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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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校長  陳惠萍 
教務長  姜麗娟 
學務長  侯志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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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任秘書  李建億 
體育室主任  鄭安城 
人事室主任  李珮玲 
主計室主任 (110.08.01-111.03.21) 詹文福 
 (111.03.22-111.07.31) 蔡雅文 

貳、教學單位 

教育學院   
教育學院院長  鄒慧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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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8.01-110.08.31) 曾怡惇 
 (110.09.01-110.09.27 代理) 劉俊榮 
 (110.09.27-111.07.31) 劉俊榮 
幼兒教育學系主任 (110.08.01-110.09.12) 陳怡靖 
 (110.09.13-110.10.06 代理) 翟敏如 
 (110.10.07-111.7.31) 翟敏如 
體育學系主任  陳耀宏 
   
人文學院   
人文學院院長  邱敏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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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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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學院   
理工學院院長  白富升 
機電系統工程研究所代理所長  白富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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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8.01-111.01.31) 郭振坤 
 (111.02.01-111.07.31 代理) 張家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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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樂學系主任  楊美娜 
視覺藝術與設計學系主任  陳建發 
戲劇創作與應用學系主任  林偉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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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瓊文 

參、中心單位 

通識教育中心主任  蔡米虹 
校友服務中心主任  卓國雄 
特殊教育中心主任  楊憲明 
輔導中心主任  吳麗雪 
電子計算機中心主任  李建樹 
師資培育中心主任 

 
黃印良 

視障教育與重建中心主任  林慶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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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副校長室 

壹、單位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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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學年度教師評審委員會，7 次(110.10.13、110.12.15、111.1.12、111.2.23、

111.3.23、111.5.25、111.6.22)。 
(二) 主持 110 學年度職員考核獎懲委員會，4 次(110.10.6、110.12.1、111.1.12、111.3.14)。 
(三) 主持 110 學年度校聘人員考核獎懲委員會，4 次(110.10.6、110.12.1、110.12.22、

111.3.1)。 
(四) 主持本校附設實驗國民小學校長遴選委員會，2 次(111.2.17、111.5.11)。 
(五) 主持本校校長遴選辦法修正草案研議小組會議(111.3.11)。 
(六) 主持加強學術研究提昇教學品質獎勵複審會議，2 次(111.4.25、111.5.23)。 
(七) 主持教學品質精進小組會議(111.2.18)。 
(八) 主持交換學生出國甄選會議，2 次(111.1.14、111.6.8)、姐妹校交換學生來校就

讀審查會議(111.6.8)。 
(九) 主持內部控制小組會議，2 次(110.9.24、111.4.18)。 
(十) 主持本校淑慎樓重建工程採購評選會議(111.3.8)。 
(十一) 主持「府城校區教學研究大樓新建工程」採購評選相關會議，3 次(110.8.20、

110.10.5、110.12.21)。 
(十二) 主持「府城校區綜合活動大樓新建工程」採購評選相關會議，2 次(110.8.23、

110.11.9)。 
(十三) 主持新宿舍運動規劃審查相關會議，3 次(110.10.8、110.11.22、110.12.13)；出

席宿舍質量改善審查輔導小組複審會議，2 次(111.1.28、111.3.23)。 
(十四) 主持校園工程進度管控會議，12 次(110.8.31、110.9.28、110.10.26、110.11.23、

110.12.21、111.1.26、111.2.25、111.3.28、111.4.29、111.5.27、111.6.29、111.7.26)。 
(十五) 主持節約能源委員會議，2 次(110.9.28、111.3.28)。 
(十六) 主持環境安全衛生委員會，4 次(110.9.27、110.12.14、111.3.21、111.6.20)。 
(十七) 主持學校衛生委員會議，2 次(110.11.10、111.4.20)。 
(十八) 主持資通安全相關會議，7 次(110.8.25、110.12.13、111.12.27、111.5.20、111.5.30、

111.6.6、111.6.29)。 
(十九) 主持個人資料管理規範相關會議，7 次(110.11.5、110.11.12、110.12.3、110.12.13、

111.5.13、111.5.30、111.6.30)。 
(二十) 主持防制校園霸凌因應小組會議，2 次(110.12.8、110.12.24)。 
(二十一) 主持校園安全會議(111.4.27)。 
(二十二) 主持校園及宿舍環境清潔督導相關會議，5 次(110.10.6、110.11.24、111.1.5、

111.3.16、111.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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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 出席性別平等相關會議，4 次(110.9.22、110.10.12、111.3.28、111.5.30)。 
(二十四) 出席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管考會議，10 次(110.8.9、110.9.6、110.10.4、110.11.1、

110.12.6、111.3.14、111.4.25、111.5.16、111.6.13、111.7.4)。 
(二十五) 出席「校園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會議，3 次(110.8.30、110.11.23、

111.2.16)。 
(二十六) 主持學術倫理專業調查小組會議(110.12.22)。 
(二十七) 主持 110 學年度學生獎懲委員會(111.6.1)。 
 重要活動：出席第三屆《遠見》USR 大學社會責任獎贈獎典禮暨座談會(111.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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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冊編印。 
 完成 110 學年度 9 位教師升等著作審查作業。 
 協助及推動本校高等教育深耕計畫，111 年度獲教育部補助 5,204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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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副校長室 

壹、單位基本資料 

副校長 1 名。 

貳、議事方面 

 校內業務相關會議 
(一) 人事室 

1. 主持職員及校聘人員甄審與輪調審查會議，共 27 次(110.8.19、8.23、8.30、
9.6、9.10、9.16、9.24、10.25、11.18、11.22、11.25、12.9、12.20、12.21、12.28；
111.2.24、3.1、3.21、3.24、4.11、4.12、4.18、5.16、5.26、6.6、6.9、6.30) 

2. 主持 110 年度推動業務委託民間辦理專案小組會議，共 2 次(110.7.21、10.22) 
3. 主持 110 年行政業務績優暨創新人員評審委員會(110.11.4) 
4. 主持 111 年春節團拜籌備會議，共 4 次(110.12.17、12.27；111.1.13、1.19) 

(二) 教務處 
1. 主持 110 學年度特殊才能新生入學學雜費全額補助千萬基金會議，共 2 次

(110.8.19、10.5) 
2. 主持 110 學年度教學績優教師審議會議(110.11.15) 
3. 主持申請教育部 111 學年度大專校院教學實踐研究計畫討論會議(110.12.15) 

(三) 師資培育中心 
1. 主持師資培育中心業務會議(110.10.14) 
2. 主持 110 學年度精進師資素質及特色發展計畫工作會議，共 3 次 (110.9.13、

12.16；111.3.10) 
3. 主持 110 學年度教育實習審議小組會議，共 2 次(110.11.23、111.3.31) 
4. 主持 111 學年度師資培育公費生系所說明會(110.11.25) 
5. 主持 110 學年度師資培育人數協調會議(111.1.7) 

(四) 通識教育中心 
1. 主持通識教育中心業務會議，共 5 次(110.10.7、11.5、11.18、12.2、12.15) 
2. 主持通識教師座談會(110.10.22) 
3. 主持 110 學年度通識教育委員會議，共 2 次(111.1.10、6.13) 

(五) 校友服務中心 
1. 主持校友服務中心業務會議，共 4 次(110.10.12、11.16、12.8；111.1.18) 
2. 主持南師紅樓百週年慶典活動工作小組會議，共 13 次(110.10.13、11.9、11.17、

11.23、11.30、12.7、12.21；111.1.11、2.15、2.22、3.18、4.15、5.19) 
3. 主持職場新鑽-2022 臺南地區聯合徵才活動籌備會議(111.3.30) 

(六) 主持普通工友改顧技術工友甄審委員會(110.8.24) 
(七) 主持推動藝術跨領域之教研計畫籌備會議，共 2 次(110.9.1、9.27) 
(八) 主持 110 學年度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議，共 2 次(110.11.10、111.5.2) 
(九) 主持 110 年度校園心理健康促進計畫申請研商會議(110.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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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主持 110 學年度第二學期輔導工作委員會(111.6.13)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相關會議 
(一) 召開校級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管考會議，共 10 次(110.8.9、9.6、10.4、11.1、12.6；

111.3.14、4.18、5.16、6.13、7.4) 
(二) 召開高教深耕「主軸 B 基礎扎根、未來躍升」計畫推動會議，共 9 次(110.8.2、

8.31、9.28、10.25、11.30；111.4.14、5.9、6.6、6.28) 
(三) 召開高教深耕「主軸 G 傳承實踐、在地創生」計畫推動會議，共 10 次(110.8.2、

8.25、9.22、10.20、11.24；111.2.17、4.15、5.11、6.8、6.29) 
(四) 召開本校與臺南企業文化藝術基金會合作建城 400 年計畫方案討論會議，共 5

次(111.3.22、5.11、5.18、6.7、6.14) 
(五) 召開 2022 年遠見 USR 大學社會責任參賽討論會議(110.12.6) 
(六) 召開第二期高教深耕計畫討論會議(111.6.24) 
(七) 辦理社會實踐增能培力工作坊，共 5 次(110.10.1、11.18、12.17；111.6.17、6.29) 
(八) 辦理高教深耕計畫成果撰寫分析說明會(110.10.14) 
(九) 辦理第二期高教深耕計畫徵件說明會(111.6.22) 
(十) 辦理學生社會實踐活動要點徵件說明會(111.7.5) 
(十一) 出席大專校院高教深耕計畫「學校分析報告」說明會(110.9.15) 
(十二) 出席大專校院分析報告之應用線上交流分享會(111.6.13) 
(十三) 出席第三期(112-113 年)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申請說明會(111.6.24) 
 全國大專校院學生本國語文競賽相關會議 
(一) 主持校內「110 年全國大專校院學生本國語文競賽工作小組會議」，共 4 次 

(110.9.3、9.23、10.12、11.8) 
(二) 主持教育部「110 年全國大專校院學生本國語文競賽第 2 次籌備會議」(110.9.30) 
(三) 主持 110 年全國大專校院學生本國語文競賽檢討會議(111.1.17) 
 其他重要活動 
(一) 出席天下雜誌大專校院會議(110.11.10) 
(二) 出席國家考試與大學教育座談會(110.11.26) 
(三) 出席素養導向創新教案與命題計畫成果全國記者會(110.12.4) 
(四) 出席大專校院承接非營利幼兒園研商會議(111.2.22) 
(五) 出席臺灣教育大學系統第六屆第一次委員會議(111.2.25) 
(六) 出席 2022 NTNU x QS 論壇：臺灣高等教育趨勢與雙語教育活化(111.6.28) 

參、年度重要工作 

擔任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總計畫窗口 
(一) 獲教育部 111 年度高等教育深耕計畫補助經費共計 5,203 萬 9,141 元，每月召開

校級計畫管考會議，檢視計畫執行成效及經費支用情形。 
(二) 綜整各計畫執行成效及審查意見回應情形，函報二冊成果報告書及修正計畫書。 

1. 111 年 1 月 10 日函報「高教深耕計畫 110 年成果報告暨 111 年計畫書」。 
2. 111 年 5 月 27 日函報「高教深耕計畫 110 年成果報告暨 111 年修正計畫書」。 

(三) 綜整高教深耕計畫 110 年度特色亮點成果(中英文版)、110 年度及 111 年度績效

指標達成情形及每季經費支用情形等，依規定完成教育部管考平台填報作業。 



7 

(四)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於 111 年 3 月 1 日至 8 日舉辦海報展，共計展示 52 張成果海

報，並於 3 月 4 日舉辦「教創領航 PERMA*I2」成果發表會，展現計畫 110 年

度豐碩特色成果。 
(五) 綜整本校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第 1 部分主冊計畫 107-110 年（共 4 年）成效簡報，

籌劃教育部 111 年 4 月 22 日視訊訪視硬體空間安排、師生訪談及綜合座談等作

業流程。 
擔任高教深耕主軸 G「傳承實踐、在地創生」計畫主持人 
(一) 編纂並提報教育部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110 年度成果評核作業」及「111 年

度計畫修正作業」之學校端整體運作及校務支持方案報告。 
(二) 彙整及填報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校級主辦之「社會服務、在地實踐」執行成

果資料。 
(三) 承辦每學期「鼓勵教師開設社會實踐課程要點」及「鼓勵學生參與社會實踐活

動補助要點」之徵件補助審查業務。 
(四) 具體呈現 110 年度師生與地方及產業共同的成果，於 111 年 3 月 3 日辦理「傳

承實踐、在地創生」成果發表會及海報展。 
(五) 輔導特殊教育學系林千玉教授執行高教深耕「G-2 幸福集氣、勇敢再續」計畫

「榮獲 2022 遠見 USR 大學社會責任福祉共生楷模獎」。 
督導及推動教育部委辦本校於 110 年 11 月 14 日辦理首屆「110 年全國大專校院學

生本國語文競賽」，共 31 所大學參賽，並以國語、閩南語、客家語、原住民語 4 個

語別，進行「作文」及「演說」競賽。 
承接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1-112 年度支持直轄市、縣（市）政府推動精進國

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計畫」，期程自 111 年 1 月 1 日至 112 年

12 月 31 日止，核定計畫經費共 1,600 萬元。 

肆、高教深耕計畫 107 至 110 年執行成果紀要 

落實教學創新及提升教學品質 
(一) 教學課程與職涯輔導系統導入 525 門課程，全校 21 系均產出教學品保手冊。 
(二) 參加補救教學學生四年累計 5,094 人次申請，成績及格率由 80%提升至 86%。 
(三) 補助教師教學創新、社會實踐課程、教學型研究、教師專業社群、師生共學社

群及課程成果發表等六類教師獎勵計畫，四年共補助 511 件，平均每年 128 件。 
(四) 107-110 年通過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共 44 件，通過率高於全國 19%。 
(五) 發展 25 個教學創新方法，將 36 篇教學創新等成果編輯成 6 冊專書。 
(六) 系統性建置雲端學院，分為基礎課程、教師檢定、扎根臺南、資訊科技共 4 類，

累積 565 支核心概念教學影片，於疫情時期提供學生自學之素材，使用人次累

計達 15 萬人次。 
(七) 從無到有發展 5 門磨課師、通過教育部數位課程認證 7 門。 
(八) 設置校級教學品質精進小組，結合良師師傅(mentor)落實三級教學輔導機制，教

學評量未達 3.5 分教師由 107 年 22 名降至 110 年 4 名。 
(九) 優化學習及互動空間，建置 19 間創新學習教室，如：翻轉教室、多鏡同錄與智

慧遠距教室等。 
(十) 全校每間教室皆有 ZUVIO 系統促進師生課室互動，互動次數由 106 年 500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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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至 110 年 29 萬次。 
(十一) 強化實用導向課程，業師數由每年 60 名提升至 160 名，四年累計聘請 565 名

業師，平均每學期 8%屬業師授課課程。 
(十二) 自 107 學年度起將「程式設計與運算思維」列為院必修課程，全校修讀程式

設計課程比例由 33.6%提升至 85%。 
(十三) 自 107 學年度起將「大一國文」改為「中文閱讀與書寫」，並依學院特色分兩

個學群教學，本校大一語文素養高於全國 9 分，通過率高出全國 13%。 
(十四) 英檢通過率逐年提升，由 106 年尚未推動高教深耕計畫前的 45%，至 110 年

提升通過率至 58%。 
(十五) 鼓勵學生跨域學習，通識微學程數增為 16 個，修課人次由 541 提高至 6,014，

引導學生有目標的拓展專長。 
(十六) 畢業生流向調查填答率，高於全國平均 5%至 8%，畢業生五年就業率達 92%。 
(十七) 全校 UCAN 施測填答率由 107 年 57%提高至 110 年 75%。 

 發展學校特色 
(一) 臺南學中心為推動臺南學研究傳承有形暨無形文化資產，開設院核心必修課程

「臺南學概論」，形塑「實際田野、走讀活動」之課程特色，並成立跨校合作共

學研究團隊，產出 4 本專書、專題作品 74 件、11 部核心課程影片及 30 部文化

資產紀錄片做為教材並置於網路平臺，供民眾學習，達到推廣與傳承。 
(二) 環境教育認證中心開設環教人員訓練班，取得環教人員認證通過率 87%，並通

過 110 年環境教育評鑑合格及團隊精進合作學校。 
(三) 太陽能中心獲得 7 項太陽能相關專利，領先全球研發廢太陽能板回收系統受國

際肯定，並通過教育部大學產業創新計畫 500 萬元補助，輔導學生成立「連翔

綠能科技公司」。 
(四) 藉由太陽能實作課程，實踐創客精神，學生於校內「興建太陽能發電機車停車

棚」，獲得太陽能廠商茂迪公司產學合作；與臺灣中油智慧綠能產學合作，完成

智慧綠能加油站臺南前鋒路示範站「無外接電源式太陽能屋組裝」。 
(五) 鋰電池中心建立臺灣儲能材料溝通平台，參與臺德電池合作計畫，成功媒合 118

位學生至能源產業就業。 
(六) 落實產學合作與交流，由本校教師組成 7 個產業顧問輔導團，累計輔導 101 間

廠商，協助 16 間廠商通過政府補助，通過率 100%，四年產學合作案共 1,063
件，累計金額 2 億 4,222 萬元。 

(七) 激發學生三創能力，輔導 6 隊學生通過教育部 U-start 計畫，獲 370 萬元創業金，

並輔導學生創立 10 間公司。 
(八) 創新創意創業教學成效佳，學生屢獲競賽佳績，如：榮獲中油來速咖啡產學行

銷競賽全國第一名及最佳創意獎、AI 創意競賽第一名、大專校院資訊應用服務

創新競賽第一名、全國大專校院智慧應用創新創意競賽第三名等。 
(九) 師資生具備科教、雙語、閩南語及補救教學等多元專長，因應教學現場所需「自

然學科知能」通過率成長 8.8%、「雙語教學實務」通過率達 92%、「閩南語認證」

通過率成長 4.2%、「補救教學」認證人數提升 161%。 
(十) 師資生近三年教檢平均通過率近八成，教甄上榜超過 600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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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國際交流突破疫情限制，運用跨國線上招生方式，與日、馬及印尼等 31 校(19
所視訊簽約)簽訂專業發展合作協議，招收境外生人數由 107 年 70 人提高至

110 年 160 人。 
(十二) 鼓勵師生養成規律運動習慣，優化重訓室健身器材，獎勵師生參與戶外休閒

運動，每年累計近千人參與，問卷結果顯示 46.7%參與者原本無規律運動習

慣，藉由計畫提供參與機會，使其投入規律運動的行列。 
(十三) 提高學生正向心理資本，開設 20 門幸福感（PERMA）通識課程，共 1,005 名

學生選修，並辦理「犇向圓滿、幸福校園」工作坊，發展出「幸福心盛卡」，

可供教師教學與學生自學使用。 

 提升高教公共性 
(一) 建立完善外部募款機制，以一對一認養扶助學生至畢業，四年來累計募得 1,335

萬元，全方位輔導 250 人次經濟不利或特殊境遇學生安心學習，受扶助學生學

業成績排名前 10 名者約 5 成。 
(二) 個人申請入學，經濟與文化不利學生優先錄取名額由 107 年 16 人提升至 110 年

72 人。 
(三) 建立學習及職涯輔導機制，四年共輔導 2,995 人次，經濟不利學生參與學習輔

導者，其成績高於班平均 2.3 分。 
(四) 成立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建立專屬原住民學生之學務管理系統，全面給予

輔導與協助。 
(五) 四年共出版 6 冊校務報告，進行 126 項校務研究議題，作為深耕精進、課程改

革與系所招生之參據。 

 善盡社會責任 
(一) 鼓勵並補助師生參與社會實踐課程及活動，四年共補助社會實踐課程 88 門，修

課學生 2,164 人；師生社群 124 組，參與師生 1,312 人。 
(二) 為偏鄉而教-打造七股偏鄉教育補給站 

1. 開設偏鄉師資培育微學程，培育師資生戶外教育、環境教育、英語及運算思

維第二專長，共 729 人次參加，國小受輔生達 1,598 人次。 
2. 建置「偏鄉師資需求媒合平臺」，共 54 位優秀師資生加入人才資料庫。 
3. 優化偏鄉學校特色與師資，108 至 110 學年度與臺南市七股區合作，各校小

一新生入學總人數提高 15%。 
4. 以 SDGs 永續能源及永續環境為核心，結合在地經濟作物、水果、漁業等主

題，發展出實體及線上戶外教育課程模組，獲 2017 遠見天下、2019 親子天

下教育創新肯定。 
(三) 幸福集氣、勇敢再續 

1. 榮獲 2022 年遠見第三屆 USR 福祉共生楷模獎。 
2. 開發製作輔具幸福集氣罐、幸福發聲器分送至國內外各地 500 個機構，超過

1,500 位特教學童無償使用。 
3. 建立「AxcellenT 輔科舞告賀」網站，分享輔具做法影片，讓家長、老師都能

輕鬆學習自製互動裝置，並自行改造成適合孩子個別差異的輔具。 
4. 至各地辦理輔助科技實作增能研習，包括臺南市私立天主教瑞復益智中心、

各縣市特殊學校與澎湖馬公國小特教班等，帶領學生進入實務現場，達到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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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合一，並提供特教老師與家長對身心障礙兒童更多的協助。 
(四) 文資聲影、臺南傳承 

