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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主管名錄 

壹、行政單位 

校長                                              黃秀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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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副校長                                        林瑞榮 

教務長                                            陳惠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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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秘書                                          姜麗娟 

體育室主任                                        龔憶琳 

人事室主任                                        賴秋雲 

主計室主任                                        王明洲 

博物館館長                                        潘青林 

貳、教學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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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芃娟  

幼兒教育學系主任                                  吳麗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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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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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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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機工程學系主任                                  白富升 

應用數學系主任                                    吳博雅 

數位學習科技學系主任                              莊宗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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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綠色能源科技學系主任                              張家欽 

生物科技學系主任                                  張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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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術學院 

藝術學院院長                   (103.08.01-104.01.31) 李德淋 

                           (104.02.01-104.05.14 代理) 侯志正 

                             (104.05.15-104.07.31) 林玫君 

音樂學系主任                                      侯志正  

視覺藝術與設計學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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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08.01-104.01.31) 王婉容 

(104.02.01-104.05.31 代理) 陳韻文 

   (104.06.01-104.07.31) 林雯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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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仙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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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莊學術副校長陽德主持本校會議如下: 

(一) 「本校校務會議提案與法規審議委員會議」合計 3 次(103.8.5、 

103.9.9、104.3.23)。 

(二) 代理校長主持「103 學年度初任教師研習」(103.8.13)。 

(三) 代理校長主持「103 學年度新生家長座談會籌備會議」(103.8.19)。 

(四) 「103 年度內部稽核計畫作業協調會」(103.8.28)。 

(五) 「本校校務發展委員會籌設會議」(103.8.28)。 

(六) 「本校交換學生來校就讀審查會議」合計 3 次(103.8.29、103.11.21、 

104.5.4)。 

(七) 代理校長主持「103 學年度各學系新生入學分發成績分析說明會」 

103.9.11)。 

(八) 代理校長主持「精緻特色發展計畫工作會議」(103.9.11)。 

(九) 代理校長主持「精進師資素質計畫工作會議」(103.9.11)。 

(十) 代理校長主持「境外生始業輔導」(103.9.12)。 

(十一) 「103 年度教育部彈性薪資討論會議」(103.9.23)。 

(十二) 代理校長主持「主管會報」合計 2 次(103.10.6、104.5.25)。 

(十三) 「臺南市政府教育人員研究發表積分審查會議」(103.10.7)。 

(十四) 代理校長主持「103 年度教育部彈性薪資審查委員會議」 

(103.10.13)。 

(十五) 代理校長主持「本校行政會議」(103.10.15)。 

(十六) 「本校教師懲處機制專案小組會議」(103.10.23)。 

(十七) 代理校長主持「104 學年度碩士班(含碩士專班)、博士班招生委員 

會議」(103.10.24)。 

(十八) 代理校長主持「104 年度產業碩士專班招生會議」(103.10.24)。 

(十九) 代理校長主持「教學績優系所遴選會議」(103.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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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 「本校交換學生出國甄選複審審查會議」(103.10.27)。 

(二十一) 「本校境外學生暑期專班協商會議」(103.10.28)。 

(二十二) 代理校長主持「本校 103 學年度校外專業實習委員會議」 

(103.10.29)。 

(二十三) 代理校長主持「104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招生書面資料審查相關 

事宜」(103.10.29)。 

(二十四) 「就業培力卓越計畫(教學增能計畫)」管考會議」(103.10.29)。 

(二十五) 「本校 104 年度各單位經常門預算分配初審會議」(103.11.7)。 

(二十六) 「本校 104 年國外及大陸地區出國參訪暨教育展行程規劃會 

議」(103.11.7)。 

(二十七) 「本校 104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招生放榜會議」(103.11.13)。 

(二十八) 「本校 103 學年度通識教育委員會」合計 2 次(103.11.14、  

104.4.17)。 

(二十九) 「本校 103 學年度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合計 7 次(103.12.1、 

104.1.14、104.3.25、104.5.18、104.5.28、104.6.24、104.7.21)。 

(三十) 「本校教師涉學術倫理案形式審查會議」(103.12.4)。 

(三十一) 「本校 104 年度技術審查委員會」(104.4.15)。 

(三十二) 「本校 103 學年度內部控制小組會議」合計 2 次(103.12.26、 

104.5.20)。 

(三十三) 代理校長主持「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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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2.31)。 

(三十四) 「教育學院審議委員會」(104.1.26)。 

(三十五) 「本校教師涉學術倫理案專案小組會議」(104.2.26)。 

(三十六) 「本校 104 年度貴重儀器管理委員會會議」(104.3.2)。 

(三十七) 「本校教師評鑑法規修改研商會議」合計 2 次(104.3.20、 

104.3.27)。 

(三十八) 「本校教師 103 學年度未授課及身心狀況處理原則協商會議」  

(104.4.9)。 

(三十九) 「本校補助計畫配合款審議委員會」(104.4.29)。 

(四十) 代理校長主持「本校申請科技部 104 年度補助大專校院獎勵特 

殊優秀人才措施方案審查委員會」(104.5.4)。 

(四十一) 代理校長主持「103 學年度圖書館諮詢委員會議」(104.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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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二) 代理校長主持「104 級畢業典禮籌備會」(104.5.18)。 

(四十三) 「本校提升校務專業管理能力計畫籌備會」合計 2 次 

(104.5.27、104.6.15)。 

(四十四) 「本校交換學生出國獎學金(學海飛颺)審查會議」(104.6.8)。 

(四十五) 「本校申請推動教師多元升等制度試辦學校計畫會議」合計 2 

次(104.6.8、104.6.24)。 

(四十六) 「本校理工學院院長遴選委員會議」(104.6.10)。 

(四十七) 「104 學年度指考臺南二考區試務籌備會議」(104.6.26)。 

(四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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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6.29)。 

二、 重要活動 

莊學術副校長陽德參與重要活動如下: 

(一) 代理校長出席「斐陶斐榮譽學會會員大會」(103.8.21-103.8.22)。 

(二) 出席「學生自治幹部暨社團負責人研習營開幕式」(103.8.26)。 

(三) 出席「大學術科考試委員會」(103.8.27)。 

(四) 出席「2014 海峽兩岸大學校長論壇暨科學技術研討會之籌備會」 

(103.9.10)。 

(五) 出席「校友總會理監事會議」(103.10.4)。 

(六) 代理校長出席「大學校院招收大陸地區學生聯合招生委員會 103 學 

年度第 4 次委員會」(103.10.8)。 

(七) 出席「身心障礙生期初座談會」(103.10.15)。 

(八) 出席「教育系 2014 教育高階論壇海峽兩岸學術研討會閉幕式」 

(103.10.17)。 

(九) 出席「英語文教學研討會開幕式」(103.10.18)。 

(十) 出席諮商輔導學系「多元家庭挑戰學術研討會開幕式」(103.10.18)。 

(十一) 出席香雨書院「郭源下、郭博州父子聯展開幕活動」(103.10.19)。 

(十二) 出席「僑聯會迎新晚會」(103.10.24)。 

(十三) 出席機電系統工程研究所「MDEATED2014 國際研討會暨產學論 

壇開幕式」(103.10.31)。 

(十四) 代理校長主持「英語聽力測驗」監試作業(103.11.1)。 

(十五) 出席視障教育與重建中心「103 視障教育教學與行政研討會開幕 

式」(103.11.1)。 



6 

(十六) 出席「教育部體育署 103 學年度全國各級學校民俗體育競賽開幕 

式」(103.11.9)。 

(十七) 出席創新育成中心「青年創業論壇活動」(103.11.20)。 

(十八) 出席經營與管理學系「十週年系慶活動」(103.11.22)。 

(十九) 出席「大學校院招收大陸地區學生聯合招生委員會」(103.11.24)。 

(二十) 出席材料科學系「海峽兩岸碳材料研討會」(103.11.28)。 

(二十一) 出席英語學系「103 學年度公演」(103.11.29)。 

(二十二) 主持「103 學年度本校內部控制研習、教育訓練」共計 3 次 

(103.12.17、104.3.6、104.5.28)。 

(二十三) 出席「本校與堤維西交通股份有限公司簽約儀式」(104.4.10)。 

(二十四) 出席生態科學與技術學系「第六屆臺灣濕地生態學研討會開幕 

式」(104.5.1)。 

(二十五) 出席「2015 創新創業講座~車之輪.五花馬成功經驗分享」 

(104.5.19)。 

(二十六) 出席國語文學系「104 級書篆展開幕」(104.6.10)。 

(二十七) 出席臺南護理專科學校校務諮詢委員會議(104.6.24)。 

(二十八) 出席澎湖縣校友會員大會(104.6.27-104.6.28)。 

(二十九) 代理校長出席「斐陶斐榮譽學會會員大會」(104.7.16-104.7.17)。 

 

參、 年度重要工作 

一、 接待外賓參訪 

(一) 大陸重慶第二師範學院師長參訪(103.11.5)。 

(二) 韓國又松大學師長參訪(103.12.18)。 

(三) 西安科技大學高新學院師長參訪(104.1.16)。 

(四) 上海復旦大學菁英團隊學術交流(104.1.16)。 

二、 出國訪問 

莊學術副校長陽德至大陸參訪（104.4.19-104.4.27)。 

三、 其他 

莊學術副校長陽德擔任臺南護理專科學校之校務諮詢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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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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年全國各級學校民俗體育競賽便當採購案招標第一次會議｣

(103.08.12) 

二、 代理校長主持｢103 學年度第一學期開學典禮籌備會議｣(103.08.19) 

三、 主持｢師培中心組員甄選初審會議｣(103.08.20) 

四、 主持｢卓越師培獎學金暨師培委員會議｣(103.08.27) 

五、 主持｢103 學年度職員甄審委員會議｣共計 7 次(103.08.27、103.09.11、

103.11.24、103.12.12、104.01.07、104.03.04、104.04.16) 

六、 主持｢103 學年度第一學期環境安全衛生委員會議｣(103.09.02) 

七、 主持｢103 年全國各級學校民俗體育競賽便當採購案招標第二次會議｣

(103.09.02) 

八、 主持｢教育系助理員甄選初審會議｣(103.09.03) 

九、 主持｢103 學年度考核獎懲委員會議｣共計 7 次(103.09.04、103.09.22、

103.11.10、103.12.19、104.01.16、104.01.22、104.03.09) 

十、 主持｢校園安全會議｣(103.09.05) 

十一、 主持｢合唱團交流音樂會招標評審會議｣(103.10.06) 

十二、 主持｢學校衛生委員會議｣(103.10.08) 

十三、 代理校長主持｢116 週年校慶活動第一次籌備委員會議｣(103.10.20) 

十四、 主持｢103 學年度第一學期委託民間辦理業務審查會議｣(103.10.21) 

十五、 代理校長主持｢性別平等委員會會議｣(103.10.22) 

十六、 代理校長主持｢主管會報｣(103.11.03、103.12.01) 

十七、 主持｢資訊安全管理審查會議｣(103.11.04) 

十八、 主持｢優良導師遴選會議｣(103.11.10) 

十九、 主持｢視設系組員甄選初審會議｣(103.11.14) 

二十、 主持｢校務基金提案審查會議｣(103.11.17) 

二十一、 代理校長主持｢116 週年校慶活動第二次籌備委員會議｣(103.11.24) 

二十二、 主持｢節約能源委員會議｣(103.1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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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 主持｢103 年度第 2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103.11.26) 

二十四、 主持｢魏再成獎學金審查會議｣(103.11.27) 

二十五、 主持｢護理師甄選初審會議｣(103.11.28) 

二十六、 主持｢學生獎學金審查會議｣(103.12.12) 

二十七、 主持｢學務處課指組組員甄選初審會議｣(103.12.31) 

二十八、 主持｢榮譽校區大門美化招標評審會議｣(104.03.11) 

二十九、 主持｢附小校長遴選委員會議｣(104.03.25、104.04.29、104.05.20) 

三十、 主持｢電算中心校聘管理師甄選會議｣(104.03.20、104.05.06) 

三十一、 主持｢資源教室座談會｣(104.03.26) 

三十二、 主持｢資訊安全會報｣(104.04.07) 

三十三、 主持｢總務處出納組組員甄選初審會議｣(104.04.13) 

三十四、 主持｢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議｣(104.05.04) 

三十五、 主持｢資訊安全稽核會議｣(104.05.21) 

三十六、 主持｢103 學年度第二學期環境安全衛生委員會議｣(104.05.21) 

三十七、 主持｢校務基金提案審查會會議｣(104.06.08) 

三十八、 主持｢學務處校安人員甄選會議｣(104.06.10) 

三十九、 主持｢學務處衛保組防疫委員會議｣(104.06.25) 

四十、 主持｢103 學年度第二學期委託民間辦理業務審查會議｣(104.06.30) 

 

參、 年度重要工作 

一、  代表本校出席會議與活動 

(一) 參加｢本校新進教師行政業務研習開幕式｣(103.08.05)。 

(二) 參加｢本校行政人員研習開幕式｣(103.08.19) 

(三) 參加｢地方治理標竿策略論壇開幕式｣(103.08.27) 

(四) 參加｢長榮中學校慶感恩音樂會｣(103.09.13) 

(五) 參加｢本校 50 級友會｣(103.09.13) 

(六) 參加｢本校校友回娘家活動｣(103.09.28) 

(七) 參加｢全國大專校院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座談會｣(103.10.03) 

(八) 參加｢教育系海峽兩岸學術研討會｣(103.10.16) 

(九) 參加｢本校 43 級友會｣(103.10.18) 

(十) 參加｢郭博州創意水墨展｣(103.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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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參加｢本校 53 級友會桌球賽｣(103.11.02) 

(十二)參加｢本校藝術季開幕式｣(103.11.16) 

(十三)參加｢台東校友會｣(104.06.06-104.06.07) 

(十四)參加｢澎湖校友會｣(104.06.27-104.06.28) 

(十五)參加｢本校澎湖暑期營隊訪視｣(104.07.13-104.07.16) 

二、 外賓參訪 

一、接待中國美術學院蒞校參訪(103.10.28) 

二、接待黎明高級中學蒞校參訪(104.05.1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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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名、校聘組員 2 名、臨時人員 1 名、全職工 

讀生 2 名。 

貳、 議事方面 

一、 教務會議 

(一)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務會議(103.11.12)。 

(二)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務會議(104.4.8)。 

二、 課程規劃委員會議 

(一)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共召開 1 次課程規劃委員會議(103.11.5)。 

(二)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共召開 2 次課程規劃委員會議(104.3.25、104.6.3)。 

三、 教務處(中心)教評會 

(一)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務處(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議(104.1.12)。 

(二)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務處(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議(104.6.17)。 

四、 講座教授評審委員會議 

(一)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講座教授評審委員會議(104.1.19)。 

(二)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講座教授評審委員會議(104.7.22)。 

五、 新增系所及招生總量規劃會議 

(一) 104 學年度新增系所規劃小組審查會議(103.3.18)。 

(二) 105 學年度招生名額總量暨系所招生人數調整會議(104.4.29)。 

六、 各項招生委員會議 

(一) 碩士班招生會議 

1. 104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入學招生委員會議(103.8.1)。 

2. 104 學年度碩、博士班第一次招生委員會會議(103.10.24)。 

3. 104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入學招生初試放榜會議(103.10.29)。 

4. 104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入學招生放榜會議(103.11.13)。 

5. 104 學年度碩士班初試放榜會議(104.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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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04 學年度碩士班招生複試放榜會議(104.4.8)。 

(二) 博士班招生會議 

1. 104 學年度博士班招生初試放榜會議(104.5.6)。 

2. 104 學年度博士班招生複試放榜會議(104.5.20)。 

(三) 轉學生、進修學士班招生會議 

1. 104 學年度轉學生、進修學士班招生委員會議(104.4.24)。 

2. 104 學年度轉學生、進修學士班放榜會議(104.7.22)。 

(四) 甄選入學招生會議 

1. 104 學年度大學甄選入學招生委員會議(104.4.21)。 

2. 104 學年度四技甄選入學招生委員會議(104.6.22)。 

(五) 碩士在職專班招生會議 

1. 104 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第一次招生委員會議(103.10.24)。 

2. 104 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招生放榜會議(104.4.8)。 

(六) 外國學生招生放榜會議 

1. 103 學年度外國學生招生第二梯次放榜會議(103.12.4)。 

2. 104 學年度外國學生招生第一梯次放榜會議(104.5.14)。 

(七) 進修推廣招生放榜會議 

1. 104 年度「國民小學教師加註英語專長 26 學分班」放榜會議 

(104.5.26)。 

2. 104 學年度「幼兒園在職人員修習幼兒園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 

程專班」放榜會議(104.6.22)。 

七、 計畫申請案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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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2.1-104.1.31) 

(二) 103 年度教育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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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2.1- 

104.1.31)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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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code 串連、未來繪埕(城)現)。(計畫期程：1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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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1.31)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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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7.1-103.12.31) 

(五) 104 年度教育部課程分流計畫-環境與生態學院「綠領專業學院」。 

(計畫期程：104.2.1-105.1.31) 

(六) 104 年度教育部「情感教育課程與教學活動-文學、性別與家庭－ 

跨領域情感教育課程」。(計畫期程：104.6.1-104.12.31) 

(七) 104 年度教育部「資通訊軟體創新人才推升推廣計畫」-A 類計畫 

(智慧終端與人機互動)。(計畫期程：104.2.1-105.1.31) 

(八) 教育部「智慧生活整合創新教學聯盟推動計畫」。(計畫期程： 

104.5.1-105.1.31) 

(九) 教育部補助「大學校院辦理樂齡大學計畫-初、進階班」(計畫期 

程：103.8.1-104.7.31) 

(十) 教育部 103 年度「國民小學教師加註英語專長 26 學分班」計畫 

(計畫期程：103.7.1-104.6.30) 

(十一) 教育部 103 年度「國民小學教師加註輔導專長 26 學分班」計畫 

(計畫期程：103.7.1-104.6.30) 

(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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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9.1-105.8.30) 

(十三) 申請通過開設 103 學年度「幼兒園園長專業訓練班」(計畫期 

程：103.10.1-104.7.31) 

(十四) 申請通過開設 103 學年度教保專業知能增能學分班(計畫期程： 

103.10.22-104.6.24) 

八、 其他 

(一) 召開 3 次就業培力卓越計畫第 2 年子計畫 A 工作會議(103.6.18、 

103.12.3、104.3.25)。 

(二) 召開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推廣教育審查小組會議」(103.8.6)。 

(三) 召開 103 學年度入學新生獎勵審查會議(103.8.19)。 

(四) 召開 103 學年度新生家長座談會籌備會議(103.8.19)。 

(五) 召開 103 學年度多益測驗輔導課程會議 (103.9.3、103.9.29、 

104.2.9、104.3.16)。 

(六) 召開 103 學年度各學系新生入學分發成績分析說明會(103.9.11)。 

(七) 召開 103 學年度教務處與系所同仁業務雙向溝通會議(103.11.3)。 

(八) 召開「獎勵教師研發 E 化教材補助」審議會議(103.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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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召開 3 次 103 學年度師資培育精緻特色發展計畫分項計畫 B 工作 

會議(103.12.17、104.3.25、104.5.20)。 

(十) 召開 103 學年度遠距教學課程規劃會議(103.12.17)。 

(十一) 召開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推廣教育審查小組會議」 

(104.2.10) 

(十二) 召開 2015 南大系所博覽會籌備會議(104.4.16)。 

(十三) 辦理 104 學年度跨領域學分學程說明會(104.5.6)。 

(十四) 召開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推廣教育審查小組會議」 

(104.5.11)。 

(十五) 召開 2 次教師研究室分配規畫委員會(104.6.17、104.7.21)。 

(十六) 召開 104 學年度大學部學生轉系審查會議(104.7.28)。 

 

參、 年度重要工作 

一、 教務長室 

(一) 召開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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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104 學年度碩士班入學考試命題工作協辦事宜。 

(三) 辦理 2015 南大系所博覽會暨優質高中校長高峰論壇。 

(四) 辦理新增系所規劃小組審查會議。 

(五) 辦理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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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辦理就業培力卓越計畫子計畫 A 第 2 年相關活動、經費核銷暨成 

果表單上傳作業。 

(七) 協助臺灣教育大學系統辦理「2015 第 10 屆海峽兩岸高等教育論 

壇」活動之報名聯繫等相關事宜。 

(八) 協助臺灣教育大學系統辦理「2015 臺湛師生夏令營」活動之事前 

聯繫、辦理證件及交通等相關事宜。 

(九) 協助彙整或撰寫 104 年度各項競爭型計畫「教育部辦理大學校院 

弱勢學生學習輔導補助計畫」、「提升校務專業管理能力計畫」、 

「大專校院試辦創新轉型計畫」、「104 學年度師資培育精緻特色發 

展計畫」、「教學增能計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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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印製招生用宣導品(L 夾、提袋)等。 

(十一) 配合秘書室、主計室、研發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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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年11月12日103學年度第1學期教務會議修正通過「國立臺南

大學大學部學生選課辦法」、「國立臺南大學遠距教學實施要

點」、「國立臺南大學英語文能力檢定標準實施辦法」。 

2. 104年4月8日103學年度第2學期教務會議修正「國立臺南大學教

師教學備忘錄」條文，名稱更改為「國立臺南大學教師教學須

知」。 

3. 104年4月8日103學年度第2學期教務會議新增訂通過「國立臺南

大學課程分流設置辦法」。 

(二) 提升教學品質及持續申請各項計畫案 

1. 為增進教學品質，更換教室數位 E 化講桌(含電腦、擴大機、喇

叭設備)1 組計 9 萬 8,351 元；更換教室單槍投影機 20 組，共計

54 萬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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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間教室課桌椅及榮譽教學中心 4 間

教室課桌椅，共計 7 萬 4,400 元。 

3. 辦理 103 學年度「獎勵教師研發 E 化教材」補助案，共 19 位教

師獲得補助，計 60 萬 7,584 元。 

4. 104 年度教育部「情感教育課程與教學活動-文學、性別與家庭

－跨領域情感教育課程」，獲補助 6 萬 6,347 元。(計畫期程：
104.6.1-104.12.31) 

5. 104 年度教育部課程分流計畫-環境與生態學院「綠領專業學

院」，獲補助 150 萬元。(計畫期程：104.2.1-105.1.31) 

6. 104 年度教育部「資通訊軟體創新人才推升推廣計畫」-A 類計

畫(智慧終端與人機互動)，獲補助 60 萬元。(計畫期程：

104.2.1-105.1.31) 

7. 教育部「智慧生活整合創新教學聯盟推動計畫」，獲補助 81 萬

元 1,700 元。(計畫期程：104.5.1-105.1.31) 

(三) 課務方面工作 

1. 辦理 103 學年度學生加退選課、校際選課、棄選等選課事宜。 

2. 辦理 103 學年度課程開排課及核對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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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核算 103 學年度教師授課超支鐘點時數。 

4. 辦理 103 學年度進修學士班溢繳學分費退費事宜。 

5. 辦理 103 學年度遠距教學課程陳報教育部作業，共開設 4 門遠

距教學課程，修課人數共計 150 人。 

6. 辦理 103 年暑假期間及 103 學年度開設「英語加強班」課程計

18 班。共 702 名學生申請修課。 

7. 103 學年度開設有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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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內容特色人才培育」學分學程。 

(4) 環境與生態學院「綠能產業人才培訓精進」學分學程。 

(5) 藝術學院「藝術創意產業」學分學程。 

8. 103 學年度開設「全英語授課」共 30 門課、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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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年 8 月統計分析 103 學年度大學考試分發新生入學成績。 

(二) 103 年 8 月寄發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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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年 9 月統計入學新生符合新生獎勵辦法及外國籍學生獎勵辦法 

者，辦理學雜費減免及生活津貼請領。 

(四)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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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年 9 月製作上學期各班成績優良學生獎狀(前 3 名)，並辦理獎 

學金核撥事宜。 

(六) 103 年 9 月製發新生學生證及辦理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生註冊及 

學雜費繳交事宜。 

(七) 103 年 9 月辦理新生、重考生及轉學生之學分抵免事宜。 

(八) 103 年 10 月教育部統計處及高等教育資料庫填報休學、退學及相 

關資料。 

(九) 103 年 10 月辦理第 1 次休退學生學雜費退費事宜。 

(十) 103 年 12 月辦理第 2 次休退學生學雜費退費事宜。 

(十一) 103 年 12 月掛號郵寄大學部休學生應辦理復學之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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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104 年 2 月寄發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生成績單。 

(十三)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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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104 年 3 月教育部統計處及高等教育資料庫填報休學、退學及相關 

資料。 

(十五)104 年 3 月辦理換新成績自動投幣列印繳費機請購事宜。 

(十六)104 年 4 月辦理第 1 次休退學生學雜費退費事宜。 

(十七)104 年 5 月辦理第 2 次休退學生學雜費退費事宜。 

(十八)104 年 6 月報部備查本校「學則」、「學士班學生修讀雙主修辦法」 

及「學生抵免學分辦法」修正案。 

(十九)104 年 6 月辦理應屆畢業生學分數核對及學習檔案填寫。 

(二十)104 年 6 月印製大學部應屆畢業生學位證書。 

(二十一)104 年 6 月製發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註冊須知及行事曆。 

(二十二)104 年 6 月印製畢業生學行優良獎狀及製作畢業水晶獎座。 

(二十三)104 年 6 月辦理學生轉系申請事宜。 

(二十四)104 年 6 月 10 日寄發 104 學年度大學日間部新生入學資料 

(非指考生部分)。 

(二十五)紙本及 E-mail 通知授課教師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成績單繳交： 

大四畢業生 104 年 7 月 6 日截止，大一至大三 104 年 7 月 10 

日截止。 

(二十六)104 年 7 月核發大四畢業生畢業證書請領及離校手續事宜。 

(二十七)104 年 7 月 15 日寄發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大學部學生及跨校生 

成績單約 4,150 份。 

(二十八)104 年 7 月 14 日前更新學雜費專區及新生入學專區網頁資料。 

(二十九)104 年 7 月下旬辦理學生雙主修申請。 

四、 企劃組 

(一) 院系所增設、調整案 

1. 104 學年度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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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更名案：「台灣文化研究所」更名為「臺灣文化研究所」，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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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等班別同步更名。 

(3) 分組整併案：音樂學系碩士班自 104 學年度起取消「音樂教 

育組」、「鋼琴教學組」及「合唱教學組」等分組。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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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新增系所退回案：動畫媒體設計學系增設案因教育部規定各 

校自 97 學年度起不再新增員額，爰依本校 102.11.20「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決議撤案。 

2. 105 學年度申請： 

(1) 增設案：行政管理學系「行政管理碩士在職專班」、環境與 

生態學院「環境教育碩士在職學位學程」。 

(2) 停招案：「視覺藝術與設計學系教學碩士班」。 

3. 完成教育部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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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6.10）。 

(二) 招生工作 

1. 103 年 9-10 月彙編大學甄選招生簡章。 

2. 103 年 9-10 月彙編大學身心障礙甄試招生簡章。 

3. 103 年 9-10 月彙編大學僑生入學甄試招生簡章。 

4. 103 年 9-10 月彙編大學聯合分發招生簡章。 

5. 103 年 10 月 1 至 20 日受理 104 學年碩士班甄試報名。 

6. 103 年 11 月 1 日辦理大考中心 104 學年度第一次高中英聴測驗

台南二考區試務工作。 

7. 103 年 11 月 7 至 9 日辦理 104 學年碩士班甄試筆試及面試。 

8. 103 年 11 月 17 公告 104 學年碩士班甄試錄取名單。 

9. 104 年 2 月 1 至 2 日辦理 104 學年度大學學科能力測驗台南二考

區試務工作。 

10. 104 年 2 月 3 日辦理大考中心 104 學年度第二次高中英語聴力 

測驗新營考區試務工作。 

11. 104 年 1 月 9 日至 2 月 10 日辦理 104 學年度碩士班招生考試 

報名。 

12. 104 年 1 月 9 日至 2 月 10 日辦理 104 學年度教學碩士班、碩 

士在職專班招生報名。 

13. 104 年 3 月 14 日辦理 104 學年度碩士班招生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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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04 年 3 月 15 日辦理 104 學年度在職碩士班招生考試。 

15. 104 年 3 月 16 至 4 月 13 日辦理 104 學年度博士班招生考試報 

名。 

16. 104 年 4 月 10 日公告 104 學年度碩士班、在職碩士班招生考 

試錄取名單。 

17. 104 年 4 月 10 至 12 日、4 月 17 至 19 日各學系舉行 104 學年 

度個人申請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 

18. 104 年 4 月 27 公告大學部個人申請入學錄取名單。 

19. 104 年 4 月 29 日召開 105 學年度招生總量系所名額協調會 

議。 

20. 104 年 4 月 30 上傳 104 學年度各學系個人申請錄取名單至大 

學甄選入學委員會。 

21. 104 年 5 月 2 日辦理 104 學年度博士班招生考試。 

22. 104 年 5 月 8 日辦理博士班初試放榜。 

23. 104 年 5 月 20 日公告博士班複試錄取名單。 

24. 104 年 5 月 22 日公告 104 學年度第一梯次外國學生申請入學 

錄取名單。 

25. 104 年 5 月 28 日至 6 月 26 日辦理 104 學年度轉學生招生報 

名。 

26. 104 年 6 月 9 日至 7 月 5 日辦理 104 學年度音樂系進修學士招 

生報名。 

27. 104 年 6 月 26 日公告 104 學年度視覺藝術與設計學系四技甄 

試入學錄取生名單。 

28.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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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104 年 7 月 11 日辦理 104 學年度轉學生、進修學士班招生考 

試。 

30. 104 年 7 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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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年 8 月寄發 103 學年度入學新生註冊須知及行事曆等資料。 

(二) 103 年 8 月登錄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研究所口試論文成績。 

(三) 103 年 8 月各班級及教師授課時間表之排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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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103 年 8-9 月製發新生學生證及辦理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開學學生     

註冊程序審核。 

(五) 103 年 9 月辦理研究生選課加退選事宜。 

(六) 103 年 9 月辦理研究生跨校選課事宜。 

(七) 103 年 9 月辦理新生之學分抵免事宜。 

(八) 103 年 10-12 月辦理休退學生學雜費退費事宜。 

(九) 103 年 11 月 12 日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務會議訂定「國立臺南大 

學學術倫理教育實施要點」。 

(十) 103 年 11 月 12 日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務會議修正「國立臺南大 

學研究生學位論文考試作業要點」及「國立臺南大學研究生畢業 

離校程序及須知」部份條文。 

(十一) 104 年 1 月寄發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研究生成績單。 

(十二) 104 年 1-2 月辦理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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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年 2 月辦理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開學學生註冊程序審核。 

(十四) 104 年 2 月辦理研究生選課加退選事宜。 

(十五) 104 年 2 月辦理研究生跨校選課事宜。 

(十六) 104 年 4-5 月辦理休退學生學雜費退費事宜。 

(十七) 104 年 4 月 8 日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務會議修正「國立臺南大 

學博士班章程」、「國立臺南大學碩士班章程」、「國立臺南大學 

碩博士班研究生選課辦法」部分條文。 

(十八) 104 年 6 月辦理預計畢業研究生名單擬定。 

(十九) 104 年 6-7 月辦理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畢業證書印製及研究生畢 

業離校事宜。 

(二十)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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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文化行政職系 20 學分班。 

2. 碩士學分班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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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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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年「DIY 保養品師資培訓班」。 

(3) 104 年「木球健身」。 

(4) 104 年「生命力誘導-與健康有約」 

(5) 辦公室軟體應用班。 

(6) 104 年「易理與玄空地理-基礎研習班」。 

(7) 103 年「內家太極養生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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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級日文 J1~J7、中級日文 J8~12。 

(11) 超記憶學習（心智繪圖）夏令營單日體驗營。 

(12) 103 年「飛悅耕讀-兒童閱讀師資養成班」。 

(13) 103 年攝影初階班。 

(14) 104 年「心理健康促進課程-桌遊與心理學」 

(二) 辦理教育部各項學分班課程： 

1. 103 學年度教保專業知能增能學分班(開設 9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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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辦理 104 學年度「幼兒園在職人員修習幼兒園教師師資職前教

育課程專班」招生考試工作。 

(三) 辦理教育部 103 學年度「樂齡大學-初階班、進階班」專案計畫。 

(四) 受理臺南市政府委辦班次：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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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推手培訓課程」一系列課程。 

2. 辦理 103 學年度-專長增能課程（藝術類）故事劇場。 

3. 辦理 103 學年度-補救教學 18 小時研習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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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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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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開發教師鐘點費核算程式，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正式上線使用。此系統於學期初，由人事室於線上核對教師資

料(職級)，再由系所上網處理並校對專兼任教師授課時數/校外兼任

時數/協同時數/全英語授課..等，於加退選結束時，確認學生人數

後，程式將教師(超)鐘點時數自動核算。優點：減少核算錯誤並提

升行政效率。 

(二) 鼓勵教師辦理課程成果發表會，提出申請及辦理場次不斷增加。102

學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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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教師辦理課程成果發表會，共申請辦理 15 場次；103 學年

度則增加至 34 場次。 

(三) 104 年 4 月 8 日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務會議，修正「國立臺南大

學教師教學備忘錄」內容，並更改名稱為「國立臺南大學教師教學

須知」，條文與相關內容之明定，使教師有更詳實之教學規範及注意

事項可依循。 

(四) 為培養學生多元就業能力及適性發展，因應社會及產業需求，並善

用教學資源，以提高學生就業競爭力，於 104 年 4 月 8 日 103 學年

度第 2 學期教務會議新增訂通過「國立臺南大學課程分流設置辦

法」，鼓勵各學院、系所推動課程分流。 

(五) 將大學部學生修習碩士班與大學部合開課程 (即碩大合開之課程) 

之學分認列申請，納入「學生跨選申請表」中，使原表單之用途除

了不同學制間之跨選申請外，碩大合開之學分認列亦可申請加會相

關承辦單位，以明確作為學分之歸屬與確認。此項表單變更，係整

合各單位意見而修訂，以現有表單增加功能的方式，來避免新增表

單，讓既存的表單達到功能極大化。  

二、 學籍成績組  

(一) 因應證書國際化與使用需求，104 級畢業生之學位證書採更新版（中

文、英文並列）程式列印。 

(二) 為使學生畢業學分審查更便利正確，新增程式系統，採線上畢業條

件及學分維護、核對與列印。 

三、 企劃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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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檢視修正本校自辦招生考試日間碩博士班、在職碩士班、轉學考報

名系統，並將報名表格式統一化，以利考生報名資料之建置及管理，

提升行政效能。 

(二) 大考中心自 104 學年度高中英聽測驗、學科能力測驗、指考科目考

試，皆於台南地區增設身障生專用試場，委由本校承辦試務工作，

增進本校服務弱勢生之機會，有助提升本校服務社會之良好形象。 

四、 研究生教務組  

(一) 為配合國際化趨勢且加強防偽功能，畢業證書自 103 學年度第 2 學

期改為具防偽功能之中英文版本。 

(二) 為使本校學生具備從事研究工作所需之正確倫理認知與態度，訂定

「國立臺南大學學術倫理教育實施要點」，自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

開始實施。 

(三) 自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起，學生證取消蓋註冊章，研究生如需證明

身份，將開立在學證明或於學生證影本蓋已註冊章印章。 

五、 進修推廣組 

(一) 與翰林出版社合作，為其員工辦理 48 小時教育訓練

（104.7.15-104.9.16） 

(二) 開設樂齡大學進階班，為臺南地區第一所開設 2個樂齡班級之大學。 

 

伍、 年度榮譽事蹟： 

學籍成績組獲得學校 104 年度單位網頁評鑑成績優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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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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訓室為上校主任 1 名、教官 3 名、校安

人員 3 名；課外活動指導組為專任組長 1 名、組員 2 名；生活輔導組為兼

任組長 1 名、輔導員 1 名、組員 2 名、宿舍管理員 3 名；衛生保健組為兼

任組長 1 名、護理師 2 名、兼任醫師 2 名。 

貳 、 議事方面 

一、 學務長室 

(一)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生事務會議(104.01.07)。 

(二)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生事務會議(104.06.24)。 

(三) 處務會議(每兩週週四上午)。 

二、 軍訓室 

(一) 軍訓人員專業研討活動暨室務會議(每兩週週三上午)。 

(二)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校園安全會議(104.05.27)。 

三、 課外活動指導組 

(一) 校慶籌備會議 

1. 116 週年校慶第 4 次工作小組會議(103.8.11)。 

2. 116 週年校慶第 5 次工作小組會議(103.10.6)。 

3. 116 週年校慶第一次籌備委員會議(103.10.20)。 

4. 116 週年校慶第 6 次工作小組會議(103.11.3)。 

5. 116 週年校慶第二次籌備委員會議(103.11.24)。 

6. 116 週年校慶第三次籌備委員會議(103.12.15)。 

7. 116 週年校慶精進暨 117 週年校慶第 1 次工作小組會議(104.1.5)。 

8. 117 週年校慶第 2 次工作小組會議(104.5.11)。 

9. 117 週年校慶第 3 次工作小組會議(104.6.5)。 

(二) 畢業典禮籌備會 

1. 104 級畢業典禮第 1 次籌備會議(104.4.13)。 

2. 104 級畢業典禮第 2 次籌備會議(104.5.18)。 

3. 104 級畢業典禮精進會議(104.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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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開學典禮籌備會 

1.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開學典禮籌備會議(103.8.19)。 

2.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開學典禮籌備會議(104.1.19)。 

四、 生活輔導組 

(一)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議(103.10.22)。 

(二)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議(104.4.18)。 

(三)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導師座談會議(103.12.03)。 

(四)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導師座談會議(104.05.13)。 

(五)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宿舍期初、期末會議(103.9.19、104.1.9)。 

(六)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宿舍期初、期末會議(104.3.11、104.6.22)。 

(七)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班代會議（ 103.9.17、103.10.22、103.12.3、 

104.1.7）。 

(八)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班代會議（104.2.25、104.3.25、104.4.29、 

104.5.20、104.6.17）。 

(九)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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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12.12、104.4.29）。 

(十) 103 學年度大學部朝會升旗（103.9.24、103.12.31、104.3.4、 

104.6.10）。 

五、 衛生保健組 

(一)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校衛生委員會議（103.10.8）。 

(二)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校衛生委員會議（104.5.28）。 

(三) 104 學年度新生健康檢查採購案第 1 次評審小組會議(104.6.3)。 

(四) 校園因應中東呼吸症候群冠狀病毒感染症(MERS-CoV)緊急會議 

(104.6.25)。 

(五) 104 學年度新生健康檢查採購案第 2 次評審小組會議(104.7.7)。 

 

參 、 年度重要工作 

一、 軍訓室 

(一) 校園安全：不定期提供各項安全、反毒、反霸凌宣導相關資訊，協

助處理交通事故、緊急醫療、感情困擾、賃居…等學生相關問題輔

導及關懷，並配合生輔組實施地震、防火防災訓練，有效提昇校園

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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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服務教育：辦理教室之優質學習環境營造競賽與服務教育課程規

劃，同學們均努力整理教室爭取佳績。 

(三) 學生兵役：辦理學生兵役在學緩徵及學生役期折扺；協助學生預官

報名考試；辦理軍訓相關課程抵免、加退選作業。 

(四) 全民國防教育課程及活動推廣： 

1. 全民國防教育課程選修 7 班。 

2. 全民國防教育活動(軍艦博物館參訪、音樂饗宴-國軍人才招募活

動、三軍官校及國立中正大學校際交流暨參訪活動)，以強化全

民國防教育之推廣。 

(五) 紫錐花運動： 

1. 紫錐花運動傳播日。 

2. 紫錐花運動-美麗人生不“毒”行講座(104.05.27)。 

3. 教育部 104 年大專校院推動紫錐花運動拒毒萌芽反毒宣導服務

學習模式推廣活動計畫。 

4. 南大「晴暉神域」紫錐花運動幹部培訓活動(104.05.02-03)。 

5. 紫錐花運動捐血活動(103.09.23-25、104.03.10-12、104.06.09-11)。 

(六) 其它業務： 

1. 103 學年度精緻師培品德涵養 C2-「習禮如儀、陶塑品格」計畫。 

2. 交通安全教育宣導趣味競賽(104.05.20)。 

3. 支援 103 學年度教育部史懷哲計畫。(澎湖望安分隊，

104.07.11-23) 

4. 支援 103 學年度精緻師培品德涵養 C1-「偏遠鄉鎮-南大達陣」

計畫。 (綠島公館國小分隊 104.07.03-11 及澎湖內垵分隊

104.07.12-24) 

5. 教育部學產基金急難慰問金申請作業。 

6. 持續協助處理學生各項生活輔導工作及強化服務教育課程之規

劃與執行。 

二、 課外活動指導組 

(一) 103 年 12 月 20、21 日辦理「116 週年校慶」系列活動，活動圓滿 

順利。 

(二) 104 年寒假學生社團申請「103 學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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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志工團、海鷗 

社、愛心社及特教系等 5 個團隊提出申請，並獲得補助經費共新臺 

幣 5 萬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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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04 年暑假學生社團申請「103 學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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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輔社、 

愛心社及青年志工團等 5 個團隊提出申請，並獲得補助經費共新臺 

幣 5 萬元整。 

(四) 本校學生社團申請教育部「104 年大專校院社團帶動中小學社團發 

展計畫」，計有康輔社、愛心社、海鷗社、童軍團、小太陽服務社 

及手語社等 7 個申請案，獲新臺幣 7 萬元補助費。本項活動為大專 

校院社團至各合作計畫小學，辦理為期 1 年至少 8 次以上之社團帶 

動服務活動，對社團成長及國小社團多元學習環境而言，深具教育 

意義。 

(五) 104 年 3 月 3 日學生社團國樂社於屏東縣六堆客家文化園區，代表 

本校參加「103 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榮獲大專團體 B 組絲 

竹室內樂合奏優等獎。 

(六) 104 年 3 月 28、29 日本校學生社團土撥鼠康輔社、海鷗社於國立體 

育大學，代表本校參加「104 年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評選」，分 

別獲得特優及績優社團獎。 

(七) 104 年 5 月 13 日舉辦「103 學年度全校學生社團評鑑暨觀摩」，獲 

得特優之社團為康輔社、海鷗社、愛心社及手語社等 4 社團，優等 

者為跆拳道社、易學社、如來實證社、育學崇道社、童軍團、慈濟 

青年社、小太陽服務社、國樂社等 8 社團。 

(八) 104 年 6 月 13 日辦理「104 級畢業典禮」活動，活動圓滿順利。 

(九) 104 年暑假學生社團執行教育部「103 學年度師資培育精緻特色發 

展計畫」，計有海鷗社及春暉社等 2 個團隊至澎湖縣內垵國小、臺 

東縣綠島公館國小進行暑假課輔服務。 

(十) 104 年暑假學生社團執行教育部「104 年度師資生實踐史懷哲精神 

教育服務計畫」，由學務處召集師資生組成團隊，至澎湖縣望安國 

中小進行暑假課輔服務。 

(十一) 104 年暑假學生社團執行教育部「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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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地進行暑期服務工 

作。 

三、 生活輔導組 

(一) 103 年 9 月 6~7 日為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生宿舍開齋日，新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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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與研究生）進住宿舍 743 員。 

(二) 103 學年度第 1 學期「各類學雜費減免」計 432 位學生提出減免申 

請，103 學年度第 2 學期計 442 人提出申請。 

(三) 103 學年度第 1 學期就學貸款計有 965 位學生申請，金額計新臺 

27,047,944 元。第二學期就學貸款計 929 人申請，金額為 24,454,074 

元。 

(四) 103 年 10 月 1 日於雅音樓音樂廳辦理性別平等教育宣導，邀請國立 

高雄師範大學蔡麗玲教授蒞校演講，講題：「科學也有性別？」；104 

年 4 月 29 日辦理性別平等教育宣導講演，邀請台南市婦幼隊謝承 

甫隊長演講，探討性騷擾、性侵犯與性霸凌之法律與實務防治。 

(五) 103 年 10 月 22 日 20 時學生宿舍夜間防災演練，不預警實施以符現 

況，要求住宿同學摸黑攜帶枕頭至室外避難，演練確實逼真。 

(六) 103 年 10 月 27 日召開學生「急難慰助審查會」、「安定就學方案」 

委員會議，研擬年度急難個案與弱勢家庭之協助作業。 

(七) 103 年 11 月 10 日召開清寒僑生助學金、研究所僑生獎學金審查會， 

審查大學部清寒及學業成績合格須協助之僑生，另審查僑生研究生 

成績優異之獎學金案。 

(八) 103 年 11 月 27 日召開「魏再成先生安定就學助學金」及「校內獎 

學金及學生生活助學金」審查會議。 

(九) 103 學年度校內獎學金共計 12 項，申請學生人數計 77 人(290 人 

次)，103 年 11 月 27 召開會議審查核發 64 名，另審查「學生生活 

助學金」申請案。 

(十) 103 學年度校級優良教師：行政管理學系林佳燕老師、戲劇創作與 

應用學系林雯玲老師、教育學系徐綺穗老師、機電系統所黃崇能老 

師、國語文學系蔡玲婉老師等；院級優良導師：特殊教育學系林慶 

仁老師、經營與管理學系曹瓊文老師、生物科技學系程台生老師、 

幼兒教育學系翟敏如老師。 

(十一) 103 年 12 月 24 日、104 年 6 月 4 日辦理智慧財產專題演講，邀 

請公道法律事務所蔡政忠顧問蒞校演講。 

(十二) 104 年 3 月 11 日中午於校長公館辦理境外學生春季聯誼，本校僑 

生、外籍生、交換生及外校貴賓等 240 位與會，場面溫馨熱鬧。 

(十三) 104 年 3 月 18 日、5 月 20 日二梯次辦理「103 學年度教育部品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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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推廣與深耕學校」講座，邀請環球科技大學蔡長鈞教授於雅 

