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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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敏捷 
總務長   陳樹屏 
研發長   陳榮銘 
國際長   胡家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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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08.01-109.04.15) 賴秋雲 
  (109.04.16-109.07.19 代理) 黃子庭 
  (109.07.20-109.07.31) 李珮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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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素微 
諮商與輔導學系主任  陳宇平 
特殊教育學系主任  何美慧 
幼兒教育學系主任  陳怡靖 
體育學系主任  陳耀宏 
   
人文學院   
人文學院院長  戴文鋒 
文化與自然資源學系主任  邱麗娟 
國語文學系主任  蔡玲婉 
英語學系主任  許綬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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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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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數學系主任  謝碧雪 
數位學習科技學系主任  林豪鏘 
材料科學系主任  林建宏 
資訊工程學系主任  高啟洲 
電機工程學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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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08.01-109.01.31) 傅耀賢 
 (109.02.01-109.07.31) 郭振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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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08.01-109.07.31 代理) 潘青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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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米虹 
校友服務中心主任  劉仙湧 
特殊教育中心主任 (108.08.01-108.12.18) 曾怡惇 
 (108.12.19-108.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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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08.01-109.01.31 代理) 卓國雄 
 (109.02.01-109.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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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 108 學年度教師評審委員會，6 次(108.10.16、108.12.11、109.1.8、109.4.15、

109.5.27、109.6.24)。 
(二) 主持教學品質精進小組會議，2 次(108.9.4、109.2.11)。 
(三) 主持 108 學年度教學績優教師審議委員會(108.12.9)。 
(四) 主持校務研究工作小組會議，7 次(108.8.2、108.8.22、108.9.24、109.4.30、109.5.28、

109.6.11、109.7.16)。 
(五) 主持 108 學年度「提升本校校務研究及專業管理能力」會議，5 次(108.10.17、

108.11.5、108.12.5、109.1.20、109.3.25)。 
(六) 主持大學招生專業評量尺規研習與諮詢會議，3 次(108.11.08、108.12.26、

109.2.18)。 
(七) 主持大學招生專業化發展試辦計畫專家諮詢會議，3 次(109.4.24、109.5.19、

109.6.16)。 
(八) 主持環境安全衛生委員會議，4 次(108.9.26、108.12.26、109.3.16、109.6.15)。 
(九) 主持職員及校聘人員考核獎懲委員會，8 次(108.9.30、108.11.20、108.12.5、

108.12.25、109.1.3、109.1.14、109.5.11、109.7.13)。 
(十) 主持研商大學社會責任實踐(USR)計畫，2 次(108.8.20、108.9.03)、主持大學社

會責任實踐計畫說明與研習會議，共 4 次(109.3.31、109.04.24、109.5.19、109.6.16)。 
(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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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0.8)及「利用課程地圖系統撰寫教學品保手冊及進行校務研究分析」

研習會議(109.6.29)。 
(十二) 主持學術倫理專業調查小組會議(109.7.27)。 
(十三) 主持 109-111 高教深耕計畫會議，5 次(108.10.24、108.11.07、108.11.14、

108.11.22、108.12.05)。 
(十四) 主持109年高教深耕計畫績效指標(KPI)撰寫說明會，2次(109.2.11、109.2.19)。 
(十五) 出席高教深耕管考會議，7 次(108.10.7、108.11.4、108.12.9、109.3.9、109.4.14、

109.5.25、109.6.29)。 
(十六) 出席教師創新獎勵複評，2 次(108.10.9、109.3.19)。 
(十七) 出席本校勞資會議，4 次(108.9.24、108.12.24、109.3.23、109.6.22)。 
(十八) 出席「校園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緊急防疫會議，6 次(109.1.30、109.2.4、

109.2.12、109.2.26、109.4.1、109.6.17)。 
(十九) 出席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4 次(108.9.10、109.1.16、109.4.1、109.7.16)。 
(二十) 出席校園工程進度管控會議，11 次(108.8.29、108.10.1、108.10.29、108.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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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2.23、109.1.21、109.2.24、109.3.23、109.5.25、109.6.29、109.7.31)。 
重要活動 
(一) 出席 108 年度本校系所評鑑實地訪評(108.11.26-11.28)。 
(二) 出席成功大學「大專校院防範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分區說明會」(109.2.21)。 
(三) 出席屏東大學 108 學年度「IEET 認證推動指導委員會」(10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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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冊、第四冊編印。 
完成 8 位教師升等著作審查作業。 
推動本校「數位影音課程」建置，108 學年度數位學習科技學系林豪鏘老師「互動設

計與數位藝術」、應用數學系黃印良老師「數學軟體應用」、教育學系黃彥文老師「課

程與教學導論」及「課程發展與設計」、經營與管理學系葉耕榕老師「商業大數據思

考與分析」等課程，獲教育部數位學習認證。 
籌畫及協助修正本校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書，109 年度獲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補

助 5,100 萬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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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108.11.6)、第 2 學期(109.5.6、109.6.3)。 
課程會議：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108.10.23)、第 2 學期(109.3.25、109.6.3)。 
教務處教師評審委員會議：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108.12.16)、第 2 學期(109.6.15)。 
新增系所及招生總量規則會議：110 學年度招生名額總量會議(109.5.5)。 
各項招生委員會議 
(一) 108 學年度招生會議：第 1 次(108.8.6)、第 2 次(108.10.23)、第 3 次(108.11.6)、

第 4 次(108.12.10)、第 5 次(109.1.21)、第 6 次(109.2.19)、第 7 次(109.3.11)、第

8 次(109.3.23)、第 9 次(109.4.14)、第 10 次(109.4.28)、第 11 次(109.5.5)、第 12
次(109.5.12)、第 13 次(109.6.19)、第 14 次(109.7.27)。 

(二) 外國學生招生放榜會議 
1. 108 學年度外國學生招生第 2 梯次放榜會議(108.12.10)。 
2. 109 學年度外國學生招生第 1 梯次放榜會議(109.5.5)。 

(三) 單獨招收僑生及港澳生會議：109 學年度單獨招收僑生及港澳生委員會議

(108.8.6)、放榜會議(108.12.10)。 
(四) 進修推廣招生放榜會議：109 年度「國民小學教師加註輔導專長學分班」放榜會

議(109.6.18)。 
(五) 幼教專班教學演示能力檢測聯合招生委員會 

1. 108 年度幼教專班教學演示能力檢測第二次聯合招生委員會(109.1.9)。 
2. 109 年度幼教專班教學演示能力檢測第一次聯合招生委員會(109.4.10)。 

(六) 108 學年度各班別招生策略精進追蹤會議(108.10.1)。 
遠距、磨課師課程推動委員會相關會議 
(一) 108 學年度遠距課程推動委員會會議，2 次(108.10.16、109.4.15)。 
(二) 108 學年度磨課師課程推動委員會暨補助系所拍攝教學與學習影片審查會會議

(108.10.16)。 
(三) 108 學年度磨課師課程推動委員會會議(109.4.15)。 
教學品質保證相關會議 
(一) 108 學年度教學品質精進小組會議，2 次(108.9.4、109.2.11)。 
(二) 教師教學創新獎勵初評會議，2 次(108.11.11、109.3.30)；複評會議，2 次(108.10.9、

109.3.19)。 
(三) 108 學年度教學績優教師審議委員會(108.12.9)。 

– 5 –



(四) 108 年度委託辦理品質保證認可專案管考會議，4 次(108.9.4、10.1、10.29、11.13)。 
校外專業實習委員會：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2 次(108.10.23、108.12.23)；第 2 學期，

2 次(109.4.1、109.6.17)。 
教務處組長會議，共 35 次(108.8.20、9.16、9.23、10.1、10.7、10.15、11.4、11.11、
11.18、11.25、12.5、12.16、12.23、12.30；109.1.15、2.3、2.17、2.24、3.2、3.9、3.16、
3.23、4.13、4.20、4.27、5.4、5.11、5.18、5.25、6.1、6.8、6.15、6.29、7.5、7.22)。 
 教務處處務會議，共 9 次(108.9.4、10.24、12.12；109.1.9、2.13、3.26、4.30、6.18、
7.27)。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相關會議 
(一) 出席教育部推動「第二期(109-111 年)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申請說明會

(108.7.4)。 
(二) 第二期(109-111 年)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研商會議(108.8.20、9.3)。 
(三) 校級管考會議，共 8 次(108.8.29、10.7、11.4、12.9；109.3.9、4.14、5.25、6.29)。 
(四) 出席教育部辦理「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管考平台填報學校說明會」南區場次

(108.9.30)。 
(五) 第二階段（109-111 年度）深耕計畫之規劃及撰寫研商會議，共 7 次(108.10.24、

11.7、11.14、11.22、12.5；109.2.11、2.19)。 
(六) 出席 109 年度教育部第二期(109-111 年)大學社會責任實踐(USR)計畫簡報會議

(108.11.12)。 
(七) 出席 109 年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後續管考暨關鍵績效指標說明會(108.11.27)。 
(八) 出席高等教育深耕計畫「主冊」第一階段(107-108 年)執行成果及第二階段(109-

111 年)規劃審查作業簡報(109.3.13)。 
(九)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雙語教學座談會(109.3.27)。 
(十) 大學社會責任實踐(USR)計畫之推動與經營說明會(109.3.31、4.24、5.19、6.16)。 
(十一) 深耕工作小組會議，共 37 次(108.8.1、8.8、8.15、8.22、8.29、9.4、9.18、9.26、

10.7、10.16、10.31、11.7、11.14、11.21、11.29、12.4、12.24；109.2.7、2.13、
2.20、3.19、3.26、4.9、4.17、4.23、4.30、5.8、5.15、5.21、5.28、6.3、6.10、
6.17、6.24、7.2、7.8、7.16)。 

 其他 
(一) 108 學年度新生家長座談會籌備會議(108.8.20)。  
(二) 108 學年度入學新生獎勵審查會議(108.8.20)。 
(三) 108 學年度特殊才能新生入學學雜費全額補助千萬基金實施方案審查會議

(108.8.20、108.9.26)。 
(四) 108 學年度各學系新生入學分發成績分析說明會(108.8.30)。 
(五) 108 學年度「獎勵教師研發 E 化教材補助」審查會議(108.10.31)。 
(六) 108 學年度｢全英語授課審查會議｣，2 次(108.11.20、109.4.29)。 
(七) 108 學年度「推廣教育審查小組會議」，2 次(108.11.19、109.5.11)。 
(八) 108 學年度教師研究室分配規劃委員會(108.12.30、109.6.22)。 
(九) 108 學年度跨領域學分學程說明會(109.4.29)。 
(十) 109 學年度大學部學生轉系審查會議(109.7.27)。 
(十一) 出席校園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緊急防疫會議(109.1.30、2.4、2.12、2.2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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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年追查稽核作業。 
辦理 109 年資通安全(ISMS)重新發證稽核作業。 
因應 COVID-19 疫情，訂定安心就學機制與措施。 

教務長室 
(一) 規章修訂 

1. 108 學年度第 1 次行政會議訂定本校「鼓勵教師進行校務議題研究實施要點」、

修正「教師指導學生參加校外競賽獎勵暨補助要點」(108.9.18)。 
2. 108 學年度第 2 次行政會議修正本校「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展演展翼揚名獎助

學金實施要點」(108.10.16)。 
3.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務處教評會議修正「教務處教評會組織準則」

(108.12.16)。 
(二) 推動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擔任總計畫窗口及執行主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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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年度期中成果發表會(108.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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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9.25、

109.3.25)、教學型研究成果發表(108.10.2、109.3.4)、社會實踐課程成果發表

(108.10.9、109.3.18)、教師專業社群成果發表(108.10.16、109.3.11)。 
4. 辦理計畫說明會：109-111 年高教深耕計畫徵件說明會(108.7.4)、第二階段

(109-111 年)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學生座談會(108.1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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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109.10.31 止）。 
(四) 辦理 107 年度校務評鑑項目三「辦學成效」通過後自我改善相關事宜。 
(五) 召開 108 學年度教務會議、教務處教師評審委員會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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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七) 與公益信託星雲大師教育基金會、星雲教育獎指導委員會共同辦理「2019 星雲

教育論壇」南區場次(108.11.5)。 
(八) 配合總務處辦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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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撰擬。 
(九) 配合秘書室、主計室、人事室、研發處等各單位彙整本處資料。 
(十) 因應 COVID-19 疫情 

1. 為顧及因受疫情影響無法如期返校學生之就學權益，108 學年度第 1 次緊急

防疫會議訂定本校「因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學生安心就學措施」

(109.1.30)，嗣於第 4 次緊急防疫會議修正(109.2.26)，並以 1090007389 號簽

奉准在案(109.5.15)。 
2. 召開「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教師安心教學與碩士班放心考試措施說明會」，

向各系所同仁說明教務處因應疫情之應變措施與作為(109.2.26)。 
3. 由教務長發送重大通知信予全校專兼任教師： 

(1) 放心教學與安心就學(109.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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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您的小關注，全校保健康--敬請務必點名並協助提醒學生量體溫(109.3.1)。 
(3) 防疫點名做得好，全校健康免煩惱(109.3.12)。 
(4) 轉知教育部規定，大專校院自 3 月 18 日起至第 2 學期上課結束日止，教

職員工生應避免出國(109.3.17)。 
(5) 符應教育部 COVID-19 遠距教學注意事項，本校防疫彈性遠距課程的進

行原則(109.3.22)。 
(6) 防疫規格提高，師生上課請戴口罩(109.4.5)。 
(7) 停課不停學，敬請熟練線上同步教學(109.4.8)。 
(8) 請系主任及系辦同仁協助：請協助提醒老師-勿自行停課或逕自改採遠距

教學(109.4.13)。 
4. 協助處理大同國小未來可能因疫情嚴重而關閉場域之問題，另設本校師生出

入專屬通道，歷經多日溝通，於 109 年 3 月 23 日順利達成共識。 
5. 提報教務處「教育部協助大專校院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衝擊補助」

需求，獲補助教學訓輔費用 1,295,100 元(含資本門 216,000 元)，防疫需求費

用 128,215 元，共計 1,423,315 元。 
6. 參與本校「校園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緊急防疫會議，彙整教務工作中有關

防疫相關措施及作為。 
7. 教育部訪視本校防疫措施，準備教務處防疫工作資料及簡報(109.3.20)。 

教學業務組 
(一) 規章修訂 

108學年度第 2學期教務會議修正本校「教師授課時數及支給超支鐘點費辦法」、

「獎勵教師以全英語授課辦法」、「英語文能力檢定標準實施辦法」(109.5.6)。 
(二) 提升教學品質 

1. 因應社會及產業需求，鼓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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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年度教師辦理課程成果發表計

42 門；教師與業界師資協同合作教學計 12 門；教師申請辦理證照輔導 1 門。 
2. 為提升高等教育教學品質，促進教學多元發展改革，並鼓勵教師將創新與創

業等元素融入教學內容，以提升學生創造力與創新能力，108 學年度補助教

師辦理創新創業課程，共 4 門。 
(三) 提升教學設備 

1. 辦理 108 學年度「獎勵教師研發 E 化教材」補助案，7 位教師獲得筆記型電

腦補助，共 234,269 元。 
2. 為提升榮譽校區 ZE303 階梯教室教學品質，更換優質數位講桌及設備。 
3. 為提供普通教室黑板多元選擇，將 JB109 教室黑板更換為開關式搪瓷白板。 
4. 為方便課程錄製直播，於 J310 教室再採購裝置多鏡同錄系統，經費 661,355

元，並於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發揮功效。 
5. 為提升教學品質，繼續採購更新 10 台數位講桌。 

(四) 課務方面工作 
1. 辦理 108 學年度課程排課及審核校對作業。 
2. 辦理 108 學年度學生加退選課、校際選課、棄選及減修等事宜。 
3. 核算 108 學年度教師授課超支鐘點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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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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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文學院：文創經管。 
(4) 環境與生態學院：環境教育。 
(5) 藝術學院：藝術創意產業。 
(6) 管理學院：三創學分學程、智能科技商品化微學分學程、商業人工智慧

應用微學程。 
(7) 通識教育中心：現代管理微學程、閱讀賞析微學程、英文溝通與閱讀微

學程、藝術與美感微學程、綠色科技與環境永續微學程、創新與創意微

學程。 
5. 108 學年度開設「全英語授課」課程，共 29 門課 643 人選修，開設學院為理

工學院、環境與生態學院、管理學院。 
6. 系統革新增加功能 

(1) 為簡化建課程序，增加複製學期課程功能，並予以微調課程。 
(2) 為簡化棄選作業，改採線上申請與紙本並行。 

(五) 運用 UCAN 平台建置本校 QICC 課程地圖系統 
1. 運用 UCAN 平台功能建置本校 QICC 課程地圖系統，規劃系所職涯進路、檢

視系核心能力及發展課程地圖，共 15 個學系完成系統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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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學年度召開 2 次研習會議(108.10.8、109.6.29)。 
(2) 辦理向學生宣導 QICC 系統相關之研習(109.3.17、109.3.30、109.3.31、

109.4.13、109.6.23)。 
(六) 因應 COVID-19 疫情 

1. 109 年 2 月 26 日校園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第 4 次緊急防疫會議通過本校「校

園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停課及補課作業規定」。 
2. 訂定本校「線上同步授課」演練實施計畫，實施方式及期程為：線上研習 109

年 4 月 9 日至 13 日、實體課堂演練 109 年 4 月 13 日至 25 日。 
3. 上課日每日晚間進行教學設備消毒、每週三配合總務處進行普通教室消毒。 
4. 不定時由防疫小尖兵進行桌椅消毒擦拭。 
5. 防疫期間室內溫度若未達特定溫度，以關閉冷氣、開窗通風為原則，兼顧防

疫及節能省電。 
學籍成績組 
(一) 規章修訂 

1.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務會議(108.11.6)修正本校「學生抵免學分辦法」、「學

生轉系(所)辦法」，並經教育部 109.1.9 臺教高(二)字第 1080181040 號函備查。 
2. 108學年度第 2學期教務會議(109.5.6)及校務會議(109.5.13)修正本校「學則」，

並經教育部 109.6.19 臺教高(二)字第 1090074640 號函備查。 
3. 108 學年度第 4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本校「學生學雜費與學分費繳納要點」

及 109 學年度行事曆(109.1.8)。 
4. 108 學年度第 7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本校「新生入學獎勵辦法」(109.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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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學籍成績與註冊 
1. 108 年 8 月：寄發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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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學年度大學考試分發新生入學成績。 
2. 108 年 9 月 

(1) 製發新生學生證；辦理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生註冊及學雜費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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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年 12 月：掛號郵寄大學部休學生應辦理復學之通知；製發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註冊須知。 
4. 109 年 1 月 

(1) 寄發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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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年 6、7 月 
(1) 製發在校生註冊須知及全校行事曆。 
(2) 寄發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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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成績單繳交時間：

109 年 7 月 4 日至 10 日止。 
6. 寄發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大學部學生及跨校生成績單約 4,000 份(109.7.28)。 

(三) 畢業離校與證書請領 
1. 印製 108 學年度第 1、2 學期畢業生學位證書(109 年 1 月及 6 月)。 
2. 辦理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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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 5 月)。 
3. 核發大四畢業生畢業證書請領及離校手續事宜(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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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 10 月下旬及 12 月

上旬、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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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10.15、109.3.15)。 
(六) 其他業務 

1. 舉行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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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8.31)。 
2. 報部請領 108 學年度師資培育公費生公費補助款：108 年 7 月請領至 12 月、

109 年 1 月請領至 7 月之補助款。 
3. 辦理學生轉系申請事宜(109 年 7 月)。 
4. 更新學雜費專區及新生入學專區網頁資料(109.7.17)。 
5. 辦理學生雙主修申請及輔系申請(109 年 7 月下旬)。 

(七) 因應 COVID-19 疫情 
1. 放寬因疫情未入境之學生註冊繳費金額計算方式，所修科目學分如未達每學

期最低應修科目學分，得依所修學分數繳交學分費，另依修習學分數加收等

比例雜費，毋須繳交全額學雜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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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受理因疫情未入境之學生於開學第二週(3 月 13 日)前辦理緩繳學雜費申請。 
3. 受理因疫情未入境之學士班同學申請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休學或退學： 

(1) 因疫情而休學者，該休學期限得不計入修業年限，並得視情形再行專案

延長修業期限一年。 
(2) 放寬退學規定，使其不受學則第三十一條應予退學之限制。 

4. 同期應屆畢業申請：因疫情影響而辦理休學一學期者，如已修畢所屬學系之

畢業學分及相關規定之畢業門檻條件，即可辦理同期應屆畢業申請，不受學

則第十五條「各學系修讀學士學位學生修業期限四年」之限制。 
5. 通知 108-2 學期畢業之境外生領取畢業證書事宜，可委託他人代領或由學籍

成績組協助郵寄。 
企劃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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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 9-10 月)。 
2. 109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報名(108.9.19-10.1)、面試(108.11.1-11.3)、公告錄取

名單(108.11.11)。 
3. 辦理大考中心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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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0.19)、第二次(108.12.14)。 
4. 108 學年度第二學期轉學考招生：報名(108.11.18-12.13)、考試(109.1.12)、公

告錄取名單(109.1.30)。 
5. 109 學年度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招生：報名(108.12.23-109.1.30)、考試

(109.3.7)、公告錄取名單(109.2.24(視設系)；109.3.25)。 
6. 辦理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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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1.17-1.18)。 
7. 公告 109 學年度僑生及港澳生單獨招生錄取名單(109.1.20)。 
8. 109 學年度博士班招生：報名(109.3.3-4.8)、公告錄取名單(109.5.8)。 
9. 各學系舉行 109學年度個人申請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109.4.15-4.26)。 
10. 公告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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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4.17)。 
11. 公告 109 學年度大學部個人申請入學錄取名單(109.4.30)。 
12. 上傳 109 學年度各學系個人申請錄取名單至大學甄選入學委員會(109.5.11)。 
13. 公告 109 學年度第一梯次外國學生申請入學錄取名單(109.5.22)。 
14. 109 學年度轉學生招生：報名(109.5.20-6.22)、考試(109.7.21)、公告錄取名單

(109.7.30)。 
15. 109 學年度進修學士班申請入學招生：報名(109.3.16-4.24)、考試(109.5.9)、

公告錄取名單(109.5.15)。 
16. 109 學年度進修學士班考試入學招生：報名(109.3.16-7.10)、考試(109.7.21)、

公告錄取名單(109.7.30)。 
17. 公告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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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6.30)。 
18. 辦理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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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7.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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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招生宣傳工作 
1. 參加 2 場大學博覽會：2020 全國大學博覽會(109.7.25-7.26)、國立臺南二中

(108.12.13)。 
2. 辦理 13 場校外學系及學群介紹：高雄市立文山高中(資工系、視設系，

108.11.11)、臺南市慈濟高中(資工系、經管系，108.11.20)、國立臺東女中(視
設系、經管系，108.12.4)、高雄市立左營高中(戲劇系，108.12.5)、嘉義新港

藝術高中(數位系，108.12.10)、新北市立中和高中(綠能系，108.12.25)、臺南

市興國高中(經管系，109.2.6)、國立嘉義女中(生科系、幼教系、經管系，109.4.1)。 
3. 辦理 37 場模擬面試：嘉義高工(諮輔系，109.3.4)、高雄市立楠梓高中(經管

系，109.3.27)、國立新營高中(諮輔系，109.4.1)、國立臺南女中(諮輔系，109.4.7；
教育系，109.4.8)、國立臺南一中(教育系、電機系 2 場、材料系、數位系，

109.4.7)、國立家齊高中(數位系，109.4.7；生科系，109.4.10)、聖功女中(諮
輔系、文資系、幼教系，109.4.8)、國立臺南二中(諮輔系、應數系、資工系、

材料系，109.4.10)、國立新營高中(特教系、電機系、應數系，109.4.10)、德

光高中(幼教系、經管系、資工系，109.4.11)、南大附中(數位系、體育系、電

機系、文資系、行管系，109.4.13)、高雄市立文山高中(特教系，109.4.13)、
臺南市私立黎明高中(經管系，109.4.15 及 4.21；教育系，109.4.15；特教系， 
109.4.21)。 

4. 接待高雄市立中山高中到校參訪(108.12.27)。 
(三) 招生專業化發展推動工作 

1. 專家諮詢會議，5 場次(108.7.16、109.3.31、109.4.24、109.5.19、109.6.4)。 
2. 大學專業化經驗參訪，3 場次(109.1.15、109.6.4、109.7.14)。 
3. 招生專業化評量尺規工作坊，2 場次(108.11.6、108.11.8)。 
4. 高中端諮詢會議，2 場次(108.12.26、109.2.18)。 
5. 評分員教育訓練，3 場次(109.3.25、109.3.27、109.4.1)。 
6. 學系評量尺規模擬審查，19 場次(109.3.9-3.12)。 
7. 審查共識會議，19 場次(109.4.13-4.26)。 
8. 開發設計個人申請差分檢核系統。 
9. 彙整高中成績及規劃甄試引導注意事項網站。 
10. 19 個學系完成 109 學年度尺規初評與審查作業。 

(四) 學院、系所增設及調整案 
1. 自 109 學年度起 

(1) 系所整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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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班次整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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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班次整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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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10 學年度申請(報部核備中) 

(1) 班次更名：「教育學系測驗統計碩士班」申請更名為「教育數位評量與數

據分析碩士班」。 
(2) 班次更名：「國文學系碩士班」申請更名為「國語文教學與應用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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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停招：「教育學系課程與教學碩士在職專班（澎湖班）」、「環境教育碩士

在職學位學程」等 2 班次申請停招。 
(五) 因應 COVID-19 疫情 

1. 在 109 學年度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博士班、轉學考、進修學士班、大學

個人申請入學甄試等招生試務，配合規劃並執行防疫措施。 
2. 109 學年度大學指考試務工作與國立新營高中共同規劃並執行防疫措施。 
3. 108 年度因應疫情各高中均取消高中博覽會、參訪等群聚活動，但教師透過

自主管理仍持續參加各高中模擬面試及甄試講座等活動。 
4.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嚴峻，教育部為協助在境外就學之本國籍學生，

規劃「大專校院辦理境外臺生因應疫情返臺就學銜接專案計畫」，本校配合辦

理「109 學年度招收境外就學具中華民國國籍之學生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

炎疫情返臺就學銜接專案入學招生」事宜。 
研究生教務組 
(一) 規章修訂 

1.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務會議修正通過本校「研究生學位考試辦法」(108.11.6)，
並經教育部 108.12.31 臺教高(二)字第 1080185025 號函備查。 

2.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務會議修正通過本校「碩博士班研究生選課辦法」、

「學術倫理課程實施要點」(108.11.6)。 
3.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務會議修正通過本校「博士班章程」、「學生修讀輔系

辦法」(109.5.6)，並經教育部 109.7.9 臺教高(二)字第 1090074986 號函備查。 
4.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務會議修正通過本校「研究生學位論文考試作業要點」

(109.5.6)。 
(二) 建置學位論文專業檢核機制，確保學生學位論文品質  

1. 學位論文之專業符合情形列入口試考核項目、系所須將研究生學位論文之專

業符合情形列表提送學院核定。 
2. 研究生學位論文涉及專業不符合遭檢舉時，將送學術倫理審議委員會審核。 
3. 列入績優系所及教師評鑑之項目。 

(三) 提昇學術倫理 
1. 持續租用論文比對系統（Turnitin），109 年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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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2 場(108.12.18、12.25)；

第 2 學期，1 場(109.6.10)。 
3. 提醒研究生除學術倫理外，也須注意研究倫理規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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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生學籍工作管理 

1. 寄發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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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 8 月)。 
2. 製發新生學生證(108 年 8-9 月)。 
3. 108 學年度第 1、2 學期開學學生註冊程序審核(108 年 8-9 月、109 年 2 月)。 
4. 108 學年度新生之學分抵免事宜(108 年 9 月)。 
5. 108 學年度第 1、2 學期休退學生學雜費退費(108 年 10-12 月、109 年 4-5 月)。 
6. 填報高等教育校務資料庫統計報表：10810 期(108 年 10 月)、10903 期(109 年

– 13 –



3 月)。 
7. 寄發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研究生成績單(109 年 1 月)。 
8.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畢業證書印製及研究生畢業離校事宜(109 年 1-2 月)。 
9.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預計畢業研究生名單擬定(109 年 6 月)。 
10.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畢業證書印製及研究生畢業離校事宜(109 年 6-7 月)。 
11. 寄發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研究生成績單(109 年 7 月)。 

(五) 課務工作 
1. 協助各系所研究所課程線上建課(108 年 8 月及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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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 9 月)、第 2 學期

(109 年 2 月)。 
(六) 因應 COVID-19 疫情 

1. 註冊程序：因疫情而無法註冊者，可於開學第二週結束前申請延緩繳費。 
2. 課程修習彈性化：教務處以密件通知授課教師因疫情無法返校的學生名單，

由授課老師決定彈性修課及成績考核方式。 
3. 辦理休學：因疫情申請休學者，本次休學得不計入休學次數及休學年限，本

校得退回相關學雜費用，不受退費時間點限制。 
4. 放寬退學規定：碩博士生若因疫情致使學位考試不及格，該次學位考試不計，

並審酌學生身心狀況規劃補救措施。 
5. 延長修業年限：因疫情而影響論文撰寫，研究生可專簽延長修業年限。 
6. 彈性採用視訊口試：因疫情無法到校進行論文口試，可專簽以視訊口試方式

進行，目前以此方式完成口試者 5 人。 
7. 協助畢業離校程序：無法返台辦理畢業離校之研究生，由研究生教務組與系

所合作，協助畢業論文上傳、畢業檔案核章、離校系統程序及畢業證書寄送

等作業，提供學生必要之協助，目前完成人數 6 人。 
進修推廣組 
(一) 規章修訂：108 年度第 2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修正碩士在職專班及進修學

士班經費收支編列原則（108.10.21）。 
(二) 各項計畫案： 

1. 教育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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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國民小學教師加註輔導專長學分班、加註自然專長 4 學分班。 
3. 教育部 108 年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在職進修專長增能學分班 2 班次。 
4. 教育部 108 學年度「樂齡大學」專案計畫 3 班次。 
5. 勞動部產業人才投資計畫案：RWD 響應式網頁設計班、人工智慧原理與應用

班、越南語基礎班及進階班各 2 班、企業講師教學職能訓練班、大數據之分析

與應用班、office 文書處理與簡報應用班等計 9 班。 
(三) 六大類別領域課程： 

1. 學分進修課程：藝術治療概論 3 學分班、藝術治療創作活動設計理論與媒材

探索 2 學分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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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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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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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皂花藝術職能師資培訓班。 
(7) 國際禮儀公共關係管理師證照輔導班。 
(8) 國小教師資格檢定考試衝刺班。 
(9) CBM 嬰幼兒按摩教保及托育人員檢定班。 
(10) BSS 嬰幼兒音樂手語初階教保及托育人員檢定班。 
(11) 嬰幼兒動能知覺瑜珈與知覺動作遊戲教保及托育人員檢定班。 

3. 樂齡學習：108 學年度「樂齡大學」初階班、進階班及高階班各 1 班。 
4. 師資培訓：國中教師進修第二專長學分班（輔導活動、表演藝術）、國民小學

教師加註輔導專長學分班、加註自然專長 4 學分班、教師專長增能學分班（海

洋教育、多元文化教育、多元文化學分班）、華德福教育推廣課程。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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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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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令營。 
(10) 和諧粉彩-FUN 心玩粉彩。 
(11) 天然植物染髮。 
(12) 療癒書法保健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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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幻戲法-動畫

夏令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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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飛針繡初階班。 
(17) office 文書處理與簡報應用班。 

6. 產投課程：RWD 響應式網頁設計班、人工智慧原理與應用班、越南語基礎班

及進階班各 2 班、企業講師教學職能訓練班、大數據之分析與應用班、office
文書處理與簡報應用班等計 9 班。 

(四) 承辦 108-109 年度全國幼教專班教學演示能力檢測工作 
1. 108 年度全國幼教專班教學演示能力檢測工作：第一階段線上報名(108.9.16-

9.23)、第二階段寄送資料(108.10.18-12.9)、成績公佈(109.1.15)。 
2. 109 年度全國幼教專班教學演示能力檢測工作：召開幼教專班教學演示能力檢

測第一次聯合招生委員會(109.4.10)訂定辦理時程。 
(五) 其他例行業務 

1. 碩士在職專班與教學碩士班各項繳費單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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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進修推廣教育課程各班別經費編列、收入入帳、核銷與結報。 
3. 辦理學分證明、結業證書、研習證書等。 

數位影音學習組 
(一) 規章修訂 

1. 教務處處務會議提案：本組保有個人資料檔案之保存年限(109.2.13)。 
2. 108-2 學期教務會議提案修正本校「遠距教學實施要點」(109.5.6)。 

(二) 協助開設磨課師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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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音樂學系侯志正老師「和聲學(二)變化合弦理論與寫作實務」(108.10.7-

108.12.13)。 
2. 國語文學系陳昭吟老師「繪本藝術賞析(2020 春季班)」(109.3.16-109.4.24)。 
3. 應用數學系黃印良老師「普通數學(2020 春季班)」(109.4.20-109.5.20)。 
4. 戲劇創作與應用學系王婉容老師「應用戲劇編創專題」(109.4.28-109.6.2)。 
5. 教育學系黃彥文老師「課程發展與設計(校本課程篇)」(109.5.20-109.6.24)。 

(三) 遠距課程 
1. 申請 108-1 學期 3 門 4 班遠距課程及 108-2 學期 3 門 5 班遠距課程之教材編

輯費、教學助理費補助。 
2. 辦理 109 年第 1 梯次數位學習課程認證(109.2.1-3.2)。 
3. 彙整 108-1 學期遠距教學推動委員會會議資料，含 108-2 學期開課資料及 107-

2 學期遠距課程教師自評、行政支援單位自評資料。 
4. 於校課程會議提案(108.10.23、109.6.3)： 

(1) 108-2 學期開設遠距課程共 4 門 7 班(實際開課 3 門 5 班)。 
(2) 108-2 開設磨課師課程共 3 門。 
(3) 109-1 開設遠距課程共 3 門 4 班。 
(4) 109-1 開設磨課師課程共 2 門。 
(5) 108-2 開設磨課師課程-戲劇創作與應用學系「應用戲劇編創專題」追認。 

5. 辦理教育部 109 年第 2 梯次數位學習課程認證作業(109.7.1-7.31)：108-2 新興

教學科技議題研究(教育學系吳純萍老師)。 
(四) 執行高教深耕計畫相關活動 

1. 說明會、研習 
(1) 108-1 學期辦理數位教學相關研習，並上傳成果表單，分享影音資料：線

上課程經營(108.9.9)、遠距助教的職能(108.9.25)、數位認證指標的規準

與實例示範(108.9.30)、Moodle 平台教學技巧與進階擴充可能(108.10.7)、
數位教材製作(108.10.21)、磨課師課程之規畫、錄製、與後製(108.10.28)、
數位教材製作─EverCam 及 EverCam  Point(108.11.11)、遠距與實體教

學的同異與轉化 (108.11.18)、數位影片剪輯─威力導演 (108.11.25)、
JoinNet 線上即時通訊軟體操作 (108.12.2)、遠距課程與教學設計

(108.12.9)、線上學習的趨勢與創新做法 (108.12.16)、學習任務設計

(108.12.23)、AR/VR 在教學上的運用(109.1.7)。 
(2) 108-2 學期辦理研習，上傳成果表單及後製影音資料：線上同步教學的準

備與後製(109.3.18)、數位 E 生線上非同步研習(109.4.3-4.9)、數位 E 生

的數位教材製作進階研習(同步線上研習)(109.4.14)、線上學習的趨勢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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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做法(109.4.29)、資訊科技融入教學之應用歷程分享(109.5.1)、融入

線上討論於課堂教學之經驗分享(109.5.6)、微學習時代-逆向課程設計篇

(109.5.20)。 
(3) 辦理「數位教學 easy go」說明會，說明核心概念影片與遠距教學的徵件，

以及數位影音學習組能提供的專業教材製作服務，辦理「109 年度補助

教師拍攝教學核心概念影片」徵件作業。 
2. 在 YouTube 網站建置「國立臺南大學 TnTED 數位學習講堂」系列頻道，分享

校內師生教學與學習核心概念影音資料(10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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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照片上傳「活動剪影」網

頁(108.9.9)。 
2. 參與校況簡介宣傳影片製作會議，並彙整近一年拍攝全校重大活動的影音素

材提供予校況簡介製作小組，協助完成影片製作(108.10.1)。 
3. 協助拍攝「多鏡同錄系統」研習，並進行影片後製及上傳 YouTube 平臺分享

(108.9.5、108.9.18、109.3.11)。 
4. 拍攝本校 121 週年校慶燃點聖火儀典、121 週年校慶揭幕開鑼儀典，並將活動

照片上傳活動剪影網頁(108.12.2)。 
5. 拍攝本校 121 週年校慶運動會開幕典禮、121 週年校慶運動會、捐款教室冠名

揭幕、校慶園遊會、校慶茶會暨第 32 屆傑出校友頒獎典禮、校慶運動會閉幕

典禮活動過程(108.12.14-12.15)。 
6. 協助拍攝 109 年春節團拜活動過程，活動照片上傳「活動剪影」網站，並將影

片後製提供主辦單位留存(109.1.15)。 
7. 拍攝師長與 109 級畢業得獎學生合影團體照(109.6.3)。 
8. 拍攝 109 級畢業典禮及鳴鐘儀式活動過程(109.6.7)。 
9. 協助教學業務組拍攝「利用課程地圖系統撰寫教學品保手冊及進行校務研究

分析」研習活動過程(109.6.29)。 
(六) 一般行政業務 

1. 提供錄音室及技術支援，協助戲劇創作與應用學系拍攝 111 級口述歷史劇場

錄音。 
2. 提供設備及技術支援，協助英語學系測試畢業公演活動影音直播。 

(七) 因應 COVID-19 疫情 
1. 防疫遠距授課相關業務： 

(1) 規劃本校每位專兼任教師均需具備資格，以取得同步與非同步遠距教學

能力，並辦理相關事宜(109.4.1)。 
(2) 因應防疫遠距授課加開 3 場研習：線上同步與非同步的教學研習

(109.3.23、3.25)、線上同步教學的小幫手研習(109.4.15)。 
(3) 全校型大規模演練計畫：109 年 4 月 13 日至 4 月 25 日請教師利用課堂

進行線上同步教學演練，與學生共同模擬因應停課之遠距授課方式。 
(4) 諮詢管道：數位 E 生於演練期間輪值，提供線上會議軟體、同步和非同

步軟體運用及 Moodle 平臺課程建置等協助及諮詢。 
(5) 設備提供及借用：提供器材（攝影機、webcam、腳架等）借用及使用教

學，耳機麥克風、Evercam 軟體序號提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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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增置設備：增購攝影機、數位教材錄製軟體、耳機麥克風及相關設備，

以支援全校教師進行同步或非同步線上教學及相關演練計畫。 
2. 依教育部「各級學校集會活動辦理及校園防疫措施」，協助通識教育中心大班

(100 人以上)課程，進行線上直播分班上課(109.3.31-6.9)。 
3. 因應疫情，協助教育學系陸生進行線上論文視訊口試技術支援(109.2.21)。 
4. 協助教育學系博士班學生進行論文計畫線上視訊口試技術支援，並協助全程

錄影(109.3.12、3.17)。 
5. 協助教務會議視訊設備架設及視訊會議進行(109.5.6)。 
6. 提供設備及技術支援，協助應用數學系澳門碩士生以同步視訊進行論文口試

(109.6.23)。 
7. 提供攝影器材、攝影棚等設備及數位 E 生人力，支援國語文學系辦理「好萌

網紅研習營」(109.7.7-7.8)。 
8. 提供教育學系黃秀霜老師教學團隊進行線上直播會議技術及設備支援協助。 

 教學與學習發展中心 
(一) 規章修訂 

1. 108-1 學期 
(1) 108 學年度第 3 次行政會議修正本校「教師教學創新獎勵實施要點」、「補

救教學實施要點」、「校外專業實習實施要點」、「校外專業實習委員會設

置要點」(108.12.11)。 
(2) 教務處第 4 次處務會議修正本校「補助學生辦理自主合作學習團體實施

要點」、廢止「補助學生辦理讀書會要點」(109.1.9)。 
2. 108-2 學期 

(1) 教務處第 1 次處務會議修正本校「補助校外專業實習課程實施要點」

(109.2.13)。 
(2) 108 學年度第 6 次行政會議訂定本校「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教師教學諮詢

實施要點」、修正「高教深耕公共性學生全方位輔導機制實施要點」

(109.3.18)。 
(3) 108 學年度第 7 次行政會議修正本校「教師教學創新獎勵實施要點」

(109.4.22)。 
(4)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追認本校「教師評鑑相關評分標準

表」(109.5.13)。 
(二) 提升教學品質 

1. 辦理教師教學創新能力成長研習，共 17 場次：PBL 教學實務(108.8.19)、跨領

域教學怎麼教(108.9.18)、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成果發表會(108.10.2)、大學教師

學術發展：從「教學實踐研究計畫」談起(108.10.9)、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撰寫

技巧工作坊(108.11.21)、師生共學社群成果分享(108.9.25、109.3.25)、教師專

業社群成果分享(108.10.2、109.3.11)、社會實踐研究成果分享(108.10.9、
109.3.18)、教學型研究成果分享 (108.10.16、109.3.4)、設計思考工作坊

(109.2.26)、跨領域教學工作坊(109.2.26)、土壤教學心法(109.3.20)及教學創新

與實踐(109.6.25)。 
2. 教育部 108 學年度教學實踐研究計畫，9 名教師共獲補助 2,127,000 元。 
3.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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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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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08 學年度共 43 名教師接受評鑑（含 3 名新進教師），40 名教師(含 3 名新進

教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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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 學期共 6 名教

師 6 門課教學評量未達 3.5 分，經一學期之輔導，6 名教師 6 門課於 108-2 學

期超過 3.5 分；108-2 學期共 7 名教師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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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 學期總預警 650 次，需紀錄關懷 96 筆，導師關懷紀錄填

報率 93.75%；108-2 學期總預警 621 次，需紀錄關懷 114 筆，導師關懷紀錄

填報率 99.12%。 
2. 配合教務處及研發處彙報教育部高教司第 1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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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學年度補救教學申請補助：第 1 學期補助 36 案、第 2 學期補助 46 案。 
4. 推動 108 學年度「學生學習經驗暨行政滿意度調查問卷」各系所填報作業，

填報期程 109.5.1 至 5.31，全校共填答 2,624 筆。 
5. 執行本校「高等教育深耕計畫」主冊子計畫 B7「韌性學習 開創未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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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就學協助機制，

有效促進社會流動」第二部分--強化「各校整體經濟不利學生輔導機制」： 
(1) 執行：擔任高教公共性教學助理及課業增能助理、接受課業增能輔導、

參加自學團體等學習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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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深耕公共性學生輔導申請補助說明會」

(108.9.18、109.3.18)，於學期中辦理 19 場次之入班宣導。 
7. 核定補助「校外實習課程」：第 1 學期 8 案、第 2 學期 2 案。 
8. 核定補助「院、系(所)至業界實習參訪」：第 1 學期 6 案、第 2 學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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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案。 
10. 補助學生辦理自主合作學習團體 

(1) 第 1 學期核定合作學習團體 38 組、讀書會 21 組，第 2 學期核定自主合

作學習團體 52 組。 
(2) 辦理「學生自主合作學習團體成果發表會-口頭報告競賽及成果海報票選

頒獎」(108.12.18、109.6.17)。 
11. 學生學習系列講座，共 12 場： 

(1) 第 1 學期：主題【AI 世代的學習】「超乎簡單的 Python 語法 I-VII」微學

分講座課程 7 場(108.10.2、108.10.9、108.10.16、108.10.23、108.10.30、
108.11.6、108.11.13)。 

(2) 第 2 學期：主題【青年學習韌性】「從故鄉出發—青年影像創作者的返鄉

之旅」(109.5.6)；「勇敢面對世界的斜槓精神」(109.5.13)；「縱橫江湖的超

前部署」(109.5.20)；「轉折人生-從生醫博士走向生醫商業創業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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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5.27)；「學習的價值？跨領域和斜槓？」(109.5.29)。 
12. 執行本中心校務研究(IR)議題分析與撰寫報告：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已完成校

務研究(IR)第四冊《提升高教公共性：完善就學協助》中的課業輔導議題三至

六。第 2 學期繼續撰寫分析校務研究(IR)第五冊中教學創新與學習成效議題

一至三。 
13. 維護本校學生學習電子歷程平台。 

肆、年度創新工作 

教務長室 
(一) 推動高教深耕計畫，第一階段（107-108）年度成效良好，109 年度續獲教育部

補助 5,100 萬元。 
(二) 補助教師教學型研究計畫，23 件，金額 34 萬元。 
(三) 補助教師成立教師專業社群，27 件，金額 40 萬元。 
(四) 補助教師開設社會實踐課程，33 件，金額 71 萬 5,000 元。 
(五) 補助師生共學社群，76 件，金額 76 萬元。 
(六) 鼓勵教師進行校務議題研究，6 件，金額 19 萬元。 
(七) 補助教師指導學生參加校外競賽，36 件，金額 57 萬元。 
(八) 舉辦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學生課程與教學創新提案競賽，共 2 件，獎金 16,000 元。 
(九) 舉辦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Logo 徵稿活動，徵得 23 件作品，計 8 個獎項，獎金

34,000 元。 
(十) 舉辦高等教育深耕計畫中正廣場空間美化設計徵稿活動，徵得 16 件作品，計 7

個獎項，獎金 85,000 元。 
教學業務組 
(一) 補助系所辦理證照輔導課程，1 門，金額 2 萬元。 
(二) 補助系所辦理業界師資協同合作課程，12 門，金額 7 萬元。 
(三) 補助教師辦理課程成果發表會，42 門，金額 21 萬元。 
(四) 為響應無紙化及簡化學生申請程序，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試辦棄選作業網路申

請，試行期間網路及紙本並行，將於 109 學年度起全面採網路申請。 
(五) 運用 UCAN 平台功能建置本校 QICC 課程地圖系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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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置多鏡同錄系統，方便課程錄製直播。 
學籍成績組 
(一) 於新生入學專區新設立 109 學年度新生報到狀況查詢專區，提供新生、新生家

