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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主管名錄 

壹、行政單位 

校長  黃宗顯 
副校長  楊文霖 
教務長  陳惠萍 
學務長  林豪鏘 
總務長  陳樹屏 
研發長  陳榮銘 
國際長  王婉容 
圖書館館長  高實珩 
博物館館長  高實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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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詹文福 

貳、教學單位 

教育學院   
教育學院院長  歐陽誾 
教育學系主任 (107.08.01-108.01.14) 鄭新輝 
 (108.01.15-108.02.13 代理) 歐陽誾 
 (108.02.14-108.07.31) 林素微 
諮商與輔導學系主任  李岳庭 
特殊教育學系主任  何美慧 
幼兒教育學系主任  林聖曦 
體育學系主任 (107.08.01-107.09.11 代理) 歐陽誾 
 (107.09.12-108.07.31) 陳耀宏 
   
人文與社會學院   
人文與社會學院院長  戴文鋒 
文化與自然資源學系主任 (107.08.01-108.07.31 代理) 張伯宇 
國語文學系主任  張惠貞 
英語學系主任 (107.08.01-108.01.31 代理) 許綬南 
 (108.02.01-108.07.31) 許綬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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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學院   
理工學院院長  白富升 
機電系統工程研究所所長  黃崇能 
應用數學系主任  謝碧雪 
數位學習科技學系主任  施如齡 
材料科學系主任  呂英治 
資訊工程學系主任  李建樹 
電機工程學系主任 (107.08.01-108.01.31) 許世昌 
 (108.02.01-108.07.31) 許正良 

 
環境與生態學院   
環境與生態學院院長  張家欽 
綠色能源科技學系主任  傅耀賢 
生物科技學系主任  程台生 
生態暨環境資源學系主任  王一匡 

 
藝術學院   
藝術學院院長  林玫君 
動畫媒體設計研究所所長 (107.08.01-108.07.31 代理) 楊文霖 
音樂學系主任  楊美娜 
視覺藝術與設計學系主任  潘青林 
戲劇創作與應用學系主任  林雯玲 

 
管理學院   
管理學院院長  林懿貞 
行政管理學系主任  馬群傑 
經營與管理學系主任  陳鴻隆 

參、中心單位 

通識教育中心主任  邱麗娟 
校友服務中心主任  劉仙湧 
特殊教育中心主任  楊憲明 
輔導中心主任  翟宗悌 
電子計算機中心主任  李建億 
師資培育中心主任  徐綺穗 
視障教育與重建中心主任  林慶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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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校長室 

壹、單位基本資料 

本室置副校長 1 名，秘書 1 名(秘書室支援)。 

貳、議事方面 

重要會議 一、

(一) 主持 107 學年度教師評審委員會，共 8 次(107.10.31、107.11.30、107.12.19、
108.1.19、108.3.20、108.4.24、108.5.29、108.6.24)。 

(二) 主持職員甄審委員會，共 4 次(107.11.29、108.3.4、108.4.18、108.7.22)。 
(三) 主持 107 學年度「提升本校校務研究及專業管理能力」會議，共 2 次(107.12.26、

108.1.15)。 
(四) 主持碩士班招生策略精進會議，共 3 次(107.10.26、107.12.17、108.1.14)。 
(五) 主持大學招生專業化研習，共 2 次(107.12.17、107.12.28)。 
(六) 主持「利用 UCAN 及課程地圖進行教學品保、職涯輔導及校務研究」研習會議，

共 8 次(107.9.10、107.10.4、107.10.9、107.10.23、107.12.5、107.12.14、108.1.2、
108.3.25)。 

(七) 主持「教育部 UCAN 平台簡介及應用」研習會議，共 2 次(108.4.24、108.5.13)。 
(八) 主持教師教學評量輔導機制改進會議，共 3 次(107.8.17、107.10.17、107.10.22)。 
(九) 主持教學品質精進小組會議，共 3 次(108.2.20、108.3.13、108.3.25)。 
(十) 主持環境安全衛生委員會議，共 4 次(107.9.18、107.12.25、108.3.18、108.6.17)。 
(十一) 主持120週年校慶校友回娘家餐會活動籌備會議，共4次(107.9.13、107.10.15、

107.11.20、107.11.29)。 
(十二) 主持教育部 108 年度大專校院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申請討論會議(107.12.12)。 
(十三) 出席高教深耕管考會議，共8次(107.8.28、107.10.1、107.11.5、107.12.8、108.2.27、

108.4.8、108.6.24、108.7.29)。 
(十四) 出席校園工程進度管控會議，共 11次(107.8.21、107.9.21、107.10.30、107.11.26、

107.12.25、108.1.29、108.2.25、108.3.25、108.5.31、108.6.25、108.7.25)。 
(十五) 出席府城校區「教學研究大樓」暨「綜合活動大樓」新建工程可行性評估計

畫書內容研商會議(108.5.15、108.5.24)及籌建工作小組會議 6 次(108.06.18、
108.06.25、108.07.02、108.07.09、108.07.16、108.07.22)。 

重要活動 二、

(一) 出席寰宇齋落成啟用典禮(107.9.10)。 
(二) 出席國立屏東大學資訊學院 107 學年度 IEET 認證推動指導委員會(107.10.5)。 
(三) 出席 107 年度校務評鑑實地訪評(107.11.8-107.11.9)。 
(四) 出席本校 120 週年校慶暨校友回娘家餐會活動(107.12.15)。 
(五) 與教務長等人參訪長榮大學 USR 執行成果(108.1.30)。 
(六) 出席本校 2019 阿勃勒節開幕活動(108.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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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年度重要工作 

持續推動校務研究（IR）分析，並完成「校務研究報告書」第二版編印。 一、

完成 8 位教師升等著作審查作業及 1 位教師違反學術倫理案件審查。 二、

完成 107 年校務評鑑工作，本校四大項目(項目一校務治理與經營、項目二校務資源三、

與支持系統、項目三辦學成效、項目四自我改善與永續發展)全數通過。 
推動本校「數位影音課程」建置，107 學年度教育系吳純萍老師「媒體訊息與介面四、

設計」獲教育部數位學習認證。 
籌畫及協助修正本校 107、108 年度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書，二個年度共獲教育部 9,488五、

萬元補助；後續推動並管考計畫之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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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 

壹、單位基本資料 

本處置教務長 1 名，下設 6 組 1 中心，分別為教學業務組、學籍成績組、企劃組、研究

生教務組、進修推廣組、數位影音學習組及教學與學習發展中心。教師兼任組長 5 名、

專任組長 2 名、秘書 1 名、編審 1 名、助教 1 名、組員 8 名、校聘組員 5 名、全職工讀

生 2 名。 

貳、議事方面 

教務會議：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107.11.7)、第 2 學期(108.5.8)。 一、

課程會議：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107.10.24)、第 2 學期(108.2.20、108.3.27、108.6.5)。 二、

教務處(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議：107學年度第1學期(107.12.12)、第2學期(108.5.13、三、

108.6.19)。 
講座教授評審委員會議：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108.1.9)。 四、

新增系所及招生總量規劃會議：109 學年度招生名額總量會議(108.2.20)。 五、

各項招生委員會議 六、

(一) 碩士班招生會議 
1. 108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入學招生委員會議(107.8.8)、招生初試放榜會議

(107.10.24)、招生放榜會議(107.11.6)。 
2. 108 學年度碩、博士班第 1 次招生委員會會議(107.10.30)。 
3. 108 學年度碩士班初試放榜會議(108.3.18)。 
4. 108 學年度碩士班招生複試放榜會議(108.3.26)。 

(二) 博士班招生會議：108 學年度博士班招生初試放榜會議(108.5.1)、複試放榜會議

(108.5.14)。 
(三) 轉學生、進修學士班招生會議 

1.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轉學生招生委員會議(107.10.15)、放榜會議(108.1.17)。 
2. 108 學年度轉學生、進修學士班招生委員會議 (108.4.23)、放榜會議

(108.7.23)。 
(四) 甄選入學招生會議 

1. 108 學年度大學個人申請第 1 次放榜招生委員會議(108.4.11)。 
2. 108 學年度大學個人申請招生委員會議(108.4.23)。 
3. 108 學年度四技甄選入學招生委員會議(108.6.25)。 

(五) 碩士在職專班招生會議：第 1 次招生委員會議(107.10.30)、招生放榜會議

(108.3.26)。 
(六) 外國學生招生放榜會議 

1. 107 學年度外國學生招生第 2 梯次放榜會議(107.12.10)。 
2. 108 學年度外國學生招生第 1 梯次放榜會議(108.5.7)。 

(七) 單獨招收僑生及港澳生會議：108 學年度單獨招收僑生及港澳生委員會議

(107.8.8)、放榜會議(107.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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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進修推廣招生放榜會議 
108 年度「國民小學教師加註輔導專長 26 學分班」放榜會議(108.5.27)。 

(九) 107 學年度碩士班招生策略精進追蹤會議(107.10.26、107.12.17、108.1.14、
108.4.26)。 

(十) 107 學年度招生專業化研習(107.12.17、107.12.28、108.3.29)。 
(十一) 107 學年度擴大招生策略會議(108.6.12)。 
遠距課程相關會議 七、

(一) 107 學年度遠距課程會議 3 次(107.10.17、108.4.17、108.6.19)。  
(二) 遠距課程平臺認證功能檢核會議(108.2.18)。  
(三) 遠距課程平臺功能精進會議(108.3.21、108.3.27、108.4.10)。 
教學品質保證相關會議 八、

(一) 107 學年度教學績優系所遴選會議(107.11.14)。 
(二) 107 學年度教學績優教師審議委員會(107.12.3)。 
(三) 「教師教學創新獎勵」初評會議(107.11.14、108.4.10)、複評會議(107.10.11、

108.3.29)。 
(四) 107 學年度教學品質精進小組會議 2 次(108.3.13、108.3.25)。 
(五) 108 年度委託辦理品質保證認可專案管考會議 4 次(107.8.4、107.9.5、107.9.19、

107.10.31)。 
校外專業實習委員會：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107.12.27)、第 2 學期(108.6.5)。 九、

本處組長會議共 33 次(107 年：8.13、8.28、9.4、9.10、9.17、9.25、10.15、10.22、十、

10.29、11.05、11.12、11.19、12.10、12.17；108 年：1.21、1.28、2.12、2.18、3.4、
3.11、3.18、4.1、4.15、4.22、5.6、5.13、5.21、5.27、6.3、6.17、6.24、7.9、7.26)。 

 本處處務會議共 9 次(107.8.1、107.9.7、107.10.4、107.11.30、108.1.4、108.2.25、十一、

108.3.25、108.4.29、108.6.10)。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相關會議 十二、

(一) 校級管考會議共 9 次(107.8.28、107.10.1、107.11.5、107.12.10、108.2.27、108.4.8、
108.5.13、108.6.24、108.7.29)。 

(二) 深耕工作小組會議共 27 次(107 年：11.16、11.22、12.6、12.13、12.22；108 年：

1.6、1.23、1.31、3.7、3.14、3.21、3.28、4.11、4.19、4.25、5.2、5.9、5.17、
5.24、5.31、6.11、6.20、6.28、7.5、7.11、7.18、7.25)。 

 其他 十三、

(一) 107 學年度大學部學生轉系審查會議(107.7.23)。 
(二) 107 學年度新生家長座談會籌備會議(107.8.24)。  
(三) 107 學年度入學新生獎勵審查會議(107.8.27)。 
(四) 107 學年度各學系新生入學分發成績分析說明會(107.9.7)。 
(五) 107 學年度「獎勵教師研發 E 化教材補助」審查會議(107.10.25)。 
(六) 107 學年度｢全英語授課審查會議｣2 次(107.11.21、108.5.1)。 
(七) 107 學年度「推廣教育審查小組會議」2 次(107.12.04、108.5.27)。 
(八) 107 學年度跨領域學分學程說明會(108.3.27)。 
(九) 108 年度「幼教專班教學演示能力檢測第一次聯合招生委員會」(108.3.28)。 
(十) 107 學年度教師研究室分配規劃委員會(108.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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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年度重要工作 

辦理教育體系個人資料管理規範作業。 一、

教務長室 二、

(一) 規章修訂 
1.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務會議修正本處法規體例(107.11.7)。 
2. 107學年度第4次行政會議修正本校師生共學社群補助要點第7點(108.1.9)。 
3. 107 學年度第 8 次行政會議訂定本校「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展演展翼揚名獎助

學金實施要點」(108.6.19)。 
(二) 推動 107、108 年度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擔任總計畫窗口及執行主軸

A、B、C 及 G。 
1. 每月召開計畫管考會議，檢視計畫執行成效。 
2. 舉辦 107 年度成果發表會(108.2.21)。 
3. 辦理主軸 C 教師申請補助之成果發表會：師生共學成果發表(108.3.20)、教學

型研究成果發表(108.3.27)、社會實踐課程成果發表(108.4.10)、教師專業社群

成果發表(108.4.24)。 
4. 辦理計畫座談會及說明會：期末報告撰寫說明會(107.12.4)、深耕計畫增能研

習(108.4.29)、深耕網站教育訓練(108.6.17)、109-111 年深耕徵件計畫說明會

(108.7.4)。 
(三) 辦理「教育部推動大專校院社會責任實踐計畫」(USR 計畫)及地方創生相關計

畫總彙整及校級窗口（校務支持落實度）。 
(四) 辦理 107 年度校務評鑑項目三「辦學成效」之撰寫、總彙整、實地訪評及待釐

清事項相關事宜。 
(五) 召開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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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擔任「臺灣教育大學系統」聯繫窗口，協助辦理各項相關業務：行天宮偏鄉弱

勢計畫、嘉新兆福文教基金會課輔計畫、臺湛夏令營等。 
(七) 配合秘書室、主計室、人事室、研發處等各單位彙整本處資料。 
教學業務組 三、

(一) 規章修訂 
1.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務會議修正本校「彈性時間授課要點」、「推動微學分

課程要點」及「課程規劃及排課作業實施準則」(107.11.7)。 
2.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務會議修正「教師授課時數及支給超支鐘點費辦法」、

「課程規劃及排課作業實施準則」、「課程分流設置辦法」及「推動微學分課

程要點」(108.5.8)。 
(二) 提升教學品質 

1. 為因應社會及產業需求，鼓勵本校各系所依其教育目標、專業特色及師資專

長，進行課程改革，並舉辦課程相關成果發表，呈現課程內容與學生學習成

效，進而提升教師教學品質與學生學習興趣。107 學年度共 37 名教師辦理課

程成果發表；12 名教師與業界師資協同合作教學；2 名教師申請辦理證照輔

導。 
2. 為落實課程改革、強化課程架構與內容，提升課程與教學品質及學生學習成

 – 7 –



效，107 學年度各系所共辦理 165 門課程外審。 
(三) 提升教學設備 

1. 107 年於紅樓及文薈樓再建置 6 間翻轉互動教室。 
2. 辦理 107 學年度「獎勵教師研發 E 化教材」補助案，17 位教師獲得筆記型

電腦補助。 
3. 為提升教學品質，採購 36 台單槍投影機及數位講桌 22 台。 
4. 為方便課程錄製直播，採購多鏡同錄系統。 

(四) 課務方面工作 
1. 辦理 107 學年度課程排課及審核校對作業。 
2. 辦理 107 學年度學生加退選課、校際選課、棄選及減修等事宜。 
3. 核算 107 學年度教師授課超支鐘點時數。 
4. 107 學年度各學院開設跨領域學分學程 

(1) 教育學院：「學前特教」、「健康照護」、「適應體育」 
(2) 教育及理工學院：「數位科技應用人才」 
(3) 人文與社會學院：「文創經管」 
(4) 環境與生態學院：「環境教育」、「綠能產業人才培訓精進」 
(5) 藝術學院：「藝術創意產業」 
(6) 管理學院：「三創學分學程」 

5. 107 學年度開設「全英語授課」課程，共 27 門課 658 人選修，開設學院為理

工學院、環境與生態學院及管理學院。 
(五) 建置 UCAN 平台課程地圖 

1. 運用 UCAN 平台功能規劃系所職涯進路、檢視系核心能力及發展課程地圖，

共 15 系 16 名教師加入建置。 
2. 召開「如何運用 UCAN 及課程地圖進行教學品保、職涯輔導及校務研究」

相關研習會議 
(1) 系統教學與檢核共 9 次(107.9.10、107.10.9、107.10.23、107.11.13、107.12.5、

107.12.14、108.3.11、108.3.25、108.5.13)。 
(2) 相關系所行政會議(107.9.17)。 
(3) 成果檢視共 2 次(108.1.2、108.6.10)。 

學籍成績組 四、

(一) 規章修訂 
1.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務會議(107.11.7)修正本校「學生成績考核辦法」，並

經教育部 107.12.21 臺教高（二）字第 1070205830 號函備查。 
2. 107 學年度第 5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新生入學獎勵辦法」、「108 學年度行

事曆」(108.2.20)。 
3.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務會議(108.5.8)修正本校「學生學期成績優良獎勵要

點」。 
(二) 學籍成績與註冊 

1. 107 年 8 月：寄發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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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統計分析 107 學年度大學考試分發新生入學成績。 
2. 107 年 9 月 

(1) 製發新生學生證；辦理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生註冊及學雜費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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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製作上學期各班成績優良(前 3 名)學生獎狀，並辦理獎學金核撥。 
(3) 統計符合新生獎勵辦法及外國籍學生獎勵辦法之入學學生，辦理學雜費

減免申請。 
(4) 辦理新生、重考生及轉學生之學分抵免事宜。 

3. 107 年 12 月：掛號郵寄大學部休學生應辦理復學之通知；製發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註冊須知。 
4. 108 年 1 月 

(1) 寄發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生成績單。 
(2) 辦理寒假轉學生之學分抵免事宜。 
(3) 統計並公告上學期各系成績優良學生名單，製發獎狀並核撥獎學金。 

5. 108 年 6 月 
(1) 製發在校生註冊須知及全校行事曆。 
(2) 寄發 108 學年度大學日間部新生入學資料(非指考生及部分梯次僑生)。 
(3) 以紙本及 E-mail 通知授課教師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成績單繳交時間：大

四畢業生 108 年 6 月 28 日止，大一至大三生 7 月 3 日止。 
6. 寄發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大學部學生及跨校生成績單約 4,000 份(108.7.18)。 

(三) 畢業離校與證書請領 
1. 印製 107 學年度第 1、2 學期畢業生學位證書(108 年 1 月及 6 月)。 
2. 辦理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畢業生學分數核對及學習檔案填寫、印製畢業生學

行優良獎狀及製作畢業水晶獎座(108 年 5 月)。 
3. 核發大四畢業生畢業證書請領及離校手續事宜(108 年 7 月)。 

(四) 休退學學雜費退費：第 1 學期及第 2 學期各辦理 2 次(107 年 10 月下旬及 12 月

上旬、108 年 4 月上旬及 5 月中旬)。 
(五) 統計業務：於教育部統計處及高等教育校務資料庫填報休學、退學及相關資料

(107.10.15、108.3.15)。 
(六) 其他業務 

1. 舉行「107 學年度新生家長座談會」，介紹本校概況供家長及新生了解，會後

並有各學系座談時間及參觀校園活動(107.9.1)。 
2. 報部請領 108 年度師資培育公費生公費補助款：107 年 7 月請領至 12 月、108

年 1 月請領至 7 月之補助款。 
3. 辦理學生轉系申請事宜(108 年 6 月)。 
4. 更新學雜費專區及新生入學專區網頁資料(108.7.15)。 
5. 辦理學生雙主修申請及輔系申請(108 年 7 月下旬)。 

企劃組 五、

(一) 招生試務工作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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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 9-10 月)。 
2. 108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報名(107.9.17-10.4)、面試(107.11.2-11.4)、公告錄取

名單(107.11.12)。 
3. 辦理大考中心 108 學年度高中英聽測驗台南二考區試務工作(新營高中分區)：

第一次(107.10.20)、第二次(107.12.15)。 
4. 107 學年度第二學期轉學生招生：報名(107.11.20-12.14)、考試(108.1.13)、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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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錄取名單(108.1.21)。 
5. 公告 108 學年度僑生及港澳生單獨招生錄取名單(107.12.14)。 
6. 108 學年度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招生：報名(107.12.24-108.1.31)、考試

(108.3.17、108.3.23)、公告錄取名單(108.4.1)。 
7. 辦理 108 學年度大學學科能力測驗台南二考區試務工作(新營高中分區) 

(108.1.25-1.26)。 
8. 108 學年度博士班招生：報名(108.3.5-4.9)、初試放榜(108.4.26)、公告複試錄

取名單(108.5.10)。 
9. 各學系舉行 108 學年度個人申請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108.4.13-4.17、

4.21)。 
10. 公告 108 學年度大學部個人申請入學視覺藝術與設計學系錄取名單

(108.4.15)。 
11. 公告 108 學年度大學部個人申請入學錄取名單(108.4.25)。 
12. 上傳 108 學年度各學系個人申請錄取名單至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108.5.2)。 
13. 公告 108 學年度第一梯次外國學生申請入學錄取名單(108.5.22)。 
14. 108 學年度轉學生招生：報名(108.5.14-6.10)、考試(108.7.15)、公告錄取名單

(108.7.26)。 
15. 108 學年度進修學士班招生：報名(108.5.13-7.7)、考試(108.7.15)、公告錄取

名單(108.7.26)。 
16. 辦理 108 學年度大學指定科目考試台南二考區試務工作(新營高中分區) 

(108.7.1-7.3)。 
17. 公告 108 學年度資訊工程學系、視覺藝術與設計學系四技甄選入學錄取生名

單(108.7.3)。 
(二) 招生宣傳工作 

1. 拜訪 9 所高中校長：高雄市左營高中(107.11.14)、國立臺東女中及臺東高中

(107.11.21)、高雄市新莊高中及鳳新高中 (107.12.7)、屏東縣大同高中

(107.12.12)、臺南市長榮高中及港明高中 (107.12.20)、新北市中和高中

(108.3.4)。 
2. 參加 18 場大學博覽會：2018 全國大學博覽會(107.7.21-7.22)、高師大附中

(107.11.10)、新港藝術高中(107.12.8)、國立臺南二中(107.12.28)、嘉義市宏

仁女中(108.2.15)、國立虎尾高中(108.2.20)、2019 全國大學&技專校院多元

入學博覽會-台北場、台中場、高雄場(108.2.23-2.24 三地同時進行)、臺南市

光華高中(108.2.25)、國立苗栗高中(108.2.27)、高雄市林園高中(108.2.27)、
國立新營高中(108.3.8)、臺南市港明高中(108.3.9)、鯤喜灣文化季招生宣傳

(108.3.23-3.24)、國立北門高中(108.4.27)、臺中市東山高中(108.5.20)、高雄

市三民高中(108.6.4)。 
3. 辦理 24 場校外學系及學群介紹：高雄市文山高中(教育學群，107.10.22)、國

立臺南女中(教育學群，107.10.30)、國立嘉義高中(藝術學群、文史哲學群，

107.11.2)、高雄市左營高中(工程學群、生命科學學群，107.11.14)、臺南市

慈濟高中(資訊學群、商管學群，107.11.14)、國立臺東女中(文史哲學群，

107.11.21)、國立彰化高中(藝術學群，107.11.22)、屏東縣大同高中(藝術學群，

107.12.13)、國立臺南二中(社會心理學群，107.12.28)、臺南市德光高中(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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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群，108.1.24)、臺南市永仁高中(體育學群，108.2.12)、臺南市興國高中(教
育學群，108.2.13)、臺南市南寧高中(生命科學學群、商管學群，108.2.23)、
明志科技大學(電機工程碩士班介紹，108.3.13)、東吳大學(電機工程碩士班

介紹，108.3.18)、文化大學(電機工程碩士班介紹，108.4.8、108.5.2)、明新

科技大學(電機工程碩士班介紹，108.4.26)、高雄市中山高中(電機學群，

108.5.3)。 
4. 辦理 38 場模擬面試：國立新營高中(諮輔系、國文系、材料系、數位系、經

管系，108.3.29)、南大附中(電機系、數位系、經管系，108.3.29)、臺南市家

齊高中(諮輔系，108.3.29)、臺南市德光高中(行管系、教育系、經管系、資

工系、電機系，108.3.30)、國立臺南女中(諮輔系、材料系、生態系，108.4.1)、
臺南市聖功女中(幼教系、教育系、視設系、經管系，108.4.3)、國立嘉義高

中(應數系，108.4.7)、高雄市文山高中(經管系、幼教系，108.4.8)、國立臺南

一中(生科系，108.4.8；教育系、視設系、材料系，108.4.9；電機系，108.4.10；
資工系、數位系，108.4.12)、國立臺南二中(數位系、國文系、應數系，108.4.11)、
臺南市黎明高中(經管系、諮輔系，108.4.11 及 108.4.16 各 2 場)。 

5. 接待國立新化高中(107.11.21)及臺南市港明高中(108.5.29)到校參訪。 
(三) 學院、系所增設及調整案 

1. 自 108 學年度起 
(1) 班次更名：教育學系科技發展與傳播碩士班更名為「教育學系教學科技

碩士班」。 
(2) 學院更名：人文與社會學院更名為「人文學院」。 
(3) 班次復招：「英語學系進修學士班」復招。 

2. 109 學年度申請(報部中) 
(1) 「生態暨環境資源學系環境生態碩士班」與「生態暨環境資源學系生態

旅遊碩士班」整併並更名為「生態暨環境資源學系碩士班」。 
(2) 「特殊教育學系重度障礙碩士班」與「特殊教育學系碩士班」整併為「特

殊教育學系碩士班」。 
(3) 「動畫媒體設計研究所」併入「視覺藝術與設計學系」，原研究所名稱配

合更名為「視覺藝術與設計學系動畫媒體設計碩士班」。 
研究生教務組 六、

(一) 規章修訂 
1.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務會議修正通過本校「學生違反學術倫理案件處理要

點」(107.11.7)。 
2. 107 學年度第 3 次行政會議訂定本校「學雜費調整作業要點」(107.12.12)。 
3.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務會議訂定本校「碩士學位技術報告格式規範」、修正

本校「研究生學位考試辦法」及「研究生畢業離校程序及須知」(108.5.8)。 
(二) 調整研究生學雜費用 

1. 107 年 11 月彙整資訊公開資料包含：學雜費規劃書、學雜費使用情況、學雜

費調整理由及計算方式、支用計畫等。 
2. 107 學年度第 3 次行政會議訂定本校「學雜費調整作業要點」(107.12.12)。 
3. 「研議本校 108 學年度學雜費調整會議」決議調整對象及調整標準

(107.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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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於校本部及榮譽校區辦理三場公聽會，並於會中說明研究所學雜費基數及學

分費調整理由、調幅，聽取學生意見並回應(108.3.4-3.6)。 
5. 107 學年度第 6 次行政會議通過 108 學年度研究所學雜費調整案(108.3.20)。 
6. 教育部核准本校 108 學年度研究生學雜費基數及學分費調整標準案。108 學

年度以後入學者，研究生學雜費基數調整為：文學院 10,200 元、理學院 11,800
元、管理學院 11,000 元；研究所（不含進修碩士班）學分費調整為每學分 1,500
元(108.6.5)。 

(三) 提昇學術倫理 
1. 持續租用論文比對系統（Turnitin），108 年 5 月辦理公開招標，提升師生學術

文章的原創性、鼓勵學術合理引用。 
2. 辦理論文比對系統使用說明會：第一學期(107.12.19)、第二學期(108.5.22)。 
3. 提醒研究生除學術倫理外，也需注意研究倫理規範，避免傷害被研究者的權

利及聲譽，並利用相關會議向學生宣導學術倫理及研究倫理重要性。 
(四) 學籍工作 

1. 寄發 107 學年度入學新生註冊須知及行事曆等資料、登錄上學期研究所口試

論文成績(107 年 8 月)。 
2. 製發新生學生證(107 年 8-9 月)。 
3. 107 學年度第 1、2 學期開學學生註冊程序審核(107 年 8-9 月、108 年 2 月)。 
4. 107 學年度新生之學分抵免事宜(107 年 9 月)。 
5. 107 學年度第 1、2 學期休退學生學雜費退費(107 年 10-12 月、108 年 4-5 月)。 
6. 填報高等教育校務資料庫統計報表：10710 期(107 年 10 月)、10803 期(108 年

3 月)。 
7. 寄發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研究生成績單(108 年 1 月)。 
8.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畢業證書印製及研究生畢業離校事宜(108 年 1-2 月)。 
9. 108 學年度新設授予學位中、英文名稱陳報教育部備查(108 年 5 月)。 
10.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預計畢業研究生名單擬定(108 年 6 月)。 
11.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畢業證書印製及研究生畢業離校事宜(108 年 6-7 月)。 
12. 寄發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研究生成績單(108 年 7 月)。 

(五) 課務工作 
1. 協助各系所研究所課程線上建課(107 年 8 月及 108 年 1 月)。 
2. 辦理研究生選課加退選及跨校選課事宜：第 1 學期(107 年 9 月)、第 2 學期(108

年 2 月)。 
進修推廣組 七、

(一) 自辦課程 
1. 學分進修課程：文化行政職系 10 學分班，提供公務人員轉任職系之需。 
2. 證照輔導課程：(1)創意手工皂職能師資培訓班、(2)DIY 保養品師資培訓班、

(3)日檢 N3 綜合實力養成班、(4)臺語認證及師資培訓班、(5)記帳士考照輔導

衝刺班、(6)英語導遊、英語領隊證照考試輔導班。 
3. 生活新知課程 

(1) 日文入門；初級日文 J1~J7；中級日文 J8~J21 
(2) 韓語發音；韓語初級；韓語會話班 
(3) 背包客英語；中英文口譯初級班及英文閱讀寫作等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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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越南語會話；印尼語；生活德語；初階西班牙語 
(5) 養生太極拳；內家太極養生功 
(6) 藝術治療初、進階班及相關工作坊 
(7) 道教研習班 
(8) 成人鋼琴班 
(9) 超記憶學習(心智繪圖)冬、夏令營 
(10) Illustrator 電腦繪圖班；Photoshop 影像處理班 
(11) 微電影創作班；威力導演影片剪輯入門班 
(12) 手機 App 零基礎入門班 
(13) 居家手工皂 
(14) 國小學童暑期夏令營；GEPT Kids 小學英檢暑期加強班 
(15) Scratch 兒童程設思維課程班；OOP 兒童物件導向程設思維課程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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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活動、表演藝

術）。 
2. 國民小學教師加註輔導專長 26 學分班、加註英語專長 26 學分班、加註自然

專長 4 學分班。 
3. 107 年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在職進修專長增能學分班二班次。 
4. 幼兒園在職人員修習幼兒園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專班。 

(三) 辦理教育部 107 學年度「樂齡大學」專案計畫 2 班次。 
(四) 辦理勞動部產業人才投資計畫案：RWD 響應式網頁設計班、越南語基礎班及進

階班。 
(五) 承辦 108-109 年度全國幼教專班教學演示能力檢測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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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位影音學習組 八、

(一) 規章修訂 
1. 教務處處務會議通過本校「補助數位影音課程實施要點」(108.3.25)。 
2. 教務會議提案修正本校「遠距教學實施要點」、「磨課師課程實施要點」

(108.5.8)。 
3. 教務處處務會議提案：(1)本組之個資聲明內容，(2)修正本校「補助數位影音

課程實施要點」部分條文(配合 108.5.8 教務會議提案修正「遠距教學實施要

點」、「磨課師課程實施要點」)。 
(二) 磨課師課程：協助--音樂學系侯志正老師開設「和聲學(一)」、應用數學系黃印

良老師開設「普通數學」、國語文學系陳昭吟老師開設「繪本藝術賞析」--錄製

課程教材、課程宣傳，並發文至各校、上傳學校影音媒體網頁，及 YouTube 國

立臺南大學磨課師頻道宣傳(107.8.6-8.7、8.10、8.13、8.16-8.17、8.23-8.24、
8.27-8.31、9.20、9.26-9.27、10.5、10.11-10.12、10.15)。 

(三) 遠距課程 
1. 申請 107-1 學期 6 門遠距課程及 107-2 學期共 3 門 5 班課程之教材編輯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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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助理費補助及著作權合約書簽核。 
2. 彙整 108 年第 1 梯次數位學習課程認證申請資料(線上、紙本、光碟)，寄送

專案計畫辦公室申請認證(108.2.18-2.28)。 
3. 彙整107-2學期遠距教學推動委員會會議資料，含108-1學期開課資料及107-1

學期遠距課程教師自評、行政支援單位自評資料。 
4. 辦理新遠距課程平臺功能需求會議，討論 Moodle 平臺由現行 2.7.2 版升級至

3.5 版相關規劃事宜(108.4.23)。 
5. 於校課程會議提案：(1)108-1 學期申請開設遠距課程共 6 門 7 班，(2)107-2 學

期應用數學系「數學軟體應用」遠距課程追認(108.6.5)。 
6. 辦理教育部108年第2梯次數位學習課程認證作業，108.7.1至8.22受理申請，

通知校內 107-2 學期遠距開課教師(黃彥文、林豪鏘、黃印良三位老師)上網申

請，並繳交書面及光碟資料至本組，以利協助後續書面申請作業(108.7)。 
(四) 執行高教深耕計畫相關活動 

1. 說明會、研習 
(1) 參加「院系所核心概念影片補助」說明會，協助活動拍照、錄影及活動

成果表單撰寫(107.8.14)。 
(2) 協助各院系所製作核心概念影片，辦理 EverCam 研習(107.9.7)。 
(3) 協助各院系所製作核心概念教學影片及新生學習輔導影片，辦理威力導

演研習，介紹數位影音剪輯技巧(107.9.14)。 
(4) 107-1 學期辦理數位教材製作研習，並上傳成果表單，分享影音資料：「進

階影片剪輯─PowerDirector17」、「數位學習課程認證」、「數位影音製作

與智慧財產權」、「影像編修與視覺設計- PhotoShop」、「數位學習課程認

證的經驗分享」、「遠距課程實施經驗之分享」(107.11.2、107.11.19、
107.11.20、107.12.7、108.1.4、108.1.17)。 

(5) 107-2 學期辦理研習，上傳成果表單及後製影音資料：「數位學習碩士在

職專班課程設計、認證與經營管理經驗分享」、「數位學習之學習歷程大

數據記錄、分析與應用」、「遠距課程認證計畫產出」、「數位課程與智慧

財產權相關議題」、「數位學習課程認證的教學與資料準備」、「EverCam
研習」、「威力導演 Power Director─初階」、「Moodle 平臺功能與遠距課程

基本設定」、「線上即時通訊軟體操作(JoinNet)」、「TA 運用─線上互動與

評量」、「威力導演研習─進階」、「數位課程之規劃教學與認證經驗分享」、

「AR/VR於教學上的應用」(108.2.14、108.2.25、108.3.5、108.3.12、108.3.20、
108.3.25、108.4.22、108.5.6、108.5.20、108.5.27、108.6.17、108.6.24)。 

2. 拍攝 106-1 學期獲得教師教學創新銀質獎之分享影片─經營與管理學系蕭詠

璋老師、特殊教育學系曾怡惇老師(107.10.23、107.10.25)。 
3. 在 YouTube 網站建置「國立臺南大學新生輔導影片」、「國立臺南大學 TnTED

數位學習講堂」及「國立臺南大學創新教學技巧分享」等系列頻道，分享校

內師生教學與學習經驗影音資料。 
4. 彙整及上傳 107-2 學期高教深耕計畫研習活動成果表單及影音資料。 

(五) 協助全校重要活動拍攝，並上傳「活動剪影」網頁 
1. 協助學務處拍攝：第 1 學期開學典禮活動過程並進行影片後製，光碟致贈專

題講座黃明榮總裁校友(107.9.10)；第 2 學期開學典禮活動過程，包含教師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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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創新獎、教學績優教師獎、大學部書卷獎、新生入學獎勵等頒獎合影

(108.2.18)。 
2. 協助寰宇齋開幕啟用攝錄影工作(107.9.10)。 
3. 協助拍攝「如何運用 UCAN 課程地圖進行教學品保、職涯輔導及校務研究」

會議過程，進行影片後製及上傳 YouTube 平臺(107.9.10、107.10.9、107.10.23、
107.12.5、107.12.14、108.1.2、108.3.11、108.3.25、108.5.13)。 

4. 協助學務處拍攝 107 年度國家防災日地震避難掩護演練(107.9.19)。 
5. 拍攝「ZUVIO 進階雲端即時互動系統工作坊」研習活動過程，並進行影音後

製及上傳 YouTube 平臺(107.9.26)。 
6. 拍攝教師教學創新獎勵複評活動過程並進行影片後製(107.10.11)。 
7. 協助研發處拍攝 2018 年科技部教育學門研究發展與精進研討會活動過程

(107.10.27)。 
8. 拍攝 120 週年校慶點燃聖火儀典、校慶揭幕開鑼儀程、師生研發成果暨年終

記者會活動過程(107.11.30)；拍攝校慶運動大會開幕、校慶園遊會開幕、校友

回娘家餐會、傑出校友合影、捐款教室冠名揭幕、校慶慶祝大會暨傑出校友

頒獎典禮、校慶運動大會閉幕等校慶活動過程，會後將影音資料整理後製

(107.12.15-12.16)。 
9. 拍攝 108 年春節團拜活動過程，會後將影音資料整理後製(108.1.28)。 
10. 協助「高教深耕計畫成果展」研習活動人員合影(108.2.21)。 
11. 支援 2019 阿勃勒節「南大之星歌唱比賽」、「阿勃勒節開幕式」、「高中熱舞邀

請賽」直播工作及活動影片後製剪輯(108.5.26)；拍攝阿勃勒節系列活動─社

團表演箏弦巧藝、絲竹佳韻、樂動音符等活動過程(108.5.27-5.31)。 
12. 拍攝 108 級畢業成績優異學生與師長合影(108.5.31)及畢業鳴鐘儀式、校園巡

禮、祭孔儀式、畢業典禮等活動過程(108.6.2.)。 
13. 拍攝「石蛙校園意象揭幕儀式」活動過程(108.6.2)。 

(六) 一般行政業務 
1. 支援校務評鑑實地訪評委員參觀攝影棚及校園：介紹攝影棚空間支援全校師

生教學與學習活動概況，並以影音資料呈現豐碩成果，及協助拍攝委員實地

參觀校園過程(107.11.8)。 
2. 協助師資培育中心進行師培評鑑自評委員參觀本組攝影棚教學設施，了解支

援師生教學與學習活動情形(107.12.3)；提供錄音室、B308 微觀教學觀察室、

B503 媒體製作室支援 108 年度師培評鑑場地(108.5.20-5.21)。 
3. 協助合作學習團體「數位影音課程拍攝與後製學生團隊」講解威力導演剪輯

軟體課程(107.11.14、107.11.28)。 
4. 辦理本校申請「大學深化數位學習推動與創新應用計畫徵件」作業及經費編

列(108.1.10-2.9)。 
5. 提供視聽器材、製作室支援各系、所、單位、社團教學用及製作教學檔案等，

107 學年度器材借用 7,140 次、空間借用 155 次，總計 7,295 次。 
6. 辦理諮詢服務工作，107 學年度服務 34 人次。 
7. 本組新增簡易式攝影棚一間，配合教學活動，可更換藍幕及綠幕。 

 教學與學習發展中心 九、

(一) 規章修訂 
 – 15 –



1. 107-1 學期 
(1) 校務會議修正本校「敎師評鑑諮議委員會設置要點」(107.11.7)。 
(2) 行政會議修正本校「補救教學實施要點」(107.09.12)、「校外專業實習委

員會設置要點」(107.09.12)、「高教深耕公共性弱勢學生全方位輔導機制

實施要點」(108.1.9)、「校外專業實習實施要點」(108.1.9)。 
(3) 教務會議修正本校「教師教學評量實施暨輔導要點」；增訂「教學品質精

進小組設置要點」、「提升教學評量填答率作業要點」、「學生學習預警通

知與輔導作業要點」(107.11.7)。 
(4) 教務處處務會議修正本校「補助學生辦理合作學習團體實施要點」、「補

助校外專業實習課程實施要點」、「補助院、系(所)辦理業界實習參訪、

企業專講及經驗交流座談實施要點」(107.09.07)。 
2. 107-2 學期 

(1) 行政會議修正本校「教學助理實施要點」(108.4.24)、「獎勵教學績優系

所辦法」(108.4.24)、「教學績優教師審議委員會設置要點」(108.4.24)、「教

師教學創新獎勵實施要點」(108.6.19)、「教學助理實施要點」(108.6.19)、
「高教深耕公共性弱勢學生全方位輔導機制實施要點」(108.6.19)、「補

救教學實施要點」 (108.06.19)、「校外專業實習委員會設置要點」

(108.06.19)。 
(2) 課程會議通過本校「院系（所）認證型實習課程作業程序」(108.03.27)。 
(3) 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修正本校「教學績優教師獎勵要點」(108.4.15)。 
(4) 教務會議修正本校「教師教學評量實施暨輔導要點」(108.5.8)。 
(5) 教務處處務會議修正本校「補助學生辦理合作學習團體實施要點」、「補

助院、系(所)辦理業界實習參訪、企業專講及經驗交流座談實施要點」

(108.04.29)。 
(6) 教務處組長會議修正本校「補助學生辦理讀書會要點」(108.03.11)。 

(二) 提升教學品質 
1. 辦理 9 場教師成長研習：教學實踐研究經驗分享(107.11.16)、107 年度績優教

師經驗分享會(107.12.26)、與大學生的互動教學(108.3.13)、師生共學社群成

果分享(108.3.20)、教學型研究成果分享(108.3.27)、社會實踐研究成果分享

(108.4.10)、教師專業社群成果分享(108.4.24)、創意就在你身邊(108.4.24)、翻

轉教學與引導反思(108.5.31)。 
2. 教育部 107 學年度教學實踐研究計畫，11 名教師共獲補助 3,635,276 元。 
3. 107 年度 5 名教師榮獲教學績優教師，每名頒發獎座及 5 萬元獎勵金。 
4. 107 學年度共 34 名教師接受評鑑（含 7 名新進教師），全數通過評鑑。 
5. 成立校、院、系三級教學品質精進小組，建立教學輔導機制，促使評量分數

未達 3.5 分之教師進行教學狀況調整，以維護教學品質。107-1 學期共 9 名教

師 16 門課教學評量未達 3.5 分，經一學期之輔導，8 名教師 15 門課於 107-2
學期超過 3.5 分；107-2 學期共 6 名教師 6 門課未達 3.5 分，將進入輔導階段。 

(三) 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1. 配合本校學習預警制度，提醒及追蹤各系(所)EP 電子歷程平台導師關懷紀錄

之填報進度。107-1 學期總預警 802 次，需紀錄關懷 119 筆，導師關懷紀錄填

報率 100%；107-2 學期總預警 658 次，需紀錄關懷 85 筆，導師關懷紀錄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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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率 97.65%。 
2. 配合教務處及研發處彙報教育部高教司第 10710 期高等教育校務資料庫「學

10.學生實習人數及時數統計表」、「學 10-1.學生實習之經費來源」、「學 10-2.
學生實習機構及權益保障統計」資料，請各系(所)填報並進行全校彙報。 

3. 107 學年度補救教學助理申請及保險業務：第 1 學期補助 19 案、第 2 學期補

助 27案；辦理補救教學助理期中座談會(107.11.14)及期末座談會(107.12.28)。 
4. 推動 107 學年度「學生學習成效問卷」各系所填報作業，填報期程 108.5.1 至

5.31，全校共填答 2,195 筆(108.6.17)。 
5. 執行本校「高等教育深耕計畫」主冊子計畫 B5「逆勢飛翔 展翅上騰」；提供

各月管考資料及期中、期末、網頁成果繳交。 
6. 執行本校「高等教育深耕計畫」附錄 1「提升高教公共性：完善弱勢協助機

制，有效促進社會流動」第二部分：弱勢學生輔導 
(1) 執行：擔任教學助理及課業增能助理、接受課業增能輔導、參加合作學

習團體、參與就業實習(校外專業實習)獎補助方案 
(2) 提供各月管考資料及期中、期末、網頁成果繳交。 
(3) 每學期初各辦理 1 場「高教深耕公共性弱勢學生輔導申請補助說明會」

(107.9.12、108.2.20)，學期中並辦理多場次之入班宣導事宜。 
7. 核定補助「校外實習課程」：第 1 學期 7 案、第 2 學期 5 案。 
8. 核定補助「院、系(所)至業界實習參訪」：第 1 學期 4 案、第 2 學期 10 案。 
9. 核定補助「院、系(所)企業實習專題講座及經驗交流座談」：第 1 學期 14 案、

第 2 學期 16 案。 
10. 補助學生自組合作學習團體 

(1) 第 1 學期核定合作學習團體 31 組，第 2 學期核定合作學習團體 38 組及

讀書會 14 組。 
(2) 辦理「合作學習團體申請暨召集人說明會」(107.9.17、108.3.6)、「合作

學習團體期中座談會」(107.11.13)、「學生合作學習團體暨讀書會成果發

表會-口頭報告競賽及成果海報票選頒獎」(107.12.26、108.6.12)。 
11. 辦理學生學習系列講座(微學分課程)共 9 場 

(1) 第 1 學期：「青年世代如何突破重圍打造精彩大學生活」(107.11.2)；「善

用學習資源，提升個人競爭力」(107.11.16)；「大學的無用知識 不考不學

的學生」(107.11.23)；「批判思考」(107.11.30)。 
(2) 第 2 學期：「新世代工作者的求生利器-邏輯思考能力&debug 能力」

(108.5.3)；「究腦學、用腦學、為腦學」(108.5.10)；「運算思維-學習邏輯

與抽象的思考方法」(108.5.15)；「解開大腦學習的秘密與 AI 人工智慧應

用」(108.5.22)；「AI 與我的生活・社群媒體-大數據巨量資料分析實務與

應用」(108.5.29)。 
12. 辦理本校 2019 英語夏令營(108.7.16-7.19)。 
13. 執行本中心校務研究(IR)議題分析與撰寫報告。 
14. 維護本校學生學習電子歷程平台。 

肆、年度創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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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長室 一、

(一) 推動高教深耕計畫，107 年度成效良好，108 年度續獲教育部補助 4,891 萬元。 
(二) 補助教師教學型研究計畫，16 件，金額 23 萬 5,000 元。 
(三) 補助教師成立教師專業社群，20 件，金額 30 萬元。 
(四) 補助教師開設社會實踐課程，13 件，金額 31 萬元。 
(五) 補助師生共學社群，40 件，金額 31 萬元。 
(六) 補助教師指導學生參加校外競賽，19 件，金額 32 萬元。 
教學業務組 二、

(一) 補助系所辦理證照輔導課程，共 2 門，金額 4 萬元。 
(二) 補助系所辦理業界師資協同合作課程，共 12 門，金額 7 萬元。 
(三) 補助教師辦理課程成果發表會，共 37 門，金額 23 萬 2,000 元。 
(四) 為便利學生規劃大學生涯課程選修，於教務會議中通過得申請減修學分數之適

用年級及學分數限制，106 學年度以紙本申請試辦 1 年，並於 107 學年度正式

改為網路申請及線上審核。 
(五) 建置課程地圖資訊系統，運用 UCAN 平台規劃系所職涯進路、檢視系核心能力

及發展課程地圖，建立以實證資料為本的教學品保機制。 
(六) 課程異動原以紙本作業，改為網路線上申請，以節省流程時間及紙張成本。 
(七) 採購多鏡同錄系統，方便課程錄製直播。 
(八) 各系所辦理課程外審，檢視課程架構，以落實課程改革、強化架構與內容，提

升本校課程與教學品質及學生學習成效。 
學籍成績組 三、

(一) 積極宣導與推動各學系開設輔系及儘速訂定輔系課程架構，同時宣導鼓勵同學

修習，107 學年度共計 9 系開設輔系並通過法規訂定，預計 108 學年度增開 5
系共 14 系。 

(二) 積極宣導 107 學年度以後入學大學部學生須修讀學術倫理課程，完成本課程後

於中文歷年成績單上標註「通過本校學術倫理課程」。 
(三) 為賡續發揚本校因材施教精神，訂定「特殊才能新生入學學雜費全額補助千萬

基金實施方案」，提供具特殊才能之高中(職)畢業生免學雜費就讀本校。 
企劃組 四、

(一) 遵循試務辦理標準作業流程，本公平、公正、公開之原則辦理本校各項自辦招

生考試，達到試務作業零瑕疵、零申訴之目標。 
(二) 面臨少子化與高等教育飽和之困境，本校碩士班、轉學生及進修學士班考試科

目逐步調整簡化，朝書面審查及面試為主之方式，以降低考生應試準備負擔並

提高報考意願。個人申請管道提供經濟弱勢考生優先錄取機會，並補助經濟弱

勢考生交通及住宿費，降低其應試負擔並提升本校弱勢學生入學比例。 
(三) 因應 12 年國教考招變革，107 學年度起推動招生專業化發展計畫，辦理 3 場次

招生專業化研習，協助師長了解個人申請招生專業化觀念，並培育種子教師與

建立評量尺規範本，為 108 學年度全校學系施行預先準備。另也配合「高等教

育深耕計畫」一般大學校院配合辦理之重要政策推動事項，提交「大學招生專

業化發展試辦計畫」爭取教育部經費補助。 
(四) 透過校務研究報告數據，擬定招生宣傳與招生策略，據以規劃各項招生宣傳任

務，於重點網站與社群媒體進行廣告宣傳，提升本校網路形象與招生考試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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曝光率。此外，積極參與各高中與全國大學博覽會，其中於 2019 全國大學博覽

會中取得最佳媒體曝光率。 
(五) 持續強化高中端之交流與招生宣傳，由教務處、各學院系教師聯合訪視各高中，

了解其需求後，主動提供學群介紹、學系介紹、教學、生涯輔導、模擬面試、

升學座談等各項服務，並爭取入班宣傳機會；同時積極邀請高中生進入本校校

園，實際認識本校學習環境與學系發展，增進對本校的了解及嚮往，提升招生

宣傳成效。 
研究生教務組 五、

(一) 調整研究生學雜費，108 學年度以後入學研究生學雜費基數及學分費調整為文學

院 10,200 元、理學院 11,800 元、管理學院 11,000 元；研究所（不含進修碩班）

學分費調整為每學分 1,500 元。 
(二) 訂定本校「碩士學位技術報告格式規範」，提供各系所研究生以技術報告代替論

文時參考用。 
進修推廣組 六、

(一) 申請勞動部 108 上半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案及 108 年度政策性產業人才投資計

畫，獲補助 4 門課程。 
(二) 持續更新本校推廣教育資訊網，增加教師課程網站內容及針對特定對象發送推

薦課程通知等功能。 
(三) 承辦 108-109 年度全國幼教專班教學演示能力檢測作業，與電算中心共同規劃

開設「幼教專班教學演示能力檢測」系統。 
數位影音學習組 七、

(一) 本校首度在 Ewant 平臺開設磨課師課程，107 學年度開設 3 門─音樂學系侯志正

老師和聲學(一)、應用數學系黃印良老師普通數學、國語文學系陳昭吟老師繪

本藝術賞析。 
(二) 在 YouTube 網站建置本校「新生輔導影片」、「TnTED 數位學習講堂」及「創新

教學技巧分享」等系列頻道，收錄校內師生分享教學與學習經驗之影音資料。 
教學與學習發展中心 八、

(一) 為提升教師教學品質，激勵教師教學創新，每學期均辦理教師教學創新評選初

評及複評，評定出金質獎 2 名、銀質獎 6 名及銅質獎 13 名。 
(二) 增訂本校「提升教學評量填答率作業要點」，辦理教學意見問卷填答獎勵活動，

組別分別為「學生個人組」、「大學部班級組」及「行政人員組」。透過活動，鼓

勵學生踴躍填答，回饋教學現場之教學與學習情況。 
(三) 增訂本校「教學品質精進小組設置要點」，成立校、院、系三級教學品質精進小

組，建立教學輔導機制，使評量分數未達 3.5 分之教師進行教學狀況調整，以

維護教學品質。 
(四) 107-2 學期辦理學習系列講座微學分課程「自主學習課程(一)AI 世代的學習」共

5 場。 

伍、年度榮譽事蹟 

獲教育部 108 年度高等教育深耕計畫補助，經費 4,891 萬元 (期程：108.1.1- 一、

108.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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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彙整校務評鑑項目三(辦學成效)，本校四大項目全數通過評鑑。 二、