音樓演講，聆聽學生 635 位。 

(十四) 104 年 3 月 25 日於懷遠齋舉辦「104 學年度住宿申請說明會及賃 

居輔導」。 

(十五) 104 年 4 月 29 日辦理「境外生生活輔導座談」，由學務長主持， 

邀請各處室組員與會列席，出席之境外生感謝學校照顧並提出相 

關建言。  

(十六) 104 年 4 月 1~3 日辦理境外生認識臺灣學習之旅-花東文化采風， 

境外生 36 員參與，圓滿順利。 

(十七) 104 年 5 月 26 日召開「校外比賽優勝獎金」審查會議，團體組申 

請 16 件，個人組申請 10 件，總核定獎金 121,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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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年 7 月至 104 年 6 月 11 日辦理學生團體平

安保險理賠共 223 件，約 47.5％為車禍意外事故。 

(2) 103 年 7 月至 104 年 6 月 11 日學生校外教學、出遊辦理的旅

行險加保共有 68 件，3 人申請理賠，辦理實習教師實習期間

平安保險共 177 人、休學生平安保險共 45 人。 

(3) 104 年 3 月至 104 年 6 月 22 日辦理 103 學年度入學之僑外生

健保新加保作業，共 45 人新加保並取得健保卡。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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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費方式比照一般學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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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盡告知義務外亦簡化繳費程序；103 學年度第

二學期開始實習學生平安保險費亦已比照辦理。 

2. 健康檢查： 

(1) 103 年 9 月 12 日於文薈樓地下一樓辦理 103 學年度教職員

工、大學部新生及轉復學生健康檢查。 

(2) 103 年 9 月 13 日於誠正大樓地下一樓辦理供膳人員、研究

所、境外學生新生及轉復學生健康檢查。 

(3) 103 年 10 月 15 日、11 月 19 日及 104 年 4 月 15 日中午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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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劑人類乳突病毒疫苗注射，共 28 人完成全程注射。 

(4) 對健檢報告有疑問之師生通知其利用每日下午醫師駐診時間

至衛生保健組進行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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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安問題，本組隨時於

學校網頁之「最新消息」報導相關疫情及衛教項目。 

(3) 學生外傷換藥上學期共 159 人次，下學期共 258 人次。 

(4) 學生看診人數上學期共 33 人次，下學期共 20 人次，內科休

息觀察 12 人次。 

(5) 103 年 11 月 9 日 09:00-17:00 協助民俗體育競賽活動現場緊

急傷病處理。 

(6) 103 年 12 月 20 日及 12 月 21 日支援校慶運動會現場傷病處

理及緊急救護，共 24 人扭拉擦挫傷。 

(7) 104 年 3 月 25 日 17:00-18:00 於格致樓前廣場辦理免費胸部 X

光檢查，共 76 人參檢，為校園肺結核防治把關。 

(8) 104 年 7 月 7 日預定以取最有利標精神辦理「104 學年度新生

體檢」採購案。 

(二) 健康教育 

1. 103 年 9 月 12 日於僑外生新生始業輔導式，對僑外生、交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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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年 9 月 24 日於誠正大樓急救教室辦理第一堂健康志工研習

課程，由本組 2 位護理師說明志工服務內涵、衛保組志工服務

內容、相關檢測儀器操作介紹及體驗、分配志工服務時間等，

共 21 人參加。 

3. 103 年 10 月 1 日於文薈樓 J106 辦理子宮頸癌疫苗推廣現況說明

講座，共 110 人參加。 

4. 103 年 10 月 4 日於誠正大樓地下一樓急救教室辦理廚工講習暨

營養教育，共 40 人參加。 

5. 103 年 10 月 22 日於啟明苑演講廳辦理 CPR 暨 AED 及健康志工

研習(第二堂)，共計 133 人參加。 

6. 103 年 10 月 25 日執行精緻師培計畫專業證照考取課程，於紅十

字會臺南支會辦理心肺復甦術研習，共計 30 位師培生參加研習

及考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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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03 年 11 月 1 日於紅十字會臺南支會辦理師培生及健康志工基

本救命術研習課程及考照，共計 23 人參加並通過考證。 

8. 103 年 11 月 5 日於文薈樓 J106 辦理飲食與健康、人性與教育講

座，共計 106 人參加。 

9. 103 年 11 月 20 日於文薈樓 JB106 辦理 CPR 暨 AED 研習，共計

110 人參加。 

10. 103 年 11 月 26 日於誠正大樓地下一樓辦理健康志工研習課程

(三)，教導運動傷害防治及緊急傷病處理技巧，共 21 人參加。 

11. 104 年 3 月 14 日 09:00-14:00 於誠正大樓地下一樓急救訓練教

室辦理「食安把關：膳食安全暨營養教育講習」，邀請餐廳業者、

廚房從事人員與全校師生共 40 人參與，為飲食安全把關。 

12. 104 年 3 月 18 日 14:00-16:00 於格致樓階梯教室辦理「菸害防

制宣導講座」，讓師生遠離菸害、救健康。 

13. 104 年 3 月 21 日 13:00-17:00 於紅十字會臺南支會辦理師培生

心肺復甦術研習及考證，共計 35 人參加研習並考取證照，增進

急救技能。 

14. 104 年 3 月 25 日 16:00-17:00 於誠正大樓 B308 會議室辦理肺結

核防治宣導講座，共 104 人參加，為校園肺結核防治把關。 

15. 104 年 3 月 28 日 08:00-17:00 於紅十字會臺南支會辦理教職員

工生(含師培生)基本救命術研習及考證，共計 35 人參加研習並

考取證照，增進急救及外傷處理技能。 

16. 104 年 4 月 15 日 14:00-16:00 於啟明苑一樓演講廳辦理健康講

座：肝我何事?~認識「肝功能」檢查與肝炎防治，共計 15 位師

長職員及 151 位學生參加，關心自己及家人健康。 

17. 104 年 5 月 6 日下午 14:00-16:00 於格致樓 C405 階梯教室辦理

「認識代謝症候群與健康飲食」講座，共計 80 人參加。 

18. 104 年 5 月 13 日及 5 月 20 日，周三中午 12:00-13:00 於學生餐

廳辦理營養諮詢，邀請營養師針對有營養相關問題的師生進行

諮詢衛教。 

19. 104 年 5 月 21 日 16:00-18:00 於文薈樓 JB106 演講廳辦理校園

急救教育宣導(CPR 暨 AED 研習及操作)，共計 76 人參加。 

(三) 健康環境 

1. 登革熱防治： 

(1) 為防治登革熱，本組和總務處事務組同仁每週三定時進行登

革熱孳生源巡查，發現積水容器或積水點均立即處理，敬請



31 

全校教職員工生亦配合落實病媒蚊孳生源清除及容器減量工

作，以降低登革熱傳播之風險，保障教職員工生健康。 

(2) 隨著氣溫逐漸上升，且部分地區適逢限水階段，如儲水設備

未經妥善處理，易造成病媒蚊孳生。澈底清除病媒蚊孳生源

是防治登革熱最根本的方法，請師生落實經常巡檢，避免戶

內外積水，並隨手清除積水容器。限水期間，儲水時應將容

器加蓋，並應每週刷洗儲水容器 1 次，避免孳生病媒蚊。 

2. 肺結核防治： 

(1) 103 學年度新生及教職員工體檢共 1726 人接受胸部 X 光檢

查，異常者已進行追蹤複檢及治療。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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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感及病毒性腸胃炎防治： 

天氣炎熱，室內大多開立空調，導致室內外溫差大，又逢流感 

及病毒性腸胃炎流行期，請師生注意呼吸道禮節，加強個人衛 

生管理，如:生病戴上口罩立即就醫、加強洗手、勿吃生食等。 

4. 愛滋病防治： 

103 年 9 月 12 日及 9 月 13 日體檢現場同步辦理菸害防制宣導暨 

一氧化碳檢測(CO)活動、愛滋病防治宣導暨愛滋匿名篩檢活 

動，新生參與踴躍。 

5. 伊波拉病毒防治: 

目前國際伊波拉病毒感染疫情雖已趨緩，本組仍不定時以網路 

及 e-mail 進行伊波拉病毒防治宣導。 

6. 菸害防制： 

(1) 103 年 11 月 14 日於籃球場、羽球場及機車停車場處建置菸

害防制及運動消耗熱量標示帆布條、宣導版面，期能營造健

康安全校園環境。 

(2) 104 年 3 月 9 日至 3 月 13 日為本校無菸校園簽署週，於捐血

活動現場及學生餐廳前辦理聯合簽署及菸害防制宣導活動。 

(3) 104 年 3 月 9 日至 5 月 15 日辦理「禁菸小助手-無菸標示我

張貼活動」，於學校各個出入口及大樓、宿舍加強無菸標示張

貼，提升無菸校園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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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餐飲衛生： 

(1) 103 年 9 月 24 日及 104 年 3 月 2 日學務長及相關師長為學校

餐廳進行健檢，希望為師生提供安全衛生的飲食及用餐環境。 

(2) 近來食安食用油問題嚴重，本組和餐廳業者除每日清查食材

來源並做紀錄外，並推動食材登錄系統，嚴格為學生餐廳食

安把關。 

(3) 104 年 5 月 29 日完成學生餐廳環境健康營造及佈置，以 6 大

類食物均衡攝取為前提，營造學餐新風貌。 

(4) 104 年 1 月 16 日及 104 年 6 月 30 日學期結束進行餐廳總檢。 

8. 中東呼吸症候群冠狀病毒(MERS-CoV)防治： 

(1) 南韓自 5/20 日公布一名自中東感染 MERS-CoV 之境外移入

病例後，目前接觸者感染人數持續增加中，並已造成 27 個死

亡案例，提醒師生前往中東與南韓等疫區務必注意。

MERS-CoV 感染症為呼吸道感染疾病，潛伏期約 2 至 14 天，

感染症狀包括發燒、咳嗽、呼吸急促與呼吸困難，多數呈現

肺炎，部分有腹瀉症狀。疾病管制署呼籲，民眾計畫前往疫

區旅遊，建議注意以下事宜： 

○1 可提前 2 至 4 週至國內 26 家旅遊醫學門診諮詢。 

○2 旅遊期間應注意個人衛生、呼吸道防護及手部清潔，避免 

騎乘或接觸駱駝及勿生飲駱駝等動物奶，以降低受感染可 

能性。 

○3 返國時或返國後，若出現發燒、類流感、腹瀉等症狀，應 

主動告知機場港口檢疫人員，戴上口罩儘速就醫，並告知 

接觸史及旅遊史，以利醫師及早診斷，提供妥適的治療。 

○4 落實自主健康管理。 

(2) 104 年 6 月 25 日 11:30 於誠正大樓 B309 會議室召開校園因

應中東呼吸症候群冠狀病毒感染症(MERS-CoV)緊急會議，研

擬疫情應變計畫及小組分工執掌。 

 

肆 、 年度創新工作 

一、 軍訓室 

(一) 修正軍訓室子系統之「學生生活輔導紀錄」相關功能新增或修改，

另新增「學生生活輔導紀錄統計查詢」功能，統計指定日期範圍內

各輔導項目之輔導次數；並新增「學生生活輔導紀錄轉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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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出指定日期範圍內各輔導項目之輔導內容，欄位包括項次、項目、

輔導時間、輔導內容，使學生生活輔導更臻周延。 

(二) 103 學年度精緻師培品德涵養 C2-「習禮如儀、陶塑品格」計畫。 

二、 課外活動指導組 

(一) 為推動學校 E 化政策，自 103 學年度起社團活動及社團相關補助申

請案一律改由線上申辦並取消紙本作業，對落實無紙化政策績效卓

著。 

(二) 為配合服務學習及志工服務政策，本校自 103 學年度起每年度辦理

2 場次的志工基礎及進階教育訓練課程，經培訓成為合格志工之人

數已達 80 名，並推薦至社會福利場域進行實地服務工作，本年度受

服務人數超過 8000 人次，績效卓著。 

(三) 本校首次辦理非行少年(安置兒童)及偏鄉課輔計畫案，本案業經臺

灣教育大學系統補助新台幣 100 萬元。 

(四) 為提生學生自治幹部視野及法治觀念，本校首次辦理大專校院「學

生權益自治週活動」，獲教育部補助新台幣 1 萬元。 

(五) 為擴大宣導本校辦學理念及服務績效，本校首次開辦高中生熱舞邀

請賽，旋即獲得國立臺南一中等校學生青睞，計有 16 隊報名參賽，

現場反應熱絡，媒體爭相報導，參與學生一致期待本活動能成為固

定年度賽事，活動相當順利成功。 

三、 生活輔導組 

(一) 103 年 9 月 1 日全面更新完成益友齋及輔仁齋系統桌櫃床組；靜敬

齋系統桌櫃床組更新逾一年，系統桌櫃床組受住宿同學好評。 

(二) 103 年 11 月本校獲頒「103 年教育部品德教育特色學校」殊榮。 

(三) 104 年 4 月 9 日與移民署台南服務站、南大附小合辦「多元文化幸

福講座」，邀請臺灣南洋姐妹來府城說戲，演出以戲劇「幸福．無路

可退」，劇中論述家庭、親情、倫理與包容等諸多品德教育議題，獲

得近 200 位與會師生與社區民眾迴響。 

(四) 104 年 5 月 6 日辦理「103 學年度教育部品德教育推廣與深耕學校」

敬師尊親「禮讚母親」晚會，邀請南大校友合唱及學生社團福智青

年社、信望愛社、手語社、學園團契等以詩歌及手語等讚頌母親之

偉大，晚會溫馨圓滿。 

(五) 104 年 6 月 14 日辦理「103 學年度教育部品德教育推廣與深耕學校」

生命教育課程，學生 20 員至本校附屬中學探索教育訓練場施教。 

(六) 為及時掌握學生學習與生活輔導，修正辦法：任課教師於授課後 15

日內上網完成學生缺曠登錄（E-Course 管制登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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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學務線上辦公室新增「師生座談會會議紀錄管理」上線全面使用。 

(八) 學務線上辦公室新增「學生獎勵」上線使用。 

四、 衛生保健組 

(一) 本組申請 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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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800 元，教育部補助金額 144,000 元，學校自籌款 28,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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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年 9 月 30 至 10 月 23 日每週二、四辦理「健康蔬食快樂分享餐

盒活動」，讓師生蔬食 ing，健康也跟著 ing，此次開放報名人數為

200 人，不到 3 天就突破上限，參與人數與次俱增顯見活動受歡迎

程度，亦代表師生對健康之需求度與關注度日漸增高。 

(三) 103 年 11 月 21 日至 12 月 24 日辦理「南大自主運動卡健康」運動

集點送活動，集滿 10 點將卡片送回衛保組即可換領運動毛巾一條並

參加 12 月 24 日中午之摸彩活動，共送出 6 份運動用品大禮，培養

師生自主運動管理的習慣，師生參與踴躍。 

(四) 於籃球場、羽球場及機車停車場建置菸害防制及運動消耗熱量標示

帆布條、宣導版面，營造健康安全校園環境。 

(五) 104 年 3 月 2 日至 5 月 29 日辦理自主運動集點活動，藉由 3 月至 5

月共 3 個月時間持續推廣自主運動，每天運動 30 分鐘可集一點，集

10 點換實用贈品並可參加期末摸彩，建立校園運動風氣。 

(六) 104 年 5 月為健康飲食推廣月，5 月 4 日起學生餐廳每天中午推出

健康餐盒，以 6 大類食物均衡及合適之份量為前提，為鼓勵師生選

擇健康飲食，推廣期間買健康餐盒即送無糖飲品兌換卷 1 張，共計

2753 人次響應，並同步進行餐廳健康環境佈置，營造學餐新風貌。 

(七) 104 年 5 月 5 日至 5 月 28 日每週二、四中午辦理健康飲食：「食」

尚蔬食餐盒活動，共 4 週 8 次，參加人數為教職員工 85 人、學生

103 人，共計 188 人。 

(八) 104 年 6 月 10 日 12:00-14:00 於阿勃勒節活動舞台前辦理自主運動

集點摸彩及健康珍粽不增重活動，共計 175 人參加。 

 

伍 、 年度榮譽事蹟 

一、 連續七年榮獲「教育部捐血績優學校殊榮」。 

二、 榮獲「103 年教育部品德教育特色學校」殊榮。 

三、 國樂社參加「103 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榮獲大專團體 B 組絲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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室內樂合奏優等獎。 

四、 土撥鼠康輔社、海鷗社及學生會參加「104 年度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

評選及學生會成果競賽」，分別榮獲特優獎、績優獎及甲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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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 

壹、 單位基本資料 

本處現置有總務長 1 名，秘書 1 名，下設文書組、事務組、出納組、保管

組、營繕組、環安組等 6 組。目前員額專任組長 5 名、教師兼任組長 1 名，

共有組長 6 名；另設有技正 1 名、組員 7 名、技士 4 名、助理員 1 名、校

聘技士 1 名、校聘組員 1 名、校聘管理師 1 名、駐衛警 1 名、工友 25 名

以及全職工讀生 2 名。 

貳、 議事方面 

一、 總務長室 

(一) 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會議 

1. 103 學年度提案審查會議共召開 2 次(103.11.17、104.06.08)。 

2. 103 學年度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會議共召開 2 次(103.11.26、 

104.06.10)。 

(二) 總務處會議 

1.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共召開總務處會議 4 次(103.09.17、 

103.10.15、103.11.12、103.12.10)。 

2.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共召開總務處會議 4 次(104.03.04、 

104.04.22、104.05.20、104.06.03)。 

(三) 其他 

榮譽校區揭牌籌備會議召開 1 次(104.02.05)。 

二、 文書組 

行政會議 

103 學年度行政會議共召開 8 次(103.10.15、103.11.19、103.12.17、 

104.01.14、104.02.11、104.03.18、104.05.20、104.06.17)。 

三、 環安組 

(一) 環境安全衛生委員會會議共召開 2 次(103.09.02、104.04.20)。 

(二) 實驗動物照護及管理小組會議召開 1 次(103.12.09)。 

(三) 生物安全衛生委員會議召開 1 次(103.12.09)。 

(四) 節約能源委員會議召開 1 次(103.11.25)。 

參、 年度重要工作 

一、 出國訪問 

總務長至美國大學參訪及出席 2015 美洲教育者年會 

(104.05.24~104.06.01)。 

二、 事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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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持續推動校園開放政策，督促警衛同仁以服務為導向、微笑的服務

為目標，嚴守服勤規定，提供師生以及來賓優質之全方位服務品質。 

(二)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起實施教職員工等停車收費措施，年度總計(含

學生)763 人申請，挹注校務基金收入 94 萬 7,530 元；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起並實施教職員工等機車停車管制措施。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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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行病蟲害防治，以維持安全、乾淨、衛生之校園環境。 

(四) 執行與宣導優先採購環境保護產品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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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種行道樹進行修剪，以確保人車

安全及校園環境整潔。 

(六) 103 學年度採購、招標案件數如下： 

1. 10 萬元以上招標案 76 件，總金額 4,723 萬 7,521 元。  

2. 10 萬元以下採購案 9,862 件，總金額達 8,278 萬 6,417 元。 

3. 共同供應契約採購案 103 學年度共承辦 406 件，採購總金額：

2,211 萬 6,894 元。其中 10 萬元以上需辦理驗收紀錄及結算證

明之案件共 43 件，總金額 1,451 萬 1,619 元。 

4. 科研採購案件 10 萬元以上案件共 24 件，總金額 5,731 萬 9,032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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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學年度計有： 

1. 機動工作派遣 699 次。 

2. 車輛派遣 928 次。 

3. 會議室借用 3,615 次。 

4. 音樂廳辦理活動 134 場次，總收入 144 萬 6,040 元。 

三、 保管組 

(一) 教育部會計處於 103 年 9 月 24~26 日蒞校訪查相關業務，共實地抽 

查師培中心、軍訓室、課外活動組、圖書館、體育室、文資系及特 

教中心等 7 個單位，主要抽查內容為教育部補助購置之財產，各受 

查單位均全力配合，順利完成抽查。 

(二) 103 年 9 月辦理文化部清查經管民國 60 年以前建物資料建置系統， 

經彙整、蒐集及拍照備妥相關資料後，已上網填報本校經管市定古 

蹟紅樓建物相關資料。 

(三) 103 年 9 月辦理本校思源樓學生餐廳鍋爐更換及瓦斯管路、廚房地 

下供水管漏水、磁磚脫落等維修事宜，以維護餐廳供餐順利。 

(四) 104 年 2 月辦理本校 104 年府城校區與榮譽校區建物及設備火險、 

竊盜險等保險。 

(五) 104 年 4 月榮譽校區(原忠孝國中)設置之動產來函轉撥本校繼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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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已完成登帳、黏貼標籤等程序。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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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億 9,843 萬 423 元整，已 

於 103 年 6 月 3 日完成財產登帳事宜。 

(七) 本校財產報廢後轉撥本校專業發展合作學校： 

1. 臺南市海佃國小：鑽孔機、網路設備及樂器共 9 項；辦公桌、直 

立櫃、裝訂機及鈴鼓等非消耗品計 10 件。 

2. 澎湖縣中興國小：冷氣、電腦及投影機共計 12 項。 

(八) 持續辦理報廢電腦再利用： 

1. 在學學生：將已報廢電腦設備整理後提供予需要查詢資料、繕打 

報告等之學生使用至畢業；103 學年度共計借出 7 台(含桌上型電 

腦、筆記型電腦及螢幕)，歸還 10 台（含以前年度借用）。 

2. 校內公務：提供校內同仁仍可再利用之財產附屬設備使用，103 

學年度共計 49 件（包含電腦、液晶螢幕、腳架、燒錄機等）。 

(九) 校外財產移轉、轉撥案： 

1. 原忠孝國中財產撥入：電動柵門、捲揚機及冷氣共 7 項。 

2. 歸還代管澎湖縣政府委辦計畫電腦 1 組。 

3. 轉入代管教育部計畫購置之電腦 1 台。 

4. 撥出至陽明大學：計畫購置之實驗設備共 5 項。 

(十) 104 年奉准報廢財物於 104 年 7 月 22 日辦理標售事宜。 

(十一) 103 學年度非消耗品計增加 833 件，金額 312 萬 2,187 元，減少 

531 件，金額 199 萬 8,485 元，非消耗品移動 2,537 件。 

(十二) 保管組承辦 103 學年度場地收入計 73 筆，金額為 100 萬 2,246 元。 

四、 出納組 

(一)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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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03 學年度第一學期，繳費截止日：103 年 09 月 05 日。 

2. 103 學年度第二學期，繳費截止日：104 年 02 月 17 日。 

(二) 103 學年度大學部及研究所學分費繳交分上、下二學期： 

1. 103 學年度第一學期：103 年 10 月 29 日發布繳費資訊，繳費截 

止日期為 103 年 11 月 28 日。 

2. 103 學年度第二學期：104 年 4 月 23 日發布繳費資訊，繳費截止 

日期為 104 年 5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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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口試費等之撥款入帳。 

(四) 辦理大學部及研究所各項學雜費、學分費等退費之撥款入帳。 

(五) 辦理校務基金各項廠商工程款、事務採購費用等之撥款入帳。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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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撥款 

入帳工作。 

(七) 辦理導師費、專兼任教師超支及授課鐘點費之撥款入帳。 

(八) 辦理專案計畫各項人事費及廠商款項之撥款入帳。 

(九) 辦理收、支作業，全年度收支作業共計 28,121 筆，為便利收款人 

核對金額及來源細目，全面性就各項付款以電子郵件通知收款人。 

五、 文書組 

(一) 核算本校 103 年公文歸檔總數 17,232 件、校內機密案件屆期解密 

檢討 62 件。 

(二) 本校永久保存檔案典藏截至 103 年共 73.15 公尺，定期保存檔案典 

藏共 155 公尺，校內年度紙本檔案檢調應用共 113 件。 

(三) 本校銷毀民國 90 年度會計帳簿、憑證及報表乙案業經國家發展委 

員會檔案管理局核復同意在案，並於 104 年 6 月 15 日上午至官田 

工業區銷毀本批檔案。 

(四) 文書組辦理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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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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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03 萬

2,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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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2 件。 

2. 「空調水電類」由本校技工自行修護案件，計為 1,529 件。 

3. 「土木及空調水電類」招商委外修護案件，計為 2,410 件。 

(三) 年度各項公告金額以上採購案件辦理情形： 

1. 「學生宿舍輔仁齋暨益友齋寢具汰換財務採購」案，由森億櫥

櫃實業有限公司承攬，於 103 年 6 月 23 日動工，同年 8 月 21

日完工。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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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 9 月 5 日完工。 

3. 「103 年度暑假校舍整修工程」案，由嘉麟營造有限公司承攬，

教學區部分於 103 年 10 月 1 日完工、非教學區部分於同年 10

月 17 日完工。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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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103 年 6 月 20 日復工，同年 10 月 27 日完工。 

5. 「府城交換機系統移機暨機房遷設案」：由歐科商業電訊股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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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承攬，104 年 1 月 7 日動工，同年 2 月 25 日完工。 

6. 「校友樓新建工程」案，由甲頂營造有限公司承攬，104 年 5

月 11 日開工，預計 105 年 5 月完工。 

7. 「文薈樓及圖書館室內空間照明改善工程」案，由中華電信股

份有限公司臺灣南區電信分公司承攬，104 年 6 月 12 日動工，

預計同年 7 月中旬完工。 

8. 「榮譽校區 A 棟校舍耐震補強工程」案，由金贊營造有限公司

承攬，104 年 7 月 1 日動工，預計同年 8 月 31 日完工。 

9. 「懷遠齋網路及光纖線路汰換新增工作」案，104 年 6 月 30 日

開標，預計同年 8 月 20 日前完工。 

10. 「紅樓屋頂及外牆維護改善工程」案，104 年 6 月 30 日開標，

預計同年 8 月 31 日完工。 

11. 「104 年暑假學生宿舍暨校舍建築整修工程」案，104 年 7 月 3

日開標，預計同年 8 月 31 日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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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公共工程」保固期滿，於 104 年 3

月 3 日辦理會勘接管事宜。 

2. 七股校區公共設施工程之「滯洪池北岸景觀工程」部分工項 3

年保固期滿，於 104 年 5 月 22 日辦理會勘接管事宜。 

3. 代辦單位於 104 年 6 月 11 日召開「七股校區公共設施工程排水

設施會勘」。 

(五) 消防自衛編組訓練 

1. 本校 103 年度第 2 次消防自衛編組訓練，於 103 年 9 月 9 日上

午假府城校區誠正大樓廣場結合臺南市消防第三大隊進行演練

觀摩。 

2. 本校 104 年度第 1 次消防自衛編組訓練，於 104 年 4 月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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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加速校區之建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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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 103 年 4 月 7 日函送

修正後計畫書及校內溝通相關資料至部，經部於同年 5 月 15 日

核轉行政院，行政院秘書長同年 10 月 6 日函覆請照國發會意見

修正計畫。 

3. 經依前開國發會意見檢討計畫自償率及少子化影響之因應評估

等，於 104 年 3 月 3 日函送修正後計畫書(第 12 版)至部；俟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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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部核轉行政院核定後，即可恢復執行校區建設計畫。 

七、 環安組 

(一) 規章制訂及修改 

1. 訂定國立臺南大學「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 

2. 訂定國立臺南大學「垃圾分類及資源回收實施要點」。 

3. 修正國立臺南大學府城以及榮譽校區「事業有害廢棄物管理計

畫書」。 

4. 修正府城校區及榮譽校區毒性化學物質防災基本資料。 

5. 修正國立臺南大學「毒性化學物質及有害廢棄物管理要點」。 

6. 修正國立臺南大學「環境安全衛生委員會設置要點」。 

7. 修正國立臺南大學「職業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8. 訂定優先及管制性化學品相關表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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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參加動物人道管理教育訓練。 

7. 辦理毒性化學物質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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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善榮譽校區 E 棟 306 實驗室外面低溫櫃因壓縮機故障發出低

頻噪音事宜。 

2. 改善榮譽校區生物醫療廢棄物儲存櫃因壓縮機故障出水問題。 

3. 改善榮譽校區 ZF01-A 系統最佳化實驗室電線插座迴路事宜。 

4. 改善府城校區 C112 生物實驗室增加新設備需增設插座迴路工

程。 

5. 改善材料系新增氧電漿產生器設備插座作業。 

6. 辦理實驗場所作業環境監測。 

7. 協助改善生科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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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規劃辦理榮譽校區廢液儲存室新建工程。 

9. 協助藝設系辦理危險性機械設備定期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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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毒性化學物質管理 

1. 辦理府城及榮譽校區近 10年無運作紀錄之毒性化學物質辦理註

銷作業共計 15 種。 

2. 本校「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紀錄表」申報備查。 

3. 向臺南市環保局申請實驗室新購入毒性化學物質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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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0 公斤。 

5. 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稽查本校毒性化學物質使用及申報情

形。 

(六) 自動檢查制度推動 

1. 制定年度自動檢查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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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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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年動物照護監督報告。 

3. 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至校稽查本校學生餐廳廢食用油儲存及

處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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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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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藉由本項調查作為來年人力委外改善參考依據。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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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103 學年度開始實施本校「科技技術研究發展採購作業要點」並 

執行各項科技技術研究發展採購作業。 

(四)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以科技產品 E-tag 實施教職員工等機車停車管 

制措施，減少人力管制車輛進出並能詳實紀錄通行次數。 

二、 保管組 

(一) 本校已改大多年，惟保管組人力仍維持師專年代之編制，有關隨時 

受理搬運報廢品乙項，一直造成業務工作之排擠；復因機動班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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遞減，無法隨時協助搬運報廢品。因此 104 年起固定於每週一及週 

四下午 2 時至 4 時間辦理報廢品搬運工作，各單位須事前聯繫並配 

合於上述時間內辦理報廢品收繳、搬運事宜。 

(二) 完成本校盤點系統建置，並於 103 年 12 月 15 日舉辦 2 梯次之教育 

訓練課程，提供財物保管人即時線上盤點、更新存置地點及辦理異 

動、報廢等申請作業，提供保管人更多盤點選擇方式。 

(三) 「E-work 學生電腦設備借/還管理系統」：由電算中心協助開發完成 

本校已報廢再利用電腦設備之借/還管理系統，以有效控管學生借 

用及離校狀況。 

(四) 依據法令規定及配合本校財管、盤點系統開放保管人線上製填表 

單、查詢及修改等功能，修正本校「『年度財產暨非消耗品』盤點 

作業計畫」部分條文，以符現況。 

三、 出納組 

為降低現金點收及保管風險、簡化收據管理運作流程、減少相關行

政作業成本，主動洽商有收繳大量現金必要之校內業務單位，建議

比照本校學雜費繳交方式，以資訊系統收取其經辦業務款項，完成

繳費後一併繳入本校相關帳戶，嗣後再依規定程序動支。 

四、 文書組 

(一) 為因應國際化趨勢，加強防偽功能，配合教務處完成具防偽功能之 

中英文版畢業證書，該畢業證書改版後預估可免除學生重複申請英 

文版之作業時間。本項作業於 103 學年度第二學期(104.07)起開始 

製發。 

(二) 為宣導師生榮譽榜及相關政令所需，於 104 年 2 月 25 日增設榮譽 

校區之電子跑馬燈。 

五、 營繕組 

(一) 節電節水成效方面，用電設備依需求調整供電方式、供電時段及燈 

具汰換為節能燈具等，有效節省用電量約 27 萬度，撙節電費支出 

約888千元，且103年整體節電率由102年之1.59%提升至5.39%(與 

96 年相較)。另 103 年度用水量節省約 3.2 萬度，以均水價換算撙

節經費約 410 千元。 

(二) 配合節水政策，自 104 年 4 月起全面性檢討府城及榮譽兩校區之水 

龍頭，計減少水龍頭數量 160 支及更換為省水型水龍頭 546 支；並 

運用文薈樓中央 RO 系統既有設施，將 RO 廢水回收後再利用於廁 

所清潔用水，有助於提昇節水績效。 

(三) 為改善男廁異味及兼顧節能減碳，103 年 8 月於文薈樓地下一樓以 

及地上一樓男廁裝置 12 座免沖水小便斗，除臭效果佳，更具節能 

減碳效益。 

(四) 為提升節能績效，向內政部建築研究所申請「文薈樓教室及圖書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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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照明汰換節能燈具改善計畫」補助案，獲核定補助 211 萬元， 

預計 104 年 7 月執行完成。 

(五) 考量各校區電信設備現況、改善機房空間及撙節經費開支等面向， 

將七股校區交換機遷移至府城校區，並遷移主機房至文薈樓，原有 

紅樓機房作為出納組辦公空間使用以提升該單位辦公環境及服務 

品質。 

(六) 為提升採購效率，針對未達公告金額之工程案件「榮譽校區入口美 

化工程案」，採最有利標精神公開徵求企劃書的採購方式，自上網 

招標到完成設置約 3 個月，設置成果亦符預期效益。 

六、 環安組 

(一) 獲教育部補助辦理 104 年「大專校院安全衛生通識課程及教育訓練

計畫」。 

(二) 獲教育部補助辦理 104 年「校園能資源管理及環境安全衛生計畫」。 

(三) 與生態保育社合辦「五類回收換五色便當」活動。 

(四) 辦理圖書館室內空氣品質維護及管理相關作業。 

伍、 年度榮譽事蹟 

一、 出納組許啟珍組長獲選為「教育部與所屬機關學校 103 年度模範公務人

員」。 

二、 本校 103 年度辦理綠色採購比率達 90%以上，辦理成效卓越，教育部來

函建請依權責予相關承辦(含採購)人員敘獎鼓勵。 

三、 本校辦理原忠孝國中竹篙厝段 2102 土地無償撥用(變更經管機關)案，

教育部 103 年 12 月 23 日轉國產署辦理無償撥用(變更經管機關)事宜，

後經相關單位囑咐地政單位辦理變更管理機關為本校登記，104 年 1 月

完成、領狀；2 月登帳、增置、設卡管理，正式為本校權屬。 

四、 提報辦理本校榮譽教學中心(原忠孝國中)4 棟建物財產撥用案，103 年

12 月 12 日辦理查稅及免契稅申請，稅務局核准發給，同年月 23 日收

執後，是日隨即函送相關資料予市府地政局辦理變更管理機關事宜，地

政局於同年月 27 日函東南地政辦理登記撥入為本校所有，103 年 12 月

31 日領狀，隨即辦理不動產增置、入帳及核銷，原臺南市立忠孝國中(本

校榮譽教學中心)11 棟建物，正式為本校權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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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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設置 3 組：國際事務組、學術發展組及產學合作

組，每組置組長及校聘組員各 1 名；另有全職工讀生 1 名。 

 

貳、 議事方面 

一、 國際事務組 

(一) 召開「國立臺南大學交換學生來校就讀甄選複審審查會議」

(103.8.29)。 

(二) 召開「國立臺南大學交換學生出國甄選複審審查會議」(103.10.27)。 

(三) 召開「國立臺南大學境外學生暑期專班協商會議」(103.10.28)。 

(四) 召開「本校 104 年國外及大陸地區出國參訪暨教育展行程規劃會 

議」(103.11.7)。 

(五) 召開「國立臺南大學姐妹校交換學生來校就讀複審審查會議」

(103.11.21)。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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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年度第 1 梯次」(104.1.13)。 

(七) 召開「國立臺南大學姐妹校交換學生來校就讀複審審查會議」

(104.5.4)。 

(八) 召開「國立臺南大學交換學生出國獎學金(學海飛颺及本校)審查會

議」(104.6.8)。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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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6.29)。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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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年度第 2 梯次」(104.7.7)。 

二、 學術發展組 

(一) 召開「國立臺南大學 103 年度第 6、7、8 次研究發展處處務會議」

(103.10.27、103.11.24、103.12.30)。 

(二) 召開「國立臺南大學 103 年度補助學術研究計畫複審會議」

(103.11.10)。 

(三) 召開「國立臺南大學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研究發展會議」(103.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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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召開「國立臺南大學 103 學年度第一學期南大學報指導委員會議」

(104.1.12) 

(五) 召開「國立臺南大學 104 年度第 1~4 次研究發展處處務會議」

(104.1.28、104.4.28、104.5.12、104.6.22)。 

(六) 召開「104 年度五類學報及光碟片」採購乙案評審小組第一次會議

(104.2.6)。 

(七) 召開「國立臺南大學 104 年度貴重儀器管理委員會」(104.3.2)。 

(八) 召開「104 年度五類學報及光碟片」採購乙案評審小組第二次會議」

(104.3.4、104.3.17)。 

(九) 召開「國立臺南大學 104 年度加強學術研究提昇教學品質獎勵初審 

會議」(104.4.27)。 

(十) 召開「國立臺南大學 104 年度加強學術研究提昇教學品質獎勵複審 

會議」(104.5.6)。 

(十一) 召開「國立臺南大學 103 學年度第二學期研究發展會議」 

(104.6.26)。  

(十二) 召開「國立臺南大學 103 學年度第二學期南大學報指導委員會議」 

(104.6.29)。 

三、 產學合作組 

(一) 辦理本校專業發展合作單位聯席會議。(104.3.13) 

(二) 辦理本校技術審查委員會。(104.4.15) 

(三) 辦理本校補助計畫配合款審議委員會。(104.4.29) 

(四) 辦理本校申請「科技部 104 年度補助大專校院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 

施」審議委員會，共 2 次。(104.5.4、104.5.8)  

(五) 辦理本校執行「科技部 104 年度補助大專校院延攬特殊優秀人才措 

施」第 2 次申請案研商會議。 (104.6.15) 

(六) 辦理本校與附聰改隸前後檢討會議，共 2 次。( 104.3.27、104.6.15) 

(七) 辦理本校研究中心評議委員會。(104.6.10) 

(八) 辦理本校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研商會議。(104.6.30) 

參、 年度重要工作 

一、 國際事務組 

(一) 外賓參訪、演講及座談 

1. 辦理大陸滁州學院蒞校參訪(103.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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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辦理本校境外學生註冊說明會(103.9.9)。 

3. 辦理大陸廣東省外語藝術職業學院蒞校參訪(103.9.18) 。 

4. 辦理本校交換學生出國暨獎學金甄選說明會(103.9.24)。 

5. 辦理西班牙武康大學蒞校參訪(103.10.21)。 

6. 辦理上海市教育評估院代表團蒞校參訪(103.10.24)。      

7. 辦理中國美術學院蒞校參訪(103.10.28)。 

8. 辦理上海大學拜會李健興研發長(103.11.12)。  

9. 辦理雲南教育參訪團蒞校參訪(103.11.17)。 

10. 辦理日本大阪府立大學蒞校參訪(103.11.18)。 

11. 辦理澳洲留遊學講座(103.11.26)。 

12. 辦理瀋陽師範大學參訪團蒞校參訪(103.12.1)。 

13. 辦理法國留遊學及法國雷恩商學院介紹(103.12.3)。 

14. 辦理出國交換學生經驗分享座談會，講者：英語系鍾曜竹同學  

(美國中央阿肯色大學)、音樂系周式民同學(美國中央阿肯色大 

學)、英語系王皓誠同學(西班牙哈恩大學) (103.12.10)。 

15. 參加 103 學年度應屆結業僑生升大學博覽會 (103.12.12)。 

16. 辦理出國交換學生經驗分享座談會，講者：幼教系王珮菁同學 

(法國巴黎第 8 大學)、國文系徐學瑜同學(法國巴黎第 8 大學)、 

經管系莊婉毓同學(大陸華北電力大學) (103.12.17)。 

17. 辦理韓國又松大學蒞校參訪(103.12.18)。 

18. 辦理閩南師範大學及韓國又松大學蒞校參訪(103.12.20)。 

19. 辦理本校交換學生出國行前說明會(103.12.24)。 

20. 辦理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交換學生及志工交流討論會議 

(104.1.7)。 

21. 辦理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境外學生接待志工說明會(104.1.14)。 

22. 辦理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境外學生註冊說明會(104.2.25)。 

23. 辦理大陸滁州大學蒞校參訪(104.3.17)。 

24. 辦理出國交換學生經驗分享座談會(104.4.19)。 

25. 辦理本校交換學生出國暨獎學金甄選說明會(104.5.6)。 

26. 辦理美國留學、遊學及海外打工講座(104.5.13)。 

27. 辦理廈門市中醫院訪問團蒞校參訪(104.5.20)。 

28. 辦理太陽能光電與南非風情講座，主講人：陳文咸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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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5.20)。 

29. 辦理澳門明愛大專僑生服務中心蒞校參訪(104.5.22)。 

30. 辦理香港新家園協會訪問團蒞校參訪(104.5.26)。 

31. 辦理重慶第二師範學院蒞校參訪(104.5.28-5.30)。 

32. 辦理廣東省深圳市初中校長團蒞校參訪(104.6.1)。 

33. 辦理本校交換學生出國行前說明會(104.6.3)。 

34. 辦理本校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境外學生接待志工說明會 

(104.6.10)。 

35. 辦理上海教委高等教育發展規劃團蒞校參訪(104.6.11)。 

(二) 本校出訪行程 

1. 總務處黃文伯組長及學務處羅豐州組長赴芬蘭進行學術交流參 

訪(103.8.16-103.8.23)。 

2. 研發處蔡佳恩校聘組員赴香港參加 2014 香港臺灣高等教育展

(103.10.16-103.10.20)。  

3. 辦理黃秀霜校長、莊陽德副校長、蔡昆宏主任、傅耀賢副主任至

大陸參訪重慶第二師範學院、重慶師範大學、四川美術學院、麗

水學院並與廈門理工學院簽約成為姐妹學校 

(104.4.19-104.4.27)。 

4. 辦理謝宗欣總務長及陳居毓主任至美國參加美洲教育者年會及

參訪美國大學(104.5.24-104.6.1)。  

(三) 姐妹校簽約 

1. 香港教育學院(103.10.12)。 

2. 首都經濟貿易大學(103.11.2)。 

3. 瀋陽師範大學(103.12.1)。 

4. 重慶第二師範學院(103.12.15)。 

5. 湖北第二師範學院(104.1.5)。 

6. 德國奧古斯堡科技大學(104.2.26)。 

7. 西安科技大學高新學院(104.3.16)。  

8. 廈門理工學院(104.3.27)。 

9. 西班牙武康大學(104.4.15)。  

二、 學術發展組 

(一) 南大學報 

1. 辦理103年度四類學報暨光碟片招標驗收結案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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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辦理104年五類學報暨光碟片招標評審，評審結果為天宇視覺設

計。 

3. 自104年起將原「人文與社會研究學報」分刊為「人文研究學報」

及「社會研究學報」。 

4. 出版教育研究學報48卷2期、49卷1期；人文與社會研究學報48

卷2期；人文研究學報49卷1期；社會研究學報1卷1期；理工研

究國際期刊4卷3~4期、5卷1~2期；藝術研究學報7卷2期、8卷1

期。 

5. 辦理政府出版品展售門市及電子期刊授權單位103年銷售結帳

請款相關事宜。 

6. 因應教育部查核，檢視現行電子期刊授權合約，並與各出版社

洽談有關逾期繳款滯納金相關規範。 

 

(二) 計畫相關 

1. 為提供本校教師多元審查管道，已與國立中正大學人類研究倫

理審查委員會簽署委託審查協議書，效期至 104 年 12 月 31 日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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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件。 

4. 行政院科技部 104 年度(第 53 屆)補助科學與技術人員國外短期

研究，本校核定通過共計 2 名。 

5. 辦理科技部 104-106 年度臺法（MOST-INRIA）聯合團隊人員交

流訪問計畫核定通過相關事宜，計 1 件。 

6. 辦理科技部 101-103 年度臺法（MOST-INRIA）聯合研究團隊人

員交流訪問案第 3 年期請款事宜，計 1 件。 

7. 辦理科技部 2014年「德國學術交流總署雙邊協議人員交流計畫」

報銷案，計 1 件。 

8. 加入國立成功大學南區研究倫理聯盟種籽基金方案，自 103 年

12 月 1 日起至 104 年 12 月 31 日止，非科技部研究計畫(含申請

科技部計畫未通過)倫理審查不限件數（不含學位論文）；所屬

研究人員參與教育訓練課程、諮詢研究倫理相關議題等，無須

額外付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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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協助本校教師申請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人體試驗委員會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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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共計 2 件。 

 

(三) 其他庶務 

1. 辦理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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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年度加強學術研究提昇教學品質獎勵案申請，共獎勵

129 件。 

4. 辦理103年度補助學術研究計畫案申請，共補助20件。 

5. 統籌協助各單位辦理「教育部大學校院校務資料庫」103 年 10

月及 104 年 3 月份表單填報相關事宜。 

6. 教育部來文調查本校 105 年度歲出概算經常性作業用單價新臺

幣 500 萬元以上儀器。 

7. 辦理中華民國斐陶斐榮譽學會 104 年榮譽會員推薦，共 9 名。 

8. 回報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有關本校「103年已購單價一佰萬

元以上儀器調查表」。 

9. 辦理2015年南大阿勃勒節學術暨研發成果展(104.5.30)。 

10. 協助各單位相關研究資料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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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相關規定公

告等事宜。 

2. 辦理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變更及經費流用等申請事宜。 

3. 辦理本(104)年度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含產學合作研究計畫）

經費結報相關事宜。 

4. 辦理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變更執行機關之相關事宜，共 2 件： 

(1) 轉入 1 件：綠色能源科技學系新進教師卜一宇老師由國立高

雄海洋科技大學轉入 1 件至本校繼續執行。 

(2) 轉出 1 件：機電系統工程研究所蘇科翰專案教師轉出 1 件至

國立嘉義大學繼續執行。 

5. 辦理科技部 101、102 年度新制多年期專題研究計畫(含產學合

作研究計畫)之第 3年及第 2年第 1期款請款及撥款入帳等事宜。 

6. 辦理科技部補助大專校院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施方案： 

(1) 辦理 103 年度補助大專校院獎勵特殊優秀人才措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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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按月動支獎勵金予獲獎人，共 41 人。 

