、學生人數統計  

類別  年級  人數  

大學部 

一 44 

二 45 

三 44 

四 46 

進修學士班 

一 39 

二 40 

三 20 

四 25 

總計 303 

 

二、教職員人數統計 

類別  職稱  人數  

教師 

教授 2 

副教授 4 

助理教授 2 

行政人員 組員 1 

總計 9 

 

貳、議事方面 

一、系務會議 

102 學年度共召開 4 次系務會議（102.09.25、102.12.04、103.01.08、

103.05.28）。 

二、系教評會議 

102 學年度共召開 4 次系教評會議（102.09.05、103.01.06、103.03.13、

103.06.04）。 

三、其他會議 

（一）102 學年度共召開 4 次度課程會議（102.09.25、103.01.08、

103.03.05、103.03.26）。 

（二）102 學年度共召開 1 次招生會議（103.4.18）。 

（三）102 學年度共召開 2 次學術發展會議（103.3.26、103.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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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年度重要工作 

一、專題演講 

（一）邀請國立交通大學傳播研究所楊台恩副教授，講題：從外文寫作到

新聞寫作（102.10.03）。 

（二）邀請國立交通大學傳播研究所楊台恩副教授，講題：從外文到傳播

（102.10.04）。 

（三）邀請台南科大應用英語系系主任沈添鉦教授，講題：A Long Journey 

into Language Education（102.10.17）。 

（四）邀請波士頓大學 Charles J. Rzepka 教授，講題：Asian Americans and 

the Interwar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Ethnic Detective（102.11.27）。 

（五）邀請華航航空副總經理高星潢，講題：民航與我（103.03.05）。 

（六）邀請華航航空副總經理高星潢，講題：我的飛行歲月（103.03.06）。 

（七）邀請美國在台協會高雄分處歐介林處長，講題：On Becoming a 

Global Citizen（103.03.19）。 

（八）邀請長榮大學翻譯系主任董大暉主任，講題：電腦輔助翻譯與英語

學習（103.03.20）。 

（九）邀請皇冠文化集團副社長平雲，講題：關於出版, 我想說的是...

（103.03.28）。 

（十）邀請本系林以婷、陳家怡同學，講題：가자（走吧）東北亞，待っ

てるわ（等你喔）！-出發日韓去交換（103.04.23）。 

（十一）邀請台北晶華酒店禮賓司培訓副理周文茜、萬海航運台灣出口業

務部文件管理師周俞穎，講題：100 級英語系系友演講

（103.05.14）。 

（十二）邀請國立臺北商業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心談玉儀副教授，講題：

兩性探戈：《夢幻舞神》的性別迷思（103.05.19）。 

二、教師讀書會 

（一）邀請永康心理諮商所廖鳳池心理諮商師，講題：如何當一個快樂的

教師（102.09.04）。 

（二）本系謝麗雪老師、林蕙蓉老師，講題：Exploring Superstition Belief 

through a Task、A Pre-Service Teacher's Beliefs about Teaching 

English to Elementary School Students（102.11.20）。 

（三）長榮大學國際企業學系陳壁清副教授，講題：ESP：語料庫在專業

英語閱讀與寫作教學之運用（103.04.16）。 

三、各項比賽活動 

（一）第四屆中翻英翻譯比賽辦法（102.10.09）。 

（二）第八屆英語演講比賽 （102.12.11）。 

（三）第五屆英語話劇比賽 （103.0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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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八屆英語歌曲演唱比賽（103.05.25）。 

四、跨校視訊英語學習系列講座 

（一）邀請知名旅遊家陳姿貝，講題：一個人怎麼好玩！！ （102.10.03）。 

（二）邀請知名旅遊節目主持人 Janet，講題：瘋台灣、玩遍世界一路通！

（102.10.17）。 

（三）邀請 1111 人力銀行顧問及資深媒體人何啟聖，講題：職涯發展與

未來趨勢分析！（102.10.24）。 

（四）邀請王品集團品牌副總經理高端訓，講題：WOW！多品牌成就王

品（102.10.31）。 

（五）邀請英國文化協會考試服務專員趙玲婷，講題：IELTS 雅思高分祕

技（102.11.14）。 

（六）邀請青年醫師及作家阿布，講題：來自天堂的微光-我在史瓦濟蘭

行醫（102.12.05） 

（七）邀請牛津大學出版社教學顧問 Mark Richard，講題：Insight into 

British culture （102.12.12）。 

（八）邀請新世代激勵達人&知名主持人鄭匡宇，講題：搭上成為國際人

才的特快車（102.12.19） 

五、其他活動其他學術活動 

（一）辦理電影讀書會：「看電影學英語─魔鏡夢遊」（102.10.01）。 

（二）辦理電影讀書會：「看電影學英語─聽風者」（102.10.30）。 

（三）辦理電影讀書會：「看電影學英語─全面啟動」（102.11.27）。 

（四）辦理電影讀書會：「看電影學英語─末日預言」（102.12.25）。 

（五）辦理電影讀書會：「看電影學英語─顛倒世界」（103.03.12）。 

（六）辦理電影讀書會：「看電影學英語─享受吧!一個人的旅行」

（103.05.21）。 

 

肆、年度創新工作 

辦理英語學系 103 級畢業聯合公演─馬克白（102.11.29-11.30）。 

           

伍、年度榮譽事蹟 

本系榮獲「102 年度單位網頁評鑑成績優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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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學院 

壹、單位基本資料 

一、學生人數統計  

類別  年級 人數  

大學部 

一 225 

二 238 

三 222 

四 247 

大學部 

（進修學士班） 
四 1 

碩士班 
一 101 

二 120 

產業碩士專班 二 10 

碩士在職專班 

一 43 

二 42 

三 19 

教學碩士班 

一 22 

二 12 

三 21 

博士班 

一 5 

二 6 

三 3 

四 7 

五 6 

總計 1350 

 

二、教職員人數統計 

類別  職稱  人數  

教師 

教授 34 

副教授 15 

助理教授 14 

講師 1 

行政人員 
校聘組員 10 

校聘秘書 1 

總計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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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議事方面   

一、院教評會議  

102 學年度院教評會議（102.10.16、102.12.04、103.01.04、103.04.24、

103.06.11、103.07.17）。 

二、院務會議 

102 學年度院務會議（102.10.01、103.06.20）。 

三、其他會議 

（一）102 學年度系所主管會議（102.10.15、102.10.24、102.10.31、

103.01.20、103.03.27、103.04.30、103.06.18）。 

（二）102 學年度院課程規劃委員會議（102.10.17、103.02.26、103.05.13）。 

（三）102 學年度專科教室管理委員會議（102.09.26、103.02.19）。 

（四）102 學年度各級會議學生代表推選會議（103.06.19）。 

（五）102 學年度學術期刊編審委員會議（103.01.20、103.06.18）。 

（六）數位學習科技學系教師升等著作審查小組會議（102.11.01）。 

（七）電機工程學系教師升等著作審查小組會議（103.04.21）。 

（八）數位學習科技學系系所主管遴選會議（103.07.08、103.07.15）。 

（九）微積分競試籌備會議（103.03.27）。 

（十）微積分競試放榜會議（103.06.12）。 

 

參、年度重要工作 

一、系所主管遴選 

（一）完成機電系統工程研究所及電機工程學系系主任續任作業

（103.04）。 

（二）完成數位學習科技學系系主任遴選工作（103.07）。 

二、教師聘任及升等 

（一）完成院內資訊工程學系、電機工程學系與數位學習科技學系共四位

教師升等著作外審並提校教師評審委員會（102.12、103.06）。 

（二）完成院內經營與管理學系一位新聘專任教師聘任程序並提校教師評

審委員會（103.05）。 

三、學術期刊出刊 

（一）完成理工研究國際期刊第 3 卷第 3 期出刊（102.09）。 

（二）完成理工研究國際期刊第 3 卷第 4 期出刊（102.12）。 

（三）完成理工研究國際期刊第 4 卷第 1 期出刊（103.03）。 

（四）完成理工研究國際期刊第 4 卷第 2 期出刊（10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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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年度創新工作  

一、辦理基礎學科競試活動—102 學年度微積分競試（103.06）。 

二、辦理理工學院教學績優教師、優良導師遴選事宜，本屆本院優良導師為：

錢炳全老師、林建宏老師、陳建志老師；教學績優教師為：林宏一老師、

白富升老師、黃崇能老師、林信志老師。（103.10） 

三、辦理 2013 全國電信研討會暨電信學門成果發表會（103.11）。 

 

伍、年度榮譽事蹟  

一、推動教學改善計畫，榮獲教育部補助「資訊軟體人才培育推廣計畫--A

類（智慧感知與辨識領域）」、「102 學年度高中優質計畫-數學科專業學科

工作坊」、「102 學年度教育部補助師資培育之大學精緻特色發展計畫」、

「102 年度地方教育輔導工作計畫」、「102 學年度 7 至 12 月教師專長增

能就業培力卓越計畫-子計畫 B：數位內容特色人才培育計畫」等 800 餘

萬元。 

二、學生學習有成，102 學年度全院學生獲全國性或國際性比賽優勝，計 28

次；國科會 103 年度大專學生參與專題研究計畫補助獎勵案，計 16 件。 

三、鼓勵教師積極進行產學合作， 102 學年度教師專利申請通過案 25 件，

另有機電所張仲卿老師獲得國際創新發明大賽銀牌銅牌等大獎，黃崇能

老師獲頒「國際傑出發明家博學博士」及「國際傑出發明家學術國光獎

章」，成果豐碩；102 學年度教師產學合作案計 11 件，總金額 2,876,265

元。 

四、本院教師於 SCI/SSCI/EI 等學術期刊論文著作發表方面，近三年篇數達

348 篇，平均每年發表約 116 篇。執行國科會計畫件數近三年平均達 35

件，其中並含多件為多年期計畫，執行金額約 9 千萬元。此外，2013 年

國科會實施大專校院特殊優秀人才獎勵方案，本院獲獎教師共 19 人。同

時，本院材料科學系呂英治教授及電機工程學系許世昌副教授以其在專

業領域之研究業績表現優異，榮獲教育部「延攬及留住大專校院特殊優

秀人才實施彈性薪資方案」獎助及肯定。 

五、本院機電系統工程研究所通過 IEET 工程認證審查 4 年認證。 

117



 

 

機電系統工程研究所 

壹、單位基本資料 

一、學生人數統計 

類別 年級 人數 

日間碩士班 
一 11 

二 15 

總計 26 

 

二、教職員人數統計 

類別 職稱 人數 

教師 

教授 4 

副教授 0 

助理教授 1 

行政人員 校聘組員 1 

總計 6 

 

貳、議事方面 

一、所務會議 

102 學年度所務會議（102.09.12、102.12.10、103.02.18）。 

二、所教評會議 

102 學年度所教評會議（102.09.25、102.12.20、102.12.26、103.03.19、

103.6.10）。 

三、其他會議 

102 學年度所課程規劃委員會（102.12.10、103.02.18、103.05.07）。 

102 學年度所諮詢委員會（102.07.16） 

102 學年度所學術委員會（102.12.10、103.05.20）。 

 

參、年度重要工作 

一、專題演講 

（一）邀請逢甲大學機械與電腦輔助工程學系王啟昌主任蒞臨演講，講

題：金屬氫化物儲氫技術之開發（102.10.08）。 

（二）邀請彰師大車輛科技研究所楊介仙所長蒞臨演講，講題：戰術飛行

任務規劃攻擊模式研究（102.10.22）。 

（三）邀請雲科大機械系張祥傑教授蒞臨演講，講題：微型壓電致動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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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與製作（102.11.05）。 

（四）邀請南大通識教育中心陳培瑛教授蒞臨演講。演講題目：看見法國

（102.12.17）。 

（五）邀請崑山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曾建勳博士蒞臨演講。演講題目：A 

Multidimensional Wave Digital Filtering Network for Free Vibration 

Analysis of Symmetrically Laminated Composite Plates（102.12.24）。 

（六）邀請國立宜蘭大學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系主任胡毓忠教授蒞臨演

講。演講題目：新型微介電彈性體致動器（102.12.25）。 

（七）邀請台南地檢署黃聖豪檢察官演講。講題：性別平等相關法律介紹

（103.03.25）。 

（八）邀請中原大學機械工程學系翁輝竹副教授演講。講題：智慧型奈米

材料科學–磁流體的研究與應用發展（103.04.15）。 

（九）邀請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機械與自動化工程系暨工業設計研究所

劉東官教授演講，講題：智慧型生產策略決策理論與實務

（103.04.29）。 

（十）邀請南臺科大電機工程學系王啟州教授演講，講題：非侵入式口腔

異常增生檢測儀（103.05.13）。 

（十一）邀請文藻外語學院日文系井上智鶴講師演講，講題：日本文化

（103.05.27）。 

（十二）邀請遠東科大能源系陳斌豪副教授演講，講題：zero-emission 的

電力來源--漫談燃料電池應用（103.06.03）。 

二、其他學術活動 

（一）辦理工程認證期中審查實地訪評（102.11.18）。。 

（二）至高雄捷運公司進行校外參訪（103.04.22）。 

（三）印度學者印度 Vel 科技大學研發長 Sarasu 教授等人至本所參訪

（103.05.21）。 

 

肆、年度創新工作 

本所與廈門大學機電工程系簽屬學術交流協訂（103.07.10）。 

 

伍、年度榮譽事蹟 

一、蔡昆宏教授指導研究生謝柏誠、吳直晏、沈兆棠、曾嚴亭、邱瑞笙、羅

靖富，參加 2013 國際生物醫學工程科技研討會論文競賽，於「生物力學」

領域榮獲「優等獎」及「生醫光電」領域亦榮獲「優等獎」（102.11.21）。 

二、本所通過 102 學年度工程認證期中訪評（102.11.18）。 

三、黃崇能教授獲頒「國際傑出發明家博學博士」及「國際傑出發明家學術

國光獎章」（103.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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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張仲卿教授此次參加二項參展榮獲養生能量腰帶銀牌及治療假性近視眼

罩銅牌（103.05.27）。 

五、本所蔡昆宏教授獲選國立成功大學生物醫學工程學系傑出系友。 

六、本所獲 103 年度單位網頁評鑑優良。 

120



 

 

電機工程學系  

壹、單位基本資料  

一、學生人數統計  

類別  年級  人數  

大學部 

一 39 

二 44 

三 37 

四 52 

碩士班 
一 30 

二 33 

博士班 

一 2 

二 1 

三 1 

四 4 

五 2 

總計 245 

 

二、教職員人數統計 

類別  職稱  人數  

教師 

教授 8 

副教授 1 

助理教授 2 

行政人員 校聘組員 1 

總計 12 

 

貳、議事方面  

一、系務會議  

102 學年度系務會議（102.09.30、102.11.28、103.03. 05、103.05.28）。 

二、系教評會議 

102 學年度系教評會議（102.09.11、102.09.30、102.11.28、103.03.05、

103.03.19、103.04.19、103.06.09）。 

三、其他會議  

（一）電機系發展委員會議（103.01.15）。 

（二）電機系課程委員會議（102.12.13、103.05.07）。 

（三）電機系師生座談會（103.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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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2013 全國電信研討會暨電信學門成果發表會籌備會議及議程委 

      員會（102.06.11、102.08.23、102.09.11、102.09.27）。 

 

參、年度重要工作  

一、專題演講  

（一）邀請李坤憲博士（聯華電子股份有限公司資深經理）專題演講，講

題：新進半導體元件設計（102.11.19）。 

（二）邀請謝旻甫博士（國立成功大學系統及船舶機電工程學系教授）專

題演講，講題：永磁電機之設計分析與綠能應用（102.11.26）。 

（三）邀請蔡建泓博士（國立成功大學電機工程系教授）專題演講，講題：

產業界與學校之 IC 設計經驗分享（102.12.03）。 

（四）邀請蘇偉府博士（崑山科技大學電機系教授）專題演講，講題：智

慧配電網路（102.12.17）。 

（五）邀請蔡淑儀博士（國立成功大學材料所博士後研究員）專題演講，

講題：Recent progress in transparent oxide semiconductors 

（102.12.24）。 

（六）邀請 Zhi Ning Chen 博士（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教授）專

題演講，講題：Substrate-Integrated mmW Antennas 60-270 GH 

（103.01.06）。 

（七）邀請洪杰志先生（台南市政府消防局專門委員）專題演講，講題：

消防常識及火災預防（103.01.07）。 

（八）邀請梁從主博士（國立成功大學電機工程系教授）專題演講，講題：

Battery Balancing Technology （103.04.01）。 

（九）邀請戴紳峰博士（奇景光電股份有限公司資深經理）專題演講，講

題：產業現況分享與就職前準備（103.04.08）。 

（十）邀請吳宗成博士（國立臺灣科技大學資訊管理學系教授）專題演講，

講題：建構一個適用於 NFC 裝置的聯合安全服務平台（103.04.15）。 

（十一）邀請張慎周博士（崑山科技大學電機工程系副教授）專題演講，

講題：真空抽氣系統設計（103.04.29）。 

（十二）邀請邱瀝毅博士（國立成功大學電機工程學系副教授）專題演講，

講題：Electronic System-Level Design and Beyond （103.05.13）。 

（十三）邀請廖仁詮經理（台達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專題演講，講題：

UPS 的技術發展趨勢（103.05.20）。 

（十四）邀請戴政祺博士（國立成功大學電機工程學系教授）專題演講，

電磁熱療（103.05.27）。 

二、其他學術活動 

（一）辦理「實習大叔影展」活動（102.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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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辦理「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創意電路競賽」活動（103.01.09）。 

（三）辦理「南科超高壓變電所校外參訪」活動（103.01.09）。 

（四）辦理「南科茂迪股份有限公司校外參訪」活動（103.04.23）。 

（五）辦理「LabView 軟體教育訓練」活動（103.05.01）。 

（六）辦理「COMSOL 軟體教育訓練」活動（103.05.07）。 

（七）辦理「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創意電路競賽」活動（103.06.04）。 

 

肆、年度創新工作  

一、辦理 2013 全國電信研討會暨電信學門成果發表會（102.11.15-11.16）。 

二、執行教育 102 年智慧電子跨領域應用專題系列課程計畫

（102.02.01-103.01.31）。 

 

伍、年度榮譽事蹟  

一、白富升師、盧陽明師、黃俊岳師、許正良師、王健仁師、許世昌師及陳

建志師通過 102 年度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二、許世昌老師榮獲 102 年教育部彈性薪資特殊優秀人才獎。 

三、白富升師、盧陽明師、蕭鳳翔師、許正良師、王健仁師、許世昌師獲「國

科會 102 年度補助大專校院特殊優秀人才」獎勵。 

四、白富升老師指導碩士班蔡謹隆、鄒順源、李曜琦、蘇晏德同學參加 101

學年度教育部全國大學校院智慧電子系統設計競賽定題挑戰組，榮獲佳

作。 

五、陳建志老師指導碩士班學生團隊陳增育與羅啟文同學參加第十八屆行動

計算研討會獲最佳論文獎。 

六、陳建志老師指導碩士班許博閔同學參加 The 15th Asia-Pacific Network 

Operations and Management Symp. （APNOMS 2013）獲最佳論文獎。 

七、陳建志老師指導學士班學生團隊吳文泰、李家鑫、蔡唯翔參加 2013 跨領

域科學人才大學生專題實驗成果發表暨論文競賽，獲特優獎。 

八、陳建志老師獲理工學院院級優良導師獎。 

九、黃俊岳老師指導學士班曾式盟同學參加綠能電子聯盟期末成果--跨領域

應用專題展示，榮獲佳作！作品「以光能轉換成電頻率來模擬人類視網

膜」。 

十、王健仁教授執行教育部網路通訊人才培育先導行計畫--電磁課程，榮獲

「優良課程學校」。 

十一、電機二榮獲本校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新版 EP 電子歷程建置大一、大

二班級前三名。 

十二、陳建志老師指導碩士班陳岳良同學、學士班江政勳及吳文泰同學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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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IC2014 （Energy Techniques Innovative Competition） 2014 節能創

意大賽，榮獲優等。作品：結合社群網路之智慧家庭系統。 

十三、參加本校 102 學年度新版電子歷程平台「學生學習歷程檔案競賽」，榮

獲全校系（所）第五名。 

十四、江政勳同學獲國科會 103 年度大專學生參與專題研究計畫核定通過；

指導教授：陳建志老師；計畫名稱：結合社群網路與近場通訊的智慧

生活與居家安全系統。 

十五、謝岱亨同學獲國科會 103 年度大專學生參與專題研究計畫核定通過；

指導教授：王健仁老師；計畫名稱：應用於整合性無線通訊系統之天

線探討。 

十六、本系白富升老師指導碩士班邱敬譯同學、莊哲榮同學、王毅平同學、

許維廷同學參加 2014 全國大學校院智慧電子系統（IE）設計競賽--綠

能電子定題挑戰組，榮獲佳作！作品「綠色能源採集應用之積體電路/

裝置/系統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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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數學系 

壹、單位基本資料 

一、學生人數統計  

類別 年級 人數 總計 

大學部 

一 37 

146 
二 37 

三 34 

四 38 

碩士班 
一 13 

27 
二 14 

教學碩士班 

一 22 

54 二 12 

三 20 

學生總人數 227 

 

二、教職員人數統計  

類別 職稱 人數 

教師 

教授 3 

副教授 4 

助理教授 2 

講師 1 

行政人員 組員 1 

總計 11 

 

貳、議事方面 

一、系務會議 

102 學年度系務會議（102.10.02、103.01.16、103.04.23）。 

二、系教評會會議 

102 學年度系教評會議（102.11.26、103.03.18、103.05.20）。 

三、其他會議 

（一）102 學年度課程規劃委員會（102.10.02、102.11.14、103.04.23）。 

（二）102 學年度臨時系務會議（103.06.11）。 

參、年度重要工作 

一、專題演講 

（一）邀請陳中川（臺中教育大學數學教育學系老師）專題演講，講題：

Linear Chaos for Weighted Shifts. （102.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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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邀請吳美慧（嘉南藥理科技大學-通識中心 副教授）專題演講，講

題：The number of Spanning Trees for the Cartesian Product of 

Regular Graphs （102.11.20）。  

（三）邀請 Matthew Smith（成功大學機械工程系 教授）專題演講，講題：
On the Study of Multi-Core CPU and GPU Computing and Challenges. 