107 學年度教學實踐研究計畫補助案，共 11 名教師獲教育部補助 3,635,276 元。 三、

進修推廣組榮獲 107 年度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人才發展品質管理系統評核銅牌證四、

書。 
教育系吳純萍老師「媒體訊息與介面設計」課程通過 108 年度第 1 梯次數位學習課五、

程認證，有效期間 108 年 7 月至 113 年 6 月，為本校「首門」通過數位學習課程認

證者；數位學習課程平臺功能檢核亦審查通過，有效期 2 年。 
行管系曾憲立老師通過教育部 108 學年度數位人文社會科學教學創新計畫。 六、

與電子計算機中心共同通過 107年 11月新版教育體系個人資料管理規範(PIMS)發證七、

追查稽核。 
本校獲教育部 107 年度「教學研究相關儀器購置暨校區創新節能及學習環境設施整八、

修工程計畫」補助，經費 3,000 萬元(期程：107.3.31-108.9.30)。 
獲教育部補助計畫 九、

(一) 107 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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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2.1-108.1.31)。 
(二) 人工智慧人才培育計畫-人工智慧中小學推廣教育計畫(期程：107.5.1-109.3.31) 
(三) 以問題導向式學習於通識教育運算思維課程之研究(期程：107.12.1-109.1.31) 
(四) 行動寬頻課程推廣計畫，課程名稱：物聯網(期程：107.12.1-109.1.31) 
(五) 107 年度「情感教育課程與教學活動」計畫(計畫名稱：情感中的自我追尋-性別、

家庭與文學之跨領域情感教育課程計畫)(期程：107.2.1-107.12.31)。 
(六) 108 年度「情感教育課程與教學活動」計畫(計畫名稱：社會框視下的情感-家庭、

性別與文學之跨領域情感教育課程計畫)(期程：108.2.1-108.12.31)。 
(七)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在職進修專長增能學分班(期程：107.7.1-107.12.31) 
(八) 107 年度「國民小學教師加註英語專長 26 學分班」計畫(期程：107.1.1-107.12.31) 
(九) 107 年度「國民小學教師加註英語專長 6 學分班」臺南班二班計畫(期程：

107.7.1-107.12.31)。 
(十) 107 年度「國民小學教師加註自然專長 4 學分班」臺南班及高雄班各一班計畫(期

程：107.7.1-107.12.31)；108 年度「國民小學教師加註自然專長 4 學分班」臺南

班二班計畫(期程：108.7.1-108.12.31) 
(十一) 107 年度「國民小學教師加註輔導專長 26 學分班」計畫(期程：107.7.1-108.8.31)；

108 年度「國民小學教師加註輔導專長 26 學分班」計畫(期程：108.7.1-109.7.31) 
(十二)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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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活

動學習領域—輔導活動主修專長計畫」與「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表演藝術

主修專長計畫」(期程：107.7.1-109.8.31)。 
(十三) 「大學校院辦理樂齡大學計畫」初階班、進階班各一班(期程：107.8.1-108.7.31) 

陸、高教深耕計畫辦公室(107 年度各子計畫成果紀要) 

主軸 A－IR 品保、教學卓越 一、

A-1 學輔進路 相輔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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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完成「學生成效預測模組」之建置，導入 12 門課程於資料倉儲中，並建置完成

資料視覺化分析系統。 
(二) 盤整連結系所課程能力指標與就業能力指標資料庫，107 年度完成 1 學院之課程

能力指標與就業能力指標之對應。 

A-2 教能提升 能量倍增 
(一) 107-1 學期計 23 系 104 門課程申請課程外審，以強化課程架構與內容。 
(二) 107 年度 15 個學系結合運用教育部 UCAN 平台建置本校課程地圖。 
(三) 107 年度通過學生讀書會 13 案及合作學習團體 53 組，強化學生自主學習能力。 
(四) 107 學年度選拔標竿學習典範學生共計 6 名，獲獎學生錄製 3-5 分鐘分享影片。 
(五) 106-2 學期通過證照輔導課程 3 案，含「TQC+基礎零件設計 SolidWorks」、「盲

用電腦種子教師」及「國小身心障礙類特殊教育教師證」，錄取率達 87.1%。 
(六) 107 年度核定 34 案 25 門「基礎核心課程」，申請參加增能課業輔導的學生共 530

人次，期末及格率達 80%以上。 
(七) 107-1 學期開設「院核心課程」共 21 班，經調查期末學生學習成績，及格率達

98.82%。 

A-3 品質認證 卓越爭鋒 
(一) 107 年度辦理 2 場次「108 系所評鑑專題講座」，說明評鑑指標與檢核重點。 
(二) 採購「教學品保與職涯導航系統」及「UCAN 評測及職涯輔導系統」，共 15 個

學系參與。辦理專題講座 2 場，並召開 8 場「利用 UCAN 及課程地圖進行教學

品保、職涯輔導及校務研究」研習會議。 
(三) 107 年度計 19 個學系開設「專業實習課程」，培養團隊合作及溝通協調能力，且

藉由實際動手操作，引發學生主動學習動機。 
(四) 107 年度計 19 個學系開設「總整課程」，強調以學生學習成果為導向之課程實

施。 
(五) 107 年度計 16 個學系完成課程分流規劃。 

 
主軸 B－學習扎根、希望躍升 二、

B-1 程式解碼 科技躍升 
(一) 107 年度開設資訊技術入門課程 11 門，計 342 人次修習，滿意度 4.0 以上，並

有 71 名同學獲得資訊能力檢定合格證明。 
(二) 完成訂定資訊 E 生申請辦法及審核機制，107-1 學期共 6 名資訊 E 生，輔助課

程 6 門，課程回饋平均為 4.38。 
(三) 建立校內資訊與應用之認證制度，107 年度參與人次 101 人，通過檢定 71 人，

通過率為 70.29%。 

B-2 創意達人、渾然天成 
(一) 開設 4 門創意開發課程，啟發師生創意，透過互動彼此腦力激盪。 
(二) 辦理 2 場創新創意創業競賽，鼓勵學生創意發想，藉由競賽方式擴展視野。 
(三) 辦理 3 場業界參訪與短期見習活動，創造師生與業界接觸機會，強化理論與實

務結合。 
(四) 辦理 3 場創新創意工作坊，邀請專業領域人士以工作坊形式啟發學生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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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成立「創客交流空間」，提供創作空間，讓師生開發創意想法並實踐。 
(六) 學生組隊參加「全國性實作競賽」，計 3 支團隊榮獲第 1 名佳績。 

B-3 創新三力 溝通有力 
(一) 通識課「大一國文」改為「中文閱讀與書寫」，培養學生具有實用性、生活性、

創意性和現代性的閱讀與書寫能力。 
(二) 參與「教育部 107(上)語文素養全國性檢測」，本校大一學生在接受中文閱讀與

書寫相關課程培育後，及格率為 97.8% 
(三) 完成教學影片 10 部，內容涵蓋書寫、口語表達、閱讀三個面象，並做為全校性

數位教材。 
(四) 舉辦口語表達簡報研習 2 場，訓練學生在 3 分鐘內以淺顯易懂的語言表達核心

概念。 
(五) 辦理文學寫作研習營，邀請林黛嫚、劉克襄、郭哲維等 3 位作家對學生進行理

論與實作指導；楊裕貿老師指導 1 場閱讀專題研習，帶領學生閱讀理解策略。 
(六) 舉辦新生盃文學獎比賽，計 23 件優秀作品得獎，包含散文 10 件、新詩(現代詩)10

件、小說 3 件。 

B-4 品格陶塑 幸福培力 
(一) 107 年度辦理 2 場「微翻轉遊戲-安全幸福系統」專題講座、2 場工作坊，1 場體

驗活動，學生對專題講座課程之正向回饋比例達 80％以上。 
(二) 107 年度辦理 2 場「心靈成長營」工作坊及 2 個成長團體(為期 8 週，每週 1 次

2 小時)，學生對於工作坊或成長團體的滿意度皆達 80%以上。 
(三) 107 年度共 28 個班級執行系雙導師制度，輔導紀錄登錄達 100%，學生對雙導

師輔導滿意度達 4.2 分，正向回饋質性建議共 15 份。 
(四) 辦理社區或偏鄉關懷服務隊培訓課程 4 場，共 85 位同學參與，完成 76 份問卷

調查，回饋滿意度平均 4.3 分；另安排社區服務 2 場，共 123 名同學參與，服務

430 人次，回饋滿意度平均 4.4 分。 
(五) 107 年開設 4 門幸福感教學相關通識課程，共 239 位同學選修。 

B-5 智慧科技 健身強社 
(一) 舉辦體適能檢測，107 年參加檢測人數共 845 人，774 人完成四項檢測。 
(二) 更新重訓室健身器材，每日使用由 60 人次提高至 150 人次。 
(三) 辦理「2018 肌內效貼紮認證課程研習」，35 人參加，全數通過考試取得證照。 

B-6 逆勢飛翔 展翅上騰 
(一) 辦理補救教學，加強課後學習輔導，107 年度核定各系補救教學申請 34 案，共

25 門基礎核心課程。 
(二) 本校 107 年度教學助理(含補救教學助理)總人數 282 人，共同協助教師提升課程

教學品質；107 年度透過計畫經費挹注，補助經濟弱勢學生擔任教學助理 81 人

(405 人次)，支持更多弱勢學生獲得生活扶助及輔導，也為教學環境投入更多心

力。 
(三) 107 年度辦理 3 場合作學習團體申請說明會、召集人說明會、期中座談會，共

237 人次參與；補助學生合作學習團體 53 組、383 人次；2 場合作學習團體成果

發表會共 161 人次參與；於學期末錄製優秀合作學習團體成果分享置於學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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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歷程平台；其中共補助經濟弱勢學生 84 人(132 人次)，培養學生自學能力，

擴展學習支持網絡。 
(四) 107 年度辦理 7 場多元增能學習系列講座，共 495 人次參與，其中經濟弱勢學生

共 73 人次參加；並結合校內學生 E-portfolio 平台徵選與發表優秀專講心得 38
則，同時錄製學習講座匯集於學生 Ep 平台，發揮網路分享與延伸學習之效應。 

(五) 107 年度本校國民小學教學實習與幼教教學實習課程共 9 門，修課人數 259 人；

另補助各系所開設校外專業實習課程 11 門，修習人數 330 人，整體滿意度達 96%；

各系所於學生實習後辦理實習成果發表會、學生撰寫實習報告，以檢核實習成

效；其中補助經濟弱勢學生 28 人(37 人次)，鼓勵學生投入產業，培養優良的職

業道德與職場態度，強化就業競爭力。 
(六) 107 年度補助各系所辦理業界參訪共 8 場，227 人參與，整體滿意度達 92 %以

上；辦理業界實習專題講座、經驗交流座談會 30 場，計 722 人次參加，其中經

濟弱勢學生共 79 人次參與；整體滿意度達 97%。 

B-7 希望灑種 再造分享 
(一) 提供經濟弱勢學生助學金 6 萬元，參與協助中小學生課輔活動達 80 人次。 
(二) 辦理感恩分享活動 1 場，參與人數 63 人，心得報告 13 份。 
(三) 辦理生命教育宣導活動 1 場，共 55 人次參與，心得報告 10 份。 
(四) 結合服務性社團營隊，提供弱勢學生回饋社會機會，進行服務學習達 73 人次。 
 
主軸 C－教創滿點、教專精進 三、

C-1 嶄新教學 傳承開創 
(一) 107 年度評選出 24 門教學創新課程，並將教師創新教學方法納入課程大綱實

施。 
(二) 107 年度補助辦理 34 場課程成果發表會，彙整教學資源，發展多元教學理念與

特色。 
(三) 107 年度核定補助 10 個「教學型研究」計畫，激發教師研發能量。 
(四) 107 年度開設 11 門業界師資協同合作課程，強化學生課程實用力，促進課程實

務度。 

C-2 知識綜整 補弱扶強：107 年度設置 8 間翻轉學習創新教室，建構利於團隊合作與討

論之合作學習環境。 

C-3 數位影音 行動學習 
(一) 107 年度辦理 7 場數位影音軟體製作研習課程，培訓教師具備相關製作能力。 
(二) 各學系拍攝核心概念教學影片 251 支，並上傳本校 TNTED 數位學習講堂。 
(三) 各系所上傳選課與學習輔導影片及核心能力檢定考試錯誤率超過 50%題目之解

題過程影片，計 20 支。 
(四) 107 年度上傳「大師講堂」、「博雅講座」等演講影片及非正式課程之成果影片計

13 支。 

C-4 教專成長 師資豐實 
(一) 107 年度成立 15 個教師專業社群，以精進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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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07 年度結合學院系所之專業，舉辦 45 場大師蒞校演講，擴大師生視野。 
 
主軸 D－寰宇移動、翱翔國際 四、

D-1 南向悅來、互助互惠：107 年度計 54 名東南亞境外生來校就讀。 

D-2 環球書院、多元互動 
(一) 提升學生的英語及第二外語能力：辦理環球咖啡時光(Coffee hours)課程、全球

瞭望角(Global Vision Corner)課程、多益輔導課程、第二外語及文化講座等。 
(二) 為提高本校學生英檢通過率，開設多益輔導課程，修課人數 98 人，英語檢定通

過率達 51.3%。 

D-3 鳳凰展翅、翱翔國際 
(一) 107 年度學生參與一般國際交流計 1,134 人次。 
(二) 海外學習補助，提升海外學習的意願與參與度：補助 4 位老師帶領 24 位同學分

別前往日本、馬來西亞、中國科學院、日本山形大學進行境外移地教學。師培

中心師生前往馬來西亞檳吉臺灣學校進行 15 天教育見習和實地教學。另補助出

國交換生 15 人、參加國際研討會 17 人、國際展演 1 人。 
(三) 107 年度出國交換人數為 32 人。 

 
主軸 E－智慧職搭、夢想職達 五、

(一) 成立圓夢學院。 
(二) 辦理 3 場職場聚光燈工作坊：「與仁同行×南大之愛聯合公益市集」、「品牌行銷

企劃職務工作坊」及「環境生態職場工作坊」。 
(三) 辦理 2 場跨域工作坊及 1 場跨域課程成果發表會。 
(四) 辦理 A-LEADER 共識營，參與學生 52 人。 
(五) 開設跨域「智能科技商品化」微學程，申請人數 10 人。 

 
主軸 F－跨域整合、產學共榮 六、

F-1 產業創新、生生不息 
(一) 成立智慧物聯網產業顧問團，集結輔導專家之專業知識，扶植產業導入電商大

數據與網路行銷概念，共輔導 12 家廠商。 
(二) 辦理 2 場產學媒合交流會，促成產業界與學術界更具體的交流與互動，並幫助

中小企業尋得策略合作夥伴。 
(三) 辦理婦女學院、智慧物聯網菁英學院等多樣化產業課程，成立業界進修學院，

提升產學專業知能與互動。 

F-2 在地文創、藝術加值 
(一) 藝術在地化：辦理「南大劇團與地方劇團聯合展演」，共有四校聯合演出，223

人參與。 
(二) 開發「創意周邊產品」，完成手工提袋、創意胸章，學習如何將抽象的設計思維

轉化為實際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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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與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合作，搭配其靜態展主題，經由課程內容編創成為嶄新

劇本《遲來的家書》，參加人數 182 人，滿意度達 4.5 分。 
 

主軸 G－傳承實踐、在地創生 七、

(一) 107 年度共補助教師開設 9 門「社會實踐課程」。 
(二) 107 年度依據本校「鼓勵師生共學社群補助要點」，補助 20 個社群。 
(三) 配合「影像與史學」(2 學分)及「導覽解說專業實習」(3 學分)，將課程內容導

入灣裡社區並擴及南區，與灣裡萬年文史推廣學會及南區區公所等社區組織合

作。 
(四) 與社區組織合作及協辦完成 5 場活動，參與社區計畫人士滿意度平均 4.4 分。 

 
主軸 H－優勢領航、特色前瞻 八、

H-1 科學探究教育中心 
(一) 開設普通生物學、普通生物學實驗、生態學、地球科學、遺傳學等 12 門自然加

註課程，修習學生人數達 458 人次。 
(二) 舉辦全國性科學教育教案設計競賽 1 場、校內教案設計檢定 2 場、成果發表會 1

場。 
(三) 於臺南市善化區善糖國小、臺南市東區聖賢國小舉辦「自然與生活科技主題式

營隊」，藉由籌辦營隊可提升師資生整合教育理論與實務之實踐能力。 

H-2 臺南學研究中心 
(一) 進行課程改革，原院核心課程「文化變遷」改為「臺南學概論」，課程大綱涵蓋

與臺南相關之六項主題，每位授課教師撰寫授課主題教材 2 篇，每篇教材經外

審委員評定 85 分以上，共 10 篇。 
(二) 以注重走讀、具有親臨與體驗學習場域的學習精神，規劃 4 次戶外踏查田野教

學，主軸為「臺南海線廟宇文化」、「臺南山線噍吧年歷史事件踏查」，參與學生

達 150 人。 
(三) 107 年錄製主題式臺南學院核心課程教學影片共 5 部：臺南自然環境與地名、臺

南歷史名人、臺南文學、近代臺灣寺廟建築與宗教活動、臺南民俗宗教。 
(四) 辦理全國性「臺南學與區域研究」學術研討會、「2018 探究台江人文史蹟專題講

座」研習營及 2 次全國性研討會議，促進大眾對臺南主題式的瞭解。 

H-3 藝術創新美感中心 
(一) 整合在地展演場域與資源，共同辦理「我們的歌 感恩音樂會」、「水交社劇場展

演館工作坊系列活動」；與臺灣歷史博物館合作，推出《上學去》戲劇展演活動，

深化觀眾對在地藝術的認識。 
(二) 音樂系至偏鄉學校辦理「藝術扎根~偏鄉巡演」活動；戲劇系與聯電課輔、南臺

南家扶中心、觸愛協會、以恩協會等機構合作，辦理「展翅高飛-起飛吧!」戲劇

展演活動，邀請 250 位偏鄉學生一同欣賞戲劇表演。 
(三) 辦理初階課程「劇場燈光技術基礎與實務」教育訓練，學員共計 68 人，實習媒

合成功率達 93.4%。 

H-4 智慧學習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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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辦理網路學院，錄製資訊相關微課程共三大領域 20 部課程。 
(二) 錄製 4 部 DIGITED 數位短講於公開網路平台播放，瀏覽次數達 1,200 次以上。 
(三) 辦理資創學堂，開設邏輯思維與資訊入門課程 11 門，計 342 人次修習。 
(四) 舉辦智慧學習活動 17 場，帶領小學生由淺入深學習運算思維。 
(五) 研發數位學習產品共 15 件，並舉辦產品發表會與展覽，邀請企業參觀並評比。 

H-5 健康水環境研究中心 
(一) 開設「生技產業核心技能培訓微學分」課程，選修達 70 人次。實施移地教學，

拓展學習面向，增加與產業接觸實務經驗。 
(二) 結合篤加國小辦理「2018 南大生科暨篤加國小暑期科學教育營」，提升中小學學

生食物安全的基本知識與素養。 
(三) 107 年度選派學生 11 人參加中國科學院水生生物研究所「淡水藻類環境生物學

與實驗」課程，進行移地學習，開啟教研合一與國際合作契機。 

H-6 永續能源發展中心 
(一) 開設基礎能源相關通識課「節能減碳」2 門、「綠色科技與社會」2 門，修課達

236 人次。 
(二) 為使學生瞭解最新能源研究技術與政策規劃，舉辦 21 場演講，累積參與 1,114

人次。 
(三) 開設「太陽能領域」、「鋰離子電池領域」及「氫能與燃料電池領域」3 領域專題

實驗課，以強化學生技能。 
(四) 辦理 3 場企業參訪：「沅基光電公司」、「台達電子公司」及「永康焚化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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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處 

壹、單位基本資料 

本處設學務長 1 名、秘書 1 名，下設軍訓室、課外活動指導組、生活輔導組及衛生保健

組。軍訓室設主任 1 名、教官 1 名、校安人員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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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務長室：學生事務會議(108.01.02、108.06.12)、處務會議(每 3-4 週 1 次)。 一、

軍訓室 二、

(一) 軍訓人員專業研討會議(每 2 週 1 次)。 
(二) 校園安全會議(108.04.10)。 
(三) 交通安全委員會議(108.04.10)。 
課外活動指導組 三、

(一) 校慶相關會議 
1. 120 週年校慶第 2 次工作小組會議(107.9.17)。 
2. 120 週年校慶第 4、5 次籌備委員會議(107.10.15、107.12.3)。 
3. 120 週年校慶精進會議(108.1.7)。 

(二) 畢業典禮相關會議 
1. 108 級畢業典禮第 1、2 次籌備會議(108.4.8、108.5.13)。 
2. 108 級畢業典禮精進會議(108.6.17)。 

(三) 開學典禮籌備會議：第 1 學期(107.8.24)、第 2 學期(108.1.17)。 
(四) 社團長暨系會長會議：第 1 學期(107.09.26、107.11.14、108.01.02)、第 2 學期

(108.03.13、108.05.01、108.06.12)。 
生活輔導組 四、

(一)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議 
1. 第 1 學期：第 1 次(107.09.12)、第 2 次(107.11.23)、第 3 次(108.01.22)。 
2. 第 2 學期：第 1 次(108.04.25)。 

(二) 導師座談會議：第 1 學期(107.09.26)、第 2 學期(108.04.17)。 
(三) 宿舍會議：第 1 學期(107.12.26)、第 2 學期(108.03.15、108.05.29)。 
(四) 班代會議：第 1 學期(107.09.12、107.10.17、107.11.14、107.12.12、108.01.02)、

第 2 學期(108.02.20、108.03.20、108.04.24、108.05.22、108.06.12)。 
(五)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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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1.29、

108.05.10)。 
衛生保健組：衛生委員會議-第 1 學期(107.10.31)、第 2 學期(108.05.29)。 五、

參、年度重要工作 

學務長室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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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函報本校遞補學務與輔導人力經費規劃及使用情形。 
(二) 召開 107 學年度學生事務會議，訂定學務活動行事曆，商議學生權益等議題。 
(三) 薦送 108 年度友善校園獎(優秀導師、輔導人員、學輔主管、學務人員)及新進優

秀學務人員名單。 
軍訓室 二、

(一) 校園安全暨防災教育 
1. 辦理 921 全校防災演練，分別於府城校區及榮譽校區進行。府城校區主要演

練教室內避難、疏散、緊急應變中心指揮、防護團編成、災害事件處理及實

驗室災害處置等項目(107.09.19、107.09.26)。 
2. 辦理｢有緣相惜 遠離暴力-愛情不要恐怖｣演講，邀請女警隊宣導，強化同學

對法律的認識，並提升婦幼安全保護觀念(108.3.13)。 
3. 辦理宿舍「歹徒入侵時學生該有的行動準據」相關說明，以｢遠離、通報、

適當防衛｣為原則，確保學生住宿安全(108.3.22)。 
4. 邀請中華民國紅十字會辦理「校園防災小尖兵研習」，以「美國國際開發總

署」之 YABC 防災應變課程，培訓本校 34 位同學(108.3.27)。 
5. 召開校安會議，宣導有關司法警察進入校園辦案準則：警察人員未經校方同

意，不得任意進入校園，故偵辦校園內之刑事案件而須主動進入校園前，應

先知會校方聯繫窗口(主任秘書或學務主任以上層級)，取得校方同意，並於

校方代表人員陪同下進行(108.4.10)。 
6. 辦理預防詐騙宣導，邀請臺南市警察局黃東偉警佐及黃翊禎警員演講，降低

同學因新興科技或媒體資訊而受騙情形(108.5.1)。 
7. 辦理「千手護家園—校園防災小尖兵工作坊」研習活動，透過活動引導及模

擬體驗方式培育校園防災小尖兵(108.5.22)。 
(二) 服務教育：規劃服務教育課程，辦理教室優質學習環境營造競賽，鼓勵同學關

懷周遭環境(107.12.27)。 
(三) 學生兵役：辦理學生兵役在學緩徵、役期折抵、軍訓相關課程抵免。 
(四) 賃居安全 

1. 訂頒「校外賃居學生輔導實施計畫」，落實校外賃居訪視工作，掌握學生校

外居住狀況，作為爾後賃居訪視、生活輔導及緊急聯絡依據。 
2. 辦理「賃居股長期初會議」，協助各班導師賃居訪視(107.10.03、108.02.22)。 
3. 辦理「校外賃居法律常識講座」，提供學生相關法律常識，保障賃居權益

(107.10.03、108.05.29)。 
4. 辦理「賃居生座談暨期末賃居股長會議」，各班賃居股長參加（107.12.26、

108.05.29）。 
5. 賃居服務工作重點 

(1) 推動賃居學生全面訪視及建物安全評核工作。 
(2) 加強宣導防範一氧化碳中毒。 
(3) 「雲端租屋平台系統」學生賃居資訊服務全面 e 化。 

(五) 全民國防教育暨國軍人才招募 
1. 辦理「全民國防暨 ROTC 國軍人才招募」宣導活動，邀請國軍人才招募中心、

海軍反潛航空大隊、國防部電訊發展室、陸軍 54 工兵群等單位到校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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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全民國防教育」走入校園、落實推展（107.09.14、107.12.15、107.12.16、
108.03.06、108.03.07）。 

2. 辦理「全民國防教育-海巡防署南部分署參訪活動」(107.11.14)。 
3. 辦理海軍左營基地「全民國防教育-陸戰儀隊操槍觀摩活動」，瞭解國軍新式

武器裝備及單位訓練概況(108.3.13)。 
4. 本校培訓「大學 ROTC 儲備軍官訓練團」，計有 3 位同學。 

(六) 防制藥物濫用宣導 
1. 每月第一週為「防制學生藥物濫用」宣導週。 
2. 每學期辦理 2 場「防制藥物濫用暨捐血活動」（107.09.25-9.26、107.12.20-12.21、

108.3.5-3.7、108.6.11-6.12）。 
3. 舉辦「防制藥物濫用宣導-防蚊液創作」體驗活動(107.12.5)。 
4. 「防制學生藥物濫用」宣導日，結合高教深耕計畫辦理「反毒宣導品製作-

精油手工皂 DIY 教學創意暨反毒宣教有獎徵答活動」(108.5.8)。 
(七) 交通安全 

1. 協請總務處執行 106 學年廢棄腳踏車招標作業，完成 314 輛清理(107.11.8)。 
2. 與臺南市警察局交通大隊於學生餐廳前廣場辦理「交通安全--大型車內輪差

及視覺死角事故預防」宣導活動(108.5.1)。 
3. 辦理高教深耕計畫「盟騎士學園-機車駕駛安全教育研習營」活動；國泰產險

室內「VR 虛擬實境-交通事故防禦感知體驗」；新竹安駕室外「機車騎乘實

境狀況訓練」(108.5.15)。 
(八) 活動支援(親善大使) 

1. 協助臺南市政府文化局「2018 文學臺南禮讚-第八屆臺南文學獎暨第四屆古

典詩主題徵詩頒獎典禮」(107.11.8)。 
2. 支援臺南市政府體育處「2019 臺南古都國際馬拉松邀請賽」路跑活動 

(108.3.3)。 
3. 支援臺南市政府「消防局防災博物館啓用揭牌儀式」(108.4.15)。 
4. 支援臺南市政府文化局「明延平王鄭成功開台 358 週年中樞祭典」活動

(108.4.29)。 
5. 支援本校「基金會捐款活動」司儀及接待工作(108.5.21)。 

課外活動指導組 三、

(一) 開學典禮：第 1 學期(107.9.10)、第 2 學期(108.02.18) 
(二) 校慶：120 週年校慶揭幕暨開鑼儀式(107.11.30)、系列活動(107.12.15-12.16)。 
(三) 阿勃勒節 

1. 2019 阿勃勒節活動：邀請南區高中職學校社團參加熱舞邀請賽(108.05.26)。 
2. 2019 阿勃勒節學生社團活動：每日下午阿勃勒廣場演出(108.05.27-5.31)。 

(四) 畢業典禮 
1. 「108 級畢業典禮」，規劃一系列溫馨隆重之儀式與活動，包含鳴鐘、校園巡

禮、祭孔、系所感恩茶會、畢業典禮等，歡送並祝福畢業生展翅高飛

(108.06.02)。 
2. 假澎湖縣馬公市中興國小舉辦「教育學系澎湖課程與教學碩士在職專班 108

級畢業典禮暨 108 學年度開學典禮」，多位師長及澎湖縣校友與會

(108.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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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學生社團服務營隊 
1.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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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社團小

太陽服務社、康輔社、海鷗社、愛心社及特教系等 5 個團隊參與。 
2.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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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社團小

太陽服務社、海鷗社等 2 個團隊參與。 
3. 108 年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社團帶動中小學社團發展計畫：學生社團康輔社、

愛心社、海鷗社、小太陽服務社等 4 個團隊參與。 
4. 107 學年度教育部師資培育精緻特色發展計畫：學生社團海鷗社、學務處師

培生等 2 個團隊參與。 
5. 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學生社團愛心社、幼教系服務隊等 2 個團隊參與。 

(六) 學生社團評選及比賽 
1. 國樂社參加「107 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大專團體 B 組絲竹室內樂合奏

優等獎(108.3.10)。 
2. 海鷗社、小太陽服務社參加教育部「108 年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評選」

(108.03.31)。 
3. 學生會參加教育部「108 年全國大專校院學生會成果觀摩」(108.03.31)。 
4. 辦理「107 學年度全校學生社團評選暨觀摩活動」(108.05.15)。 

(七) 輔導學生會辦理活動 
1. 107 學年度社團博覽會暨社團之夜(107.09.04)。 
2. 107 學年度學生自治幹部暨社團負責人研習營(107.09.06)。 
3. 120 週年校慶園遊會-5！造登峰(107.12.15-12.16) 
4. 冬至送暖-暖暖 der 冬至活動(107.12.21)。 
5. 107 學年度與校長有約座談會(107.12.26)。 
6. 「名人講座」，邀請知名講師為南大同學分享人生經驗(108.05.22)。 
7. 畢業季-告別青春市集活動(108.05.30) 

(八) 輔導畢聯會辦理活動 
1. 108 級學士、碩博士及假日夜間班級畢業團拍與學位服租借事宜。 
2. 「名人講座」，邀請知名講師為南大同學分享人生經驗(108.04.23)。 
3. 「下一站•匯集-畢業市集」(108.04.24)。 
4. 「下一站•初聲-畢業演唱會」，讓畢業生留下美好回憶(108.05.08)。 

(九) 輔導學生社團辦理幹部訓練、專題講座、校際交流、研習營、成果發表及展演

等活動。 
生活輔導組 四、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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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9.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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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並

擔任全班同學、教師與學校間之溝通橋樑。 
(三) 107 學年度辦理之各項獎助學措施 

1. 學雜費減免：第 1 學期 409 人、第 2 學期 377 人 
2. 弱勢助學金：239 人 
3. 就學貸款：第 1 學期 849 人、第 2 學期 820 人 
4. 獎助學金：第 1 學期 211 人、第 2 學期 137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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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生活(教育學習)助學金：生活助學金每學年 10 名、生活教育學習助學金每學

期 187 名(弱勢學生) 
6. 麗尊展演展翼揚名獎學金之「揚名」獎勵：團體 15 件及個人 26 件 
7. 教育部學產基金：5 人 
8. 急難慰助金：12 人 
9. 攜手點燈品學兼優助學計畫：64 人次 

(四) 學生請假規則 
1. 學生請假一律上網登錄，並應於課前申請或課後 72 小時內補申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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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生活輔導組報備，再補辦請假手續。 
3. 為避免學生因曠課導致扣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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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性別平等教育 

1. 邀請台南市政府警察局婦幼隊奚翠蘭警員專題演講「家庭暴力」等性平議題

(107.09.17、108.03.06)。 
2. 每學期定期召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議」1 至 2 次。 

(六) 境外生輔導 
1. 辦理境外生新生始業輔導(107.09.03)、文化體驗活動(107.09.07)。 
2. 辦理本校境外生春季聯誼活動，師生約 100 人參加(108.02.23)。 
3. 9 位同學參加僑委會辦理之南區僑生春季活動(108.03.30)。 
4. 辦理境外生生活學習座談會(108.05.01)。 
5. 致贈端午節粽子予境外生(108.06.05)。 
6. 辦理清寒僑生助學金申請及請領作業，共計 16 人。 
7. 協助境外生工作證申請，共計 108 人次。 

(七) 住宿服務 
1. 學生住宿申請及床位分配 

(1) 住宿申請作業說明會及宿舍危安示範會議(108.03.15)。 
(2) 住宿線上申請電腦亂數抽籤作業(108.03.27)。 
(3) 住宿中籤棄權及第一梯次遞補作業(108.04.04-04.26)。 

2. 宿舍自治幹部選舉 
(1) 108 學年宿舍齋長選舉作業：公告(108.04.11)、完成選舉(108.05.01)。 
(2) 公告當選人名單 (108.05.07)及辦理業務交接傳承。 

3. 宿舍環境 
(1) 女生宿舍採購交誼廳桌巾、座椅，並重新布置動線。 
(2) 辦理寰宇齋宿舍紀念誌及石碑、開幕茶會典禮暨揭牌、剪綵等事宜

(107.09.10)。 
(3) 校務評鑑懷遠齋參觀預檢路線規劃(107.11.08-11.09)。 
(4) 108 年學生宿舍清潔工作招標決標作業(107.11.27)。 
(5) 懷遠齋汰換寢室冷氣機設備、更換省電 LED 燈改善工程等(108.1.14-2.13) 
(6) 張貼宿舍求救 SOP 流程、警語帆布條、壓克力板等，強化住宿生應變處

理意識(108.0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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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淑慎樓拆除重建先期規劃相關會議(108.04.29、108.06.21)。 
衛生保健組 五、

(一) 健康服務 
1. 各類保險 

(1) 107 學年度學生團體平安保險由三商美邦人壽承辦，學生每學期繳交保

險費 139 元，學校補助 50 元，共 189 元。107 年 7 月至 108 年 6 月辦理

理賠共 246 件，約 54％為車禍意外事故。 
(2) 107 學年度僑外新生共 16 人加入健保並取得健保卡。 
(3) 辦理 19 位交換生及 25 位具學位境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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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學年度新生、轉復學生、境外生之健康檢查，共 1,313 人完成

體檢(107.9.1-9.4)。現場同步辦理安全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宣導及匿名

篩檢活動，共 502 人參加匿篩。 
(2) 辦理 107 年度教職員工健康檢查，140 位教職員工參加(107.11.23)。 
(3) 通知對健檢報告有疑問者可利用每天下午醫師駐診時間前來諮詢。 

3. 各系所活動，準備急救箱出借並義務提供旅平險資訊，提醒學生投保。 
4. 因應各種傳染病及政府衛生公告、食安問題，隨時於學校最新消息網頁發佈

相關疫情報導及衛教項目。 
5. 學生外傷換藥：第 1 學期 407 人次、第 2 學期 317 人次。 
6. 學生看診及內科休息觀察：第 1 學期看診 26 人次、休息觀察 21 人次；第 2

學期看診 36 人次、休息觀察 12 人次。 
7. 支援校慶運動會現場傷病處理及緊急救護，共 32 人扭拉擦挫傷

(107.12.15-12.16)。 
8. 為校園肺結核防治把關，辦理境外生胸部 X 光檢查、肺結核 7 分篩檢法評估

及 MMR 疫苗施打，共 8 人參檢(108.02.18)。 
9. 辦理 108 學年度新生體檢承辦醫院採購案(108.04.16、108.04.25)。 

(五) 健康教育 
1. 辦理愛滋病防治、校園菸害防制、病媒蚊相關傳染病防治衛教宣導，師生約

計 900 人參加(107.09.04)。 
2. 辦理新生急救教育訓練，共 90 位新生參與(107.09.26)。 
3. 辦理「飲食與健康講座暨手作體驗」，共 80 位師生參加(107.10.03)。 
4. 辦理基本救命術研習暨考照，26 位學生參訓並通過考照(107.10.20)。 
5. 辦理「由健檢談保健」健康講座，共 39 位學生參加(107.11.21)。 
6. 辦理「運動傷害防治及緊急處理」健康講座，共 127 位學生參加(107.12.12)。 
7. 配合軍訓室捐血活動，於現場懸掛布條及張貼海報進行「愛滋病防治及菸害

防制」相關宣導(107.12.20-12.21)。 
8. 寒營授旗現場進行傳染病防治及緊急傷病處理衛教宣導(108.01.02)。 
9. 辦理菸害防制及安全性教育健康諮詢暨篩檢活動(108.03.06-03.07)。 
10. 辦理「中醫保健 --肝之旅講座與蔬食實作」活動，共 74 位師生參加

(108.03.13)。 
11. 與諮輔系合作，辦理講座暨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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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愛滋與愛之溝通」，共 30 位學生參加(108.03.27)。 
(2) 「愛滋與性諮商」，共 12 位學生參加(108.04.18)。 
(3) 「愛滋與性侵害」，共 12 位學生參加(108.05.17)。 

12. 辦理「空污與菸害防制」宣導講座，共 125 位同學參加(108.04.10)。 
13. 辦理基本救命術研習暨考照，共 33 位師生報名參加(108.04.20)。 
14. 暑營授旗現場進行傳染病防治及緊急傷病處理衛教宣導(108.06.12)。 

(六) 健康環境 
1. 登革熱(病媒蚊傳染性疾病)防治 

(1) 本組與總務處事務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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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將儲水容器加蓋，並應每週刷洗儲水容器 1 次，避免孳生病媒蚊。 
(2) 接受衛生、環保單位不定時稽查，如有缺失，立即改善(107.09.12、

107.09.13、108.03.11、108.07.03、108.07.05)。 
(3) 隨時以網頁、e-mail、跑馬燈、海報及衛教單張等進行衛教宣導。 

2. 肺結核防治：107學年度新生及教職員工體檢共 1,46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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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107.09.17 完成開學前「流感防治整備工作」。 
4. 菸害防制宣導：藉由網頁、LED 跑馬燈、菸害防制大使人形立牌、宣導布條

及看板加強防制宣導，並檢查校門口及各大樓出入口禁菸標示，未張貼或已

褪色者，立即補貼或更新(107.09.21、107.09.25、108.04.19)。 
5. 餐飲衛生 

(1) 每週進行學生餐廳衛生管理檢查，針對缺失部分立即要求業者改善，並

向本校餐廳管理委員會提出檢查結果，由委員會討論處理方式，以維護

師生健康。 
(2) 教育部派員到校進行 107 年度餐飲衛生輔導訪視(107.12.21)，針對缺失

部分已改善並函覆教育部(108.03.25)。 

肆、年度創新工作 

學務長室：續行第 2 年(108 年度)高教深耕計畫(品格陶塑、幸福培力)，負責各策略一、

彙總、管考、經費控管及業務窗口。 
軍訓室：執行高教深耕計畫 二、

(一) 辦理「國際禮儀校際交流體驗研習」，藉由遊戲、體驗與實際模擬演練，增加同

學對國際禮儀的知識並培養興趣，提升合宜的行為舉止，幫助學生與國際接軌

(108.4.27)。 
(二) 辦理「交通安全萌騎士」研習(機車駕駛安全體驗活動)，透過 VR 虛擬實境教學

及實際操作機車操控、轉彎訓練、煞車控制及直線平衡等安全技能，建立學生

防衛安駕的正確觀念(108.5.15)。 
(三) 辦理「千手護家園—校園防災小尖兵工作坊」研習活動，透過活動引導及模擬

體驗方式，培育校園防災意識(108.5.22)。 
課外活動指導組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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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辦理「七股校區社團活動暨生態園區導覽」，透過實地踏察與導覽活動，加深學

生對於七股校區及周遭環境生態的認識。 
(二) 辦理「學生創意展能競賽實施計畫-綠意盎南」，提供學生創意展能競賽平臺，

培養學生「突破」與「創新」之能力。 
(三) 召募 10 名幼教系同學組成「柚子園服務隊」，前往南區喜樹國小附幼進行一系

列幼兒課後輔導，在服務過程中運用所學、回饋社會。 
(四) 辦理「120 週年校慶雙甲臨門-社團聯合音樂會」、「120 週年校慶校友合唱團演

唱會」，讓校慶活動多元化。 
(五) 辦理「新音 Together 創意校歌觀摩賽」，音樂學系以組曲串聯、四部合唱及舞臺

表演方式，榮獲第一名。 
生活輔導組 四、

(一) 增修學生宿舍輔導辦法 
1. 推動「學生早鳥寢室」方案：鼓勵學生遵守健康生活公約以保障床位，促

使學生建立良好生活作息，同時避免夜間擾鄰。 
2. 學生宿舍門禁取消：年滿 20 歲學生採登記制取消門禁管制，未滿 20 歲學

生應經家長、導師同意，始可取消門禁措施。 
(二) 辦理母親節感恩活動，提供卡片及免費郵遞寄送服務，傳達學生對母親的感謝，

並與福智基金會合辦「什麼樣的人最幸福」專題演講(108.5.8)。 
衛生保健組 五、

(一) 執行教育部 107 年度補助大專校院推動健康促進學校實施計畫，經費 25 萬元，

完成相關業務推廣；108 年度並獲教育部補助 15 萬元。 
(二) 推廣健康蔬食活動：第 1 學期 150 位教職員工生參加(107.10.02-10.25 週二及週

四中午)；第 2 學期 153 位教職員工生參加，本次推動自備環保餐盒，落實環保

愛地球理念(108.04.30-05.30 週二及週四中午)。 
(三) 辦理『健康蔬食展-「蔬」到用「食」方恨少』活動，共 97 位師生參加(107.11.21)。 
(四) 與軍訓室合作辦理 120 週年校慶「樂活七股校區文化采風健行活動」，共 75 位

學生參與(107.11.28)。 
(五) 與軍訓室合作辦理「反菸毒及登革熱防治」宣導活動，教導天然防蚊液

DIY(107.12.05)。 
(六) 校慶園遊會現場辦理健康促進議題推廣：「愛滋病防治暨安全性教育」健康諮詢

及闖關遊戲，約 300 人參加(107.12.15-12.16)。 

伍、年度榮譽事蹟 

學生社團國樂社代表本校參加「107 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榮獲大專團體 B 組一、

絲竹室內樂合奏優等獎(108.3.10)。 
本處榮獲本校 107 年度新聞績優行政單位。 二、

生活輔導組校安人員楊素蘭及組員楊雅婷，分別獲得 107 年度南區優秀學務人員、三、

新進學務人員殊榮。 
負責彙整校務評鑑項目四(自我改善與永續發展)通過評鑑(本校四大項目全數通四、

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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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 

壹、單位基本資料 

本處置總務長 1 名，下設 6 組，分別為文書組、事務組、出納組、保管組、營繕組、環

安組。目前員額專任組長 5 名、教師兼任組長 1 名、秘書 1 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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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名、駐衛警 1 名、

技工友 21 名及全職工讀生 3 名。 

貳、議事方面 

總務長室 一、

(一) 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會議：提案審查會議 2 次(107.10.15、108.04.08)、校務基金

管理委員會會議 2 次(107.10.22、108.04.15)。 
(二) 總務會議：第 1 學期 5 次(107.09.10、107.10.16、107.11.13、107.12.11、108.01.08)；

第 2 學期 3 次(108.02.18、108.03.18、108.04.22)。 
(三) 餐廳管理委員會會議，3 次(107.10.11、107.12.14、108.05.01)。 
(四) 其他：籌辦 107 年度校務基金大額捐款教室共 4 間命名揭牌儀式。 
文書組：行政會議 8次(107.09.12、107.10.17、107.12.12、108.01.09、108.02.20、108.03.20、二、

108.04.24、108.06.19)。 
營繕組 三、

(一) 七股校區及府城校區發展計畫修正事宜相關會議 
1. 依教育部 107 年 1 月 26 日研商「國立臺南大學七股校區」後續辦理事宜會

議結論：「在減量開發的前提下，提供學校研究團隊及部分師生進駐發展在

地生態研究、觀光產業及跨域結合的產學合作等項目，並以開發東校區為主

要原則，視實際需求分階段發展利用」及「七股校區規劃應與府城校區發展

有所區隔。為加速七股校區推動，爰本計畫以七股校區為規劃原則修正，並

報部核轉行政院審議」辦理。 
2. 107 年 3 月 7 日校務會議決議，原提修正計畫－「校區設置計畫書（七股校

區及府城校區）」朝分案研擬為「七股校區開發利用修正計畫」及「府城校

區校舍改建計畫」兩案進行，並於同年 5 月 18 日函送「七股校區開發利用

修正計畫書」至教育部審議。 
3. 教育部 107 年 7 月 18 日函覆審查意見，經校內研商及彙整資料，復於 107

年 10 月 17 日函送修正後七股校區開發利用計畫至部；教育部於 108 年 1 月

26 日核轉行政院，國發會 108 年 3 月 28 日召開研商會議。 
4. 教育部 108 年 5 月 23 日召開「七股校區開發利用修正計畫後續事宜」研商

會議，結論朝七股校區撥還臺南市政府，並請本校協助促成七股地區發展。 
5. 與臺南市政府間聯繫工作：七股校區會勘會議(108.06.28)。 

(二) 府城校區淑慎樓拆除重建工程可行性評估：108 年 2 月 25 日校務發展委員會第

2 次會議通過重建方案，並於 4 月 15 日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108 年度第 1 次會

議審議通過，及 5 月 15 日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決議通過。後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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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開 3 次工作會議(108.04.29、108.05.27、108.06.21)確認工程規模與先期規劃

內容，於 108 年 8 月報部審議。 
(三) 府城校區教學研究大樓暨綜合活動大樓新建工程可行性評估： 

1. 新建工程構想案經 107 年 3 月 1 日校務發展委員會討論通過，並經 3 月 7
日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決議通過。 

2. 依教育部 108 年 5 月 3 日臺教高(三)字第 1080056945 號函示，辦理計畫構

想之「可行性評估計畫書」之撰擬：經歷次會議（108.05.15 及 108.05.24
計 2 次研商會議，及 108.06.18、108.06.25、108.07.02、108.07.09、108.07.16
及 108.07.22 計 6 次籌建工作小組會議）審定評估計畫書內容，於 108 年 8
月報部審議。 

(四) 校園工程進度管控會議：107 學年度共召開 12 次會議(107.08.21、107.09.21、
107.10.30、107.11.26、107.12.25、108.01.29、108.02.25、108.03.25、108.04.30、
108.05.31、108.06.25、108.07.25)。 

保管組 四、

(一) 召開學生餐廳標租會議 3 次。 
(二) 召開學生餐廳設置咖啡吧標租會議 3 次。 
(三) 召開寰宇齋 1 樓(3 間)店面標租會議 8 次。 
(四) 召開寰宇齋 1 樓(102 室/1 間)店面標租會議 2 次。 
環安組 五、

(一) 召開環境安全衛生委員會會議 4 次(107.09.18、107.12.25、108.03.17、108.06.17)。 
(二) 召開節約能源委員會會議 2 次(107.09.06、108.03.18)。 
(三) 召開實驗動物照護及管理小組會議(107.12.18)。 
(四) 召開生物安全衛生委員會議(107.12.18)。 
(五) 召開承攬商協議組織會議(108.04.01)。 

參、年度重要工作 

總務長室 一、

(一) 配合各單位，彙整本處相關資料。 
(二) 邀集主計室及人事室，辦理出納事務查核工作。 
(三) 辦理餐廳管理委員會會議召集及相關行政工作。 
事務組 二、

(一) 校內樹木每年修剪 2 次以上，確保人車安全及校園整潔。 
(二) 定期進行全校環境消毒及登革熱防治，並不定期對季節性植物進行病蟲害防治；

逐步完成校區水溝明溝加蓋及鑄鐵蓋加網，維持乾淨衛生之校園環境。 
(三) 教職員工汽車停車收費挹注校務基金超過 130 萬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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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單位努力配合下達成目標。 
(五) 持續推動校園開放政策，督促警衛嚴守服勤規定，提供師生及來賓優質服務。 
(六) 107 學年度採購、招標案件數 

1. 10 萬元以上招標案 84 件，總金額 6,073 萬 1,077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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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共同供應契約總計 194 件，總金額 2,299 萬 354 元。 
3. 科研採購案件 34 件，總金額 1,013 萬 9,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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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動

工作派遣 684 次、車輛派遣 1,112 次、會議室借用 3,135 次，支援音樂廳辦理校

內外活動 110 場次。 
(八) 場地外借收入達 144 萬 9,920 元，包含音樂廳租借收入 108 萬 8,100 元及會議室

租借收入 36 萬 1,820 元。 
保管組 三、

(一) 辦理寰宇齋 1 樓店面(101 室/102 室/103 室三間)標租案，經 6 次公告後評選出廠

商，並辦理簽約、公證等事宜。 
(二) 辦理學生餐廳、設置咖啡吧委外經營標租案，經 2 次公告後評選出廠商，並辦

理簽約、公證等事宜。 
(三) 辦理學生餐廳廚房所需設備查估、訪價及新購、點收、驗收等事宜。 
(四) 辦理榮譽校區涉及鐵路地下化工程施作需拆除建物之查估、現勘及協調施作動

線等事宜。 
(五) 辦理圖書文具部評選標租及後續簽約、公證等事宜。 
(六) 辦理校園設置投幣式自動販賣機評選標租及後續簽約、公證等事宜。 
(七) 辦理 108 年度(2 月份起)建築物火險及重要設備竊盜險。 
(八) 配合辦理鐵道局撥用榮譽校區局部土地及隔鄰土地鑑界事宜。 
(九) 辦理學生餐廳咖啡吧續約事宜，原租期一年，依問卷滿意度達 50%以上續約一

次 2 年。 
(十) 對委外經營之餐飲業者宣導「一次塑膠吸管限制對象及實施方式」政策。 
(十一) 配合台南市政府文資處查訪紅樓使用情形，依其提醒建立「每日保養工作紀

錄表、每月每半年保養工作紀錄表」，強化維護管理，使建物能達到安全、適

時排除狀況之文資保存目的。 
(十二) 辦理寰宇齋 102 店面標租事宜：成立評選委員會、召集會議、公告、評選、

簽約、公證等。 
(十三) 辦理 107 年度「財產暨非消耗品盤點作業」之複盤及盤點報告。 
(十四) 辦理財管系統 108 年度租賃及維護案之招標及簽訂合約事宜。 
(十五) 辦理 108 年度「財產暨非消耗品盤點作業」，第 1 階段初盤請保管人先行查對

經管之財物現況，並列印「盤點結果表」，連同「財產(物)盤點紀錄表」送回

本組。第 2 階段複盤由本組會同監盤人員實地複盤財物管理情形。 
(十六) 配合主計室辦理 109 年度設備費編列財物分類號。 
(十七) 辦理「108 年度中央機關國有財產管理情形自我檢核」作業。 
(十八) 辦理生態系財物遺失報損案，由保管人賠償，報請教育部轉報審計部教育農

林審計處核備後減損。 
(十九) 辦理 107 學年度報廢財物標售 1 次及木工室設備廢品回收，收入共 844,000

元；廢品清移對空間利用亦大有助益，提升教研及行政效率。 
(二十) 辦理校務基金國有財產登帳管理(含圖書、權利)計增加 6,585 件、減少 4,743

件，增加金額 147,217,992 元，減少金額 46,799,964 元，結存共 399,207 件，

計 1,087,161,826 元。 
(二十一) 持續辦理報廢財產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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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校學生：整理已報廢電腦設備，提供予需要查詢資料或繕打報告之學生使

用至畢業。107 學年度計借出 10 件，含主機、筆電及螢幕，嘉惠學生並落實

資源回收再利用政策。 
2. 校內公務：將已報廢可再利用財產(含非消耗品)或其附屬設備，提供校內同

仁使用，107 學年度計 98 件，包含電腦、螢幕、辦公家具等。 
(二十二) 107 學年度非消耗品計增加 1,715 件、減少 1,011 件，增加金額 5,583,093

元，減少金額 3,429,771 元。 
(二十三) 辦理 107 學年度場地設擺攤租借用收入 51 筆，金額 1,291,184 元。 
出納組 四、

(一) 製作日間大學部及研究所繳費單並辦理收帳作業 
1. 第一學期：大學部學雜費 4,198 件、學分費 483 件；研究所學雜費 1,366 件、

學分費 672 件。 
2. 第二學期：大學部學雜費 3,928 件、學分費 579 件；研究所學雜費 1,130 件、

學分費 652 件。 
(二) 辦理款項撥款入帳作業 

1. 校務基金各類款項，共 13,239 筆、金額 1,043,781,505 元。 
2. 專案計畫各類款項，共 21,532 筆、金額 317,860,288 元。 
3. 零用金人事費，共 11,950 筆、金額 28,278,511 元。 
4. 零用金財物費，共 12,975 筆、金額 41,343,676 元。 