○2 於本(104)年度 5 月底前繳交本校執行績效報告。  

○3 通知獲獎人簽署「103 年度科技部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方案 

印領清冊」，辦理經費結案事宜。 

(2) 辦理 104 年度補助大專校院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施申請：經

5 月 4 日及 5 月 8 日召開兩次審查委員會審議，推薦申請 46

名特殊優秀專任教學研究人員(推薦傑出人員 5 名、推薦優良

人員 41 名)。 

7. 辦理科技部補助大專校院延攬特殊優秀人才措施方案相關事

宜： 

(1) 辦理 103 及 104 年度延攬本校生科系執行「科技部補助大專

校院延攬特殊優秀人才措施」方案相關事宜(延攬丁慧如老

師)： 

○1 以南大研發字第 1040001722 號函辦理 103 年度成果報告 

及經費結案事宜。 

○2 辦理 104 年度核定後經費請撥等事宜。 

(2) 辦理 104 年度「補助大專校院延攬特殊優秀人才措施」第 2

次申請案： 

○1 本校目前符合科技部規定資格之受延攬人為綠色能源科 

技學系(所)劉奕宏助理教授(受延攬期間自 104 年 2 月 1 

日至 104 年 12 月 31 日)。 

○2 依 104 年 6 月 15 日本校延攬特殊優秀人才方案研商會議 

決議辦理：各學院如有 104 年 8 月 1 日延攬之新進教師 

符合獎勵資格者，請於 7 月 24 日中午 12 時前向研發處 

提出申請。 

○3 承○1 ，「科技部 104 年度補助大專校院獎勵特殊優秀人才 

措施徵求公告」第十點補助經費相關規定略以，申請 

機構已依本部「補助大專校院延攬特殊優秀人才措施」 

給予奬勵之人員，於該措施獎勵期間不得再列入本措施 

之奬勵對象。故本案受延攬人劉奕宏老師不得再列入「科 

技部104年度補助大專校院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施方案」 

本校推薦申請名單中，原 5 月 8 日本校第 2 次審查委員 

會會議紀錄推薦申請 47 人，修正推薦 46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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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辦理 104 年度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含產學合作計畫)核定事

宜，截至 104 年 7 月 9 日止，共核定 47 件：  

(1) 產學技術聯盟合作計畫 1 件。  

(2) 產學合作計畫(應用型) 1 件。  

(3) 產學合作計畫(開發型)2 件。  

(4) 專題研究計畫 43 件。 

9. 辦理本校執行科技部補助執行大專學生研究計畫相關事宜： 

(1) 辦理 103 年度「大專學生研究計畫」經費結案相關事宜，共

25 件。 

(2) 辦理 104 年度「大專學生研究計畫」：提出申請 57 件，核定

通過 28 件，通過率 49%。 

10. 科技部於 104 年 3 月 3 日到校查核本校執行科技部補助 102 年 

度計畫財務收支情形，本年度共抽查 11 件；科技部於 104 年 

7 月 7 日科部綜字第 1040048123B 號函覆本校查核完竣。 

11. 辦理本校語文著作授權出版發行相關事宜： 

(1) 教育系洪碧霞教授之「臺灣 PISA2009 結果報告」語文著作

授權出版發行乙案，辦理出版社繳交初版 2 刷衍生利益金之

相關事宜。 

(2) 辦理教育系洪碧霞教授之研發成果「臺灣 PISA2012 結果報

告」語文著作授權出版發行合約書，同意授權心理出版社股

份有限公司於授權地區出版發行該項語文著作相關事宜。 

(3) 教育系黃秀霜教授之「中文年級認字量表-標準答案紙」語文

著作授權出版發行乙案，辦理出版社預付初版 19 刷繳納衍生

利益金之相關事宜。 

(4) 教育系黃秀霜教授之「中文年級認字量表」語文著作成果授

權出版發行乙案，辦理因合約屆滿續約事宜。 

(5) 教育系黃秀霜教授之「英文認字測驗-計分紙」語文著作授權

出版發行乙案，辦理出版社預付初版 3 刷繳納衍生利益金之

相關事宜。 

(二) 教育部相關業務 

1. 本校依立法院決議及教育部指示，積極行政協助「國立臺南大

學附屬啟聰學校」成立「性平事件專業輔導小組」，邀請國內學

者專家擔任委員，依性平專業組成：「教學輔導分組」、「性別培

力及事件處理分組」、「諮商輔導分組」、「環境空間及措施建構

分組」之運作方式，積極指導及協助南大附聰處理校園性平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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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建立性別友善校園。專輔小組第一次會議由教育部蔣偉寧

部長親自主持，並於會中推舉教育部吳前次長財順擔任召集

人，至 103 年底本校已協助教育部及南大附聰辦理專輔小組會

議召開 21 次會議(第 21 次會議於教育部 216 會議室召開並由教

育部吳思華部長親自主持)，相關會議記錄亦上網公開。

(102.12.9、102.12.16、102.12.19、103.1.2、103.1.27、103.2.13、

103.2.27、103.3.20、103.4.9、103.4.24、103.5.8、103.5.22、

103.6.12、103.6.26、103.7.24、103.8.29、103.9.25、103.10.30、

103.11.27、103.12.11、103.12.25) 

2. 本校 104 年度辦理「國立臺南大學附屬啟聰學校性平事件專業

輔導小組」第一階段相關事宜：  

(1)於 1 月 12 日以南大研發字第 1040000290 號函送專輔小組第

20 次會議紀錄上網公開版本。 

(2)於 1 月 29 日以南大研發字第 1040001495 號函送專輔小組第

21 次會議紀錄上網公開版本。 

(3)於 1 月份函送「國立臺南大學行政協助附聰性平事件專業輔

導小組書面報告(102 年 10 月至 103 年 12 月)」乙冊： 

○1 於 1 月 12 日以南大研發字第 1040000302 號函報教育部。 

○2 於 1 月 12 日以南大研發字第 1040000303 號函送本專輔 

小組委員。 

(4)於 2 月 6 日以南大研發字第 1040001778 號函報教育部辦理

「本校附屬啟聰學校性平事件專業輔導小組工作計畫」第一

階段結報資料及繳回結餘款新台幣 168 萬 6,097 元，教育部

於 104 年 2 月 24 日臺教國署原字第 1040017216 函覆本校已

收訖並轉辦核結手續。(本案原核定經費 2,559,697 元) 

3. 本校 104 年度辦理「國立臺南大學附屬啟聰學校性平事件專業

輔導小組」第二階段相關事宜：配合教育部國教署規劃，參與

104 年度第 1 及第 2 次「國立臺南大學附屬啟聰學校性平事件專

業輔導小組會議」。(104.4.9、104.6.25) 

4. 本校於 104 年 3 月 9 日以南大研發字第 1040002701 號覆教育部

有關本校聘用南大附聰校長辦理情形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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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校

園性平事件國家賠償案相關公文簽辦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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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區大同國小)函請本校同意預借

本(104)年度水電費週轉金 10 萬元整之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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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辦理臺南市東區大同國民小學函請本校補助 104 年度專業發展

合作補助第 2 期款新台幣 35,000 元整相關事宜。 

3. 辦理本校附設實驗國民小學函請本校補助 104 年度改善及充實

教學設備乙案之相關事宜。 

4. 辦理本校與國立北門高級中學簽約揭牌相關事宜，時間：104

年 3 月 6 日(星期五)下午 3 時，地點：北門高中校區。 

5. 辦理本(104)年度專業發展合作聯席會暨本校與臺中私立惠明盲

校簽署專業發展合作契約儀式，時間：104 年 3 月 13 日下午 2

時，地點：本校誠正大樓 401 國際會議廳。 

6. 辦理本校與台中惠明盲校專業發展合作揭牌儀式，時間：104

年 6 月 1 日(星期一)上午 10 時。 

7. 辦理本校與堤維西交通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締結專業發展合作意

向書簽約儀式，時間：104 年 4 月 10 日(星期五)上午 10 時。 

8. 辦理本校與臺南市立忠孝國民中學專業發展合作學校契約書換

約事宜，另該校與本校 103 年 5 月 12 日簽訂之「專業發展合作

學校契約書」同時終止。 

9. 辦理本校與台南市私立昭明國中舉行專業發展合作簽約暨揭牌

儀式，時間：104 年 6 月 4 日(星期四)上午 11 時 10 分。 

10. 規劃辦理本校與空軍軍官學校舉行專業發展合作簽約儀式，時

間：104 年 6 月 30 日(星期二)上午 10 時。  

11. 規劃辦理本校與興國學校財團法人臺南巿興國高級中學舉行

專業發展合作簽約暨揭牌儀式，時間：104 年 7 月 17 日(星期

五)上午 10 時。  

12. 協助本校特教中心與臺南市私立新榮高級中學簽署精進優質

計畫合作意願書。 

13. 辦理專業發展合作學校大同國民小學函請本校協助本(104)年

度暑期兒童育樂營活動相關事宜。 

14. 辦理本校專業發展合作學校-臺南市東區東光國民小學，因合約

屆滿不再續約之相關事宜。 

(四) 其他產學合作業務及行政庶務 

1. 國立北門高級中學朱水永校長率一級主管等人來訪，討論兩校

合作事宜。(103.11.12) 

2. 工業技術研究院技轉中心智權推廣與法務組楊思源組長來訪，

研商技轉合作事宜。(103.11.17) 

3. 辦理本校「申請科技部 104 年度大專生研究計畫經驗分享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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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103.12.2) 

4. 辦理「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經驗分享/專利概念與技轉授權座談

會」。(103.12.15) 

5. 辦理「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講座暨學術研究倫理座談會」，邀請

科技部林一平政務次長蒞臨主講。(104.1.6) 

6. 辦理本校與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簽署「專利權代理銷售契

約書」之相關事宜。(104.1.7) 

7. 辦理本校與國立成功大學簽署「研發成果委託推廣協議書」相

關事宜，假南科產協學會第七屆第三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進行非

專屬授權簽約。(104.1.20) 

8. 辦理「半導體產業專題講座暨產學合作論壇」，邀請崑山科技大

學蘇炎坤校長主講。(104. 5.21) 

9. 辦理本校與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相關業務： 

(1) 簽署 103 年度「學界協助中小企業科技關懷計畫」合約書相

關事宜。 

(2) 辦理本校李建樹老師執行 103 年度「學界協助中小企業科技

關懷計畫」之申請、核定及結案相關事宜，計 1 案(資工系)。 

(3) 簽署 104 年度「學界協助中小企業科技關懷跨域整合計畫」

科專計畫合約書相關事宜，計 1 案。 

(4) 核定本校張家欽老師執行 104 年度「學界協助中小企業科技

關懷計畫『個案診斷計畫』」之申請及核定相關事宜，計 1 案

(綠能系)。 

10. 辦理修正本校「助理人員簽到退暨工作日誌表」並自 104 年 2

月 1 日起適用之相關事宜。 

11. 本組蕭詠璋組長代理研發長出席研發替代役制度宣導說明會。

(104.5.25) 

12. 辦理本校 103 年度建教合作計畫結餘款分配支用簽核之相關事

宜，共 33 件。 

13. 辦理 103 學年度建教合作計畫項下科技部計畫預估管理費分配

乙案簽核事宜。 

14. 辦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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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肆、 年度創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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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國際事務組 

(一) 辦理國立臺南大學接待境外學生及外賓志工相關事宜。 

(二) 辦理台法國際產學合作。 

(三) 辦理國際產學研發教育聯盟活動。 

二、 學術發展組 

(一) 辦理南區研究倫理聯盟研習(104.3.11)。 

(二) 與國立中正大學人類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簽署委託審查協議書。 

(三) 與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人體試驗委員會簽署委託審查人體研究計 

畫協議書。 

(四) 鼓勵本校各類學報收錄於國際學術期刊索引資料庫。 

(五) 持續更新維護獎勵案線上申請系統、貴重儀器管理平台及補助計畫 

審查系統。 

(六) 持續進行各單位貴重儀器績效考核。 

三、 產學合作組  

(一) 完成修訂本校專利申請相關表單： 

1. 本校專利申請流程(104 年 4 月 15 日 103 學年度技術審查委員會

修正) 

2. 本校研發成果及技術移轉管理要點(104 年 6 月 17 日 103 學年度

第 8 次行政會議通過) 

(二) 持續辦理研發成果專利申請、推廣、技術移轉及管理事宜。(本校 

已於 104 年 1 月 7 日及 1 月 20 日分別與工業技術研究院及成大技 

轉中心簽約，積極行銷及媒合本校相關發明專利)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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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該校性平事件暨國家賠償案相關公文簽辦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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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  

壹、 單位基本資料 

本館設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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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學年度圖書館諮詢委員會議（104.5.18）。 

二、 圖書館館務會議 

(一)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共召開圖書館館務會議 2 次(103.11.24、 

103.12.24)。 

(二)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共召開圖書館館務會議 3 次(104.2.4、104.3.25、  

104.5.7)。 

 

參、年度重要工作 

一、 工作重點 

(一) 103 年度圖書資料總經費 9,618,534 元，購入新書資料 11,299 冊。  

(二) 加入「臺灣學術電子書暨資料庫聯盟」，增加可用電子書館藏 

108,656 冊。 

(三) 處理新書推薦系統資料 5,270 冊。 

(四) 處理贈送圖書資料 8,242 冊。 

(五) 圖書編目處理移送典閱 11,747 冊。 

(六) 依本校圖書館圖儀經費分配辦法，以 12,000,000 元預算分配予 

各系所，其中訂購中、外文紙本期刊 563 種供閱覽。 

(七) 於現刊架位處提供 QRcode 服務，方便讀者直接掃描得知該刊收刊 

狀況。 

(八) 書目系統上提供已有 E 化電子期刊之超連結，方便讀者直接線上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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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全文。 

(九) 將已有電子型式之紙本贈送期刊移至敬靜齋。 

(十) 更新圖書館網頁之新書通報、新書目錄及館藏統計資料。 

(十一)維護本校機構典藏系統及博碩士論文系統。 

(十二)訂購資料庫、電子書等數位化館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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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進行圖書館電腦相關設備更新，汰換圖書館五樓教學資源與多媒 

體視聽區及榮譽分館電腦計 5 台，並增置不斷電系統 2 台。 

(十四)完成總館及榮譽分館讀者檢索區電腦卡巴斯基之授權更新。 

(十五)因應微軟公司終止 Windows XP 作業系統之支援服務，將本館電 

腦升級至 Win7 作業系統，並將無法適用於 Win7 作業系統之還原 

卡汰換成新的還原軟體。 

(十六)以每季更新的方式將紙本書籍與電子書借閱排行榜置於圖書館 

網頁，提供全校師生借閱參考。 

二、 外賓參訪 

接待日本奈良教育大學岩本廣美教授(地理教育史)及板橋孝幸准教授

(日本教育史)參訪(104.3.17) 

 

三、 專題演講 

(一) 邀請資生堂美容講師演講，講題「美容彩妝與美姿美儀」(103.10.22) 

(二) 邀請台灣知名報導文學作家陳銘磻老師演講，講題「談日本文學旅

行-旅行文學與文學旅行的寫作」(103.11.14) 

(三) 邀請台灣知名文學作家廖玉蕙老師演講，講題「看見文學的繁華盛

景-談閱讀與寫作」(103.11.28) 

(四) 邀請搖滾音樂人陳德政先生演講，講題「與音樂在路上同行」

(103.12.12) 

 

四、 推廣活動 

(一) 書展 

1. 103 年 7-8 月主題書展：美食走透透 

2. 103 年 9 月主題書展：臺南，我來了！  

3. 103 年 10 月主題書展：感情與理智 

4. 103 年 11 月主題書展：認識俄羅斯  



59 

5. 103 年 12 月主題書展：人權知多少  

6. 104 年 1 月主題書展：結婚進行曲 

7. 104 年 2-3 月主題書展：2013-2014 年預約熱門書 

8. 104 年 4 月主題書展：婉君！加油！ 

9.104 年 5 月主題書展：阿勃勒下閱讀情 

10.104 年 6 月主題書展：職場 A 咖在哪裡？ 

(二) 講習 

1. 辦理「寫論文如何收集資料：Google 學術搜尋與 Ebscohost」教

育訓練 (103.9.24) 

2. 辦理「如何收集大陸出版的學術資料：CNKI 中國知識資源總庫

及方正(Apabi)電子書」教育訓練 (103.10.1) 

3. 辦理「如何運用 EndNote 書目管理軟體幫你寫論文」教育訓練 

(103.10.8) 

4. 辦理「如何收集博碩士論文的資料及教育類文獻：PQDD 與

Proquest Educaitonal Journal」教育訓練 (103.10.15) 

5. 辦理「寫報告如何開始?-資料的收集：HyRead & CEPS」教育訓

練 (103.10.22) 

6. 辦理「SDOL 資料庫的利用與 Wiley 電子書應用」教育訓練  

(103.11.5) 

7. 辦理「如何運用 EndNote 書目管理軟體幫你寫論文」教育訓練  

(103.12.5) 

8. 辦理「IEEE 教育訓練」 (103.12.17) 

9. 辦理「EndNote 書目管理軟體」教育訓練 (104.3.13) 

10. 辦理「EndNote 書目管理軟體」教育訓練 (104.5.6) 

11. 辦理「Oxford Music Online」教育訓練 (104.5.8) 

12. 配合各系所老師進行資料收集課程共 23 次。 

(三) 影展 

1. 辦理週五電影院，共計 58 場。 

2. 與公共電視臺合作辦理「2015 公視假日電影院」，共計 5 場 

（104.5.13-104.6.10） 

3. 辦理校慶電影院，共計 3 場。（103.12.20-103.12.21） 

(四) 校慶暨圖書館推廣相關活動 

1. 手機平板下載電子書，你行嗎？ (103.9.29-103.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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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電子書讀書會 (103.10.3、103.10.17、103.10.31) 

3. 「聖誕喜羊羊」感恩祈福活動 (103.12.1-103.12.31) 

4. 和南大吉祥物合照送好禮 (103.12.8-103.12.19) 

5. 「漫畫食堂」開幕 (103.12.15) 

6. 等 E 個人的電子書-電子資源趣味徵答 (103.12.19-20) 

7. 借閱達人頒獎活動 (103.12.20) 

8. 一日館員體驗活動 (103.12.20-103.12.21) 

9. 元宵節燈謎活動：飛 Young 肥羊春燈謎會 (104.3.2-104.3.30) 

10. Cambridge 行動書展：打卡送小熊及有獎徵答  

(104.5.25-104.5.29) 

11. 阿勃勒節活動：與小熊拍照抽小確幸（高中生）(104.5.30) 

12. 電子書聯盟教育訓練：阿勃勒下閱讀電子書（本校學生）

(104.6.8-104.6.12) 

五、 其他 

(一) 加速期刊驗收作業流程，使當期期刊能盡快提供予讀者使用。 

(二) 更新全國期刊聯合目錄中館藏狀況，俾利館際合作之進行。 

(三) 提供期刊報紙及「全國文獻傳遞服務」之諮詢及推廣服務。 

(四) 中文期刊排架方式改依分類排列，同一主題的期刊排置一起，方便 

讀者取閱。 

(五) 重建本校機構典藏系統內有關本校博碩士論文之書目資料。 

(六) 更新本館書目資料庫學位論文之聯結。 

(七) 申請將 Elsevier 資料庫 ScienceDirect 加入 Google 查詢行列，以提 

升使用率及強化學術支援。 

肆、年度創新工作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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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成立館藏漫畫專區「漫畫食堂」，於本館五樓陳列超過 1,300 冊漫畫，

並提供讀者舒適閱覽環境。 

三、 於學期初辦理「手機、平板下載電子書，你行嗎？」電子書現場教學活

動。 

四、 討論室 305、405 增加週六日開放時段，並新增數位電視，方便讀者進

行小組討論。 

五、 重新規劃二樓微片室，新購書架整理樂譜及微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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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完成全館中文圖書移架及更換側封板事宜。 

七、 為方便學生寒暑假借書，推出寒暑假優惠借書專案，期末借閱圖書皆可

延長至開學後歸還。 

八、 撰寫計畫申請臺灣學術電子書教育訓練補助。 

九、 訂定「調閱安全監視系統錄影資料處理要點」。 

十、 配合圖書館推廣活動，随時更新圖書館臉書粉絲頁，加強與讀者互動溝

通管道。 

十一、 持續發行本校圖書館電子報，宣導圖書館各類活動資訊。 

十二、 配合空汙法，進行室內空氣品質管理，檢測室內空氣品質並清除相關 

廢棄物。 

十三、 為防治登革熱，於每週三進行全館環境自我檢查作業。 

十四、 規劃圖書館自動化系統更新建置：系統評估、圖書館參訪、擬訂需求 

書。 

 

伍、年度榮譽事蹟 

本館網頁榮獲本校 104 年度單位網頁評鑑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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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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職工讀生 1 名。 

貳、議事方面 

館務會議  

一、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館務會議(103.10.18)。 

二、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館務會議(103.11.20)。 

參、年度重要工作 

外賓參訪-104 年 

一、 岡山鄉親一行 9 人至香雨書院參訪謝旺自剪紙創作展。(104.01.09) 

二、 苑璟環境整合工作坊團隊蒞臨香雨書院參觀。(104.01.10) 

三、 佳興國小前校長楊正和帶領退休教師至香雨書院參訪。(104.01.14) 

四、 旅外鄉親林能強老師及攝影家蔡焜隆老師至香雨書院參訪。
(104.01.14) 

五、 將軍區漚汪西甲林六房鄉親至香雨書院參訪。(104.01.16) 

六、 將軍區智友安親班師生 29 位至香雨書院參觀。(104.02.05) 

七、 鹽分地帶藝術家李伯元老師及林氏宗親至香雨書院參訪。

(104.02.05) 

八、 鹽分地帶藝術家蔡麗蘭老師至香雨書院參訪。(104.02.12) 

九、 台南市政府專員鄭枝南至香雨書院參訪。(104.02.25) 

十、 鹽鄉文史工作室許獻平老師至香雨書院參訪。(104.03.12) 

十一、 台南市政府文化局約聘張瑞芬至香雨書院訪視。(104.03.19) 

十二、 財團法人漚汪人薪傳文化基金會林董事長帶領前彰化銀行總經 

理、鹿港四媽會等多位貴賓至香雨書院參訪。(104.03.26) 

十三、 陳奇祿院士家屬蒞臨香雨書院參訪將軍奇子鹽分之光陳奇祿館 

藏紀念展。(104.04.04) 

十四、 藝術家蔡宏霖老師協同家人至香雨書院參訪。(104.04.04) 

十五、 藝術家周永吉老師至香雨書院參訪。(104.04.08) 

十六、 退休教師楊正和校長至香雨書院參訪。(104.04.09) 

十七、 鹽分地帶李伯元老師帶領馬來西亞檳城第一現代美術館戴毓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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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長及長榮大學研究生至香雨書院參訪。(104.05.01) 

十八、 臺東縣臺東市後山生活美學協會縣外社區營造暨產業文化參 

觀活動，計 32 人蒞臨香雨書院參訪。(104.05.30) 

十九、 旅外鄉親黃茂盛帶領眷屬 16 人至香雨書院參訪。(104.05.31) 

二十、 鹽分地帶藝術家吳昱青老師伉儷至香雨書院參訪。(104.05.31) 

肆、年度創新工作 

一、 舉辦紙雕實驗計畫-謝旺自個展(104.01.07-3.28) 

二、 成功大學教授帶領研究生至香雨書院做鹽分地帶學術研究。(104.01.21) 

三、 完成紙雕製作體驗營，分上下午共兩場次計有二十人參加。(104.02.15) 

四、 國立北門高級中學鹽分地帶學生服務志工訓練計畫(文藝社)社團至香 

雨書院實施上課課程，計師生 25 人參與。(104.03.13) 

五、 昌美企業至香雨書院完成詩橋展示牌玻璃罩工程。(104.03.28) 

六、 文藻外語大學徐慧韻博士帶領碩士研究生至香雨書院參訪及實施鹽分 

地帶文學研究與座談，與會貴賓有李伯元老師、林佛兒老師及林金悔 

董事長。(104.03.28) 

七、 將軍奇子鹽分之光陳奇祿館藏紀念展(104.04.04-6.28) 

八、 南台科技大學王逸峰總經理帶領碩士研究生實施學術研究。(104.04.10) 

九、 「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北門農工楊昆霖主任帶領學生走出校 

園，至香雨書院多元學習將軍在地之藝文活動，師生計 40 人參與。 

(104.04.24) 

十、 香雨書院樹籬藝術工程開始施工。(104.04.24) 

十一、 台南市消防局假香雨書院場地實施消防實況操演。(104.06.14) 

十二、 本校南師藝聯會西畫類會員聯展。(104.07.01-0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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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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名(1

名支援行政副校長室)、校聘組員 1 名(支援學術副校長室)及全職工讀生 1

名。 

貳、議事方面  

一、 校務會議  

(一)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103.8.20)。 

(二)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103.9.24)。 

(三)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104.4.15)。 

 

二、 主管會報 

(一)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共召開主管會報 9 次(103.9.22、103.10.6、

103.10.20、103.11.3、103.11.17、103.12.1、103.12.15、103.12.29、

104.1.12)。 

(二)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共召開主管會報 8 次(104.3.9、104.3.23、

104.4.13、104.4.27、104.5.11、104.5.25、104.6.8、104.6.22)。 

 

三、 2015 阿勃勒節核心小組會議 

共召開 5 次核心小組會議(103.12.22、104.1.19、104.3.9、104.4.20、

104.5.25)。 

 

四、103 學年度校務諮詢委員會議(104.3.16) 

 

五、104 年度風險管理工作小組會議(104.6.15) 

 

參、年度重要工作 

一、外賓參訪 

(一) 大陸安徽省滁州學院許志才校長暨淡江大學郭經華教授、張志勇教

授拜會校長(103.8.22)。 

(二) 東莞台商子弟學校陳金粧校長拜會校長(103.9.3)。 

(三) 中央大學經濟學系教授暨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科經組召集人朱雲

鵬教授拜會校長(103.9.17)。 

(四) 澳門行政公職局朱偉幹局長、高炳坤副局長及澳門區域公共管理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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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學會拜會校長(103.9.19)。 

(五) 清華大學李家同講座教授蒞校專題演講(103.9.23)。 

(六) 北京師範大學心理學院金盛華教授拜會校長(103.9.29)。 

(七) 屏東教育大學陳益興講座教授蒞校專題演講(103.9.30)。 

(八) 遠東科技大學王元仁校長蒞校專題演講(103.10.7)。 

(九) 臺灣大學經濟學系暨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財經組召集人林建甫教

授拜會校長(103.10.8)。 

(十) 中國奧地利胡氏集團胡鈞瀚董事長拜會校長(103.10.9)。 

(十一) 體育署何卓飛署長蒞校專題演講(103.10.14)。 

(十二) 臺中教育大學王如哲校長蒞校專題演講(103.10.21)。 

(十三) 臺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系李鴻源教授蒞校專題演講(103.10.28)。 

(十四) 中華日報莊松旺社長蒞校專題演講(103.11.4)。 

(十五) 重慶第二師範學院萬明春副校長拜會校長(103.11.5)。 

(十六) 弘光科技大學老人福利與事業系暨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社安

組召集人詹火生講座教授拜會校長(103.11.5)。 

(十七) 中央研究院曾志朗院士蒞校專題演講(103.11.18)。 

(十八) 東方設計學院吳淑明校長蒞校專題演講(103.11.25)。 

(十九) 瀋陽師範大學李鐵君副校長等人員拜會校長(103.12.1)。 

(二十) 教育部吳鐵雄前常務次長蒞校專題演講(103.12.2)。 

(二十一) 中國西安科技大學高新學院孫龍杰董事長等人員拜會校長

(103.12.8)。 

(二十二) 阿原工作室江榮原董事長專題演講(103.12.9)。 

(二十三) 中華文化交流協會鄭安捷理事長拜會校長(103.12.9)。 

(二十四) 南師藝聯會李定雄理事長、吳東林將軍及理監事拜會校長

(103.12.12)。 

(二十五) 瑞山中文學校葉敏芬校長蒞校專題演講(103.12.16)。 

(二十六) 廈門理工學院黄如欣書記等人員拜會校長(103.12.18)。 

(二十七) 台郡科技公司鄭明智董事長拜會校長(103.12.19)。 

(二十八) 韓國又松大學甘瑞媛副校長拜會校長(103.12.19)。 

(二十九) 浙江蒼南儀錶廠黃文啟總經理蒞校專題演講(103.12.23)。 

(三十) 淡江大學張家宜校長蒞校專題演講(103.12.30)。 

(三十一) 中華職棒大聯盟黃鎮台前會長蒞校專題演講(104.1.6)。 

(三十二) 美國在台協會美國文化中心蘇阿麗主任(Alys Spensley)拜會校

長(104.1.7)。 

(三十三) 臺南郵局曾俊彥經理拜會校長(104.1.12)。 

(三十四) 中國西安科技大學高新學院孫龍杰董事長蒞校參訪(104.1.12)。 

(三十五) 本校校友合唱團指揮張美雲老師及劉義雄總幹事拜會校長

(104.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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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六) 蘇州大學唐斌副教授及黃啟兵副教授拜會校長(104.1.13)。 

(三十七) 不倒翁生命教育關懷協會翁茂榮理事長拜會校長(104.2.5)。 

(三十八) 自來水公司王明孝經理拜會校長(104.2.5)。 

(三十九) 中國醫藥大學周昌弘院士拜會校長(104.2.9)。 

(四十) 安排校長春節慰問退休同仁(104.2.9)。 

(四十一) 日本靜岡大學富田涼都助理教授、大阪府立大學福永真弓副教

授、東海大學花森功仁子講師拜會校長(104.3.10)。 

(四十二) 前行政院科技部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陳俊偉局長蒞校專

題演講(104.3.10)。 

(四十三) 《藍色革命》作者、零排放研究基金會創辦人剛特．鮑利（Gunter 

Pauli）拜會校長(104.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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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3.17)。 

(四十五)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孫維新館長蒞校專題演講(104.3.24)。 

(四十六) 大眾電腦股份有限公司簡明仁董事長蒞校專題演講(104.3.31)。 

(四十七) 台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鄭明智董事長蒞校專題演講(104.4.7)。 

(四十八) 傅爾布萊特學術交流基金會李沃奇執行長蒞校專題演講

(104.4.14)。 

(四十九) Future Ward 未來產房楊育修共同創辦人蒞校專題演講

(104.4.28)。 

(五十)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張新仁校長蒞校專題演講(104.5.5)。 

(五十一) 蔚華科技股份公司黃峻樑前董事長蒞校專題演講(104.5.10)。 

(五十二) 南華大學林聰明校長蒞校專題演講(104.5.18)。 

(五十三) 空軍官校張延廷校長拜會校長(104.5.18)。 

(五十四) 臺灣太陽光電產學協會陳文咸秘書長拜會校長(104.5.20)。 

(五十五) 本校陳英豪前校長蒞校專題演講(104.5.26)。 

(五十六) 重慶第二師範學院蒞校參訪(104.5.28)。 

(五十七) 美國在台協會美國文化中心高雄分處杜維浩處長蒞校專題演

講(104.6.2)。 

(五十八) TVBS 關懷台灣文教基金會李濤董事長蒞校專題演講(104.6.9) 

(五十九) 科技部林一平政務次長蒞校專題演講(104.6.16)。 

(六十) 安排校長端午節慰問退休同仁(104.6.18) 

(六十一) 台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洪璽曜前董事長蒞校專題演講

(104.6.23)。 

 

二、出國訪問 

本校至大陸重慶第二師範學院、四川美術學院、重慶師範大學、麗水學

院及廈門理工學院參訪(104.4.19-104.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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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 

(一) 編印 102 學年度新聞剪影，並寄送各界貴賓、校友。 

(二) 負責南大報導業務，協助各單位活動採訪，並隨時更新報導內容。 

(三) 法國第 11 大學學生參訪，提供校史室導覽服務(103.7.22)。 

(四) 接待出席 116 週年校慶聖火點燃儀式暨登玉山活動授旗之記者

(103.8.6)。 

(五) 接待出席 116 週年校慶開鑼典禮之記者(103.9.28)。 

(六) 西班牙聖安東尼奧天主教大學蒞校參訪，提供校史室導覽服務

(103.10.21)。 

(七) 上海市教育評估院蒞校參訪，提供校史室導覽服務(103.10.24)。 

(八) 中國美術學院蒞校參訪，提供校史室導覽服務(103.10.28)。 

(九) 國家教育研究院蒞校參訪，提供校史室導覽服務(103.11.5)。 

(十) 接待出席全國民俗體育觀摩表演競賽之記者(103.11.9)。 

(十一) 雲南教育參訪團蒞校參訪，提供校史室導覽服務(103.11.17)。  

(十二) 接待出席智慧型適性評估平臺啟用記者會之記者(103.11.18)。 

(十三) 舉辦師生研發成果發表會暨年終記者會(103.12.8)。 

(十四) 華東及上海師範大學貴賓蒞校參訪，提供校史室導覽

(103.12.11)。 

(十五) 印製、寄送 116 週年校慶邀請卡，並接待當日與會貴賓

(103.12.20)。 

(十六) 教育部吳思華部長視察附聰，協助接待媒體(104.1.16)。 

(十七) 安排中華日報專訪謝旺自校友、黃鎮江院長與王一匡老師

(104.1.12)。 

(十八) 安排中華日報專訪戲劇系王婉容主任(104.1.21)。 

(十九) 安排中華日報專訪姜麗娟主秘(104.1.29)。 

(二十) 安排中華日報專訪視覺藝術與設計學系林美吟主任(104.2.17)。 

(二十一) 接待出席榮譽校區揭牌典禮之貴賓及記者，活動後並寄送貴賓

感謝函及照片(104.2.25)。 

(二十二) 與學務處共同辦理「境外學生聯誼活動」(104.3.11)。 

(二十三) 堤維西公司蒞校參訪，提供校史室導覽(104.4.10)。 

(二十四) 協助大愛電視台到校拍攝簡吉校友生平與事蹟相關事宜

(104.5.13)。 

(二十五) 協助動畫所舉辦「『我的守護天使』行動教案成果記者會」

(104.5.21)。 

(二十六) 舉辦「2015 阿勃勒節」(104.5.30-6.13)。 

(二十七) 接待出席 2015 阿勃勒節開幕典禮之記者(104.5.30)。 

(二十八) 廣東省深圳市初中校長團蒞校參訪，提供校史室導覽服務

(10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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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 安排聯合報記者專訪資工系林朝興教授研發團隊(104.6.4)。 

(三十) 印製、寄送 103 級畢業典禮邀請卡，並接待與會貴賓(104.6.13)。 

(三十一) 印製、寄送卸新任校長交接典禮邀請卡，並接待當日與會貴賓

(104.7.31)。 

(三十二) 編印 103 學年度校務諮詢委員會議資料。 

(三十三) 統計每月新聞見報率。 

(三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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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五) 維護及上傳本校因公出國案件至公務出國報告資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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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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學年度第一次體育室室務會議（103.11.12）。 

二、 校慶運動大會籌備會議 

(一) 116 週年校慶運動大會第一次籌備會議（103.10.22）。 

(二) 116 週年校慶運動大會第二次籌備會議（103.11.5）。 

(三) 116 週年校慶運動大會第三次籌備會議（103.11.19）。 

三、 運動場地協調會 

(一) 103 學年度第一學期運動場地協調會（103.9.17）。 

(二) 103 學年度第二學期運動場地協調會（104.3.4）。 

 

參、 年度重要工作 

一、 103 學年度重要工作 

(一) 第 7、8 週全校一年級新生約九百餘人實施體適能檢測，商請體育

系同學協助檢測工作，測得數據輸入教育部體育署「體適能資料上

傳管理系統」。 

(二) 體育館內新購置籃球架 1 組，新設備操作安全、簡易，並配合新制

籃球規則，可提昇籃球隊訓練效率。 

(三) 本校田徑隊教練劉立宇老師 103 年 7 月 31 日退休，田徑隊教練由

體育學系劉仙湧老師接任。 

 

二、 103 學年度運動代表隊對外比賽成績     

日 期 名 稱 項 目 姓 名 成 績 

103.9.5 103 年臺南市市

長盃羽球錦標賽 

公開男子

組 

楊閔傑、周東毅、蔡尚恆、萬名富 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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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9.12

～14 

103 年臺北市秋

季全國田徑錦標

賽 

男子 1600 

公尺接力 

 

男子 400

公尺跨欄 

楊智友、胡智凱、張宗聖、蔡季倫 

 

 

張宗聖 

第 3 名 

 

 

第 6 名 

103.9.14 2014 年臺南市議

長盃羽球分齡錦

標賽 

社會青年

A 組 

廖家佑、黃昱樹、周東毅、盧廷威、 

楊閔傑、林郁庭 

冠軍 

103.9.25

～28 

第 41 屆「永信

杯」全國排球錦

標賽 

大專男子

組 

戴育仁、林泓瑞、林元巍、巫智翔、 

林泯鐸、鄭世男、楊奇翰、楊奇諺、 

鍾孟翰、林昱宏、郭宏昌 

第 1 名 

103.10.4

～7 

103 年第 35 屆華

宗盃全國排球錦

標賽 

大專女子 

組 

 

 

大專男子

組 

吳亭儀、柯翠珊、劉冠汝、林羿君、 

劉欣薏、許毓欐、吳瓊雯、梁佳芬 

薛敬庭、鍾筱玫、陳乃瑄 

 

戴育仁、林元巍、巫智翔、林泯鐸、 

鄭世男、楊奇翰、楊奇諺、鍾孟翰、 

林昱宏、郭宏昌、林泓瑞 

冠軍 

 

 

 

第 3 名 

103.12.5

～7 

第 29 屆生達盃

全國桌球錦標賽 

社會女子 

組 

 

社會男子

組 

吳佩珊、姜秀宜、尹昱雯、吳婉婷、 

吳偵綺、曾佳諭、許雅婷 

 

吳佳嶸、林仕勛、尹冠棠、許耀仁、 

黃冠宇、劉慶澤 

第 5 名 

 

 

第 6 名 

103.12.10

～12 

中華民國大專院

校 103 學年度划

船錦標賽 

女子四人 

雙槳 

 

女子四人 

單槳 

王柔惠、王柔晴、紀欣汝、呂宜穎 

 

 

王柔惠、王柔晴、紀欣汝、呂宜穎 

第 3 名 

 

 

第 4 名 

103.12.19

～21 

中華民國大專校

院 103 學年度國

男子公開

組： 

黃馨億、潘榮斌、吳顓佑、張克齊、 第 1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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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錦標賽 舞龍(規定 

套路) 

 

 

舞龍(自選 

套路) 

 

 

 

傳統南獅 

 

 

國術男子 

公開組 

北拳第三類 

南拳第一類 

南拳第三類 

 

器械團練 

 

 

團體對戰 

 

 

拳術團練 

 

洪賀伯、林慎云、吳哲宇、楊明祐、 

詹凱舜、徐立昇、羅家沅、徐煜堯、 

蔡俊宜 

 

陳盈甄、宋瑋廷、洪賀伯、林慎云、 

吳政寧、蕭宏韋、羅家沅、福島慧、 

吳哲宇、王于政、陳咨憲、徐煜堯、 

潘榮斌、許麒賢 

 

林聖民、林郁祥、林育成、蕭宏韋、 

徐立昇、吳政寧、黃馨億、林莉津 

 

 

 

蔡俊宜 

吳顓佑 

楊昌憲 

 

蔡俊宜、吳顓佑、吳哲宇、吳政寧、 

楊昌憲 

 

蔡俊宜、吳顓佑、詹凱舜、楊昌憲、 

吳哲宇 

 

洪賀伯、王于政、林郁祥、林聖民、 

林慎云、林鼎席、潘榮斌 

 

 

 

 

 

第 2 名 

 

 

 

 

第 3 名 

 

 

 

 

第 1 名 

第 3 名 

第 4 名 

 

第 1 名 

 

 

第 2 名 

 

 

第 3 名 

 

104.2.15 2015 全國第 59

屆和家盃排球錦

大專男子

組 

 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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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賽 

104.2.27

～3.1 

2015 第八屆嘉大

盃全國羽球公開

賽 

團體組  第 2 名 

104.2.26

～28 

2015 年港都盃全

國中等學校田徑

錦標賽 

公開男子

組 

1500 公尺 

 

胡智凱 

陳弘德 

 

第 3 名 

第 5 名 

104.3.13

～15 

104 年第 12 屆總

統盃全國溜冰錦

標賽 

大專女子

組： 

15000 公

尺淘汰賽 

10000 公

尺計分賽 

 

 

楊合貞 

 

楊合貞 

 

 

第 1 名 

 

第 1 名 

104.3.17

～20 

104 年新北市全

國青年盃田徑錦

標賽 

1600 公尺 

接力 

 

800 公尺 

楊智友、張宗聖、胡智凱、蔡季倫、 

 

 

胡智凱 

第 3 名 

 

 

第 4 名 

104.3.14

～20 

中華民國大專校

院 103 學年度排

球運動聯賽 

女生公開

一級組 

柯翠珊、吳亭儀、劉欣薏、林羿君、 

劉冠汝、許毓欐、梁佳芬、吳瓊雯、 

陳乃瑄、鐘筱玟、薛敬庭 

第 10 名 

104.3.21

～27 

中華民國大專校

院 103 學年度排

球運動聯賽 

男生公開

二級 

林元巍、巫智翔、林泯鐸、徐詣庭、 

李柏泓、林泓瑞、楊奇翰、盧奕劭、 

楊奇諺、鍾孟翰、戴育仁、林昱宏、 

郭宏昌 

第 5 名 

104.3.11

～27 

中華民國大專校

院 103 學年籃球

運動聯賽 

公開男生

組二級 

郭致毅、邱子瑜、陳新宇、莊名豪、 

梁有勝、陳信維、賴勇志、陳億軒、 

王華睿、吳鋒凡、鄭心孝、汪昱廷、 

閻彥宇、黃山一、溫立暉、曾灝天、 

李崇傑、連勇智 

第 9 名 

104.4.4 2015 全國高中職 大專組  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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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大專校院創意

宋江陣頭大賽 

104.4.18

～19 

第 20 屆南大盃

排球邀請賽 

大專男子組 

大專女子組 

 第 2 名 

第 4 名 

104.4.25 2015 年第八屆台

積盃桌球賽 

  季軍 

104.5.2～

6 

中華民國 104 年

全國大專校院運

動會(輔仁大學) 

公開組： 

田徑項目： 

男子 800 

公尺 

男子 1500 

公尺 

男子 1600 

公尺接力 

男子 400

公尺 

 

桌球項目： 

女子雙打 

 

韻律體操： 

個人全能 

競賽 

韻律體操球 

 

一般女生 

組： 

游泳 

100 公尺 

蛙式 

 

 

胡智凱 

 

胡智凱 

 

張宗聖、蔡季倫、楊智友、胡智凱 

 

楊智友 

 

 

 

姜秀宜、吳佩珊 

 

 

鄭嘉瑜 

 

鄭嘉瑜 

 

 

 

 

曾若芸 

 

 

第 5 名 

 

第 5 名 

 

第 6 名 

 

第 7 名 

 

 

 

第 7 名 

 

 

第 6 名 

 

第 6 名 

 

 

 

 

第 1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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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公尺 

蛙式 

50 公尺蛙式 

 

曾若芸 

曾若芸 

 

第 1 名 

第 5 名 

104.5.19

～20 

第 27 屆木鐸盃

運動競賽 

男生組排球 

男生組籃球 

 第 1 名 

第 3 名 

104.5.29

～31 

中華民國大專院

校 103 學年度飛

盤爭奪錦標賽 

男子組 陳長智、吳俊佑、陳安邦、陳振彥、 

賴俊銘、尹冠棠、許耀仁、高昇暉、 

陳柏豫、邱政勳、劉俊宏、鄧宸凱、 

潘叡昱、林冠宏、戴志軒、李崇傑 

林士涵 

第 6 名 

三、 舉辦校內體育活動 

(一) 103 學年度新生盃各項球類競賽，於 103 年 10 月份陸續開賽。 

(二) 103 年 10 月 25、26 日及 11 月 30 日與體育系、中華民國體育學會 

共同辦理「教育部體育署 103 年度國民體適能指導員授證」事務暨 

「教育部體育署 103 年度國民體適能指導員精進教育」研習會。 

(三) 116 週年校慶運動會會前賽分別在 103 年 11 月 19 日、11 月 26 月、 

12 月 3 日下午進行比賽。 

四、 舉辦校際體育活動 

(一) 103 年 11 月 1、2 日舉辦「第 19 屆『南大盃』排球邀請賽」，共有 

52 隊報名參加。 

(二) 103 學年度全國大專校院排球運動聯賽男生組公開二級 H 組預賽、 

男生組一般級 G 組預賽別於 103 年 12 月 13、14 日及 15 日至 17 

日在本校中山體育館舉行。 

(三) 104 年 4 月 18、19 日舉辦「第 20 屆『南大盃』排球邀請賽」，共 

有 48 隊參賽。 

五、 國外比賽成績 

(一) 本校溜冰選手代表我國參加「2014 年第 16 屆亞洲滑輪溜冰錦標賽」 

成績優異，體育四吳佳樺獲成年女子組個人花式第二名，體育三王 

思予獲成年女子組個人花式第五名，體育三李寯獲個人直排花式第 

三名，體育四楊合貞獲成年女子組公路 2 萬公尺淘汰賽、公路 5 千 



75 

公尺接力賽第一名；場地 1 千公尺爭先賽、場地 1 萬公尺計點淘汰 

賽、場地 1 萬 5 千公尺淘汰賽、公路 500 公尺爭先賽、馬拉松 42.195 

公里第二名；場地 3 千公尺接力賽、公路 1 萬公尺計點賽第三名。 

(二) 本校溜冰選手體育四楊合貞同學 104 年 4 月 23 日至 29 日代表我國 

參加「2015 韓國南原國際公開賽」榮獲滑輪溜冰 1 萬公尺計時淘 

汰賽第一名、1 萬 5 千公尺淘汰賽第四名。 

六、 申請校外補助項目 

(一)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補助本校辦理「第 19 屆南大盃排球邀 

請賽」活動經費新台幣 20,000 元整；「第 20 屆南大盃排球邀請賽」 

活動經費新台幣 20,000 元整。 

(二) 教育部體育署補助本校 103 年發展特色運動經費，指定各隊補助款 

如下：羽球隊 10 萬元、桌球隊 10 萬元、女子排球隊 10 萬元，合 

計新台幣 30 萬元整。 

(三) 教育部體育署補助本校 104 年發展特色運動經費，指定各隊補助款 

如下：桌球隊 5 萬元、羽球隊 5 萬元、女子排球隊 7 萬元，合計新 

台幣 17 萬元整。 

(四) 教育部體育署補助本校棒球社「103 學年度大專校院棒球隊參賽及 

培訓費補助實施計畫」經費 3 萬元整。 

(五) 本校申請教育部體育署「改善運動訓練環境計畫」，核准補助款 30 

萬元購置桌球隊訓練器材，依政府採購法規定公開招標，購置桌球 

檯 15 組。 

七、 運動場地整修 

本校師長同仁及同學熱愛運動，重訓室使用頻率高，相對機器耗損率亦 

高，本學期汰舊換新購置四台飛輪健身車。 

八、 其他 

(一) 103 年 8 月 6 日體育室主任、組長及相關單位至三山國王廟點燃聖 

火，揭開 116 週年校慶運動會三場聖火傳遞活動之序幕。 

(二) 103 年 8 月 6 日至 8 日，由南大全學園 33 位師生共同組成之聖火 

隊，攀登台灣屋脊--玉山活動圓滿完成。 

(三) 103 年 8 月 30 日「聖火跨海，傳遞至澎湖」，由澎湖縣校友會理事 

長許進來自莊副校長陽德手中接下聖火，象徵南大精神持續在全臺 

灣發光發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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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延續 115 週年校慶「鐵馬向前行」聖火環島壯舉滿週年之際，103 