（102.11.19、102.11.26）。  

（四）邀請李俊璋（新竹教育大學應用數學系 教授）專題演講，講題：

Charge Conserving Poisson-Boltzmann equations: the present progress and 

mathematical studies. （103.03.28）。 

（五）邀請蘇國恩（日盛銀行台南分行財富管理經理）專題演講，講題：

建立正確的投資觀。（103.06.04）。 

二、招生工作 

102 學年度執行之招生工作  

（一）大學部招生 

1.繁星計畫入學：9 名學生。 

2.大學個人申請入學：6 名學生。 

3.大學指定考試入學：25 名學生。 

（二）碩士班招生 

1.碩士班推甄入學：6 名學生。 

2.碩士班考試入學：9 名學生。 

（三）碩士在職專班招生：20 名學生。 

三、其他學術活動 

（一）辦理 102 年度卓越師培培育特色議題計畫共 8 場（102.10-103.06）。 

（二）辦理 102 年度大學校院協助高中優質化精進計畫共 6 場

（102.08-103.07）。 

（三）辦理 102 精進師資素質計畫活動共 5 場（102.10-103.06）。 

（四）辦理 102 年度地方教育輔導工作計畫—國民小學數學科補救教學與

其課程教材設計（102.10.16）。 

（五）辦理數學教學能力檢定（103.05.14）。 

 

肆、年度創新工作 

一、辦理 102-104 年度大學校院協助高中優質化精進計畫 （102.08-104.07）。 

二、辦理卓越師培培育特色議題計畫學生參訪觀摩見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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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年度榮譽事蹟 

一、本系榮獲「102 年度單位網頁評鑑成績優良」。 

二、本系葉啟村老師、謝碧雪老師榮獲「國科會 102 年度補助大專校院特殊

優秀人才」獎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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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學習科技學系 

壹、單位基本資料 

一、學生人數統計 

類別 年級 人數 

大學部 

一 43 

二 41 

三 41 

四 43 

碩士班 
一 19 

二 25 

博士班 

一 3 

二 5 

三 2 

四 3 

五 4 

碩士在職專班 

一 19 

二 20 

三 10 

數位內容與科技管理產

業碩士專班 
二 10 

總計 288 

 

二、教職員人數統計 

類別 職稱 人數 

教師 

教授 5 

副教授 4 

助理教授 2 

行政人員 校聘組員 1 

總計 12 

 

貳、議事方面 

一、系務會議 

102 學年度系務會議（102.09.23、102.12.16、103.01.06、103.04.28、

103.06.04、103.06.30）。 

二、系教評會議 

102 學年度系教評會議（102.09.03、102.09.27、102.11.01、103.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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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3.24、103.06.09、103.06.20）。 

三、其他會議  

102 學年度系課程會議（102.10.15、102.02.24）。 

 

參、年度重要工作 

一、專題演講 

（一）「Talk on MulSeMedia - Multiple Sensorial Media - Perspectives and 

Challenges」，主講者：Prof. George Ghinea, School of Information 

Systems Computing and Mathematics, Brunel University, UK，時間：

102 年 9 月 27 日 14:00-16:00，地點：啟明苑演講廳。 

（二）講題：展示科技（AR & VR） 與地面投影產業發展實例，講者：

銳比數位科技黃偉誌總經理，時間：下午 2-5 點，地點：文薈樓

JB103。 

（三）講題：電腦尬街舞｜Max/MSP 新媒體藝術利器介紹｜聲音, 影像, 

arduino, ，講者：宋恆 Sung Heng 大師， DMX 時間：10:00-17:00，

地點：F302。 

（四）講題：電子書包與診斷式測驗系統，講者：洪宗勝 總經理 晟鑫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時間：2:00~4:30，地點：啟明苑演講廳。 

（五）講題：3D MAX 電腦動畫製作，講者：遠東科大徐文俊助理教授，

時間：2:00~5:0，地點：思誠樓 F102。 

（六）講題：Pure Data，講者：王新仁 講師，時間：2:00~5:00，地點：

格致樓 C201。 

（七）講題：得獎互動作品技術分享，日期：102/12/22.10:00-17:00，地

點：思誠樓 F302，主講者：中華民國數位產業發展協會王連晟 講

師。 

（八）講題：器學習的實際應用，日期：102/12/20.14:00-16:00，地點：

啟明苑演講廳，主講者：國立臺灣大學資訊工程學系張智星教授 

（九）講題：創新時代設計師的角色扮演，日期：103/1/3.14:00-16:00，

地點：啟明苑演講廳，主講者：林靜怡 處長 遊戲橘子-人因設計

中心 

（十）講題：亞洲大英聯邦國家的數位學習發展現狀與展望，日期：

103/1/10.14:00-16:00，地點：啟明苑演講廳，主講者：銘傳大學教

育研究所兼通識中心主任楊錦潭教授。 

（十一）講題：教育 APP 的現況與未來、創業、開發、行銷，講者：李

思賢 技術經理，時間：103 年 3 月 7 日 2:00-4:00，地點：啟明

苑演講廳。 

（十二）講題：淺談開源應用，講題：淺談開源應用，時間：103 年 3 月

14 日 2:00-4:00，地點：啟明苑演講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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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講題：3D 印表機設計實務，講者：張雅婷，時間：2014/4/1 星

期二 下午 14:00 ~下午 17:00，地點：文薈樓 J306。 

（十四）講題：Pure Data 程式設計入門，講者：黃聖傑講，時間：103/4/8，

地點：J306。 

（十五）講題：open source, maker, reprap 3d printer，時間：103/4/22，主

講者：鄭鴻旗，地點：文薈樓 J306。 

（十六）講題：浮空投影實務，講者：張敏男 總經理，時間：103/4/29

下午 14:00 ~下午 17:00，地點：文薈樓 J306。 

（十七）題目：Adaptive Systems and the Application of Data Mining for 

Open-Ended Learning Environments，講者：Dr. John Kinnebrew，

單位：Institute for Software Integrated Systems at Vanderbilt 

University，日期：103/5/16，時間：下午 2:00-4:00，地點：啟明

苑演講廳。 

（十八）講題：Arduino 與 Processing 之介接，講師：王連晟，時間：

103/5/20/14:00-17:00，地點：J306。 

（十九）講題：Arduino 單晶片微電腦板教學，講師：王連晟，時間：

103/5/13/14:00-17:00，地點：J306。 

（二十）講題：Arduino 與 Processing 之介接；講師：王連晟；時間：103

年 5 月 20 日 14:00-17:00；地點：J306。 

（二十一）講題：體感互動程式設計 1；講師：王連晟；時間：103 年 5

月 27 日 14:00-17:00；地點：J306。 

（二十二）講題：體感互動程式設計 2；講師：王連晟；時間：103 年 6

月 3 日 14:00-17:00；地點：J306。 

二、工作坊 

（一）「體感互動軟硬整合工作坊」，主講者：王連晟 講師、單位：中華

民國數位產業發展協會、時間：102 年 8 月 3 日 ~ 102 年 8 月 4 日

10:00~17:00、地點：思誠樓 F302。 

（二）「稻草人工作坊」，主講者：王連晟，單位：中華民國數位產業發展

協會，時間：102 年 8 月 22 日、29 日、9 月 03 日、9 月 09 日、9

月 12 日，地點：思誠樓 F302。 

（三）「Generative Arts 工作坊」，主講者：有為工作室沈聖博設計師，時

間：102 年 10 月 12 日 10:00~17:00 地點：文薈樓 J106。 

（四）「Music Maker 工作坊」，主講者：周昱志 經理、單位：中華民國

數位產業發展協會、時間：102 年 10 月 17 日 14:00~17:00、地點：

文薈樓 JB103。 

（五）「iClone 3D 電腦動畫工作坊」，主講者：吳敬堯 講師 單位：甲尚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時間：102 年 10 月 24 日 14:00~17:00，地點：

文薈樓 JB103。 

（六）「2014 實體投影工作坊：女藝會 X 南大數位系」時間：102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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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日~102 年 4 月 20 日早上 10 : 00 – 下午 5: 00 ，地點：思誠樓

F302。 

（七）演講主題：序列分析編碼工作坊 ；主講人：台科大侯惠澤教授 ；

時間：103 年 6 月 6 日 10:00-13:00；地點：J106。 

 

肆、年度創新工作 

一、辦理 SIG2014 第八 2014 第八屆數位學習科學主題研究群研討會

（103.06.13-06.14）。 

 

伍、年度榮譽事蹟 

一、101 年度本系教師國科會計畫通過 6 件。 

二、102 年度本系大專生國科會計畫通過 4 件。 

三、蘇俊銘老師指導梁進和同學榮獲國科會研究計畫創作獎。 

四、林豪鏘老師指導張家鈞同學參與「2013 全國百度開放編程馬拉松」榮獲

綠色創新應用獎（第一名）。 

五、林豪鏘老師指導張家鈞、林言翰、王政傑、王將仰獲補助前往無錫參與

「第四屆中國大學生服務外包創新創業大賽」，並榮獲金牌與獎金 2 萬

元。 

六、林豪鏘老師指導洪文麟、張宜馨、陳恒顗參與「2013 第 18 屆全國大專

校院資訊應用服務創新競賽」榮獲第四名 （全部共 3000 組報名）。 

七、林信志老師指導吳甄穎、謝旻娟、邱健維參與「2013 第 18 屆全國大專

校院資訊應用服務創新競賽-」榮獲第四名。 

八、本系博士班研究生趙靖如榮獲國科會補助參與國際研討會，補助金額

25,000 元。 

九、本系博士班研究生黃姿瑋榮獲國科會補助參與國際研討會，補助金額

30,000 元。 

十、本系碩士班研究生郭藍郁榮獲國科會補助參與國際研討會，補助金額

26,000 元。 

十一、林信志老師帶領數位四邱建維、謝旻娟、吳甄穎參加「教育部 2014 跨

領域創意網路通訊應用與服務競賽」榮獲優等，競賽主題：「數位敘事

新「體」驗─以少年噶瑪蘭為例」。 

十二、本系林豪鏘教授指導數位四林萬翔、何宜軒、陳紹軒參與「第一屆南

區大專資訊專題競賽」榮獲數位內容組冠軍，作品名稱：「畫筆上跳舞

的音符」。 

十三、孫光天教授指導數位四楊惠文、林暉騰參與「2014 資訊科技盃實務競

賽」榮獲甲等獎。 

十四、數位四張國興、何宜軒、楊青原、金凱倫、陳亭穎、張家寧「育秀盃

創意獎微電影」榮獲佳作，參與作品：拼途，授獎單位：財團法人育

秀教育基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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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科學系 

壹、單位基本資料 

一、學生人數統計 

類別 年級 人數 

大學部 

一 37 

二 34 

三 35 

四 35 

碩士班 
一 16 

二 15 

自然科學教學碩士班 三 1 

總計 173 

 

二、教職員人數統計 

類別 職稱 人數 

教師 

教授 5 

副教授 3 

助理教授 1 

行政人員 校聘組員 1 

總計 10 

 

貳、議事方面 

一、系務會議 

102 學年度系務會議（102.08.27、102.11.28、103.01.13、103.05.23）。 

二、系教評會議 

102 學年度系教評會議（102.09.25、102.11.28、10303.27、103.04.21、

103.05.23）。 

三、其他會議 

（一）102 學年度系課程會議（102.08.27、102.11.28、103.01.13、103.04.29）。 

（二）102 學年度系發展會議（103.05.14）。 

（三）102 學年度系設備會議（103.01.13）。 

 

參、年度重要工作 

一、專題演講  

（一）邀請臺南市南大附小王世杰老師演講，講題：地球兩端一線牽-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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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差異（102.10.02）。 

（二）邀請實踐大學高雄校區應用英語學系劉開鈴主任演講，講題：國際

線上社群平台工作坊～推廣國際遠距課程之經驗分享增進日常英

語文知能研習~Yes. I Do Communicate in English （102.10.25）。 

（三）邀請臺灣師範大學張慈玲組長演講，講題：從 OCW 到 MOOCS-

談對大學生的啟發（102.11.13）。 

（四）邀請台南市海東國小陳瑞梅老師演講，講題：課程教學與 ICT 的邂

逅 （102.11.15）。 

（五）邀請歐政良老師演講，講題：臺南市旅遊英語導覽解說研習-旅遊

企劃與設計及米其林推薦景點相關介紹 （102.12.11）。 

（六）邀請歐政良老師演講，講題：臺南市旅遊英語導覽解說研習-臺南

城市博物館及臺灣文創原點相關介紹 （102.12.18）。 

（七）邀請臺南市南大附小周素瓊老師演講，花開的時候~如何成為一位

準備好的實習老師 （103.04.23）。 

（八）邀請臺灣大學楊韶維老師演講，講題：走！到史丹佛去上課：淺談

新一代 MOOCs 學習 （103.05.09）。 

（九）邀請成功大學外國語文學系陳昭芳老師演講，講題：英語聽講提昇

D.I.Y （103.05.14）。 

（十）邀請實踐大學高雄校區應用英語學系劉開鈴主任演講，講題：

Communication II/Too: Daily Life Input and Output （103.05.28）。 

二、其他學術活動 

（一）辦理科學傳播-材料儀器發表會（103.05.21）。 

（二）辦理材料科學系第 4 屆研究成果展（103.06.04）。 

（三）辦理材料科學系教學觀摩（103.03.21、103.04.30、103.05.06、

103.05.19）。 

（四）辦理材料科學系第 4 屆系友回娘家（103.06.07）。 

 

肆、年度創新工作 

辦理教師教學專業成長之教學觀摩（103.03.21~05.19）。 

 

伍、年度榮譽事蹟 

一、本系呂英治師獲得「教育部 102 年度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補助」獎勵。 

二、本系林宏一師、呂英治師及林建宏師獲得「國科會 102 年度補助大專校

院特殊優秀人才」獎勵。 

三、本系林宏一教授榮獲 102 學年度教學績優教師。 

四、本系林建宏教授榮獲 102 年校級優良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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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103 年度本系大專生國科會計畫通過 3 件。 

六、本系碩士班學生黃昱仁參加 2013 材料年會獲海報論文佳作，指導教授：

呂英治。 

七、本系碩士班學生陳鴻毅參加 2013 材料年會獲海報論文佳作，指導教授：

呂英治。 

八、本系碩士班學生陳冠伃參加 2013 材料年會獲海報論文佳作，指導教授：

李昆達。 

九、本系學士班學生張惇易參加 102 年度 TOEIC 多益考試獲得 845 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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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工程學系 

壹、單位基本資料  

一、學生人數統計 

類別 年級 人數 

大學部 

一 35 

二 40 

三 35 

四 36 

碩士班 
一 15 

二 11 

大學部(夜間) 四 1 

總計 173 

 

二、教職員人數統計 

類別 職稱 人數 

教師 

教授 7 

副教授 1 

助理教授 1 

助教 0 

行政人員 校聘組員 1 

總計 10 

 

貳、議事方面 

一、系務會議 

102 學年度系務會議(102.09.30、102.12.24、103.03.11、103.05.02、

103.06.17)。 

二、系教評會議 

102 學年度系教評會議(102.09.17、102.11.28、102.12.03、103.03.03、

103.03.26)。 

三、其他會議  

102 學年度系課程會議(102.09.24、102.12.11、102.12.24、103.05.02、

103.06.17)。 

102 學年度工程教育認證工作會議(103.04.16、103.05.16、103.06.09)。 

102 學年度南區大專資訊專題競賽暨成果觀摩會會議(103.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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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年度重要工作內容 

一、專題演講 

（一）邀請國立中山大學資訊工程學系范俊逸 教授 演講，講題：
Controllable Predicate Encryption for Privacy Preserving Search in 

Cloud Storage(102.09.26)。 

（二）邀請國立成功大學資訊工程學系，醫學資訊研究所高宏宇 副教授 

演講，講題：文字探勘在巨量資料之應用(102.10.03)。 

（三）邀請資策會智慧網通系統研究所陳文端 總監 演講，講題：資通訊

科技與節能應用發展趨勢(102.10.17)。 

（四）邀請樹德科技大學謝文雄 副校長 演講，講題：如何發掘及構思研

究主題“以車輛網路為例”(102.10.24)。 

（五）邀請工業技術研究院柯允沛 專案經理 演講，講題：研發計畫書撰

寫經驗分享(102.10.31)。 

（六）邀請靜宜大學資訊工程學系戴自強 助理教授 演講，講題：
Architecture Improvement and Performance Optimization for 

Reconfigurable Computing(102.11.07)。 

（七）邀請南台科技大學資訊工程學系林泓宏 助理教授 演講，講題：

Background Modeling for Intelligent Video Analytics(102.11.21)。 

（八）邀請國家高速網路與計算中心周立德 副主任 演講，講題：大型 

SDN 測試網路環境與跨雲端資源管理(102.11.28)。 

（九）邀請國立高雄大學資訊工程學系張保榮 教授 演講，講題：探討自

由軟體方案的巨量資料分析計算平台(102.12.05)。 

（十）邀請 TAO , INRIA , France, Olivier Teytaud 資深研究員 演講，講題：

The Simulation and Optimization of Power Systems(102.12.12)。 

（十一）邀請元智大學電機工程學系陳敦裕 副教授 演講，講題：Visual 

Saliency Analysis and Its Applications(102.12.19)。 

（十二）邀請中山大學電機工程學系黃國勝 教授 演講，講題：人形機器

人行為模仿與重現(102.12.26)。 

（十三）邀請國立高雄大學資訊工程學系洪宗貝 特聘教授 演講，講題：

Applying Computational Intelligence Techniques to Knowledge 

Engineering(103.01.02)。 

（十四）邀請國立成功大學謝孫源 特聘教授 演講，講題：The internal 

Steiner tree problem: hardness and approximations(103.01.09)。 

（十五）邀請國立成功大學電機工程學系黃世杰 教授 演講，講題：智慧

聯網於居家節能之應用遠景(103.02.27)。 

（十六）邀請 Cisco System Taiwan Ltd. 張長青 經理 演講，講題：改變

自己 贏得未來: 台灣思科網路學會課程與思科認證體系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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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3.06)。 

（十七）邀請凌群電腦葉翔騰 凌群電腦台南分公司經理暨軟體生產力促

進處技術顧問 演講，講題：職場輪迴的經驗(103.03.13)。 

（十八）邀請華育機電企業有限公司沈錦賢 總經理 演講，講題：科技產

業－你我能做甚麼？(103.03.20)。 

（十九）邀請安資捷股份有限公司陳勇君 執行長 演講，講題：行動應用

安全管理機制(103.03.27)。 

（二十）邀請國立高雄大學資訊工程學系潘欣泰 教授兼圖書資訊館館長 

演講，講題：Robust Speech Recognition System Design by 

Combining EMD and a Genetic Algorithm(103.04.10)。 

（二十一）邀請國立台灣大學資訊工程學系劉邦鋒 教授 演講，講題：

Introduction to BigData(103.04.24)。 

（二十二）邀請國立中正大學資訊工程學系熊博安 教授兼系主任 演講，

講題：Reconfigurable Reliable and Power-Aware 

Network-on-Chip Design(103.05.01)。 

（二十三）邀請國立高雄大學資訊工程學系陳佳妍 教授 演講，講題：3D 

Data acquisition - Principles and Applications(103.05.08)。 

（二十四）邀請康廷數位呂高旭 產品經理 演講，講題：HTML5 規格及

其產業發展趨勢(103.05.15)。 

（二十五）邀請國立中山大學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彭昭暐 副教授 演講講

題：智慧型車輛系統(103.05.22)。 

（二十六）邀請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桓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工業技術研究院陳誌維、洪小涵、洪婉婷 工程師 演講，講題：

畢業系友之就業與升學經驗分享(103.05.29)。 

（二十七）邀請江蘇 振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王皋雄 總經理 演講，講題：

資通訊技術與節能減碳(103.06.05)。 

（二十八）邀請國立清華大學資訊工程學系王廷基 副系主任兼積體電路

中心主任 演講，講題：On Recognizing Unroutable Placements 

of VLSI Circuits(103.06.12)。 

二、其他學術活動 

（一）辦理 2013 智慧感知辨識暨軟體工程研討會(102.10.23)。 

（二）辦理 2013 全國電信研討會(102.11.15、16)。 

（三）辦理畢業專題成果展示暨成果競賽 (102.12.21)。 

（四）辦理第一屆南區大專資訊專題競賽暨成果觀摩會(103.05.30)。 

 

肆、年度榮譽事蹟  

一、林朝興老師指導李侑軒、江啟睿、曾楷珉、胡銘軒同學參加 2013 軟體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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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達人暑期成長營榮獲優勝團隊與企業特別獎。 

二、李建樹老師指導詹東奇、吳秉學、蔡惟丞同學參加第三屆「智慧感知與

辨識」領域專題成果發表觀摩會多媒體應用組榮獲佳作 。 

三、楊文霖老師指導鄒有舜、魏如願、蔡奇儒同學參加 2013 經濟部搶鮮大賽

創意發想類榮獲優秀作品。 

四、楊文霖老師指導鄒有舜、魏如願、蔡奇儒同學參加教育部「2014 軟體創

作競賽」榮獲銅牌。 

五、李建樹老師指導林冠瑋、薛佳綾同學參加 2014 全國資訊科技暨專題競賽

行動應用組榮獲第二名。 

六、系友薛元揆及逯仲倫參加 Hadoop 部署大賽『Etu Hadoop Competition』

榮獲社會組冠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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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與管理學系 

壹、單位基本資料 

一、學生人數統計 

類別 年級 人數 

大學部 

一 34 

二 42 

三 40 

四 43 

科技管理碩士班 
一 12 

二 18 

科技管理碩士在職班 

（夜間） 

一 24 

二 22 

三 9 

總計 244 

 

二、教職員人數統計 

類別 職稱 人數 

教師 

教授 2 

副教授 2 

助理教授 5 

行政人員 校聘組員 2 

總計 11 

 

貳、議事方面 

一、系務會議  

102 學年度系務會議（102.09.17、102.11.17、103.02.18）。 

二、系教評會議 

102 學年度系教評會議（102.11.21、102.12.05、103.03.19）。 

三、系課程會議 

102 學年度課程委員會議（102.10.14、103.02.18） 

 

參、年度重要工作 

一、專題演講 

（一）邀請蔡正飛演講，講題：策略性國際人力規劃（102/10/17） 

（二）邀請 Hasan Basri 演講，講題：Doing Academic Research, Writing and 

Publishing（102/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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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邀請王仁聖演講，講題：生物辨識技術概況及指紋辨識技術介紹

（102/11/13） 

（四）邀請施雅茹演講，講題：從 CENTEC JAPAN 看智慧手持與智慧電

子新興應用（102/11/16） 

（五）邀請涂敏芳演講，講題：尋服務創新、覓商業模式：新創企業機會

在哪裡？（102/11/19） 

（六）邀請龔威誠演講，講題：企業環境教育的初探（102/11/20） 

（七）邀請張世忠演講，講題：微利時代的創業：美珍果（102/11/28） 

（八）邀請何培鈞演講，講題：百年夢想 新舊綻放（102/12/12） 

（九）邀請 000 演講，講題：AIESEC 海外實習計畫說明（102/12/12） 

（十）邀請施雅茹演講，講題：MG+4G 新興應用服務趨勢（102/12/21） 

（十一）邀請林鈺杰演講，講題：台灣產業薪資市場與個人競爭力

（103/01/02） 

（十二）邀請蔡正飛演講，講題：面談的藝術（103/03/12） 

（十三）邀請陳思廷演講，講題：企業經營與法律風險：從智財法與個資

法談起 （103/04/09） 

（十四）邀請張晉誠演講，講題：會計如何學以致用（103/04/22） 

（十五）邀請高雅鈴演講，講題：SPSS、SEM 統積分析工具介紹和實際

應用（103/04/25） 

（十六）邀請聯合報資深講師演講，講題：全民財經檢定（GEFT）說明

會（103/04/30） 

（十七）邀請林怡貞演講，講題：我的故事我創造-企業實習分享會

（103/05/07） 

（十八）邀請吳奕樺演講，講題：單品管理介紹與案例分享（103/05/12） 

（十九）邀請 AIA 友誠人壽演講，講題：以終為始～從自我夢想看就業

市場（103/05/21） 

（二十）邀請合作廠商演講，講題：企業實習說明會暨媒合活動（103/05/28） 

（二十一）邀請蘇國恩演講，講題：建立正確投資觀（103/06/04） 

（二十二）邀請戴勝益演講，講題：3 哇（103/06/05） 

（二十三）邀請黃意惠演講，講題：女生健康管理講座（103/06/11） 

（二十四）邀請楊謹華演講，講題：經濟學如何應用於工作職場上：選擇

（103/06/12） 

（二十五）邀請王佑中演講，講題：質性與量化研究（103/06/12） 

（二十六）邀請張舜南演講，講題：以終為始~從自我夢想看就業市場

（103/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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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其他學術活動 

（一）參訪統昶行銷有限公司、夢時代購物中心（102.11.25） 

（二）參加 2013 年中華民國科技管理年會暨論文研討會（102.11.29） 

（三）參訪樹谷園區（103.12.19） 

（四）參訪台灣思科系統股份有限公司（102.12.26） 

（五）參訪 2014 台灣國際蘭展（103.03.14） 

（六）參訪台南長榮酒店（103.3.27） 

（七）參訪台灣法藍瓷公司（103.05.15） 

（八）參訪仁愛之家康寧園安養中心（103.05.15） 

（九）參訪小鎮文創股份有限公司（103.05.18） 

 

肆、年度創新工作 

一、舉辦本系「心靈成長營」 

二、舉辦本系「未來領袖營」 

三、舉辦本系「系友會娘家暨系友職場經驗分享會」 

四、申請 104 學年度高階管理在職專班 

五、申請 104 年產業碩士專班（春季班） 

 

伍、年度榮譽事蹟 

本系曾繁絹老師帶領學生參加 EC-IC 2014 Yahoo!奇摩全國大專院校電子

商務創意競賽獲得多項獎項。獲獎內容：販售優質柳營米與嘉義船仔頭菇菇

粽的「啾咪愛米」獲得「網路行銷特優獎」、「商務營運優等獎」；發掘臺南

文化特色及美食的「漫食老屋．台南新掘」獲得「品牌文創設計特優獎」、「在

地關懷與特色行銷優等獎」；臺南特產虱目魚創意料理並結合台江生態議題

的「WTF_Fish 什麼魚？」獲得「在地關懷與特色行銷優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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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與生態學院  

壹、單位基本資料  

一、學生人數統計  

類別  年級  人數  

大學部 

一 106 

二 111 

三 114 

四 193 

大學部 

（進修學士班） 

一 0 

二 33 

三 15 

四 19 

碩士班 
一 43 

二 65 

碩士在職專班 

一 17 

二 13 

三 11 

總計 740 

 

二、教職員人數統計 

類別 職稱 人數 

教師 

教授 11 

副教授 8 

助理教授 7 

講師 0 

行政人員 
校聘組員 4 

校聘秘書 1 

總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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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議事方面  

一、院教評會議 

102 學年度院教評會議（102.09.30、102.12.16、103.01.20、103.05.05、

103.06.30）。 

二、院務會議 

102 學年度院務會議（102.10.21、102.11.13、103.01.14、103.03.04）。 

三、院課程會議 

102 學年度院課程會議（102.10.14、103.03.4、103.05.05、103.05.13）。 

四、其他會議 

（一）102 學年度院主管會議（102.09.11、102.10.07、103.02.18、103.03.04、

103.04.22）。 

（二）102 學年度環生學院系學生代表會議（102.09.16、102.09.25、

103.06.30）。 

（三）104 年度貴重儀器設備學院初審會議 （103.02.18）。 

（四）103 年度補助大專校院獎勵特殊優秀人才初審會議 （103.05.06）。 

 