(三) 開立收據共 2,562 張、金額 1,179,127,205 元。 
(四) 辦理大學部及研究所各項學雜費、學分費等退費之撥款入帳。 
(五) 製作教職員工薪資、年終獎金、考績獎金及不休假加班費之清冊及撥款作業。 
(六) 製作導師費、專兼任教師超支鐘點費之清冊及撥款入帳作業。 
(七) 依據教育部來文規定，於 108 年 1 月底前上網提供 107 年度本國籍學生及具統

一證號外籍學生之教育學費資料共 15,705 筆（即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及 107 學

年度第 1 學期）。 
(八) 本校 107 年度所得稅憑單於 108 年 1 月 17 日申報完成，共 6,256 人次。境內個

人憑單免寄發，電子檔所得資料於 108 年 2 月 11 日前以電子郵件寄發所得人。 
(九) 匯款通知檔案改為 PDF 格式，方便受款人於手機上立即接收入帳訊息。 
(十) 進行單位網頁改版作業。 
文書組 五、

(一) 107 年公文歸檔 21,540 件、校內機密案件屆期解密檢討 3 件。 
(二) 辦理民國 44 年至 48 年間檔案清查，計 130 案 132 卷 3,675 件。 
(三) 辦理 108 年度線上簽核系統改版建置採購案，加速公文辦理時效性及方便性。 
(四) 辦理各單位聘書、研習證書、獎狀、成績證明及人事室獎懲令等用印。 
營繕組 六、

(一) 重要採購案件辦理情形 
1. 榮譽校區 D 棟校舍耐震補強工程：高齊營造有限公司，107.06.25 開工，

107.11.12 竣工。 
2. 榮譽校區校舍整修工程：柏億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107.06.28 開工，

107.10.28 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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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靜敬齋熱水系統改善工程：樺泰空調工程有限公司，107.07.10 開工，107.09.05
竣工。 

4. 府城校區臨時組合屋建置工程：偉勝鑫有限公司，107.07.17 開工，107.08.15
竣工。 

5. 府城校區諮商輔導空間整修工程統包：都邦國際室內裝修有限公司，

107.07.25 開工，107.08.31 竣工。 
6. 校區既有交換機光纖分離櫃重置暨系統升級及擴充採購案(含五年交換機系

統半責式維護保養)：歐科商業電訊股份有限公司，107.08.09 開工，107.09.17
竣工。 

7. 府城校區圖書館樓梯地板整修工程：福駿室內裝修工程行，107.08.30 開工，

107.09.06 竣工。 
8. 中正館(學生活動中心)增建工程-建築工程：誠崗營造有限公司，107.10.01

開工，108.05.07 竣工。 
9. 全校能源管理系統榮譽校區擴充改善案：盛益能源科技服務有限公司，

107.09.05 開工，107.10.19 竣工。 
10. 榮譽校區舊警衛亭拆除工程：威雄營造有限公司，107.12.31 竣工。 
11. 校區照明燈具汰換暨照明調整案：福原津企業有限公司，107.12.12 開工，

108.04.25 竣工。 
12. 懷遠齋宿舍冷氣機安裝及額外項採購：富麗電器行，108.01.14 開工，108.02.15

竣工。 
13. 中正館(學生活動中心)增建工程 -水電工程：業登水電工程有限公司，

108.03.25 開工，108.06.18 竣工。 
14. 府城校區淑慎樓拆除重建工程先期規劃構想書委託技術服務：東築建築師事

務所，108.05.02 開工，預計 108.10.31 結案。 
15. 108 年度老舊校(眷)舍整修改善工程：木村土木包工業，108.05.20 開工，預

計 108.8.27 竣工。 
16. 香雨書院電力設施(戶外電纜)損壞緊急搶修：恒揚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108.07.15 開工，108.07.19 竣工。 
(二) 消防自衛編組訓練 

1. 本校 107 年度第 2 次消防自衛編組演練(107.09.04)。 
2. 本校 108 年度第 1 次消防自衛編組演練暨民防訓練(108.06.24)。 

環安組 七、

(一) 規章制訂及修改 
1. 修正「校園環境安全衛生政策」、「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規章」、「職業安全衛生

工作守則」、「危害通識計畫」、「承攬商環安衛管理要點」、「實驗室環境及設

備異動(新增)建議表」、「母性健康保護計畫」、「人因性危害預防計畫」、「執

行職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計畫」、「異常工作負荷促發疾病預防計畫」、「實驗

室意外事故及災害緊急應變計畫」、「毒性化學物質與有害廢棄物管理要點」、

「實驗室廢棄物清除處理要點」。 
2. 增訂「安全衛生自動檢查計畫」、「職業安全衛生作業標準」、「採購安全衛生

管理辦法」、「安全衛生變更管理辦法」、「個人防護器具管理辦法」、「侷限空

間作業安全衛生工作要點」、「安全衛生教育訓練計畫」、「健康檢查實施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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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環境監測計畫」、「職業安全衛生作業標準」、「安全衛生危害鑑別暨風

險評估管理辦法」、「職業災害、虛驚事故、影響身心事件事故調查及處理辦

法」。 
(二) 辦理實驗場所相關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1. 新生實驗場所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2. 學生實驗場所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 
3. 新進職員之一般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4. 甲種職業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在職教育訓練。 
5. 有機溶劑作業主管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 
6. 急救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7. 輻射操作人員合格證書。 
8. 參加 107 年度臺南市毒性化學物質災害防救研討會。 
9. 參加 108 年度校園入侵種(荔枝椿象及秋行軍蟲)與植物病蟲害及小黑蚊防治

研習會。 
(三) 辦理環境教育相關(資源回收)教育訓練。 
(四) 實驗室安全衛生改善 

1. 辦理實驗場所危害因子作業環境監測事宜(共 26 間)。 
2. 辦理藝術學院視設系機械設備定檢、電窯及局部排氣修繕事宜。 
3. ZA201 實驗室新增動力量測平台提供注意事項。 
4. 協助辦理 C508 實驗室新進儀器現場安全評估及申請配電事宜。 
5. 辦理視設系緊急沖淋設備、緊急照明燈定檢、儲存槽汰換作業。 
6. 辦理視設系新進設備安全衛生評估及宣導事宜。 
7. 協助辦理 C511 實驗室抽氣設備安裝及改善建議事項。 
8. 協助辦理環生學院所屬實驗室格致樓頂樓廢氣處理設備活性碳濾材事宜。 
9. 辦理府城校區廢液儲存室末端過濾裝置活性碳更換。 
10. 辦理府城校區廢液儲存室火警警報器更新及裝設電話疑報機。 
11. ZE301-1 實驗室汰換新舊設備，辦理現場安全評估。 
12. C103 實驗室外走廊新增設備及申請配電事宜。 
13. E306 實驗室前動物生長箱變更至 C201 研究室旁。 
14. 大同國小創客教室新增設備，辦理現場安全評估及提供安全衛生注意事項。 
15. C112 生物實驗室新增生物性安全櫃，辦理現場安全評估及提供注意事項。 
16. H109 綜合工藝教室新增立式鑽床、立式帶鋸機、角度切斷機，提供注意事

項。 
17. 體驗攀樹活動，提供安全衛生告知單。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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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查新增及廢棄第四類毒化物之處置方式，落實毒化物減量管理。 
2. 「毒性化學物質運作紀錄表」申報備查。 
3. 辦理教育部化學品管理系統操作輔導教育訓練。 
4. 向臺南市環保局申請展延、變更、廢棄毒性化學物質核可文件等相關事宜。 
5. 參加「107 年度南部毒性化學物質災害聯合防救小組組訓」。 
6. 參加南區全國性毒性化學物質區域聯防組織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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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臺南市環保局毒化物無預警傳真測試及到校實地稽查。 
8. 各校區警衛室備有「毒性化學物質運作場所內部配置圖」。 
9. 更新毒性化學物質運作場所中英文標示。 
10. 調查 107年度實驗室各類化學品，向勞動部報備優先化學品儲存、使用情形。 

(六) 安全衛生自動檢查制度推動：辦理實驗室安全衛生查核。 
(七) 危險性機械設備檢查及申報 

1. 進行危險性機械設備調查、上網申報並依法令規定定期檢查設備。 
2. 收集、彙整危險性機械設備數量。 

(八) 其他工作項目 
1. 協助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彙整填報「107 年環保支出統計表」。 
2. 辦理大同研發中心實驗室電表紀錄，配合辦理電費款項核銷。 
3. 107 年度土壤暨地下水污染整治費網路申報事宜。 
4. 全校發電機年度定檢紀錄彙整備查。 
5. 彙整校內輻射操作人員輻射劑量監測資料備查。 
6. 榮譽校區空氣品質巡查及改善建議。 
7. 公告宣導空氣污染紅色警戒及相關自我保護等措施。 
8. 協助辦理綠色採購不統計金額申請期限、未達比例通知等事宜。 
9. 配合環保局不定時來校進行第一批公告場所室內空氣品質稽查事宜。 
10. 節電大聯盟成果報告相關資料彙整。 
11. 辦理 108 年飲用水質檢測共 72 台。 
12. 辦理 108 年政府機關與學校節約能源行動計畫申報作業。 
13. 辦理教育部大專校院用水安全管理線上申報作業。 
14. 辦理教育部學校環境安全衛生管理系統能資源、機械設備、室內空氣品質、

作業環境監測計畫書等線上申報作業。 
15. 辦理府城校區及榮譽校區廢液儲存室及相關實驗室 VOC 氣體偵測耗材更

換。 
16. 檢送「107 年度動物科學應用機構實驗動物照護及使用小組監督報告」至行

政院農委會備查。 
17. 辦理基因重組實驗申請(生物實驗安全委員會)。 
18. 辦理動物實驗申請(實驗動物照護及管理小組會議)，並進行動物實驗申請案

計畫核定後之監督查核(PAM)，會同獸醫師進行動物實驗飼養環境巡察，及

進行 107 年度動物實驗申請人實際應用動物調查。 
19. 向臺南市環保局申報每月資源回收、廢食用油、事業廢棄物產出、暫存情形；

配合臺南市環保局進行 107 年度「廢食用油回收流向情形訪查」。 
20. 配合臺南市環保局填報回收物流向調查，以電子郵件傳送 108 年 1 月份資源

回收變賣憑證及資源回收數據申報憑證檢核表至該局備查。 
21. 配合衛保組進行 107 年度大專院校餐飲衛生輔導訪視。 
22. 配合教育部「秋行軍蟲防治作業」進行校園巡查，並委請相關單位協助。 
23. 向勞動部報備勞工人數及職業災害統計。 
24. 收集使用特定化學物質調查表。 
25. 配合教育部填報老舊氣體鋼瓶調查表。 
26. 承攬商施工期間巡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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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邀請職業專科醫師每二個月蒞校一次，加強健康促進、健康管理及預防重複

性作業之危害。 
28. 配合 107 年國家防災日全校性避難演練(實驗場所避難及緊急事故處理)。 

肆、年度創新工作 

總務長室：辦理本處及各組網頁改版，使網頁資訊更清晰簡潔、操作介面更便利，一、

改版後本處出納組及環安組獲得 107 年度行政單位網頁評鑑成績優良。 
營繕組 二、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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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備標租案評估，105 年 5 月與大同股份有限公司簽訂契約，106 年 3 月 17 日

與台電完成併聯送電，總裝置容量為 314.08Kwp；至 108 年 6 月 30 日已累計發

電約 103 萬度，累計 828 仟元回饋租金及屋頂層降溫之節電效益。 

   
(二) 配合「政府機關及學校節約能源行動計畫」(106 年 12 月修訂版)，108 年 4 月優

先汰換 T8 及 T5 燈具為 LED 燈具，計 4,538 盞。 
(三) 熱泵節能補助計畫效益：總經費 3,824,653 元，獲內政部建築研究所單位補助

1,912,326 元，於 107 年 9 月完成建置，預期每年約可節省瓦斯費 22 萬元。 
環安組 三、

(一) 為維護師生健康，於啟明苑及圖書館架設室內空氣品質偵測儀，監控空氣中有

害懸浮，確保其合乎法令規範。 
(二) 配合節電大聯盟到校進行空調系統節電輔導訪視作業，向環保局爭取空調改善

經費補助。 

伍、年度榮譽事蹟 

負責彙整校務評鑑項目二(校務資源與支持系統)通過評鑑(本校四大項目全數通一、

過)。 
節電成效方面，依需求調整供電方式、供電時段、老舊空調汰換及燈具汰換為節能二、

燈具等，連續 5 年(103-107 年)負成長，107 年度總節電量約 34 萬 1,022 度、節電率

5.78%(與 106 年度相較)，約撙節電費 341 千元。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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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通過校園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制度驗證，獲得認可效期 3 年。 四、

出納組、環安組獲得 107 年度行政單位網頁評鑑優良。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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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展處 

壹、單位基本資料 

本處置研發長、校聘秘書 1 名(秘書室支援，兼任國際事務處秘書)；下設學術發展組、

計畫服務組及創新育成中心，組置組長(由教師兼任)及校聘組員各 1 名、中心置主任(由
教師兼任)及校聘組員各 1 名；另有全職工讀生 1 名(與國際事務處共同聘用)。 

貳、議事方面 

研究發展處：107 學年度研究發展會議，共 2 次(107.12.12、108.06.10)。 一、

學術發展組 二、

(一) 107 年度補助學術研究計畫複審會議(107.10.22)。 
(二) 教師及研究人員學術倫理研習(107.10.24)。 
(三) 107 年度南大學報指導委員會議(107.11.26)。 
(四) 108年度四類學報及光碟片採購乙案評審小組會議，共 2次(108.1.14、108.2.13)。 
(五) 108 年度加強學術研究提昇教學品質獎勵初審、複審會議(108.5.6、5.27)。 
(六) 學術倫理案件專業調查小組會議(108.6.5)。 
(七) 107 年校務評鑑相關會議 

1. 第 1 次預演(107.11.1)、第 2 次預演(107.11.7)。 
2. 校務評鑑晤談人員、問卷人員、工作人員說明會(107.11.5)。 
3. 待釐清問題討論會議(107.11.6)。 
4. 校務評鑑實地訪評(107.11.8-11.9)。 
5. 實地訪評待釐清問題討論會議(107.11.8)。 
6. 實地訪評報告初稿申復討論會議(108.3.5)。 

(八) 本校申請「科技部 108 年度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案」審查委員會(108.5.15)。 
計畫服務組 三、

(一) 本校研究發展中心設置評議委員會，共 5 場(107.11.15 召開 2 場、107.11.23、
107.12.20、108.5.20)。 

(二) 本校 108 年度申請科技部大專學生研究計畫說明會(107.11.28)。 
(三) 本校執行科技部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案研商會議，2 場(108.1.16、108.2.25)。 
(四) 本校研究發展中心設置暨管理要點修正研商會議(108.1.16)。 
(五) 本校補助計畫配合款審議委員會：108 年度第 1 梯次(108.4.15)。 
創新育成中心 四、

(一) 108 年度創新創業創意競賽討論會議(108.6.13)。 
(二) 108 年度關懷計畫交流討論會議(108.6.18)。 
(三) 108 年度培育廠商交流討論會議(108.6.19)。 

參、年度重要工作 

學術發展組 一、

(一) 南大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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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辦理 107 年度四類學報暨光碟片招標驗收結案事宜。 
2. 辦理 108 年度四類學報暨光碟片招標事宜。 
3. 出版教育研究學報 52 卷 2 期、53 卷 1 期；人文研究學報 52 卷 2 期、53 卷

1 期；理工研究國際期刊 8 卷 2 期、9 卷 1 期；藝術研究學報 11 卷 2 期。 
4. 辦理政府出版品展售門市及電子期刊授權單位 107 年銷售結帳請款事宜。 
5. 本組網頁更新：107 年 10 月、108 年 4 月出版之四類學報篇名及作者。 

(二) 計畫相關 
1. 為提供本校教師人體研究計畫審查管道，與成大醫院人體試驗委員會簽署

委託審查人體研究計畫協議書，效期至 111.12.31。 
2. 協助本校教師向國立成功大學人類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申請計畫審查。 
3. 本校已加入南區研究倫理聯盟種籽基金方案，即日起至 108.12.31 止。無任

何經費支持的研究計畫不限件數皆不收取審查費；本校教師及所屬研究人

員參與教育訓練課程、諮詢研究倫理相關議題等，無須額外付費。 
4. 與中正大學人類研究倫理審查委員會就委託研究倫理審查事宜辦理續約，

效期至 108.12.31。 
5. 辦理科技部補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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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辦理科技部補助專家學者出席國際會議相關事宜，計 7 件。 
7. 辦理科技部邀請國際科技人士短期訪問相關事宜，計 1 件。 
8. 辦理 108 年度客家委員會客家知識體系發展補助計畫相關事宜。 
9. 科技部 108 年度(第 57 屆)補助科學與技術人員國外短期研究，本校獲核定

通過 2 名。 
10. 辦理科技部 109 年度(第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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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頁改版相關事宜。 
2. 107 年度各系所獲學術競賽獎項、Fellow 會士、院士等榮譽獎項、期刊論文

發表、研討會論文發表、專書、展演等調查。 
3. 各類期刊徵稿及研討會訊息公告。 
4. 辦理 108 年度加強學術研究提昇教學品質獎勵案申請，共 261 件。 
5. 辦理 107 年補助學術研究計畫案申請，共 13 件。 
6. 統籌及協助各單位辦理「教育部大學校院校務資料庫」107 年 10 月及 108

年 3 月份表單填報。 
7. 本校 109 年度歲出概算經常性作業用單價 500 萬元以上儀器回報教育部。 
8. 修訂相關法規 

(1) 修正「教師及研究人員學術研究倫理課程實施要點」(108.3.20、4.24 行

政會議)。 
(2) 修正「加強學術研究提昇教學品質獎勵要點」(108.4.15 校務基金管理委

員會議)。 
(3) 修正「本校執行科技部研究獎勵作業要點」(108.4.24 行政會議)。 
(4) 修正「教師及研究人員學術研究倫理規範」(108.5.15 校務會議)。 
(5) 修正「補助學術研究計畫實施要點」(108.6.19 行政會議)。 

9. 辦理中華民國斐陶斐榮譽學會 108 年榮譽會員推薦，共 14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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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函報高教評鑑中心 107 年度下半年第二週期大學校院校務評鑑「實地訪評

報告初稿申復申請表」。 
11. 辦理本校學院特色發展計畫審查相關事宜。 
12. 維護本校校務資訊公開內容資料。 
13. 協助各單位相關研究資料提供。 

計畫服務組 二、

(一) 科技部計畫 
1. 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變更及經費流用、經費追加及成果報告修正等事宜。 
2. 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經費結報相關事宜(含產學計畫)，共 61 件。 
3. 本校執行科技部專題及產學合作計畫請款事宜(含多年期第 1 期款、單年期

第 2 期款、108 年度新核定計畫簽約請款等)，共 146 件。 
4. 辦理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更換執行機構相關事宜，共 7 件 

(1) 轉出 5 件：綠能系劉奕宏老師轉任國立中央大學轉出 1 件(107.8)、數位

系施如齡老師轉任國立中央大學轉出 2 件(108.8)、應數系吳昌鴻老師及

電機系陳建志老師轉任國立交通大學各轉出 1 件(108.8)。 
(2) 轉入 2 件：吳純萍老師新任本校教育系轉入 1 件(107.8)、劉俊榮老師新

任本校特教系轉入 1 件(108.8)。 
5. 辦理科技部核定本校執行「107 年度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案」 

(1) 開立年度獲獎證明，並按月核撥獎勵金予獲獎人，共 27 人。 
(2) 於 108 年 1 月份辦理第 2 期款請撥事宜。 
(3) 彙收獲獎人繳交「個別績效表現」(108.5.20)。 
(4) 本校執行績效報告總說明及線上繳交執行績效報告(108.5.30)。 
(5) 獲獎人簽具印領清冊(108.6.26)，俟人事室完成 7 月份公健繳費並提供資

料後，依規定於 9 月底前完成經費結報。 
(6) 本案自 108 年度徵求函收文起，業務移交學術發展組辦理。 

6. 辦理「科技部補助大專校院延攬特殊優秀人才措施方案」：於 108 年 2 月 20
日函報本校執行 107 年度補助措施之執行績效報告及經費結報；科技部 108
年 3 月 5 日科部綜字第 1080012108 號函覆同意經費結報，全案結束，依科

技部規定併入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案辦理。 
7. 辦理「科技部大專學生研究計畫」事宜 

(1) 108 年度申請事宜，共提出 74 件。 
(2) 107 年度計畫結案事宜(含經費及成果報告結案)，共 35 案。 
(3) 開立 107 年度大專學生研究計畫執行證明書。 
(4) 「107 年度大專學生研究計畫研究創作獎」獲獎事宜，共 2 件：諮輔系

陳靖慈同學及指導老師吳麗雲、特教系張庭穎同學及指導老師曾怡惇。 
(5) 108 年度計畫核定相關事宜，含請撥款項、經費授權、繕製紅榜單及通

知本年度執行說明等，共 31 件。 
(6) 配合指導老師施如齡轉任國立中央大學，辦理 108 年度計畫轉出 1 件。 

8. 辦理申請科技部 108 年度專題研究計畫事宜 
(1) 第 1 梯次哥倫布計畫 1 件、第 2 梯次哥倫布計畫 1 件。 
(2) 專題研究計畫 108 件(含一般研究計畫 104 件、新進人員研究計畫 4 件)。 
(3) 優秀年輕學者研究計畫 7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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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人文學及社會科學學術性專書寫作 1 件。 
(5) 鼓勵女性從事科學及技術研究專案計畫 2 件。 
(6) 第 1 期產學合作研究計畫 3 件。 
(7) 綠能科技聯合研發計畫 1 件。 
(8) 第 1 期創新營運模式產學合作專案計畫 1 件。 
(9) 領袖學者助攻方案-沙克爾頓計畫 1 件。 
(10) 開發型產學合作研究計畫(2/3)1 件。 
(11) 第 2 期應用型產學合作研究計畫 1 件。 
(12) 第 2 梯次綠能科技聯合研發計畫 1 件。 

9. 辦理科技部補助延攬「博士後研究」參與專題研究計畫案相關事宜 
(1) 蔡昆宏老師延攬李俊廷先生：106年執行期滿之經費結報事宜(107.8.10、

107.11.26)，及 107 年核定後之請撥款事宜(107.8.10、108.1.10)。 
(2) 施如齡老師延攬黃淑賢女士：執行期滿之經費結報事宜(107.8.31、

107.11.27)。 
(3) 施如齡老師延攬許于仁女士：核定後之請撥款事宜(107.9.5、108.1.10)。 
(4) 李健興老師延攬鄭諾威先生：執行期滿之經費結報事宜(107.10.18)。 

10. 辦理陳坤宏老師申請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108 年度補助學術研究

群暨經典研讀班」計畫及後續核定事宜。 
11. 辦理 108 年度科技部查核相關事宜 

(1) 科技部函知「107 年度公立學校及研究機構執行補助經費原始憑證就地

查核計畫之查核結果」，本校核有應辦事項 5 件，業依規定完成申覆說

明及繳回剔除款項，並經科部綜字第 1070059013 號函覆同意備查

(107.8.27)。 
(2) 科技部函查計畫主持人專題研究計畫未依規定繳交成果報告 1 件(應數

系)，已將查核結果函報。 
(3) 科技部函知 108 年 3 月 20 日蒞校抽查本校執行補助 105 至 106 年度計

畫財務收支情形，本年度抽查 3 件。 
(二) 辦理校級研究發展中心相關事宜 

1. 召開設置評議委員會審議成立校級研發中心 
(1) 107.11.15 審議：同意設置「流域生態環境保育研究中心」；「永續能源發

展中心」為修正後再審(同日召開 2 場會議)。 
(2) 107.11.23 審議：同意設置「人工智慧教育暨發展中心」。 
(3) 107.12.20 審議：同意設置「太陽能源人才培育中心」。 
(4) 108.5.20 審議：同意設置「本土語文課程與教學推廣中心」。 
(5) 籌開 108.8.15 會議：將審議設置「應用電力電子設計與訓練中心」。 

2. 其他相關事項 
(1) 依據本校 107-2 學期第 3 次主管會報決議，本處配合審議進駐榮譽校區

忠孝堂之研究發展中心，其計畫內容須符合「無」化學實驗/廢液產出/
用水需求等規定(108.4.29)。 

(2) 108.6.18 接獲白富升老師申請成立「應用電力電子設計與訓練中心」文

件，及辦理後續召開設置評議委員會(108.8.15)等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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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協助辦理「人工智慧教育暨發展中心」簽請更換中心辦公室至榮譽校區

忠孝堂二樓相關協調事宜(108.7.16 簽准)。 
(4) 108.6.13 通知成立滿兩年之研發中心準備接受首次評鑑，包含亞太美感

暨戲劇教育研發中心、臺南學研究中心、低階能源利用與開發教育推廣

中心等 3 個單位，應於 108 年 10 月 31 日前提供中心評鑑報告電子檔及

書面資料(含佐證文件)各 1 份。 
(三) 辦理校內補助計畫配合款相關事宜 

1. 107年度第 2梯次補助計畫配合款徵件，公告期間 107年 10月 1日至 31日，

無申請案件。 
2. 108 年度第 1 梯次補助計畫配合款徵件，公告期間 108 年 3 月 1 日至 31 日，

共 2 件申請，其中 1 件不符申請條件故退回。 
3. 108 年度第 1 梯次審議，核定補助資工系 1 案，完成經費授權並通知經費用

途及使用期限。 
4. 通知 107 年度獲補助計畫配合款之特教系及資工系，應於計畫執行期滿後 3

個月內(108 年 4 月 30 日)，將成果報告電子檔送交本處(108.3.25 彙收完成)。 
5. 公告本校「補助計畫配合款補助要點」業經 108 年 6 月 19 日行政會議修正

通過，修正重點為「增列補助教學型研究計畫」，以鼓勵教師研提提升教學

精進之學術研究計畫(108.6.25)。 
(四) 辦理行政管理費及節餘款分配事宜 

1. 辦理 106 學年度行政管理費實際提撥分配事宜，共 143 個計畫、提撥總金

額 11,929,862 元。其中申請支領工作酬勞有 35 個單位；申請納入單位業務

費有 43 個單位(107.11.23 簽准)。 
2. 106 學年度行政管理費撥入 108 年度「獎勵教師學術研究」暨「學術發展與

交流經費」之執行方式，包含支應「用人整合暨保費管理系統」及｢人事室

辦理連續考列優等人員考核獎金｣等經費(107.12.22 簽准)。 
3. 107 學年度科技部計畫「預估提撥」分配管理費簽核：截至 108 年 1 月止，

預估提撥之管理費計 91 個計畫、提撥總金額 7,743,118 元(108.1.29 簽准)。 
4. 108 年度分配產學合作計畫節餘款之簽核事宜，共 52 件(108.3.4 簽准)。 

(五) 辦理計畫人員相關業務 
1. 辦理計畫助理相關業務 

(1) 辦理專任助理之差勤系統勤務管理、計畫助理薪資請購會審等事宜。 
(2) 辦理專任助理簽請加班及寒暑休、臨時工簽請出差等公文會審事宜。 
(3) 配合教務處辦理高教深耕計畫增能研習，本組林政佑組長進行簡報

(108.4.29)。 
(4) 配合人事室辦理本校職員專業能力研習，本組林政佑組長進行簡報

(108.7.23)。 
(5) 辦理 107 學年度計畫助理線上約用審核 3,173 件、核發專任人員服務證

48 件及設定 UID 系統與差勤系統、開立離職證明 37 件、開立專任人員

在職證明 14 件等。 
(6) 辦理人事室調查計畫人員有關事項 

A. 「107 年度第 3 季(截至 107 年 9 月 30 日)臨時人員人數調查表」、「教

育部所屬國立大專校院 107 年第 3 季進用契僱人員人數統計表」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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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所屬國立大專校院 107 年第 2 季-107 年第 3 季臨時人員進

用情形調查表」等。 
B. 「107 年度第 4 季臨時人員人數調查表」、「教育部所屬國立大專校

院 107 年第 4 季進用契僱人員人數統計表」及「教育部所屬國立大

專校院 107 年第 3 季-107 年第 4 季臨時人員進用情形調查表」等。 
C. 108 年第 1 季、第 2 季臨時人員進用情形等。 

2. 辦理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獎助生團體保險案 
(1) 完成彙收各單位執行教育部補助 107 年 8 月至 12 月團體保險經費相關

結報文件(108.1.31)，以南大研發字第 1080000446 號函辦理執行 107 年

度補助案之經費結報，教育部臺教高(五)字第 1080006442 號函覆同意。 
(2) 108 年度大專校院獎助生團體保險由新光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得標，

辦理作業方式之宣導公告、經費補助等事宜，並參加該保險公司說明會

南區場(108.1.4)。 
(3) 專案簽請預借 108 年度上半年辦理學習型兼任助理團體保險費用 30,000

元，經費授權予生輔組、相關系所及計畫主持人辦理商業加保，並通知

於 108 年 7 月 31 日前將結報文件送回研發處。 
(4) 備函報部請領補助款 40,800 元：含 108 年 1 月 1 日至 7 月 31 日實際投

保金額 18,600 元及預估 8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補助款 22,200 元整。 
(5) 持續宣導學生申請擔任兼任助理者，應先依程序完成註冊並取得在學證

明，始得提出約用申請。 
(六) 專業發展合作 

1. 辦理大同國小相關事宜 
(1) 因應本校數位系專案簽請進駐該校專科教室大樓二樓專 2-1、三樓專 3-1、

專 3-2 乙案，配合修正相關專業發展合作契約書(107.8.21)。 
(2) 辦理該校請領 107 年度補助計畫款項 95,000 元(107.12.11)。 
(3) 通知該校備函請撥 108 年度補助計畫款項 95,000 元(108.4)。 
(4) 該校通知 108 年度起不再預借 10 萬元水電費，回報主計室知悉

(108.4.30)。 
(5) 協助該校辦理 108 年度暑假兒童育樂營開課事宜，由本處補助經費簽請

體育系、英語系、國文系、生科系等系所開設 8 個班別(108.6.10 簽准)。 
2. 受理慈幼高工、山上國小、港明高中徵詢簽署專業合作簽約事宜，並提供程

序文件(107.8.8、107.8.20、108.5.27)。 
(七) 其他業務 

1. 協助辦理 107 年度校務評鑑實地訪評相關事宜(107.11.8 至 11.9)。 
2. 辦理「2018 科技部人文司教育學門研究發展與精進研討會(南區場)」，及後

續經費結報事宜(107.10.27)。 
3. 於 107 年 12 月 28 日至 108 年 2 月 22 日代理本處學術發展組業務。 
4. 辦理密件公文已屆保密期限之解密程序，共 6 件(108.3.12)。 
5. 自 108 年 7 月 19 日起，籌辦 11 月 16 日「2019 科技部教育學門研究精進工

作坊（南區場）」相關事宜。 
6. 依限填報各單位調查資料 

(1) 填報 107 年度 10 月份校務資料庫含校 19、校 20、校 22 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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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回報各單位調查有關 107 年度本校各類人員約用總人數、109 年度經費

概算、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109 預算總說明、各機關及公立學校之工

友（含技工、駕駛）及臨時人員於 103 年至 107 年在職死亡人數、108
年新生家長座談會簡報、108 學年度新進教師座談會簡報、107-108 年度

校級研究中心經費、107 學年度年報資料等。 
(3) 協助人事室調查校慶出勤並回報，共彙收 73 位專任助理。 
(4) 回覆人事室各項調查有關 106學年度本校教師支領科技部彈性薪資及延

攬博士後研究人員相關資料、106 學年度本校辦理「延攬及留住大專校

院特殊優秀人才實施彈性薪資方案」情形、教育部各機關行政透明化措

施辦理情形、教育部有關科研補助歸類調查等。 
(5) 辦理 108 年度 3 月份「大學校院校務資料庫」有關研 4.學校學術研究計

畫成效，及回報人事室有關彈薪支領人員事宜。 
7. 修正及訂定相關法規 

(1) 修正本校研究發展中心設置暨管理要點(107.9.12、108.3.20 行政會議)。 
(2) 訂定本校研究發展中心評鑑要點(107.9.12 行政會議)。 
(3) 提送行政會議核備本校研究中心設置計畫書及中心設置要點 

A. 性別培力及性平事件防治研究中心(107.9.12 行政會議)。 
B. 流域生態環境保育研究中心(107.12.12 行政會議)。 
C. 人工智慧教育暨發展中心(107.12.12 行政會議)。 
D. 太陽能源人才培育中心(108.1.9 行政會議)。 

(4) 修正本校計畫助理人員管理要點暨附表 2「本校產學合作計畫兼任助理

費用支給標準」(107.10.17 行政會議)。 
(5) 修正本校獎助生與勞動型兼任助理權益保障處理要點及附件「研究獎助

生關係型態同意書」(107.12.12 行政會議)。 
(6) 修正本校執行科技部研究獎勵作業要點(自 108 年度徵求函收文起移交

學術發展組辦理)(108.4.24 行政會議)。 
(7) 修正本校補助計畫配合款補助要點(108.6.19 行政會議)。 
(8) 修正本校研究獎助生權益保障委員會設置要點(108.6.19 行政會議)。 
(9) 修正本校計畫助理人員管理要點暨附表 1「本校專任助理及博士後研究

人員工作酬金支給標準」(108.6.19 行政會議)。 
創新育成中心 六、

(一) 舉辦培育課程與說明會及執行相關計畫 
1. 執行經濟部技術處學界協助中小企業科技關懷計畫 

(1) 連續 3 年獲得專案計畫（智能科技導入在地產業創新加值服務、智慧物

聯網技術應用導入、物聯網導入大數據分析及專利佈局、商業智慧導入

與地方特色品牌行銷），及 4 件個案診斷計畫。 
(2) 輔導區域產業 36 家企業進行專利智財佈局、營運模式創新、技術轉型

研發與產業聚落發展等：靜心生技有限公司、新向系統有限公司、泓大

興業有限公司、承易國際有限公司、艾芮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永昕媒

體整合設計有限公司、勁捷能節能科技有限公司、秝湘國際有限公司、

美基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通用科技有限公司、華雅應材股份有

限公司、傳承電腦資訊有限公司、綠星光電有限公司、綠陽科技股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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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七品蓮有限公司、中國水產開發股份有限公司、成說科技有限

公司、禾豐室內裝修設計有限公司、詠禾科創有限公司、典銘實業有限

公司、善水堂養生事業有限公司、頂格印刷事業有限公司、華翊居家有

限公司、捷宏資訊有限公司、冠宇鴻企業有限公司、裕豐昌有限公司、

詠嘉食品有限公司、子侯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曼馱有限公司、松陽工程

顧問有限公司、安平平安創意科技有限公司、珺鈺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力歐辦公傢俱有限公司、康原國際有限公司、馗鼎奈米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連翔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3) 衍生申請獲得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企業人力資源提升計畫、小型企業人

力提升計畫、臺南市政府地方型 SBIR、商業司 SIIR 研發計畫補助。 
2. 協助廠商申請通過政府及其他單位補助計畫 

(1)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企業人力資源提升計畫 4 件：勞雇雙贏顧問有限公

司、上智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天火精密有限公司、臺灣三帆製藥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2)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小型企業人力提升計畫 30 件。 
(3) 金屬中心學界協助中小企業科技關懷計畫 6 件，包含 2 件專案及 4 件個

案公司：緯和實業股份有限公司、仲盈諮詢顧問股份有限公司、行動學

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煒岱資訊有限公司。 
(4)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 107 年度 U-start 創新創業計畫 1 件：南臺灣劇場技術

新秀—Q-life 工作室。 
3. 辦理第六屆「智慧物聯網創業菁英學院」基礎班、進階班與實務班等訓練課

程：與臺南市政府工商發展投資策進會合作，每期 7 週 42 小時，總計已培

訓 273 位學員，超過 180 家區域廠商中高階人力參與。 
4. 承辦 107 年度臺南市「中小企業婦女頂尖學院」訓練課程：與臺南市中小企

業婦女協會及台南市政府工商發展投資策進會合作，就 40 位來自 35 家在地

企業之女性菁英經營者與高階經理，透過 42 小時多元化的實務課程，培訓

其企業經營及創業管理之能力；課程內容包括網路行銷、企業管理、健康、

理財、人際關係與溝通技巧等。 
5. 成立「臺南市智慧物聯網產業發展協會」：與台南市政府及鄰近友校(嘉南藥

理大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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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共同成立；目前會員計有 23 家廠商組成區域產業聯盟群聚，發展在地智

慧物聯網商業市場應用的跨領域技術合作商機。 
6. 支援各政府產業輔導計畫辦公室有關在地產業創新轉型與創業諮詢輔導： 

(1)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女性創業飛雁計畫輔導 10 件。 
(2) 勞動部雲嘉南在地訓練計畫 9 件：東方錶面工藝股份有限公司、全榮興

業有限公司、莊園二十六號科技有限公司、成說科技有限公司、詠嘉食

品有限公司、安平平安創意科技有限公司、森容工坊、永良商行、曼馱

有限公司。 
(3) 教育部體育署運動產業諮詢輔導 3 件。 
(4)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微型及個人事業支援與輔導計畫 5 件：綠陽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成說科技有限公司、裕豐昌有限公司、安平平安創意科技有

限公司、酚卡咖啡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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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與嘉南藥理大學、台南市政府工策會共同申請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107 年育成

計畫，本中心獲 144 萬元經費補助。 
8. 負責執行校內師生創業團隊、三創課程及衍生企業創業輔導工作：辦理校園

創意創新創業等三創課程、規劃管理師生創業創客空間、承辦校園創業競賽，

及輔導師生創業團隊申請教育部青年發展署107年度U-start創新創業計畫等，

107 年度通過補助案為南臺灣劇場技術新秀—Q-life 工作室。 
9. 與億東企業(三好米)簽訂 2 年廠商輔導服務合約，金額 813,000 元。 
10. 協助教師申請計畫 

(1) 申請教育部補助大學產業創新研發計畫，計 3 件申請案(黃鎮江老師、張

家欽老師、傅耀賢老師)；通過「燃料電池金屬分隔板表面塗層技術與設

備開發」計畫，獲補助 5,838,900 元。 
(2) 申請學界協助中小企業科技關懷跨域整合計畫，獲得 3 件補助，金額

1,200,000 元。 
11. 辦理教育訓練課程 

(1) 107 年度歲末育成講座-勞基法修正案實務講座。 
(2) 107 年度政府獎勵補助資源介紹說明會。 
(3) 與臺南市政府共同辦理 2018 電商大數據與網路行銷實作班（二期）。 
(4) 與臺南市政府共同辦理 107 年度中小企業婦女頂尖學院（二期）。 
(5) 「職場四色溝通法」產業課程。 
(6) 「新創十力」產業課程。 
(7) 「常見勞資五大爭議因應實戰班」產業課程。 
(8) 107 年度年終經營管理講座。 
(9) 108 年度商業思維四力導讀會。 

(二) 重要業務工作 
1. 召開臺南市智慧物聯網產業發展協會理監事會議(107.11.30)。 
2. 107 學年度進駐廠商共 15 家，新進駐之廠商有 5 家：泓大興業有限公司、承

易國際有限公司、筆耕墨耘有限公司、連翔綠能有限公司、協奏曲有限公司。 
3. 連續三年(106、107、108)辦理中小企業關懷計畫，協助企業轉型發展。 

(三) 執行高教深耕計畫：F1 產業創新 生生不息、F2 四創達人 渾然天成。 
(四) 辦理專利、技轉、產學執行等工作 

1. 鼓勵教師推動技轉：配合金屬中心推動法人鏈結計畫，協助媒合校內具有技

轉潛力之教師與廠商合作技轉案。 
2. 綠能系傅耀賢老師「綠能旗艦領航計畫」簽署產學合作計畫合約書等作業。 
3. 鋰電池中心「電池材料及全電池特性測試第二期」簽署產學合作計畫合約書

等作業。 
4. 生科系張德生老師「甲氧異黃酮的生物轉換製備方法與用途」第 2 年專利年

費產學合作計畫管理費支應作業。 
5. 綠能系張家欽老師「廢棄鋰電池的處理方法」專利申請事宜。 
6. 生科系張德生老師「用於皮膚美白的藥學組成物」專利讓與作業。 
7. 生科系張翠玲老師「利用泛素檢測生物毒性的方法」專利陳報國稅局事宜。 
8. 資工系李健興老師「學習狀態評估方法」專利申請事宜。 
9. 電機系陳居毓老師「5G 行動通訊元件之開發設計及研究」產學合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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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生態系王一匡老師「108 年度臺南分局轄區環境友善及生態檢核措施管理計

畫」、「中部科學工業園區二林園區 108-109 年度環境監測計畫」產學合作事

宜。 
11. 聯電課輔「2019 年臺南市弱勢家庭兒童課輔計劃」產學合作事宜。 
12. 理工學院白富升院長「紅外線驅動電路模擬分析研究」產學合作事宜。 
13. 機電所林大偉老師「脈衝式水路清洗機開發研究分析與設計改良」產學合作

事宜。 
14. 機電所蔡昆宏老師「氫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產學合作事宜。 
15. 材料系蒲盈志老師「釩金屬回收與再生釩電解液之技術開發」產學合作事宜。 
16. 綠能系傅耀賢老師「綠能旗艦領航產學研聯盟研發推動計畫」產學合作事宜。 
17. 視障中心「視覺障礙者生活重建服務方案計畫」產學合作事宜。 
18. 電機系陳建志老師「農業行動網之網路切片技術與惡意入侵偵測研究」產學

合作事宜。 
19. 教育系黃秀霜老師「中文認字量表」授權出版發行事宜。 
20. 教育系洪碧霞老師「臺灣 PISA2009」、「臺灣 PISA2012」結果報告語文著作授

權出版發行事宜。 

肆、年度創新工作 

研究發展處：網頁更新為響應式網頁。 一、

學術發展組 二、

(一) 本校加強學術研究提昇教學品質獎勵採線上申請及核發。 
(二) 本校補助學術研究計畫納入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未獲補助之計畫。 
(三) 辦理本校 107 年度校務評鑑通過後續相關事宜。 
計畫服務組 三、

(一) 落實「用人整合暨保費管理系統」線上約用及簽核機制，以達 E 化運作效益。 
(二) 持續配合教育部規定，落實本校獎助生與學生兼任助理之分流及相關配套機

制。 
創新育成中心 四、

(一) 與「億東企業(三好米)」簽訂廠商輔導服務合約書，委辦經費 813,000 元，執行

期間 107 年 7 月至 108 年 12 月。 
(二) 協助承易國際有限公司申請經濟部工業局 107 年度「地方產業創新研發推動計

畫」(地方型 SBIR)研發經費補助。 
(三) 協助綠陽科技有限公司申請經濟部小型企業創新研發計畫(SBIR)。 
(四) 與才庫人力資源顧問公司簽訂專案孵育計畫，協助企業人力資源提升。 
(五) 與臺南市工策會共同規劃「物聯網產業技術發展論壇及聯合成果展」。 
(六) 與臺南市就業輔導工會簽訂專案合作計畫，協助辦理相關輔導課程。 
(七) 與嘉南藥理大學創新育成中心共同辦理南區創新與創業育成中心聯盟 108 年 6

月份主任經理人會議，並簽訂 15 個創新育成中心聯盟合作協議書。 
(八) 獲「108 年度學界協助中小企業科技關懷計畫」1 件專案(智能科技導入在地產

業創新加值服務)及 1 件個案(家電手機行控系統之研發)，總經費 1,056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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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獲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107-108 年中小企業創育機構發展計畫─臺南智慧樂活產

業創育聯盟計畫，總經費 244.8 萬元。 

伍、107 年度第二週期大學校院校務評鑑重點摘述 

本校 107 年度大學校務評鑑四大項目全數通過 一、

(一) 項目一：校務治理與經營，由秘書室負責彙整。 
(二) 項目二：校務資源與支持系統，由總務處負責彙整。 
(三) 項目三：辦學成效，由教務處負責彙整。 
(四) 項目四：自我改善與永續發展，由學務處負責彙整。 
相關籌辦會議及工作時程如下 二、

(一) 參加評鑑中心舉辦之相關會議 
1. 107 年度第二週期大學校院校務評鑑實施計畫公聽會(104.12.14)。 
2. 107 年度第二週期大學校院校務評鑑實施計畫草案說明會(105.1.15)。 
3. 107 年度第二週期大學校院校務評鑑實施計畫說明會(106.5.11)。 
4. 107 年度第二週期大學校院校務評鑑座談會(106.12.28)。 

(二) 107 年校務評鑑前置計劃討論會議(106.4.7)。 
(三) 107 年校務評鑑籌備會議，共 7 次(106.4.10、106.4.24、106.12.18、107.1.24、107.3.5、

107.5.28、107.7.16)。 
(四) 107 年校務評鑑說明會(106.6.30)。 
(五) 107 年校務評鑑專案報告會議(107.2.23)。 
(六) 107 年校務評鑑指導委員會議，共 2 次(107.3.28、107.6.20)。 
(七) 107 年校務評鑑四大分項檢討會議，共 2 次(107.3.30、107.4.11)。 
(八) 107 年校務評鑑自我評鑑實地訪評及簡報(107.4.25)。 
(九) 107 年校務評鑑四大分項討論會議(107.5.29)。 
(十) 107 年校務評鑑第一次預演(107.11.1)、第二次預演(107.11.7)。 
(十一) 107 年校務評鑑晤談人員、問卷人員、工作人員說明會(107.11.5)。 
(十二) 107 年校務評鑑待釐清問題討論會議(107.11.6)。 
(十三) 107 年校務評鑑實地訪評及簡報(107.11.8-11.9)。 
(十四) 107 年校務評鑑實地訪評待釐清問題討論會議(107.11.8)。 
(十五) 實地訪評報告初稿申復討論會議(108.3.5)。  
行政庶務 三、

(一) 105 年 7 月 22 日函送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有關本校推薦第二週期

大學校院校務評鑑之評鑑委員名單。 
(二) 106 年 4 月 7 日召開「107 年校務評鑑前置計劃討論會議」，討論事項如下： 

1. 校務評鑑時程表 
2. 工作分配表 
3. 107 年校務評鑑「評鑑指導委員會」聘請校外委員 
4. 成立 107 年校務評鑑「工作小組」，名單為：副校長、教務長、學務長、總務

長、研發長、國際長、主任秘書、圖書館館長、體育室主任、人事室主任、

主計室主任、教育學院院長、人文與社會學院院長、理工學院院長、環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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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學院院長、藝術學院院長、管理學院院長、教學與學習發展中心主任、

校友服務中心主任、通識教育中心主任、電子計算機中心主任。 
(三) 106 年 4 月 10 日召開「107 年校務評鑑第一次籌備會議」，參照校務評鑑核心指

標檢核重點表，擬定工作分配表，並請電算中心建置評鑑各分項相關法規及各

單位上傳之網頁平臺。 
(四) 106 年 4 月 24 日召開「107 年校務評鑑第二次籌備會議」，擬定本校「校務發展

永續經營之成效意見調查問卷」，分為企業主版、家長版、教師版及校友版；學

生部分由教學與學習發展中心將內容與原先之學生學習問卷整併。相關作業時

程如下： 
1. 預試時間：106 年 6 月 7 日（106 年 8 月 23 日回收）。 
2. 正式問卷時間：106 年 9 月 26 日（107 年 1 月 8 日回收）。 
3. 正式問卷完成分析時間：107 年 1 月 23 日。 

(五) 由 電 算 中 心 建 置 107 年 度 校 務 評 鑑 資 料 上 傳 系 統

（http://gaweb.nutn.edu.tw/asev2017/），各單位於 106 年 8 月 31 日前上傳資料、

各分項於 106 年 9 月 30 日前彙整、四大分項於 106 年 10 月 31 日前統整。 
(六) 分別與四大分項主管及相關同仁進行評鑑報告內容之討論，並分點列出各項辦

學成效：107 年 1 月 11 日及 18 日（項目三）、107 年 1 月 15 日（項目一、二）、

107 年 1 月 17 日（項目四）。 
(七) 為落實第二週期校務評鑑強調「確保學生學習成效、展現辦學成效與特色」之

精神，於 107 年 2 月 23 日召開專案報告會議： 
1. 校友中心：報告本校畢業生出路分析及畢業後表現。 
2. 教發中心：報告本校學生學習成效分析與改善作為。 
3. 師培中心：報告 104-106 年計畫成果與執行成效。 

(八) 聘請 5 名校外指導委員（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楊慶煜校長、長榮大學李泳龍校長、

國立嘉義大學人文藝術學院李明仁院長、國立成功大學黃肇瑞講座教授、臺北

市立大學教育學院丁一顧院長）分別於 107 年 3 月 28 日及 107 年 6 月 20 日協

助統整指導校務評鑑報告書。 
(九) 聘請 5 名校外自評委員（國立高雄大學王學亮校長、國立屏東大學古源光校長、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王政彥副校長、國立中正大學柳金章副校長、國立臺東大學

張永明副校長）於 107 年 4 月 25 日蒞校進行本校校務評鑑「自我評鑑實地訪

評」。 
(十) 107 年 4 月 18 日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舉行訪評時程公開抽籤，本校訪評時

程為 107 年 11 月 8 日及 9 日共 2 天。 
(十一) 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 107 年 6 月 4 日函知相關事項： 

1. 有關實地訪評配合事項：本校於 107 年 8 月 31 日 email 回報問卷調查及晤談

之抽樣名單。 
2. 有關自我評鑑報告繳交與上傳事宜：本校於 107 年 8 月 30 日上傳自我評鑑報

告本文並函報 16 本自評報告（含附件光碟）、103 年至 106 年財務表冊（財

1-財 5）各 1 份、「參觀學校相關設施」路線之安排 16 份。 
(十二) 於 107 年 7 月 27 日函報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有關本校 107 年度第二週期

大學校院校務評鑑「評鑑委員迴避申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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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於 107 年 11 月 1 日 email 通知本校校務評鑑書面審

閱待釐清問題。當日並舉辦校務評鑑第一次預演，依據 A 組評鑑委員之建議，

修改 A 組部分參觀路線至榮譽校區。 
(十四) 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於 107 年 11 月 7 日 email 通知本校有關評鑑委員名

單及校內接受晤談與問卷調查名單。 
(十五) 107 年 11 月 8 日至 9 日進行本校校務評鑑實地訪評，11 名評鑑委員分別由校

內 11 名同仁一對一接待。 
(十六) 107 年 12 月 11 日致贈感謝狀予協助 107 年度校務評鑑事宜之相關師長。 
(十七) 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 108 年 2 月 26 日高評字第 1081000143 號函，檢送

「實地訪評報告書初稿」予本校，本校於 3 月 5 日召開申復討論會議，並以

108 年 3 月 21 日南大研發字第 1080004489 號函檢送相關資料，向該中心提

出申復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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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事務處 

壹、單位基本資料 

本處設國際長 1 名；下設國際事務組及語文中心，組長及中心主任均由教師兼任，國際

事務組另有校聘組員 1 名、語文中心業務由校聘秘書(由秘書室支援，與研究發展處共用)
處理；另有全職工讀生 1 名(與研究發展處共同聘用)。 

貳、議事方面 

國際事務處 一、

(一) 處務會議：第 1 學期共 4 次(107.09.07、107.10.01、107.11.05、107.12.03)、第 2
學期共 3 次(108.02.18、108.03.20、108.04.24)。 

(二) 107 學年度國際事務會議(108.01.02、108.05.29)。 
國際事務組 二、

(一) 107 年度第 2 梯次本校麗尊展演展翼揚名獎學金審查會議(107.11.26)。 
(二)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本校姐妹校交換學生來校就讀複審審查會議(107.11.26)。 
(三) 本校 108 學年度交換學生出國甄選暨獎學金審查會議(108.01.09)。 
(四) 本校辦理學術研討會(含展覽、表演)補助審查會議：108 年度第 1 梯次(108.01.09)、

第 2 梯次(108.07.09)。 
(五) 本校學生出國參加國際研討會(含展覽、表演)補助複審審查會議：108 年度第 1

梯次(108.01.17)、第 2 梯次(108.06.24)。 
(六)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姐妹校交換學生來校就讀複審審查會議(108.05.09)。 
(七)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交換學生出國甄選暨獎學金審查會議(108.05.09)。 
(八) 108 年度境外移地教學補助試辦計畫複審審查會議(108.05.09)。 
語文中心 三、