1. 推動「做中學」，形塑「實際田野、走讀活動」之特色，開設「臺南學概論」、

「臺南市傳統工藝專題」、「傳統工藝影像紀錄與實務」等課程，透過實作來

培訓具在地文化資產研究能量及文化資產保存之專業人才。 
2. 以實作產出成果為導向，學生向十餘位著名「文化導演師資群」學習製片實

務、拍攝、剪輯等提升影音紀錄無形文化資產的能力，產出 30 部臺南文資影

像紀錄片，作為臺南在地文化資產之永續傳承。 
3. 辦理文資影像紀錄主題性講座及辦理臺南文化資產影像紀錄成果發表等，讓

在地無形文化資產得以重新被認知與再詮釋，也讓文化資產得以世代傳承與

永續保存。 
(五) 文化灣裡、灣裡文化 

1. 以「地方文化保存與記錄」、「導覽解說專業實習」、「臺灣人文地理學專題研

究」等課程，帶領學生進入灣裡社區，並與南區區公所及灣裡萬年文史推廣

學會等機關團體協作進行社區營造。 
2. 出版灣裡社區文化繪本「十二宮五媽婆姐」贈與南區三所國小做為鄉土教材。 
3. 協助灣裡在地組織，辦理文化小旅行活動及特殊節慶的文化與商業活動。 
4. 完成灣裡社區資源調查專書、訪談報告及活動企劃書。 

(六) 南瀛紡織、鑑古知今 
1. 以臺南紡織產業發展為主題課程，帶領學生認識區域紡織產業、在地紡織廠

商或織品設計師，提出創新織品規劃與雛型開發，包括：飲料杯套、咖啡紗

手套、甘溫變色羽絨帽、保溫餐墊組、桌遊等作品。 
2. 針對 7 家紡織/成衣廠商(誠佳科紡、宏遠興業、明林蕾絲、琦程實業、好悅國

際、嘉方實業、錦源興)提出產品設計、製造、代工、品牌、行銷通路等不同

經營面向之建議。 
3. 建置南瀛產業個案知識庫，提供在地產業經營創新與發展社區在地創生參考。 
4. 產出西港檨林社區藺草編織作品、西市場/文南社區桌遊作品及捐贈實作成果

純棉手工被，幫助南台南家扶中心學童及華山基金會老人度過寒冬。 
(七) 設計赤崁、商圈再造 

1. 結合「設計史」、「色彩設計」、「鏡頭語言」、「攝影設計」等課程，讓學生實

際應用所學，掌握具臺南在地視覺元素進行創作設計，完成 20 件赤崁商圈店

家圖文簡介作品及 2 部顏振發老師手繪海報課程紀錄片、赤崁堂與全美戲院

創意影片。 
2. 與赤崁商圈共同辦理「藝燈節」，以赤崁意象為主題設計 19 款燈籠，改善赤

崁商圈街道景色。 
3. 協助臺南市北區區公所改善指示標誌視覺設計，指導學生參與公家機構視覺

設計，讓學生能夠走出校園獲得更多實務經驗。 
(八) 大埔水鄉、三生共好 

1. 強化偏鄉自然教育，辦理 12 場大埔國中小生物實驗教學活動，編修 7 件環境

教案及教材大綱，提供大埔國中小教育資源運用。 
2. 進行溪流環境與麻竹筍農地之水質及動物資源監測，培育學生從環境監測找

出問題與解決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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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推動與行銷環境生態友善的產業發展，拍攝麻竹筍農業紀錄影片、協助坪林

蔬果合作社醬筍禮盒包裝重新設計、產出大埔地區生態旅遊規劃指引等。 
(九) 與聯華電子科技文教基金會合作辦理「播撒希望種子-弱勢家庭學童教育協助計

畫」，結合跨校策略聯盟 200 位志工，進行弱勢家庭學童之補救教學，課輔逾

6,000 名學童順利完成課業。 
(十) 行天宮文教基金會每年贊助本校 100 萬元，提升偏遠鄉鎮弱勢學生的學習成效

及建立良好品德活動，舉辦臺南市安南區安佃國小「海底 SEA 界悠遊趣」。 
 



12 

教務處 

壹、單位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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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議事方面 

 課程會議：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110.10.27、110.12.13)、第 2 學期(111.6.8)。 
 教務會議：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110.11.3)、第 2 學期(111.5.4)。 
 教務處教師評審委員會議：110學年度第 1學期(111.1.3)、第 2學期(111.3.7、111.6.13)。 
 新增系所及招生總量規則會議：111 學年度招生名額總量會議(111.5.3)。 
 各項招生委員會議 
(一) 110 學年度招生會議：共 14 次(110.8.11、9.14、10.26、11.9、12.7；111.1.25、

2.22、3.9、3.22、5.3、5.10、5.31、6.20、8.2)。 
(二) 外國學生招生會議 

1. 110-2 學期外國學生入學審查會議(110.12.7)。 
2. 111-1 學期外國學生入學審查會議(111.5.10)。 

(三) 單獨招收僑生及港澳生會議：111 學年度單獨招收僑生及港澳生委員會議

(110.8.11)、放榜會議(110.12.7)。 
(四) 進修推廣招生會議 

1. 111 年「國民小學教師加註閩南語文專長學分班」放榜會議(111.5.10)。 
2. 111 年「國民中學綜合活動領域輔導專長學分班」放榜會議(111.5.10)。 
3. 111 年「國民小學教師加註輔導專長學分班｣放榜會議(111.5.10)。 
4. 111 年「國民小學教師加註英語專長專門課程學分班」放榜會議(111.5.12)。 
5. 111 年「國民小學教師加註科技領域資訊專長學分班｣放榜會議(111.6.9)。 
6. 111 年「幼兒園在職教師加註特殊教育次專長學分班」放榜會議(111.6.10)。 
7. 111 年「中小學雙語教學在職教師增能學分班—國小班」放榜會議(111.6.16)。 

 遠距、磨課師課程推動委員會相關會議 
(一) 110 學年度遠距課程推動委員會會議，2 次(110.10.20、111.4.20)。 
(二) 110 學年度磨課師課程推動委員會會議，2 次(110.10.20、111.4.20)。 
 教學品質保證相關會議 
(一) 110 學年度教學品質精進小組會議，2 次(110.8.25、111.2.18)。 
(二) 教師教學創新獎勵初評會議，2 次(110.11.2、111.4.26)；複評會議，2 次(110.10.18、

111.3.21)。 
(三) 110 學年度教學績優教師審議委員會(110.11.15)。 
 校外專業實習委員會：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110.10.27)、第 2 學期(111.3.30)。 
 教務處處務會議，共 8 次(110.9.8、10.6、12.8；111.1.5、2.16、3.16、4.27、6.15)。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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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10 學年度新生家長座談會籌備會議(110.8.19)。  
(二) 110 學年度入學新生獎勵審查會議(110.10.5)。 
(三)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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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8.19、110.10.5)。 
(四) 110 學年度各學系新生入學分發成績分析說明會(110.10.6)。 
(五) 110 學年度「獎勵教師研發 E 化教材補助」審查會議(110.11.10)。 
(六) 110 學年度｢全英語授課審查會議｣(110.12.1、111.5.11)。 
(七) 110 學年度「推廣教育審查小組會議」(110.11.15)。 
(八) 110 學年度教師研究室分配規劃委員會(111.1.3)。 
(九) 110 學年度跨領域學分學程說明會(111.5.25)。 
(十) 111 學年度大學部學生轉系審查會議(111.7.20)。 
(十一) 110 學年度「雙語化學習計畫普及提升學校」管考會議(111.4.13、111.6.29)。 

參、年度重要工作 

辦理教育體系個人資料管理規範第 4 年追查稽核作業。 
辦理 111 年資通安全(ISMS)重新發證稽核作業。 
因應 COVID-19 疫情，修正安心就學機制與措施。 
教務長室 
(一) 規章修訂：110 學年度第 5 次行政會議訂定本校「全英(EMI)教學及學習計畫獎

補助及推動要點」(111.2.23)。 
(二) 推動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執行主軸 B、C，參與計畫管考會議，檢視

計畫執行成效。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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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因應 COVID-19 疫情 

1. 於第 12 次緊急防疫會議修正本校「因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學生安心就

學措施」(111.2.16)。 
2. 因應疫情，全校課程自 111 年 5 月 22 日起至學期結束改採遠距課程或線上

教學。碩博士學生學位考試得採線上(同步視訊)方式進行。 
教學業務組 
(一) 規章修訂：110-1 學期教務會議(110.11.3)修訂「國立臺南大學課程規劃及作業實

施準則」、「國立臺南大學教師授課時數及支給超支鐘點費辦法」，增訂「國立臺

南大學運動傑出學生彈性修讀課程實施要點」。 
(二) 運用教學方法與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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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學年度教師辦理課程成果發表計

50 門、教師與業界師資協同合作教學計 30 門、教師申請辦理證照輔導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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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學年度補助教

師辦理創新創業課程共 23 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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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提升教學設備 
1. 辦理 110 學年度「獎勵教師研發 E 化教材」補助案，20 位教師獲得筆記型電

腦補助，共 636,520 元。 
2. 為提升教學品質，持續汰換及提升普通教室之電腦設備，使線上與實體授課

能同步教學。 
(四) 課務方面工作 

1. 110 學年度各學院開設跨領域學分學程及微學程 
(1) 教育學院：學前特教、健康照護、適應體育跨領域學分學程；偏鄉師資

微學程、程式設計教育培力微學程。 
(2) 教育及理工學院：數位科技應用人才跨領域學分學程。 
(3) 理工學院：AI 半導體製程微學程、AI 自動化系統微學程。 
(4) 人文學院：文創經管跨領域學分學程。 
(5) 環境與生態學院：環境教育跨領域學分學程。 
(6) 藝術學院：藝術創意產業跨領域學分學程。 
(7) 管理學院：三創學分學程、智能科技商品化微學程、商業人工智慧應用

微學程、ESG 永續發展與商業模式微學程。 
(8) 通識教育中心：英文閱讀/習作與口語溝通微學程、藝術與美感微學程、

綠色能源與環境永續微學程、創新與創意微學程、智慧資訊微學程、法

律與生活微學程、心理與生活微學程、環境與人文社會微學程、運動休

閒微學程、藝文敘事力微學程、金融職涯學習微學程、醫療保健與生命

科學微學程、當代國際關係與臺灣微學程。 
2. 110 學年度開設「全英語授課」課程，共 19 門課 390 人選修，開設學院為理

工學院、環境與生態學院、管理學院。 
3. 系統革新增加功能：為積極鼓勵學生修習跨領域學分學程，於「學生系統」

新增對應全校跨領域學分學程課程之檢核程式，導引學生規劃並符應相關課

程以利取得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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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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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學年度共 5 次(110.9.8、110.9.29 辦 2 場、111.5.25 辦 2 場)，
110.12.6 邀請台南應用科技大學陳見生主任對本校各學系之教學品保手冊提

出建議；另邀請生態系、生科系、行管系、文資系、視設系、電機系、應數

系、諮輔系等 8 學系辦理選課輔導說明。 
(六) 因應 COVID-19 疫情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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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不定時由防疫小尖兵進行桌椅消毒擦拭。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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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籍成績組 
(一) 規章修訂 

1. 110-1 學期教務會議(111.11.3)修正本校「學則」、「學士班學生修讀雙主修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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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及「學生抵免學分辦法」，並經教育部 110 年 12 月 20 日臺教高(二)字第

1100166011 號函備查。 
2. 110 學年度第 7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本校「學生學雜費與學分費繳納要點」。 
3. 110 學年度第 8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1 學年度行事曆(111.6.22)。 

(二) 學籍成績與註冊 
1. 新生入學通知、註冊、學雜費等事宜，並統計分析 110 學年度大學考試分發

新生入學成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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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在校生成績單、註冊、學雜費事宜；通知休學生辦理復學等。 
4. 休退學學雜費退費：第 1 學期及第 2 學期各辦理 2 次(110 年 10 月下旬及 12

月上旬、111 年 4 月上旬及 5 月中旬)。 
(三) 畢業離校與證書請領：因應疫情，111 級畢業生離校手續及學位證書領取，可採

現場、掛號郵寄或委託他人代領(111 年 7 月)。 
(四) 其他業務 

1. 舉行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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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9.4)。 
2. 報部請領 110 學年度師資培育公費生公費補助款(110 年 8 月、111 年 1 月)。 
3. 辦理學生轉系申請、雙主修申請及輔系申請事宜(111 年 7 月)。 

企劃組 
(一) 招生試務工作 

1. 彙編大學相關招生簡章(110 年 9-10 月)。 
2. 辦理 111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事宜(110 年 9 月-11 月)。 
3. 辦理大考中心 111 學年度高中英聽測驗臺南二考區試務工作(後壁高中分區)：

第一次(110.10.23)、第二次(110.12.11)。 
4. 辦理 110-2 學期轉學考招生工作(110 年 11 月-111 年 1 月)。 
5. 辦理 111 學年度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招生工作(110 年 12 月-111 年 3 月)。 
6. 公告 111 學年度僑生及港澳生單獨招生錄取名單(111.1.14)。 
7. 辦理 111 學年度博士班招生工作(111 年 3 月-5 月)。 
8. 辦理 111 學年度大學入學相關 

(1) 111 學年度大學學科能力測驗臺南二考區試務工作 (後壁高中分

區)(111.1.21-1.23)。 
(2) 各學系舉行 111 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111.5.19-

5.28)。 
(3) 公告 111 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錄取名單(111.6.2)，並上傳至大學甄選入學

委員會(111.6.2)。 
(4) 公告 111 學年度四技二專甄選入學錄取名單(111.7.5)。 
(5) 辦理 111 學年度大學分科測驗臺南二考區試務工作(後壁高中分區) 

(111.7.11-7.12)。 
9. 公告 111 學年度第一梯次外國學生申請入學錄取名單(111.5.20)。 
10. 辦理 111 學年度轉學生招生工作(111 年 5 月-7 月)。 
11. 辦理 111 學年度進修學士班申請入學及考試入學招生工作(111 年 4 月-7 月)。 
12. 辦理 111 學年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資格考試(11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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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招生宣傳工作 
1. 參加 1 場全國大學博覽會：2022 全國大學博覽會(111.3.5-3.6)。 
2. 參加 12 場高中大學博覽會：彰化藝術高中(110.12.23)、國立苑裡高中(111.1.7)、

彰化縣精誠高中(111.2.11)、彰化縣立二林高中(111.2.21)、國立新營高中

(111.2.25)、高雄市立旗美高中(111.3.2)、高雄市立林園高中(111.3.7)、台南市

光華高中 (111.3.10)、雲林縣立北港高中 (111.3.10)、高雄市立小港高中

(111.3.16)、高雄市立楠梓高中(111.3.25)、高雄市立福誠高中(111.4.1)。 
3. 辦理 22 場校外學系及學群介紹：高雄市立文山高中(教育系，110.10.25)、國

立嘉義女中(電機系，110.10.30)、高雄市立左營高中(教育系，110.11.12)、台

南市慈濟高中(電機系，110.11.17)、高雄市立鼓山高中(視設系，110.11.17)、
彰化和美高中(體育系、數位系，110.12.7)、國立台東女中(數位系，110.12.8)、
國立家齊高中(諮輔系，110.12.10)、國立嘉義女中(電機系、諮輔系，110.12.10)、
國立嘉義女中(戲劇系、國文系、經管系，110.12.17)、台南市德光高中(幼教

系，111.1.25)、台南市興國高中(教育系，111.2.23)、高雄市立楠梓高中(生態

系，111.2.24)、國立臺南女中(諮輔系，111.3.2)、台中市華盛頓高中(生態系、

諮輔系，111.3.4)、高雄市中山工商(綠能系，111.3.31)、高雄市立楠梓高中(經
管系，111.4.1)。 

4. 辦理 15 場模擬面試：國立臺南二中(幼教系，111.4.21)、高雄市立文山高中

(教育系、應數系，111.4.28)、高雄市立左營高中(應數系、電機系，111.4.28)、
南大附中(教育系、文資系、音樂系、諮輔系，111.4.28)、台南市德光高中(資
工系、國文系，111.4.30)、台南市黎明高中(教育系，111.5.6)、國立嘉義高中

(電機系，111.5.7)、台南市聖功女中(特教系、經管系，111.5.12)。 
5. 接待高中到校參訪：台中市華盛頓高中(110.12.20)、高雄市立鼓山高中

(111.3.30)。 
(三) 招生專業化發展推動工作 

1. 專家諮詢會議，5 場次(110.11.22、111.1.19、111.3.23、111.5.30、111.7.20)。 
2. 招生專業化標竿學校經驗參訪，1 場次(111.2.15)。 
3. 其他大學蒞校諮詢參訪，1 場次(111.6.29)。 
4. 招生專業化評量尺規研習實作工作坊，3 場次(110.10.29、110.11.17、110.11.24)。 
5. 高中端諮詢會議，3 場次(110.12.22、110.12.23、110.12.29)。 
6. 參加高中觀議課活動，9 場次(110.10.14、110.10.19、110.10.25、110.10.28、

110.10.29、110.11.12、110.11.25、110.12.10、111.4.20)。 
7. 參加高中自主學習活動，4 場次(110.11.26、110.12.13、111.4.29、111.6.17)。 
8. 其他高中蒞校諮詢參訪，2 場次(110.12.20、111.03.30)。 
9. 評分員教育訓練，21 場次(111.3.14-3.29)。 
10. 學系評量尺規模擬審查，21 場次(111.3.14-3.29)。 
11. 審查共識暨尺規校準會議，20 場次(111.5.17-5.30)。 
12. 協助學系檢視甄試準備指引內容及引導甄試注意事項網站。 
13. 計有 20 個學系完成 111 學年度尺規初評與審查作業。 
14. 落實申請入學差分檢核。 
15. 結合校務研究(IR)協助學系選才、育才規劃。 

(四) 學院、系所增設及調整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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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自 110 學年度起，「教育學系測驗統計碩士班」更名為「教育學系教育數位評

量與數據分析碩士班」；「國文學系碩士班」更名為「國文學系國語文教學與

應用碩士班」；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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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次停招。 
2. 奉教育部 110 年 8 月 31 日臺教高(四)字第 1100116699 號函核定通過： 

(1) 理工學院自 111 學年度起增設「智慧製造碩士在職學位學程」。 
(2) 「機電系統工程研究所」、「音樂學系進修學士班」自 111 學年度起停招。 

(五) 因應 COVID-19 疫情 
1. 111 學年度碩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博士班、轉學考、進修學士班、大學申

請入學甄試等招生試務，配合教育部及本校相關規劃執行防疫措施，並針對

受疫情影響之個案考生以外加名額方式錄取。 
2. 與國立後壁高中共同規劃 111 學年度大學英聽、學測、分科測驗等試務並執

行防疫措施。 
3. 配合政府疫情分散考區政策，二度承接「111 學年度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

兒園教師檢定考試」在本校設置考區的試務工作。 
研究生教務組 
(一) 規章修訂：110-1 學期教務會議修正通過本校「碩士班章程」(110.11.3)。 
(二) 提昇學術倫理 

1. 持續租用論文比對系統(Turnitin)，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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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 學期及 110-2 學期各 1 場(110.12.22、

111.6.1)。 
(三) 研究生學籍管理工作 

1. 辦理入學新生註冊、學生證、行事曆、學分抵免等事宜(110 年 8-9 月)。 
2. 110 學年度第 1、2 學期休退學生學雜費退費(110 年 10-12 月、111 年 4-5 月)。 
3. 寄發研究生成績單(111 年 1 月、7 月)。 
4. 畢業證書印製及辦理研究生畢業離校事宜(111 年 1-2 月、6-7 月)。 

(四) 課務工作 
1. 協助各系所研究所課程線上建課(110 年 8 月、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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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年 9 月)、第 2 學期

(111 年 2 月)。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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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採遠距或線上教學：110-2 學期第 12 週起全校採遠距或線上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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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延長修業年限：已屆修業年限之研究生因疫情而影響論文撰寫，可申請專簽

延長修業年限。 
5.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延後畢業日期：111 年 9 月 30 日前通過學位考試及完成

離校手續者，視為 110 學年度第 2 學期畢業，免繳納 111 學年度第 1 學期學

雜費。  
6. 採用視訊口試：碩博士學生學位考試得採線上(同步視訊)方式進行，若經系所

評估仍須以實體考試方式進行，需符合相關防疫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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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協助畢業離校程序：無法到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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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修推廣組 
(一) 規章修訂：111 年度第 3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修正本校「碩士在職專班及進

修學士班經費收支編列原則」（111.4.25）。 
(二) 各項計畫案 

1. 教育部國民小學教師加註語文領域英語文專長專門課程 6 學分班、國民小學

教師加註自然領域專長專門課程 4 學分班、國民小學教師加註輔導專長專門

課程學分班、中小學雙語教學在職教師增能學分班（國小班）、國民小學及加

註語文領域本土語文閩南語文專長學士後教育學分班、偏遠地區學校學士後

教育學分班。 
2. 教育部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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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教育部 110 學年度「樂齡大學」專案計畫 3 班次。 
4. 勞動部產業人才投資計畫案：越南語基礎班 2 班、越南語進階班 2 班、商業實