長、系辦同仁及系主任均可即時掌握報到情形，以期增加各學系報到率。 
(二) 108 學年度申請輔系學生共 41 人，較 107 學年度增加 19 人，增幅達 86%。 
(三) 因應 107 學年度以後入學之大學部學生均須修讀學術倫理課程，完成本課程後，

中文成績單上已標註「通過本校學術倫理課程」。 
企劃組 
(一) 108 學年度引導 19 個學系執行大學招生專業化發展計畫，並辦理多場研習與培

訓課程，協助學系制定評量尺規執行大學個人申請專業化審查，並取消不必要

之面試流程，提升選才準確性與報到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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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因應 12 年國教與 111 學年度考招制度變革，提供本校教師認識高中端教學之現

況，並為 111 學年度招生策略預作規劃因應。 
(三) 開發個人申請評分差分檢核系統，並彙整高中在校成績數據化及甄試準備引導

注意事項網站，輔助學生報考本校並協助聚焦學系選才重點。 
(四) 規劃推動 110 學年度特殊選才招生管道，並鼓勵 5 個學系參加，制定相關招生

策略，提升招生選才多元性。 
(五) 滾動修正試務辦理標準作業流程，秉持公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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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108 學年度轉學考增加進修學士班轉學考試，以提升進修學士班招生狀況。 
(七) 本校 108 學年度各項自辦招生考試擴大補助範圍，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考生

均免繳報名費用，並補助經濟不利學生應考之交通及住宿費用，減輕其負擔以

提升報考意願，落實大學扶弱助學之教育責任。 
(八) 透過校務研究(IR)，擬定招生宣傳策略，據以規劃各項招生宣傳任務，利用重點

網站及社群媒體、大學博覽會、高中入班等進行宣傳，提高本校網路形象及辦

學特色之招生資訊曝光率。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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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學系尺規說明及

高中端諮詢等各項服務，並爭取入班宣傳機會；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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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招生成效。 
研究生教務組 
(一) 確保學生學位論文品質，建置學位論文之專業檢核機制，請各系所檢核 105、

106、107 學年度博碩士畢業生之學位論文是否符合專業領域，結果均符合。 
(二) 修訂本校「研究生學位論文考試作業要點」，請各系配合於研究生論文口試申請

表及口試評分表增列「學位論文是否符合專業領域」項目。各系於每學年結束

後 2 週內須完成該學年研究生學位論文之審核。 
(三) 修訂本校「博士班章程」，新增博士生因特殊原因可申請延長修業年限至多 2 年，

以利特殊原因(工作、生病或照顧家人等)之博士生可延長修業年限，順利完成學

業。 
(四) 修訂本校「學生修讀輔系辦法」，比照其他大學作法，修讀碩士學位或博士學位

之學生，得修讀本校同級或向下一級輔科（系、所、學位學程），不另授予學位，

讓研究生修習更具彈性。 
(五) 積極委請各系所鼓勵 107 學年畢業之博碩士校友申請「臺灣教育大學系統第六

屆優良博碩士學位論文獎助」，本屆有 15 位校友提出申請，共 5 位碩士生獲獎，

成績斐然。 
(六) 因應新冠肺炎疫情，108-2 學期 Turnitin 論文比對系統使用說明會改採線上課程

方式，由智泉公司使用 Cisco Webex 視訊會議軟體進行線上教育訓練，學生反

應普遍良好。 
進修推廣組 
(一) 申請勞動部 108 年下半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案、108 年度政策性產業人才投資

計畫及 109 年上半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案，獲補助 9 門課程。 
(二) 持續更新本校推廣教育資訊網，增加訓練班別評估報告及簽核作業、推廣組各

項會議上傳、各申辦計畫、成果等上傳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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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108 學年度樂齡大學申辦三班，含初階班、進階班及高階班（首次辦理高階班）。 
(四) 109 年度申請 TTQS 人才發展品質管理系統評核（109.7.22）。 
數位影音學習組 
(一) 協助推動防疫遠距課程相關業務，並建立線上教學資源網。 
(二) 提供設備及技術支援，協助各系所境外碩、博士生以同步視訊進行論文口試。 
教學與學習發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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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名及銅質獎 10 名。 
(二) 增訂本校「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教師教學諮詢實施要點」，以促進教師教學經驗交

流與知能成長，並精進教學專業素養。 

伍、年度榮譽事蹟 

獲教育部 109年度高等教育深耕計畫補助，經費 5,100萬元(期程：109.1.1-109.12.31)。 
108 學年度系所品質保證認可，參與品保認可之 21 個系所全數通過認證。 
108 學年度教學實踐研究計畫補助案，共 9 名教師獲教育部補助 2,127,000 元。 
108 年度第 2 梯次數位學習課程認證審查結果，通過認證(有效期限自 109 年 2 月至

114 年 1 月)有： 
(一) 「數學軟體應用」(黃印良老師)。 
(二) 「互動設計與數位藝術」(林豪鏘老師)。 
(三) 「課程與教學導論」(黃彥文老師)。 
109年度第1梯次數位學習課程認證審查結果，通過認證(有效期限自109年7月至114
年6月)有： 
(一) 「商業大數據思考與分析」(葉耕榕老師)。 
(二) 「課程發展與設計」(黃彥文老師)。 
(三) 平臺功能檢核審查結果為「A +」，有效期限 2 年。 
與電子計算機中心共同通過 108 年 11 月新版教育體系個人資料管理規範(PIMS)第 2
年追查稽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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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工程計畫」補助，經費 3,000 萬元(期程：107.3.31-109.12.31)。 
獲教育部補助計畫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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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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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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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108 年度第 2 學期「數位人文社會科學教學創新計畫」。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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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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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度「國民小學教師加註自然專長 4 學分班」臺南班一班計畫

(期程：109.7.1-109.12.31)。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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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年度「國民小學教師加註輔導專長學分班」計畫(期程：109.7.15-11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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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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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辦理教育部「樂齡大學計畫」，含初階班、進階班、高階班各一班(期程：108.8.1-

109.7.31)。 
(十) 教育部「協助大專校院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影響衝擊補助」計畫(期程：

109.1.15-110.6.30)。 

陸、高教深耕計畫辦公室(108 年度各子計畫成果紀要) 

 主軸 A－IR 品保、教學卓越 

A-1 學輔進路、相輔相成 
(一) 盤整驗證全校課程數共 6,502 門，完成 131 門課程「學習成效預測模組」及 15

學系「選課推薦模組」之建置。 
(二) 自行開發「學習成效預測模組」與「就業導引預測模組」結合 UCAN 平台問卷，

完備本校 QICC(教學課程及職涯輔導品保)系統。 

A-2 教能提升、教保卓越 
(一) 共 23 系 125 門課程申請課程外審，以強化課程架構與內容。 
(二) 完善學習輔導及預警制度/學習落後學生參與差異化學習輔導之比率，107-2 學

期比率為 76%，108-1 學期比率為 80%。 
(三) 經由系所課程、院級課程與校級課程審查通過之課程比例達 94.8%。 
(四) 為強化學生自主學習能力，獎勵學生成立讀書會，共成立 111 組學生讀書會(含

合作學習團體)。 
(五) 108 年度系所評鑑全數通過。 

 主軸 B－學習扎根、希望躍升 

B-1 程式解碼、科技躍升 
(一) 建置與優化校內資訊檢定平台，108 年度參與學生增加至 220 位，呈倍數增加，

且通過率提升至 77.73%。 
(二) 108 年度開設運算思維課程 4 門、微學分課程 4 門、資創學堂課程 3 門、程式夏

令營 2 梯次、職能研習 1 場、12 場大腦與 AI 學習系列講座課程，參與達 1,374
人次。 

(三) 培育資訊 E 生共 8 名，經招募培訓後入班服務程式課程，協助教師創新教學活

動，課程回饋平均為 4.2。 

B-2 悅讀樂寫、溝通有力 
(一) 參與「教育部 107-2 語文素養全國性檢測」，本校大一學生在中文閱讀與書寫的

課程培育後，及格率為 90.4%。 
(二) 舉辦 16 場簡報研習，結合口語表達檢定，培養學生以 3~5 分鐘為基準，表達出

核心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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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舉行閱讀與寫作 9 場研習，使每位修習中文閱讀與書寫之學生均能與專家學者

或作家有一次以上的研習互動機會。 
(四) 舉辦 2 屆計畫簡報競賽，各選出 10 件優良作品(共 20 件)，提升多元跨域的表達

力及重視思辨、口語與符號表達、創意與設計等能力。 
(五) 舉辦跨校性、跨學制的「青春書寫文藝營」，並舉行「好萌文學獎」，由作家講評

及頒獎，讓學生文筆更臻完熟。 

B-3 品格陶塑、幸福培力 
(一) 辦理 4 場「微翻轉遊戲-安全幸福系統」專題講座及工作坊、2 場體驗活動，參

與人數共 270 人，學生之正向回饋比例達 80%以上。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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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共 192 人次參與，整體滿意度達 85%以上。 
(三) 「三導善導制度」對學生進行跨單位合作輔導；完成 29 場班級輔導活動宣導，

輔導紀錄登錄達 100%，學生對雙導師輔導滿意度達 4.22 分。 
(四) 進行 4 次「社區及偏鄉關懷服務｣，共 48 名同學參與，服務 438 人次；另辦理

5 場培訓課程，增進學生專業知能與服務品質。 
(五) 師資生利用暑假期間分別至臺南市七股區大文國小及白河區仙草國小舉辦科學

主題式營隊，參與營隊人數共達 85 人。 
(六) 「惜福感恩，回饋社會」：1.提供經濟弱勢學生助學金，協助中小學生課輔活動，

共 154 人次參與；2.辦理感恩分享活動，共 67 人次參與；3.辦理生命教育講座，

共 116 人次參與。 

B-4 跨域學習、多元展能 
(一) 開設「現代管理」、「閱讀賞析」、「英文溝通與閱讀」、「藝術與美感」、「綠色科技

與環境永續」及「創新與創意」等 6 個跨領域微學程，共開設 45 門課，修課學

生達 2,653 人次。 
(二) 開設幸福感教學相關課程 5 門，以提升學生的學習動力與信心，課程滿意度平

均為 4.1。 
(三) 開設自然加註專長課程，協助師資生取得勝任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教學所需專

業知能，修習學生人數為 118 人。 

B-5 逆勢飛翔、展翅上騰 
(一) 開設各系基礎核心補救教學課程 63 門，申請參加學生共 1,148 人次，總及格率

達 80%以上。 
(二) 教學助理(含補救教學助理)共 314 人，共同協助教師提升課程教學品質；透過計

畫經費挹注，廣聘經濟弱勢學生擔任教學助理，共補助 59 人(365 人次)。 
(三) 辦理大腦與 AI 學習系列講座課程，降低各領域初學者程式設計門檻，經濟弱勢

學生共 200 人次參與。 
(四) 辦理 2 場合作學習團體及讀書會之申請說明會，共 68 人次參與；補助學生合作

學習團體 111 組，共 880 人次參與；舉辦 2 場合作學習團體成果發表會，共 206
人次參與；合計補助經濟弱勢學生 132 人(245 人次)。 

(五) 本校國民小學教學實習與幼教教學實習課程共 10 門，修課學生 304 人；補助各

系所開設校外專業實習課程共 13 門，287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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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補助各系所辦理業界參訪共 16 場，469 人參與，整體滿意度 4.9；補助業界實習

專題講座、經驗交流座談會共 30 場，總參加達 1,195 人次；整體滿意度 4.98。 

 主軸 C－教創滿點、教專精進 

C-1 嶄新教學 傳承開創 
(一) 補助辦理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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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辦理 15 場教師創新系列講座，共 437 人參與，整體滿意度達 4.3。 
(三) 辦理 3 場教學創新暨績優教師遴選，選出 24 名教學創新暨績優教師，並擔任教

學創新種子教師。 
(四) 透過「社會實踐課程」，協助社區活化及永續發展，計補助 14 門課程，共 265 名

學生參與。 
(五) 補助「師生共學社群」39 案，共 391 名校內外師生參與。 
(六) 補助「教師專業社群」11 案，激發教師學術研發能量。 
(七) 補助「教師進行教學型研究」9 案，鼓勵教師精進與研究創新。 
(八) 17 位教師獲得「教師指導學生參加校外競賽獎勵暨補助」。 

C-2 知識綜整、補弱扶強 
(一) 邀請 114 名業師共同授課，讓學生以做中學的方式學習專業知能與技術，其中

有 11 名教師獲得業界師資協同補助。 
(二) 設置 8 間翻轉學習創新教室，每週平均使用率高達 35%。 
(三) 合作與實作要素融入課程之教學影片，共 19 部，其中 10 部榮獲教學創新獎勵

課程。 
(四) 舉辦 4 場講座及工作坊，引導校內教師對 PBL 與 TBL 教學有更多的瞭解與經

驗交流，共 95 名師生參與，滿意度 4.5。 

C-3 數位影音、行動學習 
(一) 開設 2 門磨課師課程；開設遠距課程共 8 門 11 班，其中 3 門通過教育部數位學

習課程認證。 
(二) 辦理數位影音課程教學相關專業成長研習活動 23 場，建置線上學習課程開發暨

實施所需協作的專業支持系統。 
(三) 辦理 6 場遠距開課教師及助教職能訓練，以建立遠距及磨課師課程助教培訓機

制。 
(四) 上傳「大師講堂」、「博雅講座」等演講影片及非正式課程成果影片計 12 支。 
(五) 各院系錄製核心概念教學影片共 43 支，並上傳本校數位學習網站。 
(六) 建置 2 間多鏡同錄教室，協助教師同步攝錄影，提供學生課後複習之學習資源。 

 主軸 D－寰宇移動、翱翔國際 

D-1 南向悅來、互助互惠 
(一) 共 135 名境外生來校就讀，本校提供全額獎學金補助者共 12 人。 
(二) 製作中英文版境外新生入學手冊，並成立境外新生入學服務隊，協助新生入學

輔導及聯絡相關事宜。 
(三) 開設境外學生華語暑期班、境外生華語班，辦理華語志工服務，使境外生盡速

融入在地文化，計 48 人次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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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辦理境外生書法班 1 班、境外生文化參訪(臺南後壁、善化)2 場，計 48 人參加，

整體滿意度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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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565
人次參與。 

(二) 為提高本校學生英檢通過率，開設多益輔導課程，修課 145 人，英語檢定通過

率達 52%。 

D-3 鳳凰展翅、翱翔國際 
(一) 108 年度學生參與一般國際交流計 685 人次。 
(二) 海外學習補助，提升海外學習的意願與參與度：補助 3 位老師帶領 25 位同學分

別前往馬來西亞吉隆坡、熱帶雨林區、中國進行境外移地教學。 
(三) 108 年度出國交換學生人數為 46 人。 

 主軸 E－智慧職搭、夢想職達 
(一) 辦理 8 場職場聚光燈工作坊，安排業界講師協助學生規劃職涯方向，讓學生定

向未來。 
(二) 辦理職涯諮詢 7 場，協助安排畢業前的職涯準備，滿意度 4.2。 
(三) 辦理 10 場職涯講座，邀請業界人士或校友講解職場趨勢、求職面試技巧等，增

加學生就業力，滿意度 4.2。 
(四) 辦理 A-Leader 國際領導營：The 2019 SDGs X Student Leadership Camp，活動共

二天，71 人參與。 
(五) 辦理 4 場跨域工作坊，於 Robot 自造基地、文創品牌工作坊等培養學生跨域能

力，整體滿意度 4.4。 
(六) 辦理 8 場問題導向課程，邀請各領域業師用專業角度，帶給學生以解決問題為

導向之課程，並讓學生撰寫心得回饋，整體滿意度 4.3。 
(七) 辦理 3 場問題導向參訪，至南科創業基地及高科技人力資源、企業實務等參訪，

達到產學合作，整體滿意度 4.3。 

 主軸 F－跨域整合、產學共榮 

F-1 產業創新、生生不息 
(一) 成立「智慧物聯網」及「ISO 產學服務」2 個產業顧問團，聯合管理學院與理工

學院等師資，輔導超過 50 家廠商，並協助廠商申請政府研發補助計畫(SIIR，
SBIR 等)，通過率 50％。 

(二) 促成產官學具體交流互動，幫助中小企業尋得策略合作夥伴，辦理 2 場交流會，

參與人數達 188 人。 
(三) 辦理 4 門多樣化產業課程，成立業界進修學院，提升產學專業知能舆互動，參

與人數達 127 人。 

F-2 四創達人、渾然天成 
(一) 開設 6 門創意開發課程，修課人數共 217 人，產出 27 件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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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辦理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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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務之結合，共 198 人次參與。 
(三) 辦理 3 場創新創意工作坊，利用微型創業彈性及育成協助，提升畢業生創業機

會。 
(四) 開設 3 門證照輔導課程，108 年度全校師生取得證照數共達 1,134 張。 

F-3 綠能科技、產學加值 
(一) 環保署委託工研院，委由本校學生研究太陽能電池模組回收，獲得 3 項專利，

並申請教育部 RSC「廢棄太陽能板回收再利用產業鏈製程技術及設備開發」計

畫，在本校育成中心成立連翔綠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 太陽能停車棚作品獲得太陽能廠商茂迪公司產學合作案支持，順利在校內興建

完成 10KW 具太陽能發電功能之機車停車棚，並將產生之電力供應校內師生使

用，每月約可產生 1000 度電力。 
(三) 參加太陽能領域國際型競賽，獲得發明類社會組 1 金 2 銅。 

 主軸 G－傳承實踐、在地創生 

G-1 青社共創、遊趣灣裡 
(一) 開設 5 門社區導入課程，參與師生 57 人次，共產出 23 件課程成果，包含環境

教育教案、導覽解說範例、創作推廣地方文化特色之作品等。 
(二) 與臺南市南區區公所合作辦理活動及社區營造計畫，增能研習共 5 項 13 場、社

區相關活動共 6 項 21 場。 
(三) 與臺南市南區區公所合作，以在地職人的職涯訪談和工作紀錄為主軸，產出影

像紀錄 1 部、解說折頁 6 式，協助辦理體驗活動 20 場次，並舉辦南區技藝職人

調查成果發表會。社區組織平均滿意度 4.6 分。 
(四) 出版學生創作社區文化繪本，並致贈臺南市南區三所國小學童，做為鄉土教材

讀物。 

G-2 探索南瀛、同創多贏 
(一) 開設院核心必修「臺南學概論」課程，並發展出遠距課程，產出專題作品 40 件、

主題式數位課程剪輯精華共 6 部，並採多元評量方式如拍攝微電影等形式，以

彰顯學生跨域學習的成效。 
(二) 為推廣在地學研究，將臺南學術研究整理編輯成《永康區開天宮志》及《南臺灣

鄭氏時期人物祀神》2 本專書出版，寄送全國 238 所國家圖書館、公私立大專校

院、臺南市高中職及臺南市國中等。 
(三) 為提升學生及社會大眾對臺南在地文史知識能力，辦理 3 場全國性學術研討會、

講座及導覽活動，參與人數達 338 人，滿意度 4.2 分。 

G-3 保護水源、守護健康 
(一) 輔導學生參加大仁科技大學高效能液相層析儀教育訓練與實務操作班、成功大

學微奈米科技研究中心光學非破壞分析課程、微塑膠粒 FTIR 鑑定與分析技能培

訓，共培訓 25 人次，提升新興污染物檢測技術基本知識與素養。 
(二) 辦理生技產業核心技術人才培育播種計畫，包括：生技產業核心技術、無人機

基礎訓練與資料解析、環境污染物生物及化學檢測技術，共培訓 16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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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實施移地教學「新興污染物檢測理論與實務」課程，與安徽師範大學共同研發

有機汙染物免疫分析試劑。 

G-4 美感跨域、藝術創生 
(一) 學生 開發創意編劇「那些煙花燦爛的歲月」及「星星少年」劇本，分別於水交

社文化園區及臺南少年觀護所進行戲劇展演，共演出 8 場，593 人參與。 
(二) 辦理藝術偏鄉巡演音樂會，至高雄市田寮區新興國小及臺南市左鎮區光榮國小

進行 2 場演出，參加人數 198 人，滿意度達 4.8 分。 
(三) 連結藝術產業與人才管道，辦理「劇場燈光技術基礎與實務」培訓課程，參與人

數 32 人。 
(四) 舉辦「水交社 印．象 版畫展」，於臺南市文化局水交社園區，結合課程創新及

深耕社區，共 124 人參與，滿意度達 4.7 分。 
(五) 辦理為期五天的「國際流行音樂營」，拓展學生對流行音樂的認識與視野，提升

古典音樂和流行音樂跨域的連結，銜接未來就業市場，共 80 人參與，滿意度達

4.8 分。 
(六) 辦理「匈牙利帝國遠征隊(1869)蒐藏的東亞濕版攝影」及「當代剪紙藝術工作坊

體驗－英國當代藝術家提姆．巴頓( Tim Budden)講座」2 場國際性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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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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學生事務會議(108.12.18、109.06.10)。 
(二) 處務會議(每 3-4 週 1 次)。 
(三) 餐廳管理委員會(108.10.23、109.01.08、109.03.13、109.06.24)。 
(四) 服務學習課程相關會議(108.12.18、109.03.23、109.6.1)。 
(五) 防疫相關會議(109.1.31、109.2.5、109.2.10、109.2.27、109.03.04、109.03.11、

109.04.22、109.04.22、109.06.29)。 
軍訓室 
(一) 軍訓人員專業研討會議(每月 1 次)。 
(二) 校園安全會議(109.05.06)。 
(三) 交通安全委員會議(109.05.06)。 
課外活動指導組 
(一) 121 週年校慶相關會議 

1. 第 1 次、第 2 次工作小組會議(108.09.23、108.11.18)。 
2. 第 1 次、第 2 次籌備委員會議(108.10.14、108.11.25)。 
3. 精進會議(109.01.06)。 

(二) 109 級畢業典禮相關會議 
1. 第 1 次、第 2 次、第 3 次籌備會議(109.04.13、109.05.18、109.05.25)。 
2. 工作檢核會議(109.06.01)。 
3. 精進會議(109.06.22)。 

(三) 開學典禮籌備會議：第 1 學期(108.8.21)。 
(四) 社團長暨系會長會議：第 1 學期(108.09.25、108.11.13、109.01.08)；第 2 學期

(109.03.18、109.05.06、109.06.24)。 
生活輔導組 
(一)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議 

1. 第 1 學期：第 1 次(108.09.10)、第 2 次(109.01.16)。 
2. 第 2 學期：第 1 次(109.04.01)。 

(二) 導師座談會議：第 1 學期(108.09.25)、第 2 學期(109.03.04)。 
(三) 宿舍會議：第 1 學期(108.12.11)、第 2 學期(109.04.29)。 
(四) 班代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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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 1 學期(108.09.11、108.10.16、108.12.11、109.01.08)。 
2. 第 2 學期(109.03.04、109.04.15、109.05.06、109.06.10)。 

衛生保健組 
衛生委員會議：第 1 學期(108.11.06)；第 2 學期(109.05.02，因新冠肺炎疫情改由書

面簽陳方式辦理)。 

參、年度重要工作 

學務長室 
(一) 函報本校遞補學務與輔導人力經費規劃及使用情形。 
(二) 續行高教深耕 108 年度【B3 品格陶塑 幸福培力】及 109 年度【B3 樂在服務 生

命涵化】、【B4 青年領袖 領導創發】計畫，負責各策略彙總、管考、經費控管及

業務窗口。 
(三) 統籌全校防疫經費申請，獲教育部補助 2,295,100 元(教學訓輔：1,295,100 元、

因應防疫經費：1,000,000 元)。 
軍訓室 
(一) 校園安全暨防災教育 

1. 每學期第 1 週為教育部規定之「友善校園」宣導週，以「防制校園霸凌」、

「防制黑幫勢力介入校園」及「防制藥物濫用」為宣導重點(108.09.11、
109.03.02)。 

2. 辦理「學生防身術研習」幫助同學認識身體防衛機能，維護個人人身安全

(108.9.18)。 
3. 辦理「921 國家防災日」演練，全體教職員生於國家防災警報發佈時，進行

「蹲下、掩蔽、穩固」三項防護演練(108.09.20)。 
4. 辦理「危機乍現、靈機應變」公訓增能活動，提升同學危機處理的能力及快

速的反應力(108.12.04)。 
5. 運用 line 社群網路宣導「學生安全教育」，提醒學生人身安全，以｢遠離、通

報、適當防衛｣為原則(109.03.18)。 
6. 運用 line 社群網路宣導「預防詐騙」，了解如何破解詐騙電話、關鍵詞分辨

詐騙手法等(109.05.20)。 
(二) 服務教育：每學期規劃服務教育課程，區分 2 組，時間為每週一、四或二、五，

早上 7:10-8：00，由教官指導及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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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舉辦「賃居股長期初會議」，發送各班賃居資料表校對，宣導訪視重點暨安全

評核工作目標(108.09.25、109.03.18)。 
3. 辦理「賃居安全關懷活動-賃居要小心 居住更安心」講座，透過專業講師說

明，讓校外租屋同學有正確的觀念及知識，以維學生賃居安全(108.10.23)。 
4. 完成本校學務線上辦公室--學生賃居系統「賃居小叮嚀」標語，有效提醒學

生賃居住宿資料填報作業(108.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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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辦理「賃居生座談暨期末賃居股長會議」，各班賃居股長參加（108.12.25、
109.06.10）。 

6. 運用 line 賃居股長群組進行線上「賃居安全」宣導，提供學生校外租屋法律

常識，保障賃居學生合法權益(109.05.20)。 
7. 賃居服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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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助校外賃居學生防制藥物濫用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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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陸軍航勤廠、電訊發展室等單位協助宣導，讓「全民國防教育」走入校

園，落實全民國防教育推展，凝聚國防共識(108.09.17、109.03.12、109.06.04)。 
2. 辦理「全民國防教育--空軍臺南基地 108 年營區開放」校外教學參訪活動

(108.10.19)。 
3. 帶領學生參加教育部「全民國防教育多元活動-谷關山訓體驗營」。(108.11.13-

11.15)。 
4. 輔導本校「大學儲備軍官訓練團」（ROTC）應數四朱瑾璿（陸軍）、生科四顏

禕辰（政戰）、體育三許博宇（政戰）等 3 位同學。 
(六) 防制藥物濫用宣導 

1. 每月第 1 週為「防制學生藥物濫用」宣導週。 
2. 辦理「防制學生藥物濫用--我有我的拒毒 STYLE」宣導海報簽名活動，強化

反毒宣導效果(108.11.20-11.21)。 
3. 辦理「防制學生藥物濫用」大學部各年級導師班級「特定人員調查作業」

(109.03.02)。 
4. 辦理「防制學生藥物濫用」期末反思活動(109.06.24)。 

(七) 交通安全 
1. 公告 6 個月而無人認領之廢棄腳踏車計 314 部，完成廢棄物招標後清理。

(109.01.03)。 
2. 運用 line 社群網路宣導「交通安全」，計有 32 篇宣教文章或影像(109.03.15)。 
3. 辦理 108 學年度交通安全會議(109.05.06)。 
4. 榮譽校區鐵路地下化工程平交道交通管制協調會，有關學生交通安全，除了

網路宣導外，另懸掛布條提醒(109.05.06)。 
5. 軍訓室、總務處及學生代表至慶中街機車停車場討論學生機車停車位最大化

事宜，預估籃球場與排球場中間走道 26 格停車位（單邊），籃球場後方 23 格

停車位，總計約可增加 49 個停車位(109.06.18)。 
(八) 活動支援(親善大使) 

1. 支援臺南市政府擔任「編織幸福、鍾愛臺南」集團婚禮接待引導人員

(108.11.02)。 
2. 支援臺南市政府擔任水利局「竹溪水質淨化場竣工」啓用典禮(108.11.07)。 
3. 「121 週年校慶特訓暨禮儀考核」公訓活動，以培育更積極、親切之親善服

務團隊，使各項活動任務順利進行(108.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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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支援臺南市政府消防局「第六救災救護大隊辦公廳舍新建工程」動土典禮

(108.11.17)。 
5. 辦理高教深耕「春暖花香 獨特芬芳」—香氛入門活動(109.04.17)。 
6. 支援臺南美術館「許武勇紀念展」及「鳳凰花開 蝴蝶飛」活動(109.07.02)。 

課外活動指導組 
(一) 開學典禮：第 1 學期(108.09.09)。 
(二) 校慶：121 週年校慶揭幕暨開鑼儀式(108.12.02)、系列活動(108.12.14-12.15)。 
(三) 畢業典禮:109 級畢業典禮於中山體育館舉行(109.06.07)，為新冠肺炎防疫考量，

分為 
1. 上午場：10:30-教育學院、人文學院、管理學院。 
2. 下午場：14:00-理工學院、環生學院、藝術學院。 

(四) 學生社團服務營隊 
1.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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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心社等 3 個團隊參與。 
2.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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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08 學年度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學生社團海鷗社、康輔社及學務處師培生

服務隊等 3 個團隊參與。 
(五) 學生社團評選及比賽 

1. 海鷗社、愛心社參加教育部「109 年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評選」。 
2. 辦理「108 學年度全校學生社團評選活動」(109.05.20)。 

(六) 輔導學生會辦理活動 
1. 108 學年度社團博覽會暨社團之夜(108.09.03)。 
2. 108 學年度學生自治幹部暨社團負責人研習營(108.09.06-09.07)。 
3. 121 週年校慶園遊會(108.12.14-12.15)。 
4. 冬至送暖--暖暖 der 冬至活動(108.12.20)。 
5. 108 學年度「與校長有約」座談會(108.12.25)。 

(七) 輔導畢聯會辦理活動 
1.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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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級畢業典禮系列活動(109.06.07)。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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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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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09.03-09.04)。 
(二) 班代會報：每學期辦理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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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學年度辦理之各項獎助學措施 

1. 學雜費減免：第 1 學期 414 人、第 2 學期 401 人。 
2. 弱勢助學金：222 人。 
3. 就學貸款：第 1 學期 856 人、第 2 學期 848 人。 
4. 獎助學金：第 1 學期 271 人、第 2 學期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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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 名(弱勢學生)。 
6. 高教深耕展演展翼揚名獎學金：本組負責「揚名」類，計有團體 9 件及個人

7 件。 
7. 教育部學產基金：7 人。 
8. 急難慰助金：13 人。 
9. 攜手點燈品學兼優助學計畫：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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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邀請高雄市女性權益促進會王紫函老師專題演講「情感教育」等性平議題

(108.09.18、109.06.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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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9.02)、文化體驗活動(108.09.05)。 
2. 照料返台境外生居家檢疫生活協助等事宜(109.02.06~02.25)。 
3. 辦理境外生生日會及致贈壽星禮物。 
4. 致贈端午節粽子予境外生(109.06.23)。 
5. 辦理清寒僑生助學金申請及請領作業，共 10 人。 
6. 協助境外生工作證申請，共 87 人次。 

(七) 住宿服務 
1. 109 學年住宿申請及床位分配 

(1) 學生宿舍線上申請登記作業暨宿舍防疫措施及自主量測體溫說明會

(109.03.25)。 
(2) 學生宿舍線上申請電腦亂數抽籤作業(109.04.01)。 
(3) 學生宿舍中籤棄權及第一梯次遞補作業(109.04.13-05.01)。 

2. 宿舍自治幹部選舉 
(1) 109 學年宿舍齋長選舉作業：公告(109.04.20)、完成選舉(109.05.06)。 
(2) 公告當選人名單(109.05.11)及辦理業務交接傳承(109.07.05)。 

3. 宿舍環境 
(1) 召開新世代學生住宿環境提升計畫籌備需求檢討會(108.11.13、109.05.18、

109.06.10)。 
(2) 規劃淑慎樓各樓房型及公共空間調整建議，俾與靜敬齋共享資源及儲備

日後徵用需求(109.03.24)。 
(3) 學生宿舍分批進行夜間不特定日之防災演練(109.06.16、109.06.18)。 
(4) 規劃學生宿舍監視錄影攝影機擴增規格書招標作業(109.07.31)。 

4. 宿舍防疫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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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擬定校園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陸生及港澳生集中管理計畫書

(109.02.05)。 
(2) 辦理寒假期間中港澳生之居家檢疫作業(109.02.07-02.25)。 
(3) 學生宿舍防疫物資經費預估及採購明細(109.02.10)。 
(4) 配合校園管制，學生宿舍設置單一出入口管制動線並宣導各項防疫措施

(109.03.02)。 
(5) 召開因應防疫徵用寰宇齋為備用檢疫宿舍之協調會(109.03.11)。 
(6) 調整靜敬齋及懷遠齋住宿生進出校園動線及線上體溫填報宣導配合事

項(109.04.08、06.22)。 
(7) 完成校外自有獨棟宿舍改建工程，以舊校長公館及退休教師研究處作為

備用防疫場所(109.04.27)。 
衛生保健組 
(一) 健康服務 

1. 各類保險 
(1)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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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年 7 月至 109 年 6 月辦理

理賠 248 件，約 47％為車禍意外事故。 
(2) 108 學年度僑外新生共 22 人加入健保並取得健保卡。 
(3) 辦理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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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學年度新生、轉復學生、境外生之健康檢查，共 1,325 人完成

體檢(108.08.31-09.0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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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8 人參加匿篩。 
(2) 辦理 108 年度教職員工健康檢查，100 位教職員工參加(108.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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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時於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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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9 人次、第 2 學期 201 人次。 
6. 學生看診及內科休息觀察：第 1 學期看診 21 人次、休息觀察 24 人次；第 2

學期看診 12 人次、休息觀察 15 人次。 
7. 支援校慶運動會現場傷病處理及緊急救護，共 27 人扭拉擦挫傷(108.12.14-

12.15)。 
8. 辦理 109-110 學年度學生平安保險採購案(109.04.14)。 
9. 辦理 108 學年度新生體檢承辦醫院採購案(109.05.05)。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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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0 人參加(108.09.03)。 
2. 辦理新生急救教育訓練，共 56 位新生參與(108.10.02)。 
3. 辦理基本救命術研習暨考照，27 位學生參訓並通過考照(108.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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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辦理「趨吉避凶--正確認識和選用食材包裝」專題講座暨體驗活動，共 23 位

學生參加(108.11.27)。 
5. 辦理「體檢報告說明會暨代謝症候群防治」健康講座，共 23 位學生參加

(108.12.25)。 
6. 寒營及暑營授旗現場進行傳染病防治及緊急傷病處理衛教宣導(109.01.08、

06.24)。 
7. 與諮輔系合作辦理「同志家庭親職經驗分享講座」，共 33 位師生參加

(109.04.29)。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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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查孳生源，發現積水容器或積水點均立即

處理，敬請全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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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8.28、

108.09.03、108.10.17、108.10.31、109.0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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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年度新生及教職員工體檢共 1,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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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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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看板等加強宣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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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9.20、109.04.10)。 
5. 餐飲衛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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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校園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工作 

1. 召開「校園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緊急防疫會議」共 6 次(109.01.30、109.02.04、
109.02.12、109.03.26、109.04.01、109.06.17)。 

2. 商請電算中心於本校首頁建置防疫專區，內容涵蓋衛福部與教育部「嚴重特殊

傳染性肺炎專區」、生輔組「防疫管理專區」、教務處「安心就學專區」、輔導

中心「心靈輔導專區」、本組「校園防疫專區」與「雲端健康管理系統」。 
3. 建立「出入境調查表」系統：全校師生於 109 年 1 月 17 日之後至開學前，如

具中港澳(旅遊、探親、過境、轉機)身分者暨所有出境之境外生，請上網填寫。 
4. 透過「雲端健康管理系統」，請 109 年 2 月 7 日之後具有「中港澳旅遊史、出

入境」或「接受自主健康管理、居家檢檢疫/隔離」等身分者填寫；進行每日早

晚體溫與健康狀態填報。 
5. 依教育部指示，針對 109 年 2 月 7 日後入境港澳生須於學生宿舍居家檢疫者，

彈性提供防疫物資，並透過「雲端健康管理系統」之「健康追蹤填報系統」，

每日追蹤個人健康狀態，必要時提供醫療諮詢與健康服務。 
6. 建立「健康關懷問卷」系統，共 5,429 位學生完成填寫，針對健康異常者電話

追蹤與列案管理。 
7. 於防疫會議及導師會議進行「新冠肺炎防疫宣導」(109.02.26、109.0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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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學生餐廳防疫因應措施：改販賣便當盒餐，鼓勵外帶避免室內集體用餐，餐廳

椅子距離拉大，宣導用餐勿語，減少接觸及飛沫傳染，並於餐廳東側出口設置

防盜紗窗，提升室內空氣流通。 
9. 進行「清明連假期間師生旅遊史及健康狀態」問卷調查，共 3,865 位學生完成

填答，經統計教職員工 69 人及學生 340 人有旅遊史。其中有旅遊史併有身體

不適症狀者 3 人，請學生立即就醫，在家自主健康管理，每天上網填寫健康狀

況(含體溫)及防疫日誌，本組每天追蹤學生狀態。 
10. 完成「防疫經費」填報(109.04.09)。 
11. 109 年 4 月 21 日開始進行「因應敦睦艦隊返航後疫情之旅遊史」問卷調查，

截至 4 月 30 日共 2,859 位學生填答，經統計其中 265 人有相關場域暴露史，

其中 9 人有身體不適症狀，均列案追蹤管理。 
12. 辦理防疫物資採購與分配借用。 
13. 境外生返臺防疫旅館、交通等事宜聯繫安排。 
14. 截至 109.07.31 健康管理統計總表如下：  

居家隔離 居家檢疫 自主管理 健康關懷 

進行中人數 0 0 0 0 

已結人數 1 29 122 261 

總數 1 29 122 261 

肆、年度創新工作 

學務長室 
(一) 一貫道天皇學院蒞校參訪，進行學務業務交流(108.12.26)。 
(二) 完成本校服務學習相關法規(109 學年度起適用)提送行政會議審議。 
(三) 辦理本校「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計畫申請及籌備事宜，相關法規並提送行

政會議審議通過。 
(四) 學務處納入本校 109 年度資通安全及個人資料保護驗證範圍。 
(五) 於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109.05.13)提案通過本處組織規程修正

案，陳送教育部核定中。 
軍訓室 
(一) 辦理「防制學生藥物濫用暨愛心捐血」活動，十年來從未間斷（108.09.25-09.27、

108.12.25-12.26、109.05.27）。 
(二) 辦理高教深耕「VR 萌騎士學園--大專院校機車駕駛安全研習營」，以 VR 虛擬

實境技術結合交通事故防禦駕駛專業技術，宣導交通安全觀念 (新聞發

佈)(108.11.26)。 
(三) 辦理高教深耕計畫-「國際禮儀」課程「得心應手、百戰百勝」美姿美儀進階活

動，展現學生最佳的儀態和笑容(新聞發佈)(109.03.05)。 
(四) 辦理 109 年高教深耕計畫 B4-「端莊有禮，精益求精」服務學習活動，讓學生充

滿正能量及積極服務之精神(新聞發佈)(109.05.13)。 
課外活動指導組 
(一) 輔導學生會申請教育部青年發展署「大專校院學生會審議民主培訓與推廣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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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審議式民主論壇企劃」通過錄取並獲 4 萬元獎金。 
(二) 輔導學生會辦理「109 年度學生創意展能競賽--知己知彼 異國文化知多少 獎金

挑戰賽」，提供學生創意展能競賽平臺，培養突破與創新之能力。 
(三) 辦理高教深耕計畫--「B-3 生命潛化、樂在服務」、「B-4 領導創發、青年培力」。 
生活輔導組 
(一) 增修學生宿舍輔導辦法及臨時條款 

1. 因應防疫措施，於學務線上辦公室建立「住宿生自主健康管理體溫登錄系

統」，填報率寰宇齋達 100%，其餘各齋平均達 95%以上(109.04.08-06.30)。 
2. 增訂臨時條款通過獎勵優惠措施，以鼓勵宿舍幹部協助督促住宿生每晚定

時上網填報個人體溫。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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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有靜敬齋 108、208、313
三間寢室獲得優良寢室榮譽，給予保障住宿資格(109.05.20)。 

(二) 辦理品德生命教育講座活動「意外人生、意外精彩」，培養學生對生命的關懷與

感恩回饋精神(109.04.15)。 
衛生保健組 
(一) 執行教育部 108 年度「補助大專校院推動健康促進學校實施計畫」(250,000 元)，

順利完成相關業務推廣，並彙整計畫成果報部。 
(二) 申請教育部 109-110 年度「補助大專校院推動健康促進學校實施計畫」，本校 110

年度被選為性教育(含愛滋病防治)示範學校，已將計畫內容列入 110 年度健康

促進學校實施計畫中，獲每年 170,000 元補助。 
(三) 推廣健康蔬食活動：共134位教職員工生參加(108.10.01-10.31週二及週四中午)。 

伍、年度榮譽事蹟 

海鷗社、愛心社參加教育部「109 年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評選」榮獲優等及佳作。 
學生會錄取教育部青年發展署「108 年校園審議民主推廣計畫種子團隊」，並獲「校

園審議民主論壇」推廣提案計畫獎金。 
本處榮獲本校 108 年度新聞績優行政單位。 
課外活動組組員高振嘉及學務處秘書許瑞玲分別獲得 108 年度南區優秀學務人員及

新進學務人員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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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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會議：提案審查會議 2 次(108.10.14、109.04.13)、校務基金

管理委員會會議 2 次(108.10.21、109.04.20)。 
(二) 總務會議：第 1 學期 5 次(108.09.16、108.10.15、108.11.11、108.12.03、109.01.06)；

第 2 學期 3 次(109.03.17、109.04.20、109.06.15)。 
(三) 其他：籌辦 108 年度校務基金大額捐款教室共 5 間命名揭牌儀式。 
文書組：行政會議 8 次(108.09.18、108.10.16、108.12.11、109.01.08、109.2.19、109.3.18、
109.4.22、109.6.17)。 
營繕組 
(一) 七股校區及府城校區發展計畫修正事宜相關會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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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08 年 6 月 28 日與臺南市政府進行七股校區現勘。 
3. 108 年 10 月 2 日出席臺南市政府召開七股校區移交接管事宜研商會議。 
4. 108 年 10 月 9 日函送與臺南市政府合作設立國際級生態研究中心(工作站)之

規劃內容至教育部，協助該地成為未來國內環境教學重要據點，以提高利用

率。 
5. 教育部 108 年 12 月 16 日召開研商「國立臺南大學七股校區開發利用修正計

畫」後續事宜第 2 次會議，結論摘要如下 
(1) 七股校地後續規劃事宜：本校所擬七股校地發展規劃，建議臺南市政府

可依需求適時整合納入市府未來發展規劃，期發揮大學教學研究強項及

資源節點能量；有關臺南市政府規劃之七股土地可行性評估，建議臺南

市政府邀請本校及尋求具區域規劃能力之大學專業機構或專家協助，以

利通盤評估區域發展需求。 

(2) 七股校地地上物、公共設施及土地移撥事宜：七股校地未來廢止撥用並

撥還臺南市政府後，其開發利用將以臺南市政府為主體，目前現有地上

物及公共設施建議朝無償撥用為推動原則。 

(二) 府城校區淑慎樓拆除重建工程可行性評估 
1. 可行性評估核定事宜：於 108 年 8 月 15 日陳報可行性評估報告書至教育部

審議，10 月 14 日接獲審查意見函，經檢討修正後於 12 月 4 日提送修正後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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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書至部；109 年 2 月 10 日接獲教育部高教司寄送二審意見，於 2 月 20 日

回復二審意見辦理情形。教育部 109 年 3 月 17 日函覆核定，總樓地板面積

約 4,132 m²，工程計畫經費 1.43 億元。 
2. 建築師徵選作業：109 年 3 月 31 日簽奉核准辦理建築師徵選招標作業，4 月

1 日上網公告，5 月 5 日開資格標，5 月 14 日評選結果由黃冠中建築師事務

所取得最優勝廠商，5 月 22 日決標。 
3. 設計作業：109 年 6 月 3 日召開履約前研商會議，預計同年 9 月底前完

成基本設計。 
(三) 府城校區新建校舍可行性評估案於 108 年 8 月 23 日陳報教育部，12 月 9 日接

獲教育部 11 月 28 日召開審查會議紀錄，結論分兩案可行性評估計畫及依審查

意見修正。 
1. 綜合活動大樓新建工程可行性評估：基地位於南大新村，建築面積約 3,325m2，

建築規模為地上 4 層，地下 2 層之鋼骨與鋼筋混凝土構造，總樓地板面積約

15,429m2；另於南風廣場機車平面停車場改建成一座可容納 700 輛機車之立

體停車場，總經費約 6.02 億元。109 年 2 月 20 日函送修正後可行性評估報

告書至部審議，4 月 14 日接獲教育部傳送複審意見通知郵件，5 月 5 日回復

審查意見對照表及附件。 
2. 教學研究大樓新建工程可行性評估：基地位於美術館中棟以北至格致樓以南

區位；建築面積約 1,850m2，建築規模為地上 6 層，地下 2 層之鋼筋混凝土

構造，總樓地板面積約 14,350m2，總經費約 4.50 億元。109 年 3 月 30 日函

送修正後可行性評估報告書至部審議。 

(四) 校園工程進度管控會議：108 學年度共召開 12 次(108.08.29、108.10.1、108.10.29、
108.11.22、108.12.25、109.01.21、109.02.24、109.03.23、109.04.27、109.05.25、
109.06.29、109.07.31)。 

保管組 
(一) 召開本校寰宇齋 1 樓(103 室)店面標租會議 2 次。 
(二) 召開本校寰宇齋 1 樓(101 室)店面標租會議 2 次。 
環安組 
(一) 召開環境安全衛生委員會會議 4 次(108.09.26、108.12.26、109.03.16、109.06.15)。 
(二) 召開節約能源委員會會議 2 次(108.09.26、109.03.26)。 
(三) 召開實驗動物照護及管理小組會議(108.12.16)。 
(四) 召開生物安全衛生委員會議(108.12.16)。 
(五) 召開承攬商協議組織會議(109.04.09)。 

參、年度重要工作 

總務長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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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督導校內重大工程建設之執行進度。 
事務組 
(一) 校內樹木每年修剪 2 次以上，確保人車安全及校園整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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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定期進行全校環境消毒，防治小黑蚊、登革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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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持校園環境乾淨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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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學年度採購、招標案件數 

1. 10 萬元以上招標案 79 件，總金額 7,125 萬 9,506 元。 
2. 共同供應契約 370 件，總金額 2,845 萬 7,428 元。 
3. 科研採購案件 15 件，總金額 374 萬 7,478 元整。 