(一) 本校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英語加強班課程改革會議(107.08.15)。 
(二) 本校 107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大一英文課程改革會議暨教材研習(107.08.15)。 
(三) 辦理 2018 年國際文化週籌備會議(107.09.12、107.09.26、107.10.03、107.10.17、

107.11.14、107.11.21、107.11.21、107.11.28、107.12.05、107.12.11)。 
(四) 本校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英語檢定畢業門檻相關配套措施之因應會議

(107.12.04)。 

參、年度重要工作 

國際事務組 一、

(一) 外賓參訪、座談及境外生活動 
1. 蒞校參訪：美國北伊利諾大學簽約(107.11.12)；馬來西亞檳城韓江中學來訪

(107.11.22)；菲律賓比克爾大學來訪(107.12.10-12.13)；香港珠海學院來訪及

簽約(107.12.15)；美國城中休士頓大學來訪及簽約(107.12.21)；日本一般社團

法人台灣留學支援中心來訪(107.12.25)；香港潮州會館中學、棉紡會中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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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會基協中學來訪(108.04.23)；廣西財經學院來訪(108.05.20)。 
2. 海外學習經驗分享座談及說明會：美國奧特本大學宣講會(107.09.18)；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出國交換學生經驗分享座談會(107.10.17)；一步一腳印：從

中文系到聯合國(107.10.24)；交換學生出國(含獎學金)甄選說明會暨學生移地

學習海報展(107.11.01)；菲律賓文化及教育分享交流座談會(107.12.11)；本校

交換學生出國行前說明會(107.12.19、108.05.22)；學生移地學習及接待大使

計畫經驗分享 (108.02.25、108.03.11)；2019 牛津劍橋暑期課程宣講會

(108.03.13)；海外學習經驗分享座談會(108.05.01、05.08)；馬來西亞梁進和

同學演講(108.06.02)。 
3. 境外生相關活動：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境外學生註冊暨輔導說明會(107.09.02)；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境外學生註冊暨輔導說明會(108.02.18)；大手牽小手-我
國高中生與大專院校外籍生交流(108.05.03、05.27、05.28)；華語暑期夏令營

(108.07.08-07.26)；2019 年澳門新生入學輔導會(108.07.25)。 
4. 本校學生參加姊妹學校華北電力大學第六屆海峽兩岸綠色能源學堂

(108.07.02-07.13)。 
(二) 本校出訪行程 

1. 2018 澳門臺灣高等教育展(107.10.12-10.15)。 
2. 2018 香港臺灣高等教育展(107.11.01-11.04)。 
3. 2019 Study In Taiwan 臺灣高等教育升學博覽會(108.03.04-03.11)。 
4. 印尼棉蘭臺灣教育諮詢展及赴印尼亞齊衛理基督教學校(Sekolah Methodist 

Banda Aceh)、印尼諾門森大學(Nommensen HKBP University)進行招生宣傳會

(108.04.13-04.17)。 
語文中心 二、

(一) 開設課程 
1. 開設對外華語班(107.09.26-108.01.14、108.03.04-06.17)。 
2. 辦理境外生書法班與成果展(107.09.27-12.06、108.03.07-05.30)。  
3. 開設英語加強班(107-1、107-2、108 暑期)。 
4. 開設全球瞭望角(107.10.03-12.26、108.03.13-06.05)。 
5. 開設環球咖啡時光(107.09.26-107.12.19、108.03.06-05.29)。 
6. 開設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多益輔導課程(108.03.05-05.29)。 
7. 開設基礎韓語與文化 ( 一 )(107.09.26-11.28) 、基礎韓語與文化 ( 二 ) 

(108.04.09-05.28)、基礎泰語與文化(108.04.24-06.05)。 
8. 辦理大一英文會考(108.01.07-01.08、108.06.17-06.18)。 

(二) 重要活動 
1. 辦理「全球瞭望角相見歡活動」(107.10.03、108.03.13)、「全球瞭望角期末呈

現」(107.12.27、108.06.05)、「全球瞭望角後殖民與當代文化主題書展」

(107.10.08-11.30)、「俄羅斯文化主題書展」(107.12.04-108.01.25)、「偵探與推

理：懸疑文學書展」(108.04.15-06.07)。 
2. 辦理「境外生月老文化古蹟參訪」(107.10.24)、「境外生臺南後壁文化參訪」

(108.05.08)。 
3. 辦理多元文化專題講座：「韓國文化講座-韓服體驗(107.12.13)、傳統遊戲

(107.12.14)、炒年糕(107.12.15)」、「異國文化海報展」(107.12.12-12.15)、「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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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文化講座」(108.04.24)、「伊拉克文化講座」(108.05.15)。 
4. 辦理檢定考試：辦理多益、雅思講座(107.10.17、108.03.27)；籌辦多益、托

福校園考(107.12.02、108.06.09)。 
5. 辦理 2018 國際文化週活動(107.12.12-12.15)：「復古情懷國際晚會」(107.12.12)、

「各國美食展」、「異國文化展」(107.12.12-12.15)。 
(三) 其他：本校英語新聞翻譯計 35 篇。 

肆、年度創新工作 

國際事務組 一、

(一) 辦理境外移地教學補助計畫。 
(二) 辦理家齊高中及口碑國小「大手牽小手」我國高中生與大專院校外籍生交流計

畫。 
(三) 辦理境外學生華語暑期班。 
語文中心 二、

(一) 辦理國際文化週，提供境外生與本地生之交流平臺，計 113 人次參加。 
(二) 辦理全球瞭望角，與圖書館跨域合作辦理多元文化書展，符合跨域精神，亦實

現文化交流正向意義。 
(三) 執行高教深耕計畫主軸 D-2 環球書院 多元互動。 
(四) 籌辦製作 2 門線上課程(OpenCourseWare)： 

1. Global coffee hours。 
2. 基礎韓語與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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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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理教授兼任組

長 1 名、專任組長 3 名、編審 1 名、組員 1 名、助教 1 名、校聘組員 2 名及工友 2 名。  

貳、議事方面 

圖書館館務會議：第 1 學期召開 5 次(107.08.01、107.09.04、107.11.13、107.11.29、一、

107.12.28)、第 2 學期召開 2 次(108.03.19、108.07.18)。 
107 學年度圖書館諮詢委員會議(107.10.08)。 二、

參、年度重要工作 

工作重點 一、

(一) 依本校圖書館圖儀經費分配辦法，年度預算共 16,525,000 元分配予各系所。 
(二) 107 年度圖書總採購經費 9,958,651 元，共購入圖書資料(含電子書)37,355 冊。 
(三) 107 年度訂購中、外文紙本及電子期刊，合計 582 種期刊供閱覽。 
(四) 加入「臺灣學術電子書暨資料庫聯盟」，增加可用電子書館藏 11,651 冊。 
(五) 處理新書推薦系統資料 5,533 種、贈送圖書資料 3,396 冊。 
(六) 圖書書目轉檔 36,578 筆，處理編目圖書 14,950 冊。 
(七) 處理館際合作對外申請 367 件、外來申請 83 件。 
(八) 處理新進期刊共 6,185 冊。 
(九) 更新全國期刊聯合目錄資料庫中本館所有期刊館藏紀錄。 
(十) 定期統計期刊使用狀況及稽催缺期期刊。 
(十一) 建立訂購之電子期刊檔案與連結，方便讀者使用。 
(十二) 訂購資料庫、電子書等數位化館藏，加強資料庫推廣教育，提高其使用率 
(十三) 維護本校機構典藏系統及博碩士論文系統。 
(十四) 持續進行學位論文電子全文送存國家圖書館。 
(十五) 完成圖書館入口網改版作業，並通過無障礙標章認證。 
(十六) 完成府城總館無線網路訊號改善。 
(十七) 汰換圖書館監視系統及更新、增設監視器。 
(十八) 辦理 107 年度校務評鑑圖書館部分相關事宜。 
推廣活動 二、

(一) 主題書展及藝術作品展覽 
1. 107 年：(1)無聲諮商者—情緒療癒悅讀(8 月)；(2)臺灣當代藝術(9 月)；(3)

臺南學(10-11 月)；(4)後殖民與當代文化(10-11 月)；(5)再生能源與綠色運輸

(11 月)；(6)劉克襄作家書展(11 月)；(7)「遇見 X 藝術」主題策展(12 月)；(8)
俄羅斯文化書展(12 月)。 

2. 108 年：(1)獨具「繪」眼—繪本樣書及原畫展(1-2 月)；(2)2018 Open book
好書獎(3-4 月)；(3)「師資培育」主題書展(4-5 月)；(4)偵探與推理：懸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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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書展(4-6 月)；(5)更喜歡古典：「文學策展」師生共學工作坊成果展(6 月)；
(6)國語文學系微書展(6-9 月)。 

(二) 教育訓練 
1. PQDT 數位論文聯盟資料庫、DDC、UDN 電子書、Education Database 

(107.09.19、108.03.13)。 
2. IEEE/IET Electronic Library (IEL)(107.09.26、108.03.27)。 
3. Endnote、中國期刊全文資料庫(CJFD)、JCR(107.10.3、108.05.08)。 
4. SDOL(107.10.17)。 
5. Wiley 電子書、方正資料庫、Emerald 期刊全庫(107.10.24、108.04.10)。 
6. CEPS 中文電子期刊資料庫暨平台服務(107.11.14、108.04.24)。 
7. EBSCOhost 資料庫(107.11.28、108.05.15)。 
8. Naxos Music Library(107.12.5、108.03.06)。 
9. HyRead 臺灣全文資料庫及電子書(107.12.12、108.02.27)。 
10. Oxford Music Online、Oxford Scholarship Online(107.12.19、108.05.22)。 
11. 配合系所教師課程需求，提供圖書館資源講解課程共 24 場次。 

(三) 影展 
1. 辦理「週五 FUN 電影」活動，共 23 場(107.09.19-12.14、108.03.08-05.31)。 
2. 辦理「2019 阿勃勒節電影院」，共 2 場(108.06.01)。 

(四) 校慶暨圖書館推廣相關活動 
1. 電子書聯盟教育訓練：圖書館尋寶-電子書(107.10.01-10.27)。 
2. 辦理 107 年度大學部學生借書達人活動(107.10.30)。 
3. 配合「遇見 X 藝術」展覽，舉辦票選心目中的最愛活動(107.12.08-108.01.10)。 
4. 配合 120 週年校慶舉辦「畫中話」、「一日館員」、「電影悅賞」活動

(107.12.10-107.12.16)。 
5. 配合主題書展「2018 Open book 好書獎」，辦理悅讀好書活動(108.02.20-04.12) 
6. 資生堂美容講師演講「美麗講座—Q 彈美機的關鍵」(108.03.20)。 
7. 協辦國文系於本館內舉行之「電影企劃夏季發表會」活動(108.06.18)。 

其他 三、

(一) 提供期刊報紙及「全國文獻傳遞服務」相關諮詢及推廣。 
(二) 重新設計期刊排位編碼及標示，除方便記憶及取閱外，更使其美化。 
(三) 更新本館書目資料庫學位論文之聯結。 
(四) 填報 107 年度內部控制作業層級自行評估表及佐證資料等。 
(五) 配合校務評鑑，整理評鑑資料及協助評鑑活動進行。 
(六) 配合幼教系及師培中心評鑑參訪活動，辦理圖書館參訪事宜(108.05.20)。 
(七) 辦理港明高中校長及 26 位老師到館參訪事宜(108.05.29)。 
(八) 完成本館法規體例之修正。 

肆、年度創新工作 

繼 106 年 9 月府城校區圖書館 1 至 5 樓整體空間改造工程及 107 年 4 月榮譽校區圖一、

書館空間改善工程全部竣工後，於 107 年 9 月針對圖書館內部 5 樓地板、主題書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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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地板、1F 電梯前地毯及 2 座樓梯地板逐步汰換，使閱覽空間更加優質化，大幅提

升「悅」讀氛圍。 
因應學習樣貌改變，圖書館增設多元討論空間，將 5 樓 505 室重整美化，作為師生二、

教學及研討之用。 
108 年 2 月 1 日開始實施影印可刷悠遊卡付費。 三、

為提升西文圖書(原位於圖書館地下 1 樓密集書庫區)之使用率，將分類號 370-999 之四、

西文圖書與 1 樓過期期刊互調架位，使重要的西文書籍移至一樓大廳兩側位置，便

於讀者借閱與運用。 
首次於圖書館舉辦師生藝術作品「遇見 X 藝術」主題策展，充分運用圖書館一樓至五、

五樓的空間，並將 506 多功能討論室發展成為藝術展覽空間，使進入館內讀者同時

可欣賞當代藝術作品，有助提升本校師生美感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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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期中、期末考試前一週之週六及週日將本館開放時間延長為 8:00-22:00。 八、

配合「全球瞭望角」活動，辦理全球化主題書展、影展、互動式活動等，推廣圖書九、

館館藏資源學術價值。 
辦理「107 學年度寒假國、高中學生志願服務學習」作業。 十、

配合本館各項活動，隨時更新臉書粉絲頁，加強與讀者互動溝通。 十一、

不定期將新書目錄依個別老師研究主題分類後，分送予各位老師，作為圖書選書十二、

之參考。 

伍、年度榮譽事蹟 

108 年榮獲國家圖書館「臺灣學術資源影響力」之「學術熱點獎(II)（點閱率）」及「學

術貢獻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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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館 

壹、單位基本資料  

本館設館長 1 名、校聘組員 1 名及全職工讀生 1 名。 

貳、議事方面 

博物館館務會議(108.8.8)。 

參、年度重要工作 

舉辦展演活動如下： 
「南師藝聯會聯展」(107.7.11-107.8.26)。 一、

本館「館藏版畫展」(107.9.8-107.10.14)。 二、

舉辦鹽分地帶藝術家「旅笠道中 顏頂生作品文件展」(107.11.16-12.30)。 三、

總統府國策資政黃昆輝老師蒞臨香雨書院參訪，漚汪基金會林創辦人、李新鄕董事四、

長、蔡榮貴院長及曾燦燈校長等多位貴賓共同出席(107.11.22)。 
藝術家顏頂生於香雨書院辦理小農市集走街仙，邀請陳維峰老師舉辦導覽作品講座五、

(107.12.23)。 
本館「館藏名家版印年畫特展」(108.1.5-108.2.24)。 六、

於香雨書院舉辦版畫研習營推廣活動(108.1.20)。 七、

舉辦鹽分地帶藝術家「黃天虎個展」(108.3.2-108.4.28)，多位嘉賓出席開幕茶會，如：八、

方一峰議員及鄰近之高中、國中、國小多位校長。 
本館「館藏書法展」(108.5.4-108.6.23)。 九、

「王文雄老師重返演化之島攝影展」(108.5.23-108.5.30)。 十、

「南師藝聯會聯展」(108.7.10-108.8.25)。 十一、

「唐代玉雕展」(108.7.10-108.8.25)。 十二、

「柏楊文物館常設展」：展出柏楊出版相關書籍、複製手稿、生平文物及歷史文件十三、

資料、證書等。 

肆、年度創新工作 

106 年度開始與台南市文化局媒合暑期實習生計畫，於 108 年暑期招募柏楊文物館及香

雨書院各 1 人至本校博物館實習，協助館舍事務運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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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室 

壹、單位基本資料 

本室置主任秘書 1 名、專門委員 1 名、組長 1 名、秘書 3 名(1 名支援副校長室)、校聘秘

書 1 名(支援國際事務處及研究發展處)、全職工讀生 1 名。 

貳、議事方面 

107 學年度校務會議：第 1 學期(107.11.14)、第 2 學期(108.5.15)。 一、

107 學年度校務發展委員會：第 1 學期(107.10.31)、第 2 學期(108.2.25)。 二、

主管會報 三、

(一)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共召開 5 次(107.9.17、107.10.8、107.10.29、107.11.19、
107.12.24)。 

(二)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共召開 4 次(108.2.25、108.3.25、108.4.29、108.6.10)。 
2019 南大阿勃勒節籌辦小組會議(108.4.10)。 四、

風險管理相關會議 五、

(一) 107 年度第 2 次風險管理工作小組會議(107.9.27)。 
(二) 107 年度第 1 次風險管理推動小組會議(107.11.19)。 
(三) 108 年度第 1 次風險管理工作小組會議(108.5.8)。 
「紅樓風華兩甲子─國立臺南大學 120 週年校慶紀念專書」第 4 次編輯會議六、

(107.8.28)。 

參、年度重要工作 

外賓參訪及拜會 一、

(一) 本校第 31 屆傑出校友、立銪貿易集團黃明榮總裁拜會校長(107.9.10)。 
(二) 臺南市政府體育處林東征代理處長拜會校長，商談合辦古都馬拉松比賽事宜

(107.10.2)。 
(三) 臺南市美術館陳輝東董事長、潘襎館長拜會校長，簽署合作意向書(107.10.9)。 
(四) 香港珠海學院譚國煥副校長拜會校長，商談學術交流事宜(107.10.23)及簽署學術

交流暨學生交流協定(107.12.15)。 
(五) 救國團臺南市團委會梁明峰總幹事拜會校長(107.10.25)。 
(六) 本校校務諮詢委員陳英豪前校長拜會校長(107.11.12)。 
(七) 高苑科技大學前校長曾燦燈教授拜會校長(107.11.15)。 
(八) 本校校友總會陳金雄理事長暨第 31 屆傑出校友葉志德老師拜會校長

(107.11.29)。 
(九) 台南市雲林同鄉會郭福文理事長等捐助人士蒞校，頒發 6 位攜手點燈品學兼優

學生之獎助學金(107.12.19)。 
(十) 本校校務諮詢委員、前教育部次長吳鐵雄講座教授拜會校長 (107.12.21、

108.5.29)。 
(十一) 國立臺南第一高級中學家長會長陳錫銘博士拜會校長(107.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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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美國城中休士頓大學校長 DR. Juan Sanchez Munoz 拜會校長，續訂二校合作

備忘錄(107.12.21)。 
(十三) 本校南師藝聯會楊其芳理事長拜會校長(107.12.28、108.2.20)。 
(十四) 勞動部許銘春部長拜會校長(108.1.18)。 
(十五) 志光教育科技集團林進榮總裁拜會校長(108.1.29)。 
(十六) 日本宮城教育大學教育學部特別支援教育講座菅井裕行教授及參訪師生蒞校

拜會校長(108.2.18)。 
(十七) 本校傑出校友、升富營造有限公司曾助雄董事長拜會校長(108.2.19、108.5.9、

108.5.29)。 
(十八) 本校第 29 屆傑出校友、美國百利食品集團蔡國雄總裁拜會校長，商討本校與

美國聖路易斯大學合作交流事宜(108.3.22)。 
(十九) 臺南市美術館黃光男董事長及潘襎館長拜會校長(108.4.9)。 
(二十) 臺南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趙卿惠主任委員拜會校長(108.5.2)。 
(二十一) 廣源慈善基金會臺南區宋美芬執行長拜會校長，提供經濟弱勢學生安心就

學獎學金(108.5.21)。 
外賓蒞校專題演講並拜會校長 二、

(一)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持局臺南分局傅桂霖分局長(107.9.18)。 
(二) 公道法律事務所林冠廷律師(107.9.25)。 
(三) 朱宗慶打擊樂團盧煥韋老師(107.10.2)。 
(四) 雲門基金會張完珠行銷副理(107.10.16)。 
(五) 香港教育大學教育政策與領導學系鄭燕祥顧問(107.10.26)。 
(六) 前外交部政務次長令狐榮達大使(107.10.30)。 
(七) 臺南市立文化中心余能盛藝術總監(107.11.2、108.5.28)。 
(八) 盈碩數位有限公司王潔英營運長(107.11.13)。 
(九) 高雄駁二藝術特區前藝術總監陳建大明藝術家(107.11.20)。 
(十) 財團法人黃昆輝教授教育基金會黃昆輝董事長(107.11.22)。 
(十一) 國立成功大學材料科學及工程學系李旺龍教授(107.11.27)。 
(十二) 行政院唐鳳政務委員(107.12.4)。 
(十三) 海湧工作室陳人平執行長(107.12.11)。 
(十四) 國立成功大學資源工程學系謝秉志副教授(107.12.18)。 
(十五) 統一棒球隊股份有限公司凃忠正董事長（(107.12.25)。 
(十六) 本校第 29 屆傑出校友、國立中山大學教育研究所周珮儀教授(108.2.26)。 
(十七) 台灣積體電路智能製造中心陳韻堯主任工程師(108.3.5)。 
(十八) 索拉舞蹈空間潘大謙藝術總監(108.3.12)。 
(十九) 隆安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陳錫銘董事長(108.3.19)。 
(二十) 詞曲創作者陳宏銘老師(108.3.26)。 
(二十一) 臺南市立醫院急診部蘇世揚主治醫師(108.4.16)。 
(二十二) 書法名家杜忠誥老師(108.4.17)。 
(二十三) 臺南人劇團廖若涵藝術總監(108.4.23)。 
(二十四) 知名攝影家范毅舜老師(108.4.30)。 
(二十五) 新竹國際交流協會黃莉翔理事長(108.5.14)。 
(二十六) 社團法人千里步道協會周聖心執行長(108.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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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國訪問：校長參與臺灣教育大學系統 2018 海外聯合招生宣傳活動，拜會馬來西亞三、

華校董事聯合會總會，並至巴生興華中學、華仁中學及鍾靈獨立中學招生宣傳，瞭

解當地教育需求，藉以完善本校招生策略、拓展生源(107.9.2-9.6)。 
其他 四、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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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邀請並接待媒體出席國語文學系簡月娟老師《寫書法，守護明日的記憶》新書

記者會(107.8.2)。 
(三) 邀請並接待媒體出席本校 2018 先進鋰離子電池與電化學儲能技術研討會

(107.8.9)。 
(四) 邀請並接待媒體及貴賓出席本校寰宇齋落成啟用典禮(107.9.10)。 
(五) 邀請並接待媒體採訪本校民俗體育發展中心與臺南市文化局合作進行「藝陣教

育扎根計畫」啟動儀式(107.9.18)。 
(六) 邀請並接待媒體出席本校與南美館合作簽約儀式(107.10.9)。 
(七) 邀請並接待媒體及貴賓出席本校 120 週年校慶迎聖火、開鑼暨揭幕典禮

(107.11.30)。 
(八) 舉辦師生研發成果發表會暨年終記者會(107.11.30)。 
(九) 印製、寄送 120 週年校慶邀請卡，並接待當日與會貴賓(107.12.15)。 
(十) 邀請並接待媒體採訪校友服務中心舉辦「薪想事成 夢想飛 Young～2019 臺南地

區聯合徵才活動」(108.4.10)。 
(十一) 協助接待日籍校友親屬，提供校史室導覽服務(108.5.3)。 
(十二) 舉辦「2019 阿勃勒節」系列活動，並辦理「高中熱舞邀請賽」及「南大之星

歌唱比賽」，接待出席開幕式之媒體記者及貴賓(108.5.26-6.2)。 
(十三) 邀請並接待媒體及貴賓出席本校 108 級畢業典禮(108.6.2)。 
(十四) 邀請並接待媒體及貴賓出席本校石蛙校園意象揭幕儀式(108.6.2)。 
(十五) 製作更新本校宣傳布條。 
(十六) 製作重要活動影片於數位訊息看板播放。 
(十七) 統計每月新聞見報率並編印 107 學年度新聞剪影。 
(十八) 製作 107 年度各單位新聞統計表，總計 396 則新聞，行政績優單位為學務處，

學術績優單位為國語文學系及戲劇創作與應用學系。 
(十九) 彙編本校 107 學年度年報。 
(二十) 配合組織調整或更名，修正本校校況簡介摺頁。 
(二十一) 安排校長於春節、端午及中秋等三節慰問退休同仁。 
(二十二) 製作校長及主任秘書報告之簡報檔。 
(二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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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肆、年度重要工作 

編製出版「紅樓風華兩甲子─國立臺南大學 120 週年校慶紀念專書」，並協助規劃校一、

慶紀念品(保溫瓶、馬克杯、紅樓意象巧克力等)。 
負責撰寫及彙整本校校務評鑑項目一「校務治理與經營」，並協助安排實地訪評相關二、

事務，本校四大項目全數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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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攜手點燈品學兼優助學計畫」捐款作業，包含：安排校長學期初及學期末與三、

同學面談、定期聯繫及提醒捐助人匯撥款項、捐款收據開立及送達、受捐助同學感

謝卡片之傳遞、捐助人與受捐助同學間之交流等各項事宜。 
執行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附錄 1「提升高教公共性：完善弱勢協助機制，有效促進四、

社會流動」： 
(一) 107 年度：總經費 8,762,800 元(含外部募款金額)，負責每月管考回報、期中報

告撰寫、成果報告撰寫、成果展海報設計、經費流用等事宜(107 年 5 月-108 年

1 月)。 
(二) 108 年度：撰寫申請計畫書，獲補助 10,528,476 元(含外部募款金額)，並配合計

畫主冊賡續辦理相關管考、報告、網頁等作業(107 年 12 月起)。 
本室網頁獲本校 107 年度行政單位網頁評鑑績優。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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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室 

壹、單位基本資料 

本室置有主任 1 名，組長 1 名(由教師兼任)，組員 1 名。 

貳、議事方面 

一、120 週年校慶運動大會相關會議 
(一) 第一次籌備會議（107.9.26）。 
(二) 第二次籌備會議暨領隊會議（107.11.7）。 

二、運動場地協調會：第一學期（107.9.12）、第二學期（108.2.20）。 
三、體育室室務會議：第一學期（107.9.13）。 
四、2019 臺南古都國際馬拉松賽志工服務行前講習說明會(108.2.27)。 

參、年度重要工作 

一、107 學年度重要工作 
(一) 本學年度訓練活動組組長委請體育學系蔡佳蓉老師兼任。 
(二) 第一學期第 7、8 週(107.10.22-10.23；10.29-10.30)對全校一年級新生實施體適能

檢測，商請體育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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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74 筆。 
(三) 為提供全校師生更舒適、安全的運動環境，重訓室全面整修，包含地板採用進

口彈性材質重舖，訓練器材汰舊換新，且將部分重訓器材移轉至榮譽校區忠孝

堂供榮譽校區師生使用。 
(四) 舉辦：「第 27 屆南大盃排球邀請賽」，全國共 51 隊 612 人參加(107.11.10-11.11)；

「第 28 屆南大盃排球邀請賽」，共 40 隊參加(108.5.4-5.5)。 
(五) 在本校中山體育館舉行「107 學年度全國大專籃球運動聯賽公開男生組第二級

第四區預賽」(107.11.20-11.28)、「107 學年度全國大專排球運動聯賽一般女生組

第四區預賽 WnE 組」(107.12.17-12.18)、「107 學年度全國大專排球運動聯賽公

開女生組第二級 Wo2A 組預賽」(107.12.20-12.21)。 
(六) 臺南市政府舉辦「2019 臺南古都國際馬拉松賽」，本校 154 位同學擔任各組志

工服務人員，本校已多次支援該項賽事，普獲好評(108.3.3)。 
(七) 中山體育館木質地板進行半年一次的白蟻防治噴藥(108.3.30)。 
(八) 中華民國 108 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本校報名田徑、游泳、桌球、羽球、網

球、軟式網球、競技體操、跆拳道等項目，登錄選手共 85 人(108.4.12-5.1)。 
二、107 學年度運動代表隊對外比賽成績 

名稱/日期/項目 姓名/成績 

107 年全國中正盃國

武術錦標賽

(107.9.22~9.23) 

南拳 
長器械 
劍術 

林廷翰(金牌) 
林廷翰(金牌)、陳瑀涵(金牌) 
曾品婕(銅牌) 

107 年全國第 39 屆華 大專女子組 林承萱、童雅筠、黃素琴、薛閔云、李諺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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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日期/項目 姓名/成績 

宗盃排球錦標賽

(107.10.13~10.16) 
林素靜、吳孟萱、陳靜、曾彙雯、蔡欣樺、 
陳品涵、顧嘉軒(第 2 名) 

107 學年度第 40 屆中

正盃全國溜冰錦標賽

(107.11.3~11.4) 

大專男子組 
直排花式 
自由型 

 
萬庭宇(第 1 名) 
萬庭宇(第 2 名) 

2019 年港都盃全國田

徑錦標賽

(108.2.18~2.21) 

公開男子組 
100 公尺 
800 公尺 
400 公尺跨欄 

 
陳玟溥(第 7 名)、趙敬民(第 8 名) 
廖振豪(第 4 名) 
范振亭(第 5 名) 

中華民國大專校院

107 學年度排球運動

聯賽(108.3.11~3.15) 

女生公開二級組 陳品涵、林承萱、薛閔云、顧嘉軒、林素靜、

童雅筠、陳靜、李諺妮、吳孟萱、曾彙雯、 
黃素琴、蔡欣樺(第 6 名) 

108 年新北市全國青

年盃田徑錦標賽

(108.3.13~3.15) 

公開男子組 
100 公尺 
400 公尺接力 
1600 公尺接力 

 
趙敬民(第 3 名)、陳玟溥(第 5 名) 
賴柏翔、陳玟溥、趙敬民、陳冠宇(第 2 名) 
游兆晉、游兆偉、賴柏翔、廖振豪(第 1 名) 

中華民國大專校院

107 學年籃球運動聯

賽(108.3.25~3.26) 

公開男生組二級 陳昱中、蔡曜鴻、謝承晏、洪健宸、鄭宸緯、

劉峻宇、林昆模、匡唐皓、黃羿銘、蘇泓瑋、

吳家睿、吳泓德、侯炳志、洪晨訓、黃思翰、

鍾侑成、王鈺棋、黃郁、繆少維、謝嘉豪 
(第 12 名) 

108 年全國大專校院

田徑公開賽

(108.3.30~3.31) 
 
 
 
 
 
 
 
 
 
 
 
 
 

大專男甲 
100 公尺 
200 公尺 
400 公尺 
400 公尺接力 
1600 公尺接力 

 
趙敬民(第 3 名) 
陳玟溥(第 2 名) 
廖振豪(第 4 名) 
王清盛、陳玟溥、游兆晉、廖振豪(第 2 名) 
賴柏翔、陳玟溥、游兆晉、廖振豪(第 2 名) 

大專男乙 
400 公尺 
800 公尺 
400 公尺接力 

 
佘東翰(第 3 名) 
佘東翰(第 3 名) 
許照明、吳冠丞、蔡易欣、佘東翰(第 4 名) 

大專女乙 
100 公尺 
200 公尺 
400 公尺 
800 公尺 
400 公尺接力 
1600 公尺接力 

 
林盈汝(第 1 名)、陳菱屏(第 6 名) 
林盈汝(第 1 名)、陳菱屏(第 4 名) 
黃馨(第 3 名) 
黃馨(第 8 名) 
閻品璇、陳菱屏、翁如娟、林盈汝(第 2 名) 
閻品璇、黃馨、翁如娟、林盈汝(第 4 名) 

跳高 閻品璇(第 2 名) 
標槍 黃若涵(第 7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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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日期/項目 姓名/成績 

中華民國 108 年全國

大專校院運動會

(108.4.12~5.1) 

田徑項目：公開組 
男生 100 公尺 
男生 200 公尺 
男子 400 公尺接力 
男子 1600 公尺接力 

 
趙敬民(第 4 名) 
陳玟溥(第 5 名) 
賴柏翔、陳玟溥、趙敬民、陳冠宇(第 2 名) 
游兆偉、游兆晉、賴柏翔、廖振豪(第 5 名) 

一般男生組 
400 公尺 
男子 1600 公尺接力 

 
余東翰(第 4 名) 
許博竣、蔡易欣、許照明、吳冠丞(第 8 名) 

一般女生組 
100 公尺 
 
200 公尺 
 
女子 400 公尺接力 
女子 1600 公尺接力 
400 公尺 

 
林盈汝(第 1 名，12 秒 31 破大會)、 
陳菱屏(第 8 名) 
林盈汝(第 1 名，25 秒 23 破大會)、 
陳菱屏(第 7 名) 
閻品璇、陳菱屏、翁如娟、林盈汝(第 2 名) 
陳菱屏、黃馨、翁如娟、林盈汝(第 1 名) 
黃馨(第 5 名) 

跳高 閻品璇(第 1 名) 
一般女生組田徑錦標 團體(第 1 名) 
桌球項目：公開組 
男子單打 
男子雙打 

 
吳明夏(第 5 名) 
徐于倢、賴濬睿(第 8 名) 

羽球項目：公開組 
男子組團體賽 

 
古祥廷、卓彤穎、陳立凱、莊閔傑、吳宗承、

劉信佑、吳紹謙、吳佳鍚、陳東華、李展豪、

喬彥傑(第 8 名) 
混合組羽球： 
個人雙打賽 

 
周東毅、周恩妃(第 4 名) 

軟式網球：公開女生

組：個人單打賽 
 
陳青筠(第 6 名) 

競技體操： 
公開女生組： 
平衡木 
地板 
高低槓 

 
 
郭怡萱(第 8 名) 
郭怡萱(第 8 名) 
郭怡萱(第 6 名) 

第 31 屆木鐸盃運動競

賽(108.5.16~5.17) 
女生排球隊 
 
 
 

王薇雅、吳雨潔、閻品璇、古欣、洪諧旻、 
蔡卉軒、詹喬媛、蔡汶珈、曾瓊萱、林思妤、

童雅筠、謝佳妘、鄭伊玲、王德茹、吳心如、

黃素琴(冠軍) 
男生籃球隊 吳柏瑲、劉峻宇、侯炳志、陳湘峰、黃建樟 

邵柏叡、蔡庭豪、魏佑宸、邱泰豪、陳銘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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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日期/項目 姓名/成績 

高崇凱、許宜廉、邱哲崙、林俊均、蔡念穎 
朱景淯、陳奕愷、施柏佑、蘇皓偉(季軍) 

108 年總統盃全國溜冰錦標賽 吳庭慈、林佳音(第 2 名) 
108 年會長盃全國溜冰錦標賽 陳蓁(第 2 名)、林欣諭(第 3 名) 
第八屆世界傳統武術

錦標賽(中國四川省峨

眉山市)(108.6.16~6.18) 

南拳 
長器械 

林廷翰(第 1 名)、陳瑀涵(第 3 名) 
林廷翰(第 2 名)、陳瑀涵(第 2 名) 

108 年冰球全國青年盃錦標賽 黃宇玫(第 2 名) 

國際比賽成績： 
名稱/日期/項目 姓名/成績 

2018 年第 18 屆亞洲溜

冰錦標賽(韓國南原

市)(107.9.4~9.16) 

並排花式 
直排花式 

萬庭宇(第 3 名) 
萬庭宇(第 4 名) 

三、 舉辦校內體育活動 
(一) 120 週年校慶運動會會前賽(107.11.21 及 11.28 下午)。 
(二) 120 週年校慶運動大會(107.12.15-12.16)。 

四、 舉辦或參與校際體育活動 
(一) 在中山體育館舉辦第 27 屆南大盃排球邀請賽(107.11.10-11.11)及第 28 屆南大盃

排球邀請賽(108.5.4-5.5)。 
(二) 參加 107學年度全國大專排球運動聯賽一般女生組第四區預賽(本校中山體育館，

107.12.17-12.18)及一般男生組第四區預賽(長榮大學，107.12.22-12.23)。 
(三) 參加 107學年度全國大專排球運動聯賽公開女生組第二級預賽(本校中山體育館，

107.12.20-12.21)，之後由鄭安城老師帶隊至輔英科大參加複決賽，本校獲第六

名(108.3.11-3.15)。 
(四) 參加 107學年度全國大專籃球運動聯賽公開男生組第二級預賽(本校中山體育館，

107.11.19-11.28)，之後由彭小惠老師帶隊至僑光科技大學參加全國複賽丁組賽

程(108.3.7-3.14)及決賽(108.3.25-3.26)，本校獲第九名。 
(五) 龔憶琳主任(107.12.17-12.21)、蔡佳蓉組長(107.12.23)帶隊至嘉義大同學院參加

107 學年度全國大專籃球運動聯賽一般女生組第四區預賽。 
(六) 蔡佳蓉組長帶隊至台南應用科大參加 107 學年度全國大專籃球運動聯賽一般男

生組第四區預賽(107.12.17-12.22)。 
五、 申請校外補助項目 

(一) 辦理教育部體育署補助本校「充實體育器材設備(資本門)」，經費 150 萬元。 
(二) 獲教育部體育署「108 年度發展特色運動」補助女子排球隊及羽球隊各 12 萬元。 
(三) 申請 108 年度第 1 梯次教育部學產基金補助培訓具特殊專長弱勢學生計畫，教

育系林家文同學獲「2019 香港亞太運動會網球奪金計畫」補助 8 萬元、幼教系

陳梓盈同學獲「2019 聽障亞運賽奪金培訓計畫」補助 3 萬元。 
(四) 本校排球代表隊參加「中華民國大專校院 107 學年度排球運動聯賽」，獲大專院

校體育總會「參賽補助款」：公開女生組第二級 8,000 元、一般男生組 4,000 元、

一般女生組 9,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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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其他 
(一) 完成填報教育部體育署學生水域運動安全網「水域運動船艇現況調查系統」。 
(二) 龔憶琳主任至中正大學參加「108 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第一次執行委員會委

員會議」(107.9.12)。 
(三) 辦理「2018 肌內效貼紮認證課程研習會」，由台灣運動科學健康促進協會協辦

(107.9.15-9.16)。 
(四) 龔憶琳主任及彭小惠老師至大同技術學院嘉義校區參加 107 學年度全國大專籃

球運動聯賽一般組第四區及公開男生組第二級第四區領隊會議(107.11.5)。 
(五) 107 學年度全國大專校院排球運動聯賽，本校共有公開女生組第二級、一般男

生組、一般女生組等三隊參賽。 
(六) 107 學年度全國大專校院籃球運動聯賽，本校共有公開男生組第二級、一般男

生組、一般女生組等三隊參賽。 
(七) 協辦「第 13 屆 2019 臺南古都國際馬拉松賽」，本校共 154 名同學擔任志工，由

龔憶琳主任及蔡佳蓉組長督導，凌晨 4 時即抵會場(臺南市議會)，依分組負責

馬拉松賽各項工作，賽事圓滿結束(108.3.3)。 
(八) 本校生態系女排、國文系女排、電機系男排、數位系男排參加「中華民國大專

校院 107 年全國系際盃排球錦標賽」，獲參賽營養補助款各 2,000 元，生態系女

排隊因晉級決賽另加發 4,000 元，本校合計獲補助 12,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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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室 

壹、單位基本資料 

本室置主任 1 名、秘書 1 名、專員 1 名、組員 2 名及校聘組員 1 名。 

貳、議事方面 

107學年度教師評審委員會，6次(107.12.19、108.01.09、108.03.20、108.04.24、108.05.29、一、

108.06.24)。 
107 學年度職員甄審委員會，4 次(107.11.29、108.03.04、108.04.18、108.07.22)。 二、

107 學年度職員考核獎懲委員會，4 次(107.10.25、107.12.19、108.1.14、108.05.16)。 三、

107 學年度校聘人員考核獎懲委員會，6 次(107.10.16、107.11.13、107.11.21、107.12.24、四、

108.02.06、108.05.16)。 

參、年度重要工作 

修訂法規 一、

(一) 修正本校「職員獎懲實施要點」，經 107 學年度第 1 次行政會議通過(107.09.12)。 
(二) 修正本校「校聘人員考核作業要點」第 2 點及第 7 點，經 107 學年度第 2 次行

政會議通過(107.10.17)。 
(三) 修正本校「約用人員工作規則」附件 1 及本校「約用人員契約書」部分條文，

經 107 學年度第 4 次行政會議通過(108.01.09)。 
(四) 訂定本校「助教服務考核要點」、修正本校「助教聘約」、修正本校「職員國內

在職進修處理要點」，以上均經 107 學年度第 5 次行政會議通過(108.02.20)。 
(五) 修正本校「全時工讀生及身心障礙臨時工僱用管理要點」第 9 點，經 107 學年

度第 6 次行政會議通過(108.03.20)。 
(六) 本校校務基金經費僱用之全時工讀生(含身心障礙臨時工)員額數調增為 18 人，

經 108 年度第 1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通過(108.04.15)。 
(七) 修正本校「教師聘任及升等審查辦法」、修正本校「教師兼職暨借調處理要點」，

以上均經 107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通過(108.5.15)。 
(八) 修正本校「本校職員陞遷辦法」，經 107 學年度第 8 次行政會議通過(108.06.19)。 
教師聘任升等業務 二、

(一) 3 位專任教師通過審核聘任並完成報到手續。以 108 年 2 月 1 日為基準，全校

教師共 228 人，含教授 112 人、副教授 79 人、助理教授 37 人；另有專案助理

教授 2 人、助教 5 人、兼任教師共 236 人。 
(二) 申請升等之教師共 10 位，通過升等為教授及副教授各有 3 人，通過率 60%。 
訓練進修事項 三、

(一) 舉辦 107 學年度新聘教師行政業務研討座談會(107.08.02)。 
(二) 舉辦教職員工訓練研習 

1. 勞工權益說明會(108.06.26)。 
2. 多元文化影片賞析(108.0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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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當前政府重大政策議題(108.07.23)。 
4. 環境教育影片賞析(108.07.24)。 
5. 本校職員專業能力研習：包含「公文實作與實務案例解析」、「廉政、行政中

立與高風險法令專題演講：鳥瞰公務員執行職務的基本法律環境」、「各單位

業務精進作為宣導」(108.07.23-07.24)。 
 各類保險、福利業務 四、

(一) 教職員參加公務人員保險 297 人、全民健保 540 人(含眷屬及第六類人員)。 
(二) 107 學年度辦理喪葬補助 12 件及生育補助 2 件。 
(三) 辦理自願退休 4 人、屆齡退休 3 人，共 7 人。 
員工文康活動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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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28)。 
(三) 慶生會活動：同仁生日當月由校長署名祝福，並致贈家樂福股份有限公司 1,041

元生日券。每月初舉辦員工慶生會，邀請校長及當月生日之師長同仁參加同樂。 
(四) 簽訂校外優惠措施，增進同仁福利 

1. 臺南臺糖長榮酒店、江南渡假村、月見溪行館、昭盛投資連鎖飯店：提供

會議及餐飲住宿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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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億旅行社：提供同仁各項折扣優惠。 
5. 各項餐飲優惠：本校鄰近商家提供同仁用餐折扣優惠。 
6. 私立幼寶托嬰中心及寶寶幼兒園：簽訂特約教保機構，提供同仁優惠托育

服務。 
(五) 提供健康檢查服務：以電子郵件轉知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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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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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計室 

壹、單位基本資料 

本室現置主任 1 名、組長 1 名、專員 1 名、組員 2 名、校聘組員 1 名、高校深耕計畫專

任助理 1 名及臨時工 1 名，依法辦理本校歲計、會計及統計事項。 

貳、議事方面 

「108 年度經常門預算分配初審會議」於 107 年 10 月 1 日召開，通過後提送校務基一、

金管理委員會審議。 
「109 年度資本門預算分配初審會議」於 108 年 3 月 15 日召開，通過後提送校務基二、

金管理委員會審議。 
「107 學年度內部控制小組會議」分別於 107 年 12 月 10 日及 108 年 5 月 6 日召開，三、

討論本校 107 年度內部稽核報告、107 年度內部控制實施成效自行評估計畫、108 年

度稽核計畫、107 年度內部稽核報告及內部控制項目增修或刪除提案，會議紀錄簽

報校長核定後依決議辦理。 
「108 年度稽核計畫行前會議」於 108 年 5 月 13 日召開，通過簽報校長核可後，函四、

發受查單位稽核通知，執行本年度內部稽核實地訪查。 

壹、年度重要工作 

 預(概)算案編製、預算保留辦理、分期實施計畫編造報核等 一、

(一) 本校 108 年度預算第 1 期實施計畫及收支估計表，報奉教育部 108 年 1 月 28 日

臺教會(一)字第 1080013920 號函同意核定。 
(二) 本校 108 年度預算第 2 期實施計畫及收支估計表，報奉教育部 108 年 8 月 6 日臺

教會(一)字第 1080105481 號函同意核定。 
(三) 本校 107 年度未及執行之購建固定資產預算數，申請保留轉入 108 年度繼續辦理

一案，報奉教育部 108 年 1 月 25 日臺教會(一)字第 1080013335 號函同意保留。 
(四) 彙編 108 年度預算案(含附小)，依編審辦法及核定額度編列完成，並於 107 年 8

月 24 日前陳送教育部彙送立法院審議。 
(五) 規劃全校 109 年度資本門概算分配計畫，於 108 年 3 月 15 日召開分配初審會議，

決議通過後，資料提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 
(六) 規劃全校 108 年度經常門預算分配計畫，於 107 年 10 月 1 日召開分配初審會議，

通過後提送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決議後，分配各單位執行。 
(七) 依各單位工作計畫，彙編 109 年度校務基金附屬單位概算，109 年度校務基金附

屬單位預算書表，依教育部會計處 108 年 3 月 11 日 108 基金 025 號通報、「109
年度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預算初編應行注意事項」規定，於 108 年 3 月 29 日

前函送教育部核辦。 
(八) 預算執行進度管理。 
(九) 妥善規劃財務資源，提升資源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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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務基金會計報告、半年結算報告、年度決算報告編製等 二、

(一) 依決算法、107 年度總決算附屬單位決算編製作業手冊、教育部通報等相關規定

編製完成本校 107 年度決算，決算報告於 108 年 2 月 18 日前送達行政院主計處、

教育部、財政部、審計部教育農林審計處等單位審查。 
(二) 本校 107 年度附屬單位決算業經審計部審核竣事，無修正增減數，均依原列決算

數審定照列，依審計法第 45 條規定發給審定書(審計部 108 年 8 月 13 日臺審部

教字第 1088502754 號函)。 
(三) 依中華民國 108 年度總預算附屬單位預算半年結算報告編製作業手冊、教育部所

屬作業基金編製半年結算報告應行注意事項之規定，編製完成本校 108 年度半年

結算報告，並於 108 年 7 月 12 日分送行政院主計總處、教育部、財政部、審計

部教育農林審計處。 
(四) 按期編製各項財務報告，並依限陳報教育部等單位審查。 
(五) 適時提供財務資訊，供決策參考。 
 校務基金財務規劃報告書及財務績效報告書編製 三、

(一) 本校 107 年度校務基金績效報告書，報奉教育部 108 年 6 月 3 日臺教高(三)字第

1080076998 號函同意備查，依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 27 條規

定，於備查後一個月內公告於校務基金公開專區。 
(二) 本校 108 年度財務規劃報告書，依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第 25

條規定，報奉教育部 107 年 12 月 28 日臺教高(三)字第 1070213927 號函同意備

查，並依上開辦法第 27 條規定，公告於本校財務資訊公開專區。 
 內部審核及出納會計事務查核 四、

(一) 依內部審核處理準則第二十一條、行政院主計處 87 年 9 月 8 日台 87 處會三字

第 07582 號函、教育部會計處 88 會一字第 88135937 號函及查核計畫，於 107
年 10 月 15 日完成本校 107 年度第 2 次出納會計事務查核，並於 108 年 6 月 5
日完成本校 108 年度第 1 次出納會計事務查核。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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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學校零用金業務檢查及校內有關業務之稽核。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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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對於全校各項收入之審核、招生經費及財產統制帳之處理。 
(六) 協助學校之財務調度及定存等業務之處理。 
(七) 各種押金、保證金、保固金收納、代收代付之相關業務處理。 
(八) 編製各類記帳憑證。 
(九) 審核國庫對帳單、現金日報表及銀行調節表。 
(十) 開放已分配部門預算及計畫帳務電腦網路簽證及查詢作業系統，節省行政流程。 
 內部控制 五、

(一) 完成本校內部控制作業手冊修訂(2.8 版)，並經 107 年 12 月 10 日內部控制小組

會議通過。 
(二) 依據政府內部控制聲明書簽署作業要點第三、四點規定，就本校內部控制建立及

執行情形辦理評估及稽核，結果認為本機關整體內部控制之建立及執行係屬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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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能合理確保上述目標之達成；107 年度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由校長及副校長

（內控(內稽)召集人）簽署表示整體內部控制制度有效。 
(三) 行政院修正「內部控制制度設計原則」，簡化機關內部控制表件，將整體與作業

層級目標及風險項目對應表、風險項目彙總表與風險評估及處理表範例，整併為

風險評估及處理彙總表；會知秘書室修訂相關表件。 
 本校校務基金財務績效 六、

(一) 107年度決算短絀數 46,613千元，較 106年度決算短絀數 59,166千元，降低 12,553
千元，短絀逐年改善。 

(二) 107 年決算現金及約當現金 1,162,333 千元，較 106 年淨增 72,287 千元，校務基

金財務穩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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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學院 

壹、單位基本資料 

學生人數統計  一、

類別 年級 人數 

大學部 

一 252 
二 262 
三 258 
四 274 

碩士班(日) 
一 90 

二 180 

進修碩士班(夜) 

一 110 

二 46 

三 50 

進修碩士班(日) 

一 38 

二 26 

三 11 

進修碩士班(暑) 四 7 

博士班 

一 20 

二 21 

三 23 

四 24 

五 38 
總計 1,730 

教職員人數統計 二、

類別  職稱  人數  

教師 

教授 31 

副教授 26 

助理教授 13 

行政人員 

組員 1 

助理員 1 

助教 2 

校聘組員 6 
總計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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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議事方面  

107 學年度院教評會議(107.10.11、107.12.12、108.1.4、108.1.8、108.5.6、108.6.17)。 一、

107 學年度院課程規劃會議(107.10.3、108.3.25、108.5.13)。 二、

107 學年度院務會議(107.10.15、108.2.15)。 三、

教育學院學系主管會議(107.11.27、108.3.11、108.4.8、108.5.7、108.6.19)。 四、

教育研究學報編審會議(107.9.27、108.3.29)。 五、

院教學品質精進小組會議(108.4.8)。 六、

教育學院「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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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5.7、七、

108.5.13)。 
推選各級會議教育學院學生代表會議(108.6.18)。 八、

參、年度重要工作 

教師聘任及升等 一、

(一) 完成本院 4 位專任教師聘任(107.12、108.5)。 
(二) 辦理院內教師升等著作外審(108.5、108.6)及新聘教師文憑送審(108.5)各 1 位。 
院內新主任遴選作業：教育系(108.2)、幼教系(108.6)、諮輔系(108.6)。 二、

教育研究學報：完成第 52 卷第 2 期(107.10)及第 53 卷第 1 期(108.4)出版。 三、

肆、年度創新工作 

院長、院內學系主任及教師至鄰近各高中擔任教育學群介紹講座之講師及大學推甄一、

模擬面試委員。 
進行校務研究議題分析、撰寫及報告(107.12)： 二、

(一) 本院大學部學生入學方式、畢業成績及教師檢定結果之關聯性分析。 
(二) 本院碩博班學生休退學人數原因分析。 
執行教育部大學社會責任實踐(USR)計畫：「為偏鄉而教-打造七股偏鄉教育補給站」三、

計畫，進行偏鄉學生課輔、教師共備社群、戶外教育，並於臺南市七股國小辦理 USR
計畫成果發表會(107.10)。 
執行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主軸 G-傳承實踐-在地創生。 四、

辦理本學院「大師講堂」4 場，依序邀請： 五、

(一) 前內政部長黃昆輝教授演講「教育行政決策藝術」(107.11)。 
(二)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退休教授王天苗演講「我選擇的生活和工作」(107.11)。 
(三)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系楊瑞珠教授演講「成為自己的勇氣：阿德勒會對台

灣年輕人說什麼?」(108.1)。 
(四)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系秦夢群教授演講「教育選擇權」(108.3)。 
教育研究學報提出「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期刊評比暨核心期刊收錄」申請(108.3)。 六、

本學院有「健康照護」、「適應體育」、「學前特教」三個院內跨領域學分學程，及與七、

理工學院共同設立之「數位科技應用人才」跨領域學分學程。 

伍、年度榮譽事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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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院教師榮獲本校「教師教學創新獎勵」如下： 一、

(一)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107 年 10 月)：金質獎-教育系黃彥文老師；銀質獎-特教系

詹士宜老師；銅質獎-教育系林素微老師、特教系蔡淑妃老師。 
(二)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108 年 4 月)：金質獎-教育系吳純萍老師；銅質獎-教育系