年 10 月 4、5 日再度辦理聖火環繞日月潭之水沙蓮之『鏈』挑戰活 

動。 

(五) 103 年 11 月 28 日至 30 日本室蔡佳蓉組長赴中山大學參加 103 年 

度大專院校教職員生水域(水肺潛水)體驗研習營。 

(六) 龔憶琳主任擔任教育部體育署 103 年度「國民體適能檢測站」訪視 

委員，於 11 月 23、25 日分別至後壁區及台南榮民之家進行訪視。 

(七) 103 年 12 月 12 日本室龔憶琳主任赴臺灣師範大學參加「2014 體育 

運動教學與行政實務資訊系統開發研討會」。 

(八) 103 年 12 月 28 日皇佳幼兒園借用本校操場辦理親子運動會。 

(九)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補助本校男子籃球隊參加 103 學年度 

全國大專籃球運動聯賽公開男子組二級複決賽參賽球隊補助款 

17,500 元整。 

(十)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補助本校排球隊參加 103 學年度全國 

大專排球運動聯賽公開女子組一級複決賽參賽球隊補助款 6,000 

元、公開男子組二級複決賽參賽球隊補助款 6,000 元。 

(十一) 104 年 3 月 29 日臺南護理專科學校借用本校操場舉辦校慶運 

動會。 

(十二) 第 27 屆木鐸盃運動競賽 5 月 19、20 日於台東大學舉行，本校 

學生組代表隊共 6 隊 89 人由本室龔主任憶琳領軍參賽，5 月 18 

日上午 8 時 50 分由校長授旗後出發。 

 

 



77 

人事室 

壹、單位基本資料 

本室現置有主任一名，秘書一名、專員一名、組員二名。  

貳、議事方面 

一、校教師評審委員會 

103 學年度教師評審委員會共召開 7 次（103.12.01、104.01.14、104.03.25、 

104.05.18、104.05.28、104.06.24、104.07.21） 

二、 職員甄審委員會 

103 學年度職員甄審委員會共召開 7 次（103.08.27、103.09.11、103.11.24、 

103.12.12、104.01.07、104.03.04、104.04.16） 

三、 考核獎懲委員會 

103 學年度考核獎懲委員會共召開 8 次（103.09.04、103.09.22、103.11.10、 

103.12.19、104.01.16、104.01.22、104.03.09、104.07.27） 

四、 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 

103 學年度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共召開 3 次（104.01.30、104.03.27、 

104.04.08） 

參、年度重要工作 

一、 修訂法規： 

(一)訂定本校「兼任教師聘約」，經本校 103 年 12 月 1 日 103 學年度 

第 1 次校教評會通過。 

(二)訂定本校「教師資格審查著作外審作業原則」，經本校 104 年 5 月

28 日 103 學年度第 5 次校教評會通過，並自 104 學年度開始實施。 

(三)訂定本校「國立臺南大學延攬及留任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實施辦

法」，經本校 103 年 10 月 15 日 103 學年度第 1 次行政會議通過後於

103 年 11 月 11 日公布實施。 

(四)修正本校「校長遴選辦法」，經本校 103 年 8 月 20 日 103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五)修正本校「兼任教師聘任要點」，經本校 103 年 12 月 1 日 103 學年

度第 1 次校教評會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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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修正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經本校 104 年 4 月 15 日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七)修正本校「教師聘約」，經本校 104 年 4 月 15 日 103 學年度第 2 學

期第 1 次校務會議通過，自 104 學年度開始實施。 

(八)修正本校組織規程第 21、23 條條文，經本校 104 年 4 月 15 日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通過。 

(九)修正本校約用人員工作規則「附件五-約用人員假別一覽表」，經本

校 104 年 5 月 20 日 103 學年度第 7 次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 。 

二、 教師聘任升等業務 

(一)103 學年度通過 3 位專任教師之審核聘任並完成報到手續。104 年 2

月 1 日全校教師共 238 人：教授 100 人、副教授 88 人、助理教授

48 人、講師 2 人。另有助教 6 人、兼任教師共 244 人。 

(二)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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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學年度新進教師業務座談會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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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單位做業務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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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溝通，有助於新進教

師早日適應本校環境。 

(二) 舉辦 103 學年度新卸任主管交接暨佈達典禮 

103 年 8 月 1 日(星期五)上午 10 時於本校誠正大樓 307 會議室舉

辦 103 學年度新卸任主管交接暨佈達典禮，嶄新的行政團隊正式

啟動。此次新任主管計有校友服務中心主任 1 位行政單位主管，

以及特殊教育學系主任、幼兒教育學系主任、數位學習科技學系

主任等 3 位學術單位主管，另有 7 位二級行政主管，總計 11 位

主管走馬上任。 

(三) 舉辦 103 年度教職員工訓練研習 

1.   103 年 8 月 8 日辦理「環境教育~『莫拉克風災：重建家園』

紀錄片」研習，以增進同仁抗災及重建能力。 

2.   103 年 8 月 19 日辦理「行政中立」研習，加強本校同仁行政

中立法治觀念，落實遵守依法行政。 

3.   103 年 8 月 19 日辦理「積極任事與創新能力訓練~~創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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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問題解決」專題演講，強化同仁積極任事及創新能力，改

變處事心態。 

4.   103 年 8 月 19 日辦理「性別平等相關議題~CEDAW 消除對婦

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積極促進性別平等。 

5.   103 年 8 月 19 日辦理「公務倫理及法治觀念」研習，增進同

仁對「廉正、專業、效能、關懷」4 項核心價值之認識，並

使其瞭解法治教育、公務倫理及人文素養之重要觀念及內

容，以提昇行政效能。 

6.   103 年 11 月 19 日辦理「機關內控自評與內稽」研習，說明

內部控制自行評估及內部稽核作業原則及實務，包含內部控

制制度設計、內部控制自行評估及內部稽核等三項目。 

7.   103 年 12 月 17 日辦理「與業務攸關之高風險法令講習」，邀

請王建強律師擔任講座，研習內容係由圖利與便民之間反省

之兩難處境為出發點，介紹行政院及所屬機關應共通遵循及

以校園為觀察中心的高風險法律，說明公務人員因其職業屬

性與法律禁區，文化與社會風氣的變遷應有之作為。 

8.   103 年 12 月 20 日辦理「電影讀書會-環境教育系列」，藉由電

影賞析、心得交流等方式，與會同仁相互分享環境教育心得

感想，期使同仁為環境保護更盡一份關愛的力量。 

9.   104 年 5 月 28 日辦理「104 年度內部控制教育訓練-風險評估

實務研習」，邀請教育部體育署綜合規劃組許副組長馨文擔

任講座，研習內容以體育署辦理內控制度之工作重點為主

軸，說明內控制度必備資料、內控制度與風險評估的關聯性

及風險評估與其常見問題。 

四、 各類保險、福利業務 

(一) 本校教職員參加公務人員保險人數計 309 人；全民健保人數計 581

人(含眷屬及第六類人員)。 

(二) 本學年度辦理喪葬津貼 8 件、生育津貼 3 件。 

(三) 辦理自願退休 7 人、屆齡退休 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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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各單位」 

辦理二種方式舉行，讓同仁增進交流並紓解壓力以促進身心健 

康，103 年度由人事室統一辦理。本室辦理之教職員工戶外文康 

活動過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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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地點票選： 

本室於本(103)年 5 月 21 日至 23 日辦理 103 年教職員工戶外文 

康票選活動，規劃雪霸國家公園~清泉風景區二日遊及合歡山~ 

台大梅峰二日遊等行程，經全體職員工選票，結果由雪霸國家 

公園~清泉風景區二日遊勝出。 

2. 活動成果： 

103 年 8 月 14、15 日(星期四、五)辦理雪霸國家公園~清泉風景 

區二日遊活動，每一參加員工補助 1250 元，本次活動並邀請退 

休人員參加，計有教職員工 16 人、眷屬 12 人、退休人員及眷 

屬 7 人等，共計 35 人參加。本次活動第一天安排於雪霸休閒農 

場，遠眺著名的雪霸聖稜線，並在雲海環繞的戶外庭園喝咖啡， 

夜晚遼闊的天空與星光閃爍，讓人心曠神怡。農場晚間有果醬 

製作教學、農特產品試吃等活動；第二天參訪張學良將軍故居、 

三毛故居及露天溫泉等活動，讓人沈浸在山林的懷抱裡放空自 

我，增進同仁交流、紓解壓力以促進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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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計有網球社、氣功社、羽球社、光鹽社、茶藝社、瑜珈社、新

世紀飲食研習社、重訓社及單車社等 9 個社團。 

(三)春節團拜活動：為加強學校同仁交流，104 年 2 月 10 日辦理本校春

節團拜大會，參加對象為全校同仁及退休人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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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辦理校長遴選作業 

(一)依本校校長遴選辦法規定，組成本校校長遴選委員會，遴選委員共

計 19 人。 

(二)經公開徵求，校長候選人共計 9 人。 

(三)104 年 3 月 3 日至 3 月 5 日(星期二至四)下午 2 時至 5 時 20 分舉辦

校長候選人治校理念說明會。 

(四)104 年 3 月 11 日舉辦校長候選人全校徵詢意見投票，投票總人數為

220 人，投票率達  93.22%，共計 5 位候選人通過同意門檻。 

(五)104 年 3 月 30 日本校校長遴選委員會遴選出黃宗顯教授擔任新任校

長。 

七、 辦理本校卸新任校長交接典禮暨聯誼餐會 

104 年 7 月 31 日下午 3 時 30 分在本校誠正大樓 401 國際會議廳舉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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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卸新任校長交接典禮暨聯誼餐會，歷任校長包括吳鐵雄校長、黃政傑 

校長、校內一級行政主管、師生、校友，以及前總統府秘書長黃昆輝教 

授、各級學校校長等各界貴賓百餘位蒞臨觀禮。為表達對卸任黃秀霜校 

長的感謝，特別致贈卸任紀念牌，另校內同仁、退休同仁、校友總會及 

國際木球總會也準備紀念品祝福秀霜校長。黃宗顯校長隨後逐一介紹新 

校務團隊並致贈聘書，典禮儀式隆重溫馨。 

 

肆、年度創新工作 

為使本校校長遴選辦法更臻周延，除長時間研擬本校校長遴選辦法修正草 

案，並辦理二次全校編制內教職員徵詢意見投票，第一次普投(103/6/17-6/19) 

計有 192 人參加，第二次普投(103/6/25-6/27)計有 181 人參加，蒐集意見後 

據以修訂本校校長遴選辦法，將遴選委員人數修正為 19 人及維持全校性投 

票通過門檻為 1/3 之規定，使本校校長遴選作業得以順利圓滿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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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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學年度內部控制小組會議（104.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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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規劃全校預算分配事宜，提報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各單位年度分配

預算案；將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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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支出等進行

會稿、簽證、審核、監辦等，並確實執行監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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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零用金業務檢查及校內有關業務之稽核。 

六、 配合研究發展處、教務處進修推廣組及各學院對於科技部、教育部等有

關專案研究、學分班計畫之經費編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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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年來獲得各單位及計畫主持人好評。 

十三、 按月編製各項財務報表，並依時限陳報教育部。 

十四、 完成本校 104 年度預算案編列（含附小）。 

十五、 完成 103 年度決算彙編工作，將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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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 完成本校內部控制作業手冊修訂（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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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 

二 257 

三 258 

四 263 

大學部(夜) 四 24 

碩士班 
一 107 

二 198 

進修碩士班(夜) 

一 38 

二 52 

三 46 

進修碩士班 

(假日) 

一 36 

二 24 

三 19 

進修碩士班(暑) 一 20 

博士班 

一 23 

二 26 

三 25 

四 16 

五 35 

總計 1730 

 

二、教職員人數統計 

類別  職稱  人數  

教師 

教授 31 

副教授 27 

助理教授 14 

行政人員 組員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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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理員 1 

助教 2 

校聘組員 6 

總計 82 

 

貳、 議事方面  

一、院教評會議  

103 學年度院教評會議(103.11.12、104.1.7、104.4.9、104.5.20、104.6.25)。 

二、院務會議 

103 學年度院務會議(103.8.25、103.9.11、103.10.24、104.6.23)。 

三、院課程規劃會議 

103 學年度院課程規劃會議(103.10.22、104.5.5)。 

四、其他會議 

(一) 教育學院學系主管會議(103.12.25)。 

(二) 教育學院「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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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4.23)。 

(三) 經費稽核委員會議(103.9、104.3)。 

 

參、 年度重要工作  

一、教師聘任及升等 

(一) 完成院內五位教師升等著作外審並提校教師評審委員會(104.1、

104.6)。 

(二) 完成院內一位專任教師聘任(104.1)。 

二、學系主管遴選新主任 

完成體育學系及諮商與輔導學系主任遴選工作(104.6)。 

三、教育研究學報 

完成第 48 卷第 2 期(103.10)及第 49 卷第 1 期(104.4)出版。 

四、協助各學系辦理學術研討會 

(一) 2014 節慶、運動、儒學與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體育學系、103.9)。 

(二) 教保專業研習─「全語言課程與教學：適性與在地」(幼兒教育學

系、103.10)。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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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學系、103.10)。 

(四) 2014 多元家庭的挑戰學術研討會(諮商與輔導學系、103.10)。 

(五) 2015 臺灣聽障教育百年國際學術研討會(特殊教育學系、104.3)。 

(六) 同志家庭諮商與法律工作坊(諮商與輔導學系、1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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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2015 幼兒科學暨藝術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幼兒教育學系、

104.5)。 

(八) 2015 年體育運動與休閒學術研討(體育學系、104.6)。。 

 

肆、 年度創新工作  

一、持續協助各學系建立亮點特色。 

二、補助經費充實體育學系身體組成分析儀設備及特殊教育學系聽障設

備，應用於教學與研究(103.12)。 

三、幼兒教育學系獲本校教學績優系所。 

四、教育學系徐綺穗老師獲校級優良導師，幼兒教育學系翟敏如老師、特殊

教育學系林慶仁老師獲院級優良導師。 

五、接待至特殊教育學系進行參訪之 Hamburg 大學 Dr. Sven Degenhardt 

教授(103.9)。 

六、黃宗顯院長、姜麗娟主秘及院內系主任與華東師範大學、上海師範大學

等 18 位大陸學者進行學術交流(103.12)。 

七、瀋陽師範大學教育碩士及翻譯碩士專業培訓與交流計畫許志偉副院長

等 19 人至本校進行師生講習交流與學校參訪(104.3)。 

八、邀請教育系尹玫君教授與本學院教師分享「學術倫理面面觀」講題

(104.4)。 

九、黃宗顯院長代表本校出席於廣東省東莞理工學院舉辦，由台灣教育大學

系統與東莞台商育苗教育基金會共同辦理之「第十屆海峽兩岸高等教育

論壇」(104.5)。 

十、黃宗顯院長主持廣東省各初中校長團至本校參訪約 50 人之交流座談會

(1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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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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二 81 

三 82 

四 82 

課程與教學碩士班 
一 20 

二 32 

課程與教學博士班 

一 6 

二 5 

三 6 

四 5 

五 7 

科技發展與傳播碩士班 
一 8 

二 25 

教育經營與管理碩士班 
一 18 

二 21 

教育經營與管理博士班 

一 11 

二 14 

三 13 

四 6 

五 17 

測驗統計碩士班 
一 6 

二 11 

測驗統計博士班 

一 1 

二 3 

三 4 

四 3 

五 7 

課程與教學 

教學碩士班(假日) 

一 17 

二 19 

三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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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行政 

碩士在職專班(夜) 

一 0 

二 17 

三 2 

學校經營與管理教學 

碩士在職專班(夜) 

一 14 

二 0 

三 8 

課程與教學 

碩士在職專班(澎湖) 

一 19 

二 0 

三 9 

總計 693 

 

二、教職員人數統計 

類別  職稱  人數  

教師 

講座教授 1 

教授 19 

副教授 4 

助理教授 6 

助教 1 

行政人員 
校聘組員 2 

助理員 1 

總計 34 

 

貳、 議事方面 

一、系務會議  

103 學年度教育學系系務會議(103.9.25、103.11.10、104.1.15、104.3.11、

104.05.07、104.06.10)。 

二、系教評會議 

103 學年度教育學系教評會(103.09.30、103.11.10、103.12.03、104.03.19、

104.05.07、104.06.22)。 

三、其他會議  

(一) 103 學年度教育學系招生小組委員會(103.10.30、103.11.12、

104.04.23)。 

(二) 103學年度教育學系課程規劃會議(103.10.15、104.04.27、104.06.04)。 

(三) 103 學年度教育學系經費規劃會議(104.1.14)。 

(四) 103 學年度教育經營與管理組會議(104.4.23)。 

(五) 103 學年度測驗統計組小組會議(103.9.23、103.11.48、104.03.20)。 

(六) 103 學年度課程與教學組會議(103.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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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103 學年度教學科技組會議(103.11.19、104.03.18、104.04.08、

104.05.04)。 

 

參、 年度重要工作 

一、專題演講 

（一） 邀請國立中正大學資訊工程學系暨研究所游寶達教授專題演 

講，講題：「雲端教材之設計與應用」(103.10.23)。 

（二） 邀請國立成功大學教育研究所董旭英教授專題演講，講題：「禁 

止國中能力編班是否能去標籤化：標籤理論之再思維」 

(103.10.30)。 

（三） 邀請國立嘉義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高淑清副教授專題演講，講 

題：「現象學研究報告的撰寫」(103.11.27)。 

（四） 邀請 Dr. Jimmy de la Torre(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Rutgers,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Jersey)專題演講，講題：「New Item  

Selection Methods for Cognitive Diagnosis Computerized Adaptive  

Testing」(103.12.9)。 

（五） 邀請中央大學網路學習科技研究所陳攸華教授專題演講，講題： 

「英文論文寫作與閱讀」(103.12.23)。 

（六） 邀請成功大學教育所楊雅婷教授擔任講座，講題：「雲端科技應 

用於提升學生新關鍵能力」(104.3.5)。 

（七） 邀請本系洪詩喬同學、李鍇臻同學演講，講題：「集中實習實務 

教學經驗分享」(104.03.06)。 

（八） 邀請本系鄭新輝老師專題演講，講題：「十二年國教適性入學制 

度」(104.03.13)。 

（九） 邀請台窩灣樂讀協會張嘉芬老師專題演講，講題：「唱做俱佳的 

故事繪本」(104.03.20)。 

（十） 邀請國立台北教育大學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張芳全教授擔任講 

座，講題：「問卷就是要這樣編」(104.3.26)。 

（十一） 邀請李鴻亮老師專題演講，講題：「教案設計與撰寫」 

(104.03.27)。 

（十二） 邀請本系康智凱博士生專題演講，講題：「教學實習經驗傳承 

與聯電課輔班級經營經驗分享」(104.04.10)。 

（十三） 邀請政治大學王梅玲教授專題演講，講題：「我國數位學習教 

育與品質保證」(104.04.16)。 

（十四） 邀請臺南市安南區長安國小鄭國斌校長專題演講，講題：「談 

硬筆與板書的書寫演講」(104.04.24)。 

（十五） 舉辦「班級經營講座」，邀請臺南市東區崇明國小劉麗芬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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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任講師(104.05.01)。 

（十六） 舉辦就創業講座，邀請桃園市中興國中洪靖雅老師擔任講師， 

分享公職考取經驗(104.05.06)。 

（十七） 舉辦就創業講座，邀請台中市東明國小麥瑋珉老師進行「教甄 

考取經驗分享 」(104.05.13)。 

（十八） 邀請屏東教育大學劉育忠副教授專題演講，講題：「德勒茲差 

異哲學對教育學的啟示」(104.05.14)。 

（十九） 邀請李鴻亮老師專題演講，講題：「教學活動設計」(104.05.15)。 

二、其他學術活動 

（一） 辦理「2014 教育高階論壇：核心素養的評量議題與教育發展」 

研討會(103.10.16-17)。 

（二） 辦理陳伯璋講座教授退休演說(104.01.14)。 

（三） 辦理 103 學年度教師資格檢定考試講座(104.1.28)。 

（四） 周保男老師舉行升等著作發表(104.3.4)。 

（五） 陳揚學老師舉行升等著作發表(104.3.6)。 

（六） 辦理「國立臺南大學附設實驗小學參訪活動」(104.04.17)。 

（七） 辦理「臺南市東區崇學國小教學觀摩活動」(104.05.01)。 

（八） 辦理「臺南市永康區永康國小教學觀摩活動」(104.05.08)。 

（九） 舉辦 103 學年度教學科技組專題製作成果展(104.5.30)。 

（十） 辦理 103 學年度模擬教師甄試(104.06.07)。 

（十一） 呂明蓁老師舉辦 103 學年度獨立研究成果發表會(104.6.9)。 

 

肆、 年度創新工作  

一、籌備「2015 教育高階論壇海峽兩岸學術研討會：全球化教學觀點的轉

化」。 

二、完成辦理「臺南市及澎湖區 臺南大學 103 年國民小學及幼稚園地方教

育輔導工作」3 場：臺南市仁德區大甲國小（104.03.25、104.04.22）及

臺南市中西區成功國小（104.0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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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1，執

行期程自 103 年 8 月 1 日至 104 年 7 月 31 日止。 

 

伍、年度榮譽事蹟  

一、 103 年度本系國科會計畫通過 15 件，另有多年期執行中計畫共 4 件，

擁有率高達 63％。 

二、 本系 9 位教師榮獲科技部補助大專校院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洪碧霞老

師、蕭佳純老師、丁學勤老師、周保男老師、張正平老師、林素微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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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宗顯老師、歐陽誾老師、郭丁熒老師。 

三、 本系 3 位大學生榮獲科技部大專學生參與專題研究計畫補助、4 位大學

生考取丙級電腦軟體應用技術士檢定考試。 

四、 本系姜添輝教授榮獲教育部 103~105 年彈性薪資補助、科技部補助「研

究團隊參與國際學術組織會議」2014/07/13~2014/07/19 赴日本橫濱參

加 International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研討會、當選臺灣教育社會學學

會理事長。 

五、 本系徐綺穗教授榮獲本校 103 學年度校級優良導師。 

六、 本系蘇麗淑博士生榮獲 2014 年中華民國課程與教學學會「學術論文

獎」。 

七、 本系大學部蕭盈瑩同學榮獲客家委員會客語績優學生獎學金。 

八、 本系大學部黃品甄同學榮獲救國團 103 年全國大專優秀青年。 

九、 本系網頁榮獲本校 104 年度單位網頁評鑑教學單位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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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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二 46 

三 43 

四 43 

特殊教育碩士班 
一 9 

二 14 

輔助科技博士班 
一 8 

二 12 

重度障礙碩士班 
一 5 

二 11 

特殊教育博士班 

一 5 

二 4 

三 2 

四 2 

五 4 

暑期在職專班 
一 19 

四 6 

總計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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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員/校聘

組員 
2 

總計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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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議事方面 

一、系務會議  

103 學年度系務會議(103.09.17、103.11.26、104.01.07、104.03.11、

104.05.06、104.06.24)。 

二、系教評會議 

103 學年度系教評會議(103.10.22、103.12.03、104.03.04、104.04.22、

104.05.27)。 

三、其他會議  

(一) 103 學年度系課程會議(103.10.01、103.12.24、104.03.11、 

104.04.29)。 

(二) 外籍生入學審查會議(103.11.13、104.04.20)。 

(三) 學術審查會議(103.10.28)。 

參、 年度重要工作  

一、專題演講  

(一) 邀請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特殊教育中心王欣宜主任蒞臨演講「國小階 

段身心障礙學生的性別平等教育課程與教學」。(103.11.19) 

(二) 辦理三場教育部地方教育輔導—特殊教育專業團隊服務融入幼兒 

園普通班演講。(104.05.05-104.05.15) 

二、其他學術活動 

(一) 出版「特殊教育與復健學報」第 29、30 期 

(二) 103 年 12 月 31 日前完成本學系課程外審。 

(三) 辦理 2015 臺灣聽障教育百年國際學術研討會。 

(104.03.20-104.03.22) 

(四) 本系博班王峯文同學(臺南市裕文國小資源班教師)協辦「EBD-Der」 

發現愛攝影展活動，展出 EBD 學生攝影作品，展覽地點：文薈樓 

1 樓廣場。(104.05.21-104.05.29) 

(五) 本學系辦理特教週活動，舉辦一系列特教宣導與學習成果展示活動 

等。(104.03.23-03.28) 

(六) 本學系特殊教育博士班 103 學年度以外加名額，招收一名大陸博士 

班研究生。 

三、學術交流 

(一) 屏東大學特教系師長蒞臨參訪交流，本學系李芃娟主任、莊妙芬老

師、高振耀老師、林慶仁老師、詹士宜老師、曾怡惇老師及曾明基

老師列席並協助接待。(103.08.26) 

(二) 曾怡惇老師邀請德國漢堡大學教授 Dr. Professor Sven、中國北京師

範大學教師張悅歆及系上師長進行臺德跨國特殊教育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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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9.12) 

(三) 本學系四位師長與美國華盛頓大學 Kurt L. Johnson, Ph.D.進行身心

障礙者職務再設計與輔助科技之交流。(103.09.22) 

(四) 中國河北省唐山師範學院特殊教育學系二位教師拜訪本學系，與本

學系師長做充份的溝通與交流。(103.10.02-10.04) 

(五) 召開外籍生入學審查會議，同意一名大陸學生申請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特殊教育學系三年級交換學生。(103.11.13) 

(六) 中國黑龍江綏化學院特殊教育學系二位教授來訪，與本校師長交流

及討論特教相關議題與合作。(103.12.20) 

(七) 北京中華女子學院一行 6 位學者與本系座談，座談內容為學前融合

教育的人才培養及課程設置等。(104.03.16) 

 

肆、 年度創新工作  

一、 本學系五位教師組成「全方位課程主題」教師專業發展社群，並定期召

期會議，交流新知、議題、撰寫研究計畫、共同成長，103 學年計召開

18 次教師社群會議。(103.07.01、103.08.04、103.09.24、103.10.01、

103.10.26、103.11.07、103.11.21、103.11.28、103.12.05、104.01.12、

104.01.22、104.02.10、104.03.30、104.04.20、104.06.01、104.06.22、

104.07.01、104.07.19) 

二、 教育部核定「103 學年度精進師資素質計畫--子計畫 C」及「103 年度地

方教育輔導工作計畫—特殊教育」。 

三、 赴高雄中正高中進行招生活動(104.01.08)。 

四、 本學系李主任邀請本校黃秀霜校長、師培中心許誌庭主任，拜訪嘉義

縣教育處說明本學系優質之師培內涵，及公費生培育特色。(104.04.28) 

五、 辦理大五模擬教甄，邀請永福國小莊崑謨校長、獅湖國小陳明顯老師及

勝利國小林和秀老師蒞臨指導。(104.05.20) 

六、 配合教育部辦理 103 特殊教育實務能力檢測，檢測成果豐碩。 

 

伍、年度榮譽事蹟  

一、 103 學年度考取正式教師共計 28 人。 

二、 104 年應屆畢業生教師檢定通過率達 90%。 

三、 103 學年度本系大專生科技部研究計畫案通過 2 件。 

四、 大學部 107 級申請 103 學年度師資培育學系外加師資生名額共 6 名，全

數獲教育部審核通過。 

五、 103 學年度卓越師資培育獎學金，107 級 5 位同學通過申請:張琬渝、洪

瑋俐、劉庭妏、邱靖媛、方馨平；106 級 3 位同學通過申請:蔣蓉、王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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婷、張鈺娸。 

六、 榮獲「2015 系所博覽會績優參展學系競賽」第三名。 

七、 曾若芸同學榮獲 104 年全國大專院校運動會：游泳 200 公尺蛙式第 1

名(破全國紀錄)及 100 公尺蛙式第 1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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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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三 41 

四 44 

碩士班 
一 14 

二 22 

碩士在職專班 

（夜間） 

一 16 

二 34 

總計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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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學年度系務會議(103.9.5、104.1.23、104.4.17、104.6.29)。 

二、系教評會議 

103 學年度系教評會議(103.9.29、103.11.10、103.12.27、104.3.30、

104.6.17)。 

三、其他會議 

(一) 103 學年度系課程委員會議(103.9.5、104.4.17、104.6.29)。 

(二) 103 學年度經費、學務及人事委員會議(103.9.24、103.11.7、 

104.4.22、104.4.29)。 

(三) 103 學年度輔導及學術研究委員會議(103.8.29、104.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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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年度重要工作 

一、 專題演講 

(一) 邀請國立中正大學心理學系許功餘教授演講，講題：性格發展的回 

頭路：幼兒氣質研究的種種(103.11.21)。 

(二) 邀請國立臺東大學幼兒教育學系辛靜婷教授演講，講題：研究歷程 

分享：探索新住民及原住民家庭之教育及文化資源(103.12.5)。 

(三) 邀請臺南市新南國小附幼顏嘉辰老師演講，講題：你不可不知的幼 

兒教育及照顧法(104.3.4)。 

(四) 邀請高雄市中山國小附幼林美華老師演講，講題：主題課程的饗宴 

(一) (104.4.15)。 

(五) 邀請臺南市海東國小附幼蘇慧貞老師、高雄市裕誠幼兒園張莉莉老 

師演講，講題：主題課程的饗宴(二) (104.4.22)。 

(六) 邀請插畫家陳貴芳老師演講，講題：如何創作在地文化內涵之繪本 

(104.4.24)。 

(七) 邀請國立嘉義大學附小附幼林彣娉老師演講，講題：主題課程的饗 

宴(三) (104.4.29)。 

(八) 邀請臺南市文元國小附幼顏慧敏老師演講，講題：幼兒園教保活動 

課程暫行大綱與幼兒園例行活動之連結(104.5.30)。 

二、 學術活動 

(一) 辦理「全語言課程與教學─適性與在地」全語言教學研討會 

(103.10.4)。 

(二) 辦理教育部 104 年度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暫行大綱推廣人員培訓 

研習(104.1.20-1.22)。 

(三) 辦理教育部 104 年度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暫行大綱推廣人員增能 

研習(104.1.20-1.22)。 

(四) 辦理精進師資素質計畫「幼兒科學暨藝術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 

(104.5.22)。 

三、 展演及學生活動 

(一) 辦理自製幼兒教具展(103.12.10-12.12)。 

(二) 辦理幼教書展(104.4.29-5.1)。 

(三) 辦理幼教系成果展(104.5.17)。 

四、 座談會及選課說明會 

(一) 辦理大一新生家長座談會(103.9.6)。 

(二) 辦理大一新生座談會(103.9.12)。 

(三) 辦理大二選課說明會(103.9.15)。 

(四) 辦理大三選課說明會(103.9.16)。 

(五) 辦理大四選課說明會(103.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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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辦理系主任與班代表座談會(104.4.15)。 

(七) 辦理系主任與境外生及弱勢學生座談會(10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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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10.6-104.1.9、104.3.16-6.19)。 

二、辦理自製幼兒教具比賽(103.12.10-12.12)。 

三、辦理課程成果發表會(104.1.6、104.1.7)。 

四、與本系幼教成果展結合舉辦「系友回娘家」活動，共有約六十名歷屆系

友返校參加，場面溫馨，活動圓滿成功(104.5.17)。 

五、舉辦地方教育輔導研習(104.3.14、104.4.18)。 

六、舉辦幼兒園園長專業訓練班(103.10.4-104.6.27)。 

七、舉辦幼兒園教保專業知能增能學分班(103.10.22-104.6.24)。 

八、至臺南市秀光幼兒園舉辦短期育樂營(104.3.7、104.3.8、104.3.14、

104.3.15)。 

九、北京中華女子學院兒童發展與教育學院教授團六位教授至本系進行學

術交流與參訪活動(104.3.16)。 

十、重慶第二師範學院四位老師及八位學生至本系進行參訪活動

(104.5.28)。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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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二 44 

三 49 

四 46 

進修學士班 四 24 

碩士班(日) 

一 7 

二 19 

體育科教學碩士班 

一 11 

二 13 

三 2 

總計 258 

 

二、 教職員人數統計 

類別 職稱 人數 

教師 

教授 6 

副教授 2 

助理教授 1 

行政人員 組員 1 

總計 10 

 

貳、 議事方面 

一、 系務會議 

103 學年度共召開 5 次系務會議(103.9.17、103.10.1、103.11.24、 

103.12.24、 103.12.31)。 

二、 系教評會議 

103 學年度共召開 6 次系教評會議(103.11.11、103.11.24、103.12.31、 

104.3.4、104.3.31、104.6.18)。 

三、 課程規劃委員會議 

103 學年度召開 4 次課程規劃委員會議(103.12.24、104.2.25、104.4.8、 

104.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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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年度重要工作 

一、 專題演講 

(一) 邀請救國團運動處簡鴻檳處長，講題：運動中心之經營與管理

(103.11.4)。 

(二) 邀請中華奧林匹克委員會楊志頌先生演講，講題：「奧會模式」宣

導(103.11.7)。 

(三) 邀請平實行銷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鄭衍洲先生演講，講題：透過運

動的行銷「實例分享-幕後規劃、籌備與管理」(103.12.16)。 

 

二、 其他學術活動 

(一) 協助臺灣身體文化學會辦理「2014 節慶、運動、儒學與文化國際學

術研討會」(103.9.26-27)。 

(二) 協助中華民國體育學會辦理教育部體育署 103 年度「國民體適能指

導員授證事務」(103.10.25-26)以及「國民體適能指導員精進教育研

習會」(103.11.8-9)。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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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年 11 月 5 日澎湖中興國小；104 年 3 月 18 日臺

南市中營國小；104 年 4 月 1 日臺南市崇學國小。 

(四) 協助中華民國體育學會辦理教育部體育署 103-104 年度「配合十二

年國教─體適能檢測站設置計畫」設置說明會(103.12.1)。 

(五) 辦理 104 級運動管理與行政學程實習成果發表會(104.1.6)。 

(六) 辦理「104 年度 FUN 肆體育表演會」(104.5.22) 

(七) 辦理 2015 年體育運動與休閒學術研討會(104.6.6)。 

肆、 年度創新工作 

一、 辦理 104 學年度運動項目績優學生單獨招生考試(104.3.15、3.28)。 

二、 辦理本系 5 門必修課程外審。 

三、 出版「南大體育學報」第九期。 

四、 成立教檢學生讀書會。 

五、 辦理「103 學年度精進師資素質計畫-體育教材教法與體育教學精進計

畫」以及「103 學年度師資培育精緻特色發展計畫-「強身固體--從根做

起」精緻體育師資與教學專業計畫」。 

六、 設立體育碩士在職專班。 

七、 辦理 104 學年度大學甄選(個人申請)。 

八、 辦理 104 學年度一升二轉學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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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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二 43 

三 43 

四 46 

碩士班 
一 15 

二 33 

碩士在職專班 
一 1 

二 24 

總計 246 

 

二、教職員人數統計 

類別 職稱 人數 

教師 

副教授 6 

助理教授 4 

講師 0 

行政人員 校聘組員 1 

總計 11 

 

貳、 議事方面 

一、系務會議 

103 學年度系務會議(103.9.22、103.10.20、103.11.17、103.12.15、

104.3.02、104.4.13、104.5.11、104.6.15)。 

二、系教評會議 

103 學年度系教評會議(103.9.29、103.11.06、103.11.26、103.12.15、

103.12.30、104.3.26、104.3.30、104.5.13、104.6.18)。 

三、其他會議 

103 學年度系課程會議(104.5.4)。 

參、 年度重要工作 

一、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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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邀請博智全球服務管理公司朱偉屏資深顧問演講，講題：你不知道 

的星光與泥巴！--危機處理時的正向思考(103.10.28)。 

(二) 邀請臺灣師範大學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謝智謀副教授演講，講 

題：冒險諮商與治療(103.11.26)。 

(三) 邀請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許育光教授演講，講 

題：團體諮商之實務、研究與督導的連結(104.3.25) 

(四) 邀請新竹地方法院劉彥伶觀護人演講，講題：觀護人工作介紹與考 

試準備(104.4.15)。 

(五) 邀請臺南地方法院王旻琪心理輔導員，講題：心理輔導員工作介紹 

與考試準備(104.4.15)。 

二、其他學術活動 

(一) 辦理 2014 多元家庭的挑戰學術研討會(103.10.18) 

(二) 辦理正念療法入門工作坊(103.10.22) 

(三) 辦理 Dr. Ray 實務訓練工作坊(103.10.31-11.1) 

(四) 辦理夢的力量工作坊(103.12.27-28) 

(五) 辦理 DSM-5 之變革與應用工作坊(104.4.11) 

(六) 辦理沙遊治療體驗與物件製作工作坊(104.5.2、5.9) 

(七) 辦理心理劇體驗工作坊(104.5.13、5.16)。 

(八) 辦理同志家庭諮商與法律工作坊(104.5.16-17)。 

肆、 年度創新工作 

執行 103 學年度精進師資素質計畫，辦理「適性輔導工作之現況與展望」座 

談會(104.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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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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6 

二 199 

三 210 

四 214 

大學部 

(進修學士班) 

一 1 

二 36 

三 39 

四 25 

碩士班 

一 48 

二 56 

三 32 

碩士在職專班 

一 12 

二 0 

三 4 

教學碩士班 
二 19 

三 19 

中國文學碩士專

班（夜間） 

一 17 

二 16 

三 11 

總計 1,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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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人員 
組員 1 

校聘人員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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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52 

貳、 議事方面  

一、院教評會議  

(一)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召開院教評會議 3 次(103.10.15、103.12.8、 

103.12.30)。 

(二)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召開院教評會議 3 次(104.4.21、104.6.18、 

104.6.29)。 

二、院務會議 

(一)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召開院務會議 1 次(103.10.8)。 

(二)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召開院務會議 1 次(104.6.2)。 

三、院課程委員會議 

(一)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召開院課程委員會議 1 次(103.10.16)。 

(二)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召開院課程委員會議 2 次(104.3.11、104.5.5)。 

四、人文與社會學報編審委員會會議 

(一)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召開社會研究學報編審委員會第一次會議

(104.3.30)。 

(二)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召開人文研究學報編審委員會第一次會議

(104.4.9)。 

五、其他會議 

(一)103 學年度召開「人文與社會學院英語學系系主任遴選委員會議」

共 5 次(104.4.10、104.5.22、104.6.10、104.6.23、104.6.29)。 

(二)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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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4.24)。 

(三)103 學年度召開「人文與社會學院校務會議學生代表選舉會議」共

1 次。(104.6.10) 

 

參、 年度重要工作  

一、外賓參訪  

(一) 大陸高等校院、雲林科技大學、嘉南藥理大學學術交流參訪。

(103.10.26) 

(二) 閩南師大學術交流座談會。(104.4.27) 

二、教師聘任及升等 

完成院內二位教師升等著作外審，其中一位提送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104.6)。 

三、院級優良導師選拔 

辦理 103 學年度院級優良導師選拔(1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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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年度創新工作  

一、辦理「2014 陳璸與臺灣廉政學術研討會」。(103.9.27～103.9.28) 

二、辦理「2015 閩南文化研習營」、「全國台聯 2015 台胞青年千人夏令營」，

並組隊參與活動。(104.7.1～104.7.11) 

三、與吉林大學、延邊大學簽訂學術交流合約(104.7) 

四、辦理「104 年度全國閱讀師資培育計畫－童書讀寫教案例研討會」

(1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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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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二 13 

三 11 

碩士在職專班 

一 12 

二 0 

三 4 

總計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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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學年度所務會議（103.10.02、103.11.12、104.01.14、104.04.16、

104.06.11）。 

二、所課程會議 

103 學年度所課程會議（103.11.12、104.04.16）。 

三、所教評會議 

103 學年度所教評會議（103.11.19、104.04.16）。 

 

參、 年度重要工作 

一、2015 年臺灣文化學術研討會（104.05.30）。 

二、專題演講： 

(一) 邀請嘉南藥理大學觀光事業管理系陳信安助理教授專題演講，講 

題：尋訪 1895 乙未年攻臺之役歷史場景（103.11.26）。 

(二) 邀請王佩芬導演性別平等演講，講題：社會運動中的女性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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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不遠》Sunflower Occupation 觀賞暨映後座談（103.12.10）。 

(三) 邀請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地理學系許淑娟副教授專題演講，講題：府 

城街道名的地景紋理（103.12.17） 

(四) 邀請長榮大學台灣研究所天江喜久助理教授專題演講，講題：回不 

了家：在台日本人亡靈的戰後史（104.01.07）。 

(五) 邀請臺南市關廟區公所里幹事戴瑋志先生就業講座，講題：我的人 

生步道-學習經驗與公職生涯（104.04.17）。 

(六) 邀請彰化縣大村國中教務處幹事蔡均凱先生就業講座，講題：我的 

公職經驗談-從應試到調動（104.05.08）。 

三、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論文發表會（103.11.20）。 

四、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論文發表會（104.05.06、104.05.20、104.06.09）。 

五、103 學年度新生座談暨課程說明會（103.08.02）。 

六、103 學年度所友回娘家餐會（103.12.20）。 

七、103 學年度畢業典禮餐會暨所友回娘家餐會（104.0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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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榮貴副教授續聘案，任期自 104 年

8 月 1 日至 106 年 7 月 31 日止。 

 

肆、 年度創新工作 

一、辦理臺灣文化研究所所友會（103.12.20、104.06.13）。 

二、辦理就業講座（104.04.17、104.05.08）。 

三、籌備 105 學年碩士班推薦甄試作業。 

 

伍、 年度榮譽事蹟 

本所戴文鋒教授、陳坤宏教授榮獲本校 104 年度「加強學術研究提升教學品 

質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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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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二 42 

三 42 

四 38 

碩士班 
一 15 

二 11 

總計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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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學年度系務會議（103.9.17、104.1.14、104.3.4、104.6.24）。 

二、 系教評會議 

103 學年度系教評會議（103.11.17、104.4.14、104.6.8）。 

三、 其他會議 

103 學年度招生會議（103.10.23、104.4.8、104.4.17、104.5.21）。 

103 學年度課程會議（104.3.18、104.4.28、104.5.1）。 

 

參、 年度重要工作 

一、 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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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邀請財政部高雄國稅局副局長洪東煒博士演講：從高雄氣爆事件談 

風險危機決策與對策。（103.10.8） 

(二) 邀請誠美建築陳百棟董事長演講：看見臺南新藍海。（103.10.15） 

(三) 邀請審計部臺南市審計處羅如文處長，演講：另類職涯選擇規劃-- 

歡迎加入政府審計團隊。（103.10.22） 

(四) 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黃介正助理教授，演講：習近平主 

義及習近平變法。（103.11.7） 

(五) 邀請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童振源所長演講：兩岸經貿關係的危 

機與轉機。（103.11.19） 

(六) 邀請英商璐彩特國際公司亞太區暨高雄聚酯公司資深人力資源經 

理/下游事業部經理林鈺杰博士演講：台灣產業薪資市場現況與個 

人競爭力。（103.11.26） 

(七) 邀請國立空中大學公共行政學系主任李允傑演講：政策行銷的理論 

與實務。（103.12.17） 

(八) 長榮大學陳秀峯性別演講：您不可不知的 CEDAW-簡介消除對婦女 

一切歧視公約。（103.12.24） 

(九) 邀請電影十二夜導演 Raye 演講：十二夜之後。（103.12.31） 

(十) 邀請動物平權促進會林憶珊理事長，演講：動物不是娛樂三部曲。

（104.1.8） 

(十一)邀請本校視覺藝術與設計學系潘青林教授，演講：博物館營運與 

行銷。（104.4.8） 

(十二)邀請 ASUS 手持裝置全球行銷曾子碩專案經理，演講：2015 年 

的行銷創新。（104.4.15） 

(十三)邀請行政院國家發展委員會國土區域離島發展處徐旭誠組長，演 

講：臺灣氣候變遷調適策略與規劃(104.4.29) 

(十四)邀請中山大學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特聘教授陳世哲，演講：你是 

理性人嗎?你常在做錯誤的決策嗎? （104.5.13） 

(十五)邀請台南社區大學黃文鍠老師，演講：由媒體傳播與公民參與看 

府城行銷。（104.5.27） 

(十六)邀請台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呂育誠教授演講：氣候變遷與 

地方治理。（104.6.9） 

二、 學術研討會 

舉辦 2015 年「全球化下的產業管理與民主治理」學術研討會。（104.5.6） 

三、 座談會、說明會 

(一) 舉辦碩士班新生座談會。（103.7.25） 

(二) 舉辦大學部新生家長座談會。（103.9.6） 

(三) 舉辦 2014 年校外實習成果發表會—第 1 場。（103.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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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舉辦 2014 年校外實習成果發表會—第 2 場。（103.12.10） 