(七) 配合校慶、畢業典禮、阿勃勒節(109 年因應新冠肺炎停辦)及各單位舉辦活動所

需，提供行政支援：機動工作派遣 609 次、車輛派遣 971 次、會議室借用 3,369
次，支援音樂廳辦理校內外活動 123 場次。 

(八) 場地外借收入達 99 萬 3,510 元，包含音樂廳租借收入 73 萬 70 元及會議室租借

收入 26 萬 3,440 元。 
保管組 
(一) 辦理本校寰宇齋 1 樓店面(102 室/103 室/101 室)第 2 期標租案，成立評選委員

會、公告、評選廠商。 
(二) 辦理本校 108 年度(2 月份起生效)建築物火險及重要設備竊盜險。 
(三) 辦理本校「109 年度中央機關國有財產管理情形自我檢核」作業。 
(四) 提報「109 年度行政院及所屬機關、學校宿舍管理情形自我檢核表」，檢核本校

管理情形。 
(五) 本校離職教師未移交財物案：經本組委任律師遞狀法院判決後，聲請強制執行，

該師已繳款賠償；後續提報財物報損案，業經教育部函轉審計部教育農林審計

處同意備查，該案完全(成)結案。 
(六) 辦理 108 年度「財產暨非消耗品盤點作業」之複盤及盤點報告陳請首長核備。 
(七) 辦理本校財管系統 109 至 110 年度租賃及維護案之招標及簽訂合約事宜。 
(八) 辦理本校「109 年度中央機關國有財產管理情形自我檢核」作業(109 年 1 月)。 
(九) 108 學年度報廢財物標售 1 次，收入 388,000 元，廢品清移對各單位空間利用助

益大增，能提升教學、研究及行政效率(109 年 1 至 2 月)。 
(十) 辦理 109 年度「財產暨非消耗品盤點作業」，第 1 階段初盤自 109 年 3 月 16 日

至 5 月 15 日，請保管人先行查對其經管之財物現況，並列印「盤點結果表」，

連同「財產(物)盤點紀錄表」送保管組。第 2 階段複盤自 7 月 1 至 9 月 30 日，

保管組會同監盤人員實地複盤財物管理情形(109 年 2 月至 109 年 9 月)。 
(十一) 配合主計室辦理 110 年度設備費編列財物分類號(109 年 2 月)。 
(十二) 辦理校務基金國有財產登帳管理(含圖書、權利)計增加 6,099 件、減少 4,538

件，增加金額 85,428,301 元，減少金額 53,986,247 元，結存共 400,768 件，

計 1,005,505,363 元。 
(十三) 持續辦理校內報廢財產再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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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校學生：將已報廢之電腦設備整理後，提供予需要查詢資料或繕打報告之

學生使用至畢業。108 學年度借出電腦主機、筆電 11 件，嘉惠學生並落實資

源回收再利用政策。 
2. 校內公務：將已報廢仍可再利用之財產(含非消耗品)或其附屬設備提供予校

內同仁使用，108 學年度計 42 件，包含電腦、螢幕、辦公家具等。 
(十四) 108 學年度非消耗品計增加 1,297 件、減少 887 件，增加金額 4,515,128 元，

減少金額 2,859,424 元。 
(十五) 承辦 108 學年度場地設擺攤租借用收入 66 筆，金額 1,749,259 元。 
出納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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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22 件、學分費 190 件；研究所學雜費 1,347 件、

學分費 663 件。 
2. 第二學期：大學部學雜費 3,911 件、學分費 182 件；研究所學雜費 1,138 件、

學分費 631 件。 
(二) 辦理款項撥款入帳作業 

1. 校務基金各類款項，共 14,028 筆、金額 1,214,556,969 元。 
2. 專案計畫各類款項，共 19,428 筆、金額 272,739,395 元。 
3. 零用金人事費，共 9,866 筆、金額 24,466,363 元。 
4. 零用金財物費，共 11,740 筆、金額 35,787,858 元。 

(三) 開立收據共 2,643 張、金額 1,306,158,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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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年 1 月底前上網提供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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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12 筆（即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及 108 學

年度第 1 學期）。 
(八) 本校 108 年度所得稅憑單於 109 年 1 月 22 日申報完成，共 6,031 人次。中華民

國境內個人憑單免寄發，電子檔所得資料於 109 年 2 月 6 日前以電子郵件寄發

所得人。 
文書組 
(一) 108 年公文歸檔 22,220 件、校內機密案件共 125 件。 
(二) 辦理民國 49 年至 58 年間檔案清查，合計 8,350 筆。 
(三) 本校 108 年度線上簽核公文系統 108 年 6 月 5 日通過中華民國資訊軟體協會之

公文及檔案管理資訊系統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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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重要採購案件辦理情形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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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4.09 結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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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10.7 竣工。 
3. 榮譽校區門窗汰換更新：雄一土木包工業，108.8.1 開工，108.10.24 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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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啟明苑演講廳改善工程：木村土木包工業，108.8.14 動工，108.12.6 竣工。 
5. 老舊眷舍拆除及排球場新建工程：新順營造有限公司，108.9.16 開工，109.3.6

竣工。 
6. 府城校區污水下水道工程：委託技術服務由黎明工程顧問有限公司承攬，

108.10.18 決標，109.5.6 核定細部設計書圖；工程案 109.6.16 決標，由展興

營造股份有限公司承攬，109.7.6 動工，預計 280 日曆天完工。 
7. 榮譽校區空調設備用電迴路改善及控制工程：鴻宇空調工程有限公司，

108.11.25 開工，108.12.29 竣工。 
8. 慶中街 206 巷機車停車棚新建工程：新順營造有限公司，109.1.30 開工，

109.6.12 竣工。 
9. 榮譽校區 F 棟校舍耐震能力補強工程：委託技術服務由統勝工程顧問有限公

司承攬，109.2.15 動工，109.5.1 核定細部設計書圖；工程案由聯鋐營造有限

公司承攬，109.6.2 動工，預計 109.10.28 前竣工。 
10. 排球場及周邊設施整建工程：鈦瑞營造有限公司，109.4.5 開工，109.7.30 竣

工。 
11. 音樂廳屋頂防水工程：宇笙企業有限公司，109.4.27 開工，109.6.8 竣工。 
12. 戲劇系教室地板修繕工程：昇輝室內裝修設計有限公司，109.5.7 決標，5.29

進場施工，6.1 竣工。 
(二) 消防自衛編組訓練 

1. 本校 108 年度第 2 次消防自衛編組演練(108.12.9)。 
2. 本校 109 年度第 1 次消防自衛編組演練暨民防訓練(109.6.22)。 

環安組 
(一) 規章制訂及修改 

1. 修正「實驗室環境及設備異動(新增)建議表」、「校園環境安全衛生政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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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管理要點」、「國立臺南大

學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與有害廢棄物管理要點」、「實驗室災害通報處理」、

「實驗室廢棄物處理」流程圖及作業程序。 
2. 增訂「機械、設備或器具申請單」、「實驗場所安全衛生競賽要點」。 

(二) 辦理教職員生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1. 108.09.11、108.10.09 新生實驗場所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二場次及 109.03.11 實

驗場所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播放影片。 
2. 108.11.22、109.07.01 承攬商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3. 109.05.07 戲劇系新生實驗場所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4. 109.07.22 職業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健康運動享幸福講座。 

(三) 校園安全衛生工作 
1. 協助榮譽校區 ZB212 實驗教室增設通風改善設備。 
2. 辦理實驗場所危害因子作業環境監測(共 26 間)及文薈樓 CO2 檢測事宜。 
3. 辦理府城校區及榮譽校區廢液儲存室及各學院實驗室 VOC 氣體偵測校正、

耗材更換作業。 
4. 辦理視設系廢液清運作業、緊急沖淋設備維修、版畫教室儲存槽更換及急救

用品汰換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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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實驗室環境及設備異動(新增)：與營繕組會勘 C513A 實驗室提供改善建議及

後續設備電源裝設；會勘忠孝堂新增太陽能板封裝層壓機及電源；會勘 A203
實驗室新增電源；協助應數系老師辦公室天花板漏水事宜；會勘啟明苑 D205 
3D 列印教室；會勘特教系地下室空間新增雷射切割機；會勘 ZE203 實驗室

新增插座；會勘 C501-A 實驗室/工藝教室/H104 實驗室/ZE402 實驗室及鋰離

子電池中心之新增設備事宜並提供安全衛生評估建議事項。 
6. 辦理 ZE203 實驗室局部抽氣設備及抽氣設備末端處理系統馬達更換作業。 

(四) 毒性化學物質管理：府城校區(管制編號 D3104585)及榮譽校區(管制編號

D27A5275)毒性化學物質核可文件證件整併換發新證。 
(五) 安全衛生自動檢查制度推動：辦理寒、暑假實驗室安全衛生查核。 
(六) 職護臨場服務工作 

1. 母性同仁健康關懷。 
2. 教職員健康諮詢。 
3. 異常工作負荷計畫執行，安排高度風險人員與醫師進行健康指導，中度風險

人員將每年定期追蹤。 
4. 人因工程危害預防計畫執行，統計個人肌肉骨骼症狀，安排職醫或職護進行

健康諮詢關懷。 
5. 健康資訊及防疫資訊宣導單製作。 

(七) 承攬商安全衛生管理 
辦理以下工程之協議組織會議暨危害告知：啟明苑演講廳改善工程、老舊校舍

拆除及排球場興建工程、榮譽校區空調設備用電迴路改善及控制工程、排球場

地板及周邊環境改善工程、音樂廳防水工程、戲劇系教室地板修繕工程、榮譽

校區 F 棟耐震補強工程、汙水下水道工程、思源樓韻律教室地板整修工程之。 
(八) 其他工作項目 

1. 108.11.11 辦理教職員生在職健康檢查。 
2. 清查戲劇系及視設系符合職安法第 7 條、第 8 條之機械、設備及器具。 
3. 108 年府城校區及榮譽校區第一至第四季飲用水水質檢驗。 
4. 辦理 109 年第一批公告場所室內空氣品質計畫書上傳及定檢作業。 
5. 檢送「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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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辦理 108 年度基因重組實驗申請(生物實驗安全委員會)。 
7. 辦理 108 年度動物實驗申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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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年度動物實驗申請人實際應用動物調查。 
8. 109.05.06 南區職業安全中心到校查核。 
9. 109.06.01 臺南市動物保護處動保員到校進行「109 年實驗動物飼養環境實地

訪視」。 

肆、年度創新工作 

總務長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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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持續精進本處及各組網頁改版，進行響應式網頁設計，使網頁資訊可於不同裝

置(電腦、手機及平版等)瀏覽使用、操作介面更為便利。 
(二) 彙整計畫爭取體育署補助 400 萬元進行本校網排球場地改善，提供師生更完善

之運動場地。 
營繕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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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年 6 月 30 日已累計發

電約 148 萬度，累計 1,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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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年度期

間累計汰換 T8 及 T5 燈具為 LED 燈具計 236 盞；並規劃於 109 年 12 月底前再

汰換 4,159 盞。 
環安組 
(一) 每年 9 月份辦理新生實驗場所緊急應變演練，提升師生對於事故發生之緊急應

變能力。 
(二) 辦理實驗場所安全衛生競賽，提升實驗場所環境安全、衛生與美化。 
出納組：本校電子化收款業務新增共通 QR Code 掃描支付方式，提供師生及民眾更

簡便之行動支付服務。 

伍、年度榮譽事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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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燈具等，連續 5 年(104-108 年)負成長，108 年度總節電量約 27 萬 5,600 度，節電率

4.29%(與 107 年度相較)，約撙節電費 96 萬 5 千元。 
108 年度辦理綠色採購之整體績效達教育部指定比率 96.6%，成績優異。 
榮獲 108 年臺南市環保績優單位「節能領航獎」。 
出納組續獲 108 年度行政單位網頁評鑑優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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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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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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兼任)及校聘組員各 1 名、中心置主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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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年度研究發展會議，共 2 次(108.12.16、109.06.15)。 
學術發展組 
(一) 108 年度補助學術研究計畫複審會議(108.10.14)。 
(二) 本校 108 學年度獎勵研究績優系所複審會議(108.10.30)。 
(三) 107 年校務評鑑相關會議 

1. 校務評鑑通過項目自我改善情形討論會議(108.11.11)。 
2. 校務評鑑通過項目自我改善第一階段執行成果討論會議(109.3.2)。 
3. 校務評鑑通過項目自我改善第二階段執行成果討論會議(109.5.11)。 

(四) 本校各學院特色發展計畫複審會議(108.12.4)。 
(五) 本校 108 年度貴重儀器管理委員會會議(108.12.18)。 
(六) 108 年度南大學報指導委員會議(108.12.30)。 
(七) 109 年度加強學術研究提昇教學品質獎勵初審、複審會議(109.4.27、5.18)。 
(八) 本校申請「科技部 109 年度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案」審查委員會(109.5.11)。 
(九) 教師及研究人員學術倫理線上研習(109.5.26-6.1)。 
(十) 學術倫理案件專業調查小組會議(109.7.27)。 
計畫服務組 
(一) 本校研究發展中心設置評議委員會(108.8.15)。 
(二) 本校 108 年度第 2 梯次補助計畫配合款審議委員會(108.11.11)。 
(三) 本校申請科技部 109 年度大專學生研究計畫說明會(108.11.27)。 
(四) 本校研究發展中心評鑑委員會(109.1.6)。 
(五) 因應大同國小暫時禁止校外人士進入校園之研商會議(109.3.23)。 
創新育成中心 
(一) 109 年度培育廠商交流討論會議(109.5.4)。 
(二) 109 年度創新創業創意競賽討論會議(109.5.26)。 

參、年度重要工作 

學術發展組 
(一) 南大學報 

1. 出版教育研究學報 53 卷 2 期、54 卷 1 期；人文研究學報 53 卷 2 期；理工

研究國際期刊 9 卷 2 期、10 卷 1 期；藝術研究學報 12 卷。 
2. 辦理政府出版品展售門市及電子期刊授權單位 108 年銷售結帳請款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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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組網頁更新：108 年 10 月、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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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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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12.31。 
5. 辦理科技部 108 年度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案結案事宜。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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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辦理科技部補助專家學者出席國際會議相關事宜，計 5 件。 
8. 辦理科技部邀請國際科技人士短期訪問相關事宜，計 1 件。 
9. 科技部 109 年度(第 58 屆)補助科學與技術人員國外短期研究，本校獲核定

通過 1 名。 
10. 辦理科技部 110 年度(第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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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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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各類期刊徵稿及研討會訊息公告。 
3. 辦理 109 年度加強學術研究提昇教學品質獎勵案申請，共 226 件。 
4. 辦理 108 年補助學術研究計畫案申請，共 8 件。 
5. 協助各單位填報科技部「108 年全國研發狀況調查」。 
6. 統籌及協助各單位辦理「教育部大學校院校務資料庫」108 年 10 月及 109

年 3 月份表單填報。 
7. 本校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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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定「國立臺南大學教師發表於國際或大陸地區學術期刊論文與出席國

際學術會議之列名處理原則」(108.12.11 行政會議)。 
(2) 修正「補助學術研究計畫實施要點」(108.9.18、109.6.17 行政會議)。 
(3) 修正「加強學術研究提昇教學品質獎勵要點」(108.10.21、109.4.20 校務

基金管理委員會議)。 
(4) 修正「貴重儀器管理委員會設置要點」(109.1.8 行政會議)。 

9. 辦理中華民國斐陶斐榮譽學會 109 年榮譽會員推薦，共 7 名。 
10. 辦理本校校長申請成為中華民國斐陶斐榮譽學會榮譽會員相關事宜。 
11. 辦理函報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有關本校校務評鑑「通過項目自我改善

計畫與執行成果」(109.8.31 前)。 
12. 辦理本校學院特色發展計畫第一年績效考核及管理學院計畫審查相關事宜。 

計畫服務組 
(一) 科技部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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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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因疫情而取消科技部專題計畫補助出國者，關閉其出國報告繳交項目，

共 13 件。 
3. 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經費結報相關事宜(含產學計畫)，共 76 件。 
4. 辦理科技部函示計畫終止事宜，含專題計畫 1 件及開發型第 3 年產學計畫 1

件，共 2 件。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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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度新核定計畫簽約請款等)，共 149 件。 
6. 辦理「科技部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案｣：於 108 年 9 月 10 日以南大研發

字第 1085009746 號函報 107 年度經費結報事宜；科技部於 108 年 9 月 19 日

以科部綜字第 1080061608 號函覆同意經費結報完成。 
7. 辦理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更換執行機構相關事宜，共 11 件： 

(1) 自 108 年 8 月 1 日起更換執行機構之簽約及請款事宜，共 7 案： 
A. 數位系施如齡老師轉任國立中央大學，轉出專題研究計畫 2 件及大專

學生研究計畫 1 件。 
B. 電機系陳建志老師轉任國立交通大學，轉出專題研究計畫 1 件、申請

更換大專學生研究計畫指導教授 1 件。 
C. 應數系吳昌鴻老師轉任國立交通大學，轉出專題研究計畫 1 件。 
D. 特教系劉俊榮老師由中山醫學大學轉任本校，轉入專題研究計畫 1 件。 

(2) 自 109 年 2 月 1 日起更換執行機構之簽約及請款事宜，共 4 案： 
A. 教育系周保男老師轉任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轉出專題研究計畫 1 件。 
B. 數位系伍柏翰老師由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轉任本校，轉入專題研究計畫

1 件。 
C. 國文系林俊臣老師由明道大學轉任本校，轉入專題研究計畫 1 件。 
D. 應數系黃彥彰老師由國立臺北護理健康大學轉任本校，轉入專題研究

計畫 1 件。 
8. 辦理「科技部大專學生研究計畫」事宜 

(1) 辦理 109 年度計畫經驗分享座談會」(108.11.27)。 
(2) 109 年度申請事宜，共提出 58 件。 
(3) 108 年度計畫結案事宜(含經費及成果報告結案)，共 30 案。 
(4) 開立 108 年度大專學生研究計畫執行證明書。 
(5) 配合指導老師陳建志轉任國立交通大學，辦理計畫變更指導教授為資工

系陳宗禧老師。 
(6) 辦理科技部「107 年度大專學生研究計畫研究創作獎」換發獎狀事宜，

並依限寄回科技部結案，共 2 件(109.6.2)。 
(7) 「108 年度大專學生研究計畫研究創作獎」獲獎事宜，共 2 件：戲劇系

曾冠菱同學(指導教授林偉瑜老師)、教育系林妍羽同學(指導教授郭丁熒

老師)。 
(8) 109 年度計畫核定相關事宜，含請撥款項、經費授權、繕製榜單及通知

本年度執行說明等，共 30 件。 
(9) 配合指導老師沈雕龍轉任國立清華大學，辦理 109 年度計畫轉出 1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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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配合指導老師梁家銘老師由長庚大學轉任本校電機系，辦理 109 年度計

畫轉入 1 件。 
9. 辦理科技部 109年度專題計畫線上申請案之檢核確認 26件及補正通知 8件。 
10. 辦理 108 學年度申請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事宜 

(1) 「108 年度專題研究計畫申覆」7 件。 
(2) 「108 年度開發型產學合作研究計畫」1 件。 
(3) 109 年度「原子能科技學術合作研究計畫」1 件。 
(4) 沈雕龍老師新進人員研究計畫「隨到隨審」1 件。 
(5) 「專題研究計畫」104件(一般研究計畫 100件、新進人員研究計畫 4件)。 
(6) 「優秀年輕學者研究計畫」2 件。 
(7) 「人文學及社會科學學術性專書寫作」1 件。 
(8) 「鼓勵女性從事科學及技術研究專案計畫」4 件。 
(9) 「第 1 期產學合作研究計畫(含先導型及開發型)」3 件。 
(10) 張家欽老師執行開發型產學合作研究計畫第 3 年之隨到隨審 1 件。 
(11) 「110 年原子能科技學術合作研究計畫」1 件。 
(12) 「109 年度第 2 期產學合作研究計畫」2 件。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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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執行期滿之經費結報及科技部同意

結報事宜(108.8.8、108.8.23)。 
(2) 施如齡老師延攬許于仁女士：107 年執行期滿之經費結報及科技部同意

結報事宜(108.9.5、108.9.18)。 
12. 辦理科技部查核事宜 

(1) 辦理「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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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核結果回應及相關事宜： 
A. 本校核有應辦事項共 3 件，依限函報辦理申覆說明(108.9.5)。 
B. 依科技部函覆說明，賡續函報繳回剔除款項 35,859 元(108.10.5)。 

(2) 辦理科技部 108 年 9 月 23 日科部計字第 1080063629 號函示，自抽查

107 年度補助計畫起實施學研機構應稽核項目暨相關業務協商事宜

(108.10.5)。 
(3) 配合主計室辦理本校 107 學年度科技部補助計畫專案稽核： 

A. 依限於 108.11.5 回報主計室有關稽核作業項目辦理情形。 
B. 依規定 108.11.19 於誠正大樓 309 會議室接受實地訪查。 

(4) 辦理科技部稽催計畫主持人未依規定繳交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報告，並依

限查核報部，共 2 件。 
(5) 辦理科技部 109 年度就地查核作業相關事宜，本次共抽查 9 件(10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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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設置「應用電力電子設計

與訓練中心」，並通知申請人賡續辦理後續作業事項，含主任聘任、移列主

計系統計畫、用人系統增設單位代碼、公文系統權限等進駐有關事宜

(108.8.15)。 
2. 提送「應用電力電子設計與訓練中心」設置計畫書及中心設置要點至行政會

議核備(108.9 行政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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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依據 107 年度校務評鑑通過項目自我改善建議事項，研議修正本校研發中

心相關規定： 
(1) 徵詢副校長、教務長及各學院院長，完成彙收修正建議與意見(108.10.8)。 
(2) 環生學院張家欽院長與研發長進行會談，研議修正細節(108.10.25)。 

4. 召開 109 年度研究發展中心評鑑委員會，通過成立滿兩年之中心首次評鑑，

共 3 個單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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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1.6)。 
5. 研議修正部分規定，以避免因可歸責於計畫主持人個人因素致校方違背合

約及衍生委託單位扣款、罰款或因此產生合約訴訟，致本校遭受損害等風險。 
6. 原訂 109.3.18 舉辦本校研發中心法規修正說明會，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取

消會議改寄送電子檔簡報說明。 
(三) 辦理校內補助計畫配合款相關事宜 

1. 辦理 108 年度第 2 梯次補助計畫配合款申請： 
(1) 召開審查會議，本梯次核定補助 10 案(108.11.11)。 
(2) 經費授權及通知應配合主計室經費使用規定於 108 會計年度內用畢

(108.11.15)。 
2. 辦理 109 年度第 1 梯次校內補助計畫配合款徵件公告(109.3.1-3.31)，本梯次

無申請案。 
3. 通知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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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4.30)，將成果報告電子檔送交本處彙整。 
(四) 辦理行政管理費及節餘款分配事宜 

1. 辦理實際提撥 107 學年度產學合作行政管理費分配事宜，共 150 個計畫、提

撥總金額 14,258,582 元(108.11.14 簽准)。 
2. 動支 107 學年度產學合作行政管理費經費請購：申請支領工作酬勞有 39 個

單位，計 2,852,305 元；申請納入單位業務費有 45 個單位，計 2,048,140 元。 
3. 簽辦 107 學年度產學合作行政管理費撥入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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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室辦理連續考列優等

人員考核獎金｣等經費(108.12.11 奉准)。 
4. 辦理預估提撥 108 學年度科技部計畫管理費簽核事宜：截至 109 年 2 月止，

預估提撥之管理費計 84 個計畫、提撥總金額 7,212,096 元(109.2.17 簽准)。 
5. 辦理分配 108 年度產學合作計畫節餘款之簽核事宜，共 61 件(10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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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匯出 108 學年度計畫助理約用資料共 1,451 筆，提供總務處環安組運用

於實驗室請領薪資人員之調查(108.12.11)。 
(2) 與電算中心同仁研商計畫助理工作日誌表系統規劃事宜(108.12.27)。 
(3) 108 學年度計畫助理線上約用審核 2,841 件、核發專任人員服務證 60 件

及設定 UID 系統與差勤系統、開立離職證明 59 件、開立專任人員在職

證明 17 件，及檢核外派駐點人員 21 筆等。 
(4) 辦理人事室調查計畫臨時人員有關事項：填查 108 年度第 3 季(截至

108.9.30)、108年度第 4季(截至 108.12.31)、109年度第 1季(截至 109.3.31)、
109 年度第 2 季(截至 109.6.30)臨時人員相關調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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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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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7.23)。 
2. 辦理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辦理獎助生團體保險案 

(1) 以南大研發字第 1085007609 號函報教育部，申請 108 年 1 月 1 日至 7
月 31 日實際投保金額及預估 8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補助款(108.8.2)。 

(2) 彙收 108 年度 8 至 12 月投保之經費結案文件，並依限報部辦理經費結

報及繳回未動支款項(108.12.31)。 
(3) 參加 109年度新光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舉辦教育部大專校院獎助生團

體保險說明會南區場(109.1.10)，及後續研擬校內作業方式、經費補助等

事宜並宣導公告之。 
(4) 專案簽請預借 109 年度上半年辦理獎助生團體保險費用(含附服務負擔

助學生 AA 及研究獎助生 RA)，累計金額為 35,652 元，並將經費授權予

生輔組、相關系所及計畫主持人辦理商業加保(109.1.16、5.7、7.31)。 
(5) 教育部函覆同意 108 年度大專校院獎助生團體保險經費結報(109.2.6)。 
(6) 彙收 109 年度教育部補助 1 至 7 月期間投保之大專校院獎助生團體保險

經費支出文件：包含「實際參加團體保險經費統整表」及「核有『與正

本相符』之收據影本及保險費用明細表」(109.7.31)。 
(六) 專業發展合作：辦理大同國小相關事宜 

1. 彙收英語系、國文系、生科系、體育系等繳回辦理 108 年度暑假兒童育樂營

專業發展合作成果表，共 8 個班別(108.10.31)。 
2. 辦理該校來函請撥 108 年度 95,000 元補助款之動支請購事宜(108.12.9)。 
3. 因應新冠肺炎疫情，該校函請本校配合執行防疫措施，含提供進駐之師生名

冊、健康聲明及每日下午 2 時前送交體溫量測紀錄表等文件。 
4. 因應新冠肺炎疫情，該校提出本校繼續進駐應有防疫作為，兩校於 109 年 3

月 23 日達成協商方案，是日並於校內召開協調會議。 
5. 辦理該校實驗室防疫措施建置經費簽辦事宜(109.4.1、109.5.18)。 
6. 配合防疫措施，通知該校有關本校進出大同館人員異動情形：109.4.20 起電

機系新增學生 2 人、同年 5.1 起綠能系刪除專任助理 1 人。 
7. 協助辦理 109 年度暑假兒童育樂營開課事宜，由本處專簽補助體育系、英語

系協助開設 6 個班別(109.6.30 簽准)。 
8. 辦理該校來函請撥 109 年度 95,000 元補助款之動支請購事宜(109.7.9)。 

(七) 其他業務 
1. 辦理科技部南區「2019 科技部教育學門研究精進工作坊」相關事宜：設計

海報及報名系統、發文各大專校院、公告校內周知、確認經費編列表、確認

名牌/海報/橫幅輸出版本、核對茶點內容、研擬司儀稿、檢視並確認報名人

數、場佈、製作名牌及感謝狀，以及會後結報文件彙整等。 
2. 宣導及轉知 

(1) 持續提醒計畫主持人留意研究原始資料之保存，並請事先做好妥善規劃：

依科技部 107 年 9 月 11 日公告修正「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

點」第二十六點增列「申請機構應督促計畫主持人執行研究計畫期間之

實驗參數、數據、圖(影)像、紀錄等相關原始資料，應於執行期滿日後

至少保存三年；如各該法令另有更長之保存期限者，從其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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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學生申請擔任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及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兼任助理者，

應依程序先完成註冊並取得在學證明後，始得提出約用申請。 
(3) 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近年補助機制改革重點： 

A. 研究人力部分：修正專業能力取才敘薪之規定、應迴避條件、費用

列支項目及放寬經費分攤來源等。 
B. 審查機制部分：鼓勵研究主題之原創性及產出目標、鼓勵新進人員

申請多年期計畫、增設「新興/其他領域」學門、審查機制透明化等。 
C. 經費處理部分：放寬業務費之彈性分配支出、鼓勵參加自身領域之

重要學術會議(得免發表)、放寬經費流用限制，以及提供身障研究

人員所需支援等。 
(4) 教育部函轉有關大專校院因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影響致執行科

技部相關研究計畫期程展延之辦理方式。 
(5) 科技部函示有關執行補助專題研究計畫赴國外移地研究及出席國際學

術會議，因受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情影響致無法成行，相

關費用之辦理原則。 
(6) 轉知科技部修正「科技部補助產學合作研究計畫作業要點」，並自即日生

效(本次重點為先導型、開發型與應用型 3 類型整併)。 
3. 依限填報各單位調查資料 

(1) 填報 108 年度 10 月份高教資料庫相關資料表：回報人事室教 1、填報校

19、校 20 及校 22。 
(2) 回報各單位調查有關 108 年度校務基金(大學)決算總說明、108 年度本

校各類人員約用總人數、110 年度校務基金概算籌編、110 年度預算總

說明、本校研究發展中心 106-108 年度承接計畫概況、回報人事室有關

博士後研究人員資料、108 年度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填報 112 年校務

評鑑資料、109 學年度新進教師座談會簡報、109 年新生家長座談會簡

報、108 學年度年報資料等。 
(3) 填報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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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修正及訂定相關法規 

(1) 修正本校補助計畫配合款補助要點(108.12.11 行政會議)。 
(2) 修正本校計畫助理人員管理要點附表 1「專任助理及博士級研究人員工

作酬金支給標準」(108.12.11 行政會議)。 
(3) 修正本校研究發展中心評鑑要點(108.12.11 行政會議)。 
(4) 修正本校研究發展中心設置暨管理要點(108.12.11、109.3.18 行政會議)。 

創新育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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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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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科技導入在地產業創新加值服務）及 4 件個

案診斷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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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獲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107-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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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0.8 萬元。 
(3) 輔導區域產業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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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翔綠能有限公司、蘭陽科技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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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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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人提)、小

型企業人力提升計畫(小人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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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件：昱多交通器材有限公

司、亞洲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勞雇雙贏顧問有限公司、輕鬆購五金百貨

生活館、詠禾科創有限公司、傳承電腦資訊有限公司。 
(2)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小型企業人力提升計畫 33 件。 
(3) 金屬中心學界協助中小企業科技關懷計畫 2 件，包含 1 件專案(七品蓮

有限公司、傳承電腦資訊有限公司、力歐辦公傢俱有限公司、靜心生技

有限公司、連宸紙品有限公司、永昕媒體整合設計有限公司、職達外語

股份有限公司、筆耕墨耘股份有限公司、亞圖國際有限公司、英美實業

股份有限公司、德記中藥火鍋、南台彩藝印刷廠股份有限公司)及 1 件個

案公司(煒岱資訊有限公司)。 
3. 產官學計畫方面，108 年度共執行了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創育計畫、勞動部小

型企業人力提升計畫、南科 AI 自造基地委辦計畫、台南市政府創新育成委

辦計畫、金屬中心學界關懷專案計畫。也接受天火精密、億東企業（三好米）、

三帆製藥、典銘實業、南台彩藝、璽爾森髮型設計等多家企業委託輔導及申

請政府計畫。 
4. 執行 108 年南科 AI-ROBOT 自造基地未來 AI 人才培訓營計畫、109 年 AI 人

才培訓營及企業包班與媒介連結服務。 
5. 執行 108 年臺南市創新育成基地(民治議事廳)新創團隊經營輔導及專業活動

辦理計畫。 
6. 辦理第七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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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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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承辦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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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幾位來自 30 多家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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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成立「臺南市智慧物聯網產業發展協會」：與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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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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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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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件。 
(2) 勞動部雲嘉南在地訓練計畫 8 件：莊園二十六號科技有限公司、全榮興

業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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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微型及個人事業支援與輔導計畫 4 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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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與嘉南藥理大學、臺南市政府工策會共同申請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108 年育成

計畫，本中心獲 144 萬元經費補助，另 109 年獲 126 萬元經費補助。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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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年度 U-start 創新創業計畫。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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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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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件申請案(張家欽老師、傅

耀賢老師)；通過「廢棄太陽能板回收再利用產業鏈製程技術及設備開發」

計畫，獲補助 5,000,000 元。 
(2) 申請學界協助中小企業科技關懷跨域整合計畫，獲得 2 件補助(1 件專

案、1 件個案)，金額 1,056,000 元。 
14. 辦理教育訓練課程 

(1) 經營管理初階班。 
(2) STEAM 教育研習。 
(3) 與臺南市政府共同辦理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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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中小企業婦女頂尖學院（一期）。 
(5) ISO9001 品質管理系統。 
(6) 商業思維四力引導讀書會。 
(7) 秒懂工資工時的基石。 
(8) 多軸無人機飛行訓練基礎。 

(二) 重要業務工作 
1. 協助辦理：勞動部辦理許銘春部長與台南廠商有約活動、行政院唐飛政務委

員社會創新行動巡迴座談會、第二屆台南市議長盃時尚美學公益競賽活動。 
2. 召開臺南市智慧物聯網產業發展協會理監事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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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08 學年度進駐廠商共 14 家，新進駐之廠商有 3 家：蘭陽能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連翔綠能有限公司、協奏曲有限公司。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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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下列產學合作計畫及相關事宜： 

(1) 生態系范玉玲老師「北汕尾生態及鄉土資源解說導覽暨環境教育推廣活

動」、「屏東客家民俗植物與文化產業前世今生研習活動」。 
(2) 教育系黃秀霜老師「台灣木板畫與閱讀美感運動從日治時期西川滿的文

學刊物裝幀」。 
(3) 生態系謝宗欣老師「台江國家公園植物資源調查」、「台南科技工業區環境

監測計畫陸域植物調查」。 
(4) 流域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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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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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河川局辦理縣市管

河川及區域排水整體改善計畫生態檢核工作計畫」。 
(5) 戲劇系蔡依仁老師「2019 劇育新芽新營文化中心劇場藝術教育推廣計畫」。 
(6) 低階能源中心林大偉老師「脈衝式水路清洗機開發研究分析與設計改良」、

「地熱發電系統熱電轉換與發電設備失效模式分析」。 
(7) 人文學院戴文鋒院長「台江地區無形文化資產暨文獻資料蒐集計畫」、「臺

南市南區南山公墓遷葬範圍內文化資產調查計畫」。 
(8) 戲劇系張麗玉老師「108 年文化體驗教育南區研發中心勞務採購案」。 
(9) 機電所蔡昆宏老師「紅超級合金衍生產品之國際化策略」。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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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子點檢

測分析計畫」。 
(11) 電機系陳居毓老師「5G 行動通訊元件之開發設計及研究」。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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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理工學院白富升院長「紅外線驅動電路模擬分析研究」、「軍用飛行載具之

高頻交直流轉換電路開發」。 
(14) 國文系林登順老師「CWT 高等題庫擴充計畫」。 
(15) 綠能系郭振坤老師「智能隨身型調奶加熱棒第二期研究計畫」、「燃料電池

系統組件效能之模擬分析」。 
(16) 生態系許皓捷老師「108 年度嘉義鹽業用地太陽光電專案鳥類調查執行

案」。 
(17) 鋰離子中心「電極極片委託製作合作案」、「In-situ 脹氣成份分析之研究」、

「電池材料及全電池特性測試第三期」。 
(18) 綠能系胡家勝老師「再生能源結合儲能貨櫃電力電子系統研究」。 
(19) 材料系林建宏老師「甲烷與水蒸氣重組反應的商業觸媒催化特性之評估」。 
(20) 文資系張伯宇老師「108 年度曾文溪流域公民參與及水資源教育深耕校園

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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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經管系賴賢哲老師「儲能市場產業調查計畫」、「鋁電池產品潛在營運模式

發展調查計畫」。 
(22) 資工系高啟洲老師「家電手機行控系統之研發」。 
(23) 太陽能人才培育中心「太陽能光電板回收再處理先進製程技術開發」、

「108 年度教育部補助大學產業創新研發計畫」。 
(24) 綠能系劉世鈞老師「熱裂解處理廢棄塑膠再利用技術」產學合作計畫。 
(25) 臺南學研究中心張靜宜老師「編撰中華民國福建省政府志」。 
(26) 電機系李世明老師「不鏽鐵鍋之材質研發創新應用計畫」。 

3. 教育系黃秀霜老師「中文認字量表」授權出版發行事宜。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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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術發展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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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109 年度開始，本校補助學術研究計畫申請案，依各學院近 3 年獲科技部補

助之個人型計畫平均業務費金額，調整各學院教師因申請科技部計畫未通過的

學術研究計畫補助金額(每件科技部計畫補助最高金額分別為教育學院 7 萬元、

人文學院 6 萬元、理工學院 10 萬元、環生學院 10 萬元、藝術學院 5 萬元、管

理學院 7 萬元；每件教育部教學型計畫補助最高金額為 5 萬元)。另，調整補助

次數上限及計算方式(科技部或教育部個別型研究計畫，教授職級最多補助 3次，
副教授職級以下最多補助 6 次，且分開計算。若獲得科技部或教育部計畫補助，

可重新計算補助次數)。 
(三) 辦理學院特色發展計畫。 
計畫服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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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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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年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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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獲「108 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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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獲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108-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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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4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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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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研究發展處共同聘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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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處務會議：第 1 學期共 3 次(108.08.23、108.10.01、108.11.05)、第 2 學期共 3 次

(109.02.11、109.03.24、109.04.28)。 
(二) 108 學年度國際事務會議(108.12.25、109.06.10)。 
國際事務組 
(一) 108 年度第 1 梯次本校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展演展翼揚名獎助學金審查會議

(108.09.12)。 
(二) 108 年度第 2 梯次(加開)本校辦理學術研討會(含展覽、表演)補助審查會議

(108.09.12)。 
(三) 108 年度第 2 梯次本校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展演展翼揚名獎助學金審查會議，召

開二次(108.11.25、12.05)。 
(四) 本校 109 學年度交換學生出國甄選暨獎學金審查會議(109.01.06)。 
(五) 109 年度第 1 梯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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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01.21)。 
(六) 109 年度第 1 梯次本校辦理學術研討會(含展覽、表演)補助審查會議(109.01.21)。 
(七) 本校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赴日本交換學生因應武漢肺炎行前會議(109.03.04)。 
(八)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交換學生出國甄選暨獎學金審查會議(109.05.28)。 
(九)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姐妹校交換學生來校就讀複審審查會議(109.05.28)。 
(十) 109年度第2梯次本校辦理學術研討會(含展覽、表演)補助審查會議(109.07.21)。 
語文中心 
(一) 本校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英語加強班課程改革會議(108.08.15)。 
(二) 本校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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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8.15)。 
(三) 辦理 2019 年國際文化週籌備會議(108.10.02、108.10.30)。 
(四) 本校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英語加強班課程改革會議(109.05.20)。 

參、年度重要工作 

國際事務組 
(一) 外賓參訪、座談及境外生活動 

1. 蒞校參訪：馬來西亞詩巫公教中學來訪(108.08.19、11.19)；馬來西亞詩巫留

台校友會來訪(108.09.03)；印尼 Universitas Negeri Jakarta 來訪(108.0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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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 Universitas Muhammadiyah Banjarmasin 來訪(108.10.23)；美國奧特本大

學來訪(108.11.13)；2019 蒙古高中校長台灣訪問(108.12.02)；美國漢弗萊斯

大學 (Humphreys University) 校長來訪 (108.12.19)；美國猶他大學來訪

(108.12.19)；韓國東新大學來訪(108.12.19)；日本一般社團法人台灣留學支援

中心來訪(108.12.24)；荷蘭蒂爾堡大學 Tilburg University 來訪(108.12.27)；菲

律賓 Lyceum of the Philippines University 來訪(109.01.06)。 
2. 海外學習經驗分享座談及說明會：學生移地學習及接待大使計畫經驗分享

(108.09.16、108.12.03)；海外學習經驗分享座談會(108.10.09、108.10.23、
109.04.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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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10.30)；美國漢弗萊斯大學(Humphreys University)教育與美國職場介紹

說明會(108.11.28)；本校交換學生出國行前說明會(108.12.18、109.05.20)；美

國與英國的文化差異講座(109.05.04)、英國進修-認識英國文化＆前進英國名

校講座(109.05.13)。 
3. 境外生相關活動：2019 年香港新生入學輔導會(108.08.06)；108 學年度境外

學生註冊暨輔導說明會(108.09.02、109.03.02)。 
(二) 本校出訪行程 

1. 馬來西亞臺灣教育大學系統 2019 海外聯合招生(108.09.01-09.06)：校長率胡

家勝國際長及蔡佳恩校聘組員參加海外聯合招生活動，赴馬來西亞吉隆坡、

詩巫、古晉、沙巴等地宣傳及拜會。 
2. 2019 澳門臺灣高等教育展(108.09.13-09.16)：出訪人員為侯忠穎組長。 
3. 2019 香港臺灣高等教育展(108.10.17-10.20)：出訪人員為蔡佳恩校聘組員。 
4. 2019 韓國首爾教育展(108.10.29-11.04)：由侯忠穎組長赴韓國晉州、居昌、首

爾、明知等地宣傳。 
5. 國際長拜訪日本一般社團法人台灣留學支援中心(109.01.16)。 

(三) 線上招生活動 
1. 日本大阪地區高中學校聯盟線上會議(109.04.27)。 
2. 馬來西亞畢理學院線上專題演講(109.05.15)。 
3. 蒙古臺灣教育中心 2020 網路宣傳計畫(109.05.15)。 

語文中心 
(一) 開設課程 

1. 對外華語班(108.09.23-109.01.06、109.03.02-06.11)。 
2. 英語加強班(108-1、108-2、109 暑期)。 
3. 全球瞭望角(108.10.02-12.18、109.03.18-06.03)。 
4. 環球咖啡時光(108.09.25-12.11、109.03.11-05.27)。 
5. 108 學年度多益輔導課程(108.09.17-11.20、109.03.03-05.26)。 
6. 基礎外國語文課程： 

(1) 基礎日文(108.09.24-11.19、109.04.14-06.23)。 
(2) 基礎韓語(108.10.02-11.27、109.04.08-06.17)。 
(3) 基礎西班牙語(108.09.26-11.28、109.04.09-06.18)。 
(4) 基礎德語(108.09.24-11.19、109.04.08-06.17)。 
(5) 基礎法語(108.09.25-11.24、109.04.08-06.17)。 
(6) 基礎越南語(108.09.26-11.28、109.04.08-0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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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基礎泰語(108.09.30-11.25、109.04.13-06.22)。 
7. 辦理大一英文會考(109.01.06-01.07、109.06.29-06.30)。 

(二) 重要活動 
1. 辦理「境外生善化文化參訪」(108.09.05)。 
2. 辦理檢定考試：辦理多益測驗講座(108.10.16、109.03.25)；籌辦多益、托福校

園考(108.11.24、109.05.31)。 
3. 辦理 2019 國際文化週活動(108.11.27-11.29)：「異國文化祭-開幕暨文化體驗

活動」(108.11.27)、「各國文化暨第二外語課程」(108.11.27)、「電影賞析- Always 
幸福的三丁目、可可夜總會」(108.11.28)、「赴日開創新未來～工作、學習、

旅遊之日本情事介紹～講座」(108.11.29)。 
4. 辦理英外語能力檢定考試獎勵(108.11.11-11.15、109.06.01-06.05)申請收件。 
5. 辦理華語志工服務事宜(行前說明會 108.09.26、108.09.30-12.13)，提供本校

境外生華語服務。 
(三) 其他：本校英語新聞翻譯計 27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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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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副教授兼任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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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次(108.08.09、108.09.30、108.11.26、109.01.15)、
第 2 學期召開 4 次(109.02.19、109.02.27、109.03.16、109.06.08)。 
108 學年度圖書館諮詢委員會議(109.04.08)。 

參、年度重要工作 

工作重點 
(一) 依本校圖書館圖儀經費分配辦法，年度預算共 17,200,000 元分配予各系所。 
(二) 108 年度圖書總採購經費 7,519,389 元(含教育部補助款購置電子書 522,700 元，

108 級畢聯會捐贈 47,500 元)，共購入圖書資料(含電子書)30,366 種。 
(三) 108 年度訂購中、外文紙本及全庫電子期刊，合計 2,188 種期刊供閱覽。 
(四) 處理新進期刊共 4,811 冊。 
(五) 更新全國期刊聯合目錄資料庫中本館所有期刊館藏紀錄。 
(六) 定期統計期刊使用狀況及稽催缺期期刊。 
(七) 建立訂購之電子期刊檔案與連結，方便讀者使用。 
(八) 加入「臺灣學術電子書暨資料庫聯盟」，增加可用電子書館藏 13,967 冊。 
(九) 處理新書推薦系統資料 5,271 種、贈送圖書資料 3,636 冊。 
(十) 圖書書目轉檔 32,613 筆，處理編目圖書 16,368 冊。 
(十一) 提供借書服務共 14,700 人次、78,915 冊。 
(十二) 處理館際合作對外申請 296 件、外來申請 47 件。 
(十三) 更新 Aleph 系統報廢圖書資料之狀態共 6,228 冊。 
(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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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 維護本校機構典藏系統及博碩士論文系統。 
(十六) 持續進行學位論文電子全文送存國家圖書館。 
(十七) 與臺南市立美術館建立館際合作服務。 
(十八) 為維持榮譽分館優質服務品質，每週六及週日由館員輪值分館服務。 
(十九) 配合防疫需求，嚴格執行各項防疫措施，全面淨化閱覽環境，以提供安全的

使用空間。 
推廣活動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配合防疫措施，圖書館資料庫教育訓練分別於 4 至 6 月，每月

提供 1 場，惟「週五 FUN 電影」及「阿勃勒節電影院」等活動暫停舉行。 
(一) 主題書展及藝術作品展覽 

1. 書刊編輯微書展(108 年 8-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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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悅讀趣」書展(108 年 9-10 月)。 
3. 「飲食文化」書展(108 年 11-12 月)。 
4. 「性別平等」書展(108 年 11-12 月)。 
5. 「閱讀．悅讀我做主」書展(108 年 12-1 月)。 
6. 本館與台南市政府教育局合辦 108 學年度「魔法語花一頁書」作品展覽(109

