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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主管名錄 

壹、行政單位 

校長                                              黃宗顯 

副校長                                            莊陽德 

教務長                                            陳惠萍 

學務長                                            林豪鏘 

總務長                                            謝宗欣 

研發長                                            林建宏 

圖書館館長                                        張清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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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08.01-105.01.11) 王明洲 

                               (105.01.12-105.07.31) 詹文福 

博物館代理館長                                    張清榮 

貳、教學單位 

教育學院 

教育學院院長                                      歐陽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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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樹屏 

諮商與輔導學系主任                                連廷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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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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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蕙蓉 

 

理工學院 

理工學院院長                                      白富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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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機工程學系主任           (104.08.01-105.01.31 代理) 白富升 

                               (105.02.01-105.07.31) 許世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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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數學系主任                                    葉宗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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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與生態學院 

環境與生態學院院長             (104.08.01-105.01.31) 黃鎮江 

                           (105.02.01-105.07.31 代理) 謝宗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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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原謀 

 

藝術學院 

藝術學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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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雯玲 

 

管理學院(105.2.1 成立) 

管理學院院長                                      林懿貞 

經營與管理學系主任                                劉子歆 

行政管理學系主任                                  余明助 

 

參、中心單位 

教學與學習發展中心主任                            蕭佳純 

校友服務中心主任                                  劉仙湧 

通識教育中心主任                                  邱麗娟 

電子計算機中心主任                                李建億 

輔導中心主任                                      李岳庭 

師資培育中心主任                                  徐綺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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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建宏 

語文中心主任                                      蔡玲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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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校長室 

壹、 單位基本資料 

      本室現置有副校長 1 名，秘書 1 名（秘書室支援）。 

 

貳、 議事方面 

一、 重要會議 

(一) 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議 4 次(104.11.25、105.3.21、105.6.28、105.7.29)。 

(二) 職員獎懲委員會議 5 次(104.10.26、104.11.19、104.12.17、105.3.4、105.5.11)。 

(三) 職員工甄審委員會議 4 次(104.11.4、104.11.10、105.2.17、105.4.18)。 

(四) 校務研究小組會議 5 次(104.9.18、104.12.9、105.3.14、105.3.25、105.6.2)。 

(五) 勞資會議 3 次(104.12.30、105.3.31、105.6.29)。 

(六) 業務委外會議 2 次(104.10.21、105.6.29)。 

(七) 代理校長主持 104 學年度新生家長籌備會議(104.8.7)。 

(八) 本校管理學院籌備規劃會議 2 次(104.9.30、104.10.21)。 

(九) 精緻、精進師資素質計畫工作會議 6 次(104.11.27、104.12.23、105.2.3、105.4.20、

105.5.20、105.6.29)。 

(十) 本校校區規劃座談會 3 次(104.8.26、104.9.1、104.9.23)。 

(十一) 登革熱防治會議 2 次(104.9.2、105.6.1)。 

(十二) 內部控制與內部稽核小組會議 4 次(104.9.10、104.12.18、105.5.20、105.5.27)。 

(十三) 臺南市政府教育人員研究發表積分審查會議(104.10.13)。 

(十四) 性別平等委員會議(104.10.21)。 

(十五) 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提案審查會議(104.10.22)。 

(十六) 本校交換學生出國甄選複審審查會議 2 次(104.10.22、105.5.9)。 

(十七) 教師兼職審查研商會議(104.11.6)。 

(十八) 代理校長主持補助學術研究計畫複審會議(104.11.6)。 

(十九) 優良導師遴選會議(104.11.10)。 

(二十) 學校衛生委員會議(104.11.11、105.3.30)。 

(二十一) 代理校長主持 104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招生放榜會議(104.11.11)。 

(二十二) 通識教育委員會議 2 次(104.11.13、105.4.29)。 

(二十三) 本校補助計畫配合款審議委員會議 2 次(104.11.16、105.4.25)。 

(二十四) 各單位分層負責明細表修正審查會議(104.11.20)。 

(二十五) 來校交換生甄選複審審查會議(104.11.23)。 

(二十六) 本校研究中心評議委員會議(104.11.26)。 

(二十七) 本校教師多元升等制度推動專案小組及說明宣導會議 5 次(104.11.27、

105.3.31、105.5.5、105.5.30、105.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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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八) 個資保護推動委員會議 2 次(104.11.30、105.6.6)。 

(二十九) 資訊安全暨稽核委員會議 3 次(104.12.2、105.3.30、105.5.19)。 

(三十)   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議 2 次(104.12.2、105.5.23)。 

(三十一) 特定捐助及魏再成獎學金審查會議(104.12.9)。 

(三十二) 代理校長主持境外生招生暨獎學金審查會議(104.12.9)。 

(三十三) 本校推動節約能源小組會議(104.12.23)。 

(三十四) 代理校長主持數位化資訊管理產業碩士班放榜會議(105.1.11)。 

(三十五) 代理校長主持 104 學年度第二學期開學典禮籌備會(105.1.13)。 

(三十六) 本校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規劃小組會議 3 次(105.1.20、105.3.10、105.5.11)。 

(三十七) 本校專技教師聘任辦法研商會議(105.1.28)。 

(三十八) 代理校長主持碩士在職專班招生委員會(105.3.2)。 

(三十九) 105 年度貴重儀器管理委員會會議(105.3.3)。 

(四十)   代理校長主持新增系所規劃小組審查會議(105.3.17)。 

(四十一) 校務會議提案審查會議 3 次(104.10.2、105.3.24、105.6.16)。 

(四十二) 105 級畢業典禮籌備會 2 次(105.4.11、105.5.25)。 

(四十三) 106 年度各單位資本門預算分配審查會議(105.4.18)。 

(四十四) 本校因公派員出國審查會議(105.4.20)。 

(四十五) 校區設置計畫研商會議 2 次(105.5.5、105.6.17)。 

(四十六) 大同國小實驗室搬遷協調會議 2 次(105.5.31、105.6.16)。 

(四十七) 本校麗尊展演展翼揚名獎學金審查會議(105.6.8)。 

(四十八) 代理校長主持本校 104 學年度校外專業實習委員會議(105.4.27)。 

(四十九) 教師評鑑諮議委員會議 2 次(105.5.11、105.5.25)。 

(五十)   代理校長主持外籍生入學審查會議(105.5.12)。 

(五十一) 本校環生學院院長遴選委員會議 3 次(105.5.18、105.5.20、 105.6.8)。 

(五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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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6.28)。 

(五十三) 本校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校外專業實習委員會議(105.6.28)。 

(五十四) 118 週年校慶活動第 2 次工作小組會議(105.6.29)。 

(五十五) 本校 105 年度技術審查委員會(105.6.30)。 

(五十六) 本校與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合校研商會議(105.6.30)。 

二、 重要活動 

(一) 出席南大附聰校長交接典禮(104.8.3)。 

(二) 出席初任教師研習(104.8.5)。 

(三) 出席本校創新育成中心主任交接儀式(104.8.5)。 

(四) 出席新生家長座談會(104.9.5)。 

(五) 出席本校鋰離子電池研究發展中心揭牌儀式(104.8.13)。 

(六) 出席臺灣文化研究所噍吧哖事件 100 週年學術研討會(104.8.22)。 

(七) 出席新生始業式及薪傳活動(104.9.8)。 

(八) 出席開學典禮(104.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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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出席 EMBA 迎新餐會(104.9.18)。 

(十) 出席全國大專院校性別平等委員會(104.10.6)。 

(十一) 出席戲劇系 2015 戲劇教育與應用國際學術研討會(104.10.17)。 

(十二) 出席灣生回家-灣生校友冨永勝返回母校活動(104.10.17)。 

(十三) 出席教育學系 2015 教育高階論壇學術研討會(104.10.23)。 

(十四) 出席生態科學與技術學系 2015 濕地生態產業論壇(104.10.24)。 

(十五) 出席校務發展文教基金會董監事會議 2 次(104.10.30、105.1.18)。 

(十六) 出席 2015TAAI 人工智慧國際研討會(104.11.20)。 

(十七) 出席諮商與輔導學系愛無礙-多元‧性別與親密學術研討會(104.11.21)。 

(十八) 出席教育部體育署 104 學年度全國各級學校民俗體育競賽開幕式(104.11.22)。 

(十九) 出席英語學系 104 學年度公演(104.11.27)。 

(二十) 出席本校師生研發成果發表會暨記者會(104.12.7)。 

(二十一) 出席數位系 104 學年度畢業成果發表會(104.12.11)。 

(二十二) 出席南大附小校慶開幕式(104.12.12)。 

(二十三) 出席本校僑外生春季聯誼餐會(105.3.23)。 

(二十四) 出席臺南護理專科學校校慶運動會(105.3.26)。 

(二十五) 出席戲劇學系 105 年度畢業公演(105.4.1)。 

(二十六) 出席 105 年度本校藝術季開幕式(105.4.13)。 

(二十七) 出席視覺藝術與設計學系 2016 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教學研究研討會

(105.4.17)。 

(二十八) 出席本校中等教育階段藝術領域教學研究中心 2016 全國藝術師培嘉年華

開幕式(105.5.21)。 

(二十九) 出席文化與自然資源學系 2016 文化與區域研究學術研討會(105.5.21)。 

(三十)   出席本校 105 年度阿勃勒節開幕式(105.5.28)。 

(三十一) 出席臺南市智慧物聯網產業發展協會理監事會議(105.6.8)。 

(三十二) 代理校長出席醫療財團法人臺灣血液基金會 104 年度捐血績優表揚大會

(105.6.10)。 

(三十三) 出席臺南護理專科學校校務諮詢委員會議 2 次(105.1.13、105.6.13)。 

參、 年度重要工作 

一、 接待外賓參訪 

(一) 大陸華東師範學院師長參訪(104.8.13)。 

(二) 大陸廈門理工學院師長參訪(104.9.29)。 

(三) 韓國又松大學師長參訪(104.10.19)。 

(四) 日本神戶大學師長參訪(105.5.12)。 

二、 出國訪問及研究 

(一) 至大陸參訪(105.4.3-105.4.9)。 

(二) 至澳洲參與研究(105.6.19-105.6.27)。 

三、 其他 

(一) 擔任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校務發展諮詢委員。 

(二) 擔任臺南市智慧物聯網產業發展協會副理事長。 

(三) 擔任本校推動教師多元升等制度試辦學校計畫主持人。 

(四) 擔任本校教學增能計畫之三創子計畫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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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 

壹、 單位基本資料 

本處置教務長 1 名，下設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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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教師兼任組長 3 名、專任組長 2 名。另有秘書 1 名、
編審 1 名、組員 7 名、校聘組員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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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務會議(104.11.11)。 

(二)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務會議(105.3.30)。 

二、 課程規劃委員會議 

(一)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共召開 1 次課程規劃委員會議(104.11.4)。 

(二)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共召開 2 次課程規劃委員會議(105.3.16、105.6.1)。 

三、 教務處(中心)教評會 

(一)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務處(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議(105.1.18)。 

(二)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共召開 2 次教務處(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議(105.3.7、

105.6.20)。 

四、 講座教授評審委員會議 

(一)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講座教授評審委員會議(105.1.20)。 

(二)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講座教授評審委員會議(105.6.30)。 

五、 新增系所及招生總量規劃會議 

(一)105 學年度新增系所規劃小組審查會議(104.10.12)。 

(二)106 學年度招生名額總量暨系所招生人數調整會議(105.5.4)。 

六、 各項招生委員會議 

(一)碩士班招生會議 

1. 105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入學招生委員會議(104.8.7)、初試放榜會議

(104.10.28)、招生放榜會議(104.11.11)。 

2. 105 學年度碩、博士班第一次招生委員會會議(104.11.4)。 

3. 105 學年度碩士班初試放榜會議(105.3.21)、複試放榜會議(105.3.28)。 

(二)博士班招生會議：105 學年度博士班招生初試放榜會議(105.5.4)、複試放榜會議

(105.5.18)。 

(三)轉學生、進修學士班招生會議 

105 學年度轉學生、進修學士班招生委員會議(105.4.22)、放榜會議(105.7.19)。 

(四)甄選入學招生會議 

1. 105 學年度大學個人申請招生委員會議(105.4.20)。 

2. 105 學年度四技甄選入學招生委員會議(105.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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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碩士在職專班招生會議 

105 學年度碩士在職專班第一次招生委員會議(104.11.4)、招生放榜會議

(105.3.28)。 

(六)外國學生招生放榜會議 

1. 104 學年度外國學生招生第二梯次放榜會議(104.12.9)。 

2. 105 學年度外國學生招生第一梯次放榜會議(105.5.12)。 

(七)進修推廣招生放榜會議 

1. 104 學年度「幼兒園園長專業訓練」放榜會議(104.8.25)。 

2. 105 年度「國民小學教師加註輔導專長 26 學分班 A 班」放榜會議(104.10.8)。 

3. 105 年度「國民小學教師加註輔導專長 26 學分班 B 班」放榜會議(105.2.18)。 

4. 105 學年度「國民小學教師加註英語專長 26 學分班」放榜會議(105.5.26)。 

5.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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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7.19)。 

七、 計畫申請案 

(一) 104 年度大學校院推動課程分流計畫-綠領專業學院第 2 年(期程

104.2.1-105.1.31)。 

(二) 104 年度教育部補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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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程 104.2.1-105.1.31)。 

(三) 104 年度教育部「智慧生活整合創新教學聯盟推動計畫」(期程 104.5.1-105.1.31)。 

(四) 104 年度教育部補助「情感教育課程與教學活動」計畫(計畫名稱：文學、性別

與家庭-跨領域情感教育課程)(期程 104.6.1-104.12.31)。 

(五) 教育部 104 學年度「國民小學教師加註英語專長 26 學分班」計畫(期程

104.7.1-105.6.30)。 

(六) 教育部 104 學年度「國民小學教師加註輔導專長 26 學分班」計畫(期程

104.7.1-105.7.31)。 

(七) 教育部補助「大學校院辦理樂齡大學計畫-初階班」(期程 104.8.1-105.7.31)。 

(八) 申請通過教育部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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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程 104.9.1-106.8.31)。 

(九) 申請通過開設 104 學年度「幼兒園園長專業訓練班」(期程 104.10.1-105.7.31)。 

(十) 教育部補助 104 年度「購置教學研究相關圖書儀器及設備改善計畫」1000 萬元

(104.12.10-105.9.30)。 

(十一) 通過 105 年度教育部大學學習生態創新系統計畫(第一期)「南大南都共創多

贏」(期程 105.2.1-105.7.31)。 

(十二) 申請 105 年度教育部補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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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程 105.2.1-106.1.31)。 

(十三) 教育部 105 年度「國民小學教師加註輔導專長 26 學分班 A 班」計畫(期程

105.3.1-106.2.28)。 

(十四) 申請「行動寬頻尖端技術跨校教學聯盟第 2 期計畫」-行動通訊電路設計重點

領域(期程 105.04.01-106.01.31)。 

(十五) 申請教育部補助「提升校園行動應用服務研發及內容設計人才培育計畫」(期

程 105.5.18-106.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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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申請 105 年度教育部補助「情感教育課程與教學活動」計畫(計畫名稱：情感

中的抉擇-性別、家庭與文學之跨領域情感教育課程)(期程 105.6.1-105.12.31)。 

(十七) 教育部 105 年度「國民小學教師加註輔導專長 26 學分班 B 班」計畫(期程

105.7.1-106.7.31)。 

八、 其他 

(一) 召開 104 學年度大學部學生轉系審查會議(104.7.28)。 

(二) 召開大學學習生態創新系統計畫籌備會議共 4 次(104.8.3、104.8.10、104.8.25、

104.9.10)。 

(三) 召開 104 學年度入學新生獎勵審查會議(104.8.18)。 

(四) 召開 104 學年度新生家長座談會籌備會議(104.8.18)。 

(五) 召開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推廣教育審查小組會議」(104.8.24)。 

(六) 召開 104 學年度各學系新生入學分發成績分析說明會(104.9.9)。 

(七) 召開 104 學年教務處處務會議共 8 次(104.9.10、104.10.12、104.11.16、105.1.11、

105.3.2、105.4.25、105.5.23、105.6.20)。 

(八)召開 104 學年度多益測驗輔導課程會議 (104.9.29、105.1.26、105.3.7)。 

(九)召開「獎勵教師研發 E 化教材補助」審議會議(104.10.14)。 

(十) 召開與各學院院長「招生策略」會議共 6 次(104.10.28、104.11.9、105.1.18、

105.4.25、105.5.16、105.6.13)。 

(十一) 召開「高等教育發展藍圖方案」籌備會前會共 3 次(104.11.30、104.12.15、

105.1.21)。 

(十二) 召開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推廣教育審查小組會議」(105.1.13)。  

(十三) 召開大學學習生態創新系統第一期計畫執行及第二期計畫撰寫等相關會議共

6 次(105.2.5、105.2.18、105.3.1、105.3.10、105.3.23、105.6.15)。 

(十四) 召開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師未達基本授課時數討論會議(105.4.8)。 

(十五) 召開「高等教育發展藍圖方案」籌備會議共 6 次(105.4.19、105.4.28、105.5.16、

105.5.30、105.6.27、105.7.28)。 

(十六) 辦理 105 學年度跨領域學分學程說明會(105.4.20)。 

(十七) 召開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推廣教育審查小組會議」(105.5.23)。 

(十八) 召開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生申請提早畢業討論會議紀錄(105.5.31)。 

(十九) 召開 104 學年度教師研究室分配規畫委員會(105.6.13)。 

(二十) 召開「專題演講費支給要點」研商會議紀錄(105.6.30)。 

 

參、 年度重要工作 

一、 教務長室 

(一) 召開 104 學年度教務會議、教務處中心評審委員會議、講座教授評審委員會

議、教師研究室規劃分配委員會議及招生策略會議。 

(二) 辦理 104 學年度師資培育精緻特色發展計畫 B 分項彙整與結案。 

(三) 辦理 104 學年度教學增能計畫分項計畫 D 執行、經費核銷暨成果表單上傳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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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協助執行 104、105 學年度「教育部辦理大學校院弱勢學生學習輔導補助計畫」。 

(五) 辦理教育部補助 104 年度「購置教學研究相關圖書儀器及設備改善計畫」計畫

書彙整、報部等相關事宜。 

(六) 辦理「大學學習生態系統創新計畫」第一期計畫申請、執行與核銷等相關事宜。 

(七) 擔任「臺灣教育大學系統」聯繫窗口，協助辦理各項相關業務。 

(八) 協助彙整或撰寫 105 年度各項計畫：「大學學習生態系統創新計畫(第二期)」、

「105 學年度師資培育精緻特色發展計畫」。 

(九)完成教務處網頁改版。 

(十)改版並印製系所宣傳簡介及宣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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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務會議，修正通過「英語文能力檢定標準實施辦法」，

另增訂「交換學生選課要點」(104.11.11)。 

2.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務會議(105.3.30)： 

(1) 修正通過「課程規劃及作業實施準則」、「教師授課時數及支給超支鐘

點費辦法」、「學生修讀輔系辦法」。 

(2) 增訂通過「國立臺南大學推動微學分課程要點」及「國立臺南大學彈性

時間授課要點」。 

(二)提升教學品質及獲補助各項計畫案 

1. 為增進教學品質，更換教室教學設備(含單槍投影機、電動布幕)及全面更新

二個校區課桌椅，並汰換府城校區 36 套電腦設備。 

2. 辦理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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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額計 50 萬 5,856 元。 

3. 教育部課程分流計畫-能源與環境中心「綠領專業學院」第 2 年計畫，獲補

助 150 萬元(期程 104.2.1-105.1.31)。 

4. 教育部 105 年度補助「資通訊軟體創新人才推升推廣計畫」-A 類計畫(創作

領域：智慧終端與人機互動)，獲補助 42 萬元(期程 105.2.1-106.1.31)。 

5. 教育部「行動寬頻尖端技術跨校教學聯盟第 2 期計畫」-行動通訊電路設計

重點領域，陳建志老師獲補助 4 萬元(期程 105.4.1-106.1.31)。 

6. 教育部補助「提升校園行動應用服務研發及內容設計人才培育計畫」，2 門

A 類學分課程(計 6 學分)、2 場 C 類推廣活動，共補助 73 萬 8,000 元(期程

105.5.18-106.8.31)。 

7. 105 年度教育部補助「情感教育課程與教學活動」(計畫名稱：情感中的抉擇

-性別、家庭與文學之跨領域情感教育課程)，獲補助 8 萬 4,935 元(期程

105.6.1-105.12.31)。 

(三)課務方面工作 

1. 辦理 104 學年度課程開排課及核對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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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辦理 104 學年度學生加退選課、校際選課、棄選等事宜。 

3. 核算 104 學年度教師授課超支鐘點時數。 

4. 辦理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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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0 人。 

5. 辦理 104 年暑假期間及 104 學年度開設「英語加強班」課程計 17 班，共 667

名學生申請修課。 

6. 104 學年度各學院開設 13 個跨領域學分學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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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計畫」學分學程。 

(3) 理工學院：「網路應用跨領域」、「資訊網路技術跨領域」、「智慧電

子跨領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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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能源」學分學程。 

(5) 藝術學院：「藝術創意產業」學分學程。 

(6) 管理學院：「三創」學分學程。 

7. 104 學年度開設「全英語授課」課程，共 38 門課 724 人選修，開設學院為

理工學院、環境與生態學院、藝術學院及管理學院。 

三、 學籍成績組 

(一) 104 年 8 月：統計分析 104 學年度大學考試分發新生入學成績；寄發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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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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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行「新生家長座談會」，介紹本校概況供家長及

新生了解並安排各學系座談及參觀校園活動；製作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各班成

績優良學生獎狀(前 3 名)，並辦理獎學金核撥；製發新生學生證及辦理學生註

冊及學雜費繳交；辦理新生、重考生及轉學生之學分抵免。 

(三) 104 年 10 月：配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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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第 1 次休退學生學雜費退費。 

(四) 104 年 12 月：辦理第 2 次休退學生學雜費退費；掛號郵寄大學部休學生應辦理

復學之通知。 

(五) 105 年 1 月：報教育部請領 105 年度 1 月至 7 月師資培育公費生公費補助款。 

(六) 105 年 2 月：寄發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生成績單；統計並公告上一學期各系

成績優良學生名單，製發獎狀並辦理獎學金核撥。 

(七) 105 年 3 月：配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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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105 年 4 月上旬：辦理第 1 次休退學生學雜費退費。 

(九) 105 年 5 月：辦理第 2 次休退學生學雜費退費；第 7 次行政會議通過本校「學

生學分費繳納要點」修正案；報教育部備查本校「學則」修正案。 

(十) 105 年 6 月：報教育部備查本校管理學院學雜費、學雜費基數及學分費收費標

準；辦理應屆畢業生學分數核對及學習檔案填寫；印製大學部應屆畢業生學位

證書；製發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註冊須知及行事曆；印製畢業生學行優良獎狀

及製作畢業水晶獎座；辦理學生轉系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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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寄發 105 學年度大學日間部新生入學資料-非指考生部分(105.6.7)。 

(十二) 紙本及 E-mail 通知授課教師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成績單繳交：大四畢業生

105.7.1 截止，大一至大三生 105.7.5 截止。 

(十三) 105 年 7 月：核發大四畢業生畢業證書請領(含離校手續)；寄發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大學部學生及跨校生成績單約 4,100 份(105.7.13)；報部請領 105 年度 8

月至 12 月師資培育公費生公費補助款；下旬時辦理學生雙主修申請。 

(十四) 更新學雜費專區及新生入學專區網頁資料(105.7.16 前)。 

四、 企劃組 

(一)招生工作 

1. 104 年 9-10 月：彙編「大學甄選招生簡章」、「大學身心障礙甄試招生簡章」、

「大學僑生入學甄試招生簡章」、「大學聯合分發招生簡章」。 

2. 受理 105 學年碩士班甄試報名(104.9.24-10.15)、甄試面試(104.11.6-11.8)及公

告錄取名單(104.11.16)。 

3. 辦理大考中心 105 學年度高中英聽測驗台南二考區(新營考區)試務工作：第

一次(104.10.24)、第二次(104.12.12)。 

4. 辦理 105 學年度大學學科能力測驗台南二考區試務工作(105.1.22-1.23)。 

5. 辦理 105 學年度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招生考試報名(105.1.5-2.4)、考試

(105.3.12)及公告錄取名單(105.3.31)。 

6. 辦理 105 學年度博士班招生考試報名(105.3.15-4.15)、招生考試(105.4.30)、

初試放榜(105.5.6)及公告複試錄取名單(105.5.20)。 

7. 各學系舉行 105 學年度個人申請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105.4.8-4.10、

4.15-4.16)。 

8. 公告 105 學年度大學部個人申請入學錄取名單(105.4.22)，並上傳名單至大

學甄選入學委員會(105.4.28)。 

9. 召開 106 學年度招生總量系所名額協調會議(105.5.4)。 

10. 公告 105 學年度第一梯次外國學生申請入學錄取名單(105.5.23)。 

11. 辦理 105 學年度轉學生招生報名(105.5.25-6.20)；轉學生、進修學士班招生

考試(105.7.9)及公告錄取名單(105.7.22)。 

12. 辦理 105 學年度音樂系進修學士招生報名(105.5.25-7.4)。 

13. 公告 105 學年度視覺藝術與設計學系、資訊工程學系四技甄選入學錄取生

名單(105.6.30)。 

14. 辦理大學指定科目考試(台南二考區)試務工作(105.7.1-7.3)。 

(二)學院、系所增設及調整案 

1. 104 學年度核定：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增設「管理學院」。 

2. 105 學年度核定： 

(1) 班次增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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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次停招：「視覺藝術與設計學系教學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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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06 學年度申請： 

(1) 系所整併：臺灣文化研究所、文化與自然資源學系整併為「文化與自然

資源學系」。 

(2) 班次更名：臺灣文化研究所碩士班更名為「文化與自然資源學系臺灣文

化碩士班」。 

(3) 學系更名：生態科學與技術學系更名為「生態暨環境資源學系」。 

(4) 班次停招：「教育學系學校經營與管理教學碩士班」、「特殊教育學系

碩士在職專班」、「材料科學系自然科教學碩士班」。 

五、 研究生教務組 

(一) 104 年 8 月：寄發 105 學年度入學新生註冊須知及行事曆等資料；登錄 103 學年

度第 2 學期研究所口試論文成績；各班級及教師授課時間表之排定。 

(二) 104 年 8-9 月：製發新生學生證及辦理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生註冊程序審核。 

(三) 104 年 9 月：辦理研究生選課加退選及跨校選課事宜；辦理新生之學分抵免。 

(四)辦理休退學生學雜費退費(104.10-12 月、105.4-5 月)。 

(五) 105 年 1 月：寄發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研究生成績單。 

(六) 辦理 104 學年度畢業證書印製及研究生畢業離校事宜：第 1 學期(105 年 1-2 月)、

第 2 學期(105 年 6-7 月)。 

(七) 105 年 2 月：辦理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生註冊程序審核；辦理研究生選課加退

選及跨校選課事宜。 

(八) 104 學年第 2 學期教務會議決議下列事項(105.3.30)： 

1. 訂定「國立臺南大學原創論文比對系統（Turnitin）使用注意事項」。 

2. 修訂本校「國立臺南大學研究生畢業離校程序及須知」：104 學年度(含)以

後入學研究生需修習並通過學術倫理教育課程。 

3. 審核通過 104、105 學年度新設系所授予學位中、英文名稱及實施年度。 

(九)辦理論文比對系統使用說明會(105.5.11、6.1)。 

(十) 105 年 6 月：辦理預計畢業研究生名單擬定。 

(十一)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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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行政職系 20 學分班、一般行

政職系 20 學分班、文化行政職系 20 學分班。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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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Y保養品師資培訓班。 

(3) 生命力誘導-與健康有約。 

(4) 辦公室軟體應用班。 

(5) 口才訓練班。 

(6) 易理與玄空地理-基礎研習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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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養生太極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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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檢實力養成班。 

(11) 越南語。 

(12) 超記憶學習（心智繪圖）夏令營單日體驗營。 

(13) 飛悅耕讀-兒童閱讀師資養成班。 

(14) 桌遊與心理學。 

(15) 藝術治療初階班。 

(二)辦理教育部各項學分班課程： 

1. 提升國民中學授課比率推動教師進修第二專長學分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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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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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學年度「樂齡大學」專案計畫。 

(四)受理臺南市政府委辦班次：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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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增進教師寫作能力研習」、「教師

表演藝術多元創造力研習」、「體適能融入教學研習」、「創意思考與創造力

課程」2 學分課程、「三 D 列印學習課程」16 小時課程 2 場次、「非在職教師

補救教學」18 小時研習課程 2 場次。 

(六)其他例行業務： 

1. 碩士在職專班與教學碩士班各項繳費單製作。 

2. 進修推廣教育課程各班別經費編列、收入入帳、核銷與結報。 

3. 辦理學分證明、結業證書、研習證書等。 

 

肆、年度創新工作  

一、 教學業務組 

(一) 104 學年度補助系所辦理證照輔導課程，特教系視覺障礙盲用電腦種子教師培

訓課程及國文系台語認證研習課程獲得補助，共 4 萬元整。 

(二) 為鼓勵教師結合業界專業人士參與課程規劃、縮短學用差距、強化學生課程實

用力、提升課程實務程度，特訂定「國立臺南大學補助系所辦理業界師資協同

合作要點」，共補助 10 門課程。 

(三) 為鼓勵各系所依其教育目標、專業特色及師資專長，依本校「課程分流設置辦

法」進行課程改革，訂定「國立臺南大學鼓勵系所推動課程分流補助要點」，共

補助 2 學系。 

(四) 為培養學生多元就業能力及適性發展，於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務會議修正「國

立臺南大學學生修讀輔系辦法」並陳報教育部備查(105.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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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訂定「國立臺南大學交換學生選課要點」，經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務會議通過

及跨處室中心討論決議後，由電算中心協助，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起，交換生

即可線上選課，以減輕開學時之人力負擔並提高交換生選課之便利性。  

(六) 完成預研生系統建置，以利各單位統整預研生人數及上傳相關會議資料。 

二、 學籍成績組  

(一) 學生申請休學、退學及復學，105.8.1 起採線上系統作業，以簡化作業程序、提

高行政效率。 

(二) 為便利學生申請中文在學證明，105.8.1 起，於成績自動投幣機 24 小時均可「免

費」申請列印。 

三、 企劃組 

(一) 本校自辦招生考試宣傳，除以往印製海報之方式外，首度採用廣播、網路搜尋

關鍵字、電視牆廣告等科技媒體，藉以提升本校知名度並有效增進招生成效。 

(二) 為強化高中端之招生宣傳，增進高中生對本校之了解及關注，教務處、各學院

及各學系教師聯合訪視高中學校之需求，主動提供教學、生涯輔導、升學座談

等各項服務。 

四、 研究生教務組 

為維護高等教育品質，避免本校師生發生違反學術倫理情事，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

起採購 Turnitin 論文比對系統供全校專任教師及研究生使用。將文章上傳至系統平

台，可立即顯示比對結果，準確列出抄襲出處與比例，有助自我偵測及降低論文、

研究報告等抄襲之疑慮。為讓本校教師及研究生熟悉系統操作，105.5.11、6.1 共辦

理 3 場使用說明會，參與情形踴躍，目前有教師 30 人及研究生 72 人使用。 

五、 進修推廣組 

(一) 為使各項開班資訊更加明確，將推廣課程發展為六大類別領域課程，包含：學

分進修、師資培訓、樂齡學習、證照輔導、生活新知及企業委訓。 

(二) 更新本校推廣教育資訊網，使學員線上查詢及報名更加便利。 

(三) 申請TTQS首次評核，以追求訓練品質績效之提升及爭取更多計畫案（105.7.12）。 

 

伍、年度榮譽事蹟： 

本處五組皆獲得本校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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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訓室設主任 1 名、教官 3 名、校安人員 3 名；課外活

動指導組設專任組長 1 名、組員 2 名；生活輔導組設兼任組長 1 名、輔導員 1 名、

組員 2 名、宿舍管理員 3 名；衛生保健組設兼任組長 1 名、護理師 2 名、兼任醫

師 2 名。 

 

貳、 議事方面 

一、 學務長室 

(一)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生事務會議(105.01.06)。 

(二)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生事務會議(105.06.22)。 

(三) 處務會議(每兩週週二下午)。 

二、 軍訓室 

(一) 軍訓人員專業研討活動暨室務會議(每兩週週四上午)。 

(二)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校園安全會議(105.05.25)。 

三、 課外活動指導組 

(一) 校慶籌備會議 

1. 117 週年校慶第 4、5、6 次工作小組會議(104.9.8、104.10.5、104.11.2)。 

2. 117 週年校慶第 1、2、3 次籌備委員會議(104.10.19、104.11.23、104.12.14)。 

3. 117 週年校慶精進暨 118 週年校慶第 1 次工作小組會議(105.1.4)。 

4. 118 週年校慶第 2 次工作小組會議(105.6.29)。 

(二) 畢業典禮籌備會 

1. 105 級畢業典禮第 1、2、3、4 次籌備會議(105.4.11、105.4.25、105.5.16、

105.5.25)。 

2. 105 級畢業典禮精進會議(105.6.13)。 

(三) 開學典禮籌備會：第 1 學期(104.8.18)、第 2 學期(105.1.13)。 

四、 生活輔導組 

(一)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議：1 學期(104.10.21)、第 2 學期(105.04.20)。 

(二) 導師座談會議：第 1 學期(104.12.02)、第 2 學期(105.05.11)。 

(三) 宿舍期初、期末會議：第 1 學期(104.09.16、105.01.06)、第 2 學期(105.03.09、

105.06.15)。 

(四) 班代會議：第 1 學期（104.09.21、104.10.14、104.11.04、104.12.02、

105.01.06）、第 2 學期（105.2.24、105.03.23、105.04.27、105.05.18、105.0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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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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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11.25、105.05.30）。 

(六) 104 學年度升旗活動（104.07.23、105.03.02）。 

五、 衛生保健組 

(一) 校園登革熱防治會議(104.9.2、105.6.1)。 

(二) 學校衛生委員會議：第 1 學期（104.11.11）、第 2 學期（105.3.30）。 

(三) 105 學年度新生健康檢查承辦醫院遴選會議(105.6.29)。 

 

參、 年度重要工作 

一、 軍訓室 

(一) 校園安全：隨時提供各項安全、反毒、反霸凌宣導資訊，協助處理交通事

故、緊急醫療、感情困擾、賃居、地震、防火防災訓練等學生相關問題之

輔導與關懷，提昇校園安全。 

(二) 服務教育：規劃服務教育課程，辦理教室之優質學習環境營造競賽，鼓勵

同學關懷週遭環境。 

(三) 學生兵役：辦理學生兵役在學緩徵、役期折扺；辦理軍訓相關課程抵免及

加退選作業；協助學生預官報名考試。 

(四) 賃居安全：落實外賃居訪視工作，掌握學生校外居住狀況，並作為爾後賃

居訪視、生活輔導及緊急聯絡之依據。 

(五) 全民國防教育課程及活動推廣： 

1. 全民國防教育課程選修 4 班。 

2. 舉辦強化全民國防教育之推廣活動：軍艦博物館參訪、軍樂飄揚-海軍軍

樂隊與本校音樂系合奏會、參訪砲兵訓練指揮中心、軍樂飄揚-陸軍軍樂

隊與本校音樂系合奏會。 

(六) 紫錐花運動： 

1. 紫錐花傳播日活動：主題為「大手牽小手拒毒萌芽誰最萌」(105.04.07)。 

2. 紫錐花運動-藥物濫用宣導(105.05.18)。 

3. 辦理教育部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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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白大對抗」紫錐花運動幹部培訓活動(105.04.30-105.05.01)。 

5. 紫錐花運動捐血活動 (104.09.21-23 、 104.12.23-25 、 105.03.14-16 、

105.06.14-16)。 

(七) 其它業務： 

1. 104 精緻師培計畫 C2-「積極參與服務學習-善盡社會公民責任」。 

2. 住宿生夜間地震避難掩護演練活動(105.03.16)。 

3. 交通安全教育宣導趣味競賽(105.05.18)。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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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與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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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課外活動指導組 

(一) 辦理「117 週年校慶」系列活動(104.12.19-12.20)。 

(二) 105 年寒假學生社團申請「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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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輔社、海鷗社、愛心社及特教

系等 5 個團隊提出，獲得補助經費共 5 萬元整。 

(三) 105 年暑假學生社團申請「104 學年度教育部補助教育優先區中小學生暑

假營隊活動計畫」，計有小太陽服務社、海鷗社、愛心社及同心圓智攻隊

等 4 個團隊提出，獲得補助經費共 4 萬元整。 

(四) 本校學生社團申請教育部「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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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獲 9.5 萬元補助費。本項活動為大專校院社團赴各合作計畫

小學辦理為期 1 年至少 8 次以上之社團帶動服務，對社團成長及國小社團

多元的學習環境深具教育意義。 

(五) 本校學生社團國樂社代表本校參加「104 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榮獲

大專團體 B 組絲竹室內樂合奏特優第一名(105.03.03)。 

(六) 本校學生社團愛心社、海鷗社代表本校參加「105 年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

團評選」，均獲得特甲等社團獎(105.03.19-03.20)。 

(七) 舉辦「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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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心社及慈青社，優等者為熱舞社、易學社、如來實證社、手語社、童軍

團、海鷗社、小太陽服務社(105.06.01)。 

(八) 辦理「105 級畢業典禮」系列活動(105.06.05)。 

(九) 105 年暑假學生社團執行教育部「104 學年度師資培育精緻特色發展計

畫」，計有特教系、康輔社及學務處師培生服務隊等 3 個團隊至澎湖縣中

興國小、吉貝國中小及臺東縣龍田國小進行暑假課輔服務。 

(十) 105 年暑假學生社團執行教育部「105 年度師資生實踐史懷哲精神教育服

務計畫」，推挀海鷗社至澎湖縣望安國中小進行暑假課輔服務。 

(十一) 105 年暑假學生社團執行教育部「教學增能計畫」，由育學崇道社組隊前

往中國廈門等地，進行暑期服務工作。 

(十二) 105 年師培生服務隊執行「行天宮關懷輔導偏郷弱勢兒童計畫」，前往本

市山上國中進行課輔服務。 

三、 生活輔導組 

(一) 新生始業輔導：辦理新生始業輔導，協助新生(含轉學生、碩、博生及境外

生)儘速認識學習環境(104.09.08-09.10)。 

(二) 班代會報：每學期辦理 5 次班代會報，訓練學生領導能力及培養合作服從

之技巧，並擔任全班同學、教師與學校間之溝通橋樑。 

(三) 每學期辦理之各項獎助學措施，如下： 

1. 學雜費減免：435 人。           

2. 弱勢助學金：225 人 。         

3. 就學貸款：898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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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獎助學金：234 人 。         

5. 生活(教育學習)助學金： 

(1) 生活助學金：每學年 10 名。 

(2) 生活教育學習助學金：每學期 170 名（弱勢學生）。 

6. 安定就學助學金：1 人。 

7. 教育部學產基金：5 人。 

8. 急難慰助金 ：10 人。   

9. 麗尊展演展翼揚名獎學金：團體 3 組及個人 7 位。  

10. 攜手點燈計畫：3 人。 

(四) 班級（導師）活動 

1. 辦理「104 年度優良導師」遴選(104.11.10)： 

(1) 校級優良導師：教育學院陳宇平老師、環境與生態學院胡家勝老師、

人文與社會學院吳宗憲老師、藝術學院陳晞如老師及理工學院許世昌

老師等 5 位。 

(2) 院級優良導師：教育學院蔡佳蓉老師、理工學院尤孝雯老師、人文與

社會學院楊素姿老師、理工學院劉哲宏老師等 4 位。 

2. 學務線上辦公室「師生座談會會議紀錄管理」e 化系統，於 104 學年度

完成全資訊作業。 

(五) 學生請假規則  

1. 學生請假一律上網登錄申請並應於課前申請或課後 72 小時內補請(含假

日)，逾時無法補請。 

2. 因重病或突發事故無法或不及辦理請假者，得先以電話向導師、教官(或

校安人員)或生活輔導組先行報備，再補辦請假手續。 

3. 為避免學生因曠課而導致扣考，對於曠課嚴重學生(缺課 12 節)以書面通

知家長，並通知本人、導師及教官。 

(六) 智慧財產權宣導 

1. 聘請美國聖路易華盛頓大學科技及智慧財產權碩士，現職公道法律事務

所蔡政忠顧問蒞校，擔任保護智慧財產權教育宣導講座(104.11.04、

105.04.27)。 

2. 本校「智慧財產權宣導作業管理系統」，網址為 

ttp://www.nutn.edu.tw/copyright/index.htm。 

(七) 性別平等教育 

1. 邀請臺灣性學會常務監事/性教育主任高宜君講座，講題：「大學生的性

別教育與愛戀」(104.09.30)。 

2. 邀請人身安全管理公益協會理事長主講「性騷擾暨性侵害防衛技巧與應

用」(105.05.04)。 

3. 每學期定期召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議」。 

(八) 品德教育活動 

1. 本校獲選為「104 學年度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辦理品德教育推廣與深耕

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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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辦理 2 場「尊重包容有品有德」演講活動，由本校劉碧鈴教官及輔英科

技大學洪昌銘老師分享「從服務中學習感恩」，藉此培養學生服務人群

的熱忱(104.10.14、12.23)。 

3. 舉辦「綠色騎跡、珍愛地球」七股鐵馬向前行活動，以提倡節能減碳、

珍惜環境，同時鍛鍊體魄、培養團隊精神(104.12.28)。 

4. 舉辦「齊心合作、探索天空」品德教育訓練活動，增進學生積極主動團

隊合作的精神(105.03.12)。 

5. 辦理「品德教育 2.0」演講活動，提高學生公民素養及對社會群體之關

懷(105.03.16)。 

6. 辦理品德教育反思活動(105.05.25)。 

(九) 境外生輔導  

1. 辦理境外生新生始業輔導(104.09.11)。 

2. 辦理 105 年僑外生春節圍爐餐會(105.02.05)。 

3. 6 位同學參加僑委會辦理之南區僑生春季活動(105.03.19)。 

4. 辦理本校境外生春季聯誼活動，師生約計 220 人參加(105.03.23)。 

5. 辦理境外生文化參訪之旅(105.04.01-04.03)。 

6. 辦理境外生生活學習座談會(105.04.27)。 

7. 發送端午節粽子予境外生(105.06.07)。 

8. 辦理清寒僑生助學金申請及請領作業，共計 16 人。 

9. 協助境外生工作證申請，共計 21 人。 

10. 協助參加「教育部接待家庭活動」，共 8 位同學參加臺南及苗栗社區體

驗。 

(十) 住宿服務  

1. 學年學生住宿申請及分配。 

2. 宿舍自治幹部選舉： 

(1) 宿舍齋長選舉作業：公告(105.04.11)；完成選舉(105.05.04)。 

(2) 宿舍期末會議依規定推選宿委會主委(105.06.15)。 

3. 宿舍環境： 

(1) 加強宿舍環境巡視，修剪草坪、清除積水，以防治登革熱。 

(2) 105 年學生宿舍懷遠齋內部空間規畫，提升住宿品質；另增加身障生

床位數及休養寢室，方便特殊生使用。 

4. 宿舍會議： 

宿舍期初、期末會議：第 1 學期(104.09.16、105.01.06)、第 2 學期

(105.03.09、105.06.15)。 

(十一) 完成 104 學年度起飛計畫「健康蔬食餐盒」、「課輔活動」、「社團營隊服

務」、「二手書轉手」等各項活動，協助弱勢學生 150 餘人。 

四、 衛生保健組 

(一) 健康服務 

1. 各類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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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03.08.01 至 105.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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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年 7 月至