(五) 舉辦師生座談會議（103.12.31） 

(六) 舉辦研究生論文計畫書發表。（104.1.14） 

(七) 富邦金控、三商美邦人壽辦理實習說明會（104.3.11） 

(八) 舉辦 104 年暑假學生實習行前說明會。（104.6.15） 

四、 教師讀書會 

(一) 舉辦教師讀書會（一）：林佳燕老師主講：施比受更有福！以解釋 

水平理論探討公益廣告內容設計對非營利事業捐贈者捐款意願之 

影響。（103.10.22） 

(二) 舉辦教師讀書會（二）：李芸蘋老師主講：Research on Calling: Do we  

need employees to have sense of calling? 使命感之研究：我們是否需 

要具有使命感的員工？（103.11.26） 

(三) 舉辦教師讀書會（三）許耿銘老師主講：永續發展的省思。

（103.12.17） 

(四) 舉辦教師讀書會（四）：余明助主任主講：人體能量檢測(HES)在企 

業經營管理的運用。（104.3.25） 

(五) 舉辦教師讀書會（五）：胡蘭沁老師主講：幼兒園關係行銷、關係 

品質及家長忠誠度間跨層次中介關係之探討。（104.5.20） 

(六) 舉辦教師讀書會（六）：馬群傑老師主講：理性 vs.感性：決策判斷 

的管理思維與生活啟發。（104.6.17） 

五、 課程發表會 

(一) 林佳燕老師辦理「服務行銷」課程成果發表會（104.1.7）。 

(二) 林佳燕老師辦理「會計學」課程成果發表會（104.6.12）。 

(三) 余明助老師辦理「文化行銷企畫」課程成果發表會（104.6.15）。 

六、 參訪活動 

吳宗憲老師、許耿銘老師帶領本系同學參訪麗嬰房、綠黨、立法院、公 

民監督聯盟、行政院大陸委員會等機關。（104.1.19-21） 

 

肆、 年度創新工作 

一、 辦理「2015 全球化下的產業管理與民主治理」學術研討會。（10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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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畢業典禮結合，舉辦「系友回娘家活動」，約有 30 位系友返校參加。

（104.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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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年度榮譽事蹟 

一、 本系榮獲 103 學年度本校教學績優系所獎勵。 

二、 103 年度本系教師通過科技部研究計畫 5 件。 

三、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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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學年度學生學習歷程建置競賽第三名。 

五、 本系榮獲 2015 年系所博覽會績優參展學系競賽人氣獎。 

六、 本系林佳燕老師榮獲 103 學年度校級優良導師獎勵。 

七、 本系榮獲 104 年單位網頁競賽優良獎。 

八、 應屆畢業生及系友共 7 人通過國家公職考試。 

九、 王光旭老師榮獲教育部延攬及留住大專院校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獎

勵（103-105 年度）。 

十、 王光旭老師榮獲 2014 年第十屆社會網及關係管理研究年會暨創新創業

國際研討會優秀教師論文獎。 

十一、王光旭老師榮獲科技部 103 年度補助大專院校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施 

彈性薪資獎勵（傑出類）。 

十二、馬群傑老師榮獲科技部 103 年度補助大專院校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施 

彈性薪資獎勵（優良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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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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二 39 

三 42 

四 42 

碩士班（文資系） 
一 9 

二 18 

文化與自然資源學系社會科

教學碩士班（夜間） 
三 1 

總計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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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學年度系務會議（103.09.24、104.01.14、104.03.04、104.06.24）。 

二、 系教評會議 

103 學年度系教評會議（103.10.14、103.12.02、103.12.23、104.03.10、 

104.06.16、104.06.25）。 

三、 課程會議 

103 學年度系課程會議（103.10.18、104.02.26、104.01.03、104.03.06）。 

四、 系招生會議 

103 學年度系招生會議（103.10.03、104.01.14、104.03.04、104.05.04、 

104.06.24）。 

 

參.、 年度重要工作 

一、 專題演講 

(一) 邀請曾信傑教授（臺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演講，講題為「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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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藝：博物館行銷與文創的契機」。(103.10.08)。 

(二) 邀請陳百棟董事長（誠美建築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至本系演講， 

講題為「看見台南的藍海」。(103.10.15)。 

(三) 邀請葉重利執行長（台南企業文化藝術基金會）至本系演講，講題 

為：「林百貨的創新與突破」。(103.11.07)。 

(四) 邀請莊哲昀資深專員(社團法人台灣數位文化協會)至本系演講，講 

題為：「走入數位文創」。(103.11.19)。 

(五) 邀請盧胡彬教授（國立臺灣彰化師範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至本系專 

題演講，題目：「方志的編修與應用」。(103.11.26)。 

(六) 邀請林聖欽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至本系專題演講， 

題目：「台南市的文化產業」。(103.12.10)。 

(七) 邀請蔡相煇教授（國立空中大學人文科）至本系演講，題目：「論 

馬祖信仰」。(104.03.25)。 

(八) 邀請吳百祿研究員(國立臺灣博物館)至本系專題演講，題目：「博物

館裡的原住民乾坤」。(104.04.08)。 

(九) 邀請周健教授(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系)至本系專題演講，題目：「世 

界遺產縱橫談」。(104.04.14)。 

(十) 邀請郭俊麟教授（東華大學台灣文化學系）至本系演講，題目：「開 

放街圖(OpenStreetMap)的數位人文新視野」。(104.04.29)。 

(十一) 邀請王昭文執行總編輯至本系演講，講題為：「青春就為追尋自 

由與公益─臺灣民主化過程中的學生運動」。(104.05.13)。 

二、 其他學術活動 

(一) 本系與人文與社會學院合辦「2014 陳璸與臺灣廉政學術研討會」 

(103.09.27-28)。 

(二) 辦理 2014 年女性影展第一場，議題：「櫛髮 Combig Hair、給你聽 

唱歌 ln Her Song」，(103.11.10)。 

(三) 辦理人文數位計畫工作坊，(103.11.16) 。 

(四) 辦理人文與社會學院教師文化觀光增能研習，(103.11.22) 。 

(五) 辦理陳德聚堂文史座談，(103.12.13-14) 。 

(六) 辦理陳德聚堂祭祀大典，(103.12.20-21) 。 

(七) 辦理 2014 年女性影展第二場，議題：生活石境秀 The Little    

Stones、一無所有 A Little Life」，(103.12.18)。 

(八) 辦理「2015 文化與區域研究學術研討會：臺南人文與環境」 

(104.5.30)。 

 

肆.、 年度創新工作 

一、 辦理「教師讀書會」 

(一) 本系張伯宇副教授讀書會主講，講題為「陳德聚堂的「前世」與「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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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103.10.22)。 

(二) 本系陳緯華副教授讀書會主講，講題為「國家政治意識型態與民間 

信仰：以鹿耳門天后宮為例的探討」， (103.11.26)。 

(三) 本系邱麗娟教授讀書會主講，講題為：「回首來時路：人物傳記的 

書寫與省思」。(103.12.24)。 

(四) 本系王志明副教授讀書會主講，講題為：「成大與南大學生對景觀 

的看法」。(104.03.25)。 

(五) 本系張靜宜副教授讀書會主講，講題為：「Hakka 出洋」  

(104.4.29)。 

(六) 本系沈少文副教授讀書會主講，講題為：「島嶼地理與生態」， 

(104.5.27)。 

二、 辦理「文資系碩士班 103 學年度第一學期（日）研究生讀書會」 

(一) 第一場講題、簡報人：「戰後宗教志研究回顧」(碩二張淑芬)、「宗 

教活動與地方認同關聯之探討-與台中萬和宮為例」(碩二彭湘瑜)。 

(二) 第二場講題、簡報人：「1945~1976 台灣國際形象形塑分析：以紐 

約時報及朝日新聞為分析場域」(碩二趙祐廷)、「戰後臺灣高中世 

界史教科書中的世界觀(1952-1999)研究計畫發表」(碩二黃彥 

龍)(103.11.19)。 

(三) 第三場講題、簡報人：「研究計畫發表：新社地區聚落的產業、宗 

教與地方認同─以慶西里、協成里為例」(碩二陳瑩縈)、「日治時 

期博物館研究之回顧」(碩二謝燕蓉)、「日治時期關子嶺溫泉文化 

之研究」(碩二蘇斐汶)(103.12.17)。 

三、 辦理「文資系碩士班 103 學年度第二學期（日）研究生讀書會」 

(一) 第一場講題、簡報人：「行動學習結合議題中心教學法對國中地理 

科落實永續發展教育之研究」(碩二林芯緰)、「臺灣統治政權交替 

過程中家族興衰之探討 -以南投縣集集石氏家族為例」(碩二石佳 

靈)、「曹公圳流域之水利與聚落的互動-以鳳山區為例」(碩二高維 

祥) (104.3.18)。 

(二) 第二場講題、簡報人：「日治時期日本與臺灣博物館營運之比較」  

(碩二謝燕蓉)、「從宗教聖地到溫泉鄉-日治時期關子嶺形象的轉換」 

(碩二蘇斐汶)、「地方感研究文獻探討」(碩二陳瑩縈(104.4.22)。 

(三) 第三場講題、簡報人：「高中世界史教科書研究文獻探討」 (碩二 

黃彥龍)、「八二三炮戰期間臺美國際關係之分析-以美國紐約時報 

為分析場域 」(碩二趙祐廷)(104 .05.20)。 

四、 辦理「大學部畢業專題報告」，104 級畢業生共計 38 篇專題報告。

(104.6.3、6.10、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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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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二 72 

三 77 

四 83 

碩士班 

一 10 

二 14 

三 21 

教學碩士班 

（夜間） 

二 19 

三 18 

中國文學碩士專班

（夜間） 

一 17 

二 16 

三 11 

總計 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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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學年度系務會議 4 次（103.09.24、104.01.21、104.03.06、104.05.06）。 

二、 系教評會議 

103 學年度系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 4 次（103.12.05、104.03.12、 

104.04.13、104.06.17）。 

三、 其他會議 

(一) 103 學年度課程規劃委員會會議 2 次（103.10.06、104.04.27）。 

(二) 103 學年度招生委員會會議 3 次（103.11.10、104.03.18、104.0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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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03 學年度獎學金審查委員會會議 1 次（103.12.04）。 

(四) 歌仔戲劇本編寫應用課程會議 3 次（103.08.26、103.10.07、 

104.01.27）。 

 

參、 年度重要工作 

一、 專題演講 

(一) 系上專題演講 

1. 邀請成功大學中文系特聘教授張高評演講，講題：論文寫作的要

領與技術(一)（103.09.30）。 

2. 邀請成功大學中文系特聘教授張高評演講，講題：論文寫作的要

領與技術(二)（103.10.14）。 

3. 邀請閩南師範大學閩南文化研究院副院長施榆生演講，講題：閩

南語詩詞吟誦的特點與傳承（103.10.16）。 

4. 邀請屏東書法學會理事長、枋寮藝術村駐村藝術家李銘煌老師演

講，講題：從書法談文創（103.11.05）。 

5. 邀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兼系主任劉昭明演講，講題：最好

的朋友、最可怕的政敵──蘇軾與章惇之交遊（103.11.06）。 

6. 邀請前教育部部長杜正勝演講，講題：研讀古典經驗談

（103.11.14）。 

7. 邀請名篆刻家徐照盛演講，講題：中國書籍裝幀藝術（103.11.26）。 

8. 邀請資深影評人＆作家黃以曦演講，講題：從電影談愛情中的分

離（103.12.04）。 

9. 邀請古蒙仁老師演講，講題：文字的視覺與味覺（104.03.11）。 

10. 邀請康原老師演講，講題：在八卦山下遇見賴和（104.03.25）。 

11. 邀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特聘教授兼人社中心副主任陳益源演

講，講題：性別平等專題演講：《金瓶梅》中的人口買賣--從現代

的賣身契談起（104.03.25）。 

12. 邀請當代書法篆刻名家杜其東演講，講題：清代隸書概說

（104.04.29）。 

(二) 師培專題演講 

1. 邀請臺南市永康區復興國小陳雪華老師演講，講題：國語科教案 

分析說明（103.10.03）。 

2. 邀請高雄市苓雅區中正國小周文君老師、高雄市苓雅區四維國小 

周文敏老師演講，講題：教案寫作示範教學（103.10.16）。 

3. 邀請本校應用數學系謝堅老師演講，講題：教檢數學科加強 

（103.10.24）。 

4. 邀請臺南市日新國小陳芬瑛老師演講，講題：國小高年級國語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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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教學（103.10.30）。 

5. 邀請臺南市東區東光國小陳明足老師演講，講題：國小中年級作 

文寫作及批閱示範分析（103.11.12、103.11.19）。 

6. 邀請臺南市永康區復興國小陳雪華老師演講，講題：國語科教學 

活動設計（103.12.24）。 

7. 邀請臺南市日新國小陳芬瑛老師演講，講題：國小高年級國語科 

閱讀教學（103.12.26）。 

8. 邀請臺南市永康區復興國小陳雪華老師演講，講題：教案書寫 

（104.03.12）。 

9. 邀請臺南大學附小周素瓊老師演講，講題：閱讀與寫作 

（104.03.26、04.09）。 

10. 邀請張家驊老師演講，講題：少年小說創作（104.03.27）。 

11. 邀請馮勝雄老師演講，講題：國小本土語言教師台語認證說明 

（104.04.29）。 

12. 邀請陳晞如老師演講，講題：兒童劇本編寫（104.05.15）。 

 

二、 其他學術活動 

(一) 辦理教師讀書會 

1. 講題：認識府城書法家，主講人：黃宗義老師（103.10.03）。 

2. 講題：尚盂銘文中的西周聘禮，主講人：鄭憲仁老師（103.10.17）。 

3. 講題：一九八 o 年代以降臺灣政治監獄散文論析，主講人： 

王建國老師（103.10.31）。 

4. 講題：乾嘉經史學家王鳴聖經學觀論析，主講人：張惠貞老師 

（103.11.14）。 

5. 講題：對聯寫作，主講人：成功大學中文系吳榮富老師 

（104.03.13）。 

(二) 辦理教學助理 TA 培訓研習營（103.09.20、103.10.29、104.03.14、 

104.05.02）。 

(三) 辦理臺南市 103 年度國民中小學教師書法教學教案撰寫暨教學指 

導研習（103.09.20、09.27、10.18、10.25、11.01）。 

(四) 辦理第九屆研究生論文研討會（103.11.22）。 

(五) 辦理第九屆南大松濤文藝獎（103.12.10）。 

(六) 辦理書法增能研習營（104.03.11、104.03.18、104.03.25、104.04.15）。 

(七) 辦理 103 年度地方教育輔導--大字書法研習營（104.04.11、 

104.04.25）。 

(八) 辦理國語科教案與試教研習營（104.04.25）。 

(九) 辦理 106 級詩選發表會（104.06.03）。 

(十) 辦理 104 級大學部畢業書印聯展（104.06.0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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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辦理 104 級文化創意與應用成果展（104.06.08-19）。 

(十二) 辦理第九屆思維與創作暨第十二屆中國訓詁學學術研討會 

（104.05.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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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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二 46 

三 49 

四 51 

進修學士班 

一 1 

二 36 

三 39 

四 25 

總計 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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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學年度共召開 5 次系務會議(103.10.1、104.3.4、104.5.27、104.6.16、 

104.6.17)。 

二、 系教評會議 

103 學年度共召開 4 次系教評會議(103.11.26、104.1.14、104.3.12、 

104.6.9)。 

三、 其他會議 

(一) 103 學年度共召開 5 次系課程會議(103.9.17、103.10.22、104.1.14、 

104.3.4、104.5.27)。 

(二) 103 學年度共召開 1 次招生會議(104.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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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年度重要工作 

一、 專題演講 

(一) 邀請殷建智精神科診所主治醫師崔秀倩醫師，講題：『愛』在北捷 

事件之後 -- 他是怪咖，也是我的家人(103.09.30)。 

(二) 邀請行動藝術家葉子啟老師，講題：自我/自由的追尋(103.10.27)。 

(三) 邀請美國在台協會發言人金明，講題：「外交官經驗談：發言人的 

角色」：以發言人親身經歷，闡述其在 AIT 與媒體打交道的經驗 

(103.10.30)。 

(四) 邀請本系王皓誠、鍾曜竹、林妤玟、余曉婷同學，講題：用你的角 

度看世界－－出國交換經驗分享(103.12.17)。 

(五) 邀請醒吾科技大學行銷與流通管理系蔡志明主任，講題：連鎖加 

盟：屬於我的創業之路(104.03.16)。 

(六) 邀請兒童文學作家林芳萍老師，講題：美麗的紅花仔布—談兒童文 

學的閱讀與創作(104.03.30)。 

(七) 邀請 99 級校友莊澧霖，講題：公職的考科選擇、準備與工作分享 

(104.04.29)。 

(八) 邀請中英自由口譯員、前外交部專職翻譯陳穎萱，講題：我的翻譯 

之路(104.05.20)。 

二、 教師讀書會 

(一) 本系嚴子陵老師、熊慧如老師，講題：Mystery, Detection, and Weired  

Menace Pulps of the 1920s and 1930s in the United States、Serial Verb  

Constructions in Chinese (103.11.19)。 

(二) 本系許綬南老師、鄒月如老師，講題：歌頌愛情：巴迪鳥的愛情哲 

學、從電影字幕及廣告的翻譯認識中英翻譯(104.05.06)。 

三、 其他學術活動 

辦理「臺南大學 2014 英語文教學研討會」(103.10.18)。 

四、 各項比賽活動 

(一) 第五屆中翻英翻譯比賽辦法(103.10.08)。 

(二) 第九屆英語演講比賽 (103.12.10)。 

(三) 第九屆英語歌曲演唱比賽(104.03.25)。 

五、 其他活動 

(一) 103 學年度第一學期進修學士班師生座談會(103.9.15)。 

(二) 103 學年度第一學期大學部師生座談會(103.9.15)。 

(三) 103 學年度第二學期進修學士班師生座談會(104.2.25)。 

(四) 103 學年度第二學期日間部師生座談會(104.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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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年度創新工作 

辦理英語學系 104 級畢業聯合公演─聖誕夜怪譚(103.11.28-11.29)。 

伍、 年度榮譽事蹟 

本系榮獲「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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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二 234 

三 237 

四 241 

碩士班 
一 119 

二 126 

產業碩士專班 一 9 

碩士在職專班 

一 67 

二 45 

三 19 

教學碩士班 

一 0 

二 22 

三 4 

博士班 

一 6 

二 5 

三 4 

四 4 

五 9 

總計 1392 

二、教職員人數統計 

類別  職稱  人數  

教師 

教授 37 

副教授 15 

助理教授 10 

講師 1 

行政人員 
校聘組員 10 

校聘秘書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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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74 

貳、 議事方面   

一、院教評會議  

103 學年度院教評會議(103.11.5、104.1.6、104.4.22、104.6.11)。 

二、院務會議 

103 學年度院務會議(103.10.14、104.6.3)。 

三、其他會議 

(一) 103 學年度系所主管會議(103.9.2、103.9.17、103.9.22、103.9.26、

103.10.8、103.12.5、104.2.9、104.3.19、104.4.28、104.5.13、104.6.30)。 

(二) 103 學年度院課程規劃委員會議(104.5.6)。 

(三) 103 學年度專科教室管理委員會議(103.10.8、104.2.9)。 

(四) 103 學年度各級會議學生代表推選會議(104.6.17)。 

(五) 103 學年度學術期刊編審委員會議(104.2.9、104.6.30)。 

(六) 資訊工程學系教師升等著作審查小組會議(103.11.10)。 

(七) 經營與管理學系教師升等著作審查小組會議(103.11.7)。 

(八) 應用數學系教師升等著作審查小組會議(103.11.7、104.4.27)。 

(九) 數位學習科技學系教師升等著作審查小組會議(104.4.24)。 

(十) 應用數學系系所主管遴選會議(104.3.26、104.4.14)。 

(十一)微積分競試籌備會議(104.3.6)。 

(十二)微積分競試放榜會議(104.6.18)。 

 

參、 年度重要工作 

一、系所主管遴選 

(一) 完成經營與管理學系主任續任作業(104.4)。 

(二) 完成應用數學系系主任遴選工作(104.4)。 

 

二、教師聘任及升等 

(一) 完成院內資訊工程學系、經營與管理學系、應用數學系與數位學習

科技學系共六位教師升等著作外審並提校教師評審委員會

(103.12、104.6)。 

(二) 完成院內應用數學系及材料科學系二位新聘專任教師聘任程序並

提校教師評審委員會(104.6)。 

三、學術期刊出刊 

(一)完成理工研究國際期刊第 4 卷第 3 期出刊(103.9)。 

(二)完成理工研究國際期刊第 4 卷第 4 期出刊(103.12)。 

(三)完成理工研究國際期刊第 5 卷第 1 期出刊(1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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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完成理工研究國際期刊第 5 卷第 2 期出刊(104.6)。 

肆、 年度創新工作  

一、辦理基礎學科競試活動—103 學年度微積分競試(104.6)。 

二、辦理理工學院優良導師遴選事宜，本屆本院優良導師為：黃崇能老師、

曹瓊文老師。(1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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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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二 13 

總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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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行政人員 校聘組員 1 

總計 5 

 

貳、 議事方面 

一、所務會議 

103 學年度所務會議(103.9.16、103.9.23、103.10.13、104.3.12、104.4.23)。 

二、所教評會議 

103 學年度所教評會議(103.12.23、104.5.11)。 

三、其他會議 

(一) 103 學年度所課程規劃委員會(103.9.23)。 

(二) 103 學年度所諮詢委員會(103.6.24) 

(三) 103 學年度所學術委員會(103.12.23、104.5.11)。 

參、 年度重要工作 

一、專題演講 

(一) 邀請經緯公司羅董事長蒞臨演講，講題：自主飛控無人飛行載具之 

發展與應用(103.10.14)。 

(二) 邀請南台科大機械系許藝菊教授蒞臨演講，講題：以腦波、經絡能 

量及生理參數來探討微能量對成年人之影響(103.11.11)。 

(三) 邀請遠東科大林宏茂教授蒞臨演講，講題：放電加工技術於金屬表 

面改質及粉末製備之應用 Applications of Metal Sur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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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dification and Powder Preparation by EDM Techniques   

(103.12.16)。 

(四) 邀請工研院謝瑞青博士蒞臨演講，講題：低階熱能發電系統 

(104.4.16)。 

(五) 邀請廈門大學吳德會教授蒞臨演講，講題：Electromagnetic  

Non-destructive Testing Technology and Applications 電磁非破壞性 

檢測技術及應用(104.4.28)。 

(六) 邀請中山大學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潘正堂教授蒞臨演講，講題：玻 

璃金屬膜於 LED 曝光機及無影燈應用(104.5.12)。 

(七) 邀請加拿大學者 IBRAHIM DINCER 蒞臨演講，講題：Smart Energy  

Solutions for Green Future(104.5.19)。 

(八) 邀請虎尾科大電資學院鄭錦聰院長蒞臨演講，講題：Intelligent  

Computing for Industry Application(104.6.9)。 

二、其他學術活動 

(一) 本所舉辦第二屆工程先進技術與環保設計國際研討會暨工程教育 

推廣產學論壇(103.10.31-11.2)。 

(二) 林大偉所長受邀至印度 Vel 科技大學擔任訪問學者(104.1.17-25)。 

(三) 中國華為集團至本所進行學術拜訪(104.3.14)。 

 

肆、 年度創新工作 

一、 本所與印度 Vel tech 大學簽署合作協議書。 

二、 本所與中國廈門大學簽署合作協議書及備忘錄。 

伍、 年度榮譽事蹟 

本所獲 104 年度單位網頁評鑑優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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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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二 42 

三 42 

四 46 

碩士班 
一 26 

二 29 

博士班 

一 2 

二 2 

三 1 

四 1 

五 4 

總計 237 

 

二、教職員人數統計 

類別  職稱  人數  

教師 

教授 9 

副教授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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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學年度系務會議(103.10.1、103.11.7、103.12.10、104.3.18、104.6.10)。 

二、系教評會議 

103 學年度系教評會議(103.12.10、104.3.18、104.6.10)。 

三、其他會議  

(一) 電機系發展委員會議(104.6.4)。 

(二) 電機系課程委員會議(104.1.9、104.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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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電機系師生座談會(103.11.19)。 

(四) IPFA2015 研討會籌備會議(103.9.2、103.9.19)。 

(五) 電機系系友會(103.12.20)。 

 

參、 年度重要工作  

一、專題演講  

（一）邀請呂振文博士(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南區職業安全衛生中心

科長)專題演講，講題：電機工程師之工安問題探討及角色扮演

(103.10.28)。 

（二）邀請邱舒偉博士(聯亞光電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研發部協理)專題演

講，講題：21 世紀的新興應用雲端與光電產品簡介(103.11.11)。 

（三）邀請潘欣泰教授(國立高雄大學資工系)專題演講，講題：結合經

驗模態分解及基因演算法於強健性語音辨識系統之設計

(103.11.18)。 

（四）邀請嚴坤龍經理(工研院南分院能源產業服務部)專題演講，講

題：陽光屋頂百萬座計畫推動說明(103.11.25)。 

（五）邀請林志杰博士(中華電信臺南區處)專題演講，講題：The killer of 

land line ,4G or 5G or more… (103.12.2)。 

（六）邀請羅如燕教授(義守大學電機工程學系)專題演講，講題：表面

聲波元件於無線通訊或感測系統上之應用分析(103.12.9)。 

（七）邀請陳緯守技術處長(晶元光電股份有限公司研發中心氮化物研

發群)專題演講，講題：LED Life (103.12.16)。 

（八）邀請翁敏航副組長(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光電系統組)專題演

講，講題：Study on the Silicon Substrate with Different Substrate 

Resistivities and Application for Integrated Filters (104.4.21)。 

（九）邀請莊鎮宇博士(微奈米科技研究中心副研究員)專題演講，講

題：Introduction to CVD-graphene and Applications (104.5.5)。 

（十）邀請王陳肇博士(日月光半導體製造股份有限公司研發部門經理)

專題演講，講題：半導體封裝介紹與未來發展趨勢(104.5.12)。 

（十一）邀請徐玉慧協理(堤維西交通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專題演講，講

題：求職面試面面觀(104.5.26)。 

（十二）邀請陳文雄教授(國立暨南國際大學電機系)專題演講，講題：

深層學習(Deep Learning)：AI&NN 風雲再起(104.5.28)。 

（十三）邀請 Juin J. Liou 講座教授(美國中佛羅里達大學)專題演講，講

題：Outlook and Challenges of Electrostatic Discharge (ESD) 

Protection of Modern and Future Integrated Circuits (104.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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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其他學術活動 

（一）辦理「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創意電路競賽」活動(104.1.13)。 

（二）辦理「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電子電路實作競賽」活動(104.6.23)。 

肆、 年度榮譽事蹟 

一、 白富升師、盧陽明師、蕭鳳翔師、黃俊岳師、許正良師、許世昌師及陳

建志師通過 103 年度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二、 白富升師、盧陽明師、蕭鳳翔師、王健仁師、許正良師獲「科技部 103

年度補助大專校院特殊優秀人才」獎勵。 

三、 許正良教授榮獲科技部 103 年度補助大專校院獎勵特殊優秀人才之「傑

出人員」。 

四、 陳建志老師指導學士班江政勳同學、碩士班羅啟文同學、黃翊展同學、

陳岳良同學、王禕安同學、林坤德同學獲第十九屆行動計算研討會最佳

論文獎、實作人氣獎及最佳海報獎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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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競賽定題挑戰組，榮

獲設計完成獎。 

六、 學士班鄭琳穎同學申請至「美國阿肯色州大學小岩城分校」交換學生，

審查通過並獲補助 60,000 元。 

七、 學士班高挺哲同學申請至「華南理工大學」交換學生，審查通過。 

八、 林佑宬同學獲科技部補助 104 年度大專學生研究計畫；指導教授：許志

維老師；計畫名稱：以一鍋合成法（One-pot synthesis）合成不同波長

的硫化銅銦暨硫化鋅核殼量子點之各種變動因子探討。 

九、 李宛同學獲科技部補助 104 年度大專學生研究計畫；指導教授：陳建志

老師及白富升老師；計畫名稱：結合物聯網與 APP 遠端監控之高效太

陽光電供電系統。 

十、 白富升老師指導碩士班許維廷、許志丞、賴昱芃同學及學士班黃建豪同

學參加 2015 全國大學校院智慧電子系統(IE)設計競賽--綠色能源應用

之積體電路裝置系統設計，榮獲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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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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153 
二 38 

三 35 

四 37 

碩士班 
一 13 

26 
二 13 

在職專班 一 18 

44 
教學碩士班 

二 22 

三 4 

二  

學生總人數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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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講師 1 

行政人員 組員 1 

總計 11 

 

貳、 議事內容 

一、系務會議 

103 學年度系務會議(103.12.17、104.4.24、104.6.24)。 

二、系教評會會議 

103 學年度系教評會議(103.9.3、103.10.22、103.12.17、104.3.19、  

104.4.8、104.4.20、104.5.28)。 

三、其他會議 

(一)103 學年度課程規劃委員會（103.11.17、104.4.24）。 

(二)103 學年度臨時系務會議（104.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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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年度重要工作 

一、 專題演講 

(一) 辦理講座：邀請東吳大學數學系吳牧恩助理教授，講題：從博弈理 

論看金融交易-資料分析實務 (103.10.1)。 

(二) 辦理學術暨教師講座：邀請國立屏東大學應用數學系鄭昌源副教 

授，講題：Transmission Dynamics of Epidemiological Patch  

Models .(103.12.12)。 

(三) 辦理學術專題講座：邀請國立中央大學陳志有博士，講題：On the  

Uniqueness and Structure of Solutions to the Equation and System  

Arising from Chern-Simons Models(104.1.7)。 

(四) 辦理講座：邀請臺北醫學大學英家銘助理教授，講題：古代東亞算 

學中的極限方法(104.4.30)。  

二、 其他學術活動 

(一) 103 年度大學校院協助高中優質化精進計畫共 6 場(103.8-104.7)。 

(二) 103 精進師資素質計畫活動共 4 場(103.10-104.6)。 

(三) 103 年度地方教育輔導工作計畫活動共 3 場 (103.9-104.6)。 

 

肆、 年度創新工作 

一、 辦理 2015 NCTS Workshop on Applied Mathematics at Tainan(2015.6.15)。 

二、 辦理精進師資素質計畫學生參訪觀摩見習。 

 

伍、 年度榮譽事蹟 

一、 本系榮獲「103 年度單位網頁評鑑成績優良」。 

二、 103 年度本系大專生科技部計畫通過 1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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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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二 42 

三 40 

四 45 

碩士班 
一 21 

二 26 

博士班 

一 4 

二 3 

三 3 

四 3 

五 5 

碩士在職專班 

一 19 

二 19 

三 14 

數位內容與科技管理產

業碩士專班 
一 9 

總計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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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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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議事方面 

一、系務會議 

103 學年度系務會議 (103.09.18、103.11.17、104.01.12、104.03.4、

104.04.27、104.05.29、104.06.08)。 

二、系教評會議 

103 學年度系教評會議(104.01.05、104.04.16、104.05.25)。 

三、其他會議  

103 學年度系課程會議(103.11.07、104.04.24)。 

103 學年度系招生委員會(103.09.18、103.11.17、104.05.04、104.5.17)。 

 

參、 年度重要工作 

一、專題演講 

（一） 講題：使用 Processing 建立 Android App，講者：王連晟講師， 

時間：103 年 10 月 9 日 2:00-5:00，地點：文薈樓 J306 電腦教室。 

（二） 講題：使用 Processing 建立 Android App 系列講座 2，講者：王 

連晟講師，時間：103 年 10 月 16 日 14:00-17:00，地點：文薈樓 

J306 電腦教室。 

（三） 講題：使用 Processing 建立 Android App 系列講座 3，講者：王 

連晟講師，時間：103 年 10 月 23 日 14:00-17:00，地點：文薈樓 

J306 電腦教室。 

（四） 講題：使用 Processing 建立 Android App 系列講座 4，講者：王 

連晟講師，時間：103 年 10 月 30 日 14:00-17:00，地點：文薈樓 

J306 電腦教室。 

（五） 講題：Bridging formal and informal learning: seamless learnng via  

flipped classroom pedagogy，講者：Wan Ng.Associate Professor.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Sydney. Australia.，時間：103 年 

10 月 31 日星期五下午 2:00~4:00，地點：啟明苑演講廳。 

（六） 講題：App 開發與趨勢分享，講者：黃偉誌講師、時間：103 年 

11 月 06 日 14:00-17:00、地點：文薈樓 J306 電腦教室。 

（七） 講題：以 Arduino 探討生理訊號量測，講者：謝琮閔講師，時 

間：103 年 12 月 8 日 10:00-12:00，地點：思誠樓 F302。 

（八） 講題：數位人職涯的機會與挑戰，講者：陳銘文(春水堂科技娛 

樂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時間：103 年 12 月 12 日 14:00-16:00， 

地點：啟明苑演講廳。 

（九） 講題：創意思考：快速設計與塑模，講者：張家均，時間：103 

年 12 月 22 日 14:00-17:00，地點：文薈樓 JB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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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講題：給一把進入服務設計的鑰匙，講者：陳啟彰，時間：103 

年 12 月 29 日 14:00-17:00，地點：文薈樓 J106。 

（十一） 講題：2D / 3D 快速動畫研習課程，講者：愛迪斯科技專業講 

師 蔡盛財 Sam，日期：104 年 3 月 21 日(六)至 3 月 22 日(日)  

09：00~17：00，地點：文薈樓 J306 電腦教室 

（十二） 講題：獨立遊戲開發分享-永恆的賽妮亞，講者：蕭志豪講師， 

時間：104 年 4 月 29 日 14:00-17:00，地點：文薈樓 J103。 

（十三） 講題：Identifying At-Risk Students for Early Interventions —A  

Time-series Clustering Approach，講者：洪瑞隆博士(Boise State  

大學教育科技系教授)，時間：2015 年 5 月 22 日星期五下午 

2:00~4:00，地點：啟明苑演講廳。 

（十四） 講題：數位(網路)學習研究取向與研究生職涯，講者：劉晨鐘 

教授，時間：2015 年 6 月 5 日星期五下午 2:00~4:00，地點： 

啟明苑演講廳。 

二、其他活動 

(一) 104 級畢業專題成果發表會，啟明苑演講廳。(103.12.26) 

(二) 104 級畢業專題成果展，文薈樓 B1。(103.12.28) 

(三) 校友回娘家籃球賽，地點：本校中山館。(104.05.24) 

(四) 南部創新科學園區參訪，參訪企業：「經昌汽車電子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與「工研院南創園區-雲端服務中心」。(104.06.04) 

 

肆、年度榮譽事蹟 

一、 103 年度本系教師科技部計畫通過 6 件。 

二、 104 年度本系大專生科技部計畫通過 6 件。 

三、 本系博士班研究生蔡尚琴榮獲科技部補助出國發表論文，參與會議為馬

來西亞 2014 年社會研究傳播和教育年會，補助金額共計 20,000 元。 

四、 本系博士班研究生林長信榮獲科技部補助出國發表論文，參與會議為日

本第二十二屆電腦教育國際研討會，補助金額共計 20,000 元。 

五、 獲獎人：林卉心；指導教授：莊宗嚴；作品：穿越時空重遊神農，海安

古街復甦計畫；授獎單位：文化部；獎項全稱：文化部 103 年青年村落

文化行動計畫競賽活動佳作。 

六、 獲獎人：汪家豪、許雅筑、吳宛柔；指導教授：蘇俊銘；授獎單位：指

導單位：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教育部資訊軟體人才培育推動中

心；主辦單位：國立成功大學資訊工程學系、國立中央大學資訊工程學

系；獎項全稱：2015 全國大專校院軟體創作競賽-雲端網際服務與其他

應用組-金牌。 

七、 獲獎人：施信宇；作品：I Am Because of You；授獎單位：國家實驗研



 134 

究院國家高速網路與計算中心；獎項全稱：2015HPC 功夫-國網 3D 動

畫全國大賽 入圍決賽。 

八、 獲獎人：陳美妤、張家寧；指導教授：莊宗嚴；作品：墨華；授獎單位：

放視大賞 / 主辦單位：經濟部工業局；執行單位：台北市電腦公會、

臺灣產學策進會(經濟部工業局計畫專案委辦)；獎項全稱：放視大賞 遊

戲類 優選/放視大賞 廠商指定題-樂陞科技-美術創意獎：佳作。 

九、 林豪鏘教授指導學生吳祖賢榮獲科技部大專生研究計畫補助，計畫名

稱：情感互動式建築物光雕投影。 

十、 張智凱教授指導學生徐霈倫獲科技部大專生研究計畫補助，一定要看：

適性化影片推薦與英語學習動機提升。 

十一、 施如齡教授指導學生林宏曄榮獲科技部大專生研究計畫補助，計畫名 

稱：「巡」寶之旅 Treasure Cruise─大航海時代之台灣歷史數位桌遊。 

十二、 孫光天教授指導學生柯建廷榮獲科技部大專生研究計畫補助，計畫名 

稱：結合腦波與遊戲式學習之系統設計。 

十三、 蘇俊銘助理教授指導學生江佳倩榮獲科技部大專生研究計畫補助，計 

畫名稱：神奇生態箱(Magic Eco-Box)：基於擴增實境技術之虛實整合 

昆蟲飼養箱系統開發。 

十四、 黃意雯副教授指導學生洪伯璁榮獲科技部大專生研究計畫補助，計畫 

名稱：飢餓旅程(Journey of Hunger)。 

十五、 本校 99 級碩士班畢業校友朱浚維，日前獨立製作 LINE 系列貼圖陸 

續通過審核，在 LINE 貼圖市場中嶄露頭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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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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二 36 

三 34 

四 37 

碩士班 
一 20 

二 16 

總計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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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學年度系務會議(103.10.9、103.12.4、104.1.15、104.5.21)。 

二、系教評會議 

103 學年度系教評會議(103.10.30、104.3.18、104.4.17、104.5.21)。 

三、其他會議 

(一) 103 學年度系課程會議(103.10.9、103.12.4、104.4.21)。 

(二) 103 學年度系發展會議(104.4.16、104.5.14)。 

(三) 103 學年度系設備會議(104.1.15)。 

 

參、 年度重要工作 

一、專題演講  

(一) 邀請本校莊陽德副校長演講，講題：奈米科技在生活上的應用

(103.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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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邀請 The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School of Physics and Astronomy

蔡宜凌博士演講，講題：Making Graphene Magnetic (104.3.25)。 

 

二、其他學術活動 

(一) 辦理第十二屆海峽兩岸碳材料學術研討會(103.11.27~28)。 

(二) 辦理材料科學系校外參訪-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公司、中國鋼鐵

(股)公司(104.3.13)。 

(三) 辦理科學傳播-材料儀器介紹(104.5.21)。 

(四) 協助辦理半導體產業專題講座暨產學合作論壇(104.5.21)。 

(五) 辦理材料科學系第 5 屆研究成果展(104.6.3)。 

(六) 辦理材料科學系第 5 屆系友回娘家(104.6.13)。 

 

三、新聘教師 

(一) 103.10~：召開系教評會議訂定新聘教師條件並上網公告。 

(二) 104.1~104.3：收件截止。召開系教評會議進行書面審查及決定面試

人選。 

(三) 104.4：面試及召開系教評會議決定新聘教師人選，並辦理著作(博

士論文)外審作業。 

(四) 104.5：召開系教評會議通過新聘教師著作(博士論文)外審，並將結

果送院審議。 

 

四、採購相關重要核心設備 

(一) 104.4：X 光繞射儀用 X 光管及偵測器。 

(二) 104.8：太陽光源模擬器。 

 

肆、 年度創新工作 

一、辦理第十二屆海峽兩岸碳材料學術研討會(103.11.27~28)。 

二、3 名學生參加國際研討會 ISPlasma2015/IC-PLANTS2015，並發表論文，

地點：日本名古屋(104.3)。 

三、1 名學生參加國際研討會 Carbon 2015，並發表論文，地點：德國德勒

斯登(104.7)。 

 

 

伍、 年度榮譽事蹟 

一、 本系林宏一師及林建宏師獲得「科技部 103 年度補助大專校院特殊優秀

人才」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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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系林宏一教授榮獲 103 學年度教學績優教師。 

三、 本系 104 年度獲科技部核定執行大專生研究計畫，共通過 2 件。 

四、 本系碩士班學生王博彥參加 2015 物理年會壁報論文發表獲海報論文優

良獎，指導教授：鄭永楨。 

五、 本系碩士班研究生黃雅欣榮獲科技部補助出國參加研討會並發表論

文，會議：ISPlasma2015/IC-PLANTS2015，地點：日本名古屋(Nagoya)，

補助金額共計 18,000 元。 

六、 本系碩士班研究生潘威廷榮獲科技部補助出國參加研討會並發表論

文，會議：ISPlasma2015/IC-PLANTS2015，地點：日本名古屋(Nagoya)，

補助金額共計 18,000 元。 

七、 本系碩士班研究生蕭仲軒榮獲科技部補助出國參加研討會並發表論

文，會議：Carbon 2015，地點：德國德勒斯登(Dresden)，補助金額共

計 45,000 元。 

八、 本系碩士班研究生黃雅欣參加 2014 驚豔新視野科學攝影比賽獲獎。 

九、 本系碩士班研究生蕭仲軒參加 2014 驚豔新視野科學攝影比賽獲獎。 

十、 本系學士班學生梁智翔參加 104 年度 TOEIC 多益考試獲得 915 高分。 

十一、本系學士班學生沈家如參加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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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二 38 

三 40 

四 36 

碩士班 
一 10 

二 15 

總計 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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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助教 0 

行政人員 校聘組員 1 

總計 10 

 

貳、 議事內容 

一、系務會議 

103 學年度系務會議(103.9.24、104.1.14、104.4.24、104.4.30、104.6.25)。 

二、系教評會 

103 學年度系教評會議(103.9.2、103.9.19、103.10.28、103.12.16、

104.3.25、104.6.8)。 

三、其他會議 

(一) 103 學年度系課程會議(103.9.23、104.1.14、104.4.30、104.6.25)。 

(二) 103 學年度工作認證會議(103.10.27、103.11.10)。 

(三) 資通訊軟體創新人才推升推廣計畫會議(103.11.11、103.11.20、

104.4.15、104.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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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年度重要工作內容 

一、專題演講 

（一） 邀請義守大學資訊工程系郭忠民教授演講，講題：Bag of  

Block-Based Visual Words for Image Retrieving and Classification   

(103.9.25)。 

（二） 邀請哈瑪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陳文生總經理演講，講題：軟體產 

品化之挑戰(103.10.2)。 

（三） 邀請澎湖科技大學資訊工程系胡武誌教授演講，講題：Automatic  

video matting based on video object segmentation and closed-form  

matting(103.10.9)。 

（四） 邀請聯華電子公司陳彥偉經理演講，講題：半導體發展優勢  

(103.10.16)。 

（五） 邀請國立中山大學資訊工程系黃英哲特聘教授演講，講題：知識 

經濟的困境與突破－科技人應有的裝備(103.10.23) 。 

（六） 邀請國立中山大學電機工程系葉家宏教授演講，講題：流行音樂 

之結構分析與情緒偵測(103.10.30) 。 

（七） 邀請國立成功大學資訊工程系李信杰助理教授演講，講題： 

Autonomous and heterogeneous web services composition  

(103.11.6)。 

（八） 邀請大同大學資訊經營系廖文華教授演講，講題：雲端運算的趨 

勢、機會與挑戰(103.11.20)。 

（九） 邀請南台科技大學資管系張儀興教授演講，講題：以遊戲式為基 

礎學習雲之研究(103.11.27)。 

（十） 邀請國立成功大學資訊工程系莊坤達助理教授演講，講題：Query  

Privacy in Location-Based Services (103.12.4)。 

（十一） 邀請國立高雄大學資訊工程系嚴力行教授演講，講題： 

Applications of Game Theory to Distributed and Wireless  

Systems  (103.12.11)。 

（十二） 邀請中華大學資訊工程系連振昌教授演講，講題：影像處理於 

智慧安全監控與工業檢測之應用(103.12.18)。 

（十三） 邀請國立嘉義大學資訊工程系葉瑞峰副教授演講，講題：列印 

糾察隊-談產業技術與學術研究之接軌(103.12.25)。 

（十四） 邀請高苑科技大學資訊學院謝金原院長演講，講題：翻轉科 

技．翻轉未來(104.1.8)。 

（十五） 邀請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醫材組潘柏瑋副組長演講，講題： 

醫療器材產品設計(104.3.5)。 

（十六） 邀請工業技術研究院機械與系統研究所吳晉嘉研究員演講，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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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工業機器人模擬平台的發展與應用(104.3.12)。 

（十七） 邀請工業技術研究院巨量資訊科技中心鄭仁杰副主任演講，講 

題：巨量資料 - 機會與挑戰 (Big Data -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104.3.19)。 

（十八） 邀請理律律師事務所郭家佑資深顧問演講，講題：資訊產業之 

專利申請與專利檢索(104.3.26)。 

（十九） 邀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洪盟峰教授演講，講題：智慧生活與感 

測路技術應用(104.4.9)。 

（二十） 邀請朝陽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羅有隆教授演講，講題：創意思 

考 (104.4.16)。 

（二十一） 邀請華經資訊企業股份公司周國興營運長演講，講題：IT 

產業發展趨勢(104.4.30)。 

（二十二） 邀請工業技術研究院南分院雲端服務中心夏啟峻博士演 

講，講題：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104.5.7)。 

（二十三） 邀請國立中興大學資訊科學與工程學系黃春融副教授演 

講，講題：Computer Vision for National Digital Archives  

Program (104.5.14)。 

二、其他學術活動 

（一） 辦理 2014 第十九屆行動計算研討會(103.8.25-27)。 

（二） 辦理碩士班推甄新生座談會(103.12.6)。 

（三） 辦理工研院南分院年終聯合發表會參訪(103.12.17)。 

（四） 辦理畢業專題成果展示暨成果競賽(103.12.20)。 

（五） 辦理資工系系友回娘家(103.12.20)。 

（六） 辦理國家高速網路與計算中心參訪(104.4.15) 