年 3 月)。 
7. 「2019 Open book 好書獎」書展(109 年 4-6 月)。 
8. 「恣行筆意」微書展(109 年 6-9 月)。 

(二) 教育訓練 
1. CEPS 中文電子期刊資料庫暨平台服務(108.09.18)。 
2. Naxos Music Library(108.09.25)。 
3. Wiley 電子書、方正資料庫、Emerald 期刊全庫(108.10.02)。 
4. HyRead 臺灣全文資料庫及電子書(108.10.16)。 
5. SDOL(108.10.23)。 
6. EBSCOhost 資料庫(108.11.13、109.06.03)。 
7. Oxford Music Online、Oxford Scholarship Online(108.11.20)。 
8. PQDT 數位論文聯盟資料庫、DDC、UDN 電子書、Education Database 

(108.12.04、109.05.06)。 
9. IEEE/IET Electronic Library (IEL)(108.12.11)。 
10. Endnote、中國期刊全文資料庫(CJFD)、JCR(108.12.25、109.04.01)。 
11. 配合系所教師課程需求，提供圖書館資源講解課程共 20 場次。 

(三) 影展：辦理「週五 FUN 電影」活動，共 10 場(108.09.18-12.25)。 
(四) 圖書館推廣活動 

1. 電子書聯盟教育訓練：「大學生了沒？二部曲—暢遊 e 書海」(108.09.23-10.20)。 
2. 辦理 108 年度大學部學生「借書達人活動」(108.11.13)。 
3. 配合臺灣閱讀節，舉辦「閱讀．悅讀我做主」活動，讓學生票選心目中最喜

歡的館藏(108.12.02-12.31)。 
4. 配合校慶舉辦「電子書搶答」、「一日館員」、「電影悅賞」活動(108.12.14-12.16)。 

其他 
(一) 提供期刊、報紙及「全國文獻傳遞服務」相關諮詢及推廣。 
(二) 重新設計一樓現刊區標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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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年度內部控制作業層級自行評估表及佐證資料等。 
(五) 配合學校節約用電，實施部分空間電燈及冷氣隨機開關方式，開館時不再自動

全面啟動。 

肆、年度創新工作 

109 年 1 月陸續進行各樓層脫落地毯修補及 B1 至 5F 油漆整修工程，並於 3 月將 2
樓女兒牆兩側走道地毯全面翻新，優化整體閱覽空間，提升「悅」讀氛圍。 
109 年 1 月 1 日起影印全面改由悠遊卡付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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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 107學年度將位於圖書館地下 1樓密集書庫區重要西文圖書移至一樓大廳兩側後，

於 108 學年度重整 507 室視聽資料架位，並將地下 1 樓密集書庫區「百部叢書集成」

移至 507 室，使該區館藏空間規畫更為合宜。 
校慶期間辦理「你捐發票我送書」校慶活動，將讀者捐贈之發票轉贈創世基金會。 
推出寒暑假優惠借書專案，期末借書皆可延至開學後歸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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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理「108 學年度寒假國、高中學生志願服務學習」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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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好書進館來」線上書展，邀請多家書商，透過次主題分類方式，上傳新出版

書目，讓師生可以透過線上書展，直接推選介購新書，開創推薦圖書新方式。 
不定期將新書目錄依個別老師研究主題分類，分送予各位老師作為圖書選書之參考。 

伍、年度榮譽事蹟 

109 年榮獲國家圖書館臺灣學術資源影響力「學位論文資源貢獻獎」公立綜合大學組第 5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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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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8.08）。 
博物館 108 學年度第 1 次典藏會議（109.01.20）。 

參、年度重要工作 

舉辦展演活動如下： 
南師藝聯會會員西畫聯展（108.07.06-108.08.25）。 
唐代玉雕展（108.07.06-108.08.25）。 
無際-胡文賢個展（108.09.02-108.10.27）。 
水交社 印･象 版畫展（108.09.26-108.10.22）（地點：水交社文化園區排練場）。 
刺繡水交社印象工作坊（108.09.28）（地點：水交社文化園區排練場）。 
香雨書院館藏油畫展（108.11.13-108.12.22）。 
南瀛鄉情―館藏作品展（109.01.09-109.02.23）。 
鹽分地帶藝文特展（109.03.07-109.06.17）。 
「自然･悅出」香雨書院典藏展（109.06.25-109.08.23）。 
美國大屠殺紀念博物館人員參訪柏楊文物館（109.01.10）。 

柏楊文物館常設展：展出柏楊出版相關書籍、生平文物及歷史文件資料、證書等。 

肆、年度創新工作 

一、依 109 年第 1 次節約能源委員會議決議，進行博物館二展館開放時間與用電量評估

事宜，現階段柏楊文物館採預約方式進館，香雨書院依據參觀人數縮減展館用電需

求。 
二、與鄰近 5 所國中合作，提供學生至香雨書院實施志工服務學習。 
三、香雨書院配合將軍區公所拍攝在地文化紀錄短片（109.04.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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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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學年度校務會議：第 1 學期(108.11.13)、第 2 學期(109.5.13)。 
108 學年度校務發展委員會：第 1 學期(108.10.28)。 
主管會報 
(一)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共召開 3 次(108.9.23、108.10.21、108.12.23)。 
(二)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共召開 4 次(109.2.24、109.3.23、109.4.27、109.5.25)。 
風險管理相關會議 
(一) 108 年度風險管理工作小組第 2 次會議(108.9.26)。 
(二) 108 年度第 1 次風險管理推動小組會議(108.12.23)。 
(三) 109 年度風險管理工作小組第 1 次會議(109.6.2)。 

參、年度重要工作 

外賓參訪及拜會校長 
(一) 前總統府侍衛室主任吳東林將軍(108.8.6)。 
(二) 浙江億威實業有限公司邱慈意董事長(108.8.30)。 
(三) 工業技術研究院楊秉純副所長(108.9.11)。 
(四) 臺南市中西區區公所蕭泰華區長(108.9.19)。 
(五) 皇佳商業銀行張見齊董事長夫人陳淑貞老師(108.11.6)。 
(六) 本校姊妹校美國奧特本大學 John L. Comerford 校長(108.11.13)。 
(七) 臺南市長興國小呂志忠校長(108.11.15)。 
(八) 救國團臺南市團委會梁明輝總幹事(108.11.18)。 
(九) 聯華電子科技文教基金會施璧如秘書長(108.11.19)。 
(十) 臺南市體育處林義順處長(108.11.19)。 
(十一) 馬來西亞詩巫公教中學鄭文牘校長(108.11.19)。 
(十二) 臺南郵局林春鶯經理(108.12.11)。 
(十三) 本校姐妹校美國漢弗萊大學羅伯特校長(108.12.19)。 
(十四) 志光教育科技集團林進榮總裁(109.1.14)。 
(十五) 本校校友總會吳東林理事長(109.6.29)。 
(十六) 教育部人事處陳焜元處長(109.7.9)。 
(十七) 教育部終身教育司黃月麗司長(109.7.17)。 
(十八)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品質保證處主任兼評鑑雙月刊主編池俊吉

博士(109.7.20)。 
(十九) 哈旗鼓文化藝術團李榮豐團長(109.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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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賓蒞校專題演講並拜會校長 
(一) 統一棒球隊股份有限公司蘇泰安領隊(108.9.17)。 
(二) 誠美建築開發股份有限公司陳百棟董事長(108.9.24)。 
(三) 大陸委員會陳明祺副主任委員(108.9.25)。 
(四) 豪門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簡廷在董事長(108.10.1)。 
(五) 公道法律事務所林亭宇律師、吉常同法律事務所郭子誠律師(108.10.8)。 
(六) 芒果遊戲股份有限公司張奇威經理(108.10.15)。 
(七) 小丑蛋黃志工團黃世岱創辦人(108.10.22)。 
(八) 故事工廠林佳鋒執行長(108.10.29)。 
(九) 心運動體適能訓練中心羅友威訓練師(108.11.5)。 
(十) 成功大學理學院許瑞榮副院長(108.11.19)。 
(十一) 綿羊犬藝術股份有限公司林啟維執行長(108.11.26)。 
(十二) 初色心理治療所蘇益賢心理師(108.12.3)。 
(十三) 台灣創意金屬股份有限公司郭治華董事長(108.12.10)。 
(十四) 中興工程顧問公司陳伸賢董事長(108.12.17)。 
(十五) 凱薩琳時尚創意集團許淑晶創意總監(108.12.24)。 
(十六) 屋頂上的天文學家李昫岱博士(108.12.31)。 
(十七) 公道法律事務所蔡文斌主持律師(109.3.17)。 
(十八) 壹電視新聞台陳雅琳主播(109.3.30)。 
出國訪問：校長參與臺灣教育大學系統 2019 海外聯合招生宣導活動，拜會馬來西亞

華校董事聯合會總會，並至吉隆坡中華獨立中學、古晉中華第一中學及沙巴崇工獨

立中學招生宣傳，藉以瞭解當地教育需求及商討雙方合作議題(108.9.2-9.6)。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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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 2019 先進鋰離子電池與電化學儲能技術研討會暨材

料國際學院電池論壇(108.8.1)。 
(三) 接待寰宇新聞記者採訪本校學生賃居情形(108.9.6)。 
(四) 接待自由時報記者採訪生態暨環境資源學系 USR 計畫(108.10.1)。 
(五) 接待中華日報記者採訪本校校友總會(108.10.18)。 
(六) 邀請並接待媒體及貴賓出席 121 週年校慶迎聖火、開鑼暨揭幕典禮(108.12.2)。 
(七) 舉辦「師生研發成果發表會暨年終記者會」(108.12.2)。 
(八) 接待公視及華視記者採訪綠色能源科技學系傅耀賢老師「廢舊太陽能光電板循

環經濟」師生研發團隊(108.12.4)。 
(九) 印製及寄送 121 週年校慶邀請卡，並接待當日與會貴賓(108.12.14)。 
(十) 接待思維互動有限公司拍攝本校紅樓影像，於國家教育研究院「十年樹木百年

樹人─虛實實境中看百年老校」特展中播放(108.12.16)。 
(十一) 接待媒體採訪本校防疫事宜(109.3.18)。 
(十二) 擔任教育部訪視本校(及成功大學)校園防疫作業座談會聯繫窗口，負責場地、

人員出席、人員接待及接送、會議資料及簡報等各項事宜(109.3.20)。 
(十三) 接待媒體採訪林美燕議員及王麗婷理事長捐贈本校防疫香茅手工皂

(109.4.16)。 
(十四) 接待媒體採訪職達外語捐贈本校防疫護目鏡(109.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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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接待自由時報記者採訪榮獲 2020 總統教育獎之特殊教育學系李文煥博士生

(109.5.13)。 
(十六) 接待媒體採訪輔導中心舉辦之「生涯急轉彎－與農有約」吳怡農講座(109.6.3)。 
(十七) 協辦 109 級畢業典禮及接待師長、貴賓(109.6.7)。 
(十八) 接待角子影音製作有限公司拍攝校友湯德生紀錄片(109.7.21)。 
(十九) 協辦新購公務車外觀設計規劃。 
(二十) 製作更新誠正大樓中庭宣傳布條，宣傳本校通過校務、師培、系所三大評鑑，

及高教深耕計畫累計獲教育部 1 億 4,588 萬元經費補助。 
(二十一) 製作重要活動影片於數位訊息看板播放。 
(二十二) 統計每月新聞見報率並編印 108 學年度新聞剪影。 
(二十三) 製作 108 年度各單位新聞統計表，總計 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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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四) 彙編本校 108 學年度年報。 
(二十五) 配合組織調整或更名，修正本校校況簡介摺頁。 
(二十六) 安排校長於春節、端午及中秋等三節慰問退休同仁(109 年端午節因應新冠

肺炎疫情取消)。 
(二十七) 追蹤校長指示案件及各項會議決議事項之後續執行情形，並管控進度。 
(二十八) 2020阿勃勒節系列活動因新冠肺炎疫情取消辦理，以確保校園防疫零風險。 

肆、年度創新工作 

辦理學校宣傳影片製作，由動畫媒體設計研究所范光義老師帶領該所四名研究生製

作影片，於 108 年 10 月 1 日、11 月 19 日、12 月 24 日及 109 年 2 月 3 日召開四次

研商會議並提送 109 年 2 月 24 日主管會報討論，109 年 3 月完成影片製作，提供相

關單位運用，強化本校行銷之效。 
因應新冠肺炎疫情，協辦校園防疫事宜，製作防疫告示、宣導帆布、教育部座談會

簡報、寄發校長關懷信、發布相關新聞稿及回應媒體等事宜。 
辦理本校校務評鑑項目一「校務治理與經營」通過後自我改善結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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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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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就學協助機制，有效促進社

會流動」： 
(一) 108 年度：總經費 10,528,476 元(含外部募款金額)，負責計畫書修正、每月管考

回報、期中及成果報告撰寫、海報設計、經費流用等事宜。 
(二) 109 年度：撰寫申請及修正計畫書，獲補助 6,38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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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助理聘用等作業。 

伍、年度榮譽事蹟 

本室網頁獲本校 108 年度行政單位網頁評鑑績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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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室 

壹、單位基本資料 

本室現置有主任 1 名，教師兼任組長 1 名，組員 1 名。 

貳、議事方面 

一、校慶運動大會籌備會議 
(一) 121 週年校慶運動大會第一次籌備會議（108.10.2）。 
(二) 121 週年校慶運動大會第二次籌備會議暨領隊會議（108.11.13）。 

二、運動場地協調會 
(一) 108 學年度第一學期運動場地協調會（108.9.18）。 
(二) 108 學年度第二學期運動場地協調會（109.2.20）。 

三、體育室室務會議：108 學年度第一學期體育室室務會議（108.9.9）。 
四、2020 臺南古都國際馬拉松賽志工服務行前講習說明會（109.2.25）。 

參、年度重要工作 

一、108 學年度重要工作 
(一) 本學年度訓練活動組組長委請教育學系鄒慧英教授兼任。 
(二) 為有效管理重訓室出入，自 108 年 8 月起以刷卡方式進入： 

1. 本校教職員工及學生憑員工證及學生證進入。 
2. 教職員工直系眷屬(配偶及子女)、退休教職員工逕洽本室免費辦證。 
3. 校友憑學位證書(畢業證書或結業證書)及身分證，親至本室填具申請單及繳

款單，繳交使用費(内含製卡工本費)1,000 元後辦理。該證使用期限 2 年，期

滿須重新申請及繳費。 
(三) 第一學期第 7、8 週(108.10.21-10.22、10.28-10.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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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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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9 筆。 
(四) 中山體育館木質地板進行半年一次白蟻防治噴藥(109.5.22)。 

二、108 學年度運動代表隊對外比賽成績 
名稱/日期 項目 姓名 成績 

108 年全國運動會 
(108.7.1-7.23) 

排球 
陳靜、曾彙雯、蔡欣樺、李諺妮 
陳汶欣、陳苡安、董昱辰、童雅筠 
簡巧真、閻品璇 

第八名 

108 年臺中市第九屆全市

運動大會(108.8.21-8.23) 田徑 柯政宇 第五名 

108 秋季田徑賽 
(108.9.19-9.22) 

4*400 公尺接力 廖振豪、王品尊、賴柏翔、江宗翰 第一名 
400 公尺 廖振豪 第四名 
400 公尺 王品尊 第八名 
200 公尺 賴柏翔 第六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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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日期 項目 姓名 成績 

108 年全國沙灘巧固球錦

標賽(108.9.27-10.1) 巧固球 林慧婷、吳孟萱、黃孝瑄、陳慧玲 
楊蜜願、蔡馨儀、林欣諭、謝欣穎 

大專女

生組第

三名 

108 年新北城市盃全國田

徑公開賽 
(108.10.4-10.8) 

100 公尺 陳玟溥 第二名 
400 公尺 廖振豪 第五名 
100 公尺 賴柏翔 第五名 

108 年全國運動會

(108.10.4-10.9) 
女子太極全能 劉佩勳 第五名 

108 年全國中正盃國武術

錦標賽 
(108.10.4-10.9) 

社會男子組南拳 陳銘峰 第二名 
社會男子組長兵 陳銘峰 第三名 
社會女子太極劍 陳靜璇 第四名 
社會男子組南拳 陳以倫 第三名 
社會男子組奇兵 陳以倫 第一名 
社會女子組南拳 陳瑀涵 第一名 
社會女子組雜兵 陳瑀涵 第二名 
社會女子太極劍 劉佩勳 第二名 
社會女子組北拳 曾品婕 第三名 
社會男子組南拳 林廷翰 第一名 
社會男子組長兵 林廷翰 第二名 

108 學年度第 41 屆中正

盃全國溜冰錦標賽 
(108.10.18-10.20) 

基本型 
萬庭宇 

第二名 
自由型 第一名 
綜合型 第一名 
直排花式 陳柏佑 第二名 

108 年全國運動會

(108.10.20) 
競速滑輪溜冰 楊合貞 第一名 

108 年中小學巧固球錦標

賽 
(108.10.24-10.25) 

社會男子組 翁豪志、林安泰、鄭嘉均、巫儒恩 
廖邦安、吳承祐、蔡經翔、陳嵩淵 第一名 

社會男子組 楊寰宇、黃國銓、侯景勛、李沅珉 
楊承勳、鄭愷均、吳崇豪、古竣丞 第二名 

社會組巧固球 
黃孝瑄、楊蜜願、林慧婷、林欣諭 
謝欣穎、蔡馨儀、陳慧玲、吳庭慈 
王亭婷 

第四名 

社會女子組單網 黃孝瑄、楊蜜願、林慧婷、林欣諭 
謝欣穎、蔡馨儀 第一名 

108 年全國第 40 屆華宗

盃排球錦標賽 
(108.11.2-11.5) 

大專女子組 
閻品璇、童雅筠、陳靜、李諺妮 
曾彙雯、蔡欣樺、陳汶欣、陳麗蓉 
董昱辰、簡巧真 

第二名 

第十六屆世界國術錦標賽

(俄羅斯) 
(108.11.9-11.10) 

南拳 

陳銘峰 

第二名 

長兵器 第三名 
男子掛技 65-70
公斤級 第三名 

南拳 
陳瑀涵 

第二名 
奇兵器 第一名 
男子南拳 陳以倫 第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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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日期 項目 姓名 成績 

男子奇兵器 第一名 

男子掛技 55-60
公斤級 第一名 

男子南拳 

林廷翰 

第一名 

男子長兵器 第二名 

男子掛技 65-70
公斤級 第一名 

108 年全國中正盃巧固球

錦標賽 
(108.11.18-11.22) 

社會男子組 

鄭嘉均、巫儒恩、廖邦安、吳承祐 
蔡經翔、陳嵩淵、楊寰宇、侯景勛 
李沅珉、楊承勳、鄭愷均、吳崇豪 
古竣丞 

第三名 

108 學年度大專校院國術

錦標賽 
(108.12.4-12.7) 

北拳第二類 曾品婕 第三名 
形意拳 

吳和容 
第一名 

刀術 第一名 
南拳第一類 

陳瑀涵 
第一名 

其他器械 第三名 
南拳第一類 

陳以倫 
第五名 

其他器械 第八名 
南拳第一類 

陳銘峰 
第三名 

其他器械 第七名 
南拳第一類 杜易軒 第七名 
南拳第一類 

林廷翰 
第二名 

其他器械 第二名 
第 17 屆亞洲蹼泳錦標賽

暨 2019 亞洲青年蹼泳比

賽(108.12.17-12.23) 

1500m SF 
陳柏翰 

第二名 

800m SF 第三名 

2020 年港都盃全國田徑

錦標賽 
(109.2.26-3.1) 

100 公尺 趙敬民 第六名 
100 公尺 陳玟溥 第七名 
200 公尺 趙敬民 第七名 
4X100 公尺接力 張玄、賴柏翔、趙敬民、陳玟溥 第一名 
800 公尺 簡宇勝 第四名 
4X400 公尺接力 簡宇勝、王品尊、賴柏翔、廖振豪 第三名 
200 公尺 林盈汝 第三名 
400 公尺 林盈汝 第四名 

109 年新北市全國青年盃

田徑錦標賽 
(109.3.9-3.13) 

100 公尺 
陳玟溥 第三名 

200 公尺 
100 公尺 

趙敬民 
第八名 

200 公尺 第六名 
400 公尺接力 陳玟溥、趙敬民、王清盛、賴柏翔 第三名 

109 年全國大專校院田徑

公開賽 
(109.3.27-3.28) 

大專男甲組 100
公尺 

趙敬民(預賽、決賽均破大會紀錄) 第二名 
陳玟溥(平大會紀錄) 第三名 
賴柏翔(破個人最佳) 第四名 

大專男甲組 200
公尺 

陳玟溥 第二名 
賴柏翔 第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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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日期 項目 姓名 成績 
趙敬民 第七名 

大專男甲組

4*100 公尺接力 張玄、賴柏翔、趙敬民、陳玟溥 第二名 

大專男甲組

4*400 公尺接力 游兆晉、王品尊、江宗翰、廖振豪 第四名 

大專男乙組 400
公尺 佘東翰 第三名 

大專男乙組

4*400 公尺接力 許照明、吳冠丞、蔡易欣、佘東翰 第四名 

大專女乙組 400
公尺 

林盈汝(破大會紀錄) 第一名 
陳菱屏 第四名 

大專女乙組 200
公尺 

林盈汝(破大會紀錄) 第一名 
黃馨 第五名 

大專女乙組 100m
公尺 陳玫甄 第七名 

大專女乙組跳高 閻品璇 第三名 
大專女乙組

4*400 公尺接力 
翁如娟、黃馨、陳菱屏、林盈汝 
(破大會紀錄) 第一名 

大專女乙組

4*100 公尺接力 閻品璇、陳菱屏、陳玫甄、林盈汝 第三名 

108 學年度大專排球聯賽

公開二級女子組 
(109.6.9-6.12) 

女子排球 
陳靜、曾彙雯、蔡欣樺、李諺妮 
陳汶欣、陳苡安、董昱辰、童雅筠 
簡巧真、閻品璇 

第一名 

109 年全國大專院校運動

會桌球南區錦標賽 
(109.7.9) 

一般男生組個人

單打賽 
謝承恩 
(取得 109 年全大運會內賽資格) 第五名 

三、 舉辦校內體育活動 
(一) 121 週年校慶運動會會前賽分別於 108.11.20 及 11.27 下午進行。 
(二) 舉行 121 週年校慶運動大會(108.12.14、12.15)。 

四、 舉辦校際體育活動 
(一) 舉辦「第 29 屆南大盃排球邀請賽」，共有全國 48 隊 576 人參加(108.11.16-11.17)。

「第 30 屆南大盃排球邀請賽」因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暫停辦理。 
(二) 中華民國大專校院 108 學年度籃球運動聯賽 

1. 公開男生組第二級第四區預賽 108.11.26-12.4 於本校中山館舉行；分區排名

賽108.12.8-12.11於大同技術學院比賽，由彭小惠老師帶隊參加；複賽109.5.8-
5.15 於屏東大學舉行，109.6.2-6.5 於義守大學參加決賽。 

2. 一般男生組第四區預賽 108.12.16-12.20 於大同技術學院開賽，複賽 109.5.18-
5.20 亦於該校舉行，分區排名賽 109.6.8-6.12 於僑光科大比賽，由龔憶琳主

任帶隊參加。 
(三) 108 學年度全國大專排球運動聯賽 

1. 公開女生組第二級各分組預賽 108.12.20-12.21 於輔英科大舉行，由鄭安城老

師帶隊參加；第二級各分組決賽 109.5.12-5.15 於高雄科大楠梓校區比賽；決

賽 109.6.8-6.12 於輔英科大舉行。本年度比賽本校公開組女子排球隊獲「108
學年度大專排球聯賽公開二級女子組」冠軍，並晉升甲一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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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一般女生組第二級預賽 108.12.21-12.22 於清華大學舉行，第二級決賽

109.5.16-5.17 於高雄科大建功校區比賽，一般女生組分組複賽 109.6.6-6.7 於

輔英科大舉行，一般女生組決賽 109.7.5-7.8 於中央大學比賽。 
3. 公開男生組於大仁科大比賽(108.12.26-12.28)。 

(四) 於室外籃球場舉行「南大盃籃球賽」(109.3.26-4.19)。 
(五) 張碩文老師帶隊參加 109 年全國大專院校運動會桌球南區錦標賽(109.7.9)。 

五、 申請校外補助項目 
(一) 辦理教育部體育署補助本校「體育器材設備(資本門)」經費 350 萬元。 
(二) 申請教育部體育署「109 年度發展特色運動」經費補助案，經核定補助田徑隊 7

萬元及羽球隊 7 萬元，共 14 萬元。 
(三) 申請臺南市政府體育處「109 年運動 i 臺灣計畫」，獲 135 萬元補助。 
(四) 申請教育部體育署「109 年運動發展基金補助各級學校運動團隊」經費補助案，

經核定補助民俗隊 5 萬元。 
(五) 本校籃球代表隊參加「中華民國大專校院 108 學年度籃球運動聯賽」，大專院校

體育總會補助參賽球隊補助款分別為公開男生組第二級 10,500 元、一般男生組

1,500 元，合計 12,000 元。 
六、 其他 

(一) 本校協辦臺南市政府體育處「109 年運動 i 臺灣計畫」至臺南市各區辦理健康講

座並帶領民眾實作，已完成地區如下： 
1. 於歸仁區七甲社區活動中心舉辦(109.6.5)。 
2. 於關廟區東勢社區關懷據點舉辦(109.7.1)。 
3. 於七股區樹林活動中心舉辦(109.7.10)。 
4. 假安麗群雁成功教室舉辦(109.7.13)。 
5. 於楠西區楠西幸福小站舉辦(109.7.17)。 
6. 於中西區郡王里活動中心舉辦(109.7.22)。 
7. 於新營區南梓日照中心舉辦(109.7.23)。 
8. 於南區竹溪里活動中心舉辦(109.7.25)。 
9. 於六甲區六甲日照中心舉辦(109.7.28)。 

(二) 本校協辦臺南市政府「2020 臺南古都國際馬拉松賽」，150 位同學擔任各組志工

服務人員，原定 109 年 3 月 1 日舉辦，因應新型冠狀肺炎疫情，延至 109 年 10
月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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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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學年度教師評審委員會，6 次(108.10.16、108.12.11、109.01.08、109.04.15、109.05.27、
109.06.24)。 
108 學年度職員甄審委員會，1 次(109.2.27)。 
108 學年度職員考核獎懲委員會，6 次(108.09.30、108.12.05、109.01.03、109.01.14、
109.05.11、109.07.13)。 
108 學年度校聘人員考核獎懲委員會，3 次(108.09.30、108.12.05、108.12.25)。 

參、年度重要工作 

修訂法規 
(一) 修正本校「行政業務績優暨創新獎勵辦法」，經 108 學年度第 2 次行政會議通過

(108.10.16)。 
(二) 修正本校「限期升等未通過教師專案評鑑作業要點」，經 108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通過(108.11.13)。 
(三) 修正本校「組織規程」，經 108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108.11.13)及 108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通過(109.5.13)。 
(四) 修正本校「職工申訴評議委員會設置要點」，經 108 學年度第 3 次行政會議通過

(108.12.11)。 
(五) 修正本校「約用人員工作規則」，經 108 學年度第 5 次行政會議通過(109.02.19)。 
(六) 修正本校「兼任行政職務教師休假實施要點」，經 108 學年度第 8 次行政會議通

過(109.06.17)。 
(七) 修正本校「本校職員獎懲實施要點」，經 108 學年度第 8 次行政會議通過

(109.06.17)。 
(八) 修正本校「職員職務輪調要點」，經 108 學年度第 8 次行政會議通過(109.06.17)。 
教師聘任升等業務 
(一) 8 位專任教師通過審核聘任並完成報到手續。以 109 年 2 月 1 日為基準，全校

教師共 227 人，含教授 113 人、副教授 79 人、助理教授 35 人；另有專案助理

教授 1 人、助教 5 人、兼任教師共 233 人。 
(二) 申請升等之教師共 6 位，通過升等為教授及副教授各有 3 人，通過率 100%。 
訓練進修事項 
(一) 舉辦 108 學年度新聘教師行政業務研討座談會(108.08.05)。 
(二) 舉辦教職員工訓練研習 

1. 勞工權益說明會(109.0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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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舉辦本校職員專業能力研習(109.07.22-07.23)：包含溝通與協調的藝術

(109.07.22)、健康運動享幸福(109.07.22)、各單位創新業務交流(109.07.22)、
打造富足人生(109.07.23)、行政程序法與案例分析(109.07.23)。 

 各類保險、福利業務 
(一) 教職員參加公務人員保險 108 年 12 月 299 人、全民健保 525 人(含眷屬及第六類

人員)。 
(二) 108 學年度辦理結婚補助 1 件、喪葬補助 11 件及生育補助 1 件。 
(三) 辦理自願退休 1 人、屆齡退休 1 人，共 2 人。 
員工文康活動 

(一) 社團活動：目前計有網球社、氣功社、羽球社、光鹽社、茶藝社、瑜珈社、新世

紀飲食研習社、重訓社及單車社等 9 個社團。 
(二) 辦理春節團拜活動(109.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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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考量新冠肺炎疫情，109 年 3 月起暫停辦理慶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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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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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深耕計畫專

任助理 1 名及臨時工 1 名。 

貳、議事方面 

「109 年度經常門預算分配初審會議」於 108 年 10 月 7 日召開，通過後提送校務基

金管理委員會審議。 
「110 年度資本門預算分配初審會議」於 109 年 3 月 9 日召開，通過後提送校務基

金管理委員會審議。 
「108 學年度內部控制小組會議」分別於 108 年 12 月 12 日及 109 年 5 月 4 日召開，

討論本校 108 年度內部稽核報告、108 年度內部控制實施成效自行評估計畫、109 年

度稽核計畫、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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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年度稽核計畫行前會議」於 109 年 5 月 11 日召開，通過簽報校長核可後，函

發受查單位稽核通知，執行本年度內部稽核實地訪查。 

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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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彙編 109 年度預算案(含附小)，依編審辦法及核定額度編列完成，並於 108 年 8

月 23 日前陳送教育部彙送立法院審議。 
(二) 本校 108 年度未及執行之購建固定資產預算數，申請保留轉入 109 年度繼續辦理

一案，報奉教育部 109 年 2 月 5 日臺教會(一)字第 1090008639 號函同意保留。 
(三) 本校 109 年度預算第 1 期實施計畫及收支估計表，報奉教育部 109 年 2 月 4 日

臺教會(一)字第 1090008640 號函同意核定。 
(四) 本校 109 年度預算第 2 期實施計畫及收支估計表，報奉教育部 109 年 7 月 16 日

臺教會(一)字第 1090101452 號函同意核定。 
(五) 規劃全校 109 年度經常門預算分配計畫，於 108 年 10 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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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規劃全校 110 年度資本門概算分配計畫，於 109 年 3 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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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依各單位工作計畫，彙編 110 年度校務基金附屬單位概算，110 年度校務基金附

屬單位預算書表，依教育部會計處 109 年 3 月 13 日 109 基金 019 通報、「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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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年 3 月 20 日前

函送教育部核辦。 
(八) 本校 109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營業及非營業部分，業經總統 109

年 6 月 17 日公布，配合中央政府總預算審議結果，國外旅費及大陸地區旅費應

隨同修正減列 137 萬 7 千元及 45 萬 5 千元，其餘如數照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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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預算執行進度管理。 
(十) 妥善規劃財務資源，提升資源使用效率。 
 校務基金會計報告、半年結算報告、年度決算報告編製等 

(一) 依決算法、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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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年度決算，決算報告於 109 年 2 月 14 日前送達行政院主計總

處、教育部、財政部、審計部教育農林審計處等單位審查。 
(二) 依中華民國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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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年度半年

結算報告，並於 109 年 7 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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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按期編製各項財務報告，並依限陳報教育部等單位審查。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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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本校 108 年度校務基金績效報告書，報奉教育部 109 年 6 月 3 日臺教高(三)字第

10900743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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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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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年 12 月 4 日臺教高(三)字第 1080171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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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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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年

10 月 28 日完成本校 108 年度第 2 次出納會計事務查核，並於 109 年 5 月 31 日

完成本校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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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完成本校內部控制作業手冊修訂(3.0 版)，並經 109 年 5 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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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能合理確保上述目標之達成；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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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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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教育部函轉行政院主計總處實地查核部分機關 107 年度內部控制實施情形所發

現共同性缺失事項，內容如下： 
1. 未落實風險辨識及滾動檢討：上年度部分風險項目新增之控制機制，未滾動

納入次年度現有控制機制一併檢討。 
2. 未落實追蹤內部控制缺失改善及興革建議辦理情形，包含稽核評估職能單

位與上級及權責機關督導所提意見、監察院彈劾與糾正案件、審計部審核報

告重要審核意見。 
(四) 教育部函轉行政院主計總處訂「內部稽核參考範例—電腦稽核員工薪資代扣勞

(健)保費之應付代收款作業」，範例已登載於該總處網站(http://www.dgbas.gov.tw)
政府內部控制專區。 

 本校校務基金財務績效 
(一) 108 年決算短絀數 52,967 千元，較預算短絀數 80,003 千元減少 27,036 千元。 
(二) 108 年決算自籌收入金額 524,818 千元，較 107 年度 509,293 千元增加 15,525 千

元，較 106 年度 485,147 千元增加 39,671 千元，自籌收入逐年上升。 
(三) 108 年決算現金及定存 1,192,631 千元，較 107 年淨增 30,198 千元，校務基金財

務穩健。 
(四) 108 年決算依「不發生財務短絀」計算方案計算之餘絀金額為賸餘 43,454 千元，

較 107 年決算 20,927 千元增加賸餘 22,527 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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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學院 

壹、單位基本資料 

學生人數統計  
類別 年級 人數 

大學部 

一 270 
二 263 
三 261 
四 272 

碩士班(日) 
一 101 

二 177 

進修碩士班(夜) 

一 118 

二 39 

三 40 

進修碩士班(日) 

一 47 

二 16 

三 24 

進修碩士班(暑) 四 3 

博士班 

一 25 

二 18 

三 22 

四 19 

五 43 
總計 1,758 

教職員人數統計 

類別  職稱  人數  

教師 

教授 29 

副教授 27 

助理教授 12 

行政人員 

組員 1 

助理員 1 

助教 2 

校聘組員 6 
總計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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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議事方面 

108 學年度院教評會議(108.10.9、108.11.7、108.12.26、109.3.31、109.5.12、109.6.16)。 
108 學年度院課程規劃會議(108.10.1、109.3.17、109.5.4)。 
108 學年度院務會議(108.10.2、108.10.31、109.7.1)。 
教育研究學報編審會議(108.9.30、109.3.27)。 
教育學院「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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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5.1)。 
推選各級會議教育學院學生代表會議(109.6.24)。 

參、年度重要工作 

教師聘任及升等 
(一) 辦理院內一位新聘教師文憑送審(108.11)。 
(二) 完成院內一位專任教師聘任(109.1)。 
院內新主任遴選作業：特殊教育學系(109.6)。 
教育研究學報：完成第 53 卷第 2 期(108.10)及第 54 卷第 1 期(109.4)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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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教育學群各學系之講座講師或大

學推甄模擬面試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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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計畫，進行偏鄉學生課輔、跨校戶外教育、跨校共備社群、暑假英語教育營、運算

思維嘉年華等活動，並於大學社會實踐博覽會中參加成果海報展及托克沙龍動態成

果展。 
執行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主軸 G-傳承實踐-在地創生。 
辦理學院「大師講堂」，共四場，依序邀請： 
(一) Dr. Roxanne Henkin (President of Whole Language Umbrella)演講「Sky Blue: 

Learning About Young Children through their Writing」(108.9)。 
(二) 溫美玉老師(南大附小退休教師)演講「素養課程導航地圖與示範實作」(108.10)。 
(三) 郭婞淳老師(舉重國手)演講「我的選手歷程」(108.11)。 
(四) 鄔佩麗教授(臺灣師大心輔系退休教授)演講「愛的實踐-鄔佩麗的諮商心理學史」

(1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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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

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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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學院特殊教育學系、幼兒教育學系通過「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 108
年度上半年大學校院師資培育評鑑」，幼兒教育學系亦通過該基金會「108 年度上半

年專科以上學校教保相關系科幼兒園教保員培育評鑑」，效期均為 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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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院教育學系、特殊教育學系、體育學系、諮商與輔導學系通過「財團法人高等

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 108 年度下半年大專校院委託辦理品質保證認可」，有效期間

109 年 7 月 1 日至 115 年 6 月 30 日（6 年）。 
本學院「教育研究學報」獲評為「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期刊評比暨核心期刊收錄」

第三級期刊，並榮獲國家圖書館 109 年臺灣學術資源影響力「期刊即時傳播獎」。 
本學院教師榮獲本校「教師教學創新獎勵」如下： 
(一)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108 年 10 月)：銀質獎-教育學系呂明蓁老師；銅質獎-特殊

教育學系陳英豪老師。 
(二)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109 年 4 月)：金質獎-特殊教育學系李芃娟老師；銀質獎-

教育學系吳純萍老師；銅質獎-教育學系李郁緻老師、郭丁熒老師。 
(三)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109 年 4 月)初評通過：特殊教育學系陳英豪老師；教育學

系吳純萍老師、林娟如老師、徐立真老師；諮商與輔導學系蔡美香老師；體育

學系張碩文老師。 
幼兒教育學系張麗芬老師榮獲 108 學年度校級教學績優教師。 
教育學系黃彥文老師「課程與教學導論」、「課程發展與設計」課程，通過教育部數

位學習認證課程(109.2、109.7)。 
本學院 108 年度各學系畢業生考取國中小、幼兒園專任教師共 174 人次，其中教育

系 105 人次，特教系 6 人次，幼教系 24 人次，諮輔系 19 人次，體育系 20 人次。 
本學院大學部應屆畢業生 109 年 6 月教檢通過率，教育系 80%、特教系 79%、幼教

系 75%、諮輔系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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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學系 

壹、單位基本資料 

學生人數統計 
類別  年級  人數 

大學部 

一 84 
二 80 
三 85 
四 92 

課程與教學碩士班 
一 17 
二 36 

課程與教學博士班 

一 9 
二 6 
三 5 
四 5 
五 13 

科技發展與傳播碩士班 
一 8 
二 16 

教育經營與管理碩士班 
一 14 
二 26 

教育經營與管理博士班 

一 10 
二 7 
三 12 
四 9 
五 23 

測驗統計碩士班 
一 5 
二 7 

測驗統計博士班 

一 3 
二 2 
三 4 
四 2 
五 9 

課程與教學 
教學碩士班(假日) 

一 18 
二 17 
三 16 

教育行政 
碩士在職專班(夜) 

一 12 
二 11 
三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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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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課程與教學 
碩士在職專班(澎湖) 

一 1 
二 2 
三 16 

總計 703 
教職員人數統計 

類別 職稱  人數  

教師 
教授 17 
副教授 4 
助理教授 5 

行政人員 
助教 1 
助理員 1 
校聘組員 2 

總計 30 

貳、議事方面 

108 學年度教育學系系務會議(108.9.25、108.11.18、109.1.2、109.4.13、109.6.15)。 
108 學年度教育學系教評會(108.9.19、108.10.27、108.11.13、108.12.25、109.3.24、
109.4.21、109.6.9、109.6.15)。 
108 學年度教育學系系務發展委員會(108.8.29、108.9.12)。 
108 學年度教育學系課程委員會議(108.9.16、109.3.6、109.3.26)。  
108 學年度教育學系經費規劃會議(109.1.15)。 

參、年度重要工作 

專題演講 
(一) 台中教育大學陳嘉皇教授：學習軌道理論在數學教育上的應用(108.9.19)。 
(二) 溫美玉老師擔任「大師講堂」講座：素養課程導航地圖與示範實作(108.10.31)。 
(三) 廖浩翔先生：CRPD—如何為身心障礙學生實現平等的教育環境(108.11.5)。 
(四) 台師大林坤誼教授：STEM 教育發展與趨勢(108.11.7)。 
(五) 國家教育研究院李文富研究員：多元文化課程與教學(108.11.12)。 
(六) 中正大學林明地教授：領導行為完成方式之探究(108.11.28)。 
(七) 系學會辦理本系耶誕週講座，邀請光教育協會、均一師資培育中心執行長藍偉

瑩老師主講：教育需要的是信任(108.12.16)。 
(八) 呂明蓁師辦理「性教育論爭」講座，主講人蔣琬斯博士(108.12.17)。 
(九) 國家教育研究院蔡明學老師：教育的大數據研究(109.3.19)。 
(十) 善化高中圖書館林美玲主任：漫談教師生涯 26 年—我那兒找到自己的力量，對

學生發揮影響力(109.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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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高雄市茄萣區茄萣國小陳宜莉老師：教育現場實務的錯綜複雜與千羅萬象

(109.3.27)。 
(十二) 成功大學教育研究所郭旭展老師：創造力教學的初步實驗(109.4.16)。 
(十三) 臺南市北區開元國小洪千雅老師：教育哇哇哇！(109.4.17)。 
(十四) 臺南市中西區進學國小盧柏成老師：教育現場不可不知的親師生溝通與班級

經營(109.5.8)。 
其他學術活動 
(一) 辦理校外教育觀摩及參訪活動 

1. 臺南市安南區和順國小-數學跨領域教學觀摩(108.9.27)。 
2. 臺南市北區文元國小-國語跨領域教學觀摩(108.10.4)。 
3. 臺南市永康區永康國小-低年級生活跨領域教學觀摩(108.10.5)。 
4. 教四乙-本校附設實驗小學集中實習教學觀摩(108.11.21)。 
5. 教四甲-臺南市中西區進學國小集中實習教學觀摩(108.11.22)。 
6. 參訪：南投縣私立普台國小(108.12.20)；臺南市安平區億載國小(108.12.27)、

七股區樹林國小 (109.1.3)、中西區忠義國小 (109.5.8)、新市區新市國小

(109.6.19)；高雄市美濃區美濃國小、旗山區溪洲國小(109.6.20)。 
7. 至臺南市中西區忠義國小教學見習(109.5.15)。 

(二) 辦理「首屆先檢後實國小教師資格檢定經驗分享」，由劉芝婷等五位學長姊主講

(108.12.20)。 
(三) 辦理「108 學年度教師資格檢定考試講座」(108.12.21)。 
(四) 辦理試教及教學演示活動 

1. 教四甲：臺南市中西區進學國小模擬試教(108.10.25)、微型教學(108.11.1)。 
2. 辦理「實習經驗傳承」，邀請教四甲馮亭瑄等七位學長姊分享(109.3.27)。 

(五) 辦理就業輔導之模擬教師甄試活動 
1. 邀請郭育伶等四位學長姊辦理「縣市國小教師甄試應屆考生前十名經驗分享」

(108.12.13)。 
2. 系友會辦立縣市教師甄試複試輔導(新竹實小、臺北市)(109.5.27-6.11)。 

(六) 測驗統計組辦理「MPLUS 工作坊」，邀請花蓮市復興國小老師曾明基博士主講

(108.8.26-8.27、109.2.28-2.29)。 
(七) 課程與教學組辦理教師專業成長社群活動(108.11.22、109.1.2)。 
(八) 教學科技組辦理教師專業成長社群活動，邀請東田納西大學戴志哲教授演講：

My Experiences in K-5 STEM, Literacy and Computation Education(109.1.2)。 
(九) 測驗統計組辦理「統計軟體分析工作坊」，邀請高師大吳裕益教授主講(109.2.6-

2.7、109.2.21)。 
(十) 教學科技組辦理教師專業成長社群活動，邀請淡江大學教育科技學系王怡萱副

教授主講：資訊科技融入教學之應用與歷程分享(109.6.11)。 
辦理招生宣傳活動 
(一) 辦理新生家長座談會(108.8.31)。 
(二) 辦理新生歡迎會之修業輔導(108.9.5)。 
(三) 進行碩班推甄招生宣傳(108.9.9)。 
(四) 對大三同學介紹本系預備研究生制度(109.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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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赴高中擔任模擬面試委員：林素微老師-臺南一中(109.4.7)、徐綺穗老師-臺南女

中(109.4.7)、張正平老師-黎明高中(109.4.15)、鄒慧英老師-黎明高中(109.4.21)。 
辦理教甄輔導感恩餐會(108.8.18)。 
辦理「測驗統計碩士班更名說明會暨 108 學年度測驗組及碩博班師生聯合座談會」

(108.9.17)。 
辦理課程與教學碩士在職專班(澎湖)停招說明會(108.9.18)。 
辦理退休餐會：洪碧霞老師(109.1.3)、尹玫君老師(109.6.29)。 
辦理大二分組說明會(109.6.10)。 

肆、年度創新工作 

執行 108 學年度地方教育輔導計畫，於臺南市七股區樹林國小辦理「談新課綱後的

教育科技」活動，約 150 名國小教師參加(108.8.5-8.10)。 
辦理「2019 教育高階論壇-潮流或革新：當代課程與教學改變的脈絡、實踐與反思」

(108.12.6-12.7)。 
辦理「108 學年度境外生交流活動」(108.12.20)。 
辦理「108 年度教育專業知能測驗」(109.1.14、7.7)。 
組織考生服務隊赴教師資格檢定考場服務本系學生(109.6.6)。 
配合師資培育中心推動閩南語師資班計畫，本系及國文系協助提供相關資料，由教

務處進修推廣組開課。 

伍、年度榮譽事蹟 

本系通過「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 108 年度下半年大專校院委託辦理品

質保證認可」，有效期間 109 年 7 月 1 日至 115 年 6 月 30 日（6 年）。 
109 年教師資格檢定考試，本系應屆畢業生通過率達 80%。 
109 年度教師甄試，本系共 47 人(62 人次)上榜。 
4 位教師榮獲科技部 108 年度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傑出人員-蕭佳純師；優良人

員-林素微師、周保男師、郭丁熒師。 
8 位教師獲 108 學年度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補助：尹玫君師、黃秀霜師、張正平師、

鄒慧英師、凃柏原師、吳純萍師、周保男師、黃彥文師。另姜麗娟師、洪碧霞師、郭

丁熒師、林素微師尚有多年期計畫繼續執行中。合計 108 學年度有 12 位老師執行科

技部專題研究計畫。 
4 位教師獲教育部專題研究計畫補助：黃秀霜師、許誌庭師、鄭新輝師、李郁緻師。 
林妍羽同學(郭丁熒師指導)榮獲科技部 108 年度大專學生研究計畫研究創作獎。 
凃柏原師榮獲 108 年度教育部教育實習指導教師優良獎。 
曾儀蓉同學獲 108 年度教育部教育實習學生優良獎。 
黃彥文師通過教育部數位學習認證課程：「課程與教學導論」通過 108 年度第 2 梯次