參、年度重要工作  

一、環生學院博雅永續講座系列演講 

（一）邀請中華低碳環境學會柳中明理事長蒞院演講，講題：氣候變遷趨

勢與因應：創造海綿臺灣（102.09.18）。 

（二）邀請臺灣中油公司林聖忠董事長蒞院演講，講題：實踐企業社會責

任邁向中油永續發展（102.10.09）。 

（三）邀請中華經濟研究院吳中書院長蒞院演講，講題：金融服務業之公

司治理（102.10.23）。 

（四）邀請總統府資政、前經濟部長施顏祥教授蒞院演講，講題：水資源

政策與永續臺灣（102.11.27）。 

（五）邀請財團法人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永續發展組陳世圯召集人

蒞院演講，講題：綠色運輸新概念（102.12.04）。 

（六）邀請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林祖嘉副主任委員蒞院演講，講題：服貿協

議與兩岸經貿展望（103.02.19）。 

（七）邀請中華經濟研究院梁啟源董事長蒞院演講，講題：國際油價飆漲

與我國能源價格政策（103.02.26）。 

（八）邀請財團法人車輛研究測試中心黃隆洲總經理蒞院演講，講題：汽

車電子與電動化產業發展（103.03.19）。 

（九）邀請中華民國第一任環保署長、現任財團法人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

金會簡又新董事長蒞院演講，講題：臺灣綠色經濟發展的挑戰與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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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103.04.30）。 

（十）邀請英華威風力發電集團馬維麟總經理蒞院演講，講題：能源對人

類社會的影響及未來發展趨勢（103.06.11）。 

二、教師聘任及升等 

（一）完成院內六位教師升等著作外審，並提校教師評審委員會（103.01、

103.06）。 

三、學術交流與參訪  

（一）為執行教育部課程分流計畫_綠領專業學院，環生學院師生前往亞

太燃料電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與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進行學術

參訪（103.04.30、103.05.21）。 

（二）外國學者參訪交流活動：哈爾濱工業大學建築學院師生交流座談

（103.03.03）、與日本鳥取環境大學環境學部簽署教育與學術交流

備忘錄（103.03.24-25）、日本水產學會會長蒞臨本院演講

（103.5.8）。 

 

肆、年度創新工作  

一、辦理十場「環生學院博雅永續講座」（101.09.19、101.10.31、101.11.7、

101.12.19、101.12.26、102.03.06、102.04.22、102.05.01、102.05.15、

103.06.11）。 

二、辦理環境教育機構環境教育人員認證 30 小時核心科目研習班兩班次

（102.12.14-15、102.12.21-22、103.02.08-09、103.02.15-16）。 

三、通過教育部部分補助執行「課程分流計畫-綠領專業學院」，獲補助伍佰

萬元整 （103.06~103.11）。 

四、協助辦理「103 年全國資源回收遊戲器材設計競賽暨推廣計畫」，獲臺南

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補助扒拾玖萬元整（103.06~103.11）。 

五、辦理環生學院教師聯誼與座談活動（102.09.17、102.10.16、103.01.14）。 

六、辦理第一屆環生盃師生球類競賽（102.10.16）。 

七、辦理本院遷院七股校區公投（102.11.18-19）。 

八、辦理「看見臺灣」紀錄片_南大環生學院師生共賞活動（102.12.17）。 

九、辦理國立臺南大學校區設置計畫公聽會（103.04.14）。 

十、協助辦理「台江國家公園保育委託研究暨委託辦理成果發表會」

（103.05.14）。 

十一、辦理「環生學院聯合畢業感恩茶會」（103.06.07）。 

 

伍、年度榮譽事蹟  

一、本院協助辦理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教育機構認證通過（10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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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院綠能系黃鎮江教授與生科系張德生教授獲教育部一○二學年度「延

攬及留住大專校院特殊優秀人才實施彈性薪資方案」獎勵。 

三、本院共推薦 16 位教師參加「國科會 103 年度補助大專校院特殊優秀人才」

獎勵。 

四、本院教師 103 年度共執行國科會計畫共 12 件，共 18,339,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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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能源科技學系 

壹、單位基本資料 

一、學生人數統計 

類別 年級 人數 

大學部日間部 

一 39 

二 46 

三 37 

四 42 

進修學士班 

二 33 

三 15 

四 19 

碩士班 
一 14 

二 13 

碩士在職專班 

一 17 

二 12 

三 6 

總計 293 

 

二、教職員人數統計 

類別 職稱 人數 

教師 

教授 4 

副教授 4 

助理教授 2 

行政人員 校聘組員 1 

總計 11 

 

貳、議事方面 

一、系務會議 

102 學年度系務會議（102.08.06、102.09.25、102.12.23、102.12.25、

103.03.04、103.04.30）。 

二、系教評會議 

102 學年度系教評會議（102.08.06、102.09.16、102.09.25、102.11.13、

102.11.27、102.12.25、103.01.15、103.03.12、103.04.09、103.04.21、

103.04.23、103.05.13、103.05.21、103.05.28、103.06.04、103.06.30）。 

三、其他會議 

（一）102 學年度課程委員會議（102.09.25、102.12.04、102.12.31、

103.01.14、103.03.04、103.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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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102 學年度發展委員會議（102.08.06、102.09.25、102.12.04、

102.12.31、103.01.14、103.04.03、103.04.30） 。 

 

參、年度重要工作 

一、教師教學評鑑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共有 2 位教師接受教學評鑑，已獲三級三審教評會

議審議通過。 

二、招生工作 

102 學年度執行之招生工作 

（一）大學日間部招生 

1.大學個人申請入學：錄取 20 名學生。 

2.大學指定考試：錄取 17 名學生。 

3.偏遠地區外加學生：錄取 1 名學生。 

4.繁星計畫入學：錄取 4 名學生。 

5.僑生入學：錄取 1 名學生 

（二）碩士班招生 

1.碩士班推甄入學：錄取 5 名學生 

2.碩士班考試入學：錄取 8 名學生 

（三）碩士在職專班招生：17 名。 

三、推動建置鋰離子電池研究發展中心，執行科技部度第二期「高容量正極

材料與高穩定性電解液儲能元件技術開發計畫」。 

四、推動綠色能源科技人才培育工作，執行教育部計畫辦理綠能產業人才培

訓精進學分學程 （102/06/01 ~ 104/5/31）。 

五、專題演講 

（一）邀請中華低碳環境學會柳中明理事長，講題：氣候變遷趨勢與因應：

創造海綿台灣（102.9.18）。 

（二）邀請系友杜佳駿經驗分享，講題：職場態度與倫理（102.09.25） 。 

（三）邀請國立成功大學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郭宗枋 教授，講題：Novel 

hybrid CH3NH3PbI3 perovskite/fullerene planar-heterojunction 

organic solar cells （102.10.02） 。 

（四）邀請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林聖忠，講題：實踐企業社會責

任，邁向中油永續經營（102.10.09） 。 

（五）邀請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綠能科技研究所）吳榮宗教授，講題：

生質能與生質化學品之綠色未來（102.10.16） 。 

（六）邀請中華經濟研究院吳中書院長，講題：金融服務業之公司治理

（102.10.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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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邀請亞太燃料電池黃林輝董事長，講題：燃料電池不是未來

（102.10.30） 。 

（八）邀請國立成功大學法律系系主任許育典教授，講題：因為懂得而慈

悲的法律觀（102.11.06） 。 

（九）邀請玉山國家公園管理處江秀真保育員，講題：熱情不滅、夢想不

減（102.11.13） 。 

（十）邀請立成功大學馬達中心蘇科翰博士，講題：漫談工具機運動控制

及應用（102.11.20） 。 

（十一）邀請前經濟部長施顏祥先生，講題：水資源管理與永續台灣

（102.11.27） 。 

（十二）邀請前交通部政務次長 陳世圮 先生，講題：綠色運輸新概念

（102.12.04） 。 

（十三）邀請美菲德股份有限公司周哲平經理，講題：氫燃料電池的現況

與展望: m-FIELD 品牌之路 （102.12.11） 。 

（十四）邀請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林祖嘉副主委，講題：服貿協議與兩岸經

貿展望（103.02.19） 。 

（十五）邀請財團法人中華經濟研究院梁啟源董事長，講題：國際油價飆

漲與我國能源價格政策（103.02.26） 。 

（十六）邀請鼎佳能源股份有限公司閻明宇協理，講題：緊急備用電力新

趨勢-燃料電池（103.03.05） 。 

（十七）邀請 ARTC 財團法人車輛研究測試中心黃隆洲 總經理，講題：

車輛電控化、電動化發展介紹（103.03.19） 。 

（十八）邀請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魏嘉民副執行長，講題：台灣金屬產

業的機會與挑戰（103.03.26） 。 

（十九）邀請工業技術研究院材料研究部呂學隆研究員，講題：由電池應

用市場與前景觀察儲能產業發展與就業機會（103.04.09） 。 

（二十）邀請台灣神戶電池股份有限公司柯紹仁經理，講題：鉛酸電池產

品發展介紹（103.04.16） 。 

（二十二）邀請台灣立凱電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電研三部黃安鋒工程師，

講題：鋰電池正極材料發展趨勢（103.04.23） 。 

（二十三）邀請臺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簡又新董事長，講題：臺灣綠色

經濟發展的挑戰與機會（103.04.30） 。 

（二十四）邀請國立台灣大學機械系系友-黃士庭，講題：乘夢起飛

（103.05.14） 。 

（二十五）邀請群翌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吳振利總經理，講題：燃料電池

MEA 量產及分析技術（103.0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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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年度創新工作  

一、推動高等教育評鑑準備工作。 

碩專班於民國 103 年接受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工作，召開之相關會議如下： 

（一）第 1 次工作會議：修訂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102.03.06）。 

（二）第 2 次工作會議：規劃評鑑報告撰寫方向與分工（102.05.08）。 

二、建置特色實驗室 

依 101 年度評鑑委員建議，建置大學部特色實驗室與規劃實驗內容。 

（一）實驗室建置會議 

1.第 1 次工作會議：規劃實驗內容與爭取學院特色發展經費

（101.6.13） 

2.第 2 次工作會議：整取系所發展經費採購儀器（102.12.05）。 

3.第 3 次工作會議：調整實驗內容與採買儀器（102.03.06）。 

4.第 4 次工作會議：調整實驗內容與採買儀器、授課模式

（102.05.08）。 

（二）教學設備採購 

1.風力發電模擬系統（發展學院特色經費） 

2.太陽能發電模擬系統（發展學院特色經費） 

3.氫能與燃料電池展示教學板套組（發展學院特色經費） 

4.雕刻機（綠能系經費） 

5.電機機械模組實習機台（綠能系經費） 

6.模組式直流伺服馬達控制發展教學實驗器（綠能系經費） 

7.熱交換器教學模組（綠領專業學院計畫） 

8.電池自動化充放電測試主機（綠能產業人才培訓精進學分學程計

畫） 

9.冷凍工程教學實習機台（綠能系經費、綠領專業學院計畫） 

10.空調工程教學實習機台（綠能系經費、綠領專業學院計畫） 

11.LED 智慧燈光控制發展實驗器（綠能產業人才培訓精進學分學

程計畫） 

12.電機機械模組實習機台（綠能系經費） 

13.馬達控制教學實驗器設備（綠能系經費） 

 

三、舉辦高中生綠能營（103.7.4-7.7），共有全國 10 所高中學校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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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年度榮譽事蹟 

一、榮獲本校研究績優系所。 

二、傅耀賢教授與湯譯增教授榮獲 2013 年國科會補助大專校院獎勵特殊優秀

人才獎勵優良人員獎項。 

三、張家欽教授榮獲 2013 年國科會補助大專校院獎勵特殊優秀人才獎勵傑出

人員獎項。 

四、傅耀賢教授與廷鑫金屬集團產學合作，發表「智慧型家庭供電系統」 

五、傅耀賢教授指導吳柏廷同學以「智慧型太陽能供電系統」於 2013 年英國

倫敦國際發明展榮獲金牌。 

六、郭振坤副教授以「冰水瓶」獲得 2013 年克羅埃西亞國際發明人協會特別

獎、歐洲發明人協會獎以及國際華沙發明協會（IWIS）獎。 

七、學生組隊參加 2013 第五屆氫能車競賽，燃料電池車隊榮獲風馳獎。 

八、學生組隊參加 2014第二十二屆全國大專校院環保節能車大賽榮獲第 7名。 

九、2013 年全國大專生能源論文競賽，李晶昀、劉士華榮獲第 2 名，林哲暐

榮獲第 3 名，潘秉毅、黃粲庭榮獲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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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科技學系 

壹、單位基本資料 

一、學生人數統計 

類別 年級 人數 

大學部 

一 40 

二 36 

三 42 

四 44 

碩士班 
一 11 

二 10 

總計 183 

 

二、教職員人數統計 

類別 職稱 人數 

教師 

教授 4 

副教授 2 

助理教授 3 

行政人員 校聘組員 1 

總計 10 

 

貳、議事方面 

一、系務會議 

102 學年度系務會議共 6 次（102.10.16、102.11.06、103.01.8、103.02.19、

103.04.30、103.06.17） 

二、系教評會議 

102 學年度系教評會議共 6 次（102.09.18、102.12.04、103.02.19、

103.03.19、103.04.30、103.06.25） 

三、其他會議 

（一）102 學年度系課程會議共 3 次（103.01.08、103.02.19、103.04.30） 

（二）102 學年度系設備會議共 1 次（103.01.08） 

（三）102 學年度招生會議共 1 次（103.04.12） 

（四）102 學年度獎學金會議共 1 次（102.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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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年度重要工作 

一、專題演講 

（一）生科系特色週活動，舉辦教師研究成果發表-張德生老師，講題：

我的產學經驗分享-以皮膚美白產品開發為例（102.10.22） 

（二）生科系特色週活動，舉辦教師研究成果發表-程台生老師，講題：

Diethyl phthalate 對水萍生長與發育的影響（102.10.24） 

（三）舉辦增能講座邀請美商默沙東藥廠股份有限公司(MSD Taiwan)市場

准入協理鄢澤生先生，講題：自校園走入職場:從新藥行銷及藥價

策略談起（103.03.19） 

（四）舉辦專題演講邀請金樺生物醫學股份有限公司陳佩君博士，講題：

我的生技職場經驗:以生物藥開發的產學轉譯為例（103.04.23） 

（五）與環生學院合辦專題演講，邀請日本水產學會會長 Watabe Shugo

先生，講題：Seafood Quality and Its Assurance（103.05.08） 

（六）舉辦專題演講，邀請國立中央大學生命科學系葉靖輝博士，講題：

水稻小分子量熱休克蛋白質-OsHSP16.9A 作用機制研究

（103.05.21） 

二、其他學術活動 

（一）舉行生科系大一新生家長座談會（102.09.07） 

（二）舉辦生科系特色週活動（102.10.22 至 102.10.24） 

（三）辦理 102 學年度生科系南科及就服站校外參訪活動（103.04.23） 

（四）辦理 2014 阿勃勒節暨南大系所博覽會（103.05.24）。 

（五）辦理 103 級畢業生暨系友會溫馨茶會（103.06.07）。 

 

肆、年度創新工作 

一、邀請日本水產學會會長 Watabe Shugo 先生至本系進行專題演講

（103.05.08）。 

二、舉辦生科系師生成果發表會。 

三、招收本系第一屆預研生。 

四、舉辦系學會家族尋根活動。 

五、執行學院系所發展整合計畫。 

六、進行產學合作計畫開發。 

 

伍、年度榮譽事蹟 

一、本系張德生主任、駱雨利老師、程台生老師、張翠玲老師、鄧燕妮老師

榮獲「國科會 102 年度補助大專校院特殊優秀人才」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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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系張德生主任榮獲「榮獲教育部彈性薪資特殊優秀人才」獎勵。 

三、本系駱雨利老師通過 103 年度補助科學與技術人員國外短期研究。 

四、本系張德生老師擔任 102 學年度科技大學評鑑委員。 

五、本系張德生老師獲邀擔任「台南市政府中小企業專家服務團生技分團」

成員。 

六、102 年度本系教師國科會專題計畫通過 7 件（通過執行率達 7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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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態科學與技術學系 

 壹、單位基本資料 

一、學生人數統計  

類別 年級 人數 總計 

大學部 

一 31 

130 
二 29 

三 31 

四 39 

環境生態碩士班 
一 8 

23 
二 15 

生態旅遊碩士班 
一 10 

37 
二 27 

環境生態在職碩士專班 三 5 5 

學生總人數 195 

 

二、教職員人數統計  

類別 職稱 人數 

教師 

教授 2 

副教授 5 

助理教授 3 

行政人員 校聘組員 1 

總計 11 

 

貳、議事方面 

一、系務會議 （102.09.26、102.12.17、103.3.06、103.05.06） 

二、系教評會議 （102.09.27、102.12.06、103.03.20、103.06.16） 

三、系課程會議 （102.10.11、102.10.17、103.03.06、103.05.01） 

四、其他會議 

（一）課程與教學委員會會議（102.10.08、103.03.04、103.04.24、103.05.29） 

（二）學術發展委員會會議（102.10.31） 

（三）學生事務委員會會議（102.11.01、102.11.05、102.12.31、103.05.22、

103.06.10） 

（四）生態旅遊碩班及文資系碩班課程合作討論會議（103.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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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年度重要工作 

一、教師升等：共 2 位教師升等副教授。 

二、教師評鑑：共 2 位教師接受評鑑，並已獲三級三審教評會議審議通過。 

三、系所追蹤評鑑自我訪評（102.11.15）。 

四、系所追蹤評鑑實地訪評（103.05.08）。 

五、103 級學士論文發表（103.01.15）。 

六、103 級送舊晚會（103.06.04）。 

七、103 級畢業茶會（103.06.07）。 

八、學術專題演講 

（一）本校博物館館長/美術系 潘青林副教授演講，講題：文化創意產業

概論（102.10.02）。 

（二）臺南市政府環保局 張皇珍局長演講，講題：低碳生活新主張

（102.10.15）。 

（三）中國文化大學生命科學系 巫奇勳助理教授演講，講題：半淡鹹水

域蝌蚪的鹽度適應與滲透調節（102.10.16）。 

（四）崑山科技大學環境工程系 翁義聰副教授，講題：台灣黑面琵鷺保

育與西南沿海生態廊道之倡議（102.10.23）。 

（五）台南市野鳥學會 郭東輝前理事長演講，講題：黑面琵鷺的繁殖與

渡冬（102.11.06）。 

（六）雲嘉南管理處 鄭榮峯處長演講，講題：雲嘉南濱海國家風景區濕

地生態保育與觀光旅遊（102.12.04）。 

（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 薛美莉副研究員演講，講題：談台灣濕地

保育法（102.12.11）。 

（八）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副館長 周文豪教授演講，講題：生命因博物

館而壯闊：談台灣蛙的歷史、蛙的生態（102.12.18）。 

（九）外國學者 Jamba Gyeltshen Ph. D., Royal University of Bhutan 演講，

講題：Agriculture in Bhutan （102.12.27）。 

（十）營建署海岸復育課 李晨光課長演講，講題：海岸濕地經營管理與

明智利用（103.02.26）。 

（十一）台北醫學大學醫學人文研究所所長 林益仁副教授演講，講題：

原住民的生態智慧（103.03.05）。 

（十二）中興大學生命科學系 林幸助教授演講，講題：水域生態系統結

構與功能（103.03.19）。 

（十三）義守大學休閒事業管理學系/原住民族發展中心主任 台邦‧撒沙

勒助理教授演講，講題：原住民族部落發展與生態旅遊

（103.0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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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生活者創辦人/荒野綠活圖推廣講師 洪友崙老師演講，講題：學

潮後的省思-走出台灣生態經濟的榮景（CSA+CSR）社區支持農

業+公司社會責任（103.04.18）。 

（十五）國立台東大學生命科學系/理工學院院長 劉炯錫教授演講，講

題：原住民治理與自然資源的利用（103.04.23）。 

（十六）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 呂登元處長演講，講題：台江國家公園的

經營管理（103.04.30）。 

（十七）靜宜大學生態人文學系 簡炯仁退休教授演講，講題：平埔族的

生態智慧 （103.05.13）。 

（十八）臺灣師範大學環境教育研究所 方偉達助理教授演講，講題：臺

南海岸變遷與永續發展（103.05.28）。 

九、系友分享會 

（一）愛分享系列講座-升學篇（102.10.28）。 

（二）愛分享系列講座-公職篇（102.10.28）。 

（三）愛分享系列講座-實習篇（102.10.30）。 

（四）愛分享系列講座-Working Holiday 篇（102.12.25）。 

十、師生座談會 

（一）大學生新生家長座談會 （102.09.07）。 

（二）系學會幹部及班代座談（102.10.18、103.03.10、103.04.18、103.05.01）。 

（三）全系師生期末座談會 （102.04.23）。 

（四）103 學年度入學研究生新生說明會 （103.06.19）。 

 

肆、年度創新工作 

一、七股鹽田濕地保育行動計畫工作坊 

（一）生態調查與保育志工培訓工作坊（102.12.28~29）。 

（二）濕地漁民工作坊（103.03.03、103.05.17）。 

二、七股西校區淨灘植樹活動（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合辦 102.09.28）。 

三、協辦 102 年保育委託研究暨委託辦理成果發表會。（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     

103.05.12） 

四、高中生態營（時間：103.07.07~07.11，地點：花蓮縣西寶國小）。 

五、暑期實習共申請 7 位：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金門國家公園管理處、陽

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特有生物保育中心、農業

試驗所、林業試驗所）。 

六、建教合作、機關補助計畫（102/8~103/7 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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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 計畫名稱 計畫期程 補助單位 補助金額 

鄭先祐 

臺南市 102 年度國家

重要濕地保育行動

計畫-七股鹽田濕地

保育行動計畫 

102/6/1~103/12/20 
營建署 

臺南市政府 
5,030,000 

謝宗欣 
陸域生態（陸域植

物）環境調查 
102/12/11~105/12/31 

艾益康工程 

顧問股份有限

公司 

780,000 

謝宗欣 

臺南市示範古蹟區

重要樹木調查產學

合作計畫 

103/01/06~103/05/31 
臺南市政府 

文化局 
99,000 

薛怡珍 

台江國家公園社區

生 態 旅 遊 資 源 調

查、培力及行銷推廣

案（二年期計畫） 

101/3/22~102/12/31 
台江國家公園

管理處 
3,920,000 

薛怡珍 

疼惜咱的台江‧共存

共榮地方座談會委

辦案 

102/5~102/10 
台江國家公園

管理處 
99,600 

王一匡 

102 年台江國家公園

及其週緣地區黑面

琵鷺伴生鳥種繫放

調查 

102/10/15~103/6/30 
台江國家公園

管理處 
490,000 

王一匡 
對黑面琵鷺友善之

營造計畫 
102/1/17~102/12/31 

台江國家公園

管理處 
1,770,000 

王一匡 
對黑面琵鷺友善之

營造計畫-後續擴充 
103/1/15~103/12/31 

台江國家公園

管理處 
1,780,000 

王一匡 

103 年台江國家公園

及其週緣地區黑面

琵鷺伴生鳥種繫放

調 查委託辦理計畫 

103/7/7~103/12/31 
台江國家公園

管理處 
493,000 

張原謀 
外來種亞洲錦蛙族

群控制與監測計畫 
102/1/1~102/12/31 

農業委員會 

林務局 
770,000 

張原謀 

乾旱效應對於台灣

四種兩棲類蝌蚪的

表型可塑性之影響 

102/8/1~103/7/31 科技部 900,000 

張原謀 

入侵種動物族群控

制與監測計畫－亞

洲錦蛙 

101/4/1~102/12/31 
農業委員會 

林務局 
810,000 

張原謀 

103 年台江國家公園

昆蟲相及北埔蟬先

期調查委託辦理計

畫 

103/04/25-103/12/30 
台江國家公園

管理處 
29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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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學院  

壹、單位基本資料  

一、學生人數統計  

類別  年級  人數  

大學部 

一 122 

二 117 

三 129 

四 131 

 

大學部 

（進修學士班） 

一 23 

二 26 

三 20 

四 32 

碩士班 
一 49 

二 122 

教學碩士班 

一 15 

二 9 

三 12 

博士班 

一 0 

二 0 

三 0 

四 0 

五 0 

總計  807 

 

二、教職員人數統計 

類別  職稱  人數  

教師 

教授 9 

副教授 12 

助理教授 10 

講師 1 

行政人員 
校聘組員 3 

校聘秘書 1 

總計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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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議事方面  

一、院教評會議  

102 學年度院教評會議（103.01.13、103.04.25、103.06.20、103.06.30）。 

二、院務會議 

102 學年度院務會議（102.10.11、103.03.19）。 

三、院課程會議 

101 學年度院課程會議（102.10.11、103.03.06、103.05.13）。 

四、藝術研究學報編審會議 

（一）藝術研究學報第六卷第二期出刊會議（102.10.04）。 

（二）藝術研究學報第七卷第一期出刊會議（103.03.15）。 

 