105.06.16 辦理理賠共 245 件，約 51％為車禍意外事故。 

(2) 104 年 7 月至 105.06.16 協助學生辦理校外教學、出遊之旅平險加保事

宜，並辦理實習教師實習期間平安保險共 217 人、休學生平安保險共

64 人。 

(3) 105 年 3 月至 105.06.16 辦理 104 學年度入學之僑外生健保新加保作

業，共 24 人新加保並取得健保卡。 

(4) 104 學年度共辦理 127 位交換生及 10 位具學位外籍生之傷病保險資料

審核、協助投保及申請出險事宜。 

2. 健康檢查： 

(1) 辦理 104 學年度新生、轉復學生、境外生及供膳人員健康檢查，共 1500

人完成體檢(104.09.05-09.08)。 

(2) 辦理 104 年度教職員工健康檢查及新生體檢異常複檢，共計 153 位教

職員工參加健檢、5 名學生參加複檢(104.11.18)。 

(3) 辦理三劑人類乳突病毒疫苗注射，共 47 人完成全程注射(104.10.14、

104.11.11、105.04.13)。 

(4) 通知對健檢報告有疑問之師生可利用每天下午醫師駐診時間至本組諮

詢。 

3. 其他服務： 

(1) 各系所辦理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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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時於學校網頁最新

消息發佈相關疫情報導及衛教項目。 

(3) 學生外傷換藥上學期 274 人次、下學期 425 人次。 

(4) 學生看診人數上學期 29 人次、下學期 59 人次；內科休息觀察 12 人次。 

(5) 協助民俗體育競賽活動現場緊急傷病處理(104.11.22)。 

(6) 支援校慶運動會現場傷病處理及緊急救護，共 13 人扭拉擦挫傷

(104.12.19-12.20)。 

(7) 為校園肺結核防治把關，辦理交換生胸部 X 光檢查、肺結核 7 分篩檢

法評估，共 53 人參檢(105.02.22)。 

(8) 辦理 105 學年度新生體檢承辦醫院遴選，由台南新樓醫院承辦，每人

自費新台幣 500 元(105.06.29)。 

(二) 健康教育 

1. 辦理「運動傷害防治」專題演講，共 106 位同學參加(104.09.21)。 

2. 辦理「親密性關係、防癌新生活」健康講座，共 133 位同學參加

(104.09.23)。 

3. 辦理「登革熱防治」宣導講座，共11位同仁及136位同學參加(104.09.30)。 

4. 辦理「新生急救教育訓練」，針對新生進行 CPR 暨 AED 教學，增加急

救技能，共 208 位新生完成訓練(104.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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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辦理「女性經期保健」健康講座，共計 136 人參加(104.10.28)。 

6. 辦理「體檢報告說明暨 B 型肝炎防治」健康講座，共計 57 人參加

(104.11.04)。 

7. 辦理基本救命術研習暨考照，共計 35 人參加(104.11.21)。 

8. 邀請衛福部臺南胸腔病院盧明志醫師蒞校進行「菸煙相報、健康 LOW

掉」校園菸害防制宣導講座，共 105 位師生參加(105.03.09)。 

9. 辦理「南大無菸校園、防愛滋」聯合簽署及宣導活動(105.03.15)。 

10. 辦理 104 學年度精緻師培計畫-師資生基本救命術研習暨考照活動，共

計 39 人參加(105.03.26)。 

11. 辦理「體檢分項-視力保健：從 3C 商品看看~健康視不視有關係」健康

講座，共 58 人參加(105.04.27)。 

12. 辦理「外食聰明選，揮別代謝症候群」健康講座，共 105 人參加

(105.05.04)。 

13. 於暑期營隊授旗現場進行暑期傳染病防治及緊急傷病處理衛教宣導，共

計 85 人參加(105.06.08)。 

14. 為及早防治登革熱疫情，邀請國立成功大學楊念祖登革熱防治專員蒞校

進行宣導講座，共計 34 位教職員工及 171 位學生報名參加(105.06.08)。 

(三) 健康環境 

1. 登革熱(病媒蚊傳染性疾病)防治： 

(1) 為防治登革熱及茲卡病毒等病媒蚊傳染性疾病，本組與總務處事務組

同仁不定時進行孳生源巡查，發現積水容器或積水點均立即處理，敬

請全校教職員工生亦配合落實經常巡檢；若遇限水期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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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受衛生、環保單位及教育部稽查及訪視，如有缺失，均即時改善。 

(3) 不定時以網頁、e-mail、跑馬燈、海報及衛教單張等進行相關衛教宣導。 

2. 肺結核防治：104 學年度新生及教職員工體檢共 1706 人接受胸部 X 光

檢查，異常者已進行追蹤複檢及治療。 

3. 流感及病毒性腸胃炎防治。 

4. 愛滋病防治及菸害防制： 

(1) 於校慶健康園遊會現場設攤辦理體適能檢測、營養諮詢、菸害防制及

校園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等宣導活動，師生及社區民眾約 300 人次

參加(104.12.19-12.20)。 

(2) 於捐血活動現場辦理「南大無菸校園、防愛滋」聯合簽署及宣導活動

(105.03.15)。 

(3) 加強學校各出入口及機車停車場、籃球場週邊無菸標示張貼，提升無

菸校園概念。 

5. 餐飲衛生： 

(1) 為全校師生飲食安全把關，進行期初餐廳檢查(104.09.14、105.02.23)，

學期結束並進行餐廳總檢(105.01.15、0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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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組和餐廳業者合作，每日清查食材來源並做紀錄，並配合教育部政

策，每日進行食材登錄。 

 

肆、 年度創新工作 

一、 軍訓室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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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擴大宣導本校辦學理念、服務績效，於 2016 阿勃勒節期間，特舉辦高

中生管樂大匯演活動，邀請國立臺南一中等 9 個學校管樂團蒞臨演出，媒

體爭相報導，現場反應熱絡，一致期待本活動能成為固定年度賽事。 

(二) 為強化對社團之服務，本組於 105 年 4 月成立夜間辦公室，給予社團展演

最即時之行政支援與服務。 

三、 生活輔導組 

(一) 辦理「928 尊師重道」活動，培養學生實踐尊師重道、知恩及感恩(104.09.23)。 

(二) 本校獲頒「104 學年度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辦理品德教育推廣與深耕學

校」。 

(三) 辦理全校「敦品勵學尊重包容」升旗活動，宣示「南大生活學習公約」：

上課不遲到、不滑手機、不穿拖鞋、不吃(帶)早餐(105.03.02)。 

(四) 辦理推動「學生健康寢室」宣導活動，訂定健康生活公約，早睡早起、不

熬夜，促進身心健康及學業進步(105.03.09)。 

(五) 本校幼教一王郁欣同學榮獲「教育部 105 年全國慈孝家庭楷模」(大專組全

國決選 6 位)(105.04.22)。 

(六) 辦理「馨心傳情、信福快遞」－母親節知恩、感恩活動(105.05.04)。 

(七) 105 學年度「起飛計畫」提供在學習、經濟、文化上之弱勢學子能有向上

提升的能量。 

四、 衛生保健組 

(一) 申請教育部 105 年度補助大專校院推動健康促進學校實施計畫，共獲

144,000 元補助。 

(二) 推廣健康蔬食活動：第 1 學期計 162 名師生參加(104.11.03-11.26 每週二、

四中午 ) ；第 2 學期有 181 位教職員工生參加 ( 含起飛計畫 64

人)(105.05.03-05.26 每週二、四中午)。 

(三) 於健康園遊會現場邀請本校體育系學生、衛福部臺南胸腔病院醫護團隊、

中西區衛生所及國立臺南護專護理科實習生設攤辦理體適能檢測、營養諮

詢、菸害防制及校園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等宣導活動，完成各關卡任務

後可獲運動毛巾一條並可參加摸彩，師生及社區民眾約 300 人次參加

(104.12.19-12.20)。 

(四) 配合清明佳節推廣健康飲食觀念，於學生餐廳舉辦「清明包健康」活動，

共計 35 人參加(105.0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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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輔導學生餐廳推出健康低卡餐盒促銷活動，4/7-5/27

每日供應三種主菜供選擇(含素食)，師生反應熱絡，共售出餐盒 2508 份。 

 

伍、  年度榮譽事蹟 

一、連續 8 年榮獲「教育部捐血績優學校殊榮」。 

二、榮獲「104 學年度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辦理品德教育推廣與深耕學校」殊榮。 

三、國樂社參加「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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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優」。 

四、愛心社、海鷗社及學生會參加「105 年度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評選及學生會

成果競賽」，均榮獲甲等獎殊榮。 

五、承辦「105 年度臺灣教育大學系統學校學生社團幹部研習營-青春偶像『聚』

活動」，計有臺北市立大學等 7 所學校共 146 位學生參與。以探索教育為主的

體驗課程獲得學生、教育部及教育大學系統的一致肯定，本校再次取得主辦

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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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 

壹、 單位基本資料 

本處置有總務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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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設技正 2 名、

組員 7 名、技士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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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名及全職工讀生 3 名。 

貳、 議事方面 

一、 總務長室 

(一) 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會議 

1. 104 學年度共召開提案審查會議 2 次(104.10.21、105.04.28)。 

2. 104 學年度共召開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會議 2 次(104.10.28、105.05.09)。 

(二) 總務會議 

1.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共召開總務會議 4 次(104.09.09、104.10.14、104.11.18、

104.12.16)。 

2.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共召開總務會議 5 次(105.02.17、105.03.16、105.04.13、

105.05.18、105.06.27)。 

(三) 其他 

1. 召開研商校務基金相關法規修正事宜會議(104.09.29)。 

2. 榮譽校區：空間規劃事宜會議(104.10.07)、校舍耐震補強工程工作會議

(105.04.11)。 

3. 七股校區：強化使用建言座談會(104.10.16)、經營策略會議(105.05.18)。 

二、 文書組 

行政會議：104 學年度共召開行政會議 8 次(104.9.16、104.10.7、104.12.16、

105.01.13、105.02.24、105.03.23、105.05.18、105.06.15)。 

三、 營繕組 

(一) 校區規劃座談會議 

1. 與校內理工學院、環境與生態學院師長座談會共召開 2 次(104.08.26、

104.09.01)。 

2. 與全校師生校區規劃座談會共召開 2 次(104.09.23、104.09.25)。 

(二) 榮譽校區修繕規劃座談會議：需求規劃座談會(105.02.24)、基本設計審查會

議(105.03.23)、細部設計審查會議(105.05.04)、立面整修方案研商會議

(105.05.06)。 

(三) 校區設置計畫書修正討論會議 

1. 規劃小組會議：由副校長召集 1 級單位主管、6 院院長及相關師長，共召

開 3 次（104.12.30、105.5.5、105.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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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工作會議：總務處與規劃單位進行修正內容研商，共召開 6 次(105.1.12、

105.1.19、105.1.26、105.3.19、105.4.11、105.4.22)。 

四、 環安組 

(一) 召開環境安全衛生委員會會議(104.11.09)。 

(二) 召開節約能源委員會議(104.12.15)。 

(三) 召開實驗動物照護及管理小組會議(104.12.16)。 

(四) 召開生物安全衛生委員會議(104.12.16)。 

 

參、 年度重要工作 

一、 總務長室 

(一) 修正本校「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要點」條文，陳報教育部同意准予備

查。 

(二) 執行本校 104 年度出納事務查核作業。 

(三) 配合秘書室、學務處、主計室、研究發展處等各單位，彙整本處相關資料。 

二、 事務組 

(一) 對校內樹木及校地所種行道樹每年修剪二次，以確保人車安全及校園整潔。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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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維持乾淨、衛生之校園環境。 

(三)  104 學年度繼續實施教職員工等之汽車停車收費措施，總計(含學生) 1,187 人

申請，挹注校務基金收入 118 萬 4,390 元；104 學年度並續行教職員工機車

停車管制措施，成效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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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續推動校園開放政策，督促警衛同仁嚴守服勤規定，以服務為導向、常保

微笑，提供師生及來賓優質之服務。 

(六) 104 學年度採購、招標案件數如下： 

1. 10 萬元以上招標案 85 件，總金額 7,814 萬 7,926 元。  

2. 10 萬以下採購案(含共同供應契約)8,379 件，總金額 7,909 萬 2,161 元；共

同供應契約 10 萬元以上計 37 件，總金額 1,576 萬 8,475 元。 

3. 科研採購案件 10 萬元以上 26 件，總金額 833 萬 3,478 元。 

(七) 配合校慶、畢業典禮、阿勃勒節及各單位舉辦活動所需，提供行政支援，104

學年度計有機動工作派遣 783 次；車輛派遣 1,148 次；會議室借用 3,101 次；

音樂廳辦理活動 134 場次，總收入 136 萬 1,520 元。 

三、 保管組 

(一) 本校辦理不動產撥用計畫，撥用原台南市忠孝國中(榮譽校區)校地、校舍，

悉依規定於撥用後 6 個月內提報使用情形，含校地現況使用配置圖、建物現

況使用配置圖及相關系所位處照片等。 

(二) 接受台南市古蹟專業服務中心訪談，說明本校對於紅樓古蹟的管理維護情形

(104.0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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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04 年 11 月中旬： 

1. 依「古蹟管理維護資料檔案建檔與彙送要點」規定，提報本校「市定古蹟

原臺南師範學校本館」管理維護計畫，修正 3 次（104.11.20 修正版）後，

市府准予備查；爾後每年須彙提年度維護管理資料檔案。 

2. 因應校園投幣式飲料自動販賣機、學生餐廳、圖書文具部等委外經營案契

約均 105.01.31 屆期，重行檢視、修正並進行招商規範、簽核、公告、評

選招商、議價、訂約等作業，新契約如期於 105.02.01 生效，繼續提供師

生便利生活需求。 

3. 辦理全國宿舍管理系統資料轉置彙整作業，提報修正資料。 

(四) 105 年 2 月辦理本校校園設置投幣式自動販賣機、學生餐廳、圖書文具部舊

約履約保證金退款等事宜。 

(五) 辦理本校首長宿舍住宿簽約及公證手續：包含擬製副校長、主任秘書等授權

書、發函南市稅務局核定房屋現值證明、撰寫簽約陳核用印、簽陳公證請求

書用印等前置作業，再送公證程序。 

(六) 辦理 104 年度本校經管國有不動產活化、智慧財產權活化收益成果報告撰

寫、彙整統計及陳報事宜。 

(七) 請領本校經管土地謄本，變更經管土地財產卡登錄新公告地價、日期暨產值

更動提報等事宜。 

(八) 配合辦理思源樓 1 樓學生用餐區整修換裝桌椅事宜。 

(九) 辦理國產署「105 年度中央國有財產管理自我檢核表」及「國有智慧財產權

及其他權利量值情形彙總表」陳報事宜；進行本校「105 年度中央國有財產

管理自我檢核」作業。 

(十) 辦理 104 年度「內部控制制度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提報作業。 

(十一) 105 年 5 月： 

1. 辦理思源樓學生餐廳設置視聽器材設備，於畢業典禮時轉播會場動態，以

利場外家長同步觀看；平時亦可提供廣播、影片觀賞或供學生辦理活動使

用。 

2. 辦理學生餐廳承包廠商終止經營事宜，召開協商會議及律師諮詢會議、通

知承包商終止契約函、重簽(105 年第二次)辦理公告招商等事宜。 

(十二) 配合各單位教學及宿舍設備汰換、教室及辦公空間整修(學校年度經費及教

育部補助款項)，辦理財產增置及舊品報廢等相關事宜。 

(十三) 配合 105.02.15 行政院主計總處及 105.05.12 科技部蒞校業務訪查，事先通

知受盤單位(人)，並前往實地預盤財物，各受查單位均全力配合，順利完

成抽查。 

(十四) 104 學年度報廢財物標售 2 次，收入 578,600 元，並配合廢品清移作業，

擬定配套措施：預先公告暫停相關報廢申請及文薈樓電梯使用通知等事

項。 

(十五) 辦理 104 年度內部控制（盤點部分）自行評估作業、內部稽核（零星採購

抽驗）之實地查核工作，並完成年度「內控風險評估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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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本校財產報廢後轉撥附屬學校及其他學校再利用： 

1. 土城高中：西式船槳 6 組及槳頻器組 1 組。 

2. 附中：直立式鋼琴 1 台、數位鋼琴 10 台、大茶几 1 個。 

3. 附聰：伺服器 6 台含機箱、直立式鋼琴 1 台、電鋼琴 3 台、數位鋼琴 2 台、

平板電腦 1 台。 

4. 附小：直立式鋼琴 1 台、電鋼琴 1 台。 

(十七) 持續辦理校內報廢財產再利用： 

1. 本校學生： 將已報廢之電腦設備整理後，提供予需要查詢資料或繕打報告

之學生使用至畢業，嘉惠學生並落實資源回收再利用政策。104 學年度計

借出 13 台，含桌上型電腦、筆記型電腦及螢幕，歸還 12 台(含以前年度借

用)。 

2. 校內公務：將已報廢仍可再利用之財產(含非消耗品)或其附屬設備提供予

校內同仁使用，104 學年度計 132 件，包含電腦、螢幕、譜架、電子琴等。 

(十八) 校外財產移轉、捐贈案： 

1. 財產捐贈予南台科技大學：科技部計畫購置設備 2 件(教育學系)。 

2. 撥出至臺灣師範大學：計畫購置設備(含非消耗品)17 件(動畫所)。 

(十九) 辦理本校財管系統 104 年度驗收、105 年度租賃及維護案之簽訂事宜。 

(二十) 承辦 104 學年度場地收入 69 筆，金額 1,320,291 元。 

(二十一) 104 學年度財產(含圖書、無形)、非消耗品(截至 105 年 6 月底)計增加

12,766 件、減少 2,992 件，增加金額 86,274,187 元，減少金額 82,985,250

元，結存共 378,174 件，計 556,328,670 元。 

四、 出納組 

(一)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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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第一學期由出納組蒐集各單位繳費項目經統整後，列印

繳費通知單並寄發： 

1. 104 學年度第一學期，繳費截止日：104.09.07。 

2. 104 學年度第二學期，繳費截止日：105.02.15。 

(二) 104 學年度大學部及研究所學分費繳納期程如下： 

1. 104 學年度第一學期：104.10.26 發布繳費資訊，繳費截止日為 104.11.25。 

2. 104 學年度第二學期：105.04.15 發布繳費資訊，繳費截止日為 105.05.16。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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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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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項廠商工程款、事務採購費用等之撥款入帳。 

(五) 辦理專案計畫各項人事費及廠商款項之撥款入帳。 

(六) 辦理導師費、專兼任教師超支及授課鐘點費之撥款入帳。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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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配合本校推廣信用卡定期定額捐款方案，需開設 404 國庫專戶，案經財政部

105.06.07 來文同意後，即與國庫代辦之玉山銀行金華分行洽談相關事宜，並

完成存戶利率及作業方式協商，順利於 06.22 開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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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文書組 

(一) 核算本校 104 年公文歸檔總數 18,986 件、校內機密案件屆期解密檢討 39 件。 

(二) 本校永久保存檔案典藏截至 104 年共 73.93 公尺，定期保存檔案典藏共 156.87

公尺，校內年度紙本檔案檢調應用共 97 件。 

(三) 辦理 104 年度各單位聘書、研習證書、獎狀、成績證明及人事室獎懲令等用

印。 

六、 營繕組 

(一) 採購招標案：10 萬元以上招標採購案計 24 件，累計決標金額 5,694 萬 7,371

元。 

(二) 年度重要採購案件辦理情形： 

1. 「校友樓(國際學舍)新建工程」案：由甲頂營造有限公司承攬，104.05.11

開工，至 105.06.30 止計召開工務會議 52 次，實際工程進度 96.52%較預

定進度超前約 1.55%，預計 105.07.19 完工。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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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07.01 動工，同年 09.04 完工。 

3. 「懷遠齋網路及光纖線路汰換新增工作」案：由領群科技有限公司於

104.09.04 完工。 

4. 「紅樓屋頂及外牆維護改善工程」案：由吉如營造有限公司承攬，104.07.17

動工，104.10.23 完工。 

5. 「104 年暑假學生宿舍暨校舍建築整修工程」案：由吉如營造有限公司承

攬，104.07.11 動工，因廠商財務問題於 104.12.10 終止契約。 

6. 「EMBA 個案教室及研討室整修工程」案：由都邦國際室內裝修有限公司

承攬，104.11.15 動工，105.01.01 完工。 

7. 「榮譽校區廢棄物儲存室新建工程」案：由鼎勝土木工程有限公司承攬，

105.01.04 動工，105.03.13 完工，105.05.18 核發使用執照。 

8. 「府城校區餐廳餐桌椅汰換及室內美化」案：由垚品室內裝修設計有限公

司承攬，105.01.18 動工，105.05.13 完工。 

9. 「懷遠齋宿舍床組設備汰換採購」案：由經典辦公傢俱承攬，105.06.27 動

工，預計 105.08.28 前完工。 

10. 「榮譽校區 B 棟校舍耐震補強工程」案：由金贊營造有限公司承攬，

105.06.27 動工，預計 105.08.31 前完工。 

11. 「圖書館 1 樓及 2 樓空間改造工程」案：由都邦國際室內裝修有限公司承

攬，105.06.27 動工，預計 105.08.15 前完工。 

12. 「思誠樓網路線路汰換更新工作」案：由領群科技有限公司承攬，105.06.23

動工，預計 105.08.21 前完工。 

13. 「榮譽校區建築與環境整修工程(第 1 期計畫)」案：104.11.11 教育部陳前

次長訪視本校位於大同國小實驗室、榮譽校區及府城校區之空間使用現

況，同年 12 月核定補助 500 萬元辦理第 1 期校園整修工程；於 105.07.08

開標，預計 105.09.30 前完工。 

– 28 –



14. 「榮譽校區網路機房、電腦教室整建及 B 棟網路線汰換工程」：於 105.07.19

開標，預計 105.09.20 前完工。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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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 

1. 內政部營建署南工處 104.08.25 召開「研商臺南大學七股校區於市道 173

線圍籬設施遷移現地會勘」，結論除主大門入口處路段及未設立紐澤西護

欄之圍籬路段外，施工圍籬將全部拆除，以利用路人安全及側溝維護。 

2. 七股校區公共設施工程之機電中心及自來水塔工程標保固期滿缺失改

善，於 104.11.09 複驗通過。 

3. 七股校區公共設施工程之公共設施工程標(不含生態滯洪池南護岸植栽部

分）保固期滿缺失改善，於 104.11.20 複驗通過。 

4. 七股校區公共設施工程之弱電設備工程標，104.11.23 保固期滿會勘，缺失

改善於 104.12.25 複驗通過。 

5. 七股校區公共設施工程之東側景觀工程標，104.11.25 驗收缺失部分，於

105.01.20 複驗通過。 

6. 七股校區公共工程標之生態滯洪池南護岸植栽工程第 4 期養護期滿，

105.03.28 會勘結果合格。 

7.  內政部營建署南工處 105.04.27 召開七股校區公共設施工程(校區東側景觀

工程標)移交相關資料及噴灌系統測試接管作業協調會。 

(四) 校園安全及友善環境改善 

1. 「府城校區後門標誌及提款機無障礙環境改善案」：後門標誌於 104.10.21

安裝完成，另後門提款機無障礙環境與郵局商議修改方案後，於 104.11.12

完成。 

2. 府城校區籃球場旁通往慶中街動線之無障礙環境改善：配合調整慶中街機

車停車場停放區域後，增設行人專用通道，於 104 年 11 月改善完成。 

3. 強化府城校區各棟建築物火警通報機制：於建築物受信總機裝置「訊號移

報機」，若有火警訊息透過電話通報守衛室及相關單位人員以縮短火警發

生時之通報流程與時間。 

4. 改善思誠樓中央入口階梯處、思源樓南側通路及懷遠齋戶外階梯處之夜間

照明。 

(五) 消防自衛編組訓練 

1. 本校 104 年度第 2 次消防自衛編組演練(104.09.11)。 

2. 本校 105 年度第 1 次消防自衛編組演練暨民防訓練(105.06.08)。 

(六) 校區設置計畫書辦理情形： 

1. 教育部 102.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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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加速校區建設，依教育部函示提出「國立臺南大學校區設置計畫（七股

校區及府城校區）」，並於 103.4.7 函送修正後計畫書及校內溝通相關資料

至部，經部同年 5.15 核轉行政院，行政院秘書長同年 10.6 函覆請照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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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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3.3 函送修正後計畫書(第 12 版)至部；教育部 104.8.3 以臺教高(三)字

第 1040104907 號函請本校審酌可用資金(約新台幣 5.71 億元)審慎評估開

發之必要性及環生學院師生反對遷入七股校區一事之校內師生強化溝通

事宜。 

4. 進行校內共識溝通事宜：分別於 104.08.26 及 09.01 與校內理工學院及環境

與生態學院師長進行兩場次之校區規劃座談會，理工學院於 104.09.16 召

開學院校區未來規劃座談會、環生學院於 09.17 舉辦教師座談會；之後並

於 104.09.23 及 09.25 召開全校師生校區規劃座談會。 

5. 104 學年度第 1 次校務會議，決議通過七股校區以「研究教學取向」、「產

學合作」及「與政府相關單位合作開發」之七股校區與府城校區建設計畫

之修正方案(104.10.14)。 

6. 因校區發展策略變革需重新檢討規劃七股校區及府城校區相關建設計畫

內容，至 105 年 6 月，累計召開 6 次工作會議及 3 次規劃會議；目前修正

七股校區開發使用之中長期規劃內容進入最後修整定稿階段，預計 8 月間

與臺南市政府進行研商，再依研商成果檢討修正計畫書，期於 10 月底前

修正定稿，11 月函送修正後「校區設置計畫書(七股校區及府城校區)」至

教育部審議。 

七、 環安組 

(一) 規章制訂及修改 

1. 辦理府城及榮譽校區毒性化學物質核可文件變更負責人作業及有害事業

廢棄物清理計畫書變更作業。 

2. 修正：「國立臺南大學府城以及榮譽校區化學品之安全資料表」、「國立臺

南大學校園環境安全衛生政策」、優先及管制性化學品相關表單、國立臺

南大學負責人更動申請表、國立臺南大學實驗室環境改善建議表、綠能系

及生科系實驗室安全衛生守則。 

3. 訂定「毒化物無預警測試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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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在職人員及承攬商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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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參加動物人道管理教育訓練。 

6. 與環保署合辦「大專校園毒化災應變演練」。 

7. 參加教育部舉辦「校園職業安全衛生知能提升暨教育訓練」推動計畫-「專

業種子師資培訓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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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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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實驗室安全衛生改善 

1. 改善實驗場所配電箱中隔板安裝工程及滅火器過期更換作業。 

2. 改善榮譽校區生物醫療廢棄物儲存櫃因壓縮機故障之出水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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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511-C 實驗室增加新設備需增設插座之迴路工程。 

5. 協助生物科技學系新設 C106 實驗場所之安全衛生規畫事宜。 

6. 辦理實驗場所作業環境監測。 

7. 協助材料系及綠能系購入游離輻射設備之申報及審查作業。 

8. 規劃辦理榮譽校區廢液儲存室新建工程。 

9. 榮譽校區 E 棟 306 實驗室酸性廢液桶發生放熱反應，本組進行後續追蹤及

安全衛生管理。 

10. 協助榮譽校區 ZE304、ZF201 及 ZE205 實驗室新增設備規劃及用電等安全

衛生事宜。 

11. 協助視設系辦理危險性機械設備定期檢查。 

12. 更新本校「學校單位基本資料」與「安全衛生基線資料」。 

(五) 毒性化學物質管理 

1. 辦理府城及榮譽校區毒性化學物質廢氣及報廢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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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勞動部報備本校優先化學品儲存、使用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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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因應環保署修正部分毒性化學物質濃度，調查各實驗場所是否有符合新修

正之毒性化學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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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104 年環保支出統計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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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年動物照護監督報告。 

3. 臺南市政府環保局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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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廢棄物產出、暫存情

形。 

6. 向勞動部報備本校勞工人數及職業災害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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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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來年人

力委外改善參考依據。 

(二) 實施校園車輛停車收費，落實使用者付費與國有財產活化政策。 

(三) 實施本校「科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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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保管組 

(一)依國有財產法規定，將本校「專利權」納入國有財產管理。 

(二)為確保含有儲存媒體之報廢財物其敏感性資料及授權軟體已被移除，施行「報

廢表單修改 (增設自我檢核欄位)」及「添購硬碟抹除設備提供使用」二項新

措施，自 105 年 3 月起實施。 

(三)新增報廢品清運及處理方式： 

1. 除原定每週一、四收繳府城校區之報廢財物外，另協調公務車週二上午至

榮譽校區收繳各單位之報廢品。 

2. 有關報廢屬廢棄物無法變賣者，由事務組協助後續清運等處理作業，有助

於降低本校倉庫堆放廢品量體累積的速度。 

(四)提前實施年度盤點：盤點開始時間由原訂之暑假提前至 3 月，並配合線上盤

點系統之實施，提供保管人不同(紙本、線上)的盤點選擇，也讓財產管理單

位有較充足時間進行複盤，並於年度結束前陳報首長完成結案。 

三、 出納組：104 學年度第二學期起，增加交換生在其居住地可用銀聯卡採網路繳

費，以減少交換生攜帶大量現金之風險，並簡化至出納組排隊印單再轉赴台灣

銀行臨櫃繳款之等候時間。 

四、 文書組：配合教務處完成具防偽功能之中英文版畢業證書，於 103 學年度第二

學期(104.07)起製發。 

五、 營繕組 

(一)為提升節能績效，進行智慧節能系統整合及汰換老舊空調設備： 

1. 智慧節能系統整合：向內政部建築研究所爭取獲補助「105 年度公有建築

物智慧化改善工作」經費 60 萬元，辦理本校空調系統與既設能源管理系

統整合及節電管控，於 105 年 7 月完工。 

2. 汰換老舊空調設備：文薈樓儲冰式中央空調系統已建置 20 年，系統效能

不佳且耗能、維護費用高，規劃更新為直流變頻離心主機系統及建置能源

監測管理系統，已於 105 年 6 月完成專案管理廠商徵選事宜，預計 105 年

12 月設備更新後，估計節能率可達 50%，每年節省 507 仟元之電費支出。 

(二)為落實再生能源發展政策，104 年 11 月完成府城校區校舍屋頂設置太陽光電

發電設備標租案之評估，105 年 5 月與大同股份有限公司簽訂契約，預計 105

年 12 月完成 312Kwp 裝置容量，每年約可產出 40 萬度發電量；此計畫本校

無須出資建置費用，每年預估可收取 290 仟元回饋租金及屋頂層降溫之節電

效益。 

六、 環安組：辦理圖書館室內空氣品質維護及管理相關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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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年度榮譽事蹟 

一、 節電節水成效方面，依需求調整供電方式、供電時段及燈具汰換為節能燈具

等，連續 2 年(103-104 年)負成長，104 年度總節電量約 12 萬 2,700 度、節電率

1.61%(與 103 年度相較)，約撙節電費 396 千元；另 104 年度用水量節省約 6,404

度、節水率約 3.74%(與 103 年度相較)，以均水價換算撙節經費約 82 千元。 

二、 臺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辦理「104 年惜用資源顧地球活動」，本校獲得學校組之

績優單位。 

三、 本校 104 年度辦理綠色採購之整體績效達教育部指定比率 90%，成績優異，教

育部來文建請對相關人員敘獎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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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展處 

壹、 單位基本資料 

本處置有研發長、校聘秘書 1 名(由秘書室支援)；下設國際事務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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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發展處 

(一)處務會議：第 1 學期共 2 次(104.10.01、104.12.02)、第 2 學期共 2 次(105.03.21、

105.05.02)。 

(二)獎勵、補助相關要點辦法協商會議，共 3 次(104.10.26、104.12.23、105.05.23)。 

(三)104 學年度研究發展會議，共 2 次(105.01.14、105.06.13)。 

(四)大同國小實驗室搬遷安置協調會議(105.05.31)及需求確認會議(105.06.16)。 

二、 國際事務組 

(一)來校交換學生相關事宜協調會(104.9.24)。 

(二)本校交換學生出國甄選複審審查會議(104.10.22)。 

(三)本校姐妹校交換學生來校就讀複審審查會議，共 2 次(104.11.23、105.5.9)。 

(四)本校辦理學術研討會(含展覽、表演)補助審查會議，共 2 次(105.1.11、105.2.23)。 

(五)本校麗尊展演展翼揚名獎學金審查會議(105.6.8)。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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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6.28)。 

三、 學術發展組 

(一)本校 104 學年度獎勵研究績優系所複審會議(104.10.23)。 

(二)本校 104 年度補助學術研究計畫複審會議(104.11.6)。 

(三)本校 104 學年度第一學期南大學報指導委員會議(104.12.21)。 

(四)本校 105 年度五類學報及光碟片採購乙案評審小組會議，共 2 次(105.2.25、

105.3.24)。 

(五)本校 105 年度貴重儀器管理委員會(105.3.3)。 

(六)本校 105 年度加強學術研究提昇教學品質獎勵初審會議、複審會議(105.4.25、

105.5.12)。 

四、 產學合作組 

(一)本校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研商會議，共 3 次(104.6.30、104.8.12、

104.9.3)。 

(二)本校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座談會(104.9.25)。 

(三)補助計畫配合款審議委員會：104 年度第 2 次(104.11.16)、105 年度第 1 梯次

(105.4.25)。 

(四)本校 104 年度第 2 次研究中心評議委員會(104.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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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105 年度科技部大專學生研究計畫申請說明會(105.1.7)。 

(六) 本校申請「科技部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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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5.9)。 

(七)本校 105 年度技術審查委員會(105.6.30)。 

 

參、 年度重要工作 
一、 國際事務組 

(一) 外賓參訪及座談 

1. 蒞校參訪：華東師範大學訪問團(104.8.13)、日本社團法人台灣留學支援中心

林致廷副會長(104.10.13)、韓國又松大學 Woosong University(104.10.16)、大

陸網龍公司(104.12.4)、香港迦密唐賓南紀念中學(104.12.10)、嶺南師範學院

(104.12.14)、澳門中學師長臺灣參訪團(104.12.24)、日本琉球大學及神戶大學

訪問團(105.5.12)、日本社團法人台灣留學支援中(105.7.29)。 

2. 交換生及境外生：辦理本校交換學生出國暨獎學金甄選說明會(104.9.23)；出

國交換學生經驗分享座談會(104.11.25、12.2、12.9、12.16；105.4.27、5.4、

5.11、5.18)及出國行前說明會(104.12.23、105.6.1)；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境外學生接待志工說明會(105.1.6、105.6.15)；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境外學生註冊說明會(105.2.22)。 

(二) 本校出訪行程 

1. 吳 麗 媛 主 任 及 鄭 泰 山 組 長 出 席 2015 馬 來 西 亞 臺 灣 高 等 教 育 展

(104.8.13-104.8.19)。 

2. 陳惠萍教務長及蔡佳恩校聘組員出席 2015 Study in Taiwan 印尼臺灣高等教

育展(104.8.26-104.9.1)。 

3. 姜麗娟主任秘書及蔡佳恩校聘組員出席 2015 香港臺灣高等教育展

(104.10.29-104.11.1)。 

4. 林建宏研發長、侯志正主任、郭旭芳秘書出席與廈門大學音樂交流及參訪姐

妹校華僑大學(104.11.19-11.22)。 

5. 蒲 盈 志 組 長 、 蔡 佳 恩 校 聘 組 員 出 席 2016 越 南 臺 灣 高 等 教 育 展

(105.3.12-105.3.18)。 

6. 莊陽德副校長及林建宏研發長至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及廣州(廣東外語藝術

職業學校、華南理工大學、華南師範大學、中山大學)參訪(105.4.3-105.4.9)。 

(三) 姐妹校簽約：日本金澤星陵大學(104.9.24)、安徽大學(104.10.2)、華僑大學

(105.1.15)。 

二、 學術發展組 

(一) 南大學報 

1. 辦理 104 年度五類學報暨光碟片招標驗收結案事宜。 

2. 辦理 105 年五類學報暨光碟片招標評審，評審結果為天宇視覺設計得標。 

3. 辦理 104-106 年度南大學報指導委員改聘作業。 

4. 自 105 年起「理工研究國際期刊」改為半年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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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出版教育研究學報 49 卷 2 期、50 卷 1 期；人文與社會研究學報 49 卷 2 期；

人文研究學報 50 卷 1 期；社會研究學報 2 卷 1 期；理工研究國際期刊 5 卷

3~4 期、6 卷 1 期；藝術研究學報 8 卷 2 期、9 卷 1 期。 

6. 辦理政府出版品展售門市及電子期刊授權單位 104 年銷售結帳請款相關事

宜。 

7. 與各出版社陸續進行換約事宜。 

8. 向法國 ISSN 期刊總部申請理工研究國際期刊更改出版刊期。 

9. 本校學報合作單位碩亞數碼科技有限公司與中國知網 CNKI 合作，將本校學

報共同推廣至歐美地區。 

10. 更新本組網頁：104 年 10 月、105 年 4 月出版之五類學報篇名及作者。 

(二) 計畫相關 

1. 為提供本校教師多元審查管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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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12.31。 

2. 與國立成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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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12.31，目前協助本校教師申請計 18 件。 

3. 本校已加入南區研究倫理聯盟種籽基金方案，即日起至 105.12.31 止： 

(1) 本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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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校內教師提送成大研究倫理審查，如無任何經費支持的研究計畫，則不限

件數皆不收取審查費。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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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辦理科技部補助專家學者出席國際會議相關事宜，共計 8 件。 

6. 辦理科技部出國補助計畫相關事宜，計 1 件。 

7. 辦理科技部邀請國際科技人士短期訪問相關事宜，計 4 件。 

8. 辦理中央研究院「105 年第 2 梯次獎勵國內學人短期來院訪問研究案」核定

相關事宜，計 1 件。 

9. 行政院科技部 105 年度(第 54 屆)補助科學與技術人員國外短期研究，本校核

定通過計 3 名。 

10. 辦理科技部 106 年度（第 55 屆）補助科學與技術人員國外短期研究案申請。 

(三) 其他庶務 

1. 辦理「104 學年度獎勵研究績優系所」，研究優良獎由戲劇創作與應用學系及

綠色能源科技學系獲得，最佳進步獎由電機工程學系獲得。 

2. 辦理 104 年度各系所獲學術競賽獎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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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辦理各類期刊徵稿及研討會訊息公告。 

4. 辦理 105 年度加強學術研究提昇教學品質獎勵案申請，共獎勵 143 件。 

5. 辦理 104 年度補助學術研究計畫案申請，共補助 11 件。 

6. 統籌協助各單位辦理「教育部大學校院校務資料庫」104 年 10 月及 105 年 3

月份表單填報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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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回報教育部：本校 106 年度歲出概算經常性作業用單價 500 萬元以上儀器。 

8. 辦理中華民國斐陶斐榮譽學會 105 年榮譽會員推薦，共 16 名。 

9. 回報財團法人國家實驗研究院：本校 104 年已購單價 100 元以上儀器調查表。 

10. 參加教育部「第二週期大學校院校務評鑑實施計畫草案說明會」，本校校務

評鑑預計於 107 下半年。 

11. 辦理貴重儀器暨專利成果展。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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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流用及經費追加等事宜。 

3. 辦理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經費結報相關事宜（含產學合作研究計畫），共 71

件。 

4. 辦理科技部 103、104 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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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辦理科技部補助本校專題計畫（58 件）及新制多年期專題研究計畫（37 件）

之第 2 期請款事宜，共 95 件。 

6. 辦理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申請 104 年 8 月-105 年 7 月，共提出下列申請案： 

(1) 「104 年開發型(第 3 期)及應用型(第 2 期)產學合作研究計畫」，共 5 件。 

(2) 「105 年度第二期能源國家型科技計畫(NEP-II)」，共 1 件。 

(3) 「104 年度專題研究計畫申覆案」，共 4 件。 

(4) 「105 年度科技部/經濟部能源局『能源科技學術合作研究計畫』」，共 1 件。 

(5) 申請 104 學年度新進人員研究計畫隨到隨審案，共 3 件(材料系、應數系、

生科系)。 

(6) 申請 105 年度專題研究計畫補助案(含新進人員研究計畫)，共 107 件。 

(7) 申請 105 年度優秀年輕學者研究計畫補助案，共 20 件。 

(8) 申請 105 年度探索研究計畫補助案，共 4 件。 

(9) 申請 105 年度補助人文學及社會科學學術性專書寫作計畫，共 1 件。 

(10)申請 105 年開發型(第 2 期)及應用型(第 1 期)產學合作研究計畫，共 2 件。 

(11)申請 105 年度獎勵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博士候選人撰寫博士論文，共 1

件。 

7. 辦理科技部函請本校查核有關執行專題研究計畫未依規定繳交報告之相關

事宜，本處業依限以南大研發字第 1040018430 號函覆查核結果(共 3 件)。 

8. 辦理 104-105 年度科技部核定補助本校延攬科技人才： 

(1) 綠能系張家欽老師延攬「博士後研究」蘇昱帆先生：  

○1 辦理經費結報 1 件(執行期限 104.03.01~104.07.31)。 

○2 辦理申請及核定經費相關事宜 1 件(執行期限 104.09.01~105.07.31)。 

(2) 數位系施如齡老師延攬「博士後研究」黃淑賢女士： 

○1 擬辦理經費結報 1 件(執行期限 104.11.01~105.07.31)。 

○2 辦理申請及核定經費相關事宜 1 件(執行期限 105.08.01~106.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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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機電所蔡昆宏老師延攬「博士後研究」李俊廷先生：申請及核定經費相

關事宜 1 件(執行期限 105.01.01~105.12.3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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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年度補助大專校院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施核定： 