認證，效期 109 年 2 月至 114 年 1 月；「課程發展與設計」通過 109 年度第 1 梯次認

證，效期 109 年 7 月至 114 年 6 月。 
十一、 本校「教師教學創新獎勵」： 

(一) 呂明蓁師榮獲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銀質獎(108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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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吳純萍師榮獲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銀質獎；郭丁熒師及李郁緻師榮獲銅質獎

(109 年 4 月)。 
(三) 吳純萍師、徐立真師、林娟如師獲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初評通過(109 年 4 月)。 

十二、 趙澤宇同學獲本校第十四屆松濤文藝獎「現代文學類現代詩組」新生獎、許睿宇

同學獲「現代文學類現代詩組」參獎、吳承哲同學獲「現代文學類散文組」佳作。 
十三、 教育部 109 年度「運用 Cool English 網站資源融入英語課程教學」教案徵稿比賽，

郭玫君同學獲國小師資生組第一名、陳冠廷同學獲第三名、張顥瀗同學榮獲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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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商與輔導學系 

壹、單位基本資料 

學生人數統計 
類別 年級 人數 

大學部 

一 43 
二 43 
三 45 
四 51 

碩士班 
一 27 
二 46 

碩士在職專班 
一 17 
二 28 

總計 300 
教職員人數統計 

類別 職稱 人數 

教師 
教授 1 
副教授 6 
助理教授 2 

行政人員 校聘組員 1 
總計 10 

貳、議事方面 

108 學年度系務會議(108.09.03、108.10.21、108.11.18、108.12.16、109.01.06、
109.01.14、109.03.09、109.04.13、109.05.18、109.06.15)。 
108 學年度系教評會議(108.10.30、108.11.20、108.12.18、109.01.13、109.04.15、
109.06.12)。 
108 學年度系課程會議(109.04.13)。 
108 學年度專業實習會議(108.12.16、109.05.18、109.06.15)。 

參、年度重要工作 

專題演講 
(一) 慈恩心理治療所邱似齡諮商心理師：兒童性發展及性問題行為(108.09.25)。 
(二) 陳毓儀、陳釩、石育民等家長：家庭性教育家長座談(108.10.02)。 
(三) 大願文教基金會謝麗燕園藝治療師：保健植物與園藝治療 -綠療與生活

(108.10.16)。 
(四) 國立嘉義高級中學吳家綺輔導組長：從司法走回教育，我的斜槓人生繼續下去！

(108.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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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瞎聊貓咖啡張庭耀烘豆師：在諮輔之後--諮輔人的創業路途(108.10.30)。 
(六) 小宅諮商所黃楷翔所長：多元性別兒童與青少年的學校處境(108.11.13)。 
(七) 頂溪諮商所鄔佩麗所長：愛的實踐--鄔佩麗的諮商心理學史(108.12.04)。 
(八) 高雄市路竹國中楊嘉宏專任輔導教師：親職性教育(108.12.18)。 
(九) 文心診所王雅萱特約心理師：和諧粉彩畫在輔導上的運用(109.03.11)。 
(十)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家庭醫學科-黃志中主治醫師：跨領域系統合作

-以家暴為例(109.03.18)。 
(十一) 高雄市曹公國小沈宜純退休校長：師資生與初任老師的記事本--校園性平事

件及相關法規(109.04.29)。 
(十二) 心向性健康管理中心陳巧翊個案管理師：如何由諮輔走向性諮商治療之職場

(109.05.13)。 
(十三) 銘傳大學蘇芊玲退休教授：教育現場—和教師談性/性別講座(109.05.27)。 
(十四) 台灣人權促進會施逸翔副秘書長：合理調整，你我享受—談通用設計與身心

障礙者權利公約(109.06.10)。 
其他學術活動 
(一) 學術工作坊 

1. 如何好好聽/說生命故事--支線故事的開啟與豐厚工作坊(108.09.21)。 
2. 身體與性別意識的自我覺察工作坊(108.10.26)。 
3. 提升師資生談性議題的專業性與自在度工作坊(109.05.02)。 
4. 園藝治療於創傷個案之運用工作坊(109.05.03)。 
5. 戲如人生，人生如戲—戲劇治療初體驗工作坊(109.05.20)。 
6. 「2020 焦點解決工作坊—非自願個案」南區場(109.07.11-07.12)。 

(二) 校外學術參訪 
1. 碩士班南方彩虹街 6 號參訪(108.11.07)。 
2. 碩士班法務部矯正署臺南少年觀護所參訪(108.12.20)。 

(三) 學生成果發表 
1. 學士班社區輔導與諮商實習成果發表會(108.12.02)。 
2. 學士班學校輔導與諮商實習成果發表會(108.12.03)。 
3. 學士班專題研究成果發表會(108.12.27)。 

(四) 教學演示活動 
師資生教甄演示(109.03.28、04.25)。 

師生教學意見互動 
(一) 系主任與班代有約(108.10.22、109.04.09)。 
(二) 學士班師生座談(108.10.30、109.05.13)。 
(三) 系友返校座談(108.12.25)。 
(四) 碩士班師生座談(109.01.06)。 

肆、年度創新工作 

舉辦「以多重哲學典範建構含攝文化的心理學理論」學術研習營(109.06.19)。 

伍、年度榮譽事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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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 108 年度大專學生研究計畫補助通過 1 件：黃碧汝同學(連廷嘉老師指導)(執
行期間 108.7.1-109.2.28)。 
108 年度諮商心理師考試通過 19 位。 
科技部 108 年度補助研究計畫通過 1 件：翟宗悌老師。 
科技部補助國內專家學者出席國際學術會議 1 件：吳麗雲老師。 
李岳庭老師榮獲 108 年度教育部實習指導教師優良獎(中等教育學校類別)。 
蔡美香老師獲本校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師教學創新獎勵初評通過(109 年 4 月)。 
陳志賢老師指導蔡季蓉同學參加 2019 臺灣遊戲治療學會年會「創意遊戲/治療技巧/
媒材」徵件榮獲優等，並獲校內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師指導學生參加校外競賽獎

勵暨補助 1 萬元。 
執行精進師資素質計畫--子計畫：師資生性別教育與性教育能力增能計畫。 
執行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地方教育輔導工作計畫：情緒健康輔導訓練計畫。 
執行教育部委託辦理高級中等學校校園修復式正義補充教材暨實施機制研發計畫

(李岳庭老師主持)。 
 本系通過「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 108 年度下半年大專校院委託辦理

品質保證認可」，有效期間 109 年 7 月 1 日至 115 年 6 月 30 日（6 年）。 
 校友參加 109 年全國教師甄試，13 人獲正式錄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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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教育學系 

壹、單位基本資料 

學生人數統計 
類別  年級 人數 

大學部 

一 43 
二 42 
三 43 
四 47 

特殊教育碩士班 
一 5 
二 11 

輔助科技碩士班 
一 6 
二 17 

重度障礙碩士班 
一 2 
二 6 

特殊教育博士班 

一 3 
二 3 
三 4 
四 3 
五 7 

總計 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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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行政人員 校聘組員 2 
總計 15 

貳、議事方面 

108 學年度系務會議(108.09.11、108.11.20、109.01.08、109.03.11、109.04.29、109.05.27)。 
108 學年度系教評會議(108.09.11、108.12.04、109.04.15、109.05.20)。 
108 學年度系課程會議(108.10.09、108.12.18、109.02.26、109.04.08)。 
學術審查會議(109.02.11、109.04.22)。 
師資培育評鑑初評意見回覆討論會議(108.09.11)。 
品質保證認可會議(108.09.23)。 
大專校院委辦品質保證認可暨師資培育評鑑之評鑑結果精進工作會議(109.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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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年度重要工作 

 
資優教育數理課程專題講座(109.03.17、109.03.24、109.05.12)。 
「職能治療輔具技術在特殊教育之應用工作坊」專題講座(109.05.12)。 
性平×桌遊系列活動(109.06.17) 
(一) 打開多重視窗看你我：桌遊中的性平探索。 
(二) 抓住議題找解法：桌遊議題的設計思考。 
(三) 邏輯思考練習題：玩桌遊解謎題。 
教師資格檢定考試輔導課程(109.04.29、05.11)。 
教師資格檢定考試輔導課程：資賦優異組準備(109.05.06)。 

肆、年度創新工作 

配合大學部與研究所招生工作，分別拍攝「初衷」與「精釀」兩部招生影片，並公開

於本系網頁、Facebook 粉絲專頁及 youtube 網頁，以達宣傳之效。 
結合系學會，規劃於 109 年 8 月 15 日及 16 日，在全台灣北、中、南及高屏區，辦

理新生迎新茶會，歡迎加入南大特教系大家庭；新生共 45 人參與活動。 

伍、年度榮譽事蹟 

通過「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 108 年度上半年大學校院師資培育評鑑」。 
通過「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 108 年度下半年大專校院委託辦理品質保

證認可」，有效期間 109 年 7 月 1 日至 115 年 6 月 30 日（6 年）。 
林千玉老師獲得教育部 108 年度大專校院教學實踐研究計畫補助。 
朱慧娟老師及高振耀老師獲得科技部 108 年度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案優良人員。 
李芃娟老師榮獲本校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師教學創新獎勵金質獎(109 年 4 月)。 
陳英豪老師榮獲本校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108 年 10 月)教師教學創新獎勵銅質獎、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109 年 4 月)教師教學創新獎勵初評通過。 
博士生李文煥榮獲 2020 總統教育獎。 
邢敏華老師指導黃雯暄同學獲得 108 年度教育部教育實習合作團體優良獎。 
五位同學申請通過科技部「108 年度大專學生研究計畫」：楊濰瑄同學(指導老師朱慧

娟)、陳沛慈同學(指導老師高振耀)、林筠萱同學(指導老師曾怡惇)、蔡佩芸同學(指
導老師何美慧)、蔡宛臻同學(指導老師蔡淑妃)。 
鄭伊均同學獲得本校 109 年度大五教育實習績優獎-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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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教育學系 

壹、單位基本資料 

學生人數統計 
類別 年級 人數 

大學部 

一 49 
二 42 
三 44 
四 40 

碩士班 
一 10 
二 13 

碩士在職專班 
(夜間) 

一 15 
二 16 

總計 229 
教職員人數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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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學年度系務會議(108.8.23、108.9.5、108.11.6、108.11.13、108.11.20、109.1.13、
109.2.25、109.5.13、109.6.24、109.7.6)。 
108 學年度系課程委員會議(108.9.25、108.11.4、109.1.7、109.4.27)。 
108 學年度系教評會議(108.10.1、108.10.29、108.12.25、109.1.10、109.5.6)。 
108 學年度經費、學務及人事委員會議(108.10.23、108.11.25、109.1.13、109.4.15、
109.4.22)。 
108 學年度輔導及學術研究委員會議(108.10.17、108.11.20、109.3.26、109.5.28、
109.6.29)。 

參、年度重要工作 

專題演講 
(一) 樹德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李淑惠教授：精進研究知能(108.12.27)。 
(二) 臺南市仁德幼兒園李敏鳳園長：幼兒園行政事務與教保服務人員行政職能

(109.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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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國立嘉義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林彣娉教師：課程案例分享

(109.6.30)。 
學術活動 
(一) 接待日本鳴門教育大學教授團 4 人參訪交流(108.9.16)。 
(二) 舉辦多元文化內涵賞析研習(108.9.25)。 
(三) 辦理「全語言課程與教學─學習者角度的學習和文本」國際學術研討會暨 108

年度系友大會(108.9.28)。 
(四) 舉辦「越南語語音」工作坊(108.10.2、109.5.13)、「越南語語法」工作坊(108.10.30、

109.5.20)。 
(五) 舉辦「多元文化內涵課程與教學」工作坊(108.11.9)。 
(六) 舉辦新住民幼兒特質及家長教養觀座談與相關研究成果之講座(108.11.9)。 
(七) 辦理教育部 109 年度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暫行大綱推廣人員增能研習(109.1.20)。 
(八) 舉辦幼兒園教師分享新住民幼兒教學及班級經營之研習(109.4.18)。 
(九) 舉辦幼教系教甄講座—國文(109.4.29、5.6)。 
(十) 舉辦多元文化內涵班級經營研習(109.5.29)。 
(十一) 舉辦多元文化之幼兒園班級經營研習(109.6.3)。 
展演及學生活動 
(一) 辦理自製幼兒教具展(108.12.19-12.20)。 
(二) 精進師培計畫校外參訪活動：蕭慶元老師帶領大一學生至高雄市客家文物館及

六龜國小附幼(108.11.13)。 
座談會及選課說明會 
(一) 日、夜碩新生座談會(108.7.25)。 
(二) 大一新生家長座談會-系上座談(108.8.31)。 
(三) 選課說明會：大一(108.9.12)、大二(108.9.9)、大三(108.9.9)、大四(108.9.9)。 
(四) 系主任與境外生及弱勢學生座談會(108.10.24)。 

肆、年度創新工作 

至臺南市鹽水區坔頭港國小附設幼兒園舉辦高教深耕計畫偏鄉幼兒園暑期營隊

(108.8.19-108.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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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名歷屆系

友返校參加，活動溫馨圓滿(108.9.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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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象為附幼學童及附小低年級學生(108.9.30-109.1.3)。 
舉辦：「圖畫書講讀能力」檢定(108.12.11)；「幼兒活動設計能力」檢定(109.5)；「教

具製作能力」檢定(109.6.10)。 
辦理自製幼兒教具展(108.12.19-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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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審，10 位系友報名參加(109.4)。 

伍、年度榮譽事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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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 108 年度上半年大學校院師資培育評鑑」

(師資類科：幼兒園)，亦通過該基金會「108 年度上半年專科以上學校教保相關系科

幼兒園教保員培育評鑑」。 
張麗芬、李萍娜、陳怡靖 3 位老師獲得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獎助，合計 1,991,000 元。 
張麗芬老師榮獲科技部 108 年度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案-優良人員。 
張麗芬老師榮獲本校 108 學年度教學績優教師。 
翟敏如老師指導楊雯媗同學通過科技部 108 年度大專學生研究計畫 (108.7.1-
109.2.28)。 
109 年 6 月應屆畢業生參加教師資格檢定考試通過率 80%(全國總通過率 21%)。 
本系系友參加 109 年全國教師甄試，金榜題名 26 人。 
朱祐妤及蔡瑜庭同學獲得 108 年度教育部教育實習績優獎-實習學生優良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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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學系 

壹、單位基本資料 

學生人數統計 
類別 年級 人數 

大學部 

一 54 
二 41 
三 45 
四 52 

碩士班(日) 
一 12 
二 17 

體育科教學碩士班 三 13 

體育碩士在職專班 
一 15 
二 8 
三 54 

總計 311 
教職員人數統計 

類別 職稱 人數 
 

教師 
教授 5 
副教授 3 
助理教授 2 

行政人員 組員 1 
總計 11 

貳、議事方面 

一、108 學年度系務會議(108.9.17、108.12.5、108.12.17)。 
二、108 學年度系教評會議(108.10.7、108.11.5、108.12.24、109.4.28、109.6.9)。 
三、108 學年度課程委員會議(108.12.17、109.4.23)。 
四、108 學年度體育獎學金評審委員會議(108.12.5、109.7.2)。 

參、年度重要工作 

專題演講及相關體育活動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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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3)。 
(二) 大師講堂：邀請郭婞淳(舉重選手)主講「我的選手歷程」(108.11.5)。 
(三) 辦理 108 年度系所品質保證認可實地訪視(108.11.26)。 
(四) 辦理 109 學年度重點運動項目績優學生單獨招生考試(109.3.6-3.8)。 
(五) 108 學年度精進師資素質計畫--基礎海洋、教育揚帆專題演講。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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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臺南市西門實驗國民小學周宗明老師：海洋安全教育(109.5.13)。 
2. 臺南護理專科學校郭憲偉教授：海洋休閒運動發展趨勢(109.6.2)。 
3. 臺南市體育會帆船委員會吳行悌先生：海洋氣象變化與帆船(109.6.5)。 

(六) 辦理 2020 年體育運動與休閒學術研討會(109.6.13)。 
(七) 出版「臺南大學體育學報」第 14 期。 
協助中華民國體育學會辦理體育活動 
(一) 臺南場次國民體適能「檢測員培訓暨檢定考試」(108.8.2-8.4)。 
(二) 教育部體育署「108-109 年度配合十二年國教-體適能檢測站設置」說明會

(108.9.9)。 
(三) 教育部體育署體適能計分改版公聽會(108.11.1)。 
(四) 教育部體育署 108年度國民體適能專業人才提升計畫-體適能指導員精進教育研

習(108.11.9)。 
(五) 第一梯次教育部體育署 109 年度國民體適能「指導員強化課程」(109.5.16-5.17)。 
(六) 第一梯次教育部體育署 109 年度國民體適能「指導員檢定」(109.5.30-5.31)。 
(七) 國民體適能「檢測員培訓暨檢定考試」臺南場次(109.7.10-7.12)。 
協助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辦理「教育部體育署 108 年度運動設施供給調查填報系統操

作說明會」(109.1.10)。 

肆、年度創新工作 

執行 108 學年度精進師資素質計畫及特色發展計畫-基礎海洋、教育揚帆(期程：

108.8.1-109.7.31)(主持人：陳耀宏主任)。 
執行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活力校園 健康滿點」：辦理本校師生參與戶外休閒運動

獎勵活動(期程：109.1.1-109.12.31)(主持人：陳耀宏主任)。 
執行教育部體育署「國家運動訓練中心庫存文物初步盤點作業」(期程：109.2.1-
109.3.3)(主持人：張碩文老師)。 
執行教育部體育署 109年度運動科學輔助基層選手試行計畫-子計畫七運科輔助台南

區桌球基層選手戰術與技術精進計畫(期程：109.5.1-110.4.30)(主持人：張碩文老師)。 

伍、年度榮譽事蹟 

本系通過「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 108 年度下半年大專校院委託辦理品

質保證認可」，有效期間 109 年 7 月 1 日至 115 年 6 月 30 日（6 年）。 
陳耀宏老師榮獲臺南市 108 年體育有功人員獎(108.9.7)。 
陳耀宏老師參加臺灣體育運動暨娛樂法學會舉辦之第十四屆全國體育運動學術團體

聯合年會暨學術研討會，榮獲「體育運動耕耘獎」(109.1.4)。 
龔憶琳老師、卓國雄老師榮獲本校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師指導學生參加校外競賽

獎勵暨補助。 
龔憶琳老師、鄭安城老師、卓國雄老師、張碩文老師榮獲本校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

教師指導學生參加校外競賽獎勵暨補助。 
張碩文老師榮獲本校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師教學創新獎勵初評通過。 
畢業校友錄取 109 年度國民小學教師甄試體育教師共 18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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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學院 

壹、單位基本資料 

學生人數統計 
類別 年級 人數 

大學部 

一 149 
二 159 
三 154 
四 177 

進修學士班(英語學系) 
一 6 
四 4 

碩士班 
一 26 
二 46 

碩士在職專班 
一 20 
二 11 
三 2 

教學碩士班(夜間) 三 2 

中國文學碩士專班(夜間) 
一 26 
二 10 
三 14 

總計 806 
教職員人數統計 

類別 職稱 人數 

教師 
教授 11 
副教授 17 
助理教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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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9.18)、第 2 學期(109.6.15)。 
院教評會議：第 1 學期 3 次(108.10.4、108.10.24、108.12.26)、第 2 學期 2 次(109.5.13、
109.6.8)。 
院課程委員會議：第 1 學期(108.10.2)、第 2 學期 2 次(109.3.5、109.5.7)。 
108 學年度學院院核心課程師生說明大會(數位課程)(108.9.9)。 
人文學院科技部補助大專校院獎勵特殊優秀人才申請案會議(109.4.27)。 
人文學院校務會議學生代表選舉會議(109.6.3)。 
本校特殊才能新生入學學雜費全額補助千萬基金審查會議(10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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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深耕計畫數位人文研究規劃籌備諮詢會議(108.7.30)。 
「高教深耕」計畫—臺南學概論課程會議(108.9.17)。 

參、年度重要工作 

辦理教學績優教師選拔、優良導師選拔、標竿學習典範選拔學生推薦案(108.9)。 
辦理院內 1 位專任教師升等教授案，並提送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108.10、108.12)。 
院內新聘 1 位專任教師，並提送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108.10)。 
規劃與執行「院特色發展計畫」、「專書出版」及「高教深耕計畫」(文資聲影 臺南傳

承)。 
與臺南學研究中心執行「台江地區無形文化資產暨文獻資料蒐集計畫」、「臺南市南

區南山公墓遷葬範圍內文化資產調查計畫」、「臺南市民俗類無形文化資產培力計畫」、

「2020 年臺灣文化大學夏季學校研習課程」計畫。 
108 學年度起新增院核心課程「運算思維與程式設計」。 

肆、年度創新工作 

執行 108 年高教深耕計畫，辦理院核心課程「臺南學概論」戶外教學踏查課程教學

與研習 
(一) 認識臺南府城外圍(108.10.13、10.27)。 
(二) 臺 20 線文史踏查(108.10.20、11.3)。 
執行 108 年高教深耕計畫，辦理特色活動 
(一) 「南臺灣鄭氏時期人物祀神」專書發表會(108.9.27)。 
(二) 「2019 數位南瀛－臺南學數位人文研究的理論與實務」工作坊」(108.9.7-9.29)。 
(三) 「2019 吳三連 120 年紀念學術研討會」(108.11.9-11.10)。 
(四) 「地方學／學地方：臺南在地文化與本土文化之異同」，以臺南為座標，向南再

向東之田野考察，浸水營古道徒步越嶺走讀活動（108.11.30-12.1）。 
(五) 「臺南學概論」學生數位影片拍攝競賽暨成果發表會(109.1.6)。 
辦理「大師講堂」，邀請 4 位大師蒞臨講授與研習 
(一) 屏東枋寮在地文史工作者、在地駐村藝術家洪麗文老師：「斜槓下半場：從學術

到鄉土」(108.11.6)。 
(二) 知名作家駱以軍老師：「如果故事是飛行石」(108.12.11)。 
(三) 長榮大學台灣研究所副教授天江喜久老師：「未-來的和平：從臺灣看東亞歷史

問題與和解可能性」(108.12.25)。 
(四) 聚珍∙臺灣文創事業王子碩總監：「由上色影像追憶臺南街景變遷」(109.7.1)。 

伍、年度榮譽事蹟 

本學院三個學系-文化與自然資源學系、國語文學系、英語學系-均通過「財團法人

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 108 年度下半年大專校院委託辦理品質保證認可」，有效

期間 109 年 7 月 1 日至 115 年 6 月 30 日（6 年）。 
文化與自然資源學系陳緯華老師榮獲科技部 108年度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案-傑出

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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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文系陳昭吟老師通過教育部 108 年度大專校院教學實踐研究計畫補助。 
國文系莊千慧老師榮獲本校 108 學年度教學績優教師。 
院內教師榮獲本校教師教學創新獎勵： 
(一)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108 年 10 月)：英語學系熊慧如老師-銅質獎。 
(二)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109 年 4 月)：文化與自然資源學系陳緯華老師、國文系王

建國老師、英語學系鄒月如老師獲得初評通過。 
國文系許舜傑老師指導學生謝昀臻參加 108 年度閩客語文學獎，榮獲現代詩學生組

第 2 名，許老師並獲得本校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師指導學生參加校外競賽獎勵暨

補助。 
國文系唐愷翎同學榮獲「109 年青年節大專優秀青年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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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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二 36 
三 38 
四 44 

文化觀光資源碩士班 
一 10 
二 14 

臺灣文化碩士班 
一 8 
二 19 

臺灣文化碩士在職專班 

一 20 

二 11 

三 2 
總計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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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年度系務會議（108.09.11、109.01.08、109.07.01）。 
二、108 學年度系教評會議（108.09.25、108.12.11、109.5.20）。 
三、108 學年度系招生會議（108.10.16）。 
四、108 學年度系課程會議（109.01.08）。 
五、108 學年度系評鑑會議（108.09.25）。 

參、年度重要工作 

一、專題演講  
(一) 蔡岳璋講師：「運動與性別：一名男性瑜珈老師的教學分享」(108.12.4)。 
(二) 蘇存華偵查佐（本校社教系系友）：「職涯與性別：一位警局女偵查佐的工作經

驗談」(108.12.18)。 
二、其他學術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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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究生研究計畫發表：第一學期計畫發表(108.12.11) 、第二學期計畫發表

(109.05.20)。 
(二) 研究計畫暨論文發表會：第一學期(108.11.19、108.12.03)、第二學期(109.05.25)。 

肆、年度創新工作 

一、辦理「教師讀書會」--午餐論壇(108 學年度第一學期) 
(一) 第 1 場：王志明副教授「紐西蘭與冰島」(108.10.16)。 
(二) 第 2 場：蔡米虹副教授「在天際間發展美國夢：書介《空中帝國•美國的二十世

紀》」(108.11.20)。 
(三) 第 3 場：邱麗娟老師教師讀書會「府城七夕節慶的演變：從『做十六歲』到『愛

情城市』觀光活動」(108.12.18)。 
二、辦理「文資系碩士班 108 學年度第一學期（日）研究生讀書會」 

(一) 108 年 10 月 9 日第 1 場：碩二林雲理《日治時期岡山市場的發展變遷與影響》、

碩二陳資婷《林投姐故事形塑歷程》、碩二黃靖婷《新博物館學的展示》。 
(二) 108 年 11 月 13 日第 2 場：碩二林婉晴《韓國文化創意產業政策與動向》、碩二

楊岫恩《妖怪研究-從妖怪看日本人恐怖對象的變化》、方志維《以成書院釋奠禮

與西港刈香宴王儀式之比較》、蘇郁珺《從「轉位」與「品味」看青少年接觸陣

頭之因素》。 
三、辦理「大學部畢業專題報告」，109 級畢業生計有 45 篇專題報告(109.6.10、6.17、6.24)。 

伍、年度榮譽事蹟 

一、陳緯華老師榮獲科技部 108 年度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案之傑出人員。 
二、戴文鋒老師、張伯宇老師、張靜宜老師榮獲本校 108 年度「加強學術研究提升教學品質

獎勵」。 
三、陳緯華老師獲得本校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109 年 4 月)教師教學創新獎勵初評通過。 
四、本系通過「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 108 年度下半年大專校院委託辦理品

質保證認可」，有效期間 109 年 7 月 1 日至 115 年 6 月 30 日（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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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語文學系 

壹、單位基本資料 

學生人數統計 
類別 年級 人數 

大學部 

一 64 
二 79 
三 71 
四 86 

碩士班 
一 8 
二 13 

教學碩士班(夜間) 三 2 

中國文學碩士專班(夜間) 
一 26 
二 10 
三 14 

總計 373 
教職員人數統計 

類別 職稱 人數 

教師 
教授 4 
副教授 8 
助理教授 2 

行政人員 校聘組員 1 
總計 15 

貳、議事方面 

108 學年度系務會議共 9 次(108.08.30、108.09.19、108.10.23、108.11.13、109.01.08、
109.03.04、109.04.08、109.04.29、109.07.01)。 
108 學年度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議共 5 次(108.09.05、108.09.20、108.12.11、109.04.13、
109.05.25)。 
108 學年度課程規劃委員會議共 4 次(108.09.19、109.01.08、109.03.04、109.04.28)。 
108 學年度招生委員會議共 2 次(108.11.02、109.04.24)。 
108 學年度獎學金審查委員會議(108.12.04)。 
108 學年度學術發展委員會議共 2 次(109.01.08、109.03.02)。 
執行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B-2 悅讀樂寫 溝通有力：召開中文閱讀與書寫共備會議 4 次

(109.01.06、109.01.07、109.02.11、109.06.30)。 
召開本系大二學生課程說明會(109.05.27)。 

參、年度重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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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上專題演講 
(一) 杜忠誥老師 

1. 書法與軟實力(108.10.02)。 
2. 書藝的傳統與現代─創作心路分享(108.10.02)。 
3. 行書的臨摹與創作(108.10.03)。 
4. 書法中的生命意味(108.12.13)。 
5. 一代書篆大家王壯為(109.03.25)。 
6. 賞、述、作、忘－道法四階論(109.03.25)。 
7. 從漢字形體學談經典訓詁─以《論語》「自行束脩」為例(109.05.19)。 
8. 一首詩的完成(109.05.19)。 
9. 書法診療室(109.05.20)。 

(二) 林淑貞老師：「人在圖畫中:王維輞川詩歌人物在詩景中之構圖、作用與體現」

(109.03.19)。 
(三) 陳昌明老師：從文學史談陶淵明研究(109.04.28)。 
(四) 王松木老師：「第三隻眼：語言學與文學的視域融合」(109.05.12)。 
(五) 李茂榮老師：「西出陽關：神遊絲綢之路」(109.05.13)。 
(六) 顧蕙倩老師：「直須看盡洛城花，始共春風容易別：旅行書寫的誤入歧途」

(109.05.15)。 
(七) 邀請臺南市美術館潘襎館長主持，杜忠誥老師、黃宗義老師、陳政見老師及宋灝

老師擔任與談人：「書法論壇─書法美學怎麼談」(109.05.20)。 
(八) 莊崑謨校長、詹琇惠課長：「邁向教職與公職之路─談公教人員特質培育與能力

養成」(109.05.20)。 
(九) 楊晉龍老師：「研究思考的應用：論研究議題的選擇」(109.06.08)。 
(十) 秀琴歌仔戲團：「臺南市政府文化局藝文扎根紓困補助計畫─歌仔戲裡乾坤大」

(109.06.11)。 
(十一) 莊崑謨校長：國語文學系實習規劃與生涯發展焦點座談(109.06.18)。 
師培專題演講 
(一) 黃燕萍老師：12 年國教國語文領綱具體內涵(108.09.23)。 
(二) 課程觀摩：「國民小學教學實習」課程觀摩(臺南市安定區安定國小)(108.10.04)。 
(三) 課程觀摩：「國民小學國語教材教法」課程實習觀摩(本校附小)(108.10.07)。 
(四) 吳宜蓁老師：數學教案與教學(108.10.18)。 
(五) 黃偉菖老師：國語課可以這樣上～從分析設計到上課(108.10.30)。 
(六) 黃韋嘉老師：Contagion 教學是一種感染的過程(108.11.01)。 
(七) 彭遠芬老師：讓閱讀和寫作像呼吸一樣自然(108.11.16)。 
(八) 童嘉老師：手工書教室！做一本自己的書(108.12.13)。 
(九) 康智凱老師：教師甄試分享(108.12.13)。 
(十) 康智凱老師：教師檢定分享(108.12.20)。 
(十一) 校外參訪：「國民小學教學實習」課程校外參訪 (臺南市安平區億載國

小)(108.12.27)。 
(十二) 黃燕萍老師：12 年國教國語文領綱具體內涵(109.03.09)。 
(十三) 許敏惠老師：12 年國教國語文領綱具體內涵(109.03.12)。 
高教深耕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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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顧蕙倩老師：「當 108 素養公民走進大一現場：談大一中文閲讀與書寫的教學與

應用」(108.09.05)。 
(二) 黃建華老師：簡報設計，喚醒你的影響力；簡報 show，換我秀秀看(108.10.14)。 
(三) 黃博駿老師：簡報的即戰力(108.10.14)。 
(四) 黃孟堯老師：贏在未來的簡報溝通力(108.10.14)。 
(五) 鄭冠中老師：高效簡報設計；上臺簡報說服表達(108.10.15)。 
(六) 王裕奎老師：簡單有效的簡報表達術；無壓力！簡報其實是在講故事(108.10.22)。 
(七) 林德俊老師：玩詩─文學的生活及跨界應用(108.11.25)。 
(八) 黃信恩老師：文字，也是一種沃土的方式(108.12.02)。 
(九) 林達陽老師：最重要的小事；關於那些開不了口的時刻(108.12.03)。 
(十) 駱以軍老師：如果故事是飛行石(108.12.11)。 
(十一) 杜忠誥老師：書藝中的心靈美感(109.03.24)。 
(十二) 陳雅琳主播：真相的震撼—站在新聞最前線(109.03.30)。 
其他計畫專題演講 
(一) 教學實踐計畫專題演講─黃仲菁老師：設計思考成果指導(108.12.18)。 
(二) 情感教育計畫專題演講─海苔熊老師：「我愛的人愛別人：談外遇劈腿和第三者」

(108.12.18)。 
(三) 教學實踐計畫專題演講─王明旭老師：設計思考工作坊(109.03.09)。 
(四) 國語文學系學生跨域增能社群—語言治療(二)專題演講─徐珮昀語言治療師：

你想知道的語言治療師(109.05.13)。 
(五) 教學型研究計畫專題演講─蔡傑曦老師：還想浪費一次的風景(109.05.22)。 
其他學術活動 
(一) 第 4 屆系友大會(109.01.04)。 
(二) 第 14 屆松濤文藝獎(109.03.25)。 
(三) 好萌網紅研習營(109.7.6-7.9)。 

肆、年度創新工作 

執行 108 年度「行天宮關懷輔導弱勢學生計畫」。 
執行 108 年度「嘉新兆福國小偏鄉學生關懷輔導課輔計畫」。 
執行 108 年度「精進師資素質及特色發展計畫」C2 國小國語文深化文本分析與強化

跨域識讀雙重素養之精進計畫。 
執行 108、109 年度「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辦理 121 週年校慶暨「筆躍龍騰─南大國語文學系系友書法展」(108.12.14-109.01.23)。 
邀請杜忠誥老師擔任本校 108 學年度駐校書法家，並辦理 4 次相關活動(108.10.2-
10.3、108.12.13-12.14、109.3.24-3.25、109.5.19-5.20)。 

伍、年度榮譽事蹟 

本系學士班、碩士班及在職專班通過「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 108 年度

下半年大專校院委託辦理品質保證認可」，有效期間 109 年 7 月 1 日至 115 年 6 月

30 日（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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莊千慧老師榮獲本校 108 學年度教學績優教師。 
鄭憲仁老師、莊千慧老師及許舜傑老師通過本校 108 學年度教師評鑑。 
王建國老師獲得本校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109 年 4 月)教師教學創新獎勵初評通過。 
王建國老師、林登順老師、邱敏捷老師、蔡玲婉老師、張惠貞老師獲本校 108 年度

加強學術研究提昇教學品質獎勵。 
本系碩士班謝昀臻同學參加 108 年閩客語文學獎，榮獲現代詩學生組第 2 名，其指

導老師許舜傑並獲本校 108學年度第 2學期教師指導學生參加校外競賽獎勵暨補助。 
本系 109 年度共 7 人考取研究所、15 人次考取國小正式教師、26 人通過教師檢定。 
本系學生及系友參加 108 學年度全國大專院校「文以載數創作獎」榮獲佳績： 
(一) 國二甲鄧名豐同學〈我與你間的焦距〉榮獲特優，感謝應數系黃印良老師指導。 
(二) 國二乙劉嘉齊同學〈Y 的獨白〉榮獲佳作，感謝應數系黃印良老師指導。 
(三) 國三乙曾郁雯同學〈Narcissus〉榮獲佳作，感謝應數系黃印良老師指導。 
(四) 97 級林益彰系友〈關於數學詩的幾種隱喻〉榮獲特優。 
本系學生及系友參加 108 年各縣市語文競賽創佳績： 
(一) 國四乙胡維蓁同學－高雄市語文競賽：社會組朗讀第二名。 
(二) 碩士班 102 級余侑恩系友－臺南市語文競賽：社會組寫字第二名。 
本系 108 級宮啟翔系友考取 108 年高普考人事行政雙榜（高考人事行政榜眼）。 

 本系 97 級林益彰系友以<飛魚●離岸流●海藻森林>作品，榮獲第 2 屆海洋詩創

作徵選大專組「優等」。 
 本系碩士班 102 級余侑恩系友榮獲台積電第 12 屆青年書法暨篆刻大賞「篆刻組

首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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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學系 

壹、單位基本資料 

學生人數統計  
類別 年級 人數 

大學部 

一 42 
二 44 
三 45 
四 47 

進修學士班 
一 6 
四 4 

總計 188 
教職員人數統計 

類別 職稱 人數 

教師 
教授 3 
副教授 2 
助理教授 2 

行政人員 校聘組員 1 
總計 8 

貳、議事方面 

系務會議，5 次(108.9.18、108.11.20、109.1.8、109.3.4、109.4.8)。 
系教評會議，5 次(108.9.5、108.10.24、108.12.5、109.3.12、109.5.14)。 
課程會議，2 次(109.3.4、109.4.8)。 
招生會議(109.4.22)。 
108 年度大學招生專業化發展試辦計畫英語學系審查共識暨尺規初評會議(109.4.15)。 

參、年度重要工作 

專題演講 
(一) 104 級系友陳至紅：「勇敢 開啟我的創業之路」(108.10.02)。 
(二) 蔡岳璋老師：「運動與性別：一名男性瑜珈老師的教學分享」(108.12.04)。 
(三) 104 級系友黃于涵：「成為老師這件事」(108.12.18)。 
(四) 蘇存華偵查佐：「一位警局女偵查佐的工作經驗談」(108.12.18)。 
教師讀書會 
邱建雄博士 (Writing Center Director and Associate Professor of English, California 
Lutheran University)：英文人旅程的中途分享(108.11.13)。 
各項比賽活動 
第 10 屆中翻英翻譯比賽(108.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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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活動 
(一) 辦理大學部師生座談會-第一學期(108.09.09)。 
(二) 辦理進修學士班師生座談會-第一學期(108.09.09)。 

肆、年度創新工作 

辦理英語學系 109 級畢業聯合公演「If We Still Have Tomorrow 如果還有明天」

(108.11.22-11.23)。 

伍、年度榮譽事蹟 

熊慧如老師榮獲本校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108 年 10 月)教師教學創新獎勵銅質獎。 
鄒月如老師榮獲本校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109 年 4 月)教師教學創新獎勵初評通過。 
嚴子陵老師、熊慧如老師、柯昭蓉老師獲本校 108 年度加強學術研究提昇教學品質

獎勵。 
本系榮獲本校 108 年度單位網頁評鑑成績優良。 
本系通過「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 108 年度下半年大專校院委託辦理品

質保證認可」，有效期間 109 年 7 月 1 日至 115 年 6 月 30 日（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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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學院 

壹、單位基本資料 

學生人數統計  
類別  年級 人數 

大學部 

一 189 
二 208 
三 203 
四 212 

碩士班 
一 81 
二 83 

產業碩士專班 二 11 

碩士在職專班 
一 29 
二 17 
三 18 

博士班 

一 6 
二 3 
三 4 
四 2 
五 11 

總計 1,077 
教職員人數統計 

類別  職稱  人數  

教師 
教授 41 
副教授 8 
助理教授 4 

行政人員 
校聘秘書 1 
校聘組員 6 

總計 60 

貳、議事方面 

108 學年度院務會議(108.9.26.、108.12.13、109.5.29、109.6.18)。 
108 學年度院教評會議(108.11.29、108.12.30、109.4.30、109.6.18)。 
108 學年度系所主管會議(108.8.30、108.11.7、109.2.25、109.3.27、109.4.30)。 
108 學年度院課程委員會議(108.9.26、109.1.8、109.5.14)。 
108 學年度學術期刊編審委員會(108.11.7)。 
108 學年度各級會議學生代表補選會議(108.11.26)。 
109 學年度各級會議學生代表推選會議(10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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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年度專科教室管理委員會議(109.3.27)。 
普化實驗室教學助理作業協調會議(109.5.29)。 

參、年度重要工作 

教師聘任作業：辦理應用數學系 1 位教師新聘著作外審，並提送校教師評審委員會

(108.12)。 
系所主管續任作業：辦理應用數學系及機電系統工程研究所主管續任作業(109.7)。 
學術期刊出刊：理工研究國際期刊第 9 卷第 2 期(108.10)、第 10 卷第 1 期(109.4)。 

肆、年度創新工作 

辦理本院融入高中端物聯網課程相關作業(109.03-109.06)。 
規劃執行本院「智造接班人」學院特色人才培育專案計畫，辦理高中數學營隊、提

升特殊才能新生入學名額、推動微積分基礎學力團隊、建置微積分自主學習網站、

邀請大師蒞校演講及辦理跨領域學分學程(109.1-109.7)。 
辦理本院「智慧大師講堂」 
(一) 國立臺灣大學環工研究所侯嘉洪教授：Emerging opportunities for nanotechnology-

enabled electrochemical technologies for water purification and desalination 
(108.10.16)。 

(二) 國立成功大學電資學院陳培殷副院長：視差預測演算法的設計與實現

(108.10.17)。 
(三) 文藻外語大學李雪甄教授：Mathematics journeying with rheology: Least-squares 

finite element methods for viscoelastic fluid flows past a transverse slot problem 
(108.10.18)。 

(四) 日月光集團採購系統管理處主任工程師林昱君：老 AI x 新職場(108.10.18)。 
(五) 國立中山大學物理系楊弘敦講座教授：翻轉的年代(108.10.24)。 
(六) 勤益科技大學夏綠荷助理教授：四段創業歷程與就業、求學的交織(108.10.26)。 
(七) 國立中正大學資訊工程學系熊博安教授：從智慧城市看產業 AI 化(108.10.31)。 
(八) 高雄科技大學鄭婉淑助理教授：大數據資料分析的研究歷程分享(108.11.8)。 
(九) 國立中興大學機械工程學系周至宏講座教授兼行政副校長：人工智慧的產業應

用 Industrial Application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108.12.3)。 
(十) 國立成功大學電機工程學系張守進講座教授：Ga2O3-based Vacuum Ultraviolet 

Photodetectors (108.12.10)。 
(十一) 國立清華大學材料工程學系陳翰儀教授：先進材料與再生材料於鋰離子電池

與微生物燃料電池上之應用(108.12.18)。 
(十二) 國立成功大學電機工程學系特聘教授許渭州電資學院院長：功率與微波元件

的發展與應用(108.12.24)。 
辦理各項教學研究改善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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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力檢定競賽及成果展(108.8-108.12)。 

– 106 –



(二) 協助執行本校高教深耕計畫主軸 B-1「資訊培力 就業容易」，開設資訊技術入門

課程、更新資訊檢定平台題庫內容(109.1-109.7)。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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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Python 基礎程式設計 1 門、樹莓派簡介與應用 1 門、

運算思維 4 門。 
2.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運算思維 1 門、Android APP 程式設計 1 門、田野教

育及實境遊戲設計 1 門、遊戲文本發想創作 1 門、Matlab 程式入門 1 門、

Unity 程式設計入門 1 門。 

伍、年度榮譽事蹟 

本學院機電系統工程研究所、應用數學系、數位學習科技學系、材料科學系、資訊

工程學系及電機工程學系全數通過「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 108 年度下

半年大專校院委託辦理品質保證認可」。 
12 位教師榮獲 108 年度科技部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 
(一) 傑出人員：電機系許正良師。 
(二) 優良人員：資工系李健興師、機電所林大偉師、材料系林建宏師、資工系陳宗

禧師、資工系李建樹師、數位系張智凱師、材料系呂英治師、數位系莊宗嚴師、

資工系高啟洲師、電機系陳建志師(108.8.1 轉任他校)、應數系吳昌鴻師(108.8.1
轉任他校)。 

3 位教師榮獲教育部 108 年度大專校院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獎勵：應數系黃印良師、

數位系張智凱師、電機系王健仁師。 
電機工程學系獲本校 108 學年度獎勵研究績優系所「最佳進步獎」。 
教師通過教育部 108 年度第 2 梯次數位學習認證課程： 
(一) 數位系林豪鏘師：互動設計與數位藝術。 
(二) 應數系黃印良師：數學軟體應用。 
教師榮獲本校「教師教學創新獎勵」： 
(一)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金質獎-應數系黃印良師；銅質獎-資工系高啟洲師(108 年

10 月公布)。 
(二)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銅質獎-應數系黃印良師(109 年 4 月公布)。 
(三)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初評通過：應數系黃印良師、應數系黃彥彰師(109 年 4 月

公布)。 
數位系蘇俊銘老師榮獲本校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師指導學生參加校外競賽獎勵。 
資工系林建宏老師及應數系黃印良老師榮獲本校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師指導學生

參加校外競賽獎勵。 
本院申請科技部大專學生研究計畫，108 年度獲通過 15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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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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類別 年級 人數 

碩士班 
一 12 
二 11 

總計 23 
教職員人數統計 

類別 職稱 人數 
教師 教授 4 

行政人員 校聘組員 1 
總計 5 

貳、議事方面 

108 學年度所務會議(108.9.24、109.4.27)。 
108 學年度所教評會議(108.12.24、109.3.31、109.4.28、109.7.13)。 
108 學年度所課程委員會(108.12.25、109.4.8)。 
108 學年度學術委員會(108.12.27、109.5.29)。 

參、年度重要工作 

專題演講：財團法人電信技術中心副執行長林炫佑博士，講題：5G AIoT 應用及挑

戰(108.12.13)。 
專題演講：國立屏東大學電腦與智慧型機器人學士學位學程鄭淵明教授，講題：機

電整合應用於產業機台開發案例分享(109.6.9)。 

肆、年度榮譽事蹟  

通過「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 108 年度下半年大專校院委託辦理品質保

證認可」，有效期間 109 年 7 月 1 日至 112 年 6 月 30 日（3 年）。 
林大偉教授獲科技部 108 年度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案-優良人員。 
黃崇能教授及林大偉教授獲得本校 108 年度加強學術研究提昇教學品質獎勵。 
本所榮獲本校 108 學年度教學單位網頁評鑑績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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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數學系 

壹、單位基本資料 

學生人數統計 
類別 年級 人數 

大學部 

一 33 
二 38 
三 38 
四 46 

碩士班 
一 10 
二 10 

在職專班 
一 14 
二 4 

總計 193 
教職員人數統計  

類別 職稱 人數 

教師 
教授 6 
副教授 2 
助理教授 2 

行政人員 校聘組員 1 
總計 11 

貳、議事方面 

108 學年度教師評審委員會，共 5 次(108.11.19、108.12.11、108.12.30、109.3.25、
109.6.17)。 
108 學年度系務會議，共 4 次(108.9.18、108.12.4、109.4.22、109.6.17)。 
108 學年度課程委員會，共 3 次(108.9.18、108.11.6、108.12.24、109.4.22、109.6.17)。 
108 學年度研究發展委員會議，共 3 次(108.9.18、109.6.18、109.7.23)。 