黃彥文老師。 
(三)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108 年 4 月)初評通過：教育系呂明蓁老師、徐立真老師、

李郁緻老師；特教系陳英豪老師。 
教育系榮獲 107 學年度教學績優系所。 二、

教育系吳純萍老師「媒體訊息與介面設計」課程，通過教育部數位學習認證(108.7)。 三、

教育系林進材老師榮獲 107 年度教育部教育實習指導教師優良獎；幼教系陳羿妏及四、

特教系黃立婷同學榮獲 107 年度教育部教育實習學生優良獎。 
教育系徐立真老師及幼教系張麗芬老師榮獲 107 年度校級優良導師。 五、

特教系林千玉老師榮獲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師指導學生參加校外競賽」之獎勵。 六、

本學院學生獲得科技部 107 年度大專學生研究計畫核定 8 案。 七、

本學院 107 年度各學系畢業生考取正式教師共 163 名；108 年度考取 131 名。 八、

本學院「應屆」畢業生參加 108 年教師資格檢定考試，通過率如下： 九、

(一) 3 月份教檢：教育系 97%、諮輔系 96%、特教系 85%、幼教系 97%。 
(二) 6 月份教檢：教育系 92%、諮輔系 88%、特教系 97%、幼教系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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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學系 

壹、單位基本資料 

學生人數統計 一、

類別  年級  人數 

大學部 

一 80 
二 87 
三 82 
四 92 

課程與教學碩士班 
一 13 
二 40 

課程與教學博士班 

一 7 
二 4 
三 7 
四 2 
五 11 

科技發展與傳播碩士班 
一 5 
二 16 

教育經營與管理碩士班 
一 13 
二 17 

教育經營與管理博士班 

一 8 
二 11 
三 11 
四 15 
五 21 

測驗統計碩士班 
一 5 
二 8 

測驗統計博士班 

一 2 
二 3 
三 2 
四 4 
五 3 

課程與教學 
教學碩士班(假日) 

一 17 
二 17 
三 11 

教育行政 
碩士在職專班(夜) 

一 14 
二 14 
三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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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別  年級  人數 
學校經營與管理教學 
碩士在職專班(夜) 

三 14 

課程與教學 
碩士在職專班(澎湖) 

一 3 
二 11 
三 7 

總計 684 
教職員人數統計 二、

類別  職稱  人數  

教師 
教授 18 

副教授 4 
助理教授 6 

行政人員 
助教 1 

助理員 1 
校聘組員 2 

總計 32 

貳、議事方面 

107 學年度教育學系系務會議(107.9.26、107.11.5、108.1.7、108.3.20、108.4.24、一、

108.6.19)。 
107 學年度教育學系教評會(107.10.2、108.1.3、108.3.11、108.4.8、108.5.1、108.6.12)。 二、

評鑑小組會議(107.8.29、107.9.10、107.10.1、107.10.22、107.11.12、107.12.24、108.2.25、三、

108.5.3、108.5.10、108.7.8)。  
107 學年度教育學系課程規劃會議(107.10.1、108.3.14)。  四、

107 學年度教育學系招生小組委員會(107.11.22)。 五、

107 學年度教育學系經費規劃會議(108.1.29)。 六、

107 學年度教育學系系務發展委員會(108.5.29)。 七、

參、年度重要工作 

專題演講 一、

(一) 國立成功大學電腦與通信工程研究所詹寶珠教授：資訊教育的發展–淺談教師與

教材(107.09.13)。 
(二) 臺南市永華特教中心陳沅主任：創造力資優及國小現場個案討論(107.09.21)。 
(三) 志光集團林進榮董事長：文教事業經營與管理(107.9.27)。 
(四) 國立政治大學陳榮政教授：教育發展的國際趨勢與未來走向(107.10.4)。 
(五) 臺南市中西區成功國小鄭國斌校長：如何寫好板書(107.10.5)。 
(六) 夏綠蒂國際托嬰中心黃盈斐園長：夏綠蒂的創業歷程(107.10.17)。 
(七) 樹德科技大學溫嘉榮教授：數位學習的趨勢與特色(107.10.18)。 
(八) 臺南市東區崇學國小張寶方老師：班級經營技巧(107.1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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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國立中央大學數學系單維彰教授：基礎學科的磨課師設計與實施—以微積分為

例(107.10.23)。 
(十) 本校附設實驗小學葉王強老師：美感教育(107.11.9)。 
(十一) 臺南市安定區安定國小陳秉家老師：我的教學旅程(107.12.7)。 
(十二) 臺南市中西區進學國小葉秀娥主任：十二年國教新課綱介紹與實作

(107.12.14)。 
(十三)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科教所譚克平副教授：關於素養導向命題原則的建議

(108.1.8)。 
(十四) 臺南市東區復興國小林秀真老師：給半年實習的你-不可不知的特教生面面觀

(108.1.11)。 
(十五) 國立成功大學楊雅婷教授：中小學數位學習深耕計畫(108.3.7)。 
(十六) 臺南市教育產業工會侯俊良理事長：教師組織經營面面觀(108.3.12)。 
(十七) 國立政治大學秦夢群教授：教育選擇權之實施爭議(108.3.14)。 
(十八) 國立中正大學林永豐教授：核心素養的課程設計與案例分享(108.3.21)。 
(十九) 臺南市佳里區佳里國小郭詔維主任：校訂課程的規劃與實作(108.3.21)。 
(二十) 臺南市北區開元國小洪千雅老師：教育，哇！哇！哇！(108.3.22)。 
(二十一) 百夫長旅行社徐峰堯先生：走進伊斯蘭世界 -以色列教育制度與發展

(108.3.27)。 
(二十二) 高雄市茄萣區茄萣國小陳宜莉老師：檯面下的教育現場(108.3.29)。 
(二十三) 冠騰文理補習班何昌國先生：補習班經驗分享(108.4.9)。 
(二十四) 臺南市政府教育局陳秀卿督學：跨領域主題統整課程的理論與實務

(108.4.11)。 
(二十五) 國立中山大學王宏仁教授：對談田野-田野的想像落差(108.4.11)。 
(二十六) 臺南市安平區億載國小陳威任老師：數位教材製作經驗分享(108.4.11)。 
(二十七) 臺南市安平區億載國小林志政校長：教育領導之美(108.4.12)。 
(二十八) 國立中山大學陳美華教授：慾望性公民(108.4.16)。 
(二十九) 淡江高中莊景雅老師：國際教育素養(108.4.17)。 
(三十)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許庭嘉教授：ICT in 英語教學(108.4.18)。 
(三十一) 臺南市歸仁區文化國小沈昭君老師：「教師社群」與「共備、觀、議課」機

制的實踐(108.4.18)。 
(三十二) 姜樂靜建築師：教育事業/空間規劃與建築(108.4.30)。 
(三十三) 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黃怡碧執行長：國際組織與人權公約對社會的影響

(108.5.1)。 
(三十四) 國立政治大學王增勇教授：建制民族誌 -經驗文本分析範例與實作

(108.5.14)。 
(三十五) 蔡適任老師：「您所不知的撒哈拉：一個人類學家的凝視、書寫與行動」

(108.5.15)。 
(三十六) 臺南市安南區海東國小洪駿命主任：STREAM 與核心素養的轉化實踐

(108.5.24)。 
(三十七) 羅青真老師：拚教養-全球化、親職焦慮與不平等童年(108.6.4)。 
(三十八) 國立家齊高中芬蘭籍志工方燕翎講師：芬蘭的教育(108.6.5)。 
其他學術活動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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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辦理校外教育參訪、企業參訪活動 
1. 臺南市仁德區虎山實驗小學(107.12.14)。 
2. 臺南市七股區光復生態實驗小學(107.12.21)。 
3. 臺南市七股區樹林國小(107.12.28)。 
4. 臺南市七股區建功國小(107.12.28、108.5.10)。 
5. 臺南市安平區億載國小(108.3.15)。 
6. 本校附設實驗小學(108.4.12)。 
7. 統一企業(108.4.17)。 
8. 臺南市安平區新南國小(108.4.26)。 
9. 臺南市中西區進學國小教學觀摩(108.5.3)。 
10. 香格里拉飯店(108.5.29)。 
11. 臺南市七股區光復實驗小學(108.6.14)。 

(二) 辦理「107 學年度教師資格檢定考試講座」(107.9.21)。 
(三) 辦理試教和教學演示活動 

1. 教四甲：臺南市億載國小試教(107.10.19)、模擬試教與口試(107.11.2)。 
2. 教四乙微型教學(107.10.5、11.2)。 

(四) 辦理就業輔導之模擬教師甄試活動 
1. 臺南市北門區北門國小田于軒老師「教檢、教甄經驗分享」(107.8.3)。 
2. 臺南市北區賢北國小李冠儀老師教甄經驗分享(108.1.4)。 
3. 模擬教師甄試：(一)(108.3.30)、(二)(108.4.27)。 
4. 應屆教師資格檢定考試經驗分享(108.4.26)。 
5. 臺南市安南區和順國小郭惠琳老師「如何準備教甄/教檢/教育研究所考試？

十二年國教素養導向教學口試篇」(108.6.21)。 
(五) 辦理課程成果發表會 

1. 108 級教四甲國民小學教學實習成果展(108.1.11)。 
2. 教學科技組 108 級專題製作成果發表會(108.5.8)。 
3. 素養導向校本課程開發成果發表暨實作工作坊(108.5.19)。 
4. 「教四課 教材的編寫與研發」課程成果發表會(108.6.20)。 

(六) 辦理「MPLUS 工作坊」，由曾明基博士(花蓮市復興國小老師)主講(108.4.13-14)。 
辦理招生宣傳活動 三、

(一) 進行碩班推甄招生宣傳：教四甲(107.09.10)、教四乙(107.09.14)、大五實習生

(107.09.21)。 
(二) 赴高中進行教育學群介紹：李郁緻師-臺中市龍津高中(107.10.12)、呂明蓁師-高

雄市文山高中(107.10.22)、歐陽誾師-國立臺南女中(107.10.30)。 
(三) 許誌庭師接待臺南市新化高中參訪本系(107.11.21)。 
(四) 張正平師帶隊參加 2019 全國大學博覽會(108.2.23-24)。 
(五) 對大三同學介紹本系預備研究生制度(108.3.18、3.22)。 
(六) 赴高中擔任模擬面試委員：吳純萍師-臺南市德光高中(108.3.30)、徐立真師-臺

南市聖功女中(108.4.3)、林素微師-國立臺南一中(108.4.9)。 

肆、年度創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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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師培中心聯合辦理教甄輔導感恩餐會(107.8.18)。 一、

辦理「2018 教育高階論壇國際研討會：核心素養的教學與評量」(107.11.16-17)。 二、

辦理 107學年度及 108學年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資格檢定模擬考試」三、

(108.1.22、108.6.22)。 

伍、年度榮譽事蹟 

本系獲選為本校 107 學年度教學績優系所。 一、

本系 4 位教師榮獲科技部 107 年度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蕭佳純師、林素微師、二、

周保男師、丁學勤師。 
11 位教師獲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補助：黃秀霜師、郭丁熒師、黃彥文師、尹玫君師、三、

歐陽誾師、周保男師、吳純萍師、姜麗娟師、蕭佳純師、洪碧霞師、林素微師。 
11 位教師獲教育部專題研究計畫補助：黃秀霜師、徐綺穗師、黃彥文師、歐陽誾師、四、

黃宗顯師、鄭新輝師、呂明蓁師、林斌師、李郁緻師、洪碧霞師、林素微師。 
李亮儀同學(林素微師指導)榮獲科技部 107 年度大專學生研究計畫補助。 五、

楊雅媜同學(尹玫君師指導)榮獲科技部 106 年度大專學生研究計畫研究創作獎(107六、

年 8 月)。 
林素微師榮獲中華民國教育學術團體頒發「107 年度優良教育人員木鐸獎」。 七、

林進材師榮獲 107 年度教育部教育實習指導教師優良獎。 八、

吳純萍師榮獲本校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師教學創新獎勵」金質獎(108 年 4 月)。 九、

黃彥文師榮獲本校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師教學創新獎勵」金質獎(107 年 10 月)、十、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銅質獎及第 2 學期初評通過(108 年 4 月)。 
十一、 呂明蓁師、徐立真師、李郁緻師參加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師教學創新獎勵」，

獲初評通過。 
十二、 徐立真師榮獲 107 年度校級優良導師。 
十三、 陳偉祥、鄭庭婷同學榮獲 2019 創新創意創業競賽第二名。 
十四、 本系應屆畢業生參加 108 年教師資格檢定考試，3 月通過率達 97%，6 月通過率

達 92%。 
十五、 108 年度教師甄試，本系共 79 人(96 人次)上榜。其中 3 位獲榜首殊榮：楊翌鉉同

學(嘉義縣普通教師)、黃雅姿同學(台南偏遠地區音樂教師)、謝維軒同學(台南偏

遠地區資訊教師)。 
十六、 108 年度本系應屆畢業生(107 級)及系友共 30 人考取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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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商與輔導學系 

壹、單位基本資料 

學生人數統計 一、

類別 年級 人數 

大學部 

一 41 
二 43 
三 48 
四 45 

碩士班 
一 16 
二 36 

碩士在職專班 
一 25 
二 27 

總計 281 
教職員人數統計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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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學年度系務會議(107.09.17、107.10.15、107.11.12、107.12.10、108.02.18、108.03.18、一、

108.04.22、108.05.20、108.06.17)。 
107 學年度系教評會議(107.08.30、107.12.24、108.02.20、108.04.23、108.06.13)。 二、

107 學年度系課程會議(107.09.17、108.01.07、108.03.18、108.04.22)。 三、

107 學年度專業實習會議(108.01.07、108.04.22、108.06.17)。 四、

參、年度重要工作 

專題演講 一、

(一) 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心理與諮商學系曾端真教授：傾聽生命故事--談阿德勒學派的

人性觀(107.10.31)。 
(二) 華人心理治療研究發展基金會李開敏諮商心理師：老人諮商的理論與實務運用

(107.11.10)。 
(三) （教育學院大師講堂）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系楊瑞珠教授：「成為自己的勇

氣：阿德勒會對台灣年輕人說什麼？」(108.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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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音樂系張乃文兼任助理教授：生命歷程的重重關愛(隘)-音樂

治療對情緒困擾/表達的協助(108.03.20)。 
(五) 臺南市同志健康中心唐仁忠專員：愛滋與愛之溝通(108.03.27)。 
(六) (教育學院大師講堂)臺南地方法院少年法庭謝瑞龍庭長：少年事件處理法的調查、

審理與執行實務(108.04.24)。 
(七) 臺南地方法院少年法庭謝瑞龍庭長：少年事件實務案例之探討(108.05.01)。 
其他學術活動 二、

(一) 社會情緒教育(SEL)聯合研習會(107.09.26)。 
(二) 園藝治療在助人實務上的運用工作坊(107.10.17)。 
(三) 我們一起玩~團體遊戲治療工作坊(107.11.19-11.20)。 
(四) 舞蹈治療在助人實務上的運用工作坊(107.12.08、108.05.19)。 
(五) 回歸初心：探尋自己的生涯地圖工作坊(107.12.21)。 
(六) 學士班社區輔導與諮商實習研究成果發表(107.12.24)。 
(七) 學士班專題研究成果發表(107.12.26)。 
(八) 學士班學校輔導與諮商實習研究成果發表(108.01.03)。 
(九) 諮商專業人員多元文化工作坊：新住民諮商(108.03.09)。 
(十) 實戰！療癒系按摩工作坊(108.05.15)。 

肆、年度創新工作 

舉辦「當遊戲遇到大腦~2018 遊戲治療國際研討會暨台灣遊戲治療學會年會」

(107.11.18)。 

伍、年度榮譽事蹟 

科技部 107 年度大專學生研究計畫補助通過 2 件：陳靖慈同學(吳麗雲老師指導)、一、

李緹同學(陳志賢老師指導)。 
陳靖慈同學(吳麗雲老師指導)獲得科技部 107 年度大專學生研究計畫研究創作獎。 二、

107 年度諮商心理師考試通過 19 位。 三、

應屆畢業生參加教師資格檢定考試，108 年 3 月通過率 95%，6 月通過率 88%。 四、

校友參加 108 年全國教師甄試，16 人(其中 1 人為教育系與本系雙主修)獲正式錄取。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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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教育學系 

壹、單位基本資料 

學生人數統計 一、

類別  年級 人數 

大學部 

一 40 
二 43 
三 46 
四 47 

特殊教育碩士班 
一 3 
二 16 

輔助科技碩士班 
一 9 
二 12 

重度障礙碩士班 
一 2 
二 9 

特殊教育博士班 

一 2 
二 3 
三 6 
四 1 
五 8 

總計 247 
教職員人數統計 二、

類別 職稱 人數 

教師 
教授 5 
副教授 7 
助理教授 2 

行政人員 校聘組員 2 
總計 16 

貳、議事方面 

107 學年度系務會議 (107.10.03、107.10.31、107.12.26、108.03.13、108.05.01、一、

108.06.12)。 
107 學年度系教評會議(107.10.17、107.11.21、108.01.02、108.03.06、108.04.10、二、

108.05.29)。 
107 學年度系課程會議(107.09.19、107.12.19、108.02.27、108.05.08)。 三、

品質保證認可會議 (107.08.15、 107.10.01、 108.05.13、 108.05.22、 108.06.03、四、

108.06.12)。 
師培評鑑工作會議(107.09.17、107.10.02、107.11.12、108.05.13)。 五、

學術審查會議(107.10.09、107.11.21)。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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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學年度精進師資素質計畫工作會議(107.11.26、108.04.22)。 七、

參、年度重要工作 

專題演講  一、

(一) 辦理【特教系教甄活動】講座：特教教師的追尋之路(107.10.06)。 
(二) 辦理【特教系系友會活動】講座：邁向優質的特教教師(107.10.06)。 
(三) 杜明益老師：安全健康教育-現代文明擒拿術(107.10.17)。 
(四) 新竹市學諮中心鍾雅惠心理師：乾燥花與性別平等議題的相遇(107.10.24)。 
(五) 大師講堂，邀請王天苗教授講授「我選擇的生活和工作」(107.11.07)。 
(六) Dr. Howard Wills(美國 The University of Kansas)：融合情境班級中情緒行為的管

理(108.05.02)。 
(七) 白河國小陳美玲老師：情緒行為障礙學生教材設計與教學分享(108.06.12)。 
其他學術活動 二、

(一) 出版「特殊教育與復健學報」第 34、35 期。 
(二) 協助臺灣經濟研究院進行「107 年全國研發狀況調查」。 
(三) 教師專業社群「UDL 開墾隊」工作坊 

1. 第一次：朱慧娟老師(107.09.19)。 
2. 第二次：林千玉老師--輔具在 UDL 之應用(107.10.3)。 
3. 第三次：何美慧老師--UDL 案例(107.10.31)。 
4. 第四次：朱慧娟老師--UDL 實務&研究議題(107.11.21)。 
5. 第五次：何美慧老師--結合碩博班研究生參與 UDL 之發展(107.12.26)。 
6. 第六次：李芃娟老師--聽覺障礙學生UDL研究與實務有關議題(108.06.12)。 
7. 第七次：何美慧老師--自閉症學生 UDL 研究與實務有關議題(108.06.19)。 

(四) 辦理本系師培評鑑自評工作(107.12.06)。 
(五) 赴台南市安定區南興國小辦理行天宮關懷輔導偏鄉弱勢學生「短育活動-動物之

森」(108.01.23-01.25)。 
(六) 辦理「特教週」，舉辦一系列特教宣導與學習成果展示活動(108.04.29-05.01)。 
(七) 辦理大三與大四學生二日新課綱研習(108.06.15-06.16)。 
(八) 與系友 會共 同辦 理 學科知 能 / 教師 資 格考試 之體 檢與 改 善工作坊

(108.7.11-7.12)。 
學術交流：日本宮城教育大學菅井 (Soaugi)教授等師生 7 人蒞臨本系參訪三、

(108.2.18-2.19)。 

肆、年度創新工作 

本系 107 學年度精進師資素質及特色發展計畫之子計畫 B3 與 B4，由何美慧主任、一、

李芃娟老師、林慶仁老師、詹士宜老師、高振耀老師、曾怡惇老師、林千玉老師、

曾明基老師等八位共同執行。 
碩博班共同必修核心課程「特殊教育的發展與趨勢」、「全方位學習設計專題研究」，二、

採全系老師共同授課方式。 
全系教師各依專長領域共同撰寫有關全方位學習設計之論文，並集結成書出版。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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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申請「108 學年度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地方教育輔導工作計畫」，以「全方位學四、

習設計」為核心，協助實務現場老師針對多類特殊學生個案進行調整。 
配合教務處，赴臺中市國際展覽館參加 2019 大學招生博覽會進行招生工作五、

(108.2.23-2.24)。 
建置「特殊教育與復健學報」無紙化投審稿系統。 六、

網頁改版為響應式網頁。 七、

伍、年度榮譽事蹟 

詹士宜老師、博士班王峯文同學、81 級系友陳明顯老師(高雄市)、100 級系友蔡明一、

潔老師(新北市)榮獲優良特教老師。 
詹士宜及蔡淑妃老師分別榮獲 106-2 學期教師教學創新獎勵銀質獎及銅質獎(107 年二、

10 月)。 
陳英豪老師榮獲 107-2 學期教師教學創新獎勵初評通過。 三、

林千玉老師榮獲 107-2 學期教師指導學生參加校外競賽之獎勵。 四、

輔助科技碩士班黃義良同學榮獲輔具創造發明 1 金 2 銅殊榮。 五、

張庭語(李芃娟老師指導)、鄭郁潔(楊憲明老師指導)、張庭穎(曾怡惇老師指導)等 3六、

位同學，獲科技部 107 年度大專學生研究計畫補助；其中張庭穎同學更榮獲「研究

創作獎」。 
黃立婷同學獲得 107 年度教育部教育實習學生優良獎。 七、

107 級吳靖萱校友考取 108 年公務人員五等身心障礙人員考試。 八、

應屆畢業生參加 108 年 3 月教檢，通過率 85%；6 月通過率達 97%。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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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教育學系 

壹、單位基本資料 

學生人數統計 一、

類別 年級 人數 

大學部 

一 49 
二 46 
三 41 
四 43 

碩士班 
一 12 
二 6 

碩士在職專班 
(夜間) 

一 14 
二 9 

總計 220 
教職員人數統計 二、

類別 職稱 人數 

教師 
教授 2 
副教授 7 
助理教授 1 

行政人員 校聘組員 1 
總計 11 

貳、議事方面 

107 學年度系務會議(107.9.4、107.9.26、107.10.19、107.11.9、107.11.28、107.12.7、一、

108.1.11、108.2.12、108.3.27、108.4.24、108.6.21)。 
107 學年度系課程委員會議(107.9.11、107.10.24、107.12.10、108.1.2、108.1.9、108.2.1、二、

108.3.8、108.5.3)。 
107 學年度系教評會議(107.10.4、107.12.28、108.4.11)。 三、

107 學年度經費、學務及人事委員會議(107.9.20、107.9.25、107.11.5、107.11.28、108.2.1、四、

108.3.13、108.4.24)。 
107 學年度輔導及學術研究委員會議(107.11.7、108.3.6、108.5.8、108.5.29、108.6.19)。 五、

參、年度重要工作 

專題演講 一、

(一) 中華醫事科技大學幼兒保育學系張耀宗教授：精進研究知能(107.10.19)。 
(二) 臺南市瑞峰國小附幼蔡牧君老師：初任公費教師適應與職前準備(107.11.23)。 
(三) 基隆市幼幼幼兒園陳華堯執行長：學習區備課與從中如何評估幼兒發展

(107.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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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臺南市台積電幼兒園東恩綾老師：課綱統整性主題課程分享(108.1.2)。 
學術活動 二、

(一) 辦理「全語言課程與教學─從全語言看教室內的潛文化」教學研討會(107.9.29)。 
(二) 與藝術學院合作辦理「2018 幼兒園美感教育研討會暨成果展」(107.10.6)。 
(三) 舉辦「幼兒學習評量」工作坊(107.12.8)。 
(四) 辦理教育部地方教育輔導計畫教保服務人員「幼兒園性別平等教育教學知能研

習」(108.1.12、1.26)。 
(五) 辦理教育部 108 年度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暫行大綱推廣人員增能研習

(108.1.25)。 
(六) 舉辦「幼兒園好好玩」統整教學影片發表會暨工作坊(108.4.28)。 
(七) 舉辦幼教課程與教學學術研討會(108.6.14)。 
展演及學生活動 三、

(一) 辦理自製幼兒教具展(107.12.5-12.6)。 
(二) 精進師培計畫校外參訪活動 

1. 林聖曦老師帶領大二(107.12.22)、大三(108.3.13)學生至嘉南藥理大學附幼。 
2. 張麗芬老師帶領大四學生至臺中市四季幼兒園(108.4.17)、車籠埔國小附幼

(108.5.8)。 
(三) 大學部同學於臺南市立文化中心假日廣場演出畢業成果展宣傳場(108.3.9)。 
(四) 辦理幼教系成果展(108.3.24)。 
座談會及選課說明會 四、

(一) 日、夜碩新生座談會(107.7.23)。 
(二) 半年教育實習輔導教師座談會(107.8.17)。 
(三) 大一新生家長座談會-系上座談(107.9.1)。 
(四) 選課說明會：大一(107.9.10)、大二(107.9.11)、大三(107.9.12)、大四(107.9.13)。 
(五) 系主任與境外生及弱勢學生座談會(108.5.29)。 

肆、年度創新工作 

與全語言教學研討會結合，舉辦「系友回娘家暨系友大會」活動，共約 90 名歷屆系一、

友返校參加，活動溫馨圓滿(107.9.29)。 
舉辦每天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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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對象為附幼學童暨附小低年級學生(107.10.1-108.1.4、108.3.11-6.14)。 
至臺南市喜樹國小附幼舉辦短期育樂營(107 學年度上學期)。 三、

舉辦：「音樂能力」檢定(107.10.31)；「圖畫書講讀能力」檢定(107.11.14)；「教具製四、

作能力」檢定(108.6.5)；「幼兒活動設計能力」檢定(108.6.12)。 
辦理自製幼兒教具展(107.12.5-12.6)。 五、

舉辦精進師資素質計畫-「模擬試教」活動，邀請本系 2 位教授及 4 位幼教老師擔任六、

評審，11 位系友報名參加(108.5.4)。 

伍、年度榮譽事蹟 

 – 91 –



張麗芬、李萍娜、陳怡靖等 3 位老師獲得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獎助，金額合計一、

2,291,000 元。 
張麗芬老師榮獲本校 107 年度校級優良導師。 二、

郭伊倩(張麗芬老師指導)及彭敏嘉(林聖曦老師指導)同學獲得科技部 107年度大專學三、

生研究計畫補助。 
陳羿妏同學榮獲 107 年度教育部教育實習學生優良獎。 四、

108 年 3 月應屆畢業生參加教師資格檢定考試，通過率 96.88%；108 年 6 月通過率五、

88.24%。 
本系系友參加 108 年全國教師甄試，金榜題名 22 人次。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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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學系 

壹、單位基本資料 

學生人數統計 一、

類別 年級 人數 

大學部 

一 45 
二 45 
三 45 
四 52 

碩士班(日) 
一 16 
二 39 

體育科教學碩士班 三 3 

體育碩士在職專班 

一 15 
二 13 
三 9 

總計 282 
教職員人數統計 二、

類別 職稱 人數 
 

教師 

教授 5 
副教授 2 
助理教授 2 

行政人員 組員 1 
總計 10 

貳、議事方面 

一、107 學年度系務會議(107.9.13、108.1.9、108.6.26)。 
二、107 學年度系教評會議(107.10.8、107.10.18、107.11.1、107.11.6、107.11.21、107.12.10、

107.12.11、108.1.2)。 
三、107 學年度課程規劃委員會議(108.3.13)。 

參、年度重要工作 

專題演講及相關體育活動 一、

(一) 辦理教育部體育署「大專校院運動專業指導員服務計畫」(108.3 月-7 月)。 
(二) 辦理系所自我評鑑(108.4.24)。 
(三) 辦理 108 級衝撞青春體育表演會(108.5.25)。 
(四) 邀請畢業校友羅友威演講，講題：創業經驗分享(108.6.4)。 
(五) 辦理臺南市東區大同國小暑期兒童育樂營活動─羽球、足球、桌球、樂樂棒球、

綜合體能班((108.7.8-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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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中華民國體育學會辦理下列活動 二、

(一) 106-107 年度「配合十二年國教-體適能檢測站設置計畫」檢討座談會(107.8.27)。 
(二) 第二梯次教育部體育署 107 年度國民體適能「指導員強化課程」(107.9.15-9.16)、

「指導員檢定」(107.10.6-10.7)。 
(三) 教育部體育署 107-108 年度「配合十二年國教-體適能檢測站設置」說明會

(107.10.15)。  
(四) 「教育部體育署 107 年度國民體適能指導員精進教育研習會」(107.11.3)。 
(五) 「107 年度運動指導員培訓課程及職場輔導計畫」(107.12.1-12.2)。 
(六) 第一梯次教育部體育署 108 年度國民體適能「指導員強化課程」(108.6.1-6.2)、

「指導員檢定」(108.6.29-6.30)。 

肆、年度創新工作 

網頁改版。 一、

執行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拍攝核心概念教學影片 10 支、新生學習輔導影片 1二、

支，及完成成果分析與佐證資料。 
執行 107 學年度精進師資素質計畫-子計畫：「行腳健體典範學校、涵養新健體課綱三、

良師計畫」(期程：107.8.1-108.7.31，主持人：卓國雄老師)。 
新增設置「王金榮、曾靜子體育獎學金」。 四、

辦理「國家運動訓練中心文物室展示規劃案」，雙方簽訂合作計畫合約書，進行產學五、

合作(主持人：陳耀宏主任)。 

伍、年度榮譽事蹟 

龔憶琳老師、卓國雄老師、鄭安城老師榮獲本校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師指導學生一、

參加校外競賽獎勵。 
龔憶琳老師、蔡宗信老師、陳耀宏老師榮獲本校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師指導學生二、

參加校外競賽獎勵。 
本系系友 9 人錄取 108 年全國教師甄試，成為正式教師。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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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與社會學院  

壹、單位基本資料 

學生人數統計  一、

類別 年級 人數 

大學部 

一 146 
二 158 
三 159 
四 188 

碩士班 
一 25 
二 36 

碩士在職專班 
一 19 
二 7 
三 7 

教學碩士班(夜間) 三 1 

中國文學碩士專班(夜間) 
一 24 
二 10 
三 14 

總計 794 
教職員人數統計 二、

類別 職稱 人數 

教師 
教授 10 
副教授 17 
助理教授 5 

行政人員 
校聘秘書 1 
校聘組員 4 

總計 37 

貳、議事方面 

院務會議：第 1 學期(107.9.27)、第 2 學期(108.4.11)。 一、

院教評會議：第 1 學期 3 次(107.9.26、107.10.16、107.12.19)、第 2 學期 3 次(108.2.18、二、

108.4.10、108.6.12)。 
院課程委員會議：第 1 學期(107.10.18)、第 2 學期 3 次(108.3.6、108.5.8、108.5.16)。 三、

107 學年度學院院核心課程師生說明大會(數位課程)(107.9.11)。 四、

系所評鑑追蹤會議 6 次(107.9.19、107.10.30、107.11.29、108.2.27、108.6.3、108.6.28)。 五、

教育部人文社會與科技前瞻人才培育計畫申請會議 2 次(107.9.20、107.10.4)。 六、

人文研究學報編審委員會會議：第 1 學期(107.11.6)、第 2 學期(108.4.12)。 七、

教育部數位人文社會科學教學創新計畫申請會 3 次(108.1.15、108.1.31、108.3.7)。 八、

國文系系主任遴選委員會議 2 次(108.3.11、108.5.6)。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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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資系系主任遴選委員會議 5 次(108.3.20、108.5.13、108.6.18、108.7.12、108.7.29)。 十、

 人文與社會學院科技部補助大專校院獎勵特殊優秀人才申請案會議(108.4.25)。 十一、

 人文與社會學院校務會議學生代表選舉會議(108.6.5)。 十二、

參、年度重要工作 

辦理 107 學年度教學績優教師選拔、優良導師選拔、標竿學習典範選拔學生推薦案一、

(107.9)。 
院內 1 位專任教師升等案，並提送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108.4、108.6)。 二、

賡續執行學院在地化特色推動工作、專書出版及高教深耕計畫。 三、

與臺南學研究中心執行「臺南市民俗類無形文化資產保存維護計畫」、「台江地區無四、

形文化資產暨文獻資料蒐集計畫」、「2018-2019 年臺灣社會相關歷史文物評估入藏前

置整理計畫」、「安平晚渡」、「沙鯤漁火」與「鹿耳春潮」三景之歷史場域調查研究

計畫」。 
107 學年度起學院核心課程「臺南學概論」規劃為遠距數位教學課程。 五、

肆、年度創新工作 

執行 107 年高教深耕計畫，辦理院核心課程「臺南學概論」戶外田野踏查 一、

(一) 臺南海線巡禮─南瀛地理變遷與廟宇香科文化(107.10.20、107.11.3)。 
(二) 臺南山線行腳─噍吧哖歷史事件踏查(107.10.27、107.11.12)。 
執行 108 年高教深耕計畫，辦理特色活動 二、

(一) 舉辦「in 臺南.無影藏－談臺南文化資產影像紀錄」專題講座(結合大師講

堂)(108.3.20)。 
(二) 舉辦「2019 臺南學與區域研究學術研討會」(108.5.25-108.5.26)。 
(三) 舉辦「專書『臺南市永康區開天宮志』出版記者會」(108.5.28)。 
辦理「大師講堂」，邀請 6 位大師蒞臨講授與研習 三、

(一) 臺南資深文史工作者、莉莉水果店負責人李文雄先生：漫遊～119 消防局、湯

德章紀念公園、臺南測候所、鶯料理～人文故事(107.10.31)。 
(二) 中央社董事長劉克襄教授：十八歲的旅行、探險和寫作(107.11.28)。 
(三) 國立故宮博物院前副院長何傳馨教授：蘇軾與北宋士人書畫(107.12.26)。 
(四) 力果文化有限公司宋育成執行總監：in 臺南.無影藏－談臺南文化資產影像紀錄

(108.3.20)。 
(五) 知名書法家杜忠誥教授：書藝中的存在智能(108.4.17)。 
(六)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詹素娟教授：虛擬與真實－如何看圖說歷史

(108.4.24)。 

伍、年度榮譽事蹟 

國文系王琅老師榮獲本校 107 學年度教學績優教師。 一、

國文系王建國老師榮獲 107 年度教育部教育實習指導教師優良獎。 二、

國文系鄭憲仁老師榮獲 107 年度校級優良導師；王建國老師榮獲院級優良導師。 三、

院內教師參加教師教學創新獎勵，獲獎情形：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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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國文系陳昭吟老師及文資系蔡米虹老師均榮獲銀質獎(107
年 10 月)。 

(二)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國文系邱敏捷老師及英語系楊逸君老師均榮獲銀質獎。 
(三)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國文系陳昭吟老師及鄭憲仁老師、英語系熊慧如老師參

加初評通過。 
國文系鄭憲仁老師及莊千慧老師榮獲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師指導學生參加校外競五、

賽獎勵。 
文資系萬家豪同學(張靜宜老師指導)通過科技部 107 年度大專學生研究計畫補助。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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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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34 
二 40 
三 41 
四 49 

碩士班 
一 9 
二 8 

臺灣文化碩士班 
一 11 
二 7 
三 6 

臺灣文化碩士在職專班 
一 12 

二 7 
三 5 

總計 229 
二、教職員人數統計 

類別 職稱 人數 

教師 
教授 4 
副教授 7 
助理教授 1 

行政人員 校聘組員 2 
總計 14 

貳、議事方面 

一、107 學年度系務會議（107.09.12、107.09.26、108.01.09、108.03.13、108.05.01、
108.06.19）。 

二、107 學年度系招生會議（107.10.23、108.04.18、108.05.01）。 
三、107 學年度系教評會議（107.12.17、108.04.08、108.06.10）。 
四、107 學年度系課程會議（107.09.26、108.01.09、108.05.01、108.06.19）。 
五、107 學年度系評鑑會議（107.10.23、108.05.01、108.05.21）。 

參、年度重要工作 

一、專題演講  
(一) 嘉義大學應用歷史學系吳建昇老師：探索台江古運河-竹筏港的歷史變遷

(107.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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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史多禮股份有限公司專案經理吳亮衡專欄作家：老科學-新技藝「故事」的謀生

學(108.01.02)。 
(三)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洪瑩發老師：「千歲巡狩：東亞代

天巡狩信仰與儀式」(108.01.11)。 
(四) 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經管課課長羅守枝：南部地區水資源利用現況與議

題(108.3.18)。 
(五) 國立臺灣圖書館參考特藏組編輯陳世榮編輯：地方志書與地方史(108.5.27)。 
(六) 成功大學歷史學系陳文松老師：當文資遇上歷史難題，我們該如何面

對?(108.6.14)。 
二、其他學術活動 

(一) 辦理性別平等活動：2018 年臺灣國際女性影展(107.11.14、107.11.28)。 
(二) 2019 臺南學與區域研究學術研討會(108.05.25-05.26)。 
(三) 研究計畫暨論文發表會：第一學期(107.11.13、11.27)、第二學期(108.05.21、

05.28)。 

肆、年度創新工作 

一、辦理「教師讀書會」 

(一) 午餐論壇 107 學年度第一學期 
1. 第 1 場：林春吟助理教授，「日治時代台南市的都市結構」(107.10.24)。 
2. 第 2 場：陳一峰副教授，「論『惡』—心學的思維」(107.11.21)。 
3. 第 3 場：戴文鋒教授，「存在於虛實之間、『歷史』之外的驚奇―從一場田野

說起」(107.12.26)。 
(二) 午餐論壇 107 學年度第二學期 

1. 第 1 場：陳緯華教授，「為何有神蹟?神蹟是如何而可能」(108.03.20)。 
2. 第 2 場：沈少文副教授，「文地理大數據~臺南市社會經濟空間資料」

(108.04.17)。 
3. 第 3 場次：喻麗華兼任副教授，「臺灣眷村聚落形成的時代意義」(108.05.15)。 

二、辦理「文資系碩士班（日）研究生讀書會」：碩二連証淋《小腳腿聚落變遷研究計畫》、

碩二張秋萍《戰後初期日人去留處置初探-以婚姻為例》(107.12.12)。 
三、辦理「文資系碩士班 107 學年度第二學期（日）研究生讀書會」 

(一) 第 1 場：碩二范厚榮《「密宗」到底有什麼秘密？轉世？灌頂？》、碩二張子寧

《繪本教學提升學童海洋關懷意識之行動研究」》、碩二張秋萍《異族婚姻的法

制與文化調適：以日治時期「內台共婚」案例分析為中心》(108.04.10)。 
(二) 第 2 場：碩二連証淋《小腳腿聚落變遷研究計畫》、碩二洪玉君《台南神農街區

空間意象變遷之研究》(108.05.08)。 
四、辦理「大學部畢業專題報告」，108級畢業生計有 45篇專題報告(108.5.15、5.22、5.29)。 

伍、年度榮譽事蹟 

一、張伯宇老師、陳緯華老師及戴文鋒老師榮獲本校 107 年度「加強學術研究提升教學品質

獎勵」。 
二、張靜宜老師指導萬家豪同學通過科技部 107 年度大專學生研究計畫獎助。 
三、蔡米虹老師榮獲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師教學創新獎勵銀質獎(107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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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語文學系 

壹、單位基本資料 

學生人數統計 一、

類別 年級 人數 

大學部 

一 78 
二 79 
三 76 
四 87 

碩士班 

一 9 
二 3 
三 20 

教學碩士班(夜間) 
三 1 
四 13 

中國文學碩士專班(夜間) 

一 16 
二 18 
三 25 

總計 425 
教職員人數統計 二、

類別 職稱 人數 

教師 
教授 4 

副教授 8 
助理教授 1 

行政人員 校聘組員 1 
總計 13 

貳、議事方面 

107 學年度系務會議共 7 次(107.09.06、107.10.25、107.11.21、108.01.15、108.03.18、一、

108.04.23、108.05.27)。 
107 學年度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議共 6 次(107.09.19、107.10.15、107.12.03、107.12.19、二、

108.04.08、108.05.27)。 
107 學年度招生委員會議共 3 次(107.11.02、108.03.18、108.04.23)。 三、

107 學年度獎學金審查委員會議(107.11.26)。 四、

107 學年度課程規劃委員會議共 4 次(107.11.19、108.01.15、108.04.29、108.06.24)。 五、

執行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B-2 悅讀樂寫、溝通有力： 六、

(一) 中文閱讀與書寫檢討會議共 2 次(108.06.10、108.06.11)。 
(二) 文藝營籌備會議共 4 次(108.06.11、108.06.14、108.06.21、108.0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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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年度重要工作 

系上專題演講 一、

(一) 鄭弼洲副教授(藝術家)：創作是一種自我認識(107.10.04)。 
(二) 吳英成教授：「新加坡漢語教學國際化發展道路：經驗與啟示」(107.10.05)。 
(三) 江燦騰榮譽教授：江燦騰的治學方法 --從失學少年到臺大文學博士之路

(107.10.08)。 
(四) 李添富老師：1.從假借的音讀條件談文獻解讀；2.經緯天地之謂文--國文學系的

志業與發展(107.10.23)。 
(五) 劉芸如老師、葉盈禎老師：課程成果發表專題演講(107.11.19、107.11.30)。 
(六) 王國安老師：文學評論入門(107.11.21)。 
(七) 顏訥老師(性平教育專題演講)：幽魂訥訥的戀愛之陰道保健術(107.11.28)。 
(八) 詩人楚影老師：你自己就是文學(107.12.05)。 
(九) 臺灣文學館/展示教育組研究助理羅聿倫老師：文學策展二三事(107.12.13)。 
(十) 戲劇編劇 /作家范芷綺老師：新手的第一門編劇課 --從好萊塢公式出發

(107.12.14)。 
(十一) 作家黃麗群老師：一個寫作者的入錯行懺悔錄(107.12.21)。 
(十二) 系友李宜綸：華語文教學心得分享(107.12.24)。 
(十三) 弘誓學院院長性廣師父：禪學與人生(108.04.11)。 
(十四) 詹翹老師，企業講座專題演講(108.04.26)。 
(十五) 師生共學專題演講 

1. 羅聿倫老師：誰的展覽 ? 誰在敘事 ?-以臺灣戰後移民文學展為例

(108.04.29)。 
2. 茱莉瓊安老師(108.05.09)。 

(十六) 教學型研究計畫專題演講 
1. 詹品晟老師：沒有鐘點的旅程-下一個選擇又是怎樣的風景?(108.05.14)。 
2. 羅浥薇老師：我沒有想過自己會一直寫小說(108.06.04)。 
3. 顧蕙倩老師：妙語說詩人(108.06.04)。 

(十七) 葉乙麟老師：業界師資專題演講(108.05.21)。 
(十八) 系友林文宣、蘇芳儀及洪靖雅：系友返校座談─生涯規劃分享會(108.06.05)。 
師培專題演講 二、

(一) 葉秀娥主任：國民小學國語科教案撰寫(107.09.21)。 
(二) 陳秉家老師：班級經營經驗傳承與分享(107.10.05)。 
(三) 鄭秀真校長：數學教材教法實戰分享(107.10.19)。 
(四) 林用正老師：課內至課外的實踐--群文閱讀(107.10.22)。 
(五) 魏俊陽主任：十二年本土語文課綱暨核心素養教學導向示例工作坊

(107.11.03)。 
(六) 張家鈞老師：啊哈！設計思考與創意工作坊(107.11.05)。 
(七) 鄭方靖老師：藝術與國語文交融的教學示例(107.11.17)。 
(八) 鄭佩嘉老師：情感關係中的自我追尋暨血觀音電影賞析-拆解以愛為名的綑綁，

找回情感關係的歸屬(107.11.21)。 
(九) 莊典亮老師：三國演義共讀教學(107.12.08)。 
 – 101 –



(十) 馮勝雄老師：學生本土語言能力增能工作坊~如何準備參加教育部閩南語認證

考試(107.12.08)。 
(十一) 林詩敏心理師：分手紀念物分享(107.12.27)。 
(十二) 鄭宇軒老師：文字工作血淚經驗分享(108.02.25)。 
(十三) 黃偉菖老師：從備課三部曲到國語文教學—以國小高年級為例(108.03.25)。 
(十四) 陳碏老師：寫作引導與教案設計(108.04.27)。 
(十五) 葉惠貞老師：素養導向的語文有效教學(108.05.04)。 
(十六) 許榮哲老師：「刺激 1995：史上最關不住的電影~從小說到電影」(108.05.18)。 
高教深耕專題演講 三、

(一) 王思齊老師：資訊時代的簡報力(107.09.18)。 
(二) 林黛嫚老師：讓情感立體起來--談寫作的抒情力(107.09.29)。 
(三) 洪嘉勵老師：《除了顏值，更要言值！》職場戰力來自魅力表達(107.10.01)。 
(四) 江樵老師：一目瞭然的簡報設計術(107.10.06)。 
(五) 楊裕貿老師：中文閱讀與書寫策略(107.10.09)。 
(六) 郭哲佑老師：漫談新詩創作的真實與幻境(107.11.26)。 
(七) 蘇彥寧老師：「文字如何視覺化：數位時代的簡報力」(108.03.18)。 
(八) 何政輝老師：報告難不難－簡報的奇幻術(108.03.19)。 
(九) 侯智薰老師：簡報邏輯力(108.03.19)。 
(十) 王錦宏老師：簡報製作秘技不藏私(108.03.25)。 
(十一) 何政輝老師：發揮你的簡報力(108.03.26)。 
(十二) 劉巧媺老師：設計一份好簡報(108.03.26)。 
(十三) 李燕秋老師：「微經濟世代：YouTuber 養成術」(108.03.29)。 
(十四) 張秀惠老師：簡報再進化(108.05.28)。 
(十五) 聞天祥老師：關於電影，我想說的其實是......--影評的異想世界(108.05.29)。 
籌組師培教授社群及辦理師資生工作坊計畫相關會議、研習 四、

(一) 許敏惠老師：十二年國教國語文領綱具體內涵(108.03.04)。 
(二) 周碧香老師：新課綱種子講師工作坊(108.03.12)。 
(三) 邱義仁老師、楊佳蓉老師、林易慧老師及林姻秀老師：十二年課綱規劃新課綱

增能培力課程模組－第一次會議(108.03.20)、第二次會議(108.04.24)。 
(四) 邱義仁老師、楊佳蓉老師：師資生認識新課綱與教學設計工作坊—十二年國教

國語文教案實作研習(108.03.23)。 
(五) 蘇伊文老師：新課綱種子講師工作坊(108.05.21)。 
(六) 林易慧老師、林姻秀老師：12 年國教國語文教學素養實踐研習(108.05.25)。 
(七) 林易慧老師：多元議題融入教學(108.06.20)。 
其他學術活動 五、

(一) 第 1 屆新生盃文學獎(107.11.28)。 
(二) 蘇友泉、蘇俊維父子書畫印聯展(108.03.05-04.30)。 
(三) 第 13 屆松濤文藝獎(108.03.20)。 
(四) 高教深耕 B2 簡報比賽決審(108.06.05)。 
(五) 精進硬筆書法教學素養研習(108.06.29)。 
(六) 精進楷書書法教學素養研習(108.07.05)。 
(七) 好萌文藝營(108.7.15-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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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年度創新工作 

執行 107 年度「行天宮關懷輔導弱勢學生計畫」。 一、

執行 107 年度「嘉新兆福國小偏鄉學生關懷輔導課輔計畫」。 二、

執行 107 年度「精進師資素質及特色發展計畫」 三、

(一) 子計畫 C2：強化師資生本土語文閩南語十二年課綱知能之精進計畫。 
(二) 子計畫 C3：國小國語文素養導向教學策略之精進計畫。 
執行 107 年度地方教育輔導「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書法教學示例研發工作四、

坊實施計畫」。 
執行 107 年度「籌組師培教授社群及辦理師資生工作坊計畫」。 五、

執行 107、108 年度「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六、

辦理 120 週年校慶暨書畫義賣展(107.12.12-12.23)。 七、

鄭憲仁老師帶領師資生 12 人赴馬來西亞吉隆坡台灣學校進行教育見習八、

(108.7.13-7.29)。 

伍、年度榮譽事蹟 

王建國老師榮獲 107 年度教育部教育實習指導教師優良獎。 一、

陳昭吟老師榮獲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師教學創新獎勵銀質獎(107 年 10 月)；邱敏二、

捷老師榮獲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銀質獎；陳昭吟老師、鄭憲仁老師獲得 107 學年度

第 2 學期初評通過。 
王琅老師榮獲 107 學年度教學績優教師。 三、

鄭憲仁老師榮獲 107 年度校級優良導師、王建國老師榮獲院級優良導師。 四、

鄭憲仁老師、莊千慧老師榮獲 107學年度第 2學期教師指導學生參加校外競賽獎勵。 五、

107 年全國語文競賽，本系林珮蓉同學榮獲閩南語朗讀第一名、楊閔琇同學榮獲國六、

語字音字形第三名、賴姿佑同學榮獲國語字音字形第六名。 
本系 108 年度共 10 人考取研究所。 七、

本系 108 年度共 19 人次考取國小正式教師。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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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學系 

壹、單位基本資料 

學生人數統計  一、

類別  年級 人數  

大學部 

一 42 
二 46 
三 45 
四 52 

進修學士班 四 2 
總計 187 

教職員人數統計 二、

類別  職稱  人數 

教師 
教授 2 
副教授 2 
助理教授 3 

行政人員 校聘組員 1 
總計 8 

貳、議事方面 

系務會議 5 次(107.9.12、107.10.24、107.12.13、108.2.20、108.5.29)。 一、

系教評會議 6 次(107.9.6、107.12.6、108.2.15、108.3.27、108.4.9、108.6.5)。 二、

課程會議 3 次(107.11.14、108.2.20、108.5.29)。 三、

招生會議 1 次(108.4.19)。 四、

參、年度重要工作 

專題演講 一、

(一) 戴爾美語：「戰勝新制多益-讓你快速洞悉  一舉衝破 990 高分」(107.10.03)。 
(二) 104 級系友吳玟秀：「圓個澳洲夢-墨咖啡師與塔斯草莓農」(107.10.24)。 
(三) 導演陳佳穗、演員胡詠善：「Open book 玩讀劇」(107.10.31)。 
(四) 103 級系友黃竣偉：「打造自己成為跨領域人才」(108.03.20)。 
(五) 105 級系友張惠琁：「不只是空服員，You have to be everything」(108.05.08) 
(六) Prof. Robert Kleinsasser：「Language Experiences: Tapping young enthusiasm」

(108.05.22)。 
教師讀書會 二、

(一) 嚴子陵老師、謝麗雪老師：The Criminal Hero(第 1 場)、Translation and Contrast 
Analysis.(第 2 場)(107.11.28)。 

(二) 許綬南老師、鄒月如老師：Reading a Practical Handbook for the Actor(第 1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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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es practice make perfect? Evidence from novices in interpreting and experts in 
other fields.(第 2 場)(108.05.15)。 

各項比賽活動 三、

(一) 第 9 屆中翻英翻譯比賽(107.10.3)。 
(二) 第 13 屆英語歌曲比賽(108.3.27)。 
其他活動：辦理大學部師生座談會(第一學期 107.09.10、第二學期 108.02.18)。 四、

肆、年度創新工作 

辦理英語學系 108 級畢業聯合公演「A Midsummer Night's Dream 仲夏夜之夢」

(107.11.23-11.24)。 

伍、年度榮譽事蹟 

本系榮獲本校 107 年度單位網頁評鑑成績優良。 一、

楊逸君老師獲得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師教學創新獎勵銀質獎。 二、

熊慧如老師通過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師教學創新獎勵初評。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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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學院 