○1 製發獲獎證明寄送獲獎人，共 43 人。 

○2 按月核撥獎勵金予獲獎人，共 42 人(1 人獲教育部彈薪方案，參見○4 )。    

○3 於 105 年度 5 月底前繳交本校執行績效報告。 

             ○4 依人事室遞補張家欽老師領取教育部彈薪方案，自 105 年 2 月起停撥

予張師，並請其繳回 104 年 8 月至 105 年 1 月已支領之獎勵金。 

○5 通知獲獎人簽具印領清冊，並將依限於 105 年 9 月底前辦理經費結報。 

(2) 辦理 105 年度補助大專校院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施申請：105.5.9 召開審

查委員會審議，推薦申請 40 名特殊優秀專任教學研究人員(傑出人員 6

名、優良人員 34 名)。 

10. 辦理科技部補助大專校院延攬特殊優秀人才措施方案： 

(1) 以南大研發字第 1050002344 號函辦理 104 年度延攬措施方案成果報告

及經費結案事宜： 

○1 綠能系延攬劉奕宏博士(原任職於日本產業技術總合研究學者)。 

○2 生科系延攬吳慧珍博士(原任職於法國國家發展研究院擔任工程師研

究員)。 

(2) 科技部以科部科字第 1040091152 號函核定本校 105 年度賡續延攬劉奕

宏博士及吳慧珍博士乙案。 

(3) 辦理 105 年度核定經費第 1、2 期款項請撥及經費授權所屬系所等事宜。 

11. 辦理科技部核定本校 104 學年度新進人員專題研究計畫隨到隨審案之簽約

請款等事宜，共 2 件(材料系、應數系)。 

12. 辦理105年度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含產學合作計畫)核定事宜，截至 105.7.20

止，共核定 60 件：產學技術聯盟合作計畫 1 件、能源科技研究計畫 1 件、

產學合作計畫(應用型)1 件及(開發型)2 件、專題研究計畫 55 件(含生科系隨

到隨審 1 件)。 

13. 辦理本校執行科技部補助執行大專學生研究計畫： 

(1) 105.4.15南大研發字第 1050006409號函辦理 104年度計畫經費結案相關

事宜，共 28 件。 

(2) 辦理 105 年度科技部大專學生研究計畫申請說明會(105.1.7)。 

(3) 105年度大專學生研究計畫提出申請 71件，核定通過 35件，通過率 49%。 

(4) 開立本校學生獲年度大專學生研究計畫證明書。 

14. 科技部於 105.5.12 到校查核本校執行科技部補助 103 年度計畫財務收支情

形，共抽查 4 件；該部業以 105.7.12 科部綜字第 1050048944B 號函覆本校

查核完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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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辦理本校語文著作授權出版發行： 

(1) 教育系洪碧霞教授「臺灣 PISA2009 結果報告」語文著作繳交初版 2 刷

衍生利益金及「臺灣 PISA2012 結果報告」語文著作繳交初版 1 刷衍生

利益金。 

(2) 教育系黃秀霜教授「中文年級認字量表」語文著作授權初版 18 刷預付

衍生利益金。 

(二) 教育部相關業務 

1. 提供教育部及南大附聰執行「性平事件專業輔導小組」之行政協助，至 104

年底教育部已舉辦 5 次會議，並以 105.1.22 臺教授國部字第 1050000156 號

函示，依第 5 次會議臨時動議決議，專輔小組因階段性任務完成，小組之運

作自 104.12.31 起暫告一個段落，後續由教育部國教署規劃「國立特殊教育

學校性別平等教育精進計畫」持續對各國立特殊教育學校性別業務督導。 

2. 持續擔任本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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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公文簽辦事宜。 

3. 辦理教育部 105 年度「大專校院學生兼任助理分流運作現況及爭議問題調查

表」填報事宜，並依限備函報部。 

(三) 專業發展合作單位相關業務 

1. 截至 105 年 7 月，本校簽署專業發展合作單位共 36 個。 

2. 辦理本校已報廢之堪用財物徵詢三所附屬學校，並於彙整後通知各校備函辦

理移撥。 

3. 協助本校附屬高中辦理「國立高級中等學校改隸大學附屬學校審查機制與審

查作業委託計畫」案之訪視表附件資料綜整事宜。 

4. 與東區大同國小之合作交流： 

(1) 該校函請本校同意預借本(105)年度水電費週轉金 10 萬元整。 

(2) 南大研發字第 1050007546 號函送該校辦理專業發展合作續約事宜

(105.5.4)。 

(3) 協助核校辦理 105 年度暑期兒童育樂營相關活動：由體育系支援開設羽

球初級班、足球初級班、樂樂棒球班，共 3 班。 

(4) 協助辦理 105 年度該校專科教室及幼稚園補強工程案相關研商會。 

(四) 其他產學合作業務及行政庶務 

1. 本校與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相關業務： 

(1) 辦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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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案事宜。 

(2) 簽署 105 年度「學界協助中小企業科技關懷計畫」合約書相關事宜。 

(3) 辦理核定「105 年度學界協助中小企業科技關懷跨域整合計畫」相關事

宜，共 2 件：李建樹老師執行個案診斷計畫、莊陽德老師執行專案輔導

計畫。 

2. 教育部 105 年度大學校院校務資料庫填報事宜，並依限完成線上作業。 

3. 臺灣經濟研究院 105 年度函請本校填報「104 年全國研發狀況調查－研發產

出狀況(大專校院)」、「大專校院接受企業資助或委託研究狀況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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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依主計室通知填報「教育部聲復審計部審核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 104 年度

附屬單位決算及監督情形審核通知事項辦理情形表」。 

5. 國防部經濟部軍公民營工業配合發展會報函請推薦「法人團體從事軍品維修

能力評鑑委員」案，業依限推薦理工學院相關領域教師 7 名。 

6. 修訂相關法規： 

(1) 廢止施行-國立臺南大學強化教師研究設備實施要點(104.9.16 行政會

議)。 

(2) 訂定國立臺南大學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處理要點、國立臺

南大學部分工時勞動型助理人員契約書、國立臺南大學學習型兼任助理

同意書(104.9.16 行政會議)。 

(3) 訂定國立臺南大學執行科技部及教育部彈性支用額度作業要點

(105.1.13 行政會議)。 

(4) 修正國立臺南大學產學合作行政管理費及節餘款支用要點(105.5.9 校務

基金管理委員)。 

7. 依教育部臺教高通字第 1050063942 號函示，填報有關本校技術移轉利益迴

避規定制訂情形。 

8. 辦理本校 104 年度建教合作計畫結餘款分配支用簽核相關事宜，共 49 件。 

9. 辦理 104 學年度建教合作計畫項下科技部計畫預估管理費分配案簽核事宜。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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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立專任助理

人員離職證明等事宜。 

 

肆、 年度創新工作 

一、 國際事務組 

(一) 辦理本校接待境外學生及外賓志工相關事宜。 

(二) 建置出國學生學習成效線上問卷網頁資料庫。 

二、 學術發展組 

(一)將教師資料查詢系統整合至教師專業發展歷程系統。 

(二)辦理貴重儀器暨專利成果展。 

(三)持續進行各單位貴重儀器績效考核。 

三、 產學合作組：依教育部與勞動部規定，建立學生兼任助理之分流機制及相關配

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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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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學年度圖書館諮詢委員會議（105.5.2）。 

二、 圖書館館務會議 

(一)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共召開 3 次(104.09.17、104.10.14、105.01.08)。 

(二)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共召開 4 次(105.02.15、105.04.15、105.05.12、105.06.23)。 

 

參、 年度重要工作 

一、 工作重點 

(一) 104 年度圖書資料總經費 9,564,072 元，增購新書資料 16,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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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600 冊。 

(三) 處理新書推薦系統資料 3,082 種、贈送圖書資料 8,241 冊。 

(四) 圖書編目處理移送典閱 11,199 冊。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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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訂購中、外文紙本期刊，合計 562 種供閱覽。 

(七) 更新全國期刊聯合目錄資料庫中本館所有期刊館藏紀錄。 

(八) 處理館際合作對外申請 416 件、外來申請 237 件。 

(九) 處理新進期刊共 6,829 冊。 

(十) 定期統計期刊使用狀況及催缺缺期期刊。 

(十一) 更新圖書館網頁之新書通報、新書目錄及館藏統計資料。 

(十二) 維護本校機構典藏系統及博碩士論文系統。 

(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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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足師生需求。 

(十四) 圖書館自動化系統更新建置案，完成參訪、綜整各模組功能之需求書、召

開評選委員會議、招標等作業。 

(十五) 完成圖書館 7 種資料庫移至電算中心的 VM 並進行測試：四庫全書、大

家說日語、LiveABC、全民英檢、臺灣日日新報(漢文、日文)、臺灣文獻

叢刊、臺灣新聞智慧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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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 彙送教育部補助 104 年度圖書儀器及設備改善計畫之計畫書。 

二、 專題演講 

(一) 邀請貓眼娜娜(柯延婷小姐)演講「給大學生的講堂選題：做自己生命的主人」

(104.11.11)。 

(二) 邀請克萊兒(吳澄瑛老師)演講「成為更優秀的大學生：提昇語言能力，增廣

學習國際觀」(104.11.27)。 

(三) 邀請孩子的書屋創辦人陳爸(陳俊朗先生)演講「台東孩子書屋的閱讀故事」

(105.4.20)。 

三、 推廣活動 

(一) 主題書展 

1. 104 年 9 月：2014-2015 年借閱排行榜 

2. 104 年 10 月：我的大學時代－課業篇 

3. 104 年 11 月：我的大學時代－社團篇 

4. 104 年 12 月：我的大學時代－交友篇 

5. 105 年 1 月：我的大學時代－品格篇 

6. 105 年 2 月：2015 年預約熱門書 

7. 105 年 3 月：從悅讀望向世界 

8. 105 年 4 月：開卷品味閱讀情 

9. 105 年 5 月：獻上感恩康乃馨 

10. 105 年 6 月：航向人生新里程 

(二) 教育訓練 

1. 寫論文好幫手: EndNote 書目管理軟體(104.9.23)。 

2. IEEE/IET Electronic Library (IEL)資料庫(104.10.7)。 

3. PQDD 與 Proquest Educaitonal Journal、天下雜誌群知識庫(104.10.14)。 

4. CEPS 中文電子期刊資料庫、CETD 中文碩博士論文資料庫、中國期刊全

文資料庫(104.10.21)。 

5. Wiley&方正&Emerald(104.10.28)。 

6. Hyread 電子書(含手機 APP 使用說明)及台灣全文資料庫(104.11.4)。 

7. 論文好幫手: EndNote 書目管理軟體(104.12.2)。 

8. SDOL + Mendeley 免費書目管理工具暨學術社群(104.12.9)。 

9. CNKI 中國知識資源總庫、CBO(104.12.16)。 

10. IEL 資料庫(105.3.16)。 

11. 大家學日語遠距教學課程及學習管理平台(105.4.13)。 

12. EBSCO(105.5.4)。 

13. SDOL 資料庫及 Mendeley 系統(105.6.1)。 

14. 配合系所教師課程需求，提供圖書館資源講解課程共 18 場次。 

(三) 影展 

1. 辦理週五電影院，共 66 場，如下： 

(1)104 年 9 月主題影展：紀錄影展，計 4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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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4 年 10 月主題影展：設計影展，計 8 場。 

(3)104 年 11 月主題影展：音樂影展，計 8 場。 

(4)104 年 12 月-105 年 1 月主題影展：性別影展，計 12 場。 

(5)105 年 2 月主題影展：Disney 經典名片大賞影展，計 4 場。 

(6)105 年 3 月主題影展：珍惜生命不孤單影展，計 8 場。 

(7)105 年 4 月主題影展：日本映畫佳片大賞影展，計 8 場。 

(8)105 年 5 月主題影展：愛是一生的陪伴影展，計 8 場。 

(9)105 年 6 月主題影展：國際影展得獎大賞，計 6 場。 

2. 與公共電視臺合作辦理：「2015 公視假日電影院」5 場(104.10.7-104.11.4)；

「2016 公視巡迴電影院」4 場(105.5.4-105.5.25)。 

3. 辦理校慶電影院「立足南大、放眼國際」，計 8 場(104.12.19-104.12.20)。 

(四) 校慶暨圖書館推廣相關活動 

1. 電子書聯盟教育訓練：雙城記(104.9.29-104.10.2) 

2. 校慶活動：圖書館驚魂記(104.12.19)、圖書館猜謎達人擂台賽(104.12.19-20) 

3. 元宵節燈謎活動：鴻福齊天猴送禮燈謎會(105.3.1-105.3.28) 

四、 其他 

(一) 將理工、環生學院及戲劇系相關之期刊移送至榮譽校區，並更改相關紀錄。 

(二) 提供期刊報紙及「全國文獻傳遞服務」之諮詢及推廣服務。 

(三) 中文期刊排架方式改依分類排列，相同主題之期刊排放一起，方便讀者取

閱。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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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更新本館書目資料庫學位論文之聯結。 

(六) 配合圖書館資料庫移至電算中心虛擬主機申購 Windows Server 2012 R2 教

育版作業系統。 

(七) 填報 104 年度內部控制作業層級自行評估表及佐證資料等。  

(八) 提交教學增能計畫之「經費執行表」及「104 年度自評報告表」。 

 

肆、年度創新工作 

一、 進行圖書館空間規劃及一、二樓空間改造。 

二、 辦理圖書館自動化系統更新案之啟動會議、空間設備會議、參數設定、教育訓

練、硬體建置、申請網域名稱、IP 位址等作業。 

三、 聯絡原師範校院聯盟學校實施館際複印優惠措施。 

四、 將 Wiley 的紙本期刊全面改訂電子形式，透過網路統計，了解使用狀況。 

五、 辦理「你捐發票我送書」校慶活動，發票轉贈創世基金會。 

六、 推出寒暑假優惠借書專案，期末借書皆可延至開學後歸還。 

七、 配合期中、期末考時程，於考試前一週之週六及週日（105.4.16、4.17、6.18、

6.19）將圖書館開放時間延長為 8:00-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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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修訂「國立臺南大學圖書館借書規則」、「國立臺南大學圖書館校外人士入館管

理要點」、「國立臺南大學圖書館志願服務工作人員服務辦法」及「國立臺南大學

圖書館閱覽規則相關規定」。 

九、 試行以本館自動化系統線上借用個人欣賞座(104.11.16 起)。 

十、 辦理 105 年度指定設備項目下 70 吋多點觸控顯示器之申購與驗收，完成圖書館

5 樓 503 視聽室設備更新。 

十一、 辦理「104 學年度寒假國、高中學生志願服務學習」作業。 

十二、 配合榮譽校區 B 棟耐震補強施工，榮譽分館暑期 105.6.25 至 9.11 閉館。 

十三、 配合購置鋼製書架，進行中文圖書 520-540 移架及製作標示。 

十四、 撰寫計畫申請臺灣學術電子書教育訓練補助。 

十五、 配合本館推廣活動，隨時更新臉書粉絲頁，加強與讀者互動溝通。 

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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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 為防治登革熱，於每週三進行全館環境自我檢查作業。 

 

伍、年度榮譽事蹟 

一、 本館網頁榮獲本校 105 年度單位網頁評鑑第一名。 

二、 本館張清榮館長赴國家圖書館，接受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最佳學術曝

光獎第一名及學術影響力獎第二名之頒獎(105.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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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館 

壹、 單位基本資料  

      本館現置有代理館長 1 名，校聘組員 1 名，全職工讀生 1 名。 

 

貳、 議事方面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召開館務會議 1 次(104.8.17)。 

 

參、 年度重要工作 

展演活動 

一、鹽分地帶館藏展(104.8.29-104.10.9)。 

二、看不見的旅程 陳水財個展(104.10.17-104.12.23) 。 

三、高懷德個展(105.1.6-105.3.13)。 

四、壁畫藝術家陳景容大師帶領家人和學生前往香雨書院執行藝術品修復並教導

館方人員如何維護及清洗(105.1.8)。 

五、前臺灣駐巴拉圭大使館文化參事主管偕家人蒞臨香雨書院參訪(105.2.18)。 

六、韓香君女士捐贈彩潑融墨作品〈同心協力〉乙件(105.04)。 

七、鹽分地帶館藏展(105.3.19-105.5.15)。 

八、誠品書店巡迴特展(105.4.29-105.9.30)。 

九、劉文三返鄉個展(105.5.21-105.7.13)。 

十、南師藝聯會水墨、書法會員聯展(105.5.21-105.7.13)。 

 

肆、 年度創新工作 

教育部十二年國教政策週六招募志工於香雨書院(105.3.1-105.5.20)及柏楊文物館

(105.7.1-105.7.18)服務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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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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1 名支援

副校長室)、校聘秘書 1 名(支援研究發展處)及全時工讀生 1 名。 

 

貳、 議事方面 

一、 校務會議  

(一)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共召開校務會議 2 次(104.10.14、104.11.18)。 

(二)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共召開校務會議 2 次(105.04.13、105.06.29)。 

二、 主管會報 

(一)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共召開主管會議 7 次(104.09.21、104.10.05、104.10.19、

104.11.02、104.11.16、104.11.30、104.12.28)。 

(二)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共召開主管會議 7 次(105.03.07、105.03.28、105.04.18、

105.05.02、105.05.23、105.06.06、105.06.20)。 

三、 2016 阿勃勒節會議 

104 學年度共召開阿勃勒節會議 2 次(105.03.07、105.05.16)。 

四、 104 年度風險管理推動小組第 1 次會議(104.12.07)。 

五、風險管理工作小組會議 

(一) 104 年度風險管理工作小組第 2 次會議(104.11.03)。 

(二) 105 年度第 1 次風險管理工作小組會議(105.05.17)。 

 

參、 年度重要工作 

一、 外賓參訪 

(一) 臺南捐血中心蔡光昭主任拜會校長(104.8.13)。 

(二) 臺南市杏璞身心健康關懷協會廖璽璸理事長拜會校長(104.8.19)。 

(三) 臺灣產學策進會趙逸秋執行長拜會校長(104.8.26)。 

(四) 臺南市政府顏純左副市長拜會校長(104.8.27)。 

(五) 臺江國家公園張維銓處長及黃光瀛課長拜會校長(104.9.11)。 

(六) 臺南市救國團魏繼中總幹事拜會校長(104.9.15)。 

(七) 前教育部吳鐵雄常務次長蒞校專題演講(104.9.22)。 

(八) 臺灣聚合股份有限公司蘇進來董事長拜會校長(104.9.30)。 

(九) 臺南第一高級中學張添唐校長蒞校專題演講(104.10.6)。 

(十) 堤維西集團徐強總裁蒞校專題演講(104.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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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韓國又松大學 President John Endicott 拜會校長(104.10.19)。 

(十二)國立臺北商業大學張瑞雄校長蒞校專題演講(104.10.20)。 

(十三)國立臺灣大學經濟學系陳博志名譽教授蒞校專題演講(104.10.27)。 

(十四)國立清華大學動力機械工程學系彭明輝榮譽退休教授蒞校專題演講

(104.11.3)。 

(十五)本校陳英豪前校長蒞校專題演講(104.11.10)。 

(十六)教育部陳德華次長蒞校訪視本校校區規劃(104.11.11)。 

(十七) 旅外知名藝術家、新美學空間優席夫總監蒞校專題演講(104.11.17)。 

(十八)荒野保護協會李偉文榮譽理事長蒞校專題演講(104.11.24)。 

(十九)網龍網路公司熊立副總裁拜會校長(104.12.4)。 

(二十)勞動力發展署雲嘉南分署柯呈枋分署長拜會校長(104.12.4)。 

(二十一) 國立成功大學教育研究所饒夢霞教授蒞校專題演講(104.12.8)。 

(二十二) 海軍軍樂隊李重睿隊長拜會校長(104.12.9)。 

(二十三) 中國嶺南師範學院羅海鷗校長拜會校長(104.12.14)。 

(二十四) 行政院科技部南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林威呈局長蒞校專題演講

(104.12.15)。 

(二十五) 美國在臺協會高雄分處文化新聞官陳漢藝（John Slover）拜會校長

(104.12.17)。 

(二十六) 財政部南區國稅局吳榮輝分局長拜會校長(104.12.20)。 

(二十七) 國立成功大學蘇慧貞校長蒞校專題演講(104.12.22)。 

(二十八) 三立電視新聞部陳雅琳主播蒞校專題演講(104.12.29)。 

(二十九) 臺灣金屬創意公司郭治華董事長蒞校專題演講(105.1.5)。 

(三十)  臺南第一高級中學張添唐校長拜會校長(105.1.5)。 

(三十一) 僑務委員會楊賢怡僑務委員拜會校長(105.1.5)。 

(三十二) 南華大學林聰明校長蒞校專題演講(105.1.12)。 

(三十三) 臺南郵局曾俊彥經理拜會校長(105.1.21)。 

(三十四) 紅崴科技集團－俊達生技股份有限公司謝進興創辦人拜會校長

(105.1.27)。 

(三十五) 遠東科技大學楊昌裕副校長拜會校長(105.2.15)。 

(三十六) 南師藝聯會李定雄理事長拜會校長(105.3.1)。 

(三十七) 前總統府侍衛室主任吳東林將軍蒞校專題演講(105.3.1)。 

(三十八) 臺大醫院陳耀昌醫師蒞校專題演講(105.3.8)。 

(三十九) 臺南市土溝農村文化營造協會黃鼎堯執行長蒞校專題演講(105.3.15)。 

(四十)  美商穩萊生技公司范清亮董事長拜會校長(105.3.18)。 

(四十一) 東京語文學院謝明珠副校長蒞校專題演講(105.3.22)。 

(四十二) 日本櫻美林大學金英秀老師拜會校長(105.3.23)。 

(四十三) 瑞典 Green Computer in Sweden AB 張琴美總經理蒞校專題演講

(105.3.29)。 

(四十四) 本校旅美傑出校友美國皇佳商銀張見齊董事長拜會校長(105.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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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五) 美國在臺協會高雄分處陳漢藝文化新聞官蒞校專題演講(105.4.12)。 

(四十六) 臺灣物聯網聯盟王鵬堯副秘書長蒞校專題演講(105.4.19)。 

(四十七) 光陽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柯俊斌總經理拜會校長(105.4.20)。 

(四十八) 彩潑融墨畫家韓香君女士拜會校長(105.4.22)。 

(四十九) 臺灣科學工業園區科學工業同業公會南區辦事處郭春暉處長蒞校專題

演講(105.4.26)。 

(五十)  達達創意股份有限公司林舜龍執行長蒞校專題演講(105.5.3)。 

(五十一) 南紡夢時代購物中心江文凱營運長拜會校長(105.5.4)。 

(五十二)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王承先副署長拜會校長(105.5.4)。 

(五十三) 群聯電子股份有限公司潘健成董事長蒞校專題演講(105.5.10)。 

(五十四) 日本琉球大學大城肇校長拜會校長(105.5.12)。 

(五十五) 馬來西亞超業塑膠有限公司謝沅娟董事長蒞校專題演講(105.5.17)。 

(五十六) 元智大學社會暨政策科學系陳勁甫教授拜會校長(105.5.20)。 

(五十七)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嘉義分行吳家德經理蒞校專題演講(105.5.24)。 

(五十八) 國立中正大學教育學研究所暨本校傑出校友王雅玄教授蒞校專題演講

(105.5.31)。 

(五十九) 當代傳奇劇場林秀偉行政總監蒞校專題演講(105.6.7)。 

(六十)  白氏生物科技諮詢公司白越珠總裁蒞校專題演講(105.6.14)。 

(六十一) 臺南市立石門國民小學郭芳朱校長拜會校長(105.6.7)。 

(六十二) 臺南市雲林同鄉會卸任李清濱理事長及新任郭福文理事長拜會校長

(105.7.7)。 

(六十三) 臺南市立省躬國小李俊興校長拜會校長(105.7.7)。 

二、 出國訪問 

校長至中國嶺南師範學院簽署二校特殊教育專業學生協同培養專案協定

暨出席「第五屆海峽兩岸教師教育高端論壇」(104.11.27-30)。 

三、 其他 

(一) 編印本校 104 學年度新聞剪影：精選 391 篇新聞報導，包含校務行政 65

篇、學生事務 62 篇、學術發展 149 篇、校友活動 23 篇、藝文體育 59 篇及

綜合服務 33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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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合人事室舉辦 104 學年度新聘教師行政業務研討座談會，製作本室簡報

檔案(104.8.5)。 

(四) 邀請並接待媒體出席鋰離子電池產學聯盟揭牌典禮暨聯盟成立說明會

(104.8.14)。 

(五) 安排經濟日報記者專訪黃宗顯校長(104.8.21)。 

(六) 安排中評社記者專訪黃宗顯校長(104.8.27)。 

(七) 邀請並接待媒體出席 2015 年 IEEE 計算智慧與電腦對局國際會議之電腦

圍棋程式挑戰人腦競賽記者會(104.8.31)。 

(八) 前往教育部協助補救教學實施方案 103 學年度績優教學團隊暨學生學習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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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頒獎典禮之媒體接待(104.9.21)。 

(九) 彙編完成本校 103 學年度年報資料(104.9)。 

(十) 邀請並接待媒體出席本校 117 週年校慶迎聖火、開鑼暨揭牌典禮(104.10.2)。 

(十一) 「灣生」冨永勝校友返校，邀請並接待媒體採訪(104.10.17)。 

(十二) 邀請並接待媒體蒞臨採訪民俗體育發展中心舉辦之全國各級學校民俗體

育競賽(104.11.22)。 

(十三) 舉辦師生研發成果發表會暨年終記者會(104.12.7)。 

(十四) 安排 News888 電台專訪音樂系謝皓成同學(104.12.16)。 

(十五) 香港迦密唐賓南紀念中學蒞校參訪，提供校史室導覽服務(104.12.10)。 

(十六) 嶺南師範學院蒞校參訪，提供校史室導覽服務(104.12.14)。 

(十七) 印製、寄送 117 週年校慶邀請卡，並接待當日與會貴賓 (104.12.19)。 

(十八) 製作 104 年度各單位新聞統計表：104 年度總計 542 則新聞，新聞績優

單位為學務處（行政單位）、視覺藝術與設計學系（學術單位）。 

(十九) 臺南護專參訪校史室，提供導覽服務(105.1.21)。 

(二十) 協助教育部「青年轉動全球工作坊」於本校辦理南區場次活動

(105.05.10)。 

(二十一) 舉辦「2016 阿勃勒節」：除續辦高中熱舞邀請賽，也首度舉辦高中管

樂大匯演，並首次網路直播兩天之活動(105.5.28-6.5)。 

(二十二) 接待出席 2016 阿勃勒節開幕典禮之記者(105.5.28)。 

(二十三) 統計每月新聞見報率。 

(二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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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五) 追蹤校長指示案件及各項會議決議事項之後續執行情形，並管控進度。 

(二十六) 維護及上傳本校因公出國案件至公務出國報告資訊網。 

(二十七) 辦理校長室、副校長室及秘書室網頁改版事宜。 

(二十八) 進行本校 104 學年度年報彙編事宜。 

(二十九) 彙編本校校況簡介摺頁。 

(三十)   配合教務處舉辦新學年度新生家長座談會，彙整學校概況資料並製作

校長簡報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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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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體育室室務會議（105.6.2）。 
    二、校慶運動大會籌備會議 

117 週年校慶運動大會籌備會議，共 3 次（104.10.21、11.4、11.18）。 

    三、運動場地協調會 

(一) 104 學年度第一學期運動場地協調會（104.9.16）。 

(二) 104 學年度第二學期運動場地協調會（105.2.24）。 

 

參、年度重要工作 

一、104 學年度重要工作 

(一) 第一學期第 7、8 週對一年級新生 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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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數據 807 筆。 

(二) 本室訓練活動組組長蔡佳蓉老師另有規畫，自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起，由

體育學系助理教授卓國雄老師擔任。 

(三) 104 年全國大專校院排球運動聯賽，本校女子排球隊榮獲女生組公開級二

級第二名，105 年將可晉級公開一級組。 

二、104 學年度運動代表隊對外比賽成績 

名稱/日期 項目 姓名/成績 

文化中國2015年全球

華人中華才藝(體育)

大賽(104.8.9) 

舞龍 

規定項目 

自選項目 

 

二等獎 

三等獎 

2015 年第三屆海峽青

年節兩岸青少年羽毛

球比賽 

(104.8.8~8.10) 

團體 黃昱樹、楊奇諺、王聖翔、徐沐恩、 

張昕慧、劉子熙(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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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學年度第 37 屆中

正盃全國溜冰錦標賽

(104.9.18~9.20) 

競速溜冰： 

10000 公尺計分賽 

15000 公尺淘汰賽 

15000 公尺淘汰賽 

10000 公尺計分賽 

 

蔡品宣(第三名) 

蔡品宣(第五名) 

曹立明(第五名) 

曹立明(第七名) 

104 年第 36 屆華宗盃

全國排球錦標賽 

(104.10.3～10.6) 

大專女子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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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承萱、顧嘉軒、林素靜、 

薛閔云(第一名) 

大專男子組 楊奇翰、林泯鐸、郭怡靜、鍾孟翰、 

林元巍、沈宏庭、林泓瑞、孫士淯、 

林志偉、黃士豪、郭宏昌、楊奇諺、 

巫智翔、李柏泓(第三名) 

第十三屆成功盃全國

大專院校田徑錦標賽

(104.10.31) 

1500 公尺 

100 公尺 

200 公尺 

200 公尺 

400 公尺 

800 公尺 

400 公尺接力 

 

100 公尺 

400 公尺 

1600 公尺接力 

 

100 公尺 

陳弘德(第一名) 

陳冠宇(第一名) 

陳冠宇(第一名) 

蔡季倫(第二名) 

廖振豪(第二名) 

廖振豪(第二名) 

黃易學、莊玄祺、蔡季倫、陳冠宇(第二

名) 

蔡季倫(第三名) 

洪健宸(第四名) 

鄧宸凱、賴俊佑、陳弘德、廖振豪(第五

名) 

黃意學(第六名) 

104 年第五屆全國「北

港媽祖盃」排球錦標

賽 

(104.11.13～11.17) 

大專男子組 林泯鐸、周威宇、徐偵庭、黃正華、 

楊景樺、李政隆、蘇榆惟、諸政豪、 

董騰駿、鄭大均、楊奇翰、曹義弘、 

沈宏庭、徐詣庭(第五名) 

中華民國 105 年第 60

屆高雄市「和家盃」

全國排球錦標賽 

(105.1.23～1.26) 

大專女子組 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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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港都盃全國中

等學校田徑錦標賽

(105.3.3～3.5) 

公開男子組 

400 公尺 

廖振豪(第二名) 

105 年第 13 屆總統盃

全國溜冰錦標賽 

(105.3.17～3.20) 

大專男子組： 

個人花式自由型 

 

李寯(第一名) 

大專女子組： 

10000 公尺計分賽 

15000 公尺淘汰賽 

1000 公尺爭先賽 

 

蔡品萱(第一名) 

蔡品萱(第四名) 

蔡品萱(第五名) 

105 年全國大專校院

田徑公開賽 

(105.4.8～4.9) 

大專男甲： 

1600 公尺接力 

 

400 公尺接力 

 

800 公尺 

 

蔡季倫、廖振豪、洪健宸、陳弘德(第四

名) 

蔡季倫、賴俊佑、黃意學、莊玄祺(第六

名) 

廖振豪(第六名) 

大專女乙： 

跳高 

200 公尺 

100 公尺 

 

閻品璇(第二名) 

林盈汝(第六名) 

林盈汝(第七名) 

中華民國大專校院

104 學年度排球運動

聯賽 

(105.3.26～3.31) 

女生公開二級組 劉欣薏、林羿君、劉冠汝、許毓欐、 

吳瓊雯、梁佳芬、薛敬庭、鐘筱玫、 

陳乃瑄、林承萱、薛閔云、顧嘉軒、 

林素靜(第二名) 

中華民國大專校院

104 學年籃球運動聯

賽 

(105.3.30～4.1) 

公開男生組二級 吳鋒凡、陳新宇、莊名豪、邱子瑜、 

賴勇志、陳億軒、王華睿、曾灝天、 

林昆模、郭致毅、鄭罄耀、汪昱廷、 

陳信維、黃紹瑋、劉峻宇、黃鈺凱、 

溫立暉、李崇傑(第五名) 

2016 全國高中職暨大

專校院創意宋江陣頭

大賽(105.4.9) 

大專組 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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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05 年全國

大專校院運動會(臺

東大學) 

(105.4.29～5.4) 

田徑項目：公開

組：男子 400 公尺

接力 

 

黃璟文、賴俊佑、黃意學、陳冠宇(第八

名) 

一般女子組： 

跳高 

200 公尺 

 

閻品璇(第四名) 

林盈汝(第七名) 

桌球項目：公開

組： 

男子雙打 

男子雙打 

女子雙打 

 

 

林仕勛、朱芫霆(第四名) 

尹冠棠、邱奕智(第八名) 

吳偵綺、許雅婷(第四名) 

羽球項目：公開

組：男子組團體賽 

 

 

 

周東毅、王聖翔、林敬閔、盧廷威、 

吳紹謙、黃昱樹、萬名富、陳立凱、 

劉信佑(第六名) 

游泳項目： 

一般女子組： 

200 公尺蛙式 

100 公尺蛙式 

50 公尺蛙式 

200 公尺混合式 

50 公尺蝶式 

400 公尺混合式 

 

 

曾若芸(第一名) 

曾若芸(第五名) 

曾若芸(第六名) 

陳梓盈(第三名) 

陳梓盈(第四名) 

陳梓盈(第五名) 

網球項目： 

公開女子組：單打 

 

林家文(第四名) 

中華民國 105 年第 26

屆會長盃全國溜冰錦

標賽 

(105.5.5～5.8) 

競速 

大專男子組： 

1000 公尺 

5000 公尺 

300 公尺 

 

 

曹立明(第三名) 

曹立明(第三名) 

曹立明(第三名) 

大專女子組： 

1000 公尺 

5000 公尺 

300 公尺 

 

蔡品宣(第一名) 

蔡品宣(第二名) 

蔡品宣(第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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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屆南大盃排球邀

請賽 

(105.5.7～5.8) 

大專女子組 

大專男子組 

校友男子組 

第一名 

第二名 

第四名 

104 學年度全國大專

校院飛盤爭奪錦標賽

(105.5.7～5.8) 

男子組 高昇暉、陳安邦、賴俊銘、陳長智 

邱政勳、許耀仁、尹冠棠、潘叡昱 

林士涵、鄧宸凱、劉俊宏(第五名) 

第28屆木鐸盃運動競

賽(東華大學) 

(105.5.26～5.27) 

女生排球 

 

 

羅如萍、郭怡靜、鄭舒涵、朱翊瑄、 

王詩雅、閻品璇、鍾諭欣、鄭玫芳、 

曾詩涵、童雅筠、鄭芳汶、張育熒 

(第一名) 

男生排球 

 

沈宏庭、鍾孟翰、林泯鐸、黃正華、 

董騰駿、諸政豪、施智偉、徐詣庭、 

楊景樺、鄒文淳、張育豪、周威宇 

(第三名) 

男生籃球 

 

魏向芃、黃山一、黃培榮、吳長縉、 

施立維、黃彥鈞、施帆、黃建樟、 

張鈞翔、陳昱臻、杜子仲、陳楚恩、 

劉易軒、莊竣翔、陳韋翔(第五名) 

男生桌球 董修良、施善文、郭昕、林潔以、 

蘇毓雯、鄭稚諭、呂家崴、陳安祈、 

趙冠評、張心蓉(第五名)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

104 學年度健美錦標

賽(105.5.28) 

80.1-85.0 公斤組 

個人男子健美組 

劉傑化(第一名) 

2016 年世界、亞洲錦標賽競速滑輪溜冰國

家代表隊選拔賽 

(105.5.28～6.5) 

李寯(第二名) 

  三、舉辦校內體育活動 

(一) 104 學年度新生盃各項球類競賽於 104 年 10 月份陸續開賽。 

(二) 本校 117 週年校慶聖火隊於三山國王廟點燃聖火，為校慶系列活動揭開序

幕（104.10.2）。 

(三) 117 週年校慶運動會會前賽(104.11.25、12.2)。 

  四、舉辦校際體育活動 

(一) 舉辦「第 21 屆南大盃排球邀請賽」，42 隊計 504 人參與盛會(104.11.7~11.8)；

「第 22 屆南大盃排球邀請賽」，42 隊計 542 人參與盛會(105.5.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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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04 學年度全國大專排球運動聯賽 4 場賽事以本校為主場，假中山體育館

舉行：104.12.9-12.10 公開男生組二級預賽；12.12-12.13 一般女生組預賽；

12.26-12.28 為公開女生組二級預賽；105.3.15-3.17 為公開女生組第二級 K

組複賽。 

    五、申請校外補助項目 

(一) 教育部體育署補助本校辦理「104 年度改善運動訓練環境計畫」經費 30 萬

元，已完成公開招標，購置多功能纜繩訓練機及輔助式單雙槓訓練機。 

(二) 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補助本校辦理「第 21 屆南大盃排球邀請賽」

經費 1 萬 3,000 元。 

(三) 教育部體育署補助本校 105 年度發展特色運動經費 20 萬元：桌球運動代

表隊 5 萬元、排球運動代表隊 10 萬元、田徑運動代表隊 5 萬元。 

(四) 教育部體育署補助本校 105 年度改善運動訓練環境經費 17 萬元，核定項

目為鋁合金排球柱 2 組。 

(五) 教育部補助本校「105 年度第 1 梯次教育部學產基金補助學校培訓具特殊

專長弱勢學生計畫個人申請」案：「陳梓盈游泳培訓計畫」3 萬元、「林家

文 2017 聽障奧林匹克運動會網球奪金計畫」5 萬元。 

六、其他 

(一) 龔主任憶琳至靜宜大學參加「104 學年度大專校院體育主管業務研討會」

(104.8.31~-9.1)。 

(二) 龔主任憶琳參加「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第七屆第四次會員代表大

會」(104.9.1)。 

(三) 本校一般組排球隊至臺中擔任「104 年第 42 屆永信杯全國排球錦標賽」裁

判（104.9.18 ~22）。 

(四) 龔主任憶琳赴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參加「教育部重大教育政策議題公共論壇

-體適能座談會」（104.9.23）。 

(五) 龔主任憶琳赴教育部體育署參加「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與輔導實務手

冊-身體活動指導篇改編計畫」（104.9.29）。 

(六) 本校排球隊至學甲擔任「104 年全國第 36 屆華宗盃排球錦標賽」裁判

（104.10.2 ~6）。 

(七) 為慶祝本校 117 週年校慶及凝聚各縣市校友與母校之感情，特舉辦「聖火

環臺-心手相連」活動，全程 9 天，邀請南大全學園(含附中、附聰、附小)

教職員工生(含退休人員)及其家屬約 30 人共襄盛舉(104.10.3~10.11)。 

(八) 本校同學協助「104 年全國運動會-運動禁藥管制組」工作人員

（104.10.17~23）。 

(九) 本校學生參加「2015 年第八屆亞太聽障運動會」，幼教一陳梓盈同學榮獲

游泳項目 4 面銅牌，教一甲林家文同學榮獲網球項目 1 面金牌、1 面銀牌、

1 面銅牌，於臺南市政府接受公開表揚(104.12.25)。 

(十) 臺南護理專科學校借用本校操場舉行校慶運動大會(105.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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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105 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 4.29-5.4 於臺東大學舉行，聖火繞行臺灣北、

中、南、東四區之大學，並結合「love shoes 公益活動」，鼓勵學生將多

餘之運動衣鞋捐贈予臺東家扶中心，幫助偏鄉弱勢的學生運動員。聖火

3.29 到達本校，本校舞獅及鼓隊於校門口表演歡迎，再由本校選手傳遞

聖火繞校一周，完成傳接儀式。 

(十二) 本校男子籃球代表隊參加「中華民國大專校院 104 學年度籃球運動聯

賽」，獲大專院校體育總會補助複、決賽階段參賽球隊補助款 10,500 元。 

(十三) 本校民俗技藝代表隊參加「2016 全國高中職暨大專校院創意宋江陣頭大

賽」勇奪大專組冠軍，獲頒獎金 100 萬元。此為本校連續第二年獲得冠

軍，依大會規定連續三年冠軍即可將王者之璽獎座永久留存本校，民俗

隊將再接再厲，努力爭取榮譽(105.4.10)。 

(十四) 龔主任憶琳至輔仁大學參加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第八屆第一次會

員代表大會（105.5.20）。 

(十五) 本校籃球代表隊至忠孝國中支援該校班際籃球比賽裁判工作(105.6.6)。 

(十六) 本校排球代表隊參加「中華民國大專校院 104 學年度排球運動聯賽」，獲

大專院校體育總會補助參賽球隊補助款如下：公開女生組第二級 10,000

元、公開男生組第二級 10,000元、一般男生組 9,000元、一般女生組 1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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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室 

壹、單位基本資料 

本室現置有主任 1 名、秘書 1 名、專員 1 名、組員 2 名。  

 

貳、議事方面 

一、 校教師評審委員會 

104 學年度教師評審委員會共召開 7 次（104.10.14、104.11.25、105.01.20、

105.03.21、105.05.25、105.06.28、105.07.29） 

二、 職員甄審委員會 

104 學年度職員甄審委員會共召開 4 次（105.01.18、105.02.17、105.03.04、

105.04.18） 

三、 考核獎懲委員會 

104 學年度考核獎懲委員會共召開 6 次（104.10.26、104.11.19、104.12.17、

105.01.18、105.03.04、105.05.11） 

四、 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 

104 學年度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共召開 5 次（105.04.27、105.05.09、 

105.05.27 召開 2 次、105.06.22） 

 

參、年度重要工作 

一、 修訂法規 

(一)修正本校組織規程修正案： 

1. 第 6 條及第 15 至 50 條條文，經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通過

(104.11.18)。 

2. 第 6 條及第 22 條條文，經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通過

(105.4.13)。 

(二)修正本校「全時工讀生僱用管理要點」條文，經 104 學年度第 4 次行政會

議通過(104.12.16)。 

(三)訂定本校「教師以教學實務成果升等外審委員遴聘要點」，經 104 學年度第

5 次校教評會通過實施(105.5.25)。 

(四)修正本校「兼任教師聘任要點」，經 104 學年度第 5 次校教評會通過實施

(105.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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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訂定本校「教師教學實務成果升等審查要點」，經 104 學年度第 5 次校教