參、年度重要工作 

專題演講 
(一) 文藻外語大學李雪甄教授：Mathematics journeying with rheology: Least-squares 

finite element methods for viscoelastic fluid flows past a transverse slot problem 
(108.10.18)。 

(二) 屏東大學土木系徐文信教授：複合法應用於分析不規則地形承受擾動後的場址

效應(108.11.29)。 
(三) 台北市立大學數學系蘇意雯教授：從數學文化面向談核心素養之涵育(108.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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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台南市成功國小陳展興老師：資訊老師與教甄經驗談(108.12.18)。 
(五) 台南市大潭國小鄭郁蓁/南興國小李宜蓁：系友教甄經驗分享講座(109.3.25)。 
(六) 華致資訊開發(股)公司陳俊男總經理：數位轉型，刷新未來(109.5.13)。 
(七) 台南市新進國小林明輝老師、台南市坔頭港國小沈玟君老師：資訊老師教甄經

驗分享(109.5.20)。 
(八) 鑑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蘇耘德銷售總監、陳品宏業務工程師：結構光成像原理

與光學檢測產業概論(109.5.27)。 
其他學術活動 
(一) 黃建中老師帶領本系學生至阿蓮國中教學觀摩(108.10.29)。 
(二) 執行 108 學年度精進師資素質及特色發展計畫，講題「從數學文化面向談核心

素養之涵育」(108.12.4)。 
(三) 辦理 109 年度行天宮｢關懷輔導偏鄉學童計畫｣(109.1.1-12.31)。 
(四) 執行 108 學年度地方教育輔導工作計畫，講題「數學教學經驗分享」(臺南市開

元國小(109.5.6)。 
(五) 辦理 109 學年度碩士班暨在職專班新生座談會(109.6.10)。 

肆、年度創新工作 

辦理 2020 南區科學計算、微分方程與應用研討會(109.2.14)。 
辦理 112 學年度分發臺南市公費生乙案甄選(109.3.18)。 

伍、年度榮譽事蹟 

本系通過「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 108 年度下半年大專校院委託辦理品

質保證認可」，有效期間 109 年 7 月 1 日至 115 年 6 月 30 日（6 年）。 
本系榮獲本校 108 年度教學單位網頁評鑑績優。 
林琲琪老師、葉啟村老師、孫新民老師、陳憲揚老師、葉宗鑫老師獲本校 108 年度

加強學術研究提昇教學品質獎勵。 
黃印良老師連續榮獲本校教師教學創新獎勵： 
(一)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金質獎(108 年 10 月公布)。 
(二)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銅質獎(109 年 4 月公布)。 
(三)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初評通過(109 年 4 月公布)。 
黃彥彰老師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師教學創新獎勵初評通過。 
黃印良老師「數學軟體應用」課程通過教育部 108 年度第 2 梯次數位學習認證，有

效期限自 109 年 2 月至 114 年 1 月。 
黃印良老師獲得教育部 108 年度大專校院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獎勵。 
鄧名豐同學榮獲 108 學年度全國大專校院「文以載數創作獎競賽-詩歌類特優」，其

指導老師黃印良亦獲得本校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師指導學生參加校外競賽獎勵。 
陳昭如、康資京同學榮獲三創競賽【創業組】第三名。 
 本系學生錄取 109 學年度正式教師：黃冠儒-新北市、臺南市；洪郁欣-臺南市；王聖

文-臺中市；黃怡琳-桃園市。 
 應屆畢業生參加 109 年 6 月教師資格檢定考試，通過率達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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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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類別 年級 人數 

大學部 

一 41 
二 43 
三 44 
四 40 

碩士班 
一 14 
二 12 

博士班 

一 5 
二 1 
三 3 
四 1 
五 8 

碩士在職專班 
一 15 
二 13 
三 18 

數位化多媒體行銷產業碩士專班 二 11 
總計 269 

教職員人數統計 
類別 職稱 人數 

教師 
教授 6 
副教授 4 
助理教授 0 

行政人員 校聘組員 1 
總計 11 

貳、議事方面 

108 學年度系務會議(108.10.16、108.11.14、108.12.12、109.1.09、109.3.18、109.06.04)。 
108 學年度系教評會議(108.10.24、108.11.09、108.12.30、109.03.31)。 
108 學年度系課程會議(109.01.09、109.05.13)。 
108 學年度系招生委員會(108.09.12)。 

參、年度重要工作 

專題演講 
(一) 系學會幹部訓練-活用 Trello 管理工具，讓你人生不悲劇(10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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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個人品牌鍊金術，講者：何佳勳/圭話行銷創辦人(108.9.27)。 
(三) 2019 台灣社群行銷趨勢與實戰經驗分享，講者：權自強/讚點子數位行銷有限公

司(108.10.4)。 
(四) 老 AI x 新職場，講者：林昱君/日月光集團採購系統管理處主任工程師，

(108.10.18)。 
(五) 四段創業歷程與就業、求學的交織，講者：夏綠荷助理教授/勤益科技大學，

(108.10.26)。 
(六) 大數據資料分析的研究歷程分享，講者：鄭婉淑助理教授/高雄科技大學，

(108.11.8)。 
(七) 設計歷程從 0 到 1，講者：陳正偉設計師/Indeed.com 始用者經驗設計師/本系 97

級畢業生(109.1.10)。 
(八) 人工智慧在數位學習的發展趨勢，講者：陳偉凡副教授/美國賓州州立大學資學

院副教授/國立成功大學資訊管理所訪問學者(109.3.6)。 
(九) 台南流地方創生 台語饒舌俯視與創生現場的對話，講者：林泰佑/藝人/人人有

功練音樂工作室；莊欣怡/小屋家文創空間(109.3.9)。 
(十) 工作、學位及家庭的排序，講者：陳政山執行長/行動學習科技董事長/愛好運科

技執董/本系碩士在職專班 100 級畢業生(109.3.12)。 
(十一) 手把手帶你翻轉「菸酒生」，未來不止「這就是人蔘」，講者：黃獻德博士/臺

灣雪豹科技/國立成功大學資訊工程學系博士 /本系 95 級碩士畢業生，

(109.3.27)。 
(十二) 饒舌產業現況與 MV 製作幕後-老司機經驗談，講者：馬訓愷製片/人人有功

練音樂工作室(109.3.30)。 
(十三) 最初看似新奇的名詞-在藍曬圖文創園區的南大文創人思考的是?講者：歐雨

鑫專案執行/透南風文化創意有限公司(109.4.13)。 
(十四) 在 Pinkoi 做工(程師)的日子，講者：陳美妤/Pinkoi Frontend Engineer/本系 104

級畢業生(109.4.22)。 
(十五) 草莓族的求生指南-我爛我驕傲！講者：伍柏翰副教授/本系專任教師/國立成

功大學工程科學博士/本系 93 級碩士畢業生(109.5.1)。 
(十六) 流浪設計師甘苦談，講師：李宜家/國立成功大學工業設計研究所博士(109.6.8)。 
研討會： 
(一) 科技部科學教育實作學門(108.10.19-10.20)。 
(二) 27th Interm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 in Education (108.12.2-12.6)。 
(三) 國際網路合作學習應用工作坊(109.6.17)。 
(四) 科技部科學教育實作學門計畫成果推廣經驗分享論壇(109.7.10)。 
成果展：109 級畢業專題成果發表會(108.12.18)、109 級畢業專題成果展(108.12.20-
12.21)。 

肆、年度榮譽事蹟 

本系通過「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 108 年度下半年大專校院委託辦理品

質保證認可」，有效期間 109 年 7 月 1 日至 115 年 6 月 30 日（6 年）。 
張智凱老師及莊宗嚴老師獲得科技部 108 年度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之優良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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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智凱老師通過教育部 108 年度大專校院教學實踐研究計畫補助。 
林豪鏘老師「互動設計與數位藝術」通過教育部 108 年度第 2 梯次數位學習認證課

程，有效期限自 109 年 2 月至 114 年 1 月。 
博士班林語瑄與碩士班蘇倫可參與青年暑期社區職場體驗計畫，榮獲社會產業組第

一名。 
王立弘、陳芷廷、廖祝笛同學參與中技社 AI 創意競賽，榮獲 AI 與教育組銅牌(指導

教授：蘇俊銘)。 
陳芷廷、廖祝笛、王立弘同學榮獲李國鼎人文與科技藝術創意競賽(K.T.科藝獎)數位

遊戲組科普企劃獎全國第一名，指導教授蘇俊銘老師亦獲得本校 108 學年度第 1 學

期教師指導學生參加校外競賽獎勵。 
林語瑄同學榮獲 Best Paper Award, IC3 2019,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Cognitive Cities 
Conference (IC3), Kyoto, Japan, September 3-6, 2019 (指導教授：林豪鏘)。 
科技部 108 年度大專學生研究計畫通過如下：許軒榕(孫光天老師指導)、曾煜程(林
豪鏘老師指導)、陳芷廷(張智凱老師指導)、潘俐璇(張智凱老師指導)、廖祝笛(蘇俊

銘老師指導)、黃莘雅(莊宗嚴老師指導)、陳紋青(林奇賢老師指導)、黃冠鈞(李建億

老師指導)。 
碩博士班研究生獲科技部出國補助： 
(一) 博士班林宮后同學：補助 12,400 元，參加 27th Intermation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 in Education (108.12.2-12.6)。 
(二) 博士班林語瑄同學：補助 40,000 元，赴挪威 Tromsø 參加 2019 年創新技術與學

習國際會議(108.12.2-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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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科學系 

壹、單位基本資料 

一、學生人數統計 
類別 年級 人數 

大學部 

一 38 
二 38 
三 39 
四 41 

碩士班 
一 14 
二 9 

總計 179 
二、教職員人數統計 

類別 職稱 人數 

教師 
教授 8 
副教授 1 

助理教授 1 
行政人員 校聘組員 1 

總計 11 

貳、議事方面 

一、108 學年度系務會議(108.9.18、108.12.17、109.3.4、109.5.27、109.7.7)。 
二、108 學年度系教評會議(108.10.1、108.12.17、109.4.21、109.7.7)。 
三、其他會議 

(一) 108 學年度系所評鑑會議(108.9.18)。 
(二) 108 學年度系課程會議(108.10.23、108.12.17、109.4.10)。 
(三) 108 學年度系設備會議(108.12.17)。 
(四) 108 學年度系發展會議(109.5.12、109.7.16)。 

參、年度重要工作 

一、辦理專題演講 
(一) 李宗和博士 (中科芯时代科技有限公司研發部副總經理 )：Cu CMP slurry 

introduction (108.9.18)。 
(二) 侯嘉洪教授 ( 國立 臺灣大學環工研 究 所 ) ： Emerging opportunities for 

nanotechnology-enabled electrochemical technologies for water purification and 
desalination (108.10.16)。 

(三) 黃啟賢教授(明志科技大學材料工程學系)：高鎵摻雜氧化鋅透明導電體生長及

其應用研究(108.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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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陳軍互教授(國立中山大學化學系)：石墨烯與超薄金屬氧化物在水媒介儲能技

術之應用(108.12.4)。 
(五) 鍾博文助理研究員(中央研究院化學研究所)：碳質材料表面的改質、鑑定與其在

觸媒反應上的應用(108.12.11)。 
(六) 陳翰儀教授(國立清華大學材料工程學系)：先進材料與再生材料於鋰離子電池

與微生物燃料電池上之應用(108.12.18)。 
(七) 劉守恒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環境工程學系 )：Nanostructured Materials for 

Environmental and Sustainable Energy Applications (109.3.18)。 
(八) 林楹凱博士(旭德科技資深副理)：毫米波世代下材料的開發與展望(109.3.25)。 
(九) 闕郁倫教授(國立清華大學材料科學工程學)：Low Temperature Two-Dimensional 

Layered Materials Toward Phase-Engineered Hybrid Films on Green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Applications (109.4.29)。 

二、辦理其他學術活動 
(一) 大四升學與生涯規劃座談會(108.9.12)。 
(二) 大三預備研究生說明會(108.12.19)。 
(三) 大二專題研究課程說明會(109.3.5)。 
(四) 材料科學系第 9 屆研究成果展(109.5.13、109.5.20)。 
(五) 攝影入門課程(108.11.27、108.12.18、109.4.8、109.4.15、109.5.13、109.6.17)。 
(六) 科學傳播-材料儀器介紹(109.5.26)。 

肆、年度榮譽事蹟 

一、本系通過「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 108 年度下半年大專校院委託辦理品

質保證認可」，有效期間 109 年 7 月 1 日至 115 年 6 月 30 日（6 年）。 
二、呂英治師及林建宏師獲科技部 108 年度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之優良人員。 
三、學士班曾筠惠同學通過科技部 108 年度大專學生研究計畫，指導老師：林建宏師。 
四、學士班曾筠惠同學參加 2019 驚艷新視野科學攝影比賽獲特等獎(第一名)，指導老師

林建宏師亦獲得本校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師指導學生參加校外競賽獎勵。 
五、學士班曾筠惠同學獲選為中華民國斐陶斐榮譽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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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工程學系 

壹、單位基本資料 

學生人數統計 
類別 年級 人數 

大學部 

一 34 
二 42 
三 39 
四 45 

碩士班 
一 15 
二 16 

總計 191 
教職員人數統計 

類別 職稱 人數 

教師 
教授 8 
副教授 1 

行政人員 校聘組員 1 
總計 10 

貳、議事方面 

108 學年度系務會議(108.09.10、108.11.21、109.04.15)。 
108 學年度系教評會議(108.11.25、108.12.23)。 
108 學年度系課程會議(108.09.19、108.11.21、109.03.08、109.04.09、109.05.13、
109.06.18)。 

參、年度重要工作 

專題演講 
(一) 本系錢炳全教授：研究生的日子(108.09.19)。 
(二) 國立中山大學電機工程學系黃國勝教授：Reinforcement Learning and Its 

Applications in IRIS Lab(108.09.26)。 
(三) 華致資訊陳俊男營運長：數位轉型，刷新未來(108.10.03)。 
(四) 國立成功大學電資學院陳培殷副院長：視差預測演算法的設計與實現

(108.10.17)。 
(五) 國立中山大學物理系楊弘敦講座教授：翻轉的年代(108.10.24)。 
(六) 國立中正大學資訊工程學系熊博安教授：從智慧城市看產業 AI 化(108.10.31)。 
(七) 國立屏東大學資訊工程學系吳卓俊教授：即時節能同步方法(108.11.14)。 
(八) 安平平安創意科技有限公司施伯鋒負責人：打開創意迎向未來(109.03.12)。 
(九) 國立成功大學資訊工程學系蕭宏章教授：Big Data Infrastructure Technologies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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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miconductor Wafer Fabrication Foundries(109.03.19)。 
(十) 臺灣人工智慧學校蔡明順營運長：台灣產業 AI 化的今日與明日-人工智慧對產

業轉型的契機與挑戰(109.03.26)。 
(十一) 國立成功大學電機工程學系詹寶珠教授：數位病理面面觀-以肝臟病理為例

(109.04.09)。 
(十二) 國立屏東大學資訊工程學系王隆仁教授兼副校長：VR/AR 跨領域課程與學習

(109.04.16)。 
(十三) 工業技術研究院資通所智能製造服務系統組資料應用部夏啟峻博士：機器學

習與人工智慧在智慧製造的落實(109.04.23)。 
(十四) 思納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賴震宇總經理：5G & IoT 的應用及前景(109.05.07)。 
其他活動 
(一) 本系一日迎新活動(108.09.05)、迎新宿營活動(108.09.06-09.08)。 
(二) 「與主任有約」座談(108.09.11)。 
(三) 辦理本系系所品質保證認可評鑑(108.11.28)。 
(四) 本系 109 級畢業專題成果展示暨成果競賽(108.12.14)。 
(五) 本系系友回娘家暨學長姐分享(108.12.14)。 

肆、年度創新工作 

辦理第 15 屆無線、隨意及感測研討會(108.08.26-08.27)。 
李建樹老師帶領資訊科學服務社社員指導南化國小學童展示程式設計學習成果

(108.12.28)。 

伍、年度榮譽事蹟 

李建樹老師、李健興老師、高啟洲老師及陳宗禧老師榮獲科技部 108 年度補助大專

校院研究獎勵案之優良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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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教育計畫。 
高啟洲老師榮獲本校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師教學創新獎勵銅質獎(108 年 10 月公

布)。 
吳柏賢同學通過科技部 108 年度大專學生研究計畫(指導老師陳宗禧)。 
吳威廷同學參加本校「創新創意創業競賽」，榮獲創新創意組第一名。 
本系通過「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 108 年度下半年大專校院委託辦理品

質保證認可」，有效期間 109 年 7 月 1 日至 115 年 6 月 30 日（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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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機工程學系 

壹、單位基本資料 

學生人數統計  
類別  年級  人數  

大學部 

一 43 
二 47 
三 43 
四 40 

碩士班 
一 16 
二 25 

博士班 

一 1 
二 2 
三 1 
四 1 
五 3 

總計 222 
教職員人數統計 

類別  職稱  人數  

教師 
教授 9 

助理教授 1 
行政人員 校聘組員 1 

總計 11 

貳、議事方面 

108 學年度系務會議(108.9.18、108.11.20、109.3.4、109.6.3)。 
108 學年度系課程委員會議(108.9.18、108.11.20、109.3.4、109.6.3)。 
108 學年度系教評會議(108.10.23、108.11.20、109.3.4、109.3.21、109.6.3、109.6.24)。 

參、年度重要工作 

專題演講  
(一) 國立中興大學機械工程學系周至宏講座教授兼行政副校長：人工智慧的產業應

用 Industrial Application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108.12.3)。 
(二) 國立成功大學電機工程學系張守進講座教授：Ga2O3-based Vacuum Ultraviolet 

Photodetectors (108.12.10)。 
(三) 國立成功大學電機工程學系特聘教授許渭州電資學院院長：功率與微波元件的

發展與應用(108.12.24)。 
其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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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09 學年度碩士班新生座談會(108.11.20、109.4.8)。 
(二) 本系職涯與就業說明會(109.5.26)。 

肆、年度創新工作 

執行中山科學研究院「軍用飛行載具之高頻交直流轉換電路開發」計畫。 
執行教育部「落實產業能力鑑定—以天線工程師證照為例」計畫。 

伍、年度榮譽事蹟 

本系通過「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 108 年度下半年大專校院委託辦理品

質保證認可」，有效期間 109 年 7 月 1 日至 115 年 6 月 30 日（6 年）。 
獲本校 108 學年度獎勵研究績優系所「最佳進步獎」。 
吳佳熹、甘佳鑫、鄭煌鎰、黃曼青 4 位同學獲科技部補助「108 年度大專學生研究計

畫」。 
許正良教授獲科技部 108 年度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傑出人員」。 
王健仁老師獲得教育部 108 年度大專校院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獎勵。 
學士班卓彥呈同學、碩士班鄭吉翔同學獲 108 年度中華民國斐陶斐榮譽學會國立臺

南大學分會榮譽會員。 
碩士班林彥良同學獲「中國青年救國團 109 年青年獎章」(孝親類)。 
陳建志老師指導學士班王楷毅、魏子迪、徐祥睿、江瑞堂同學參加「IEEE MMSP 2019 
Embedded Deep Learning Object Detection Model Competition 國際競賽」，初賽以第

四名晉級，並於複賽獲第二名。 
朱玟錚同學獲本校高等教育深耕計畫「中正廣場空間美化設計徵稿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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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類別 年級 人數 

大學部 

一 108 
二 108 
三 115 
四 113 

大學部(進修學士班) 
一 23 
二 22 

碩士班 
一 50 
二 48 

碩士在職專班 
一 16 
二 15 
三 11 

總計 629 
教職員人數統計 

類別 職稱 人數 

教師 
教授 15 
副教授 6 
助理教授 5 

行政人員 
校聘秘書 1 
校聘組員 3 

總計 30 

貳、議事方面 

108 學年度院務會議(108.12.30、109.03.18、109.04.21、109.06.23)。 
108 學年度院教評會議(108.10.09、108.11.08、108.12.10、109.01.03、109.04.08、
109.05.12、109.06.11)。 
108 學年度院課程會議(108.11.22、109.03.18、109.05.07)。 
108 學年度環境教育碩士在職學位學程委員會議(108.11.05、109.01.08、109.05.04、
109.06.30)。 
108 學年度環生學院系學生代表會議(109.06.02)。 
綠色能源科技學系主管遴選委員會議(108.12.04、109.01.07)。 

參、年度重要工作 

辦理生態暨環境資源學系教師聘任及升等：1 位教師升等著作外審，並提送校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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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審委員會(109.01)；1 位新聘教師聘任，並提送校教師評審委員會(109.05)。 
辦理大師講堂系列演講 
(一) 日本京都大學安部武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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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itu Raman spectroscopy of graphite electrodes (108.08.01)。 
(二) 日本山形大學吉武秀哉教授：Trend of Safety Design of Separators of First 

Generation XEV Second Generation XEX and ESS Batteries (108.08.02)。 
(三) 國立成功大學生命科學系陳虹樺特聘教授：蘭花花香之調控(108.10.17)。 
與成功大學合辦潔能講堂系列線上演講 
(一) 亮鉅股份有限公司杜威達總經理：建築節能的光明面與黑暗面(109.05.26)。 
(二) 中華民國野鳥學會李雄略常務理事：離岸風機對海洋生態的影響(109.06.02)。 
(三) 正修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暨電機工程研究所許綜升副教授：綠能與國防

(109.06.09)。 

肆、年度創新工作 

協助辦理「2019先進鋰離子電池與電化學儲能技術研討會暨材料國際學院電池論壇」

(108.08.01-08.02)。 
本院持續執行教育部補助 750 萬元之「潔能系統整合與應用人才培育計畫—中小學

能源教育資源中心」計畫，為基礎能源教育紮根(108.06-110.03)，完成「與能同行」

桌遊、「臺灣能-能源教育」系列影片五單元、設立 17 所中小學能源教育推動學校、

初步規劃能源課程地圖。 

伍、年度榮譽事蹟 

綠能系獲本校 108 學年度獎勵研究績優系所「研究優良獎」。 
本院 6 位老師獲得「科技部 108 年度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案」補助(108.09.09)： 
(一) 傑出人員：張家欽老師。 
(二) 優良人員：胡家勝老師、傅耀賢老師、張德生老師、鄧燕妮老師、吳慧珍老師。 
生科系張翠玲老師及生態系薛怡珍老師通過教育部 108 年度大專校院教學實踐研究

計畫補助。 
本院教師持續產學合作，108 學年度執行科技部計畫 16 件。 
本院教師專業研發有成，108 學年度通過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發明專利 5 件。 
生科系曹哲嘉老師獲本校 108 學年度教學績優教師獎勵。 
生態系陳瀅世老師及黃文伯老師分別獲得本校「教師教學創新獎勵」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銅質獎(108 年 10 月公布)及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銅質獎(109 年 4 月公布)。 
綠能系傅耀賢老師指導學生獲得「2019 臺灣國際創新發明暨設計競賽」發明類社會

組金牌獎(第二名)，張家欽老師指導學生獲得「2019 全國儲能科技創意海報競賽」

季軍；二位老師亦分別獲得本校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學期教師指導學生參加

校外競實獎勵。 
生態系、生科系、環生學院環境教育碩士在職學位學程通過「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

鑑中心基金會 108 年度下半年大專校院委託辦理品質保證認可」，有效期間 109 年 7
月 1 日至 112 年 6 月 30 日（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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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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 
二 42 
三 42 
四 39 

進修學士班 
一 22 
二 22 

碩士班 
一 17 
二 17 

碩士在職專班 
一 10 
二 12 
三 6 

總計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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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年度系務會議(108.09.18、108.10.21、109.03.11、109.05.26)。 
二、108 學年度系教評會議(108.09.25、108.11.04、108.11.13、108.12.04、108.12.30、

109.03.11、109.03.31、109.05.01、109.05.11、109.05.26、109.06.03、109.06.08)。 
三、108 學年度課程委員會議(108.09.18、108.11.04、109.03.11、109.04.21、109.05.26、

109.06.23)。 
四、108 學年度發展委員會議(108.12.04、109.03.11、109.05.26)。 

參、年度重要工作 

一、招生工作：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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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名、繁星計畫錄取 6

名。 
(二) 大學進修學士班：錄取 25 名。 
(三) 碩士班：推甄入學錄取 7 名、考試入學錄取 9 名。 
(四) 碩士在職專班：錄取 11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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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專題演講 
(一) 國立成功大學化學系李介仁教授：Nanostructured Surfaces with Well-Defined 

Chemistry Fabricated via Template-Guided Self-Assembly (108.09.11)。 
(二) 國立成功大學光電科學與工程學系陳昭宇教授：From solid-state dye solar cells to 

perovskite photovoltaic (108.09.18)。 
(三) 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機械及系統工程專案計畫林彥廷研究員：風力

機系統工程技術開發與研究(108.09.25)。 
(四) 國立中正大學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許聖彥教授：蓄熱式燃燒器的特性(108.10.02)。 
(五) 國立成功大學航太系陳維新教授：Advanced Technologies for Green Energy 

Production (108.10.09)。 
(六) 國立交通大學機械工程學系研究所廖英皓教授：電漿輔助燃燒的介紹（An 

Introduction to Plasma-Assisted Combustion）(108.10.16)。 
(七) 國立台灣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莊東漢教授：熱電材料在廢熱回收發電應用

的挑戰(108.10.23)。 
(八) 國立成功大學物理學系黃榮俊教授： 銅／氧化亞銅複合薄膜應用於先進與雙面

入光鈣鈦礦太陽能電池之研究 Cu/Cu2O composite film for novel bifacial 
perovskite solar cells (108.10.30)。 

(九) 勤益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 謝瑞青助理教授： ORC 技術現況與未來發展

(108.11.06)。 
(十) 國立成功大學航空太空工程學系王偉成教授：燃油、燃燒與空污防治(109.03.04)。 
(十一) 國立嘉義大學電機工程學系謝宏毅教授：交換式電源供應器之電磁干擾（EMI）

量測與防治簡介(109.03.11)。 
(十二) 金佑國際商標法律事務所林詠龍所長：職涯規劃-解析社會新鮮人最常踩到的

法律地雷(109.03.20)。 
(十三) 臺電公司胡大民專業總管理師：電力大學堂(109.03.25)。 
(十四) 國立嘉義大學機械與能源工程學系張炯堡教授：車輛空調節能技術與研發

(109.04.01)。 
(十五) 國立臺灣大學化學系劉如熹教授：應用於光電、能源與生醫之光轉換材料

(109.04.08)。 
(十六) 國立海洋大學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黃士豪教授：生物燃料電池於活體發電與

感測上的應用(109.04.15)。 
(十七) 社團法人台灣海洋環境教育推廣協會洪鈴雅講師：從淨灘活動到環保政策

(109.04.22)。 
(十八) 亞帝發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溫士賢部長：燃油重型機車暨低速電動車技術發展

趨勢與經驗分享(109.04.29)。 

肆、年度創新工作 

為建置大學部特色實驗室，採購教學設備—曝氣接觸床，並規劃特色實驗相關內容。 

伍、年度榮譽事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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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系榮獲本校 108 學年度獎勵研究績優系所「研究優良獎」。 
二、科技部 108 年度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案：張家欽老師獲傑出人員獎、胡家勝老師

及傅耀賢老師獲優良人員獎。 
三、傅耀賢老師帶領學生參加 2 項競賽，榮獲佳績，傅師亦獲本校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

教師指導學生參加校外競賽獎勵： 
(一) 崑山科技大學主辦的 2019 台灣國際創新發明展，獲得發明類社會組一金一銅。 
(二) 嘉南藥理科技大學主辦的 2019 台灣綠點子發明展，獲得發明類社會組銅牌獎。 

四、張家欽老師指導學生黃逸超參加全國大專院校學生 2019 儲能科技創意(海報)競賽，

榮獲季軍，張師亦獲本校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師指導學生參加校外競賽獎勵。 
五、吳國麟同學通過科技部 108 年度大專學生研究計畫(張家欽老師指導)。 
六、辦理 2019 先進鋰離子電池與電化學儲能技術研討會(108.08.01-0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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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科技學系 

壹、單位基本資料 

學生人數統計 
類別 年級 人數 

大學部 

一 38 
二 39 
三 39 
四 42 

碩士班 
一 15 
二 8 

總計 181 
教職員人數統計 

類別 職稱 人數 

教師 
教授 4 
副教授 1 
助理教授 4 

行政人員 校聘組員 1 
總計 10 

貳、議事方面 

108 學年度系務會議，共 2 次(108.9.11、109.3.4)。 
108 學年度系課程會議，共 3 次(108.11.5、109.4.15、109.6.3)。 
108 學年度系招生會議，1 次(108.4.18)。 
108 學年度系教評會議，共 3 次(108.9.19、108.12.25、109.4.15)。 
大學甄選審查共識暨尺規初評會議，1 次(109.4.15)。 
師培公費生甄選會議，1 次(109.7.7)。 

參、年度重要工作 

專題演講 

(一) 本系健康水環境研究實務微學分課程 
1. 第一場講座：靜宜通識中心蔡嘉陽講師-無人空拍機在生態研究的應用

(108.9.18)。 
2. 第二場講座：行政院農委會農業試驗所陳琦玲研究員--無人機於農業災損

判釋技術與應用成果，UAV 影像判釋導入勘災流程，作物災損影像判釋與

保險規劃，影像資料庫建置(108.10.2)。 
3. 第三場講座：林務局農林航空測量所葉堃生課長及黃宗仁先生-遙控無人機

結合熱像儀於生物調查之實作與探討(108.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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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四場講座：工業技術研究院材化所水科技研究組林冠佑研究員-BioNET
技術應用於水與廢水處理之新型生物處理技術(108.10.30)。 

5. 第五場講座：工業技術研究院材化所水科技研究組羅英維資深研究員-缺水

及限水衝擊產業的生產及營運(108.11.6)。 
6. 第六場講座：交通部民用航空局耿驊簡任技正-民用航空法遙控無人機專章

的立法特質，法規施行準備，遙控無人機管理資訊系統展示(108.12.4)。 
(二) 丁慧如老師生物醫學職涯探索 

1. 天然藥物於健康醫療之研發科技：系友陳繼開先生(108.12.1)。 
2. 動物模式在醫藥研發的應用：系友賴冠榮先生(109.3.16)、系友張哲維先生

(109.6.3)、系友鄭朝峻先生(109.6.10)。 
(三) 智慧農業 4.0 與國家產業發展系列講座 

1. 正瀚生技股份有限公司黃卓君研發督導：精準農業之誘迫策略-引誘發育方

向，脅迫價值潛能(109.3.11)。 
2. 苗栗區農業改良場作物改良課張雅玲助理研究員：一個學生物的人-高接梨

產業發展與環境變遷的生產策略(109.3.18)。 
3. 國立清華大學電機資訊學院黃能富院長：基於人工智慧物聯網之農業區塊

鏈產銷服務平台(109.4.22)。 
4. 台灣肥料股份有公司研究發展處農業生技研發組謝仁哲組長：台灣肥料公

司生技肥料開發與暖化應對(109.5.13)。 
5. 工業技術研究院中分院溫室系統技術中心黃添富主任：亞熱帶溫室系統技

術發展機會與智慧農業 4.0 研發議題(109.5.20)。 
(四) 張翠玲老師 108 年度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成 大 醫 院 劉 嚴 文 醫 生 Applications of Human Pluripotent Stem Cells in 
Cardiovascular Medicine(109.3.31)。 

其他學術活動 
(一) 程台生主任擔任成功大學熱帶植物與微生物研究所「南風再起－21 世紀新綠色

革命」會議之主持人(108.9.24)。 
(二) 舉辦「生科 15」：生科系 15 週年系慶活動(108.12.14)。 
(三) 舉辦 109 學年度生科系學生校外實習說明會暨微型學生就業輔導座談會

(109.5.27)。 
(四) 舉辦大一學生座談會，宣導 112 級課程架構與系務近況(109.6.1)。 
(五) 曾登裕老師承辦「太魯閣國家公園兩棲類之族群遺傳結構探討-以盤古蟾蜍為例」

委辦計畫(109.4)。 

肆、年度創新工作 

開設 108-1 學期生科系「健康水環境研究實務微學分課程」，共 6 場。 
舉辦智慧農業 4.0 與國家產業發展系列講座，共 5 場。 
碩一生韓翔宇同學 108-1 學期至大陸安徽師大進行海外實習。 
碩二生許以德同學 108-2 學期至南投正瀚生技股份有限公司校外實習。 

伍、年度榮譽事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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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德生老師、鄧燕妮老師、吳慧珍老師獲得科技部 108 年度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

案之優良人員。 
張德生老師、鄧燕妮老師通過 108 年科技部專題計畫。 
張翠玲老師獲得教育部 108 年度大專校院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獎勵。 
曹哲嘉老師榮獲本校 108 學年度教學績優教師。 
王思竣同學(鄧燕妮老師指導)、黃婉婷同學(曾登裕老師指導)、高煜函同學(張德生老

師指導)通過科技部 108 年度大專學生研究計畫補助。 
本系通過「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 108 年度下半年大專校院委託辦理品

質保證認可」，有效期間 109 年 7 月 1 日至 112 年 6 月 30 日（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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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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類別 年級 人數 

大學部 

一 35 
二 26 
三 34 
四 37 

碩士班 
一 12 
二 20 

總計 164 
教職員人數統計 

類別 年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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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務會議，5 次(108.9.20、108.9.24、108.10.22、109.1.7、109.6.9)。 
系教評會議，5 次(108.9.20、109.2.21、109.4.15、109.5.7、109.5.26)。 
系課程會議，3 次(108.12.4、109.4.20、109.6.9)。 
系課程與教學委員會議，3 次(108.10.22、109.3.9、109.6.2)。 
系學術發展委員會議，3 次(108.9.10、109.1.7、109.6.23)。 
預研生審查小組會議(109.1.8)。 
公費生審查會議(109.3.24)。 

參、年度重要工作 

辦理教師升等：1 位教師提出升等申請。 
辦理教師專案評鑑。 
辦理本系自我評鑑及 108 年度系所品質保證認可相關作業。 
辦理學術活動(專題講座) 
(一) 108 年屏東林區管理處工程生態檢核－第二場教育訓練(108.9.25)。 
(二) 認識大台南地區地理與地形(一)(108.10.4)、(二)(108.10.18)。 
(三) 曾文溪生態環境議題走讀(108.10.19)。 
(四) 臺灣石虎保育協會顏振暉專員：石虎，消逝中的淺山精靈(108.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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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林業試驗所植物園組長董景生：臺灣的蟲癭學研究與展望(108.11.13)。 
(六) 國立中興大學園藝系副教授劉東啟：與樹木對談的樹木醫療技術(108.12.25)。 
(七) 國立清華大學老師顏士清：從淺山到深山臺灣中大型哺乳動物的保育與經營管

理(109.4.8)。 
(八) 高雄醫學大學副教授陳韋妤：Do anti-influenza drug and its metabolites present 

ecotoxicity and related risk to aquatic environments?(109.4.22)。 
(九) 國立嘉義大學副教授邱郁文：我的斜槓人生(109.4.29)。 
(十) 元科科技公司總經理黃招斌：環境人職涯分享-前進職場大作戰(109.5.6)。 
(十一) 創客魔豆老師許涵婷：如何用 LINE 讓環境教育變得更好玩(109.5.20)。 
辦理師生活動 
(一) 大學生新生家長座談會(108.8.31)。 
(二) 大學部師生座談會(108.11.20)。 
(三) 碩士班師生座談會(109.6.10)。 
(四) 109 學年度入學研究生新生說明會(109.7.24)。 

肆、年度創新工作 

獲各機關補助、委辦及產學合作計畫(108.8.1-109.7.31)，如下： 
計畫期程 計畫名稱 單位 金額(元) 主持人 
108/1/1~ 
108/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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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 1,750,000 王一匡 

108/1/30~
108/12/20 

108 年度臺南分局轄區環境友善及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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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1/1~ 
109/12/31 

中部科學工業園區二林園區 108-109 年

度環境監測計畫 
環興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1,040,000 王一匡 

108/8/1~ 
109/12/31 

縣道 162 乙(一路愛你)遊藝綠廊打造工

程生態檢核 
旭城工程技術顧問有

限公司 
250,000 王一匡 

108/8/9~ 
109/12/15 

第六河川局辦理縣市管河川及區域排

水整體改善計畫生態檢核工作計畫 
經濟部水利署第六河

川局 
3,000,000 王一匡 

109/1/31~
109/12/20 

109 年度臺南分局轄區環境友善及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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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65,000 王一匡 

109/2/19~
111/6/30 

新材料循環園區招商及申請設置計畫

之陸域生態調查評估 
環興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400,000 王一匡 

109/3/11~
109/12/31 

嘉義縣中埔鄉公館排水出口滯洪池環

境監控作業 
日益能源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 
88,000 王一匡 

109/3/24~
110/9/15 

民雄鄉嘉 76 縣 2K+240~3K+500 道路

拓寬改善工程 
建融營造有限公司 380,000 王一匡 

109/6/30~
110/12/31 

北竿機場跑道改善計畫第一階段環境

影響評估委託技術服務 
環興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 
1.940,000 王一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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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期程 計畫名稱 單位 金額(元) 主持人 

108/1/1~ 
108/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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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年補(捐)
助民間團體及學校辦

理環境教育計畫 
60,000 范玉玲 

108/7/13~
108/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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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8/1~ 
110/7/31 

109 年度從綠鬣蜥的安樂死探究民眾對

外來寵物的認知、態度、行為與環教

教育應用 
科技部 496,000 范玉玲 

108/1/1~ 
108/12/31 

台江國家公園植物資源調查計畫 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 1,185,000 謝宗欣 

108/1/1~ 
110/12/31 

台南科技工業區環境監測計畫陸域植

物調查 
台南科技工業區 960,000 謝宗欣 

108/8/1~ 
110/7/31 

讓學習變得更有趣:從遊戲中引發創意

思考的環境教育教材教法 
教育部 300,000 薛怡珍 

109/3/1~ 
109/6/30 

環境教育人員職能增能講座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雲嘉南分署 
83,000 薛怡珍 

109/2/1~ 
109/12/31 

高雄市那瑪夏區楠梓仙溪兩棲爬蟲類

生態資源調查 
高雄市政府農業局 300,000 張原謀 

109/2/18~
109/12/20 

臺灣暗蟬解說書籍編製印刷案 台江國家公園管理處 642,000 張原謀 

109/7/1~ 
109/12/31 

109 年嘉義市大溪厝社區(埤麻腳排水)
水環境再造計畫工程生態檢核作業 

三裕正營造有限公司 98,000 張原謀 

108/1/1~ 
109/12/31 

中科二林園區 108~109 年度環境監測

計畫(蝴蝶部分) 
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

理局 
120,000 黃文伯 

108/1/1~ 
109/12/31 

生態農業及慣行法下水稻田區作物灌

溉水量研究(無脊椎動物部分)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50,000 黃文伯 

伍、年度榮譽事蹟 

王一匡主任榮任「中華民國溪流環境協會」監事、「臺南市水資源保育聯盟」理事、

「The Benthological Society of Asia」Executive board；黃文伯老師榮任「台灣獼猴共

存推廣協會」理事長；薛怡珍老師榮任「中華民國遊戲教育協會」理事。 
薛怡珍老師獲得教育部 108 年度大專校院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獎勵。 
陳瀅世老師榮獲本校第 107-2 學期教師教學創新獎勵銅質獎(108 年 10 月公布)；黃

文伯老師榮獲本校 108-1 學期教師教學創新獎勵銅質獎(109 年 4 月公布)。 
本系贏得第 30 屆木鐸盃運動競賽女子排球第三名。 
閻品璇同學榮獲 109 年大專校院田徑公開賽競賽大專女乙跳高金牌。 
黃奕琳、楊千鳳同學錄取師資培育公費生。 
本系通過「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 108 年度下半年大專校院委託辦理品

質保證認可」，有效期間 109 年 7 月 1 日至 112 年 6 月 30 日（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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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學院 

壹、單位基本資料 

學生人數統計 
類別  年級 人數  

大學部 

一 117 
二 127 
三 111 
四 139 

大學部 
(進修學士班) 

一 9 
二 17 
三 15 
四 8 

碩士班 
一 52 
二 78 

碩士在職專班 
一 20 
二 36 
三 20 

總計 749 
教職員人數統計 

類別  職稱 人數  

教師 
教授 11 
副教授 11 
助理教授 7 

行政人員 
校聘秘書 1 
校聘組員 3 

總計 33 

貳、議事方面 

108 學年度院務會議(108.10.09、108.12.23、109.02.24、109.05.27)。 
108 學年度院教評會議(108.10.02、108.10.21、108.12.16、109.03.23、109.05.06、
109.06.17)。 
108 學年度院課程規劃會議(108.10.16、109.03.11、109.05.13)。 
藝術學院「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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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109.04.29)。 
推選校院級會議學生代表遴選(109.06.16)。 

參、年度重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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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教師聘任及升等 
院內一位教師升等著作外審(108.10.21)，並提送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 
完成藝術研究學報第 12 卷出版(108.10)。 
經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院課程會議通過(109.05.13)，109 學年度起學院院核

心課程名稱由「邏輯思維與程式設計」改為「運算思維與程式設計」。 

肆、年度創新工作 

購買智慧機器人 10 臺並派員研習，為 109 學年度院核心課程「運算思維與程式設

計」做預備。 
辦理學院院核心課程專題演講，邀請各領域藝術專家蒞校，啟發學生跨領域創新思

維： 
(一) 國立中山大學人文暨科技跨領域學士學位學程張淑美老師，與視覺藝術與設計

學系學生分享：「從設計到跨領域」(108.10.08)。 
(二) 黎明技術學院表演藝術系林佾璁老師，與音樂學系學生分享：「爵士音樂演奏者

的思考邏輯」(109.06.09)。 
 執行教育部「幼兒園美感教育扎根計畫：「藝術創新美感中心」計畫、「中等教育階

段藝術領域教學研究中心」計畫及本校「學院特色發展」計畫。 
 「中等教育階段藝術領域教學研究中心」辦理 4 場跨區跨校師培教授社群會議： 
(一) 於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辦理視覺藝術與設計領域跨區跨校師培教授社群第 1 次會

議(109.02.10)。 
(二) 於本校辦理跨區跨校師培教授社群第 2、3、4 次會議(109.04.27、05.11、06.18)，

分別為視覺藝術與設計領域、戲劇創作與應用領域及音樂學領域。 
籌辦本院大師講堂/工作坊系列活動，共 12 場次，邀請藝術領域學術專家、藝術家、

音樂家講座分享，增進學生跨領域藝文知能： 
(一) 旅美小提琴家胡乃元：音樂分享與技巧指導(108.09.17)。 
(二) 匈牙利鋼琴家亞當佐治 Adam Gyorgy：鋼琴大師班(108.09.30)。 
(三) 黃勻弦導演：在用動畫改變世界之前(108.10.02)。 
(四) 洪易藝術家：藝術的當代性與國際性(108.10.14)。 
(五) 新創總會新事業部邱重威主任：從投資觀點看設計服務創業的美麗與哀愁

(108.10.21)。 
(六) 美國科羅拉多大學音樂和歌劇音樂總監尼古拉斯˙卡希先生（Nicholas Carthy）：

聲樂演唱詮釋大師班(108.11.26)。 
(七) 國立台南藝術大學藝術創作理論研究所龔卓軍所長：當代藝術策展中的劇場介

入(108.12.11)。 
(八) 王小棣導演：從閱讀時光談起(108.12.18)。 
(九) 阮璽攝影師：我選擇的是幽默(109.04.29)。 
(十) 高千惠藝評家：當代藝術評論與策展趨勢(109.04.29)。 
(十一) 曾旭正教授：從社區營造到地方創生-對藝術工作者的啟發(109.05.13)。 
(十二) 王海玲藝術總監：豫見王海玲(109.05.20)。 

伍、年度榮譽事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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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院戲劇系榮獲 108 學年度獎勵研究績優系所「研究優良獎」。

戲劇系林雯玲老師榮獲科技部 108 年度大專校院研究獎勵案「傑出人員」之補助。

音樂系、視設系、戲劇系通過「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 108 年度下半年

大專校院委託辦理品質保證認可」，有效期間 109 年 7 月 1 日至 115 年 6 月 30 日（6
年）。 

(一)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銀質獎-動畫所范如菀老師。銅質獎-音樂系朱芸宜老師

(108 年 10 月公布)。 
(二)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初評通過-視設系洪明爵老師及董維琇老師。 

(一)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音樂系楊美娜老師、視設系陳建發老師。 
(二)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視設系洪明爵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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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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二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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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視覺藝術與設計學系」共同聘任) 
1 

總計 4 

貳、議事方面 

一、108 學年度所務會議(108.9.16、109.1.6、109.3.4)。 
二、108 學年度所教評會議(108.9.10、108.10.21、109.4.27)。 
三、108 學年度所課程委員會議(109.3.30)。 

參、年度重要工作 

一、專題演講 
(一) 導演黃勻弦：「在用動畫改變世界之前」(108.10.2)。 
(二) 插畫家 krenz：「創作者的商業思維」(108.10.2)。 
(三) 東京大學史料編纂所史料保存技術室谷昭佳：「奧地利：匈牙利帝國遠征隊（1869)

蒐藏的東亞濕版攝影-以高精細畫質重新解析 150 年前的東亞印象」(108.10.26)。 
(四) 東方設計大學徐福治老師：「光雕投影基本面相」(108.10.30)。 
(五) 攝影師楊川宏：「人像攝影的秘密：放下攝影才能真正看見」(108.11.13)。 
(六) 日本寫真藝術專門學校講師侯鵬暉：「從觀看展覽學習如何策劃展覽」(109.5.5)。 
(七) 台南市美術設計協會理事長陳信亨：「沒有包裝下的真實提案」(109.5.27)。 
(八) 山川設計設計師郭志佳：「設計與商圈發展的連結」(109.6.10)。 

二、其他學術活動：「設計赤崁商圈再生計畫」與台南今日全美戲院合作辦理「顏振發

手繪看板研習營」(109.6.6-6.20)。 

肆、年度創新工作 

范如菀老師以「設計赤崁・商圈再生」為計畫主題，與台南市赤崁觀光產業商圈發展協

會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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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年度榮譽事蹟  

一、李香蓮老師連續三年獲得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人文藝術及設計學門)。 
二、李香蓮老師獲本校社會實踐課程補助。 
三、范如菀老師獲本校 107學年度第 2學期(108年 10月公布)教師教學創新獎勵銀質獎。 
四、陳琪涵同學及何佳璇同學《Maybe》、吳宜庭同學《氣流下降》、翁子揚同學《人生複