用越語班 1 班、企業講師遊戲化教材教具設計訓練班 1 班、電動車儲能系統

應用班 1 班、電子商務策略與營運思維班 1 班，計 8 班。 
(三) 六大類別領域課程 

1. 師資培訓：國民小學教師加註語文領域英語文專長專門課程 6 學分班、國民小

學教師加註自然領域專長專門課程 4 學分班、國民小學教師加註輔導專長專

門課程學分班、中小學雙語教學在職教師增能學分班（國小班）2 班、國民小

學及加註語文領域本土語文閩南語文專長學士後教育學分班、偏遠地區學校

學士後教育學分班、教師專長增能學分班 2 班（海洋教育、多元文化教育）。 
2. 學分進修課程：藝術治療概論 3 學分班。 
3. 證照輔導課程 

(1) 創意手工皂職能師資培訓班。 
(2) DIY 保養品師資培訓班。 
(3) 初階、中階、高階皂花藝術職能師資培訓班。 
(4) 日檢 N3 綜合實力養成班。 
(5) 臺語認證及師資培訓班。 
(6) CBM 嬰幼兒按摩教保及托育人員檢定班、BSS 嬰幼兒音樂手語初階教保

及托育人員檢定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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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F 嬰幼兒副食品設計及製作檢定班。 
4. 產投課程 

(1) 越南語基礎班、進階班；商業實用越語班。 
(2) 企業講師遊戲化教材教具設計訓練班。 
(3) 電動車儲能系統應用班。 
(4) 電子商務策略與營運思維班。 

5. 樂齡學習：110 學年度「樂齡大學」初階班、進階班及高階班各 1 班。 
6. 生活新知課程 

(1) 日文入門；初級日語；初階韓語；中階西班牙語；法語入門；旅遊越南

語；多益考前衝刺班；實用生活會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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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養生太極拳；內家太極養生功。 
(3) 藝術治療基礎理論與應用工作坊；藝術治療創作體驗工作坊。 
(4) 道教與生活。 
(5) 和諧粉彩-FUN 心玩粉彩。 
(6) 居家手工皂。 
(7) 芳香暖心一起療、居家芳療保健系列、芳香經絡養生保健系列。 
(8) 日本 AUBE 永生花。 
(9) 依產業趨勢挑選成長股；趨勢投資賺退休金。 
(10) TTQS 與職能訓練規劃研習課程。 

(四) 因應 COVID-19 疫情 
1. 師資培訓課程依教育部規定，部分課程採線上教學。 
2. 樂齡大學：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2-18 週課程採線上教學。 
3. 其他課程因應疫情，部分課程依內容適宜性調整為線上教學。 

(五) 111 年參與勞動部人才發展品質管理系統評核作業（111.6.27），並獲得評核等級

「銀牌」。 
數位影音學習組 
(一) 規章修訂：110-2 學期教務會議修正「國立臺南大學遠距教學實施要點」、「國立

臺南大學磨課師課程實施要點」(111.5.4)。 
(二) 協助開設磨課師課程，錄製教材、宣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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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語文學系鄭憲仁老師「文字學(漢字字形學)」(110.10.11-110.12.12)。 
2. 應用數學系黃印良老師「普通數學(2021 秋季班)」(110.11.4-111.1.22)。 
3. 生態暨環境資源學系薛怡珍老師「生態旅遊規劃概論」(110.11.22-110.12.31)。 
4. 教育學系林進材老師「班級經營」(111.3.4–111.6.20)。 
5. 國語文學系鄭憲仁老師「文字學(漢字字形學)(2022 春季班)」(111.4.3~6.11)。 
6. 國語文學系陳昭吟老師「繪本藝術賞析(2022 春季班)」(111.4.18-111.5.23)。 

(三) 遠距課程 
1. 申請 110-1 學期 4 門 5 班遠距課程及 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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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年第 1 梯次數位學習課程認證(111.2.1-3.1)。 
3. 彙整 110-1 學期遠距教學推動委員會會議資料，含 110-2 學期開課資料及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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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2.13、111.6.8)： 

(1) 110-2 學期開設遠距課程 4 門 5 班、開設磨課師課程 3 門。 
(2) 111-1 學期開設遠距課程 3 門 5 班、開設磨課師課程 3 門。 

(四) 執行高教深耕計畫相關活動 
1. 110-1 學期：Microsoft Teams 的視訊會議及分組功能(110.9.29)；遠距教學課程

設計與線上互動 (110.10.5)；遠距教學可以用的一些工具和使用策略

(110.10.25)；虛實整合：線上線下分流設備應用與教學實務(110.10.26)；疫情

變好忙! 遠距教學工具秒上手(110.11.16)；疫情與後疫情時代–從 Robot City
不插電桌遊到 AI2Robot City 插電桌遊(110.11.22)；Microsoft Teams 的進階功

能(11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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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10-2 學期：Microsoft Teams 的進階功能(111.3.4)；高互動之同步與非同步數

位課程設計(111.4.13)；後疫情時代數位學習再進化(111.4.27)；成為老師創新

教學的推手：清華磨課師經驗分享(111.4.29)；使用 Teams 進行授課之應用

(111.5.23)；線上教學活動與互動設計(111.5.27)；後疫情時代下的課程製作與

教學策略(111.6.24)。 
(五) 協助全校重要活動拍攝 

1. 拍攝 110 學年度單位主管交接暨布達典禮過程，將照片上傳「活動剪影」網頁

(110.8.2)。 
2. 協助 110 學年度新生家長線上座談會直播(110.9.4)。 
3. 協助學務處進行 110 學年度新生始業輔導活動直播(110.9.11)。 
4. 協助 110 年全國大專校院學生本國語文競賽記者會攝錄影工作(110.10.15)，及

拍攝競賽活動過程(110.11.14)。。 
5. 協助學務處拍攝「南大之光」頒獎活動過程，將照片上傳「活動剪影」網頁

(110.10.27、111.3.2)。 
6. 拍攝本校 123 週年校慶燃點聖火儀典及揭幕開鑼儀典，將照片上傳「活動剪

影」網頁，並剪輯活動影音資料上傳「影音媒體」網頁(110.11.26)。 
7. 拍攝校慶運動會、校慶園遊會、傑出校友頒獎典禮、校慶運動會閉幕典禮活動

過程(110.12.11-12.12)。 
8. 協助人事室進行 111 年春節團拜線上直播工作(111.1.25)。 
9. 協助拍攝及進行南師紅樓百歲慶活動直播(111.5.28)。 
10. 協助拍攝 111 級畢業典禮鳴鐘儀典暨線上畢業典禮活動過程，將照片上傳「活

動剪影」網頁(111.6.5)。 
(六) 一般行政業務 

1. 協助學務處進行新世代宿舍專案辦公室之線上複審會議(111.1.28、3.16、3.23)。 
2. 協助高教深耕主冊計畫教育部視訊訪視測試技術支援(111.3.29、111.4.7、

111.4.19、111.4.22)。 
(七) 因應 COVID-19 疫情，防疫遠距授課相關業務 

1. 諮詢：提供線上會議軟體、同步與非同步軟體運用、器材操作等協助及諮詢。 
2. 設備提供及借用：器材(攝影機、webcam、腳架、耳機麥克風等)借用及使用

教學、Evercam 軟體序號提供等。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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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與學習發展中心 

(一) 規章修訂 
1. 110-1 學期 

(1) 110 學年度第 1 次行政會議修正「國立臺南大學高教深耕公共性學生全

方位輔導機制實施要點」(110.9.15)。 
(2) 110 學年度第 3 次行政會議修正「國立臺南大學校外專業實習委員會設

置要點」(110.12.15)。 
(3)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務處處務會議修正本校「國立臺南大學校外專業

實習課程補助要點」(110.12.8)。 
2. 110-2 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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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務處處務會議修正本校「國立臺南大學教師教學

評量實施暨精進要點」(111.5.4)。 
(2) 110 學年度第 5 次行政會議修正「國立臺南大學補助教師專業社群實施

要點」(111.2.23)。 
(二) 提升教學品質 

1. 辦理教師教學創新能力成長研習，共 13 場次：教學實踐研究經驗分享會

(110.9.22)；申請教學實踐計畫秘笈(110.10.20)；證據為本的 EMI 教學實踐與

研究(110.11.10)；全英語教學的眉角：技巧與經驗分享(110.11.26)；如何將計

畫成果寫為教育論文(110.12.1)；EMI 課程設計與教學經驗分享(111.3.2)；面

對 108 課綱新生的課程設計(111.5.4)；教學創新經驗分享會(111.6.1)；劍橋 EMI
師資培訓課程經驗分享(111.6.9)；EMI 課程教學經驗分享(111.6.27、111.7.7)。 

2. 教育部 110 年度教學實踐研究計畫，7 名教師共獲補助 2,551,850 元。 
3. 110 年度 4 名教師榮獲教學績優教師，每名頒發獎座及 5 萬元獎勵金。 
4. 110 學年度共 23 名教師接受評鑑(含 2 名新進教師)，全數通過評鑑。 
5. 成立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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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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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 學期總預警 549 次，需紀錄關懷 95 筆，導師關懷紀錄填

報率 100%；110-2 學期總預警 608 次，需紀錄關懷 118 筆，導師關懷紀錄填

報率 97.46%。 
2. 110 學年度補救教學申請補助：第 1 學期補助 43 案、第 2 學期補助 42 案。 
3. 推動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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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5.1 至 5.3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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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1「創

新教學 典範拓展」、C2「教專成長 教學前瞻」、E3-2「職涯輔導 就業增能」；

提供各月管考資料及期中、期末、網頁之成果繳交。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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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各校整體經濟不利學生輔導機制」： 
(1) 執行以下獎補助方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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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提供各月管考資料及期中、期末、網頁之成果繳交。 
(3) 每學期期初辦理 1 場「高教深耕公共性學生輔導申請補助說明會」

(110.9.29、111.3.2)，學期中辦理 31 場次之入班宣導。 
6. 110 學年度核定補助「校外實習課程」：第 1 學期 5 案、第 2 學期 1 案。 
7. 110 學年度核定補助「院、系(所)至業界實習參訪」：第 1 學期 3 案、第 2 學

期 4 案。 
8. 110 學年度核定補助「院、系(所)企業實習專題講座及經驗交流座談」：第 1 學

期 5 案、第 2 學期 15 案。 
9. 110 學年度補助學生辦理自主合作學習團體 

(1) 第 1 學期核定補助 68 組、第 2 學期核定補助 70 組。 
(2) 辦理 2 場「學生自主合作學習團體成果發表會」，採口頭報告競賽、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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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報票選活動、成果影片競賽等形式，評選出優秀小組(110.12.22、
111.06.08)。 

10. 辦理學生學習系列講座，共 14 場 
(1) 第 1 學期：主題【學習創意溝通】「簡報心法-你不知道的視覺溝通力(進

階)」(110.10.15)；「三階段說話術-提升溝通力，先提升你的說話技巧(初
階、進階、中階)」(110.11.5、11.12、11.26)；「用心智圖開發你的大腦-心
智圖法(進階、中階)」(110.11.10、11.19)。 

(2) 第 2 學期：主題【學習溝通、學習自然觀察、學習管理】「教學助理的雙

語課堂升級術」(111.3.25)；「以影像記錄自然的奧妙心法(初階)」(111.3.25)；
「觀察身邊自然環境的田園之旅 學習獨到觀察力和說動人故事的方法-
竹溪畔田野觀察 ( 進階 )(111.3.26) 及巴克禮公園田調手作 ( 進階 ) 
(111.3.26)」；「一看秒懂的資訊圖表 (初階 )(111.5.4)及實戰演練 (進
階)(111.5.6)」；「高級檔案管理技巧-專治你的沒效率(初階)(111.5.13)及實

戰演練(進階) (111.5.20)」。 
11. 執行教育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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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設 2 門防疫補救教學課程，聘請補救教學助理一對一協助受疫情而影響學

習的返台外國學生、僑生(含港澳)及陸生(110.8.1-110.10.30)。 
12. 執行本中心 110 學年度校務研究(IR)議題分析與撰寫報告。 

肆、年度創新工作 

教務長室 
(一) 推動教育部 110 學年度「大專校院學生雙語化學習」普及提升學校計畫。 
(二) 配合申請教育部「110 年度購置教學研究相關圖書儀器及設備改善計畫-110 年

度教學設備與環境改善計畫」，本處申請案包含「教師創新基地」及「優化普通

教室設備」。 
教學業務組 
(一) 補助教師辦理課程成果發表會 50 門，25 萬元。 
(二) 補助系所辦理業界師資協同合作課程 30 門，15 萬元。 
(三) 補助系所辦理證照輔導課程 3 門，6 萬元。 
(四) 補助教師辦理創新創意課程 23 門，46 萬元。 
(五) 系統革新增加功能:為積極鼓勵學生修習跨領域學分學程，於「學生系統」新增

對應全校跨領域學分學程課程之檢核程式，導引學生規劃並符應相關課程以利

取得證書。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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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建置多鏡同錄系統，方便課程錄製直播。 
 學籍成績組 
(一) 配合法規修正，110 學年度起英文歷年、單學期成績單，調整學業成績百分制與

等第制轉換區間，以臻精確、合宜。 
(二) 因應疫情，畢業生離校手續採線上辦理，申請掛號郵寄學位證書計 300 餘件。 
(三) 系統開放線上申請在學證明，提高便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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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劃組 
(一) 持續推動大學招生專業化：新一輪「111 至 112 學年度大學招生專業化發展計

畫」申請，續獲教育部核定 720 萬元。 
(二) 輔導學系逐步規劃能力評量尺規，針對 108 課綱素養能力導向之育才模式進行

精準選才，提升招生成效。 
(三) 精進校務研究(IR)招生診斷報告議題，並客製化編撰出版，協助學系擬定招生策

略，作為規劃新學年度招生簡章、選才策略之參酌依據。 
研究生教務組 
(一) 因應疫情影響，本校 110 學年度第 2 學期碩博士生之學位論文撰寫、考試方式、

修業年限及收費等，採相關彈性配套措施。 
(二) 自 111 學年度起研究生選課分四階段，第三階段加退選期間研究生可自由加退

選課程；第四階段為特殊加選，無法退選。 
進修推廣組 
(一) 申請勞動部 110 年下半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111 年度政策性產業人才投資計

畫、111 年上半年產業人才投資計畫案，獲補助 8 門課程。 
(二) 持續更新本校推廣教育資訊網，增加每年成人教育統計等功能。 
數位影音學習組 
(一) 優化「國立臺南大學雲端學院」，以校內教師拍攝之遠距課程、磨課師課程及核

心概念影片為主軸，區分為基礎課程、教師檢定、扎根臺南、資訊科技 4 類，

再彙整遠距、磨課師相關課程及防疫懶人包，提供師生無所不在的學習機會。 
(二) 110 年共累計上傳 252 支核心概念影片，提供全校師生學習資源。 
教學與學習發展中心 
(一) 為提升本校教學創新之氛圍，邀請教學創新教師與校內教師對談、交流。 
(二) 為提升本校教師對 EMI 課程之認識，辦理 EMI 系列主題講座，教師皆給予正面

回饋，並補助教師免費參加劍橋 EMI 師資培育課程之認證，110 學年度有 22 位

教師參與。 

伍、年度榮譽事蹟 

與電子計算機中心共同通過 110 年 11 月新版教育體系個人資料管理規範(PIMS)4 年

追查稽核。 
獲教育部補助計畫 
(一) 教育部 110 年度「議題導向跨領域敘事力培育計畫─議題導向跨領域敘事力課

群暨教師社群發展計畫」，戲劇創作與應用學系獲補助 1,245,000 元(110.8.1-
111.7.31)。 

(二) 教育部「數位人文社會科學創新計畫」，特殊教育學系獲補助367,000元(110.8.1-
111.1.31)。 

(三) 教育部大專校院學生「雙語化學習計畫普及提升學校」，本校獲補助 1,000,000
元(110.12-111.7)。 

(四) 教育部「5G 行動寬頻課程推廣計畫(第 2 期)」，資訊工程學系獲補助 427,000 元 
(111.2.1-112.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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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教育部「素養導向高教學習創新計畫」，教育學院獲補助 5,400,000 元(111.3.1-
113.1.31)。 

(六) 教育部111年「虛擬實境教學應用教材開發與教學實施計畫」，數位系獲補助

900,000元(111.3.10-111.12.31)。 
(七) 教育部109年度及110年度「工具機教學設備更新計畫」，獲補助17,215,690元

(109.9-110.10)。 
(八) 111 年度「國民小學教師加註自然專長 4 學分班」一班計畫(111.7.1-111.12.31)。 
(九) 111 年度教師專長增能--海洋教育、多元文化學分班、性別平等教育等三班

(111.7.1-111.12.31)。 
(十) 111 年度「中小學雙語教學在職教師增能學分班—國小班」二班次(111.7.1-

112.8.31）。 
(十一) 111 年度「國民中學綜合活動領域輔導專長學分班」(111.7.1-113.8.31)。 
(十二) 111 年度「幼兒園在職教師加註特殊教育次專長學分班」(111.7.1-112.8.31)。 
(十三) 辦理教育部 110 學年度「樂齡大學計畫」，初階班、進階班、高階班各一班

(110.8.1-111.7.31)。 
111 年度再次參與勞動部 TTQS 人才發展品質管理系統評核作業（111.6.27），並獲評

核銀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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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務處 

壹、單位基本資料 

學務長 1 名、秘書 1 名，下設課外活動指導組、生活輔導組、衛生保健組及原住民族學

生資源中心。課外活動指導組置兼任組長 1 名、組員 2 名；生活輔導組置專任組長 1 名、

輔導員 1 名、組員 2 名、教官 1 名、校安人員 5 名、宿舍管理員 3 名；衛生保健組置兼

任組長 1 名、護理師 2 名、兼任醫師 2 名；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置兼任主任 1 名(學務

長兼代)、專任助理 1 名。 

貳、議事方面 

學務長室 
(一) 110 學年度學生事務會議：第 1 學期(111.1.5)、第 2 學期(111.6.15)。 
(二) 110 學年度處務會議 

1. 第 1 學期 6 次(110.8.3、110.8.30、110.9.27、110.10.25、110.11.29、110.12.27)。 
2. 第 2 學期 5 次(111.2.17、111.3.14、111.4.25、111.5.18、111.6.6)。 

(三) 110 學年度服務學習課程委員會：第 1 學期(110.9.7、110.11.17)、第 2 學期

(111.6.29)。 
(四) 110 學年度餐廳管理委員會：第 1 學期(111.1.20)、第 2 學期(111.6.29)。 
(五) 110 學年度計畫相關會議 

1. 「校園心理健康促進計畫」申請研商會議(110.11.17)。 
2. 「校園學生自我傷害三級預防工作計畫」管考會議(111.1.24)。 

(六) 110 年度「大專校院特殊教育及性別平等教育業務辦理情形」書審報告申復資料

確認會議(110.10.12)。 
課外活動指導組 
(一) 123 週年校慶相關會議 

1. 第 1 次、第 2 次工作小組會議(110.09.08、110.11.03)。 
2. 第 1 次、第 2 次籌備委員會議(110.10.18、110.11.22)。 
3. 精進會議(111.12.28)。 

(二) 111 級畢業典禮相關會議 
1. 工作小組會議(111.03.30)。 
2. 第 1 次、第 2 次籌備會議(111.04.11、111.05.16)。 
3. 精進會議(111.06.20)。 

(三) 110 學年度社團長暨系會長會議：第 1 學期(110.11.17、111.01.05)；第 2 學期

(111.03.02、111.04.27)。 
生活輔導組 
(一) 110 學年度校園安全會議(111.04.27)。 
(二) 110 學年度交通安全委員會議(111.04.27)。 
(三) 防制校園霸凌因應小組會議：110 學年度共召開 3 次(110.12.08、111.01.06、

111.0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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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110 學年度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議 
1. 第 1 學期：第 1 次(110.09.22)、第 2 次(110.11.25)。 
2. 第 2 學期：第 1 次(111.03.28)、第 2 次(111.05.30)。 

(五) 110 學年度導師座談會議：第 1 學期(110.09.29)、第 2 學期(111.03.09)。 
(六) 宿舍會議：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召開 1 次(111.03.16)。 
(七) 110 學年度班代會報 

1. 第 1 學期(110.09.22、110.10.20、110.11.17、110.12.15)。 
2. 第 2 學期(111.03.30、111.04.13、111.05.11、111.06.01)。 

(八) 110 學年度賃居股長會議：第 1 學期(110.11.03)、第 2 學期(111.03.09、111.06.08)。 
(九) 新宿舍運動--學生宿舍基本設施提升與公共空間改善計畫案相關會議 

1. 共召開 5 次第 3 階段會議(110.6.1、110.10.8、110.11.1、110.11.22、110.12.13)。 
2. 教育部審查會議共 2 次(111.1.28、111.3.23)。 

衛生保健組 
(一) 110 學年度衛生委員會議：第 1 學期(110.11.10)、第 2 學期(111.04.20)。 
(二) 110 學年度防疫相關會議 

1. 第 1 學期(110.08.19、110.08.23、110.08.30、110.09.07、110.11.23)。 
2. 第 2 學期(111.02.16、111.04.18、111.04.29、111.05.16、111.07.25)。 

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110 學年度原住民族諮詢委員會(110.1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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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11)。 
(二) 法規修正：「服務學習課程實施辦法｣及「服務學習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

(110.9.15 行政會議)。 
(三) 計畫統籌及經費控管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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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09 年度獲補助 2,295,100 元，111.1.7 結案。 
(2) 110 年度獲補助 100 萬元，參與計畫單位：教務處、學務處、總務處、圖