評會(105.5.25)及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105.6.29)通過實施。 

(六)訂定本校「限期升等未通過教師專案評鑑作業要點」，經 104 學年度第 5 次

校教評會(105.5.25)及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105.6.29)通過實

施。 

(七)修正本校「推動業務委託民間辦理實施要點」第 2 點條文，經 104 學年度

第 2 學期第 8 次行政會議通過(105.6.15)。 

(八)訂定本校「附屬高級中學校長遴選辦法」，經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校

務會議通過實施(105.6.29)。 

(九)修正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經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校務

會議通過實施(105.6.29)。 

(十)修正本校「教師聘約」，經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通過實施

(105.6.29)。 

二、 教師聘任升等業務 

(一)104 學年度通過 7 位專任教師之審核聘任並完成報到手續。105.2.1 全校教

師共 236 人：教授 100 人、副教授 88 人、助理教授 46 人、講師 2 人。另

有助教 6 人、兼任教師共 242 人。 

(二)104 學年度申請升等教師共 16 位，12 位通過，通過率 75%，包括升等教授

1 人、副教授 11 人。 

三、 訓練進修事項 

(一) 舉辦 104 學年度新進教師業務座談會(104.8.5)。 

(二) 舉辦教職員工訓練研習： 

1. 「公務倫理及法治觀念研習」(104.8.26)、「公務倫理及法治觀念研習~與

業務攸關之高風險法令」(104.12.30)。 

2. 「行政中立」研習，加強同仁行政中立法治觀念，落實依法行政(104.8.26)。 

3. 「性別平等教育」研習(104.8.26)、「性別平等教育~我的爸爸是流氓」影

片欣賞(105.6.7)。 

4. 「環境教育~看見臺灣」影片欣賞(104.8.26)、「環境教育~無米樂」影片欣

賞(105.6.24)。 

5. 「積極任事與創新能力」研習(104.8.26、104.9.16)、「積極任事與創新能

力訓練~談服務的人生」專題演講(105.6.24)。 

6. 「員工協助方案專題演講~職場內的溝通與成長」，提升同仁工作上之溝

通技能，並學習從工作挫折中獲得成長(10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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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0 人；全民健保人數計 574 人(含眷

屬及第六類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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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學年度辦理喪葬津貼 8 件、生育津貼 1 件及結婚補助 4 件。 

(三)辦理自願退休 5 人。 

五、 員工文康活動 

(一)社團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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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辦理春節團拜活動(105.1.26)。 

(三)慶生會活動：同仁生日當月由校長簽名致贈生日卡，並發放遠東百貨公司

1040 元生日禮券。月初舉辦員工慶生會，邀請校長及當月生日師長同仁參

加，一起同樂。 

(四)簽訂校外優惠措施：為增進同仁福利，本室與多家廠商簽訂優惠方案，如

下： 

1. 臺南台糖長榮酒店：提供會議以及餐飲住宿優惠。 

2. 臺灣高鐵：加入企業會員提供同仁出差搭乘優惠。 

3. 中華航空：提供同仁搭機優惠。 

4. 阿默企業有限公司：提供同仁折扣優惠。 

5. 王品餐飲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同仁折扣優惠。 

6. 各項餐飲優惠：本校鄰近商家提供同仁用餐折扣優惠。 

(五)提供健康檢查服務：以電子郵件轉知 104 年度健康檢查醫療院所檢查項目

及收費一覽表，迅速提供健檢訊息，請同仁踴躍受檢以維自身健康。 

六、 執行教育部 104 年推動教師多元升等制度試辦學校計畫 

本校 104 學年度申請推動教師多元升等制度計畫，建構教學實務成果升等制

度，執行情形摘錄如下： 

(一) 成立「教師多元升等制度推動專案小組」，副校長擔任召集人，並由教務

長、研發長、主任秘書、教學與學習發展中心主任、五個學院院長、人事

室主任等 11 人組成；就學校定位發展、教師專業知能、學生培育等面向，

對實施教師多元升等制度進行研議及規劃工作。 

(二) 召開多元升等制度推動專案小組會議：於 104.11.27、105.3.31 及 6.30 召開

專案小組會議，依會中規劃本校教師教學實務成果升等之申請門檻、評審

項目、評審標準及評審比重等內容，擬定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修

訂案、本校教師教學實務成果升等審查要點、審查意見表草案及本校教師

以教學實務成果升等外審委員遴聘要點，提送 105 年 5 月、6 月校教評會

及 6 月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三) 召開專家諮詢會議 

1. 於105.3.31召開本校教師多元升等制度推動專案小組第2次會議暨專家諮

詢會議，邀請國立臺灣科技大學教務長劉添華教授及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林

聖欽教授，協助檢視規劃草案，提供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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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於 105.4.28 及 6.27 召開教師升等法令諮詢會議，分別邀請國立成功大學

社會科學院許育典院長及王建強律師與會，提供專業法律意見，協助本校

教師升等制度建置與規劃。 

(四) 舉辦教學實務成果升等制度說明會：於 105.5.5 及 5.30 舉辦二場說明會，

對全校教師說明本校教學實務成果升等規劃草案，並徵詢修正意見，做為

後續規劃之重要參考。 

(五) 舉辦教學實務成果升等經驗分享會：於 105.5.5、5.30 及 6.27 舉辦三場分

享會，分別邀請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劉聰仁教授、南臺科技大學楊雪蘭教授

及正修科技大學蔡政宏副教授，分享其以教學實務成果升等之經驗及建

議，使本校教師更加瞭解以教學實務成果升等之內涵及可能遭遇之問題，

並做為本校後續推動多元升等之參考。 

(六) 校內法規增修成果 

1. 修訂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第 11 條，增訂第 2 項「本校教師升等

得撰寫教學實務成果報告書代替專門著作送審」之規定，為本校教師以教

學實務成果升等之法源依據，業經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

(105.6.29)通過實施。 

2. 為辦理教師以教學實務成果報告書升等審查事宜，特依據本校教師聘任及

升等審查辦法第 11 條規定，訂定本校教師教學實務成果升等審查要點，

業經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校務會議(105.6.29)通過實施。 

3. 為辦理教師教學實務成果升等外審事宜，訂定本校教師以教學實務成果升

等外審委員遴聘要點，業經 104 學年度第 5 次校教評會(105.5.25)通過實

施。 

4. 增訂本校教師以教學實務成果升等送審教師資格審查意見表及本校教師

以教學實務成果升等規劃申請表等相關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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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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學年度第 1 次內部控制小組會議(104.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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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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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年度預算案編列(含附小)。 

十五、 完成 104 年度決算彙編工作，將 104 年度決算書陳報教育部、行政院、審計

部審查、財政部備查，並將主要表送本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稽核。 

十六、 完成本校內部控制作業手冊修訂(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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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6 

二 254 

三 258 

四 270 

大學部(夜) 四 3 

碩士班 
一 88 

二 195 

進修碩士班(夜) 

一 112 

二 34 

三 55 

進修碩士班 

(假日) 

一 55 

二 36 

三 8 

進修碩士班(暑) 二 15 

博士班 

一 23 

二 23 

三 25 

四 18 

五 37 

總計 1775 

二、教職員人數統計 

類別  職稱  人數  

教師 

教授 30 

副教授 27 

助理教授 13 

行政人員 
組員 1 

助理員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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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教 2 

校聘組員 6 

總計 80 

 

貳、 議事方面  

一、 院教評會議  

104 學年度院教評會議(104.10.7、104.11.19、105.1.13、105.5.12、105.6.23)。 

二、 院務會議 

104 學年度院務會議(104.10.28、105.3.30、105.4.25)。 

三、 院課程規劃會議 

104 學年度院課程規劃會議(104.10.20、105.5.13)。 

四、 其他會議 

(一) 教育學院學系主管會議(104.10.1、104.11.11、105.6.15)。 

(二) 教育學院「105 年度科技部補助大專校院獎勵特殊優秀人才」申請案審查

會議(105.4.25)。 

 

參、 年度重要工作 

一、教師聘任及升等 

(一) 辦理院內 6 位教師升等著作外審(104.10、105.5)及 1 位新聘教師文憑送審

(104.12)。 

(二) 完成院內(體育系、諮商與輔導學系)2 位專任教師聘任(105.1、105.6)。 

二、學系主管遴選：完成教育學系主任遴選工作(105.6)。 

三、教育研究學報：完成第 49 卷第 2 期(104.10)及第 50 卷第 1 期(105.4)出版。 

四、補助經費充實諮商與輔導學系諮商室之監控設備，運用於教學與研究(105.4)。 

五、教育系鄒慧英老師、幼教系陳怡靖老師獲教學績優教師。 

六、諮輔系陳宇平老師獲校級優良導師，體育系蔡佳蓉老師獲院級優良導師。 

 

肆、 年度創新工作  

一、協助「105 年度教育部補助辦理大學學習生態系統創新計畫-主軸五教育翻轉南

臺」計畫撰寫及執行。 

二、完成「國立臺南大學與美國樹城州立大學合作辦理雙聯學制協議書」內容更新

與換約。 

三、校長、師培中心徐主任、本院歐陽院長與院內學系主任至臺南市、臺東縣、高

雄市、屏東縣、彰化縣、嘉義市及嘉義縣拜會各教育局(處)長，爭取公費生名

額(104.9-1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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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陳教務長、本院歐陽院長與院內學系主任拜訪臺南、高雄等地各高中校長，進

行招生事宜。 

五、本院歐陽院長、院內學系主任及教師們至鄰近各高中擔任介紹教育學群講座講

師或大學推甄模擬面試委員。 

六、辦理本學院「大師講堂」，共計 9 場，依序邀請「飛躍的羚羊」紀政女士演講

「行的奇蹟」(105.2)；新竹教育大學王文秀教授、臺灣師範大學王麗斐教授、

臺灣師範大學田秀蘭教授、東華大學林美珠教授演講「遊戲與人生」、「情緒與

人生」、「生涯與人生」、「敘說與人生」，並舉辦「諮商輔導與人生」教師專業

發展活動(105.3)；臺灣師範大學劉美慧教授分享「多元文化教育研究的轉向」

(105.4)；本校尹玫君教授分享「學術倫理面面觀」(105.5)；從事第一線特教、

山地教育與身心障礙專業服務工作逾三十年的楊元享老師分享「特教與人生」

(105.5)。 

七、本院歐陽院長與特教系李主任帶領學生出席臺灣教育大學系統與中華民國師

範教育學會及中國廣東省嶺南師範學院共同辦理之「2016 臺湛學生夏令營」

(1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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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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三 83 

四 85 

課程與教學碩士班 
一 19 

二 31 

課程與教學博士班 

一 3 

二 7 

三 4 

四 5 

五 9 

科技發展與傳播碩士班 
一 9 

二 23 

教育經營與管理碩士班 
一 15 

二 27 

教育經營與管理博士班 

一 12 

二 11 

三 13 

四 11 

五 19 

測驗統計碩士班 
一 4 

二 8 

測驗統計博士班 

一 4 

二 1 

三 3 

四 2 

五 7 

課程與教學 

教學碩士班(假日) 

一 29 

二 17 

三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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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行政 

碩士在職專班(夜) 

一 18 

二 1 

三 9 

學校經營與管理教學 

碩士在職專班(夜) 

一 1 

二 14 

三 4 

課程與教學 

碩士在職專班(澎湖) 

一 0 

二 19 

三 2 

總計 705 

二、教職員人數統計 

類別 職稱  人數  

教師 

教授 17 

副教授 6 

助理教授 4 

助教 1 

行政人員 
助理員 1 

校聘組員 2 

總計 31 

 

貳、 議事方面   

一、 系務會議  

104 學年度教育學系系務會議(104.9.21、104.10.19、104.12.28、105.3.2、105.6.8)。 

二、 系教評會議 

104 學年度教育學系教評會(104.10.5、104.12.9、104.12.27、105.1.12、105.4.20、

105.4.29、105.6.13、105.6.16、105.6.22)。 

三、 其他會議 

(一) 104 學年度教育學系招生小組委員會(104.11.30、105.5.6)。 

(二) 104 學年度教育學系課程規劃會議(104.12.1、105.5.4 )。 

(三) 104 學年度教育學系經費規劃會議(105.1.21)。 

(四) 104 學年度教育經營與管理組會議(104.9.21、104.12.16 )。 

(五) 104 學年度測驗統計組小組會議(104.11.13、105.4.27、105.6.3)。 

(六) 104 學年度課程與教學組會議(104.9.24、105.6.2 )。 

(七) 104 學年度教學科技組會議(104.10.6、104.12.23、105.3.18、105.4.27、

10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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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年度重要工作 

一、 專題演講  

(一) 邀請輔仁大學侯永琪教授專題演講：International Trend On University 

Rankings And Its Impact On Higher Education(104.10.29)。 

(二) 邀請高雄師範大學方德隆教授專題演講：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之

發展(104.11.5 )。 

(三) 邀請 Dr. Christopher Johnson 專題演講：Engaging Faculty While Serving 

Students: Designing Learning Environments for Student Engagement while 

Avoiding Faculty Disengagement! (104.11.12 )。 

(四) 邀請澳門大學張國祥教授專題演講：十年 PISA 測試結果對教育質量與公

平政策的衝擊—以澳門學校留班政策為例(104.11.22 )。 

(五) 邀請 Dr. Jimmy de la Torre 專題演講：When simpler is better: Impact of 

appropriate model selection on attribute classification.(105.1.12 )。 

(六) 邀請高雄師範大學吳裕益老師演講：後設分析-決定因素數目方法

(105.2.16、2.18 )。 

(七) 邀請美商穩萊公司范清亮董事長專題演講：外行人看內行事-從生物科技看

教育(105.3.18 )。 

(八) 邀請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王承先副署長擔任專題講座：十二年國民基

本教育系列講座(一)（政策面）(105.5.4 )。 

(九) 舉辦就創業講座，邀請屏東縣山海國小林品蓁老師主講：大馬遊歷-海外教

學經驗分享(105.5.18 )。 

(十) 舉辦十二年國教系列演講，邀請彰化師範大學劉世雄教授分享十二年國教

之課程與教學面向(105.5.25 )。 

(十一) 邀請新加坡南華國小鍾瑋珊老師專題演講：新加坡教育(105.6.8 )。 

(十二) 邀請高雄師範大學吳裕益老師演講：SPSS 在 IRT 之應用(105.7.5-6 )。 

二、 其他學術活動 

(一) 辦理「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4 年度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全國補救教

學業務推動會議」(104.8.11~13)。 

(二) 辦理 105 級乙班至臺南市中西區永福國小暑期見習(104.8.31~9.4)。 

(三) 舉辦「104 學年度教師資格檢定考試講座」(104.9.25)。 

(四) 辦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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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10.22-23)。 

(五) 舉辦教學科技組專題製作成果展(105.4.27)。 

(六) 林進材老師辦理「臺南市七股區建功國小、屏東縣萬丹鄉廣安國小參訪活

動」(105.6.3)。 

(七) 呂明蓁老師舉辦 104 學年度業師合作計畫成果發表會 (105.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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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年度創新工作 

一、進行本系與美國 Boise State University 教育科技研究所雙聯學制協議書更新與

簽訂。 

二、籌備「2016 教育高階論壇海峽兩岸學術研討會：公共教育再定位，讓改革成

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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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1，執行期程

104.08.01 至 105.07.31。 

四、協助辦理臺南市 105 年度第 2 次國小教務(導)主任、教學組長課程與教學領導

「學生學力確保」增能研習暨學力檢測說明會（105.05.12）。 

 

伍、年度榮譽事蹟 

一、104 學年度本系科技部計畫通過 16 件，另有多年期執行中計畫 3 件，擁有率高

達 70％。 

二、104 學年度本系共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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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陽誾老師、黃宗顯老師、郭丁熒老師、

張正平老師、姜麗娟老師、周保男老師、林素微老師。 

三、本系網頁榮獲本校 105 年度單位網頁評鑑教學單位第一名。 

四、本系 6 位大學生榮獲科技部大專學生參與專題研究計畫補助、23 位學生應屆考

取研究所、46 位系友考取正式教師、5 位系友考取公職。 

五、本系游麗卿老師榮獲教育部 104 年度教育實習指導教師典範獎、陳秉家系友榮

獲教育部 104 年度教育實習優良學生優良獎。 

六、本系林葙葙博士生、吳智聖碩士生榮獲 2016 中華民國課程與教學學會「學術

論文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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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教育學系 

壹、 單位基本資料 

一、 學生人數統計 

類別  年級 人數 

大學部 

一 48 

二 48 

三 49 

四 45 

特殊教育碩士班 
一 4 

二 15 

輔助科技碩士班 
一 7 

二 17 

重度障礙碩士班 
一 6 

二 10 

特殊教育博士班 

一 4 

二 5 

三 5 

四 1 

五 7 

暑期在職專班 
二 16 

四 7 

總計 294 

二、 教職員人數統計 

類別 職稱 人數 

教師 

教授 5 

副教授 8 

助理教授 1 

行政人員 校聘組員 2 

總計 16 

 

貳、 議事方面  

一、 系務會議  

104 學年度系務會議(104.09.23、104.11.25、105.01.06、105.03.02、105.0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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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6.15)。 

二、 系教評會議 

104 學年度系教評會議(104.09.16、104.11.04、104.12.16、105.02.26、105.05.20、

105.06.01)。 

三、 其他會議 

(一) 104 學年度系課程會議(104.03.09、104.12.30、105.04.27、105.05.02)。 

(二) 外籍生入學審查會議(104.11.13、105.04.25)。 

(三) 學術審查會議(104.10.12、105.03.16)。 

(四) 104 學年度精進師資素質計畫工作會議(104.9.21、104.12.14、105.4.29、

105.5.17)。 

     

參、 年度重要工作  

一、 專題演講  

(一) 邀請樹德科技大學人類性學研究所林燕卿主任蒞臨演講「兒童性教育」

(104.11.13)。 

(二) 辦理三場教育部地方教育輔導—桌上遊戲融入特殊教育教學之知能

(104.08.20、105.03.23、105.07.20)。 

(三) 辦理教育學院大師講堂，邀請楊元享老師蒞臨演講「特教與人生」(105.5)。 

二、 其他學術活動 

(一) 出版「特殊教育與復健學報」第 31 期。 

(二) 與中華民國學習障礙協會協辦「國中升高中的生涯規劃及適性安置管道的

介紹」研習活動(104.11.07)。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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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03.21-03.25)。 

(四) 本系特殊教育博士班 104 學年度外加名額招收一名博士班研究生。 

(五) 協助臺灣經濟研究院進行「104 年全國研發狀況調查」。 

三、 學術交流 

(一) 臺南市光華高中蒞臨本系參訪，由林慶仁老師提供熱列印觸讀作品，讓參

訪之高中體驗觸讀文字經驗(104.11.09)。 

(二) 韓國釜山大學蒞臨本系參訪交流(104.12.21)。 

(三) 香港教育學院特殊學習需要與融合教育中心蒞臨本系參訪交流

(104.12.28)。 

(四) 廣東第二師範學院蒞臨本系參訪交流(105.3.29)。 

(五) 召開外籍生入學審查會議：同意一名大陸學生申請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本

系三年級交換學生；同意外國學生申請特教碩士班及 1 名陸生申請本系博

士班(104.11.13、105.04.16)。 

(六) 屏東縣大同高中蒞臨本系參訪，由系學會同學帶領體驗身障活動

(105.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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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年度創新工作  

一、 建立每學年/期開課機制，增進授課穩定度：檢視本學系大學部及三個碩士班、

博士班之課程架構，於每學期開課前一學期，先行規劃開課科目與授課教師，

並經課程會議、系務會議檢視其適切性。 

二、 創新特殊教育師資培育精進計畫與地方輔導工作：執行教育部核定「104 學年

度精進師資素質計畫--子計畫 C」及「104 年度地方教育輔導工作計畫—特殊

教育」。 

三、 極力爭取境外交換學生：爭取 106 學年上學期大陸嶺南師院特教系學生 39 名

至本學系進行交換學習。 

四、 積極進行大學部招生工作：林慶仁老師至聖功女中進行招生宣傳並講授大學甄

試面試技巧(105.03.03)；李芃娟主任赴新營高中進行教育學群介紹與招生活動

(105.03.07)。 

五、主動爭取特殊教育公費生名額：校長、教育學院歐陽院長及各學系主任、師培

中心徐主任、本系李主任拜會臺南市教育局(104.08.31)、臺東縣教育處

(104.09.02)、嘉義市政府教育處(105.03.25)、嘉義縣教育處(105.03.14)，爭取國

小特教公費生師培名額。 

六、 提高本學系畢業生之教師甄試錄取率： 

(一) 辦理大五模擬教甄，邀請勝利國小佘豐賜校長、進學國小李添旺校長、日

新國小吳庭耀老師、獅湖國小陳明顯老師、四維國小廖啟助老師及勝利國

小林和秀老師蒞臨指導(105.05.11)。 

(二) 與本學系系友會合作，由畢業學長姊以其教職經驗帶領學弟妹充實教學知

能。 

七、 帶領學生參與海外活動，增廣見聞及視野：本系李主任帶領 8 位特教系學生參

與「2016 臺湛學生夏令營」，於活動中參與論壇、展示大學生創新創業成果作

品並表演晚會節目(105.7.4-7.9) 。 

 

伍、年度榮譽事蹟  

一、 104 年度本學系應屆畢業生教師檢定通過率達九成；25 位畢業生考取正式國小

特教教師職。 

二、 本系陳雨欣、闕玉雯同學獲得科技部大專學生研究計畫補助；李昱同學獲得科

技部大專學生研究計畫研究創作獎。 

三、 104 學年度卓越師資培育獎學金，108 級 9 位同學通過申請：陳萱蓉、張婉妍、

林宜潔、黃冠如、陳柔蓁、高翊娟、范雅惠、黃姿綺、楊雅婷；107 級 3 位同

學通過申請：黃雯暄、洪瑋俐、劉庭妏。 

四、 本系暑期碩士在職專班方淳慧同學榮獲104年度身心障礙研究優良學位論文獎

助佳作，指導教授為曾怡惇老師及林千玉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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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本系博士班畢業生蔡鴻儒榮獲臺灣教育大學系統第二屆優良碩博士學位論文

「優良學位論文獎」，指導教授為何美慧老師；重碩班畢業生曾靖雯則榮獲佳

作，指導教授為曾怡惇老師。 

六、 本系曾若芸同學榮獲 105 年全國大專院校運動會游泳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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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二 43 

三 42 

四 41 

碩士班 
一 5 

二 14 

碩士在職專班 

（夜間） 

一 0 

二 11 

總計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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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學年度系務會議(104.9.7、104.12.19、105.1.15、105.2.24、105.5.4、105.6.30)。 

二、 系教評會議 

104 學年度系教評會議(104.9.30、104.11.18、105.4.11、105.5.11、105.6.22)。 

三、 其他會議 

(一) 104 學年度系課程委員會議(104.6.29、104.12.15、105.4.26、105.6.27)。 

(二) 104 學年度經費、學務及人事委員會議(104.11.11、104.12.14、105.4.25、

105.5.2、105.6.6)。 

(三) 104 學年度輔導及學術研究委員會議(105.1.29、105.5.6)。 

 

參、 年度重要工作 

一、 專題演講 

(一) 南臺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陳志盛教授演講：論文撰寫面面觀(104.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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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幼兒多元文化研習： 

1. 臺灣第一位原住民女導演陳潔瑤導演演講，講題：原住民幼童教育現況與

困境(105.3.11)。 

2. 海倫清桃女士演講，講題：新住民幼童教育現況與困境(105.4.30)。 

(三) 教育學院大師講堂，邀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劉美慧教授演講，講題：多

元文化教育研究的轉向(105.4.29)。 

(四) 多元文化課程與教學工作坊： 

1. 高雄市成功國小附幼許凱欣老師演講，講題：多元文化課程與教學實作(一) 

(105.5.1)。 

2. 臺北市博嘉國小附幼洪勁亭老師演講，講題：多元文化課程與教學實作(二) 

(105.5.22)。 

    二、學術活動 

(一) 辦理「全語言課程與教學─探究與閱讀」全語言教學研討會(104.10.3)。 

(二) 辦理教育部 105 年度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暫行大綱推廣人員培訓研習

(105.1.18-1.20)及增能研習(105.1.18-1.20)。 

(三) 辦理精進師資素質計畫「幼兒課程與教學：多元文化理念與實踐」學術研討

會(105.5.28)。 

    三、展演及學生活動 

(一) 辦理自製幼兒教具展(104.12.9-12.11)。 

(二) 辦理幼教書展(105.4.27-4.29)。 

(三) 辦理幼教系成果展(105.5.15)。 

    四、座談會及選課說明會 

(一) 辦理大一新生家長座談會(104.9.5)。 

(二) 辦理大一新生座談會(104.9.10)。 

(三) 辦理大四(104.9.14)、大二(104.9.15)、大三(104.9.15)選課說明會。 

(四) 辦理系主任與班代表座談會(105.6.8)。 

(五) 辦理系主任與境外生及弱勢學生座談會(105.6.15)。 

 

肆、 年度創新工作 

一、舉辦幼兒園在職人員修習幼兒園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專班

(104.9.14-105.6.24)。 

二、舉辦幼兒園園長專業訓練班(104.10.3-105.6.2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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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為附幼學童暨附小低年級學生(104.10.5-105.1.11、105.3.14-6.20)。 

四、辦理自製幼兒教具比賽(104.12.9-12.11)。 

五、至臺南市秀光幼兒園舉辦短期育樂營(105.3.19、105.3.26)。 

六、與本系幼教成果展結合舉辦「系友回娘家」活動，共約 60 名歷屆系友返校參

加，場面溫馨(105.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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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學系 

壹、 單位基本資料 

一、學生人數統計 

    類別 年級 人數 

 

大學部 

 

一 45 

二 42 

三 44 

四 51 

進修學士班 四 3 

碩士班(日) 
一 9 

二 18 

體育科教學碩士班 
二 11 

三 12 

   體育碩士在職專班 一 18 

總計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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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行政人員 組員 1 

總計 11 

 

貳、 議事方面 

一、 系務會議 

      104 學年度共召開 5 次系務會議(104.9.16、104.10.22、104.12.3、105.1.11、 105.5.5)。 

二、 系教評會議 

      104 學年度共召開 6 次系教評會議(104.9.30、104.11.13、104.11.30、104.12.18、

105.1.11、105.5.31)。 

三、課程規劃委員會議 

   104 學年度召開 1 次課程規劃委員會議(105.5.5)。 

 

參、 年度重要工作 

一、 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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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邀請教育部體育署學校體育組組長王漢忠博士演講：大型運動賽會行銷與我國

學校體育發展(104.12.23) 。 

(二) 邀請考取教師甄試之徐子鈞同學(高雄市旗津區大汕國民小學)以及通過教檢

之楊佳霖同學演講：如何準備教檢、教甄及經驗分享(104.8.21)。 

(三) 「大師講堂」邀請紀政女士演講：行的奇蹟(105.2.24)。 

(四) 邀請寶悍運動平台有限公司汪聖翔演講：如何撰寫運動行銷企劃與贊助個案剖

析(105.4.28)。 

二、 其他學術活動 

(一) 辦理臺南市東區大同國小 104 年度暑期兒童育樂營活動─羽球、足球、樂樂棒

球(104.7)。 

(二) 辦理 104 學年度教師資格檢定考試講座(四系聯合)(104.9.25)。 

(三)辦理臺南市體育處 104 年打造運動島計畫之「104 年度臺南市政府推動社會體

育運動志願服務計畫」2 場次活動：臺南市全市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服務訓練

課程(一)及(二)(104.10.7、104.10.14)。 

(四) 協助中華民國體育學會辦理教育部體育署 102-103 年度「配合十二年國教-體

適能檢測站設置計畫」檢討座談會(104.8.3)。 

(五) 協助中華民國體育學會辦理教育部體育署 104 年度國民體適能「檢測員培育研

習會」(104.9.18-20)、「指導員強化課程」(104.10.24-25)、「指導員檢定」

(104.11.21-22)、「指導員精進教育研習會」(104.12.20)。 

(六) 辦理 105 級運動與休閒管理實習成果發表會(105.1.5)。 

 

肆、 年度創新工作 

一、新聘專任教師卓國雄助理教授。 

二、出版「南大體育學報」第十期。 

三、辦理 104 學年度精進師資素質計畫-體育教學「體操分科教材教法」能力精進計

畫。 

四、浙江省麗水學院占葉俊副教授至本校訪學四個月(104.9 月-12 月)。 

五、向教育部體育署申請「充實體育器材設備」經費 150 萬元，購置「無線運動團隊

體適能生理狀態監控測試及訓練系統」儀器。 

六、申請貴重儀器設備購置「64 頻道超便攜腦波圖/眼電圖記錄系統」。 

七、辦理 105 學年度大一升大二及大二升大三轉學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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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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二 40 

三 42 

四 47 

碩士班 
一 15 

二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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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授 1 

副教授 4 

助理教授 4 

行政人員 校聘組員 1 

總計 10 

 

貳、 議事方面 

一、 系務會議 

104 學年度系務會議(104.9.21、104.10.19、104.11.16、104.12.21、105.1.11、

105.2.24、105.4.11、105.5.2、105.6.13)。 

二、 系教評會議 

104 學年度系教評會議(104.9.15、104.12.30、105.3.17、105.4.28、105.5.21、

105.6.6)。 

三、 系課程會議 

104 學年度系課程會議(105.5.2)。 

四、 系專業實習委員會議 

104 學年度系專業實習委員會議(105.3.21、105.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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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年度重要工作 

一、 專題演講 

(一)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教育心理與諮商學系高登第教授演講：SSCI 期刊文章刊

登之道(104.11.16)。 

(二)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王麗斐教授演講：Evidence-Based 

Practice 到 Practice-Based Evidence： 以系列兒童與青少年情緒諮商與心理

治療研究為例(104.11.18)。 

(三) 本校教育學系蕭佳純教授演講：HLM 在次級資料庫上的運用(104.12.7)。 

(四) 群創光電許卓凡心理師演講：職場心理健康促進推動實務(104.12.16)。 

(五) 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陳學志教授兼主任演講：化解衝突的智

慧--幽默的因應策略(105.4.11)。 

(六) 臺南市政府社會局婦女及兒童少年福利科黃耀德專員演講：就業市場分析

與諮商輔導之職涯展望(105.4.27)。 

(七)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教育經營與管理學系張芳全教授演講：論文寫作經驗分

享(105.5.2)。 

(八) 臺南市鹽水國小劉信卿退休校長演講：展現自我，發現亮點~談大學生良好

人際關係(105.5.25)。 

(九) 印地安大學 Barry Chung 演講：Career development and professional issues for 

counseling psychology students (105.5.23)。 

(十) 弘光科技大學老人福利與事業系梁翠梅助理教授演講：神奇的療癒力：一

人一故事劇場 Playback Theatre (105.6.8)。 

二、 其他學術活動 

(一) 辦理性侵害行為人的評估與處遇工作坊(104.10.31)。 

(二) 辦理孩子不登校!!-中輟生之遊戲治療工作坊(104.11.7)。 

(三) 辦理 2015 年「愛無礙-多元‧性別與親密」學術研討(104.11.21)。 

(四) 辦理青少年藥癮戒治策略與實務工作分享工作坊(104.11.25)。 

(五) 辦理同志諮商進階工作坊(105.1.23)。 

(六) 辦理青少年家庭治療評估與實務工作坊(105.5.14)。 

(七) 辦理 Career counseling with lesbian, gay, bisexual, and transgender persons 工

作坊(105.5.23)。 

(八) 辦理 Career development and professional issues for counseling psychology 

students 工作坊(105.5.23) 。 

 

肆、 年度創新工作 

辦理 2015 年「愛無礙-多元‧性別與親密」學術研討會 (104.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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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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1 

二 155 

三 159 

四 174 

大學部 

(進修學士班) 

二 2 

三 33 

四 42 

碩士班 

一 26 

二 48 

三 19 

碩士在職專班 

一 0 

二 12 

三 1 

教學碩士班 
二 0 

三 22 

中國文學碩士專

班（夜間） 

一 18 

二 14 

三 16 

總計 912 

二、教職員人數統計 

類別  職稱  人數  

教師 

教授 11 

副教授 19 

助理教授 7 

行政人員 校聘組員 5 

總計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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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議事方面  

一、 院教評會議  

(一)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召開院教評會議 3 次(104.10.15、104.11.19、105.1.12)。 

(二)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召開院教評會議 4 次(105.4.18、105.5.11、105.6.23、

105.7.5)。 

二、 院務會議 

(一)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召開院務會議 1 次(104.10.20)。 

(二)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召開院務會議 1 次(105.2.18)。 

三、 院課程委員會議 

(一)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召開院課程委員會議 1 次(104.10.6)。 

(二)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召開院課程委員會議 2 次(105.3.3、105.5.5)。 

四、 人文與社會學報編審委員會會議 

(一)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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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3.21)。 

(二)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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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3.24)。 

五、 其他會議 

(一) 系所主管會議，2 次(105.1.5、105.4.26)。 

(二)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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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次

(105.4.19)。 

(三) 本院校務會議學生代表選舉會議，1 次(105.6.8)。 

參、 年度重要工作  

一、外賓參訪：西安交通大學參訪，進行兩岸文化交流(104.10.23)。 

二、教師聘任及升等：完成院內三位教師升等著作外審，並提送校教師評審委員會

審議(105.6)。 

三、院級優良導師選拔：辦理 104 學年度院級優良導師選拔(104.9)。 

四、執行在地化特色推動：104 學年度共檢核 2 次(105.3.15、105.6.15)。 

肆、 年度創新工作  

一、辦理「2016 賦學國際學術研討會」(105.6.17～105.6.20)，計有來自我國、中國

大陸、香港、日本、韓國、越南、馬來西亞等 7 個國家地區，共 54 所大專校

院之教授參與會議；6.20 安排文化參訪行程，獲高雄佛陀紀念館星雲大師接見。 

二、辦理「104 學年度大師講堂」，以「文化素養」為主軸，邀請 5 位大師蒞校進行

6 場講授與研習，如下：  

(一) 志光文教集團林進榮總裁，講題：在地文教事業－成功與失敗的精神與態

度(105.3.9)。 

(二) 國立成功大學文學院王偉勇院長，講題：臺灣人的創意生活(105.3.16)。 

(三) 考試院何寄澎委員，講題：生命中的幾種「必要」(105.4.13)。 

(四) 國立臺灣文學館陳益源館長，講題：文學何處尋(105.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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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李豐楙研究員： 

1. 講題：非常性狂歡：儒、道二教在代巡與行瘟中的兩種觀點(105.5.18)。 

2. 講題：五營守衛：(中央-四方)空間模型的保境信仰(105.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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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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碩士在職專班 

一 0 

二 12 

三 1 

總計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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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聘組員 1 

總計 6 

 

貳、議事方面 

一、 所務會議 

104 學年度所務會議（104.10.16、104.11.11、104.12.29、105.03.08、105.03.29、

105.04.28）。 

二、 所課程會議 

104 學年度所課程會議（104.10.16、105.03.29）。 

三、 所教評會議 

104 學年度所教評會議（104.11.26、105.04.14）。 

 

參、 年度重要工作 

一、專題演講：  

(一) 南臺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講師葉瓊霞老師，講題：家族、文學與影像─

回首固園（104.10.13）。 

(二) 高雄市林園區港埔國民小學張二文校長，講題：從常民生活談客家民間信

仰（104.10.16）。 

(三)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臺灣歷史文化及語言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王昭文老

師，講題：「文明化」的自主與多元──日治時期台灣基督徒知識分子的白

話字運用（105.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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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南瀛國際人文研究中心召集人、CNRS 法國國家科學研究院研究員艾茉莉

老師，講題：臺灣南部廟會與神明遶境的調查、方法和解析（105.03.16）。 

(五) 嘉義和順堂王國信道長及本所戴文鋒教授學術講座，講題：道教日常生活

關係之對談：從「紅頭渡生，烏頭渡死」講起（105.05.03）。 

(六) 興泉府林俊輝道長及本所戴文鋒教授學術講座，講題：道教日常生活關係

之對談：從「做十六歲成年禮」講起（105.06.02）。 

二、其他學術活動 

(一) 104 學年度新生座談暨課程說明會（104.07.04）。 

(二) 噍吧哖事件 100 周年學術研討會（104.08.22~23）。 

(三) 辦理性別平等活動：2015 年臺灣國際女性影展--南大秋季開演／第二場

（104.11.23）。 

(四)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論文發表會（104.12.02）。 

(五) 2016 年臺灣文化學術研討會（105.04.30）。 

(六)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研究計畫暨論文發表會（105.05.04、105.06.01）。 

 

肆、年度創新工作 

一、辦理 104 學年度臺灣文化研究所所友會（104.12.19、105.06.05）。 

二、辦理 105 學年碩士班推薦甄試（104.11.07）。 

三、舉辦噍吧哖事件 100 周年學術研討會（104.08.22~23）。 

 

伍、年度榮譽事蹟 

一、本所 103 級校友沈琮勝及 104 級校友楊家祈，考取 105 學年國立成功大學歷史

學系博士班。 

二、本所碩士在職專班王愛雯同學榮獲「2015 年臺南研究博碩士論文研究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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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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二 40 

三 40 

四 44 

碩士班（文資系） 
一 8 

二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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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學年度系務會議（104.09.23、104.11.11、105.01.13、105.02.24、105.05.16）。 

二、系教評會議 

104 學年度系教評會議（104.10.13、105.01.04、105.03.10、105.04.13、105.06.15）。 

三、系課程會議 

104 學年度系課程會議（104.11.11、104.12.09、105.05.03）。 

四、系招生會議 

104 學年度系招生會議（104.10.21、105.04.11、105.05.03）。 

 

參、年度重要工作 

一、專題演講 

（一）靜宜大學紀錄片教學卓越計畫課程講師史威導演專題演講：生活在歷史的

影像中(104.12.09)。 

（二）成功大學歷史系李啟彰老師專題演講：千利休與日本茶道(104.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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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其他學術活動 

（一）辦理 2015 年女性影展： 

1. 第一場議題：「淚妝」、「泰國拉拉生存實錄」(104.11.16)。 

2. 第二場議題：「ESRUC」、「乍暖」、「給兒子的備忘錄」(104.11.23)。 

（二）辦理陳德聚堂冬季祭祀大典(104.12.19、12.20)及春季祭祀大典(105.03.08)。 

（三）辦理「2016 文化與區域研究學術研討會：臺南人文與環境」(105.05.21、

05.22)。 

 

肆、年度創新工作 

一、 辦理「教師讀書會」 

（一）蔡米虹助理教授讀書會：臺灣士紳林獻堂筆下的美國(104.10.21)。 

（二）張伯宇副教授讀書會：臺南的「陳璸之旅」(104.11.25)。 

（三）陳一峰副教授讀書會：周易(104.12.23)。 

（四）王志明副教授讀書會：雙亞之旅(西伯利亞、亞美尼亞)與印度半島

(105.03.25)。 

（五）邱麗娟教授讀書會：拜訪「彼得兔」之旅--英國波特小姐故事與湖區風光

(105.4.20)。 

（六）陳緯華副教授讀書會：靈力經濟與當代民間信仰活動(105.5.18)。 

二、 辦理「文資系碩士班 104 學年度第一學期（日）研究生讀書會」 

（一）第一場：碩二鍾佳宏「從日記看日治時期台灣士紳的端午節活動」、碩二

張簡名晏「在眷村人：談飲食在描述眷村文本中的意象」(104.10.14)。 

（二）第二場：碩二吳玉善「英國東印度公司對其他相關研究資料」、碩二許琳

晨「東方想像-以古地圖為中心」、碩二李政隆「日治時期台灣排球運動的

發展」(104.11.18)。 

（三）第三場：碩二林祺涵「西方探險家在臺灣」、碩二王郅傑「有應公信仰之

探討--協成里為例」、碩二鄭惠銘「台灣人口遷徒之相關文獻探討」

(104.12.16)。 

三、 辦理「文資系碩士班 104 學年度第二學期（日）研究生讀書會」 

（一）第一場：碩二石佳靈「宗族發展趨勢」、碩二鍾佳宏「日治時期台灣人的

國定節日生活」、碩二吳玉善「現在台灣人對十九世紀西方人的意象建構」

(105.4.13)。 

（二）第二場：碩二王郅傑「雲林金湖地區孤魂信仰轉變的影響」、碩二許琳晨

「十九世紀西方旅行者的福爾摩沙意象建構之分析」、碩二李政隆「戰後

台灣排球運動的發展國家與社會互動的觀點」(105.5.11)。 

四、 辦理「大學部畢業專題報告」：105 級畢業生共計 41 篇專題報告(105.5.25、6.1、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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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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9 

二 75 

三 72 

四 80 

碩士班 

一 4 

二 10 

三 19 

教學碩士班（夜間） 
二 0 

三 22 

中國文學碩士專班（夜間） 

一 18 

二 14 

三 16 

總計 409 

二、教職員人數統計 

類別 職稱 人數 

教師 

教授 6 

副教授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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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學年度系務會議 4 次（104.09.18、104.11.18、105.01.06、105.03.16）。 

二、 系教評會議 

104 學年度系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 4 次（104.10.13、104.12.04、105.03.17、

105.06.16）。 

三、 其他會議 

(一) 104 學年度課程規劃委員會會議 5 次（104.09.21、104.11.18、105.03.04、

105.03.09、105.05.03）。 

(二) 104 學年度招生委員會會議 3 次（104.11.06、105.03.16、105.04.15）。 

(三) 104 學年度獎學金審查委員會會議 1 次（104.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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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年度重要工作 

一、 專題演講 

(一) 系上專題演講 

1. 廖國棟教授演講，講題：學位論文撰寫及格式設計（104.11.16）。 

2. 嘉義大學中國文學系陳茂仁教授演講，講題：哇~吟詩原來這麼簡單--傳統

吟詩入門（105.03.17）。 

3. 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系陳玉峯教授演講： 

(1) 講題：自然‧哲學‧宗教（105.03.25）。 

(2) 講題：印度佛教史（105.03.25）。 

4. 臺南藝術大學藝術史學系暨藝術史與藝術評論研究所黃翠梅教授演講，講

題：玉振金聲‧流澤無疆--孔廟釋奠禮與禮樂文物（105.04.25）。 

5. 康益源老師演講，講題：碑帖收藏與市場分析（105.05.03）。 

6. 勵馨基金會臺南分事務所性別與倡議專員陳瑀昕演講，講題：性別生活 x

日常難題（105.05.19）。 

(二) 師培專題演講 

1. 臺南市永康區復興國小陳雪華老師演講，講題：如何面對家長與班級經營

（104.08.21）。 

2. 林葳葳老師演講，講題：朗讀演說教學講座（104.11.05）。 

3. 許榮哲老師演講，講題：童話創作經驗分享（104.11.16）。 

4. 楊沛綸老師演講，講題：由說故事到閱讀寫作（104.11.19）。 

5. 謝堅老師演講，講題：增進大五師資培育生教檢數學能力（104.11.20）。 

6. 楊智穎老師演講，講題：增進大五師資培育生教檢課程與教育能力

（104.11.20）。 

7. 邱筑君老師演講，講題：如何說故事講座（104.12.07）。 

8. 林佳靖老師演講，講題：教甄的點點滴滴（104.12.16）。 

9. 新化國小楊春禧老師演講，講題：讀報教育在中小學之推動（105.03.10）。 

10. 兒童文學作家張家驊老師演講，講題：少年小說的歷史奇幻書寫--談「月

光三部曲」的創作（105.03.16）。 

11. 東海大學許建崑老師演講，講題：文本中的影像閱讀（105.03.24）。 

二、 其他學術活動 

(一) 辦理童書讀寫教學案例研討會（104.08.26）。 

(二) 辦理硬筆書法研習營（104.10.07、104.10.14、104.10.21、104.10.28、104.11.04、

104.11.18、104.11.25、104.12.02）。 

(三) 辦理嘉南地區儒學推廣論壇（104.11.11）。 

(四) 協辦臺南市 104 年度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中小教學品質提升國民中

小學教師書法教學指導增能研習（104.12.05-06）。 

(五) 辦理第十屆南大松濤文藝獎（104.1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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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辦理硬筆書法檢定（104.12.16、104.12.30）。 