參、年度重要工作  

一、展演活動  

  辦理執行 103 年度教育部補助大專院校未來想像與創意人才培育計畫

「互動影音創作藝術生活埕-i-Dispatchwork：填充想像、Barcode 串通、

未來繪埕（城）現」相關事項。 

（一）辦理專題演講張大勝教授「我的音樂指揮生活」（102.11.13）。 

（二）辦理音樂系合唱團演唱會、校慶演唱會（102.11.16、102.11.22）。 

（三）協助辦理臺南大學音樂系合唱團與香港中文大學合唱團交流事宜

（103.01.03）。 

（四）辦理劉玄詠館長專題講座「用心體會您身邊的生活美學」

（103.04.09）。 

（五）辦理音樂學系合唱團巡迴演唱會（苗北藝文中心、新竹教育大學）

相關事宜（103.05.29-05.31）。 

（六）辦理音樂學系合唱團巡迴演唱會（高雄文化中心至善廳、臺南大學

雅音樓音樂廳）相關事宜（103.06.13、103.06.15）。 

（七）協助辦理新一代設計展（103.05.16-05.19） 、 放視大賞

（103.05.23-05.24）。 

二、系所主管遴選 

進行戲劇創作與應用學系所主管續任作業（103.05）。 

三、教師聘任、升等與審查 

辦理動畫媒體設計研究所李香蓮老師升等副教授外審作業（102.11）。 

 

肆、年度創新工作  

一、籌劃 2014 藝術季三系一所系列展演活動（103.12）。 

二、籌劃音樂學系合唱團出訪至香港交流演出活動（10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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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學系 

壹、單位基本資料 

一、學生人數統計 

類別 年級 人數 

大學部 

一 35 

二 36 

三 46 

四 43 

進修學士班 

一 23 

二 26 

三 20 

四 32 

碩士班 
一 16 

二 37 

音樂科教學碩士班 
一 15 

三 10 

總計 339 

 

二、教職員人數統計 

類別 職稱 人數 

教師 

教授 6 

副教授 3 

講師 1 

行政人員 校聘組員 1 

總計 11 

 

貳、議事方面 

一、系務會議 

102學年度系務會議（102.09.18、102.10.09、102.10.15、102.11.19、

103.02.19、103.03.04、103.04.30、103.06.18）。 

二 、系教評會議 

102學年度系教評會議 （102.08.26、102.09.3、102.10.9、102.12.11、

103.01.28、103.03.20、103.06.18）。 

三、碩士班會議 

102學年度碩士班會議（102.10.9、102.11.19、103.03.12、103.04.16、

103.04.30）。 

四、系課程委員會議 

102學年度碩士班會議（102.12.09、103.04.16、103.0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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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年度重點工作 

一、辦理專題演講 

（一） 本系辦理「2014台灣行進樂隊第一次師資研討會暨評審培訓課              

程」（103.01.26-01.27）。 

（二）本系辦理「第四屆兩岸四地學校音樂教育論壇」（103.04.20-

04.22）。  

（三）本系辦理「凱薩琳‧蘿琳鋼琴講座」，地點：雅音樓音樂廳                  

（103.05.27）。 

（四）本系辦理「中提琴暨小提琴大師班」，地點：雅音樓音樂廳      

（103.05.28）。  

二、其他學術活動及音樂會 

（一）本系辦理「國立臺南大學管樂團暨香港交響樂團」音樂會；地

點：雅音樓音樂廳（103.08.26）。                

（二）本系假臺南市永華路及文平路口辦理管弦樂團音樂會演出       

（102.10.19）。        

（三）本系假臺南市立台南文化中心辦理管 弦樂團音樂會演出

（102.11.3）。 

（四）本系管樂團至澳門辦理「2013國立臺南大學、澳門大學暨澳門理

工學院管樂團聯合音樂會」（102.12.01-12.03）。 

（五）本系假本校雅音樓音樂廳辦理「本校 115週年系列音樂會：林進

祐教授作品發表會」（102.12.09）。 

（六）本系假本校雅音樓音樂廳辦理「本校 115週年系列音樂會：弦樂

團、打擊樂團暨薩克斯風聯合音樂會」（102.12.13）。 

（七）本系假本校雅音樓音樂廳辦理「本校 115週年系列音樂會：合唱

團音樂會」（102.12.16）。 

 （八） 本系本校雅音樓雅風庭園辦理「本校 115週年藝術季：午餐饗宴

音樂會」（102.12.19）。 

（九）本系假本校雅音樓音樂廳辦理「本校 115週年校慶音樂會：南大

管樂團暨海軍軍樂隊聯合音樂會」（102.12.20）。 

（十）本系管樂團及管弦樂團支援「本校 115週十年校慶開幕」；下午

2時 30分支援「本校 115週年校慶茶會」演出（102.12.21）。 

（十一）本系假本校雅音樓音樂廳辦理「本校 115週年校慶合唱團音樂

會」（102.12.22）。 

（十二）本系假本校雅音樓音樂廳辦理「南大室內樂集 2013純真時光音

樂會」（102.12.29）。 

（十三）本系假清境老英格蘭莊園辦理「南大室內樂集 2013純真時光音

樂會」（103.01.21）。 

（十四） 本系管弦樂團支援校務諮詢委員會議演出（103.03.21）。 

（十五）本系辦理「南大管樂團暨實踐大學、國北聯合音樂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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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3.24）。 

（十六）本系管樂團前往嘉義大學參加「三校管樂團聯合音樂會」演出                     

（103.3.25）。  

（十七） 本系辦理「本校管樂團暨新莊國小、南科國小聯合音樂會」                      

（103.05.08）。  

（十八）本系辦理 2014阿勃勒節開幕及南大之星歌唱大賽活動

（103.5.24）。 

（十九）辦理「美國中央阿肯色大學大師班暨爾莎三重奏音樂會」                     

（103.05.28）。                     

（二十） 本系辦理「2014阿勃勒節-弦樂團音樂會」（103.05.28）。 

（二十一）本系辦理「2014阿勃勒節-流行音樂演唱會」（103.05.31）。 

（二十二）本系辦理「2014阿勃勒節-管樂團、打擊樂團、薩克斯風重奏

團聯合音樂會」（103.06.01）。 

（二十三）本系辦理「本校 99級畢業典禮演出」（103.06.07）。 

（二十四） 本系合唱團於本校雅音樓音樂廳演出（103.06.15）。 

 

肆、年度創新工作 

一、辦理「2014國立臺南大學春季系列音樂會」（103.04）。 

二、辦理阿勃勒節系所博覽會系列活動「南大之星 ~ 歌唱新人榜」                  

（103.05.24）。 

三、辦理「2014國立臺南大學音樂學系合唱團巡迴音樂會」（10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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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術學系 

壹、單位基本資料 

一、學生人數統計 

類別 年級 人數 

大學部 

一 45 

二 40 

三 47 

四 42 

碩士班 
一 14 

二 35 

視覺藝術教學碩士班 
一 0 

三 9 

總計  232 

 

二、教職員人數統計 

類別 職稱 人數 

教師 

教授 2 

副教授 5 

助理教授 2 

行政人員 組員 1 

總計  10 

 

貳、議事方面 

一、系務會議 

102 學年度系務會議（102.09.16、102.11.06、103.01.14、103.06.18）。 

二、系教評會議 

102 學年度系教評會議（102.12.26、103.01.08、103.04.18、103.06.20）。 

三、系課程規劃委員會議 

102 學年度系課程規劃委員會議（103.01.14、103.04.22）。 

 

參、 年度重要工作 

一、專題演講 

（一）邀請鐘國劭發表專題演講，講題：「如何成為接案插畫家」（103.03.19） 

（二）邀請姚瑞中發表專題演講，講題：「失落社會檔案－姚瑞中與 LSD」」

（103.03.12） 

（三）邀請范毅舜發表專題演講，講題「人文光影─《淺談攝影創作》」

（103.0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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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討會 

（一）辦理「2014 視覺藝術學術研討會」（103.05.14）。 

（二）103 年 2 月 27 日海安春藝公共藝術教育推廣現場導覽活動。 

（三）103 年 3 月 6 日海安春藝公共藝術人才培訓講座。 

 

肆、 年度創新工作 

一、林美吟主任帶領研究生團隊參加臺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海安春藝-厚禮

公共藝術教育及人才培訓計畫」。 

二、103 年 4 月 27 日至 5 月 4 日林美吟主任與范如菀老師至日本邀請專家學

者暨參訪。 

三、本系學生參加臺北世貿中心「新一代設計展」（103.05.16-05.21），稽寶寧

同學以「機械童話-迪士尼故事書衣」作品，獲得台灣區藝品禮品輸出業

同業公會特別獎及臺南市政府文化局臺南創意新人獎等兩項特別獎 

四、本系學生參加「2014 放視大賞」（103.05.23-05.24），林美吟老師榮獲最

佳指導老師獎。 

五、辦理 2014 年阿勃勒節攝影比賽（103.0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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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畫媒體設計研究所 

壹、單位基本資料 

一、學生人數統計 

類別 年級 人  數 

碩士班 
一 6 

二 19 

合計 25 

 

二、教職員人數統計 

類  別 職  稱 人數 

教師  副教授 2 

教師 助理教授 2 

行政人員 組員 1 

總  計 5 

 

貳、議事方面 

一、系務會議 

102 學年度所務會議（102.09.09、102.10.11、103.01.14、103.02.21、

103.06.17）。 

二、所教評會議 

102 學年度所教評會議（102.09.27、102.11.12、103.01.08、103.03.20、

103.06.20）。 

三、所課程規劃委員會議 

102 學年度所課程規劃委員會議（102.09.09、103.01.14、1030.2.21、

103.05.08）。 

 

參、年度重要工作 

一、與美術學系合辦「2014 視覺藝術學術研討會」（103.05.14）。 

二、主辦「2014 台灣‧法國跨國視訊 3D 動畫創作研習營」（102.05.19-05.26）。 

 

肆、年度創新工作 

一、本所學生參加「2014 放視大賞」（103.05.23-05.24），動畫所曾佳弘同學

獲得樂陞美術獎佳作及西基特別獎兩項殊榮，動畫所李文忠同學與鄭凱

文獲得到西基特別獎。 

165



 

 

二、本所學生參加臺北世貿中心「新一代設計展」（103.05.16-05.19），曾佳弘

同學獨立製作導演的「共存」，在數位多媒體類 547 件作品中，勇奪銅獎。 

三、本所與高雄軟體科技園區進行產學合作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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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劇創作與應用學系   

壹、單位基本資料  

一、學生人數統計  

類別  年級  人數  

大學部 

一 42 

二 41 

三 36 

四 46 

碩士班 
一 13 

二 32 

總計 210 

 

二、教職員人數統計 

類別  職稱 人數  

教師 

教授 1 

副教授 2 

助理教授 6 

講師 0 

行政人員 校聘組員 1 

總計 10 

 

貳、議事方面  

一、系務會議  

102 學年度系務會議（102.09.12、102.10.02、102.10.23、102.11.27、

102.12.25、103.01.20、102.02.26、103.03.26、103.04.30、103.05.13、

102.06.23）。 

二、系教評會議 

102 學年度系教評會議（102.10.07、102.12.23、103.03.25、103.05.06）。 

三、其他會議  

（一）102 學年度課程會議（102.12.02、103.01.15、103.02.26、102.04.16、

102.05.27）。 

（二）102 學年度學期製作規章及行政協商臨時會議（103.01.02） 

 

參、年度重要工作  

一、專題演講  

（一）邀請吳瑪悧所長（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跨領域藝術研究所副教授）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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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專題演講「以藝術黏合生活的縫隙」。（102.10.02） 

（二）邀請謝東寧（資深劇場工作者）進行專題演講「如何寫劇評？從知

識、準則到方法」。（102.11.06） 

（三）邀請日本燈光設計大師 Shoko Matsumoto 來台技術劇場移動燈具舞

台設計與技術工作坊。（102.12.19） 

（四）邀請徐蕙美臺北藝穗節巡迴執行長進行講座。（102.12.25） 

（五）邀請聯電執行企畫何蕙萍老師進行專題演講當我們劇在一起--戲劇

x 公益的聯電經驗。（103.01.07） 

（六）邀請謝如欣老師進行被壓迫者劇場工作坊。（103.01.11） 

（七）邀請黎煥雄（人力飛行劇團藝術總監）進行專題演講「在文學的迷

宮尋找戲劇的角色─舞台劇《china 瓷淚》分享會」。（103.02.26） 

（八）邀請 Sue Jennings老師進行Neuro-Dramatic-Play工作坊。（103.03.27） 

（九）邀請林浿安（資深劇場工作者）進行專題演講「演員與文本的多元

對話—從《靈戲》談起」。（103.04.01） 

（十）邀請林佑貞老師（國立台北藝術大學戲劇系博士班博士候選人）進

行專題演講「印尼宮廷儀式舞蹈貝多優中的神話與宗教元素」。

（103.04.10） 

（十一）邀請李秀珣（石岡媽媽劇團講師）進行工作坊及講座「社區劇場

編創方法」。（103.04.08） 

（十二）邀請蔡宗德教授（國立臺南藝術大學民族音樂學研究所教授兼所

長）進行講座「現代化、商品化與流行化：伊斯蘭宗教音樂發展

現象分析」。（103.04.17） 

（十三）邀請柳秀慧（北門社區大學主任、全國社區大學促進會理事）進

行專題演講「里海行動•漁夥相伴 ~ 一所漁村社區大學的在地學

習」。（103.05.14） 

（十四）邀請陳仁富教授（屏東教育大學幼兒教育系主任）進行工作坊「從

故事到故事戲劇工作坊」。（103.05.08） 

（十五）邀請梁信慕教授進行專題演講「當藝術走入社區—以香港為例」。

（103.05.22） 

二、學術研習/計劃成果 

（一）受邀至富強活動中心演出《藝陣啟示錄》。（102.11.15） 

（二）受邀至歸仁文化中心演藝廳演出《藝陣啟示錄》。（102.11.30） 

（三）應用戲劇方案實習呈現《任務》演出。（102.11.15、11.29） 

（四）應用戲劇方案實習呈現《故鄉的月亮比較圓》演出。（102.11.22、

12.06） 

（五）戲劇教育方案實習《圖書館誠品化》戲劇活動。（102.11.29、12.06、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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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戲劇教育方案實習課堂呈現《好圓好圓的月亮》、《聰明的小鹿》

（102.12.01） 

（七）教習劇場 TIE 呈現《La!飛歸來時》（102.12.17、12.24） 

（八）口述歷史《homepage》呈現（102.12.26） 

（九）102 年 10-12 月學校進行戲劇教育展演分別為《女媧傳奇》、《弄假

成貞》等 17 齣。 

（十）表演課程期末呈現《可以敲門？》《背著面對面》《你確定？》

（103.01.17） 

（十一）亞洲現當代劇場課堂期末呈現。（103.01.16） 

（十二）畢業製作《絕不付帳》。（103.4.11-13） 

（十三）學期製作《貓票戲》愛心義演。（103.5.09、05.17、05.23） 

（十四）學期製作演出期末公演《貓票戲》。（103.5.30-06.01） 

（十五）導演（二）課程期末呈現《天黑請閉眼》演出。（103.06.07-08） 

（十六）表演（二）、肢體劇場表演課程期末呈現《這個嘛...》、

《unstoppable》、《壹玖參玖》。（103.06.20） 

三、其他學術活動 

（一）受邀至蕭壠文化園區 A2 館室內小劇場演出《故里與春之祭──作

家吳新榮》。 

（二）受邀與阮劇團合作 2013 嘉義小劇場戲劇節《見花開》劇展-戲院前

的雜耍，演出 4 場。 

（三）與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合作辦理 102-103 年常設展教育推廣計畫後

續擴充（開口契約）。 

（四）教育部委辦「幼兒園美感及藝術教育札根計畫」。 

（五）辦理 102-102 年展覽戲劇展演推廣教育計畫案。 

（六）與財團法人聯華電子科技文教基金會合作辦理「大手牽小手，一同

去玩戲」。 

（七）與財團法人台積電文教基金會辦理「2014 台積心築藝術季──兒

童戲劇《貓票戲》」。 

（八）辦理 102-103 年常設展教育推廣計畫案。 

（九）與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合作「歌聲‧舞影‧戲夢-102 年學校、社區

及公部門」推動表演藝術活動偏鄉巡演計畫。 

（十）由文化部主辦、中華民國身心障礙者藝文推廣協會承辦、拈花微笑

聾劇團及本系協辦之「無障礙閱讀推廣首部曲」文學與劇場《我帶

你遊山玩水》演出（103.06.18-19）。 

（十一）出版「戲劇教育與劇場研究」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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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年度創新工作  

一、辦理暑期戲劇營「Dramonste」（102.07.07-07.10）。 

二、日本櫻美林大學 Oberlin University 來台交流並簽訂協定。（103.03） 

三、辦理戲劇系系友會第二屆系友返校分享大會。（102.10.26） 

 

伍、年度榮譽事蹟 

一、3 位畢業校友錄取 102 學年度教師甄試。 

二、2014 年南大系所博覽會競賽第二名。 

三、本系榮獲 103 年度單位網頁評鑑優良（全校第二名） 。 

四、本系張麗玉助理教授榮獲 102 學年度院級優良導師。 

五、本系陳韻文副教授榮獲本校 102 學年度教學績優教師。 

六、本系碩士班學生榮獲「第十屆門澳文學獎」戲劇組亞軍 

七、本系碩士班學生至台南市佳里區蕭壟文化園演出《故里與春之祭-作家吳

新榮》舞台劇，深獲各界重視與好評，為本系打響知名度。 

八、本系碩士班學生榮獲《島國的傷痕─2014 二二八紀念短劇劇本徵選》優

等獎。 

九、本系碩士班學生榮以 2013 第十四屆臺北兒童藝術節-兒童戲劇劇本創作

徵選獲得佳作。 

十、本系碩士班學生參加《臺南市 102 年度國民小學「英語讀者劇場劇本創

作徵選比賽」》榮獲優等獎。 

十一、本系大學部學生參加《金車奇幻小說獎》獲得第三名。 

十二、本系大學部學生指導大業國中《全國學生創意偶戲比賽-現代光影組》

優等。 

十三、本系大學部學生獲得《102 學年度卓越師資培育獎學金》。 

十四、本系大學部學生獲得《法國巴黎第八大學交換學生資格》及補助機票

費 55,000 元。 

十五、本系大學部學生獲得《美國奧特本大學交換學生資格》。 

十六、本系畢業校友參加《臺南市 102 年度國民小學「英語讀者劇場劇本創

作徵選比賽」》分別榮獲優等獎。 

十七、本系畢業校友榮獲獲得 2013 第六屆臺北藝穗節「藝穗亮心心」永真明

日之星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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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與學習發展中心 

壹、單位基本資料 

本中心現置有主任 1 名，下設學生學習輔導組、教學發展組及教學資源

組等 3 組，組長 3 名，助教 1 名、組員 1 名、校聘組員 1 名。 

 

貳、議事方面 

一、中心暨校內會議 

（一）102 學年度中心行政業務會議（102.10.02、10.30、103.03.07）。 

（二）102 學年度遠距教學課程規劃會議（102.10.21、103.3.17）。 

（三）115 週年校慶活動籌備委員會議（102.10.21、11.25、12.16）。 

（四）103 年春節團拜籌備會議（102.10.23、12.19）。 

（五）「2014 年南大阿勃勒節」核心小組會議（102.11.18、103.2.24、

03.24、04.21）。 

（六）103 年畢業典禮籌備會（103.04.14、05.19）。 

二、雲嘉南區域教學資源中心 

（一）雲嘉南區域教學資源中心第 3 期工作推動小組會議（102.10.01、

103.01.16、05.29）。 

（二）雲嘉南區域教學資源中心邁向教學卓越計畫經驗分享會

（102.11.21）。 

（三）雲嘉南區域教學資源中心 102 學年度實地訪視暨邁向教學卓越輔導

諮詢會議（102.12.31、103.04.22）。 

（四）第 3 期獎勵大學校院辦理區域教學資源整合分享計畫座談會

（103.06.23）。 

（五）102 至 103 學年度「大學校院協助高中優質精進計畫」工作管考暨

輔導諮詢委會議。（102.12.26、103.03.20、06.26）。 

三、其它 

（一）本中心召開 102 學年度新進教師座談會（102.08.05）。 

（二）辦理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學期「校外專業實習委員會議」

（102.10.23、103.04.10）。 

（三）就業培力卓越計畫分項計畫 C 綠能產業人才實務能力課程討論會

議（102.11.12）。 

（四）教育部「第 3 期獎勵大學校院辦理區域教學資源整合分享計畫─就

業培力卓越計畫」 102 學年度五次工作管考會議、期中成果討論

會議（102.10.14、12.11、103.02.19、04.07、04.23、0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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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年度重要工作 

一、學生學習輔導組 

（一）專題演講 

1.辦理增能學習系列講座共十九場（102.09.25、10.02、10.09、10.16、

10.30、11.20、11.27、12.11、103.02.26、03.05、03.11、03.12、

03.19、03.27、04.30、05.09、06.04）。 

2.辦理增能學習系列工作坊共六場（103.03.05、03.15、03.19、04.08、

04.09、04.23）。 

（二）研習或座談會 

1.辦理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及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生自學團體

成果發表分享暨申請說明會」（102.10.02、103.03.05）。 

2.辦理「新版 EP 班級種子學生研習及座談會」 （102.10.16、10.23、

12.04、103.01.06、02.19）。 

3.辦理「教育部大專校院校外實習媒合資訊平台系統使用教育訓

練」（102.11.01） 

4.辦理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學期「補救教學助理行政說明暨

課業輔導經驗分享座談會」（102.11.27、103.05.14）。 

5.辦理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進行中之學生自學團體成果發表會」

（102.12.25）。 

6.辦理「102學年度第2學期學生增能學習成果發表會」（103.05.21）。 

（三）其它 

1.執行「獎勵 102-103 學年度大學校院辦理區域教學資源整合分享

計畫及就業培力卓越計畫分項計畫 A」。 

2.執行「102 學年度教育部補助師資培育之大學精緻特色發展計畫

分項計畫 D2」。 

3.擔任「教育部雲嘉南區域教學資源中心 102-103 學年度大學校院

協助高中優質精進計畫」窗口。 

4.辦理學生自學團體申請，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計 40 組，第 2 學期

計 50 組，共計 90 組，參加學生共 605 人次。並依自學成果，評

選 101 第 2 學期及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優秀自學團體，共計 11

組。 

5.協助「國立臺南大學教與學活力電子報」創刊號出刊。 

6.辦理補救救學增能課業輔導，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計有 24 組、共

198 人次參與；第 2 學期計有 20 組、共 109 人次參與。 

7.辦理新版電子歷程平台「學生學習歷程檔案競賽」，並評選人氣

王、推推王、學習分享王、讀書分享王各一位，以及個人競賽全

校總積分前 20 名、師資生總積分前 5 名、團體競賽之班級獎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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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獎各 5 名。 

8.為鼓勵教學單位開設校外專業實習課程，使學生能理論與實務結

合，儲備未來就業實力，本學年度核定補助校外實習課程計 12

門。 

二、教學資源組 

（一）配合 102 年度就業培力卓越計畫辦理數位教材製作研習與數位教學

理論講座，計 8 場次（ 102.11.01、11.22、12.06、103.01.03、01.10、

03.14、03.21、06.13）。 

（二）配合 102 年度就業培力卓越計畫辦理科技 e 生專業研習與期初

期末座談會，計場 6 次（102.10.11、10.18、12.27、03.07、03.28、

05.02 ）。 

（三）配合 102 年度就業培力卓越計畫執行相關管考業務（102.10.09、

11.20、12.05、12.25、12.30、103.01.20、02.20、03.26、04.18、04.21、

04.25、05.20、06.20）。 

（四）配合 102 年度區域教學資源整合分享計畫」執行相關管考業務

（102.09.26、10.07、10.23、11.22、12.23、12.30、103.01.05、01.10、

01.24、02.14、02.20、03.31、04.15、04.17、04.21、04.25、05.08、

05.20、06.13、06.20 ）。 

（五）協助全校各單位拍攝活動紀錄，並上傳至「活動剪影」網頁

（102.08.01、102.08.06、102.09.16、102.9.26、102.10.01-02、

102.10.30、102.12.18、102.12.21-22、103.01.23、103.01.28、

103.02.17、103.03.11、103.03.21、103.05.24、103.06.06、103.06.07）。 

（六）參加新聘教師行政業務研討座談會會議並進行單位工作業務簡

報。（102.08.05）。 

（七）配合會計室業務工作彙整本中心教學成本計算表、「103 年度業務

計畫經常門經費需求表」、「102 年度行政業務計畫執行績效表」、

「104 年度業務計畫資本門補助需求表」及「102 年度業務計畫資

本門補助執行績效表」、「102 年教學資源組內部控制制度資料」

（102.08.27、10.16、103. 01.27、02.20）。 

（八）上網填報本組重要活動行事曆（102.08.30）。 

（九）配合總務處保管組業務,進行「財產暨非消耗品」盤點作業並進行

器材設備檢修維護、增購,以配合新學年度教學工作進行（102.08）。 

（十）執行 102 學年度師資培育精緻特色發展計畫分項計畫 B2 資本門經

費 102.09）。 

（十一）提供「科技 e 生」補助申請，協助全校專任教師進行數位教學，

102 學年度共補助 41 名教師。 

（十二）參加成功大學雲嘉南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辦理「區域共享平台運用

暨行政教育訓練」研習（102.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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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參加資策會辦理「翻轉教學策略與平臺應用實務研討會」