書館及電算中心。 
2. 教育部補助「校園心理健康促進計畫」 

(1) 109 年度獲補助 90 萬元，111.3.15 結案。 
(2) 111 年度獲補助 90 萬元，執行單位：輔導中心、通識中心、學務處生活

輔導組、諮商與輔導學系、人文學院、環生學院、藝術學院、管理學院。 
3. 公益信託星雲大師教育基金「第 11 屆三好校園實踐學校」計畫補助 15 萬元。 
4. 續行高教深耕「B3 樂在服務、生命涵化｣、「B4 青年領袖、領導創發｣子計畫。 

課外活動指導組 
(一) 110 學年度南大之光頒獎典禮：第 1 學期(110.10.27)、第 2 學期(111.03.02)。 
(二) 校慶：123 週年校慶揭幕暨開鑼儀式(110.11.26)、校慶活動(110.12.11-12.12)。 
(三) 畢業典禮：111 級畢業典禮於啟明苑演講廳視訊直播(111.06.05)。 
(四) 執行 110 年度教育部補助計畫 

1. 高教深耕計畫-「B3 樂在服務、生命涵化」、「B4 青年領袖、領導創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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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教育優先區中小學生寒假營隊活動計畫。 
3. 大專校院社團帶動中小學社團發展計畫。 
4. 教育優先區中小學生暑假營隊活動計畫。 
5. 青年發展署補助大專校院學生會專題研討課程計畫。 
6. 體育署補助 110 學年度大專校院棒球隊參賽及培訓經費補助實施計畫。 

(五) 學生社團活動評選及競賽活動 
1. 輔導學生社團棒球隊參加「110 學年度大專校院棒球聯賽(一般組)」(110.12.01-

12.03)。 
2. 輔導學生社團小太陽服務社及土撥鼠康輔社參加「111 年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

團評選暨觀摩活動」(111.01.03-02.24)。 
3. 輔導學生社團國樂社參加「110 學年度全國音樂比賽-室內絲竹樂」(111.03.10)。 
4. 辦理「110 學年度全校學生社團評選活動」(111.05.11-05.24)。 

(六) 輔導學生會辦理活動 
1. 110 學年度學生自治幹部暨社團負責人研習營(110.09.09-09.10)。 
2. 110 學年度學生會內部幹部訓練活動(110.10.16、111.03.19)。 
3. 110 學年度社團博覽會暨社團之夜(110.10.20)。 
4. 110 學年度校園演唱會「藝演南境」(110.12.01)。 
5. 123 週年校慶園遊會(110.12.11-12.12)。 
6. 110 學年度冬至活動(110.12.21)。 
7. 110 學年度「與校長有約」座談會(110.12.29)。 
8. 110 學年度「南喃自語—回頭書展」(111.04.27)。 
9. 110 學年度學權週講座(111.06.07-06.08)。 

(七) 輔導畢聯會辦理活動 
1.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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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級畢業典禮畢業生代表致謝詞(111.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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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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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交通安全事故處理法律知能研習(110.09.29、111.3.30)。 
(四) 辦理人身安全—防身術研習 2 場次(110.09.15、111.03.23)、預防詐騙宣教 2 場次

(110.11.24、111.4.20)、防制校園霸凌宣教 1 場次(110.11.10)。 
(五) 辦理 110 學年度賃居法令宣導講座(111.06.08)。110 學年度協助調解校外賃居糾

紛，共 3 件 7 人。 
(六) 辦理防制學生藥物濫用宣導暨捐血活動3場次(110.12.01、110.12.29、111.06.24）。 
(七) 辦理品德生命教育講座活動「我聽障我驕傲」(111.03.30)，及母親節感恩活動

(111.05.04)，培養學生對生命的關懷與感恩回饋精神。 
(八) 辦理全民國防教育課程多元教學實施計畫活動，含國軍營區參訪 3 場次

(110.11.19、110.12.17、111.04.14)。 
(九) 110 學年度服務學習課程(一) 

1. 第 1 學期修課計 679 人，合格 639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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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 2 學期修課計 378 人，合格 263 人(因疫情因素，時數未達合格標準同學於

111-1 學期補足時數，始達合格成績)。 
(十) 110 學年度服務教育：第 1 學期修課 100 人，合格 80 人；第 2 學期修課 82 人，

合格 73 人。 
(十一) 110 學年度辦理之各項獎助學措施 

1. 學雜費減免：第 1 學期 471 人、第 2 學期 435 人。 
2. 弱勢助學金：110 學年度 186 人。 
3. 就學貸款：第 1 學期 908 人、第 2 學期 844 人。 
4. 獎助學金：第 1 學期 52 人、第 2 學期 5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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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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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學期 2 件、第 2

學期 18 件。 
7. 教育部低收入戶學產基金：第 1 學期 19 人、第 2 學期 33 人。 
8. 急難慰助金：13 人。 
9. 攜手點燈品學兼優助學計畫：68 人次。 
10. 特殊教育學生獎補助金：38 人。 
11. 高教深耕標竿學習典範：6 人。 

(十二) 性別平等教育 
1. 邀請數位女力聯盟特聘講師陳禹先老師演講「想照不享照-數位時代下的性別

暴力」(110.12.08)、 國立南投特殊教育學校學務主任王柏元老師進行「性別

平等教育參與式工作坊：用桌遊看見校園生活中的性別議題」(111.03.23)。 
2. 每學期定期召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議」1 至 2 次。 

(十三) 智慧財產權教育宣導 
1. 邀請智財局「保護智慧財產權服務團」講師蔡明樹律師演講「校園師生應關

心的著作權」(110.11.03)。 
2. 製貼校園常態性標語「禁止違法下載、影印」等海報及相關宣導網址布條。 

(十四) 境外生輔導 
1. 辦理境外生新生始業輔導(110.09.06)、中秋戶外烤肉活動(110.9.19)、文化體

驗活動(110.12.19、111.4.5)、春節聯誼活動(111.1.26)。 
2. 返台境外生居家檢疫生活協助、接機入住、追踪關懷、確診者居家照護等事

宜(110.08.01-111.6.30)，計 77 人次。 
3. 每季辦理境外生生日會及致贈壽星禮物。 
4. 致贈中秋月餅(110.9.27)、春節福袋(111.1.26)、端午粽子(111.6.2)予境外生。 
5. 辦理清寒僑生助學金申請及請領，共 13 人。 
6. 協助境外生工作證申請，共 190 人次。 
7. 協助各項獎助學金申請。 
8. 協助團體傷病保險申請 24 人次。 
9. 輔導參加創意校歌比賽(111.3.23)。 

(十五) 住宿服務 
1. 111 學年度住宿申請及床位分配事宜：含線上申請登記作業說明會(111.03.16)、

電腦亂數抽籤作業(111.03.30)、中籤棄權及第一梯次遞補作業(111.4.11~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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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11 學年度宿舍自治幹部選舉：公告(111.04.18)；因應本校第 12、13 週

(111.05.08-05.21)線上授課防疫演練，原訂 5 月 11 日投票延期至 5 月 18 日完

成選舉；公告當選人名單(111.05.30)及辦理業務交接傳承(111.06.25)。 
3. 宿舍環境 

(1) 靜敬齋水蓮堂浴室內部整修工程(110.07-111.02)。 
(2) 因應特教中心聽障生火災警報器警示需求，增設靜敬齋寢室(6 間)及懷

遠齋寢室(13 間)室內閃爍燈工程(110.09.01)。 
(3) 學生宿舍完成消防栓、滅火器性能檢查及換藥檢修等消防檢測作業

(110.11.30~12.06)。 
(4) 淑慎樓動土典禮(111.5.24)。 
(5) 懷遠齋北棟瓦斯鍋爐完成更新(111.04.15)。 
(6) 淑慎樓動土典禮(111.05.24)。 
(7) 懷遠齋、靜敬齋、輔仁齋、益友齋學生宿舍校內污水管線工程(111.1.15-

7.6)。 
(8) 考量安全性，學生宿舍懷遠齋、輔仁齋、益友齋地下室空間安裝緊急求

救鈴(111.07.04)。 
4. 宿舍防疫措施 

(1) 因應疫情，辦理 110-1 學生宿舍入住分流作業(110.9.4~9.12)。 
(2) 學生宿舍於各出入口設置立體式量溫及自動感應酒精設備(110.10.08)。 
(3) 學生宿舍採紙本登記方式，住宿生自主量測體溫並紀錄，若有身體不適

或發燒、上呼吸道、腹瀉等症狀，即時通報衛保組或校安中心；記錄表

每月由各樓長室回收及檢核(110.09-111.06)。 
(4) 依教育部來函訂定本校學生宿舍防疫暨健康管理措施實施計畫

(110.11.19)。 
(5) 擬訂學生宿舍接獲 Covid-19 確診個案處理流程並再次檢整本校可提供

防疫宿舍安置空間(111.04.15-04.25)。 
(6) 辦理 110-2 學期 4 月至 6 月學生宿舍確診者及密切接觸者之照護宿舍或

隔離宿舍安置及垃圾處理事宜(111.05.04-07.05)。 
(7) 優先調度懷遠齋 5 樓計 12 間套房作為備用隔離宿舍(111.05.27)。 
(8) 完成五棟學生宿舍防疫消毒作業(110.08.30、111.2.18)及 5 月起學生宿舍

依確診足跡辦理殺菌消毒(111.05.04-06.27)。 
(十六) 南大親善大使團：本校「123 週年校慶」禮賓接待及司儀(110.12.11-12.12)」、

支援臺南市政府「2022 年府城古都半程馬拉松路跑活動」禮賓接待及頒獎工

作(110.03.06)」、臺南市政府文化局「2022 臺灣文學獎創作獎贈獎典禮禮賓接

待(111.07.30)」等校內外公共服務學習活動計 28 場次(110.08.01-111.07.31)。 
衛生保健組 
(一) 健康服務 

1. 各類保險 
(1)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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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8 元、學校補助 50 元，共 218 元。110 年 7 月至 111 年 6 月辦理

理賠 199 件，約 39％為車禍意外事故。 
(2) 110 學年度協助辦理旅行平安險投保共 23 件，無人申請理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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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健康檢查 
(1) 辦理 110 學年度新生、轉復學生、境外生之健康檢查，共 1,349 人完成

體檢(110.09.04、10.16)。 
(2) 辦理 110 年度教職員工健康檢查，126 位教職員工參加(110.10.27)。 

3. 支援校慶運動會現場傷病處理及緊急救護，共 28 人(110.12.11-12.12)。 
4. 安排職場醫師健康諮詢服務(110.09.02、110.10.21、110.12.09、111.02.24、

111.04.21、111.06.09)。 
5. 辦理 111 至 112 學年度學生團體平安保險承辦公司採購案(111.04.12)。 
6. 辦理 111 學年度新生體檢承辦醫院採購案(111.05.24)。 
7. 配合臺南市衛生局進行府城校區中山館及榮譽校區 A 棟入口處舊款 AED 功

能測試與巡檢(111.06.16)。 
(二) 健康教育 

1. 配合新生健康檢查，現場同步辦理以下活動： 
(1) 與臺南市衛生局合作「愛滋病防治宣導」及匿名篩檢活動，共 140 位學

生參加匿篩。 
(2) 「菸害防制」宣導(110.10.16)。 

2. 於境外生始業輔導進行傳染病防治衛教宣導(110.09.06)。 
3. 於線上新生始業輔導進行「COVID-19 相關防疫宣導」(110.09.11)。 
4. 辦理「預防代謝症候群的飲食技巧」線上健康講座及健康餐盒推廣，共 115

人參加(110.09.24)。 
5. 針對新進安心上工人員進行職前訓練，內容包含：傳染病防治、熱危害及健

檢說明(110.09.10、110.10.04)。 
6. 配合民防演練，於榮譽校區進行 AED 操作、外傷包紮及病患搬運演練

(110.10.06)。 
7. 辦理職場紓壓健康講座：音樂與腦科學的最新淵源，80 位師生參加(110.10.07)。 
8. 與諮輔系合作辦理講座： 

(1) 性別與情感講座：女同志家庭經驗分享-多元性別家庭的親職與抗汙名經

驗(110.11.01)。 
(2) 愛滋病防治講座：男同志的性文化及愛滋感染者的諮商實務(110.11.11)。 
(3) 理性與健康講座：台灣多元性別諮商之現況及身心健康促進(110.11.29)。 

9. 辦理職場健康講座：漫談身體警訊到代謝症候群之健康維護，共 250 位師生

參加(110.11.26)。 
10. 健康餐盒活動 

(1) 「週三銅板價健康餐盒日」活動，108 位師生參加 (110.12.08~111.01.12)。 
(2)  5 月 5 日「健康飲食推廣月啟始日」，於每週四推廣健康餐盒活動，131

位師生參加(111.05.05~111.06.09)。 
11. 於寒假營隊授旗儀式現場進行「傳染病防治」及「簡易傷病處理」衛教宣導

(111.01.06)。 
12. 辦理「杜絕菸害，並向電子煙 say NO」菸害防制講座，124 位學生參加 

(111.03.16)。 
13. 辦理服務學習(二)服務活動「衛生保健志工」徵選，說明志工服務活動內容

及執行方式：每週 2 小時，服務期間為 4 月 7 日至 6 月 24 日(111.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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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辦理「肺部傳染病：漫談 COVID-19 與肺結核防治」線上宣導講座，共 147
位學生參加(111.04.13)。 

15. 執行教育部 110 年度「補助大專校院推動健康促進學校實施計畫」(170,000
元)，完成相關業務推廣並彙整計畫成果報部(110.10.04)。 

16. 獲「110-111 學年度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健康促進實施計畫」補助，每學年度

100,000 元。 
(三) 健康環境 

1. 非洲豬瘟防疫宣導：張貼及發放「非洲豬瘟防疫宣導」海報及單張，並請國

際處及環生學院協助向境外生及相關系所學生進行宣導(110.09.24)。 
2. 登革熱(病媒蚊傳染性疾病)防治 

(1) 與總務處不定時巡查孳生源，校外衛生及環保單位亦不定時到校稽查，

如有缺失立即改善(111.01.25、111.07.27)。 
(2) 張貼海報、於學校網頁公告並以 e-mail 進行相關防治宣導(110.08.16、

111.03.25)。 
3. 肺結核防治 

(1) 110 學年度新生及教職員工體檢共 1,475 人接受胸部 X 光檢查，異常者

已進行追蹤複檢及治療。 
(2) 配合「世界結核病日」，以 e-mail 及網頁公告周知(111.03.24)。 

4. 諾羅病毒防治：以 e-mail 及海報張貼方式進行「預防諾羅病毒食品中毒」衛

教宣導(111.03.21)。 
5. 菸害防制 

(1) 處理榮譽校區菸害問題，e-mail 請各系辦同仁協助向同學加強宣導：「南

大無菸校園，校園全面禁菸，違者最高罰 1 萬元」(111.11.19)。 
(2) 服務教育(二)志工每週巡視校園一次，發現抽菸者立即予以規勸，並重

申本校為無菸校園之禁菸規定。 
(3) 「臺南市新型菸品危害防制自治條例」相關規定宣導(111.07.18、07.28)。 

6. 餐飲衛生：每週進行學生餐廳衛生管理檢查，針對缺失立即要求業者改善，

並向本校餐廳管理委員會提出檢查結果，以維護師生健康。 
(四) 校園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工作 

1. 進行府城校區及榮譽校區各防疫站改善作業，將原熱顯儀移除，改設置多台

手、額溫自動量測機(110.09.01、110.09.16、110.10.01)。 
2. 依中央疫情指揮中心及教育部政策，滾動修正本校 COVID-19 防疫措施；另

教育部 110.9.7、110.10.4、110.10.19、110.11.1、111.2.25 及 111.5.3 訂定並修

正「大專校院 110 學年度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管理指引」，公告於學

校網頁「最新消息」。 
3. 擬定「因應春節期間(110.12.14~111.2.14)入境檢疫之校園管理方案」並進行宣

導(110.11.25、110.12.6)。 
4. 進行確診個案及密切接觸者疫調與管理。 
5. 辦理防疫物資管控與借用事宜並每月回報教育部。 

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 
(一) 計畫補助 

1. 執行 110 年度高等教育深耕計畫附錄二「提升高教公共性：透過原住民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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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資源中心輔導原住民學生成效」計畫，完成結案及成果報部。 
2. 賡續申請 111 年度計畫，獲補助 800,000 元。 

(二) 獎助學金 
1. 110 學年度原民會大專校院原住民獎助學金 

(1) 第 1 學期：獎學金 3 名、助學金 16 名，總申請金額 368,000 元。 
(2) 第 2 學期：獎學金 2 名、助學金 10 名，總申請金額 234,000 元。 

2. 桃園市原住民族學生獎助－清寒獎助金及優秀獎學金 
(1) 第一梯次：優秀獎學金 1 名，總申請金額 10,000 元。 
(2) 第二梯次：優秀獎學金 2 名，總申請金額 20,000 元。 

(三) 辦理原民生生活、生涯、就業輔導 
1. 辦理「原住民族學生座談會」，師生共 30 人出席(111.3.9)。 
2. 與台南市政府合作辦理「南青派對─我們那麼會」活動， 90 人參與(111.3.19)。 
3. 辦理「多元文化部落參訪暨職涯參訪」，至屏東地磨兒國小、長榮百合國小、

禮納里部落、原住民文化園區、霧台神山部落參訪(111.3.5-3.27)。 
4. 辦理原民百工百業講座 

(1) 「部落青年創業分享─黑磚設計」講座(111.3.25)。 
(2) 「部落青年創業分享─紅蝦花之家無菜單料理」講座(111.3.26)。 
(3) 「部落青年創業分享─花草釀 Cemel」講座(111.3.27)。 
(4) 「水上運動產業」講座(111.4.27)。 

5. 辦理「當代議題講座─名字不只是名字」(111.4.7)。 
6. 辦理「原住民族實驗教育的理論與實踐─返鄉青年的教育職場經驗」線上講

座，104 人參與(111.6.8)。 
7. 辦理「Tastu baning，布農族返鄉青年的部落斜槓生活」線上講座，55 人參與

(111.6.15)。 

肆、年度創新工作 

學務長室 
(一) 修正「校園學生自我傷害三級預防工作計畫｣(110.12.15 行政會議、111.3.23 行政

會議)，納入定期管考，於每年 1 月召開會議檢核上年度執行情形及當年度預定

辦理工作項目，並修正計畫內容。 
(二) 本校獲選為「第十一屆三好校園實踐學校」，補助 150,000 元(110.9.17)。 
課外活動指導組 
(一) 原「中正館」改名「學生活動中心」，並辦理「學生活動中心廣場空間改善工程」，

增設防西曬設施，提升場地運用效能，提供師生更為舒適的活動與休憩空間。 
(二) 府城校區學生活動中心廣場及學生餐廳前增設彩繪鋼琴角落「琴聲一隅」，另彩

繪榮譽校區人行步道為鋼琴步道，藉由環境美化與裝飾，培養學生藝文素養與

氣息。 
(三) 整修學生活動中心社團辦公室，增設綜合教室，提供學生小組討論、會議及活

動展演空間。 
(四) 輔導學生社團首度辦理「道路淨鏡」服務活動，鼓勵學生投入服務、回饋社會。 
生活輔導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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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針對本校二大校區，與南門派出所及文化派出所聯合查核安全熱點，並建立支

援協議及巡查分工，促進校園安全。另與中西區區公所及東區區公所建立聯繫

管道，就校園周邊之里民聯巡路線、道路及照明設施等，完成改善或強化措施。 
(二) 培訓本校親善大使團參加 110 年中華民國國慶大典禮賓人員遴選，獲邀擔任接

待觀摩見習工作。 
(三) 新宿舍運動案：提報新宿舍運動之「學生宿舍基本設施提升及公共空間改善計

畫」申請案(110.12.27)，獲教育部審查通過核定補助 5,220 萬元(111.04.29)。 
(四) 靜敬齋水蓮堂浴室內部整修竣工啟用(111.04.18)。 
(五) 宿舍(淑慎樓)新建工程，於 111.5.24 舉行動土典禮，預計 113 年完工。 
(六) 爭取教育部補助 111 年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特色主題計畫，與學生社團合作辦

理「性別平等教育參與式工作坊 plus 版」活動 2 場(111.05.20、111.05.27)，鼓勵

學生發揮巧思，將性別議題融入桌遊設計，促進參與者從遊戲中增加性平意識。 
(七) 爭取教育部補助 111 年校園安全死角改善工程補助款 94 萬 8,000 元，改善各大

樓陽台與頂樓安全設施，及設置警告系統，即時防止不當事故發生。 
衛生保健組 
(一) 召開「第一次非洲豬瘟防疫會議」，陳報本校「非洲豬瘟防疫實施計畫」，並確

認「校園豬瘟防疫小組」之負責事項與分工(110.09.24)。 
(二) 為維護女性生理權益，購入生理用品發送各系所供學生臨時所需 (111.03.23)。 
(三) 完成汰舊及新增置 AED 共 5 台(111.02.24、111.05.24)。本校 AED 分置於府城校

區及榮譽校區，府城校區設於誠正大樓 1 樓衛保組外、文薈樓 1 樓飲水機旁、

中山館(體育館)入口處、懷遠齋宿舍入口處、雅音樓 1 樓走廊飲水機旁；榮譽校

區設於 A 棟入口處、忠孝堂外。 
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申請 111 年度教育部青年發展署「大專校院推動職涯輔導