(七) 辦理 2016 臺語認證研習班（105.01.25-27）。 

(八) 辦理非你墨屬 書法冬令營（105.01.26-28）。 

(九) 辦理 104 年度地方教育輔導--國民小學語文學習領域（國語文）教師詩詞吟

唱教學增能研習（105.03.16）。 

(十) 辦理第十屆研究生論文研討會（105.04.20）。 

(十一) 辦理 105 年度閩南語認證加強班研習營（105.04.25-30）。 

(十二) 辦理第十屆思維與創作暨第五屆台灣南區大學中文系聯合學術研討會

(105.05.13-14)。 

(十三) 辦理 105 級大學部畢業書印聯展（105.05.26-06.08）。 

(十四) 辦理 105 級文化創意與應用成果展（105.05.26-06.16）。 

(十五) 辦理 107 級詩選發表會（105.06.08）。 

(十六) 辦理大學部專題成果發表（105.06.08）。 

(十七) 辦理臺灣閩南語 B2 認證衝刺班研習（105.0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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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學系 

壹、單位基本資料 

一、學生人數統計  

類別  年級  人數  

大學部 

一 47 

二 40 

三 47 

四 50 

進修學士班 

二 2 

三 33 

四 42 

總計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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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聘組員 1 

總計 9 

 

貳、議事方面 

一、 系務會議 

104 學年度共召開 5 次系務會議(104.9.16、104.10.28、105.2.24、105.4.20、

105.5.18)。 

二、 系教評會議 

104 學年度共召開 5 次系教評會議(104.11.12、105.2.17、105.3.31、105.4.28、

105.6.2)。 

三、 其他會議 

(一) 104 學年度共召開 6 次系課程會議(104.9.16、104.10.28、105.1.6、105.2.24、

105.3.2、105.3.24)。 

(二) 104 學年度召開 1 次招生會議(105.4.15)。 

(三) 104 學年度召開 1 次學術發展會議(105.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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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年度重要工作 

一、 專題演講 

(一) 本系 104 級學生吳玟秀、陳琬瑈、王品茹，講題：原來世界這麼大-海外

遊學打工分享(104.12.16)。 

(二) 漂鳥旅遊資深專員何宇軒先生，講題：英語導覽實務及台灣旅遊市場概況

與需求(105.03.18)。 

(三) 三商人壽襄理謝美雅女士，講題：職場生涯你我他她(105.04.27)。 

(四) 102 級校友陳宛埼小姐，講題：堅持比努力更可怕(105.05.11)。 

(五) 本系劉重燁、林芝羽、行管系武藤訓(埼玉大學交換生)，講題：到埼玉大

學交換 0 到 100！(105.5.18)。 

(六) TheNewLens 及關鍵評論網菲律賓特派員林阿毛，講題：前進東協新跳板

─你不知道的菲律賓(105.5.25)。 

二、 教師讀書會 

(一) 國立中山大學國語文學系陳國榮教授，講題：數位時代的英語文教學。 

(二) 本系謝麗雪老師、曾建肇老師，講題：Understanding the Packing Signs；

Interactionist view of SLA -- Theory vs. Practice。 

三、 各項比賽活動 

(一) 第六屆中翻英翻譯比賽(104.10.07)。 

(二) 第十屆英語演講比賽(104.12.9)。 

(三) 第十屆英語歌曲演唱比賽(105.03.23)。 

四、 其他活動 

(一) 104 學年度第一學期大學部師生座談會(104.9.14)。 

(二) 104 學年度第二學期日間部師生座談會(105.2.22)。 

    

 肆、年度創新工作 

      辦理英語學系 105 級畢業聯合公演─李爾王(104.11.27-11.28)。 

 

 伍、年度榮譽事蹟 

      本系榮獲「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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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 

二 193 

三 194 

四 212 

碩士班 
一 100 

二 95 

產業碩士專班 一 8 

碩士在職專班 

一 22 

二 33 

三 20 

教學碩士班 三 1 

博士班 

一 8 

二 4 

三 6 

四 1 

五 3 

總計 1092 

二、教職員人數統計 

類別  職稱  人數  

教師 

教授 34 

副教授 14 

助理教授 5 

講師 1 

行政人員 
校聘組員 8 

校聘秘書 1 

總計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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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議事方面   

一、 院教評會議  

104 學年度院教評會議(104.10.14、104.12.1、105.1.12、105.4.28、105.6.21)。 

二、 院務會議 

104 學年度院務會議(104.10.1、105.3.2、105.4.27)。 

三、 其他會議 

(一) 104 學年度系所主管會議(104.9.8、104.10.7、104.11.5、104.12.10、105.2.23、

105.3.23、105.4.27、105.7.4)。 

(二) 理工學院校區未來規劃方向院內教師座談會議(104.9.16)。 

(三) 104 學年度專科教室管理委員會議(104.9.22、105.2.16)。 

(四) 104 學年度院課程規劃委員會議(104.10.13、105.5.19)。 

(五) 應用數學系教師升等著作審查小組會議(104.11.3)。 

(六) 經營與管理學系教師升等著作審查小組會議(104.12.8)。 

(七) 104 學年度學術期刊編審委員會議(104.12.10、105.6.14)。 

(八) 電機工程學系系所主管遴選委員會議(104.12.16、105.1.13)。 

(九) 104 學年度各級會議學生代表推選會議(105.3.4)。 

(十) 微積分競試籌備會議(105.3.23)、放榜會議(105.6.14)。 

 

參、 年度重要工作 

一、 系所主管遴選 

(一) 完成電機工程學系主任遴選作業(105.1.13)。 

(二) 完成資訊工程學系及材料科學系主任續任作業(105.3.15、105.3.30)。 

二、 教師聘任及升等 

(一) 完成經營與管理學系及應用數學系共 2 位教師升等著作外審，並提校教師評

審委員會(105.1)。 

(二) 完成經營與管理學系 1 位新聘兼任專技教師聘任程序，並提校教師評審委員

會(105.1)。 

(三) 完成機電系統工程研究所 1 位新聘專任專案教師聘任程序，並提校教師評審

委員會(105.1)。 

三、 學術期刊出刊：完成理工研究國際期刊第 5 卷第 3 期出刊(104.9)及第 4 期出刊

(104.12)、第 6 卷第 1 期出刊(105.4)。 

 

肆、 年度創新工作  

一、辦理本院優良導師遴選，本屆優良導師為：材料系尤孝雯師、電機系許世昌師、

經管系劉哲宏師(104.10)。 

二、辦理本院教學績優教師遴選，本屆教學績優教師為：材料系林建宏師、應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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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啟村師、電機系王建仁師、數位系孫光天師(104.10)。 

三、辦理本院「智慧大師講堂」(105.2.1-6.30)： 

(一) 邀請國立成功大學系統及船舶機電工程學系黃正弘講座教授，講題：系統最

佳化概論(105.3.1)。 

(二) 邀請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車輛科技研究所楊介仙特聘教授，講題：我的志願

(105.3.17)。 

(三) 邀請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方得華講座教授，講題：奈米材料的

特性與應用(105.3.22)。 

(四) 邀請國立成功大學航空太空工程學系鄭金祥特聘教授，講題：從史特靈引擎

的發展史看工程技術的演變特性(105.4.12)。 

(五) 邀請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方得華講座教授，講題：計算奈米科

技之建模與應用(105.4.26)。 

(六) 邀請國立成功大學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張守進特聘教授，講題：InGaN-based 

LEDs with tunnel-junction-cascaded structure (105.5.10)。 

(七) 邀請國立成功大學系統及船舶機電工程學系沈聖智教授，講題：創意、創新，

是機電系統發展的核心技術(105.5.17)。 

(八) 邀請國立臺灣大學機械工程學系陳炳煇終身特聘教授，講題：生產力 4.0 的

實踐與創新營運模式的建置(105.6.7)。 

(九) 邀請國立成功大學系統及船舶機電工程學系黃正弘講座教授，講題：系統最

佳化剖析(105.6.21)。 

四、辦理基礎學科競試活動—104 學年度微積分競試(105.6)。 

五、辦理本院補助大學部學生參與專題研究計畫，共獎助 6 名學生各 6,000 元

(105.7.1-106.2.28)。 

 

– 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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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二 12 

總計 21 

二、教職員人數統計 

類別 職稱 人數 

教師 

教授 4 

副教授 0 

助理教授 1 

行政人員 校聘組員 1 

總計 6 

 

貳、 議事方面 

一、 所務會議 

104 學年度所務會議(104.9.15、104.9.22、105.5.27)。 

二、 所教評會議 

104 學年度所教評會議(104.12.3、104.12.23、105.4.25、105.5.23)。 

三、 其他會議 

(一) 104 學年度所課程規劃委員會(104.12.22、105.5.11)。 

(二) 104 學年度所學術委員會(104.12.23、105.5.20)。 

 

參、 年度重要工作 

一、 專題演講 

(一) 邀請國立中正大學機械系任春平教授蒞臨演講：Techniques of 

deielecrtophoretic manipulation for biological cells and nanofluidic concentrating 

for proteins 介電泳細胞操控及蛋白質濃縮技術(104.11.24)。 

(二) 邀請文藻大學德文系薛欣怡助理教授蒞臨演講：看見德國(104.11.26)。 

(三) 邀請南臺科大莊承鑫教授蒞臨演講：以跨領域研究開創台灣新局(104.12.8)。 

(四) 邀請鄭博元蒞臨演講：高 CP 值遊歐洲(104.12.10)。 

(五) 系統所十週年慶暨所友回娘家(104.12.19)。 

(六) 邀請台南地檢署吳協展主任檢察官蒞臨演講：性別主流化與兩性平權

(104.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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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邀請國立成功大學黃正弘副校長蒞校演講：系統最佳化概論(105.3.1)。 

(八) 邀請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車輛科技研究所楊介仙特聘教授蒞臨演講：我的志願

(105.3.17)。 

(九) 邀請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方得華講座教授蒞臨演講：奈米材料

的特性與應用 Characteriz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Nanomaterials.(105.3.22)。 

(十) 本所研究生黃群傑、施柏衍、許修豪赴香港出席第五屆信息學、環境、能源

和應用程序國際研討會(105.3.26-3.30)。 

(十一) 邀請國立成功大學航空太空工程學系鄭金祥特聘教授蒞臨演講：從史特靈

引擎的發展史看工程技術的演變特性(105.4.12)。 

(十二) 本所研究生蕭名舜、鍾千翔赴泰國普吉島出席工程科學和創新技術研討會

(105.4.21-23)。 

(十三) 邀請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方得華講座教授蒞臨演講：計算奈

米科技之建模與應用 Computational Nanotechnology Modeling and 

Applications. (105.4.26)。 

(十四) 邀請國立成功大學系統及船舶機電工程學系沈聖智教授蒞臨演講：創意、

創新，是機電系統發展的核心技術(105.5.17)。 

(十五) 邀請文藻外語大學德文系助理教授 Prof. Armin Ibitz 蒞臨演講：A View of 

Austria -看見奧地利(105.5.26)。 

(十六) 辦理 105 學年度新生座談會(105.6.3)。 

(十七) 辦理 104 學年度畢業餐會(105.6.5)。 

二、 其他學術活動 

(一) 辦理本所 104 學年度新生訓練(104.8.4-5)。 

(二) 辦理 COMSOL 教育訓練(104.9.23)。 

 

肆、 年度創新工作 

本所與國立宜蘭大學等校共同創辦台灣機電工程國際學會。 

 

伍、 年度榮譽事蹟 

一、本所學生劉悟慢與華梵大學合作，作品「衍生樹」獲得「2015 全國 LED 創意

設計競賽」佳作。 

二、本所蕭名舜、黃群傑、施柏衍等三位研究生獲科技部補助出國參加國際研討會。 

三、本所學生黃群傑獲得「2016 The 5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Informatics, 

Environment, Energy and Applications」Excellent Oral Pres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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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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二 43 

三 41 

四 50 

碩士班 
一 23 

二 23 

博士班 

一 3 

二 2 

三 2 

總計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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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學年度系務會議(104.9.16、104.10.27、104.12.8、105.3.16、105.6.8)。 

二、 系教評會議 

104 學年度系教評會議(104.9.16、104.12.8、105.3.16、105.4.9、105.6.8)。 

三、 其他會議  

(一) 電機系課程委員會議(104.12.11、105.5.24)。 

(二) 電資領域升學暨就業情報講座(104.10.8)。 

(三) 電機系師生座談會暨系大會(104.12.28)。 

(四) 升學暨生涯規畫座談會(105.5.25)。 

(五) 招生精進會議(105.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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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年度重要工作  

一、 專題演講  

(一) 聯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李奇隆工程師專題演講：IC 設計產業的現況與發展

(104.9.18)。 

(二) 台灣經濟研究院錢思敏博士專題演講：工業 4.0(104.9.23)。 

(三) 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企業暨國際事業群吳明和經理專題演講：物聯網導入

營運模式探討：以台南市推動智慧城市為例(104.10.27)。 

(四)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微電子工程系吳晉昌教授專題演講：Solar Power 

Generation System(104.11.3)。 

(五) 國立成功大學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賴韋志教授專題演講：高發光功率之氮化

鎵發光二極體之研製(104.11.10)。 

(六) 訊崴技術有限公司通信與芯片技術部/技術副理張志華博士專題演講：Mobile 

Communication Antenna and its Development (行動通訊天線及其發

展)(104.11.17)。 

(七) 國立成功大學微電子所張守進教授專題演講：InGaN-based Photonic Devices 

with tunnel-junction-cascaded structure(104.11.24)。 

(八) 南臺科技大學光電工程系吳文端副教授專題演講：奈米碳管的合成與應用

(104.12.1)。 

(九) 國立成功大學電機工程系林志隆教授專題演講：醫療輔具電子系統之研究發

展及應用(104.12.8)。 

(十) 國立成功大學電機工程學系朱聖緣教授專題演講：射頻磁控濺鍍法製備氧化

鋅基可撓式透明導電薄膜之光電特性探討及其在薄膜電晶體之應用

(105.4.19)。 

(十一) 晶元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IT 部門彭登宏經理專題演講：工業 4.0 現況與應用

(105.4.26)。 

(十二) 國立成功大學電機工程學系張守進講座教授專題演講：InGaN-based LEDs 

with tunnel-junction-cascaded structure(105.5.10)。 

(十三) 國立中央大學電機工程學系王文俊講座教授專題演講：六足機器人之設計

製作以及其他機器人簡介(105.5.24)。 

二、 其他學術活動 

(一) 「畢業系友經驗分享」活動(104.9.18)。 

(二) 「手機測試與軟體教學」工作坊活動(104.12.4)。 

(三)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創意電路競賽」活動(105.1.5)。 

(四)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電子電路實作競賽」活動(10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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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年度榮譽事蹟 

一、白富升師、盧陽明師、蕭鳳翔師、王健仁師及許正良師榮獲科技部「104 年度

補助大專校院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施方案」。 

二、陳建志師及白富升師指導學士班李宛、李宜靜、王美涵及曾郁霖等同學，入選

第二十屆行動計算研討會實作展示作品。 

三、王健仁師指導碩士班吳鍾緯同學及學士班胡峰鳴、何彥胤及許家緯同學參加

2015 全國大專創意電磁實作競賽，榮獲佳作。 

四、陳建志師指導碩士班林坤德、洪健源及楊雙丞同學參加第二十屆行動計算研討

會，獲最佳論文獎。 

五、本系榮獲本校 104 學年度獎勵研究績優系所「最佳進步獎」。 

六、許世昌師榮獲本校校級優良導師獎。 

七、王健仁師榮獲本校理工學院院級教學績優教師。 

八、陳建志師及白富升師指導學士班李宛、李宜靜、王美涵、曾郁霖等同學參加 

2016 第三屆南區大專資訊專題競賽，榮獲智慧電子創新組第二名。題目：結合

物聯網與 APP 遠端監控之高效太陽光電供電系統。 

九、吳婉瑜、呂嘉輝、李承訓、林昱宏及謝政哲等五位同學獲科技部補助 105 年度

大專學生研究計畫。 

十、本系一年級獲本校 104 學年度「學生學習歷程檔案競賽」一年級組第三名。 

十一、 學生唐健富、王良凱、蔡文賓、楊雙丞、胡峰鳴獲得「105 年度中華民國斐

陶斐榮譽學會國立臺南大學分會榮譽會員」。 

十二、 本系系籃榮獲「2016 南大 Teamfive 盃籃球賽」一般男子組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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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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學部 

一 33 

二 39 

三 41 

四 38 

碩士班 
一 12 

二 12 

碩士在職專班 二 18 

教學碩士班 三 1 

總計 194 

二、 教職員人數統計  

類別 職稱 人數 

教師 

教授 3 

副教授 5 

助理教授 1 

講師 1 

行政人員 校聘組員 1 

總計 11 

貳、 議事內容 

一、 系務會議 

        104 學年度系務會議(104.9.8、105.3.17、105.4.25、105.6.20)。 

二、 系教評會會議 

        104 學年度系教評會議(104.9.15、104.10.12、105.1.5、105.4.25 )。 

三、 其他會議 

(一) 104 學年度課程規劃委員會（104.11.16、105.3.3、105.3.17、105.4.22、

105.6.20）。 

(二) 104 學年度研究發展委員會議（105.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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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年度重要工作 

一、 專題演講 

(一) 辦理講座，邀請本系校友三商美邦人壽楊中豪先生，講題：理財規劃-談就

業那些事(104.10.14)。 

(二) 辦理講座，邀請本系校友高雄市民族國小許志成先生與韓弘偉先生，講題：

教師檢定及教師甄試經驗分享(104.10.19)。 

(三) 辦理精進師培計畫講座，邀請臺南市大橋國小李宗達老師，講題：基準量和

比較量解題策略的補救教學之探討(104.11.18)。 

(四) 辦理學術講座，邀請國立中央大學數學系黃博峙博士，講題：Global Transonic 

Solutions of Planetary Atmospheric Escape Model in Hydrodynamic Region 

(104.11.25)。 

(五) 辦理專題講座，邀請東吳大學數學系吳牧恩教授，講題：資金管理的數學

(104.12.2)。 

(六) 辦理精進師培計畫講座，邀請高雄市立阿蓮國中何耿旭老師，講題：補救與

差異化教學(104.12.9)。 

(七) 辦理專題講座，邀請國立政治大學蔡炎龍教授，講題：Jupyter 科學計算實

驗室(104.12.16)。 

(八) 辦理專題講座，邀請國立高雄大學統計學研究所郭錕霖教授，講題：平面圖

＋統計＝網絡分析(105.5.4)。 

(九) 辦理專題講座，邀請臺南市樹林國小李貞慧校長，講題：補救教學教案設計

經驗分享(105.5.25)。 

二、 其他學術活動 

(一) 104 學年度精進師資素質計畫，師資生現場實務教學活動：臺南市仁德國小

(104.11.20)。 

(二) 104 學年度大學校院協助高中優質化精進計畫，專題講座共 6 場：臺南二中

(104.11.25、104.12.2)、臺南市長榮高中(104.12.23)、臺南市北門高中

(105.3.23、105.4.13)、臺南市長榮高中(105.5.12)。 

(三) 2016 NCTS Workshop on Applied Mathematics at Tainan (105.3.28)。 

(四) 104 學年度地方教育輔導工作計畫，專題講座共 2 場：臺南市西門國小

(105.4.20)、臺南市新市國小(105.4.27)。 

(五) 104 學年度國小數學科補救教學教案設計檢定(105.5.2)。 

(六) 104 學年度師資培育精進素質研討會(105.5.18)。 

肆、 年度榮譽事蹟 

一、 本系榮獲 104 年度單位網頁評鑑成績優良。 

二、 104 年度本系大專生科技部計畫通過 1 件。 

三、 105 年度本系斐陶斐榮譽會員 2 位。 

四、 104 學年度本系葉啟村老師榮獲教學績優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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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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三 42 

四 41 

碩士班 
一 27 

二 9 

博士班 

一 5 

二 2 

三 4 

四 1 

五 3 

碩士在職專班 

一 22 

二 15 

三 20 

數位化資訊管理產業碩士專班 一 8 

總計 282 

二、教職員人數統計 

類別 職稱 人數 

教師 

教授 5 

副教授 5 

助理教授 0 

行政人員 校聘組員 1 

總計 11 

 

貳、 議事方面 

一、 系務會議 

104 學年度系務會議(104.9.16、104.12.28、105.1.21、105.3.25、105.5.11、

105.6.13、105.7.20)。 

二、 系教評會議 

104 學年度系教評會議(104.09.03、104.09.27、104.11.01、105.01.06、105.03.24、

105.06.09、105.0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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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其他會議  

104 學年度系課程會議(105.5.10)。 

 

參、 年度重要工作 

一、 專題演講 

（一） 講題：Towards extreme scale big data analytics: A System Perspective，講者：

中華大學資工系許慶賢教授(104.11.27)。 

（二） 講題：大數據技術在產業的應用，講者：亦思科技公司江孟峰博士

(104.12.25)。 

（三） 講題：Context-aware Mobile Educational App: From ideas to findings，講者：

School of Computing and Information Systems, Athabasca University 張明志

(Maiga Chang)副教授(105.1.8)。 

（四） 講題：數位學習產品的製作與管理，講者：艾爾教育股份有限公司徐祥然

協理(105.5.6)。 

（五） 講題：數位教學理論「新一代智慧校園」，講者：神通資科林祺政研發長

(105.6.3)。 

二、 成果展 

（一） 舉辦 105 級畢業專題成果發表會(104.12.11)及畢業專題成果展(104.12.12)。 

（二） 舉辦創意思考與設計方法期末成果發表會(105.1.6、105.1.14)。 

 

肆、 年度創新工作 

一、辦理「2015 全球中小學校學習社群創新學習模式競賽活動」(104.11.30)。 

二、辦理科技部資訊教育學門成果討論會(104.11.6、104.11.7)。 

 

伍、年度榮譽事蹟 

一、104 年度本系教師科技部計畫通過 5 件，其中 3 年期計畫 2 件。 

二、蘇俊銘老師指導大學部蔡孟諭、徐霈倫、蔡怡萱同學榮獲教育部第二屆全國校

園雲端創新應用大賽 中小學行動學習類-學生組 第二名。 

三、李建億老師指導大學部陳璿、謝孟羚、許峻耀同學榮獲教育部第二屆全國校園

雲端創新應用大賽 中小學行動學習類-學生組 佳作。 

四、碩士班研究生吳尚鴻同學榮獲科技部補助出國參與研討會，補助金額 2 萬元。 

五、105 年度本系大專生科技部計畫通過 5 件：孫光天老師指導劉盛元同學、林信

志老師指導張旻琳同學、蘇俊銘老師指導戴采瑜同學、張智凱老師指導葉芯妤

同學、蘇俊銘老師指導蔡孟諭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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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科學系 

壹、 單位基本資料 

一、學生人數統計 

類別 年級 人數 

大學部 

一 37 

二 31 

三 35 

四 37 

碩士班 
一 17 

二 20 

總計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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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行政人員 校聘組員 1 

總計 11 

 

貳、 議事方面 

一、 系務會議 

104 學年度系務會議(104.9.10、105.1.7、105.5.19)。 

二、 系教評會議 

104 學年度系教評會議(104.9.23、104.11.18、105.4.13)。 

三、 其他會議 

(一) 104 學年度系課程會議(104.11.24、105.4.20)。 

(二) 104 學年度系發展會議(104.11.19、105.5.12)。 

(三) 104 學年度系設備會議(105.1.7)。 

 

參、 年度重要工作 

一、 專題演講  

(一) 長興材料工業(股)公司薛聖耀主任研究員演講：長興材料之簡介與高分子材

料之關係(104.12.23)。 

(二) 國立成功大學化學工程學系林家裕教授演講：Nanostructured metal oxide in 

photoelectrocatalysis and electrocatalysis of water (105.1.6)。 

(三) 茂迪股份有限公司林冠男資深主任工程師演講：太陽能模組市場發展與分析

(10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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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其他學術活動 

(一) 辦理大二生涯規劃座談會(104.12.21)。 

(二) 辦理大三預備研究生說明會(105.3.11)。 

(三) 辦理大二專題研究課程說明會(105.3.23)。 

(四) 辦理本系校外參訪-中國鋼鐵(股)公司(105.5.4)。 

(五) 協助辦理屏東大同高中參訪活動(105.5.13)。 

(六) 辦理科學傳播-材料儀器介紹(105.5.23)。 

(七) 辦理本系第 6 屆研究成果展(105.5.25)。 

(八) 辦理本系第 6 屆系友回娘家(105.6.4)。 

三、 採購相關重要核心設備 

(一) 105.4：螢光光譜儀。 

(二) 105.6：光調制反射與光致放光激發光譜系統。 

 

肆、 年度創新工作 

一、4 名學生至大陸常州參加第十三屆海峽兩岸碳材料學術研討會並發表論文

(104.11)。 

二、2 名學生至日本名古屋參加國際研討會 ISPlasma/IC-PLANTS 並發表論文

(105.3)。 

 

伍、 年度榮譽事蹟 

一、本系林建宏師及李昆達師獲科技部 104 年度補助大專校院特殊優秀人才獎勵。 

二、本系 105 年度獲科技部核定執行大專生研究計畫，共通過 2 件。 

三、本系碩士班研究生王珮倫及陳璟雍同學榮獲科技部補助出國參加研討會並發

表論文，會議：ISPlasma/IC-PLANTS，地點：日本名古屋(Nagoya)，補助金額

共 33,800 元。 

四、本系學士班學生邱柏瑋獲選為中華民國斐陶斐榮譽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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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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二 39 

三 35 

四 46 

碩士班 
一 12 

二 19 

總計 192 

二、教職員人數統計 

類別  職稱  人數  

教師 
教授 8 

副教授 1 

行政人員 校聘組員 1 

總計 10 

 

貳、 議事方面  

一、 系務會議  

104 學年度系所會議(105.1.14、105.5.10、105.6.22)。 

二、 系教評會議 

104 學年度系教評會議(104.11.30、105.1.05、105.4.25、105.6.20)。 

三、 其他會議  

(一) 104 學年度系招生會議(105.3.23)。 

(二) 104 學年度系課程會議(104.9.22、105.1.14、105.5.10、105.6.22)。 

 

參、 年度重要工作  

一、 專題演講  

(一)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光電與通訊工程研究所王敬文教授，講題：「識別技術

於智慧型裝置與生產力 4.0 之應用」(104.9.24)。 

(二) 國立屏東大學資工系董呈煌副教授，講題：「容許任意書寫變異之線上手寫注

音符號辨識 Writing-Variation-Free On-Line Recognition of Handwritten 

Chinese Phonetic Symbols」(104.10.01)。 

– 105 –

http://dsg.nutn.edu.tw/seminar/detail.jsp?ss_id=456&keepThis=true&TB_iframe=true&height=588&width=724
http://dsg.nutn.edu.tw/seminar/detail.jsp?ss_id=456&keepThis=true&TB_iframe=true&height=588&width=724
http://dsg.nutn.edu.tw/seminar/detail.jsp?ss_id=457&keepThis=true&TB_iframe=true&height=588&width=724
http://dsg.nutn.edu.tw/seminar/detail.jsp?ss_id=457&keepThis=true&TB_iframe=true&height=588&width=724
http://dsg.nutn.edu.tw/seminar/detail.jsp?ss_id=457&keepThis=true&TB_iframe=true&height=588&width=724


(三) 陽明大學工程研發中心陳國欽企業顧問暨專業講師、前 HP 資深副總，講題：

「職場五力成功方程式」(104.10.08)。 

(四) 浩域企業管理顧問公司林宏益研究員，講題：「TFT LCD Source driver 

concept」(104.10.15)。 

(五) 長榮大學資訊管理學系周信宏助理教授，講題：「電腦對局遊戲（圍棋及黑白

棋）開發簡介」(104.10.22)。 

(六) 交通大學資訊工程學系曾新穆教授，講題：「巨量資料分析之創新機會與關鍵

挑戰」(104.10.29)。 

(七) 逢甲大學資工系陳奕中助理教授，講題：「大數據時代下的新服務模式-以家

電健診維修系統為例」(104.11.05)。 

(八) 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曾守正教授，講題：「大數據資料處理的量

變與質變」(104.11.19)。 

(九) 國立中山大學電機工程學系黃國勝教授，講題：「機器人行為模仿與意向揣摩

學習」(104.11.26)。 

(十) 逢甲大學資訊工程學系楊東麟教授，講題：「物聯網和大數據的資料探勘」

(104.12.17)。 

(十一) 太和光股份有限公司吉正然工程師，講題：「室內定位技術的應用與展望」

(105.03.10)。 

(十二) 國立成功大學資訊工程學系謝孫源教授兼系主任，講題：「Some Optimal 

Inapproximability Results」(105.03.17)。 

(十三) 藍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劉雲輝共同創辦人暨執行副總，講題：「電子支付

服務與應用」(105.03.24)。 

(十四) 國立臺灣大學生物產業機電工程學系陳倩瑜教授，講題：「機器學習於生

醫大數據分析之應用」(105.03.31)。 

(十五) 工業技術研究院資訊與通訊研究所林瑞堂經理，講題：「由 IT 轉向 DT 時

代 - 物聯網創新應用」(105.04.07)。 

(十六) 基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林東堯總經理，講題：「理論與實務的思考」

(105.04.14)。 

(十七) 高雄應用科技大學電機工程系李俊宏主任，講題：「大數據分析實務與工

程應用實例淺談- The Art of Datafication」(105.04.28)。 

(十八) 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創新應用服務研究所王世智副主任，講題：「如

何以政府市場帶動資訊產業發展」(105.05.05)。 

(十九) 中原大學機械工程系王世明教授，講題：「邁向工業 4.0 之認識與實踐」

(105.05.12)。 

(二十)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資訊工程學系林順喜教授，講題：「從 Erica 到 AlphaGo

崛起之路」(105.05.19)。 

(二十一)財團法人印刷工業技術研究中心張世錩總經理，講題：「Printing Industry 

& Information Technology~以創新服務模式建構產業競爭優勢」

(105.0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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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New Jersey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施永

強教授，講題：「Intelligent Watermarking」(105.05.12)。 

(二十三)中華電信企業客戶分公司許志遠專員，講題：「淺談 2016 移動設計」

(105.05.12)。 

 

二、 其他學術活動 

辦理畢業專題成果展示暨成果競賽(104.12.19)。 

 

肆、 年度創新工作  

一、舉辦資工系系友回娘家(104.12.19)。 

二、辦理 2015 南大樂學盃高中職小論文競賽(104.12.26)。 

 

伍、年度榮譽事蹟 

一、陳宗禧老師與陳思妤同學發表論文榮獲「第二十屆行動計算研討會 (MC 2015)」

優秀論文獎。 

二、本系 7 位同學參加「第三屆南區大專資訊專題競賽暨成果觀摩會」榮獲優等。 

三、本系 3 位同學榮獲科技部 105 年度大專學生參與專題研究計畫補助獎勵。 

四、本系 2 隊共 6 人榮獲第 47 次 ITSA 績優團隊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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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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 

二 117 

三 107 

四 113 

大學部 

(進修學士班) 
三 1 

 四 33 

碩士班 
一 43 

二 61 

碩士在職專班 

一 20 

二 15 

三 8 

總計 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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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人員 
校聘組員 4 

校聘秘書 1 

總計 33 

 

貳、 議事方面 

一、 院教評會議 

104 學年度院教評會議(104.09.02、104.09.18、104.11.02、104.12.14、105.05.16、

105.06.17、105.07.07)。 

二、 院務會議 

104 學年度院務會議(104.09.14、104.10.27、105.02.25、105.03.14、105.04.26、

105.0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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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院課程會議 

104 學年度院課程會議(104.10.22、105.05.10)。 

四、 其他會議 

(一) 104 學年度環境教育碩士在職學位學程委員會議(105.03.09、105.05.04)。 

(二) 104 學年度環生學院系學生代表會議(105.06.16)。 

 

參、 年度重要工作 

一、環生學院大師講堂系列演講 

(一) 邀請行政院農委會林業試驗所邱祈榮副所長蒞院演講，講題：氣候變遷與

生物多樣性(105.03.16)。 

(二) 邀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生命科學系林登秋教授蒞院演講，講題：Ecosystem 

adaptations to prevailing and extreme climate conditions(105.03.30)。 

(三) 邀請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李文雄院士蒞院演講，講題：生物科

技並兼談其對環境生態的影響(105.04.20)。 

(四) 邀請中央研究院植物暨微生物學研究所賀端華院士蒞院演講，講題：農業

廢棄物及生質燃料對環境的影響(The impact of agricultural residues and 

biofuels on the environment)(105.06.08)。 

二、教師聘任與升等：生物科技學系新聘專任教師吳慧珍老師(104.08.01)。 

三、辦理 104 學年度院級優良導師選拔：推薦胡家勝老師為本院優良導師

(104.10.27)。 

四、辦理本院 104 學年度教學績優教師遴選：推薦黃文伯老師為教學績優教師

(104.11.02)。 

 

肆、 年度創新工作 

一、協助辦理「104 年臺南市低碳環保知識挑戰擂台賽」(104.10.03)。 

二、獲教育部核定增設環境教育碩士在職學位學程，105 學年度開始招生。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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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5.20)。 

 

伍、 年度榮譽事蹟 

一、「104 年環境教育基金補(捐)助成果發表會」獲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教育機

構績優獎(104.11.21)。 

二、綠能系劉奕宏助理教授與生科系吳慧珍助理教授獲科技部 105 年度「補助大專

校院延攬特殊優秀人才措施」獎勵。 

三、本院學生學習成效良好，綠能系張友甄同學及鄭彰毅同學、生科系劉芷芸同學

獲得 105 年度「科技部補助大專學生研究計畫」之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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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院學生多元學習成果豐碩，綠能系郭偉達、鄭彰毅及吳冠儀 3 位同學獲 2015

年全國能源科技創意實作競賽佳作；綠能系呂川毅與李子恆同學獲得 2016 全

國開放式硬體與物聯網應用創意競賽佳作。 

五、本院共推薦張家欽教授、湯譯增教授、傅耀賢教授、鄧燕妮教授、張翠玲教授、

黃銘志副教授、胡家勝副教授與曾登裕助理教授等 8 位教師參加「科技部 105

年度補助大專校院獎勵特殊優秀人才措施」。 

六、本院教師持續產學合作，104 學年度(104.08.01~105.07.31)共執行科技部計畫 23

件，金額達 24,346,000 元；另獲教育部、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環保署及臺南

市政府等其他部門補助計畫 25 件，金額達 15,466,763 元。 

七、本院教師專業研發有成，104 學年度(104.08.01~105.07.31)通過經濟部智慧財產

局中華民國新型專利 2 件及發明專利 7 件。 

八、由本院協助報名參加之「104年國家永續發展獎教育類」獲初選入選(104.0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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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色能源科技學系 

壹、 單位基本資料 

一、學生人數統計 

類別 年級 人數 

大學部日間部 

一 39 

二 45 

三 39 

四 45 

進修學士班 
三 1 

四 33 

碩士班 
一 11 

二 13 

碩士在職專班 

一 20 

二 15 

三 6 

總計 267 

二、教職員人數統計 

 

 

 

 

 

 

 

 

貳、 議事方面 

一、 系務會議 

104 學年度系務會議(104.08.18、104.09.23、104.10.21、105.03.02、105.04.27、

105.06.15)。 

二、 系教評會議 

104 學年度系教評會議(104.09.07、104.10.21、104.11.16、104.12.28、105.03.28、

105.05.02、105.06.15、105.07.05)。 

三、 其他會議 

(一) 104 學年度課程委員會議(104.09.23、104.10.21、105.03.02、105.04.27)。 

(二) 104 學年度發展委員會議(104.10.21、104.12.28、105.03.02、105.04.27、

105.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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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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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年度重要工作 

一、 招生工作 

(一) 大學日間部招生 

1. 大學個人申請入學：錄取 13 名學生 

2. 大學指定考試：錄取 24 名學生 

3. 繁星計畫入學：錄取 4 名學生 

(二) 碩士班招生 

1. 碩士班推甄入學：錄取 8 名學生 

2. 碩士班考試入學：錄取 7 名學生 

(三) 碩士在職專班招生：20 名。 

二、 專題演講 

(一) 台灣科技大學化學工程學系江偉宏助理教授，講題：Atmospheric-pressure 

controllable synthesis of heteroatom-doped carbon nanomaterials and its 

applications for electrochemical energy storage and conversion (104.11.11)。 

(二)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綠能研究所黃瑞雄博士，講題：中油公司綠能材料發

展概況(104.11.25)。 

(三) Gogogor 睿能創意股份有限公司彭明義行銷副總，講題：行動能源發展與潛

在商機(104.12.02)。 

(四) 中國鋼鐵股份有限公司能源環境事務推動辦公室吳展維博士，講題：中鋼能

源與環境之策略規畫(104.12.09)。 

(五) 弘光科技大學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周偉龍教授，講題：電化學技術運用於廢

液處理之研究(104.12.16)。 

(六) 工業技術研究院綠能與環境研究所資訊應用技術組李毓仁工程師，講題：地

熱資源與有機朗肯循環 ORC 溫差發電原理(104.12.23)。 

(七) 國立臺灣大學化學工程學系顏溪成教授，講題：儲能與鋰離子電池與太陽光

電(105.04.13)。 

(八) 光陽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柯俊斌總經理，講題：光陽工業綠能產品發展歷程

(105.04.20)。 

(九)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方得華講座教授 ，講題：奈米材料的特性與應用

(105.04.27)。 

(十) 聚和股份有限公司蘇煌凱研究員，講題：系友傳承(105.05.04)。 

(十一) 台達電子股份有限公司機電事業部蔡清雄總經理，講題：工業自動化的趨

勢(105.05.11)。 

(十二) 國立成功大學船舶與機電工程學系謝旻甫教授，講題：電動車動力馬達開

發(105.05.18)。 

(十三) 中興電工機械股份有限公司蔡宇州經理，講題：氫能研發現況及未來展望

 (105.05.25)。 

(十四) 國立成功大學馬達研究中心薛博文博士，講題：漫談馬達科技與節能減碳

 (105.06.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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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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郭振坤教授及張家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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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家勝副教授榮獲科技部 104 年度補

助大專校院獎勵特殊優秀人才。 

三、劉奕宏助理教授獲得科技部補助大專校院延攬特殊優秀人才措施計畫獎勵。 

四、成立鋰離子電池產學聯盟(104.8.13)。 

– 1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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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二 41 

三 35 

四 38 

碩士班 
一 14 

二 9 

總計 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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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行政人員 校聘組員 1 

總計 10 

 

貳、 議事方面 

一、 系務會議 

104 學年度系務會議共 3 次（104.9.30、105.4.27、105.6.15） 

二、 系教評會議 

104 學年度系教評會議共 4 次（104.9.16、104.12.8、105.1.14、105.4.27） 

三、 其他會議 

(一)104 學年度系課程會議共 2 次（105.3.7、105.6.15） 

(二)104 學年度獎學金會議 1 次（104.12.21） 

 

參、 年度重要工作 

一、 專題演講 

(一)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生命科學與生物科技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林翰佳博士，講

題：從生科系到生技產業，我們還欠缺什麼？以矽藻基因轉殖技術為例！

(104.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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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國家衛生研究院免疫中心助理研究員林文傑博士，講題：The learning journey 

for biology student: the life and death of TNF（104.11.18）。 

(三) 中研院農生中心研究員常怡雍博士，講題：植物耐熱反應的分子遺傳學研究

（105.3.9）。 

(四) 國立成功大學熱帶植物科學研究所副教授張文綺博士，講題：生物資訊在植物

研究上的應用（105.3.16）。 

(五) 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中心研究副技師王子元博士，講題：Genome-wide 

characterization of opsin genes in fishes reveals diversified evolutionary patterns

（105.4.13）。 

(六) 國立成功大學熱帶植物科學研究所助理教授郭瑋君博士，講題：Roles of sweet 

uniporters in sugar efflux and interaction with microorganisms in roots（105.4.27）。 

(七) 南一專利事務所林佩璇專利工程師，講題：生技行銷學、生技專利申請與審查

實務（105.5.4）。 

二、 其他學術活動 

(一)辦理本系大一新生家長座談會（104.9.5）。 

(二)舉辦本系學生研究成果發表競賽活動（104.9.30）。 

(三)舉辦本系研究教學經驗分享交流會（104.10.21）。 

(四)舉辦 105 年度本系屏東農業生技園區及就服站校外參訪活動(105.3.30)。 

(五)屏東大同高中參訪活動：進行本系介紹及生物科技實驗室參觀(105.5.13)。 

(六)辦理 105 級畢業生暨系友會溫馨茶會（105.6.4）。 

 

肆、 年度創新工作 

一、 舉辦本系學生成果發表會。 

二、 招收本系預研生。 

三、 進行產學合作計畫。 

 

伍、 年度榮譽事蹟 

一、 張翠玲老師、鄧燕妮老師、黃銘志老師、曾登裕老師榮獲「科技部 104 年度補

助大專校院特殊優秀人才」獎勵。 

二、 吳慧珍老師獲科技部 104 年度「補助大專校院延攬特殊優秀人才措施」方案獎

勵。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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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104 年度本系教師科技部專題計畫通過 3 件、大專生科技部計畫通過 3 件。 

五、 104 年度本系學生榮獲中央研究院獎助學金 1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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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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學部 

一 35 

二 32 

三 34 

四 30 

環境生態碩士班 
一 10 

二 24 

生態旅遊碩士班 
一 9 

二 19 

環境生態在職碩士專班 三 2 

總計 195 

二、 教職員人數統計 

 