（七） 辦理資工系期中系大會(104.4.29)。 

（八） 辦理 App Inventor 2 與 Android SDK 手機互動 App 設計研習 

(104.5.20)。 

 

肆、 年度榮譽事蹟 

一、林朝興老師指導江啟睿、曾楷珉、胡銘軒、黃佳郁同學參加 2014 軟體

創作達人暑期成長營榮獲佳作團隊獎。 

二、林朝興老師指導黃詩豪、洪健哲、吳承翰同學參加 2014 軟體創作達人

暑期成長營榮獲鴻海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特別獎。  

三、李建樹老師指導林彥廷、余威甫、黃建彰、陳以撒同學參加 2014 軟體

創作達人暑期成長營榮獲佳作團隊及三商電腦公司特別獎 。 

四、陳輝揚與李育縉同學參加經濟部 Mobileheroes 2014 通訊大賽-智慧型

手持裝置使用者體驗設計競賽，榮獲優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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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林冠瑋與薛佳綾同學參加第四屆「智慧感知與辨識」領域專題成果發表

觀摩會智慧感知與辨識組，榮獲佳作。 

六、彭思倩與廖禹棠同學參加第四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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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林朝興老師指導胡銘軒、江啟睿、黃佳郁、黃詩豪同學參加 2015 全國

大專校院軟體創作競賽社群運算與巨量資料應用組榮獲金牌。 

八、系友彭元隆正取國立中山大學資訊管理學系博士班。 

九、碩士班學生王麒詳同學正取國立成功大學資訊工程學系博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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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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二 38 

三 46 

四 40 

科技管理碩士班 
一 17 

二 14 

科技管理碩士在職班 

（夜間） 

一 30 

二 26 

三 5 

總計 252 

 

二、 教職員人數統計 

類別 職稱 人數 

教師 

教授 2 

副教授 3 

助理教授 4 

行政人員 校聘組員 2 

總計 11 

 

貳、 議事方面 

一、 系務會議  

103 學年度系務會議(103.9.24、103.10.14、103.11.11、104.1.7、104.3.12、

104.5.14、104.6.24)。 

二、 系教評會議 

103 學年度系教評會議(103.9.18、103.11.3、103.11.18、104.3.31、

104.6.10)。 

三、 系課程會議 

103 學年度課程委員會議(103.11.11、104.3.12、104.5.5、104.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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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年度重要工作 

一、專題演講 

(一) 邀請林美吟演講，講題：創意設計萌經濟(103.9.20) 

(二) 邀請柯景倫演講，講題：網路時代新思維+網路廣告產業介紹 

(103.10.16) 

(三) 邀請汪君珆演講，講題：Start up,are you ready? 創業前的評估與準 

備(103.10.18) 

(四) 邀請許士軍演講，講題：跨越「科技創新」與「市場價值」間之鴻 

溝(103.10.23) 

(五) 邀請簡靜惠演講，講題：人文精神與經營管理(103.10.28) 

(六) 邀請高瑋隆演講，講題：Play,Business model canvas.一起來玩商業

模式圖(103.11.1) 

(七) 邀請高瑋隆演講，講題：Think,your business plan 構思你的創業 

計劃書(103.11.15) 

(八) 邀請黃仲緯演講，講題：大尺寸 LCD 產業的市場分析與產品規劃 

想法(103.12.9) 

(九) 邀請徐之昇演講，講題：國際會議及學術期刊論文發表之策略與研 

究倫理(103.12.30) 

(十) 邀請王議賢演講，講題：研究方法的選擇(104.3.26) 

(十一) 邀請江一志演講，講題：你的下一個 10 年(104.3.26) 

(十二) 邀請鄭明昌演講，講題：逆向工程應用於文化產品開發以烏魚子 

為例(104.3.26) 

(十三) 邀請施伯鋒演講，講題：創意啟發(104.4.10) 

(十四) 邀請何明豐演講，講題：台灣物聯網應用市場現況與建置挑戰  

(104.4.23) 

(十五) 邀請梁寶泰演講，講題：扶輪社的產學媒合服務-企業家職場經 

驗與智慧分享計畫(104.5.14) 

(十六) 邀請林義捷演講，講題：電子商務創業經驗談(104.5.27) 

(十七) 邀請詹明璋演講，講題：服飾的設計與創新以台灣潮牌 S.H.I.T 

為例(104.5.28) 

 

二、其他學術活動 

（一） 參訪仁愛之家康寧園安養中心(103.10.23) 

（二） 參訪建大工業股份有限公司(103.11.20) 

（三） 參訪瓜瓜園: 地瓜生態故事館(103.12.8) 

（四） 參加 OH9 襪子工廠(103.12.27) 

（五） 參訪和明織品文化館/志鋼金屬創意館(104.3.20) 

（六） 參訪堤維西股份有限公司、台達電股份有限公司(10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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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參訪新百祿燕窩觀光工廠、黑橋牌香腸博物館(104.5.14) 

（八） 參訪台南市玉井區農會(104.6.27) 

肆、 年度創新工作 

一、 舉辦本系「心靈成長營」。 

二、 舉辦本系「系友會暨系友會會長改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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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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二 110 

三 110 

四 112 

大學部 

(進修學士班) 

一 0 

二 1 

三 31 

四 18 

碩士班 
一 38 

二 66 

碩士在職專班 

一 16 

二 16 

三 10 

總計 642 

 

二、教職員人數統計 

類別 職稱 人數 

教師 

教授 12 

副教授 9 

助理教授 7 

講師 0 

行政人員 
校聘組員 4 

校聘秘書 1 

總計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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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議事方面  

一、院教評會議  

103 學年度院教評會議(103.11.12、103.11.26、104.01.12、104.05.19、

104.06.22)。 

二、院務會議 

103 學年度院務會議(103.09.26、103.10.08、103.11.05、104.02.11、

104.04.27)。 

三、院課程會議 

103 學年度院課程會議(104.03.10、104.05.05)。 

四、其他會議 

環境教育機構課程會議(103.12.22、104.07.20)。 

參、 年度重要工作  

一、環生學院博雅永續講座系列演講 

(一) 邀請國立中央大學經濟學系朱雲鵬教授蒞院演講，講題：綠色國民

所得(103.09.17)。 

(二) 邀請國立臺灣大學經濟學系林建甫教授蒞院演講，講題：世界經濟

發展的永續觀點(103.10.08)。 

(三) 邀請弘光科技大學老人福利與事業系詹火生講座教授蒞院演講，講

題：從福利社會到福利國家(103.11.05)。 

(四) 邀請高苑科技大學機電學院張學斌院長蒞院演講，講題：臺灣替代

能源發展的省思(103.11.26)。 

二、教師聘任及升等 

(一) 完成院內綠能系 2位教師與生科系 1位教師之聘任(104.01、104.07)。 

(二) 完成院內 1 位教師升等著作外審，並提校教師評審委員會(104.01)。 

三、學術交流與參訪  

外國學者參訪交流活動： 

(一)日本府立大學福長真弓副教授、富田良都助理教授、花森功仁子講

師參訪本院及生科系(104.03.10)。 

(二)日本名古屋大學林敬三教授蒞院演講，講題：日本環境教育的現況

(104.03.11)。 

肆、 年度創新工作  

一、辦理 4 場「環生學院博雅永續講座」(103.09.17、103.10.08、103.11.05、

103.11.26)。 

二、辦理環境教育機構環境教育人員認證 36 小時核心科目研習班 2 班次

(103.08.16-103.08.24、104.05.30-104.06.07)與環境教育人員認證核心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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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126 小時課程訓練班 1 班次(104.01.17-104.02.11)，結訓學員共計 73

人。 

三、協助辦理「第 9 屆全國氫能與燃料電池學術研討會」(103.10.2-4)。 

四、完成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教育機構新增訓練場所、新增師資與課程調

整。 

五、完成本校環境與生態學院環境教育碩士在職學位學程之報部申請。 

六、通過教育部部分補助執行「課程分流計畫-綠領專業學院」第二年計畫，

獲補助壹佰伍拾萬元整 (104.01~105.01)。 

七、主辦「104 年臺南市低碳環保知識挑戰擂台賽」，獲臺南市政府環境保

護局補助參拾柒萬元整(104.6~104.11)。 

八、完成能源與環境研究中心之設置(104.05.01)。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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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05.14)。 

 

伍、 年度榮譽事蹟  

一、本院協助彙整之國立臺南大學永續發展報告書獲頒「台灣企業永續報告

獎」非營利組織組銅牌獎(103.11.29)。 

二、本院綠能系郭振坤教授獲教育部 103 年度「補助未獲邁向頂尖大學計畫

或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之大學實施頂尖人才彈性薪資」獎勵。 

三、綠能系劉奕宏助理教授獲科技部 104 年度「補助大專校院延攬特殊優秀

人才措施」方案獎勵。 

四、本院共推薦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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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本院教師 103 學年度(103.08.01~104.07.31)共執行國科會計畫 21 件，計

25,740,654 元。 

六、本院教師 103 學年度(103.08.01~104.07.31)通過經濟部智慧財產局中華

民國新型專利共 2 件，發明專利共 3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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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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人 

二 41 人 

三 43 人 

四 38 人 

進修學士班 

二 1 人 

三 31 人 

四 18 人 

碩士班 
一 12 人 

二 16 人 

碩士在職專班 

一 16 人 

二 16 人 

三 7 人 

總計 282 人 

 

二、教職員人數統計 

類別 職稱 人數 

  教師 

教授 7 

副教授 3 

助理教授 1 

行政人員 校聘組員 1 

總計 12 

貳、 議事方面 

一、系務會議 

103 學年度系務會議(103.09.24、103.12.23、103.12.31、104.03.04、 

104.04.29)。 

二、系教評會議 

103 學年度系教評會議(103.10.08、103.10.28、103.11.26、103.12.03、 

103.12.23、104.01.12、104.03.17、104.03.25、104.05.20、104.6.8、 

104.06.17、104.06.28、104.07.08)。 

三、其他會議 

(一) 103 學年度課程委員會議(103.09.24、104.03.04、104.0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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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04.29)。 

(二) 103 學年度發展委員會議(104.02.10、104.03.04、103.03.25、

103.04.29) 。 

參、 年度重要工作 

一、招生工作：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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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名學生。 

2. 大學指定考試：錄取 20 名學生。 

3. 繁星計畫入學：錄取 4 名學生。 

4. 僑生入學：錄取 3 名學生 

(二) 碩士班招生 

1. 碩士班推甄入學：錄取 7 名學生 

2. 碩士班考試入學：錄取 6 名學生 

3. 僑生入學：錄取 1 名學生 

(三) 碩士在職專班招生：16 名。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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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06/01 ~ 104/7/31）。 

三、專題演講 

(一) 邀請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科經組召集人中央大學經濟學系朱雲鵬 

教授，講題：綠色國民所得(103.9.17)。 

(二) 邀請系友林佩瑩經驗分享，講題：研究生活經驗分享(103.10.01) 。 

(三) 邀請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財經組召集人臺灣大學經濟學系林建甫 

教授，講題：世界經濟發展的永續觀點(103.10.08) 。 

(四) 邀請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高聚光太陽光發電高科驗證 

與發展中心-馬維揚副研究員，講題：太陽光電產業之發展趨勢  

(103.10.15)。 

(五) 邀請台達電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MCIS 事業部蔡文蔭總經理，講 

題：Smarter Greener Together-台達電子的綠色志業(103.10.22)。 

(六) 邀請遠東科技大學環保材料中心副主任王振興教授，講題：環保技 

術發展過程的能源觀與專利佈局(103.10.29)。 

(七) 邀請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社安組召集人弘光科技大學老人福利與 

事業系詹火生講座教授，講題：從福利社會到福利國家(103.11.5)。 

(八) 邀請國立中山大學材料與光電科學系曾百亨教授，講題：I-III-VI 

族半導體薄膜太陽電池的研發趨勢(103.11.12)。 

(九) 邀請崑山科技大學資訊工程學系任才俊教授，講題：向日葵於綠能 

之啟發(103.11.19)。 

(十) 邀請高苑科技大學機電學院院長張學斌教授，講題：台灣替代能  

源發展的省思 (103.11.26)。 

(十一) 邀請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化學工程與材料蔡政賢主任，講題： 

廢鋁熔煉廢棄物的處置與資源再利用(103.1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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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邀請國立屏東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黃培興教授，講題：微觀力學 

與分子模擬在工程分析之應用(103.12.10)。 

(十三) 邀請清華大學核子工程與科學研究所李志浩教授，講題：核能是 

綠色能源嗎？(103.12.24)。 

(十四) 邀請南一國際智慧財產權事務所沈慶慧總經理，講題：智財權概 

論與實務說明(104.2.25)。 

(十五) 邀請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醫電處曾坤三博士，講題： 

由太陽光電池生產設備探討機械製造程序(104.03.04)。 

(十六) 邀請財團法人台灣產業服務基金會專案一組葉珍羽經理，講題： 

減少碳足跡，邁向碳中和(104.3.11)。 

(十七) 邀請中鋼碳素化學股份有限公司新事業開發處新材料開發研究 

室顏瑞賓主任，講題：中碳公司能源材料開發介紹(104.03.18)。 

(十八) 邀請 ARTC 財團法人車輛研究測試中心測試技術專案室薛欽鐸 

課長，講題：電動車及其電子裝置測試驗證面面觀(104.3.25)。 

(十九) 邀請國立台灣大學材料科學系特聘教授兼工學院副院長莊東漢 

教授，講題：電子構裝製程打線接合材料的發展與挑戰 

(104.04.08)。 

(二十) 邀請台灣龍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梁仙和總經理，講題：台灣龍盟 

科技-能源環保素材-石頭紙的介紹與發展(104.4.15)。 

(二十一) 邀請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中心機械所車輛組電能系統部李 

承和副經理，講題：車用電動動力系統優化設計與虛擬驗證技 

術(104.4.22)。 

(二十二) 邀請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系楊文都特 

聘教授，講題：多孔碳材之製備與電容特性(104.4.29)。 

(二十三) 邀請系友黃俊凱先生，講題：職場心得分享與建議(104.05.06)。 

(二十四) 邀請義守大學機械與自動化工程學系張簡才萬教授，講題：機 

械非線性振動與潤滑(104.05.13)。 

(二十五) 邀請工業技術研究院南分院能源產業服務部嚴坤龍經理，講 

題：太陽光電系統設置 ~ 一個新興能源產業誕生 (104.05.20)。 

(二十六) 邀請廈門大學機電工程系副教授吳德會副教授，講題：中國大 

陸生物質能分佈及其利用技術(104.05.27)。 

(二十七) 邀請台積電太陽能股份有限公司亞太業務暨行銷處處長-李茂 

林處長，講題：太陽能產業回顧及展望(104.06.03)。 

 

肆、 年度創新工作  

持續建置特色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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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設

備採購 

一、環盤旋轉電極組（教育部計畫經費） 

二、電池自動化充放電系統（教育部計畫經費） 

伍、 年度榮譽事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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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郭振坤教授獲教育部補助大學實施頂尖人才彈性薪資獎項。 

二、 張家欽教授、湯譯增教授、傅耀賢教授、郭振坤教授、胡家勝教授榮

獲科技部 103 年度補助大專校院獎勵特殊優秀人才。 

三、學生組隊 FNEX 參加 2014 全國大專盃燃料電池節能車競賽。 

四、本系學生參加 2014 年全國大專生能源論文競賽，郭佩棋同學榮獲第二

名，李鎧麟同學榮獲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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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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三 38 

四 41 

碩士班 
一 10 

二 13 

總計 177 

 

二、 教職員人數統計 

類別 職稱 人數 

教師 

教授 4 

副教授 1 

助理教授 3 

行政人員 校聘組員 1 

總計 9 

 

貳、 議事方面 

一、 系務會議 

103 學年度系務會議共 5 次（103.9.15、103.9.25、103.10.29、104.1.13、 

104.6.3） 

二、 系教評會議 

103 學年度系教評會議共 3 次（104.1.6、104.3.4、104.5.13） 

三、 其他會議 

(一) 103 學年度系課程會議共 4 次（103.6.25、103.10.2、104.1.13、104.6.3） 

(二) 103 學年度系發展委員會議共 1 次（103.6.25） 

(三) 103 學年度獎學金會議共 1 次（103.11.8） 

參、 年度重要工作 

一、 專題演講 

(一) 邀請國立成功大學口腔醫學研究所吳尚蓉教授及吳炳慶教授，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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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奈米及冷凍電子顯微鏡相關研究成果（103.10.1） 

(二) 邀請名古屋大學林敬三博士專題演講，講題：日本環境教育之現

狀。（104.3.11） 

(三) 邀請李謹帆先生高效液相層析儀(UPLC/MS)系列演講，講題：

LC/MS 於小分子化學產業的應用（104.3.18） 

(四) 邀請楊婉清小姐高效液相層析儀(UPLC/MS)系列演講，講題：

LC/MS 於生醫化學產業的應用（104.3.25） 

(五) 邀請劉致啟先生高效液相層析儀(UPLC/MS)系列演講，講題：

LC/MS 於食品化學產業的應用（104.4.8） 

(六) 邀請景凱生物科技執行長石英珠博士專題演講，講題：淺談抗發炎

藥物的開發（104.4.15） 

二、 其他學術活動 

(一) 舉行生科系大一新生家長座談會（103.9.6） 

(二) 舉辦生科系學生成果研究發表（103.10.8） 

(三) 舉辦 2015 生物資源與科技研討會（104.1.20） 

(四) 舉辦 104 年度生科系南科及就服站校外參訪活動（104.5.20） 

(五) 舉辦 2015 生科系系友回娘家心得分享會（104.5.30） 

(六) 辦理 2015 阿勃勒節暨南大系所博覽會（104.5.30） 

(七) 辦理 104 級畢業生暨系友會溫馨茶會（104.6.13） 

肆、 年度創新工作 

一、 首次辦理大規模系友回娘家心得分享會活動。 

二、 舉辦生科系學生成果發表會。 

三、 招收本系預研生。 

四、 進行產學合作計畫。 

伍、 年度榮譽事蹟 

一、 本系張德生主任榮獲 2014 年台北國際發明暨技術交易展銀牌獎。 

二、 本系張德生主任通過 103 年度科技部優秀年輕學者研究計畫。 

三、 本系張德生主任榮獲「教育部彈性薪資特殊優秀人才」獎勵。 

四、 本系程台生老師、張翠玲老師、鄧燕妮老師、黃銘志老師、曾登裕老師、

曹哲嘉老師榮獲「國科會 103 年度補助大專校院特殊優秀人才」獎勵。 

五、 本系程台生老師榮獲院級優良導師殊榮。 

六、 本系張德生老師擔任 103 學年度科技大學評鑑委員。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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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103 年度本系教師科技部專題計畫通過 6 件（通過執行率達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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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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二 34 

三 29 

四 33 

環境生態碩士班 
一 10 

25 
二 15 

生態旅遊碩士班 
一 6 

30 
二 24 

環境生態在職碩士專班 三 3 3 

學生總人數 185 

 

二、教職員人數統計 

類別 職稱 人數 

教師 

教授 2 

副教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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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9.23、103.12.9、104.6.11) 

二、 系教評會議 (103.9.25、103.11.19、103.12.26、104.4.9、104.5.7、104.6.12) 

三、 系課程會議 (103.12.9、104.4.16、104.6.11) 

四、 其他系委員會議 

(一) 課程與教學委員會會議(103.11.25、104.3.3、104.6.2) 

(二) 學術發展委員會會議(103.10.28、104.5.12) 

(三) 學生事務委員會會議(104.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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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年度重要工作 

一、 教師升等：共 1 位教師升等副教授。 

二、 教師評鑑：共 1 位教師接受評鑑，並已獲三級三審教評會議審議通過。 

三、 104 級學士論文發表(103.12.30)。 

四、 碩士班書報發表(103.12.17、103.12.31、104.1.7、104.1.14、104.5.27、

104.6.3、104.6.10、104.6.17) 

五、 104 級送舊畢業茶會(104.6.13)。 

六、 103 學年度實習(寒、暑假)共 32 人次申請： 

(一) 政府機關： 

臺南市政府環保局、嘉義縣林管處觸口自然教育中心、花蓮縣林管 

處池南自然教育中心、高雄市大社區衛生所、水產試驗所海水繁養 

殖中心、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臺北市立動 

物園、新竹市立動物園、臺南市南瀛科學教育館。 

(二) 私人機構： 

台南市野鳥學會、臺中市野生動物保育學會、臺南市勝立動物醫 

院、台灣生態工法發展基金會。 

七、 學術專題演講 

(一) 2014 海洋巡迴影展~海洋星球，講者：荒野保護協會黃德秀志工 

(103.10.8)。 

(二) 2014 海洋巡迴影展~台灣之海潛水紀錄片，講者：陳豪爾導演 

(103.10.22)。 

(三) 台灣樸門永續設計學會 江慧儀理事長演講，講題：營造與自然和 

諧的人類聚落~樸門設計的應用生態學策略(103.11.5)。 

(四) 中國文化大學景觀學系系主任 郭瓊瑩副教授演講，講題：自世界 

發展趨勢談生態系學生之社會責任(103.11.12)。 

(五) 生態工法發展基金會副執行長 邱銘源導演演講，講題：阿里山台 

灣紀錄片(103.11.26)。 

(六)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海洋環境工程系 沈建全教授演講，講題： 

以表面漫地流及礫間流生態工法處理畜牧廢水(103.12.3)。 

(七) 台灣濕地保護聯盟秘書長 謝宜臻博士演講，講題：徜徉在濕地： 

濕地棲地營造的推動與成果(103.12.10)。 

(八) 國立臺灣大學植物標本館館長 郭城孟教授演講，講題：台灣生活 

地景(103.12.24)。 

(九) 彰化縣環境保護聯盟理事長 蔡嘉陽博士演講，講題：鷸見大杓:從 

水鳥眼睛看中西部海岸生態環境(104.3.4)。 

(十) 台灣蠻野心足生態協會理事長 文魯彬律師演講，講題：詐中賭徒 

的生命故事(104.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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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臺南市政府教育局局長 鄭邦鎮博士演講，講題：《老人與海》v.s 

「釣蝦場」-淺談生命教育(104.3.24)。 

(十二)臺灣師範大學生命科學系 林思民教授演講，講題：別輕忽你看 

到的多樣性！以被低估的兩爬為例(104.4.22)。 

(十三)本校綠色能源科技學系主任 張家欽教授演講，講題：生態與綠 

能(104.4.29)。 

(十四)國立成功大學法律學系 王毓正副教授演講，講題：民眾參與於 

環境決策中的意義與法制現狀(104.5.6)。 

(十五)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野生動物保育研究所 裴家騏教授演講，講 

題：搶救石虎三部曲－兼談生態系的重建(104.5.13)。 

(十六)浙江杭州中國計量學院生命科學學院 徐愛春副教授演講，講 

題：青藏高原野生動物生態與文化(104.5.20)。 

八、 性別平等演講 

(一) 本校生態科學與技術學系黃文伯副教授演講，講題：從性別策略的

演化來看性別平等的契機(103.12.17)。 

(二) 國立中山大學生物科學系 顏聖紘副教授演講，講題：性平觀點需

要同理心，但是同理心怎麼來？一個資深屁孩在經歷多重角色轉變

後的省思(104.1.6)。 

九、 系友分享會 

(一) 探訪東沙之美：林柏源 (103.11.19)。 

(二) 揭開馬來西亞熱帶雨林神秘面紗-心靈與感官的啟發：何建進、郭

姿蒨(103.11.19)。 

(三) 錄取美國北卡州立大學研究所分享：莊弘穎(103.11.19)。 

(四) 丹麥志工心體驗：羅慕音(103.11.19)。 

(五) 2015 東沙巡禮分享-拾一把時光在手心，細數東沙點滴：楊佳和

(104.6.10)。 

十、 系友會(104.6.13)。 

十一、師生座談會 

(一) 大學生新生家長座談會 (103.9.6)。 

(二) 全系師生期末座談會 (104.6.24)。 

(三) 104 學年度入學研究生新生說明會 (104.6.26)。 

 

肆、 年度創新工作 

一、 第六屆台灣濕地生態學研討會(104.5.1~2)。 

二、 課程滿意度期末問卷調查(共回收 23 門課程)。 

三、 建教合作、機關補助計畫(103 學年度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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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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年環境教育推廣活動計畫-「第六屆

臺灣濕地生態學研討會」 
104/03/01~104/06/30 教育部 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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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爺藝文中心暨蕭壠文化園區重要樹木 

調查計畫 
104/01/01~104/06/30 

臺南市政府

文化局 
60,000 

黃家勤 
曝氣生物濾池用於廢水有機物與氮之同

時去除研究 
103/08/01~105/07/31 

瑞昶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250,000 

許皓捷 
西部地區鼬獾基礎生態學調查及族群遺

傳多樣性分析 
103/05/21~104/06/20 

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 
270,000 

王一匡 對黑面琵鷺友善之營造計畫-後續擴充 103/01/15~103/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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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07/07~103/12/31 

台江國家公

園管理處 
493,000 

王一匡 對黑面琵鷺友善之濕地營造計畫 104/02/05~104/12/31 
台江國家公

園管理處 
1,776,500 

王一匡 
10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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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06/30~104/12/31 

台江國家公

園管理處 
491,500 

黃文伯 
台江國家公園昆蟲資源調查、保育發展規

劃及生態資源圖冊製作委託辦理計畫 
104/01/15~104/12/30 

台江國家公

園管理處 
1,3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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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原謀 
溫度生物學的快速演化可能是亞洲錦蛙

能快速入侵台灣的主要原因 
103/08/01~104/07/31 科技部 9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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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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二 124 

三 115 

四 149 

 

大學部 

(進修學士班) 

一 19 

二 21 

三 24 

四 27 

碩士班 
一 51 

二 110 

教學碩士班 

一 35 

二 15 

三 10 

博士班 

一 0 

二 0 

三 0 

四 0 

五 0 

總計 827 

二、教職員人數統計 

類別  職稱  人數  

教師 

教授 8 

副教授 10 

助理教授 8 

講師 1 

行政人員 
校聘組員 3 

校聘秘書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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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計 31 

貳、 議事方面  

一、院教評會議  

103 學年度院教評會議(103.11.11、104.01.06、104.03.17、104.04.21、 

104.06.16)。 

二、院務會議 

103 學年度院務會議(103.10.17、104.04.21、104.06.08)。 

三、院課程會議 

103 學年度院課程會議（103.10.17、104.03.17、104.05.06、104.05.27）。 

四、藝術研究學報編審會議 

(一) 藝術研究學報第七卷第二期出刊會議（103.09.29）。 

(二) 藝術研究學報第八卷第一期出刊會議（104.04.08）。 

 

參、 年度重要工作  

一、展演活動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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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2.01-104.01.31)。 

(二)辦理臺南文化中心音樂系合唱團音樂會 (103.10.18)。 

(三)辦理本校音樂系合唱團巡迴演唱會相關事宜(103.12.07-12.10)。 

(四)辦理本校音樂系合唱團港澳訪問交流音樂會(103.12.15-12.18)。 

(五)配合教學與學習發展中心申請第 3 期區域教學資源整合分享計畫─

教學增能計畫(104.06)。 

二、系所主管遴選 

(一) 辦理戲劇創作與應用學系系主任遴選作業（104.05）。 

(二) 辦理視覺藝術與設計學系系主任續任作業（104.05）。 

三、教師聘任、升等與審查 

(一) 辦理戲劇創作與應用學系林雯玲老師、動畫所張晏榕老師升等案

（103.09.01-01.31）。 

(二) 辦理戲劇創作與應用學系李智翔專技教師兼任新聘審查作業

（103.12）。 

(三) 辦 理 視 覺 藝 術 與 設 計 學 系 潘 青 林 老 師 升 等 相 關 事 宜

(104.02.01-06.30)。 

四、交流活動 

(一) 香港話劇團總監陳敢權來訪交流(104.06.05)。 

(二) 上海教委高等教育發展規劃團交流(104.06.11)。 



 160 

 

肆、 年度創新工作  

一、籌劃 2016 藝術季三系一所系列展演活動（104.05-持續中）。 

二、辦理教育部推動各類藝文團體至中小學巡迴展演計畫(104.06-10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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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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二 24 

三 26 

四 28 

碩士班 
一 17 

二 37 

碩士在職專班 一 23 

音樂科教學碩士班 二 21 

總計 355 

 

二、 教職員人數統計 

類別 職稱 人數 

教師 

教授 5 

副教授 3 

講師 1 

行政人員 校聘組員 1 

總計 10 

 

貳、 議事方面 

一、 系務會議 

103 學年度系務會議(103.9.17、103.10.8、103.11.21、103.12.24、 

104.2.25、104.4.29、104.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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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系教評會議 

103 學年度系教評會議 (104.1.4、104.4.14、104 5.2、104 5.9、 

104.6.12)。 

三、 碩士班會議 

103 學年度碩士班會議(103.9.17、103.10.8、103.11.21、103.12.24、 

104.4.17、104.6.12)。 

四、 系課程委員會議 

103 學年度系課程委員會議(103.12.24、104.4.29)。 

五、 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教學中心之「音樂學習領域之大學教材教法論文   

發表會(104.1.19、104.4.29) 。 

 

參、 年度重點工作 

一、 辦理專題演講 

本系辦理「張瓊文聲樂大師班」；地點：雅音樓 D301 室(104.4.22) 。 

  

二、 其他學術活動及音樂會 

(一) 本系辦理「103 學年度碩士班新生座談會」；地點：雅音樓音樂廳

(103.8.22)。 

(二) 本系辦理「福爾摩沙弦樂四重奏音樂會」；地點：雅音樓音樂廳

(103.8.22)。 

(三) 本系配合辦理「本校 103 學年度開學典禮演出」(103.9.15)。 

(四) 本系辦理「查爾斯‧賽恩斯教授與詹姆斯‧艾克禮教授小號大師班

及音樂會」；地點：雅音樓音樂廳(103.9.26)。 

(五) 本系辦理「國立臺南大學管弦樂團音樂會」；地點：歸仁文化中心

(103.11.1)。 

(六) 本系辦理「國立臺南大學管樂團音樂會」地點：本校雅音樓音樂廳

(103.11.4)。 

(七) 本系辦理「國立臺南大學管樂團音樂會」；地點：西螺大橋。
(103.12.12) 

(八) 本系辦理「國立臺南大學管弦樂團香港行音樂會」。
(103.12.14-103.12.17) 

(九) 本系辦理「2014 國立臺南大學校慶系列-管樂團暨空軍軍樂隊聯合

音樂會」；地點：雅音樓音樂廳(103.12.19)。 

(十) 本系辦理「南大室內樂集-2014 冬季音樂會」；地點：雅音樓音樂廳

(103.12.20)。 

(十一) 本系辦理「2014 國立臺南大學校慶系列-管弦樂團音樂會」；地點：

雅音樓音樂廳(103.12.30)。 

(十二) 本系辦理「南大室內樂集-2014 冬季音樂會」；地點：清境老英格

蘭莊園(104.1.16)。 

(十三) 本系辦理「夢想田演講」；講題：音樂產業現況就業介紹；地 點：

雅音樓 D301 室(104.3.4)。 

(十四) 本系支援校務諮詢委員會議演出(104.3.16)。 

(十五) 本系辦理「元杰鋼琴講座暨音樂會」；講題：蕭邦 24 首前奏曲的

解析與演奏；地點：雅音樓音樂廳(104.3.19)。 

(十六) 本系辦理「各國軍樂隊發展之進行曲詮釋比較」講座；地點：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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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樓音樂廳(104.4.7)。 

(十七) 本系辦理「國防部示範樂隊暨本校管樂團聯合音樂會」；地點：

雅音樓音樂廳(104.4.7)。 

(十八) 本系辦理「香港中文大學音樂會、嘉義大學暨本校管樂團聯合音

樂會」；地點：雅音樓音樂廳(104.5.13)。 

(十九) 本系辦理「2015 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音樂科教材教法研討會論文

發表」；地點：雅音樓音樂系館(104.5.16)。 

(二十) 本系辦理本校暨中央阿肯薩大學鋼琴三重奏音樂會；地點：雅音

樓音樂廳(104.5.23)。 

(二十一) 本系辦理「本校管弦樂團音樂會-電影配樂之夜」；地點：雅音

樓音樂廳(104.5.25)。 

(二十二) 本系協助阿勃勒節開幕(104.5.30) 。 

(二十三) 本系辦理「臺中教育大學管弦樂團暨本校管弦樂團聯合音樂

會」；地點：雅音樓音樂廳(104.6.1)。 

(二十四) 本系辦理本校室內樂至臺南護校演出(104.6.5)。 

(二十五) 本系辦理「本校管弦樂團聯合音樂會」；地點：雅音樓音樂廳

(104.6.9)。  

 

肆、 年度創新工作 

 
一、辦理「2015 國立臺南大學春季系列音樂會」(104.4)。 

二、辦理阿勃勒節系所博覽會系列活動(104.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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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藝術與設計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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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三 38 

四 51 

碩士班 
一 15 

二 29 

視覺藝術教學碩士班 
一 13 

三 7 

總計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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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學年度系務會議(103.9.30、103.10.15、104.1.13、104.2.25、104.5.8、

104.5.25、104.6.29)。 

二、 系教評會議 

103 學年度系教評會議(104.1.5、104.3.11、104.4.16、104.6.11)。 

三、 系課程規劃委員會議 

103 學年度系課程規劃委員會議(104.3.24、104.4.28、104.5.25)。 

 

參、 年度重要工作 

一、專題演講 



 165 

(一) 辦理專題演講，邀請知名作家王浩一，講題：「漫遊舊城找美學」 

(103.12.2)。 

(二) 辦理專題演講，邀請鄭羽伶，講題：「藝術的公務員」(103.12.12)。 

(三) 辦理校友返校座談會，邀請高雄 50 美術館館員吳晏銘及

Kerkerland<插畫、名信片>設計館創辦人顧珮仙，講題：「讓夢想結

果」(104.5.11)。 

二、 其他學術活動 

(一) 103 年度系展-漫遊‧小藝廊(103.12.28~104.1.11) 

(二) 2015 視覺藝術與設計學系教授聯展(104.3.24~104.3.31)。  

(三) 2015 視覺藝術與設計學術研討會(104.4.10)。 

 

肆、 年度創新工作 

一、林美吟主任於藝術特區第一空間成立美感生活教藝中心。 

二、 本系學生參加臺北世貿中心「新一代設計展」（104.5.1~5.4）。 

三、 本系學生參加「2015 放視大賞」（104.5.7~5.9）。 

四、 辦理 2015 年勃勒風情創意攝影比賽（104.5.30）。 

伍、年度榮譽事蹟  

一、 林婷毅同學以「趨吉碎凶」作品，獲得 2015 金點新秀設計獎(贊助特別

獎)—臺南市政府臺南創意新人獎，指導老師：黃桂瑩、林美吟。 

二、 103 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本系學生榮獲佳績： 

三、 103 年度全國藝術深耕－第 2 屆迷你版畫創作比賽，本系學生榮獲佳績： 

獎項 作者姓名 作品名稱 指導老師 

特優 陳玉娟 對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反省 高實珩 

優等 徐嘉晨 一窺宇宙 高實珩 

優等 彭靖宜 窺 高實珩 

佳作 陳俐臻 鏈結 高實珩 

類別 名次 姓名 題目 指導老師 

書法類 特優 吳宛真 臨江先 莊千慧 

西畫類 優等 張心瑜 意外的發現 陳典懋 

版畫類 佳作 蔡閔惠 吻 高實珩 

水墨畫類 佳作 黃靖淳 那些很冒險的夢 吳宥鋅 

水墨畫類 佳作 吳宛真 渺（三） 吳宥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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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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二 10 

總計 20 

 

二、 教職員人數統計 

類別 職稱 人數 

教師 
副教授 2 

助理教授 2 

行政人員 組員 1 

總計 5 

 

貳、 議事方面 

一、所務會議 

103 學年度所務會議(103.9.17、103.11.28、103.12.2、104.1.12、104.1.26、

104.3.2、104.7.1)。 

二、 所教評會議 

103 學年度所教評會議(103.10.1、103.11.10、104.3.23、104.6.11)。 

三、 所課程規劃委員會議 

103 學年度所課程規劃委員會議(103.9.17、103.11.28、104.4.29、104.6.3、

104.7.1)。 

 

參、 年度重要工作 

一、專題演講 

辦理專題演講，邀請王琮瑞，講題：「性別平等」(103.12.8)。 

二、 其他學術活動 

2014 動畫媒體設計學術研討會(103.12.17)。 

 

肆、 年度創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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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所學生參加「2015 放視大賞」（104.5.7~5.9）。 

二、 舉辦我的守護天使行動實驗教案成果展暨交流研討會

(104.5.25~104.6.7)。 

三、 本所與日本東京藝術大學進行台日交流合作(104.5.15~104.6.23)。 

 

伍、年度榮譽事蹟  

李岱虹同學以「膽小的湯姆」作品，入圍 2015 放視大賞最佳動畫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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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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二 39 

三 38 

四 41 

碩士班 
一 8 

二 32 

總計 201 

 

二、 教職員人數統計 

類別  職稱 人數  

教師 

教授 1 

副教授 3 

助理教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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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學年度系務會議(103.09.12、103.09.30、103.10.22、103.11.26、 

103.12.24、104.01.19、104.03.04、104.4.22、104.05.06、104.06.24)。 

二、 系教評會議 

103 學年度系教評會議(103.09.23、103.11.10、103.12.30、104.03.06、 

104.05.15、104.06.15)。 

三、 其他會議 

103 學年度課程會議(103.09.12、103.12.09、104.03.24、104.04.20、 

104.5.5)。 

 

參、 年度重要工作  

一、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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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邀請陳昭吟老師(台南人劇團專業化妝師)進行「化妝教學工作坊」 

(103.09.25、10.2)。 

(二) 邀請 Peter Kus(導演)進行專題演講「動態音樂劇場」(103.10.01)。 

(三) 邀請廖俊凱導演進行「導演工作坊」(103.10.08)。 

(四) 邀請柯世宏(真快樂掌中劇團行政與木偶演師)進行紙的想像與動作 

聯想 I(103.10.08)。 

(五) 余振球導演(香港劇場空間藝術總監與編導)，香港社區劇場與環境 

空間的對話。(103.10.09) 

(六) 與臺灣歷史博物館合作「大時代小劇場：臺史博常設展互動式戲劇 

導覽 」(103.10.10-11) 

(七) 邀請 Raphael Käding(德國專業舞台劇演員)至本系進行「聲音與肢 

體工作坊」(103.10.28)。 

(八) 邀請紀慧玲(國藝會「表演藝術評論台」台長) 至本系進行專題演 

講，題目：評論、創作、觀眾的三角關係─台灣表演藝術評論現況 

觀察 (103.10.20) 。 

(九) 邀請 Stanley F. Lombardo 教授(美國詩人、坎薩斯大學古典文學系退 

休教授)至本系進行專題演講，題目：Stanley F. Lombardo 教授的荷 

馬與但丁作品的戲劇性朗讀──「荷馬之光：《奧迪賽》的心印」  

(103.11.5)。 

(十) 邀請柯世宏(真快樂掌中劇團行政與木偶演師)光與影的運用 

I(103.11.05)。 

(十一)邀請 Raphael Käding(德國專業舞台劇演員)至本系進行「聲音與肢 

體進階工作坊」(103.12.5-6)。 

(十二)邀請柯世宏(真快樂掌中劇團行政與木偶演師)光與影的運用 

I(103.12.03)。 

(十三)邀請柯世宏(真快樂掌中劇團行政與木偶演師) 光與影的運用及 

物件劇場(103.12.17、12.31)。 

(十四)邀請譚寶芝博士(香港教育學院幼兒教育學系助理教授)至本系進 

行專題演講「從職人精神看戲劇教育夥伴計畫中持份者的角色和 

工作」(103.12.18)。 

(十五)邀請蔡馨瑩老師(劇場藝術工作者) 帶領劇場菁英隊工作坊  

(104.1.26-27、29-30)。 

(十六)邀請阿道．巴辣夫冉而山團長(冉而山劇場)至本系進行 

專題演講「與劇場邂逅於機緣」(104.3.18)。 

(十七)邀請張金梅博士(北京師範大學珠海分校教育學院副教 

授)至本系進行專題演講「靈性與人性的對話：兒童戲劇教育的人 

文精神訴求」(104.3.26)。 

(十八)邀請 Joe Winston（英國華威大學專任教授）至本系進行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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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劇教育理論與課程轉化的跨越與實踐」(104.04.30)。 

(十九)邀請 Joe Winston（英國華威大學專任教授）至本系進行專題演講 

戲劇課程的多元實踐─從中國傳統故事「西遊記」談起(104.05.02)。 

(二十)邀請李益恭(hr 資深顧問)至本系進行專題演講「創造雙贏:擦亮你 

的名牌，讓企業需要你」(104.5.13)。 

(二十一) 邀請莊雅仲(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暨族群與文化研究所教授) 

至本系進行專題演講「地方與空間」(104.5.15)。 

(二十二) 邀請劉婉珍(國立臺南藝術大學博物館學與古物維護研究所教 

授)至本系進行專題演講「在博物館遇見自己-博物館詮釋溝通 

的理念與行動」(104.5.20)。 

(二十三) 邀請陳慧勻（淡江大學專任助理教授）至本系進行「身心演員 

訓練工作坊」(104.05.22)。 

(二十四) 邀請余振球(香港劇場空間藝術總監與導演)至本系進行專題演 

講「香港戲劇藝術產業發展現況與就業方向」(104.06.03)。 

 

二、 學術研習/計畫成果 

(一) 與財團法人聯華電子科技文教基金會合作「遊戲一下 戲劇夏 

令營《大手牽小手，一同去玩戲》」(103.8.04-05) 

(二) 與阮劇團合作 2014 嘉義小劇場戲劇節《見花開》劇展-戲院前 

的雜耍，演出 4 場。(103.09.07-08) 

(三) 社區劇場課程演出《黃昏的牛犁》(103.10.31、11.8) 。 

(四) 教習劇場 TiE II 課程演出《La! 飛歸來時》(續篇)(103.11.17-18) 。 

(五) 與臺灣歷史博物館合作「大時代小劇場：臺史博常設展互動式戲劇 

導覽 」(103.11.22、12.20-21)。 

(六) 社區劇場課程演出《黃昏的牛犁》(103.12.7) 臺南市立文化中心假 

日廣場。 

(七)  教習劇場 TiE II 課程演出《La! 飛歸來時》(續篇)(103.12.6) 台南 

市安南區鎮海國民小學。 

(八)  戲劇教育方案實習課程演出《短耳兔》《人魚村》(103.12.05、12.12、 

12.19) 高雄市茄萣區砂崙國民小學。 

(九)  戲劇教育方案實習課程演出《爺爺的摩托車》《樹逃走了》  

(103.12.05、12.12、12.19)高雄市茄萣區興達國民小學。 

(十)  應用劇場方案實習課程演出《鳳凰花，年年紅》(103.12.12)臺南市 

國宅社區活動中心。  

(十一)應用劇場方案實習課程演出《魔法奇花園》(103.12.26) 榮譽校區  

D203 多功能劇場。 

(十二)口述歷史課程演出《那麼遠這麼近》(104.1.9-11)。 

(十三)大三教育戲劇(二)課程期末呈現《國王的新衣》、《野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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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1.15)。 

(十四)大三創造性戲劇(二) 課程期末呈現《好嚴肅農場》、《老鼠吉力 

古》、《金斧頭與良斧頭》、《國王的驢耳朵》 

(十五)大一表演(一)課程期末呈現《好了，夠了，別》、《你們兩個》、《坐 

/留，不住?》三個短劇共 19 組的呈現 (104.1.15) 

(十六)104 級畢業製作《愛情遊戲》公演於臺南文化中心國際廳原生劇 

場進行。(104.4.10-12) 

(十七)本系至文化中心國際廳原生劇場進行學期製作演出期末公演，劇 

目《來自星海的約定》(104.06.12-14) 

(十八)大學部二年級導演(二)課程期末公演，劇目《莫哀》  

(104.06.12-13)。 

(十九)表演(二)、肢體劇場表演課程期末呈現《不過我還記得》、《鴕鳥》、 

《哦嗨看吧解決》。(104.06.17) 

 

三、 其他學術活動 

(一) 受邀與阮劇團合作 2014 嘉義小劇場戲劇節《見花開》劇展，演出 4 

場。 

(二) 與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在館方展示教育大樓 2 樓常設展進行互動 

劇場《大時代小劇場：臺史博常設展互動式戲劇導覽》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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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澎湖縣政府文化局委辦「澎湖生活博物館常設展教案及教具箱委 

託研究製作案」。 

(六) 與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委辦「1895 開城門戲劇演出」。 

 

四、 其他 

出版「戲劇教育與劇場研究」第 5-6 期。 

 

肆、 年度創新工作 

一、協助與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辦理 104 年「古城愛鄉情，愛劇臺南」

環保戲劇競賽活動相關事宜。(104.5.17) 

二、 辦理暑期戲劇營「Dramagic 魔法黑盒子」(104.7.13-16)。 

三、 與臺南市政府文化局共同主辦臺南在地劇場技術人才培育計畫。 

四、 辦理 2015 戲劇教育與應用國際學術研討會:全球在地化的亞太經驗與

挑戰。(104.10.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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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年度榮譽事蹟 

一、本系榮獲 2015 年南大系所博覽會競賽第一名。 

二、 本系榮獲 104 年度單位網頁評鑑優良(全校第四名) 。 

三、 本系榮獲本校 103 學年度學術單位新聞第一名及單位網頁評鑑績優。 

四、 本系榮獲本校 103 學年度教學績優系所。 

五、 林雯玲老師榮獲本校 103 學年度校級、院級優良導師的殊榮肯定。 

六、 王婉容老師榮獲本校103年度補助科技部大專校院獎勵優秀人才之「傑

出人員」。 

七、 本系大學部學生獲得華文朗讀節故事別境 Long Story Short。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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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獲得優等。 