補助計畫」，獲補助 320,000 元。 

伍、年度榮譽事蹟 

本處榮獲本校 110 年度新聞績優行政單位。 
本校110年度「教育部大專校院特殊教育及性別平等教育業務辦理情形」(書面審查)，
「特殊教育」及「性別平等教育」兩項結果皆為通過。 
生活輔導組劉碧鈴校安榮獲 110 年度教育部友善校園獎南區傑出學務人員殊榮、劉

靜宜校安榮獲優秀新進學務人員殊榮。 
生活輔導組楊素蘭校安獲僑委會 111 年資深績優僑輔人員表揚。 
本校親善大使團榮獲國慶慶籌會邀請，擔任 110 年中樞慶典國慶禮賓接待服務見習

學校，共同參與總統府前南、北廣場外賓接待服務工作，深獲各界好評。 
輔導學生社團小太陽服務社及土撥鼠康輔社參加「111 年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評

選暨觀摩」活動，榮獲「優等」。 
輔導學生社團國樂社參加「110 學年度全國音樂比賽-室內絲竹樂」，榮獲「優等」。 
輔導學生會參加「111 年大專校院學生會成果展」活動，榮獲「服務貢獻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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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 

壹、單位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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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聘組員 1 名、校聘管理師 4 名、技工友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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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0.18、111.04.18)、校務基金

管理委員會會議 4 次(110.10.25、111.01.05、111.02.23、111.04.25)。 
(二) 總務會議：第 1 學期 4 次(110.09.13、110.10.12、110.12.01、111.01.11)；第 2 學

期 4 次(111.02.21、111.03.22、111.04.18、111.06.20)。 
文書組：行政會議 8 次(110.09.15、110.10.13、110.12.15、111.1.12、111.2.23、111.3.23、
111.4.20、111.6.22)。 
營繕組 
(一) 府城校區淑慎樓拆除重建工程 

1. 新建工程發包預算書圖作業：109.09.07 臺南市政府都市設計審議修正通過，

建築師事務所至市府建管單位辦理申請領建造執照事宜。續於 110.09.09 完

成細設書圖及預算書審查，並於 111.04.18 完成工程發包作業。 
2. 申報開工作業：111.06.15 申報開工，履約期限為 630 日曆天，預計 113.03.06

完工。 
(二) 府城校區綜合活動大樓及教學研究大樓新建工程 

1. 建築師徵選作業：二案屬巨額勞務採購案，110.05.26 公告甄選建築師，08.03
開標(資格標)，綜合活動大樓 110.08.23 完成評選，09.01 完成議約；教學研

究大樓新建工程 110.08.20 完成評選，09.01 完成議約。 
2. 教學研究大樓經依教育部函示參採市場行情重新檢討，本工程總經費由 4 億

9,500 萬元調整為 7 億 5,033 萬元，單位造價約 15.5 萬元/坪。經費調整部分

111.04.25 提請本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通過，並於 111.05.26 函送可行

性評估修正版報請教育部審議。 
3. 綜合活動大樓依教育部物價上漲專案補助計畫額度超過 5,000 萬元，已於

111.05.31 函送可行性評估修正版報請教育部審議。 
(三) 校園工程進度管控會議：共 12 次(110.08.31、09.28、10.26、11.28、12.21；111.01.26、

02.25、03.28、04.29、05.27、06.29、07.26)。 
保管組 
(一) 寰宇齋 1 樓(101 室)店面標租會議(110.05.03、110.07.14、110.08.26)。 
(二) 寰宇齋 1 樓(103 室)店面標租會議(110.08.26、110.09.09)。 
(三) 餐廳及咖啡吧標租會議(110.07.15、110.08.26)。 
事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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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校園及宿舍環境清潔督導會報 5 次(110.10.6、110.11.24、111.1.5、111.3.16、
111.6.15)。 

(二) 勞工退休準備金監督委員會會議 2 次(110.11.3、111.6.22)。 
(三) 工友甄審委員會會議(110.8.24)。 
(四) 111 年度校園清潔工作評選會議(110.12.6)。 
(五) 110 年度技工友(含駕駛)年終考核會議(111.1.5)。 
環安組 
(一) 環境安全衛生委員會會議 4 次(110.09.27、110.12.14、111.03.21、111.06.20)。 
(二) 節約能源委員會會議 2 次(110.09.29、111.03.28)。 
(三) 實驗動物照護及管理小組會議(110.12.14)。 
(四) 生物安全衛生委員會議(110.12.15)。 

參、年度重要工作 

總務長室 
(一) 邀集主計室及人事室，辦理出納事務查核工作(110.09.30)。 
(二) 督導校內重大工程建設之執行進度。 
事務組 
(一) 承辦業務招標案件：111 年度校園清潔工作；111 年七股校區環境維護工作；111

年校園植栽綠美化；111 年校園景觀樹木及枯枝修剪工作；會計帳務、出納、薪

資、零用金及採購作業管理系統(111 年 5 月至 112 年 4 月)；111 年 7 月至 112
年 6 月校園垃圾清運。 

(二) 委外辦理校園清潔工作、垃圾清運工作，並定期召開清潔督導會報檢視清潔工

作成果，機動清潔工作通報改善共 258 項，委外工作有效提高效能，維持優質

之校園環境。 
(三) 續行教職員工機車停車管制措施，其中汽車停車收費制度之實施，每年挹注校

務基金逾 120 萬元；另在校園有限空間下，仍檢討規劃新設汽車格位 4 格。 
(四) 配合本校防疫措施，滾動式執行校園管制及防疫站維護工作，並執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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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計 175,252 元。 
(五) 110 學年度採購、招標案件數 

1. 10 萬元以上招標案 83 件(評選案 7 件)，總決標金額 6,925 萬 6,063 元。 
2. 共同供應契約 210 件，總金額 2,787 萬 8,164 元。 
3. 科研採購案 10 件(100 萬以上招標 2 件)，總金額 394 萬 6,194 元。 

(六) 配合校慶、畢業典禮、阿勃勒節(111 年因應新冠肺炎停辦)及各單位活動所需，

提供清潔工作、警衛勤務、機動人力等相關支援：機動工作派遣 561 次、車輛

派遣 727 次、會議室借用 3,210 次、支援音樂廳辦理校內外活動 54 場次。 
(七) 雅音樓音樂廳租借收入 20 萬 8,100 元，會議室租借收入 18 萬 4,560 元，總計 39

萬 2,660 元，因受疫情影響，校園門禁管理須配合防疫措施，致收入減少。 
(八) 業管之會議室及演講廳年度維護工作事項： 

1. 更換府城校區誠正大樓 B308 會議室混音器，及榮譽校區 A108 會議室無線麥

克風。 
2. 啟明苑演講廳數位混音器增設網路語音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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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增購誠正大樓 B401 國際會議廳無線麥克風 1 組，並檢測麥克風性能及底座加

強支撐。 
(九) 教育部補助本校辦理七股校區環境維護工作案 50 萬元，執行期間至 111 年 11

月 14 日止。第 1 次施作於 111 年 1 月 15~23 日完成，第 2 次施作於 4 月 9~10
日完成，第 3 次施作於 6 月 4~5 日完成。 

(十) 交通部鐵道局南部工程處申請進入榮譽校區執行鐵路地下化相關環境監測作業，

業於 111 年 4 月 25 日簽奉核准，執行期限至 118 年 12 月止。該處委託監測廠

商配合本校管制規定，並預繳使用電費至 111 年 12 月底。 
保管組 
(一) 辦理 110 年度「財產暨非消耗品盤點作業」，第 1 階段初盤自 110 年 3 月 16 日

至 5 月 14 日，第 2 階段複盤自 6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由本組會同監盤人員實

地複盤財物管理情形。盤點報告陳請校長核備。 
(二) 110 學年度廢品標售 1 次，回收所得 419,000 元，公開拍賣作業透明化，促使資

源有效再利用，並增裕校庫收入。 
(三) 持續辦理校內報廢財產再利用 

1. 學生使用：將已報廢之電腦設備整理後，提供有需要的學生使用至畢業。110
學年度借出電腦主機、筆電 10 件。 

2. 公務使用：將已報廢仍可再利用之財產(含非消耗品)或其附屬設備提供校內

同仁使用，110 學年度計 75 件，包含電腦、螢幕、辦公家具等。 
(四) 經管本校國有公用財產 110 年不動產收入，包含租金、停車費、委託經營之權

利金等，計 24,659,771 元。 
出納組 
(一) 製作 110 學年度日間大學部及研究所繳費單並辦理收帳作業 

1. 第 1 學期：大學部學雜費 4,209 件、學分費 175 件；研究所學雜費 1,427 件、

學分費 726 件。 
2. 第 2 學期：大學部學雜費 3,978 件、學分費 169 件；研究所學雜費 1,171 件、

學分費 694 件。 
(二) 辦理款項撥款入帳作業 

1. 校務基金各類款項，共 15,006 筆、金額 1,284,971,316 元。 
2. 專案計畫各類款項，共 23,648 筆、金額 310,301,816 元。 
3. 零用金人事費，共 9,976 筆、金額 27,279,569 元。 
4. 零用金財物費，共 11,922 筆、金額 37,745,133 元。 

(三) 開立收據 2,562 張、金額 1,600,530,508 元。 
(四) 依教育部來文規定，於 111 年 1 月底前上傳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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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108 筆、金額 278,913,965 元（即 109-2 學期及

110-1 學期）。 
(五) 依 105 年 10 月 19 日台財稅字第 10504665140 號函規定，於 111 年 2 月 5 日上

傳提供 110 年度捐贈資料共 10 筆（針對捐贈者身分證統一編號有完整建檔且同

意提供個資者）。 
(六) 本校 110 年度所得稅憑單於 111 年 1 月 27 日申報完成，共 6,080 人次。中華民

國境內個人憑單免寄發，電子檔所得資料於 111 年 2 月 7 日以電子郵件寄發所

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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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110 年度所得人為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或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

所之營利事業相關扣繳申報案件，共 293 件。 
(八) 依出納管理手冊第 51 條規定，於 110 年 9 月 30 日及 111 年 4 月 29 日對存管之

現金、支票簿、票據、有價證券、自行收納款項收據及其他保管品等執行實地

盤點，結果與帳載相符，盤點紀錄並陳報校長核可。 
(九) 辦理本校出納、薪資及零用金作業管理系統 111 年 5 月至 112 年 4 月租賃及維

護案之招標與簽訂合約事宜。 
(十) 為有效控制現金流量及降低庫存現金保管風險，於 111 年 6 月奉核繳回人事差

旅額度之零用金 30,000 元。 
(十一) 110 學年度第 1 次內部控制小組會議通過修正出納組內部控制制度「出納事務

之盤點及檢核作業」之作業程序說明表、作業流程圖及自行評估表。 
文書組 
(一) 110 年度公文歸檔 432 卷 22,429 件；校內機密案件共 137 件。 
(二) 110 年度辦理民國 64 年至 72 年間檔案清查，合計 732 案 861 卷 11,217 件。 
(三) 110 年度完成 96 年至 98 年之紙本數位化轉置檔案約 4 萬 2 千 5 百筆。 
營繕組 
(一) 重要採購案件辦理情形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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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5.19 竣工，111.5.31 初驗，111.7.6 辦理驗收。 
2. 靜敬齋水蓮堂整修工程：都邦國際室內裝修有限公司，110.11.22 開工，

111.2.19 竣工。 
3. 淑慎樓重建工程第一期拆除暨管線遷移工程：長利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110.6.28 開工，110.9.16.完工。 
4. 淑慎樓重建工程第二期新建工程：甲頂營造有限公司，111..6.15 開工，預計

113.3.6 完工。 
5. 新宿舍運動先期規劃：110.11.22 召開期末規劃報告審查暨師生座談會，

110.12.13 召開整體改善計畫報部前籌備會議，110.12.17 教育部輔導團進行

先期審查，110.12.24 提送整體改善計畫報部。111.3.23 教育部再審會議通過。 
6. 學生宿舍基本設施提升及公共空間改善工程：111.4.29 教育部來函同意補助

經費 5,220 萬元，續行辦理甄選設計監造建築師作業，6 月招標，預計 8 月

辦理建築師評選。 
7. 榮譽校區 D 棟校舍走廊空間美化工程：岩城國際室內裝修有限公司，111.7.15

開工，預計 111.8.28 完工。 
8. 教師創新教學成長基地空間美化統包工程：桐毅室內裝修設計有限公司

111.6.27 開工，預計 111.9.4 完工。 
環安組 
(一) 規章制訂及修改 

修訂「國立臺南大學實驗室意外事故及災害緊急應變計畫」、｢職業安全衛生作

業標準｣及｢承攬商環安衛管理要點｣、環安組內部控制項目「實驗室安全衛生管

理」、「毒性化學物質管理」、「實驗室廢棄物處理」、「實驗室災害通報處理」自行

評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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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辦理教職員生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1. 新生實驗場所安全衛生教育訓練(110.09.15)。 
2. 111 年度教職員工職業安全衛生在職教育訓練(111.05.04)。 
3. 新進教職員工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三) 校園安全衛生工作 
1. 進行府城校區及榮譽校區廢液儲存室抽氣設備末端處理系統耗材更換。 
2. 辦理府城校區及榮譽校區廢液儲存室及各學院實驗室、學生餐廳等 VOC 氣

體偵測校正、耗材更換作業。 
3. 協助處理實驗室長期無使用鋼瓶(共 6 支)及專案補助購買實驗室鋼瓶固定架。 
4. 辦理餐廳廚務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練(110.11.5)。 
5. 製作府城及榮譽校區危害辨識卡(H-card)。 
6. 辦理 110 年度實驗場所危害因子作業環境監測(共 15 間)及文薈樓 CO2 檢測

事宜(110.04、110.10) 
7. 辦理教育部｢校園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制度｣展延驗證(111.3.15)。 
8. 辦理 110 年度作業環境監測計畫書上傳及定期檢查作業(110.04、110.10)、視

設系機械設備定期檢查作業(110.07)、實驗場所抽氣設備定期檢查作業、實驗

場所優先管理化學品申報作業及危害性化學品清單、實驗室化學品採購安全

衛生管理作業。 
9. 110 年度事業廢棄物及廢棄藥品清除及處理(合計 1.725 公噸)。 
10. 府城校區、榮譽校區廢棄物清理計畫書申請變更核准(環事字第 1110059453

號、環事字第 1110061247 號)。 
11. 辦理普通化學實驗場所緊急應變演練，並製成影片提供實驗室老師宣導，以

提高師生對於事故發生之緊急應變能力(110.11.11)。 
12. 辦理實驗場所安全衛生競賽及優良實驗場所觀摩活動(110.12.21)，以提升實

驗場所環境安全、衛生與美化。 
(四) 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管理  

1. 府城校區(管制編號 D3104585)新增鄰-二氯苯(列管編號 069-02)核可文件。 
2. 榮譽校區(臺南市毒核字第 000168 號)第 2 類毒化物二乙醇胺與第 4 類毒化

物乙二醇甲醚，申請註銷(環水字第 1110012697 號)。 
3. 南區毒化物聯防組織教育檢驗組 111 年 1 月 17 日於南科管理局辦理「111 年

度毒化災應變搶救組訓」。 
4. 111 年 3 月 5 日臺南市環保局蒞校進行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查核。 
5. 111 年複合型實驗室安全避難疏散演練計畫，府城校區於 5 月 11 日、榮譽校

區於 5 月 6 日已完成演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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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攬商安全衛生管理 

1. 111 年度承攬商協議組織會議改以書面通知廠商。 
2. 對承攬商入校工程進行危害告知，並提醒廠商防疫管理措施。 

(七) 其他工作項目 
1. 辦理 110 年教職員生在職健康檢查(110.10.27)。 
2. 協助職醫、職護臨場健康諮詢及四大計畫執行。 
3. 辦理 110 年室內空氣品質巡查檢驗、系統異常處理相關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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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辦理 110 年度本校飲用水質檢測作業。 
5. 辦理教育部大專校院用水安全管理線上申報作業、本校 110 年度環保支出統

計申報作業。 
6. 檢送「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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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辦理 110 年度基因重組實驗申請(生物實驗安全委員會)。 
8. 辦理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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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年度動物實驗申請人實際應用動物調查。 

肆、年度創新工作 

營繕組：落實再生能源發展政策，繼府城校區校舍屋頂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備後，

110 年續依經濟部「中央機關公有屋頂聯合標租」，與臺南市契約廠商中租迪和股份

有限公司勘查評估後，於榮譽校區忠孝堂屋頂設置第二期太陽光電發電設備，已於

110 年 7 月 23 日完成簽約公證，預定 111 年 12 月底前完成設置。 
事務組 
(一) 疫情期間為減少接觸，校園停車證收費申請新增簡訊驗證方式，以手機驗證碼

認證同意以薪資扣款，使用率達 82%，提升核發效率，並減少用紙。 
(二) 於研究計畫經費請購單新增自行檢核項目，提醒各單位承辦人自行檢視，避免

採購違常態樣發生： 
1. 同標的或性質相近標的，於同一年度辦理小額採購金額是否達 10 萬元以上。 
2. 不同性質標的是否皆向同一廠商辦理小額採購。 

(三) 110 學年度共召開 5 次校級校園及宿舍環境清潔督導會議，邀請各院教師及學

生代表、宿舍代表與會，藉由定期會議建立交流平台，精進校園清潔工作。 
環安組：宣導本校減少使用免洗餐具及包裝飲用水的執行方式與原則，並設立網頁

專區，彙整執行成效填報線上表單。 

伍、年度榮譽事蹟 

110 年度辦理綠色採購之整體績效達教育部指定比率 97.48%。 
通過 110 年「政府機關及學校用電效率管理計畫」評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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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發展處 

壹、單位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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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議事方面 

 學術發展組 
(一) 本校申請「科技部 110 年度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案」審查會議(110.9.27)。 
(二) 本校申請「科技部 110 年度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案」第二次審查會議

(110.10.20)。 
(三) 110 學年度獎勵研究績優系所複審會議(110.10.20)。 
(四) 110 年度補助學術研究計畫複審會議(110.10.27)。 
(五) 本校 110 年度學院特色發展計畫會議(110.11.24)。 
(六) 本校 110 年教育部大學校院校務資料庫填報第二次討論會議(110.11.1)。 
(七) 本校 110 學年度研究發展會議，共 2 次(110.12.22、111.6.15)。 
(八) 110 年度學術倫理專業調查小組會議(110.12.22)。 
(九) 本校學術倫理審議委員會(111.1.10)。 
(十) 本校第三週期大學校院校務評鑑重點說明會(111.3.7)。 
(十一) 本校 111 年教育部大學校院校務資料庫填報第一次討論會議(111.4.19)。 
(十二) 111 年度加強學術研究提昇教學品質獎勵初審、複審會議(111.4.25、5.23)。 
(十三) 110 學年度南大學報指導委員會議(111.6.20)。 
計畫服務組 
(一) 本校 110 年度研究發展中心設置評議委員會(110.9.13)。 
(二) 申請科技部 111 年度大專學生研究計畫線上說明會(110.10.27)。 
(三) 本校 110 年度第 2 梯次補助計畫配合款審議委員會線上會議(110.11.9)。 
(四) 本校 111 年度研究發展中心評鑑委員會(111.1.18)。 
創新育成中心 
(一) 110 年度培育廠商交流討論會議(110.12.9)。 
(二) 111 年度培育廠商交流討論會議(111.5.18)。 
(三) 本校 111 年度第 1 次技術審查委員會(111.3.15)、第 2 次技術審查委員會(111.6.28)。 

參、年度重要工作 

 學術發展組 
(一) 南大學報 

1. 110 年度學報採購結案及 111 年度學報採購請款相關事宜。 
2. 出版教育研究學報 55 卷 2 期、56 卷 1 期；人文研究學報 55 卷；理工研究國

際期刊 11 卷 2 期、12 卷 1 期；藝術研究學報 14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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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與各授權單位(凌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華藝數位股份有限公司、碩亞數碼科

技有限公司、高等教育文化事業有限公司、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元

照出版有限公司、聯合百科電子出版有限公司)銷售結帳事宜，110 年總計

10,631 元。 
4. 110-112 年度南大學報指導委員會委員改選事宜(校外委員：國立中正大學陳

淑英教授、國立屏東大學簡光明院長、國立成功大學陳建富特聘教授、國立

嘉義大學劉豐榮名譽教授)，任期自 110 年 8 月 1 日起至 112 年 7 月 31 日止。 
5. 本校南大學報投審稿系統，預計 111 年 9 月初修改完成。 

(二) 計畫相關 
1. 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結報、請款、更換執行機構(轉出)等事宜。 
2. 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變更，共 8 件。 
3. 科技部補助科學與技術人員國外短期研究相關事宜，111 年度本校獲核定通

過 1 名。 
4. 科技部 110-111 年度「大專學生研究計畫」核定事宜，計 6 件(人文、管理、

藝術學院)。 
5. 科技部 109 年度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案經費結報，及 110 年度獲獎人成果

繳交事宜。 
6. 上網公告科技部修正後之「科技部邀請國際科技人士短期訪問作業要點」。 
7. 科技部「補助團隊參與國際學術組織會議」核定事宜，1 件(資工系李老師)。 
8. 協助生態暨環境資源學系范老師獲中央研究院 111 年第 2 梯次「獎勵國內學

人短期來院訪問研究案」核定通過相關事宜。 
9. 本校已加入南區研究倫理聯盟種籽基金方案，即日起至 111.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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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其他 