（102.11.11）。 

（十四）參加電子計算機中心辦理新建遠距教學平台 Moodle 系統教師功

能部分操作使用說明研習（103.01.08）。 

（十五）繳交 102 學年度校務諮詢委員會議資料─本組的理念、102 學年

度績效未來挑戰與因應策略、建議事項之回應說明（103.01.10、

05.30）。 

（十六）提供環生學院本中心微觀教室空間介紹資料，以協助學院爭取環

境教育區域中心計畫用（103.01.22）。 

（十七）進行 103 年春節團拜活動影片剪輯後製，並提供主辦單位及表演

單位（103.01.23-24）。 

（十八）提供並編輯教與學活力電子報投稿文章（103.03.31、05.30）。 

（十九）提供中心主管會報資料─本組工作報告。（102.10.14、10.21、

11.18、102.12.02、12.16、12.30、103.01.13、02.24、03.10、03.24、

04.07、04.21、05.07、05.19、06.09）。 

（二十）更新本單位網頁資料、典範教學資料庫「教學小秘訣」、就業培

力計畫管考平臺等網頁資料。 

（二十一）提供視聽器材、製作室支援各系、所單位、社團教學用及製作

教學檔案、印製海報等，本學年度借用人次共計 3045 人次。 

（二十二）辦理諮詢服務工作，本學年度服務人數共計 52 人次。 

（二十三）協助全校教職員工製作數位教材及行政資料數位化，本學年度

共計 786 件。 

三、教學發展組 

（一）教學助理業務 

1.辦理 102 學年度上下學期教學助理申請並協助其準備相關資料。 

2.審查與辦理 102 學年度上下學期教學助理經費核銷。 

3.102 學年度上下學期教學助理活動資料整理與建檔。 

（二）教師評鑑業務 

1.辦理各系所有關教師評鑑辦法修正之法規與法規釋義。 

2.辦理 102 學年度教師評鑑、教師教學評量公告作業

（103.01.10~103.06）。 

3.匯整各學院教師對於教師評鑑與教師教學評量各項回饋意見。 

（三）系所評鑑業務 

1.協助教務處每月辦理「系所追蹤評鑑會議」。 

2.通知與匯整各系所繳交系所評鑑追蹤評鑑自我改善計畫。 

3.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公文聯繫、系所溝通對話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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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3 年度系所追蹤評鑑第 4、5、6、7、8、9、10 次籌備會議

（102.09.09、10.14、11.11、12.23、103.01.06、02.10、03.03）。 

（四）執行雲嘉南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計畫 

1.協助 102 年度大學校院協助高中優質精進計畫、區域教學資源分

享計畫相關作業（102.08.01-103.07.31）。 

2.彙整就業培力卓越計畫 102-103 年度期中報告書。 

3.辦理與彙整區域教學資源中心暨中正大學輔導訪視資料

（102.12.31、103.04.22）。 

4.填寫與彙整雲嘉南區域教學資源中心 102 年度計畫書與經費。 

（五）其它 

1.102 學年度師資培育精緻特色發展計畫教師社群說明會議

（102.09.25）。 

2.教學績優教師遴選作業（102.09-11.13）。 

3.遠距教學課程助理補助及課程成果資料彙整。 

 

肆、年度創新工作 

一、成立並發行「國立臺南大學教與學活力電子報」。 

二、出刊「紅樓講堂：教師教學經驗分享」手冊。 

 

伍、年度榮譽事蹟 

本中心榮獲全校網頁評鑑比賽行政單位組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優良獎，第 2

學期績優獎第 1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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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服務中心 

壹、單位基本資料 

中心置主任 1 名，下設校友服務組及就業輔導組，組長 2 名、組員 1 名、

校聘組員 1 名。 

 

貳、議事方面 

一、校友服務組 

（一）級友聯誼會籌備會議 

1.62 級畢業 40 週年級友聯誼會討論會議(102.09.14)。 

2.62 級畢業 40 週年級友聯誼會協調會議(102.11.10)。 

3.77 級畢業 25 週年級友聯誼會討論會議(102.11.15)。 

4.77 級畢業 25 週年級友聯誼會第 3 次籌備會議(102.12.27)。 

5.72 級畢業 30 週年級友聯誼會第 1 次籌備會議(103.01.13)。 

6.72 級畢業 30 週年級友聯誼會第 2 次籌備會議(103.03.28)。 

（二）傑出校友暨特殊貢獻獎遴選委員會議 

1.第 26 屆傑出校友遴選初審會議(102.10.17)。 

2.第 26 屆傑出校友遴選委員會會議(102.10.29)。 

（三）校友總會理監事聯席會議 

1.校友總會第 3 屆第 5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102.09.29)。 

2.校友總會第 3 屆第 6 次監事會議(103.05.16)。 

3.校友總會第 3 屆第 6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103.05.16)。 

（四）校友總會會員大會 

1.校友總會第 3 屆第 4 次會員大會(103.05.16)。 

二、就業輔導組 

（一）加科登記相關會議 

1.辦理另一類科教師證加科登記審查會議計 4 次(102.10.7、

102.12.25、103.03.28、103.06.25)。 

（二）辦理教育實習相關會議 

1.出席師培中心「教育實習審議小組會議」計 2 次(102.12.25、

103.06.11)。 

（三）辦理就業徵才活動相關會議 

1.至成功大學參加 2014 年南區就業博覽會記者招待會(103.03.10)。 

2.舉辦『金馬奔騰 薪想事成~2014 台南地區聯合徵才活動』籌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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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103.04.25)。 

3.至台南市政府參加 2014「台南過生活台南呷頭路 part II」就業博

覽會籌備會議(103.05.20)。 

（四）職涯輔導相關會議 

1.至國立成功大學光復校區管理學院參加「102 年雲嘉南區全國勞

動力發展會議分區會議」(102.09.10)。 

2.辦理 101-102 學年度畢業後動向調查工作會議(103.06.04)。 

（五）師資培育相關計畫會議 

1.參加「101 與 102 學年度教育部補助師資培育相關計畫自籌款協

調會議」(102.08.20)。 

2.參加精緻師培 D 第 1 次工作會議(102.10.04)。 

3.參加精緻師培 D 第 2 次工作會議(102.11.08)。 

4.參加精緻師培 D 第 3 次工作會議(103.01.10)。 

5.參加精緻師培 D 第 4 次工作會議(103.03.26)。 

6.參加精緻師培 D 第 5 次工作會議(103.04.24)。 

7.參加精緻師培 D 第 6 次工作會議(103.05.29)。 

8.參加「精緻師培研討會」(103.06.11)。 

 

參、年度重要工作 

一、校友服務組 

（一）校友服務業務 

1.按月寄發校友生日卡。 

2.編印並寄發校友通訊第 70(102.09)、71(102.12)、72(103.04)期。 

3.寄發校友通訊予海外校友。 

4.舉辦 67 級畢業 35 週年級友聯誼會(102.08.15)。 

5.舉辦 62 級畢業 40 週年級友聯誼會(102.11.24)。 

6.協助南大(南師)藝聯會施炳煌理事長寄發招募會員信予近 5 年美

術系所畢業生。 

7.款待澎湖校友晚宴，協助聯繫及接待等相關事宜(102.12.20)。 

8.校友服務中心林懿貞主任拜訪吳東林校友及李定雄校友

(103.01.12)。 

9.舉辦 77 級畢業 25 週年級友聯誼會(103.01.24)。 

10.協助 80 級初等教育學系甲班召開同學會(103.02.03)。 

11.協助舉辦 53 級忠班校友同學會(103.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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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校友服務中心校友服務組張晏榕組長與校長一同前往茗馨客谷

拜訪文資系 99 級蔡秉翰校友、吳淑蓉校友(103.02.11)。 

13.校友服務中心林懿貞主任出席 2014臺灣國際蘭展開幕及南師藝

聯會聯展(103.03.11)。 

14.協助南大(南師)藝聯會辦理廈門文化藝術交流參訪相關事宜。 

15.校友服務中心校友服務組張晏榕組長陪同南大(南師)藝聯會前

往廈門進行文化藝術交流參訪(103.04.23-26)。 

16.舉辦 72 級畢業 30 週年級友聯誼會(103.04.12)。 

17.辦理吳東林校友拓手印事宜(103.04.08)。 

18.協助王子妙校友寄發臺南市混聲合唱團 2014 演唱會貴賓券。 

19.2014 南大(南師)藝聯會會員聯展開幕，致贈蘭花盆栽慶賀

(103.05.17)。 

（二）辦理傑出校友之遴選與表揚 

1.受理第 26 屆傑出校友之推薦，並彙整候選人資料。 

2.擬定傑出校友遴選委員名單，並製作委員聘書。 

3.籌備召開第 26 屆傑出校友遴選委員初審、複審會議。 

4.寄送傑出校友校長賀函及通知信函，及未當選者之推薦人通知信

函。 

5.彙整第 26 屆傑出校友個人事蹟簡介及當選感言，編印第 26 屆南

大菁英。 

6.製作第 26 屆傑出校友銅雕獎座。 

7.籌備傑出校友頒獎典禮、儀式流程安排、餐點訂購及場地佈置事

宜。 

8.協助製作 115 週年校慶慶祝茶會 powerpoint。 

9.舉辦第 26 屆傑出校友表揚大會(102.12.21)。 

10.寄送 115 週年校慶校長謝函、合照等資料予第 26 屆傑出校友、

獎學金頒發及捐款受獎貴賓。 

（三）推動校友會之組織與活動 

1.彙整各縣市校友會近況。 

2.辦理校友總會會員招募事宜。 

3.協助建置校友總會網頁。 

4.籌備臺中市及臺東縣校友會成立等相關事宜。 

5.撰寫並函送校友總會理監事聯席會議、會員大會會議記錄及各項

報表至內政部。 

6.校友服務中心林懿貞主任至高雄拜訪校友總會李登木理事長

(102.0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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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舉辦校友總會慶祝母校 115 週年校慶澎湖之旅(102.09.29-30)。 

8.校友服務中心林懿貞主任出席臺南市校友會第 2屆第 2次理監事

會議(102.10.08)。 

9.校友服務中心林懿貞主任出席臺北市校友會會員秋季旅遊活動

(102.11.11)。 

10.舉辦校友總會慶祝母校 115 週年校慶體育聯誼活動木球邀請賽

(102.12.14)。 

11.校友服務中心林懿貞主任出席高雄市三山校友會第 4 屆第 2 次

理監事聯席會議及第 4 屆第 2 次會員大會(103.01.15)。 

12.校友服務中心校友服務組張晏榕組長前往民雄二階堂餐廳出席

嘉義縣校友會第 2 屆第 2 次理監事會議(103.01.22)。 

13.協助新北市校友會寄送 103 年春遊資料予 99-102 級於新北市學

校服務之校友。 

14.校友服務中心校友服務組張晏榕組長出席新北市校友會第 4 屆

第 3 次會員大會暨 103 年春遊(103.04.13)。 

15.校友服務中心林懿貞主任出席臺南市校友會第 2 屆第 3 次理監

事會議(103.04.18)。 

16.編製校友總會年度工作報告、收支預決算表、資產負債表、現

金出納表、財產目錄及基金收支表。 

17.加拿大校友會成立(103.06)。 

（四）其他 

1.協辦「115 週年校慶開鑼暨揭幕典禮」暨「體操廣場啟用揭幕儀

式」活動(102.09.26)。 

2.協辦 115 週年校慶聖火單車環島傳遞活動(102.10)。 

3.辦理 103 年紀念品及校友生日卡製作事宜。 

4.畢業典禮協助貴賓報到及接待(103.06.07)。 

5.籌備推動本校認同卡之相關事宜。 

6.籌備校友樓募款等相關事宜。 

7.協助校務發展文教基金會各項業務之推展。 

二、就業輔導組 

（一）實習教師業務 

1.實習教師實習津貼請領、核發、報部核銷作業 (102.08-103.07) 。 

2.製作擔任舊制實習指導教師證明書(102.09)。  

3.辦理實習教師證書補發事宜(103.05)。 

4.辦理實習教師實習成績評定作業(103.06)。 

5.辦理實習及格名單造冊函送市府教育局辦理教師證書複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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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 

（二）加科登記業務 

1.受理加另一類科及加科登記教師登記申請，計 83 件

(102.09-103.06)。 

2.辦理國立臺南大學畢、結業生申請另一類科暨加科(加領域專長)

教師證作業要點修正(103.05-103.06)。 

（三）公費分發業務 

1.辦理 103 年度公費生分發名冊調查(103.01)。 

（四）就業輔導業務 

1.辦理 101 學年度畢業生「大專畢業生流向調查」(102.08)。 

2.辦理 101 學年度畢業生離校手續審查事宜(102.08)。 

3.彙整本校校友參加 102 年度教師甄試榜單(102.08)。  

4.辦理「國立臺南大學校務暨財務資訊公開專區畢業生流向與校友

表現」資料統整(102.09)。 

5.填寫「遠見雜誌 2014 年研究所辦學特色問卷」(102.09)。 

6.辦理「103 年業務計畫及預算說明」填報(102.09)。 

7.舉辦「多益關鍵秒殺技巧大公開 vs 新世界，新極限」講座

(102.10.02)。 

8.舉辦「UCAN 就業職能平台及學習歷程檔案平台教育訓練」

(102.10.04)。 

9.辦理教育部高等教育資料庫調查作業(102.10)。 

10.辦理 2013 年研發替代役暨就業博覽會邀請、宣傳等相關事宜

(102.10)。 

11.辦理「大專校院就業職能診斷平台」大二施測名單匯入及普測

前置作業(102.10)。 

12.辦理職業訓練局雲嘉南區就業服務中心「102 年度結合大專校院

辦理就業服務補助計畫案」結案暨經費申請事宜(102.10)。 

13.辦理教育大學 101 年及 102 年教甄錄取人數調查統計(102.10)。 

14.辦理文資二教育部就業職能平台團體施測(102.10.07)。 

15.辦理「高普考經驗分享」講座(102.10.09)。 

16.辦理特二甲教育部就業職能平台團體施測(102.10.11)。 

17.辦理行管二教育部就業職能平台團體施測(102.10.14)。 

18.辦理諮輔二教育部就業職能平台團體施測(102.10.15)。 

19.辦理數位二教育部就業職能平台團體施測(102.10.16)。 

20.辦理美術二教育部就業職能平台團體施測(102.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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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辦理「巴黎與巴哈」講座(102.10.16)。 

22.至成功大學辦理 2013年研發替代役暨就業博覽會現場諮詢服務

(102.10.20)。 

23.辦理音樂二教育部就業職能平台團體施測(102.10.22)。 

24.辦理材料二教育部就業職能平台團體施測(102.10.23)。 

25.辦理「你與夢想之間的距離」講座(102.10.23)。 

26.辦理應數二教育部就業職能平台團體施測(102.10.29)。 

27.辦理英語二教育部就業職能平台團體施測(102.10.30)。 

28.辦理資工二教育部就業職能平台團體施測(102.10.30)。 

29.辦理「創意行銷這樣玩」講座(102.10.30)。 

30.辦理教二甲教育部就業職能平台團體施測(102.11.05)。 

31.辦理體育二教育部就業職能平台團體施測(102.11.07)。 

32.辦理綠能二教育部就業職能平台團體施測(102.11.08)。 

33.辦理國二甲教育部就業職能平台團體施測(102.11.15)。 

34.辦理「畢業生求職求才媒合系統及師資生人才資料庫」操作研

習(102.11.18)。 

35.辦理教二乙教育部就業職能平台團體施測(102.11.20)。 

36.辦理「溝通高效談判學」講座(102.11.20)。 

37.辦理「從 UCAN 就業職能診斷發現精彩未來」講座(102.11.25)。 

38.辦理電機二教育部就業職能平台團體施測(102.11.27)。 

39.辦理「走一條不一樣的路」講座(102.11.27)。 

40.辦理國二乙教育部就業職能平台團體施測(102.12.04)。 

41.辦理畢業後動態資料庫暨師資人才就業媒合平台使用說明會

(102.12.13)。 

42.協助辦理師培通訊編輯作業(102.12)。 

43.辦理「大專院校 99、100 及 101 學年度原住民族畢業學生調查

作業」(102.12)。 

44.填寫遠見雜誌 2014 年大學辦學特色調查(102.12)。 

45.辦理「大專校院就業職能診斷平台」種子學生工作費審查事宜

(103.01)。 

46.辦理大二就業職能診斷統計事宜(103.01)。 

47.辦理「103 年度結合大專校院辦理就業服務補助計畫」申請

(103.02)。 

48.辦理「朴子溪畔的桃花源-黃昏故鄉重生」講座(103.03.05)。 

49.結合各系所辦理 101 級及 102 級畢業生動向更新調查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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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3-103.06)。 

50.辦理「理財ㄞˋ立刻，人生斯有財」講座(103.03.12)。 

51.辦理「國家公務人員考試準備秘笈」講座(103.03.19)。 

52.辦理「美術工程設計之應用」講座(103.03.26)。 

53.辦理畢業後動態資料庫各系資料調查人員教育訓練(103.04.09)。 

54.辦理「打造職涯關鍵秘訣」講座(103.04.23)。 

55.辦理「勞工權益及求職防騙有獎宣導」講座(103.04.30)。 

56.填報教學與學習發展中心教卓指標體檢報告(103.04)。 

57.填報教學與學習發展中心就業培力卓越計畫期中報告(103.04)。 

58.填報師資培育中心教育實習基本資料(103.04)。 

59.編印 2013 年畢業生專刊(103.04-103.05)。 

60.配合教育部大專校院畢業生就業投保比對機制計畫，辦理

99-101 學年度畢業生及 100-102 學年度研究所碩士及博士新生

資料上傳作業(103.04-103.05)。 

61.辦理「未來產業趨勢、企業人才需求」講座(103.05.07)。 

62.辦理 103 級應屆畢業生流向調查事宜(103.05-103.07)。 

63.辦理 103 級應屆畢業生離校手續審查事宜(103.05-103.07)。 

64.辦理「我的職涯歷程與管理分享」講座(103.05.14)。 

65.辦理『金馬奔騰 薪想事成』2014 台南地區聯合徵才活動

(103.05.17)。 

66.辦理「履歷自傳撰寫課程」講座(103.05.21)。 

67.辦理「職場服儀、面試演練」講座(103.05.27)。 

68.辦理畢業後動態資料庫使用說明師資生教育訓練(103.06.04)。 

69.填報 102 學年度第 2 次教育實習審議小組會議資料(103.06)。 

70.協助編輯師資培育中心第 18 期師培通訊(103.06)。 

（五）師資培育之大學精緻特色發展計畫 

1.辦理「畢業生就業媒合電腦程式設計」及「師資生人才資料庫平

台」建置事宜(102.08-102.11)。 

2.辦理「畢業生就業媒合電腦程式設計」及「師資生人才資料庫平

台」驗收事宜(102.12)。 

3.辦理師資培育精緻特色發展計畫期中報告撰寫事宜(102.12)。 

4.辦理 100-101 學年度師資生畢業後工作自我滿意度調查作業

(103.03-103.05)。 

5.辦理 100-101 學年度師資生自評專業能力指標滿意度調查作業

(103.03-10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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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辦理 100-101 學年度師資生任教學校教學能力指標達成程度調查

作業(103.03-103.05)。 

7.辦理 100-101 學年度師資生畢業後工作自我滿意度統計分析

(103.06)。 

8.辦理 100-101 學年度師資生自評專業能力指標滿意度統計分析

(103.06)。 

9.辦理 100-101 學年度師資生任教學校教學能力指標達成程度統計

分析(103.06)。 

10.製作師資培育之大學精緻特色發展計畫分項計畫 D3 全校性師

資生畢業後動態資料庫計畫海報(103.06)。 

11.製作師資培育之大學精緻特色發展計畫分項計畫 D3 全校性師

資生畢業後動態資料庫計畫成果簡報(103.06)。 

12.辦理師資培育精緻特色發展計畫期中報告撰寫事宜(103.06)。 

 

肆、年度創新工作 

一、校友服務組 

（一）成立加拿大校友會(103.06)。 

（二）協助校友樓建置。 

二、就業輔導組 

（一）建置「畢業生就業媒合系統」及「師資生人才資料庫」資料庫

(102.10-102.12)。 

（二）辦理 100-101 學年度師資生畢業後工作自我滿意度、自評專業能力

指標滿意度調查。 

（三）辦理 100-101 學年度師資生任教學校教學能力指標達成程度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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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中心 

壹、單位基本資料 

本中心現有主任 1 名，校聘組員 1 名。 

貳、議事方面 

一、通識教育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 

（一）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評會（103.01.15）。 

（二）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評會（103.06.09）。 

二、通識教育課程委員會 

（一）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課程委員會（102.10.23）。 

（二）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課程委員會（103.05.21）。 

三、通識教育委員會 

（一）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通識教育委員會（102.10.11）。 

（二）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通識教育委員會（103.05.02）。 

四、獨立博士後研究學者資格審查會議 

本校 102 學年度獨立博士後研究學者資格審查會議（103.03.26） 

五、教育部第 6 屆全國傑出通識教育教師獎參選代表遴選會議 

本校 102 學年度「教育部第 6 屆全國傑出通識教育教師獎」參選代表遴

選會議（103.03.26） 

 

參、年度重要工作 

一、通識課程開課情形 

（一）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開辦 176 門課，其中必修 91 門，選修 85 門。 

（二）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開辦 176 門課，其中必修 83 門，選修 93 門。 

二、「博雅教育講座」 

（一）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 

週次 日期 時間 演講者 單位/職稱 講題 

2 
9/24 

（二） 

10：00 

︱ 

12：00 
吳鐵雄 

輔英科技大學董事長 

教育部前常務次長 
1955 之後 

3 
10/1 

（二） 

10：00 

︱ 

12：00 
魏幸雄 中華航空公司前董事長 

我的人生體驗及感言-感謝

母校南師之培育 

4 
10/8

（二） 

10：00 

︱ 

12：00 

李嗣涔 
國立臺灣大學 

電機工程學系特聘教授 
科學的疆界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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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頁） 

週次 日期 時間 演講者 單位/職稱 講題 

5 
10/15

（二） 

10：00 

︱ 

12：00 

周燦德 
正修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學系講座教授 

我的處世哲學-10 個工作理

念和案例經驗分享 

6 
10/22 

（二） 

10：00 

︱ 

12：00 
蘇俊賓 

中國國民黨 

組織發展委員會主委 

台灣青年的 

公共事務參與 

7 
10/30 

（三） 

14：30 

︱ 

16：30 

王金平 立法院院長 從菁莪樂育到領航國會 

8 
11/5 

（二） 

10：00 

︱ 

12：00 
柯華葳 國家教育研究院院長 大學生有多大 

9 
11/12 

（二） 

10：00 

︱ 

12：00 

張添唐 臺南第一高級中學校長 南師紅樓 夢想起飛 

10 
11/19

（二） 

10：00 

︱ 

12：00 

蘇煥智 前臺南縣縣長 臺南大學與臺南 

11 
11/26 

（二） 

10：00 

︱ 

12：00 

歐介林 
美國在臺協會 

高雄分處處長 
學習成為一個地球公民 

12 
12/3 

（二） 

10：00 

︱ 

12：00 

李賢哲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校長 通識教育的啟發與實踐 

13 
12/10 

（二） 

10：00 

︱ 

12：00 

王榮文 

遠流出版公司董事長 

臺灣文創發展公司董事

長 

轉型創新、跨界整合、人

才為本：我的出版學思歷

程 

14 
12/17 

（二） 

10：00 

︱ 

12：00 

戴晨志 知名作家 
力量來自渴望-壯大自己，

人生從此不一樣 

15 
12/31 

（二） 

10：00 

︱ 

12：00 
曾志朗 中央研究院院士 

蛻變中求勝， 

雲中現端倪 

16 
1/7 

（二） 

10：00 

︱ 

12：00 
楊秋興 政務委員 追逐夢想，堅持不懈 

17 
1/14 

（二） 

10：00 

︱ 

12：00 

郭豔光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校長 

小蝸牛走過半世紀- 

我的生命經歷與 

我對大學教育的期待 

 

（二）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 

週次 日期 時間 演講者 單位/職稱 講題 

2 
2/25 

（二） 

10：00 

︱ 

12：00 
徐強 堤維西集團總裁 

綿羊與獅子- 

談傑出的領導 

3 
3/4 

（二） 

10：00 

︱ 

12：00 
王英郎 台積電十四廠廠長 

如何從創新中 

提升競爭力 

4 
3/11

（二） 

10：00 

︱ 

12：00 

柯文哲 
臺大醫院 

創傷醫學部主任 
生死的智慧 

5 
3/18

（二） 

10：00 

︱ 

12：00 

黃政傑 
靜宜大學教育研究所 

講座教授 
古庭園的教育意涵 

6 
3/25 

（二） 

10：00 

︱ 

12：00 
吳金水 本校教育學系退休教授 漫談心理與人生 

（接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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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上頁） 

週次 日期 時間 演講者 單位/職稱 講題 

7 
4/1 

（三） 

10：00 

︱ 

12：00 

曾慧敏 考選部常務次長 學習改變 改變學習 

8 
4/8 

（二） 

10：00 

︱ 

12：00 
吳東林 前總統府侍衛室主任 

中國航空母艦與 

臺灣戰略思考 

9 
4/15 

（二） 

10：00 

︱ 

12：00 

趙麗雲 考試院考試委員 
提升生命品質-黑天鵝時代

的生涯規劃 

10 
4/22

（二） 

10：00 

︱ 

12：00 

司徒文 
國立清華大學 

亞洲政策中心主任 
Why Read Literature? 