 

 

 

 

 

 

 

貳、 議事方面 

一、 系務會議共召開 6 次(104.8.21、104.10.19、105.1.13、105.3.2、105.5.3、105.6.22) 

二、 系教評會議共召開 6 次(104.10.23、104.12.9、105.3.31、105.5.13、105.6.8、105.7.4) 

三、 系課程會議共召開 3 次(104.10.19、105.1.13、105.5.3) 

四、 其他系委員會議 

(一) 課程與教學委員會會議(104.10.15、104.12.8、105.3.22、105.4.13) 

(二) 學術發展委員會會議(104.10.6、104.11.2、105.1.6、105.6.6、105.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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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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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年度重要工作 

一、 教師評鑑：共 2 位教師接受評鑑，並獲三級三審教評會議審議通過。 

二、 105 級學士論文發表(104.12.30、105.1.6、105.1.13)。 

三、 105 級送舊畢業茶會(105.6.15)。 

四、 104 學年度實習(暑假)共 16 人次申請： 

(一) 政府機關：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台南市政府新市區衛生所、水產試驗所海水

繁養殖中心、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 

(二) 私人機構：野望生態顧問公司、台南新樓醫院教學研究中心、巨農有機農場。 

五、 學術專題演講 

(一) 機制性模式：預測動物在氣候變遷下的生態表現，講者：中山大學生物科學系

黃淑萍助理教授 (104.10.21)。 

(二) 湧泉的沒落、現況與再生，講者：高雄師範大學生物科技系梁世雄教授

(104.10.28)。 

(三) 以在地元素、說在地故事、創在地品牌-透南風的工作經驗分享，講者：透南風

工作室余嘉榮總編輯(104.11.4)。 

(四) 綠蠵龜的信念，講者：台灣海洋環境教育推廣協會黃宗舜理事長(104.11.11)。 

(五) 腹斑蛙的生殖行為與聲音溝通，講者：東海大學生命科學系莊銘豐博士後研究

員(104.11.25)。 

(六) 台灣謎猴-談台灣獼猴的生存困境，講者：中山大學生物科學系博士生/台灣獼

猴吱吱黨發言人林美吟(104.12.2)。 

(七) 漫談在地生態攝影，講者：生態攝影家萬俊明導演(104.12.9)。 

(八) 氣候變遷與生物多樣性，講者：國立臺灣大學森林環境暨資源學系/林業試驗所

邱祈榮副所長/副教授(105.3.16)(環生學院大師講堂)。 

(九) Ecosystem adaptations to prevailing and extreme climate conditions，講者：國立臺

灣師範大學生命科學系/生農環境與多樣性學門召集人林登秋教授(105.3.30)(環

生學院大師講堂)。 

(十) 艾氏樹蛙生殖生物學之研究-從生態、生理到行為，講者：東海大學生命科學系

關永才教授(105.4.27)。 

(十一) 新興污染物對生態系的影響，講者：國立屏東科技大學環境工程與科學系謝

季吟教授(105.6.1)。 

(十二) 環境教育概要：理論與實務，講者：真理大學環境教育暨生態保育研究推廣

中心許毅璿教授兼主任(105.6.8)。 

六、 系友分享會：邀請魏晉翎(105 級)、黃富榆(102 級)、陳郁潔(103 級)、卓芳安(103

級)系友回校分享(105.6.5)。 

七、 師生座談會 

(一) 大學生新生家長座談會 (104.9.5)。 

(二) 全系師生座談會 (105.2.24)。 

(三) 104 學年度入學研究生新生說明會 (105.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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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年度創新工作 

一、 濕地生態產業論壇(104.10.24~25)。 

二、 第二屆南大生態營~漂流生存日記(105.7.4~11)。 

三、 建教合作、機關補助之計畫(期間 104.8.1~105.7.31)，如下： 

主持人 計畫名稱 計畫期程 補助單位 補助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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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78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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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8.1~105.7.31 

瑞昶科技(股)公

司 
250,000 

張原謀 
105 年環境教育推廣活動輔導計畫 -

「2016 第二屆南大生態營」 
105.2.1~105.8.1 教育部 60,000 

薛怡珍 
台江國家公園周緣社區生態旅遊、環境

教育暨產業行銷示範計畫 
105.5.1~106.12.31 

台江國家公園管

理處 
2,937,850 

王一匡 
台江國家公園及其周緣緩衝區多樣性棲

地營造與評估計畫(1／4） 
105.2.20~105.12.31 

台江國家公園管

理處 
1,983,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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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7.1~105.7.15 

台江國家公園管

理處 
491,500 

王一匡 對黑面琵鷺友善之濕地營造計畫 104.2.5~104.12.31 
台江國家公園管

理處 
1,776,500 

許皓捷 
棲蘭山檜木林動物生態文獻整理及資源 

評估(1/2) 
105.5.1~105.12.31 

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林務局 
762,000 

許皓捷 地景尺度之鼬獾棲地利用分析 105.5.1~105.11.30 
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林務局 
99,500 

許皓捷 
鼬獾狂犬病病原性及口服疫苗之可行性

評估計畫 
104.5.1~105.4.30 

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動植物防疫檢

疫局 

4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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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1.15~104.12.30 

台江國家公園管

理處 
1,340,000 

陳瀅世 台南分局農村生態保育輔導計畫 105.6.1~105.12.31 
綠工坊創新顧問

有限公司 
50,000 

伍、 年度榮譽事蹟 

本系女子排球隊獲 2016 超系盃年終賽女子排球亞軍，隊員：黃奕琳、閻品璇、

羅如萍、鄭舒涵、樊繼萱、林絲慧、陳佩君、童雅筠、杜曉筠，主辦單位：中華

民國大專院校系際運動聯盟(105.6.25~26)。 

– 1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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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 

二 129 

三 125 

四 138 

大學部 

(進修學士班) 

一 22 

二 19 

三 19 

四 28 

碩士班 
一 48 

二 119 

碩士在職專班 
一 22 

二 22 

教學碩士班 

一 0 

二 13 

三 19 

總計 846 

二、教職員人數統計 

類別  職稱 人數  

教師 

教授 9 

副教授 10 

助理教授 10 

講師 1 

行政人員 校聘組員 4 

總計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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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議事方面  

一、 院教評會議  

104 學年度院教評會議(104.10.02、104.11.13、104.12.18、105.01.19、105.04.18、

105.05.09、105.06.20)。 

二、 院務會議 

104 學年度院務會議(104.10.19、104.11.10、105.01.19、105.03.07、105.04.25、

105.06.20)。 

三、 院課程會議 

104 學年度院課程會議(104.10.14、105.03.09、105.05.20)。 

四、 藝術研究學報編審委員會議 

藝術研究學報第 8 卷第 2 期出刊會議(104.10.02)、第 9 卷第 1 期出刊會議

(105.03.25)。 

 

參、 年度重要工作  

一、 外賓參訪  

(一) 經濟部南臺灣創新園區王毓萱經理拜訪，洽談與本校合作事宜(104.10.02、

104.12.21)。 

(二) 奔放音樂工作室吳敏慈音樂總監訪問交流，洽談雙方合作事宜(104.10.07、

105.04.18、105.06.06、105.06.21)。 

(三) 日本櫻美林大學金英秀、劇場燈光與舞台設計顧問松本直美老師訪問交

流，洽談未來合作事宜(105.03.23)。 

(四) 邀請政治大學吳靜吉名譽教授蒞院演講，講題：生命故事的演作

(105.03.30)。 

(五) 邀請菲律賓國際戲劇大師 Raul Alfons 蒞院演講，講題：亞洲跨文化社區劇

場創作方法的傳統與創新(105.04.13)。 

(六) 邀請知名藝術家吳天章老師蒞院演講，講題：吳天章當代藝術創作 30 年分

享會(105.04.27)。 

(七) 邀請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陳曉嫻主任蒞院演講，講題：電影與音樂的對話

(105.04.28)。 

(八) 邀請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平珩教授蒞院演講，講題：臺灣表演藝術新趨勢

(105.05.11)。 

(九) 邀請國立臺北藝術大學顏綠芬教授蒞院演講，講題：作曲家馬水龍的土地

之戀-從《雨港素描》到《無形的神殿》(105.05.21)。 

(十) 邀請法國音樂家 Brent Shires 教授蒞院演講，講題：法國號講座(105.05.21)。 

(十一) 邀請國家教育研究院課程及教學研究中心洪詠善主任蒞院演 講，講題：

生活中的美感教育與態度(105.05.24)。 

二、教師聘任及升等：完成院內 1 位教師升等著作外審並提校教師評審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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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年度創新工作 

一、籌辦 2016 國立臺南大學「傳藝 X 創藝藝術季」活動，首度結合大師講堂，邀

請國際戲劇大師 Raul Alfons，分享亞洲跨文化社區劇場創作方法的傳統與創

新。 

二、籌辦本院「藝術傳承與創新」大師講堂/工作坊系列活動，104 學年度共辦理 9

場次，邀請藝術領域學術專家、藝術家、音樂家講座分享，增進學生跨領域藝

文知能。 

 

伍、年度榮譽事蹟  

     本學院整合院內音樂學系、戲劇創作與應用學系資源，執行教育部 104 年表演藝術

扎根校園巡迴及美育推廣計畫，統籌辦理一系列偏鄉展演活動，共 15 場次，獲益

觀眾人數共 1505 人，成效頗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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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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二 42 

三 42 

四 44 

進修學士班 

一 22 

二 19 

三 19 

四 28 

碩士班 
一 14 

二 44 

碩士在職專班 二 22 

音樂科教學碩士班 三 13 

總計 350 

二、教職員人數統計 

類別 職稱 人數 

教師 

教授 4 

副教授 3 

助理教授 2 

講師 1 

行政人員 校聘組員 1 

總計 11 

 

貳、 議事方面 

一、 系務會議 

104 學年度系務會議(104.8.18、104.9.16、104.11.18、104.12.28、105.2.24、

105.3.10、105.3.30、105.4.20、105.5.25)。 

    二、系教評會議 

104 學年度系教評會議 (104.8.18、104.9.1、104.10.29、104.11.30、 

104.12.21、105.1.4、105.3.30、105.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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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碩士班會議 

104 學年度碩士班會議(104.9.16、104.10.20、105.2.24、105.3.10、 

105.4.20、105.5.25)。 

    四、系課程委員會議 

104 學年度系課程委員會議(104.12.28、105.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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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12.5、105.5.29)。 

    六、寓教於樂-跨越邊際的音樂學論壇籌備會議 

(105.3.22、105.3.29、105.4.12、105.4.26、105.5.3、105.5.10、105.5.17)。 

 

參、年度重點工作 

一、 專題演講 

(一)「銅管講座」，地點：雅音樓 D301 室(104.10.27)。 

(二)「小號大師班」，地點：雅音樓音樂廳(104.10.27)。 

(三)「Daline 中提琴大師班」，地點：雅音樓音樂廳(104.12.25)。 

(四)「臺南文化中心跨界講座-繪畫與音樂的對談」，地點：雅音樓 D205 室

(105.2.24)。 

(五)「沈妤霖鋼琴大師班講座」，地點：雅音樓 D205 室(105.3.8)。 

(六)「法國號大師班」，地點：雅音樓 D301 室(105.5.21)。 

二、其他學術活動及音樂會 

104 年度 

(一)辦理「104 學年度碩士班新生座談會」，地點：雅音樓音樂廳(104.8.28)。 

(二)辦理「本校管樂團音樂會暨附中管樂團音樂會」，地點：雅音樓音樂廳

(104.8.21)。 

(三)配合本校 104 學年度開學典禮演出(104.9.14)。 

(四)辦理「國立臺南大學管樂團廈門大學交流音樂會」(104.11.19-104.11.22)。 

(五)辦理「黃濱小提琴大師班暨音樂會」，地點：雅音樓音樂廳(104.11.24)。 

(六)管弦樂團前往朴子大同國小辦理交流音樂會(104.11.27)。 

(七)管弦樂團前往龍崎國小辦理交流音樂會(104.12.4)。 

(八)「2015 國立臺南大學校慶系列-管樂團暨海軍軍樂隊聯合音樂會」，地點：雅

音樓音樂廳(104.12.9)。 

(九)管弦樂團支援辦理本校 117 週年校慶開幕及茶會典禮演出(104.12.19)。 

(十)辦理「進修部管弦樂樂團音樂會」，地點：雅音樓音樂廳(104.12.21)。 

(十一) 辦理「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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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12.28)。 

105 年度 

(一)辦理「南大室內樂集-2015 冬季音樂會」，地點：清境老英格蘭莊園(105.1.12)。 

(二)辦理「音樂‧愛‧擁抱臺南～祈福音樂會」，地點：臺南市立文化中心(10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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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辦理「AIT 音樂會-靈魂印記嘻哈樂團 Soul Inscribed」，地點：雅音樓音樂廳

(105.3.9)。 

(四)辦理「2016 藝術季-校友音樂會」，地點：雅音樓音樂廳(105.4.13)。 

(五)辦理「音樂系進修部管弦樂團暨弦樂團聯合音樂會-巴哈莫札特的大師風

采」，地點：雅音樓音樂廳(105.5.9)。 

(六)辦理「本系管樂團暨陸軍軍樂隊聯合音樂會」，地點：雅音樓音樂廳(105.5.17)。 

(七)辦理「音樂系管弦樂團音樂會-來自波西米亞的樂音」，地點：雅音樓音樂廳

(105.5.23)。 

(八)辦理「寓教於樂：跨越邊際的音樂教室-音樂學學術論壇」，地點：雅音樓音

樂系館(105.5.21)。 

(九)辦理「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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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5.29)。 

(十)辦理「教師音樂會」，地點：雅音樓音樂廳(105.5.25)。 

(十一) 辦理「畢業餐會」，地點：雅音樓 D301 室(105.6.5)。 

(十二) 辦理「管樂重奏室內樂音樂會」，地點：雅音樓音樂廳(105.7.8)。 

 

肆、年度創新工作 

    一、辦理「2016 國立臺南大學春季系列音樂會」(105.4)。 

    二、辦理阿勃勒節系所博覽會系列活動(105.5.28)。 

    三、辦理「寓教於樂-跨越邊際的音樂學論壇」(105.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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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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二 46 

三 45 

四 43 

碩士班 
一 14 

二 34 

視覺藝術與設計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一 22 

視覺藝術教學碩士班 
二 13 

三 6 

總計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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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學年度系務會議(104.9.29、104.12.22、105.1.11、105.3.1、105.5.2、105.6.13)。 

二、 系教評會議 

104 學年度系教評會議(105.1.11、105.3.30、105.5.2、105.6.27)。 

三、 系課程規劃委員會議 

104 學年度系課程規劃委員會議(104.12.22、105.1.11、105.4.27)。 

 

 

– 125 –



參、 年度重要工作 

一、 專題演講及座談 

(一) 邀請晴山藝術中心陳仁壽，講題：「畫廊和年輕藝術家的甄選標準和藝廊的運

作型態」(104.12.23)。 

(二) 邀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博士曾霆羽，講題：「在水墨離開平面繪畫之後」

(104.12.30)。 

(三) 邀請財團法人高雄市藝起文化基金會行政總監楊喬安，講題：「不貧窮藝術-

創意，生活，藝術」(105.4.20)。 

(四)邀請旅英藝術家王郁媜，講題：「創作經歷/展覽經驗分享」(105.4.27)。 

(五) 邀請旋轉犀牛工作室小弦，講題：「旋轉犀牛原創設計工作室創業分享」

(105.4.27)。 

(六) 邀請楊勝智-台灣ＩＤＮ設計雜誌、秋雨印刷資深業務代表、Cubbish 獨立創意

品牌-原作、卡畢須獨立創意有限公司負責人、台灣插畫師協會發起人，講題：

「用創意遊走在興趣工作與事業之間」(105.5.20)。 

(七) 辦理校園座談會，邀請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莊連東教授等 5 位學者，講題：「世

代差異—臺灣彩墨的變與不變」(105.5.12)。 

二、 其他學術活動 

(一)104 年度系展-起跑線(104.12.26~105.1.3)。 

(二)2016 視覺藝術與設計學系教授聯展(105.3.21~105.3.31)、碩士班評圖展

(105.4.7~105.4.30)、學術研討會(105.5.11)。 

 

肆、 年度創新工作 

一、本系承辦國教署自 104 年~108 年間舉辦國際大師講座與專業諮詢，分別以表演

藝術、音樂、美術、設計、跨領域邀請國際大師蒞臨，有助於本系師生專業素

養的提升。 

二、本系學生參加臺北世貿中心「新一代設計展」（105.5.13~5.16）。 

三、本系學生參加「2016 青春美展」（105.5.20~5.31）。 

 

伍、年度榮譽事蹟  

一、 聶可同學以「走走台南」作品，獲得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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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柏翰同學以「坦克造型系列」作品，獲得 2016 金點新秀設計獎(贊助特別獎)—

乾唐軒活瓷獎，指導老師：王多智。 

三、 何國瑋同學以「海崎一號」作品，獲得 2016 放視大賞之麥卡貝特別獎--最優秀

團隊獎及大會特別獎，指導老師：黃桂瑩、林美吟。 

四、 吳宛真同學以「失語者—What’s After Shopping」作品，榮獲 105 年全國美展水

墨類競賽銅牌獎，指導老師：陳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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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104 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本系學生榮獲佳績： 

類別  名次 姓名 題目 指導老師 

版畫類 甲等 李宜紡 強求 吳鴻滄 

版畫類 佳作 朱為麟 欉 吳鴻滄 

版畫類 佳作 羅思喬 花鳥共語 吳鴻滄 

西畫類 佳作 黃柏語 茫 陳典懋 

水墨畫類 佳作 洪筱琪 甯寧 陳建發 

水墨畫類 佳作 黃富杰 剎那間的永恆 吳宥鋅 

六、104 年度全國藝術深耕－第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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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優等 陳玉娟 跡 高實珩 

優等 陳沛緹 萬物之本 高實珩 

佳作 楊禮誠 任性的韌性 高實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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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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二 10 

總計 17 

二、教職員人數統計 

類別 職稱 人數 

教師 
副教授 2 

助理教授 1 

行政人員 組員 1 

總計 4 

 

貳、 議事方面 

一、 所務會議 

104 學年度所務會議(104.9.24、104.10.22、104.11.16、105.1.11、105.3.30、

105.4.29、105.6.29)。 

二、 所教評會議 

104 學年度所教評會議(105.4.27、105.5.20、105.6.22)。 

三、 所課程規劃委員會議 

104 學年度所課程規劃委員會議(104.10.22、104.11.16、105.4.22、105.6.3)。 

 

參、 年度重要工作 

一、 專題演講 

(一) 邀請自由插畫家 Krenz，講題：「電繪與手繪間的轉換過程經驗分享」(105.3.18)。 

(二) 邀請夢想動畫視覺特效部總監林奇鋒，講題：「阿母～我的作品上電視了！-

後製特效產業的美麗與哀愁」(105.5.6)。 

(三) 邀請 SAFE HOUSE T Studio 孫家隆，講題：「日式動畫作畫實作」(105.5.27)。 

(四) 邀請電通廣告公司前副總經理陳榮明，講題：「最棒的創意來自人心-廣告的幕

後程序與企劃執行」(105.6.17)。 

二、 其他學術活動 

(一) 2015 動畫媒體設計學術研討會(104.12.18)、2016 動畫媒體設計學術研討會

(105.6.1)。 

(二) 辦理校外參觀，由李香蓮老師帶領學生參訪智冠科技公司及智崴資訊公司

(105.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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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年度創新工作 

一、本所黃瑞菘所長成立中等教育階段藝術領域教學研究中心。 

二、本所與東京藝術大學動畫音樂國際合作交流會(104.9.14)。 

三、本所范如菀老師至 2016 新一代設計展進行招生宣傳(105.5.13-5.15)。 

 

伍、年度榮譽事蹟  

一、徐偉政同學以「天使星」作品，榮獲 2015 HPC 功夫-國網 3D 動畫全國大賽冠

軍。 

二、李林家、徐嘉晨、黃孅瑩、李彥融、陳亭穎、葉家綺同學以「未來農業、未來

農機、多元耕作」及「農村好好玩之鳳梨酥的製作」作品，榮獲 104 年度在地

農業好幸福創意行銷競賽好農好事漫畫組雙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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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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二 41 

三 40 

四 50 

碩士班 
一 13 

二 32 

總計 216 

二、 教職員人數統計 

類別  職稱 人數  

教師 

教授 2 

副教授 2 

助理教授 5 

行政人員 校聘組員 1 

總計 10 

 

貳、 議事方面  

一、 系務會議  

104 學年度系務會議(104.09.10、104.10.08、104.10.28、104.12.02、104.12.30、

105.01.18、105.03.02、105.04.20、105.05.25、105.06.27)。 

二、 系教評會議 

104 學年度系教評會議(104.09.30、104.10.07、104.10.28、104.11.10、105.01.18、

105.04.11、105.06.16)。 

三、 其他會議 

104 學年度課程會議(104.09.10、104.11.24)。 

 

參、 年度重要工作  

一、 專題演講  

(一) 陳昭吟老師(台南人劇團專業化妝師)進行「化妝教學工作坊」(104.09.21、10.5)。 

(二) 陳米雪(秀琴歌劇團演員、編劇、導演)演講「番婆弄昭君──藏身於歌仔戲中

的藝陣文化」(104.09.23)。 

(三) 李維睦老師(台南人劇團團長)進行「舞台佈景與道具製作工作坊」

(104.11.6-8、11.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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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黃馨玉經理(台原偶戲劇團)演講「製作人的挑戰：為什麼我的劇組這麼難搞?

從陰道獨白談性別概念與製作人的職責」(104.11.18)。 

(五) 周樑楷教授演講「歷史與戲劇的虛實--從影視史學談起」(104.11.25)。 

(六) 蔡心彤講師進行「演員聲音與口齒訓練工作坊」(104.11.28)。 

(七) 高鳳珠老師(南風劇團演員/國立臺南高商數學科專任教師)進行「歌仔戲唱腔

工作坊」(104.12.14)。 

(八) MCM Santamaria(菲律賓大學教授)進行工作坊「融合傳統與創新元素的亞洲

跨文化劇場創作展演與研究」(105.01.05)及演講「融合傳統與創新元素的亞

洲跨文化劇場創作展演」(105.01.06)。 

(九) 蔡柏璋(台南人劇團藝術總監)演講「生活即創意：從 K24 談劇本創作」

(105.01.06)。 

(十) 黃國鋒老師 (資深燈光設計、舞台監督 )帶領燈光基礎與實務工作坊

(105.01.18-23)。 

(十一) 蔡馨瑩老師(劇場藝術工作者)帶領劇場菁英隊工作坊(105.01.24-27)。 

(十二) 林隆圭老師(專業劇場 TD 與劇場技術設計)演講 Technical 

Designer/Director(TD)在劇場中的角色、養成及未來的發展(105.03.16)。 

(十三) 黃致凱(故事工廠藝術總監)進行編劇工作坊(105.03.25)。 

(十四) 吳靜吉名譽教授進行大師講座生命故事的演作(105.03.30)。 

(十五) Raul B.Alfonso (PETA 中的資深藝術及編導、舞專家)進行應用戲劇專題演

講(105.04.14)及現代舞蹈編舞工作坊(105.04.15、04.17-21)。 

(十六) 郭文泰 Craig Quintero(河床劇團藝術總監)演講「創意過程」(105.04.26)。 

(十七) 馬照琪(沙丁龐客劇團藝術總監)演講「紅鼻子醫生計畫－表演藝術在社會參

與中的實踐」(105.05.18)及進行工作坊「找尋自己的小丑個性－肢體戲劇」

(105.5.19)。 

(十八) 楊家勳老師(就醬子【烤吧】創辦人)演講「學校沒教我的幾堂課－創新思維

與創業」(105.6.15)。 

(十九) 斯建華老師(臺灣技術劇場協會 TATT 理事)帶領「國內外專業劇院營運暨舞

臺技術基礎」工作坊(105.07.20-26)。 

二、 學術研習/計畫成果 

(一) 與聯華電子科技文教基金會攜手合作，前進偏鄉，辦理「鹽洲遊戲趣」戲劇

夏令營(104.08.11-12)。 

(二) 偏鄉學校巡迴展演《家園》(104.11.04、11.09)。 

(三) 戲劇教育方案實習課程期末呈現，於高雄市市立砂崙國小演出《小黑鳥》

(104.11.06、12.04)。 

(四) 社區劇場演出《穿越時空愛上你-台客鄉親版》(104.11.12、11.26)。 

(五) 教習劇場前進台灣歷史博物館演出《一八九五 開城門》(104.11.25、11.29、

12.3、12.10)。 

(六) 創造性戲劇(二)課程期末呈現，於台南市賢北國小演出《糖果屋》《開花爺爺》

(104.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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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口述歷史劇場課程演出《憶言，難近》(104.12.25-27)。 

(八) 應用劇場方案實習與銀同社區合作辦理《牽你的手》演出(104.12.26)。 

(九) 戲劇教育方案實習與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合作辦理《看見心中的小孩》演出

(104.12.26)。 

(十) 表演(一)課程期末呈現《Try Again!》《散》《距離》(105.01.11)。 

(十一) 畢業製作《狂放屁》於臺南文化中心原生劇場公演(105.04.01-03)。 

(十二) 表演(二)、肢體劇場表演課程期中呈現《莫名其妙》、《Ocean》、《看到了嗎？》

三齣短劇 17 組聯演(105.05.04)；期末呈現《光陰》、《他們有槍！》、《HELP！》

三齣短劇 18 組聯演(105.06.15)。 

(十三) 提升國民中學專長授課比率教師進修第二專長學分班《瑪麗亞》戲劇演出

(105.05.29)。 

(十四) 戲劇學期製作《如果還有明天》於臺南文化中心國際廳原生劇場公演

(105.06.3-06.5)。 

(十五) 導演(二)課堂呈現《夢迴年代》(105.6.8-10)。 

三、 其他學術活動 

(一) 與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合作《互動式教習劇場 一八九五開城門》。 

(二) 教育部委辦「幼兒園美感及藝術教育札根計畫」。 

(三) 出版「戲劇教育與劇場研究」第 7-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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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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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肆、 年度創新工作  

一、 開設 104 年度「提升國民中學專長授課比率教師進修第二專長學分班」藝術與

人文學習領域—表演藝術主修專長。 

二、 承接與臺南文化中心合作建置劇場技術人才媒合平台。 

三、 辦理高雄市立路竹高級中學參訪事宜(104.12.24)。 

四、 櫻美林大學 Kingsang 師生參訪及學術交流活動(105.03.22-25)。 

五、 辦理第八屆戲劇營卓瑪娛樂 Drama Entertainment (105.07.11-14)。 

六、 辦理「台灣戲劇教育與應用學會說故事達人認證培訓課」(105.08.08-12)。 

 

伍、 年度榮譽事蹟 

一、 本系榮獲 105 年度單位網頁評鑑全校第二名。 

二、 本系榮獲 104 年度學術單位新聞第二名。 

三、 本系榮獲本校 104 年研究績優系所。 

四、 陳晞如老師榮獲本校 104 學年度校級、院級優良導師之肯定。 

五、 林玫君老師榮獲本校 104 年度補助科技部大專校院獎勵優秀人才之「傑出人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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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林雯玲主任榮獲教育部 104 年度友善校園獎-南區大專校院優秀導師，並榮獲本

校 104 學年度教學績優教師。 

七、 張麗玉老師著作入選為「教育部 104 年徵選優質家庭教育圖書」。 

八、 畢業校友李宜樺榮獲 2015 年台灣教授協會「台灣研究優良博碩士論文獎助」。 

九、 畢業校友吳敏瑩榮獲雲林縣藝術教育貢獻獎個人組教學傑出獎。 

十、 畢業校友張凱琪錄取 104 學年度教師甄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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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學院 

壹、 單位基本資料 

一、學生人數統計 

類別  年級  人數  

大學部 

一 88 

二 81 

三 79 

四 88 

碩士班 
一 25 

二 36 

科技管理碩士在職專班 

一 16 

二 30 

三 4 

高階管理碩士在職專班 一 18 

中小企業產業碩士在職專班 
一 0 

二 7 

總計 472 

二、教職員人數統計 

類別  職稱  人數 

教師 

教授 4 

副教授 9 

助理教授 4 

行政人員 
組員 1 

校聘組員 1 

總計 19 

 

貳、 議事方面  

一、 院教評會議  

104 學年度院教評會議(105.5.6、105.6.21、105.7.12)。 

二、 院務會議 

104 學年度院務會議(105.3.9、105.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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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其他會議 

(一) 與藝術學院合作「教育部藝術及設計人才培育計畫」會議(105.3.2)。 

(二) 經營與管理學系教師升等審查著作小組會議(105.3.9)。 

(三) 行政管理學系教師升等審查著作小組會議(105.3.9)。 

(四) 管理學院系所學生座談會(105.4)。 

(五) 管理學院教師座談會(105.4.13)。 

(六) 管理學院「105 年度科技部補助大專校院獎勵特殊優秀人才」申請案審查

會議(105.4.19)。 

(七) 104 學年度院課程規劃會議(105.5.12)。 

 

參、 年度重要工作 

一、 外賓參訪  

(一) 邀請臺南市民政局陳宗彥局長蒞院演講：LINE 在臺南(105.3.12)。 

(二) 邀請新世紀光電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資源處王瑞琪處長蒞院演講：員工關係

管理(105.3.12)。 

(三) 國立高雄第一科大管理學院蔡坤穆院長與 EMBA 李慶章執行長帶領該校

EMBA 學生及詮國公司邀請之中小企業主至本院交流(105.3.12)。 

(四) 國立成功大學呂執中教授帶領成大 EMBA 學生蒞臨與本校 EMBA 學生進

行學術交流(105.6.17)。 

二、教師聘任及升等：完成院內 2 位教師升等著作外審並提校教師評審委員會

(105.4)。 

 

肆、 年度創新工作  

一、辦理本院 EMBA 海外移地教學課程(105.2.25-2.28)。 

二、辦理本院赴新加坡參訪相關事宜(105.7)。 

– 13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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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二 37 

三 37 

四 44 

科技管理碩士班 
一 15 

二 18 

科技管理碩士在職專班 

一 16 

二 30 

三 4 

高階管理碩士在職專班 一 18 

中小企業產業碩士在職專班 
一 0 

二 7 

總計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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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行政人員 校聘組員 1 

總計 10 

 

貳、 議事方面  

一、 系務會議  

104 學年度系務會議(104.8.14、104.9.23、104.10.23、105.3.30、105.4.29、

105.6.24)。 

二、 系教評會議 

104 學年度系教評會議(105.3.25、105.4.27、105.7.6)。 

三、 其他會議  

104 學年度系課程會議(105.2.3、105.3.30、105.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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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年度重要工作  

一、 專題演講  

(一) 本系楊博雅同學、蔡宜倫同學演講，講題：「104 年度經管系交換學生經驗

分享會」(104.10.7)。 

(二) 台灣吉而好股份有限公司侯勝敦精品經理演講，講題：「文創加值品牌，科

技亮點行銷」(104.10.22)。 

(三) 本校林豪鏘學務長演講，講題：「運用數位科技於現代詩文字美學與視覺藝

術」(104.10.29)。 

(四) 羅德聯網股份有限公司陳宗佑董事兼總經理演講，講題：「新一代的就業挑

戰：國際化視野與團隊溝通」(104.11.10)。 

(五) 運動視界網路媒體科技楊東遠副總裁演講，講題：「運動媒體新勢力!談運

動視界的創立與營運」(104.11.26)。 

(六) 台灣西北分析郭恒志資深顧問演講，講題：「剖析生產作業流程與價值流程」

(104.12.17)。 

(七) 南科管理局主任秘書蘇振綱先生演講，講題：「如何從事創意、創新、創業

的三創事業經營與管理」(104.12.28)。 

(八) 臺南市政府民政局陳宗彥局長演講，講題：「Line 在台南」(105.3.12)。 

(九) 斌視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王錦和負責人演講，講題：「從清寒小孩到創業上市

上櫃歷程之分享」(105.3.16)。 

(十) 哈葳科技公司、允勝文創事業梁寶泰負責人演講，講題：「漫淡智慧科技新

趨勢 2025-數位新科技與翻轉教育」(105.3.31)。 

(十一) 拋爾設計印刷公司吳安安小姐演講，講題：「網路行銷科技 PK 人性」

(105.4.12)。 

(十二) 欣成投資股份有限公司祈少銘董事長演講，講題：「健康快樂有趣的人生」

(105.4.20)。 

(十三) 陽明醫院臨床心理師陳穎彥醫師演講，講題：「情緒管理的祕訣」

(105.4.23)。 

(十四) 五星級暢銷公益作家吳家德先生演講，講題：「克服逆境的關鍵」

(105.4.23)。 

(十五) 身心靈課程專業講師陳建宇老師演講，講題：「生命永續的智慧」

(105.4.23)。 

(十六) 廈門宏倫網絡科技有限公司彭國驊總經理演講，講題：「大陸移動互聯網

電商、微商認識及發展」(105.4.27)。 

(十七) 幸福書局林慧眉負責人演講，講題「幸福行銷-創業!如何以小博大案例分

享」(105.5.17)。 

(十八) 宏寶文化事業集團吳金寶總裁演講，講題：「漫淡藍海，新企業策略」

(105.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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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 Giant 巨大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總管理處許立忠特別助理兼發言人演

講，講題：「自全面代工到全球品牌經營之企業挑戰-Giant 突破式的創新

經營哲學」(105.5.19)。 

(二十) 美一塑膠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蔡明忠負責人演講，講題：「創新、創業與實

務經驗分享」(105.6.15)。 

(二十一) 塔普科技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蔡明堂負責人(執行長)演講，講題：「從損

益兩平分析看經營財務規劃」(105.6.22)。 

二、 其他學術活動 

(一) 科管碩士班學生參加 2015 科技管理年會，地點：國立清華大學台積館

(104.11.20)。 

(二) 舉辦校外參訪：宏遠興業紡織公司(104.12.4)、大潤發安平店(105.5.19)、南

科管理局、港香蘭觀光工廠(105.5.24)、典銘實業有限公司(105.5.31)、七品

蓮有限公司(105.6.7)。 

三、 座談會活動 

(一) 辦理 EMBA104 學年度入學新生座談會(104.7.18)。 

(二) 辦理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 104 學年度入學新生座談會(104.9.5)。 

(三) 辦理碩士在職專班招生說明會(105.1.10)。 

(四) 辦理 105 年度企業實習說明會(104.12.16)。 

 

肆、 年度創新工作  

一、辦理高中生營隊活動「口語表達營」(105.3.31)。 

二、辦理心靈成長營(105.4)。 

 

伍、年度榮譽事蹟  

一、陳鴻隆教授獲國際著名期刊 IJPM(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ject Management)

編委殊榮。 

二、陳鴻隆教授獲得「科技部 104 年度補助大專校院特殊優秀人才」傑出人才獎勵。 

三、曹瓊文助理教授獲選「院級優良導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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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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二 44 

三 42 

四 44 

碩士班 
一 10 

二 18 

總計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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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行政人員 組員 1 

總計 9 

 

貳、議事方面 

一、系務會議 

104 學年度系務會議（104.9.17、105.1.13、105.2.24、105.3.16、105.6.22）。 

二、系教評會議 

104 學年度系教評會議（104.9.8、104.11.17、104.12.16、105.3.3、105.5.2、105.6.7）。 

三、其他會議 

(一)104 學年度招生會議（104.10.8、104.10.19、105.2.24、105.4.15）。 

(二)104 學年度課程會議（105.3.6、105.4.20、105.5.10、105.6.8）。 

(三)104 學年度境外生座談會議（104.9.29）。 

 

參、年度重要工作 

一、專題演講 

(一)實踐大學馬琇芬助理教授演講「教學機制的運用」（104.10.7）。 

(二)中國文化大學中山與中國大陸研究所趙建民所長演講「閒話兩岸關係」

（104.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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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聯合報新聞主播林珮霖演講「從記者到主播～翻轉的媒體生態」（104.12.2）。 

(四)富康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執行長邱徵毅演講「人身是命運能量場」

（104.12.9）。 

(五)上曜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張祐銘董事長演講「我的大學生活與創業之路」

（104.12.23）。 

(六)臺灣環境保護聯盟秘書長陳秉亨演講「臺灣環境保護的運動策略」（104.12.30）。 

(七)邀請臺南市環保局林建三副局長演講「氣候變遷與土地使用規劃與管理政策」

（105.3.22）。 

(八)中央研究院社會所林宗弘老師演講「氣候變遷與災害防制政策」（105.4.12）。 

(九)臺北大學經濟學系李叢禎老師演講「氣候變遷與產業政策」（105.5.3）。 

(十)臺北大學都市計畫研究所葉佳宗老師演講「氣候變遷與土地使用規劃與管理政

策」（105.5.10）。 

(十一) 中興大學國際政治研究所譚偉恩老師演講「氣候變遷與農業生產與生物多樣

性政策」（105.5.17）。 

(十二) 苗博雅主任（前廢除死刑推動聯盟法務主任、社會民主黨全國委員）演講「死

刑作為公共政策」（105.5.25）。 

(十三) 新故鄉基金會廖嘉展董事長演講「氣候變遷與地方治理」（105.6.7）。 

(十四) 移民署南區事務大隊臺南市第一服務站陳偉挺專員、蕭湘樺辦事員進行「內

政部移民署業務簡介」（105.6.15）。 

二、學術研討會 

舉辦 2016 年「公私部門人資主管論壇暨學術研討會」（105.5.4）。 

三、座談會、說明會 

(一)舉辦碩士班新生座談會（104.8.4）。 

(二)舉辦大學部新生家長座談會（104.9.5）。 

(三)舉辦 2015 年校外實習成果發表會—第 1 場（104.10.28）、第 2 場（104.11.4）。 

(四)辦理 2016 年實習說明會（104.12.16）。 

(五)舉辦研究生論文計畫書發表（105.1.6）。 

四、教師讀書會 

(一)104 學年度第 1 場：吳宗憲老師主講「動物保護與公共政策的對話」（104.11.25）。 

(二)104 學年度第 2 場：王光旭老師主講「臺灣老人社區生活參與之研究」

（104.12.19）。 

(三)104 學年度第 3 場：林佳燕老師主講「非營利組織品牌經營之略懂略懂聊聊天」

（105.4.20）。 

(四)104 學年度第 4 場：蕭妙香老師主講「淺談教師申訴制度」（105.5.11）。 

五、參訪、學術交流活動 

(一)余明助主任帶領本系同學參訪臺南職訓中心、信立化學公司、南寶樹脂公司

（105.5.9）。 

(二)余明助主任帶領本系研究生至臺中中興大學進行學術交流活動（105.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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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年度創新工作 

一、辦理「2016 年公私部門人資主管論壇暨學術研討會」（105.5.4）。 

二、與政府機關、企業等實習單位接洽、簽約，辦理暑假學生校外實習，學生學以致

用，與實習單位互動良好。 

三、將參訪企業及機關等活動融入課程，甚受學生喜愛；校際學術交流亦讓研究生獲

得豐盛收穫。 

四、結合畢業典禮，舉辦「系友回娘家活動」，約有 30 位系友返校參加（105.6.8）。 

五、本系獲准成立碩士在職專班，自 105 學年度起招生。 

 

伍、年度榮譽事蹟 

一、104 學年度教師通過科技部研究計畫 3 件、學生通過科技部大專生研究計畫 1 件。 

二、林佳燕老師通過升等副教授。 

三、吳宗憲老師榮獲 104 學年度校級優良導師獎勵。 

四、本系榮獲 105 年單位網頁競賽績優獎。 

五、應屆畢業生及系友共 12 人通過國家公職考試。 

– 1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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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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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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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飛計畫)

申請書修正會議及工作管考會議 (104.08.18、105.01.11、06.08)。 

(二)104 學年度中心行政業務會議（104.09.10、12.14）。 

(三)辦理 104 學年度第 1、2 學期「校外專業實習委員會議」(104.10.12、105.04.27、

06.28)。 

(四)參與 117 週年校慶活動工作小組會議（104.10.19、11.23、12.14）。 

(五)104 學年度教學績優教師遴選會議(104.11.04)。 

(六)參與 105 年春節團拜籌備會議（104.12.02、105.01.20）。 

(七)參與「2016 阿勃勒節」核心小組會議（105.05.16）。 

(八)參與 104 級畢業典禮工作小組會議（105.04.11、04.27、05.16、05.25）。 

(九)105 年度教師評鑑諮議委員會議(105.05.11、0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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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期區域教學資源整合分享計畫第 3 期第 2

階段實地訪視暨邁向教學卓越輔導諮詢會議（104.10.19、105.01.11、05.23）。 

(二) 教育部雲嘉南區域教學資源中心第 3 期獎勵大學校院辦理區域教學資源整合

分享計畫第 2 階段工作推動小組會議(104.10.27、105.02.25、06.22)。 

(三) 教育部第 3 期區域教學資源整合分享計畫─教學增能計畫第 2 階段(104~105)

管考會議(104.12.23、105.03.28、06.20)。 

(四) 104 學年度「大學校院協助高中優質精進計畫」工作管考暨輔導諮詢委員會議

(104.12.28、105.06.14)。 

(五) 教育部獎勵大學校院辦理第 3 期區域教學資源整合分享計畫暨教學增能計畫

成果展規劃討論會議(105.06.28)。 

三、 其他：教育部青年發展署 104 學年度第二階段-推動大專校院生涯輔導工作計畫

第一次、第二次聯席會議及期中檢討及成果發表會(105.3.24、6.3)。 

 

參、年度重要工作 

一、 學生學習輔導組 

(一)參加「104 學年度新進教師座談會」進行本組業務宣導(104.8.5)。 

(二)校外專業實習平台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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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校外專業實習委員會議決議案辦理。 