1. 各類期刊徵稿、研討會徵求及計畫徵求等相關訊息公告。 
2. 教育部 110 年 10 月及 111 年 3 月「大學校院校務資料庫」填報事宜。 
3. 本校貴重儀器管理委員會選任委員改聘事宜，聘期自 110 年 8 月 1 日至 112

年 7 月 31 日，共計 4 名(林宏一、李建億、歐陽誾、謝宗欣教授)。 
4. 110 年 10 月 20 日召開 110 學年度獎勵研究績優系所審查會議。研究優良獎

獲獎系所為教育學系、戲劇創作與應用學系；最佳進步獎為電機工程學系。 
5. 110 年補助學術研究計畫案申請，共 13 件。 
6. 111 年度加強學術研究提昇教學品質獎勵案申請，共 229 件。 
7. 協助各單位填報科技部「110 年全國研發狀況調查」。 
8. 調查各系所有關 110 年度各類學術發表資料。 
9. 修訂相關法規 

(1) 修訂本校「獎勵研究績優系所作業要點」(110.9.15 行政會議)。 
(2) 修訂本校「執行科技部研究獎勵作業要點」(110.12.25 行政會議)。 
(3) 修訂本校「國立臺南大學貴重儀器管理委員會設置要點」(111.4.20 行政

會議)。 
(4) 廢止本校行政單位評鑑辦法(111.5.18 校務會議)。 

10. 中華民國斐陶斐榮譽學會 111 年榮譽會員推薦，共 14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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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配合教育部政策，於計畫人員進用前查詢法定不適任情事。 
12. 配合人事室定期辦理(每年 3 月 10 日前)本校聘用、進用、運用人員之不適任

人員查詢作業，已彙整研發處資料上傳至系統。 
13. 本校學院特色發展計畫第二年績效考核相關事宜。 
14. 110 年 12 月 29 日參加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辦理之「第三週期

大學校院校務評鑑實施計畫公聽會」及 111 年 4 月 27 日辦理之「第三週期

大學校院校務評鑑實施計畫說明會」，本校評鑑時程為 113 年下半年。 
15. 本校共 5 位教師榮登「2020 全球前 2%頂尖科學家榜單」，其中入榜「學術生

涯科學影響力」排名前 2%頂尖科學家名單為張德生老師、王健仁老師、白

富升老師；入榜「2020 年度科學影響力」排名前 2%頂尖科學家名單為張德

生老師、卜一宇老師、許正良老師。已製作榮譽榜單。 
 計畫服務組 

(一) 科技部補助教師研究計畫 
1. 科技部各期計畫徵求公告。 
2. 辦理各類專題研究計畫(含產學)申請案，未獲通過之案件通知申請人。 
3. 申請專題計畫終止執行 1 件，申請變更執行機關 3 件。 
4. 計畫申請及請款 

(1) 申請計畫 
A. 110 年度一般研究計畫(隨到隨審)2 件、111 年度一般研究計畫(隨到

隨審)2 件、新進人員隨到隨審研究計畫 1 件。 
B. 111 年原子能科技學術合作研究計畫 2 件。 
C. 110 年度專題研究計畫申覆 4 件。 
D. 111 年度專題研究計畫補助案 74 件(含一般研究計畫 73 件、新進人員

研究計畫 1 件)。 
E. 2030 跨世代年輕學者方案-優秀年輕學者 2 件、新秀學者 1 件、國際

年輕傑出學者 1 件。 
F. 111 年度鼓勵女性從事科學及技術研究專案計畫補助案 4 件。 
G. 111 年度第 1 期產學合作研究計畫 4 件、第 2 期 1 件。 

(2) 核定後簽約及請款：含 111 年度族群研究與原住民族研究整合型計畫 1
件、產學合作研究計畫 1 件、專題研究計畫 30 件、優秀年輕學者研究

計畫 1 件。 
(3) 計畫執行期滿辦理經費結報，共 49 件。 

5. 辦理科技部函查事宜 
(1) 函覆科技部有關計畫成果報告繳交查核結果共 2 件，及計畫經費結報查

核結果 1 件。 
(2) 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函查有關 109年度科技部專題研究計

畫調查資料檔案送交該中心所轄調查研究專題中心，經科技部初步認定

是以調查法進行之專題研究計畫共 2 案。 
(二) 科技部補助大專學生研究計畫 

1. 辦理申請 111 年度計畫經驗分享線上座談會(110.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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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因應科技部修正規定--恢復提供學生適量經費購買研究所需材料，補助經費

增列耗材、物品、圖書及雜項費，每一計畫最高補助 20,000 元--逐案檢查 111
年度新申請案是否編列預算及補正。 

3. 辦理 110 年度計畫結案 26 案、111 年度線上申請及函報事宜 69 件(造冊申請

67 件、申請外校指導 2 件)及 111 年度計畫核定事宜 26 件。 
4. 申請註銷 110 年度計畫 1 案、申請 110 年度計畫指導教授變更 1 案。 
5. 開立學生申請執行計畫證明書 5 件。 
6. 110 年度大專學生研究計畫研究創作獎：獲獎師生為幼兒教育學系(所)周湘

錡同學、指導教授翟敏如老師。 
(三) 校級研究發展中心相關事宜 

1. 110 年度中心設置評議委員會進行審議(110.9.13)： 
(1) 同意成立校級「體育運動文物研究中心」。 
(2) 同意「本土語文課程與教學推廣中心」因業務擴編更名為「本土語文教

育資源中心」。 
2. 籌辦中心 111 年度評鑑事宜：本次共 5 個校級中心應接受評鑑--2 個中心為

首次評鑑、3 個中心為例行評鑑。研擬書面報告格式通知各受評中心，最終

彙收評鑑報告書 3 件，未繳交單位確認放棄評鑑。 
3. 依「工程領域」及「人文領域」辦理校外委員推薦事宜。 
4. 研究發展中心評鑑委員會決議 3 個研發中心考核通過：本土語文教育資源中

心、亞太美感暨戲劇教育研發中心、臺南學研究中心(111.1.18)。 
5. 通知放棄評鑑之中心(低階能源利用開發教育中心、應用電力電子中心)，應

於年度評鑑日前提出專案簽核，並於簽准後 3 個月內辦理遷撤。 
6. 修正本校「研究發展中心設置暨管理要點」及「研究發展中心評鑑要點」。 

(四)辦理校內補助計畫配合款相關事宜 
1. 110 年度第 2 梯次申請 

(1) 公告並受理申請案及籌組審議委員會。 
(2) 向教發中心索取 110 學年度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通過名單，個案通

知符合教學型研究計畫之師長提件申請。 
2. 召開線上審查會議，本梯次核定補助 7 案並依第一梯次委員會決議，檢視本

補助要點修正草案(110.11.9)。 
3. 修正本校補助計畫配合款補助要點，送經行政會議通過(110.12.15)。 

(五)行政管理費及節餘款分配事宜 
1. 辦理實際提撥 109學年度行政管理費分配及後續各單位動支本項經費相關事

宜。 
2. 辦理提撥管理費撥入 111 年度「獎勵教師學術研究」暨「學術發展與交流經

費」之執行方式簽核事宜。 
3. 111 年度辦理產學合作計畫節餘款分配簽核暨通知，共 61 件。 
4. 簽辦 110 學年度(110.8.1-111.7.31)預估提撥科技部計畫管理費之分配及辦理

方式。 
(六)專任、兼任、臨時工等計畫助理人員業務(教育、理工、環生學院)  

1. 計畫人員業務：配合行政院 111 年軍公教員工待遇調整之規定，研擬本校計

畫人員工作酬金支給標準調整方案並公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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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用人系統業務 
(1) 系統之文字修正事宜。 
(2) 協同人事室辦理用人整合暨保費管理系統租賃議價。(111.3.24)  

3. 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獎助生辦理團體保險：擬訂校內團體保險辦理方式並公

告；依計畫主持人/執行單位申請費用，逐案授權經費(110 年 8 月至 12 月、

111 年 1 月至 7 月)；辦理 110 年度補助經費報結及 111 年度上半年保險費用

預借事宜。 
(七)專業發展合作學校大同國小及其他合作學校相關事宜 

1. 配合大同國小防疫需求，調查並函送各學期進駐大同館之師生名冊及使用者

健康聲明書。 
2. 將本校學務處衛保組公告之防疫作為依次轉知大同國小總務主任。 
3. 回覆主計室調查「專業發展合作學校契約書」之執行情形及預期效益。

(111.5.10) 
4. 協助生態系與嘉義縣立大埔國民中小學簽署專業發展合作學校。 

(八)其他 
1. 配合校內規劃請購核銷線上平台研商會議及訪談。(110.8.2、8.6、9.3) 
2. 修訂相關法規 

(1) 修訂本校「補助計畫配合款補助要點」。(110.12.15 行政會議) 
(2) 修訂本校「研究發展中心設置暨管理要點」。(110.12.15 行政會議) 
(3) 修訂本校「研究發展中心評鑑要點」。(110.12.15 行政會議) 
(4) 修訂本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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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附表 2「兼任助理費用支給標準」。(111.2.23 行

政會議) 
3. 辦理 109 學年度科技部專題計畫專案稽核作業 

(1) 依限填覆主計室有關專案稽核作業項目辦理情形。(110.10.14) 
(2) 辦理計畫專案稽核後續追蹤改善並經專案簽准。(111.1.17) 

4. 填報高教資料庫：完成 110 年 10 月份及 111 年 3 月份高教資料庫填報，並

依限上傳系統。 
5. 依據科技部科部綜字第 1100075575 號函示，盤點校內執行科技部計畫所約

用之兼任助理薪資，擬訂 111 年 1 月 1 日起每月均應至少支給 6,000 元之調

整方式並公告周知。 
6. 重點宣導科技部相關規定 

(1) 計畫主持人執行科技部產學合作研究計畫，倘有逕向合作企業採購之必

要者，應依規定事先簽准，始得辦理採購。 
(2) 計畫主持人應依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留意研究原始資料

之保存，並事先做好妥善規劃。 
(3) 科部綜字第 1100074533 號函示修正「補助大專學生研究計畫作業要點」，

修正重點為恢復提供學生適量經費購買研究所需材料，補助經費增列耗

材、物品、圖書及雜項費，每一計畫最高以補助 20,000 元為限。 
(4) 科部綜字第 1100075575 號函修正「補助專題研究計畫研究人力約用注

意事項」，修正重點為訂定首次約用月支酬金基本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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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科部綜字第 1110012759 號函修正「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作業要點」及「補

助專題研究計畫經費處理原則」，修正重點為明定應繳回範圍，係依核定

之各研究設備品項及出國種類繳回，非補助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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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經濟部相關計畫 
(1) 獲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107-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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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5.8 萬元。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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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輔導區域產業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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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盟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腦科學企業社、雙

欣科技有限公司、誠雲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亞洲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超

群圖書教育用品社、台灣穗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輕鬆購五金百貨生活

館、勞雇雙贏顧問有限公司、寶濟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昱多交通器材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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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商業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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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件：有創意投資有限公

司、超群圖書教育用品社、花苼米藝術設計短期補習班、台灣中油股份

有限公司、亞洲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台灣穗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勞雇

雙贏顧問有限公司、輕鬆購五金百貨生活館、寶濟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昱多交通器材有限公司。 
(2)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小型企業人力提升計畫 31 件。 

3. 產官學計畫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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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10 學年度共執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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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科研產業化平台計畫、勞動部產業新尖兵試辦計畫(共三

期)、台南市政府創新育成委辦計畫。 
(2) 有創意投資、體積有整合行銷顧問公司、南台彩藝印刷、新寶島運動廣

場、米蘭時尚髮型、眾達行銷服務、艾芮榮科技、雲傑科技、橙艾創新、

台灣中油、花苼米藝術設計、超群圖書教育以及嘉夢創意數位等多家企

業委託輔導、申請政府計畫或簽訂產學合作。 
4. 繼續與「臺南市智慧物聯網產業發展協會」合作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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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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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召開臺南市智慧物聯網產業發展協會理監事會議。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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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件。 
(2) 勞動部雲嘉南在地訓練計畫，5 件：中油得來速咖啡、花苼米藝術設計、

南台彩藝印刷、新寶島運動廣場、橙艾創新。 
(3)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微型及個人事業支援與輔導計畫，3 件：眾達行銷服

務、艾芮榮科技、雲傑科技。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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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年育成

計畫，本中心獲 62.5 萬元經費補助。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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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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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年度 U-
start 創新創業計畫，4 團隊獲得通過，總輔導金額 200 萬元。 

(2) 創新創業創意部分，針對輔導學生團隊辦理多場「用募資+創業實現你

心中的夢」工作坊。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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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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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 萬元。 
(2) 申請科技部新型態產學研鍊結計畫(萌芽計畫)，獲得 2 件補助(傅耀賢老

師、張家欽老師)，金額達 960 萬元。 
(3) 申請經濟部價創計畫(傅耀賢老師、張家欽老師)。 

9. 辦理教育訓練課程 
(1) 新尖兵-Google Analytics 人才培訓課程。 
(2) 薪酬福利策略、薪資結構設計與調薪策略規劃實務公開班。 
(3) 面談解讀實務及獎酬規劃公開班。 
(4) SEO 網路流量操作課程；透過網路口碑，擺脫價格競爭課程。 

10. 辦理「成功大學科研產學平台聯盟」計畫，獲 60 萬元補助。 
11. 辦理「勞動力發展署雲嘉南分署產業新尖兵試辦計畫」(三期)，每期約 280 萬

元補助。 
12. 辦理「110 學年度大專校院推動創新創業教育計畫」，獲 180 萬元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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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執行高教深耕計畫：E1 學產銜接、生生不息；E2 四創達人、渾然天成。 
(二) 重要業務工作 

1. 110 學年度進駐廠商共 13 家，其中新進駐廠商 2 家：誠盟電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雙欣科技有限公司。 
2. 修訂相關法規 

(1) 訂定「國立臺南大學研發成果運用之利益衝突迴避與資訊揭露處理要點」

(110.9.15 行政會議通過)；「國立臺南大學育成中心培育室進駐管理要點」

(111.1.12 行政會議通過)；「國立臺南大學產學合作計畫管理辦法」

(111.6.22 行政會議通過)。 
(2) 修訂「國立臺南大學研究發展成果及技術移轉管理要點」及「國立臺南

大學技術審查委員會設置要點」(以上均經 110.9.15 行政會議通過)。 
(3) 廢止「國立臺南大學產學合作實施辦法」(111.5.18 校務會議通過)。 

(三) 辦理專利、技轉、產學執行等工作 
1. 協助本校太陽能源人才培育中心傅耀賢教授團隊執行科技部科研創業計畫

相關專利技術鑑價事宜。 
2. 辦理下列產學合作計畫相關事宜 

(1) 生態暨環境資源學系「生態綠網棲地連結的規劃與示範」。 
(2) 流域生態環境保育研究中心「輔導建立友善養殖生產模式及綠網生態地

景營造計畫」。 
(3) 生態暨環境資源學系「環境教育人員職能增能講座計畫」。 
(4) 校友中心「職涯起飛講座計畫」。 
(5) 校友中心「外聘校園駐點職涯諮商」。 
(6) 民俗體育發展中心「2022 高雄內門宋江陣計畫」。 
(7) 生物科技學系「111 年食農教育推廣計畫」。 
(8) 視障教育與重建中心「111 年度澎湖縣視力協助員培訓實施計畫」。 
(9) 國語文學系「CWT 高等題庫擴充計畫」。 
(10) 電機工程學系「111 年國防先進科技研究計畫-增強戰機火災預警功能之

奈米複合結構氣體感測器研究」。 
(11) 太陽能人才培育中心「抗靜電薄膜開發計畫」。 
(12) 民俗體育發展中心「高雄軟體園區 111 年新春開工團拜活動」。 
(13) 教育學系「110 年花蓮縣學力檢測與會考答題分析報告計畫」。 
(14) 鋰離子中心「SBR 水系黏著劑測試研究計畫」。 
(15) 流域生態環境保育研究中心「屏東林管處旗山事業區治理工程規劃設計

階段生態檢核作業」。 
(16) 流域生態環境保育研究中心「牡丹鄉高士永久屋環湖景觀步道及環境改

善工程」。 
(17) 電機工程學系「車輛胎壓胎溫系統維護及修正」。 
(18) 流域生態環境保育研究中心「嘉義縣東石鄉三塊厝新段 921 等 9 筆地號

海岸利用管理說明書」。 
(19) 流域生態環境保育研究中心「臺南分局轄區 111 年度生態檢核執行及民

眾參與推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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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文化與自然資源學系「原住民族文獻史料內容關鍵字著錄及資料庫建置

分析」。 
(21) 鋰離子中心「SiO 負極鋰電池設計製備測試暨預鋰化技術開發」。 
(22) 臺南學研究中心「臺南市民俗類無形文化資產保存維護計畫」。 
(23) 鋰離子中心「鋰電池製作與測試計畫」、「電池設計與電池組設計開發與

相關配合技術開發」。 
(24) 經營與管理學系「家族特殊資產研究與發展計畫」。 
(25) 鋰離子中心「高安全電解質應用於軟碳負極鋰電池-高能量密度電池之安

全電解液與添加劑開發計畫」。 
(26) 流域生態環境保育研究中心「111 年度臺南、高雄、屏東地區保育治理

暨農村再生工程設計與施工階段生態檢核執行計畫」。 
(27) 應用電力電子中心「AGV 實時能源管理與馬達驅動監視整合之研究」。 
(28) 鋰離子中心「廢鋰電池回收粉體材料再利用技術計畫」。 
(29) 文化與自然資源學系「封存／再現：澎湖南方四島（增修版）製作案」。 
(30) 電機工程學系「元基板顯示專案」。 
(31) 生物科技學系「大豆發酵液抑制黑色素生成研究計畫」。 
(32) 生態暨環境資源學系「台南科技工業區環境監測計畫陸域植物調查」。 

肆、年度創新工作 

學術發展組 
(一) 因應本校 113 年校務評鑑，請電算中心依照第三週期評鑑指標建置評鑑資料上

傳系統。 
(二) 因應本校加強學術研究提昇教學品質獎勵案新增獎勵 Scopus 項目，請圖書館協

助購置 Scopus 資料庫。 
計畫服務組：規劃校內臨時工及兼任助理線上工時系統，與電算中心進行視訊演示

及討論會議共 3 場，預計 111 年 8 月上線，以期健全本校工時管理機制，並提升 E
化運作效益。(111.5.11、111.6.14、11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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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事務處 

壹、單位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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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專任助理

處理。 

貳、議事方面 

國際事務處 
(一) 處務會議：第 1 學期共 3 次(110.09.07、110.10.19、110.11.16)、第 2 學期共 3 次

(111.02.17、111.03.17、111.04.14)。 
(二) 110 學年度國際事務會議(110.12.29、111.06.08)。 
國際事務組 
(一)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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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10.22)。 
(二) 111 學年度交換學生出國甄選暨獎學金審查會議(111.01.14)。 
(三)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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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1.14)。 
(四)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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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6.08)。 
(五) 111 學年度第 1 學期姐妹校交換學生來校就讀複審審查會議(111.06.08)。 
(六)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交換學生出國甄選暨獎學金審查會議(111.06.08)。 
語文中心 
(一) 本校 110 學年度國際事務處語文中心師資遴選小組會議(111.01.20、111.06.24)。 
(二) 本校大一英文教師座談會議(111.03.28)。 

參、年度重要工作 

國際事務組 
(一) 座談及境外生活動 

1. 海外學習經驗分享座談及說明會 
(1)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境外生註冊暨輔導說明會(110.09.06)。 
(2) 海外學習經驗分享講座 

A. 赤道上的多元群島：淺談印尼華語教學與文化(110.10.06)。 
B. Hidden treasure of the world - a paradise named St. Vincent(110.10.20)。 
C. 西班牙哈恩大學交換經驗分享(111.03.30)。 
D. 華東師範大學、韓國京畿大學交換經驗分享(111.04.13)。 

(3) 交換學生出國(含獎學金)甄選說明會(110.11.03)。 
(4) 本校交換學生出國行前說明會(110.12.01、111.05.25)。 

2. 境外生相關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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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微積分課後輔導班開班(110.10.29-111.01.14、111.02.25-111.6.18)。 
(2) 110 年度「大手牽小手、我國高中生與大專院校外籍生交流計畫」(110.11.30、

111.03.30、111.04.17)。 
(3) 臺灣教育大學系統 2021 馬來西亞聯合同學會(110.12.10)。 

(二) 線上及實體招生活動 
1. 2022 臺灣高等教育線上博覽會(110.09.15、111.05.06)。 
2. 2021 年菲律賓臺灣線上高等教育展(110.09.15-10.15)。 
3. 航向藍海-2021 年臺灣高教暨華語線上教育展(110.10.15-11.15)。 
4. 日本台灣留學支援中心大學線上說明會(110.12.29)。 
5. 航向藍海-2022 年臺灣高教暨華語線上教育展(111.04.15-06.15)。 
6. 2022 砂拉越台灣高等教育資訊展(111.06.25、06.26、07.03、07.06、07.08、