壹、單位基本資料 

學生人數統計  一、

類別  年級 人數  

大學部 

一 199 
二 205 
三 206 
四 211 

碩士班 
一 68 
二 103 

產業碩士專班 二 11 

碩士在職專班 
一 28 
二 10 
三 24 

博士班 

一 17 
二 10 
三 26 
四 4 
五 2 

總計 1,124 
教職員人數統計 二、

類別  職稱  人數  

教師 

教授 40 
副教授 9 
助理教授 5 

專案助理教授 1 

行政人員 
校聘秘書 1 
校聘組員 6 

總計 62 

貳、議事方面 

107 學年度院務會議(107.11.1、108.5.7)。 一、

107 學年度院教評會議(107.10.11、108.1.7、108.5.8、108.5.29、108.6.20)。 二、

107 學年度系所主管會議(107.9.28、107.11.16、108.1.4、108.4.1、108.5.1、108.6.20)。 三、

107 學年度院課程委員會議(107.10.11、108.1.8、108.3.22、108.5.16)。 四、

電機工程學系主管遴選委員會議(107.11.18、107.12.26)。 五、

材料科學系主管遴選委員會議(108.3.7、108.4.12)。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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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工程學系主管遴選委員會議(108.3.20、108.5.6)。 七、

應數系教師升等著作審查小組會議(108.5.13)。 八、

材料系教師升等著作審查小組會議(108.5.14)。 九、

107 學年度各級會議學生代表推選會議(108.6.14)。 十、

 數位學習科技學系主管遴選委員會議(108.6.28、108.7.18)。 十一、

參、年度重要工作 

教師聘任及升等：辦理應用數學系、材料科學系各 1 位教師升等著作外審，並提送一、

校教師評審委員會(108.6)。 
學術期刊出刊：理工研究國際期刊第 8 卷第 2 期(107.10)、第 9 卷第 1 期(108.4)。 二、

肆、年度創新工作  

辦理本院優良導師遴選，材料系林建宏老師榮獲本校 107 年度院級優良導師一、

(107.11)。 
辦理本院績優教師遴選，材料系李昆達老師榮獲本校 107 學年度教學績優教師二、

(107.10)。 
成立微渦輪沼氣發電產學研聯盟，推動產官學研交流與合作(107.11.27) 三、

辦理本院融入高中端物聯網課程相關作業(108.03-108.06)。 四、

辦理本院「智慧大師講堂」 五、

(一) 國立交通大學光電學院陳顯禎教授：前瞻光學顯微術(107.10.25)。 
(二) 國立中央大學網路學習研究所劉晨鐘教授：創造者式學習-創意與學習的結合

(107.11.23)。 
(三) 國立交通大學教育研究所孫之元教授：從生理回饋到大數據之即時回饋機制在

教學上的應用與對學習動機的影響(108.1.4)。 
(四) 國立交通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陳三元教授：多功能生醫材料在醫療工程應

用(108.3.15)。 
(五) 台中科技大學資訊管理學系黃天麒教授：十年磨一劍，黃老師的教學與研究自

白(108.3.29)。 
(六) 國立成功大學數學系許瑞麟教授：We live in a world of mathematical models 

(108.3.29)。 
(七) 國立台灣大學資工系莊永裕教授：矽眼—電腦視覺初探(108.5.2)。 
(八) 國立成功大學資訊工程系連震杰教授：How to Learn Deep Learning?如何學習人

工智慧-深度學習?(108.5.29)。 
(九) 國立交通大學電機工程系吳炳飛教授：人臉辨識與影像式生理訊號量測於智慧

醫療的應用(108.5.30)。 
辦理各項教學研究改善計畫 六、

(一) 協助規劃執行本校高教深耕計畫主軸 B-1「程式解碼 科技躍升」，推動開設資

訊技術入門課程、資訊 E 生支援課程作業與建置校內資訊檢定平台，並辦理資

訊能力檢定競賽(107.12.7)及成果展(107.12.15-16)。 
(二) 運用院專長特色，規劃開設程式設計微學分課程及教學設計課程：運算思維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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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跨域設計實作 1 門、Python 基礎程式設計 1 門、樹莓派簡介與應用 1 門、

輕鬆學會 Android APP 3 門、輕鬆學會 Unity 1 門、HTML&Scratch 程式設計入

門 1 門、JavaScript 應用程式開發實務 1 門、Matlab 程式入門班 1 門、使用 Tableau
打造吸睛圖表-Tableau 視覺化資料分析課程 1 門、Matlab 程式學習 1 門。 

伍、年度榮譽事蹟 

本院教師榮獲「教師教學創新獎勵」如下： 一、

(一)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107 年 10 月)：銅質獎-材料系林宏一老師、數位系張智凱

老師。 
(二)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108 年 4 月)：銀質獎-應數系林琲琪老師；銅質獎-數位系

張智凱老師。 
(三)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初評通過(108 年 4 月)：資工系高啟洲老師、應數系黃印良

老師。 
材料系李昆達老師榮獲本校 107 學年度教學績優教師之獎勵。 二、

材料系林建宏老師榮獲本校 107 年度院級優良導師。 三、

應數系黃印良老師、數位系蘇俊銘老師、電機系許正良老師榮獲 107 學年度第 2 學四、

期教師指導學生參加校外競賽獎勵。 
本院申請科技部 107 年度大專學生研究計畫，獲通過 17 件。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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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電系統工程研究所 

壹、單位基本資料 

學生人數統計 一、

類別 年級 人數 

碩士班 
一 6 
二 13 

總計 19 
教職員人數統計 二、

類別 職稱 人數 

教師 
教授 4 

專案助理教授 1 
行政人員 校聘組員 1 

總計 6 

貳、議事方面 

107 學年度所務會議(107.9.11、107.11.27、107.12.25)。 一、

107 學年度所教評會議(108.1.4、108.4.30、108.5.28)。 二、

107 學年度所課程規劃委員會(107.10.22、108.4.15)。 三、

107 學年度學術委員會(107.12.26、108.5.21)。 四、

107 學年度系所評鑑小組會議(107.11.22)。 五、

參、年度重要工作 

企業參訪：世豐螺絲股份有限公司(107.12.18)。 一、

專題演講：詹婷怡律師，講題：智慧連結下的數位新格局(108.4.9)。 二、

肆、年度創新工作 

辦理 107 學年度所友回娘家聖誕午會(107.12.15)。 一、

辦理 108 學年度新生座談會(108.6.21)。 二、

伍、年度榮譽事蹟  

本所林詩韻同學錄取美國 Hult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chool 之 MBA。 一、

本所榮獲 107 學年度教學單位網頁評鑑優良。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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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數學系 

壹、單位基本資料 

學生人數統計 一、

類別 年級 人數 

大學部 

一 38 
二 40 
三 42 
四 35 

碩士班 
一 8 
二 11 

在職專班 
一 14 
二 4 

總計 192 
教職員人數統計  二、

類別 職稱 人數 

教師 
教授 4 
副教授 4 
助理教授 1 

行政人員 校聘組員 1 
總計 10 

貳、議事方面 

107 學年度系教評會議(107.12.1、108.3.11、108.4.15、108.5.1、108.6.17)。 一、

107 學年度系務會議(107.10.17、107.11.5、108.1.7、108.6.12)。 二、

107 學年度課程委員會(107.11.5、108.3.12、108.4.24、108.6.12)。 三、

107 學年度研究發展委員會議(108.6.12)。 四、

參、年度重要工作 

專題演講 一、

(一) 東海大學張覺心教授：Weakly Interaction between Traveling Waves in the 
Three-species Competition-diffusion Systems (107.10.3)。 

(二) 中正大學王琪仁助理教授：類神經網路簡介(107.10.9)。 
(三) 中央大學數學系單維彰教授：基礎學科的磨課師設計與實施—以微積分為例

(107.10.23)。 
(四) 成功大學數學系林敏雄教授：A Riemannian Inexact Newton-CG Method for 

Inverse Eigenvalue and Singular Value Problems (107.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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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中山大學陳志偉教授：數學科學中的幾何(107.11.14)。 
(六) 本系系友鄭意儒：數學人公職考情說明及適性類科分享(107.11.14)。 
(七) 台中市文心國小蔡佩璇、新竹市竹蓮國小李凱雯：系友教甄經驗分享講座

(107.12.5)。 
(八) 官長壽老師：動態數學教學軟體 Geogebra(107.12.24)。 
(九) 台南市特教中心專業團隊語言治療師陳琪玲：前進的力量-溝通與創造力

(108.3.6)。 
(十) 本校校友嚴正意教授：分享人生資訊和經驗(108.3.13)。 
(十一) 銘傳大學財務金融學系鄭昌錞教授：在數學轉角處邂逅財務金融(108.3.13)。 
(十二) 新北市雙溪國小韓弘偉、台中市文心國小蔡佩璇系友：教甄經驗分享講座

(108.4.10)。 
(十三) 嘉南藥理大學資訊管理學系張瓊文副教授：淺談資訊領域與數學思維之結合

(108.5.17)。 
(十四) 成功大學統計學系陳瑞彬教授：主動學習演算法(Active Learning Algorithm)

的探討(108.5.24)。 
(十五) 淡江大學數學系郭忠勝教授：The spreading speed of a predator-prey system 

with nonlocal dispersal(108.6.4)。 
(十六) Prof. Ying-Ju (Tessa) Chen, Department of Mathematics, University of Dayton，講

題：A Two-Stage Machine Learning Approach to Predict eart Transplantation 
Survival Probabilities over Time with a Monotonic Probability Constraint 
(108.6.12)。 

其他學術活動 二、

(一) 執行 107 學年度精進師資素質及特色發展計畫，講題「十二年國教課綱專業增

能研習」(107.12.5)、「數學素養教學知多少？從一堂數學課談起」(107.12.12)、
「五六年級數學教學實務」(108.4.24)。 

(二) 舉辦 107 學年度強化師資生對數學領域課程綱要之知能與實務教學演示檢定 2
場(107.12.19、108.5.29)。 

(三) 辦理寒假育樂營-動物方程數 等你來破案(108.1.21-1.25)。 
(四) 執行 107 學年度地方教育輔導工作計畫，講題：核心素養的轉化-以數學領綱為

例(臺南市開元國小，108.1.22)。 
(五) 辦理 112 學年度分發臺南市公費生乙案甄選(108.3.20)、113 學年度分發嘉義縣

乙案公費生甄選(108.3.27)。 
(六) 黃印良老師帶領本系學生至台南科學園區國家高速網路與計算中心參訪

(108.5.22)。 
(七) 辦理 108 學年度碩士班暨在職專班新生座談會(108.6.19)。 

肆、年度創新工作 

辦理「大師講堂」 一、

(一) 成功大學數學系許瑞麟教授：We live in a world of mathematical models (108.3.29) 
(二) 成功大學資訊工程系連震杰教授：How to Learn Deep Learning?如何學習人工智

慧-深度學習?(108.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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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應用數學系 108 級畢業茶會暨系友回娘家」(108.6.2)。 二、

伍、年度榮譽事蹟 

吳昌鴻老師獲得「2018 年科技部年輕學者養成計畫-哥倫布計畫」。 一、

林琲琪老師獲得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師教學創新獎勵銀質獎。 二、

黃印良老師通過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師教學創新獎勵初評。 三、

謝碧雪老師、葉啟村老師、葉宗鑫老師、孫新民老師、林琲琪老師、吳昌鴻老師及四、

陳憲揚老師、謝堅老師(108 年 2 月退休)獲本校 107 年度加強學術研究提升教學品質

獎勵。 
黃印良老師獲得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師指導學生參加校外競賽獎勵補助。 五、

孫嘉懋同學榮獲勤益科技大學主辦 2018 年全國技專校院「文以載數創作獎」佳作。 六、

謝景庭同學榮獲本校 107 學年度標竿學習典範獎。 七、

執行 108 年度行天宮｢關懷輔導偏鄉學童計畫｣(期程：108.1.1-108.12.31)。 八、

本系榮獲本校 107 年度教學單位網頁評鑑績優。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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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學習科技學系 

壹、單位基本資料 

學生人數統計 一、

類別 年級 人數 

大學部 

一 40 
二 43 
三 41 
四 46 

碩士班 
一 8 
二 15 

博士班 

一 5 
二 3 
三 3 
四 4 
五 4 

碩士在職專班 
一 14 
二 10 
三 24 

數位化多媒體行銷產業碩士專班 二 11 
總計 271 

教職員人數統計 二、

類別 職稱 人數 

教師 
教授 7 
副教授 3 
助理教授 1 

行政人員 校聘組員 1 
總計 12 

貳、議事方面 

107 學年度系務會議(107.9.14、107.11.01、107.12.14、108.1.11、108.4.19、108.05.10、一、

108.06.21)。 
107 學年度系教評會議(108.1.4、108.05.10、108.6.10)。 二、

107 學年度系課程會議(107.10.5、108.4.19)。 三、

107 學年度系招生委員會(107.09.14)。 四、

參、年度重要工作 

專題演講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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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玩出名堂，講者：實踐大學媒體傳達設計學系蔡遵弘助理教授(107.9.25)。 
(二) 推開文字情緒的門，講者：張家鈞(107.9.25)。 
(三) 如何打造自己職場的延禧攻略，講者：資策會國際合作經理邵亭怡(107.9.28)。 
(四) 改變說服力的簡報，講者：簡報實驗室創辦人孫治華(107.10.5)。 
(五) 畢業專題與畢業後的專題-經驗分享，講者：許品蓁、馮暐婷、張芷瑈(107.10.30)。 
(六) 「創造者式學習：創意與學習的結合」，講者：國立中央大學網路學習研究所劉

晨鐘教授(107.11.23)。 
(七) 「先別管阿爾罕布拉宮了，你有聽過擴增實境嗎？」，講者：實踐大學媒體傳達

設計學系蔡遵弘助理教授(107.12.28)。 
(八) 從生理回饋到大數據之即時回饋機制在教學上的應用與對學習動機的影響，講

者：國立交通大學教育研究所孫之元教授(108.1.4)。 
(九) 應用社交網絡之混成式翻轉教室教學模式與學習成效分析，講者：國立交通大

學教育研究所吳俊育副教授(108.3.15)。 
(十) 「從科技看見知識：日本數位學習分析研究經驗談」，講者：日本九州大学情報

基盤研究開發センタ王靜芸助理教授(108.3.22)。 
(十一) 2019 台灣設計之光 iF 住宅設計大獎〈透。南風〉30 年經驗談，講者：延伸

觸角工程設計黃厚銘設計師/創辦人(108.3.25)。 
(十二) 「十年磨一劍，黃老師的教學與研究自白」，講者：國立臺中科技大學資訊管

理學系黃天麒教授(108.3.29)。 
(十三) Robot City v2 程式啟蒙擴增實境教育桌遊，講者：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科技應

用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許庭嘉特聘教授(108.4.12)。 
(十四) 線上學習平台的商業模式分析與創業需知，講者：行動補習網陳政山執行長

(108.5.15)。 
研討會：藝+10 周年-台灣科技藝術教育高峰會(107.11.10) 二、

成果展： 108 級畢業專題成果發表會 (107.12.5) 、 108 級畢業專題成果展三、

(107.12.7-12.8)。 
工作坊：Publishing in High Impact International Journals 工作坊(107.11.17)。 四、

DigiTED 集合式演講-喚回 起走，地點：涴莎藝術展演中心(108.6.2)。 五、

(一) DigiTED 1：不畢專家(我要征服臺南牛肉湯!!!創辦人張小均，102 級)。 
(二) DigiTED 2：我與第一桶金的距離(趨勢科技工程師陳亮志，97 級)。 
(三) DigiTED 3：Come Home to You(新加坡 JustCo 工程師梁進和，102 級)。 
(四) DigiTED 4：我在畢業的前一天爆炸(盈碩數位創辦人王潔英，99 級)。 
校友活動 六、

(一) 系友盃排球賽(中山館，108.3.23)。 
(二) 系友盃籃球賽(附小體育館，108.4.19)。 

肆、年度榮譽事蹟 

張智凱老師參加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及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師教學創新獎勵，連一、

續榮獲銅質獎(107 年 10 月、108 年 4 月)。 
蘇俊銘老師獲得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師指導學生參加校外競賽獎勵。 二、

科技部 107 年度大專學生研究計畫通過 8 件：林俞彣(孫光天老師指導)、郭怡華(黃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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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雯老師指導)、蔡碧芬(林豪鏘老師指導)、張文薰(施如齡老師指導)、李文丁(張智

凱老師指導)、李孟蓁(蘇俊銘老師指導)、楊學民(莊宗嚴老師指導)、蘇煜傑(莊宗嚴

老師指導)。 
大學部李文丁、李孟蓁、莊昕園同學榮獲大專校院資訊應用服務創新競賽第一名。 四、

大學部彭麒安、李文丁同學榮獲資策會 DIGI+Talent 數位新星大賞全國季軍。 五、

碩專班學生鄭憶雯紀錄片榮獲 2018 市民影像競賽首獎。 六、

博士畢業生許庭嘉榮獲 107 年吳大猷先生紀念獎。 七、

碩博士班研究生獲科技部出國補助 八、

(一) 博士班研究生林語瑄同學：補助 55,000 元，赴斯洛維尼亞 Piran 參加 2018 創新

技術與學習國際會議(107.8.27-8.30)。 
(二) 4 位同學獲補助赴日本福岡參加 2019 電子商務、電子政務、電子社會、電子教

育和電子技術國際會議(108.4.1-4.3)： 
1. 博士班蔡思楷同學：補助 20,000 元。 
2. 碩士班蔡誠偉同學：補助 20,000 元。 
3. 碩士班陳嘉琪同學：補助 15,000 元。 
4. 碩士班林姿君同學：補助 20,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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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科學系 

壹、單位基本資料 

學生人數統計 一、

類別 年級 人數 

大學部 

一 39 
二 40 
三 39 
四 40 

碩士班 
一 8 
二 19 

總計 185 
教職員人數統計 二、

類別 職稱 人數 

教師 
教授 8 

助理教授 2 
行政人員 校聘組員 1 

總計 11 

貳、議事方面 

107 學年度系務會議(107.9.18、108.1.16、108.2.19、108.5.23)。 一、

107 學年度系教評會議(107.9.17、108.3.12、108.4.24)。 二、

107 學年度系課程會議(107.10.23、108.4.10)。 三、

107 學年度系發展會議(107.11.21、108.5.13)。 四、

107 學年度系設備會議(108.1.16)。 五、

107 學年度系所評鑑會議(107.9.18、107.10.23、108.1.16、108.5.23、108.6.6)。 六、

參、年度重要工作 

專題演講  一、

(一) 溫文賢博士(李長榮化工材料研發工程師)：化學 x 化工 x 材料(107.11.22)。 
(二) 廖美儀教授(國立屏東大學應用化學系)：Biological and nanomaterial interactions 

From photothermal injure to biodegration (107.11.28)。 
(三) 姚毓峰博士(臺灣積體電路製造(股)公司工程師)：高鎵摻雜氧化鋅透明導電體生

長及其應用研究(107.12.1)。 
(四) 不朽(知名作家)：南能可貴(107.12.19)。 
(五) 系友回娘家：職涯經驗分享(108.5.1)。 
其他學術活動 二、

(一) 大四升學與生涯規劃座談會(107.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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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大二專題研究課程說明會(108.3.11)。 
(三) 大三預備研究生說明會(108.3.13)。 
(四) 本系系友回娘家籃球賽(108.5.4)。 
(五) 本系校外參訪-中國鋼鐵(股)公司(108.5.8)。 
(六) 本系第 9 屆研究成果展(108.5.15、108.5.22)。 
(七) 科學傳播-材料儀器介紹(108.5.21)。 
(八) 品質保證認可自我評鑑訪視(108.5.31)。 
(九) 本系第 9 屆系友回娘家(108.6.2)。 

肆、年度榮譽事蹟 

呂英治師、林建宏師、李昆達師獲科技部 107 年度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優良人員。 一、

林宏一師獲得本校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師教學創新獎勵銅質獎(107 年 10 月)。 二、

李昆達師榮獲本校 107 學年度教學績優教師。 三、

林建宏師榮獲本校 107 年度院級優良導師。 四、

學士班同學獲科技部 107 年度大專學生研究計畫補助：楊千瑩同學(指導老師：林建五、

宏)、吳孟芳同學(指導老師：呂英治)、陳鈺麟同學(指導老師：蒲盈志)。 
學士班劉子葳同學參加 2018 第二屆台灣碳材料學術研討會海報論文競賽，獲第一名六、

(指導老師：蒲盈志)。 
學士班劉鎔瑄、許玉玟同學及碩士班楊乙真同學參加 2018 材料年會，獲海報論文競七、

賽-複合材料優等獎(指導老師：呂英治)。 
學士班學生劉鎔瑄及吳華真同學獲選為中華民國斐陶斐榮譽會員。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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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工程學系 

壹、單位基本資料 

學生人數統計 一、

類別 年級 人數 

大學部 

一 38 
二 40 
三 43 
四 44 

碩士班 
一 10 
二 16 

總計 191 
教職員人數統計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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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學年度系務會議(107.10.16、108.03.05、108.06.11、108.06.19)。 一、

107 學年度系教評會議(107.12.26、108.04.30、108.06.18)。 二、

107 學年度系課程會議(107.09.19、107.10.02、107.11.06、107.11.29、108.01.03、三、

108.04.09、108.06.19)。 

參、年度重要工作 

專題演講 一、

(一) 高雄科技大學電資學院曾建誠院長：卷積運算子及其應用(107.09.20)。 
(二) 成大許舜欽兼任教授：人工智慧與電腦圍棋(107.09.27)。 
(三) 成大資訊工程學系謝孫源特聘教授兼研發長：Hub Allocation Problems 

(107.10.04) 
(四) 元智大學資訊工程學系林榮彬教授兼資訊學院英語學士學位學程主任：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Standard Cell Library(107.10.11)。 
(五) 一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黃震宇總經理：電商策略規劃(107.10.18)。 
(六) 成大資訊工程學系張燕光教授：高效能網路路由器 /交換器的架構與設計

(107.11.01)。 
(七) 中正大學電機工程學系林惠勇教授：電腦視覺於智慧車輛與智慧型運輸系統之

應用(107.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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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朝陽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陳榮靜特聘教授：建構健康照護與關懷資訊系統

(107.11.22)。 
(九) 南台科技大學資工系鄞宗賢主任：Wearable Computing With Application In 

Rehabilitation(107.11.29)。 
(十) 永睿智慧科技有限公司郭永明技術長：資訊科技創業經驗分享(107.12.06)。 
(十一) 冠磊實業社吳明展總經理：自動控制實務分享(108.03.07)。 
(十二) 思科公司錢小山首席技術顧問：Unleashing the Power of Big Data and Analytics 

– Big Data Introduction, Fog&Data-in-Motion, AI/ML, Use Case (108.03.14)。 
(十三) 國立高雄大學電機系吳志宏教授：When AI meets robotics (108.03.21)。 
(十四) 交大生科系柯立偉副教授：Current Challenges of Brain Computer Interface 

Developments in Daily Life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s (108.03.28)。 
(十五) 中華電信研究院智慧聯網研究所謝文生經理：AIoT 研發應用分享

(108.04.11)。 
(十六) 成大電機工程學系黃仁暐副教授：你的一小步，我的一大步~資料探勘與人工

智慧之應用(108.04.25)。 
(十七) 群創光電馮育新資深副理：我們與工作的距離(108.05.02)。 
(十八) 中央大學蔡宗翰教授：與 AI 對話(108.05.09)。 
(十九)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藥學系王冠傑助理教授：計算機會人生(108.05.16)。 
(二十) 國立高雄大學電機工程系陳春僥教授兼系主任：語意修辭與模糊邏輯控制器

設計(108.05.23)。 
其他活動 二、

(一) 本系一日迎新活動(107.09.03)、迎新宿營活動(107.09.07-09.09)。 
(二) 本系 108 級畢業專題成果展示暨成果競賽(107.12.05)。 
(三) 本系系友回娘家暨學長姐分享(107.12.05)。 

肆、年度創新工作 

辦理第 31 屆電腦視覺、圖學暨影像處理研討會(107.08.19-08.21)。 一、

李建樹主任帶領資訊科學服務社社員指導南化國小學童程式設計相關課程。 二、

伍、年度榮譽事蹟 

李建樹老師通過企業電子化人才能力鑑定，榮獲企業電子化資料分析師資格。 一、

李建樹老師執行教育部人工智慧人才培育計畫中小學分項計畫--人工智慧中小學推二、

廣教育計畫。 
高啟洲老師獲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師教學創新獎勵初評通過。 三、

洪龍瑨同學通過科技部 107 年度大專學生研究計畫(指導老師陳宗禧)。 四、

陳宗禧教授指導學生盧政廷、徐松瑋榮獲第 23 屆行動計算研討會(2018 Mobile 五、

Computing Workshop)最佳論文獎。 
本系同學參加「第六屆南區大專資訊專題競賽」，獲得佳績： 六、

(一) 黃漢杰、黃宥同學：網路與雲端應用組第一名。 
(二) 郭偉祥同學：多媒體與數位內容組第二名。 
(三) 馬耀賢、李光易同學/吳珀良、黃郁珊同學/黃雅鈺、許悅佳同學：多媒體與數位

內容組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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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機工程學系 

壹、單位基本資料 

學生人數統計  一、

類別  年級  人數  

大學部 

一 44 
二 42 
三 41 
四 46 

碩士班 
一 28 
二 29 

博士班 

一 3 
二 1 
三 2 
四 4 
五 2 

總計 242 
教職員人數統計 二、

類別  職稱  人數  

教師 
教授 9 
副教授 1 
助理教授 1 

行政人員 校聘組員 1 
總計 12 

貳、議事方面 

107 學年度系務會議(107.10.24、107.12.5、108.3.6、108.4.10、108.5.1、108.6.5)。 一、

107 學年度系教評會議(107.12.26、108.3.6、108.4.10、108.6.5、108.6.19)。 二、

107 學年度系課程委員會議(107.12.13、108.3.6、108.4.10、108.6.5)。 三、

107 學年度系發展委員會議(107.12.13)。 四、

參、年度重要工作 

專題演講  一、

(一) 長榮大學科技工程與管理學系林清一教授：無人機-電一下(107.11.1)。 
(二) 國立中山大學邱靖蓉博士：結構化問題分析與解決技巧(107.12.11)。 
(三) 樂利士實業(股)公司郭鐘亮總經理：太陽能模組功率檢測技術介紹(108.3.19)。 
(四) 國立交通大學電機工程學系吳炳飛特聘教授：人臉辨識與影像式生理訊號量測

於智慧醫療的應用(108.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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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學術活動 二、

(一) 本系職涯講座：邀請畢業系友返校分享 
1. 奇景光電股份有限公司陳思宜資深工程師(108.4.23)。 
2. 台灣應用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張立凡客戶技術支援工程師(108.5.21)。 

(二) 108 學年度碩士班新生座談會(108.4.24)。 
(三) 大學部專題實驗室介紹說明會(108.6.5)。 

肆、年度創新工作 

辦理本系「運用 UCAN 平台建置課程地圖」。 一、

辦理本系 108 年度自我評鑑實地訪視。 二、

執行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農業行動網之網路切片技術與惡意入侵偵測研究」三、

計畫。 
執行教育部 108 年度「智慧創新跨域人才培育聯盟計畫」。 四、

伍、年度榮譽事蹟 

許正良師、許世昌師、蕭鳳翔師及陳建志師獲「科技部 107 年度補助大專校院研究一、

獎勵」。 
許正良老師指導 107 級畢業生吳昕妤獲科技部「106 年度大專學生研究計畫研究創二、

作獎」(107 年 8 月)。 
許正良老師獲本校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師指導學生參加校外競賽獎勵補助。 三、

劉柏廷、林侑融、潘祥華、王宇哲、閔高鵬 5 位獲科技部補助「107 年度大專學生四、

研究計畫」。 
學士班周玟伶、碩士班王美涵獲 107 年度中華民國斐陶斐榮譽學會國立臺南大學分五、

會榮譽會員。 
參加校外競賽之佳績： 六、

(一) 許正良老師指導碩士班范邵瑜與成大、高雄科技大學團隊共同參加「2018 
MorSensor 無線感測積木創意應用設計競賽」，獲「晶片設計組金牌」。 

(二) 許世昌老師及林男明老師指導學生團隊吳家豪、余冠伶、黃曼青、蔡宜靜參加

「2018 臺灣國際創新發明暨設計競賽」，獲「發明類社會組銀牌」。 
(三) 白富升老師指導碩士班蔡易軒、余祐陞、柯育承、林廉竣參加「2018 綠能運用

與節能科技專題實作競賽」，獲第三名。 
(四) 陳建志老師指導學士班洪健菖、陳柏呈、鄭煌鎰、林詰庭、徐祥睿、魏子迪參

加「2019 第六屆南區大專資訊專題競賽」，獲網路與雲端應用組第二名。 
(五) 陳建志老師指導學士班洪健菖、陳柏呈、鄭煌鎰、林詰庭參加「2019 全國大專

校院軟體創作競賽」獲「雲端網際服務與其他應用組佳作」；徐祥睿、魏子迪、

吳佳熹獲「智慧感知與互動多媒體組值得注目獎」。 
(六) 陳建志老師指導碩士班蔡佳玲、張惟喬及學士班洪振庭、林正益、洪健菖、陳

柏呈、鄭煌鎰獲「第一屆智慧聯網專題實作競賽」-智慧工業聯網應用組佳作。 
(七) 陳建志老師指導學生團隊洪振庭、林正益參加「107 年度全國微電腦應用系統

設計創作競賽」機器人、自動控制與儀錶組獲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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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與生態學院 

壹、單位基本資料 

學生人數統計 一、

類別 年級 人數 

大學部 

一 106 
二 121 
三 107 
四 118 

大學部(進修學士班) 一 24 

碩士班 
一 29 
二 56 

碩士在職專班 
一 31 
二 17 
三 8 

總計 617 
教職員人數統計 二、

類別 職稱 人數 

教師 
教授 15 
副教授 5 
助理教授 6 

行政人員 
校聘秘書 1 
校聘組員 3 

總計 30 

貳、議事方面 

107 學年度院務會議(107.10.24、108.02.19、108.05.02、108.06.20)。 一、

107 學年度院教評會議(107.10.15、107.10.31、108.01.08、108.03.14、108.04.12、二、

108.05.23、108.06.13)。 
107 學年度院課程會議(107.10.08、108.03.22、108.05.16、108.05.30)。 三、

107 學年度環境教育碩士在職學位學程委員會議(107.10.29、108.03.21、108.05.06)。 四、

107 學年度環生學院系學生代表會議(108.05.29)。 五、

參、年度重要工作 

辦理大師講堂系列演講，激發師生學習熱誠 一、

(一) 日本山形大學安部武志 Takeshi ABE 教授、國立清華大學化學工程學系胡啟章

教授(對談及演講）：Rate determining factors of various LIBs (107.08.09)。 
(二) 國立臺灣大學生態學與演化生物學研究所周蓮香教授：中華白海豚在臺灣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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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與保育點滴(108.05.22)。 
辦理職涯規劃工作坊：美商天泰焊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資源部陳清富經理，講二、

題：「職場新鮮人的求職祕笈」(108.06.12)。 
承辦本校環境教育機構業務，深耕環境教育學習社群 三、

(一) 本校環境教育機構認證獲准展延至 112 年 10 月 30 日(107.10.31)。 
(二) 獲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107 年度環境教育基金補(捐)助成果績優獎(107.11.13)。 

肆、年度創新工作 

協助辦理「2018 先進鋰離子電池與電化學儲能技術研討會」(107.08.09-08.10)。 一、

本院獲教育部補助 750 萬元，執行「潔能系統整合與應用人才培育計畫—中小學能二、

源教育資源中心」計畫，為基礎能源教育紮根(108.06-110.03)。 
鼓勵教師依據課程特色與需要，以學生本位學習與產業發展需求為優先，107 學年三、

度開設「生態旅遊專業實務」與「水域環境暨生物檢測技術(含實務)」彈性授課課

程。 
為鼓勵教師教學創新，帶領學生寰宇國際，由生態系許皓捷老師、生科系程台生老四、

師於 108 年 7 月至 8 月間執行境外移地教學。 

伍、年度榮譽事蹟 

本院推薦張家欽、郭振坤、傅耀賢、卜一宇、張德生、鄧燕妮、胡家勝、劉奕宏等一、

8 位老師參加「科技部 107 年度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案」，獲得補助。 
本院教師持續產學合作，107 學年度執行科技部計畫 14 件，金額逾 1,450 萬元。 二、

本院教師專業研發有成，107 學年度通過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發明專利 4 件。 三、

生科系陳奕昇、洪加泰、鄭涵怡、黃瀞儀同學獲得科技部 107 年度補助大專學生研四、

究計畫。 
綠能系郭振坤老師指導林建州、黃奕瑄、陳泰宇同學參加「臺灣機電工程國際學會五、

108 年度全國學術研討會-福興熱能創意競賽」，獲佳作獎。 
綠能系張家欽、郭振坤、卜一宇、傅耀賢等 4 位老師，獲本校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六、

教師指導學生參加校外競實獎勵。 
生科系曹哲嘉老師獲得106學年度第2學期教師教學創新獎勵銅質獎(107年10月)。 七、

綠能系胡家勝老師、生態系陳瀅世老師通過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師教學創新獎勵八、

初評。 
綠能系胡家勝老師獲 107 學年度教學績優教師獎勵。 九、

綠能系卜一宇老師獲 107 年度院級優良導師。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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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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41 
二 45 
三 39 
四 38 

進修學士班 一 24 

碩士班 
一 8 
二 22 

碩士在職專班 

一 20 
二 10 
三 4 

總計 251 

二、教職員人數統計 

類別 職稱 人數 

教師 教授 11 

行政人員 校聘組員 1 

總計 12 

貳、議事方面 

一、107 學年度系務會議(107.09.18、107.10.22、107.11.06、108.06.03)。 
二、107 學年度系教評會議(107.10.01、107.12.18、108.03.05、108.03.27、108.05.02、

108.06.12、108.06.24)。 
三、107 學年度課程委員會議(107.09.18、107.11.06、107.11.26、108.02.26、108.04.10、

108.06.03)。 
四、107 學年度發展委員會議(107.09.18、107.12.10、108.02.26、108.06.03)。 

參、年度重要工作 

一、招生工作：107 學年度執行招生工作如下 
(一) 大學日間部：個人申請入學錄取 23 名、指定考試錄取 10 名、繁星計畫錄取 8

名、原住民錄取 2 名。 
(二) 大學進修學士班：錄取 25 名。 
(三) 碩士班：推甄入學錄取 8 名、考試入學錄取 5 名。 
(四) 碩士在職專班：錄取 10 名。 

二、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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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國立成功大學航太系陳維新特聘教授：Green Energy and Fuel Development for 
Industrial Applications (107.09.12)。 

(二) 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顏子翔博士：台灣中油公司在燃料電池技術的研究發展

(107.09.26)。 
(三) 台灣太陽能模組製造公司蔡進耀總經理：太陽能光電技術及產品應用發展

(107.10.03)。 
(四) 茂迪股份有限公司王亮棠副理： PERC 電池技術與現況(107.10.17)。 
(五) 臺灣電力公司李青霖主任、楊家法配電服務技術員：台灣電力與智慧電網現在

與未來(107.10.24)。 
(六) 國立成功大學機械系吳明勳副教授：純富氧燃燒節能減排技術(107.10.31)。 
(七) 台灣經濟研究院林若蓁研究員： 國內外氫燃料電池產業發展現況(107.11.07)。 
(八) 茂康股份有限公司蔡文俊博士：太陽能光電池模組封裝材料介紹(107.11.12)。 
(九) 長利科技公司陳盈助經理：鋰電池技術研究進展與應用(107.11.14)。 
(十) 茂迪股份有限公司郭盈成主任工程師：網印技術在太陽光電產業之應用

(107.11.28)。 
(十一) Kiwa 公司台灣區呂俊宏經理：能源實務(107.12.12)。 
(十二) 國立成功大學能源科技與策略研究中心徐瑞鐘兼任副研究教授：氫能社會與

燃料電池(107.12.19)。 
(十三)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張永瑞博士：智慧微電網技術研發現況

(107.12.26)。 
(十四) 國立台灣大學 /應用力學研究所李尉彰教授：MEMS Resoswitch-Based 

Ultra-Low Power Radio 微機電共振式開關超低功耗無線電 (108.02.27)。 
(十五) 國立中正大學機械工程學系陳永松教授：燃料電池之陽極氣體管理策略之研

究(108.03.06)。 
(十六) 工業研究院綠能與環境研究所童永樑博士：低照度太陽電池的應用與未來

(108.03.13)。 
(十七)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管衍德教授：微型燃料電池技術發展與應用(108.03.20)。 
(十八) 國立宜蘭大學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王金燦教授：實驗室微生物燃料電池最新

研究進展(The newest progress of Microbial fuel cells in lab)(108.03.27)。 
(十九)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模具工程系林恆勝教授：超薄電磁鋼片鐵芯之加工與節能

應用(108.04.10)。 
(二十) 國立中央大學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劉奕宏教授：從材料設計談儲能與淨

水研究(108.04.17)。 
(二十一) 美菲德股份有限公司林振生總經理：氫能與再生能源發電之互補應用

(108.04.24)。 
(二十二) 能源實務演講 

1. 國立聯合大學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侯帝光教授(108.05.01)。 
2.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陳明志系主任(108.05.08)。 
3. 光洋應用材料科技公司光電製造處黃政傑技術副理(108.05.15)。 
4.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張祥傑教授(108.05.29)。 
5. 國家中山科學研究院蔣森武研究員(108.06.05)。 
6. 國立中正大學機械工程學系任春平教授(108.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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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 三商美邦人壽公司龍文平處經理：社會新鮮人面試注意事項(108.06.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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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壓機（本系年度設備費，採購中）。 

伍、年度榮譽事蹟 

一、科技部 107 年度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張家欽老師獲傑出人員獎，郭振坤老師、

傅耀賢老師、胡家勝老師、卜一宇老師獲優良人員獎。 
二、張家欽、郭振坤、卜一宇、傅耀賢等 4 位老師，獲本校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師指

導學生參加校外競實獎勵。 
三、胡家勝老師獲 107 學年度教學績優教師獎勵。 
四、卜一宇老師獲 107 年度院級優良導師。 
五、胡家勝老師通過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師教學創新獎勵初評。 
六、辦理 2018 先進鋰離子電池與電化學儲能技術研討會(107.08.09-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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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科技學系 

壹、單位基本資料 

學生人數統計 一、

類別 年級 人數 

大學部 

一 38 
二 39 
三 42 
四 46 

碩士班 
一 10 
二 10 

總計 185 
教職員人數統計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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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 學年度系務會議，共 2 次(107.10.3、108.3.20)。 一、

107 學年度系課程會議，共 7 次(107.9.3、107.9.26、107.10.31、108.1.23、108.2.27、二、

108.3.18、108.5.27)。 
107 學年度系招生會議，共 3 次(107.11.3、108.3.16、108.4.20)。 三、

107 學年度系教評會議，共 2 次(108.3.11、108.4.10)。 四、

參、年度重要工作 

專題演講 一、

(一) 中原大學生物科技學系副教授蕭崇德博士(本系教師創新教學工作坊)：開發研

究魚類行為與生理的簡易工具(107.9.20)。 
(二) 成大生理所吳偉立博士(本系教師創新教學工作坊)：「跟我們腸道的小夥伴們打

聲招呼吧：探討腸道微生物如何影響小鼠社交行為」(107.10.31)。 
(三) 謝松善先生(本系學生生涯規劃工作坊)：刑事鑑識與司法正義(107.12.5)。 
(四) 台南市警察局黃東偉科員等人：大學生校園安全防護(107.12.12)。 
(五) 林妙寧校友(本系學生生涯規劃工作坊)：讓我來公乎哩栽(108.3.6)。 
(六) 國立宜蘭大學生物機電工程學系特聘教授蔡孟利博士(本系職涯發展講座)：一

個學生物的人：從職涯的可能性談起(108.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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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張哲瑋先生：職場就業經驗傳承與分享(108.5.22)。 
其他學術活動 二、

(一) 舉辦 107-1 健康水環境研究中心提升教師產業開發經驗工作坊，2 場(107.9.20、
107.10.31)。 

(二) 程台生老師帶隊至臺中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正瀚生技股份有限公司、臺中

世界花卉博覽會等地參訪(107.11.20-11.21)。 
(三) 舉辦 2018 生科系友回娘家－緣定南大，情懷生科，生科系友經驗傳承分享會

(107.12.1)。 
(四) 舉辦曹哲嘉老師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遺傳學實驗學生專題研究活動

(108.1.9)。 
(五) 程台生老師與研究生程彥霏參訪上海復旦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系學科組黃侃

教授與大氣科學研究中心前主任莊國順特聘教授(108.5.23-5.25)。 
(六) 程台生老師執行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參加國立高雄科技大學辦理「2019

教學實踐研討會」論文發表(108.6.21)。 
(七) 程台生老師參加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辦理「2019 生命科學學門多元升等審查共識

座談會」(108.6.26)。 

肆、年度創新工作 

舉辦永續生態新創學程「水域環境與毒理」教師社群讀書會，2 次(107.9.17、一、

108.2.25)。 
開設微學分課程共 4 場：生技產業核心技能培訓(一)至(四)(107.9.29-9.30、10.20-10.21、二、

11.17-11.18、11.20-11.21)。 
拍攝核心概念教學影片及新生學習輔導影片，並進行問卷調查及質性回饋分析。 三、

健康水環境研究中心與屏科大環境工程與科學系謝季吟教授：進行系務諮詢、POP四、

研究諮詢與教研經驗交流座談會(108.1.15、108.6.26)。 
辦理本系系所評鑑說明會(108.4.19)；辦理本系自我評鑑實地訪視(108.5.8)。 五、

本系與姊妹校安徽師範大學化學與材料科學學院聯合舉辦「新興污染物的檢測理論六、

與實務」移地學習課程(108.6.28-7.26)。 

伍、年度榮譽事蹟 

張德生老師、鄧燕妮老師、丁慧如老師榮獲科技部 107 年度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 一、

張德生老師、鄧燕妮老師、曾登裕老師、吳慧珍老師通過 107 年科技部專題計畫。 二、

黃銘志老師櫻花蝦研究獲日本靜岡新聞社專訪。 三、

程台生老師獲本校國際處補助 G3 鳳凰展翅、翱翔國際境外移地教學計畫。 四、

曹哲嘉老師榮獲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師教學創新獎勵銅質獎(107 年 10 月)。 五、

陳奕昇、洪加泰、鄭涵怡、黃瀞儀同學通過科技部 107 年度大專學生研究計畫。 六、

本系大學部一年級學生榮獲本校「大一新生校歌比賽」第三名。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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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態暨環境資源學系 

壹、單位基本資料 

學生人數統計  一、

類別 年級 人數 

大學部 

一 27 
二 34 
三 26 
四 39 

環境生態碩士班 
一 9 
二 11 

生態旅遊碩士班 
一 4 
二 22 

總計 172 
教職員人數統計 二、

類別 年級 人數 

教師 

教授 3 
副教授 4 
助理教授 2 

行政人員 校聘組員 1 

總計 10 

貳、議事方面 

系務會議 7 次(107.9.25、107.11.13、107.11.20、107.12.18、108.1.8、108.3.20、108.5.28)。 一、

系教評會議 6 次(107.10.02、107.10.24、107.12.19、108.3.7、108.4.11、108.6.11)。 二、

系課程會議 4 次(107.9.25、107.11.20、108.3.20、108.4.23)。 三、

系課程與教學委員會議 2 次(107.9.18、108.4.23)。 四、

系學術發展委員會議 4 次(107.9.12、107.10.22、107.11.19、108.5.27)。 五、

學生事務委員會議(107.10.24)。 六、

預研生審查小組會議(108.1.8)。 七、

參、年度重要工作 

辦理教師升等：1 位教師提出升等申請。 一、

辦理教師專案評鑑。 二、

107 學年度 3 位同學申請臺南市動物防疫保護處暑期實習。 三、

學術活動(專題講座) 四、

(一) 特生中心研究員林德恩：馬路偵探社，公民科學家的崛起(107.8.2)。 

 – 129 –



(二) 台灣生態導演劉燕明：27 年細說黑面琵鷺從頭(107.8.15)。 
(三) 觀察家生態顧問公司黃于玻總經理：生態顧問公司的創業與經營(107.9.26)。 
(四) 台南社區大學講師 /承天府文史工作室負責人高凱俊：古台江與內海變遷

(107.9.27)。 
(五) 親水生態工作室創辦人吳銀水總經理：如何開創生態旅遊社會企業(107.9.30)。 
(六) 徵人啟室創辦人王曉菁小姐：青年創生的甘苦談(107.9.30)。 
(七) 台南社區大學研究員吳仁邦先生：生態人的社會責任(107.9.30)。 
(八) 國立北門高中圖書館主任楊宏裕老師：台南流域地理(107.9.30)。 
(九) 里山基金會創辦人李璟泓先生：田鱉米、石虎與里山倡議(107.10.3)。 
(十) 千里步道協會周聖心理事長：從千里步道到國家綠道(107.10.17)。 
(十一) 張東君作家：然後牠們都死掉了—從西頓動物記到野生動物保育(107.11.7)。 
(十二) 守護溪頭海尾-社會與生態環境共生的實踐分享會(107.11.15)。 
(十三) 本校行管系吳宗憲副教授：公民要如何改變政府(107.11.15)。 
(十四) 桃園在地聯盟潘忠政老師：桃園藻礁與溪流河川環境保護(107.11.21)。 
(十五) 鼓勵國際資訊有限公司魏名聰總經理：如何運用議題松談出環境議題

(107.11.28)。 
(十六) 陳奇琳(電子公司)、楊韻平(林務局)、陳彥君(創業工作室：本系職涯講座

(107.12.15)。 
(十七) 生態工法基金會陳郁屏執行長：國土的生態綠網(108.5.1)。 
(十八) 本系系主任王一匡教授：第 13 屆「台江水日—愛鄉護水嘉南大圳單車、走讀

溯源之旅」活動-山海圳國家綠道人文與生態導覽(108.5.5)。 
(十九) 臺灣大學生態學與演化生物學研究所周蓮香教授：中華白海豚在臺灣的研究

與保育點滴(108.5.22)。 
(二十) 中華經濟研究院李永展研究員：國土計畫體系與國家公園保育(108.5.29)。 
(二十一) 台灣生態登山學校亞成鳥計畫陳貞秀專案經理：野地的魔法力量

(108.6.5)。 
(二十二) 美商天泰銲材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資源部陳清富經理：與新鮮人簡歷諮

詢(可事先報名進行簡歷諮詢)(108.6.12)。 
師生活動 五、

(一) 大學生新生家長座談會(107.9.1)。 
(二) 10 周年系慶暨系友企業、公職、創業職涯分享講座(107.12.15)。 
(三) 碩士班合併說明會暨碩士班研究生座談會(108.2.18)。 
(四) 108 級送舊畢業茶會及系友職涯分享會(108.6.2)。 
(五) 108 學年度入學研究生新生說明會(108.7.12)。 

肆、年度創新工作 

 規劃 109 學年度起，「環境生態碩士班」及「生態旅遊碩士班」整併更名為「生態暨一、

環境資源學系碩士班」。 
 教育部 USR 計畫補助大學生社會實踐教學計畫，挹注系上多元跨域教學及講座。 二、

 獲各機關補助、委辦及產學合作計畫(107.8.1-108.7.31)，如下：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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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期程 計畫名稱 單位 金額(元) 主持人 
106/1/1- 
107/12/31 

陸域生態(陸域植物)環境調查 
艾益康工程顧問股份

有限公司 
480,000 謝宗欣 

107/1/1- 
107/12/31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附冊-大學社會責

任實踐計畫種子型（A 類）：守護溪頭

海尾－社會與生態環境共生的實踐 

教育部 1,000,000 王一匡 

107/1- 
107/12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雲嘉南區環境教育

區域中心設置專案工作計畫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5,700,000 

張原謀

(協同) 
107/1/11-1
07/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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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 1,772,000 王一匡 

107/2/1- 
107/12/31 

台江國家公園陸域兩棲爬蟲類生態資

源基礎調查 
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 930,000 

張原謀

(協同) 
107/2/1- 
108/1/31 

蚵殼接觸曝氣濾床模廠試驗計畫 
瑞昶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100,000 黃家勤 

107/3/10-1
07/12/25 

臺南分局轄區水庫集水區環境友善及

生態檢核措施管理計畫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

土保持局臺南分局 
3,425,000 王一匡 

107/3/21-1
07/12/31 

107 年環境教育人員展延研習計畫 教育部 100,000 陳瀅世 

107/4/1- 
107/11/30 

太陽光電系統建置於國土空間之生態

與環境因子的評估與策略建議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

究院 
600,000 許皓捷 

107/4/10-1
07/12/20 

台江植物故事解說叢書編製印刷案 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 715,000 謝宗欣 

107/7/1- 
107/11/30 

澎湖縣政府文化局桌遊設計委託案 澎湖縣政府文化局 99,100 薛怡珍 

107/8/1- 
108/7/31 

與半休耕農田共生的臺灣蚌蟲

(Eocyzicus taiwanensis ; 
Branchiopoda:Spinicaudata)的生活史

特性及其棲地群聚演替 

科技部 600,000 王一匡 

107/10/1-1
08/6/30 

臺南市生態檢核工作計畫(107 年度) 台南市政府水利局 7,497,000 王一匡 

108/1/1-10
8/9/30 

北汕尾生態及鄉土資源解說導覽暨環

境教育推廣活動 
臺南市環保局 60,000 范玉玲 

108/1/11-1
08/12/31 

臺南分局轄區水庫集水區環境友善及

生態檢核措施管理計畫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

土保持局臺南分局 
4,405,000 王一匡 

108/1/11-1
08/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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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 1,750,000 王一匡 

108/7/12-1
08/8/12 

屏東客家民俗植物與文化產業前世今

生研習活動 
客家委員會 10,000 范玉玲 

伍、年度榮譽事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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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一匡、許皓捷、黃家勤、謝宗欣老師獲得本校 107 年度加強學術研究提昇教學品一、

質獎勵。 
陳瀅世老師獲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師教學創新獎勵」初評通過。 二、

閻品璇同學榮獲 108 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一般女生組跳高金牌。 三、

陳見銘同學參與移地學習海報展，分享高教深耕移地學習計畫補助成果。 四、

張詠心同學通過國民小學師資類科教師資格檢定。 五、

張善德同學錄取師資培育公費生。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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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學院 

壹、單位基本資料  

學生人數統計 一、

類別  年級 人數  

大學部 

一 125 
二 120 
三 117 
四 130 
五 8 
六 2 

大學部 
(進修學士班) 

一 18 
二 11 
三 9 
四 19 
五 1 
六 1 

碩士班 

一 46 
二 87 
三 13 
四 11 

碩士在職專班 

一 24 
二 33 
三 13 
四 2 
五 1 

教學碩士班 
五 1 
六 1 

總計 793 
教職員人數統計 二、

類別  職稱 人數  

教師 

教授 12 

副教授 13 

助理教授 5 

行政人員 
校聘秘書 1 

校聘組員 3 
總計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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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議事方面 

107 學年度院務會議(107.09.10、107.09.26、107.10.08、108.01.09、108.02.27、108.04.10、一、

108.06.18)。 
107 學年度院教評會議(107.10.03、107.11.09、108.01.07、108.03.05、108.03.12、二、

108.04.16、108.05.14、108.06.11)。 
107 學年度院課程規劃會議(107.10.02、108.05.06、108.05.13、108.05.31)。 三、

藝術學院「108 年度科技部補助大專校院獎勵特殊優秀人才」申請案院審查推薦會四、

議(108.05.07)。 
推選校院級會議學生代表遴選(108.06.14)。 五、

藝術研究學報編審委員會議 六、

(一) 藝術研究學報第 11 卷第 2 期出刊會議(107.09.12)。 
(二) 藝術研究學報編輯小組會議(108.06.18)。 
(三) 藝術研究學報第 12 卷第 1 期出刊會議(108.06.21)。 

參、年度重要工作 

辦理教師聘任及升等 一、

(一) 院內二位專任教師聘任(108.03、108.06)，並提送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二) 院內二位教師升等著作外審(108.01、108.06)，並提送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完成藝術研究學報第 11 卷第 2 期出版(107.10)。 二、