2. 104 年 8 月規劃及籌備校外專業實習平台建置之架構，並請本校電子計算機

中心協助建置。 

3. 105 年 1 月完成並於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上線。 

4. 辦理本校「校外實習資訊暨資料庫平台使用說明會」，並請系(所)指派業務相

關人員參加(105.3.18)。 

(三) 辦理教育部 104 及 105 學年度大學校院弱勢學生學習輔導補助計畫(起飛計

畫)： 

1. 104.12.23 教育部函文核定補助 104 學年度經費 300 萬元，執行期間 104.8.1

至 105.7.31。 

2. 105.6.30 函報教育部有關本校 104 學年度期中成果報告及申請 105 學年度經

費。 

(四) 配合教育部新計畫之執行，於 104.8.18 召開之 104 學年度第一學期中心會議討

論研修「國立臺南大學教學與學習發展中心補助學生辦理合作學習團體實施要

點」、「教學與學習發展中心補助開設校外專業實習課程實施要點」及因應教育

部訂頒「專科以上學校強化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處理原則」修正

「國立臺南大學補救教學實施要點」第八、第九條有關補救教學助理酬勞編列

及支給之規定暨相關申請表單，修正後提案行政會議通過。 

(五) 教育部「大專校院校外實習學生團體意外險」104 學年度得標為「泰安產物保

險公司」(https://www.taian.com.tw/)，周知各教學單位多加利用。 

(六) 舉辦「大一 EP 建置初體驗」，鼓勵新生認識及使用本校電子歷程平台。 

(七) 辦理「電子歷程(E-portfolio)平台在大一國文課程的應用座談暨使用說明會」

(104.9.15)。 

(八) 與研發處、學務處、人事室合辦「本校學生兼任助理學習與勞動權益保障座談

會」(104.9.25)。 

(九) 配合研發處及教務處彙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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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請各系所協助填報，本組進行彙報)。 

(十) 辦理 104 學年度教育部僑生學業輔導計畫申請，第一學期申請微積分及英文二

門學業輔導課程並獲補助；第二學期無申請。 

(十一) 依據 104.9.18 本校提升校務研究及專業管理能力 104 學年度第 1 次會議決

議：本校學生學習問卷修正由本中心規劃及執行，期間召開多次會議與相

關單位進行協商，學生學習問卷系統於 105 年 4 月完成及測試，5 月進行宣

導及上線。 

(十二)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 104 學年度第二階段-推動大專校院生涯輔導工作計畫： 

1. 本校於 104.11.12 提出二項活動型計畫申請案，其中「夢想起飛．讓生命更高」

案獲補助 10 萬 5 仟元。 

2. 105.4.15 提報期中成果報告，6.30 函報計畫結案成果報告、經費使用明細及

經費收支結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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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出席導師會議並進行學生學習預警關懷紀錄線上填報、學生學習成效問卷

線上填寫等相關業務宣導(104.12.2、105.5.11)。 

(十四) 辦理「課程在 EP 平台的應用及分享-以大一國文為例」專題講座(104.12.9)。 

(十五) 雲嘉南區域教學資源中心教育部 104 學年度「大學校院協助高中優質精進

計畫」，本校計申請「教師增能方案-數學科專業學科工作坊」、動畫媒體設

計研究所「動滋、動滋、動滋多媒體動畫藝術創作專業學習社群」、數位科

技學系「課程設計方案--國際網路合作學習活動設計與實施」、「教師增能方

案--雲端主題探索課程教材設計與實施」等 4 案，並獲補助共 83 萬 5,680

元。執行期程：104.8.1-105.7.31，本組擔任連絡、相關資料彙整及提報窗口。 

(十六) 104 年度教育部第 3 期第 2 階段「教學增能計畫」，執行期間：

104.8.1-105.12.31。 

1. 本組執行子計畫 B「擴大學習視野」學生增能部分，補助經費(含設備費)73

萬 6,846 元。 

2. 執行期間提供成果報告及出席相關管考會議。 

(十七) 執行教育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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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飛計畫)」受理教學單位「校外專業實習課程」、「院、系(所)至業界實習

參訪」及「院、系(所)企業實習專題講座及經驗交流座談」補助申請，共核

定補助「校外實習課程」8 案、「至業界實習參訪」3 案及「企業實習專題

講座及經驗交流座談」12 案。 

(十八) 教育部大學校院實習課程績效評量案： 

1. 教育部 104.12.28 函有關大學校院實習課程績效評量案，本組函轉各系所及相

關單位配合辦理並進行 103 及 104 學年度實習課程調查及自評資料準備。 

2. 於 105.4.27 本校「104(2)校外專業實習委員會議」，進行參加自評系(所)103

及 104 學年度實習課程績效評量自評報告書討論與修正建議，修正後提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一次校外專業實習委員會議審查。 

(十九) 辦理學生增能學習(含生涯規劃、職場及業界分享)系列講座共 10 場：「1 年

計畫 10 年對話--如何成為我想成為的人」、「跳脫英文學習的框架---當自己

最棒的英文老師」、「成功圓夢者的學習筆記術」、「人我互動 fun 輕鬆--發現

美的眼睛」、「夢想起飛．讓生命更高」、「專案計畫書撰寫及成果展現」、「簡

報技巧(製作與表達)」、「看到市場了解自己」、「創意品牌 Foufou 的逐夢之

路」、「小經濟大巿場(粉絲團經營)」(104.09.23、104.09.30、104.10.14、

104.11.18、105.03.02、105.03.16、105.05.11、105.05.25、105.06.16)。 

(二十) 辦理學生增能學習(含生涯規劃、職場及業界分享)系列工作坊共 6 場。 

(二十一) 辦理「生命之河─台灣生命教育的軌跡巡迴展」 

1. 依據教育部青年發展署 104 學年度第二階段-推動大專校院生涯輔導工作計

畫「夢想起飛．讓生命更高」辦理。 

2. 合辦單位：本校(通識教育中心、臺灣文化研究所、文化與自然資源學系、學

務處課指組、學生會)及世界宗教博物舘。 

3. 至高雄醫學大學參加「生命之河巡迴展」，作為籌辦之參考(104.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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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辦理「生命之河巡迴展」導覽志工第 1 次、第 2 次培訓(105.1.6、2.26)。 

5. 展覽期間：105.3.1-4.15 於文薈樓 B1 展區辦理，3.7 舉行開幕典禮。 

(二十二) 學生合作學習團體： 

1. 辦理 104 年度第 1 學期「學生自學團體成果發表分享暨申請說明會」、第 2

學期「合作學習團體申請說明會」(104.09.30、105.03.16)。 

2. 辦理 104 年度第 1 學期、第 2 學期「合作學習團體召集人行政說明座談會」

(104.10.14、105.03.30)。 

3. 辦理「104(1)學生合作學習團體成果口頭報告競賽及成果海報票選頒獎」

(104.12.30、105.06.15)。 

4. 專案助理至宜蘭佛光大學觀摩「自主學習成果展」，作為本校辦理合作學習團

體業務之參考(105.6.8)。 

(二十三) 辦理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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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11.23、105.05.18)。 

(二十四) 辦理本校「原住民同學座談會」，鼓勵原住民同學多利用教育部起飛計畫

等學習資源(105.06.01)。 

(二十五) 辦理 104 學年度學生學習電子歷程檔案建置班級競賽(105.3.15-5.25)。 

(二十六) 105 年 4 月：配合總務處，進行本組各項財產暨非消耗品盤點工作；配合

本校申請高等教育藍圖與發展方案相關計畫，提供學習成效面向所需資

料。 

(二十七) 105 年 5 月：配合 105 年度單位網頁評鑑作業，協助中心網頁資料更新、

網頁自我檢視作業及自我評鑑。 

(二十八) 與通識中心聯合申請教育部 105 年度大學校院「校園多元生命教育活動」

計畫並獲補助 3 萬 6,625 元，執行期程：105.9.1-11.30。 

(二十九) 協助「國立臺南大學教與學活力電子報」第 10 期至第 14 期出刊。 

(三十) 依據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函文進行 105 及 106 學年度大專校院實習

與專班/學程開設規劃調查。 

二、 教學資源組 

(一) 執行教育部第 3 期區域教學資源整合分享計畫─教學增能計畫第二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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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學年度

共補助 25 名專任教師。 

2. 辦理：數位教材製作「雲端教材製作新趨勢－Sway 」、「雲端圖片特效編輯

工具－Pixlr 新體驗」、「數位影片視訊編輯應用-會聲會影 X8」、「簡報軟體創

新運用─PPT 動畫篇」、「翻轉教室翻轉學習─善用社群平台創新教學(FB)」、

「翻轉教室翻轉學習 Google 協作平臺」、「創意導演─Power Director14」、「視

覺化的圖表、圖形呈現─Excel 實務範例」，計 8 場次；另辦理 1 場數位學習

講座「新一代智慧校園」(104.10.23、11.18、12.16、105.01.08、03.25、04.22、

05.06、05.20、105.06.03)。 

3. 辦理「科技 e 生」期初座談及教育訓練、期末經驗交流暨分享會，共 4 場次

(104.10.02、12.10、105.03.04、05.27)。 

– 145 –



4. 彙整繳交相關管考資料(104.11.23、104.12.22、105.01.06、105.4.20)。 

(二) 配合總務處，盤點本組財產暨非消耗品，並進行器材設備檢修維護、增購，以

利新學年度教學工作進行。 

(三) 協助全校重要活動拍攝紀錄，並上傳至「活動剪影」網頁(104.09.14、10.02、

11.16、12.02、12.07、12.19、12.20；105.01.26、02.22、03.29、05.28、05.29、

06.03、06.04、06.05)。 

(四) 進行本組業務工作簡報：104 學年度新聘教師行政業務研討座談會

(104.08.05)、104 學年度新生始業式輔導業務說明會(104.09.09)。 

(五) 配合主計室，編列並協助彙整本中心「105 年度行政業務計畫經費需求表」、

「104 年度行政業務計畫執行績效表」及「105 年校務基金財務規劃調查表」

(104.10.05、104.10.12)。 

(六) 配合本校 104 年度內部稽核計畫，填寫 104 年度內部稽核工作底稿、「內部控

制制度風險評估表」，由總務處、教務處負責稽核本組「各項媒體製作設備及

空間使用管理」業務(104.9.26、104.9.29、10.15）。 

(七) 繳交風險登錄表、風險處理表，填報 105 年相關業務風險議題、影響目標及業

務、風險情境及影響等（104.10.23）。 

(八) 繳交執行第 3 期第 1 階段(102-103 年度)教學增能計畫成果結案報告相關資料

(104.10.12)。 

(九)進行全校重要活動影片後製編輯工作： 

1. 剪輯並提供學務處課外活動組 117 週年校慶運動會開幕表演節目─台南女中

儀隊表演畫面影片檔(104.12.23)。 

2. 剪輯並提供「體育系甲組班際接力決賽」競賽過程影片檔(104.12.30)。 

3. 剪輯並提供校友服務中心「117 週年校慶茶會」傑出校友頒獎典禮活動過程

影片檔(104.12.30)。 

4. 剪輯並提供人事室卸新任校長交接典禮活動過程影片檔(105.01.08)。 

5. 剪輯 2016 南大阿勃勒節活動「高中熱舞邀請賽」及「高中管樂大匯演」提供

表演單位。 

(十)協助蒐集校況簡介製作所需畫面： 

1. 拍攝校史室、生物科技學系、材料系實驗室實驗過程等畫面，翻拍校史資料

等(104.12.25)。 

2. 拍攝各學院代表師長錄影畫面（105.01.26、01.27、03.03、03.31、04.21、04.28）。 

(十一) 提供活動影像資料，協助各單位編製校務資料使用： 

1. 提供秘書室近期全校重要活動靜態及動態影像資料(104.08.11)。 

2. 提供教務處學校活動照片一批，以利編製新生家長座談會資料(104.08.13)。 

3. 提供人事室校景照片，以協助行政業務工作(104.12.22、104.12.31)。 

4. 提供秘書室 104.12.19-12.20 校慶相關活動照片檔案(104.12.22)。 

5. 提供畢聯會全校重大活動照片一批，以協助畢業紀念冊編製工作(105.01.29)。 

(十二) 經費執行核銷： 

1. 配合主計室 104 年請購業務稽核：稽核本組請購業務及請購商品(104.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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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執行「教育部第 3 期區域教學資源整合分享計畫─教學增能計畫第二階段

(104~105 年)」計畫資本門設備採購、核銷事宜及「科技 e 生」工作薪資核銷

業務。 

3. 執行 105 年資本門分配設備預算採購、核銷相關事宜。 

(十三) 協助教育學系科技與傳播碩士班教學活動，進行虛擬攝影棚應用實習課程

(104.12.24)。 

(十四) 配合「104 年度內部控制制度自行評估計畫」，進行本單位自我評估並填寫

自行評估表(105.01.29)。 

(十五) 填寫並彙整 106 年度業務計畫資本門補助需求表及 104 年度業務計畫資本

門補助執行績效表(105.02.16)。 

(十六) 配合總務處，進行本組各項財產暨非消耗品盤點工作。 

(十七) 繳交本校申請高等教育藍圖與發展方案相關計畫，提供本組有關辦學品保

機制面向執行作法及成果說明(105.05.06)。 

(十八) 配合 105 年單位網頁評鑑作業，更新本組中英文網頁並進行自我檢視。 

(十九) 提供並編輯教與學活力電子報第 9 至 13 期投稿文章(104.08.14、104.10 月、

105.02.02、04.08、06.15)。 

(二十) 整理並製作 104 學年度執行「教育部第 3 期區域教學資源整合分享計畫─教

學增能計畫第二階段(104~105 年)」計畫活動影音光碟並上傳至本組行動學

習平台(podcast)。 

(二十一) 更新本單位網頁典範教學資料庫「教學小秘訣」、教學增能計畫管考平台

等。 

(二十二) 提供視聽器材及製作室支援各系所、單位、社團等教學用及製作教學檔

案、印製海報等，本學年度借用計 3294 人次。 

(二十三) 辦理諮詢服務工作，本學年度服務人數計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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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年度計 678 件。 

三、 教學發展組 

(一)參加「104 學年度新進教師座談會」並進行本組業務宣導。 

(二) 統籌教育部第3期區域教學資源整合分享計畫暨第2階段教學增能計畫之人事

管考、業務執行及經費核銷管控等作業。 

(三) 配合本校 105 年度內部稽核計畫，填寫 105 年度稽核項目表並進行單位內部控

制制度自行檢查，據以填繳自行檢查表、自行評估表，並配合本組被稽核之業

務進行相關資料準備及檢視工作。 

(四) 辦理 104 學年度教師增能學術系列講座，共計 5 場：「數位化質性研究 NVivo10

之圖解與應用」、「課程在 EP 平台的應用及分享 ─以大一國文為例」、「LaTax

在教學上的應用與經驗分享」、「學習成果導向教學策略 Rubrics 的運用與設

計」、「學習成效評量工作坊」。 

(五)辦理 104 學年度教學助理申請、審查、核銷、資料建檔。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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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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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辦理 104 學年度教師評鑑、教師教學評量公告作業(105.1.10~105.6)。 

3. 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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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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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彙整 103-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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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議之資料與簡報。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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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協助執行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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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教學績優教師遴選作業(104.09-104.10.27)。 

(九)遠距教學課程助理補助及課程成果資料彙整。 

(十) 105 年 4 月：配合總務處，進行本組各項財產暨非消耗品盤點工作；配合本校

申請高等教育藍圖與發展方案計畫，提供教師教學精進所需之資料。 

(十一) 105 年 5 月：配合 105 年度單位網頁評鑑作業，協助中心網頁資料更新、自

我檢視及自我評鑑作業。 

(十二) 配合本校教師多元升等制度，安排規劃相關講座研習。 

(十三) 本中心電子報之徵稿編修與出刊作業。 

 

肆、年度創新工作 

一、 「國立臺南大學教與學活力電子報」各期出刊事宜。 

二、 建置本校學生學習成效調查系統與問卷。 

 

伍、年度榮譽事蹟 

本中心榮獲全校網頁評鑑比賽行政單位組優良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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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服務中心 

壹、 單位基本資料 

本中心置有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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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師科校友聯誼會第 1 次籌備會議(105.05.14)。 

(二) 傑出校友暨特殊貢獻獎遴選委員會議 

第 28 屆傑出校友遴選初審會議(104.10.23)、遴選委員會會議(104.10.30)。 

(三)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國立臺南大學(南師)校友總會理監事聯席會議 

1. 第 1 屆(原第 3 屆)第 8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104.09.04)。 

2. 第 2 屆(原第 4 屆)第 1 次會員大會，並改選新任理監事(104.10.03)。 

3. 第 2 屆(原第 4 屆)第 2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105.01.18)。 

(四) 線上捐款系統建置會議 

1. 線上捐款系統第 1 次會議(105.02.26)。 

2. 討論線上刷卡系統帳戶相關事宜(105.0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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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10.22、105.01.07、

105.04.19、105.06.21)。 

(二) 辦理就業徵才活動相關會議 

1. 參加 2015 年研發替代役暨就業博覽會第 2 次籌備會議(104.09.02)。 

2. 參加 2016 年南區就業博覽會第 2 次籌備會議(105.01.06)。 

3. 參加 105 年度大專校院雲嘉南區校園徵才活動第一次籌備會議(105.01.08)。 

4. 召開「帶你到值得努力的未來~2016 台南地區大型聯合徵才活動」籌備會議

(105.04.20)。 

(三) 職涯輔導相關會議 

1. 參加「104 年度大專校院畢業生流向問卷系統平臺」中南區操作說明會

(104.07.28)。 

2. 參加 104 年度學校辦理大專校院畢業生流向追蹤之諮詢會議(105.01.14)。 

3. 參加 105 年度大專校院畢業生流向公版問卷系統建置經驗交流會

(105.03.23)。 

4. 參加「105 年度大專校院畢業生流向公版問卷系統平臺」中南區系統操作說

明會(105.05.31)。 

5. 參加大專生涯課程研習暨成果發表會與徵件說明會(105.0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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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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海外)通訊第 76(104.08)、77(104.12)、78(105.04)期。 

3. 劉仙湧主任出席「土地‧印記—陳文龍水彩創作研究展」開幕式並致贈蘭花

盆栽(104.08.15)；劉仙湧主任出席「雲水一鉢 蕭惠幸書畫展」開幕儀式並

致贈蘭花盆栽(105.05.28)；鄭建星組長出席 2016 年臺南大學南師藝聯會 20

週年擴大會員聯展開幕式，並致贈蘭花盆栽(105.07.09)。 

4. 印製並張貼本校校友榮獲 104 年度全國師鐸獎及校長領導卓越獎紅榜。 

5. 陳連富校友告別式，致贈輓聯、喪花籃(104.09.11)；余明龍校友告別式，致

贈輓聯(105.01.10)。 

6. 舉辦 44 級畢業 60 週年級友聯誼會並參觀奇美博物館(104.09.25)、64 級畢業

40 週年級友聯誼會(104.11.22)、74 級畢業 30 週年級友聯誼會(104.12.13)。 

7. 「灣生回家」受訪者冨永勝校友來訪並協助接待相關事宜(104.10.17)。 

8. 協助舉辦木球邀請賽(104.12.12)。 

9. 寄送第 28 屆南大菁英予 48 級周煥臣校友；寄送 104 年各期校友通訊予 54

級李惠美校友；補寄第 77、78 期校友通訊予 64 級劉月華校友及 80 級葉順

在校友。 

10. 辦理 48 級張見齊校友捐贈獎助學金暨校務發展基金儀式(105.03.30)。 

11. 辦理成立「黃素雲女士獎助學金」事宜。 

12. 協助聯繫 75 級蔡敏雄校友，轉知召開國中同學會相關訊息。 

(二) 辦理第 28 屆傑出校友之遴選與表揚 

1. 受理推薦並彙整候選人資料。 

2. 擬定遴選委員名單並製作聘書；籌備召開遴選委員初審、複審會議。 

3. 寄送校長賀函及通知信函予當選者、寄送校長通知函予未當選者之推薦人。 

4. 彙整傑出校友個人事蹟簡介及當選感言，編印第 28 屆南大菁英。 

5. 製作傑出校友銅雕獎座；籌備頒獎典禮、儀式流程安排、餐點訂購及場地佈

置事宜；舉辦第 28 屆傑出校友表揚大會(104.12.19)。 

6. 協助製作 117 週年校慶慶祝茶會 powerpoint 檔案。 

7. 寄送 117 週年校慶校長謝函、合照等資料予本屆傑出校友、獎學金頒發及捐

款之貴賓。 

(三) 推動校友會之組織與活動 

1. 彙整各縣市校友會近況。 

2. 協助建置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國立臺南大學(南師)校友總會(下稱校友總會)網

頁。 

3. 辦理校友總會會員招募事宜；整理校友總會會員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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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辦理校友總會第 1 屆(原第 3 屆)理監事感謝狀印製事宜。 

5. 撰寫並函送校友總會理監事聯席會議、會員大會會議紀錄及各項報表至內政

部；寄發前揭會議紀錄予各理監事、會員。 

6. 與校友總會吳新華秘書長至高雄市鳳山區拜訪蔡森煌理事(104.09.18)。 

7. 彙整校友總會第 1 屆(原第 3 屆)理監事簡歷及生活照，編印第 2 屆(原第 4

屆)第 1 次會員大會資料冊。 

8. 劉仙湧主任出席：臺南市校友會第 2 屆第 5 次理監事會議(104.10.23)、新北

市校友會第 5 屆第 1 次會員大會(105.04.24)、臺北市校友會會員旅遊活動

(105.05.16)、澎湖縣校友會第 6 屆第 1 次會員大會(105.07.07)。 

9. 劉仙湧主任陪同校長拜訪校友總會新任陳金雄理事長(104.10.26)。 

10. 聯繫並辦理澎湖校友參加本校校慶相關事宜。 

11. 辦理校友總會法人變更登記相關事宜；送交變更登記聲請書予臺灣臺南地

方法院；於報紙刊登公告校友總會變更理監事及章程，並檢送報紙予臺灣

臺南地方法院。 

12. 辦理校友總會第 2 屆(原第 4 屆)理監事名片製作相關事宜。 

13. 寄還校友總會未續任理監事之私章。 

14. 辦理校友總會與本校簽訂租賃合約書及法院公證相關事宜。 

15. 至南區國稅局臺南分局、郵局及國泰世華銀行辦理變更校友總會負責人。 

16. 編製校友總會年度工作報告、收支預決算表、資產負債表、現金出納表、

財產目錄及基金收支表。 

(四) 其他 

1. 辦理 105 年紀念品及校友生日卡製作事宜。 

2. 配合通識中心推薦博雅教育講座之校友主講人。 

3. 配合保管組辦理年度財產暨非消耗品盤點作業。 

4. 配合秘書室擬定畢業典禮及校慶邀請之校友名單並協助貴賓報到及接待

(105.06.05)。 

5. 協助 104 至 105 學年度大學校院弱勢學生學習輔導補助計畫(起飛計畫)事

宜。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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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件

(104.07-105.06)。 

(二) 公費分發業務 

1. 至教育部參加研商 105 年度公費合格教師分發作業原則及作業流程會議

(105.01.15)。 

2. 辦理 105 學年度公費合格教師待分發人數調查(105.01)及繳交分發服務志願

卡事宜(105.03)。 

3. 至教育部參加 105 年度公費合格教師分發協商會議(105.04.26)。 

4. 辦理 104 年分發之公費合格教師分發情形調查(10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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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就業輔導業務 

1. 受理求才廠商徵才需求(104.08-105.07)。 

2. 辦理 104 學年度研究所畢業生流向調查(104.08-105.07)。 

3. 辦理 104 學年度上學期就業輔導講座規劃及邀請事宜(104.08-104.09)。 

4. 辦理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雲嘉南分署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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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08-104.10)。 

5. 公告相關求才訊息於本校最新消息及本組網頁(104.08-105.7)。 

6. 辦理高等教育資料庫調查作業(104.09-104.10)。 

7. 彙整本校校友參加 104 年全國各級公立學校教師甄試榜單(104.08-104.09)。 

8. 辦理 104 年畢業生追蹤問卷平台設計及建置作業(104.08-104.09)。 

9. 統籌各系辦理 101 級畢業後 3 年、103 級畢業後 1 年之畢業生追蹤作業

(104.09-104.11)。 

10. 協助辦理 2015 年研發替代役暨就業博覽會邀請、宣傳等相關事宜

(104.09-104.10)。 

11. 規畫籌備 104-105 學年教育部弱勢學生起飛計畫課程(104.09-104.10)。 

12. 規畫籌備 104-105 年教育部教學增能計畫課程(104.09-104.10)。 

13. 辦理「快速取得金色多益證書技巧 VS 愛情急診室」講座(104.09.30)。 

14. 執行 104 年教育部教學增能計畫，進行求職求才及職涯諮商預約專區網頁

設計(104.09-104.10)。 

15. 辦理「大專校院就業職能診斷平台」相關：大一、大二、大三施測名單校

對及匯入作業(104.09-104.10)；校內施測說明網頁建置事宜(104.10)；大二、

大三各班施測推廣及催交統計作業(104.10-104.12)；施測班級研習說明會

(104.10.14)；大四各班施測推廣及催交統計作業(105.03-105.06)。 

16. 辦理各系所就業途徑專業職能診斷項目調查作業(104.09-104.10)。 

17. 辦理 104 年度第 4 次合格教師證書加科加階段登記校內審查相關事宜及送

教育部審查核發事宜(104.10-104.11)。 

18. 辦理 101 級及 103 級畢業生就業需求服務調查(104.10-104.11)。 

19. 辦理各系所問卷調查資料整合人員約用申請、勞保加保及契約書簽訂與後

續經費核發事宜(104.10-104.12)。 

20. 辦理畢業生追蹤填答結果上傳教育部大專院校畢業生流向追蹤問卷系統事

宜(104.10-104.11)。 

21. 辦理學生 CPAS 職涯適性測驗(104.10-105.06)。 

22. 辦理講座：就業市場趨勢與求職管道(104.10.07)、用 CAPS 搞定大學生職涯

規劃(104.10.21)、能力養成規劃書工作坊(104.10.28)、履歷自傳撰寫技巧

(104.11.25)、懶骨頭行動力激發 (104.12.09)、新鮮人進入職場心理調適

(105.03.02)、GOOGLE 雲端妙應用(105.03.09)、過一個正向優質的人生

(105.03.16)、第 1 份工作就要養成的 10 個習慣(105.03.23)、讓老闆讚不絕口

的商業簡報技巧(105.04.27)、寫出令人驚豔的履歷表(105.05.04)、擁有職場

禮儀更受同事歡迎(105.05.11)、模擬面試實戰演練(105.05.18)、佳佳西市場

創業分享案例(105.05.25)、勞工權益及就業資源(105.0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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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至成功大學辦理 2015 年研發替代役暨就業博覽會畢業生諮詢服務

(104.10.25)。 

24. 辦理 101 級及 103 級畢業生追蹤原始資料轉檔填答敘述統計表(Excel 格式)

作業，連同工作現況及升學狀況填答結果電子檔光碟提供予各系所參考

(104.11-104.12)。 

25. 辦理校園職涯諮商活動(104.11.12、11.16、11.20、11.23、12.04、12.07、12.23；

105.05.06、05.09、05.13、05.16、05.20)。 

26. 填報 104 級畢業生就業需求服務調查表(104.12)。 

27. 辦理 104 年教育部教學增能計畫活動成果報告撰寫及上傳作業(104.12)。 

28. 辦理 104 學年教育部起飛計畫活動成果報告撰寫及管考報表填報作業

(104.12)。 

29. 辦理 105 年度合格教師證書加科加階段登記校內審查相關事宜及送教育部

審查核發事宜：第 1 次(105.01-105.02)、第 2 次(105.03-105.04)、第 3 次

(105.06-105.07)。 

30. 辦理勞動部雲嘉南分署「105 年度結合大專校院辦理就業服務補助計畫案」

校內單位申請宣導及收件事宜(105.01)。 

31. 辦理 105 級研究所畢業生問卷建置作業(105.01)。 

32. 規劃 104 學年度下學期職涯活動課程(105.01-105.02)。 

33. 協助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台灣就業通」網站會員推廣說明並受理申請事

宜(105.03-105.06) 

34. 辦理 UCAN 相關：大四各班團體施測時程規劃及各班導師班代通知事宜

(105.03)；大四學生 UCAN 團體施測活動(105.03.07-05.18)；辦理「UCAN 團

體解說及養成計畫」及「CPAS 施測與解說活動」講座(105.03.30)；建置 UCAN

平台 66 個就業途徑與 104 人力銀行對應即時職缺連結網頁(105.06)；受理本

校 UCAN 平台校級、系級管理者之使用帳號申請並協助上傳 UCAN 平台系

統開通權限(105.06)。 

35. 辦理學生職涯諮商校內宣傳、講師邀約及學生預約服務(105.03-105.06)。 

36. 帶領本校學生至南台科技大學參加 105 年度大專校院辦理區域性校園徵才

活動(105.03.29)。 

37. 籌備 2016 年台南地區徵才活動及校內宣傳事宜(105.04)；辦理台南地區徵

才活動(105.04.30) 

38. 辦理加科登記審查網頁內容更新事宜(105.06)。 

39. 辦理 105 年大專校院畢業生流向追蹤平台問卷系統資料彙整事宜(105.06)。 

40. 辦理大專校院學生基本資料庫資訊系統大學部應屆畢業生就業資料回饋意

願調查(105.06)。 

41. 辦理 99-103 級全校學士、碩士、博士就業產業類別統計原始資料編碼轉填

答敘述及填製報表作業(105.06)。 

42. 規畫 105 學年度教育部弱勢學生起飛計畫書及經費申請事宜(10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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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年度創新工作 

一、校友服務組 

(一) 協助成立「張見齊校友起飛助學金」。 

(二) 建置線上捐款系統。 

二、就業輔導組 

(一) 辦理大四學生 UCAN 平台全校施測(105.03-105.06) 。 

(二) 與 104 人力銀行合作建置 UCAN 平台 66 個就業途徑與 104 人力銀行對應即

時職缺連結網頁(10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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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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評會（105.1.4）。 

    （二）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評會（105.6.20）。 

   二、通識教育課程委員會 

（一）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課程委員會（104.12.18）。 

（二）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課程委員會（105.5.16）。 

   三、通識教育委員會 

（一）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通識教育委員會（104.11.13）。 

（二）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通識教育委員會（105.4.29）。 

參、年度重要工作 

一、通識課程開課情形 

（一）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開辦 171 門課，其中必修 86 門，選修 85 門。 

（二）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開辦 180 門課，其中必修 81 門，選修 99 門。 

   二、「博雅教育講座」 

（一）104學年度第1學期 

週次 日期 時間 演講者 單位/職稱 講題 

2 
9/22 

（二） 

10：00 

︱ 

12：00 
吳鐵雄 

本校前校長 

前教育部常務次長 
學校教給我什麼？！ 

3 
9/29 

（二） 

10：00 

︱ 

12：00 
邱麗娟 本校通識教育中心主任 

歷史就在我身邊— 

漫步在府城中區 

4 
10/6

（二） 

10：00 

︱ 

12：00 
張添唐 

國立臺南 

第一高級中學校長 
校園的故事 

5 
10/13

（二） 

10：00 

︱ 

12：00 
徐強 堤維西集團總裁 

一個平凡人的 

創意人生 

6 
10/20 

（二） 

10：00 

︱ 

12：00 
張瑞雄 國立臺北商業大學校長 品格定人生 

7 
10/27 

（三） 

10：00 

︱ 

12：00 

陳博志 
國立臺灣大學經濟學系 

名譽教授 

薪資低落的國家 

和個人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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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11/3 

（二） 

10：00 

︱ 

12：00 
彭明輝 

國立清華大學動力機械 

工程學系榮譽退休教授 
幸福在看不見的地方 

9 
11/10 

（二） 

10：00 

︱ 

12：00 

陳英豪 本校前校長 人生的危機與轉機 

10 
11/17

（二） 

10：00 

︱ 

12：00 

優席夫 
優席夫新美學空間 

總監 

Never try Never know？！ 

不試，怎麼知道？！ 

11 
11/24 

（二） 

10：00 

︱ 

12：00 

李偉文 
荒野保護協會 

榮譽理事長 
未曾選擇的那條路 

12 
12/1 

（二） 

10：00 

︱ 

12：00 
饒夢霞 

國立成功大學 

教育研究所副教授 

送您一打 Q –  

全方位的人生經營 

13 
12/8 

（二） 

10：00 

︱ 

12：00 
林威呈 

行政院科技部南部科學 

工業園區管理局局長 

淺談科學園區的 

永續與創新 

14 
12/15 

（二） 

10：00 

︱ 

12：00 
蘇慧貞 國立成功大學校長 

高等教育的責任 

與社會貢獻 

15 
12/22 

（二） 

10：00 

︱ 

12：00 
陳雅琳 三立新聞台主播 

在紅樓看見未來— 

從小學老師到新聞主播 

16 
12/29 

（二） 

10：00 

︱ 

12：00 
郭治華 

台灣金屬創意公司 

董事長 
黑手之翻轉歹鐵變黃金 

17 
1/5 

（二） 

10：00 

︱ 

12：00 

林聰明 南華大學校長 環境與永續 

（二）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 

週次 日 時間 演講者 單位/職稱 講題 

2 
3/1 

（二） 

10：00 

︱ 

12：00 
吳東林 前總統府侍衛室主任 決勝軍旅的南師風華 

3 
3/8 

（二） 

10：00 

︱ 

12：00 
陳耀昌 台大醫學院名譽教授 

台灣廟宇 

的美麗與哀愁 

4 
3/15

（二） 

10：00 

︱ 

12：00 
黃鼎堯 

優雅農夫藝術工廠 

執行長 

青春解放農村— 

土溝農村美術館 

5 
3/22

（二） 

10：00 

︱ 

12：00 
謝明珠 東京語文學院副校長 

反轉人生： 

黑白分明的法律世界 

6 
3/29 

（二） 

10：00 

︱ 

12：00 
張琴美 

Green Computer in Sweden AB

總經理 
我的瑞典經驗 

8 
4/12 

（二） 

10：00 

︱ 

12：00 

陳漢藝 
美國在台協會高雄分處 

文化新聞官 

American Songwriting 

and the Power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  

美國歌曲創作及 

智慧財產權的許可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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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4/19 

（二） 

10：00 

︱ 

12：00 
王鵬堯 台灣物聯網聯盟副秘書長 

物聯網創新與 

創業思維 

10 
4/26

（二） 

10：00 

︱ 

12：00 

郭春暉 
台灣科學工業園區科學同業

公會南區辦事處處長 

從諸葛亮空城計的危機

管理談媒體公關策略 

11 
5/3 

（二） 

10：00 

︱ 

12：00 

林舜龍 
達達創意股份有限公司 

執行長 

跨越國境－種子船的 

奇幻漂航 

12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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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5/17 

（二） 

10：00 

︱ 

12：00 
謝沅娟 

馬來西亞超業塑膠 

有限公司董事長 

How to get start 

 from zero? 

14 
5/24 

（二） 

10：00 

︱ 

12：00 
吳家德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 

嘉義分行經理 

生活是一場熱情的 

遊戲 

15 
5/31 

（二） 

10：00 

︱ 

12：00 
王雅玄 

國立中正大學 

教育學研究所教授 

從南師到劍橋— 

我的桃花源之路 

16 
6/7 

（二） 

10：00 

︱ 

12：00 
林秀偉 當代傳奇劇場藝術總監 

當代的語言、傳奇的 

風骨 

17 
6/14 

（二） 

10：00 

︱ 

12：00 
白越珠 

白氏生物統計諮詢公司 

董事長 
從零開始 

 

肆、年度創新工作 

一、 為協助新生對通識教育有更進一步瞭解，本中心自 104 學年度起，編輯「通識

課程導引手冊」向新生介紹本校通識教育目標、基本素養、修課規定、課程架

構及博雅教育講座等。 

二、 為促進通識教育中心與兼任教師之交流，本中心自 104 學年度起，每學期規劃

辦理「通識教育教師座談會」，除做為中心與教師間溝通管道外，於座談會中另

規劃小型教學觀摩會，以起示範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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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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行政及服務組」，現有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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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學年度共召開會議 2 次(104.12.28、105.06.06)。 

二、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執行小組委員會議 

104 學年度共召開會議 2 次(104.12.28、105.06.06)。 

三、資訊安全委員會議 

104 學年度共召開會議 2 次(104.12.28、105.06.06)。 

四、資訊安全管理審查會議 

104 學年度共召開會議 2 次(104.12.02、105.03.30)。 

五、個人資料保護推動委員會議 

104 學年度共召開會議 1 次(104.11.30)。 

六、電子計算機中心會議 

104 學年度共召開中心會議 9 次(104.09.10、104.09.30、104.11.04、104.12.02、

105.01.06、105.03.02、105.03.30、105.05.11、105.06.08)。 

 

參、年度重要工作 

一、校務系統研發 

(一) 交換生線上選課 

1.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起，交換生可線上選課。 

2. 交換生新學號規則： 

(1) 大學部：V +3 碼入學年度+2 碼系所代碼+3 碼流水號。 

(2) 碩士班：W +3 碼入學年度+2 碼系所代碼+3 碼流水號。 

3. 選課規則與大學部相同，但不判斷擋修。 

4. 交換生亂數與一般生分開。 

5. 加退選階段交換生修課人數已達附加名額上限者，須跑加簽流程。 

6. 交換生退選不受學分下限之限制。 

(二) 學生學習成效問卷(教學與學習發展中心) 

1. 105.04.22 問卷內容確認、105.5.12 上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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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由南大入口登入，改為響應式網頁，方便學生可在手機上填答問卷。 

3. 於教務線上管理系統新增「學生學習成效填答率」及「未填答學生」查詢，

供承辦人運用。 

(三) 質性(開放式)意見回饋系統(教學與學習發展中心) 

1. 於學生系統加入「課程意見回饋」，學生針對所修課程採匿名提出意見，意見

將以 email 通知授課教師並可以查詢教師的回覆。 

2. 於教學意見評量系統加入「學生回饋意見回覆」功能，用以回覆學生提出之

意見，並 email 通知學生。 

3. 於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實施。 

(四) 完成語文中心課程報名系統開發建置，以利該中心課程招生與報名費收繳事

宜。 

(五) 完成證書系統開發建置，並將資料與教師專業發展歷程系統整合。 

(六) 完成重點運動項目績優學生單獨招生系統開發設計，並協助體育系執行 105 學

年招生流程作業。 

(七) 完成校外專業實習課程資料平台開發建置，方便系所建立校外實習課程資料，

並有助於統計使用。 

(八) 完成場地費收費作業查詢系統開發建置，以利場地管理單位對於租借費用收繳

進行更有效的管理。 

(九) 完成人事數位影像管理系統開發建置，以協助人事室將教職員工之人事檔案數

位化管理。 

(十) 非同步遠距數位教學平台 moodle 

1.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共開設 3 門遠距課程，新增王志明老師及林豪鏘老師遠

距課程加選學生帳號及資料。 

2. 新建多益課程 2A、2B、4A 共 3 門課程輔助老師教學。 

3. 針對老師「評分」、「點名」功能部分比照 ecourse 客製化修改。 

4. 進行教務系統資料庫連結程式修改。 

5. 104 學年度除遠距課程外，新增 5 院共 19 位老師上線測試使用，Ecourse、

Moodle 同時使用。 

6.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上述兩套系統擬同時上線，除遠距課程限定使用 Moodle

外，其它課程老師可自由選用 Ecourse 或 Moolde(選用 Moodle 者只能使用

Moodle 登打成績及點名)。 

二、更新校園網路設備 

(一) 本中心於 104 年度更新擴充本校 VM(虛擬主機 Virtual Machine)系統至 7 部實

體主機，每部機器安裝兩顆中央處理器(CPU)，每顆中央處理器有 16 核心

(core)，相當於每部機器有 32 核心及 96GB 之記憶體(RAM)，提供兼具穩定及

效能的運行環境。高效能容錯儲存設備亦擴充至 4 部共 72TB，每 6 小時自動

備份至榮譽校區機房，具資料異地備份機制。 

(二) 104 年 12 月本中心建置校園對外網路備援防火牆、榮譽校區骨幹核心交換器

及 140 部無風扇網路交換器，校園對外網路備援防火牆提供原有設備互為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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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機制，可避免硬體故障造成網路斷線，也提高原有設備負載能力。榮譽校

區骨幹核心交換器更換為兩部單一獨立設備，提供互為備援機制，增加網路

穩定度。140 部無風扇網路交換器將逐一汰換宿舍、文薈樓、思誠樓、格致樓、

警衛室、司令台、思源樓及榮譽校區較老舊之設備，改善噪音問題並提高設

備使用年限。 

(三) 全校有線網路交換器共 352 台，前次汰換時間為 98 年至 100 年間，104 年採

購 140 台交換器，已汰換文薈樓及宿舍設備，未來將依據使用年限先後將全

校網路交換器全面汰換。 

(四) 思誠樓網路線路已逾 10 年未更新，為改善網路服務品質，規劃於 105 年進行

網路線路汰換，經需求調查後建置 330 個網路點位，預計暑假進行工程作業，

並保證施工期間網路不斷線，開學前完成驗收。 

(五) 榮譽校區網路機房位於 B 棟三樓，為各項校務系統異地備份之處所，該機房

亦為榮譽校區校園網路中樞，各棟建築物皆經由該機房對外連線。現有機房

電力系統過於混雜且缺乏環控與消防系統設施，不符資訊安全管理規範要

求，故規劃於 105 年暑假進行機房電力系統及周邊設施整建工程。 

(六) 榮譽校區 B 棟網路線路使用已逾 10 年，部分線路損壞及線槽脫落，且因空間

用途多次變更，許多空間的網路線層層擴充串接，網路系統管理維護不易，

故規劃於 105 年暑假進行榮譽校區 B 棟網路線路汰換工程。 

(七) 因應榮譽校區 B 棟 302 電腦教室座位需求擴增至 60 位，規劃於 105 年暑假更

新該教室內所有高架地板並施作無障礙坡道，電源系統及資訊插座線路汰換

重整。 

三、校園網路管理 

(一) 本校網路對外連線至 TANET 學術網路係透過台南區網中心(成功大學)，再由

國家高速網路中心南北骨幹連線至教育部，103 年 5 月向中華電信申請升速

後，目前府城校區到成功大學上下載頻寬為 1Gbps、至榮譽校區為 500Mbps；

而本校至成大區網中心平均每日常態性流量約 500Mbps，本中心持續針對流

量異常使用者進行管控，以維持全校網路環境順暢。 

(二) 本校提供無線網路漫遊機制，外賓之服務單位如有加入 TANET 學術網路漫

遊，即可在本校透過網頁輸入外賓自己單位之 E-mail 帳號及密碼，直接使用

本校之無線網路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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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本校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行政會議通過「國立臺南大學電子計算機中

心主機代管及虛擬主機借用要點」，目前已將主計請購系統、公文系統、保管

系統、人事差勤、出納採購系統、門禁系統及自行開發之教務系統、學務系

統等移機至 VM 系統上，105 年更協助將宿舍門禁系統及圖書館全新自動化

系統虛擬化。 

(四) 本校網路機房環控系統上線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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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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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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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介面

更加人性化，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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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提供 iOS 及 android APP 以供行動裝置上使用。 

(六) 104 年 2 月本中心建置 VPN 服務，全校師生可在校外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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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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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年第二年追查稽核 