九、 本系碩士班學生參加《島國的傷痕──2014 二二八紀念短劇劇本徵選》

獲得第三名。 

十、 本系畢業校友榮獲文化部青年村落文化行動競賽，並獲邀擔任香港藝

術中心參與藝術家。 

十一、本系畢業校友榮獲 103 年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辦理教育部文藝創作 

獎。 

十二、本系畢業校友參加 2014 南方影展第二屆市民影像競賽，獲獎入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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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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資源組及教學發展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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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參與)會議 

(一) 103 學年度中心行政業務會議。(103.11.03、104.01.14、104.05.11) 

(二) 「大學過度重視研究量化指標檢討因應措施」會議。(104.01.27) 

(三) 教師評鑑辦法修正討論會議。(104.03.20、104.03.27) 

(四) 第 3 期第 2 階段教學增能計畫申請第 1、2、3 次討論會議。 

(104.05.22、104.06.03、104.06.08) 

(五) 召開中心業務工作會議，討論本校 104 年度內部稽核計畫，中心負 

責稽核單位的稽核方式、稽核日期、稽核人員及準備資料等。 

(104.05.11) 

(六) 辦理 103 學年度第 1、2 學期「校外專業實習委員會議」(103.10.29、 

104.04.22)。 

(七) 申請「教育部 104-105 學年度辦理大學校院弱勢學生學習輔導補助 

計畫」會議 (104.03.11、03.25)。 

(八) 103 學年度中心行政業務會議（103.11.03、104.01.14、104.5.11）。 

(九) 116 週年校慶活動工作小組會議（103.10.20、11.03、11.24）。 

(十) 104 年春節團拜籌備會議（103.11.21、104.01.27）。 

(十一)103 學年度第一學期遠距教學推動委員會會議（103.12.17）。 

(十二)103 學年度「2015 阿勃勒節」核心小組會議（103.12.22、104.01.19、 

03.09、04.20、05.25）。 

(十三)104 級畢業典禮工作小組會議（104.4.13、05.18）。 

(十四)103 年度內部控制制度自行評估(作業及整體層級)暨 104 年度稽 

核計畫作業說明會。(104.03.06) 

二、 雲嘉南區域教學資源中心 

(一) 教育部雲嘉南區域教學資源中心第 3、4、5 次實地訪視暨邁向教學 

卓越輔導諮詢會議。(103.09.10、103.12.08、104.05.04) 

(二) 教育部雲嘉南區域教學資源中心第 4、5、6 次工作推動小組會議。 

(103.09.25、104.01.22、104.06.04) 

(三) 教學增能計畫第 6、7 次校內推動工作管考會議。(103.10.29、 

104.04.27)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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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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詢委會議。(103.12.25、104.05.28)。 

參、 年度重要工作 

一、 學生學習輔導組 

(一) 辦理增能學習(含職探)系列講座共七場： 

1. 「創造讀書會的新模式--愛讀書也愛遊戲」、「超越自己 你就是

達人」、「橫渡生命湖，命運靠自己改造」、「筆記女王的手帳活

用術」、「怕黑就開燈：用行動創造你想看見的改變」、「夢想是

讓自己走出去的力量：跨越障礙、堅持夢想、踏實築夢」、「Google

應用－時間效率管理術」。(103.10.01、10.22、12.17、104.03.04、

03.11、04.29、05.01) 

2. 辦理增能學習(含職探)系列工作坊共五場：「德國式時間管理-

創造效率」、「裝備職涯路，贏在轉折處--就業準備」、「向孔子學

領導」。(103.10.18、11.22、104.03.18、03.25、04.08) 

(二) 辦理 103 年度第 1、2 學期「學生自學團體成果發表分享暨申請說 

明會」(103.10.01、104.03.11)。 

(三) 辦理「新版 EP 班級種子學生研習及座談會」 (103.10.08、11.26、 

104.04.13)。 

(四) 辦理 103 學年度第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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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2.03、104.05.13)。 

(五) 辦理 103 學年度第 1、2 學期「進行中之學生自學團體成果發表會」 

(103.12.24、104.05.20)。 

(六) 配合執行「獎勵 102-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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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協助教育部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學期僑生學業輔導補助實施 

計畫申請及執行，申請科目：微積分(一)、(二)。 

(八) 擔任教育部雲嘉南區域教學資源中心「103 學年度大學校院協助高 

中優質精進計畫」；以及「104-105 學年度大學校院弱勢學生學習輔 

導補助計畫」申請作業與聯繫窗口。 

(九) 配合研發處彙報 10 月份、4 月份高等教育校務資料庫「學 10. 學生 

實習人數及時數統計表」、「學 2.學生就學情況統計表--校外實習之 

部分」資料。 

(十) 辦理學生自學團體申請，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計 47 組，第 2 學期計 

54 組，共計 101 組，參加學生共 732 人次，並依自學成果評選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及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優秀自學團體，共計 18 組。 

(十一)辦理補救救學增能課業輔導，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計有 24 組、共 

148 人次參與；第 2 學期計有 19 組、共 152 人次參與。 

(十二)協助大一班級進行「EP 宣導暨實作研習」合計 11 班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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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辦理 103 學年度電子歷程平台「學生學習歷程檔案競賽」，並評 

選個人競賽 TOP40 (各年級總積分前 10 名) 及人氣王、推推王、 

學習分享王、讀書分享王各 1 名及團體競賽之班級獎 6 名和系所 

獎 3 名。 

(十四)為鼓勵教學單位開設校外專業實習課程，使學生能結合理論與實 

務，儲備未來就業實力，103 學年度核定補助校外實習課程計 18 

門。 

(十五)協助「國立臺南大學教與學活力電子報」第 4 期至第 8 期出刊事 

宜。 

(十六)配合主計室完成 103 年度內部控制制度「學生學習預警關懷紀錄 

通報事件」自行檢查表之檢核。 

(十七)學習預警導師關懷紀錄填報之宣導。 

二、 教學資源組 

(一) 執行 103 年度教育部第 3 期「獎勵大學校院辦理區域教學資源整合

分享計畫─教學增能計畫」： 

1. 提供「科技 e 生」補助申請，協助全校專任教師進行數位教學，

共補助 43 名教師。 

2. 辦理數位教材製作研習與數位教學理論講座「如何利用行動載

具進行教學及備課（office for ios）」、「數位教學新思維 Prezi 動

態簡報製作」、「翻轉教室‧翻轉學習－善用 APP 融入教學」、「共

創教學新視野-微觀教學的理論與實務應用」、「互動式電子白板

於教學現場的運用」、「影音媒體融入教學-威力導演實務應

用」，計 6 場次( 103.11.28、12.12、104.05.08、05.15、05.22、06.05)。 

3. 辦理「科技 e 生」專業研習「雲端、行動載具-實用教材製作

APP」、「雲端筆記術 onenote 及 iPad 之教材錄製」2 場與期初期

末座談會 4 場，計 6 場次(103.10.03、10.17、104.01.08、03.13、

03.27、06.18 )。 

4. 配合執行相關管考業務(103.12.03、104.3.31)。 

(二) 配合 103 年度教育部第 3 期「獎勵大學校院辦理區域教學資源整合 

分享計畫─區域教學資源整合分享計畫」執行，協助彙整相關管考 

業務(103.08.13、08.20、09.19、10.14、10.20、10.30、11.10、11.20、 

12.12、12.19、12.26、104.01.19、02.13、03.12、03.19、03.20、03.31、 

04.13、04.17、05.15、05.30、06.15 )。 

(三) 協助全校重要活動拍攝紀錄，並上傳至「活動剪影」網頁 

(103.08.01、08.06、09.15、09.23、09.28、12.20、12.21、104.02.10、 

02.25、03.16、05.30、06.01、6.12、104.6.13)。 

(四) 配合總務處保管組業務，進行本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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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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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8) 

(五) 配合 103年新聘教師行政業務研討座談會並進行本組業務工作簡報 

(103.08.05)。 

(六) 配合 103 學年度新生始業輔導課程中進行本組業務工作介紹 

（103.09.11）。 

(七) 配合主計室，編列並彙整本中心「教學成本計算表」、「104 年行政 

業務計畫經費需求表」及「103 年度行政業務計畫執行績效表」、「105 

年度業務計畫資本門補助需求表」及「103 年度業務計畫資本門補 

助執行績效表」(103.10.13、104.2.13)。 

(八) 協助校友服務中心拍攝「健康促進講座」活動過程，並製作影音光 

碟（103.11.05）。 

(九) 協助教育學系拍攝「2014 教育高階論壇：核心素養的評量議題與教 

育發展」研討會活動過程（103.10.16-17）。 

(十) 配合本校 104 年度內部稽核計畫，填寫 104 年度稽核項目表，進行 

單位 103 年度內部控制制度自行檢查，並填寫繳交內部控制制度自 

行檢查表、103 年度內部控制制度自行評估表。另配合本組被核定 

稽核業務「各項媒體製作設備及空間使用管理」，進行相關資料準 

備及檢視工作。 (103.12.10、104.01.30、03.06、03.13、05.11）。 

(十一)協助拍攝通識教育中心羅慶德老師榮獲「103 年教育部青年發展 

署服務學習獎勵計畫」之績優教師及課程教案佳作兩項獎項授獎 

畫面（103.12.17）。 

(十二)配合提供本組 103 學年度校務諮詢委會會議資料，包含單位編 

制、理念、績效、未來挑戰及因應策略。(104.01) 

(十三)拍攝本校校長候選人治校理念說明會活動過程，共 9 場治校理念 

說明會全程錄影，會後進行影音資料轉檔工作。並拍攝校長遴選 

委員會活動過程（104.03.03-05、03.30）。 

(十四)配合阿勃勒節學術暨研發成果展海報製作，協助研發處拍攝榮譽 

校區校景（104.03.18）。 

(十五)協助藝術學院執行「教育部國民小學師資培用聯盟藝術與人文學 

習領域教學研究中心計畫」數位課程編製。(104.04-104.07) 

(十六)協助電子計算機中心拍攝「個人資料保護法」研習活動過程 

（104.5.13）。 

(十七)撰寫及編列「104~105 年教學增能計畫」子計畫 C「精進教學能 

量、實踐樂活教學」計畫內容及經費需求表。（104.05.29、06.05）。 

(十八)進行「2015 南大阿勃勒節」熱舞邀請賽錄影畫面剪輯後製 

(104.6.1)。 

(十九)配合 104 年度單位網頁評鑑作業，進行單位網頁資料更新及網頁 

自我檢視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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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提供並編輯教與學活力電子報投稿文章(103.08.13、10.03、12.10、 

104.02.13、04.10、104.06.05)。 

(二十一) 更新本單位網頁資料、典範教學資料庫「教學小秘訣」、教學 

增能計畫管考平臺等網頁資料。 

(二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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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3 人次。 

(二十三) 辦理諮詢服務工作，本學年度服務人數共計 57 人次。 

(二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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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4 件。 

三、 教學發展組 

(一) 辦理 103 學年度教師增能學術系列講座，共計 10 場：「意外驚奇音

樂史」、「航越小人國─《格理弗遊記》背後的「遊記」」、「英雄不卸

甲：吳興國傳統創新之路」、「科法教育中的創意思考」、「詩是一張

衛生紙」、「教學知能與經驗分享」、「Google 應用－時間效率管理

術」、「如何成為高 EQ 魅力的現代教師」、「師生衝突案例與分析」、

「從生活壓力到生命活力」。(103.09.24、103.10.08、103.11.19、

104.03.04、104.03.09、104.04.17、104.05.01、104.05.06、104.05.13、

104.05.27、104.06.22) 

(二) 辦理教學助理(含補救教學)知能研習「向孔子學領導」。(104.03.18、

104.03.25、104.04.08) 

(三) 辦理 103 學年度上下學期教學助理申請、審查、核銷、資料建檔。 

(四) 教師評鑑業務 

1. 辦理教師評鑑辦法修訂，提供各單位關於教師評鑑法規釋義。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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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系所評鑑業務 

1. 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公文聯繫、系所溝通對話窗口。 

2. 協助 101 年度上半年度追蹤評鑑暨 103 年度上半年度評鑑申復

作業申請，以及後續自我改善作業。(103.12.18、19、30、31) 

3. 參加教育部委託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辦理之「大

學暨科技校院自我評鑑政策說明會」。(103.12.18) 

(六) 執行雲嘉南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計畫 

1. 彙整與陳報「高中優質精進計畫」、「區域教學資源分享計畫」、

「教學增能計畫」之每月經費執行表作業。 

2. 彙整 102-103 年度教學增能計畫期中報告書。 

3. 辦理與彙整教育部雲嘉南區域教學資源中心實地訪視邁向教學

卓越輔導諮詢會議資料與簡報。 

4. 參加雲嘉南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辦理之「103 學年度區域共享平台

暨行政教育訓練」。(103.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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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參與第 3 期獎勵大學校院辦理區域教學資源整合分享計畫【第 2

階段第 2 次計畫協調會】。(104.03.30) 

6. 綜整本校參與第 3 期第 2 階段獎勵大學校院辦理區域教學資源

整合分享計畫書。 

7. 協助執行 103 學年度《教育部雲嘉南區域教學資源中心學生學

習型態調查》。 

(七) 辦理「第 3 期區域教學資源整合分享計畫─教學增能計畫」第 2 階

段計畫申請作業。(104.05.14-104.06.12) 

(八) 教學績優系所遴選作業(103.09-10.27)。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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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刊第 2 版「紅樓講堂：教師教學經驗分享」手冊。 

二、 「國立臺南大學教與學活力電子報」各期出刊事宜。 

伍、 年度榮譽事蹟 

本中心榮獲全校網頁評鑑行政單位組：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績優獎及第 2 學 

期優良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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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服務中心 

壹、 單位基本資料 

本中心現置有主任 1 名，下設校友服務組及就業輔導組；各組設組長、職

員各 1 名。 

 

貳、 議事方面 

一、 校友服務組 

(一)級友聯誼會籌備會議 

1. 63 級畢業 40 週年級友聯誼會第 1 次籌備會議(103.09.11)。 

2. 63 級畢業 40 週年級友聯誼會第 2 次籌備會議(103.09.18)。 

(二)傑出校友暨特殊貢獻獎遴選委員會議 

1. 第 27 屆傑出校友遴選初審會議(103.10.20)。 

2. 第 27 屆傑出校友遴選委員會會議(103.10.31)。 

(三)校友總會理監事聯席會議 

校友總會第 3 屆第 7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並出席林智信校友「芬芳 

寶島：憶象 1950 年代的臺灣」油畫大展開幕(103.10.03-103.10.04)。 

二、 就業輔導組 

(一)加科登記相關會議 

辦理另一類科教師證加科登記審查會議計 4 次(103.10.13、 

104.01.08、104.05.07、104.06.24)。 

(二)辦理就業徵才活動相關會議 

1. 參加 2014 年研發替代役暨就業博覽會第 2 次籌備會議

(103.09.03)。 

2. 參加 104 年度大專校院雲嘉南區校園徵才活動第一次籌備會議

(104.01.08)。 

3. 召開青年圓夢計畫-攜手飛 young~2015 台南地區聯合徵才活動

籌備會議(104.05.14)。 

(三)職涯輔導相關會議 

1. 參加預見青年職涯未來校園職涯輔導研習會(103.12.16)。 

2. 參加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雲嘉南分署雲嘉南區大專校院就業服

務區域聯繫會報(103.12.24)。 

3. 參加教育部青年發展署 104 年度大專畢業生創業服務計畫頒獎

典禮暨成果展(104.03.24)。 

4. 參加大專校院就業職能平臺結合畢業生流向調查新增功能介紹

與應用研習會(104.0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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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參加大專校院學生基本資料庫系統填表說明會(104.0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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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級畢業 53 週年級友聯誼會(103.09.13)。 

5. 舉辦 63 級畢業 40 週年級友聯誼會(103.09.28)。 

6. 「鄭蕙香個展」開幕，致贈蘭花盆栽慶賀(103.08.09)。 

7. 拜訪臺南市校友會陳招棍理事長及洪榮進總幹事(103.08.25)。 

8. 「《芬芳寶島：憶象 1950 年代的臺灣》林智信彩繪展」開幕，

致贈高架花籃慶賀(103.10.04)。 

9. 「五光十色自然系-陳泰元八十傘壽全台巡迴展」於新營文化中

心開幕，致贈蘭花盆栽慶賀(103.10.04)。 

10. 103 年 10 月 18 日舉辦 43 級畢業 60 週年級友聯誼會(103.10.18)。 

11. 舉辦 53 級畢業 50 週年級友聯誼會(103.11.02)。 

12. 舉辦李榮堂校友專題講座(103.11.05)。 

13. 款待澎湖校友晚宴，協助聯繫及接待等相關事宜(103.12.19)。 

14. 協助 66 級己班校友聯誼會相關事宜(104.01.07)。 

15. 辦理 116 週年校慶木球邀請賽(104.01.11)。 

16. 協助 48 級陳金雄校友印製信封標籤並進行資料分裝。 

17. 提供第 27 屆南大菁英予 47 級郭義雄校友及 48 級周煥臣校友。 

18. 104年 3月 3日校友服務中心劉仙湧主任前往出席校友總會李登

木理事長榮獲烏克蘭科學院榮譽院士受頒典禮，並致贈蘭花盆

栽慶賀(104.03.03)。 

19. 校友服務組鄭建星組長出席林雪花校友告別式，致贈輓聯、喪

花籃同表哀悼(104.03.08)。 

20. 校友服務中心劉仙湧主任出席 39 級畢業 65 週年級友聯誼會

(104.03.28)。 

21. 校友服務中心曾登裕組長出席「臺南市美術學會油畫、陶藝聯

展」開幕，並致贈蘭花盆栽慶賀(104.04.18)。 

22. 提供南師師範時期校歌歌詞予 48 級林榮校友。 

23. 協助辦理 41 級呂榮貴校友及 47 級郭祝府校友為體育系田徑隊

參加全國運動會舉辦加油餐敘(104.04.22)。 

24. 校友服務中心劉仙湧主任出席 42 級林國治校友追思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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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05.09)。 

25. 協助鄭梅合校友贈書予獎學金得獎同學。 

26. 「向阿里山畫家致敬~林國治紀念展」開幕，致贈蘭花盆栽慶賀

(104.06.27)。 

27. 「《芬芳寶島：憶象 1950 年代的臺灣》林智信彩繪展」開幕，

致贈蘭花盆栽慶賀(104.07.11)。 

(二)辦理傑出校友之遴選與表揚 

1. 受理第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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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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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送未當選者之推薦人通

知信函。 

5. 彙整第 27 屆傑出校友個人事蹟簡介及當選感言，編印第 27 屆

南大菁英。 

6. 製作第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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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6 週年校慶慶祝茶會 powerpoint 檔案。 

9. 舉辦第 27 屆傑出校友表揚大會(103.12.20)。 

10. 寄送 116 週年校慶校長謝函、合照等資料予第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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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席臺南市校友會第 2 屆第 4 次理監事會議(103.09.04)。 

6. 舉辦臺南市校友會慶祝母校 116 週年校慶暨改大 10 週年校友回

娘家餐會活動(103.09.28)。 

7. 撰寫並函送校友總會理監事聯席會議、會員大會會議紀錄及各

項報表至內政部。 

8. 李啟福校友告別式，校友總會致贈輓聯同表哀悼(104.01.18)。 

9. 校友服務中心劉仙湧主任至高雄拜訪校友總會李登木理事長

(104.02.13)。 

10. 校友服務中心劉仙湧主任出席 2015臺灣國際蘭展暨南師藝聯會

書畫展開幕典禮(104.03.06)。 

11. 校友服務中心劉仙湧主任出席新北市校友會人文、生態環境教

育研習暨第 4 屆第 4 次會員大會(104.0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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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為籌備臺東縣校友會，校友服務中心劉仙湧主任前往拜訪臺東

校友(104.04.30-104.05.01)。 

13. 籌備校友總會改選下屆理監事之相關事宜。 

14. 辦理校友總會第 1 屆第 2 次會員聯誼活動，前往十鼓文化村及

奇美博物館參觀(104.06.12)。 

15. 校友服務中心劉仙湧主任出席澎湖縣校友會第 5 屆第 3 次會員

大會(104.06.27)。 

16. 校友服務中心劉仙湧主任出席 2015 南大(南師)藝聯會會員聯展

開幕式，並致贈蘭花盆栽慶賀(104.07.0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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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其他 

1. 辦理 104 年紀念品及校友生日卡製作事宜。 

2. 協助寄發校友通訊第 74 期 50 份予南大附中校友總會陳炳瀛會

長。 

3. 畢業典禮協助貴賓報到及接待(104.06.13)。 

4. 籌備校友樓募款等相關事宜。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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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科登記業務 

受理加另一類科及加科登記教師登記申請，計 143件(103.09-104.06)。 

(二)公費分發業務 

1. 至教育部參加研商 104 年度公費合格教師分發作業原則及作業

流程會議(104.01.16)。 

2. 辦理 104 學年度公費合格教師待分發人數調查(104.01)。 

3. 辦理 101-103 年分發之公費合格教師分發情形調查(104.01)。 

4. 辦理 104 年度公費合格教師繳交分發服務志願卡事宜(104.03)。 

5. 至教育部參加 104 年度公費合格教師分發協商會議(104.04.23)。 

(三)就業輔導業務 

1. 受理求才廠商徵才需求(103.08-104.07)。 

2. 辦理 103 學年度畢業生流向調查(103.08-104.07)。 

3. 配合撰寫 104 至 105 年度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103.08)。 

4. 辦理 103 學年度上學期就業輔導講座規劃及邀請事宜

(103.08-103.09)。 

5. 協助辦理慶祝國立臺南大學 116 週年校慶暨改大 10 週年校友回

娘家餐會活動(103.08-103.09)。 

6. 宣導 101 學年度畢業生上網填寫「教育部公版大專校院畢業生

流向追蹤問卷」(103.08-1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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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辦理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雲嘉南分署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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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8-103.10)。 

8. 公告相關求才訊息於本校最新消息及本組網頁 

(103.08-104.7) 。 

9. 辦理高等教育資料庫調查作業(103.09-103.10)。 

10. 彙整本校校友參加 103 年全國各級公立學校教師甄試榜單

(103.08-103.09)。 

11. 配合秘書室填寫「遠見雜誌 2015 年研究所辦學特色調查」

(103.10)。 

12. 辦理「十鼓文創傳奇」講座(103.10.01)。 

13. 辦理「103 年高普考考試分享」講座(103.10.15)。 

14. 至成功大學辦理 2014年研發替代役暨就業博覽會畢業生諮詢服

務(103.10.19)。 

15. 辦理「補教業創業分享」講座(103.10.22)。 

16. 辦理「裝備自己成為企業最愛」講座(103.10.29)。 

17. 辦理 101 學年度博士畢業生畢業後 1 年就業狀況調查

(103.10-103.11)。 

18. 辦理 102 學年度畢業生畢業後通過外語證照統計

(103.10-103.11)。 

19. 辦理 102 學年度畢業生畢業後公職考試與證照統計

(103.10-103.11)。 

20. 調查本校畢業生參加 103 年高普考試錄取金榜(103.10-103.11)。 

21. 配合本校績優系所遴選作業，填製各申請系所 100 及 101 級畢

業生流向統計表(103.11)。 

22. 辦理「魅力表達優質溝通」講座(103.11.19)。 

23. 辦理「時間管理」講座(103.11.26)。 

24. 辦理 102 學年度博士畢業生就業情形調查及填報作業(103.11)。 

25. 辦理個人資料檔案清查系統調查及登錄作業(103.11)。 

26. 配合填寫 2015 年 Cheers 雜誌「最佳大學指南」調查，填報 101

學年度大學畢業生畢業 1 年後工作現況統計(103.11)。 

27. 代理校友服務組組員產假期間相關業務(103.10-103.12)。 

28. 辦理「生涯營造搶手人才」講座(103.12.10)。 

29. 辦理 103 學年度下學期就業輔導講座規劃及邀請事宜

(104.01-104.02)。 

30. 協助各系申請雲嘉南就業服務中心 104 年度結合大專校院辦理

就業服務補助計畫申請事宜(104.01-104.03)。 

31. 辦理 103 級畢業生名單匯入畢業生動態資料庫平台作業

(10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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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辦理 104 級預估畢業生名單匯入畢業生動態資料庫平台作業

(104.02)。 

33. 辦理教育部「101 學年度大專校院畢業生未就業無投保資料者電

訪追蹤」及線上建檔作業(104.03-104.04)。 

34. 辦理「創業一站通，創業秘笈大公開」講座(104.03.11)。 

35. 至成功大學協助辦理 2015 年南區就業博覽會，並至現場設攤提

供諮詢服務(104.03.15)。 

36. 辦理「國家公務人員考試準備秘笈」講座(104.03.18)。 

37. 辦理「企劃書撰寫快速上手」講座(104.03.25)。 

38. 至南台科技大學協助辦理 104 年度雲嘉南區大專校院區域性校

園徵才活動，並至現場設攤提供諮詢服務(104.03.31)。 

39. 辦理「勇敢迎接改變」講座(104.04.08)。 

40. 辦理「盲人與法律人」講座(104.04.15)。 

41. 辦理「履歷撰寫講座與職涯適性測驗」講座(104.04.29)。 

42. 辦理學生職涯諮商活動(104.05.04、104.05.11、104.05.18、

104.05.25、104.06.01、104.06.08)。 

43. 配合撰寫 104 學年度教育部辦理大學校院弱勢學生學習輔導補

助計畫─職涯規劃與輔導之協助及就業機會媒合分項計畫

(104.05)。 

44. 配合教育部調查並陳報 104 學年度應屆畢業學生（含僑生、港

澳生及外籍生）留臺工作意願調查表(104.05)。 

45. 辦理就業輔導組網頁更新事宜(104.05)。 

46. 辦理青年圓夢計畫-攜手飛 young~2015 台南地區聯合徵才活動

文宣、網頁設計及各項籌備事宜(104.05)。 

47. 辦理「態度決定勝負！贏在態度起跑線」講座(104.05.13)。 

48. 辦理「面試技巧與職場禮儀」講座(104.05.20)。 

49. 辦理「表達力就是競爭力」講座(104.05.27)。 

50. 辦理「求職防騙及勞工權益講座」講座(104.05.29)。 

51. 撰寫青年圓夢計畫-攜手飛 young~2015 台南地區聯合徵才活動

新聞稿(104.06)。 

52. 與台南就業服務中心假本校中山館辦理青年圓夢計畫-攜手飛

young~2015 台南地區聯合徵才活動，共邀請 27 家知名企業到場

徵才，開放逾 1800 個工作機會。本次活動現場湧入近 2000 人，

媒合率 4 成 5(104.06.06)。 

53. 配合秘書室填報校務研究相關資料與資訊現況調查表(104.06)。 

54. 配合教學與學習發展中心提報教學增能計畫(104.06)。 

 

肆、 年度創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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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校友服務組 

舉辦臺南市校友會慶祝母校 116 週年校慶暨改大 10 週年校友回娘家餐 

會活動(103.09.28)。 

二、 就業輔導組 

引進並辦理職涯諮商師校園駐點活動(104.05-104.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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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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評會（103.12.29）。 

      （二）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評會（104.6.17）。 

   二、通識教育課程委員會 

（一）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課程委員會（103.12.12）。 

  （二）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課程委員會（104.5.7）。 

   三、通識教育委員會 

（一）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通識教育委員會（103.11.14）。 

  （二）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通識教育委員會（104.4.17）。 

參、年度重要工作內容 

一、通識課程開課情形 

（一）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開辦 178 門課，其中必修 86 門，選修 92 門。 

（二）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開辦 175 門課，其中必修 80 門，選修 95 門。 

   二、「博雅教育講座」 

（一）103學年度第1學期 

週

次 
日期 時間 演講者 單位/職稱 講題 

2 
9/23 

（二） 

10：00 

︱ 

12：00 
李家同 

國立清華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講座教授 
不問問題的嚴重性 

3 
9/30 

（二） 

10：00 

︱ 

12：00 
陳益興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榮譽講座教授 

教育人 教育心  

教育事 

4 
10/7

（二） 

10：00 

︱ 

12：00 
王元仁 遠東科技大學校長 宗教與人生 

5 
10/14

（二） 

10：00 

︱ 

12：00 

何卓飛 體育署署長 
運動讓你 

更高˙更快˙更強 

6 
10/21 

（二） 

10：00 

︱ 

12：00 
王如哲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校長 

從我的學思歷程談 

迎接挑戰與邁向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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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

次 
日期 時間 演講者 單位/職稱 講題 

7 
10/28 

（二） 

10：00 

︱ 

12：00 
李鴻源 

國立臺灣大學 

土木工程學系教授 
氣候變遷的因應與調適 

8 
11/4 

（二） 

10：00 

︱ 

12：00 
莊松旺 中華日報社長 

人生逐夢、有跡可循 

～一個媒體人的心得報告～ 

9 
11/11 

（二） 

10：00 

︱ 

12：00 
莊陽德 本校副校長 

奈米科技 

在生活上的應用 

10 
11/18

（二） 

10：00 

︱ 

12：00 

曾志朗 中央研究院院士 知識轉換三部曲 

11 
11/25 

（二） 

10：00 

︱ 

12：00 

吳淑明 
東方設計學院 

校長 
設計美學 

12 
12/2 

（二） 

10：00 

︱ 

12：00 
吳鐵雄 前教育部常務次長 我的教育生涯 

13 
12/9 

（二） 

10：00 

︱ 

12：00 
江榮原 

阿原工作室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遺  產 

14 
12/16 

（二） 

10：00 

︱ 

12：00 
葉敏芬 

瑞山中文學校 

校長 

臺灣與美國學校 

生活教育的差異 

15 
12/23 

（二） 

10：00 

︱ 

12：00 
黃文啟 

浙江蒼南儀表廠 

新能源事業部總經理 

兩岸商機無限大 

-談如何簡單創業 

16 
12/30 

（二） 

10：00 

︱ 

12：00 
張家宜 

淡江大學 

校長 
遇見未來的自己 

17 
1/6 

（二） 

10：00 

︱ 

12：00 

黃鎮台 前中華職棒大聯盟會長 愛因斯坦與昆蟲的腳 

 

（二）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 

週

次 
日期 時間 演講者 單位/職稱 講題 

2 
3/10 

（二） 

10：00 

︱ 

12：00 
陳俊偉 

前科技部南部科學 

工業園區管理局局長 
回頭望望這些年 

3 
3/17 

（二） 

10：00 

︱ 

12：00 
黃政傑 

靜宜大學 

教育研究所講座教授 

從社區環境 

看社會改造 

4 
3/24

（二） 

10：00 

︱ 

12：00 
孫維新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館長 

在大自然中找尋知識

的樂趣 - 從動物、植

物、大地、到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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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

次 
日期 時間 演講者 單位/職稱 講題 

5 
3/31

（二） 

10：00 

︱ 

12：00 

簡明仁 
大眾教育基金會 

董事長 

日治時期臺灣農民組

合訴求；現在社會問

題：農村衰微 

6 
4/7 

（二） 

10：00 

︱ 

12：00 
鄭明智 

台郡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I-BOSS 

7 
4/14 

（二） 

10：00 

︱ 

12：00 
李沃奇 學術交流基金會執行長 

Liberal Arts and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8 
4/21 

（二） 

10：00 

︱ 

12：00 
潘健成 

群聯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群聯電子的創業經驗 

-為自己爭氣 

9 
4/28

（二） 

10：00 

︱ 

12：00 
楊育修 

Future Ward 未來產房 

共同創辦人 

我的舊金山之旅看 

未來所需的人才 

10 
5/5 

（二） 

10：00 

︱ 

12：00 

張新仁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 

校長 

翻轉教學： 

分組合作學習 

11 
5/12 

（二） 

10：00 

︱ 

12：00 

黃峻樑 
蔚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前董事長 

年青人們， 

你們的未來充滿希望 

12 
5/19 

（二） 

10：00 

︱ 

12：00 
林聰明 南華大學校長 生命教育的樂章 

13 
5/26 

（二） 

10：00 

︱ 

12：00 
陳英豪 本校前校長 

有壓力，更有勁！ 

---由壓力與情緒管理

談心理健康 

14 
6/2 

（二） 

10：00 

︱ 

12：00 
杜維浩 

美國在台協會 

高雄分處處長 
美國外交官生涯 

15 
6/9 

（二） 

10：00 

︱ 

12：00 
李濤 

TVBS 關懷台灣 

文教基金會董事長 
幸福一念間 

16 
6/16 

（二） 

10：00 

︱ 

12：00 
林一平 科技部政務次長 探索與學習 

17 
6/23 

（二） 

10：00 

︱ 

12：00 

洪璽曜 
台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前董事長 

西進？吸進？如何搶

灘大陸市場？ 

肆、 年度創新工作 

為提供通識教育理念溝通與經驗交流之平台、了解各校通識教育發展之特

色、整合區域資源並相互支援、提升通識教育課程與教學之品質，特別於 104 年

5 月 15 日上午 8 時 30 分至下午 4 時 20 分，假本校誠正大樓 401 國際會議廳舉

辦「2015 特色通識課程的推動與實踐學術研討會」，期待能進一步整合南部地區

通識教育資源，強化跨校通識教育中心之交流及經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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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計算機中心 

壹、 單位基本資料 

本中心設置「網路組」、「資訊系統組」和「行政及服務組」3 組。現編制有 

主任 1 名、3 組兼任組長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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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學年度共召開會議 2 次(103.12.10、104.06.08)。 

二、 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執行小組委員會議 

103 學年度共召開會議 2 次(103.12.10、104.06.08)。 

三、 資訊安全委員會議 

103 學年度共召開會議 2 次(103.12.10、104.06.08)。 

四、 資訊安全管理審查會議 

103 學年度共召開會議 2 次(103.11.04、104.04.07)。 

五、 個人資料保護推動小組會議 

103 學年度共召開會議 2 次(103.09.11、104.06.26)。 

六、 電子計算機中心會議 

103 學年度共召開中心會議 9 次(103.09.10、103.10.01、103.11.05、 

103.12.03、103.12.31、104.03.04、104.04.08、104.05.06、104.06.03)。 

參、 年度重要工作 

一、校務系統研發 

(一) 教務系統 

1. 教師鐘點線上審核系統 

(1)職級維護作業(人事室維護)：加入專兼任及所屬系所欄位供維

護，確認後不可再修改。 

(2)逾期加退選結束作業(教學業務組維護)：結束後系所才能執行

確認作業。 

(3)鐘點確認作業(系所確認) 

○1 不計鐘點課程維護。 

○2 校外兼課維護：學校名稱、時數、公文上傳。 

○3 時數折抵維護：導師、夜間授課、計畫主持人、臨床教學及 

折抵申請表上傳。 

○4 全英語授課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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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超支鐘點計算。 

(4)系所教師鐘點報表列印作業。 

(5)於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正式上線。 

2. 學位證書列印程式 

(1)學位證書改由學校自行列印，且格式為中英文並列。 

(2)新增新版學位證書補發。 

(3)新增「新版學位證書列印」 (含雙主修) ，可依學生及班級列

印，只列印已產生畢業文號的大四生。 

3. 學籍影像上傳系統 

(1) 取代舊版單機影像檔案管理系統、學生學籍資料都可上傳。 

(2) 除了學籍成績組可以用外，研教組及進修推廣組也可以使用。 

(3) 檢索的欄位可以自己定義，不受限於套裝軟體限制。 

(4) 上傳的學籍成績影像檔可規劃納入中心異地備援機制。 

(5) 可以多筆上傳並可檢視。 

(6) 目前進行資料校對及彙整，待學籍成績組完成資料彙整後，匯

入系統，測試完成後上線。 

4. 畢業學分審核程式 

(1) 「畢業核算條件維護」作業，讓成績組維護各入學學年度各系

所主修、副修(每類學程畢業學分不同)、全修、自由選，必修

跟選修畢業學分，用以產出核對報表用。 

(2) 「畢業學分審核」查詢，依據上述「畢業核算條件維護」資料，

過濾學生畢業學分是否合乎門檻，輔助學籍成績組審核畢業學

分用；只顯示大四生在學含交換生。 

(3) 「未修習的必修課程」查詢，列出學生主、副、全修未修畢的

必修課程。 

(二) 學生事務處線上辦公室 

1. 協助學務處完成多項行政 E 化線上簽核新功能。 

(1) 服務教育單位需求、學生申請、管理考核等線上作業。 

(2) 教官執勤工作日誌線上會辦與簽核。 

(3) 學生社團活動線上申請與會辦簽核。 

(4) 師生座談會會議紀錄線上會辦簽核。 

(5) 學生宿舍遞補線上申請與審核。 

2. 新增各單位幫學生請公假的功能，案件核准時一併核准學生的

請假資料。 

3. 新增各單位登錄學生獎懲的功能。 

(三) 學雜費系統 

新增休學生及大五教育實習學生學保費繳費維護程式。 

(四) 各項招生考試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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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完成系統升級改版，包括日間碩博士班招生系統、教學碩士班

與碩士在職專班考試招生系統、教育學程甄試報名系統。 

2. 完成交換學生線上申請系統中，姊妹校學生來校交換申請的線

上會辦功能。 

(五) 非同步遠距數位教學平台 moodle 

1. 103 學年第 2 學期共開 3 門遠距課程，新增王志明、林豪鏘、張

智凱老師遠距課程加選學生帳號及資料。 

2. 新建多益課程 2A、2B、4A、造型藝術共 4 門課程輔助老師教

學。 

3. 針對老師「評分」、「點名」功能部份比照 ecourse 做客製化修改。 

4. 進行教務系統資料庫連結程式修改。 

5. moodle 取代課程網站(ecourse)預計 104 學年度上線。 

二、更新校園網路設備 

(一) 更新榮譽校區無線網路，於 103 年 7 月更新 62 台無線基地台，提

供室內覆蓋率超過 95%，新建置的基地台為雙頻機(2.4GHz、

5GHz)，能夠同時兼具穿透性及高效能。榮譽校區每日最高平均用

戶數量約為 250 人，單一基地台最高平均 5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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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可將資料同步備份到榮譽

校區機房。預計今(104)年再度將 4 台較舊的虛擬主機硬體進行更新

汰換，並再加入 2 組磁碟陣列，屆時虛擬系統的效能可再向上提升。 

(三) 榮譽校區 F 棟於今(104)年 6 月進行內部網路線路汰換，並新增一條

獨立光纖纜線至電算中心，F 棟從 B1 到 3F 共四個樓層，建置了

211 個點位(含無線)，線路集中至 1F 機櫃，再由光纖連接回電算中

心 B 棟機房，改善原本需經由 C 棟連接回機房效能不佳問題，同

時也改善了 F 棟室內原本零亂的線路。 

(四) 宿舍網路線於民國 88 年佈建，由於線路老舊不敷使用，為提供學

生穩定的上網品質，本中心已於 99 年更新敬靜齋網路線及 101 年

更新輔仁齋與益友齋網路線路，並規劃於今(104)年暑假更新懷遠齋

網路線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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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0 個

固定 IP 及 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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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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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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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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0 個。 

(三) 本中心為提升網路服務品質，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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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至今共 99 件故障報修申請，大部份報修案件都能

在 10 分鐘內獲得回覆，並於 30 分鐘內完成修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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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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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級至今超過一年時間，全校師生皆能感受到網路品質

大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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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公文、差勤、會計、採購等重要系統皆委外開發，為讓系統管

理制度更加落實，本中心於 104 年 2 月提出「主機代管及虛擬主機

借用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已開始實施，目前共 21 部委外開發

系統主機需要代管，本中心已協助將其中 13 部虛擬化。並由業務

承辦人填寫申請表，經本中心審核後，進行主機管理教育訓練。 

(七) 本校網路機房環控系統上線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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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本校電子郵件系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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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104 年 2 月本中心建置 VPN 服務，讓全校師生人員可在校外透過

VPN 加密連線來使用學校資源，如公文系統、軟體授權查詢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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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Lab 2008 認證、圖書館校外期刊及校外透過本校 Mail 主機寄信

等服務，並提供 PC、行動裝置 Android、iOS 版本，除增加校外存

取校園網路服務方便性之外，加密方式的連線更可保障資料傳輸之

安全性。 

四、通過教育體系資通安全管理規範(ISMS)104 年第 1 年追查稽核 

(一) 104年 5月 21日教育機構資安驗證中心至本中心進行教育體系資通

安全管理規範(ISMS)104 年第 1 年追查稽核。稽核小組結論認為本

中心已經建立符合「教育體系資通安全管理規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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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年 8 月 25-27 日王元良至高雄市參加 103 年教育機構資安驗證

稽核人員進階培訓課程。 

(三) 103 年 8 月 28 日曾映鳳、蔡東樺至台中市參加 103 年教育體系資通

安全管理規範說明課程。 

(四) 103 年 9 月 4 日王惠民至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參加軟體測試方法及測

試工具簡介教育訓練課程。 

(五) 103年 9月 26日王元良至國立成功大學參加教育部各機關資通訊應

用管理要點說明會。 

(六) 103 年 10 月 17 日楊世銘至文化大學參加 103 學年校務資訊系統及

資訊服務交流研討會。 

(七) 103 年 10 月 22 日楊世銘至高雄市參加 TANET2014 台灣網際網路

研討會。 

(八) 103 年 12 月 24 日邀請國立臺灣大學計算機及資訊網路中心李美雯

設計師蒞校進行「TANet 資訊安全趨勢」專題演講。 

(九) 104 年 3 月 5 日張育傑及許良維至高雄市參加政府機關資通安全責

任等級分級作業規定說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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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月 11 日及 104 年 6 月 26 日召開本校個人資料保護推動小

組會議。 

(四) 103 年 9 月 3 日張育傑至國立成功大學參加個人資料管理制度暨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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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教育訓練課程。 

(五) 103 年 9 月 9 日王元良、蔡東樺至國立成功大學參加個人資料隱私

衝擊分析與風險評鑑課程。 

(六) 103年 9月 18日蔡東樺至國立成功大學參加個人資料管理文件宣導

教育訓練。 

(七) 103 年 10 月 24 日王惠民至高雄市參加政府機關資訊服務管理問題

與解決方案研討會。 

(八) 103 年 10 月 31 日王元良、許良維及王惠民至國立成功大學參加個

人資訊管理系統內部稽核規劃與管理教育訓練課程。 

(九) 103 年 11 月 4 日王元良、曾映鳳、王惠民及張育傑至國立成功大學

參加個人資料管理制度稽核暨委外管理教育訓練。 

(十) 103 年 12 月 12 日王元良至國立中興大學參加教育體系個資資產盤

點系統操作說明會。 

(十一) 104 年 4 月 10 王元良及曾映鳳至國立成功大學參加教育部 104 年

「提升校園資訊安全、個人資料安全及智慧財產權保護」巡迴教育

訓練課程。 

(十二) 104 年 5 月 13 日邀請法務部法律事務司李世德科長蒞校進行「個

人資料保護」專題演講。 

  

六、辦理 104 年度單位網頁評鑑作業 

(一)104 年度單位網頁評鑑，校外委員自 104 年 5 月 18 日起至 6 日 1 日

進行評鑑作業。教學單位 24 個系所接受評鑑，行政單位 33 個二級

單位接受評鑑。 

(二)104 年度單位網頁評鑑績優教學單位為教育學系、資訊工程學系、電

機工程學系及戲劇創作與應用學系，績優行政單位為圖書館、電子

計算機中心及學務處生活輔導組。 

(三)績優及成績優良單位，於 104 年 6 月 17 日行政會議頒獎。 

肆、 年度創新工作 

一、校務系統研發創新 

(一) 配合學校學位證書格式改為中英文並列且自行印製，以縮短與廠商間

資料往返校閱的時間，開發「學位證書列印程式」，依據空白證書紙

張格式套印(含雙主修)，可依學生及班級列印，只列印已產生畢業文

號的大四生。 

(二) 開發學籍影像上傳系統，取代原學籍成績組單機板的檔案管理系統，

該系統可依據需求規劃所需欄位，可多筆檔案上傳，可以供研究生教

務組及進修推廣組使用。 

http://webnt1.nutn.edu.tw/hpadj/juror/JurorResult_097_detail.asp?QuestionaryNo=J103101&UnitNo=8200&mYear=103
http://webnt1.nutn.edu.tw/hpadj/juror/JurorResult_097_detail.asp?QuestionaryNo=J103101&UnitNo=6920&mYear=103
http://webnt1.nutn.edu.tw/hpadj/juror/JurorResult_097_detail.asp?QuestionaryNo=J103102&UnitNo=6200&mYear=103
http://webnt1.nutn.edu.tw/hpadj/juror/JurorResult_097_detail.asp?QuestionaryNo=J103102&UnitNo=8000&mYear=103
http://webnt1.nutn.edu.tw/hpadj/juror/JurorResult_097_detail.asp?QuestionaryNo=J103102&UnitNo=8000&mYear=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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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學務系統新增各單位線上申請公假功能，讓承辦單位簽擬活動公假前

先輸入學生名單。待公文簽呈核准後，生活輔導組就可以批次核准學

生的公假申請，既提高效率又降低錯誤發生的機率。 

二、校園網路創新管理維運 

(一) 本校網路設備分散在不同校區各棟建築，透過本中心自行開發網路監

控系統，目前共可監控 420 部設備，由電算中心辦公室大螢幕進行即

時監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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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統也持續開發更新中，目前更加入伺服器主

機硬體資源、VM 虛擬系統磁碟陣列效能、兩個校區無線網路的監

控。透過監控系統，本校網路中斷發生率已逐年降低，有效滿足師生

教學研究網路服務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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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104 年 6 月本校將近 9 成服務(約 90 台主機)運作在虛擬機

VM 系統上，包含本校課程網站、公文系統、會計系統、差勤系統、

電子郵件系統、網路電話系統、DNS 及其他重要校務系統及資料庫

主機等。將系統虛擬化，不但節省空間、主機耗電及空調耗電等，還

能夠提升系統穩定性，且虛擬系統具有完整的備份及備援功能，災害

發生時可在短時間內復原資料及恢復正常服務，大幅降低硬體設備故

障的風險，節能減碳之餘也強化系統設備運作效能。 

(三) 近年來持續更新網路資安設備，並自行開發監控系統，由教育部通報

的資安事件已逐年降低，大部份校園資安事件發生時，在對校外發動

攻擊之前，已可有效攔截下來，避免影響外部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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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年 5 月 21 日通過教育體系資通安全管理規範(ISMS)104 年度第 1 年