107 學年度起學院核心課程增加「程式設計與邏輯思維」、「藝術鑑賞」。 三、

肆、年度創新工作 

2019 本校「藝響盛宴」藝術季活動，創新辦理將開幕式與教師音樂會安排在接續時一、

段，讓貴賓能欣賞本校音樂學系教師的精彩演出(108.05.08)。 
院內學系主任及教師至鄰近各高中擔任藝術學群介紹講師或大學推甄模擬面試委二、

員。 
執行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H3-藝術創新美感中心」計畫。 三、

籌辦本院大師講堂/工作坊系列活動，共 15 場次，邀請藝術領域學術專家、藝術家、四、

音樂家講座分享，增進學生跨領域藝文知能： 
(一) 賓州州立大學鋼琴副教授 Christopher Guzman、小提琴副教授 Max Zorin、中提

琴教授 Timothy Deighton，分別進行音樂分享與技巧指導(107.10.12)。 
(二) 編劇家魏嘉宏老師：故事的極致－永無完美只能不斷接近的藝術(107.10.17)。 
(三) 臺南文化中心余能盛藝術總監：台灣與歐洲劇場發展現況與經營(107.10.30)。 
(四) 藝術家許自貴老師：左腦右腦談創作哲學(107.11.07)。 
(五) 台南市美術館潘襎館長：城市/美術館的功能與定位(107.11.14)。 
(六) 耶魯/國立新加坡大學學院助理教授 Dr.James Jack(Yale/NUS)詹姆士傑克博士：

「以海洋為中心的社會參與式藝術：作為研究的創作實踐」(108.02.19)。 
(七) 旅美小提琴家胡乃元：小提琴大師班(108.02.20)。 
(八) 明華園戲劇團總導演陳勝國劇作家：歌仔戲裡的編導詩歌(108.0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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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美國 UCI Stephen Tucker 教授：The Conductor as Community Leader(108.03.15)。 
(十) 黃明川導演：藝術家全球化議題(108.03.27)。 
(十一) 許坤成教授：台灣藝術發展的見證者(108.04.24)。 
(十二) 杜昭賢 Jamie Tu 總監：「藝術能量：藝術策展實務案例介紹」(108.04.29)。 
(十三) 宋欣穎導演：幸福路上-我的蜿蜒電影夢(108.05.01)。 

伍、年度榮譽事蹟  

一、動畫所李香蓮老師、戲劇系張麗玉老師及蔡依仁老師榮獲教育部「大專校院教學實

踐研究計畫」補助。 
二、戲劇系蔡依仁老師榮獲 107 學年度教學績優教師。 
三、戲劇系厲復平老師榮獲 107 年度校級優良導師。 
四、本院教師榮獲本校「教師教學創新獎勵」 

(一)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銅質獎-戲劇系許瑞芳老師(107 年 10 月)。 
(二)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銅質獎-戲劇系林雯玲老師、音樂系鄭方靖老師。 
(三)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初評通過-音樂系朱芸宜老師及侯志正老師、動畫所范如

菀老師。 
五、本院教師榮獲本校「教師指導學生參加校外競賽獎勵暨補助」如下 

(一)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動畫所李香蓮老師、戲劇系蔡依仁老師、視設系陳建發

老師。 
(二)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視設系高實珩老師、洪明爵老師。 

六、戲劇系榮獲本校 107 學年度教學績優系所。 
七、戲劇系榮獲本校 107 年度新聞發布學術績優單位。 
八、視設系詹芷穎同學榮獲 107 年度教育部教育實習學生優良獎。 
九、科技部 107 年度大專學生研究計畫獎勵，獲核定 2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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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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二 11 

總計 14 
二、教職員人數統計 

類別 職稱 人數 

教師 
副教授 1 
助理教授 2 

行政人員 組員 1 
總計 4 

貳、議事方面 

一、107 學年度所務會議(107.9.5、107.9.27、108.1.3、108.3.18、108.6.3)。 
二、107 學年度所教評會議(108.4.22、108.6.3)。 
三、107 學年度所課程委員會議(107.9.27、108.1.3、108.3.18、108.6.3)。 

參、年度重要工作 

一、專題演講 
(一) 歐北來團隊共同創辦人、第十四屆流浪者計畫獲選者陳亦琳：人生至少歐北來

一次(107.10.31)。 
(二) 國立高雄大學工藝與創意設計學系助理教授侯淑姿：藝術創作中的性別議題・

兼談個人創作一二(107.11.16)。 
(三) 攝影藝術家高媛老師：成為一位攝影藝術家/將興趣與專長變成自己的未來

(107.11.27)。 
(四) 寵物訓練師香菇：小小生命與生活之間的連結-完美狗狗訓練師的工作分享

(107.12.10)。 
(五) 影響新劇場藝術總監呂毅新：用劇場說故事(107.12.18)。   
(六) Croter 洪添賢：插畫什物(108.3.27)。 
(七) 崇井影像工作室負責人陳宗蔚：商業攝影拍攝照片的工作經驗分享(108.4.17)。 
(八) 醫檢師、營養師張家祥：知識型 YouTuber 甘苦談(108.6.5)。 

二、其他學術活動：2019 動畫藝術學術研討會(108.5.31)。 

肆、年度創新工作 

本所與視覺藝術與設計學系，受邀參加由府中 15 動畫館主辦的《既視感》全國動畫系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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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108.6.1-6.30）。 

伍、年度榮譽事蹟  

一、范如菀老師通過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師教學創新獎勵初評。 
二、李香蓮老師獲得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師指導學生參加校外競賽獎勵補助。 
三、本所陳琪涵、何佳璇、吳宜庭、翁子揚同學入圍新銳影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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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學系 

壹、單位基本資料 

學生人數統計 一、

類別 年級 人數 

大學部 

一 45 
二 42 
三 41 
四 50 

進修學士班 

一 18 
二 11 
三 9 
四 21 

碩士班 
一 19 
二 42 

碩士在職專班 
一 13 
二 14 
三 16 

總計 341 
教職員人數統計 二、

類別 職稱 人數 

教師 
教授 4 

副教授 3 
助理教授 2 

行政人員 校聘組員 1 
總計 10 

貳、議事方面 

107 學年度系教評會議(107.09.07、107.10.30、107.11.26、107.12.04、107.12.17、一、

107.12.24、108.02.26、108.04.11、108.04.30、108.05.07、108.06.04)。 
107 學年度系務會議(107.09.10、107.09.26、107.11.16、108.02.20、108.02.25、108.03.04、二、

108.04.15、108.04.24、108.05.22)。 
107 學年度碩士班會議(107.10.08、107.11.06、108.03.13、108.03.26、108.04.15、三、

108.04.24)。 
107 學年度系課程委員會議(108.04.09、108.04.24)。 四、

系務及工讀生團隊討論會議(108.01.11、108.06.21)。 五、

參、年度重點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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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演講及大師班 一、

(一) 异境樂團藝術總監吳政君：世界音樂與創作分享講座(107.09.20)。 
(二) 美國賓州大學教授 Christopher Guzman 鋼琴大師班(107.10.12)。 
(三) 美國賓州大學教授 Max Zorin 小提琴大師班(107.10.12)。 
(四) 美國賓州大學教授 Timothy Deighton 中提琴大師班(107.10.12)。 
(五) 北藝大盧文雅教授：台灣音樂史專題講座(107.10.24)。 
(六) 陳毓襄鋼琴大師班(107.11.23)。 
(七) 宋允鵬鋼琴大師班(107.12.07)。 
(八) 北藝大盧文雅教授、林玉淳教授：故事－音樂學與鋼琴的對話講座(107.12.13)。 
(九) 新加坡南洋藝術學院作曲系系主任吳多才、前愛樂合唱團指揮悟朗：合唱大師

的對話―合唱曲創作 v.s.合唱指揮(107.12.20)。 
(十) Claus Kanngiesser 大提琴大師班(107.12.21)。 
(十一) 李宜濠小提琴大師班(107.12.24)。 
(十二) 大師講堂：旅美小提琴家胡乃元大師班(108.02.20)。 
(十三) 旅德長笛家劉士誠大師班(108.02.22)。 
(十四) 義大利著名鋼琴家 Paolo Vairo 鋼琴大師班(108.03.14)。 
(十五) 大師講堂：美國 UCI Stephen Tucker 教授演講(一)(二)(108.3.15、3.22)。 
(十六) 泰歐蓋爾基 Teo Gheorghiu 鋼琴大師班(108.04.10)。 
(十七) 作曲家賴德和教授音樂專題講座(108.04.18)。 
(十八) 彰化縣村東國小總務主任朱明禧老師：Icon Your Music 軟體之開發理念與運

用於國小音樂教學的分享(108.04.26)。 
(十九) 美國南卡羅萊納大學 Alicia Walker 教授合唱指揮講座(108.05.20)。 
(二十) AUREUS ACADEMY 在台灣(108.05.24)。 
(二十一) 歌劇沙龍-｢那些歌 那些愛｣希臘神話與音樂(108.06.04)。 
音樂會 二、

(一) 美國賓州大學教授音樂會(107.10.12)。 
(二) 重陽節音樂會－｢我們的歌｣(107.10.17)。 
(三) 系友音樂會(107.11.20)。 
(四) 南大管弦樂團 v.s.打擊重奏團音樂會(107.12.03)。 
(五) 南大合唱團 v.s.爵士合奏團音樂會(107.12.17)。 
(六) 南大弦樂團、管樂團聯合音樂會(107.12.25)。 
(七) 藝術季開幕教師音樂會(108.05.08)。  
(八) 爵士之夜音樂會(108.05.16)。 
(九) 2019 在這交會時互放的光亮―鋼琴三重奏 本校/美國中央阿肯色大學教授聯合

音樂會(108.05.17)。 
(十) 協奏曲之夜音樂會(108.05.22)。 
(十一) 南大管樂團&弦樂團聯合音樂會(108.05.28)。 
(十二) 南大打擊重奏團與薩克斯風重奏聯合音樂會(108.06.03)。 
其他活動 三、

(一) 偏鄉巡演：臺南市七股區光復生態實驗小學(107.11.07)、高雄市路竹區北嶺國小

(107.11.27)。 
(二) 嘉義管樂節－管樂團演出(107.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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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南大之星~歌唱新人榜｣歌唱比賽(108.05.26)。 

肆、年度創新工作 

推動國際學術交流，邀請美國賓州大學三位教授 Christopher Guzman、Max Zorin、一、

Timothy Deighton、加州爾灣分校教授 Stephen Tucker、德國科隆音樂院教授

Kanngiesser、南卡羅萊納大學教授 Alicia Walker 等國際知名學者蒞校講學暨舉辦大

師班(107.10-108.5)。 
本系管樂團參與｢2018 第 27 屆嘉義市國際管樂節｣演出(107.12.18)。 二、

本系弦樂團與澎湖縣政府文化局合作舉辦｢國立臺南大學弦樂團音樂會｣，於澎湖演三、

藝廳演出(108.01.12)。 
與藝術學院、台南市愛樂協會合辦｢2019 南大第二屆國際流行音樂營｣，邀請日本流四、

行樂界三位著名講師蒞臨授課(108.7.21-7.24)。 

伍、年度榮譽事蹟 

鄭方靖老師榮獲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師教學創新獎勵銅質獎。 一、

朱芸宜老師、侯志正老師獲得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師教學創新獎勵初評通過。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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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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三 43 
四 44 

碩士班 
一 12 
二 33 

碩士在職專班 
一 11 

二 19 

總計 243 
二、教職員人數統計 

類別 職稱 人數 

教師 
教授 4 
副教授 4 

行政人員 組員 1 
總計 9 

貳、議事方面 

一、107 學年度系務會議(107.9.10、107.11.19、108.3.4、108.4.8、108.6.17)。 
二、107 學年度系教評會議(108.5.10、108.5.24)。 
三、107 學年度系課程規劃委員會議(107.9.27、107.11.19、108.3.25)。  

參、年度重要工作 

一、專題演講 
(一) 臺南環境藝術創作展策展人 Roberto Machado：國際性藝術策展經驗分享

(107.11.15)。 
(二) 攝影藝術家台南目圍書店老闆林思萱：「雙面膠影像創作分享：從攝影藝術家到

經營獨立書」(107.12.5)。 
(三) 辦干皂創意工作室負責人魏杏芳：設計怎麼當飯吃？！(108.5.22)。 
(四) 梵藝術中心負責人陳阿露：創作之外的事-當代藝術潮流的走向(108.6.5)。 
(五) 藝術家賴聖元(大賴)：藝行者(108.6.21）。 

二、其他學術活動 
(一) 107 年度視覺藝術與設計學系系展(107.12.14-12.30)。 
(二) 2019 視覺藝術與設計學系教授聯展(108.3.18-3.29)。 

 – 141 –



(三) 2019 視覺藝術與設計學系碩士班評圖展(108.4.15-4.28)。 
(四) 2019 視覺藝術與設計學術研討會(108.5.22)。 

肆、年度創新工作 

一、本系學生參加「2019 青春美展」（108.4.12-4.23）。 
二、本系學生參加臺北世貿中心「2019 新一代設計展」（108.5.3-5.6）。 
三、本系學生於台灣藝術教育館舉行畢業展「後浪」（108.5.8-5.12）。 
四、本系學生參加 2019 放視大賞（108.5.15-5.17）。 
五、本系與動畫媒體設計研究所受邀參加由府中 15 動畫館主辦的《既視感》全國動畫系

聯展（108.6.1-6.30）。 

伍、年度榮譽事蹟 

一、陳建發老師榮獲本校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師指導學生參加校外競賽獎勵補助。 
二、高實珩老師、洪明爵老師榮獲本校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師指導學生參加校外競賽

獎勵補助。 
三、詹芷穎同學榮獲 107 年度教育部教育實習學生優良獎。 
四、李元弘同學通過科技部 107 年度大專學生研究計畫獎勵，指導老師吳宥鋅。 
五、蔡庭歡同學榮獲中華民國第 34 屆版印年畫比賽首獎(已連續二年獲首獎殊榮)。 
六、黃富杰同學榮獲第 17 屆彩墨新人賞特優獎(第 1 名)。 
七、陳琬玲同學榮獲第 16 屆聯邦美術印象大獎第二名(優選)。 
八、林亮吟同學榮獲 2018 南灜獎東方媒材類第二名(優選)。 
九、蔡濰任同學榮獲 2018 台灣國際海報新星獎優選獎。 
十、李梓瑜、林彥馨、楊伊虹同學「暮幕」作品，榮獲 2019 第十五屆電腦動畫競賽一般

參賽組佳作。 
十一、 107 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本系學生獲獎如下： 

 
 
 
 
 
 

  

類別 名次 姓名 題目 指導老師 

版畫類 優等 古汝翹 略過 高實珩 

版畫類 甲等 張澈 快樂進行曲-喜極而泣 高實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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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劇創作與應用學系 

壹、單位基本資料  

學生人數統計  一、

類別  年級  人數  

大學部 

一 38 
二 39 
三 33 
四 46 

碩士班 
一 12 
二 27 

總計 195 
教職員人數統計 二、

類別  職稱 人數  

教師 
教授 3 
副教授 4 
助理教授 2 

行政人員 校聘組員 1 
總計 10 

貳、議事方面 

107 學年度系務會議(107.09.12、107.10.03、107.11.07、107.12.12、108.01.14、108.02.19、一、

108.03.20、108.04.17、108.05.15、108.06.24)。 
107 學年度系教評會議(107.09.15、107.11.06 當日召開二次、107.12.25、108.04.23、二、

108.06.10)。 
107 學年度課程會議(107.11.13、108.03.12)。 三、

參、年度重要工作 

專題演講/工作坊 一、

(一) 嘉南藥理大學社會工作系江承曉助理教授：性別人權與多元性別案例分享

(107.09.19)。 
(二) 台灣百年飛行史專書作者周晶生：水交社與空軍(107.09.27)。 
(三) 本校前文資系系主任喻麗華老師：水交社離散族群的集體記憶(107.10.04)。 
(四) 屏東大學幼兒教育學系陳仁富退休教授：說故事劇場工作坊(107.10.09)。 
(五) 資深台南社區大學晁瑞光講師：我與水交社(107.10.11)。 
(六) 成功大學台灣文學系陳德安兼任講師：導演工作坊(107.10.14)。 
(七) 香港教育大學幼兒教育學譚寶芝助理教授：戲劇教育教師專業發展的四個階段

(107.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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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高雄大學創意設計與建築系侯淑姿助理教授：眷村影像創作(107.10.18)。 
(九) 2018 臺南大學劇場與應用國際學術研討會：亞洲現代劇場與應用戲劇的在地描

繪與形構(107.10.20-21)。 
(十) 謝如欣博士：被壓迫者劇場發展史－波瓦的民眾劇場之路(107.10.23)。 
(十一) 差事劇團鍾喬團長：當劇場作為一種文化行動(107.10.30)；劇場/生態與文化

行動(108.3.8)。 
(十二) 臺南文化中心、福爾摩沙芭蕾舞團藝術總監余能盛：台灣與歐洲劇場發展現

況與經營(107.10.31)。 
(十三) 三缺一劇團魏雋展藝術總監：表演工作坊(107.10.31)。 
(十四) 石岡媽媽劇團李秀珣老師：「走進草根：談社區(民眾)劇場之實踐與界限」

(107.11.20)。 
(十五) 美國西北大學表演研究系 Mary Zimmerman 教授：「從詩到戲 編創工作坊」、

「隱喻與意象 從文學到舞台」(107.12.5)。 
(十六) Glecy C.Atienza 教授：菲律賓社區劇場工作坊的操作策略綜合藝術劇場工作

坊及其他 Bitaw and others(107.12.18)。 
(十七) 臺灣技術劇場協會（TATT）理事斯建華：第四期劇場技術初階課程工作坊

(108.1.17-23)。 
(十八) 第 20 屆國家文藝獎／明華園首席編導陳勝國：歌仔戲裡的編導詩歌

(108.3.13)。 
(十九) 教育部跨領域美感教育實驗課程開發計畫協同主持人陳韻文：教育戲劇工作

坊(108.4.18)。 
(二十)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陳龍廷教授：台灣傳統劇場的研究方法論

(108.5.9)。 
(二十一) 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王威智助理教授：日本動畫的御宅分析與創傷展

演(108.5.23)。 
(二十二) 國立臺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王友輝副教授：童劇本質探索(108.6.12)。 
學術研習/計劃成果 二、

(一) 2018 國際學術研討會「亞洲現代劇場與應用戲劇的在地描繪與形構

(107.10.20-10.21)。 
(二) 社區劇場《那些煙花燦爛的歲月》與教習劇場 TIE《眷戀何方》進行讀劇演出

(107.12.13)。 
(三) 創造性戲劇課程至南大附幼、威斯康辛幼兒園演出《聖誕魔咒》、《小小聖誕三

寶》、《不一樣的聖誕節》、《吃湯圓大作戰》(107.12.18、12.25)。 
(四) 戲劇教育課程至忠義國小、賢北國小演出《都是你的錯》、《健康小食堂》、《小

恩和小熊》、《貝貝的聖誕節》(107.12.1、12.4、12.18、12.25)。 
(五) 劇場導論課程呈現《冰雪奇緣》、《暗戀桃花源》、《四月望雨》、《悲慘世界》、《末

日病房》、《薇薇與蒂蒂的願望》(107.12.21、108.1.4、1.11)。 
(六) 口述歷史期末演出《記得妳說》(107.12.28-12.30)。 
(七) 導演(一)課程呈現《空白》、《賊變》、《高砂館》(108.1.4)。 
(八) 表演(一)課程呈現《迫不及待》、《互相傷害》、《三人行？不行》(108.1.7)。 
(九) 畢業製作戲劇展演組《情書》演出 4 場(108.03.29-3.31)。 
(十) 畢業製作應用劇場方案實習《星星少年》演出 2 場(108.04.26、0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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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表演(二)課程呈現《擺渡》、《不要走！不要！走！》、《好，我們再試一次》

(108.05.01)。 
(十二) 戲劇教育方案實習《小紅帽 -再探森林》至新營文化中心演出 10 場

(108.5.14-5.31)。 
(十三) 戲劇教育方案實習《媒體識讀、肢體開發、戲劇審美》至聖功女中及崇明國

中演出共 19 場(108.5.14-6.19)。 
(十四) 導演(二)課程呈現《來了來了!》、《決不付帳》、《Dog’s house》(108.06.03)。 
(十五) 水交社文化園區開館戲劇展演暨 107 學年度學期製作《那些煙花燦爛的歲月》

演出 8 場(108.06.07-06.08、06.14-06.15)。 
(十六) 表演(二)課程呈現《那些日》、《誰壓垮了駱駝》、《幻》(108.6.12)。 
其他學術活動 三、

(一) 南部大專院校戲劇聯演[見花開劇展]《情．慾．病》2 場(107.9.7-8)。 
(二) 與臺南市政府文化局共同合作 2019 劇育新芽新營文化中心劇場藝術教育推廣

計畫，計演出 30 場(108.3.19-6.30)。 
(三) 與臺南市政府文化局共同主辦 2018-2019 臺南在地劇場技術人才培育計畫課

程。 
(四) 與臺南文化中心合作建置劇場技術人才媒合平台。 
(五) 出版「戲劇教育與劇場研究」第 11 期。 
(六) 執行教育部委辦「幼兒園美感及藝術教育扎根計畫-從在地生活文化出發」。 
(七) 辦理國立臺南生活美學館 108 年文化體驗教育南區研發中心採購案。 

肆、年度創新工作 

107 年度開課「提升國民中學專長授課比率教師進修第二專長學分班」藝術與人文一、

學習領域—表演藝術主修專長。 
籌備 108 年 10 月與臺南市政府文化局辦理望南藝評計畫對談與大師講座相關事宜二、

(108.6 月-108.7 月)。 
製作 10 支核心概念教學與學習影片、並進行問卷調查，質性回饋分析。 三、

辦理第 11 屆戲劇營「假戲真探」(108.07.8-07.11)。 四、

伍、年度榮譽事蹟 

王婉容老師榮獲科技部 107 年度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之「優良人員」。 一、

林玫君院長、林雯玲主任及林偉瑜老師、陳晞如老師榮獲科技部 108 年度專題研究二、

計畫。 
蔡依仁老師連續二年通過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人文藝術及設計學門)。 三、

蔡依仁老師榮獲 107 學年度教學績優教師之肯定。 四、

厲復平老師榮獲 107 年度校級優良導師。 五、

許瑞芳老師榮獲本校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師教學創新獎勵」銅質獎。 六、

林雯玲老師榮獲本校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師教學創新獎勵」銅質獎。 七、

蔡依仁老師獲得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師指導學生參加校外競賽獎勵。 八、

科技部 107 年度大專學生研究計畫補助：陳明緯同學(指導老師蔡依仁)。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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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生之表現： 十、

(一) 大學部陳明緯同學榮獲本校 107 學年度標竿學習典範。 
(二) 大學部李坤運同學榮獲 108 年文化部文化體驗內容徵選補助。 
(三) 碩二潘秋如同學獲得南瀛國際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2018 臺南研究博碩士論

文獎學金、臺灣文學館 2018 數位遊戲腳本徵選學生組金獎。 
(四) 碩二同學參加國美館戲劇性導覽—教案設計成果發表會教案徵選： 

1. 吳庭如同學獲得特優及最佳台風獎。 
2. 楊欣蓓同學獲得優選。 
3. 陳贔心同學獲得佳作。 

(五) 大學部錄取研究所共 9 位。 
 畢業校友之表現： 十一、

(一) 周易誼錄取 108 年度教師甄試新北市立義學國民中學正式表演藝術教師。 
(二) 黃詩婷榮獲教育部學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生命教育碩士論文獎助。 
(三) 錄取研究所 3 位。 
(四) 本系成立之「南部劇場技術交流媒合平台」，林偉瑜老師輔導畢業生許瓊芳、邱

郁雯、王文明、賴怡君成立「南臺灣劇場技術新秀-Q Life 工作室」，獲教育部

107 年度「U-start 創新創業計畫」第一階段補助。 
 本系榮獲：本校 107 學年度教學績優系所、107 年度學術單位新聞第一名、107十二、

年度單位網頁評鑑績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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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學院 

壹、單位基本資料  

學生人數統計  一、

類別  年級   人數  

大學部 

一 75 
二 78 
三 80 
四 92 

碩士班 
一 26 
二 31 

碩士在職專班 
一 33 
二 32 
三 6 

高階管理碩士在職專班 
一 15 
二 12 

總計 480 
教職員人數統計 二、

類別 職稱  人數  

教師 
教授 5 
副教授 10 
助理教授 3 

行政人員 
校聘組員 3 
專任助理 1 

總計 22 

貳、議事方面 

107 學年度院教評會議(107.10.25、107.12.26、108.4.30、108.6.20)。 一、

107 學年度院務會議(107.10.05、108.4.24、108.5.7)。 二、

107 學年度院課程會議(108.5.7、108.5.17、108.5.24)。 三、

參、年度重要工作 

辦理大師講堂 一、

(一) 普羅品牌李國榮總經理：品牌如何提升企業商業價值(107.10.27)。 
(二) 台南企業文化藝術基金會葉重利執行長：循環經濟與地方創生(107.11.13)。 
(三) 國立清華大學科管所張元杰教授：創新管理 5.0(107.12.09)。 
(四) 大愛感恩科技公司陳意容博士：科技傳愛、大愛共伴-大愛感恩科技社會企業與

綠色創新(108.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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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新加坡國立大學鐘基年教授：社會學在組織與管理研究的應用(108.03.29)。 
(六) 迷客夏飲品 (亞享實業有限公司 )吳家德副總：觀念一轉彎，業績翻兩番

(108.04.11)。 
(七) 老房子事務所謝小伍創辦人：走一條不一樣的路(108.05.08)。 
(八) GARMIN-台灣航電股份有限公司沈致瑋亞洲區資深總監：那些學校沒教的事，

邁向成功職涯的秘訣(108.05.15)。 
(九) 管理學院第三屆春日好棒活動(108.05.22)。 
執行高教深耕計畫 二、

 職涯工作坊 (一)
1. 如何選對職場、職務；講者：黃韋恩先生(108.05.08)。 
2. 職場新鮮人的求職秘笈；講者：陳清富先生(108.06.12)。 

 職涯講座 (二)
1. 南科工作經驗分享，講者：陳思宜(108.04.23)。 
2. 期貨歷史講座，講者：劉景翔(108.04.24)。 
3. 面對 AI 浪潮分享，講者：張耿瑜(108.05.01)。 
4. 就業環境分享，講者：張立凡(108.05.21)。 
5. 新創 CEO 從自我介紹談個人價值創造，講者：陳致宏(108.05.22)。 
6. 系友返校座談，講者：林文宣、蘇芳儀、洪靖雅(108.06.05)。 

 職涯諮詢：職涯駐點講師陳淵源 (108.04.10)、方清岳 (108.04.26)、林玉梅(三)
(108.04.10、04.24、05.15、05.29、06.05)。 

 跨域工作坊 (四)
1. AI Robot 自造基地工作坊(108.05.22、05.27)。 
2. 參加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南科育成中心「實現數位轉型夢想，迎向創新創業

未來」(108.06.28)。 
 問題導向課程 (五)

1. 東成幸福婚宴會館董事長特別助理周子敬先生，進行「組織與管理-互動

討論式專題演講」課程(108.05.23)。 
2. 官田區區長及那顆炭有限公司董事長，進行「策略管理-互動討論式專題

演講」課程(108.06.06)。 

肆、年度創新工作 

「行天宮關懷偏鄉弱勢學生計畫」：經管系 Devossion 多彩計劃響應財團法人行天宮一、

文教發展基金會推展五大志業關懷社會之理念，執行 107、108 年度行天宮關懷偏鄉

弱勢學生計畫(107.1.1-108.12.31)。 
模擬面試體驗營：邀請臺灣知識庫集團共同辦理「2019 口語表達面試體驗營」，協二、

助高三應屆畢業生有關個人申請面試口語表達訓練及模擬面試(108.3.9)。 
開設智能科技商品化微學程，目前已有多位學生申請修習。 三、

伍、年度榮譽事蹟  

科技部 107 年度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案，經管系陳鴻隆老師獲傑出人員、行管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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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光旭老師獲優良人員。 
行管系曾憲立老師通過教育部 108 學年度數位人文社會科學教學創新計畫。 二、

行管系余明助老師參加海峽兩岸組織行為與人力資源管理-新世代資源之創造與共三、

享學術研討會，獲頒最佳論文獎。 
本校 107 年度加強學術研究提昇教學品質獎勵，本院教師獲獎如下： 四、

 行管系：王光旭老師、余明助老師、吳宗憲老師、林佳燕老師、馬群傑老師。 (一)
 經管系：曹瓊文老師、劉子歆老師、蕭詠璋老師、賴賢哲老師。 (二)

本校教師教學創新獎勵，本院教師獲獎情形： 五、

 106-2 學期(107 年 10 月)：銅質獎-行管系王光旭老師、經管系劉子歆老師。 (一)
 107-1 學期：銅質獎-經管系曹瓊文老師。 (二)
 107-2 學期：初評通過-行管系王光旭老師、經管系劉哲宏老師。 (三)

經管系賴賢哲老師榮獲本校 107 學年度教學績優教師。 六、

經管系曾繁絹老師榮獲本校 107 年度校級優良導師。 七、

科技部 107 年度大專學生研究計畫補助，獲通過 3 件。 八、

同學參加校內外競賽、考試等，榮獲佳績如下： 九、

 科技管理碩士班： (一)
1. 何婉瑄同學參加臺灣師範大學「2019 科技創新應用與人力發展提升學術研

討會」，榮獲「優質論文獎」。 
2. 何婉瑄、李孟桓、黃雨柔及蔡佳邦等同學(隊名：TA 踏踏)榮獲 2019 創新

創意創業競賽第 1 名。 
3. 謝旻君、黃鈺婷、許照明、田婉庭及尤綉琇等同學(隊名：騎越多賺越多)

榮獲 2019 創新創意創業競賽佳作。 
 行管系： (二)
1. 陳羽柔及楊皓婷同學通過科技部 107 年度大專學生研究計畫補助。 
2. 林怡穎、劉婷嘉、童鈺婷、王棋玉同學榮獲 2018 年「TBSA 全國大專創新

企劃競賽」創業企劃組佳作。 
3. 錢映坊、王哲偉、鄧羽涵同學榮獲 2019 明日之星誰與爭鋒 Fintech Creative

金融科技創新企劃比賽佳作。 
4. 陳泱佑、鐘孟蓉、黃稚荃同學榮獲 2018 創新創意創業競賽佳作。 
5. 林家宏同學獲 2018 張金鑑先生行政學術獎學金。 
6. 吳勻灼同學考取 108 年公務人員初等考試。 

 經管系： (三)
1. 李其垣同學通過科技部 107 年度大專學生研究計畫補助。 
2. 賴奕辰同學通過經濟部工業局「107 年度 DIGI+Talent 跨域數位人才加速躍

升計畫研習計畫」(媒合廠商：商業發展研究院)(研習期間：107.6.2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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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管理學系 

壹、單位基本資料 

學生人數統計 一、

類別 年級 人數 

大學部 

一 41 
二 40 
三 41 
四 47 

碩士班 
一 10 
二 14 

碩士在職專班 
一 17 
二 14 
三 4 

總計 228 
教職員人數統計 二、

類別 職稱 人數 

教師 
教授 2 
副教授 5 
助理教授 2 

行政人員 校聘組員 1 
總計 10 

貳、議事方面 

107 學年度系務會議（107.9.12、107.10.17、107.12.12、108.3.13、108.6.12）。 一、

107 學年度系教評會議（107.9.28、107.12.19、108.3.20、108.6.3）。 二、

107 學年度招生會議（107.9.26、107.10.17、107.11.2、108.4.19）。 三、

107 學年度課程會議（108.3.13、108.5.15）。 四、

參、年度重要工作 

專題演講 一、

(一) 審計部臺南市審計處吳錦祥處長、林佩怡科長、沈秉勲審計員：最佳職涯選擇

規劃-歡迎加入政府審計團隊(107.10.17)。 
(二) 環球科技大學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黃于恬副教授：從我到我們-公民參與的認知

與行為(107.10.24)。 
(三) 國立成功大學蔣麗君教授：性別與科技之挑戰（107.10.31）。 
(四) 京城銀行尤其偉副總經理：金融科技趨勢下的人力需求-金融從業人員的生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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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107.11.14）。 
(五) 婚姻平權大平台呂欣潔總召集人：婚姻平權在台灣的現在進行式-年底公投帶來

什麼衝擊（107.11.21）。 
(六) 國土安全辦公室李達科長：從台灣看中美貿易戰(107.12.13)。 
(七) 美商永久產品公司台灣與外蒙古蕭承統執行董事：行銷通路的演進

(107.12.19)。 
(八) 臺灣港務公司林麗美主任秘書：航港體制改革過程與經驗（107.12.25）。 
(九) 森那美起亞汽車集團黃偉綜銷售經理：如何從銷售走進管理（108.3.6）。 
(十) 賴政昌董事長：AI 狂潮來臨，如何提升人對人服務的價值（108.4.14）。 
(十一) 總統府秘書長室辦公室游尚儒主任：城市治理的複雜性-以高雄「亞洲新灣區」

為例（108.5.1）。  
(十二) 民宿老闆鍾士為：從跑遍世界的攝影記者到回鄉的民宿老闆(108.5.23）。 
(十三) 中山大學全英語碩士班林鈺杰兼任助理教授：從職務評價角度看職涯發展

（108.6.5）。 
(十四) 國立東華大學朱景鵬副校長：AI 對公共行政之影響（108.6.12）。 
其他學術活動 二、

(一) 第三屆南方食農育願景論壇-「邁向一個友善動物與生態的農業生產模式」

(107.10.28）。 
(二) 2018「民主轉型後的地區治理與跨域管理」暨七校聯合行政管理專題研討會

(107.11.28）。 
(三) 2019 年「府都協力南方崛起」城市發展菁英論壇(108.5.22)。 
舉辦校外企業參訪：奇美幸福觀光工場(107.12.6)、臺南市議會(108.4.30)、悠然綠園三、

(108.5.3)、高雄市政府觀光局(108.5.31)、三隆齒輪股份有限公司(108.6.14)。 
辦理座談會、說明會 四、

(一) 碩士班新生座談會（107.8.11）。 
(二) 碩士在職專班新生座談會（107.8.11）。 
(三) 大學部新生家長座談會（107.9.1）。 
(四) 2018 校外實習成果發表暨座談會（107.12.5）。 
(五) 108 學年度實習說明會（108.1.10）。 

肆、年度創新工作 

與政府機關、企業等實習單位接洽、簽約，暑假辦理學生校外實習，學生學以致用，與

實習單位反應互動良好。 

伍、年度榮譽事蹟 

余明助老師參加海峽兩岸組織行為與人力資源管理-新世代資源之創造與共享學術一、

研討會，獲頒最佳論文獎。 
王光旭老師參加本校教師教學創新獎勵，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榮獲銅質獎、107 學年二、

度第 2 學期獲初評通過。 
王光旭老師、余明助老師、吳宗憲老師、林佳燕老師、馬群傑老師榮獲本校 107 年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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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加強學術研究提昇教學品質獎勵。 
王光旭老師獲科技部 107 年度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優良人員。 四、

曾憲立老師通過教育部 108 學年度數位人文社會科學教學創新計畫。 五、

科技部 107 年度大專學生研究計畫補助通過：陳羽柔同學(林佳燕老師指導)、楊皓六、

婷同學(王光旭老師指導)。 
錢映坊、王哲偉、鄧羽涵同學榮獲 2019 明日之星誰與爭鋒 Fintech Creative 金融科技七、

創新企劃比賽佳作，指導老師林佳燕。 
林怡穎、劉婷嘉、童鈺婷、王棋玉同學榮獲 2018 年「TBSA 全國大專創新企劃競賽」八、

創業企劃組佳作，指導老師林佳燕。 
陳泱佑、鐘孟蓉、黃稚荃同學榮獲 2018 創新創意創業競賽佳作。 九、

林家宏同學榮獲 2018 張金鑑先生行政學術獎學金。 十、

 吳勻灼同學考取 108 年公務人員初等考試。 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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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與管理學系 

壹、單位基本資料  

學生人數統計  一、

類別  年級  人數  

大學部 

一 34 
二 38 
三 39 
四 45 

科技管理碩士班 
一 16 
二 17 

科技管理碩士在職專班 
一 16 
二 18 
三 2 

總計 225 
教職員人數統計 二、

類別  職稱  人數  

教師 
教授 3 
副教授 5 
助理教授 1 

行政人員 校聘組員 1 
總計 10 

貳、議事方面  

107 學年度系務會議(107.9.19、107.10.24、107.11.15、107.12.20、108.4.17、108.6.5)。 一、

107 學年度系課程會議(107.10.2、107.10.24、107.11.15、107.12.20、108.3.20、108.5.23、二、

108.6.19)。 
107 學年度系教評會議(107.10.1、107.11.27、108.4.9)。 三、

參、年度重要工作  

專題演講 一、

(一) 競業股份有限公司于仕舜策略長：數據分析與經營管理(107.10.04)。 
(二) 承洛電子(深圳)股份有限公司陳信宇專案總監：工廠經營管理與市場互動的信

念與價值(107.10.24)。 
(三) 普羅品牌李國榮總經理：品牌如何提升企業商業價值(107.10.27)。 
(四) 黑橋牌香腸博物館林柏樾館長：產業觀光工廠經營管理與品牌結構對應關係

(107.11.07)。 
(五) 臺灣科學工業園區同業公會南部園區辦事處郭春輝處長：如何找到適合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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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107.11.8)。  
(六) 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詹明璋營運經理：職涯規劃-斜槓人生的多元選擇

(107.11.21)。 
(七) 聯合報系股份有限公司洪紹晏記者：媒體行銷與經營管理(107.12.05)。 
(八) 高雄科學園區謝玉萱資深經理：跨文化的專案管理(107.12.12)。 
(九) 台北科技大學經營管理系呂怜樺教授：研究論文的撰寫以及議題的尋找

(108.03.14)。 
(十) 屏東科技大學薛招治副教授：為什麼管理者一定要懂專利分析?(108.03.27)。 
(十一) 潘俊元空間設計工作室潘俊元設計總監：我的斜槓人生(108.03.27)。 
(十二) 新加坡國立大學鍾基年教授：社會學在組織與管理研究的應用(108.03.29)。 
(十三) 鯊魚哥哥游泳教室陳卓廷負責人：興趣不再只是興趣，創造精采多職人生

(108.04.01)。 
(十四) 波瑟沙有機農場有限公司甘誌棠負責人：有機與善的循環之策略分析

(108.04.18、108.06.13)。 
(十五) 中山人管所郭佳怡助理教授：Gaining from scientific knowledge；the role of 

knowledge accumulation and knowledge combination (108.04.25)。 
(十六) 群英獅子會 2017-2018 陳文彬會長：社團訓練與人脈經營(108.05.01)。 
(十七) 極致美美學莊園林芷群執行長：傳統與現代的交集(108.05.15)。 
(十八) 名人淨水設備有限公司王國贊總經理：白手起家 勇於追夢(108.05.22)。 
(十九) 成功大學電機學系卜令楷兼任副教授：爆肝是正常的嗎?我們來討論半導體產

業(108.05.29)。 
(二十) 高雄市立空中大學科技管理學系高雅鈴兼任助理教授：SPSS 統計分析工具介

紹與實際應用(108.05.29)。 
(二十一) 元智大學管理學院曾詠青助理教授：「理論與實務的對話:從賦名談起」

(108.05.30)。 
(二十二) 中信金融管理學院企管系王珊慧助理教授：社群媒體與商業模式探討

(108.05.31)。 
(二十三) 大愛感恩科技公司陳意容博士：科技傳愛、大愛共伴-大愛感恩科技社會企

業與綠色創新(108.03.21)。 
舉辦校外企業參訪：南科 AI-ROBOT 自造基地(107.10.04、108.05.24)、台南企業文二、

化藝術基金會-循環經濟&地方創生 (洽好市集)(107.10.05)、芝麻開門創業空間

(107.10.19)、康寧園安養中心(107.10.25)、藍晒圖文化創意園區(107.11.23)、2018 科

管年會-義守大學(107.11.30)、亞洲航空股份有限公司(107.11.30)、南紡購物中心

(107.12.13)、贏地創新育成基地(108.3.22-3.23)、台灣銅業科技(股)公司(108.04.24)、
黑橋牌香腸博物館(108.05.08)、馬修嚴選 Matthew’s Choice(108.05.16)、經濟部中小

企業處新創蔗田南科育成中心 B101 國際會議廳(108.06.28)。 
座談會活動 三、

(一) 科技管理碩士班、在職專班 107 學年度入學新生座談會(107.7.28)。 
(二) 107 學年度新生家長座談會(107.9.1)。 
(三) 107-1 學期系學會期初說明大會(107.9.25)、期末檢討及選舉會議(107.12.26)。 
(四) 107-2 學期系學會期初說明大會(108.2.21)、期末檢討及選舉會議(108.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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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年度創新工作  

「行天宮關懷偏鄉弱勢學生計畫」：經管系 Devossion 多彩計劃響應財團法人行天宮一、

文教發展基金會推展五大志業關懷社會之理念，執行 107、108 年度行天宮關懷偏鄉

弱勢學生計畫(107.1.1-108.12.31)。 
模擬面試體驗營：邀請臺灣知識庫集團共同辦理「2019 口語表達面試體驗營」，協二、

助高三應屆畢業生進行個人申請面試前的口語表達訓練與模擬面試體驗(108.3.9)。 
積極辦理及支援大學部招生工作 三、

(一) 赴高中進行招生宣傳與學群介紹：葉耕榕老師-慈濟高中(107.11.14)；賴賢哲老

師-南寧高中(108.2.23)。 
(二) 參加大學博覽會進行招生宣傳活動：葉耕榕老師-臺大體育場；陳鴻隆老師-臺

中高鐵站；曹瓊文老師-左營新光三越(108.2.24)。 
(三) 協助高三生進行學測個人申請模擬面試：賴賢哲老師-南大附中(108.3.29)；葉耕

榕老師-新營高中(108.3.29)；葉耕榕老師-德光高中(108.3.30)；劉哲宏老師-聖功

女中(108.4.3)；葉耕榕老師-文山高中(108.4.8)；曾繁絹老師-黎明高中(108.4.11)；
葉耕榕老師-黎明高中(108.4.16)。 

伍、年度榮譽事蹟  

107 學年度教師通過科技部研究計畫 4 件、產學合作案 1 件。 一、

陳鴻隆老師榮獲科技部 107 年度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案之「傑出人員」。 二、

曹瓊文老師、劉子歆老師、蕭詠璋老師、賴賢哲老師榮獲本校 107 年度加強學術研三、

究提昇教學品質獎勵。 
劉子歆老師榮獲本校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師教學創新獎勵銅質獎(107 年 10 月)。 四、

曹瓊文老師榮獲本校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師教學創新獎勵銅質獎(108 年 4 月)。 五、

劉哲宏老師通過本校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師教學創新獎勵初評(108 年 4 月)。 六、

曾繁絹老師榮獲本校 107 年度校級優良導師。 七、

賴賢哲老師榮獲本校 107 學年度教學績優教師。 八、

科技管理碩士班 109 級何婉瑄同學參加臺灣師範大學「2019 科技創新應用與人力發九、

展提升學術研討會」，榮獲「優質論文獎」(曹瓊文老師指導)。 
科技管理碩士班何婉瑄、李孟桓、黃雨柔及蔡佳邦等同學(隊名：TA 踏踏)榮獲 2019十、

創新創意創業競賽第 1 名。 
 科技管理碩士班謝旻君、黃鈺婷、許照明、田婉庭及尤綉琇等同學(隊名：騎越多十一、

賺越多)榮獲 2019 創新創意創業競賽佳作。 
 賴奕辰同學通過經濟部工業局「107 年度 DIGI+Talent 跨域數位人才加速躍升計畫十二、

研習計畫」(媒合廠商：商業發展研究院)(研習期間：107.6.21-12.20)。 
 科技部 107 年度大專學生研究計畫，李其垣同學(蕭詠璋老師指導)獲核定通過。 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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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中心 

壹、單位基本資料 

本中心置主任 1 名及校聘組員 1 名。 

貳、議事方面 

通識教育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第 1 學期（107.12.10）；第 2 學期（108.4.26）。 一、

通識教育課程委員會：第 1 學期（107.12.10）；第 2 學期（108.4.26）。 二、

通識教育委員會：第1學期（108.1.11）；第 2學期第1次（108.5.24）、第2次（108.6.24）。 三、

參、年度重要工作 

107 學年度通識課程開課情形 一、

(一) 第 1 學期開辦 158 門課，其中必修 73 門、選修 85 門。 
(二) 第 2 學期開辦 160 門課，其中必修 73 門、選修 87 門。 
「博雅教育講座」(每週二 10:00-12:00) 二、

(一)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 
週 
次 

日期 
(107 年) 

演講者 單位/職稱 講題 

2 9/18 傅桂霖 農委會水土保持局臺南分局長 水土保持保育治理與防災 
3 9/25 林冠廷 公道法律事務所律師 愛情與法律 
4 10/2 盧煥韋 朱宗慶打擊樂團團員 輕鬆認識打擊樂 生活新活力 

5 10/9 蔡瑞珊 青鳥文化制作創辦人暨執行長 
成為自由的青鳥— 
從思想的力量談起 

6 10/16 張完珠 
雲門文化藝術基金會新創事業室 

行銷副理 
打開雲門：雲門 45 幕前幕後 

7 10/23 孫維新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館長 太空科技大進展！ 
8 10/30 令狐榮達 前外交部政務次長 我們最重要的友邦：美國 

9 11/6 余能盛 臺南市立文化中心藝術總監 
如何欣賞芭蕾之美： 
以《睡美人》舞碼為例 

10 11/13 王潔英 盈碩數位有限公司營運長 一個闖業者的告白 

11 11/20 陳建大明 高雄駁二藝術特區前藝術總監 
看見‧洞見‧照見 
藝術鑑賞三部曲 

12 11/27 李旺龍 
國立成功大學 

材料科學及工程學系教授 
Things you didn’t know you know 

您不知道的早知道 
13 12/4 唐鳳 行政院政務委員 台灣社會創新發展趨勢 
14 12/11 陳人平 海湧工作室執行長 那些海龜教我們的塑 
15 12/18 謝秉志 國立成功大學資源工程學系副教授 生活中的能源議題 
16 12/25 凃忠正 統一棒球隊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服務創新個案分享 

(二)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 
週

次 
日期 

(108 年) 
演講者 單位/職稱 講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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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26 周珮儀 國立中山大學教育研究所教授 南大鐸聲、翻轉人生 

3 3/5 陳韻堯 台積電智能製造中心主任工程師 
升學？就業？ 
人生的十字路口 

4 3/12 潘大謙 索拉舞蹈空間藝術總監兼團長 
從創作經驗談 
身體與物的糾纏 

5 3/19 陳錫銘 隆安國際投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光電產業應用與發展 

6 3/26 陳宏銘 民歌手、詞曲創作者 
被遺忘的時光～ 

從音樂創作談創作人生 

8 4/9 羅秉成 行政院政務委員 
平冤之路路迢迢  

-司法改革與冤獄平反- 

9 4/16 蘇世揚 臺南市立醫院急診部主任 
用生命來寫歌，用音樂來說

故事-生命故事講座 

10 4/23 廖若涵 台南人劇團藝術總監 
《海江湧—咱的日子》 

創作分享 

11 4/30 范毅舜 知名攝影家 
從歐洲到新大陸， 
台南與我的創作 

12 5/7 郭君逸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數學系副教授 寓數學於魔方 

13 5/14 黃莉翔 新竹國際交流協會理事長 
《Beyond EMBA》 
跨界創意職場人生 

14 5/21 周聖心 社團法人千里步道協會執行長 
從步道到綠道-- 

走路的力量和視野 
15 5/28 余能盛 臺南市立文化中心藝術總監 關於柴可夫斯基 
16 6/4 謝銘祐 歌手、詞曲創作者 台語歌在台灣的足跡 
17 6/11 吳家德 迷客夏國際有限公司副總經理 勾勒自己的職場願景地圖 

肆、年度創新工作 

持續編輯「通識課程導引手冊」，介紹本校通識教育目標、基本素養、修課規定、課一、

程架構及博雅教育講座等，使新生對通識教育更深入瞭解。 
持續規劃每學期辦理「通識教育教師座談會」，除做為中心與教師間溝通管道外，於二、

座談會中另邀請與會教師分享教學經驗，以提升觀摩與推廣之效，並促進本中心與

兼任教師之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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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服務中心 

壹、單位基本資料 

本中心置主任 1 名，下設校友服務組及就業輔導組：校友服務組組長由中心主任兼代，

另有校聘組員 1 人；就業輔導組設組長及組員(由校聘組員任職務代理人)各 1 人。 

貳、議事方面 

校友服務組 一、

(一) 級友聯誼會籌備會議 
1. 47 級畢業 60 週年級友聯誼會第 2 次籌備會議(107.08.22)。 
2. 77級畢業 30週年級友聯誼會第 1次、第 2次籌備會議(107.08.27、107.12.05)。 
3. 體師科校友會第 1 次籌備會議(107.09.01)。 
4. 52 級畢業 55 週年級友聯誼會第 2 次籌備會議(107.09.14)。 
5. 68 級畢業 40 週年級友聯誼會第 1 次籌備會議(108.07.10)。 

(二) 傑出校友暨特殊貢獻獎遴選委員會議 
1. 第 31 屆傑出校友遴選初審會議(107.10.22)。 
2. 第 31 屆傑出校友遴選委員會會議(107.10.26)。 

(三)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國立臺南大學(南師)校友總會會議 
1. 第 2 屆(原第 4 屆)第 7 次、第 8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107.07.18、108.04.22)。 
2. 第 2 屆(原第 4 屆)第 4 次會員大會(107.12.15)。 
3. 下屆理監事建議參考名單開票(108.05.30)。 
4. 第 2 屆(原第 4 屆)卸任紀念文集第 1 次籌備會議(108.05.30)。 

(四) 120 週年校慶校友回娘家餐會暨募款活動會議 
1. 第 2 次、第 3 次、第 4 次工作小組會議(107.09.07、107.10.04、107.11.29)。 
2. 採購評審小組第 1 次、第 2 次會議(107.10.02、107.10.11)。 
3. 採購案開標及評審(107.10.24)。 
4. 招標案議價(107.11.12)。 
5. 第 3 次籌備會議(107.11.20)。 
6. 辦理試菜(107.11.28)。 
7. 工作人員行前說明會(107.12.05)。 

就業輔導組 二、

(一) 參加教育部 108 年度公費合格教師分發作業原則及作業流程研商會議

(108.02.18)。 
(二) 加科登記相關會議 

1. 辦理另一類科教師證加科登記審查會議，計 5 次(107.10.09、108.01.08、
108.04.01、108.07.03、108.07.16)。 

2. 參加教育部 108 年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證書審查作業說明會

(108.03.08)。 
(三) 就業徵才活動相關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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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參與成大主辦之 2019 南區就業博覽會第二次籌備會(108.01.08)。 
2. 協助成大主辦之 2019 南區就業博覽會擺攤事宜(108.03.10)。 
3. 舉辦 108 年臺南大學就業博覽會籌備會(108.03.22)。 
4. 舉辦 2019 臺南大學就業博覽會(108.04.10)。 

(四) 職涯輔導相關會議 
1. 參與「利用 UCAN 及課程地圖進行教學品保、職涯輔導及校務研究」研習

會議(107.10.09、107.12.05、107.12.14、108.01.02、108.03.11、108.03.25、
108.06.10)。 

2. 參與教育部「高等教育校務研究跨域整合資料庫」資料蒐集與建置討論會議

(107.12.13)。 
3. 參與 108 年深耕弱助申請案檢討與討論(107.12.18)。 
4. 參與教育部青年發展署南區第一區聯繫會議及成長增能活動(108.02.26)。 

(五) 校務研究相關會議 
1. 參與校務研究第 2、3、4 次工作小組會議(107.09.28、107.10.19、107.11.28)。 
2. 參與第 1、2 次「提升校務研究及專業管理能力」會議(107.12.26、108.01.15)。 
3. 參與 IR 工作小組會議(108.05.21、06.27、07.19、08.13、08.23)。 

(六)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相關會議 
1. 參與 107 年度高教深耕第 7 次管考會議(107.11.05)。 
2. 參與 108 年度高教深耕第 2、3、4、5 次管考會議(108.4.8、5.13、6.24、7.29)。 