07.09、07.10) 
7. 2022 年泰國臺灣高教暨華語線上教育展(111.07.18-07.22)。 

(三) 學生線上國際交流活動 
1. 與 日 本 金 澤 星 陵 大 學 線 上 進 行 國 際 交 流 活 動 ， 共 15 場 次

(110.08.11~111.05.09)。 
2. 與韓國加圖立大學線上進行國際交流活動，共 4 場次(110.08.01~110.09.26)。 
3. 與日本台灣留學支援中心合辦台灣印象繪畫比賽(110.11.19)。 
4. 與日本大阪公立大學合辦線上全英語交流活動(111.03.09、03.16)。 

語文中心 
(一) 開設課程 

1. 對外華語班(110.09.27-111.01.10、111.03.07-06.22)：53 人 
2. 中文閱讀特別班(110.09.30-12.16、111.03.17-06.09)：7 人 
3. 英語加強班(110-1、110-2、111 暑期)：571 人 
4. 全球瞭望角(110.10.06-12.22、111.03.16-06.08)：21 人 
5. 環球英文時光(110.09.29-12.15、111.03.16-06.08)：20 人 
6. 110 學年度多益輔導課程(110.09.13-12.18、111.02.21-05.20)：208 人 
7. 基礎/進階外國語文課程(含時間及參加人數) 

(1) 基礎日語(110.09.14-12.01、111.03.01-05.17)：73 人 
(2) 進階日語(110.09.14-12.01、111.03.02-05.18)：39 人 
(3) 基礎韓語(110.09.22-12.01、111.03.02-05.18)：59 人 
(4) 進階韓語(110.09.22-12.01、111.03.02-05.18)：24 人 
(5) 基礎西班牙語(110.09.22-12.01、111.03.02-05.18)： 48 人 
(6) 進階西班牙語(110.09.22-12.01、111.03.02-05.18)： 11 人 
(7) 基礎德語(110.09.14-12.01、111.03.02-05.18)：24 人 
(8) 進階德語(110.09.14-12.01、111.03.02-05.18)：10 人 
(9) 基礎法語(110.09.22-12.01、111.03.02-05.18)：44 人 
(10) 進階法語(110.09.22-12.01、111.03.02-05.18)：10 人 
(11) 基礎越南語(110.09.22-12.01、111.03.02-05.18)：14 人 
(12) 基礎泰語(110.09.13-12.07、111.03.07-05.23)：19 人 

8. 辦理大一英文會考(111.01.10-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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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辦理重要活動 
1. 理工和藝術學院研究生工作坊(110.08.19)：51 人參加。 
2. 大一新生英語營(110.09.09-09.10)：35 人參加。 
3. 檢定考試 

(1) 辦理多益測驗講座(110.11.24)：498 人參加。 
(2) 籌辦多益、托福校園考(111.01.09、111.05.22)：568 人參加。 

4. 英語職能系列工作坊(111.04.08、111.04.13)：208 人參加。 
5. 2022 國際文化系列活動(111.05.23-05.27)：國際花燈彩繪比賽；越南手作研

習工作坊；多元文化講座(日本、美國、聖文森、波蘭)等，共 348 人參加。 
6. 英語徵文比賽(110.10.04-10.31)：35 人參加。 
7. 校園英語短片比賽(111.03.25-05.20)：25 人參加。 
8. 英外語能力檢定考試獎勵(110.11.01-11.05、111.06.01-06.10)申請收件事宜。 
9. 本校英語試辦檢定模擬測驗 24 場次(110.10.20~111.06.01)。 
10. 本校英語新聞翻譯計 22 篇。 

肆、年度創新工作 

國際事務組 
(一)  辦理線上招生活動宣傳。 
(二)  配合教育部辦理境外學生來臺線上接機服務。 
(三)  補助跨國雙語線上交流活動。 
語文中心 
(一)  辦理本校英語試辦檢定，提供免費英語能力測驗服務。 
(二)  大一英文 A 實施全英語授課，以利雙語化政策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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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 

壹、單位基本資料 

館長 1 名，下設讀者服務組、採編組、期刊組、文物組及系統資訊組；由教師兼任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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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議事方面 

圖書館館務會議：第 1 學期召開 1 次(111.01.07)、第 2 學期召開 3 次(111.03.28、
111.04.25、111.07.14)。 
110 學年度圖書館諮詢委員會議(111.05.09)。 

參、年度重要工作 

工作重點 
(一) 110 年度圖書採購經費 9,463,541 元(含教補款購置電子書 568,100 元及空英

59,109 元)，共購入圖書資料(含電子書)31,929 種。 
(二) 110 年度加入「臺灣學術電子書暨資料庫聯盟」，增加可用電子書館藏 14,496 冊。 
(三) 110 年度處理新書推薦系統資料 5,093 種、贈送圖書資料 2,625 冊。 
(四) 110 年度圖書書目轉檔 37,556 筆，處理編目圖書 13,465 冊，優編 408 冊。 
(五) 110 年度期刊總採購經費 8,411,459 元，共訂購中、外文紙本及全庫電子期刊

2,102 種。 
(六) 處理新進期刊共 4,338 冊。 
(七) 處理館際合作對外申請 161 件、外來申請 78 件。 
(八) 提供借書服務共 11,494 人次、60,403 冊。 
(九) 因應資通安全維護及個資保護，清查 100.12.31(含)以前畢業及離職的讀者資料，

進行刪檔作業。 
(十) 清查館藏畢業紀念冊，移交校友服務中心。 
(十一) 於總館一樓出口加裝刷卡機，控管圖書館進出人流。 
(十二) 配合防疫需求滾動式調整，嚴格執行各項防疫措施，加強環境、借用圖書及

器具之清潔消毒，提供安全的使用空間。 
(十三) 完成圖書館地下室中文過期期刊 1,567 冊之報廢事宜。 
(十四) 香雨書院參觀共 2,099 人次（因應疫情 110 年 6 月至 10 月展館未開放參觀）；

柏楊文物館因應校園防疫政策，自 109 年 3 月 1 日起採預約參觀制。 
(十五) 香雨書院典藏室購置一台抽屜式訂製櫃，改善卷軸相關藏品之典藏環境。 
推廣活動 
110 學年度因應防疫，調整借還書及個別研究服務方式，部分教育訓練及推廣亦改為

線上活動。 
(一) 主題書展及藝術作品展覽 

1. 古典文學書展：古典事件簿(110.9.14-10.22)。 
2. 行動展覽館：台灣設計的歷史彰顯(110 年 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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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線上書展：奇幻的電子書(110 年 10-12 月)。 
4. SDGS 實體與線上書展(111 年 1-3 月)。 
5. 配合國立臺灣圖書館辦理「館藏臺灣學研究書展–行動展覽館」，主題：大展

身手，並於一樓展示區辦理「大展身手」-體育運動主題書展(111 年 3-4 月)。 
6. 於五樓全球瞭望角辦理「多元文化」書展(111 年 3-4 月)。 
7. 「2021 Open book 好書獎」書展(111 年 4-5 月)。 
8. 「從俄烏戰爭看世界」書展(111 年 6-9 月)。 
9. 於府城總館辦理藝術學院特色計畫成果展「山 x 海進行式之未來」，營造閱

讀空間藝文氛圍(110 年 11 月-111 年 1 月)。 
10. 香雨書院展覽 

(1) 因應疫情 110 年 6 月至 10 月展館未開放參觀。 
(2) 「黃宗義教授古稀書法展」(110.11.03-111.01.09)。 
(3) 「墨楮留韻–陳牧雨書畫展」(111.01.26-03.27)。 
(4) 「時光停格–館藏攝影展」(111.04.13-07.03)。 
(5) 「鹽分地帶藝術家李伯元個展」(111.07.20-10.22)。 

11. 柏楊文物館常設展（因應校園防疫政策，採預約參觀制）：展出柏楊出版相關

書籍、生平文物及歷史文件資料、證書等。 
(二) 教育訓練 

1. SDOL(110.12.15 實體課程、111.04.24 實體課程)。 
2. Naxos Music Library(110.10.02 線上課程、111.05.18 線上課程)。 
3. Wiley 電子書、方正資料庫、Emerald 期刊全庫(110.12.01 實體課程、111.05.11

線上課程)。 
4. ProQuest Education Datatbase、PQDT+DDC、Udn 電子書(110.10.15 線上課程、

111.03.02 實體課程)。 
5. EBSCO Academic Search Premier 資料庫(110.09.29 線上課程、111.03.09 實體

課程)。 
6. HyRead 臺灣全文資料庫、電子書(111.06.01 線上課程)。 
7. Endnote書目管理軟體+CNKI+JCR (110.10.06線上課程、110.11.17線上課程、

111.03.16 實體課程、111.05.25 線上課程)。 
8. IEEE/IET Electronic Library (IEL)(110.12.29 實體課程、111.03.23 實體課程)。 
9. Airiti Library 華藝線上圖書館及 iRead eBook 華藝電子書(110.12.22 實體課

程、111.05.04 實體課程)。 
10. EBSCO Academic Search Premier 資料庫(110.09.29 線上課程、111.03.09 實體

課程)。 
11.  配合系所教師課程需求，提供圖書資源講解課程共 6 場次。 

(三) 電影播放活動：辦理校慶電影院活動，共 2 場(110.12.11-12.12)。 
(四) 圖書館推廣活動 

1. 舉辦「我愛電子書-推推推」線上推廣活動，並透過軟體辦理線上抽獎

(110.10.4-10.25)。 
2. 配合校慶舉辦「你嘛幫幫忙，SDGS 需要你-找書活動」，透過活動宣導 SDGS

的理念(110.12.11-12.12)。 
3. 校慶期間舉辦「一日館員」(110.12.11-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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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年度創新工作 

製作「圖書資源利用課程」影片，放置於圖書館網頁提供學生自行下載學習。 
成立圖書館 Insgram 帳號，並透過 IG 舉辦推廣活動與公布訊息。 
香雨書院與鄰近 5 所國中合作，提供學生實施志工服務學習，110 學年度共計 22 人

次 144 小時(110 年 8 月至 11 月因疫情無提供服務學習)。 
因應疫情所需，購置雲端公播電影院，提供師生同仁線上觀賞教學研究所需之視聽

資料。 

伍、年度榮譽事蹟 

111 年榮獲國家圖書館臺灣學術資源影響力「學位論文傳播獎-全文授權率」公立大學組

第 1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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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書室 

壹、單位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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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貳、議事方面 

110 學年度校務會議 
(一) 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110.11.17)。 
(二) 第 2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111.5.18)。 
110 學年度校務發展委員會第一次會議(110.11.1)。 
主管會報 
(一)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共召開 3 次(110.9.27、110.10.25 取消、110.11.29、110.12.27)。 
(二)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共召開 4 次(111.3.7、111.4.11、111.5.9、111.6.6)。 
風險管理相關會議 
(一) 110 年度風險管理工作小組第 2 次會議(110.9.29)。 
(二) 110 年度風險管理推動小組第 1 次會議(110.11.29)。 
(三) 111 年度風險管理工作小組第 1 次會議(111.5.6)。 

參、年度重要工作 

外賓參訪及拜會校長 
(一) 志光集團林進榮總裁(110.9.14)。 
(二) 臺灣中油公司臺南營業處陳奕伸處長(110.10.15)。 
(三) 救國團臺南市團委會梁明峰總幹事(110.10.29)。 
(四) 美國佛羅里達大學媒體製作、管理與科技學系訪問學者李育豪副教授(110.11.19)。 
(五) 臺南市立大同國小李素珍校長(110.12.3)。 
(六) 慈濟大學劉怡均校長(110.12.10)。 
(七) 本校附屬高級中學陳森杰校長(110.12.15)。 
(八) 本校傑出校友林亨受校長及林亨華校長(111.2.16)。 
(九) 教育部會計處蘇文樹副處長(111.3.22)。 
(十) 台積電慈善基金會彭冠宇執行長(111.4.26)。 
(十一) 臺南市政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戴偉竣主任委員(111.4.26)。 
外賓蒞校演講並拜會校長 
(一) 本校 42 級傑出校友、前司法院翁岳生院長(110.10.19)。 
(二) 前教育部部長、中央研究院杜正勝院士(110.12.2)。 
(三) 僑務委員會葉敏芬僑務顧問(111.2.22)。 
出國訪問：因新冠肺炎疫情，暫緩辦理海外招生等參訪活動。 
其他 
(一) 邀請並接待媒體及貴賓出席 123 週年校慶迎聖火、開鑼暨揭幕典禮(110.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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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舉辦「師生研發成果發表會暨年終記者會」，增進與媒體互動及提升本校能見度

(110.11.26)。 
(三) 邀請並接待媒體採訪本校鋰離子電池研究發展中心舉辦之「2021 國際先進鋰離

子電池與氫能燃料電池電化學儲能研討會」(110.12.7)。 
(四) 印製及寄送 123 週年校慶邀請卡及謝函，並接待校慶與會貴賓(110.12.11)。 
(五) 邀請並接待媒體採訪本校國語文學系舉辦之「語文應用組畢業成果展—百感交

奇感官文學展」(110.12.21)。 
(六) 邀請並接待媒體採訪本校藝術學院 2022 藝術季開幕典禮(111.3.30)。 
(七) 舉辦「2022 阿勃勒節」系列活動，邀請學生社團於阿勃勒樹下進行展演，師生

同樂(111.5.30-6.5)。 
(八) 製作及寄送 111 級畢業典禮邀請卡及謝函。畢業典禮因應新冠肺炎(COVID-19)

疫情採實體與線上併行方式辦理，協助拍攝典禮照片(111.6.5)。 
(九) 製作更新誠正大樓中庭宣傳布條，宣傳本校獲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及新世代學

生住宿環境提升計畫經費補助。 
(十) 110 年度新聞發布共計 334 則，曝光數逾 2,500 次，強化學校宣傳。 
(十一) 製作重要活動影片於數位訊息看板播放，約 40 則。 
(十二) 安排校長於春節、端午及中秋等三節慰問退休同仁；惟因應新冠肺炎疫情，

暫停辦理。 
(十三) 擬定 110 年及 111 年校務基金稽核計畫；依規定時限完成 110 年稽核報告並

於 111.5.18 校務會議上進行報告。 

肆、年度創新工作 

協辦「110 年全國大專校院學生本國語文競賽」，於 110 年 10 月 15 日辦理活動記者

會；110 年 11 月 14 日競賽當日協助貴賓接待，以及發布相關新聞稿，以達活動宣傳

之效，並提升本校語文教育特色之知名度。 
協辦「紅樓百歲慶」活動，規劃辦理紅樓文物史料展覽，以及製作邀請卡寄送相關

貴賓；於 111 年 5 月 28 日慶祝活動當天接待來賓，讓各界了解本校悠久校史與見證

紅樓風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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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年度：總經費 5,554,000 元(含外部募款金額)，負責計畫書修正、每月管考

回報、期中及年度成果報告撰寫、海報設計、經費流用等事宜。 
(二) 111 年度：撰寫申請計畫書及修正計畫書，獲核定經費 6,817,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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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頁等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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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室 

壹、單位基本資料 

主任 1 名、訓練活動組組長(教師兼任)1 名及校聘組員 1 名。 

貳、議事方面 

校慶運動大會籌備會議 
(一) 123 週年校慶運動大會第一次籌備會議(110.11.03)。 
(二) 123 週年校慶運動大會第二次籌備會議暨領隊會議(110.11.24)。 
運動場地協調會 
(一) 110 年暑假場地協調會(110.06.16)。 
(二) 110 學年度第一學期運動場地協調會(因疫情延至 110.10.12 召開)。 
(三) 110 年寒假場地協調會(111.01.12)。 
(四) 110 學年度第二學期運動場地協調會(111.02.23)。 
體育室室務會議 
(一) 110 學年度第一學期體育室室務會議(110.09.13)。 
(二) 110 學年度第二學期體育室室務會議(111.03.02)。 

參、年度重要工作 

校內體育活動 
(一) 123 週年校慶運動會會前賽於 110.12.01 下午進行。 
(二) 舉行 123 週年校慶運動大會(110.12.18、12.19)。 
(三) 校內各項比賽活動 

1. 110 年 10 月 26 日於桌球室舉辦「110 學年度新生盃桌球競賽」。 
2. 110 年 11 月 8 日起舉辦「110 學年度校長盃排球競賽」。 
3. 110 年 11 月 17 日「2021 年南大校長羽球賽」開打。 
4. 111 年 3 月 7 日「110 學年度新生盃排球賽」開打。 
5. 111 年 3 月 14 日「2022 年臺南大學新生盃籃球賽」開打。 
6. 111 年 5 月 16 日「2022 國立臺南大學第十四屆重量盃排球競賽」開打。 

校際體育活動 
(一) 舉辦「第 31 屆南大盃排球邀請賽」，全國共 46 隊 504 人參加(110.11.27~11.28)；

「第 32 屆南大盃排球邀請賽」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暫停辦理。 
(二) 「2022 第二屆南大盃全國羽球公開賽」原定 111.05.21 至 05.22 舉行，受新冠肺

炎疫情影響，暫停辦理。。 
(三) 中華民國大專校院 110 學年度籃球運動聯賽 

1. 參賽註冊(110.10.26)，本校有公開組男籃、一般組男籃二隊參加。 
2. 協辦體育署於本校中山館舉行之第二級第四區預賽(110.12.01~12.09)及分區

排名賽(110.12.20~12.23)。 
3. 一般男生組第四區預賽於成功大學開賽(110.12.24~12.27)，分區排名賽於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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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科技大學舉行(111.03.15~03.17)，本校由鄭安城主任帶隊參加。 
(四) 中華民國大專校院 110 學年度排球運動聯賽 

1. 參賽註冊(110.10.20)，本校有公開組女排(一級)、一般組男排及一般組女排共

三隊參加。 
2. 公開女生組由鄭安城老師帶隊參加於高雄科技大學舉行的第一級各分組預

賽(110.12.20~12.24)；複決賽(111.04.01~04.08)於彰化師範大學舉行。本校公

開組女子排球隊獲第八名，保留甲一級參賽資格。 
3. 一般女生組第二級預賽於淡江大學舉行(110.12.25~12.26)，本校獲第一名；複

賽於雲林科技大學舉行(111.03.20~03.21)，本校獲第二名；決賽於中央大學比

賽(111.05.01~05.04)，本校本學年度獲全國第十三名。 
4. 一般男生組預賽於高雄實踐大學比賽(110.12.11~12.12)。 

(五) 協助臺南市政府辦理「2022 臺南古都國際半程馬拉松」(111.03.06)。 
(六) 「中華民國 111 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註冊(111.02.25)，國立體育大學主辦，

本校報名項目有田徑、桌球、羽球、網球、軟式網球、空手道、跆拳道、輕艇、

游泳、武術等十項目。 
(七) 「第 33 屆木鐸運動競賽」註冊(111.03.04)，臺灣師範大學主辧，本校參加項目

有男生籃球、女生籃球、男生排球、女生排球、男生桌球、女生桌球、男女混合

羽球共七隊。因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111 年暫停辦理。 
(八) 「2022 年富邦人壽勇士系際冠軍盃競賽」註冊(111.06.02)，本校代表參賽隊伍

為「綠色能源科技學系」，並晉級全國決賽。 
其他重要工作或紀事 
第一學期第 7、8 週(110.10.25~10.26、11.01~11.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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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得數據上傳教育部體育署「體適能資料上傳管理系

統」，計 1,005 筆資料。 
中山體育館木質地板進行白蟻防治噴藥(111.05.16)。 
申請校外補助項目 
(一) 教育部體育署「111 年度發展特色運動」，核定補助田徑隊 13 萬元、羽球 14 萬

元、排球 18 萬元，合計 45 萬元。 
(二) 本校排球代表隊參加「中華民國大專校院 110 學年度排球運動聯賽」，大專院校

體育總會補助參賽球隊公開女生組第一級 11,000 元、一般男生組第二級 4,000
元、一般女生組 8,000 元，合計 23,000 元。 

110 學年度本校運動代表隊校外比賽成績及其他校內比賽成績 
名稱/日期 項目 姓名 成績 

110 年全國師生盃巧

固球錦標賽

(110.10.22~10.24) 

社會男子組 
傅聖翔、鄭嘉宇、楊寰宇、

吳承祐、鄭愷均、楊承勳、

古竣丞 
第二名 

社會女子組 吳孟萱、黃孝瑄 第二名 

110 學年度新生盃桌

球賽 
(110.10.26) 

桌球 
特教系 第一名 
電機系 第二名 
資工系 第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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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日期 項目 姓名 成績 
110 學年度保齡球錦

標賽

(110.11.01~11.05) 
盟主賽 周育霆 第五名 

110 年全國沙灘巧固

球錦標賽

(110.11.4~11.08) 
社會女子組 

吳孟萱、黃孝瑄、蔡馨儀、

王亭婷、孫筠淇、邱閔珠、

張筠蔚 
第二名 

110 年臺北市秋季全

國 田 徑 公 開 賽

(110.11.17~11.20) 

400 公尺 
黃柏恩 第三名 
江宗翰 第四名 

100 公尺 
陳玟溥 第一名 
賴柏翔 第二名 

200 公尺 
陳玟溥 第一名 
賴柏翔 第二名 

100 公尺接力 
王品尊、賴柏翔、黃哲逸、

陳玟溥 
第一名 

400 公尺接力 
簡宇勝、黃柏恩、王品尊、

江宗翰 
第二名 

110 年校長盃羽球錦

標賽 
(110.11.17~11.24) 

羽球 
體育系 第一名 
資工系 第二名 
綠能系 第三名 

110 年校長盃排球競

賽 
(110.11.8 起) 

排球(男子組) 