製貼上》入圍新銳影展百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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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學系 

壹、單位基本資料 

學生人數統計 
類別 年級 人數 

大學部 

一 40 
二 45 
三 40 
四 47 

進修學士班 

一 9 
二 17 
三 15 
四 8 

碩士班 
一 16 
二 18 

碩士在職專班 
一 6 
二 15 
三 20 

總計 296 
教職員人數統計 

類別 職稱 人數 

教師 
教授 4 
副教授 4 
助理教授 2 

行政人員 校聘組員 1 
總計 11 

貳、議事方面 

108 學年度系教評會議(108.10.01、108.12.04、109.03.23、109.05.27)。 
108學年度系務會議(108.09.11、108.09.24、108.11.06、108.12.04、109.03.04、109.04.15、
109.05.20、109.06.24)。 
108 學年度碩士班會議(108.09.24、108.10.09、108.11.06、108.12.04、109.03.23、
109.05.12、109.06.24)。 
108 學年度系課程委員會議(108.09.24、108.12.31、109.03.04)。 
系務及工讀生團隊討論會議(109.01.08、109.02.26、109.05.08、109.07.01)。 

參、年度重要工作 

舉辦演講/工作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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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旅美小提琴胡乃元大師班(108.9.17)。 
(二) Adam Gyorgy 鋼琴大師班(108.9.30)。 
(三) 葉青青教授專題演講「我們的時代，我們的歌」(108.10.17)。 
(四) 天津 Julliard 音樂院教師大師班(108.10.24)。 
(五) 趙菁文「當代音樂的跨界溝通與策展實踐」講座(108.10.25)。 
(六) 許郁瑛爵士鋼琴分享會(108.11.14)。 
(七) Nicholas Carthy 指揮&演唱詮釋大師講堂(108.11.26)。 
(八) Markus Prause 鋼琴大師班(108.12.4)。 
(九) Rachel Adelstein 專題講座「十九世紀猶太教堂中的合唱和現代性」(108.12.13)。 
(十) 傅奕涵指揮工作坊(108.12.18)。 
(十一) 林威震打擊大師班(109.05.19)。 
舉辦展演/發表活動 
(一) 蔡耿銘老師參與 2019 TC 音樂節《仲夏‧樂》演出(108.08.30~09.01)。 
(二) 鄭方靖老師發表「小精靈的鍵盤遊戲—啟蒙期預備階段鋼琴教材」(108.08)。 
(三) 鄭方靖老師赴中國天津市國際教育中心講演學校音樂課合唱教學(108.9.19-

9.22)。 
(四) 陳威仰老師於「老調新風潮 第二屆聲音的台灣史研討會」擔任與談人(108.9)。 
(五) 沈雕龍老師於第22屆國際CHIME研討會發表論文Song Composing as Modernity 

in Taiwan: From Cai Pei-Huo to Lü Quan-Sheng (108.09.20)。 
(六) 沈雕龍老師於 IMS-EA 國際研討會發表論文 From the Thawing of Cold War 

Historiography to a Global Horizon: Hsu Tsang-Houei Hsu’s Histories in Taiwan 
(108.10.18)。 

(七) 天津 Julliard 音樂院教師音樂會(108.10.24)。 
(八) 偏鄉巡演：田寮區新興國小、左鎮區光榮國小(108.10.30)。 
(九) 鄭方靖老師主持「重建臺灣音樂史－音樂家的生命史研究和傳記書寫研討會」

並發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在台灣音樂史上的犁痕」焦點座談(108.12.7)。 
(十) 鄭方靖老師主講中央藝術輔導團 南區藝起好美論壇(108.12.11)。 
(十一) 爵士&吉他之夜(108.12.12)。 
(十二) 朱芸宜老師製作並演出「白馬王子音樂劇」(108.12.13)。 
(十三) 協奏曲之夜(108.12.16)。 
(十四) 管樂團&弦樂團聯合音樂會(108.12.17)。 
(十五) 吳京珍老師參與本校 121 週年校慶系列管、弦樂團聯合音樂會之演出，擔任

鋼琴主奏(108.12.17)。 
(十六) 侯志正老師參與東吳大學音樂系系友管樂團音樂會(108.12.20)。 
(十七) 陳威仰老師於「重建臺灣音樂史－音樂家的生命史研究和傳記書寫研討會」

發表台灣基督長老教會在台灣音樂史上的犁痕論文(108.12)。 
(十八) 爵士之夜(109.05.21)。 

肆、年度創新工作 

推動國際學術交流，邀請匈牙利鋼琴家 Adam Gyorgy、天津 Julliard 音樂院教師、斯

德哥爾摩歌劇學院客座教授 Nicholas Carthy、維也納市立音樂與藝術大學鋼琴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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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us Prause 等國際知名學者蒞校講學暨舉辦大師班(108.9-109.5)。 
辦理跨領域活動 
(一) 朱芸宜老師結合音樂與戲劇，製作並演出「白馬王子音樂劇」(108.12.13)。 
(二) 趙菁文「當代音樂的跨界溝通與策展實踐」講座(108.10.25)。 

伍、年度榮譽事蹟 

本系通過「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 108 年度下半年大專校院委託辦理品

質保證認可」，有效期間 109 年 7 月 1 日至 115 年 6 月 30 日（6 年）。 
朱芸宜老師獲得本校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108 年 10 月)教師教學創新獎勵銅質獎。 
楊美娜老師獲得本校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師指導學生參加校外競賽獎勵暨補助(指
導學生：曾家緣，臺灣首獎音樂大賽 青年組鋼琴全國第二名)。 

蕭巧縈、蔡毓芳、盧沛瑜、李玟逸、陳瑞婷、黃

琦文、吳晨潔) 
5 位在校生於 108 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台南市市賽表現優異(108.11.26)： 
(一) 陳映彤同學：低音提琴獨奏，優等。 
(二) 林仕恩同學：中提琴獨奏，特優，代表台南市參加全國比賽。 
(三) 呂宥葳同學：小提琴獨奏，優等。 
(四) 蔡駿霖同學：小提琴獨奏，優等。 
(五) 蔡昀熙同學：小提琴獨奏，優等。 
林仕恩同學參加 108 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中提琴獨奏，榮獲特優第一名

(109.03.28)。 
碩二黃珮淳同學通過 2020 年臺南研究博碩士論文獎學金初審。 
86 級校友江惠玲新任桃園市新屋區蚵間國小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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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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二 43 
三 35 
四 50 

碩士班 
一 18 
二 22 

碩士在職專班 
一 14 

二 21 

總計 244 
二、教職員人數統計 

類別 職稱 人數 

教師 

教授 4 
副教授 2 

助理教授 1 

行政人員 
組員 

(與動畫媒體設計研究所共同聘任) 
1 

總計 8 

貳、議事方面 

一、108 學年度系務會議(108.9.9、108.10.14、108.11.4、109.1.8、109.3.2、109.6.8)。 
二、108 學年度系教評會議(108.9.10、108.12.9、109.3.4、109.3.19、109.4.13、109.6.15)。 
三、108 學年度系課程委員會議(108.10.14、109.1.8、109.3.30、109.6.8)。  

參、年度重要工作 

一、舉辦專題演講 
(一) 干皂創意工作室負責人魏杏芳：手工香腸肥皂的創業分享 -古早味奇蹟

(108.10.23)。 
(二) 藝術創作家宮敬婷：沒事不要走藝術(108.12.16)。 
(三) 藝評家、策展人高千惠：當代藝術評論與策展趨勢(109.4.29)。 
(四) 張藝：自媒體時代的藝術形式(109.5.6)。 
(五) 藝術家謝牧岐：當代藝術實務--藝術實經驗分享(109.6.3）。 

二、辦理其他學術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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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08 年度視覺藝術與設計學系系展(108.12.13-109.1.5)。 
(二) 2020 視覺藝術與設計學系教授聯展(109.3.17-3.30)。 
(三) 2020 視覺藝術與設計學系碩士班評圖展-水墨組(109.4.27-5.6)、多元媒材與設計

組(109.5.18-5.29)、西畫組(109.5.28-7.5)。 
(四) 2020 視覺藝術與設計學術研討會(109.5.20)。 

肆、年度創新工作 

一、本系學生參加「2020 青春美展」（109.4.10-4.21）。 
二、本系學生於台北松山文創園區舉行畢業展「深夜練等」（109.4.30-5.3）。 

伍、年度榮譽事蹟 

一、本系通過「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 108 年度下半年大專校院委託辦理品

質保證認可」，有效期間 109 年 7 月 1 日至 115 年 6 月 30 日（6 年）。 
二、陳建發老師榮獲本校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師指導學生參加校外競賽獎勵補助(指導

學生沈賞音)。 
三、洪明爵老師榮獲本校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師指導學生參加校外競賽獎勵補助(指導

學生陳羿如)。 
四、洪明爵老師及董維琇老師通過本校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師教學創新獎勵初評(109

年 4 月)。 
五、唐郁琁同學通過科技部 108 年度大專學生研究計畫(指導老師潘青林)。 
六、陳羿如同學榮獲「一〇九年全國美術展」油畫類金牌獎第一名(作品名：精神肖像)。 
七、沈賞音同學榮獲 108 年璞玉發光-全國藝術行銷活動競賽-璞玉獎第一名；第 18 屆彩

墨新人賞—新人獎。 
八、陳瑋勛同學榮獲 2019 大墩美展油畫類優選獎。 
九、徐子傑同學榮獲 2019 大墩美展版畫類優選獎。 
十、蔡庭歡同學榮獲 2020 年中華民國第 35 屆版印年畫徵選比賽優選獎及 2020 年第 25

屆大墩美展版畫類第三名。 
十一、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青年藝術家典藏徵件競賽，三位學生獲得「典藏獎」： 

(一) 季和穎同學(作品：厭世代-脫衣服)。 
(二) 蕭沛翎同學(作品名：極樂圈)。 
(三) 陳姿錡同學(作品名：雙生)。 

十二、 黃雅惠同學榮獲 2019 屏東美展優選、2019 臺南美展西方媒材類佳作、2020 臺南

美展東方媒材佳作。 
十三、 李沛宸同學榮獲 2020 臺南美展西方媒材類第三名，郭書瑜及季和穎同學榮獲優選

獎。 
十四、 108 學年度全國學生美術比賽，獲獎如下： 

 
 
 

  

類別 名次 姓名 題目 指導老師 

西畫類 甲等 孫玉珊 在黑夜中守候 洪明爵 

版畫類 甲等 李沛宸 獄圖 吳鴻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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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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類別  年級  人數  

大學部 

一 36 
二 39 
三 36 
四 42 

碩士班 
一 14 
二 28 

總計 195 
教職員人數統計 

類別  職稱 人數  

教師 
教授 3 
副教授 4 
助理教授 2 

行政人員 校聘組員 1 
總計 10 

貳、議事方面 

108 學年度系務會議，共 9 次(108.9.5、108.10.1、108.10.9、108.12.4、109.1.8、109.2.25、
109.4.8、109.5.27、109.6.29)。 
108 學年度系教評會議，共 4 次(108.9.24、108.12.12、109.03.17、109.6.16)。 
108 學年度課程會議，共 4 次(108.9.4、109.01.8、109.2.25、109.6.29)。 

參、年度重要工作 

專題演講/工作坊 
(一) 藝術家陳伯義：關於眷村的兩三事(108.9.11)。 
(二) 滯留舞團蕭淑琳行政經理：藝術無限可及—談障礙藝術的經營、創作與發展

(108.9.18)。 
(三) 旅德編舞家賴翠霜藝術總監：2019 年賴翠霜舞創劇場台南藝術節製作-異鄉人

(108.9.18)。 
(四) 自由藝文工作者黃微芬：紀錄片創作分享(108.9.19)。 
(五) 舞台設計賴怡君：AUTOCAD 電腦繪圖軟體、SKETCHUP 軟體基礎實作班

(108.9.29)。 
(六) 山東野表演坊團長劉尉楷(博士生/農夫)：長在花蓮四處戲—劇場、空間和土地

(108.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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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教育部性別平等教育師資人才庫講師黃嘉韻老師：你不可不知的校園危險--性、

暴力與危險情人(108.10.2)。 
(八) 國立成功大學秦嘉嫄副教授兼華語中心主任：參與式劇場美學及研究方法

(108.10.8)。 
(九) 劇場專業演員李劭婕：表演工作坊(108.10.19)。 
(十) 劇場導演/哺乳動物潛水反射反應創立人 Darren O'Donnell 藝術總監及丹麥編舞

家/Mellemrum 環境劇場藝術節創辦人 Kitt Johnson：創作對談（三）藝術參與社

會(108.10.25)。 
(十一) 新加坡戲劇盒副藝術總監許慧鈴及駐團藝術工作者韓雪梅：戲劇盒與新加坡

教育戲劇環境(108.11.04)。 
(十二) 台灣應用劇場發展中心負責人賴淑雅：社區/社群劇場的帶領手法與心法-以

移工、新住民社群為例(108.11.5)。 
(十三) 九歌兒童劇團黃翠華藝術總監：兒童戲劇在舞台、在教室、在生活、在家庭

的運用(108.10.31)。 
(十四) 奇巧劇團團長/編導劉建幗：《鞍馬天狗》導演講座與經驗分享(108.11.6)。 
(十五) 盜火劇團編劇及製作人劉天涯：劇本寫作及閱讀工作坊(108.11.14)。 
(十六) 尚和歌仔戲劇團梁越玲團長：製戲─舞台上的紅塵記事(108.11.25)。 
(十七) 呂名堯：表演工作坊(108.11.30)。 
(十八)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藝術創作理論研究所龔卓軍副教授兼所長：當代藝術策展

中的劇場介入(108.12.11)。 
(十九) 戲劇顧問/台大戲劇系兼任講師吳政翰：說「故事」的故事--戲劇構作工作坊

(108.12.17)。 
(二十) 國際知名電影、電視劇編劇導演王小棣：從閱讀時光談起(108.12.18)。 
(二十一) 臺灣技術劇場協會（TATT）理事斯建華及資深音響技術指導王志剛老師：

第二期劇場技術基礎專題--劇場安全認證與音響實務(109.2.10-2.16)。 
(二十二) 迴游式創作集温思妮團長：進行物件劇場工作坊(109.03.19)。 
(二十三) 擬爾劇團林淑玲藝術總監：戲劇療育主題-劇場應用於創傷工作實務分享

(109.03.26)。 
(二十四) 第四十二屆及第四十四屆金鐘獎最佳編劇獎吳洛纓編劇家：劇本創作工作

坊(109.4.23)。 
(二十五) 臺南市立崇明國民中學蔡育錚老師：舞台監督與劇場行政(109.4.23)。 
(二十六) 卓家安、彭漪婷老師：紅鼻子醫生工作坊(109.4.25)。  
(二十七) 臺北藝術大學戲劇學系徐亞湘教授：習見與定見--對近代臺灣、中國劇場史

的幾點反思(109.5.7)。 
(二十八) 陳昭吟老師：舞台化妝工作坊(109.05.14、5.22)。 
(二十九) 臺灣豫劇團與奇巧劇團王海玲藝術總監：豫見王海玲(109.5.20)。 
(三十) 表演藝術經理人及視覺藝術策展人李承翰：離開劇院後的舞台調度-談「活

動式」的演出策劃(109.5.25)。 
(三十一) 台南市立海佃國中表演藝術李秀婷教師、台北萬豪酒店萬花廊首席吳冠均

花藝師、EX-亞洲劇團駐團翁岱廉藝術家：職涯講座(109.6.3)。 
(三十二) 台北藝術大學新媒體藝術系孫世韋副教授：傳統劇場藝術與科技(AI)之結合

與案例-以虛擬布袋戲為例(109.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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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三) 臺灣技術劇場協會（TATT）理事斯建華第三期劇場技術初階課程工作坊：

舞台基礎與實務(109.7.5-7.11)；進階課程工作坊：懸吊課程(109.8.16-8.18)。 
學術研習/計畫成果 
(一) 教習劇場 TIE 課程演出《眷戀何方》6 場(108.12.03、12.08、12.10)。 
(二) 社區劇場課程至臺南市三股國民小學演出《藝遊三股我的家》(108.12.1)。 
(三) 應用方案設計課程至台南美術館二館演出《哲哉爺爺的藝想視界》(108.12.22)。 
(四) 創造性戲劇課程至南大附幼、威斯康辛幼兒園演出《新年到》、《搶救禮物大作

戰》、《冬之國》、《雪姑娘的聖誕派對》(108.12.23、12.30)。 
(五) 戲劇教育課程至忠義國小、賢北國小、復興國小演出《怎麼撕不掉？》、《真相不

只一個！》、《我知道我不一樣！》、《行行出狀元，職業七十二變》、《該放在誰

家？》(108.12.2、12.9、12.16、12.23、12.30)。 
(六) 口述歷史劇場期末演出《點燈》(108.12.26-12.28)。 
(七) 劇場導論課程呈現《美女與野獸》、《飲食男女》、《阿拉丁》、《仙劍奇俠傳》、《木

蘭少女》、《大娛樂家》(109.1.3)。 
(八) 表演(一)課程期末演出《你要那樣要先講》、《三個傻瓜》、《好好說再見（你要走

要先講）》(109.1.6-1.7)。 
(九) 畢業實作展演組《無眠》演出 5 場(109.03.27-3.29)。 
(十) 畢業實作應用組《南美夢遊》演出 4 場(109.5.13-5.17)。 
(十一) 戲劇教育方案實習《鱷魚嘎嘎的開心農場》、《蛀牙蟲大作戰》、《EYE 護眼睛

一起來》、《防禦蚊子大作戰》、《交通安全大作戰》至大同附幼及南大附幼演

出共 20 場(109.5.4-5.22)。 
(十二) 學期製作《到底誰要來》演出 7 場(109.5.6-5.10)。 
(十三) 表演(二)、肢體劇場表演演出《海是什麼顏色？》、《離我遠一點，就那麼一

點！》、《你全家都搞不清楚狀況！》(109.5.13)；《太遲了，今日公休 bang》、
《海式繪》、《夏日藍球》(109.6.24)。 

(十四) 戲劇教育方案實習《小美人魚》、《孔雀》至崇明國中演出 14 場(109.5.14-6.5)。 
(十五) 說故事劇場演出《萵苣姑娘》、《三隻小豬的真實故事》、《點金術》、《彼

得潘》、《小木偶》(109.6.23)。 
(十六) 應用戲劇編創專題演出《讓我們沿著海走》(109.6.30)。 
其他學術活動 
(一) 準備南部大專院校戲劇聯演[見花開劇展]演出《亡而生》2 場(109.9.4-9.6)相關事

宜。 
(二) 與臺南市美術館合作南美夢遊戲劇導覽，演出 3 場(109.7.25)。 
(三) 與臺南市政府文化局共同主辦 2019-2020臺南在地劇場技術人才培育計畫課程。 
(四) 出版「戲劇教育與劇場研究」第 12 期。 
(五) 執行教育部委辦「幼兒園美感教育扎根計畫」。 
(六) 辦理國立臺南生活美學館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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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與人文學

習領域—表演藝術主修專長，修課期間為 107 年 8 月至 109 年 7 月間之每年寒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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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美術館「仁者行藝˙許武勇百歲冥誕」展覽

進行開場之戲劇導覽演出。 
109 年 6 月 3 日為幫助學生探索興趣及專長、拓展職場疆域視野，辦理「職涯講座」，

邀請三位畢業系友與學弟妹分享個人求職準備、經過與目前的工作經驗： 
(一) 李秀婷：100 級/台南市立海佃國中表演藝術教師。 
(二) 吳冠均：100 級/台北萬豪酒店萬花廊首席花藝師。 
(三) 翁岱廉：104 級/EX-亞洲劇團駐團藝術家。 

伍、年度榮譽事蹟 

本系榮獲本校 108 學年度獎勵研究績優系所「研究優良獎」。 
本系通過「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 108 年度下半年大專校院委託辦理品

質保證認可」，有效期間 109 年 7 月 1 日至 115 年 6 月 30 日（6 年）。 
林雯玲老師榮獲科技部 108 年度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案之「傑出人員」。 
林雯玲老師、林玫君老師、王婉容老師、許瑞芳老師、陳晞如老師、蔡依仁老師獲

本校 108 年度加強學術研究提昇教學品質獎勵。 
林雯玲老師及陳晞如老師通過科技部 108 年度專題研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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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依仁老師連續二年榮獲本校教學績優教師之肯定。 
林偉瑜老師指導 110 級曾冠菱同學獲得科技部「108 年度大專學生研究計畫研究創

作獎」(109 年 7 月)。 
在校生之表現： 
(一) 碩二吳孟渝同學榮獲衛武營《高雄雄厲害》演出創意計畫徵選補助。 
(二) 碩二梁家綺同學榮獲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 2020「表演藝術評論人專案」補助。 
(三) 大四王薏涵同學榮獲國立臺南生活美學館 109 年創意劇演實驗計畫補助。 
(四) 大三曾冠菱同學獲科技部補助「108 年度大專學生研究計畫」。 
畢業校友之表現： 
(一) 錄取 109 年度教師甄試： 

1. 余宗學錄取新北市新莊區新莊國民小學一般正式老師。 
2. 張郁茗錄取桃園市中壢區自立國民小學一般正式老師。 
3. 潘秋如錄取國立科學工業園區實驗高級中學國小部一般正式教師、臺南市永康

區勝利國民小學一般教師。 
4. 林柔孜錄取臺中市私立新民高級中學正式表演藝術教師。 

(二) 鄭聖勳榮獲臺灣教育大學系統第六屆優良博碩士學位論文獎藝術類優良。 
(三) 陳崇民榮獲 109 年教育部文藝創作獎教師組戲劇劇本項特優(現代戲劇劇本)。 
(四) 陳崇民入選臺南市政府文化局「2020 年臺南作家作品集(第十輯)」。 
(五) 李光鑫榮獲「109 年度教育部留學獎學金(藝術學群)」補助。 
(六) 戴宇恆、簡韋樵榮獲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 2020「表演藝術評論人專案」補助。 
(七) 章琍吟榮獲 2019-2020 臺美藝文專業人才交流獎助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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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學院 

壹、單位基本資料  

學生人數統計  
類別  年級   人數  

大學部 

一 69 
二 77 
三 79 
四 83 

碩士班 
一 30 
二 21 

碩士在職專班 
一 38 
二 31 
三 6 

高階管理碩士在職專班 
一 22 
二 15 

總計 471 
教職員人數統計 

類別 職稱  人數  

教師 
教授 7 
副教授 9 
助理教授 2 

行政人員 
校聘組員 3 
專任助理 1 

總計 22 

貳、議事方面 

108 學年度院教評會議(108.10.23、108.11.5、108.12.31、109.4.14、109.5.5、109.6.16)。 
108 學年度院務會議(108.10.1、108.11.7、109.3.31、109.5.5)。 
108 學年度院課程會議(108.12.31、109.3.11、109.5.5)。 

參、年度重要工作 

辦理大師講堂 
 國立交通大學經營與管理研究所毛治國教授：管理六力(108.9.30)。 
 法商巴黎雅萊台灣區陳敏慧總裁：國際品牌管理(108.12.6)。 

執行高教深耕計畫 
 辦理職涯教練工作坊：經由一對一方式找到學生的職業性格，並透過職涯教練

規劃未來職涯方向(108.10.4、108.10.16、108.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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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職涯講座 
1. 「創業一站通--創業秘笈大公開」，講者江靜如(108.10.16)。 
2. 「為什麼我說話就卡卡?」，講者林煜涵(108.11.13)。 

 辦理 A-Leader SDGs 營隊：透過國外學者及老師的講解，瞭解聯合國發展目標，

幫助學生更有國際觀，培養學生跨域的能力(108.11.22-11.23)。 
執行院特色計畫：辦理組織行為課程×DOMI 綠然「全台好森林運動–節能好商家」

專題活動(執行期間 109.4-109.7)。 

肆、年度創新工作 

辦理 A-Leader SDGs 全英文營隊，活動邀請國內外知名專家學者帶領學生約 70 人，

藉由講授瞭解全球永續發展目標，並以實作方式激發學生構思創造力。本營隊對於

提升職場英語能力、國際視野及實務認知有很大助益(108.11.22-11.23)。 
經本校 109 年 6 月 30 日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校課程委員會會議通過，將於

109 學年度開設「商業人工智慧應用微學程」。 

伍、年度榮譽事蹟  

行管系及經管系均通過「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 108 年度下半年大專校

院委託辦理品質保證認可」，有效期間 109 年 7 月 1 日至 115 年 6 月 30 日（6 年）。 
科技部 108 年度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案，行管系王光旭老師獲傑出人員、經管系

陳鴻隆老師及行管系馬群傑老師獲優良人員。 
108 學年度教師通過科技部研究計畫 8 件。 
經管系葉耕榕老師「商業大數據思考與分析」獲教育部 109 年度第 1 梯次數位學習

認證課程。 
經管系蕭詠璋老師榮獲本校 108 學年度教學績優教師。 
行管系王光旭老師及經管系劉哲宏老師分別榮獲本校 107-2 學期教師教學創新獎勵

銀質獎及銅質獎(108 年 10 月公布)。 
行管系曾憲立老師通過本校 108-2 學期教師教學創新獎勵初評(109 年 4 月公布)。 
大學部同學通過科技部 108 年度大專學生研究計畫 2 件。 
本學院同學及系友共 6 位通過公務人員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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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管理學系 

壹、單位基本資料 

學生人數統計 

類別 年級 人數 

大學部 

一 36 
二 40 
三 39 
四 42 

碩士班 
一 11 
二 8 

碩士在職專班 
一 19 
二 16 
三 2 

總計 213 
教職員人數統計 

類別 職稱 人數 

教師 
教授 3 
副教授 4 
助理教授 2 

行政人員 校聘組員 1 
總計 10 

貳、議事方面 

108 學年度系務會議（108.9.25、108.12.3、109.06.24）。 
108 學年度系教評會議（108.9.24、108.10.29、108.12.18、109.3.10、109.4.13、109.4.28、
109.5.27）。 
108 學年度課程會議（108.9.18、108.11.6、109.3.11、109.4.15、109.6.23）。 
108 學年度招生會議（109.4.24）。 

參、年度重要工作 

舉辦專題演講 
(一) 行政院陸委會陳明祺副主委：近期兩岸及國際情勢與挑戰(108.09.25)。 
(二) 瑞士台灣協會暨蘇黎世急難救助協會謝瑾會長：瑞士生活面面觀與瑞士人的國

際觀(108.10.16)。 
(三) 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彭渰雯副教授兼代所長：什麼是性別主流化

(108.10.23)。 

– 147 –



(四) 台灣吉而好股份有限公司侯柏安行銷長：文創行銷(108.11.6)。 
(五) 臺南市政府前觀光旅遊局陳俊安局長：臺南府都的歷史脈絡、文化意象與都市

發展(108.12.11)。 
(六) 中華海峽兩岸金融產業發展協會林明毅理事長：如何擁抱變化，從《孫子兵法》

學習「企業管理或商戰」(108.12.25)。 
(七) 長興材料人力資源管理部余靜雯部長：企業績效管理及配套(109.04.22)。 
(八) 美國在台協會高雄分處歐雨修處長：「與美國在台協會有約：南大行管與歐雨修

處長的對話」座談會(109.6.3)。 
舉辦校外企業參訪：永康就業中心、吉而好股份有限公司(109.4.15)。 
辦理座談會、說明會 
(一) 碩士班新生座談會、碩士在職專班新生座談會(108.7.6)。 
(二) 大學部新生家長座談會(108.8.31)。 
(三) 2019 校外實習成果發表暨座談會(108.12.4)。 
(四) 109 學年度實習說明會(108.12.24)。 

肆、年度創新工作 

與政府機關、企業等單位接洽及簽約，於暑假辦理學生校外實習，增進學以致用。實

習單位及學生人數如下： 
高雄港務股份有限公司：3 人。 
臺南市政府文化局：3 人。 
臺糖公司花蓮觀光糖廠：9 人。 
高雄市大寮區公所：2 人。 
高雄市阿蓮區公所：3 人。 
高雄市湖內區公所社會課：2 人。 
高雄市議員林智鴻服務處：2 人。 
高雄市議員林于凱服務處：2 人。 
智榮基金會龍吟研論：2 人。 
智樂活：4 人。 

 浙江震元股份有限公司企管部：1 人。 
 臺南市動物防疫保護處：3 人。 
 國立台灣文學館公共服務組：1 人。 
 將軍山農場：1 人。 
 澎湖安泊海景旅店：2 人。 
 台灣設計協會：1 人。 

伍、年度榮譽事蹟 

本系通過「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 108 年度下半年大專校院委託辦理品

質保證認可」，有效期間 109 年 7 月 1 日至 115 年 6 月 30 日（6 年）。 
本系榮獲 108 年度單位網頁評鑑績優。 
108 學年度教師通過科技部研究計畫 4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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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群傑老師榮獲科技部 108 年度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優良人員」。 
王光旭老師榮獲科技部 108 年度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傑出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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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光旭老師榮獲本校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師教學創新獎勵銀質獎(108 年 10 月公

布)、曾憲立老師通過本校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師教學創新獎勵初評。 
科技部 108 年度大專學生研究計畫補助通過 2 件：劉婷嘉同學(林佳燕老師指導)、
黃茗稜同學(王光旭老師指導)。 
108 學年度共 6 人考取研究所(2 位申請國外大學)、6 人考取博士班。 
108 級同學：蔡雅琄榮獲 2020 年臺灣教育大學系統第六屆博碩士優良學位論文獎佳

作；李懿軒考取 109 年地方特考、黃霙淇考取 109 年初等考試一般行政、張純郡考

取 109 年台灣中油職員級企管組。 
 109 級同學：胡靜淑及李易諠榮獲 2019 張金鑑先生行政學術獎學金；陳宜雯考取

108 年公務人員一般民政四等考試。 
 106 級戴玉珊同學考取 108 年財稅行政普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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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與管理學系 

壹、單位基本資料  

學生人數統計  
類別 年級 人數 

大學部 

一 33 
二 37 
三 40 
四 41 

科技管理碩士班 
一 19 
二 13 

科技管理碩士在職專班 
一 19 
二 15 
三 4 

總計 221 
教職員人數統計 

類別 職稱 人數 

教師 
教授 4 

副教授 5 
助理教授 0 

行政人員 校聘組員 1 
總計 10 

貳、議事方面  

108 學年度系務會議(108.9.25、108.11.21、108.12.17、109.3.18、109.6.23)。 
108 學年度系課程會議(108.10.3、109.3.18、109.4.10、109.6.23)。 
108 學年度系教評會議(108.9.19、108.10.30、108.12.5、109.3.25、109.4.22、109.6.16)。 

參、年度重要工作  

專題演講 
(一) 彩宸生活事業股份有限公司王世煌執行長：企業的競爭策略-生態鏈與平台經濟

的布局(108.10.03)。 
(二) 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藥學系徐之昇助理教授：如何成為時下最夯的跨領域「斜

槓」人才?(108.10.15)。 
(三) 首機網路股份有限公司張利安網站總編：淺談手機產業的商業操作(108.10.16)。 
(四) 國立成功大學國際企業研究所張紹基教授：研究生的價值創造(108.10.18)。 
(五) U.I.J Hotel& Hostel 友愛街旅館王靜瑜企劃設計副理：喜歡，是我內心原始的永

動機(108.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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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第一銀行黃嘉霖初級專員：第一次當銀行員就上手(108.10.23)。 
(七) 尼克森微電子股份有限公司高鎮謙董事長特別助理：單一產業+多元組合=機會

(108.10.25)。 
(八) 日立化成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資源中心訓練發展張曉潔招募任用管理師：

知人善任--人資工作面向分享(108.10.31)。 
(九) 光洋應用材料科技(股)公司人資管理課蔡孟蓁課長：知人&用人-人資實務面面

觀(108.10.31)。 
(十) 巷隅有限公司蔡秉芳董事：巷隅 Lane corner 的品牌、定位與創新之創業旅程

(108.11.01)。 
(十一) 淡江大學企業管理學系涂敏芬副教授：能動性解析 -大稻埕創生議題

(108.11.06)。 
(十二) 忠盟企業有限公司張世忠總經理：現代農業的創新思維(108.11.11)。 
(十三) 中國時報編輯部地方新聞中心洪榮志雲嘉南召集人：興趣不再只是興趣，創

造精采多職人生(108.12.02)。 
(十四) 統一企業茶飲部韓詠蘭品牌經理：品牌行銷在注意力經濟時代下的挑戰與思

考(108.12.10)。 
(十五) 東昌企管顧問有限公司林致賢執行長：大數據分析與產品行銷運用

(108.12.25)。 
(十六)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事業經營學系許惠媚副教授：設計思考與服務創新

(109.03.13)。 
(十七) 工研院微系統中心黃妃平專員：全球智慧技術創新-台灣紡織業應用為例

(109.03.25)。 
(十八) 崑山科技大學企業管理學系楊泰和教授：以人才培育為底蘊的 USR 與地方創

生(109.03.29)。 
(十九) 求職顧問團 Leading Recruitment Services 杜承憲首席顧問：如何踏出職涯的

第一步(109.04.10)。 
(二十) DOMI 綠然能源葉松瓚使用者經驗研究員：DOMI 綠然公司介紹、友善環境

商業模式介紹、智慧能源管理系統訓練與說明(109.04.23)。 
(二十一) 芝麻開門創業孵化器有限公司黃俊菖創辦人：和經理人一起策略規劃

(109.04.30)。 
(二十二) 淡江大學林信成教授：地方記憶 數位共筆(109.05.13)。 
(二十三) 華山基金會麻豆站施金翰站長：Excel x Work =華山公益(109.05.20)。 
(二十四) 先見基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江淑華總經理：醫學藍海產業之行銷策略

(109.05.22)。 
(二十五) DOMI 綠然/B Lab Taiwan 連庭凱共同創辦人暨理事長：DOMI 綠然 Power 

BI 系統操作實務與分析技巧(109.05.28)。 
(二十六) 東菖企業顧問有限公司林致賢執行長：策略分析與數據活用(109.05.29)。 
(二十七) Narwhal.GT 獨立遊戲開發許立融開發者：遊戲創作的開始與結果(109.06.08)。 
(二十八) 錦源興布莊楊子興總監：Reborn & Renew 百年布莊創意再生(109.06.16)。 
(二十九) 雲嘉南區域運輸發展研究中心高雅鈴執行長：SPSS 統計分析工具介紹與實

際應用(109.06.17)。 
舉辦校外企業參訪：光洋應用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08.10.14)、康寧園安養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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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0.24)、美雅家具觀光工廠(108.11.13)、龍華科技大學(108.11.15)、台南友愛街

(109.03.27)、台南市灣裡社區 (109.04.18)、聖釭有限公司 /億進寢具有限公司

(109.05.25)、菱炭森活工場-官田烏金地方創生(109.06.13)。 
座談會活動 
(一) 科技管理碩士班、在職專班 108 學年度入學新生座談會(108.6.22)。 
(二) 108 學年度新生家長座談會(108.8.31)。 
(三) 108-1 學期系學會期初說明大會(108.10.2)、期末檢討及選舉會議(108.12.30)。 
(四) 108-2 學期系學會期初說明大會(109.3.11)、期末檢討及選舉會議(109.6.17)。 

肆、年度創新工作  

「行天宮關懷偏鄉弱勢學生計畫」：經管系 Devossion 多彩計畫響應財團法人行天宮

文教發展基金會推展五大志業關懷社會之理念，執行 108、109 年度行天宮關懷偏鄉

弱勢學生計畫(108.1.1-109.12.31)。 
模擬面試體驗營：邀請臺灣知識庫集團共同辦理「2020 口語表達面試體驗營」，協助

高三應屆畢業生個人申請面試的口語表達訓練與模擬面試體驗(109.3.14)。 
積極辦理及支援大學部招生工作 
(一) 赴高中進行招生宣傳與學群介紹：曹瓊文老師-慈濟高中(108.11.20)；劉子歆老

師-台東女中(108.12.4)；劉哲宏老師-嘉義新港藝術高中(108.12.10)；蕭詠璋老師

-興國高中(109.3.12)；賴賢哲老師-楠梓高中(109.3.27)；劉哲宏老師-潮州高中

(109.6.10)。 
(二) 參加大學博覽會進行招生宣傳活動：曾繁絹老師-台北中國時報總社(109.7.25)。 
(三) 協助高三生進行學測個人申請模擬面試：劉哲宏老師-德光高中(109.4.11)；曾繁

絹老師-黎明高中(109.4.15、4.21)。 
辦理課程成果發表 
(一) 曾繁絹老師 108-2 學期「組織變革與管理」課程與透南風工作室合作，於 109 年

6 月 13 日起在台南友愛市場舉辦「友愛，想見你」在地特展，以友愛市場、總

趕宮、湯德章故居等有形建築為主軸，和民眾分享與探討友愛街區的商業、生

活與歷史。 
(二) 曹瓊文老師 108-2 學期「組織行為」課程與 DOMI Earth 綠然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合作，於 109 年 7 月 2 日在榮譽校區 ZA108 演講廳辦理專題成果發表會「全台

好森林運動-節能好商家」，共同為商家構思綠色行銷方案。 

伍、年度榮譽事蹟  

本系通過「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 108 年度下半年大專校院委託辦理品

質保證認可」，有效期間 109 年 7 月 1 日至 115 年 6 月 30 日（6 年）。 
陳鴻隆老師獲科技部 108 年度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案之優良人員。 
108 學年度教師通過科技部研究計畫 4 件。 
葉耕榕老師「商業大數據思考與分析」通過教育部 109 年度第 1 梯次數位學習認證

課程，有效期限自 109 年 7 月至 114 年 6 月。 
蕭詠璋老師榮獲本校 108 學年度教學績優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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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哲宏老師榮獲本校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師教學創新獎勵銅質獎(108 年 10 月公

布)。 
科技管理碩士班林欣蓉系友考取 108 年度高考三級、林佳儀同學考取 108 年度普考。 
大四翁如娟同學及大三陳盈穎同學申請出國交換，獲教育部學海飛颺計畫補助。 
大學部陳映儒、邱美雅、鍾思屏、林彥如同學榮獲 2020 第四屆 CUTe 企管盃全國大

專院校暨高中職創新服務企劃競賽複賽特優(曾繁絹老師指導)。 
大學部陳妍惠同學榮獲 2020 創新創意創業競賽第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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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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1.15）；第 2 學期（109.6.1）。 
通識教育課程委員會：第 1 學期（108.11.15）；第 2 學期（109.5.21）。 
通識教育委員會：第 1 學期（109.1.7）；第 2 學期（109.7.7）。 

參、年度重要工作 

108 學年度通識課程開課情形 
(一) 第 1 學期開辦 171 門課，其中必修 71 門、選修 100 門。 
(二) 第 2 學期開辦 166 門課，其中必修 71 門、選修 95 門。 
「博雅教育講座」(每週二 10:00-12:00) 
(一)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 

週 
次 

日期 
(108 年) 

演講者 單位/職稱 講題 

2 9/17 蘇泰安 統一棒球隊股份有限公司領隊 統一 7-Eleven 職棒的經營與賞析 

3 9/24 陳百棟 誠美建築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發現臺南新藍海 

4 10/1 簡廷在 豪門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與迪士尼共榮的經營事業經驗 

5 10/8 
林亭宇 
郭子誠 

公道法律事務所律師 
吉常同法律事務所律師 

不知者無罪嗎？ 

6 10/15 張麒威 芒果遊戲股份有限公司經理 旅程中的奇幻想像 

7 10/22 黃世岱 關懷小丑協會創辦人 以優雅、關愛、幽默追夢 

8 10/29 林佳鋒 故事工廠執行長 做一個劇場夢 

9 11/5 羅友威 心運動體適能訓練中心訓練師 帶著體育人精神走的創業路 

10 11/12 潘襎 臺南市立美術館館長 城市美術館的使命 

11 11/19 許瑞榮 國立成功大學物理學系教授 從實驗室到太空中的放電現象 

12 11/26 林啟維 綿羊犬藝術股份有限公司執行長 教育創業與社會創新 

13 12/3 蘇益賢 新田心理治療所心理師 
你不是真正的快樂?! 
—心理學家談快樂 

14 12/10 郭治華 台灣創意金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觀光工廠創新營運與發展藍圖 

15 12/17 陳伸賢 中興工程顧問公司董事長 因應氣候變遷 
臺灣水資源的挑戰與轉變 

16 12/24 許淑晶 凱薩琳時尚創意集團創意總監 與國際接軌的禮儀形象 

17 12/31 李昫岱 天文學家 黑洞的前世今生 
(二)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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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

次 
日期 

(109 年) 
演講者 單位/職稱 講題 

2 3/10 馬照琪 沙丁龐客劇團團長 當小丑走進生命當中 

3 3/17 蔡文斌 公道法律事務所主持律師 談性別平等法律 

4 3/24 胡元輝 國立中正大學傳播學系教授 新時代必須具備的數位素養-- 
從新冠病毒的假訊息談起 

5 3/31 江秀真 知名女登山家 勇敢出發 就能看見精彩的自己 

8 4/21 黎時潮 知名爵士樂評論人 美國爵士樂簡史 

9 4/28 羅士哲 臺南塾教育工作室創辦人 田野教育 

10 5/5 吳瑞龍 九穗聯合建築師事務所主持建築師 
「想像台南的方法」： 

以建築思考為例 
11 5/12 馮嘯儒 陽光伏特家創辦人 彈指之間參與能源轉型 

12 5/19 于正昇 藝昇國際有限公司負責人 配音員大叔的卡通人生 

13 5/26 吳亮衡 Story Studio 業務經理 在虛實之間－人文媒體這樣玩 

14 6/2 王世煌 「馬修嚴選」創辦人 
從馬修嚴選談 

後疫情時代的健康產業 
15 6/9 李靖文 台南晶英酒店總經理 從地方創新看開創觀光新藍海 

16 6/16 賴建盛 銳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 車聯網對你我未來的影響 

17 6/23 柯佳妏 億進寢具企業有限公司行銷經理 傳統產業的創立及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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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架構及博雅教育講座等，使新生對通識教育更深入瞭解。108 學年度特別就本中心

所規劃之跨領域微學程進一步說明，鼓勵新生在系所專業外，培養與建立第二專長，

提升未來就業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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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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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年度亦藉由教師座談會，鼓勵教師因應趨勢所需，積極開設

跨領域微學程之相關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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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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級友聯誼會籌備會議 

1. 58 級畢業 50 週年級友聯誼會第 1 次、第 2 次籌備會議(108.08.07、11.23)。 
2. 68 級畢業 40 週年級友聯誼會第 2 次籌備會議(108.08.12)。 
3. 78 級畢業 30 週年級友聯誼會第 1 次、第 2 次籌備會議(108.08.22、11.15)。 
4. 48 級畢業 60 週年級友聯誼會第 1 次、第 2 次籌備會議(108.10.02、11.21)。 

(二) 傑出校友暨特殊貢獻獎遴選委員會議 
第 32 屆傑出校友遴選初審會議(108.10.15)、遴選委員會會議(108.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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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監事聯席第 3 次臨時會議(108.09.09)。 
2. 第 3 屆(原第 5 屆)第 1 次會員大會，選舉第 3 屆(原第 5 屆)理監事(108.09.28)。 
3. 第 3 屆(原第 5 屆)第 1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選舉第 3 屆(原第 5 屆)常務理事、

常務監事及理事長(108.10.18)。 
4. 第 3 屆第 2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109.05.27)。 

就業輔導組 
(一) 加科登記相關會議：辦理另一類科教師證加科登記審查會議，計 4 次(108.10.07、

109.01.07、109.04.09、109.06.30)。 
(二) 職涯輔導相關會議 

1. 參與教育部高雄場次「大專校院完善弱勢協助機制」工作坊(108.10.04)。 
2. 參與於東海大學舉辦之大專校院職涯輔導中區聯繫會議填報說明會

(108.10.08)。 
(三) 校務研究相關會議 

1. 參與校務研究工作小組會議(108.8.2、108.8.22、108.9.24、109.4.30、109.5.28、
109.6.11、109.7.16)。 

2. 參與「提升校務研究及專業管理能力」會議(108.12.05、109.03.25)。 
3. 參與 IR 工作小組會議(108.09.24)。 

(四)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相關會議：參與管考會議(108.8.29、10.7、11.4、12.9；109.3.9、
4.14、5.25、6.29)。 

參、年度重要工作 

校友服務組 
(一) 校友服務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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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按月寄發校友生日卡。 
2. 編印並寄發(含海外)校友通訊第 88(108.08)、89(108.12)、90(109.04)期。 
3. 協助舉辦 77 級幼稚教育師資科同學會(108.08.10)。 
4. 舉辦 68 級畢業 40 週年級友聯誼會(108.08.31)。 
5. 協助接待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開學典禮薪傳講座講者魏杏芳校友。 
6. 舉辦 78 級畢業 30 週年級友聯誼會(108.12.15)。 
7. 舉辦 48 級畢業 60 週年級友聯誼會(108.12.21)。 
8. 舉辦 58 級畢業 50 週年級友聯誼會(108.12.28)。 
9. 劉仙湧主任至臺北市親送 108 年度特殊貢獻獎獎座予翁岳生校友、李茂盛校

友及陳淑貞女士(109.01.15-01.16)。 
10. 協助寄發視覺藝術與設計學系 109 級美術組畢業展覽邀請卡予各校友，惟因

應新冠肺炎防疫考量，後續協助通知開幕茶會取消事宜。 
11. 協助舉辦 84 級初教系乙班同學會(109.07.18)。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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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07.21-07.22)。 
(二) 辦理第 32 屆傑出校友之遴選與表揚 

1. 遴選出本屆傑出校友： 
(1) 教學類：徐子蔚先生、郭素珍女士 
(2) 行政類：洪榮進先生、葉萬全先生 
(3) 學術(含創作)類：劉美惠女士、林二郎先生 
(4) 服務類：顏文雄先生、葉修女士 

2. 彙整傑出校友個人事蹟簡介及當選感言，編印第 32 屆南大菁英。 
3. 辦理校慶慶祝茶會以表揚 108 年度特殊貢獻獎及本屆傑出校友(108.12.14)。 