(七) 參與「誠正大樓網路線佈線會議」(108.01.15)。 

參、年度重要工作 

校友服務組 一、

(一) 校友服務業務 
1. 按月寄發校友生日卡。 
2. 舉辦 67 級畢業 40 週年級友聯誼會(107.08.16)。 
3. 編印並寄發(含海外)校友通訊第 85(107.08)、86(107.12)、87(108.04)期。 
4. 協助 87 級語教系校友辦理同學會。 
5. 劉仙湧主任出席 48 級張見齊校友追思彌撒，並致贈喪花架(107.09.15)。 
6. 舉辦 47 級畢業 60 週年級友聯誼會(107.09.30)。 
7. 協助辦理 47 級王金榮校友捐贈「王金榮、曾靜子體育獎學金」事宜。 
8. 舉辦體師科校友聯誼會(107.11.03)。 
9. 舉辦 52 級畢業 55 週年級友聯誼會(107.11.11)。 
10. 舉辦 77 級畢業 30 週年級友聯誼會(108.01.21)。 
11. 協助 51 級王翠那校友翻印暑期部利用空中教學之畢業紀念冊並寄送。 
12. 採購 44 級李登木校友著作「量子跳躍的美學人生」。 
13. 52 級沈傳旻校友告別式，致贈輓聯(108.04.04)。 
14. 郭祝府校友、王金榮校友宴請田徑隊同學，為大專運動會加油打氣

(108.04.19)。 
15. 配合 44 級潘元石校友辦理琉球松圓環石蛙整修，並舉辦石蛙校園意象揭幕

儀式(108.0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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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接待日本校友山脇正之親屬來訪(108.05.03)。 
17. 配合學務處活動，劉仙湧主任至澎湖縣參訪澎湖合作學校、與澎湖校友聯誼、

出席課程與教學碩士在職專班(澎湖班)108 級畢業典禮暨 108 學年度開學典

禮(108.07.11-07.12)。 
18. 協助舉辦 88 級初教系甲班同學會(108.07.20)。 

(二) 辦理第 31 屆傑出校友之遴選與表揚 
1. 公告傑出校友遴選辦法及第 31 屆傑出校友推薦表，寄發予各縣市校友會、

校友總會理監事及基金會董事，並發函各縣市政府教育局。 
2. 受理推薦並彙整候選人資料。 
3. 擬定遴選委員名單並製作委員聘書；籌備召開遴選委員初審、複審會議。 
4. 公告當選人，並製貼恭賀海報。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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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撰寫相關新聞稿；彙整本屆傑出校友個人事蹟簡介及當選感言，編印第 31

屆南大菁英；製作銅雕獎座及當選證書。 
7. 籌備傑出校友頒獎典禮、儀式流程安排、餐點訂購及場地佈置事宜。 
8. 辦理校慶慶祝茶會以表揚 107 年度特殊貢獻獎及本屆傑出校友、致贈捐款感

謝牌、頒發獎學金，並協助製作茶會所需 powerpoint 檔案(107.12.15)。 
9. 寄送校長謝函、照片及相關資料予上述特殊貢獻獎者、傑出校友、捐款受獎

貴賓及頒發獎學金之貴賓。 
(三) 辦理 107 年特殊貢獻獎 

1. 確認名單。 
2. 與總務處協調教室命名事宜。 
3. 協助撰寫大額捐款教室命名牌。 

(四) 籌備 120 週年校慶校友回娘家餐會暨募款活動 
1. 以線上捐款系統、匯款或現金繳納等方式，受理並彙整報名情形。 
2. 擬定並辦理桌菜招標。 
3. 研擬並提供退休教職員工邀請函予人事室寄發。 
4. 研擬並發送 e-mail 邀請全校教職員工參與 120 週年校慶餐會暨募款活動。 
5. 協助開立餐費捐款收據。 
6. 與桌菜廠商及校內各相關單位進行場地勘查。 
7. 辦理餐會棚架、舞台及轉播設備架設等事宜。 
8. 編印餐券、餐會校內平面圖、桌次排列圖及活動海報。 
9. 調查葷、素人數，彙整並安排桌次。 
10. 寄發餐費收據及餐券。 
11. 辦理校慶專書發放。 
12. 製發校慶感謝狀予協助活動之校外單位及廠商。 

(五) 推動校友會之組織與活動 
1. 彙整各縣市校友會近況。 
2. 協助辦理校友總會網頁架構更新。 
3. 辦理校友總會會員招募及更新會員資料。 
4. 劉仙湧主任出席屏東縣校友會成立大會(107.10.06)。 
5. 高雄市三山校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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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召開第 5 屆第 5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107.11.07)。 
(2) 召開第6屆第1次會員大會及第6屆第1次理監事聯席會議(108.04.10)。 

6. 修正校友總會 105 年度結餘經費留用計畫檢送內政部。 
7. 「春暖花開 2019 臺南大學南師藝聯會會員聯展」開幕，致贈蘭花

(108.02.24)。 
8. 編印校友總會第 2 屆(原第 4 屆)理監事卸任文集。 
9. 劉仙湧主任出席澎湖縣校友會第 7 屆第 1 次會員大會(108.06.22)。 
10. 撰寫及函送校友總會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會員大會會議紀錄及各項報表至

內政部，並將前述會議紀錄分送各理監事及會員。 
11. 編製校友總會 107 年度工作報告、收支決算表、資產負債表、現金出納表、

財產目錄及基金收支表，並進行申報。 
(六) 其他 

1. 辦理 108 年紀念品及校友生日卡製作事宜。 
2. 配合秘書室進行「紅樓風華兩甲子─國立臺南大學 120 週年校慶紀念專書」

校友邀稿、修正 108 年度財務規劃報告書、提供 120 週年校慶校友邀請名

單、撰寫各次主管會報裁示事項執行情形、填寫校務基金 107 年度績效報

告書、檢視 2019 阿勃勒節校友貴賓名單。 
3. 配合主計室填送開源節流計畫執行成效、108 年度行政業務計畫經常門經

費需求表格、109 年度資本門補助需求表及執行績效表。 
4. 配合學務處邀請開學典禮薪傳演講校友、提供 108 級畢業典禮鳴鐘校友代

表簡介。 
5. 配合 107 年度校務評鑑辦理各項事宜。 
6. 辦理特殊才能新生入學學雜費全額補助千萬基金方案募款事宜。 
7. 配合保管組辦理年度財產暨非消耗品盤點作業。 
8. 配合畢業典禮協助貴賓報到及接待(108.06.02)。 
9. 辦理校務基金線上刷卡系統相關事宜。 
10. 協助校務發展文教基金會各項業務之推展。 

就業輔導組 二、

(一) 加科登記業務 
1. 辦理合格教師證書加科加階段登記校內審查及送教育部審查核發相關事

宜： 
(1) 107 年度：第 4 次(107.10-107.12)。 
(2) 108 年度：第 1 次(108.01-108.02)、第 2 次(108.03-108.04)、第 3 次

(108.05-108.06)、第 4 次(108.06-108.07)、第 5 次(108.07)。  
2. 辦理加科登記審查網頁內容更新事宜(108.04)。 

(二) 公費分發業務：研商 108 年度公費合格教師分發作業原則及作業流程會議

(108.02.18)。 
(三) 就業輔導業務 

1. 辦理畢業生流向調查相關事宜 
(1) 107 年大專校院畢業生流向追蹤平台問卷系統資料建置事宜

(107.04-107.08)。 
(2) 107 學年度研究所畢業生流向調查；107 學年度畢業滿 1、3、5 年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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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畢業生流向調查；108 年畢業生追蹤問卷平台設計及建置作業。 
(3) 106 學年度應屆研究所畢業生流向調查數值分析(107.10-107.12)。 
(4) 畢業生填答結果上傳教育部大專校院畢業生流向追蹤問卷系統

(107.10-107.12)。 
(5) 107 學年度畢業滿 1、3、5 年學生系所流向追蹤比率、各學制畢業生流

向情形、就業機構及工作職業類型統計(107.10-108.08)。 
2. 辦理就業職能相關事宜 

(1) 彙整大一至大四在校生、轉學生、復學生之有效名單，上傳 UCAN 平台

(107.09-108.09)。 
(2) 編印大一新生 UCAN 就業職能檢測題本；進行 UCAN 紙本問卷填答卡

測試作業(107.08)；辦理日間部大一新生 UCAN 職業興趣診斷施測

(107.09)。 
(3) 辦理「大專校院就業職能診斷平台」校內施測說明網頁維護事宜。 
(4) 辦理「大專校院就業職能診斷平台」大一至大四各班施測推廣及催交統

計作業(107.10-108.07)。 
(5) 辦理「大專校院就業職能診斷平台」統計分析作業(108.02-108.05)。 
(6) 結合電算中心辦理 UCAN 平台結合 EP 平台課程事宜(108.03-108.08)。 

3. 辦理職涯講座共 14 場(107.09-108.06)。 
4. 辦理學生 CPAS 職涯適性測驗(107.10-108.06)、舉辦 CPAS 職涯諮商共 14 場

(107.10-108.06)。 
5. 辦理學生職涯諮詢校內宣傳、講師邀約及學生預約服務(107.10-108.06)。 
6. 辦理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雲嘉南分署補助案事宜：「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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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8-107.10)；「108 年度結合

大專校院辦理就業服務補助計畫案」全校彙整及申請事宜(108.01-108.02)。 
7. 受理求才廠商徵才需求，並公告求才訊息於本校最新消息及本組網頁。 
8. 籌備 2019 年台南地區徵才活動及校內宣傳事宜(108.03-108.04)。 
9. 彙整本校校友參加 108 年全國各級公立學校教師甄試榜單。 
10. 辦理應屆畢業生學生學習成效問卷調查(107.09-108.08)。 
11. 採購電子報發送系統事宜(108.05-108.06)。 
12. 撰寫 108 年教育部深耕計畫期中報告書(108.05-108.08)。 

肆、年度創新工作 

校友服務組 一、

(一) 協助成立「王金榮、曾靜子體育獎學金」。 
(二) 舉辦 120 週年校慶校友回娘家餐會暨募款活動。 
就業輔導組：辦理個人職涯諮商，以改善學生家庭狀況。 二、

  

 – 162 –



特殊教育中心 

壹、單位基本資料 

本中心置主任 1 名及專任助理 5 名。 

貳、議事方面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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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8.29)。  一、

107 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交通費補助審查會議(107.10.15)。 二、

107 學年度輔導區特殊教育工作會議(107.10.18)。 三、

108 年度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招收及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工作計畫審查會議四、

(107.10.24)。 
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議：第 1 學期(107.10.29)、第 2 學期(108.04.17)。 五、

107 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畢業轉銜會議(107.12.05)。 六、

參、年度重要工作 

大專鑑定工作：南澎鑑輔分區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生鑑定實施說明會--107 學年度第一、

1 學期(107.08.09)、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108.02.13)。 
教育部委託辦理「107 年度南澎鑑輔分區大專校院到校訪視輔導工作」，赴以下大學二、

資源教室訪視：中華醫事科技大學(107.8.2)、中信金融管理學院(8.10)、南榮科技大

學(8.15)、遠東科技大學(8.16)、臺灣首府大學(8.22)、台南應用科技大學(8.31)、本

校(9.3)、嘉南藥理大學(9.5)、國立成功大學(9.13)、國立臺南藝術大學(9.13)、國立

臺南護理專科學校(9.26)、崑山科技大學(10.5)、國立澎湖科技大學(10.12)。 
教育部委託辦理「108 年度南澎鑑輔分區大專校院到校訪視輔導工作」，赴以下大學三、

資源教室訪視：國立成功大學(108.5.2)、敏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5.10)、台南應用科

技大學(5.31)、長榮大學(7.10)、遠東科技大學(7.18)、南臺科技大學(7.29)。 
特殊教育諮詢服務 四、

(一) 諮詢時間：第 1 學期 107.08.01-108.01.31；第 2 學期 108.02.01-108.07.31。 
(二) 107 學年度諮詢服務共 85 人次。 
辦理研習活動 五、

(一) 大專校院特殊教育專責單位輔導人員進階研習 
1. 大專生無障礙環境建立之校園支持系統(107.10.31)。 
2. 醫療處遇與藥物認識(108.03.27)。 
3. 自殺行為的防治與輔導(含危機處理機制) (108.04.24)。 
4. 兩性交往的態度與觀念(108.05.30)。 

(二) 特殊教育教師教學壓力處遇研習(107.09.15)。 
(三) 認識「全方位學習設計」(UDL)在自閉症學生教學之應用研習(107.09.29)。 
(四) 特殊教育學生 IEP 的撰寫與教學策略研習(107.10.20)。 
(五) 特殊教育專題講座--聽覺障礙兒童行為問題之輔導研習(107.12.08)。 
(六) 情緒行為障礙學生課程設計研習(108.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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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多重障礙兒童之教學處遇研習(108.04.13)。 
(八) ADHD(過動兒童)教學處遇研習(108.07.13)。 
(九) 大專校院學習障礙學生輔導知能研習(108.07.16)。 
(十) 中小學資源教室之班級經營研習(108.07.20)。 
資源教室活動 六、

(一) 身心障礙學生期初座談會：第 1 學期(107.09.26)、第 2 學期(108.03.20)。 
(二) 身心障礙學生電影欣賞－奇蹟男孩(107.11.14)。 
(三) 身心障礙學生自強活動－頑皮世界野生動物園(107.12.02)。 
(四) 身心障礙學生轉銜講座－畢業生的生涯探索與規劃(107.12.05)。 
(五) 身心障礙學生才藝工作坊－花現與你的美好：手作乾燥花束(108.05.08)。 
(六) 身心障礙學生自強活動－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屏東鹿境生態梅花鹿園

(108.05.26)。 
(七) 身心障礙學生生涯講座－大學生公教夢 &面試技巧及工作經驗分享

(108.05.29)。 
(八) 108 級身心障礙學生畢業歡送會(108.05.29)。 
其他 七、

(一) 辦理 107 學年度第 1、2 學期南澎鑑輔分區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生提報鑑定相關

工作(107.08.31-108.02.20；108.02.15-108.07.31)。 
(二) 協助台南市政府教育局辦理 108 學年度國民小學音樂資優鑑定作業之借用、提

領並歸還鑑定測驗工具相關事宜(108.04.11-0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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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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心理師 2 名，兼任心理師 17 名。 

貳、年度重要工作 

初級心理健康活動推廣 一、

(一) 心理健康諮詢服務：提供諮詢服務 101 人次，含教職員 38 人次、學生 49 人次、

社區民眾 1 人次、社教機關 3 人次、家長 4 人次、學校單位 6 人次。 
(二) 心理健康推廣專題講座及工作坊 

1. 多元性別與情感教育系列工作坊 4 場：「我們都一樣：突破關係裡的性別枷

鎖/王昱勻(艾彼)諮商心理師」、「王子和公主，真的能過著幸福快樂的日子

嗎?」、「從戀愛童話心理學談親密關係/程威銓(海苔熊)諮商心理師」、「自己

的愛愛自己來-女性情慾之旅/曾寶瑩性健康專家」及「戀愛那件小事/徐憶

梅諮商心理師」（107.09.26、107.10.04、107.10.08、107.11.24）。 
2. 多元性別專題講座及電影賞析工作坊 7 場：「MAN 的一百種方法：談男性

氣概/王雅各教授」、「愛她也愛他之外：雙性戀族群生命講堂/剛朵琳副總召」、

「親愛的，我們要怎麼做愛？伴侶的性溝通/高宜君副執行長」、「52 個星期

二-多元性別電影賞析」、「驕傲大聯盟-多元性別電影賞析」、「女朋友˙男朋

友-多元性別電影賞析」、「日常對話-多元性別電影賞析」、「關於性別的溝

通路上-多元性別專題演講」(107.10.17、107.11.14、107.12.05、108.03.07、
108.03.14、108.04.10、108.05.08)。 

3. 自殺防治守門人培訓系列課程 3 場：「成為別人生命中的貴人-自殺防治工

作坊/鄭泓鎂諮商心理師」、「與自己同在-自我照顧工作坊/尤韻涵諮商心理

師」及「心靈森呼吸-園藝舒壓工作坊/林宜樺諮商心理師」（107.10.18、
107.10.24、107.10.31）。 

4. 情緒管理與人際關係主題工作坊 3 場：「聽情緒在說話：不壓抑練習曲/蘇
益賢臨床心理師」、「深入人心的說話術/許庭韶諮商心理師」及「已讀，回?
不回?--網路人際關係工作坊」(107.12.12、107.12.26、108.04.24)。 

5. 生涯系列專題講座 3 場：「從美術系到拳擊教練/吳宜霏總監」、「生涯路上

的起承轉合/曾仁美諮商心理師」、「生涯不設限！開創斜槓的人生/胡展誥諮

商心理師」（108.02.27、108.03.06、108.05.29）。 
6. 情緒覺察、生涯探索暨人際溝通工作坊 3 場：「心口不一，也沒關係-情緒

覺察工作坊」、「說日常，走生涯-生涯探索工作坊」及「奇妙人生-人際關

係與溝通工作坊」，皆由本中心人員帶領(108.03.13、108.05.15、108.05.25)。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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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推廣心理健康初級預防

輔導工作，本中心安排心理師到班進行班級輔導。107 學年度共進行 11 場，輔

導主題包含生涯探索、精神病理初談、人際關係、時間管理、悲傷輔導、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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紓解等(107.09.19、107.11.01、107.11.28、107.12.05、107.12.19、108.02.20、
108.03.21、108.05.15、108.05.24、108.06.17)。 

(四) 國際學生輔導 
辦理 3 場國際學生輔導活動：「國際學生新生輔導-溝通默契大考驗」、「那些年，

我的異鄉求學之旅--文化交流工作坊」及「你，好嗎？-境外生支持性團體」及

「越過國界與你相遇─華語教師經驗分享--跨文化溝通工作坊」(107.09.03、
107.09.19、108.03.27)。 

(五) 學生輔導增能文章 
共 9 篇學生輔導增能文章，主題為：「認識亞斯特質」、「愛的風暴-大學生親密

關係暴力的預防及處理」、「家有彩虹-同志議題的家長諮詢」、「阻止駱駝被壓倒，

如何辨識高風險學生」、「收心調息五步驟，告別開工症候群」、「你累了嗎?職場

解壓攻略」、「如何協助懷孕學生在學生活」、「認識愛的語言，搞懂相處之道」、

「聽懂學生的內心拖延小劇場」，作為師長們關心學生心理健康的參考資料。 
(六) 心理健康推廣教育文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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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陪伴孩子進入人生新階段」，提供相關建議，協助新生家長陪伴離家就學的孩

子學習如何為自己負責。 
心理健康活動二級預防 二、

(一) 新生心理健康普測 
1. 採用「身心生活適應量表」進行 107 學年度大學部入學新生心理健康普測，

分別從身心狀況、自我與社會資源兩方面了解新生心理適應狀況，共 899
人接受施測，篩選出 72 人為新生高關懷群學生。 

2. 完成上開 72 人測驗結果解釋與追蹤輔導，其中適應狀況良好 38 人、進入

個別諮商 11 人、應持續再追蹤 14 人(並納入高關懷個案列管)，另 9 人聯繫

未果，已請導師持續關懷學生。 
(二) 轉學生心理健康普測 

採用「大學生身心適應調查表」進行 107 學年度轉學生心理健康普測，了解轉

學生心理適應狀況，4 人接受施測，篩選結果無人為轉學生高關懷群學生。 
(三) 個別諮商 

總服務人數共 319 人，計 2,710 人次；問題類型前三名依序為：自我探索、人

際關係、生活適應；其中男生占 26%、女生占 74%。 
(四) 團體諮商 

辦理 7 場成長團體，各進行 8 週，主題分別為「告別焦躁的心--心情調適團體」、

「勇抱女力擁抱妳--女性生涯成長團體」、「解開心的家鎖--家庭關係與自我探索

團體」、「愛女生的女生--多元性別女性成長團體」、「情歌裡遇見愛--愛情成長團

體」、「人生好難--舒壓團體」及「揭開情緒面紗--心情探索成長團體」。 
(五) 團體心理測驗實施與解釋 

共辦理 3 場團體施測與個別解測，測驗選用為「田納西自我概念量表」、「人際

行為量表」及「生涯興趣量表」（108.03.06、108.03.13、108.03.20）。 
心理健康三級預防(列管個案管理) 三、

107 學年度高關懷個案列管 61 名，持續追蹤或諮商後，108 學年度須持續列管 16 名。 
專業訓練及研習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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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4 場團體督導工作坊：分別由游淑華、廖鳳池、林盈君、徐君楓等諮商心理師

帶領(107.11.06、107.11.21、108.01.02、108.04.17)。 
(二) 2 場內部訓練工作坊：「EFT 情緒取向伴侶治療」、「藝術治療」(108.05.01、

108.06.12)。 
中心軟硬體更新建置 五、

(一) 107 學年度添購之硬體設施 
1. E108 空間重新規劃，於原本空間再多隔出兩間個別諮商室。 
2. E109 本中心辦公室內部環境改善(拆除木櫃及天花板、平釘、牆壁油漆)。 
3. E101、E102 內部環境改善工程(拆除木櫃、天花板拆除、平釘與地板重新鋪

設)，及 E104-E109 天花板拆除整修。 
4. E101 諮商室、E105 多功能教室設置錄影督導系統，供心理師及學生教學使

用。 
5. 建立 E101、E102 沙盤治療設備。 

(二) 107 學年度建立之軟體設施：委請電子計算機中心協助建置全新「輔導中心線上

申請系統」，已於 108.4.9 正式上線使用，教職員工生可於本系統申請個別諮商、

個別心理測驗及班級輔導。 
專案計畫補助 六、

(一) 教育部補助各公私立大專校院增購學生輔導工作場地設備實施計畫：15 萬 7,860
元。 

(二) 教育部 107 年度大專校院辦理生命教育校本特色學校課程及文化計畫（計畫名

稱：Love yourself ,Love life）：15 萬元。 
(三) 教育部 108 年度補助大專校院聘用專兼任專業輔導人力計畫：100 萬元。 
(四) 教育部 108 年度補助大專校院辦理輔導工作計畫「啟動適應力：生活適應校園

宣導活動」：2 萬 7,650 元。 
(五) 教育部 108 年度自殺防治守門人計畫：3 萬元。 
(六) 本校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本中心獲得補助 30 萬元。 

參、年度創新工作 

一、107 學年度與諮輔系合作，改善本中心諮商空間硬體設備及軟體設施等，共同打造舒

適溫馨的接待與晤談空間，提供更優質及人性化的服務。 
二、本中心於 107 學年度獲得「教育部補助各公私立大專校院增購學生輔導工作場地設備

實施計畫」計 15 萬 7,860 元。於 107 學年度寒假完成 E102 個別諮商室內部環境改善

工程，提供本校教職員工生更舒適良好的諮商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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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計算機中心 

壹、單位基本資料 

本中心置主任 1 名，下設網路組、資訊系統組及行政與服務組，各組設兼任組長 1 名；

另有三等技術師 1 名、技士 1 名、助教 1 名及校聘管理師 5 名。 

貳、議事方面 

電子計算機中心會議，9 次(107.09.05、107.10.03、107.11.07、107.12.05、108.01.09、一、

108.02.27、108.03.27、108.05.08、108.06.05)。 
電子計算機中心指導委員會議，2 次(107.10.29、108.06.10)。 二、

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執行小組委員會議，2 次(107.10.29、108.06.10)。 三、

個人資料管理規範導入工作小組會議，9 次(107.08.08、107.09.05、107.09.26、107.10.24、四、

107.11.14、107.12.05、108.02.20、108.03.20、108.06.05)。 
個人資料管理規範審查會議，2 次(107.10.01、108.05.06)。 五、

個人資料保護推動委員會議，2 次(107.10.08、108.06.17)。 六、

資通安全管理審查會議，2 次(107.10.03、108.03.27)。 七、

資通安全委員會議，2 次(107.10.29、108.06.10)。 八、

資訊安全管理制度稽核會議，2 次(內部稽核 108.03.05、外部稽核 108.05.30)。 九、

參、年度重要工作 

校務系統研發 一、

(一) 個人帳號管理系統(UID)全系統重新改版，版面設計符合響應式，簡化個資欄位，

確立管理權限。 
(二) 新增人事資訊管理系統(HRIS)，目前完成教職員工錄資料維護、退休人員資料

維護、資深優良教師資料維護等三項重要功能。 
(三) 校務研究辦公室專屬網站建置完成，合併原校務研究檔案管理系統功能。 
(四) 完成所有舊學務系統 VB6 程式的改版，學務系統全部更新為 WEB 程式。 
(五) 學籍成績子系統(VB4)完成改版。 
(六) 師培子系統(VB4)完成改版。 
(七) 學籍成績組成績相關報表及成績核算功能，改為新版.NET(window)；舊系統報

表無法預覽，新系統有預覽功能，帳號密碼可統一為校務系統帳號密碼。 
(八) 新增學生減修申請及審核作業，學生可線上申請減修，主任線上進行審核，審

核通過之學生即可在選課系統直接退課，但須至少保留一門課。 
(九) 新增微學分子系統，學生線上報名，單位線上開課、審核、登入並產生抵免清

單，方便學籍成績組作學分抵免。 
(十) 投幣機程式改版。 
(十一) 新增課程異動線上申請系統，將原本紙本申請及審核改為線上流程，教務處

承辦人審核後課程資料會自動異動，節省人工作業時間。 
(十二) 新增輔導中心線上申請系統，取代原本無人維護的系統，加入帳號密碼控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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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響應式網頁方便教職員使用手機操作。 
(十三) 本校差勤系統研發 

1. 人員刷卡資料自動化同步整合。 
2. UID 人員基本資料自動化同步整合。 
3. 請假申請(共 23 種假別)、加班申請、差假(公出、公假、出差)申請、銷假申

請、出國申請。 
4. 人員出勤核判(加入請假、加班、差假)。 
5. 基本設定(漏未刷卡補登、人員排班、專案加班、指定假別、例假日、人員

基本資料等)。 
6. 出勤、請假、加班、差假、刷卡紀錄查詢；主管連續請假紀錄查詢。 
7. 整合人事行政系統 webHR 資料。 
8. 代他人申請功能。 
9. 響應式網頁開發，支援行動裝置使用。 
10. 簽核流程功能。 

(十四) 新版電子公文線上簽核系統導入 
1. 建置新公文系統正式機及測試機資料庫與程式主機環境。 
2. 協助導入及測試新公文系統主機，提供外單位群組資料匯入，調整單位、人

員、組織、權限等資料。 
3. 協助辦理展示說明會(108.2.13)、實機上線系統說明會(108.3.13、3.27)。 
4. 新主機於 108.3.29 17:30 正式切換上線、新系統於 108.4.1 正式上線。 
5. 舊系統預計 108.12.31 下線停機。 

(十五) 磨課師課程：協助教師申請 3 門磨課師課程，已有 2 門上線，網址：

http://www.ewant.org/local/school/singlelist.php?id=90。 
(十六) 補助案申請系統：108 年 8 月份開始接受教師申請，修改或新增功能如下： 

1. 整合型計畫申請，須填入其他共同主持人姓名及單位(系所及學院)。 
2. 整合型計畫申請表，須有 2 個學院院長簽章處。 
3. 整合型計畫在系統上，2 個學院都能看到並能推薦審查人。 

(十七) 獎勵案申請系統：108 年 3 月 1 日開放教師上線申請，此次新增「已提撥管

理費獎勵」申請功能。 
(十八) 遠距課程平台(Moodle) 

1. 建立匯入 107-2 三門五班遠距課程資料。 
2. 因應功能異動及選單調整，更新 Moodle 教師及學生使用手冊。  
3. 完成數位學習課程認證平臺功能檢核自評表，協助數位課程認證送審。  
4. 建置新 Moodle 3.5.5 測試主機供遠距課程會議委員測試。 
5. 預計 108-1 新舊系統並行使用，108-2 正式使用新版 moodle 平台。 
6. 舉辦 moodle 研習課程，讓師長同仁了解平台如何使用(107.9.6)。 
7. 因應多人連線時 moodle 無法登入、速度慢、出現資料庫連結錯誤等問題，

調整 VM CPU、記憶體及 freebsd、PHP、Mysql 效能相關參數，以改善平台

效能。 
8. 配合教務處為符合數位課程認證標準之需求，修改相關選單、版面及功能。 

更新校園網路設備 二、

(一) 於 107 年度更新擴充本校 VM(虛擬主機 Virtual Machine)系統，新購之超融合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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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結合 SSD 固態硬碟及去重複壓縮功能，有效提升主機 I/O 效率並減少備份所

需容量。高效能容錯儲存設備每 6 小時自動備份至榮譽校區機房，具資料異地

備份機制。更新設備後，VM 主機 CPU 使用率由 60%降低至 35%。 
(二) 全校有線網路交換器共 352 台，近年來陸續採購無風扇網路交換器，維持效能

也降低噪音，104 年至 107 年陸續汰換宿舍、文薈樓、思誠樓、格致樓、警衛

室、司令台、雅音樓、思源樓、中山館、文萃樓、榮譽校區 A 及 B 棟較老舊之

設備，改善噪音問題並增加校園網路穩定性。 
(三) 中山館、文萃樓網路線路已逾 10 年未更新，為改善網路服務品質，於 107 年 8

月完成網路線路汰換工程。 
(四) 榮譽校區 A 棟網路線路使用已逾 10 年，部分線路損壞及線槽脫落，且因建築

物空間用途多次變更，許多空間之網路線層層擴充串接，不易管理維護。107
年 8 月完成榮譽校區 A 棟網路線路汰換工程，於走廊新設鋁製線槽，將網路線

與電源線隔離，並將所有線路整合至一樓機櫃，減少室內佔用空間；內部空間

則將網路插座更換為內建防塵蓋之插座，使用更便利。 
(五) 美術館及誠正大樓東側前次網路線路佈放已逾 10 年，線路品質不如以往，近年

來陸續遇到網路中斷及擴充不易的狀況，故規劃於 108 年暑假汰換網路線路並

擴增無線網路點位，提供教職員生更優質的網路環境。 
(六) 本中心建置入侵偵測防禦系統、校園網路防火牆、伺服器防火牆、網站應用程

式防火牆及頻寬流量管制設備，建立資訊安全監控及流量管控機制，以維持校

園網路安全及穩定。因相關資安設備使用已久且不敷使用，規劃於 108 年 9 月

增購校務系統防火牆及防火牆 LOG 收集器，並更新相關資安設備特徵碼，提供

更安全的校園網路。 
校園網路管理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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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城校區至成功大學線路上下載頻寬

升級為 1Gbps，至榮譽校區升級為 500Mbps。目前本校至成大區網中心平均每

日常態性流量約 500Mbps，本中心持續對流量異常使用者進行管控，維持全校

網路順暢。 
(二) 本校提供無線網路漫遊，只要外賓之服務單位有加入 TANET 學術網路漫遊，

即可在本校透過網頁輸入外賓自己單位的 E-mail 帳號及密碼，以使用本校無線

網路服務，無須另行申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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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網路機房環控系統上線後，蒐集之資料量可觀，除了監控溫溼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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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實用之參

考依據。 
(四) 本校電子郵件系統採整合垃圾信過濾及信件即時備份之 Mail2000，使用介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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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行動裝置使用。107 年 2 月建

立收信備援機制，避免單一路徑故障造成無法收信。 
(五) 建置 VPN(虛擬私有網路)服務，全校師生可在校外透過 VPN 加密連線使用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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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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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增加校外存取校園網路服務之方便性。 
(六) 配合中華電信於大同國小周遭完成光纖到府建置，本中心規劃提升大同國小實

驗室網路頻寬，預計 108 年 10 月完成。 
(七) 為強化校內實體 IP 之防護、校內師生資通訊及個人資料安全，參考國內多所大

專院校之作法後，規劃自 108 年 7 月 1 日起使用防火牆全面封鎖校外連線至校

內設備之 IP。若有外部連線至校內設備之需求（如架設提供校外連線服務之伺

服器），可向本中心申請該設備 IP 之開放外部連線。 
107 年 11 月通過新版教育體系個人資料管理規範(PIMS)第 1 年追查稽核 四、

(一) 每年 8 月依本校個人資料保護推動委員會設置要點，簽聘副校長(資訊安全長)
等 21 位主管為當然委員，並聘任丞恩法律事務所王建強律師擔任專業委員；另

召開本校個人資料保護推動委員會議(107.10.08、108.06.17)。 
(二) 教育機構資安驗證中心至本中心進行新版教育體系個人資料管理規範(PIMS)發

證稽核。稽核小組結論認為本中心已建立符合「教育體系個人資料管理規範」

的個人資料管理系統，並展現足以維持組織驗證範圍內個人資料管理政策與目

標之能力，順利通過第 1 年追查稽核(107.11.27)。 
(三) 本中心同仁參加教育機構資安驗證中心相關課程 

1. 107 年度教育體系個人資料保護安全管理施行計畫教育訓練：王元良、王惠

民、許良維及顏志榮(107.08.07)；王元良及顏志榮(107.10.05)。 
2. 107 年教育機構資安驗證稽核人員進階培訓-BS 10012:2017 LAC 轉版：王元

良(107.08.16-08.17)。 
3. 教育體系新版個資規範改版說明：王元良、曾映鳳、張育傑及蔡東樺

(108.01.25) 
4. 108 年度教育體系資安與個資巡迴教育訓練：王元良、曾映鳳及許良維

(108.06.21) 
5. 教育體系資通安全暨個人資料管理制度規範說明：蔡東樺(108.07.17)。 
6. 108 年度全國各地資安與個資巡迴教育訓練：楊世銘、王元良、曾映鳳及顏

志榮(108.07.30)。 
108 年 5 月通過新版教育體系資通安全管理規範(ISMS)第 2 年追查稽核 五、

(一) 教育機構資安驗證中心至本中心進行新版教育體系資通安全管理規範(ISMS) 
第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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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利通過第 2 年追查稽核(108.05.30)。 
(二) 楊世銘、許良維及顏志榮參加校務行政 e 化交流服務計畫(107-108 年)第 2 場研

討會(108.03.22)。 
(三) 楊世銘參加 2019 校務資訊系統及資訊服務交流研討會(108.05.10)。 
(四) 蔡東樺參加 2019 企業機房論壇(108.05.16)。 
(五) 王惠民參加 108 年資安職能訓練「Web 應用程式安全」課程(108.06.03-06.05)。 
(六) 蔡東樺參加 2019 TANet 資安聯防與大數據分析管理研討會(108.06.12)。 
(七) 楊世銘及王元良參加行政院政府機關資安治理成熟度評審說明會(108.06.13)。 
(八) 王元良及許良維參加臺灣學術網路(TANet)臺南區網中心管理會議(108.06.14)。 
(九) 蔡東樺參加第 32 屆 TWNIC IP 政策資源管理會議(108.06.20)。 
(十) 楊世銘及張育傑參加 108 年資安職能訓練「Web 應用程式安全」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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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7.10-07.12)。 
(十一) 王元良及蔡東樺參加行政院資通安全處資通安全管理法採購指引懶人包推廣

說明座談會(108.07.26)。 
(十二) 本中心同仁參加教育機構資安驗證中心相關課程 

1. ISO 27001 LAC 資 訊 安 全 管 理 制 度 主 導 稽 核 員 課 程 ： 顏 志 榮

(108.07.08-07.12)。 
2. 以教版資安規範思維探討資通安全維護計畫執行實務及資安檢核技術教育

訓練：王元良及許良維(108.07.15)。 

肆、年度創新工作 

校務系統研發創新：學務線上管理系統持續進行優化改善，使用者介面符合響應式一、

設計，淘汰彈出視窗的作法避免瀏覽器攔截，轉出資料採標準 EXCEL 格式減少應

用上的困難。 
校園網路創新管理維運 二、

(一) 本校網路設備分散於不同校區各棟建築，本中心自行開發網路監控系統，由本

中心辦公室大螢幕即時監控 418 部設備，網管人員可於第一時間掌控異常狀況

並排除問題。本系統持續開發更新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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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校區無線網路之監控。透過監控系統，本校網路

中斷發生率已逐年降低，有效滿足師生教學、研究及學習之網路需求。 
(二) 為達到綠色機房節能減碳之目標，本中心規劃逐年朝虛擬化主機架構發展，108

年 7 月止，共 160 台服務主機於虛擬機 VM 系統上運作，包含課程網站、公文

系統、會計系統、差勤系統、電子郵件系統、網路電話系統、DNS、校務研究、

學習歷程、高教深耕、UCAN 就業職能主機、其他重要校務系統及資料庫主機

等。系統虛擬化，不但節省空間、主機及空調耗電，亦提升系統穩定性，且虛

擬系統具有完整的備份及備援功能，如發生災害可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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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風險。 
(三) 近年持續更新網路資安設備，配合本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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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可有效攔截，避免影響外部網路。 

伍、年度榮譽事蹟 

通過新版教育體系個人資料管理規範(PIMS)第 1 年追查稽核(107.11.27)。 一、

通過新版教育體系資通安全管理規範(ISMS)第 2 年追查稽核(108.5.30)。 二、

課程認證平臺(Moodle)經教育部遠距教學交流暨認證網 108 年 7 月審查通過。 三、

  

 – 17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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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業務組；教學與輔導組含組長及校聘組

員各 1 名、綜合業務組含組長及組員各 1 名。 

貳、議事方面 

師資培育委員會會議，共 2 次(107.08.29、108.02.18)。 一、

卓越師資培育獎學金甄選委員會，共 3 次(107.08.29、107.9.26、108.02.18)。 二、

師資培育課程委員會會議，共 2 次(107.09.27、108.04.18)。 三、

師資培育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共 2 次(108.05.13、108.06.19)。 四、

教育學程甄試委員會會議，共 2 次(108.01.16、108.04.18)。 五、

教育實習審議小組會議：第 1 學期(107.08.29)、第 2 學期(108.06.18)。 六、

參、年度重要工作 

學期重要業務 一、

(一) 修畢學程申請：每學年二次，提出申請時間上學期為 107.10.01 至 10.30，下學

期為 10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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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至 11.30、下學期 5.1 至 5.31。 
教育學程甄試 二、

(一) 召開「108 學年度教育學程招生甄試說明會」(108.02.19)。 
(二) 中等、小學、幼教、特教教師教育學程申請報名(108.02.19-02.26)。 
(三) 舉行「教育綜合測驗」筆試考試(108.03.13)。 
(四) 中等各類學程辦理複試(108.03.27)。 
(五) 公告「108 學年度教育學程」放榜(108.4.18)。 
(六) 各類學程報到，繳回「學生基本資料」，以確認修習學程(108.04.18-05.08)。 
(七) 召開「108 學年度學程新生座談會」(108.05.08)。 
大五新制半年教育實習 三、

(一) 教育實習課程申請文件審核作業：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107.03.09)。 
(二) 教育實習課程職前研習說明會：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107.06.06)。 
(三) 教育實習課程全校性返校座談暨研習：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107.09.07)

及第 2 次(107.12.07)。 
(四) 107 學年度教育實習課程推介說明會(107.10.17)。 
(五) 受理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育實習課程跨區實習申請(107.11.02 前)。 
(六) 編輯南大師培通訊第 27 期(108.02)、第 28 期(108.07)。 
(七)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育實習課程指導教師座談會(108.05.23)。 
(八) 108 年度 3 月份教師資格檢定考試及格者教師證書(275 紙)申請文件審核報部作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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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108 年度 6 月份教師資格檢定考試及格者教師證書(23 紙)申請文件審核報部作

業。 
108 年度上半年大學校院師資培育評鑑 四、

(一) 107 年 6 月至 108 年 5 月每月定期召開一至二次師培中心評鑑工作籌備會議，

必要時加開臨時會議。 
(二) 107 年 12 月 3 日辦理師培中心自我評鑑。邀請臺中教育大學王哲如校長、國立

臺灣師範大學張素貞教授、國立東華大學范熾文院長等三位擔任自評委員；另

邀請中山國中陳瑞榮校長、進學國民小學周生民校長及龍崎國小陳新昌校長等

三位擔任觀察員。 
(三) 108 年 2 月 14 日提交師培評鑑實地訪評概況說明書至評鑑中心。 
(四) 108 年 4 月 16 日師培中心與幼教系、特教系共同召開師培評鑑實地訪評籌備會

議。 
(五) 108 年 5 月 20 日及 21 日進行師培評鑑實地訪評。四個類科(國民小學、中等學

校、幼兒教育及特殊教育)各有 6 名評鑑委員及 2 位觀察員進行訪評。 
(六) 108 年 5 月 24 日召開師培評鑑檢討會。 

肆、年度創新工作 

獲 107學年度教育部師資培育之大學精進師資素質及特色發展計畫，補助 574萬元，一、

本中心與教育學系、幼兒教育學系、特殊教育學系、應用數學系、國語文學系、學

務處課外活動指導組合作，擴大辦理校內師資生各項教學專業知能檢定及增能活

動。 
107 學年度執行師資生戶外教育學分學程計畫。 二、

107 學年度執行師資生多專長學分班計畫，開設越南語暨自然領域增能課程，增進三、

師資生多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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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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名、專任助理 3 名、兼任助理 2 名及臨時工讀生。 

貳、議事方面 

澎湖縣政府社會處委辦之視覺障礙者生活重建服務計畫 一、

(一) 召開團體督導會議(107.8.9)。 
(二) 召開內督導會議 4 次(107.8.9-108.4.12)。 
(三) 召開外督導會議 5 次(107.7.6-108.5.15)。 
(四) 召開澎湖縣 108 年度第 1 次身心障礙者就業轉銜服務聯繫會報(澎湖縣政府第 2

會議室，108.5.22)。 
受委辦「107 年度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視障服務中心工作」 二、

(一) 召開點字教科書及視障生教材製作規劃會議(107.8.30)。 
(二) 召開視障服務中心 9 月工作會議(107.9.29)。 
(三) 召開視障服務中心期末會議(107.12.24)。 
受委辦「108 年度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視障服務中心工作」 三、

(一) 召開各式點字符號檢視計畫訂定會議(本校啟明苑 210 室，108.1.8)。 
(二) 召開中心工作會議(108.2.14)。 
(三) 召開工作會議，邀請國教署長官指導及專家學者多人與會(108.4.9)。 
(四) 召開服務中心就近輔導員期末及內部工作會議(108.6.25)。 

參、年度重要工作 

本年度外接 10 個委辦專案，委辦單位有：教育部師培及藝術司、教育部國民及學前一、

教育署、澎湖縣政府社會處。 
辦理「107 年度視覺障礙師資培訓與相關工作計畫專案」 二、

(一) 辦理「107 年特教合格教師在職進修視障專精學分班」第一階段課程，學員 16
人，課程時間 107.7.2-8.2，修習 10 學分(另第二階段課程安排於 108 年暑假修

習 10 學分)。107.11.7 至 11.9 辦理視障教育外埠參訪研討會，參訪：臺中市私

立惠明盲校、臺北市五常國小、臺北市立啟明學校、宜蘭縣慕光盲人重建中心

等。 
(二) 辦理「107 年度全國特教教師定向與行動 5 學分班」，學員 11 人，修習定向行

動進階課程，自 107.8.6-8.17 為期 2 週，課程結束後印製學分證明寄發學員，

亦安排學員實習工作，再核發認證證書。 
(三) 辦理「107 年度全國教師及相關人員視障 10 學分班」，學員 11 人，課程分 3 階

段，第一階段 107.9.29-11.24 、第二階段美國麻州大學點字線上課程

107.11.25-108.1.13、第三階段課程 108.3.9-4.20。108.4.14「視覺障礙與服務實

務」由李宜晉老師帶領學員參訪臺南市佑明視障協進會，108.4.20 結訓及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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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並製作學分證明及研習證書寄發學員。 
辦理「108 年度視覺障礙師資培訓與相關工作計畫專案」 三、

(一) 辦理「107 年特教合格教師在職進修視障專精學分班」第二階段課程，學員 16
位，於 108 年暑假修習 10 學分，並安排 4 小時專題演講，108.7.29 結訓座談，

後續製作學分證明及研習證書寄送學員。 
(二) 辦理「108 年特教合格教師在職進修視障專精學分班」，學員 10 位，於 108 年

及 109 年暑假共修習 20 學分及 4 小時專題演講，另於 108 年 11 月安排視障教

育外埠參訪研討會(108.7.1-108.7.31)。 
辦理「107 年澎湖縣視覺障礙者生活重建服務方案」 四、

(一) 辦理「107 年度上半年結合民間團體辦理身心障礙福利服務聯繫會報」(107.7.10) 
(二) 業務宣導：電影「聽」賞-星空(口述影像版)(107.8.4)、「家庭自立脫貧學童暑

假課業輔導」-清蘋小學堂(107.8.23)。 
(三) 辦理知「視」大補帖活動，邀請視障者及家人參加(107.9.15)。 
(四) 邀請盲生小鼓手呂岳駿辦理「視界音怡饗宴」活動(107.10.20)。 
(五) 出席社會福利及公益彩券回饋金補助作業教育訓練(高雄市政府社會局婦幼青

少年活動中心，107.12.7)。 
(六) 出席 107年度視覺功能障礙者生活重建服務品質提升輔導計畫-檢討會議暨研習

交流會議(台灣國家婦女館大會議室，107.12.12)。 
(七) 出席 107 年度下半年結合民間團體舉辦身心障礙福利服務暨家庭照顧者服務聯

繫會報(澎湖縣身心障礙福利服務中心，107.12.13)。 
(八) 出席 107年度第二次身心障礙者需求評估聯繫會議(澎湖縣身心障礙福利服務中

心，107.12.13)。 
(九) 資源連結：配合澎湖縣政府教育處之需求，協助就讀文光國小一年級女同學申

請就學使用視障輔具(107.12.13)。 
(十) 整理 108 年度計畫及報縣政府核定(107.12.20)。 
辦理「108 年澎湖縣視覺障礙者生活重建服務方案」 五、

(一) 進行澎湖縣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108.1.18)。 
(二) 與社團法人澎湖縣照顧服務協會為縣內視覺障礙者連結視障生活重建服務(轉

入) (108.2.26)。 
(三) 回覆社會家庭署調查計畫困境及因應方式(108.3.11)。 
(四) 與澎湖縣志願服務協會討論 108 年 4-5 月業務宣導活動事宜(108.3.23)。 
(五) 參加心路基金會「第 7 屆好天天齊步走」愛心健走活動-活動攤位贊助及業務宣

導(澎湖縣政府廣場，108.3.23)。 
(六) 安排高雄市個案服務工作相關事宜(108.3.28)。 
(七) 出席衛生福利部「社工人力資源管理系統」新增功能展示說明會(108.4.17)。 
(八) 進行個案服務(高雄市鹽埕區，108.4.23-4.24)。 
(九) 參與國立澎湖科技大學「107 年度校慶運動會暨園遊會」-活動攤位贊助及業務

宣導(108.5.25)。 
(十) 辦理社會工作人員職業安全訓練(澎湖縣身心障礙福利服務中心，108.5.18、

108.5.25)。 
辦理「107 年度聽覺障礙師資培訓工作計畫」 六、

(一) 辦理「107 年度全國教師及相關人員聽障 10 學分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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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北區：於臺灣師範大學 
(1) 學員 25 位，受訓時間第 1 階段 107.10.27-12.23、第 2 階段 108.3.3-5.26。 
(2) 專題演講 1 場，臺北市立大學蔡昆瀛教授主講「從圍兜兜到學士袍：

各階段聽障教育議題面面觀」(108.5.26)。 
2. 南區：於本校 

(1) 學員 18 位，受訓時間第 1 階段 107.10.27-12.16、第 2 階段 108.3.3-5.26。 
(2) 專題演講 2 場，本校邢敏華教授及本校附聰陳杉吉主任主講「聽覺障

礙學生的教學與服務（含安置型態的因素）」(108.3.23)。 
(3) 參訪 2 次：婦聯聽障文教基金會高雄至德聽語中心(108.3.30)、博士助

聽器公司台南門市(108.5.11)。 
3. 製作學分證明及研習證書寄送學員。 

(二) 辦理「108 年聽障專精學分班」，學員 20 位，修習 12 學分，受訓期間一個暑假，

並安排 4 小時專題演講，於 108.8.9 結訓拍照及座談(108.7.1-108.8.9)。 
辦理「107 年度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視障服務中心工作」 七、

(一) 蒐集 107 學年度視覺障礙新生資料（含臺灣師大附中新生）(107.1.2)。 
(二) 參加南投特教學校國教署網路中心會議(107.7.13)。 
(三) 參加國教署身心障礙教育資源中心 107 年度第二次工作會議(107.7.20)。 
(四) 協助轉檔嘉義高中盲生補充教材(107.7.25)。 
(五) 舉辦南區與北區高中職視障新生適應輔座談會(107.9.21、107.9.28)。 
(六) 協助轉檔嘉義高中、師大附中、新化高中視障生補充教材(107.9.21-10.6)。 
(七) 巡迴輔導視障生：暨大附中、普台高中(107.12.21、107.12.22)。 
(八) 出席國教署「身障服務中心期末會議」(107.12.25)。 
辦理「108 年度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視障服務中心工作」 八、

(一) 至國立水里高級商工職業學校巡迴輔導訪視視障生(108.1.11)。 
(二) 辦理視障教育宣導手冊徵稿(108.2.10-108.5.31)。 
(三) 辦理各項巡迴輔導業務：提升本中心視障生巡迴輔導服務之品質，以達更全面

性之協助，例如提供人際社交及心理輔導、行動能力技巧指導、輔具服務及生

涯規劃等(108.2.23-108.4.30)。 
(四) 出席「臺南市視障生服務計畫(草案)研商會議」，商議國、私立高中職視障生 108

學年度服務事宜(108.3.6)。 
(五) 至北門高中(108.3.21)及新營高中(108.4.11)訪視全盲視障生，了解其需求及校內

的資源整合。 
(六) 邀請大專身心障礙甄試考場服務人員(108.3.23-108.3.24)。 
(七) 「108 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升學大專校院甄試」考場設攤服務(北區：淡江大學

淡水校區；中區：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進德校區；南區：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和平

校區)(108.3.23-3.24)。 
(八) 「107 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視障學生生涯轉銜輔導座談會」，配合身障生甄試成

績公告及高三學生選填志願行程(108.4.22 寄發成績單、108.5.2-5.8 網路選填志

願)。 
(九) 整理及回應中心網路資料(108.4.10-108.6.30)。 
(十) 進行高中職低視力學生的行動能力及態度之調查研究(108.6.1-108.6.30)。 
(十一) 至彰化特教學校，研商彰化縣高中職視障生教學與服務單位確認(108.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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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支持及了解就近輔導員之教學及輔導現況。 
執行「108 年度全國視障學生及視障教育教師點字比賽計畫」：108.5.25 舉辦點字比九、

賽，共 36 位參賽者，比賽結束後邀請淡江大學盲聾生黃靖騰蒞臨演講「我的點字學

習歷程」並演奏鋼琴；108.6.28 公布得獎名單。本活動獲得新聞熱烈報導

(108.4.20-6.28)。 
研習及研討會 十、

(一) 辦理「107 年視障教育教學與行政研討會」，約 50 人參加，安排 3 場專題報告

及 2 場主題探討；另，新北市欣和公益協會捐贈獎金予 107 年度點字比賽得獎

者，並頒發獎學金予大學部學習點字成績優良學生；研討會決議之建議事項於

會後陳送教育部參酌(107.11.10)。 
(二) 辦理 107 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視障生巡迴輔導與教材製作研習(107.11.22)。 
(三) 辦理 107 學年度視覺障礙生職場資源與生涯規劃實例分享(107.12.8)。 
(四) 辦理「國際視障專家鈴木重男來台視障體育講座研習」(北區-臺北啟明學校；

中區-臺中啟明學校；南區-本校)，總計約 100 人參加(108.1.16-108.1.18)。 
(五) 辦理澎湖縣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個案研討會(澎湖縣身心障礙福利服務中

心，108.3.13)。 
(六) 辦理視多障學生教學與輔導研習，50 人參加(108.4.13)。 

 出版專案成果報告 十一、

(一) 「106 年度聽覺障礙師資培訓工作計畫」(107.8)。 
(二) 「107 年澎湖縣視覺障礙者生活重建服務方案」(107.12)。 
(三) 「107 年度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視障服務中心工作」(107.12)。 
(四) 「107 年度視覺障礙師資培育相關工作計畫」(108.5)。 
(五) 「108 年度全國視障學生及視障教育教師點字比賽」(108.7)。 

 外賓至中心參訪 十二、

(一) 接待日本慶應大學及廣島大學敎授參訪(107.7.11)。 
(二) 接待日本宮崎教育大學師生 8 人參訪(108.2.19)。 

 中心網頁更新 十三、

 就業服務 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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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8-108.5) 
(二) 協助臺南市家長，討論子女生活及就學規劃(108.5.15)。 

 電話及面談諮詢輔導服務：教育及重建就業服務 1,000 人次以上。 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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