11 
4/29 

（二） 

10：00 

︱ 

12：00 

馬水龍 
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音樂學

系教授 
我的音樂語言 

12 
5/6 

（二） 

10：00 

︱ 

12：00 

翁啟惠 中央研究院院長 科技發展與社會關懷 

13 
5/13 

（二） 

10：00 

︱ 

12：00 

余明助 本校行政管理學系主任 談判協商 

14 
5/20 

（二） 

10：00 

︱ 

12：00 

優席夫 
優席夫新美學空間總監 

旅英知名藝術家 
Never Try, Never know 

15 
5/27 

（二） 

10：00 

︱ 

12：00 
李茂盛 

翔茂企業有限公司 

董事長 

笑談我平凡人生故事的片

段，並與母校學長們交流如

何適時把握人生旅程的機

遇 

16 
6/3 

（二） 

10：00 

︱ 

12：00 
翁岳生 

國立臺灣大學 

法律學系教授 
談民主法治的發展 

17 
6/10 

（二） 

10：00 

︱ 

12：00 

李克明 
元大創業投資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善用經典人生考古題 贏在

個人志業起跑點 

 

肆、 年度創新工作 

為提升通識教育教師教學品質，及提供教師間心得交流之機會，於 103

年 2 月 22 日上午 8 時 30 分至中午 12 時 30 分，假本校誠正大樓 307 會議室

舉辦「2014 國立臺南大學通識課程教學品質精進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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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計算機中心 

壹、單位基本資料 

本中心置主任 1 名，下設網路組、資訊系統組和行政及服務組 3 組。組

長 3 名、三等技術師 1 名、技士 1 名、助教 1 名及校聘管理師 5 名。 

 

貳、議事方面 

一、電子計算機中心指導委員會議 

102 學年度共召開會議 2 次（102.12.27、103.06.16）。 

二、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執行小組委員會議 

102 學年度共召開會議 2 次（102.12.27、103.06.16）。 

三、資訊安全委員會議 

102 學年度共召開會議 2 次（102.12.27、103.06.16）。 

四、資訊安全管理審查會議 

102 學年度共召開會議 2 次（102.11.08、103.03.26）。 

五、個人資料保護推動委員會議 

102 學年度共召開會議 1 次（103.06.06）。 

六、電子計算機中心會議 

102 學年度共召開中心會議 9 次（102.09.04、102.10.02、102.10.30、

102.12.04、102.12.25、103.02.26、103.03.26、103.04.30、103.05.28）。 

 

參、年度重要工作 

一、校務系統研發 

（一）教務系統 

1.新開發學生線上選課確認系統 

（1）學生選課確認作業。 

（2）師培學分確認作業。 

（3）管理者選課確認/權限維護作業。 

（4）系所主管審核作業。 

（5）選課確認查詢。 

2.跨領域學程合格維護 

（1）新增「跨領域學程合格維護作業」，由學籍成績組維護文號。 

（2）原各院系「跨領域學程學生維護作業」（WF07NE），提供給

各院系維護學生申請及放棄，合格作業改由學籍成績組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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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教務處僅能查詢。 

3.新增證書證號維護與列印 

（1）「各類證書文號維護作業」，取代人工紙本記錄。 

（2）「各類證書列印作業」，含英文學位證明書、中英文在學證明、

學位補發、修業證明、休學證明等，取代人工 word 製作。 

（二）學生事務處線上辦公室 

1.完成兵役子系統改版。 

（1）管理端程式從主從架構程式改為網頁應用程式，解決使用環

境受限作業系統的困擾。 

（2）配合承辦教官重新進行需求分析，將兵役資料區分為新生、

緩徵、儘後召集、原因消滅等四類。 

（3）與教務系統學生資料結合，在修退學或者復學時可以批次作

業，主動幫學生辦理兵役作業。 

2.針對本校至他校交換的學生，其操性成績的處理經過教務與學務

單位討論，以特殊的負數註記。配合此項新變革，全面修改操性

成績相關程式，在報表呈現時以特殊符號取代成績。 

3.社團子系統新增社團指導老師相關功能，包括基本資料維護、授

課簽到紀錄，以及社團活動補助申請線上簽核。 

4.學生就學貸款申請系統從 ASP.NET 1.1 改版到 4.0，並整合到線

上辦公室，方便學生申請與查詢。 

5.學生線上請假系統新增長期請假功能，提供學生需要一次申請超

過一週以上的長假時使用，減少逐筆輸入的困擾。 

（三）生活教育助學金管理系統 

新增臨時性助學金管理相關功能，比照原來一般助學金管理功能新

增申請、審查稽核等作業。 

（四）學雜費系統 

1.新增「已繳待銷」資料的上傳與轉檔，以解決到超商繳交學雜學

的學生其註冊程序系統上會辦資料的更新。 

2.新增休學學生參加學生平安保險費的繳費管理維護相關功能，以

解決學務處衛保組人工收費的困難。 

（五）學生離校手續系統 

重新修改系統架構，將原本以組為基本會辦單位改為可以更進一步

細分，以解決生輔組需會辦住宿、學貸、就學補助三項業務的問題。 

（六）各項招生考試系統 

1.新增招生資訊系統的統一入口網站，統一所有招生系統的網域名

稱為 admissions.nutn.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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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招生系統納入 ISMS 認證範圍，並於 102 年 5 月通過教育單位資

訊安全稽核認證。 

3.協助教務處首度推行大學個人申請入學線上書審系統，取代傳統

書面審查，不但節省大量紙張的列印，也提高作業效率。 

4.招生系統全面啟用 SSL 加密連線，提高報名資料的安全性與機密

性。 

5.各招生系統開始逐一改版，將開發工具平台由 ASP.NET 1.1 升級

到 4.0 以上，改善系統效能與維護的效率。 

（七）非同步遠距數位教學平台 moodle 

1.於 103 年 1 月 8 日（三）辦理教師及教務處人員 Moodle 系統教

育訓練課程。 

2.102學年度第 2學期moodle平台正式啟用，目前平台公開 5門課：

[102-2]理工學院 2 門、[102-2]通識教育 1 門、[102-2]推廣教育 2

門。目前運作正常，但老師及學生操作仍生疏，需多花時間教導

師生操作使用。 

3.製作 moodle 操作手冊。協助上傳、建置課程、教材、學生帳號

等資料。 

 二、更新校園網路設備 

（一）更新榮譽教學中心無線網路，採購 62 台無線基地台，預計 103 年

7 月進行招標作業。 

（二）於 103 年 7 月完成 VM 虛擬化系統擴充作業，由原本 4 台虛擬主機

及 6 組磁碟陣列，擴充至 7 台虛擬主機及 9 組磁碟陣列，並建置 2

部 10G 光纖資料交換器，可互為備援。 

（三）更新機房環境控制系統，納入機櫃用電偵測，並建置機房監視系統。

管理人員經由每櫃用電量能更有效率分配機器位置，且減少熱流聚

集區域，讓冷熱循環更順暢。新建置的監視系統則讓管理人員不用

進入機房即可觀察機房內部活動，監視器上附有紅外線照明，就算

燈光全暗也能持續監控。 

（三）更新機房環境控制系統，納入機櫃用電偵測，並建置機房監視系統。

管理人員經由每櫃用電量能更有效率分配機器位置，且減少熱流聚

集區域，讓冷熱循環更順暢。新建置的監視系統則讓管理人員不用

進入機房即可觀察機房內部活動，監視器上附有紅外線照明，就算

燈光全暗也能持續監控。 

 三、校園網路管理 

（一）101 年 1 月本組開發之「IP 申請管理系統

（http://g2.nutn.edu.tw/ipapply/）」正式上線，上線至今已有 2,282

個固定 IP 及 288 筆異動申請資料透過本系統申請分配，與以往紙

本方式相較下，不僅節省下可觀的申請書紙張，同時提高了行政效

率。 

189



 

 

（二）本校可用 IP 位址原為 140.133.0.0 ~ 140.133.15.254 共 16 個 class C

網段（4,064 個 IP），礙於各棟建築必須使用不同網段，難免發生

分配不均問題。101 年度 3 月經嚴密規劃後，決定將新申請到的

120.114.160.0 ~ 120.114.191.254 共 32 個 class C 網段（8,128 個 IP）

分配給兩個校區每棟建築物獨立 IP 網段，並開放教職員工自由申

請，不再限制個人 IP 數量，同時收回效能較差的虛擬固定 IP。至

101 年 12 月已完成府城及榮譽兩校區 IP 回收及重新發放作業，目

前全校固定 IP 已使用 2,285 個。 

（三）本中心為提升網路服務品質，於今（103）年 3 月開發「網路故障

報修系統」，若使用者使用網路服務遇到問題時，可於線上直接申

請報修，縮短使用電話確認電腦設定所耗費的時間，同時也可針對

修復過程進行紀錄。 

（四）本校對外網路連線至 TANET學術網路是透過台南地區區網中心（成

功大學），再由國家高速網路中心南北骨幹連線連接到教育部，原

本連至國立成功大學線路上下載頻寬為 400Mbps，至榮譽教學中心

上下載頻寬為 200Mbps，今（103）年 5 月向中華電信申請升速，

府城校區到國立成功大學升級為 1Gbps，至榮譽教學中心升級為

500Mbps，全校師生將共同享用更寬廣的網路頻寬。 

（五）本校提供無線網路漫遊機制，外賓至本校無須向本校申請臨時帳

號，只要外賓的服務單位有加入 TANET 學術網路漫遊，即可在本

校透過網頁輸入外賓自己單位的 E-mail 帳號及密碼，使用本校所

提供的無線網路服務。相對的，本校使用者至校外單位或機關，也

可使用自己的帳號認證上網。 

（六）本校網路機房環控系統於去（102）年七月底上線後，迄今已運作

10 個月，蒐集的資料量相當可觀，除了監控溫溼度外，更可監控

冷氣及每只機櫃用電量，對於日後新購設備或導入主機代管將是相

當實用的參考依據。 

（七）更新電子郵件系統，改採整合垃圾信過濾及信件即時備份的

Mail2000，除了使用介面更加人性化之外，更可直接於伺服器上設

定關鍵字信件分類或將電子郵件系統作為雲端硬碟甚至網頁空

間。另外，使用者也可查詢自己帳號的登入紀錄，進一步掌握帳號

安全。 

（八）更新電子郵件系統，改採整合垃圾信過濾及信件即時備份的

Mail2000，除了使用介面更加人性化之外，更可直接於伺服器上設

定關鍵字信件分類或將電子郵件系統作為雲端硬碟甚至網頁空

間。另外，使用者也可查詢自己帳號的登入紀錄，進一步掌握帳號

安全。 

 四、通過教育體系資通安全管理規範（ISMS）103 年重新發證稽核 

（一）103 年 5 月 21 日-22 日教育機構資安驗證中心至本校電子計算機中

心進行教育體系資通安全管理規範（ISMS）103 年重新發證稽核。

稽核小組結論認為本校電子計算機中心已經建立符合「教育體系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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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安全管理規範」的資訊安全管理系統，並展現足以維持組織驗證

範圍內資訊安全政策與目標之能力，順利通過重新發證稽核。 

（二）102 年 9 月 12 日（四）王元良至 TANet 台南區網中心（成功大學）

參加「資訊安全管理研習」。 

（三）102 年 9 月 9 日（一）蔡東樺至台北國際會議中心參加「綠色機房

國際研討會」。 

（四）102 年 9 月 3 日（二）-4 日（三）王元良至高雄市參加 2013 稽核

人員進階培訓實務（中高階）課程。 

 五、推動個人資料宣導及保護作業 

（一）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及教育部「教育體系個人資料安全保護基本措施

及作法」要求，為落實本校個人資料之保護及管理，統籌個人資料

保護作業事宜，訂定本校「個人資料保護推動委員會設置要點」，

經本校 102 年 12 月 18 日 102 學年度第 3 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二）103 年 2 月成立臺南大學個人資料保護推動委員會，依本校個人資

料保護推動委員會設置要點，簽聘本校副校長（資訊安全長）等

19 位主管為當然委員。另聘任丞恩法律事務所王建強律師，擔任

本校個人資料保護推動委員會專業委員。 

（三）103 年 6 月 6 日（五）召開本校個人資料保護推動委員會議。 

（四）103 年 6 月 11 日（三）王元良技士至高雄第一科技大學參加「大

學校院建置個人資料保護管理制度暨認證輔導成果發表會」。 

（五）103 年 4 月 11 日（五）邀請安資捷股份有限公司陳勇君執行長及

漢德技術監督服務有限公司黃廷弘資深協理，至本中心進行個人資

料保護與防護系統簡介，提升本中心人員個人資料保護認知素養。 

（六）102 年 11 月 13 日（三）王元良、曾映鳳及蔡東樺到成功大學參加

教育部個人資料管理文件宣導教育訓練課程。 

（七）102 年 10 月 2 日（三）王元良、許良維及楊世銘至成功大學參加

個人資料隱私衝擊分析與風險評鑑課程。 

（八）102 年 9 月 30 日（一）王元良、張育傑、王惠民至成功大學參加

個人資料管理制度暨盤點教育訓練。 

（九）102 年 9 月 2 日（一）王元良至台中市中興大學參加「教育體系資

訊安全暨個人資料保護經驗分享研討會」。 

 六、發行電子計算機中心通訊 

（一）電子計算機中心通訊創刊號於 102 年 5 月 20 日發行，迄 103 年 5

月已發行 6 期。 

（二）主要內容單元為動態報導、通訊短波、系統服務、資安網路、知能

分享、師生園地、好讚報報等單元。 

（三）電子計算機中心通訊網址：http://epaper.nutn.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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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辦理 103 年度單位網頁評鑑作業 

（一）103 年度單位網頁評鑑，校外委員自 103 年 5 月 22 日（四）起至 6

日 6 日（五）進行評鑑作業。教學單位 24 個系所接受評鑑，行政

單位 32 個二級系所接受評鑑 

（二）103 年度單位網頁評鑑績優教學單位為資訊工程學系、戲劇創作與

應用學系及行政管理學系，績優行政單位為教學與學習發展中心、

電子計算機中心、創新育成中心及圖書館。 

（三）績優及成績優良單位，於 103 年 6 月 18 日（三）行政會議頒獎。 

 

肆、年度創新工作 

一、校務系統研發創新 

（一）開發學生線上選課確認系統，取代原本紙本確認審核。系統功能有：

學生選課確認作業、師培學分確認作業、管理者選課確認/權限維

護作業、系所主管審核作業及選課確認查詢。 

（二）證書證號維護與列印作業，取代人工紙本記錄文號及 word 製作證

書方式。目前證書有：英文學位證明書、中英文在學證明、學位補

發、修業證明及休學證明。 

（三）規劃整併非同步遠距數位教學系統（Moodle）與 E-course 系統，

預計於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上線，提升教學支援服務品質，強化學

生數位學習課程內容。 

二、校務網路創新管理維運 

（一）本校之網路設備分散在不同校區各棟建築，透過本組自行開發網路

監控系統，目前共可監控 384 部設備，由電算中心辦公室大螢幕進

行監控，網路發生異常時，中心網管人員可於第一時間掌控狀況，

並在最短時間內將問題排除。將來新採購網路設備，只要具有網管

功能，也可納入本系統。近期加入各機櫃溫度監控，透過監測系統

畫面可了解各機櫃溫度變化，能更有效率掌控設備健康狀況。 

（二）為達到綠色機房節能減碳之目標，本中心規劃逐年朝虛擬化主機架

構發展，目前已有 40 餘項服務系統已運作在虛擬機 VM 系統上，

包含課程網站、公文系統、會計系統、電子郵件系統、網路電話系

統、DNS、DHCP 及其他重要校務系統主機、資料庫主機等。在舊

有硬體設備汰舊換新時，將系統移轉至虛擬主機上，不但節省空

間、主機耗電及空調耗電等，還提升了系統穩定性，且虛擬主機具

有完整的備份備援功能，於災害發生時可在短時間內復原，可說是

在系統管理上相當重要的技術。 

（三）本中心對於校園網路一直以最嚴謹之方式進行管理，但使用者難免

一時疏忽導致發生資安事件，包含下載不明程式、點擊不明連結或

不明郵件，導致帳號密碼外洩、發送廣告信等。本中心除加強資安

宣導方式，並教導使用者除定時進行系統更新外，也要求學校行政

電腦必須安裝正版防毒軟體及定時更新病毒碼。此外，近年來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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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換網路資安設備，更自行開發監控系統，由教育部通報的資安事

件已逐年降低，大部份資安事件發生時，在對校外發動攻擊之前，

已可有效攔截下來。 

（四）電子計算機中心自行開發網路簡訊發送平台，結合電信業者簡訊傳

送機制，提供各單位同仁於電腦上直接傳送相關校務行政簡訊至教

職員工生、考生及校外人士之個人手機，發揮即時訊息服務效能。

另提供電腦本機端簡訊發送軟體，師長同仁透過個人電腦即可使用

簡訊發送服務，縮短溝通聯絡時間，提升師長同仁校務行政作業效

能。 

 

伍、年度榮譽事蹟 

一、103 年 5 月 22 日（四）通過教育體系資通安全管理規範（ISMS）103 年

度重新發證稽核。 

二、本校 103 年度單位網頁評鑑榮獲績優成績，於 103 年 6 月 18 日（三）行

政會議獲頒獎牌乙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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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中心 

壹、單位基本資料 

本中心現置有主任 1 名，校聘心理師 2 名，兼任心理師 11 名。 

 

貳、年度重要工作 

一、初級心理健康活動推廣 

（一）心理健康推廣專題講座 

1.102 學年度辦理性別平等輔導專題講座共 4 場，主題講座分別是

「打開性別之眼，看見多元性別的世界」、「戀愛 E 點通─提升愛

情 EQ，促進成功愛情」、「打開性別天眼：看見性別的多元樣貌」、

「在說再見之後：每天一點的分手戀習」（102.10.09、102.11.06、

103.03.26、103.05.28）。 

2. 102 學年度辦理生命教育輔導專題講座共 4 場，主題講座分別是

「自我挑戰，不設限的人生」、「烏克麗麗的快樂方程式」、「選擇

一條人煙稀少的路：用紅豆湯實踐人生」、「流浪~尋找生命的出

口：流浪者之歌」。（102.09.25、102.10.23、103.03.05、103.04.30）。 

（二）班級輔導活動 

為協助導師處理班級學生特定心理及情緒適應問題，本中心安排心

理師至班級中進行班級輔導，102 學年度共進行 23 場，輔導主題

以新生適應、生涯輔導、人際溝通與壓力調適為主。 

（三）同儕輔導活動 

1. 102 學年度新招募輔導志工共 18 名，辦理志工培訓活動共 3 場

（102.10.09、102.11.06、102.11.20）。 

3.輔導中心臉書專頁辦理「微風種籽臉書留言活動」，透過臉書留

言活動，讓學生思考自己面對考試的方式，並且將秘訣分享與共

享，以傳遞心理衛生概念（102.12.05-102.12.25）。 

4.辦理「國家寶藏之情緒 I Got U~闖關活動」，讓學生透過遊戲的體

驗，來學習心理相關概念，並應用在各自生活中（102.12.11）。 

5.辦理 3 場性別平等專題電影欣賞，主題為「從電影談愛情：BJ

單身日記-愛情價值觀探索工作坊」、「從電影談愛情：派特的幸福

劇本-愛情關係成長工作坊」、「從電影談愛情：想愛趁現在-愛情

態度探索工作坊」。（103.04.23、103.05.21、103.06.04） 

（四）心理健康推廣工作坊 

1.102 學年度共辦理 12 場生命教育工作坊，工作坊主題分別為「時

間管理工作坊（榮譽校區）」、「壓力解放工作坊（榮譽校區）」、「克

服拖延工作坊（榮譽校區）」、「情緒管理工作坊（榮譽校區）」、「生

涯地圖：你的下一站在哪？－生涯探索工作坊（榮譽校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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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關係番外篇：一個人的精彩-學習獨處工作坊（榮譽校區）」、「向

生理痛 say bye bye-女性瑜伽體驗工作坊」、「上台說話不緊張-克

服上台焦慮工作坊（榮譽校區）」、「Life Go Go Go 生活更精彩-

專注力提升工作坊（榮譽校區）」、「演奏生命的樂章-失落陪伴與

處理工作坊（榮譽校區）」、「購物狂的異想世界~自我管理工作坊

（榮譽校區）」、「Show Yourself–魅力表達與自我行銷工作坊（榮

譽校區）」（102.10.01、102.11.05、102.11.22、102.12.27、103. 03.21、

103. 03.25、103.04.09、103.04.25、103.05.02、103.05.20、103.05.30、

103.06.06）。 

2. 102 學年度共辦理 5 場性別平等工作坊，工作坊主題分別為「愛

自己的身體：身體自信與情慾探索工作坊」「情傷療癒-分手後的

調適與因應工作坊」、「愛情的國度: 你-家-我~家庭與親密關係探

索工作坊」、「easy 愛，一起愛~學習相愛工作坊」、「愛。旅行：

我們的音樂愛情故事－愛情關係探索工作坊」（102.10.16、

102.10.30、103.03.19、103.05.07、103.05.14）。 

3.102 學年度辦理 1 場教職員工作坊，工作坊主題為「音樂治療與

紓壓-教職員工工作坊」（102.11.15）。 

 4.102 學年度辦理 2 場自殺防治守門人培訓工作坊，每場次共 6 小

時，主題為「壓力與因應：除了自殺，你還有其他選擇！」、「自

殺防治現況與自殺防治守門員的角色及功能」、「危機處理理念與

實務」（102.10.05、102.10.12）。 

（五）心理健康諮詢服務 

1.精神科醫師諮詢服務 

102 學年度共辦理 1 場精神科醫師諮詢問題，共為 2 小時，主題

為「與精神科醫師有約-認識身心疾病及紓壓好自在」

（102.10.12）。 

2.一般諮詢服務 

102 學年度本中心提供諮詢服務共計 52 人次，其中「家長：10

人次」、「教職員：28 人次」、「學生：8 人次」、「社區民眾：6 人

次」。 

（六）國際學生輔導 

102 學年度共辦理 4 場國際學生輔導活動，其中工作坊 3 場，主題

為「成功大學的國際學生之諮商經驗分享工作坊」、「世界大不同之

多元文化體驗工作坊」、「讓身體放個假-身心照顧與壓力管理工作

坊」（102.08.21、103.04.30、103.05.22）；另 1 場為「國際學生新生

生活適應團體」共 3 週（102.10.02、102.10.09、102.10.16）。 

（七）學生輔導增能文章 

102 學年度共有 9 篇學生輔導增能文章，主題為「正向心理學在學

校上的應用」、「長大－談大學生離家與生活適應」、「用心過生活－

195



 

 