(三) 辦理 108 年特殊貢獻獎，表彰並感謝對本校持續具體支持及協助學校發展之特

殊貢獻者。 
1. 108 年得獎名單： 

(1) 陳淑貞女士(本校第 21 屆傑出校友張見齊董事長之妻) 
(2) 翁岳生先生(曾任司法院院長、司法院大法官) 
(3) 李茂盛先生(翔茂企業有限公司董事長) 
(4) 邱慈意先生(浙江億威實業有限公司董事長) 
(5) 町洋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2. 與總務處協調教室命名事宜及辦理校慶表揚茶會。 
(四) 推動校友會之組織與活動 

1. 出版校友總會《恢宏南大 繼往開來》卸任紀念文集，並寄發予各縣市校友會、

教育部、科技部、國家圖書館及各大專院校。 
2. 臺南市校友會召開第 2 屆第 6 次理監事會議(108.11.13)。 
3. 製作校友總會紀念徽章。 
4. 劉仙湧主任出席澎湖縣校友會第 7 屆第 2 次會員大會(109.07.03)。 

就業輔導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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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年度：第 4 次(108.10-1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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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09 度：第 1 次(109.01-109.02)、第 2 次(109.03-109.04)、第 3 次(109.05-
109.06)、第 4 次(109.06-109.07)。  

2. 辦理加科登記審查網頁內容更新事宜(109.04)。 
(二) 公費分發業務：研商 109 年度公費合格教師分發作業原則及作業流程會議

(109.3.12)。 
(三) 就業輔導業務 

1. 辦理畢業生流向調查相關事宜 
(1) 109 年大專校院畢業生流向追蹤平台問卷系統資料建置事宜(109.07-

109.08)。 
(2) 108 學年度研究所畢業生流向調查；108 學年度畢業滿 1、3、5 年碩士、

博士畢業生流向調查；109 年畢業生追蹤問卷平台設計及建置作業。 
(3) 107 學年度應屆研究所畢業生流向調查數值分析(108.10-1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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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0-

10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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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0-10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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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09-1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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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8)；辦理日間部大一新生 UCAN 職業興趣診斷施測

(10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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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0-109.07)。 
(5) 辦理「大專校院就業職能診斷平台」統計分析作業(109.02-109.08)。 
(6) 結合電算中心辦理 UCAN 平台結合 EP 平台課程事宜(109.03-109.08)。 

3. 辦理職涯講座共 12 場(108.09-109.06)。 
4. 辦理學生 CPAS 職涯適性測驗(108.10-109.06)、舉辦 CPAS 職涯諮商共 14 場

(108.10-109.06)。 
5. 辦理學生職涯諮詢校內宣傳、講師邀約及學生預約服務(108.10-109.06)。 
6. 辦理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雲嘉南分署補助案事宜：「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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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8-108.10)；「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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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2-10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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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彙整本校校友參加 109 年全國各級公立學校教師甄試榜單。 
9. 辦理應屆畢業生學生學習成效問卷調查(108.09-109.08)。 
10. 採購電子報發送系統事宜(109.05-109.06)。 
11. 執行高教深耕計畫附錄 1「提升高教公共性」有關職涯輔導各項獎補助措施

(108.08-10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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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年度創新工作 

校友服務組 
(一) 協助修改本中心網頁為響應式網頁。 
(二) 協助校友總會網頁架構更新。 
(三) 出版校友總會《恢宏南大 繼往開來》卸任紀念文集。 
就業輔導組：108-2 學年度辦理 CPAS 學生職涯適性測驗及職涯諮商師一對一解析工

作坊，共產出報告書 52 份。本活動透過 CPAS 職業適性診斷測驗，產出 12 項人格

特質及 5 大類適性工作與領導潛能分析；經由專業職涯顧問諮商師一對一解析個人

的職業「適性（Aptitude）」，幫助同學瞭解自己適性的工作方向，為職業生涯做超前

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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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教育中心 

壹、單位基本資料 

中心置主任 1 名及專任助理 5 名。 

貳、議事方面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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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08.29)。 
108 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交通費補助審查會議(108.09.23)。 
108 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畢業轉銜會議(108.12.25)。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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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10.09)。 
108 學年度輔導區特殊教育工作會議(108.10.18)。 
108 學年度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議：第 1 學期(108.10.30)、第 2 學期(109.05.20)。 
108 年度南澎鑑輔分區大專校院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初審會議：第 1 學期(108.11.04)、
第 2 學期(109.04.13)。 
108 年度南澎鑑輔分區大專校院特殊教育學生鑑定--陳述意見再評估會議：第 1 學期

(108.12.30)、第 2 學期(109.05.27)。 

參、年度重要工作 

大專鑑定工作：南澎鑑輔分區大專校院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實施說明會--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108.08.19)、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109.0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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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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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5.10)、台南應用

科技大學(108.5.31)、長榮大學(108.7.10)、遠東科技大學(108.7.18)、南臺科技大學

(108.7.29)、臺灣首府大學(108.8.15)、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108.8.21)、中華醫事科

技大學(108.8.27)、崑山科技大學(108.9.3)、嘉南藥理大學(108.9.4)、本校(108.9.5)、
中信金融管理學院(108.9.27)、國立臺南藝術大學(108.10.4)。 
教育部委託辦理「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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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源教室訪視：長榮大學(109.7.14)、中華醫事科技大學(109.7.15)、南臺科技大學

(109.7.20)、臺灣首府大學(109.7.23)、國立澎湖科技大學(109.7.28)。 
特殊教育諮詢服務 
(一) 學期諮詢時間：第 1 學期 108.08.01-109.01.31；第 2 學期 109.02.01-109.07.31。 
(二) 108 學年度諮詢服務共 74 人次。 
研習活動 
(一) 大專校院特殊教育專責單位輔導人員進階研習 

1. 生涯轉銜與輔導(108.08.28)。 
2. 特殊教育相關法規(含性別平等及人權法治)：身心障礙者權利和性平三法

(108.09.06)。 
3. 學習障礙學生的學習輔導與策略(108.1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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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個別化支持計畫(ISP)與個別化轉銜計畫(ITP)的實務演練(108.11.01)。 
5. 基本助人技巧訓練(109.05.12)。 
6. 身心障礙者之職務再設計及勞工福利(109.05.22)。 
7. 溝通互動技巧的運用(109.07.21)。 
8. 兩性交往的態度與觀念(109.07.30)。 

(二) 大專資源教室輔導員輔導知能與園藝治療研習(108.08.15)。 
(三) 大專校院網路成癮學生之治療與輔導研究研習(108.08.23)。 
(四) 特殊教育專題講座-閃示卡在學習障礙學生語文與數學教學上的應用(108.09.28)。 
(五) 特殊教育教師與普通教師之教學合作研習(108.11.16)。 
(六) 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生生涯轉銜輔導實務分享研習(108.12.06)。 
(七) 視聽雙障學生的定向行動訓練研習(109.01.08)。 
(八) 特殊教育學生自我權益倡導研習(109.06.12)。 
(九) 身心障礙學生的生涯轉銜輔導研習(109.07.07)。 
(十) 面對壓力，超前佈署－覺察與調適生命的脆弱狀態研習(109.07.11)。 
(十一) 特殊個案處遇—情緒與自傷行為問題研習(109.07.27)。 
資源教室活動 
(一)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辦理活動如下： 

1. 身心障礙學生期初座談會(108.09.25)。 
2. 身心障礙學生才藝工作坊－手作皮革(108.11.20)。 
3. 身心障礙學生自強活動－奇美食品幸福工廠、義大遊樂世界(108.12.08)。 
4. 身心障礙學生電影欣賞－關鍵少數(108.12.18)。 
5. 身心障礙學生轉銜講座－畢業生的生涯探索與規劃(108.12.25)。 

(二)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辦理活動如下： 
1. 身心障礙學生才藝工作坊Ⅰ－多肉植物組合盆栽 DIY (109.04.15)。 
2. 視訊教學同步聽打座談(109.04.24)。 
3. 身心障礙學生電影欣賞－我的嗝嗝老師(109.05.13)。 
4. 身心障礙學生才藝工作坊Ⅱ－療癒小貓掌羊毛氈(109.05.27)。 
5. 身心障礙學生戀愛講座－愛情的異想世界~告白或告別(109.06.17)。 

(三) 辦理 109 級身心障礙學生畢業歡送會(109.06.24)。 
其他 
(一) 辦理 108 學年度第 1、2 學期南澎鑑輔分區大專校院特殊教育學生提報鑑定相關

工作(108.09.01-109.02.20；109.02.17-109.0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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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領及歸還鑑定測驗工具相關事宜(109.04.11-04.15)。 

肆、年度創新工作 

108 學年度第二學期適逢新冠肺炎疫情，為落實防疫工作，南澎鑑輔分區大專校院特

殊教育學生鑑定工作有關鑑定初審、複審及個案陳述意見等，改採「視訊」方式審

查辦理鑑定。 
因應新冠肺炎疫情，辦理「108 學年度第二學期視訊教學同步聽打座談」，培訓本校

聽打員能瞭解並熟悉線上同步聽打流程，以順利協助聽覺障礙學生在視訊教學中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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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良好的學習環境。 

伍、年度榮譽事蹟 

協助特殊教育學系博士班李文煥同學（視覺障礙/重度）申請「2020 總統教育獎」相關

事宜，李生順利獲得此獎項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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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中心 

壹、單位基本資料 

本中心置有主任 1 名，校聘心理師 2 名，專案心理師 2 名，兼任心理師 17 名，兼任輔

導老師 2 名。 

貳、議事方面 

108 學年度中心會議，每週三召開，共 26 次。 
108 學年度校園自我傷害防治守門員行政人員培訓與交流會議，6 次(109.01.13 上下

午各一場、109.01.14 上下午各一場、109.01.15、109.01.16)。 
108 學年度輔導工作委員會議(109.06.22)。 

參、年度重要工作 

初級心理健康活動推廣 
(一) 心理健康諮詢服務：提供諮詢服務 45 人次，含教職員 16 人次、學生 16 人次、

社區民眾 8 人次、社教機關 3 人次、家長 2 人次。 
(二) 辦理心理健康推廣專題講座及工作坊 

1. 專題講座 4 場：「『甩開煩惱、照顧自己的正念祕笈』身心減壓講座/胡慧芳

醫師」、「『看見同志』認識同志家庭專題講座/穆德、陳釩」、「『打破性別污

名：我是如何成為一個統計數字』性別覺察專題講座/陳彥霖」及「『我們與

惡的距離-重新看待理解，才有療癒的可能』-從夯劇認識精神疾患專題講座

/簡若嫻臨床心理師」（108.09.25、11.20、12.11、12.18）。 
2. 主題工作坊 9 場：「擁抱你的拖延-時間管理工作坊/吳佳真諮商心理師」、

「哼一段壓力之歌-音樂抒壓工作坊/劉又瑄音樂治療師」、「情緒的『午時到』

陰影~談如何處理情緒對你的負向影響!-情緒管理工作坊/王智誼諮商心理

師」、「夢翔起飛-目標實踐工作坊/吳曉柔職涯發展師」、「好有『材』-表達性

藝術治療實作與媒材運用工作坊/陳煒」、「彩色平權之路-性別平權的甘苦談

-性別教育工作坊/黃楷翔諮商心理師」、「分手是需要練習的-情感教育工作

坊/邱羣倫諮商心理師」、「你的時間都去哪了?─時間管理工作坊」、「有一

齣戲，叫做人生─社會劇體驗表達性藝術主題工作坊」(108.10.02、10.23、
10.30、11.13、12.04、12.19、12.25；109.05.13、05.20)。 

3. 自殺防治守門人培訓系列課程 2 場：「你最珍貴-自殺防治守門人培訓工作

坊/呂苑慈諮商心理師」、「以痛療傷-高關懷學生介入策略與實務經驗分享/
陳清文諮商心理師」（108.10.16、10.25）。 

4. 生涯主題系列專題講座 3 場：「他們真的很奇怪˙奇怪教練的自潛人生-生
涯規劃專題講座」、「網路圖文界達人˙微疼來開講─生涯開創專題講座」、

「生涯急轉彎˙與農有約─生涯轉換專題講座」(109.03.11、04.29、06.03)。 
5. 情感教育電影賞析工作坊 4 場：「每天回家老婆都在裝死」、「樂來越愛你」、

「限時好友」、「一個巨星的誕生」(109.03.23、03.24、03.25、0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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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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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推廣心

理健康初級預防輔導工作，安排心理師到班進行班級輔導。108 學年度共進行 9
場，輔導主題包含生涯探索、生涯選擇、精神病理初談、情感教育、時間管理、

壓力紓解等(108.11.13 三場、12.11、12.27 二場；109.04.27 二場、05.27)。 
(四) 國際學生輔導：共辦理 3 場活動：「國際學生新生輔導-人際互動交流」、「世界

大不同：他們是這樣交朋友的—多元文化交流人際工作坊」及「作伙來開講！

--多元文化性別工作坊」(108.09.02、09.18、109.03.25)。 
(五) 學生輔導增能文章：共 9 篇文章，主題為：「旅行與自我照顧!」、「自傷學生守

門人的教戰手冊」、「尊重始於理解『認識同志親密關係』」、「體重機上的哀愁─

淺談被扭曲的身體心像」、「認識大學生與家庭的互動議題」、「如何在生活中擁

有快樂好心情」、「面對失落，一起慢慢前行」、「當愛已成雲煙，讓我們好好說

再見」、「當焦慮來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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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08-1 學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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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與大學生子女互動的『心』方式」，提供相關建議，協助新生家長

與逐漸獨立自主的孩子們互動溝通。 
2. 108-2 學期：辦理焦慮情緒調節校園宣導活動，透過互動有趣的活動展區傳

遞焦慮相關心衛知識，並規劃心理健康文宣品(以焦慮主題為主軸，設計紙

膠帶及酷卡)，主動觸及校園各角落，使焦慮情緒調節的概念與因應技巧更

加普及與落實。 
心理健康活動二級預防 
(一) 新生心理健康普測 

1. 採用「身心生活適應量表」進行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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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2
人接受施測，篩選出 74 人為新生高關懷群學生。 

2. 完成上開 74 人測驗結果解釋與追蹤輔導，其中適應狀況良好 42 人、進入

個別諮商 19 人、後續持續電話追蹤關懷 6 人，另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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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08-1 學期：採「身心生活適應量表」進行 108 學年度轉學生心理健康普測，

15 人接受施測，篩選出 2 人為轉學生高關懷群學生。 
2. 108-2 學期：採「大學生身心適應調查表」進行 108 學年度轉學生心理健康

普測，27 人接受施測，篩選出 9 人為轉學生高關懷群學生。 
(三) 個別諮商：總服務人數 384 人，計 3,039 人次，其中男生占 24%、女生占 76%；

問題類型前三名依序為：自我探索、人際關係、家庭關係。 
(四) 團體諮商：辦理 4 場連續 8 週之成長團體，及 4 場連續 2 天之馬拉松團體(因應

新冠肺炎疫情，調整形式至馬拉松團體)，主題分別為「愛的發聲練習-愛情自我

探索團體」、「忽現花路-探索性別框架與成長團體」、「體驗中前進：壓力與情緒

的旅行地圖-壓力與情緒調適團體」、「你們眼中的我-關係自我探索團體」、「這是

我，那是我-藝術創作與自我探索團體」、「我好嗎？-愛情自我成長團體」、「嘿，

我們先休戰：與壓力的對話-壓力覺察與因應團體」及「我們在一起，但我不只

是你的另一半-女性親密關係探索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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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團體心理測驗實施與解釋：辦理 4 場團體施測與個別解測，測驗選用「大學生

生涯適應量表」、「生涯阻隔量表」、「轉學生普測-大學生身心適應調查表」及「賴

式人格量表」（109.03.11、03.18 三場）。 
心理健康三級預防(列管個案管理)：108 學年度高關懷個案列管 44 名，持續追蹤或

諮商後，109 學年度須持續列管 12 名。 
專業訓練及研習 
(一) 辦理 4 場團體督導工作坊：分別由王大維、謝喆瑋、趙淑珠、李訓維等諮商心

理師帶領(108.11.06、11.27、109.04.15、04.22)。 
(二) 辦理 2 場內部訓練工作坊：「小柔的最後一天-桌遊實務運用工作坊」、「諮商中

的療癒瑜珈」(109.01.15、06.24)。 
中心軟硬體更新建置 
(一) E103 個別諮商室內部空間改善(拆除木櫃及天花板、平釘、牆壁油漆)。 
(二) E101 至 E103 個別諮商室汰換老舊沙發，購置新沙發。 
專案計畫補助 
(一) 教育部 109 年度補助大專校院聘用專兼任專業輔導人力計畫：100 萬元。 
(二) 教育部 109 年度自殺防治守門人計畫：2 萬元。 
(三) 教育部 109 年度大專校院輔導工作計畫－看見焦慮中的彩蛋，焦慮情緒調節校

園宣導活動：5 萬 5,000 元。 
(四) 本校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本中心獲得補助 6 萬元。 

肆、年度創新工作 

一、108 學年度寒假完成 E103 個別諮商室內部環境改善工程，將 E101 至 E103 三間個別

諮商室打造成統一型式但不同風格，使諮商環境整齊劃一又兼具創意質感，以提供更

舒適良好的諮商空間。 
二、108 學年度寒假期間(109.01.13-01.16)首次辦理「校園自我傷害防治守門員行政人員培

訓與交流會議」6 場次，包含介紹推廣本中心之服務、宣導心理衛生觀念及多方交流

分享，使各系助與宿管人員更了解如何共同合作以提升校園輔導效能。 
三、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適逢新冠肺炎疫情，本中心寒假即開始規劃與落實防疫工作，包

含：針對不同族群撰寫安心文宣；設計安心海報張貼校園並發送各系；調整與建置心

理衛生活動辦理之防疫措施；落實中心環境消毒；推動個別諮商防疫措施。此外，更

規劃線上諮商執行計畫，委請總務處裝設外線電話，為通訊與視訊諮商輔導做好準備。 
四、配合資安驗證，本中心致力提升資安品質，建立明確個資聲明內容，且將中心所有紙

本及電腦資訊整理並詳細列入資安盤點系統。此外，依序將中心之電腦統一設定為符

合教育體系資通安全管理規範，有助提高本校與本中心之資訊安全。 
五、本中心心理師深入了解各系狀態與需求，提供系主任諮詢及針對系所風格特色媒合班

輔主題與講師，為系所師生打造適宜的心理衛生宣導服務。 
六、每學期辦理各項心理衛生推廣活動，在講座與工作坊新增同步聽打服務，照顧有需要

的參與者。 
七、設計心理衛生主題文宣品搭配活潑創意的活動，如活動展區留言、投稿抽獎等，學生

參與活動能獲得精美文宣以接觸心衛相關知識，提高初級預防工作之品質與效能。  

– 1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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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次(108.09.02、108.10.02、108.10.30、108.12.04、108.12.25、
109.02.12、109.03.25、109.05.06、109.06.10、109.07.15)。 
電子計算機中心指導委員會議，2 次(108.12.23、109.06.01)。 
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執行小組委員會議，2 次(108.12.23、109.06.01)。 
個人資料管理規範導入工作小組會議，10 次(108.09.02、108.09.18、108.10.02、
108.10.23、108.11.06、108.12.04、109.01.16、109.02.12、109.03.25、109.06.03)。 
個人資料管理規範審查會議，2 次(108.10.14、109.05.21)。 
個人資料保護推動委員會議，2 次(108.12.16、109.06.15)。 
資通安全管理審查會議，2 次(108.10.02、109.03.26)。 
資通安全委員會議，2 次(108.12.23、109.06.01)。 
個人資料管理制度稽核會議，2 次(內部稽核 108.10.03、外部稽核 108.11.21)。 
資訊安全管理制度稽核會議，2 次(內部稽核 109.03.20、外部稽核 109.07.07-07.08)。 

參、年度重要工作 

校務系統研發 
(一) 因應本校「服務教育」變革，協助學務處完成服務學習課程(二)各項功能新增，

與服務學習課程(一)各項功能修改。 

(二) 因應新冠病毒，協助學務處建立雲端健康管理系統，提供教職員工生自主健康

管理及衛保組關懷追蹤。 

(三) 協助體育系將重點運動項目績優學生招生改為傳送書審資料電子檔。 

(四) 協助教務處企劃組完成自辦招生考試系統作業流程變革： 

1. 考生報名登入時取消 EMAIL，只採身分證及生日為登入帳密。新增報名後

直接進入確認步驟，不再自動登出要求重新登入。 
2. 報名截止後未完成程序的報名資料由承辦人員自行刪除。 

(五) 協助教務處企劃組推動招生專業化工作，完成本校大學個人申請入學書面資料

審查系統，提供差分檢核功能，並規劃未來校務研究分析的可行性。 

(六) 協助教務處進修推廣組完成幼教專班教學演示能力檢測線上報名系統管理端功

能。 

(七) 學生學習經驗暨行政滿意度調查問卷 
1. 原為學生學習成效問卷重新改版。 

2. 縮減為四大部分，共 77 題。 

(八) 電腦教室借用系統改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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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因程式老舊且不符使用。 
2. 加入帳號密碼控管，僅供校內教職員生申請借用。 
3. 管理者能更快速匯入教務處排課資料。 
4. 響應式網頁。 

(九) 課程網站新增「預警規則設定」 
1. 教師可自定預警規則。 
2. 「預警通知」加入預警燈號，僅用以提醒教師，非主動送出預警，並可查詢

每位學生學習狀態。 
(十) 活動報名系統(管理者介面)改版 

1. 因程式老舊且不符使用。 
2. 可將報名者資料匯出成 excel。 
3. 各單位可查詢歷史資料。 
4. 響應式網頁。 

(十一) 活動報名系統(報名者介面)改版 
1. 因程式老舊且不符使用。 
2. 本校教職員生須登入才能報名。 
3. 校外人士需用 email 取得認證號碼。 
4. 報名者可更正、刪除及查詢報名資料。 
5. 可查詢有提供時數認證(如各單位護照)的活動。 
6. 響應式網頁。 

(十二) 線上棄選申請 
1. 取代原本紙本流程。 
2. 學生申請>授課教師審核>開課系所主任審核及學生系所主任審核>教學權

責單位審核。 
3. Email 通知審核者。 
4. Email 通知學生審核通過。 
5. 便利學生、提高行政效率及人力、在防疫期間亦可減少人與人接觸。 

(十三) 因應疫情開發程式 
1. 健康管理學生回覆修補課方式。 
2. 防疫學生名單上傳。 
3. 點名單列印及Ecourse點名曠課：對因疫情暫緩返台及自主健康管理的學生，

於姓名旁空白註記符號。 
4. 學生進行選課確認前須先填寫學務處「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健康

關懷問卷」。 
5. Ecourse 教材上傳新增「其他資源連結」，教師可直接填入線上教學影片網址。 

(十四) 本校差勤系統研發 
1. 年資資料匯入。 
2. 舊系統資料匯入(保留休假、排班、銷假、加班補休、差假補休)。 
3. 校安人員跨日上班功能。 
4. 管理者大量加班登錄功能。 
5. 人員加班補休不休假加班費設定。 
6. 因應防疫需求，開發防疫排班功能及相關防疫假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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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處理及回覆上線後使用者的問題。 
(十五) 公文系統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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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新主機於 108 年 3 月 29 日正式切換上線、新系統於 108 年 4 月 1 日正式上

線，並於 108 年 6 月 25 日通過檔管局公文及檔案管理資訊系統驗證。 
(十六) 磨課師 

1. 處理侯志正、黃印良、陳昭吟老師磨課師課程證書問題：協助簽訂「付費證

書分潤機制同意書」和「證書定價同意書」並用印寄發交通大學。 
2. 協助侯志正老師收集磨課師課程修課資訊向 ewant 提出開課申請，108-1 學

期開設一門「和聲學(二)變化和弦理論與寫作實務」，已通過並建置完成，

108 年 10 月 7 日開始上課。 
3. 統計 107-2 學期磨課師開課情形： 

(1) 繪本藝術賞析：修課 395 人、通過 24 人、申請證書 4 人（付費證書系統

上線後）。 
(2) 普通數學：修課 196 人、通過 60 人、申請證書 11 人（付費證書系統上

線前）。 
(3) 和聲學(一)：修課 300 人、通過 27 人、申請證書 5 人（付費證書系統上

線前）。 
4. 協助教務處與 ewant 確認教師教材智財權問題。 

(十七) 遠距教學平台 Moodle 
1. 修改 Moodle 課程排列順序。 
2. 開通使用新 weboffice2 Joinnet 同步平台主機。 
3. 同步教學平台 joinnet 已整合到 2 台 Moodle 主機，並辦理驗收。 
4. 擬訂 Moodle 課程申請表，經組內會議後請教務處確認表格與流程。 
5. 安裝新 FreeBSD 主機，建置完成 Moodle3.5.5 版本正式新主機，並將舊主機

107-1 學期(含)以前課程逐門搬遷至新主機。修改與測試新版 Moodle3.5.5 認

證改由呼叫 Web Service方式。申請 moodle2.nutn.edu.tw 網址供新主機使用。

有師生反映新版 Moodle 速度較慢，新裝一臺 VM 安裝 FreeBSD，將新版

Moodle3.5.5 的 web 跟 DB 分開於兩臺 FreeBSD 上，以分散系統負荷。 
6. 收集 107-2 學期課程網站資料，協助開課老師準備申請數位課程認證，並製

作認證平台自評資料。 
7. 因 107-2 學期數位課程認證申請已送出，舊版 Moodle2.7.2 尚不可關閉且

http://moodle.nutn.edu.tw 亦無法導向新版 Moodle3.5.5，故新版 Moodle 目前

使用 IP 連線。 
8. 填寫 107-2 學期大專校院遠距教學課程與教學實施檢核表。 
9. 建置 Moodle 108-1 學期遠距課程，計有臺南學概論、課程發展與設計(2 班)、

生態旅遊規劃、生態旅遊規劃特論、商業大數據思考與分析，共 5 門 6 班；

匯入 108-1 學期課程、新生帳號及選課資料。 
10. 新增額外非遠距課程 8 門。 
11. 程式排程定期自動更新選課資料。 
12. 建置多益輔導課程：2A 班郭馨嬪老師、3A 班康雅禎老師。 

– 168 –



13. 新增 108-2 學期開設遠距課程 7 門。 
14. 處理老師反映 APP 連不上 Moodle 及 Moodle 上傳檔案過大時出現錯誤訊息

的問題。 
更新校園網路設備 
(一) 本校虛擬化系統原有 7 台實體主機，部分主機已老舊且資源不敷使用，本中心

於 108 年更新並擴充高效能實體主機 4 台，現狀為 8 台實體主機維持本校約 153
個虛擬系統之運行。更新設備後，實體主機 CPU 平均使用率由 45%降低至 20%、
記憶體平均使用率由 75%降低至 40%，大幅提升虛擬化系統運作效能。另，本

系統亦具備高度資料保護性，除本身自行寫入兩份資料以避免磁碟陣列單體故

障風險外，亦每 6 小時自動備份資料至榮譽校區備份機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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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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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術館、誠正大樓東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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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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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陸續有網路中斷及擴充不易情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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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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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108 年 11 月增購

資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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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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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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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監控溫溼度、冷氣及每只機櫃用電量，蒐集

之資料量可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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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固定 IP 申請作業改為線上進行，運作迄今，平均每年受理約 700 件，不僅節

省大量人力成本及紙本，也讓使用者更加便利。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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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統亦建立

收信備援機制，避免單一路徑故障造成無法收信。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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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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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校外存取校園網路服務之方便性。 
(七) 大同國小實驗室與榮譽校區因台鐵軌道阻隔，網路無法經由榮譽校區使用學術

網路，僅能租用中華電信家用 ADSL 上網，速率最高僅 8Mb/640Kb。大同國小

實驗室師生反應網路速度不敷使用，本中心積極辦理提升網路頻寬及汰換網路

線事宜，已於 108 年 9 月完成，網路頻寬提升至 300Mb/100Mb。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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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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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放外部連線。 

(九) 本中心提供行政單位資訊系統使用本中心虛擬化主機之服務，目前各行政單位

之代管虛擬主機採用作業系統內建之防火牆進行防護。為增強各行政單位代管

虛擬主機之防護性，於 108 年 11 月新增一部硬體式防火牆，統一控管各代管虛

擬主機連線規則。 
108 年 11 月通過新版教育體系個人資料管理規範(PIMS)第 2 年追查稽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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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2.16、109.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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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年追查稽核(108.11.21)。 
(三) 王元良參加教育機構資安驗證中心相關課程 

1. 個資盤點與風險管理轉版實作教育訓練(108.08.13-08.14)。 
2. 個資管理制度文件轉版精進實作教育訓練(108.08.19-08.20)。 

(四) 王元良參加 BS 10012 個人資料管理系統-內部稽核員課程(108.08.15-08.16)。 
109 年 7 月通過新版教育體系資通安全管理規範(ISMS)重新發證稽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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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

新發證稽核。稽核小組結論認為本中心已建立符合「教育體系資通安全管理規

範」的資訊安全管理系統，並展現足以維持組織驗證範圍內資訊安全政策與目

標之能力，順利通過重新發證稽核(109.07.07-07.08)。 
(二) 許良維參加北區教育學術資通安全監控中心（N-ASOC）資安健診教育訓練

(108.08.02)。 
(三) 王元良參加資通安全維護計畫與規範整合制度外部稽核人員訓練(108.08.07-

08.08)。 
(四) 蔡東樺參加 108 年政府領域資安聯防監控說明會(108.08.14)。 
(五) 許良維參加 108 年度臺灣學術網路危機處理中心資安巡迴研討會(108.08.19)。 
(六) 王惠民參加 108 年資安職能進階訓練-安全系統發展生命週期(.NET)課程

(108.10.21-10.22)。 
(七) 蔡東樺參加台灣網路維運論壇 TWNOG4.0(108.12.06)。 
(八) 許良維參加學術網路臺南區網路管理會議及教育訓練(108.12.12)。 
(九) 蔡東樺參加政府資安實務交流研討會(109.06.09)。 
(十) 王元良參加電子郵件社交工程防範與資安防護講習(109.0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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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許良維參加 2020 IRCON 臺灣資訊安全事件應變研討會(109.07.01)。 
(十二) 曾映鳳、張育傑及蔡東樺參加校務行政 e 化交流服務計畫(108-109 年)」第 4

場研討會(109.07.09)。 

肆、年度創新工作 

配合行政院推廣行動支付至大學場域，完成本校電子代收款可透過台灣 PAY 繳納的

功能，提供各校務應用系統能直接單獨顯示QR Code，或在繳費單合併列印QR Code。 
校園網路創新管理維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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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異常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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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心逐年朝虛擬化主機架構發展，108 年

12 月止，共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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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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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過新版教育體系個人資料管理規範(PIMS)第 2 年追查稽核。 
通過新版教育體系資通安全管理規範(ISMS)重新發證稽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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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培育中心 

壹、單位基本資料 

本中心置主任 1 名，下設教學與輔導組、綜合業務組；各有組長及組員各 1 名。 

貳、議事方面 

師資培育獎學金甄選委員會，3 次(108.08.28、108.9.24、109.02.19)。 
師資培育委員會會議，2 次(108.09.12、109.05.12)。 
師資培育課程委員會會議，2 次(108.10.15、109.05.29)。 
教育學程甄試委員會會議，3 次(109.01.08、109.02.19、109.04.22)。 
教育實習審議小組會議：第 1 學期(109.01.15)、第 2 學期(109.07.10)。 
師資培育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109.06.01)。 

參、年度重要工作 

學期重要業務 
(一) 修畢學程申請：每學年二次，提出申請時間第一學期為 108.10.01 至 10.31，第

二學期為 109.03.01 至 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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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學期 108.11.01 至 11.30、第二學期 109.05.01 至 05.31。 
教育學程甄試 
(一) 召開「109 學年度教育學程招生甄試說明會」(109.03.04)。 
(二) 中等、小學、幼教、特教教師教育學程申請報名(109.03.04-03.10)。 
(三) 舉行「教育綜合測驗」筆試考試(109.03.25)。 
(四) 中等各類學程辦理複試(109.04.01、109.04.15)。 
(五) 公告「109 學年度教育學程」放榜(109.04.30)。 
(六) 各類學程報到，繳回「學生基本資料」，以確認修習學程(109.04.30-05.06)。 
(七) 召開「109 學年度學程新生座談會」(109.05.06)。 
大五新制半年教育實習 

實習期間/ 
辦理事項 

108 學年度 
第 1 學期 

108 學年度 
第 2 學期 

109 學年度 
第 1 學期 

(一) 教育實習課程申請

文件審核作業 
108.03.08 前 
繳交資料 

108.11.08 前 
繳交資料 

109.03.06 前 
繳交資料 

(二) 教育實習課程職前

研習說明會 
108.06.05 109.01.03 109.06.03 

(三) 教育實習課程全校

性返校座談暨研習 
第 1 次 108.10.04 
第 2 次 108.12.13 

第 1 次 109.03.18 
第 2 次 109.06.17 

第 1 次 109.09.04 
第 2 次 109.12.04 

(四) 108 學年度教育實習

課程推介說明會 
108.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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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期間/ 
辦理事項 

108 學年度 
第 1 學期 

108 學年度 
第 2 學期 

109 學年度 
第 1 學期 

(五) 教育實習課程跨區

實習申請 
107.12.07 前 108.11.01 前 108.12.06 前 

(六) 教育實習課程指導

教師座談會 
108.05.23 108.12.25 109.5.28 

編輯南大師培通訊第 29 期(109.02)、第 30 期(109.07)。 

肆、年度創新工作 

獲 108-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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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6
萬 5,000 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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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學系、諮商與輔導學系合作，擴大辦理校內師資生各項教學專業知能

檢定及增能活動。 
執行地方教育輔導工作計畫：依「師資培育法」、「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地方教育輔

導工作辦法」及「師資培育之大學申請辦理地方教育輔導工作經費補助要點」辦理。

主要由本中心與各相關師培系所根據地方教育單位及教學現場老師的需求，共同研

商，安排相關研習、工作坊與駐點輔導。 
執行高等教育深耕計畫之下列子計畫： 
(一) F1-科教素養、精實提升：提升師資生未來在小學自然教育領域教學過程中，所

應具備之素養、技能。透由一系列相關課程、工作坊、並舉辦教案競賽，來培

訓師資生的科教素養。 
(二) F2-英語文教學增能：提升師資生未來在小學雙語教學領域教學過程中，所應具

備之素養、技能。規劃一系列相關課程與工作坊來培訓師資生的雙語教學能力，

使其擁有雙語教學的專長與資格。 
(三) F3-本土語言教學增能：提升師資生在未來閩南語教學領域的教學能力。規劃相

關課程、工作坊、並舉辦閩南語檢定，以增進師資生的閩南語教學經驗與能力。 
(四) F4-學習扶助教學力增能：提升師資生未來對於低成就學生的輔導與教學能力。

重點在於以研習方式協助師資生取得「學習扶助的認證」，增加師資生未來在教

職市場的就業力。 

伍、年度榮譽事蹟 

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於 108 年 12 月 27 日來函通知，本校「108 年度上

半年大學校院師資培育評鑑」國民小學、中等學校、特殊教育學校及幼兒園四類評鑑

全數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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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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議事方面 

教育部委辦之 109 年度視覺障礙師資培訓與相關工作計畫專案 
召開「109 年特教合格教師在職進修視障專精學分班」複選會議(109.6.24)。 
教育部委辦之 108 年度聽覺障礙師資培訓工作計畫專案 
召開「109 年特教合格教師在職進修聽障專精學分班」複選會議(109.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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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召開外部督導會議，9 次(108.6.24-109.5.12)。 
(二) 召開內部督導會議，5 次(108.8.21-10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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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召開「視障學生學習與生涯諮詢會議」(108.8.21)。 
(二) 召開 8 月份工作會議(108.8.28)。 
(三) 召開 10 月份工作會議(108.10.31)。 
(四) 召開 12 月份期末工作會議(108.12.7)。 
受委辦「109 年度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視障服務中心工作」 
(一) 召開 3 月份工作會議(109.3.30)。 
(二) 召開視障就近輔導員期末檢討會議(109.6.29)。 
(三) 召開服務中心定期工作會議(109.7.8)。 

參、年度重要工作 

本年度外接 8 個委辦計畫，委辦單位有：教育部師培及藝術司、教育部國民及學前

教育署、澎湖縣政府社會處。 
辦理「108 年度視覺障礙師資培訓與相關工作計畫」 
(一) 「108 年度特教合格教師在職進修視障專精學分班」：學員 10 人，受訓期間為

108 年及 109 年暑假各 10 學分。第一階段課程期間 108.7.1-7.31，協助排定課

表、住宿、教室借用、講義等事宜；另於 108 學年第一學期(108.11.22)安排視障

教育外埠參訪研討會，參訪臺北市五常國小、台中市私立惠明盲校、台北市立

啟明學校及慕光盲人重建中心(108.7.1-108.11.22)。 
(二) 「108 年度全國教師及相關人員視障 10 學分班」：學員 17 人，課程分三階段，

第一階段課程期間 108.11.9 至 12.8、第二階段美國麻州大學點字線上課程期間

108.12.14 至 109.1.11、第三階段課程期間 109.3.7 至 6.7，上課地點為臺灣師範

大學。109.6.7 辦理結訓、拍照及座談會事宜，並製發學分證明及研習證書

(108.11.9-109.6.7)。 
辦理「109 年度視覺障礙師資培訓與相關工作計畫專案」 
(一) 「108 年特教合格教師在職進修視障專精學分班」第二階段課程【承前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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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員 9 人，於 109 年暑假修習 10 學分，並安排 4 小時專題演講，8 月中旬辦理

結訓座談會及拍照、製作學分班學分證明及研習證書等(109.7.20-8.20)。 
(二) 「109 年特教合格教師在職進修視障專精學分班」：學員 16 人，報名資格新增

特教合格代理代課教師，於 109 年及 110 年暑假共修習 20 學分，並安排 4 小時

專題演講，另訂於 109 年 11 月辦理視障教育外埠參訪研討會(109.7.20-8.20)。 
辦理「108 年澎湖縣視覺障礙者生活重建服務方案」 
(一) 參加澎湖縣身心障礙福利服務中心消防演練(108.6.21)。 
(二) 國內輔具差額輕鬆付貼心便民好服務與特約廠商簽約(108.7.30)。 
(三) 辦理蛋糕裝飾 DIY 活動(108.8.3)。 
(四) 出席 108 年度上半年結合民間團體辦理身心障礙福利服務方案聯繫會報

(108.8.20)。 
(五) 召開 108 年輔具資源整合連繫會報(108.9.17)。 
(六) 受理澎湖縣身心障礙者生涯轉銜暨個案管理中心之個案轉介(108.9.19)。 
(七) 連結視障者就業服務，單位：澎湖縣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服務(108.9.27)。 
(八) 辦理視障者的社交技巧及就業分享；邀請美國專家 Karen Wolffe 演講：美國視

障者的社會技巧及就業狀況(108.10.15)。 
(九) 出席「2019 低視力國際學術研討會」及召開外部督導會議(108.10.18-10.21)。 
(十) 辦理菊島樂活 show 輔具(108.11.2、11.30)。 
(十一) 參加 108 年度澎湖縣服務身心障礙者服務人員在職訓練(108.11.4)。 
(十二) 參加 108 年度推動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個案管理服務計畫第 4 次個案研討會

(108.11.6)。 
(十三) 出席澎湖縣 108 年度第 2 次身心障礙者就業轉銜服務聯繫會報會議

(108.11.18)。 
(十四) 參加 108 年度澎湖縣身心障礙服務方案縣外研討暨社團培力計畫(108.11.21-

11.23)。 
(十五) 辦理年底團體大會及卡啦 OK 歡唱(108.12.3)。 
(十六) 辦理澎坊免稅店之旅(108.12.7)。 
(十七) 辦理活力社區，幸福菊島(聯合社區暨福利社區化成果展)(108.12.7)。 
(十八) 出席澎湖縣政府 108 年度下半年結合民間團體辦理身心障礙福利服務方案聯

繫會報(108.12.17)。 
辦理「109 年澎湖縣視覺障礙者生活重建服務方案」 
(一) 辦理定向與行動訓練、盲用電腦、心理支持、生活自理訓練等，邀請李文煥老

師進行盲用電腦教導(109.2.15-3.9)。 
(二) 參加「易讀概念認知與推廣教育訓練課程」(109.3.13)。 
(三) 至惠民啟智中心為身心障礙者社區式日間布建服務結合視障生活重建提供服務

(109.5.18)。 
(四) 出席澎湖縣 109 年度第 1 次身心障礙者就業轉銜服務聯繫會報會議(109.5.27)。 
辦理「107 年度聽覺障礙師資培訓工作計畫」之「108 年聽障專精學分班」：共 20 位

學員，受訓時間 108.7.1-8.7，修習 12 學分，於 108.8.5 辦理結訓拍照、8.7 舉辦座談

會，後續印製學員結業證書及學分證明。 
辦理「108 年度聽覺障礙師資培訓工作計畫」 
(一) 「108 年度全國教師及相關人員聽障 10 學分班」，分北南二區： 

– 175 –



1. 北區於臺灣師範大學，學員 20 位，受訓分二階段，第一階段期間 108.10.19-
12.01，第二階段期間 109.03.07-06.07，結訓時安排座談會及合照，並製作

學分班學分證明及研習證書寄送學員(108.10.19-109.6.7)。 
2. 南區於本校，學員 6 位，受訓分二階段，第一階段期間 108.10.19-12.15，第

二階段期間 109.03.07-06.07，結訓時安排座談會及合照，並製作學分班學

分證明及研習證書寄送學員(108.10.19-109.6.7)。 
(二) 「108 學年度聽障專業 2 學分進階班」：北區錄取 16 人、南區錄取 6 人，分別

於臺灣師範大學(北區)及本校(南區)上課，時間 109.02.10-02.14，結訓後印製學

分證明寄送學員(109.2.10-2.14)。 
(三) 「109 年聽障專精學分班」：20 位學員，受訓時間 109.7.20 至 8.20，修習 12 學

分，於 8.21 舉辦結訓座談會及合照，並印製結業證書及學分證明(109.7.20-8.21)。 
辦理「108 年度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視障服務中心工作」 
(一) 印製及分送「高中職視障學生學習與輔導手冊」(108.7.1-108.8.30)。 
(二) 出席研商 108 學年度彰化縣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視覺／聽覺障礙學生巡迴輔導

班運作模式會議(108.8.8)。 
(三) 至政大附中及恆春工商訪視視障生，了解其需求及校內的資源整合情形

(108.8.30、9.18)。 
(四) 出席成大中文系及台文系身障生甄試開缺探詢會議(108.9.5、9.11)。 
(五) 108 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視覺障礙新生學習適應輔導座談會(北區 108.9.20 於板

橋高中、南區 9.27 於本校、中區 9.29 於彰化特殊教育學校）。 
(六)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進行高中職低視力學生的行動能力及態度之調查研究評估

(108.9.21-10.6)。 
(七) 調查各校視障高中生巡迴輔導需求，並派案予各縣市就近輔導員(108.9.25)。 
(八) 108 學年度視覺障礙生職場資源與生涯規劃實例分享會(108.12.7)。 
(九) 出席師大附中盲生 IEP 會議(108.12.16)。 
(十) 出席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8 年度身心障礙教育行政支持網絡聯繫會議

(108.12.27)。 
(十一) 出席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身心障礙教育資源中心 108 年度期末工作會議

(108.12.27)。 
辦理「109 年度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視障服務中心工作」 
(一) 出席 108 學年度彰化縣國私立高級中等學校視覺／聽覺障礙學生巡迴輔導班期

末工作會議(109.1.9)。 
(二) 109 年度高中職視障學生學習與輔導手冊徵稿(109.2.20-4.30)。 
(三) 出席身心障礙教育資源中心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臨時會議(109.3.4)。 
(四) 辦理 108 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視障學生生涯轉銜與輔導座談會(北區 109.4.19 於

新竹特教學校、中區 4.25 於彰化特殊教育學校、南區 4.26 於本校)。 
(五) 出借點字顯示器協助新竹市國三盲生參加國中教育會考(109.5.16)。 
(六) 赴花蓮探視就讀海星中學之視障生(109.6.21)。 
辦理研習及研討會 
(一) 「2019 低視力國際學術研討會」，約 130 人參加，會中安排美國、英國及日本學

者專題講座、展出 16 篇論文海報、視障科技輔具廠商展覽等，並邀請啄木鳥盲

人樂團音樂表演，活動圓滿完成(108.10.19-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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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08 年特教合格教師在職進修視障專精學分班」學員外埠參訪台中市私立惠

明盲校、台北市五常國小、臺北市立啟明學校、宜蘭縣慕光盲人重建中心等

(108.11.20-11.22)。 
(三) 「109 年盲用算盤及語音計算機專業研習」，參加人數 23 人(109.5.2)。 
(四) 「109 年度第一次特教教師視障專業知能研習會」(109.6.1)。 
(五) 「109 年視障學生輔助科技與休閒運動專業研習」，參加人數 19 人(109.7.4)。 

出版「專案成果報告」 
(一) 「107 年度聽覺障礙師資培訓工作計畫」(108.8)。 
(二) 「108 年澎湖縣視覺障礙者生活重建服務方案」(108.12)。 
(三) 「108 年度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視障服務中心工作」(108.12)。 
(四) 「108 年度視覺障礙師資培育相關工作計畫」(109.5)。 

就業服務 
(一) 協助成立全國性的視障教師聯誼會(109.3.5、3.13)。 
(二) 協助臺灣文學館年度計畫「友善環境之視覺無礙」，如：以 voiceye 協助其資料

語音導讀(109.3.15)。 
(三) 處理家長及視障人士來電事宜(109 年 4 月)。 

電話及面談諮詢輔導：教育及重建就業服務 1,000 人次以上。 

肆、年度創新工作 

接受大考中心委託進行視障生參加數學科考試使用計算機的調查研究案，及高三盲

生實做數學題目的問題及挑戰(108.11-109.6)。 
協助臺灣文學館之年度計畫「友善環境之視覺無礙」，協助語音導讀事宜。 
開設麻州大學點字線上課程，與國際接軌，完成課程可獲得麻州大學點字課程英文

證書(109.1)。 

伍、年度榮譽事蹟 

本中心林慶仁主任指導研究生許萓庭獲得國立臺灣圖書館臺灣學博碩士論文研究講

座(109.1)。 
本中心林慶仁主任推薦博士生李文煥獲得 2020 總統教育獎，李生視力受損，惟在特

殊教育領域持續耕耘，致力改善科技輔具的使用，個性堅毅且不畏艱難，是眾人的

學習典範，也是南大之光(1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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