(一) 王元良至高雄參加教育部「資訊安全管理制度 ISO 27001：2013 主導稽核員轉

版證照訓練課程」(104.08.03-08.04)。 

(二) 王元良至中興大學參加教育體系資安規範稽核員轉版教育訓練課程

(104.10.20-10.22)。 

(三) 楊世銘至中興大學參加 104 年教育機構資安驗證中心資安暨個資宣導課程

(104.10.29)。 

(四) 王元良至中興大學參加教育機構資安驗證中心改版暨驗證機制說明會

(104.10.30)。 

(五) 王元良至高雄應用科大參加「校園資通安全管理制度推廣研習 -如何避開法律

的風險」研討會(104.11.19)。 

(六) 楊世銘至中興大學參加教育機構資安驗證中心 ISO 27001:2013 資訊安全管理

制度主導稽核員課程(104.12.21-12.25)。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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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第二年追查稽核，稽核小組結論認為本中心已建立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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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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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本校「個人資料保護推動委員會設置要點」，經 102 學年度第 3 次行

政會議(102.12.18)審議通過。 

(二) 依本校個人資料保護推動委員會設置要點，成立個人資料保護推動委員會，簽

聘副校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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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強律師擔任專業委員(103 年 2 月)。 

(三) 召開本校個人資料保護推動委員會議(104.11.30)。 

(四) 王元良、曾映鳳、張育傑及顏志榮至成功大學參加「個資管理制度暨資產盤點

教育訓練&個人資料隱私衝擊分析與風險評鑑」課程(104.09.11)。 

(五) 王元良、王惠民及許良維至成功大學參加「個資與資安管理文件宣導教育訓練

(含個資侵害演練)」課程(104.09.18)。 

(六) 王元良、曾映鳳及蔡東樺至成功大學參加「個資管理系統內部稽核與管理教育

訓練」課程(104.0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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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王元良、楊世銘、曾映鳳及張育傑至成功大學參加「個資管理制度稽核暨委外

管理教育訓練」課程(104.10.02)。 

(八) 蔡東樺至國立中興大學參加教育體系資安與個資保護管理規範整合導入說明

會(104.10.23)。 

(九) 王元良、曾映鳳至成功大學參加 105 年教育體系個資管理制度之教育訓練課

程：盤點與隱私衝擊風險評鑑(105.06.30)、文件宣導(含個資侵害演

練)(105.07.07)、內部稽核與管理(105.07.14)。 

六、辦理 105 年度單位網頁評鑑作業 

(一) 校外委員 105.05.20 至 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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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年度單位網頁評鑑績優教學單位為教育學系、戲劇創作與應用學系、英語

學系及行政管理學系，績優行政單位為輔導中心、電子計算機中心、圖書館

及語文中心；績優及成績優良單位於 105.06.15 行政會議上頒獎。 

 

肆、年度創新工作 

一、校務系統研發創新 

(一) 交換生原需由教學業務組協助選課，因人數逐年增多，為簡化選課流程，開放

交換生可以線上選課。 

(二) 為了解學生就讀本校之學習、生活經驗及對學校之意見，特將紙本問卷設計為

線上問卷，方便學生填答，亦便利收集資料用以統計、分析。 

(三) 人事室保存大量教職員工人事紙本資料，為解決空間不足問題並提升管理效

能，完成人事數位影像管理系統之開發建置，以建立索引檔的方式解決大量

掃瞄建檔與自動分頁的技術困難，目前人事室已掃描上傳逾 2,200 個影像資料

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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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本中心自行開發網路監控系統，目前共可

監控 433 部設備，由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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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問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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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生之網路服務需求。 

(二) 為達綠色機房節能減碳目標，本中心規劃逐年朝虛擬化主機架構發展，至 105

年 7 月共 111 台服務主機運作在虛擬機 VM 系統上，包含本校課程網站、公文

系統、主計系統、差勤系統、電子郵件系統、網路電話系統、DNS、其他重要

校務系統及資料庫主機等，今年更將圖書館新建置自動化系統納入。將系統虛

擬化，不但節省空間、降低耗電，亦可提升系統穩定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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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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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近年來持續更新網路資安設備並自行開發網路監控系統，如發生校園資安事

件，在對校外發動攻擊前已可大部分有效攔截，避免影響外部網路。 

 

伍、年度榮譽事蹟 

一、通過教育體系資通安全管理規範(ISMS) 105 年度第二年追查稽核(105.5.19)。 

二、本中心 105 年度單位網頁評鑑榮獲績優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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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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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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99 人次，含：教職員 4 人次、學生 87 人次、社區民

眾 7 人次、其他 1 人次。 

(二) 心理健康推廣專題講座 

1. 辦理性別平等輔導專題講座 3 場：「做自己身體的主人」、「愛之衛有意思」、

「你是『真男人』，還是真『男人』？—談社會眼光凝視下的男性樣貌」

（104.12.02、105.05.19、105.05.18）。 

2. 辦理生命教育輔導專題講座 2 場：「以書告白：我對這世界有話要說」、「流

浪者之歌：我不只是我自己，人生劇場之旅」（104.10.14、105.04.13）。 

3. 辦理情感教育專題講座 3 場：「戀愛急診室-關於愛情，要知道的事」、「愛

要怎麼做？談情慾自主與身體界限」、「協商愛情-談親密關係的經營」

(104.10.21、104.11.25)。 

(三) 心理健康推廣工作坊 

1. 辦理生命教育工作坊 8 場：「來搞笑吧！學習幽默工作坊(榮譽校區)」、「再

見，Mr. Angry~憤怒情緒管理工作坊(榮譽校區)」、「負面思考的力量~生命

教育工作坊(榮譽校區)」、「摩斯密碼嗶嗶嗶~人際溝通工作坊(榮譽校區)」、

「想飛的鋼琴少年~生涯系列電影賞析工作坊」、「不完美，最美~愛自己工

作坊(榮譽校區)」、「在天堂遇見的五個人~生涯系列電影欣賞工作坊(榮譽

校區)」、「永不妥協~生涯主題電影賞析工作坊」（104.11.03、104.12.18、

105.03.08、105.03.25、105.04.14、105.04.26、105.04.27、105.05.12）。 

2. 辦理性別平等教育工作坊 9 場：「愛情的模樣~愛情風格探索工作坊(榮譽校

區)」、「愛情真相大白~破除你的愛情迷思工作坊(榮譽校區)」、「感情十字

路口，接下來該向左走？向右走？~情感教育工作坊」、「調情~愛情加溫工

作坊(榮譽校區)」、「性別好好玩~多元性別暨情感教育系列電影欣賞工作坊

(一)(二)(三)」、「都是性別搞的鬼！~顛覆性別刻板印象工作坊(榮譽校區」、

「第一次約會就上手~兩性相處工作坊(榮譽校區)」(104.10.06、104.10.23、

104.11.18 、 104.12.01 、 104.12.03 、 104.12.10 、 104.12.17 、 105.05.06 、

105.0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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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辦理自殺防治守門人培訓工作坊 3 場：「不能沒有你~自殺防治工作坊」、「鬥

陣來鬆一下~身心紓壓工作坊」、「情緒好靠譜~情緒管理工作坊」

(104.10.30、104.11.06、104.11.20)。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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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推廣

心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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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學年度共進行 6 場，輔導主題包含壓力調適、生涯規劃與認識常見的精神疾

病。 

(五) 國際學生輔導：辦理國際學生輔導活動 4 場，其中 3 場為「國際學生新生生

活適應團體」，連續進行 3 週(104.09.23、104.09.30、104.10.07)；另 1 場為「來

自世界的 100 種可能~生涯規劃交流工作坊」(105.05.26)。 

(六) 學生輔導增能文章：文章共 9 篇，主題為：「善用時間管理，享受樂活人生」、

「與你”同”在~看見校園同志學生」、「e 世代的霸凌─網路霸凌」、「你所不知

道的內向性格」、「未來一直來-如何協助大學生生涯規劃」、「人際互動三兩

事，溝通化解衝突事」、「與情緒共舞」、「性/別攻擊-認識性霸凌」、「虛擬桃

花源---網路成癮」，作為師長們關心學生心理健康的參考資料。 

(七) 心理健康推廣教育文宣品：為協助新生家長陪伴離家就學的孩子，並讓孩子

學習為自己負責，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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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中心與您一同陪伴孩子飛翔」，提供相關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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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與社會資源兩方面，了解新生的心理適應狀況，共 939 人接

受施測，篩選出 83 人為新生高關懷群學生。 

2. 針對大學部 83 位新生高關懷群學生，完成 67 人測驗結果解釋與追蹤輔

導，其中適應狀況良好 54 人、進入個別諮商 7 人、應持續再追蹤 6 人(並

納入高關懷個案列管)，餘 16 人聯繫未果，已請導師持續關懷。 

(二) 碩士生心理健康普測 

1. 採用「基本人格量表」進行碩士班入學新生心理健康普測，了解碩士班新

生的心理適應狀況，共 24 人接受施測，篩選出 12 人為新生高關懷群學生。 

2. 針對碩士班 12 位新生高關懷群學生，全數完成測驗結果解釋與追蹤輔導，

其中適應狀況良好 10 人、進入個別諮商 2 人。 

(三) 轉學生心理健康普測 

1. 採用「大學生身心適應調查表」進行轉學生心理健康普測，了解轉學生的

心理適應狀況，共 24 人接受施測，篩選出 12 人為轉學生高關懷群學生。 

2. 針對轉學生 12 位高關懷群學生，全數完成測驗結果解釋與追蹤輔導，其

中適應狀況良好 8 人、進入個別諮商 3 人、應持續再追蹤 1 人(並納入高關

懷個案列管)。 

(四) 個別諮商：個別諮商總服務人數 169 人，計 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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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關係；其中男生 21%、女生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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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分布狀況為教育學院 54％、人文學院 14％、理工學院 3％、藝術學院

14％、環生學院 7％、管理學院 3%、教職員 5%。 

(五) 團體諮商：共辦理 6 場成長團體，各進行 8 週，主題分別為「彩虹有夠力-

同志成長團體」、「談情又說愛-親密關係成長團體」、「釋放壓力鍋-壓力調適

成長團體」、「我的雲端好友~網路交友探索團體」、「女主人的沙龍~情慾探索

團體」、「人際 CSI~人際關係成長團體」。 

(六) 團體心理測驗實施與解釋。 

(七) 共辦理 3 場團體施測與個別解測，測驗選用為「艾德華個人偏好量表」、「生

涯興趣量表」、「工作價值觀量表」（105.03.02、105.03.11、105.03.16）。 

三、 心理健康三級預防(列管個案管理) 

(一) 危機個案處遇 

1. 104 學年度危機個案列管總計 2 名，均有接受本中心個別諮商，其中「轉

高關懷個案列管」1 名。 

2. 105 學年度持續列管為 1 名。 

(二) 高關懷個案 

1. 104 學年度高關懷個案列管總計 22 名，其中「個案適應狀況穩定、問題獲

得緩解，已結案」12 名、「已辦理休學，且無法繼續接受諮商，待復學後

再追蹤輔導」2 名、「已按照個案追蹤流程進行追蹤，仍未連繫上案主，已

結案」2 名、「追蹤至畢業，已結案」2 名。 

2. 105 學年度持續列管為 4 名。 

(三) 休復退學個案 

1. 104 學年度休復退學學生列管總計 7 名，有 1 名已進行結案，其中「復學

後，轉高關懷個案」1 名、「退學，並完成資源提供」1 名。 

2. 105 學年度持續列管為 4 名。 

四、 專業訓練及研習：共舉行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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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硬體更新建置：啟明苑 E101、E102 及 E103 諮商空間隔音改善、加設氣密

窗、汰換原有窗型冷氣改為分離式冷氣。 

六、 專案計畫 

(一) 本中心申請「教育部 105 年度補助各校聘用專兼任專業輔導人員計畫」，獲得

補助 10 萬元(104.11.11)。 

(二) 本中心申請「教育部 105 年度自殺防治守門人培訓計畫」，獲得補助 1 萬 9,120

元(105.04.11)。 

 

參、 年度創新工作  

一、 建立個案追蹤標準作業程序及相關表單，可作為聯繫不上個別諮商案主時之處

理參考依據，避免諮商人力閒置與浪費。 

二、 本中心網頁(中文及英文頁面)全部改版，更新後版面更易於瀏覽與搜索相關資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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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製作中心 L 夾發放予學生，藉以宣導情感教育相關概念，包含：在關係裡維持

界線以及在關係裡保有自己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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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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學年度師資培育委員會會議共 2 次(104.08.26、105.02.17)。 

二、課程委員會 

104 學年度師資培育課程委員會會議共 3 次(104.09.23、105.03.02、105.05.20)。 

  三、甄試委員會 

104 學年度教育學程甄試委員會會議共 2 次(105.01.18、105.04.20)。 

四、中心教評會 

104 學年度師資培育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共 3 次(105.01.04、105.03.07、

105.06.20)。 

五、師培獎學金 

104 學年度「卓越師資培育獎學金」甄選委員會共 3 次(104.08.13、104.10.19、

105.02.17)。 

六、 教育實習審議小組會議 

(一)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育實習審議小組會議(104.12.23)。 

(二)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育實習審議小組會議(105.3.28、105.6.24)。 

七、 104 學年度教育部補助師資培育之大學精緻特色發展計畫暨精進師資素質計畫

工作會議 

共召開 5 次(104.9.23、104.12.23、105.4.20、105.5.20、105.6.29)。 

 

參、 年度重要工作 

一、 學期重要業務 

(一) 修畢學程申請：每學年二次，提出申請時間：上學期 10.01 至 10.30，下學期

3.1 至 3.31。 

(二) 中等學校教師任教專門科目認定證明書、國民小學加註專長專門科目認定證

明書作業︰上學期 5.1 至 5.31，下學期 11.1 至 11.30。 

二、 教育學程甄試 

(一) 召開「105 學年度教育學程招生甄試說明會」(105.3.2)。 

(二) 中等、小學、幼教、特教教師教育學程申請報名(105.3.3 至 3.10)。 

(三) 舉行「教育綜合測驗」筆試考試(105.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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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中等各類學程辦理複試(105.4.13)。 

(五) 公告「105 學年度教育學程」放榜(105.4.21)。 

(六) 各類學程報到，繳回「學生基本資料」，以確認修習學程(105.4.21-5.11)。 

(七) 召開「105 學年度學程新生座談會」(105.5.11)。 

三、 大五新制半年教育實習 

(一) 教育實習課程全校性返校座談暨研習：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104.9.11)

及第 2次(104.12.11)、104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 次(105.3.11)及第 2次(105.6.17)。 

(二) 105 年度教育實習課程推介說明會(104.10.21)。 

(三) 教育實習課程申請文件審核作業：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104.11.13)、105 學年

度第 1 學期(105.3.11)。 

(四) 受理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育實習課程跨區實習申請(104.10.30 前)。 

(五)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育實習課程指導教師座談會(104.11.30)。 

(六) 編輯南大師培通訊第 21 期(104.12.31)、第 22 期(105.6.30)。 

(七) 教育實習課程職前研習說明會：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105.1.6)、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105.6.1)。 

(八) 105 年度教師資格檢定考試及格者教師證書(194 紙)申請文件審核報部作業

(105.4.27)。 

 

肆、 年度創新工作 

一、本校獲 104 學年度教育部師資培育之大學精緻特色發展計畫補助 407 萬元。 

二、105 年度史懷哲教育服務計畫(已連續 7 年獲教育部補助)，辦理臺南市及澎湖

縣偏鄉弱勢學童課業輔導服務。 

三、105 年地方教育輔導工作計畫(已連續 7 年獲教育部補助)，辦理臺南市及澎湖

縣提升在職教師教學專業知能研習活動。 

四、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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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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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104 學年度續辦卓越師資培育獎學金試辦計畫，辦理成效獲教育部肯定，其名

額較往年增加 5 名。 

七、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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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數學

系及幼兒教育學系合作，擴大辦理校內師資生各項教學專業知能檢定，包括板

書能力檢定、說故事能力檢定、硬筆書法能力檢定、資訊融入教學(電子白板)

檢定、數學能力檢定、國語文能力檢定、鍵盤樂檢定及各項教案設計檢定。 

八、本中心獎勵校內師資生借閱中心收藏之教育專業圖書、期刊及光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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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教育中心 

壹、 單位基本資料 

中心置主任一人及專任助理 4 人。 

貳、 議事方面 

一、資源教室 3 位輔導員至高雄師範大學參加「104 年大專校院及高中職身心障礙學

生教育輔具知能研習」(104.08.04)。 

二、資源教室 2 位輔導員至臺灣師範大學參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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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閉症、情緒行為、

智能與感官及生理障礙類評量工具研習」(104.08.06、08.13、08.18-08.20)。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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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

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生鑑定實施說明會」(104.08.07)。 

四、資源教室輔導員張筱青受邀參加 104 年度教育廣播電台高雄台「特別的愛」第 4

季宣導節目訪問錄音，預定 11 月播出(104.08.25)。 

五、中心助理出席臺灣師大召開之「大專資源教室輔導人員專業知能研習相關課程

規劃會議」(104.08.28)。 

六、召開「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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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09.04)。 

七、召開 104 年度輔導區工作會議並邀請本校特教系教授出席，與會者有輔導區縣

市政府教育局代表及大專資源教室相關人員(104.10.14)。 

八、舉辦「104 學年度第一學期身心障礙學生期初座談會」(104.10.21)。 

九、召開「104 學年度第一學期身心障礙學生交通費補助審查會議」(104.10.26)。 

十、召開本校「104 學年度第一學期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議」(104.12.02)。 

十一、楊憲明主任、助理及資源教室 1 位輔導員出席臺灣師範大學召開之「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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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12.03)。 

十二、楊憲明主任、助理及資源教室 1 位輔導員出席教育部召開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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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學年度第 1 次會議」

(104.12.10)。 

十三、資源教室 1 位輔導員參加「教育部 104 年改善無障礙校園環境研習」

(104.12.24)。 

十四、楊憲明主任出席臺師大「104 學年度第一學期教育部大專校院鑑定及就學輔

導小組鑑定綜合評估報告陳述意見審查會議」及「研商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

生鑑定基準會議」(105.01.13)。 

十五、資源教室輔導員及中心助理參加臺師大辦理之「104 學年度特殊教育學生鑑定

說明會─總召分區」(105.0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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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資源教室 2 位輔導員參加臺師大辦理之「燒傷者之生理及心理認識」

(105.01.29)。 

十七、中心助理出席臺中教育大學召開之「105 年度大專校院特教工作專案輔導訪視

會議」(105.02.16)。 

十八、遴派本校輔導區 3 位資源教室輔導員參加總召學校辦理之「大專校院身心障

礙學生鑑定心理評量人員之培訓~魏氏智力測驗成人 4 版」(105.03.03~03.05)。 

十九、召開本校「104 學年度第二學期身心障礙學生期中座談會」(105.04.13)。 

二十、辦理「南澎鑑輔分區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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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5.02~05.04)。 

二十一、楊憲明主任出席長榮大學「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105.05.06)。 

二十二、中心助理及資源教室 1位輔導員出席總召學校召開之「104-2鑑輔分區會議」

(105.05.11)。 

二十三、中心助理及資源教室輔導員出席教育部召開之「大專校院鑑定及就學小組

104 學年度第 2 次會議」(105.05.20)。 

二十四、中心助理出席國立嘉義大學「成果彙編協調會議」(105.05.31)。 

二十五、辦理身心障礙學生應屆畢業生轉銜會議暨畢業歡送茶會(105.06.1)。 

二十六、楊主任憲明出席長榮大學「特殊教育交通補助會議」(105.06.06)。 

二十七、辦理「南澎鑑輔分區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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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6.06、06.08)。 

二十八、中心助理及資源教室羅秀雲輔導員出席臺灣師範大學召開之「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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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06.14)。 

二十九、出席「105 年度全國大學校院特殊教育中心工作檢討會」(105.6.20~6.21)。 

 

參、 年度重要工作 

一、訪視諮詢輔導 

(一) 臺南護理專科學校資源教室-楊憲明主任(104.10.05)。 

(二)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資源教室-詹士宜副教授、楊憲明主任(104.10.05)。 

(三) 臺灣首府大學資源教室-楊憲明主任(104.10.06)。 

(四)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資源教室-林慶仁主任(104.10.19)。 

(五) 南榮科技大學資源教室-林慶仁主任(104.10.29)。 

(六) 臺南應用科技大學資源教室-何美慧副教授(104.11.03)。 

(七) 遠東科技大學資源教室-李芃娟主任(104.11.04)。 

(八) 康寧大學資源教室-林慶仁主任、楊憲明主任(104.11.06)。 

(九) 成功大學資源教室-林慶仁主任、楊憲明主任(104.11.09)。 

(十) 中信金融管理學院資源教室-林慶仁主任、林千玉副教授(104.11.12)。 

(十一)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資源教室-林慶仁主任、楊憲明主任(104.11.20)。 

(十二) 嘉南藥理大學-何美慧副教授(104.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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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臺南應用科技大學資源教室-詹士宜副教授(104.11.25)。 

(十四) 崑山科技大學資源教室-楊憲明主任(104.11.26)。 

(十五) 南臺科技大學資源教室-林千玉副教授(104.11.26)。 

(十六) 澎湖科技大學資源教室-楊憲明主任(104.12.02)。 

(十七) 本校-張昇鵬主任、林慶仁主任(104.12.09)。 

(十八) 臺南應用科技大學資源教室-林淑玟教授(104.12.15)。 

二、特殊教育諮詢專線 

(一) 104 學年度第一學期諮詢時間：104.09.21 至 104.12.11，共上線 220 小時。 

(二) 104 學年度第二學期諮詢時間：105.03.01 至 105.06.17，共上線 328 小時。 

(三) 104 學年度個案晤談共 22 人次。 

(四) 104 學年度網路諮詢共 2 人次。 

三、研習研討會 

(一) 認知功能輕度障礙研習(104.08.12)。 

(二)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生鑑定實施說明會-南澎區

(104.8.17)。 

(三) 大專校院資源教室輔導人員工作知能研習(104.09.01)。 

(四) 特殊教育學生性平教育研習(104.09.12)。 

(五) 特殊教育專業知能研習~身體病弱與肢體障礙學生需求評估(104.10.28)。 

(六) 情緒障礙相關研習(104.11.07)。 

(七) 104 學年度第一學期生涯講座－身障公職特考準備要訣(104.12.19)。 

(八)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南澎鑑輔分區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生鑑定說明會

(105.02.17)。 

(九) 學習輔導與策略研習(105.03.09)。 

(十) 感官障礙類學生的身心特質、需求與輔導研習(105.03.30)。 

(十一) 心智障礙類學生的身心特質、需求與輔導研習(105.4.23)。 

(十二) 生涯轉銜與輔導研習(105.05.14)。 

(十三) 自傷行為的防治與輔導(含危機處理)研習(105.05.21)。 

(十四) 學前及國民教育階段泛自閉症教學知能研習(105.06.18)。 

(十五) 學前及國民教育階段泛學習障礙教學知能進階研習(105.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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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課務及生活等問題，例如選課及學

雜費減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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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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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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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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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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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規劃本中心辦理輔導區特殊教育工作及經費預算。 

(九) 彙整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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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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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學年度學雜費減免相關事宜。 

(十四) 規劃：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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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年度教育部補助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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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08.1-105.07.1)：魏氏智力測驗 3 版 48/人次，共

390 箱。魏氏智力測驗 4 版 30/人次，共 421 箱。一般測驗 80/人次，共 216

份。 

(十六) 韓國釜山大學特教系師生及其身障生參訪本中心資源教室。 

(十七) 寄發 104 學年度資源教室滿意度調查予本校身心障礙學生。 

(十八) 香港教育學院特殊學習需要與融合教育中心師生前來資源教室參訪。 

(十九) 辦理並通報教育部本校 104 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交通補助核准名單。 

(二十) 協助視障學生教育輔具中心到校追蹤評估本校視覺障礙學生使用輔具情

形。 

(二十一)協助聽語障輔具中心調查本校聽覺障礙學生「聽障調頻系統評估」相關

事宜。 

(二十二)辦理「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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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三)辦理 105 級「身心障礙畢業生志學獎」及通知得獎學生領獎相關事宜。 

 

肆、 年度創新工作 

一、 辦理南澎區 104 學年度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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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事宜。 

三、 出版特教叢書第 59 輯-「聽損多重障礙學童教學實務」。 

四、 協助輔導區澎湖縣教育處 104 年度第 1 次鑑輔會相關事宜；協助臺南市教育局

104 年度評鑑輔相關事宜。 

五、 更新本校「104 學年度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生支持服務概況檢核系統」填報事宜。 

六、 辦理本校「104 學年度特殊學求學生鑑定安置」事宜。 

七、 辦理本校 104 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第 2 學期自強活動，地點：故宮南院、蒜頭

糖廠、香藝文化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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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協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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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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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助理至臺師大借用評量工具、安排人員前往永福國小及麻豆國小施測並由楊

憲明主任擔任巡場工作；施測完成後至師大繳交答案卡並歸還評量工具及評分

結果等。 

十、 上傳 104 年度工作成果至教育部特教優質網站並寄送紙本及光碟。 

十一、 填報「大學特殊教育中心辦理 104 年度輔導服務工作意見問卷調查」。 

十二、 發放南澎區學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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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 學年度第 1、2 梯次鑑定證明書」及後續連絡等相關事項。 

十三、 辦理勞動部「專科以上學校優先徵詢身心障礙學生擔任兼任助理意願調查人

數統計」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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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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外接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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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 

 

貳、議事方面 

一、 教育部委辦之 104 年度視覺障礙師資培訓與相關工作計畫專案 

(一) 召開「104 年度特教合格教師在職進修視障專精學分班」複選會議（104.6.4）。 

(二) 召開「視障教育混合實施 50 週年慶」籌備會議（105.3.7）。 

二、 澎湖縣社會處委辦之視覺障礙者生活重建服務計畫 

召開內督導會議 3 次（105.2.3～105.5.13）、外督導會議 11 次（104.7.31～

105.5.27）、團體督導會議 5 次（104.10.7～105.4.20）。 

三、 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委辦之視覺障礙工作者職場工作環境現況探

討 

(一) 辦理第一次專案座談會議（105.05.18）。 

(二) 分別辦理南區及北區焦點團體會議（105.6.6、105.6.16）。 

 

參、年度重要工作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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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 10 學分班」，北區授課地點為國

立臺灣師範大學，第三階段課程 9.20 開課，11.7 結訓（104.9.20～104.11.8）。 

(二) 辦理「104 年特教合格教師在職進修視障專精學分班」，學員 12 人。另排定三

場專題演講如下：8.5 美國亞利桑納州定向行動師章雅惠、8.12 菁寮國小戴淑

娟校長、8.14 本校退休教務長劉信雄教授及苗栗國中李文煥老師，8.14 舉辦結

訓座談及拍攝團體照（104.7.2～104.8.14）。 

(三) 辦理「105 年特教合格教師在職進修視障專業培訓 2 學分班」，學員 17 位，授

課教師 5 位：臺中啟明學校鄭明芳教師與章雅惠教師、苗栗國中李文煥教師、

高雄市立楠梓特殊學校葉旭培教師、本校視障中心林主任慶仁（105.1.25～

105.1.29）。 

二、 辦理「105 年度視覺障礙師資培訓與相關工作計畫專案」 

辦理「105 年特教合格教師在職進修視障專精學分班」，學員 15 人（105.7.4～

105.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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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辦理「104 年澎湖縣視覺障礙者生活重建服務方案」 

(一) 業務宣導活動（104.6.19）。 

(二) 104 年視障教育定向與行動研討會（104.6.6）。 

(三) 104 年視障職業重建服務專業進修訓練（104.6.12）。 

(四) 社服說明會（104.6.16）。 

(五) 身心障礙就業轉銜連繫會報（104.6.23）。 

(六) 社服考核（104.7.21）。 

(七) 法扶社工法律培訓課程（104.7.27）。 

(八) 身心障礙職業重建個案研討會（104.7.29）。 

(九) 104 年澎湖縣身心障礙福利服務中心-傳染病防治教育訓練（104.8.21）。 

(十) 104 年上半年服務成果報告（104.8.28）。 

(十一) 業務宣導活動：第一次 9.5 林主任慶仁主講「黑暗中的亮光」、第二次 9.12

章雅惠老師主講「視障體驗與定向行動」(104.9.5、104.9.12），以上二次活動

均約 40～50 人參加，並經澎湖日報新聞報導。 

(十二) 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第三次個案研討（104.9.14）。 

(十三) 2015 視障生活重建服務的省思與發展活動（104.10.31）。 

(十四) 消防演練（104.11.4）。 

(十五) 澎湖縣社工員至本校處理行政（104.11.6）。 

(十六) 參加 2015 視障教育教學與行政研討會（104.11.7）。 

(十七) 身心障礙就業轉銜服務聯繫會報（104.11.12）。 

(十八) 「逗陣來 尋寶去」身障中心生活體驗闖關活動（104.11.15）。 

(十九) 辦理期末成果發表及學員聯歡會（104.12.14）。 

(二十) 至高雄吳先生處進行新個案心理會談（104.12.23）；派請杜志青老師教導語音 

手機（104.12.30）。 

四、 辦理「105 年澎湖縣視覺障礙者生活重建服務方案」 

(一) 澎湖縣社工員出差至臺南處理公文、約用及內督等公務(105.01.18～105.1.20)。 

(二) 社工員至高雄大眾安養中心進行個案訓練課程及個案訪視(105.01.19～

105.1.20)。 

(三) 視功能及輔具評估及教導（105.3.21）。 

(四) 澎湖縣社工員參加本中心辦理之「105 年大專視障學生轉銜服務與生涯發展研

習」（105.4.17）。 

(五)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校慶宣導（105.5.15）。 

(六) 身心障礙就業轉銜聯繫會報（105.5.25）。 

(七) 性侵害防治專業訓練（105.5.27）。 

五、 辦理「視覺障礙工作者職場工作環境現況探討」 

(一) 交付期初報告（105.05）。 

(二) 資料蒐集及聯絡訪談案例（105.5）。 

六、 研習及研討會 

(一) 辦理「104 年度全國視障學生及視障教育教師點字比賽」（104.9.19）。 

– 176 –



(二) 辦理「2015 視障教育教學與行政研討會」（104.11.7）。 

(三) 與台北市視障者家長協會共同主辦「台美日視障音樂及點字樂譜論壇」，由林

主任慶仁出席，共約 70 人參加（104.10.24）。 

(四) 辦理「104 年特教合格教師在職進修視障專精學分班」外埠參訪，由林主任慶

仁帶隊，學員共 13 人參加，地點：台中市私立惠明盲校、視心文化事業公司、

台灣盲人重建院、五常國小、聯郃輔具公司等地（104.11.18～104.11.20）。 

(五) 辦理「105 年大專視障學生轉銜服務與生涯發展研習」，參加人數約 45 人

（105.4.17）。 

(六) 辦理「點字教科書製作規則及品質提昇」，參加人數 40 人（105.4.23）。 

(七) 辦理「教師視障教材製作及點譯研習」，參加人數 65 人（105.4.24）。 

七、 出版品：出版「104 年度視覺障礙師資培育相關工作計畫」專案成果報告(104.12）。 

八、 中心網頁更新：視需要隨時更新研討會訊息、報名訊息及公告訊息等。 

九、 就業服務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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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8）。 

(二) 接洽及規劃澎湖縣視障者按摩職訓計畫（104.12）。 

(三) 接待韓國釜山大學師生 28 人（104.12.21）。 

(四) 接待香港教育學院特教系洗教授等 40 人蒞臨中心參訪（104.12.28）。 

(五) 接待中心參訪員：美國視光博士楊小姐來訪，請教視障用品採購事宜（105.2）。 

(六) 研擬澎湖縣社會處委辦之丙照按摩職訓計畫（105.3）。 

(七) 協助特教系辦理盲用電腦教師培訓證照班第一階段（105.6.18～105.6.19）及第

二階段（105.6.25～105.6.26）課程。 

十、 電話及面談諮詢輔導服務：本學年度教育及重建就業服務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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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長 1 名，校聘組員 1 名。 

 

貳、 議事方面 

舉辦培育課程與說明會： 

一、 承辦臺南市政府工商發展投資策進會「智慧物聯網創業菁英學院」課程計畫，

總計 70 名學員參加(104.9.18-104.10.30)。 

二、 舉辦教育部大專畢業生創業服務計畫 U-START 說明會暨創業分享講座

(104.9.16)。 

三、 舉辦 3D 列印教學運用講座(104.10.14)。 

四、 辦理「翻轉新傳產回春術」講座(104.11.18)。 

五、 與臺南市政府工商發展投資策進會及臺南市中小企業服務中心共同辦理「105

年政府補助資源介紹與申請說明會」，介紹 TTQS 人才發展品質管理系統及臺

南市政府協助廠商申請計畫的項目；介紹 105 年度政府各部會規畫：包括行政

院國家發展基金創業天使計畫（國家投資計畫）、經濟部 SBIR、商業司 SIIR、

工業局 CITD、工業局即時輔導計畫、工業局中小企業科技關懷計畫、技術處

A＋企業創新研發淬練計畫（業界科專）、科技部高科技設備前瞻技術發展計

畫、科技部產學小聯盟計畫、地方政府地方型 SBIR 以及勞動部企業人力資源

提升計畫等，計有 80 家廠商 114 人與會(105.1.21)。 

六、 辦理 2016 智慧物聯網創業菁英學院基礎班：48 家企業參加，52 位學員獲頒結

業證書，105.4.30 舉辦結業成果發表會，選出 8 隊創意團隊(105.3.11-105.5.5)。 

七、 參與協辦「第 11 屆戰國策全國創業競賽」：於南臺科技大學舉行南區競賽說明

會，協助計畫書撰寫之解說；並將結合本校三創課程，輔導學生創業團隊參賽

(105.3.10)。 

八、 舉辦 105 年度小型企業創新研發(SBIR)計畫之計畫書撰寫暨廠商成果分享巡迴

廣宣說明會，共 67 位學員 56 家廠商參與(105.3.31)。 

九、 辦理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女性創業飛雁計畫」新創事業輔導諮詢與團體工商輔

導活動，有 3 位女性創業家與 9 位學員參與(105.4.22)。 

十、 與臺南巿青年創業協會合作辦理「臺南巿青年創業協會 2016 企訓講座～營所

稅所得稅兩稅合一、您不可不知的法律常識」，計有 53 名學員 45 家廠商參與

訓練課程(105.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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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年度重要工作 

一、人員交接：原主任蔡昆宏教授卸任，由研發長林建宏教授接任；劉哲宏副教授

接任組長(104.8.5)；原執行長李俊廷卸任，由黃國銅接任(105.01.03)。 

二、104 年度廠商進離駐情形如下： 

(一) 新進駐 3 家：肯瑪動力(股)有限公司、大葉國際企業有限公司、政高有限公

司。 

(二) 續約進駐 10 家：傳承電腦資訊有限公司、綠星光電有限公司、翔禾文教有限

公司、捷宏資訊有限公司、華翊居家有限公司、德匯律有限公司、綠陽科技(股)

有限公司、鵲橋移民服務有限公司、康可資訊有限公司、敦擎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三) 畢業離駐 1 家：康科技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肆、 年度創新工作 

一、本中心申請通過行政院勞動署TTQS人才發展品質管理系統第一階段門檻評核

(105.2.19)。 

二、申請通過 105 年度經濟部學界協助中小企業科技關懷跨領域整合計畫--智慧物

聯網技術應用導入輔導專案補助：共有七品蓮、中國水產開發、永昕媒體設計、

勁捷能節能科技、秝湘國際、美基生物科技、第一通用科技、華雅應材、傳承

電腦、綠星光電、綠陽科技等 11 家廠商及校內 9 位老師 7 個系所(機電所、電

機系、材料系、數位系、經管系科技管理碩士班、資工系、綠能系碩士班)等

參與輔導合作。 

三、輔導上市公司佐登妮絲股份有限公司申請通過 105年度工業局協助傳統產業技

術開發計畫(CITD)。 

四、輔導協助「豐泰能源技術股份有限公司」、「勁捷能節能科技有限公司」申請通

過 105 年度臺南市「地方產業創新研發推動計畫」。 

五、與臺南市政府工商發展投資策進會及友校中華醫事科技大學、遠東科技大學、

南榮科技大學、南臺科技大學、嘉藥科技大學等共同成立「臺南巿智慧物聯網

產業發展協會」，創始會員有 45 位(105.3.11)。 

六、辦理校園創意、創新、創業三創競賽，並輔導學生創業團隊參賽，105.5.4 舉辦

競賽說明會，5.30 舉行書面初審、6.4 公告入選名單、6.24 辦理決選與頒獎典

禮，共 15 隊參與決選：第一名團隊為 Diauson、第二名團隊為好時光團隊、第

三名團隊為 YAKITATE4girls；佳作團隊為：流浪動物餐廳、皇家經碳號、南大

怪談文創團隊、忘下手機追逐夢想基金會。 

七、得標承辦教育部學務特教司「105 年度大專校院腦性麻痺學生夏令營」

(105.07.19-07.22)及「105 年度大專校院聽障學生歡樂手語營」(105.07.24-08.03)。 

八、協助臺南市科學工業區廠商文弘國際有限公司申請通過勞動力發展署企業人

力資源提升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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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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外國語文組組長 1 名。 

 

貳、議事方面  

一、 中心主任偕外語組組長向校長做行政業務說明及報告(104.8.18)。 

二、 出席教務處「多益測驗輔導課程第 9 期會議」(104.8.18)。 

三、 召開中心會議，討論外語組「英語學習角」構想(104.8.18)。 

四、 召開中心課程會議，討論學期行事曆與相關事宜：第一次(104.09.04)、第二次

(105.01.20)。 

五、 出席教務處「多益測驗輔導課程」校內徵選會議(104.09.25)。 

六、 出席組織調整第一次會議，本中心自 105 學年度起改屬國際事務處之二級單位

(104.10.15)。 

七、 出席教務處「多益輔導課第 10 期」籌備會議(105.01.26)。 

八、 中心主任及外語組組長出席「多益測驗輔導課程(第 10 期)甄選會議」(105.03.07)。 

九、 召開 2016 阿勃勒節系列活動「一個讀詩的下午」籌備會議(105.05.16)。 

十、 出席師培中心「104 學年度師資培育精緻特色發展計畫暨精進師資素質計畫」會

議(105.06.29)。 

 

參、年度重要工作  

一、 辦理校園中、英檢定考 

(一)辦理「多益、托福校園考」：104 學年度第 1 次(105.01.03)、第 2 次(105.06.12)。 

(二) 協助同學報考「CWT 中文檢定」臺南應用科技大學之場次(105.05.28)並發放

准考證(105.05.19-05.27)。 

二、 開設課程 

(一)對外華語文化課程 

1. 開設「對外華語文課程」初階班、中階班及進階班各一班：104 學年第 1 學

期(104.09.30-105.01.11)、第 2 學期(105.03.07-06.22)。 

2. 開設「境外生書法班課程」：104 學年第 1 學期(104.10.08-104.12.24)、第 2

學期(105.03.11-05.20)。 

(二)本校生外語課程 

1. 開設「旅遊日語」第二期(104.10.5-11.09)、第三期(104.11.16-12.12)、第四

期(105.03.14-05.02)。 

2. 開設「旅遊英語」第二期(104.10.5-11.09)、第三期(105.03.14-0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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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與教學發展中心合辦「僑生英文課程學業輔導」(104.10.01-104.12.17)。 

4. 協助處理「多益輔導班第 9 期」保證金收費事宜(104.10.05-10.12)及保證金

退費事宜(105.06.30-07.08)。 

5. 開設「多益衝刺班」(104.12.07-12.21)。 

6. 開設「英語學習角第一期」(105.03.23-06.08)。 

7. 辦理「基礎韓語與文化」第一期(105.05.06-06.17)。 

8. 與明宗國小合辦毛筆、硬筆書法教學實務指導研習，協助製作研習認證證

書(105.07.04-07.06)。 

(三)進修推廣課程 

1. 開辦「口語表達師資培訓班」第一期(104.07.18-08.15)、第二期

(105.03.05-03.26)。 

2. 開辦「台語認證及師資培訓班」第五期(104.10.17-11.28)。 

3. 開辦「創意寫作師資培訓班」(105.02.01-02.02)。 

(四)語言交換：分為日語組、西班牙語組及英文組：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

(104.10.14-105.01.15)、第 2 學期(105.03.07-105.06.24)。 

三、 辦理演講 

(一) 辦理多益演講：童美蓉經理「備好英語溝通力──學業、就業無往不利」

(104.10.07)及「職場求生術」(105.03.16)。 

(二) 辦理托福演講：IVEA Rebecca 講師「TOEFL ITP 你的世界通行證」(104.11.04)。 

(三) 辦理口語表達演講：黃聲儀老師「教學口語的自我訓練」(104.12.08)。 

(四) 辦理日本文化體驗活動：張乃彰老師「茶道體驗」、陳秀惠老師「和服體驗」

(104.12.09)。 

(五) 辦理中文檢定演講：李明德老師「中文趣談與未來趨勢展望--兼談中文檢定面

面觀與應試技巧」(105.03.09)。 

(六) 協助師培中心進行「說故事的技巧--兼談說故事檢定說明」演講(105.03.16)。 

(七) 辦理華語文演講：雅加達學校吳益青老師及成大華語中心田萍老師「邁向華語

文教學之路--兼談海外華語文教學分享」(105.04.27)。 

(八) 辦理雅思演講：英國文化協會李維講師及 ZOE 營運長「雅思應試策略與技巧」

(105.05.04)。 

(九) 辦理「台南市英語樂學坊儲備師資招募說明會」(105.0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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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12.2)。 

(二) 舉辦成果展：「對外華語班」絹扇製作成果展、「境外生書法班」成果展於文薈

樓 1 樓展出(104.12.10-104.12.24)。 

(三) 舉辦「《奼紫嫣紅》白先勇文學電影放映會」並辦理心得寫作徵稿比賽，15 人

入選(105.05.04)。 

(四) 辦理「簡報比賽」，分一般生、師資生兩組進行(105.05.11)。 

(五) 配合本校阿勃勒節，舉辦「一個讀詩的下午」詩歌朗誦演唱會(105.06.01)。 

(六) 「基礎韓語與文化」課堂上：介紹並試穿傳統韓服(105.06.03)、進行韓國飲食

文化活動(105.0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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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其他 

(一)建立語文中心「推廣課程線上報名系統」(104.08.01)。 

(二) 辦理「104 年度客語能力數位化初級認證」合格學生獎學金申請(104.12.16)；

「104 年度客語能力認證中級暨中高級考試」合格學生獎學金申請

(105.03.04-03.18)。 

(三) CWT 中文檢定吳雅萍經理蒞臨本中心頒發本學年度獲獎同學獎學金及獎狀

(105.0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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