追查稽核。 

二、 本單位網頁於本校 104 年度單位網頁評鑑中榮獲績優成績，於 104 年 6

月 17 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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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名。 

 

貳、 年度重要工作 

一、 初級心理健康活動推廣 

(一) 心理健康諮詢服務 

103 學年度本中心提供諮詢服務共計 87 人次，其中「家長：7 人次」、 

「教職員：29 人次」、「學生：29 人次」、「社區民眾：12 人次」、「其 

他：10 人」。 

(二) 心理健康推廣專題講座 

1. 103 學年度辦理性別平等輔導專題講座共 3 場，主題講座分別是

「擁抱多元性別：網羅平等、燒毀歧視」、「新親密關係」、「看

見。自己/伴侶關係/社會：性別平權講座」（103.10.29、103.12.03、

104.04.29）。 

2.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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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教育月系列活動：讓生命美到最後」、「用藝術逆轉人

生」、「停止流浪」、「流浪者之歌：走過烽火大地，一趟綠色學

徒之旅」。（103.10.08、103.11.19、103.11.26、104.04.08）。 

3. 103 學年度辦理情感教育專題講座共 3 場，主題講座分別是「在

背叛之後：重拾愛與信任的一堂課」、「愛要怎麼做？談情慾自

主與身體界限」、「當小紅帽遇上大野狼：如何遠離危險情人」

(104.05.06、104.05.27、104.06.03)。 

(三) 心理健康推廣工作坊 

1. 103 學年度辦理生命教育工作坊共 9 場，工作坊主題分別為「生

命教育月系列活動：心靈環保，精神快樂-克服物質慾望工作

坊」、「生命教育月系列活動：愛你在心口常開-愛與關懷表達工

作坊」、「生命教育月系列活動：冒險吧!孩子~影片賞析工作

坊」、「不做完美先生與完美小姐：擺脫完美主義工作坊(榮譽校

區)」、「輕鬆說 NO：學習拒絕工作坊(榮譽校區)」、「天堂的牠和

我的那些日子：寵物逝世哀悼工作坊」、「自己的夢想自己追~生

涯規劃實作工作坊(榮譽校區)」、「放鬆去考試！克服考試焦慮工

作坊(榮譽校區)」、「你累了嗎？紓壓工作坊」（103.10.01、

103.10.15、103.10.22、103.10.14、103.11.25、104.04.15、

104.05.15、104.05.26、104.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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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03 學年度辦理情感教育工作坊共 9 場，工作坊主題分別為「路

長情更長：遠距離戀愛工作坊(榮譽校區)」、「找尋另一半的旅

程：尋愛支持工作坊(榮譽校區)」、「分手不痛：走出情傷低潮工

作坊(榮譽校區)」、「嘿，我們戀愛了！如何向父母坦白戀情工作

坊(榮譽校區)」、「愛情溝通密碼：親密關係成長工作坊(榮譽校

區)」、「在親密關係中成長：情緒管理工作坊(榮譽校區)」、「吵

架有理，愛情萬歲：經營愛情關係工作坊(榮譽校區)」、「思念總

在分手後：療傷工作坊」、「愛情你不可不知道的 10 件事情：親

密關係成長工作坊 (榮譽校區)」(103.10.03、103.11.21、

103.12.12、103.12.23、104.03.17、104.04.10、104.04.28、

104.05.20、104.06.05)。 

3. 103 學年度辦理 1 場自殺防治守門人培訓工作坊，共 6 小時，主

題為「自殺防治現況以及自殺防治守門員的角色與功能」、「自

我傷害危機處理的理念與實務」 (103.11.22)。 

(四) 輔導中心微風種籽志工活動 

1. 103 學年度辦理「微風種籽社團博覽會擺攤招生：壓力神射手」，

共新招募 53 位同儕輔導員。 

2. 辦理微風種籽培訓課程共 8 場，分別為「萌芽的種籽：認識同

儕輔導員的內涵與意義」、「我的生命故事：自我探索與了解」、

「Life Power：本學期心理健康推廣活動之主題知識」、「電影帶

領傳承人：如何帶領電影欣賞與討論」、「人際大秘寶-沒有你不

行：人際溝通主題闖關活動」、「戀愛小學堂：心衛主題知識」、

「闖關玩家：活動方案設計」、「打開話匣子：如何帶領分享與

討論」（103.09.17、103.09.24、103.10.01、103.10.08、104.03.04、

104.03.11、104.03.18、）。 

3. 辦理 7 場專題電影欣賞工作坊，分別為「從電影看人生：救救

菜英文-克服生命逆境工作坊」、「從電影看人生：回到 17 歲-克

服生命逆境工作坊」、「從電影看人生：沒問題三班-克服生命逆

境工作坊」、「從電影看人生：九頂假髮的女孩-克服生命逆境工

作坊」、「從電影看人生：靈魂衝浪手-克服生命逆境工作坊」、「從

電影看人生：逆轉人生-生命教育工作坊」、「從電影談愛情：愛

重來-情感教育工作坊」。(103.11.05、103.11.27、103.12.10、

103.12.17、103.12.24、104.05.07、104.05.21) 

4. 辦理「愛情好好玩之〝愛情通關大考驗〞：愛情主題闖關活動」，

讓學生透過體驗遊戲，學習心理相關概念，並運用在生活中。

(104.05.13)。 

(五) 班級輔導活動 

為協助導師處理班級學生特定心理及生活適應問題，同時推廣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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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初級預防輔導工作，本中心安排心理師至班級中進行班級輔 

導，103 學年度共進行 10 場，輔導主題包含愛情價值觀探索、壓力 

紓解、時間管理與生涯規劃等。 

(六) 國際學生輔導 

103 學年度共辦理 5 場國際學生輔導活動，其中 3 場為「國際學生 

新生生活適應團體」共連續進行 3 週(103.09.24、103.10.01、 

103.10.08)；另外 2 場為「異國文化大不同他們是這樣談感情的：愛 

情觀交流工作坊」(104.05.14、104.05.28)。 

(七) 學生輔導增能文章 

103 學年度共有 9 篇學生輔導增能文章，主題為「練習愛自己」、「活 

在滑世代」、「找回內在的平靜力量─正念減壓」、「愛情守門員」、「師 

生零距離-讓我們更靠近」、「善用同理心，師生溝通免煩惱」、「大自 

然是最棒的維他命」、「和焦慮相處~不當緊張大師」、「伴你走過人 

生的幽谷，重新遇見美好的未來」，作為師長們關心學生心理健康 

的參考資料。 

(八) 心理健康推廣教育文宣品 

103 學年度為協助新生家長了解如何與離家求學的孩子搭起溝通橋 

樑，編輯新生家長座談會之心衛推廣文宣─「給大一新生家長的一 

封信：輔導中心和您一起陪伴孩子成長」，透過具體案例提供合適 

的溝通態度與技巧。 

二、 心理健康活動二級預防 

(一) 新生心理健康普測 

1. 採用「身心生活適應量表」進行 103 學年度大學部入學新生心

理健康普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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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人為新生高關懷群學生。 

2. 完成 68 人測驗結果解釋與追蹤輔導，其中適應狀況良好 40 人、

進入個別諮商 11 人、應持續再追蹤 17 人(並納入高關懷個案列

管)，僅有 7 人聯繫未果，已請導師後續持續關懷該生。 

(二) 轉學生心理健康普測 

1. 採用「大學生身心適應調查表」進行 103 學年度轉學生心理健

康普測，了解轉學生的心理適應狀況，共篩選出 10 人為轉學生

高關懷群學生。 

2. 完成 9 人測驗結果解釋與追蹤輔導，其中適應狀況良好 6 人、

進入個別諮商 2 人、應持續再追蹤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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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個別諮商 

103 學年度個別諮商總服務人數共 275 人，計 1629 人次。問題類 

型前三名依序為：異性情愛關係、自我探索與瞭解、同學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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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男女比率男生佔 29%；女生佔 71%；學院分布狀況為教育學 

院 42％、人文學院 19％、理工學院 16％、藝術學院 13％、環生 

學院 9％、教職員 1%。 

(四) 小團體諮商 

103 學年度共辦理 5 場成長團體，各進行 8 週，主題分別為「和自 

己的情緒對話：情緒探索成長團體」、「網路任我行：網路使用成 

長團體」、「每一個人，都在等一個人：愛情探索團體」、「遇見心 

關係：人際關係成長團體」、「從家庭看愛情：親密關係成長團體」。 

(五) 團體心理測驗實施與解釋 

1. 103 學年度共辦理 2 場團體施測與個別解測，測驗選用為「田納

西自我概念量表(成人版)」、「人際行為量表(IBS)」（104.03.18、

104.05.13）。  

2. 103 學年度採用「戈登人格剖析量表(成人版)」協助師培中心進

行心理測驗服務(104.03.18)。 

三、 心理健康三級預防(列管個案管理) 

(一) 危機個案處遇 

1. 103 學年度危機個案列管總計 4 名，均有接受本中心個別諮商。

其中「評估穩定，諮商結案」2 名、「轉高關懷個案列管」1 名、

「完成外部轉介，諮商結案」1 名。 

2. 104 學年度持續列管為 0 名。 

(二) 高關懷個案 

1. 103 學年度高關懷個案列管總計 90 名，其中「個案適應狀況穩

定、問題獲得緩解，已結案」70 名、「已辦理休學，且無法繼續

接受，待復學後再追蹤輔導」3 名。 

2. 104 學年度持續列管為 17 名。 

(三) 休復退學個案 

1. 103 學年度休復退學學生列管總計 21 名，有 12 名已進行結案，

其中「復學後，適應穩定」5 名、「復學後，轉高關懷個案」3

名、「退學，並完成資源提供」4 名。 

2. 104 學年度持續列管為 9 名。 

四、 專業訓練及研習 

103 學年度共舉行 33 場實習諮商心理師團體督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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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學年度添購硬體設置有：啟明苑 E101、E102 及 E103 諮商空 

間布置規劃與座椅更新事宜。 

六、 專案計畫 

(一) 本中心申請「教育部 104 年度補助大專校院辦理輔導工作計畫─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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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愛情的三兩事：大學生必修的戀愛學分」，獲得教育部補助 5 萬

1,448 元整。(104.03.13) 

(二) 本中心申請「教育部 104 年度自殺防治守門人培訓計畫」，獲得教

育部補助 1 萬 8,331 元整。(104.05.11) 

參、 年度創新工作  

一、 國際學生輔導活動首度邀請國際學生與本地學生共同參與，進行愛情價

值觀交流活動，打破以往僅招募國際學生為主的國際學生輔導活動，學

生較過往更積極參與，且普遍反應熱烈。 

二、 於 104.06.10 輔導中心工作會議通過「個別諮商結案準備流程圖」，作為

心理師於諮商中進行結案工作的參考依據，亦有效幫助學生提升生活適

應及問題解決的能力。 

三、 基於學生轉學至本校時需再次面臨新的校園環境、人際及生活適應，103

學年度首次採用「大學生身心適應調查表」進行轉學生心理健康普測，

篩選出轉學生高關懷個案，進行後續追蹤輔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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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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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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學年度第 1 次師資培育委員會會議(103.08.27)。 

(二) 103 學年度第 2 次師資培育委員會會議(104.02.10)。 

二、 課程委員會 

(一) 103 學年度第 1 次師資培育課程委員會會議(103.11.14)。 

(二) 103 學年度第 2 次師資培育課程委員會會議(104.04.22)。 

(三) 103 學年度第 3 次師資培育課程委員會會議(104.06.12)。 

三、 甄試委員會 

(一) 103 學年度第 1 次教育學程甄試委員會會議(104.01.20)。 

(二) 103 學年度第 2 次教育學程甄試委員會會議(104.04.22)。 

四、 中心教評會 

103 學年度第 1 次師資培育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104.01.16)。 

五、 師培獎學金 

(一) 103 學年度第 1 次「卓越師資培育獎學金」甄選委員會(103.08.27)。 

(二) 103 學年度第 2 次「卓越師資培育獎學金」甄選委員會(104.02.10)。 

六、 教育實習審議小組會議 

(一) 103 學年度第 1 次教育實習審議小組會議(103.12.24)。 

(二) 103 學年度第 2 次教育實習審議小組會議(104.06.10)。 

七、 教育部補助師資培育相關計畫工作會議 

103 學年度教育部補助師資培育之大學精緻特色發展及精進師資素質 

計畫工作會議 4 次(103.09.11、103.12.24、104.04.22、104.0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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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日，下學期 3 月 2 日至 3 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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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年 3 月 4 日中午 12 時於啟明苑召開「104 學年度教育學程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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甄試說明會」。 

(二) 104 年 3 月 5 至 3 月 11 日中等、小學、幼教、特教教師教育學程申 

請報名。 

(三) 104 年 3 月 18 日辦理「教育學程甄試性向測驗」。 

(四) 104 年 3 月 25 日下午 3 時至 4 時舉行「教育綜合測驗」筆試考試。 

(五) 104 年 4 月 8 日、4 月 15 日中等各類學程辦理複試。 

(六) 104 年 4 月 30 日公告「104 學年度教育學程」錄取名單。 

(七) 104 年 5 月 1 日至 5 月 13 日各類學程報到，繳回「學生基本資料」， 

以確認修習學程。 

(八) 104 年 5 月 13 日中午 12 時於雅音樓召開「104 學年度學程新生座 

談會」。 

三、 大五新制半年教育實習 

(一) 103 年 9 月 12 日辦理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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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年 10 月 22 日辦理 104 年度教育實習課程推介說明會。 

(三) 103 年 12 月受理 103 年度教育實習課程跨區實習申請。 

(四) 103 年 11 月 7 日辦理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育實習課程申請文件審 

核作業。 

(五) 103 年 12 月 12 日辦理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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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年 11 月 30 日完成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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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 件。 

(七) 104 年 1 月 7 日辦理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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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出刊南大師培通訊第 19 期。 

(九) 104 年 3 月 13 日辦理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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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育實習課程申請文 

件審核作業。 

(十) 104 年 5 月 4 日完成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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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2 件。 

(十一) 104 年 6 月 3 日辦理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育實習課程職前研習 

說明會。 

(十二) 104 年 6 月 4 日辦理本校第二屆師資培育精進素質暨精緻特色發 

展研討會暨成果展。 

(十三) 104 年 6 月 12 日辦理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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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 104 年 7 月 1 日出刊南大師培通訊第 20 期。 

肆、 年度創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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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校 10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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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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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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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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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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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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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活動成果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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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教育中心 

壹、 單位基本資料 

中心置主任一人，專任助理 4 人綜理中心業務。 

貳、 議事方面 

一、 中心助理參加研商大學特教中心辦理輔導區大專校院鑑定及輔導合一

工作協調會議(103.08.22)。 

二、 資源教室 3 位輔導員參加臺灣師範大學「103 年度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

生鑑定心理評量人員研習」(103.8.28.-8.30)。 

三、 召開本校「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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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9.03)。 

四、 資源教室 3 位輔導員參加臺灣師範大學「103 年度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

生鑑定心理評量人員第二階段研習」(103.10.04-10.05)。 

五、 召開本校「103 學年度第一學期身心障礙學生交通費補助審查會議」

(103.10.06)。 

六、 舉辦「103 學年度第一學期身心障礙學生期初座談會」(103.10.15)。 

七、 召開「104 年度國立臺南大學身心障礙新生招收補助經費運用審查會

議」(103.10.09)。 

八、 辦理 103 年度輔導區工作會，並邀請本校特教系教授出席，與會者含

輔導區縣市政府教局代表及大專資源教室相關人員(103.11.6)。 

九、 召開「104 年度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工作計畫審查會

議」(103.11.13)。 

十、 資源教室 2 位輔導員參加臺灣師範大學「103 年度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

生鑑定心理評量人員研習－大專校院特殊需求學生評估常見之精神疾

病與相關精神醫療評估概況」(103.11.26)。 

十一、 資源教室 1 位輔導員參加高雄師範大學「103 年度南區大專校院資源 

教室輔導人員特教知能研習」(103.12.05 )。 

十二、 中心助理及資源教室 1 位輔導員出席臺灣師範大學召開之「103 學年 

度第 1 學期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生鑑定工作分區工作會議」及列席教 

育部召開之「教育部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大專校院鑑定及 

輔導小組 103 學年度第 1 次會議」。(103.12.08)。 

十三、 楊憲明主任以教育部鑑輔委員身份出席「教育部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 

就學輔導會大專校院鑑定及輔導小組 103 學年度第 1 次會議」  

(103.12.08)。 

十四、 資源教室輔導員及中心助理參加臺師大辦理之「103-2 大專校院身心 

障礙學生鑑定實施說明會─總召學校對鑑輔分區學校」(104.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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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辦理「南澎鑑輔分區 103 學年度第 2 梯次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生鑑定 

個案書面審查會議」(104.03.25)。 

十六、 辦理「103 學年度第二學期身心障礙學生期初座談會」(104.03.26)。 

十七、 辦理「南澎鑑輔分區 103 學年度第 2 梯次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生鑑定 

個案及資源教室輔導人員到場說明會」(104.04.22)。 

十八、 召開本校「103 學年度第二學期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議」。 

(104.05.04)。 

十九、 中心助理參加嘉義大學特教中心召開之「103 年度特教中心成果彙編 

會議」(104.05.05)。 

二十、 中心助理及資源教室 1 位輔導員出席臺灣師範大學召開之「教育部 

103 學年度第 2 梯次鑑輔分區會議」及列席教育部召開之「大專校院 

鑑定及就學小組 103 學年度第 2 次會議」(104.05.11)。 

二十一、 楊憲明主任以教育部鑑輔委員身份出席「大專校院鑑定及就學小 

組 103 學年度第 2 次會議」(104.05.11)。 

二十二、 辦理「南澎鑑輔分區 103 學年度第 2 梯次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生 

鑑定個案、家長及資源教室相關人員陳述意見會議」(104.06.10)。 

二十三、 辦理身心障礙學生應屆畢業生轉銜會議暨畢業歡送茶會  

(104.06.10)。 

二十四、 中心助理出席臺灣師範大學召開之「103 學年度第二學期教育部鑑 

定及就學輔導會大專校院鑑輔小組綜合評估報告研復意見審查會 

議」 (104.06.12)。 

二十五、 104 年度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生鑑定心理評量人員培訓計畫─學 

習障礙類（閱讀及書寫功能）評量工具研習(104.07.14) 

二十六、 出席「103 年度全國大學校院特殊教育中心工作檢討會」  

(104.7.28~29)。 

 

參、 年度重要工作 

一、訪視諮詢輔導 

(一) 康寧大學資源教室-楊憲明主任(103.08.07)。 

(二) 南榮科技大學資源教室-詹士宜副教授 (103.08.27)。 

(三) 長榮大學-李芃娟主任、林慶仁主任(103.9.5)。 

(四) 國立成功大學資源教室-林慶仁主任、楊憲明主任(103.10.16)。 

(五) 崑山科技大學資源教室-何美慧副教授、楊憲明主任(103.11.14)。 

(六)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學輔中心-楊憲明主任(103.12.04)。 

(七)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資源教室-楊憲明主任(103.12.09)。 

(八) 長榮大學資源教室-楊憲明主任(103.12.18)。 

(九) 台南市進學國小-何美慧副教授(104.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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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台南市億載國小-何美慧副教授(104.01.16)。 

(十一) 台南市進學國小-何美慧副教授(104.01.29)。 

(十二) 台南市長榮中學-何美慧副教授(104.02.16)。 

(十三) 台南市金城國中-李芃娟主任(104.03.02)。 

(十四) 長榮大學資源教室-何美慧副教授(104.04.10)。 

(十五) 長榮大學資源教室-何美慧副教授(104.04.13)。 

(十六) 台南市長榮中學-何美慧副教授(104.04.15)。 

(十七)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資源教室-何美慧副教授(104.04.21)。 

(十八) 臺南大學附屬啟聰學校-李芃娟主任、林千玉副教授(104.04.22)。 

(十九)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資源教室-李芃娟主任(104.05.01)。 

(二十) 台南二中-李芃娟主任、何美慧副教授(104.05.15)。 

(二十一) 台南市崇明國小-何美慧主任(104.06.05)。 

(二十二) 臺南大學附屬啟聰學校-李芃娟主任、林千玉副教授 

(104.06.10)。 

(二十三) 臺南大學附屬啟聰學校-李芃娟主任 (104.06.22)。 

(二十四) 臺南大學附屬啟聰學校-李芃娟主任 (104.07.14)。 

 

二、特殊教育諮詢專線 

(一) 103 學年度第一學期諮詢時間：103.09.22(星期一)開始，至

103.12.19(星期五)止，共上線 295 小時。  

(二) 103 學年度第二學期諮詢時間：104.03.02(星期一)開始，至

104.06.19(星期五)止，共上線 383 小時。 

(三) 103 學年度個案晤談共 22 人次。 

(四) 103 學年度網路諮詢共 6 人次。 

 

三、研習研討會 

(一) 「身心障礙學生性別平等教育之內涵與教學研習」(103.08.01)。 

(二) 「103 學年度第一學期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生鑑定實施說明會－南

一區場」(103.8.20)。 

(三) 「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生相關法規研習」(103.9.18)。 

(四) 「替換式數學工作坊」研習(103.10.25~11.08)。 

(五) 「聽覺障礙學生的科學探究與教學」研習(103.11.08)。 

(六) 舉辦「103 學年度第一學期生涯講座－征戰考場，掌握學習關鍵」

(103.12.23)。 

(七)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生鑑定實施說明會」

(104.02.05)。 

(八) 「103 學年度第二學期聽力講座：聽力損失學生 FM 調頻輔具－使

用過程常發生的問題」(104.0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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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結構式閱讀擬題」研習(104.05.02、104.05.23)。  

(十) 「注意力缺陷過動學生學習輔導」研習(104.7.15)。 

(十一) 「特殊教育專業知能研習~聽損多障學生的輔導」(104.7.16)。 

(十二) 「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生性平教育」研習(104.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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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製作身心障礙學生教材(放大影印、聽打筆記、校對等)。 

(四) 辦理本校「103 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升學大專校院甄試錄取名額補

助」、「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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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學年度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生特殊教育通報、轉銜、鑑定

安置、就業正確性追蹤」相關事宜。 

(六) 協助辦理身心障礙學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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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級身心障礙應屆畢業生轉銜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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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障礙學生課堂上擴視機之使用、書本翻頁等。 

(十二)辦理「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生申請就學費用減

免未完成特殊教育通報者追蹤」相關事宜。 

(十三)協助身心障礙學生辦理 103 學年度學雜費減免相關事宜。 

(十四)規劃「104 年度南澎鑑輔分區推動特殊教育工作實施計畫及經費概

算」、「104 年度教育部補助國立臺南大學特殊教育中心特殊教育輔

導工作計畫及經費概算」。 

(十五)提供輔導區借用測驗 

自 103.08.1-104.07.1 止： 

魏氏智力測驗 3 版 48/人次，共 390 箱。 

魏氏智力測驗 4 版 13/人次，共 327 箱。 

幼兒魏氏智力測驗 1/人次，共 2 箱。 

一般測驗 69/人次，共 166 份。 

(十六)提供相關單位索取叢書(自 103.8.28-104.06.30 止，共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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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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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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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寄發 103 學年度資源教室滿意度調查予本校身心障礙學生。 

(二十一) 協助身心障礙新生選課及學雜費減免等相關問題。 

(二十二)辦理並通報教育部本校「103 學年度一、二學期身心障礙學生交

通費補助」核准名單。 

(二十三)辦理「103 學年度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生特殊教育通報、轉銜、

鑑定安置、就業正確性追蹤」相關事宜。 

(二十四)辦理 104 級「身心障礙畢業生志學獎」並知會得獎學生領獎相關

事宜。 

肆、 年度創新工作  

一、辦理南一區 1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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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輔導區大專校院新增疑似生施測評量之申請並協調施測場地及心

評人員等相關事宜。 

三、出版特教叢書第 58 輯-「情境化的替換式數學教學設計-以耶誕假期為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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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本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設置要點」相關事宜。 

六、更新本校「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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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辦理本校「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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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第二學期自強活動（地點：高雄美濃

及臺南奇美博物館）。 

九、協助 104 學年度身心障礙新生及家長認識校園環境，並協同生輔組勘查

與討論校園無障礙環境改善及身心障礙學生宿舍環境調整。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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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中心助理前往臺師大借用評量工具、當日安排人員前往永福國

小及立人國小施測並由中心楊憲明主任擔任巡場工作；施測完成後至臺

師大繳交答案卡並歸還評量工具及評分結果之聯繫等。 

十一、上傳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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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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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學年度第 1、2 梯次鑑定證明書」與後續聯繫 

等相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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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障教育與重建中心 

壹 、 單位基本資料 

本中心設有主任一名、專任助理一名、社工一名及臨時工讀生。年度外接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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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澎湖縣政府社會處。 

貳 、 議事方面 

澎湖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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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次（103.7～1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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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年度全國教師及相關人員視障專業 10 學分班」，授課地

點分南北 2 區，北區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南區於本校上課，第三

階段課程於 103 年 9 月 20 日開課，11 月 8 日結訓（103.9.20～

103.11.8）。 

(二) 辦理「103 年特教合格教師在職進修視障專精學分班」，學員共 10

人，上課地點：本校啟明苑 302 教室，另排定三場專題演講如列：

7/9 高雄醫學大學邱大昕副教授、7/9 苗栗國中李文煥老師、8/12 長

榮大學劉信雄主任，8/12 舉辦結訓座談（103.7.1～103.8.13）。 

(三) 彙整 102 學年度各縣市政府教育局（處）視覺障礙學生融合教育巡

迴輔導實施概況及各縣市政府對於 98-102 年師訓班結訓教師巡迴

輔導的評估意見（103.7～103.9）。 

二、 辦理「104 年度視覺障礙師資培訓與相關工作計畫專案」 

(一) 辦理「104 年度全國教師及相關人員視障 10 學分班」上課地點：臺

灣師範大學博愛樓，學員共 17 人（104.3.28～104.7.4）。 

(二) 辦理「104 年特教合格教師在職進修視障專精學分班」，學員共 12

人，上課地點：本校啟明苑 302 教室（104.7.2～104.8.13）。 

三、 辦理「103 年澎湖縣視覺障礙者生活重建服務方案」 

(一) 身障大樓評鑑（103.7.10）。 

(二) 外督、團體督導（103.7.9）。 

(三) 澎湖縣身障福利中心評鑑資料處理（103.7）。 

(四) 開案、個案訪視及電訪（103.7～104.6）。 

(五) 參加澎湖縣身心障礙者社區日間照顧整合示範中心揭牌儀式

（103.7.12）。 

(六) 身障中心人員在職訓練(腸道傳染病防治與群聚處理) （103.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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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接受期中成果報告評估（103.7.20）。 

(八) 辦理生活自理課程暨體驗（103.8.31）。 

(九) 辦理業務宣導活動（103.8.31）。 

(十) 視障生活重建個管員培訓（103.9.～103.9.5、103.9.10～103.9.12）。 

(十一)辦理澎湖縣職業重建個案研討會（103.9.15）。 

(十二)辦理澎湖縣 103 年盲用電腦個別培訓班之計畫，學員共 4 人，上 

課地點：澎湖縣視障者生活重建中心（103.6.1～103.12.31）。 

(十三)辦理馬公國中宣導（103.10.21、103.11.5）。 

(十四)辦理心理支持課程（103.10.25）。 

(十五)辦理職業重建聯繫會報（103.10.27）。 

(十六)辦理澎湖縣職業重建個案研討會（103.11.4）。 

(十七)辦理消防安全講座（103.11.5）。 

(十八)澎湖縣志願服務協會宣導（103.11.5）。 

(十九)辦理視障者樂活休閒活動暨業務宣導（103.11.15）。 

(二十)縣府期末成果評估考核（103.12.9）。 

(二十一) 社團培力課程訓練（103.12.12）。 

(二十二) 辦理系統課程教育訓練（103.12.21～103.12.22）。 

四、 辦理「104 年澎湖縣視覺障礙者生活重建服務方案」 

(一) 辦理社工人身安全訓練(104.02.01)。 

(二) 性侵害防治訓練（104.5.22）。 

(三) 低視力評估（104.5.25）。 

(四) 輔具評估及心理支持輔導（104.6.8）。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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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訪實施高中視障巡迴輔導縣

市（103.7）。 

(二) 各子計畫密切進行工具研擬，建立視障教育資訊交流平台（103.7）。 

(三) 協助調查 103 學年度視障生適性安置結果家長滿意度調查（103.7）。 

(四) 邀請德國漢堡大學教授 Sven 討論高中點字教科書製作事宜

（103.9.12）。 

六、 研習及研討會 

(一) 辦理「103 年度視覺障礙教材教法專業知能研習」，地點：本校啟明

苑 308 室（103.8.19）。 

(二) 辦理「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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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9.27）。 

(三) 辦理「2014 視障教育教學與行政研討會」，地點：本校文薈樓

（103.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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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辦理「103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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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五常國小、台中市私立惠明盲校、臺北市立啟

明學校、台灣盲人重建院（103.11.19～103.11.21）。 

(五) 承辦且由本校特殊教育學系協辦「104 年視障教育定向與行動研討

會」，地點：本校啟明苑 308 室（104.6.6）。 

(六) 辦理職業重建個案研討會（104.4.25）。 

七、 出版品 

出版「103 年度視覺障礙師資培育相關工作計畫」專案成果報告 

（103.12）。 

八、 中心網頁更新 

九、 就業服務 

(一) 協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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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成大職業重建資源中心訪視。（103.7.17）。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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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7～103.8）。 

(三) 雲林縣視障重建協會總幹事及社工來訪（103.7.18）。 

(四) 接待雲林盲人福利協進會參訪本中心（103.9.17）。 

(五) 協助中油公司台南分公司客服中心尋找符合條件之視障客服人員

（104.5～104.6）。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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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行政院雲嘉南區婦女企業諮詢委員會鄭主委，洽談舉辦創新經濟論壇

籌備事宜（103.10.20）。 

二、 與行政院雲嘉南區婦女企業諮詢委員會鄭主委及中國青年救國團台南

巿團務指導委員會臺南巿轄區、隊、會林副總會長洽談合作事宜

（103.11.03）。 

三、 名家跨組織協同研究中心姜老師來訪，洽談合作事宜（103.11.06、

103.11.21）。 

四、 台南巿企業發展研究協會陳理事長、許秘書長及台南巿北門獅子會吳會

長拜訪中心，洽談合作事宜（103.11.07）。 

五、 出席台南巿中小企業榮譽指導員協進會假台南巿立生活美學館演藝廳

舉辦之「2014 台灣經濟之藍海韜略論壇」（103.11.18）。 

六、 行政院雲嘉南區婦女企業諮詢委員會鄭主委來訪，洽談產經學院開辦合

作等相關事宜（103.11.24）。 

七、 台南巿中小企業榮譽指導員協進會新任會長暨幹部至本中心拜會主

任，洽談合作事宜（103.11.24）。 

八、 與本校經營與管理學系劉主任及劉老師討論學分班事宜（103.12.02）。 

九、 受邀出席「第 3 屆婦女企業諮詢委員會授證暨全國金慧獎頒獎典禮」

（103.12.16）。 

十、 名家跨組織協同研究中心姜老師來訪，洽談產碩專班開班事宜

（104.01.19、104.02.13）。 

十一、 台南巿榮譽指導員協進會拜訪中心會議，洽談合作（104.01.29）。 

十二、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檢察署臺南榮譽觀護人協進會鄭副理事長來訪， 

洽談合作事宜（104.02.13、104.03.02）。 

十三、 至崑山科技大學參加國際校長論壇－「產業創新趨勢與技職教育前 

瞻」實施說明（104.04.24）。 

十四、 行政院雲嘉南區婦女企業諮詢委員會鄭主委來訪，洽談產經學院等 

事宜（104.04.28、104.05.18）。 

十五、 進行三創激勵計畫會議（104.0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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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年度重要工作 

一、 產學合作 

(一) 至大陸溫州、河南執行產學案（103.09.17-29）。 

(二) 大陸蒼南儀表黃博士來訪，洽談合作事宜（103.10.01、103.11.06、

103.11.20、103.12.17）。 

(三) 拜訪米月氏有限公司、傑邁公司洽談產學合作（103.10.02-03）。 

(四) 拜訪台灣文創公司(米月氏.山川精英公司)、大陸山東普覺文創公司

洽談產學合作（103.11.27-28）。 

(五) 國立成功大學前瞻醫療器材科技中心副主任郭榮富博士來訪，洽談

合作事宜（103.12.02）。 

(六) 達康科技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業務來訪，洽談合作事宜（103.12.08）。 

(七) 與成大前瞻醫療器材科技中心洽談合作（103.12.11）。 

(八) 拜訪松護友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洽談合作事宜（104.02.04）。 

(九) 台積電太陽能公司李處長來訪，洽談合作事宜（104.02.09）。 

(十) 拜訪文弘文化股份有限公司，洽談合作事宜（104.02.13）。 

(十一) 清韻商事有限公司來訪，洽談合作事宜（104.03.18）。 

(十二) 中華海峽兩岸金融產業發展協會林顧問來訪，洽談合作事宜 

（104.05.27）。 

二、 培育輔導 

(一) 輔導中心進駐企業-綠星光電有限公司進行產業相關合作

(103.12.19)。 

(二) 輔導中心進駐企業-達康科技國際股份有限公司進行產業相關合作

(103.12.29)。 

(三) 輔導中心進駐企業-瀚揚文創有限公司產業發展趨勢（104.01.05）。 

(四) 輔導進駐企業-翔禾文教有限公司有關通路及附加價值服務

（104.01.12）。 

(五) 輔導進駐企業-捷宏資訊有限公司有關營運流程優化（104.01.13）。 

(六) 輔導進駐企業-康可資訊有限公司有關策略發展佈局（104.01.16）。 

(七) 輔導進駐企業-多田科技有限公司有關服務業務及企業解決方案

（104.01.20）。 

(八) 輔導進駐企業-新寰數位行銷股份有限公司有關通路開發管理

（104.1.30）。 

(九) 輔導進駐企業-敦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有關人員與團隊管理

（104.02.03）。 

(十) 輔導進駐企業-達康科技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有關通路開發管理

（104.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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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輔導進駐企業-華翊居家有限公司有關營運流程優化 

（104.02.11）。 

(十二) 輔導進駐企業-德匯律有限公司有關通路及附加價值服務 

（104.02.16）。 

(十三) 輔導進駐企業-綠星光電有限公司有關服務業務及企業解決方案 

（104.02.25）。 

(十四) 輔導進駐企業-傳承電腦資訊有限公司有關人員與團隊管理 

（104.02.26）。 

(十五) 輔導進駐企業-瀚揚文創有限公司有關策略發展佈局 

（104.03.09）。 

(十六) 辦理進駐企業-瀚揚文創有限公司、多田科技有限公司畢業手續及 

財產清點等事宜。(104.04.30) 

(十七) 協助輔導畢業企業-瀚揚文創，關心其畢業後公司營運狀況 

（104.04.30）。 

三、 其他 

(一) 辦理「國立臺南大學創新產經學院-2014卓越行銷管理學程」開學 

典禮，此為創新產經學院第二屆開辦（103.10.01）。 

(二) 「國立臺南大學創新產經學院-2014卓越行銷管理學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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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10.08）。 

(三) 「國立臺南大學創新產經學院-2014 卓越行銷管理學程」：創新行 

銷與創業管理，授課講師：科技管理研究所教授劉子歆博士 

（103.10.14）。 

(四) 「國立臺南大學創新產經學院-2014 卓越行銷管理學程」：兩岸商 

機無限好，授課講師：黃文啟博士（103.10.22）。 

(五) 「國立臺南大學創新產經學院-2014 卓越行銷管理學程」：高科技 

行銷管理，授課講師：科技管理研究所教授蕭詠璋博士 

（103.10.29）。 

(六) 「國立臺南大學創新產經學院-2014 卓越行銷管理學程」：業務行 

銷與經營管理，授課講師：職訓局 HRD 南區服務團顧問謝萍萍老 

師（103.11.05）。 

(七) 「國立臺南大學創新產經學院-2014 卓越行銷管理學程」：行銷企 

畫書撰寫實務，授課講師：熟果管理顧問有限公司資深顧問 王謙 

老師（103.11.12）。 

(八) 「國立臺南大學創新產經學院-2014 卓越行銷管理學程」：文化創 

意產業行銷，授課講師：臺南市政府民政局執行秘書 洪福龍老師 

（103.11.19）。 

(九) 「國立臺南大學創新產經學院-2014 卓越行銷管理學程」：行動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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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與網路行銷企畫執行，授課講師：杜德管理顧問有限公司研發長 

/資深顧問 許崧庭老師（103.11.26）。 

(十) 「國立臺南大學創新產經學院-2014 卓越行銷管理學程」：創業行 

銷策略，授課講師：行銷顧問 巴慧玲老師（103.12.03）。 

(十一) 「國立臺南大學創新產經學院-2014 卓越行銷管理學程」：卓越 

行銷與管理實務，授課講師：宏寶文化事業集團總裁 吳金寶博 

士（103.12.10）。 

(十二) 「國立臺南大學創新產經學院-2014 卓越行銷管理學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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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員  

施朝清老師（103.12.17）。 

(十三) 辦理「國立臺南大學創新產經學院-2014 卓越行銷管理學程」結 

業典禮（103.12.17）。 

(十四) 辦理與台灣公共職業訓練國際交流暨發展協會合作事宜  

(104.03.18)。 

(十五) 舉辦「國立臺南大學創新產經學院-2015 卓越經營管理學程」開 

學典禮，此為創新產經學院第三屆開辦，多位貴賓及學長姐與 

會，場面盛大（104.04.08）。 

(十六) 「國立臺南大學創新產經學院-2015 卓越經營管理學程」: 創業與 

經營管理，授課老師: 國立臺南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教授 劉子 

歆博士（104.04.15）。 

(十七) 「國立臺南大學創新產經學院-2015 卓越經營管理學程」: 創新產 

品企劃與開發管理，授課老師: 國立臺南大學科技管理研究所教 

授 蕭詠璋博士（104.04.22）。 

(十八) 「國立臺南大學創新產經學院-2015 卓越經營管理學程」: 知識經 

濟時代行銷與客戶關係管理，授課老師:國立臺南大學科技管理 

研究所教授 劉哲宏博士（104.04.29）。 

(十九) 「國立臺南大學創新產經學院-2015 卓越經營管理學程」:台灣人 

的新希望---創新通路，授課講師:浙江蒼南儀表廠新能源事業部 

總經理 黃文啟博士（104.05.06）。 

(二十) 「國立臺南大學創新產經學院-2015 卓越經營管理學程」:企業管 

理個案與實務，授課老師:國立臺南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黃世明博士（104.05.13）。 

(二十一) 「國立臺南大學創新產經學院-2015 卓越經營管理學程」:業務 

行銷與經營管理，授課老師:職訓局 HRD 南區服務團顧問 謝 

萍萍老師（104.05.20）。 

(二十二) 「國立臺南大學創新產經學院-2015 卓越經營管理學程」:經營 

管理與績效表現方法，授課老師: 南寶企管顧問公司總經理 郭 

純學老師（104.0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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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 「國立臺南大學創新產經學院-2015 卓越經營管理學程」:營運 

計畫書撰寫，授課講師:熟果管理顧問有限公司資深顧問 王謙 

老師（104.06.03）。 

(二十四) 「國立臺南大學創新產經學院-2015 卓越經營管理學程」:政府 

資源補助方案實務，授課講師:台南巿工商發展投資策進會專員  

施朝清老師（104.06.17）。 

(二十五) 「國立臺南大學創新產經學院-2015 卓越經營管理學程」:經營 

與管理實務，授課講師:杜德管理顧問有限公司資深顧問 許崧 

庭老師（104.06.24）。 

(二十六) 辦理「國立臺南大學創新產經學院-2015 卓越經營管理學程」 

結業典禮（104.07.01）。 

 

肆、 年度創新工作 

一、 辦理重慶第二師範學院副校長等 3 位師長拜訪本校入台證申辦作業

(103.09.22)。 

二、 本中心與行政院雲嘉南區婦女企業諮詢委員會假本校雅音樓合辦「2014

創新經濟論壇」(103.10.28)。 

三、 重慶第二師範學院副校長等 3 位師長拜訪本校及本中心，進行產學合作

交流及討論證照培訓合作與兩校交換學生事宜(103.11.05)。 

四、 本中心與台南市青年創業總會假本校啟明苑合辦「103 年度青年創業論

壇-台南場」，講題：[創業新模式]社群網站新契機－O2O 的銷售變革

(103.11.20)。 

五、 接待大陸浙江省麗水巿委副書記等十人，拜訪本校及本中心進行交流合

作(103.12.09)。 

六、 陪同校長、副校長至重慶第二師範學院、四川美術學院、重慶師範大學、

浙江麗水學院、廈門理工學院進行國際交流合作及簽約考察

(104.04.19-04.27)。 

七、 舉辦創業講座-「2015 創新、創業講座~車之輪、五花馬成功經驗分享」

(104.05.19)。 

 

伍、 年度榮譽事蹟 

本中心103年度單位網頁評鑑成績為績優，獲頒獎牌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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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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置組長 1 名。 

 

貳、 議事方面  

一、 訂定語文中心研討室、會議室借用管理辦法(104.01.28)。 

二、 召開語文中心 103 學年下學期課程籌備會議(104.02.17)。 

三、 召開中心會議報告，規劃語文中心推廣班之課程(104.04.29)。 

四、 召開語文中心 104 學年上學期「推廣課程」開班會議(104.05.19)。 

 

參、 年度重要工作  

一、 辦理校園中、英檢定考 

(一) 辦理 103 學年第一學期「多益檢定校園考」(104.01.04)。 

(二) 辦理 103 學年「CWT 中文檢定校園考」(104.03.28)。 

(三) 舉辦 103 學年第二學期「多益檢定校園考」(104.06.14)。 

二、 開設課程 

(一) 對外華語文化課程 

1. 開設 103 學年第一學期「對外華語文課程」：開設初階班、進階

班各一班(103.09.30-104.02.10)。 

2. 開設 103 學年第一學期「境外生書法班課程」

(103.10.03-103.12.12)。 

3. 開設 103 學年第二學期「對外華語文課程」：開設初階班、進階

班各一班(104.03.09-104.06.17)。 

4. 開設 103 學年第二學期「境外生書法班」免費課程

(104.03.19-104.05.28)。 

 

(二) 本校生外語課程 

1. 開設「師資生多益精進課程」(103.10.07-103.12.23)。 

2. 協助教務處教學業務組辦理「多益輔導班第八期」保證金相關事

宜(104.04.07-104.04.09)。 

3. 開設「旅遊日語課程」(104.04.27-104.06.01)。 

4. 開設「旅遊英語課程」(104.04.27-104.06.01)。 

 

(三) 進修推廣課程 

1. 開設「作文師資培訓班第三期」(103.11.01-103.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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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開設「臺語認證及師資培訓班第三期」(103.11.01-103.12.13)。 

3. 開設「圖畫書講讀師資培訓班第二期」(103.11.08-103.11.29)。 

4. 開設「作文師資培訓班第四期」(104.04.18-104.5.30)。 

5. 開設「臺語認證及師資培訓班第四期」(104.04.25-104.06.06)。 

 

(四) 語言交換 

1. 開設 103 學年第一學期「語言交換課程」：分為日文組、韓文組、

英文組、廣東話組，進行一對一或一對多的交換活動

(103.10.15-104.01.10)。 

2. 開設 103 學年第二學期「語言交換」，依上學期分組持續進行

(104.03.09-104.6.17)。 

 

三、 辦理演講 

(一) 辦理演講：林宜樺主任「多益測驗應試技巧說明」(103.10.29)。 

(二) 辦理演講：李明德先生「職場求勝登高峰-中文能力應用」

(103.12.17)。 

(三) 辦理演講： 「ＣＷＴ中文檢定校園考說明會」視聽影帶觀賞

(104.03.04)。 

(四) 辦理演講：劉南芳老師「不僅止於詠嘆調--從"詩"或是"歌詞"的功能

談起」(104.03.26)。 

 

四、 辦理活動 

(一) 外籍生華語初階班文化活動：「中國繪畫藝術—絹扇製作」

(103.12.12)。 

(二) 「對外華語班」絹扇製作成果展及「境外生書法班」成果展：於文

薈樓 1 樓展出，展期共 10 天(103.12.16-103.12.26)。 

(三) 與國語文學系合辦「校慶揮毫活動──縱浪墨海」(103.12.20)。 

(四) 協助學生報名參與美國在台協會與美國克里夫蘭州立大學「海外教 

中文華語教師與 ACTF 考試及資格甄選」(104.04.15)。 

(五) 協助學生報名參與大仁科技大學應用外語系「英語拼字比賽」

(104.04.29-104.05.15)。 

 

五、 其他 

(一) 中心網頁重新架構(103.08.31)。 

(二) 辦理行政院客家委員會「103 年度客語能力數位化初級認證」得獎同

學獎勵金領取事宜(103.12.12-103.12.30)。 

(三) 接待閩南師範大學邱春暉老師(103.12.18-103.12.19)。 

(四) 蔡玲婉主任榮獲本校「業務績優暨創新人員」獎(103.12.20)。 

(五) 蔡玲婉主任受邀訪問：103年度業務績優暨創新人員專訪(104.01.20)。 

(六) 配合「師資培育中心」104 學年度精緻師培計畫申請，規劃「簡報比

賽」、「說故事檢定」(104.01.30)。 

(七) 配合「教學與學習發展中心」雲嘉南區域計畫第 3 期第 2 階段計畫

申請，規劃「簡報工作坊」(104.0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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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填寫 102 年至 103 年度「教學增能計畫」，回報教學發展中心

(104.05.29)。 

(九) 填寫「校務研究相關資料與資訊現況調查表」，回報秘書室

(104.06.02)。 

(十) 中心主任、華語文組長參與本校「師資培育精進素質與精緻特色發

展研討會暨成果展」(104.06.04)。 

(十一) 接洽美國韋伯大學姜淑文老師，商討營隊事宜(104.06.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