體會當下醍醐味」、「擁抱多元性別」、「愛情學分怎麼修」、「心靈管

理-購物狂的異想世界」、「關於拖延的兩三事」、「大學生的人際關

係與溝通」、「分開後的療傷：談分手情傷後的療癒」。 

（八）心理健康推廣教育文宣品 

102 學年度以「自我概念、人際關係、親子關係、情感議題、生涯

規劃、壓力調適、生活品質」等重要心理健康主題，同時結合桌曆

功能的實用性，將心理衛生與健康之適切概念以淺顯易懂的方式編

製成「輔導中心 2014 年桌曆」，分送給本校學生以推廣心理健康知

識。 

二、心理健康活動二級預防 

（一）新生心理健康普測 

1.針對 102 學年度入學大一日間部新生、研究生及國際學生，實施

「大學生身心生活適應量表」，分別從身心狀況、自我與社會資

源二方面，了解新生的心理適應狀況，共篩選出 84 人為新生高

關懷群學生。 

2.完成 83 人測驗結果解釋與追蹤輔導，其中適應狀況良好 58 人、

進入個別諮商 19 人、應持續再追蹤 6 人（並納入高關懷個案列

管），僅有 1 人聯繫未果，已請導師後續持續關懷該生。 

（二）個別諮商 

102 學年度個別諮商總服務人數共 231 人，計 1525 人次。問題類

型前三名依序為：自我探索與瞭解、異性情愛關係、同學關係；其

中男女比率男生佔 33%；女生佔 67%；學院分布狀況為教育學院

45％、人文學院 20％、理工學院 12％、藝術學院 16％、環生學院

7％。 

（三）小團體諮商 

102 學年度共辦理 6 個成長團體，團體主題分別為「3C 人生-虛幻

與真實之間~網路中的自我探索團體」8 週、「展開自信人生之男

〝身〞女〝身〞我最讚~身體意象探索團體」8 週、「心放假~ Come 

來場身心 SPA~身心紓壓團體」8 週、「嗨！很高興認識你~人際溝

通支持團體」8 週、「《作伴》－同志支持團體」8 週、「愛，癡狂─

如何不在愛中迷失自我:愛情成長團體」8 週。 

（四）團體心理測驗實施與解釋 

102 學年度共辦理 7 場團體施測與解釋，施測內容為「基本人格量

表」3 場、「田納西自我概念量表」1 場、「生涯信念檢核表（榮譽

校區）」1 場、「人際行為量表」1 場、「艾德華個人偏好量表（榮譽

校區）」1 場（102.11.27、102.12.04、102.12.11、102.10.18、103.02.25、

103.03.07、103.0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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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心理健康三級預防（列管個案管理） 

（一）危機個案處遇 

截至 102 學年度止，共列管 4 名危機個案，並皆有接受個別諮商，

經由心理師進行自殺風險評估後以及個管人員危機處遇後，目前該

4 名學生非有立即性的危機情形，但學生狀況依然不穩定，需繼續

諮商並持續再追蹤。 

（二）高關懷個案 

1.102 學年度高關懷個案列管總計 49 名，其中「初談後量表分數

21 分以上，或勾選自殺意念者」6 名、「新生測驗高關懷追蹤後，

進入個別諮商」16 名、「新生測驗高關懷追蹤後，無個諮意願，

但仍需電訪追蹤」6 名、「危機個案轉高關懷」8 名、「其他評估

後需列管之個案 （如：他人轉介、心理師評估）」13 名。 

2.截至 102 學年度止，有 34 名學生適應狀況穩定提升已進行結案，

103 學年度持續列管為 15 名。 

（三）休復退學個案 

102 學年度休復退學學生列管總計 14 名，有 8 名學生追蹤關懷後

適應狀況穩定提升已進行結案，103 學年度持續列管為 6 名。 

四、專業訓練及研習 

（一）心理師團體督導 

102 學年度共召開 6 場心理師團體督導，並於團體督導過程中進行

個案研討，提升本中心專兼任心理師之服務品質（102.08.28、

102.10.11、102.10.25、102.11.08、102.11.29、102.12.13）。 

（二）個案研討會 

102 學年度共辦理 1 場個案研討會，邀請本校諮輔系所連廷嘉副教

授以及奇美醫院精神科林建禾醫師擔任專家角色，與校內相關單位

與教職人員進行個案研討，以協助學生提升學習與生活上的適應。

（103.04.07）  

（三）實習諮商心理師團體督導 

102 學年度共舉行 30 場實習生團體督導，於團體督導過程中進行

專業輔導業務研討，提升全職實習心理師自我專業成長。 

五、中心軟硬體更新建置 

102 學年度添購硬體設置有：更換線上個管系統伺服器、團體諮商室內

除濕機、相機，以協助中心辦理心理衛生推廣活動及行政事宜。 

六、專案計畫 

（一）本中心提出「補助大專校院聘用兼任專業輔導人員」計畫案，獲得

教育部審核通過補助 100,000 萬元整。（103.01.01 至 103.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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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中心提出「教育部 103 年度補助大專校院辦理輔導工作計畫─輔

導人員專業研習」，獲得教育部審核通過補助 46,262元。（103.08.22） 

（三）本中心提出「教育部 103 年度補助大專校院辦理輔導工作計畫─生

命教育月」，獲得教育部審核通過補助 20,000 元。（103.10.01 至

103.10.31） 

（四）本中心提出「教育部 103 年度補助大專校院辦理輔導工作計畫─校

園自殺防治守門人訓練」，獲得教育部審核通過補助 17,975 元。

（103.11.22） 

 

參、年度創新工作  

一、建立「心理健康三級預防工作之列管個案管理辦法」，使危機個案、高關

懷個案與休復退學個案有明確之列管依據、名冊與關懷追蹤流程。 

二、持續積極辦理榮譽校區心理健康衛生推廣活動，以及提供諮商服務，維

持每 1~2 週均有相關活動辦理，提升學生輔導工作之效益。 

三、以「自我概念、人際關係、親子關係、情感議題、生涯規劃、壓力調適、

生活品質」等重要心理健康主題，同時結合桌曆功能的實用性，將心理

衛生與健康之適切概念以淺顯易懂的方式編製成「輔導中心 2014 年桌

曆」，並辦理「聖誕熱曆送」活動，藉由新年度年曆發送，傳遞心理衛教

的訊息、宣導輔導中心業務及增加輔導中心在校園的曝光率，活動中也

讓彼此的祝福透過聖誕節歡樂的氣息傳送出去。（102.1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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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培育中心 

壹、單位基本資料 

本中心置主任 1 名，由校長聘請本校專任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之，綜理

本中心各項業務。分設教學與輔導組及綜合業務組 2 組，各組置組長及組員

1 名。 

 

貳、議事方面 

一、師資培育委員會 

（一）102 學年度第 1 次師資培育委員會會議（102.09.12）。 

（二）102 學年度第 2 次師資培育委員會會議（102.12.26）。 

（三）102 學年度第 3 次師資培育委員會會議（103.02.26）。 

二、課程委員會 

（一）102 學年度第 1 次師資培育課程委員會會議（102.10.09）。 

（二）102 學年度第 2 次師資培育課程委員會會議（103.02.11）。 

（三）102 學年度第 3 次師資培育課程委員會會議（103.05.09）。 

三、甄試委員會 

（一）102 學年度第 1 次教育學程甄試委員會會議（103.02.11）。 

（二）102 學年度第 2 次教育學程甄試委員會會議（103.04.24）。 

四、中心教評會 

（一）102 學年度第 1 次師資培育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103.01.15）。 

（二）102 學年度第 2 次師資培育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103.06.09）。 

五、師培獎學金 

（一）102 學年度第 1 次「卓越師資培育獎學金」甄選委員會（102.08.27）。 

（二）102 學年度第 2 次「卓越師資培育獎學金」甄選委員會（102.10.17）。 

（三）102 學年度第 3 次「卓越師資培育獎學金」甄選委員會（103.02.26）。 

六、教育實習審議小組會議 

（一）102 學年度第 1 次教育實習審議小組會議（102.12.25）。 

（二）102 學年度第 2 次教育實習審議小組會議（103.06.11）。 

七、教育部補助師資培育相關計畫工作會議 

（一）102 學年度教育部補助師資培育之大學精緻特色發展計畫工作會議

5 次（102.08.06、102.10.28、102.12.25、103.03.05、103.06.11）。 

（二）102 學年度教育部補助師資培育之大學精進師資素質計畫工作會議

5 次 （102.08.06、102.10.28、102.12.25、103.03.05、103.0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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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年度重要工作 

一、學期重要業務 

（一）每學年二次修畢學程申請，提出申請日期：上學期 10 月 1 日至 10

月 30 日，下學期 3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 

（二）「中等學校教師任教專門科目認定證明書」作業︰上學期 5 月 1 日

至 5 月 31 日，下學期 11 月 1 日至 11 月 30 日。 

二、教育學程甄試 

（一）103 年 2 月 19 日中午 12 時於雅音樓召開「103 學年度教育學程招

生甄試說明會」。 

（二）103 年 2 月 24 至 3 月 3 日中等、小學、幼教、特教教師教育學程

申請報名。 

（三）103 年 3 月 12 日辦理「教育學程甄試性向測驗」。 

（四）103 年 3 月 19 日下午 3 時至 4 時舉行「教育綜合測驗」筆試考試。 

（五）103 年 3 月 26 日辦理「教育學程甄試性向測驗」解說。 

（六）103 年 4 月 9 日中等各類學程辦理複試。 

（七）103 年 4 月 24 日公告「103 學年度教育學程」錄取名單。 

（八）103 年 4 月 24 日至 5 月 21 日各類學程報到，繳回「學生基本資料」，

以確認修習學程。 

（九）103 年 5 月 21 日中午 12 時於雅音樓召開「103 學年度學程新生座

談會」。 

三、大五新制半年教育實習 

（一）102 年 9 月 13 日辦理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育實習課程第 1 次全

校性返校座談暨研習。 

（二）102 年 10 月 23 日辦理 103 年度教育實習課程推介說明會。 

（三）102 年 12 月受理 103 年度教育實習課程跨區實習申請。 

（四）102 年 12 月 6 日辦理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育實習課程申請文件

審核作業。 

（五）102 年 12 月 13 日辦理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育實習課程第 2 次全

校性返校座談暨研習。 

（六）102 年 12 月 30 日完成 103 年度教師資格檢定考試合格人員提前送

件審查名冊暨相關資料共計 228 件。 

（七）103 年 1 月 8 日辦理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育實習課程指導教師座

談與教育實習課程實習學生職前研習說明會。 

（八）103 年 1 月 24 日出刊南大師培通訊第 17 期。 

（九）103 年 3 月 14 日辦理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育實習課程第 1 次全

校性返校座談暨研習，以及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育實習課程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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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審核作業。 

（十）103 年 4 月 28 日完成 103 年度教師資格檢定考試及格者教師證書

申請文件審核報部作業，共計 199 件。 

（十一）103 年 6 月 4 日辦理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育實習課程職前研習

說明會。 

（十二）103 年 6 月 13 日辦理本校第一屆師資培育精緻特色發展研討會

暨成果展，以及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育實習課程第 2 次全校性

返校座談暨研習。 

（十三）103 年 6 月 30 日出刊南大師培通訊第 18 期。 

 

肆、年度創新工作 

一、本校 101-102 學年度獲教育部補助師資培育之大學精緻特色發展計畫（整

合全校資源精緻師資培育各面向組），兩年度獲最高額補助 1,200 萬元。 

二、本校 102 學年度獲教育部補助精進師資素質計畫，辦理各項師資生增能

活動。 

三、102 學年度執行師資培育精緻特色發展計畫，本中心與國語文學系及應

用數學系合作，擴大辦理校內師資生各項教學專業知能檢定，包括初階

與進階板書能力檢定、初階與進階說故事能力檢定、資訊融入教學（電

子白板）檢定、數學基本能力測驗與數學教學能力檢定。 

四、103 年度續獲教育部補助史懷哲教育服務計畫，辦理臺南市及澎湖縣偏

鄉弱勢學童課業輔導服務。 

五、103 年度續獲教育部補助地方教育輔導工作計畫，辦理臺南市及澎湖縣

提升在職教師教學專業知能研習活動。 

六、103 年度續獲教育部補助落實教育實習輔導工作計畫，辦理大五新制教

育實習相關精進作為。 

七、103 年度辦理本校校友教師甄試輔導，包含模擬筆試與口教，以及提供

通過教師甄試初試校友個人化申請服務，依其複試縣市規定，安排相關

領域教師進行模擬試教與面試。 

八、本中心獎勵校內師資生借閱中心收藏之教育專業圖書、期刊及光碟。 

九、活動成果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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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教育中心 

壹、單位基本資料 

中心置主任 1 人，專任助理 4 人綜理中心業務。 

 

貳、議事方面 

一、中心主任、助理及資源教室輔導人員至臺師大參加「102 學年度大專校

院身心障礙學生鑑定工作研習－總召學校對分區學校」（102.08.01）。 

二、資源教室 1 位輔導人員出席參加「南區大專校院資源教室輔導人員特教

知能研習」（102.08.06-07）。 

三、資源教室 2 位輔導人員「102 年度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生特殊教育支持

服務系統種子教師研習」（102.08.07）。 

四、召開本校 102 學年度身心障礙新生「個別化支持計畫」會議暨新生家長

座談會（102.09.06）。 

五、中心主任、助理及資源教室輔導人員至臺師大參加「102 學年度大專校

院身心障礙學生鑑定工作協調會議」（102.09.09）。 

六、辦理 102 年度第 1 次輔導區工作會議-V2 視訊系統 WT 標準版使用說明

（102.09.25）。 

七、「特殊教育專題講座—提升大學校院資源教室輔導人員評量知能」研習

（102.09.28）。 

八、辦理 102 年度第 2 次輔導區工作會，並邀請本校特教系教授出席，與會

者有輔導區縣市政府教局代表及高中職聯絡學校代表（102.10.03）。 

九、召開本校 102 學年度第一學期身心障礙學生交通費補助審查會議

（102.10.07）。 

十、召開 102 學年度度第一學期身心障礙生期初座談會（102.10.16）。 

十一、教育部召開「102 學年度第 1 梯次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生提報鑑定複

審會議」，聘請楊憲明主任為鑑輔委員，並應邀出席與會（102.10.22 ）。 

十二、臺師大召開「「102 學年度第一學期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生鑑定工作分

區檢討會」」，楊憲明主任及中心助理與資源教室輔導員出席與會

（102.10.22）。 

十三、資源教室羅秀雲輔導員、林香綺輔導員前往臺灣師範大學參加「102

學年度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生鑑定心理評量人員研習—魏氏成人智力

量表第三版」（102.10.23-25）。 

十四、楊主任憲明出席成大殊教育諮詢會議（102.10.30）。 

十五、楊主任憲明至嘉南藥理科大資源教室專題演講並與相關人員溝通座談 

（102.11.12）。 

十六、中心助理參加「102 年度全國特殊教育資訊網成果發表暨輔區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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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研商 102 年度教育部身心障礙學生輔導工作會議」。（102.11.15）。 

十七、資源教室輔導員張筱青參加「102 年度全國特殊教育資訊網成果發表

暨輔區研習」（102.11.15）。 

十八、中心助理參加 102 年度大專校院特殊教育支持系統會議（102.11.28）。 

十九、資源教室羅秀雲輔導員、林香綺輔導員前往臺灣師範大學參加「102

學年度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生鑑定心理評量人員研習—魏氏成人智力

量表第三版」（102.12.14-16）。 

二十、特教中心專案助理前往教育部完成教育部委辦 102 年度輔導區經費投

標事宜（102.12.25）。 

二十一、出席教育部研商大專校院特殊教育學生提報鑑定標準化作業程序會

議（103.01.14）。 

二十二、資源教室 3 位輔導員參加「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大專校院身心障礙

學生鑑定實施說明會─南一區場」研習（103.01.23）。 

二十三、中心助理出席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召開之「研商高級中等以下

各教育階段學校特殊教育輔導工作會議」（103.03.10）。 

二十四、聘請鑑定委員對南一區學校提報學生之障礙類別議決等鑑定相關事

宜 （103.03.17-25）。 

二十五、召開「102 學年度第二學期身心障礙學生交通補助審查會議」

（103.03.17）。  

二十六、辦理「102 學年度第二學期身心障礙學生期初座談會」（103.03.26）。 

二十七、出席臺灣師大總召學校召開之「102 學年度第二學期大專校院身心

障礙學生鑑定工作分區檢討會」（103.04.16）。 

二十八、出席「教育部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大專校院鑑定及就學

輔導小組 102 學年度第 2 次會議」（103.04.29）。 

二十九、辦理 102 年度第二學期身心障礙學生自強活動（103.5.17）。 

三十、中心助理出席嘉義大學召開「編印大專校院特殊教育中心 101 年度工

作執行成果報告彙編協調會議」（103.05.21）。 

三十一、召開「身心障礙學生應屆畢業生轉銜會議」（103.05.28）。 

三十二、召開「102 學年度第二學期諮商與輔導學系身心障礙學生個案輔導

會議」（103.05.29）。 

三十三、出席「103 年度全國大學校院特殊教育中心工作檢討會」

（103.06.12~13）。 

三十四、出席教育部「103 年度大專校院學生事務工作整合共識營」

（103.0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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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年度重要工作 

一、訪視諮詢輔導 

（一）台南市崇明國小-何美慧主任（102.09.23）。。 

（二）台南市崇明國小-何美慧主任（102.10.14）。 

（三）台南市崇明國小-何美慧主任（102.10.29）。 

（四）台南市善化國中、民德國中-楊憲明主任（102.11.05）。 

（五）台南市崇明國小-何美慧主任（102.11.07）。  

（六）台南市長興國小-李芃娟副教授 （102.11.14 上午）。 

（七）台南市建興國中-林慶仁主任（102.11.25）。 

（八）澎湖中正國中-詹士宜副教授、楊憲明主任（102.11.26）。  

（九）台南市公園國小-何美慧主任（102.11.29）。 

（十）中華醫事科大資源教室-李芃娟副教授、楊憲明主任（102.12.03 上

午）。 

（十一）首府大學資源教室-詹士宜副教授、楊憲明主任（102.12.03 下午）。 

（十二）台南市土城國小、土城高中-詹士宜副教授（102.12.05 上午）。 

（十三）澎湖文光國小、中興國小-詹士宜副教授、楊憲明主任

（102.12.11）。 

（十四）台南市崇明國小-何美慧主任（103.01.23）。 

（十五）台南應用科技大學--林慶仁主任（103.06.12）。 

（十六）嘉南藥理科技大學-林慶仁主任、楊憲明主任（103.06.18）。 

（十七）興國管理學院-李芃娟副教授 （103.06.24）。 

（十八）敏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林慶仁主任、楊憲明主任（103.06.27）。 

（十九）南臺科技大學-楊憲明主任（103.07.01）。 

（二十）遠東科技大學-林慶仁主任、楊憲明主任（103.07.08）。 

（二十一）長榮大學-李芃娟副教授、楊憲明主任（103.07.23）。   

二、特殊教育諮詢專線 

（一）102 學年度第一學期諮詢時間：102.09.23（星期一）開始，至 102.12.20

（星期五）止，共上線 280 小時。       

（二）102 學年度第二學期諮詢時間：103.02.24（星期一）開始，至 103.06.13

（星期五）止，共上線 276 小時。 

（三） 102 學年度個案晤談共 20 人次。 

（四） 102 學年度網路諮詢共 11 人次。 

三、研習研討會 

（一）「身心障礙學生性別平等教育」研習（102.0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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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音樂治療在特殊教育的應用」研習 1（102.08.15）。 

（三）「102 學年度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生鑑定工作研習~南一、南二區」            

研習（102.8.20）。 

（四）「國際健康功能與身心障礙分類系統（ ICF）」研習（102.08. 

28）。 

（五）「102 年度輔導區特殊教育研討會」（102.10.19）。 

（六）「情緒障礙進階研習~行為功能介入方案」（102.10.26）。 

（七）「特殊教育專題講座—書寫障礙的認識與教學策略」（102.11.30）。 

（八）「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生鑑定實施說明會─南

一區場」（103.01.23）。 

（九）「大專校院資源教室輔導人員提報鑑定工作相關知能」研習 

            （103.2.13）。  

（十）「泛自閉症知能與輔導」研習（103.03.22）。 

（十一）「聽障教師的性別教育輔導知能」研習（103.03.29）。 

（十二）「學習障礙的鑑定與教學」研習（103.04.12）。 

（十三）「智能障礙相關議題」研習（103.05.21）。  

（十四）「情緒行為障礙~ADHD 診斷與輔導」研習（103.06.21）。 

（十五）「學習障礙相關知能」研習（103.07.15）。 

（十六）「中文閱讀障礙診斷流程與測驗工具」研習（103.07.24-25）。 

（十七）「妥瑞氏症議題」研習（103.07.31）。                                                                                                                                                                                                                                                

四、其他 

（一）透過特教通報網接收並整理各校轉銜進入本校的新生資料。 

（二）協助處理身心障礙新生與校內相關單位課務及生活等問題。 

（三）製作身障生的大字體及電子檔教材。 

（四）辦理本校「102 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升學大專校院甄試錄取名額補           

助」、「103 年度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工作計劃」

經費之申請。 

（五）辦理 102 學年度第一學期身心障礙學生電影欣賞（逆光飛翔）。 

（六）協助聯繫身心障礙學生（視覺障礙、聽覺障礙、肢體障礙）學習輔

具維修、歸還及新生輔具借用等相關事宜。 

（七）協助身心障礙學生校園生活適應、學習及人際互動等相關事宜。            

（八）規劃特教中心辦理輔導區特殊教育工作及經費預算。 

（九） 彙整畢業生轉銜資料。 

（十）協助輔導區縣市教育局安排「各類特殊教育班評鑑」評鑑委員           

時程及相關事項。 

（十一）協助本校聽障生課堂即時聽打、視覺障礙學生筆記抄寫及協助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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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障礙學生課堂上擴視機之使用、書本翻頁等。 

（十二）調查本校 99 至 101 學年度身心障礙畢業學生就業狀況已上特教

通報網填報完成。  

（十三） 協助身心障礙學生辦理 102 學年度學雜費減免相關事宜。 

（十四）協助身心障礙新生選課及學雜費減免等相關問題。  

（十五）提供輔導區借用測驗。 

自 102.08.1-103.07.1 止： 

魏氏智力測驗 3 版 60/人次，共 450 箱。 

魏氏智力測驗 4 版 100/人次，共 100 箱。 

幼兒魏氏智力測驗 3/人次，共 6 箱。 

一般測驗 158/人次，共 350 份。 

（十六）提供相關單位索取叢書（自 102.9.20-103.06.30 止，共 40 人次）。 

（十七）協助輔導區高中職學校處理有關特殊教育之各項相關事項。 

（十八）辦理並通報教育部本校 102 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交通補助核准名

單。 

（十九）協助身心障礙學生校園生活適應、人際互動、學習等相關事項。 

（二十）寄發 102 學年度第一學期資源教室滿意度調查給本校身心障礙               

學生。 

（二十一）辦理並通報教育部本校「102 學年度一、二學期身心障礙學                  

生交通費補助」核准名單。 

 

肆、年度創新工作  

一、辦理南一區 102 學年度上下學期共 2 梯次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生鑑定工

作相關事項。 

二、協調安排南一區學校新增疑似生之施測評量等相關事項。 

三、協助輔導區臺南市「101 學年度特教評鑑未通過學校之複評工作」。 

四、協助輔導區澎湖縣鑑輔會鑑定安置及辦理研習相關事宜。 

五、協助課外活動組聯繫身心障礙學生辦理「2014 總統教育獎」申請相關        

事宜及「2014 總統教育獎複審實地訪視」相關事宜。 

六、辦理本校 102 年度「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生支持服務概況檢核系統」第       

一階段填報相關事宜。 

七、辦理本校「102 學年度第一梯次特殊學求學生鑑定安置」相關事宜。 

八、辦理本校 102 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自強活動（地點：第一學期屏東國立       

海洋生物博物館、第二學期台中科博館）。 

九、更新本校「102 學年度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生支持服務概況檢核系統」       

填報相關事宜。 

十、接收新生個案及彙整 102 學年度身心障礙新生轉銜資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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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協助「高雄市立楠梓特殊學校高職部啟明類學生、家長及教師至本校          

特殊教育中心資源教室、視障教育與重建中心參訪活動」相關事宜。 

十二、協助任課老師轉譯考卷、安排視覺障礙學生考試場地及其他如補考等          

相關事宜。 

十三、協助身心障礙學生辦理 102 學年度第二學期學雜費減免相關事宜。 

十四、協助特殊教育學系、體育學系身心障礙學生，辦理轉學及特教通報轉          

銜等相關事宜。 

十五、協助臺南市政府教育局辦理藝術才能-美術、音樂資優班甄試相關事          

宜，包含中心助理前往台師大借用評量工具、當日安排人員前往月津

國小及永福國小施測並由中心楊憲明主任及特教系吳昆壽教授擔任巡

場工作；施測完成後製師大繳交答案卡並歸還評量工具及評分結果之

聯繫等。 

十六、上傳 102 年度工作成果至教育部特教優質網站並寄送紙本及光碟。 

十七、彙整 103 級身心障礙應屆畢業生轉銜資料。 

十八、辦理 103 年「身心障礙畢業生志學獎」及知會得獎學生領獎相關事宜。 

十九、協助教育部調查並回報本校特殊教育資源及推動概況。 

二十、追蹤本校身心障礙學生休學狀況及完成轉銜通報相關事宜。 

二十一、發放南 1 區學校「教育部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大專校院

鑑定及就學輔導小組 102 學年度第 1 梯次鑑定證明書」及後續連絡

等相關事項。 

二十二、填報「大學特殊教育中心辦理 102 年度輔導服務工作意見問卷調查」。 

二十三、規畫南一區 17 所大專校院資源教室 6-8 月訪視相關事宜。 

 

伍、年度榮譽事蹟 

一、特殊教育學系博士班 102 級視覺障礙學生黃子軒榮獲總統教育獎。 

二、特殊教育學系 96 級視覺障礙學生許嘉芳考取 103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

身心障礙人員教育行政三等考試。 

三、英語學系 103 級重器障學生沈慈郁考取 103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身心障

礙人員一般行政四等考試。 

四、文化與自然資源學系 102 級視覺障礙學生吳文勻考取 103 年公務人員特

種考試身心障礙人員一般行政四等考試。 

五、英語學系 102 級肢體障礙學生鄭伊婷考取 103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身心

障礙人員一般行政五等考試。 

六、台灣文化研究所碩士班一年級自閉症學生陳岳群考取 103 年公務人員特

種考試身心障礙人員一般行政五等考試。 

207



 

 

視障教育與重建中心 

壹、單位基本資料 

本中心設有主任 1 名、專任助理 1 名、社工 1 名及臨時工讀生。年度外

接五個委辦專案，委辦單位有教育部師培及藝術司、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

署、臺南市政府勞工局及社會局、澎湖縣政府社會處、嘉義縣政府社會處。 

 

貳、議事方面 

一、103 年度視覺障礙師資培訓與相關工作計畫專案 

召開「103 年度特教合格教師在職進修視障專精學分班」複選會議，本

校啟明苑 210 室（103.06.03）。 

二、臺南市社會局委辦之視覺障礙者生活重建服務計畫 

召開督導會議共 5 次（102.07～102.12）。 

三、嘉義縣政府委辦之「嘉義縣身心障礙者生活重建服務中心」 

召開「嘉義縣身心障礙者生活重建服務中心」ICF 新制評估訪視會議

（102.05.31）。 

四、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委辦「103 年度研商高中視障教育教學與輔導

工作」 

（一）召開「高中職視障教育工作協商會」，與教育部國教署原民組王春

成組長共同主持（103.02.10）。 

（二）召開「103 年高中職視障學生教學與輔導研究計畫」之專家諮詢會

議，地點：本校啟明苑 210 室（103.05.26）。 

 

參、年度重要工作 

一、辦理「103 年度視覺障礙師資培訓與相關工作計畫專案」 

（一）辦理「102 年度特教合格教師在職進修視障專精學分班」，地點：

本校啟明苑 302 室（102.07.01～102.08.13）。 

（二）辦理「102 年度全國教師及相關人員視障 10 學分班」第 3 階段，

上課地點：北區-臺灣師範大學及南區-臺南大學（102.10.05～

102.11.24）。 

（三）辦理「103 年度全國教師及相關人員視障專業 10 學分班」第 1 階

段，地點分北南二區，北區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及南區-臺南大學

（103.03.29～103.05.24）。 

（四）辦理「103 年度全國教師及相關人員視障專業 10 學分班」第二階

段，地點：網路及本校啟明苑 210 室（103.05.24～103.07.25）。 

（五）調查 102 學年度各縣市政府教育局（處）視覺障礙學生融合教育巡

迴輔導實施概況，並彙整各縣市政府對於 98-102 年師訓班結訓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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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巡迴輔導的評估意見（103.06.07～103.06.30）。 

二、辦理「臺灣省暨金馬地區 102 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十二年就學安置：視

覺障礙學生甄試登記分發」 

公告安置結果，並寄發安置通知。（102.05.31）。 

三、辦理「臺南市社會局委辦之視覺障礙者生活重建服務計畫」 

（一）內政部視障生活重建福中心巡迴考核（102.07.11）。 

（二）宣導活動：永康區公所、東區區公所、按摩工會職訓班宣導中心業

務（102.06～102.07）。 

（三）舉辦學員中秋聯歡聚會（102.09.18）。 

（四）進行一次團體活動，主題：口述電影。（102.10.04）。 

（五）接受台南市期末評鑑。（102.11.05）。 

（六）11 月進行團體活動共 4 次（102.11.07、102.11.12、102.11.14、

102.11.19）。 

四、辦理「澎湖縣視覺障礙者生活重建服務方案」 

（一）辦理 102 年度視障生活重建個案管理員培訓（102.07）。 

（二）接受衛福部訪評（102.10.31）。 

（三）替代役支援：職前訓練（102.11）。 

（四）身障業務縣外參觀（102.12.05.～102.12.08）。 

（五）宣導活動：衛福部老人之家（102.12.02）。 

（六）出席聯繫會報、性侵害防治專業訓練、職重個案研討會（103.03.21、

103.04.17、103.04.10）。 

（七）辦理宣導活動共 3 場（103.05.31、103.06.04）。 

五、辦理「嘉義縣身心障礙者生活重建服務中心」 

（一）7 月視障電訪共 49 人，視障家訪共 8 人，肢障電訪共 25 人、肢障

家訪共 1 人。（102.07）。 

（二）進行 3 場宣導服務。（102.09.10、102.09.14、102.09.17）。 

（三）接受期末及衛福部訪評（102.10.23、102.10.28）。 

（四）辦理肢體障礙團體 1 場。（102.11.16）。 

（五）辦理視障團體上下午各一場（102.12.1）。 

六、教育部國民及教育署委辦「103 年度研商高中視障教育教學與輔導工作」 

（一）彙整點字教科書點字檔並上傳網路（103.05）。 

（二）協助調查 103學年度視障生適性安置結果家長滿意度調查。（103.06） 

七、研習及研討會 

（一）辦理「102 年度全國視障學生及視障教育教師點字比賽」，地點：

本校啟明苑（102.0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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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辦理「102 年度盲用電腦種子教師培訓研習」第 1 階段，地點：本

校啟明苑 205 電腦教室（102.10.19～102.10.20）。 

（三）辦理「2013 視覺障礙創新與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地點：本校啟

明苑 1 樓演講廳（102.11.2～102.11.3）。 

（四）辦理「102 年度特教合格教師在職進修視障專精學分班」外埠參訪

研討會，地點：臺中市私立惠明盲校、視心文化事業有限公司、臺

北市立啟明學校、慕光盲人重建中心、及臺北市五常國小（102.11.05

～102.11.08）。 

（五）辦理嘉義市社會處委辦「盲用電腦初階訓練班」專案，培訓個案

14 人（102.07.01～102.11.30）。 

（六）辦理「102 年盲用電腦種子教師初階培訓研習」第 2 階段，地點：

本校啟明苑 205 電腦教室（102.11.23～102.11.24）。 

（七）辦理「103 年音樂科系視障生與前輩有約活動」地點：本校啟明苑

308 室（103.03.22）。 

（八）與臺灣師範大學復健諮商研究所共同辦理「2014 年推展台灣音樂

點字教育和點字樂譜製作研討會」，地點：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博愛

樓一樓 112 教室（103.03.30）。 

（九）辦理澎湖縣「103 年盲用電腦系列培訓班之計畫」（103.07.1～

103.11.30）。 

八、出版品 

出版「102 年度視覺障礙師資培育相關工作計畫」專案成果報告（102.12）。 

九、中心網頁更新 

十、就業服務 

（一）接待北京盲人學校參觀。（102.12.05）。 

（二）接待臺灣歷史博物館參觀，含館長共 9 人蒞臨。（103.01.02）。 

（三）台南市盲人福利協進會執行台南市政府勞工局委辦「103 年台南市

身心障礙者居家就業服務計畫」之申請，林主任慶仁為計畫主持

人。（102.12）。 

（四）協助新北市欣和公益協會整理全國小一與小二視障學生使用點字書

數量與名冊之統計。（102.12）。 

（五）接待工研院南分院智動化系統部參觀，含經理共 4 人蒞臨。

（103.01.16）。 

（六）大考中心來訪討論視障生考生服務事宜。（103.03.10）。 

（七）大考中心安排香港考試及評核局人員蒞臨中心參觀事宜。

（103.07.17）。 

十一、電話及面談諮詢輔導服務：計全學年教育及重建就業服務 1000 人次以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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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育成中心 

壹、單位基本資料 

本中心現置有主任 1 名、組長 1 名、專任執行長 1 名、校聘組員 1 名。 

 

貳、議事方面 

一、台南巿中小企業榮譽指導員協進會鄭會長來訪，洽談產經學院課程規劃

事宜（102.8.1）。 

二、協助上尚集團浙江五洲實業有限公司開發東協市場（東協經濟共同

體,ASEAN Economic Community, AEC），尋求貿易商合作伙伴

（102.9.8-11）。 

三、至中國溫州進行業務執行及參訪考察（102.08.14~23）。 

四、中心與台南巿工商發展投資策進會、台南巿中小企業榮譽指導員協進會

合辦「國立臺南大學創新產經學院經營管理學程」（102.10.09-12.25）。 

五、協助五洲公司擴展歐洲市場，尋找歐洲貿易商並參展（102.10.20-29）。 

六、至中國溫州、麗水、深圳進行業務執行及參訪考察（102.11.10-17）。 

七、在台糖長榮酒店舉辦產學研發成果產品發表會（102.11.15-16）。 

八、大陸浙江省官員拜訪本校，本中心接待並陪同參觀南科育成中心

（102.12.4）。 

九、協助尚上集團拜訪台灣企業及參訪台灣文創產業（102.12.27）。 

十、參訪台北松山文創園區、台北華山文創園區及參訪客家產業博覽會    

（台北世界貿易中心南港展覽館）（102.12.29）。 

十一、受上尚集團浙江五洲實業有限公司委託執行「健康科技商業策略與    

全球佈局」產學合作計畫,至中國溫州進行業務執行及參訪考察     

（103.01.09-20、103.02.22-03.01、103.04.09-19）。 

十二、邀請本校特殊教育學系曾老師至中心洽談研究事宜（103.03.06）。 

十三、拜訪中山醫學大學物理治療學系洽談合作事宜（103.03.10）。 

十四、至日本參加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n Natural Sciences and    

Engineering（ICNSE 2014）進行育成中心產學研發成果論文發表    

（103.05.05-09）。 

十五、至國立臺灣大學材料系進行業務諮詢（103.05.14-15）。 

十六、執行產學合作計畫至拜耳材料科技中國上海廠進行業務執行與參訪考         

察（103.05.17-21）。 

十七、前台南巿中小企業榮譽指導員協進會鄭會長拜訪中心，洽談產經學院         

開課事宜（103.05.26）。 

十八、前台南巿中小企業榮譽指導員協進會鄭會長拜訪中心，洽談二岸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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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交流等開課事宜（103.06.9）。 

十九、受台灣艾比克股份有限公司邀請至大陸地區進行相關業務參訪與考察         

（103.07.15-08.02）。 

 

參、年度重要工作 

一、產學合作 

（一）與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醫療器材及光電設備處光電系統組張博士

洽談合作事宜（102.08.27）。 

（二）大陸浙江蒼南儀表黃總經理拜訪中心洽談產學合作事宜

（102.08.28）。 

（三）至台中拜訪"大東樹脂化學股份有限公司台中總公司"洽談產學合作

事宜（102.09.02）。 

（四）拜訪工研院南分院，洽談產學合作事宜（102.09.03）。 

（五）受上尚集團浙江五洲實業有限公司委託執行「健康科技商業策略與

全球佈局」產學合作計畫，至中國杭州、溫州進行業務執行及參訪

考察（102.09.22-30）。 

（六）拜訪員林何醫院洽談產學合作事宜（102.10.18）。 

（七）拜訪傑邁電子總經理洽談產學合作事宜（102.11.30）。 

（八）黃顧問來訪洽談產學合作事宜（102.12.05）。 

（九）財團法人塑膠工業技術發展中心人員來訪，洽談產學合作事宜

（102.12.9）。 

（十）寰達設計印刷公司張總經理來訪洽談合作事宜（102.12.10）。 

（十一）宏盛鑫商務飯店許總經理來訪洽談合作事宜（102.12.10）。 

（十二）辦理上尚集團浙江五洲實業有限公司與本中心簽訂產學合作事宜

（102.12.16）。 

（十三）佳德精密機械有限公司總經理來訪，洽談產學合作事宜

（102.12.16）。 

（十四）拜訪台中大東、通順複合材料有限公司，洽談產學合作事宜

（102.12.17）。 

（十五）拜訪台灣艾比克公司，洽談產學合作事宜（102.12.28）。 

（十六）拜訪傑邁醫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洽談研究事宜（102.12.30）。 

（十七）敦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賴總經理來訪，洽談產學合作與進駐事宜

（103.01.16）。 

（十八）拜訪台南巿榮譽指導員趙秘書長，洽談產學合作事宜

（103.01.24）。 

（十九）與進駐企業綠星光電有限公司黃經理洽談文創產品產學合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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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1.28）。 

（二十）拜訪國防醫學院牙科及傑邁公司洽談合作（103.02.11-12）。 

（二十一）台南巿企業發展研究協會陳理事長來訪，洽談合作事宜

（103.02.14）。 

（二十二）工業技術研究院特用材料部薛研發副理及陳資深研究員來訪，

洽談合作事宜（103.2.14）。 

（二十三）拜訪大東樹脂化學股份有限公司，洽談合作事宜（103.02.20）。 

（二十四）台灣艾比克股份有限公司蘇董事長及幹部來訪，洽談產學合作

事宜（103.03.05）。 

（二十五）至台北拜訪大洋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及台塑集團，洽談產學

合作事宜（102.06.16 ~17）。 

（二十六）至嘉義拜訪耐斯集團，洽談產學合作事宜（102.06.18）。 

（二十七）至泰國參展及進行國際合作業務參訪、洽談產學合作

（102.06.20~30）。 

（二十八）名家跨組織協同研究中心姜老師來訪，洽談合作事宜

（103.06.10）。 

（二十九） 至傑邁醫學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洽談產學合作（103.07.07）。 

（三十）至郁冠公司及國創會洽談產學合作（103.07.08）。 

二、培育輔導 

（一）輔導本中心進駐企業－翔禾文教有限公司，洽談產學合作規劃

（102.08.20）。 

（二）輔導本中心進駐企業－文弘文化有限公司，洽談企業經營與管理

（102.08.06）。 

（三）百方儀器林經理來訪，並協助指導產學合作實驗設備相關事宜

（102.08.09）。 

（四）輔導本中心進駐企業－瀚揚文創有限公司，洽談經營與管理規劃

（102.08.16）。 

（五）輔導本中心進駐企業－華翊居家有限公司，洽談產學合作規劃

（102.10.04）。 

（六）輔導進駐企業傳承電腦有限公司，洽談經營與管理規劃（102.12.13）。 

（七）輔導進駐企業康可資訊有限公司，進行商品規劃及未來走向

（102.12.24）。 

（八）與進駐企業微立科技有限公司洽談商業輔導與產學合作事宜

（103.01.28）。 

（九）與進駐企業捷宏資訊有限公司洽談商業輔導與產學合作事宜

（103.05.20）。 

（十）輔導進駐企業敦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營運策略方針（103.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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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 

（一）「國立臺南大學創新產經學院經營管理學程」：CEO 高階實務管

理，授課講師：國際創新創業發展協會發起人及科技委員陽世進

（102.10.16）。 

（二）「國立臺南大學創新產經學院經營管理學程」：政府資源補助方案實

務，授課講師：台南市工商發展投資策進會施朝清專員

（102.10.23）。 

（三）「國立臺南大學創新產經學院經營管理學程」：創新目標與績效

管理，授課講師：宏寶文化事業集團吳金寶總裁（102.10.30）。 

（四）「國立臺南大學創新產經學院經營管理學程」：企業經營經驗與實務

研討，授課講師：傑邁電子股份有限公司李博興副董事長

（102.11.06）。 

（五）「國立臺南大學創新產經學院經營管理學程」：知識經濟時代行銷與

客戶關係管理，授課講師：科技管理研究所教授劉哲宏博士

（102.11.13）。 

（六）「國立臺南大學創新產經學院經營管理學程」：台灣電子商務發展趨

勢，授課講師：名家國際協同股份有限公司姜榮哲董事長

（102.11.20）。 

（七）「國立臺南大學創新產經學院經營管理學程」：人格特質與溝通協調

管理，授課講師：科技管理研究所教授林懿貞博士（102.11.27）。 

（八）「國立臺南大學創新產經學院經營管理學程」：營造美感氛圍分享，

授課講師：台南巿民政局洪福龍（102.12.0）。 

（九）「國立臺南大學創新產經學院經營管理學程」：創新管理與實務，授

課講師：科技管理研究所教授劉子歆博士（102.12.11）。 

（十）「國立臺南大學創新產經學院經營管理學程」：顧問服務業在二岸的

創新與創業機會，授課講師：杜德管理顧問有限公司總經理胡振生

（102.12.18）。 

（十一）拜訪蘭筵概念文化展參展廠商，洽談合作事宜（103.03.07）。 

（十二）至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 B 棟 9 樓禮拜堂執行計

畫參加教育訓練-人體試驗講習班（103.06.14）。 

   

肆、年度創新工作 

一、辦理由本中心與台南巿工商發展投資策進會、台南巿中小企業榮譽指導

員協進會合辦「產業創新服務模式講座」校內場地借用事宜（102.10.15）。 

二、於本校誠正大樓一樓中庭舉行「智慧型家庭供電系統」成果發表會，展

現本校與廷鑫金屬集團合作的成果，由校長與吳福禱董事長共同主持，

並邀請臺南市顏純左副市長、經濟發展局方進呈局長、莊玉珠議員等貴

賓蒞臨剪綵，在師生及多位民代、業界代表的見證下，展現本校研發軟

實力（102.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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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中心與雲嘉南區婦女企業諮詢委員會合辦「雲嘉南區婦女創業就業研

討會」（102.12.23）。 

四、與台南巿中小企業榮譽指導員協進會聯合舉辦「南部產業輔導與育成研

討會」（103.06.18）。 

 

伍、年度榮譽事蹟 

一、本中心主任與執行長指導產學研發團隊研究生謝柏誠、沈兆棠、吳直晏、

曾嚴亭、邱瑞笙、羅靖富，參加 2013 國際生物醫學工程科技研討會論

文競賽，在「生物力學」及「生醫光電」領域皆榮獲「優等獎」

（102.11.15-16）。 

二、本中心 102 年度單位網頁評鑑成績優良，獲頒獎狀一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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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中心 

 

壹、單位基本資料  

本中心現置主任 1 名，下設華語文組及外國語文組，組長 2 名。 

 

貳、議事方面  

一、辦理本中心上學期第一次會議，含各項行政業務與主管職務交接工作事

宜。 

二、辦理本中心下學期第一次會議並規劃下學期活動。（103.02.14） 

三、華語文營隊隊輔招募與培訓。（103.05.23） 

四、華語文營隊隊輔行前說明會。（103.06.21） 

五、本中心蔡玲婉主任至美國加州聖地牙哥參加「美州教育者年會 NAFSA」。

（103.05.25-103.05.30） 

 

參、年度重要工作  

一、辦理演講 

（一）林春吟老師「日本留學經驗談」。（102.10.02） 

（二）何淑貞老師「談華語老師應具備的中華文化素質」。 

（三） 102 學年度上學期「千禧書法講座」。邀請劉高興老師「從氣韻審

美談書法 繪畫」、蔡耀慶老師「從觀看到表現」、陳星平老師「漢

字書藝創作經驗分享」、黃宗義老師「朱玖瑩先生的書法創變」進

行演講。（102.10.5-103.12.21） 

（四）胡融昀老師「我的教甄之路—教戰手冊」。（102.12.18） 

（五） 與教學與學習發展中心合辦演講活動：魏永疆先生「半澤植樹─

─提昇中文力，職場能力加倍奉還」。（103.02.26） 

（六） 102 學年度下學期「千禧書法講座」。邀請吳啓禎老師「書法的變

與不變──談自我創作體悟與實踐」、陳政見老師「書法生活書法

生」、饒嘉博老師「書法與文化活動之創意與行銷」、邱仲銘老師「書

寫的可能── 一個業餘書法愛好者的觀察與想像」進行演講。

（103.03.15-103.05.31） 

（七） 與教學與學習發展中心合辦演講活動：梅墨生教授「太極與書法」

演講。（103.05.24） 

（八） 與教學與學習發展中心合辦演講活動：洪慎杏老師「海外華語教

師職能經驗分享」。（103.0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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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辦理校園檢定考 

（一）辦理 102 學年度第一學期第 5 期多益校園考試，考試日期為 103 年

1 月 5 日。 

（二）辦理 CWT 全民中文能力測驗中心 2014 臺南大學校園考，考試日

期為 103 年 5 月 17 日。 

（三） 辦理 102 學年度第一學期第 6 期多益校園考試，考試日期為 103

年 6 月 8 日。 

三、辦理推廣教育課程 

（一）開設 102 學年第一學期「對外華語文課程」，初階班上課日期：每

星期二、 四晚 7~9 點；進階班上課日期：每星期二、五早上 10~12

點。（102.10.01-103.01.10） 

（二）辦理 102 學年第一學期「語言交換」，由境外生八木榛名、薄玄、

路易士與本國學生進行一對一或一對多的交換活動，每週十個時段 

（102.10.23-103.01.10） 

（三）協辦台南市教育局「中小學教師書法精進教學」研習。

（102.10.26-102.11.09） 

（四） 辦理「作文師資培訓班第一期」。（102.11.02-102.12.14） 

（五）辦理「臺語認證及師資培訓班第一期」。（102.11.09-102.12.21） 

（六）開設 102 學年第二學期「對外華語文課程」，初階班上課日期：每

星期二、四晚上 7~9 點。（103.03.04-103.06.12） 

（七）辦理 102 學年第二學期「語言交換」，由境外生薄玄、路易斯、藍

明與本國學生進行一對一或一對多的交換活動，每週三個時段。

（103.03.26-103.06.12） 

（八）開設「境外生書法班」的免費課程。（103.03.25-103.05.20） 

（九）辦理「作文師資培訓班第二期」。（103.04.12-102.05.24） 

（十）辦理「臺語認證及師資培訓班第二期」。（103.04.12-102.05.24） 

（十一）辦理「圖畫書講讀師資培訓班第一期」。（103.04.19-102.05.17） 

（十二）辦理 The Evergreen State College 長青州立學院暑期華語文營隊，

包括四天華語文課程及台南、屏東二日旅遊行程。

（103.06.26-103.07.04） 

四、辦理活動 

（一）外籍生華語初階班於課程中進行文化活動：「中國繪畫藝術—絹扇

製作」，作品於校慶期間於文薈樓中庭展出。（102.12.12） 

（二）協助圖書館辦理張武俊先生、張清榮館長及黃宗義主任攝影、新詩、

書法開幕茶會的主持工作。（102.12.19） 

（三）外籍生華語進階班進行「中國的節慶—冬至吃湯圓」活動。

（102.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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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與國語文學系合辦「校慶揮毫活動」，包括「二胡、笛子演奏表演」、

「校慶對聯大接力」、「名家方幅春聯書寫」。（102.12.21） 

（五）境外生書法班於文薈樓 B1 進行兩週成果作品發表。

（103.05.24-103.06.06） 

五、其他 

（一）曾文高商高三學生參觀語文中心，體驗語言交換活動進行之情形。

（102.11.20） 

（二）提供語文中心兩間小研討室協助國語文學系進行系上自評。

（102.11.22） 

（三）與多益公司簽訂 103 年 1 月-105 年 1 月多益測驗合約。 

（四）處理 101 年 5 月 27 多益校園考溢繳報名費退費事宜。（102.03.09） 

（五）本校教育研究所吳宗原同學榮獲 CWT 全民中檢優等獎學金，於語

文中心頒發獎金。（103.05.12） 

 

218




	00-3-單位主管名錄
	01-學術副校長室
	02-行政副校長室
	03-教務處
	04-學生事務處
	05-總務處
	06-研發處
	07-圖書館
	08-博物館
	09-秘書室
	10-體育室
	11-人事室
	12-主計室
	13-0-教育學院
	13-1-教育學系
	13-2-特殊教育學系
	13-3-幼兒教育系
	13-4-體育學系
	13-5-諮商輔導學系
	14-0-人文與社會學院
	14-1-台灣文化研究所
	14-2-行政管理學系
	14-3-文化與自然資源學系
	14-4-國語文學系
	14-5-英語學系
	15-0-理工學院
	15-1-機電系統工程研究所
	15-2-電機工程學系
	15-3-應用數學系
	15-4-數位學習科技學系
	15-5-材料科學系
	15-6-資訊工程學系
	15-7-經營與管理學系
	16-0-環生學院
	16-1-綠色能源科技學系
	16-2-生物科技學系
	16-3-生態科學與技術學系
	17-0-藝術學院
	17-1-音樂學系
	17-2-美術學系
	17-3-動畫媒體設計研究所
	17-4-戲劇創作與應用學系
	18-教學與學習發展中心
	19-校友服務中心
	20-通識教育中心
	21-電子計算機中心
	22-輔導中心
	23-師資培育中心
	24-特殊教育中心
	25-視障教育與重建中心
	26-創新育成中心
	27-語文中心
	
	頁面 1

	空白頁面
	空白頁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