體育系 第一名 
生態系 第二名 
電機系 第三名 
教育系 第四名 

排球(女子組) 

體育系 第一名 
教育系 第二名 
戲劇系 第三名 
文資系+行管系 第四名 

2021 高南盃全國羽

球分級錦標賽

(110.11.27~11.28) 

混雙 詹幃茹 第一名 
女雙 江怡萱 第一名 
女雙 周恩妃 第二名 

中華民國大專校院

110 學年度國術錦標

賽」(110.12.3~12.5) 

南拳 林廷翰 第二名 

南拳 陳銘峰 第六名 

110 年諸羅山盃全國

羽 球 錦 標 賽

(110.12.11) 
雙打 詹幃茹、廖沛靜 第一名 

2021 大專羽球超級盃

競賽 
(110.12.7~12.10) 

三打三 江怡萱、李惠如、陸純青 第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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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日期 項目 姓名 成績 

110 學年度大專校院

排球聯賽」公開女生

組第一級  

預賽(110.12.20~12.24) 
黃素琴、董昱辰、李諺妮、

趙婉琇、陳汶欣、林雨萱、

李哿葳、曾彙雯、蔡欣樺、

朱英綺、陳苡安、黃品柔 

第五名 

複決賽(111.4.2~4.7) 第八名 

110 學年度排球聯賽

(一般女生組) 

預賽(110.12.24~12.26) 
洪諧旻、吳亞軒、林詩翎、

許瑜倩、盧星蓉、蔡昀臻、

蕭鈺庭、李汶洳、張祐瑄、

張歆玗、吳婕菱、傅予恩、

鄭伊玲、鄧喬尹、張海晴、

余奕萱、陳玫甄 

第一名 

複賽(111.3.20~3.21) 第二名 

決賽(111.5.2~5.5) 第十三名 

2022 年港都盃全國

田徑錦標賽

(111.2.24~2.28) 

三級跳遠 魏君恩 第二名 
400 公尺跨欄 黃柏恩 第五名 

100 公尺 陳玟溥 第五名 
100 公尺 賴柏翔 第八名 

4*100 公尺接力 
趙敬民、賴柏翔、張玄、 
江宗翰 

第一名 

4*100 公尺接力 
江宗翰、黃柏恩、蔡佳佑、

簡宇勝 
第三名 

4*400 公尺接力 
鄭雋嶧、謝勝富、黃浩倫、

黃哲逸 
第五名 

4*400 公尺接力 
詹博幃、劉光浤、吳俊頡、

佘東翰 
第六名 

111 年新北市全國青

年盃田徑錦標賽

(111.3.8~3.11) 

100 公尺 陳玟溥 第三名 

4*100 公尺接力 
謝勝富、賴柏翔、江宗翰、

陳玟溥 
第一名 

4*400 公尺接力 
吳俊頡、蔡佳佑、簡宇勝、

江宗翰 
第三名 

111 年全國師生盃巧

固 球 錦 標 賽

(111.5.2~5.6) 
社會男子組 

古竣丞、陳嵩淵、吳承祐、

巫儒恩、楊寰宇、蔡經翔、

鄭愷均、鄭嘉均、楊承勳、

王祥祐、傅聖翔、鄭嘉宇、

謝沅達 

第二名 

111 年全國大專運動

會 
(111.05.07~05.11) 

公開男生組田徑 100 公尺 
陳玟溥 第三名 
趙敬民 第七名 
賴柏翔 第八名 

公開男生組田徑 4X100 公尺接

力 
張玄、賴柏翔、趙敬民、 
陳玟溥 

第二名 

公開男生組田徑 200 公尺 陳玟溥 第二名 
公開女生組田徑 三級跳遠 魏君恩 第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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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日期 項目 姓名 成績 
一般男生組田徑 4X400 公尺接

力 
周立傑、吳冠丞、蘇韋丞、

佘東翰 
第四名 

一般男生組田徑 400 公尺 佘東翰 第六名 

公開男女混合組桌球 雙打賽 呂信翰、龍軍菱 第四名 

公開男女混合組桌球 雙打賽 陳逸曇、文芊芊 第七名 

公開男生組網球 雙打賽 陳廣芃、吳文翔 第五名 

公開女生組軟式網球 單打賽 陳楹弈 第八名 
公開女生組輕艇 200 公尺 C1 林佳旻 第一名 
公開男生組武術 長拳 洪百賢 第六名 
公開男生組武術 南拳/南棍全能 林廷翰 第四名 
公開男生組武術 南拳/南棍全能 楊凱翔 第五名 
公開女生組武術 太極拳/太極劍

全能 
劉佩勳 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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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室 

壹、單位基本資料 

主任 1 名、秘書 1 名、專員 1 名、組員 2 名、校聘組員 1 名。 

貳、議事方面 

110 學年度教師評審委員會，7 次(110.10.13、110.12.15、111.1.12、111.2.23、111.3.23、
111.5.25、111.6.22)。 
110 學年度職員甄審委員會，6 次(110.8.30、110.11.18、111.4.12、111.5.30、111.6.30、
111.7.27)。 
110 學年度職員考核獎懲委員會，3 次(110.10.6、110.12.1、111.1.12)。 
110 學年度校聘人員考核獎懲委員會，5 次(110.10.6、110.12.1、110.12.22、111.3.1、
111.3.14)。 
110 學年度推動業務委託民間辦理專案小組會議，2 次(110.10.22、111.6.28)。 
110 學年度勞資會議，4 次(110.9.24、110.12.27、111.3.4、111.6.20)。 

參、年度重要工作 

修訂法規 
(一) 修正本校「組織規程」，經 110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通過(110.11.17)。 
(二) 訂定本校「校長教授延長服務作業要點」，經 110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

議通過(110.11.17)。 
(三) 修正本校「職員職務輪調要點」，經 110 學年度第 3 次行政會議通過(110.12.15)。 
(四) 修正本校「校聘人員進用及管理要點」，經 110 學年度第 5 次行政會議通過

(111.2.23)及 111 年度第 2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會議通過(111.2.23)。 
(五) 修正本校「全時工讀生及身心障礙臨時工僱用管理要點」，經 110 學年度第 5 次

行政會議通過(111.2.23)。 
(六) 修正本校「約用人員工作規則」，經 110 學年度第 6 次行政會議通過(111.3.23)及

111 年度第 3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會議通過(111.4.25)。 
(七) 修正本校「教師兼職暨借調處理要點」，經 110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校務

會議通過(111.5.18)。 
(八) 修正本校「教師聘約」，經 110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通過(111.5.18)。 
(九) 修正本校「校長遴選辦法」，經 110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通過(111.5.18)。 
(十) 修正本校「差勤暨加班管理要點」，經 110 學年度第 8 次行政會議通過(111.6.22)。 
教師聘任升等業務 
(一) 4 位專任(含專案)教師通過審核聘任並完成報到。以 111 年 2 月 1 日為基準，全

校教師 223 人(含教授 111 人、副教授 79 人、助理教授 33 人)、教官 1 人、助教

5 人、兼任教師 262 人。 
(二) 申請升等之教師共 5 位，通過升等為教授 1 人、副教授 3 人，通過率 80%。 
訓練進修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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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原定 110 年 7 月 28 日及 29 日舉辦本校職員專業能力研習，因新冠肺炎疫情，

調整至 8 月 4 日及 5 日舉辦。 
(二) 110 年 8 月 26 日舉辦「勞工權益說明會」系列講座，邀請人力顧問公司孫茄綾

顧問講授「認識勞退制度～讓財務自由 掌握退休人生」。 
 各類保險、福利業務 

(一) 教職員參加公務人員保險 110 年 12 月 298 人、全民健保 509 人(含眷屬及第六

類人員)。 
(二) 110 學年度辦理教職員工生育補助 1 件及喪葬補助 12 件。 
(三) 110 學年度辦理子女教育補助第 1 學期 93 人次、第 2 學期 91 人次。 
(四) 辦理教職員自願退休 3 人、屆齡退休 4 人，共 7 人。 
員工文康活動 

(一) 辦理春節團拜活動(111.1.25)。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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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生日禮券。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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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航空：提供同仁搭機優惠。 
3. 大億旅行社：提供同仁各項折扣優惠。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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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自然就好心理諮商所：提供本校教職員工校外諮商服務。 

肆、年度創新工作 

 為使本校職員甄選過程公開透明及配合政府推動無紙化措施，建置「本校職員甄選

系統」，使應考者能充分掌握考試訊息且大幅減輕承辦人之工作量，提升行政效能。 
於本室網頁建置「勞工專區」，除提供相關法規及演講資訊外，並蒐集同仁經常提問

事項作成 Q&A，供新進人員或有疑義者參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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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計室 

壹、單位基本資料 

主任 1 名、組長 1 名、專員 1 名、組員 2 名、校聘組員 1 名。 

貳、議事方面 

 「111 年度經常門預算分配初審會議」於 110 年 9 月 15 日召開，通過後提送校務基

金管理委員會審議。 
 「112 年度資本門預算分配初審會議」於 111 年 3 月 2 日召開，通過後提送校務基

金管理委員會審議。 
 「110 學年度內部控制小組會議」分別於 110 年 9 月 24 日及 111 年 4 月 18 日召開，

討論本校 110 年度內部稽核報告、110 年度內部控制實施成效自行評估計畫、111 年

度稽核計畫、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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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年度稽核計畫行前會議」於 111 年 5 月 16 日召開，簽報校長核可後，函發稽

核通知予受查單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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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年度預算案(含附小)，依編審辦法及核定額度編列完成，並於 110 年 8

月 24 日前陳送教育部彙送立法院審議。 
(二) 本校 110 年度未及執行之購建固定資產預算數，申請保留轉入 111 年度繼續辦

理案，報奉教育部 111 年 2 月 18 日臺教會(一)字第 1114400297G 號函同意保

留。 
(三) 本校 111 年度預算第 1 期實施計畫及收支估計表，報奉教育部 111 年 1 月 28 日

臺教會(一)字第 1110005412 號函同意核定。 
(四) 本校 111 年度預算第 2 期實施計畫及收支估計表，業以 111 年 7 月 15 日南大主

字第 1110012896 號函報核定。 
(五) 規劃全校 111 年度經常門預算分配計畫，於 110 年 9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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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年度資本門概算分配計畫，於 111 年 3 月 2 日召開分配初審會議，

決議通過後，資料提送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審議。 
(七) 依各單位工作計畫，彙編 112 年度校務基金附屬單位概算，112 年度校務基金附

屬單位預算書表依教育部會計處 111 年 3 月 15 日 111 基金 027 通報、「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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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年 3 月 31 日前

函送教育部核辦。 
 校務基金會計報告、半年結算報告、年度決算報告編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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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依決算法、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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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年度決算，決算報告於 111 年 2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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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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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年度

半年結算報告，並於 111 年 7 月 8 日分送行政院主計總處、教育部、審計部教

育農林審計處。 
 校務基金財務規劃報告書及財務績效報告書編製 
(一) 本校 110 年度校務基金績效報告書，報奉教育部 111 年 6 月 7 日臺教高(三)字

第 1110053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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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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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年 12 月 1 日臺教高(三)字第 1100161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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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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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年 10 月 21 日完成本校 110 年度第 2 次出納會計事務查核，並於 111 年 5 月 18
日完成本校 111 年度第 1 次出納會計事務查核。 

 內部控制 
(一) 完成本校內部控制作業手冊修訂(3.3 版)，並經 111 年 4 月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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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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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校務基金財務績效 
(一) 110 年決算短絀數 50,067 千元，較預算短絀數 68,106 千元減少 18,039 千元，較

109 年度決算短絀數 51,604 千元減少短絀 1,537 千元。 
(二) 110 年決算現金及定存 1,373,320 千元，較 109 年淨增 113,554 千元，校務基金

財務穩健。 
(三)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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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724 千元，

較 109 年決算 61,197 千元減少賸餘 20,473 千元。 

肆、年度創新工作 

配合新進人員訓練事宜，提供經費核銷注意事項簡報，協助新進人員快速學習並融入新

環境(111.0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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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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1 
二 255 
三 275 
四 283 

碩士班(日) 
一 113 

二 194 

進修碩士班(夜) 

一 55 

二 52 

三 52 

進修碩士班(日) 

一 19 

二 24 

三 18 

進修碩士班(暑) 四 4 

博士班 

一 18 

二 18 

三 22 

四 13 

五 41 
總計 1,717 

教職員人數統計 

類別  職稱  人數  

教師 

教授 29 

副教授 26 

助理教授 12 

行政人員 

組員 1 

助教 2 

校聘組員 6 
總計 76 

貳、議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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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學年度院教評會議(110.10.6、110.11.10、111.1.4、111.3.16、111.5.4、111.6.13)。 
110 學年度院課程規劃會議(110.10.4、110.12.7、111.5.16)。 
110 學年度院務會議(110.10.22、111.6.23)。 
110 學年度院內主管會議(110.9.30、111.3.2) 
110 學年度教育研究學報編審會議(110.9.29、111.3.4)。 

參、年度重要工作 

教師升等：辦理院內四位專任教師升等送審(110.10、111.3)。 
教育研究學報：完成第 55 卷第 2 期(110.10)及第 56 卷第 1 期(111.4)出版。 

肆、年度創新工作 

辦理學院「大師講堂」，共七場，依序邀請： 
(一) 林明地教授(中正大學教育學研究所)演講「教育的 GPS：行政(領導)實踐與學習」

(110.11)。 
(二) 王政忠老師(南投縣立爽文國中)演講「有一種翻轉叫偏鄉」(110.11)。 
(三) 劉怡均校長(慈濟大學)演講「往前坐，請發言--從優秀女科學家到大學女校長之

路 Lean In, Speak Up.」(110.12)。 
(四) 林和秀老師(台南市東區勝利國小老師、110 年教育部師鐸獎)演講「與特教園丁

旅行趣：『在生命轉彎處，以愛相遇』」(111.3)。 
(五) 曾建勳校長(高雄市茄萣區興達國民小學、110 年度校長領導卓越獎)及鍾培音校

長(高雄市路竹區竹滬國小、110 年度教學卓越獎金質獎)演講「CHANGE，孩子

的成王之道- Change，中小型學校的經營與學習改變；孩子的成王之道，竹滬國

小 KING 課程發展」(111.4)。 
(六) 藍佩嘉特聘教授(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特聘教授、社會科學院亞洲社會比較研

究中心主任)演講「教養為何變得這麼難？中產階級家庭的親職經驗」(111.6)。 
(七) 高俊雄教授(國立體育大學特聘教授)演講「國際組織倡議的體育運動及休閒政

策」(111.6)。 
本學院設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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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學院設有「偏鄉師資培育」、「程式設計教育培力」二個微學程。 
執行教育部素養導向高教學習創新計畫-「創新 x 熱忱 x 探索：普拉斯探索計畫」。 

伍、年度榮譽事蹟 

教育學系黃彥文助理教授榮獲 110 年度教育部實習指導教師典範獎，幼兒教育學系

郭純汎、許宛萍同學榮獲 110 年度教育部實習學生優良奬。 
教育學系吳純萍老師及特殊教育學系林千玉老師榮獲 110 年度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

計畫(110.8.1-111.7.31)。 
科技部 110 年度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案，本學院教育學系林素微老師獲「傑出人

員」；教育學系林斌老師、特殊教育學系蔡淑妃老師、幼兒教育學系張麗芬老師獲

「優良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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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院通過科技部教師專題研究計畫 8 件。 
本學院通過科技部 110 年度補助大專學生研究計畫 9 件(110.7.1-111.2.28)。 
幼兒教育學系周湘錡同學(指導老師翟敏如副教授)榮獲科技部 110 年度大專學生研

究計畫研究創作獎。 
本學院特殊教育學系陳英豪老師及蔡淑妃老師分別榮獲本校 110-1 學期教師教學創

新獎勵金質獎及銅質獎；諮商與輔導學系陳志賢老師榮獲 110-2 學期教師教學創新

獎勵銅質獎。 
教育學系榮獲本校 110 學年度獎勵研究績優系所-研究優良獎。 
本學院 110 年度各學系畢業生考取國中小、幼兒園專任教師共 12 人次(受疫情影響，

110 年度僅辦理台北市教師甄選)，其中教育系 6 人次、特教系 1 人次、幼教系 1 人

次、體育系 2 人次、諮輔系 2 人次。 
本學院大學部應屆畢業生 110 年 6 月教檢通過率：教育系 90%、特教系 90%、幼教

系 97%、諮輔系 100%、體育系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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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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 
二 87 
三 87 
四 96 

課程與教學碩士班 
一 21 
二 40 

課程與教學博士班 

一 8 
二 3 
三 8 
四 6 
五 10 

科技發展與傳播碩士班 
一 8 
二 15 

教育經營與管理碩士班 
一 21 
二 20 

教育經營與管理博士班 

一 7 
二 8 
三 10 
四 5 
五 24 

教育學系教育數位評量與

數據分析碩士班 
一 11 
二 6 

測驗統計博士班 

一 2 
二 1 
三 3 
四 4 
五 8 

課程與教學 
教學碩士班(假日) 

一 20 
二 20 
三 18 

教育行政 
碩士在職專班(夜) 

一 14 
二 13 
三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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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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課程與教學 
碩士在職專班(澎湖) 

一 0 
二 4 
三 6 

總計 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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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員 1 

校聘組員 2 
總計 30 

貳、議事方面 

 110 學年度教育學系系務會議(110.10.4、110.11.16、111.1.11、111.4.13、111.6.15)。 
 110 學年度教育學系教評會(110.10.26、110.12.28、111.3.21、111.6.9)。 
 110 學年度教育學系招生會議(110.8.24、110.11.16、111.6.1)。 
 110 學年度教育學系課程會議(110.9.9、111.3.2、111.4.18)。 
 110 學年度教育學系經費規劃會議(111.1.10)。 
 教育學系教育學誌編審會議(111.2.21)。 
 教育學系系發展委員會議(111.4.28)。 

參、年度重要工作 

專題演講 
(一) 亞洲大學陳政煥教授：「悠然見南山：Discovering students’ online reading 

behaviors」。(110.9.16) 
(二) 屏東大學劉鎮寧教授：「我的學思歷程--談教育研究」。(110.10.14) 
(三) 蔡適任老師(線上)：「沙漠化為一口井：我所知的三毛的撒哈拉」。(110.10.18) 
(四) 淡江大學徐新逸教授：虛擬實境與教育應用。(110.10.21) 
(五) 台師大邱皓政教授：相信我，你也會愛上統計學!。(110.11.9) 
(六) 中正大學林明地教授：教育的 GPS 行政領導實踐與學習。(110.11.11) 
(七) 夏綠蒂國際托嬰中心黃盈斐園長：夏綠蒂的創業歷程。(110.11.10) 
(八) 香格里拉台南遠東國際大飯店王偉民服務經理：顧客抱怨與處理。(110.11.23) 
(九) 社團法人屏東縣好好婦女權益發展協會蔡順柔秘書長：「多元文化的台灣：看見

新移民女性的跨界學習」(110.12.27)。 
(十) EMT 系列講座：敢按呢？改變生活就能改變世界？(1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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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東吳大學溫福星老師：Cronbach’s  與 HLM (111.2.22)。 
(十二) 清華大學謝傳崇老師：「我的學思歷程談教育研究：正向領導、正念教育、實

驗教育、大數據分析」(111.2.24)。 
(十三) 高師大劉世閔教授：Nvivo 質性資料分析(111.3.16)。 
(十四) 國北教大陳建志教授：實驗教育學校校長行政、課程與教學領導(111.3.24)。 
(十五) 臺中教育大學李政軒教授：教育 AI 與 AI 教育(111.3.29)。 
(十六) 美國佛羅里達大學李育豪教授：遊戲與 VR 如何影響我們的認知與行為

(111.4.14)。 
(十七) 臺南市北區開元國小洪千雅主任：「教育哇哇哇」(111.4.22)。 
其他學術活動 
(一) 校外教育觀摩及參訪活動 

1. 教育系 111 級大四集中實習(110.11.22~12.3)。 
2. 教四甲、教四乙集中實習教學觀摩(110.12.01、12.02)。 
3. 凃柏原老師及黃明章老師帶領教三乙同學參訪臺南市安平區新南國小

(111.5.27)。 
(二) 試教及教學演示活動 

1. 臺南市北區文元國小胡融昀老師分享「線上直播國語說觀議課」(110.10.1)。 
2. 臺南市安定區和順國小李慶志老師分享「線上直播數學說觀議課」(110.10.8)。 
3. 臺南市東區勝利國小林啟鴻老師分享「科學實驗帶領」(110.10.22) 。 
4. 郭丁熒老師及康智凱老師帶領教四乙參訪臺南市七股區光復生態實驗小學

(110.12.17)、臺南市七股區樹林國小(111.1.7)。 
(三) 就業輔導相關活動 

1. 臺南市北區大光國小黃紫華老師分享「班級經營與師生互動」(110.9.29)。 
2. 110 學年度教師資格考試講座(一)(110.12.4)、講座(二)(110.12.25)。 
3. 高雄市旗山區溪洲國小莫順榮主任分享「學生自主學習策略 」(110.12.23、

111.1.13)。 
4. 應屆國小教師甄試經驗分享(110.12.24)。 
5. 111 學年教師甄試視訊輔導(111.1.23)。 
6. 111 年度教師資格模擬考(國小師資類科)(111.2.18)。 
7. 臺南市七股區樹林國民小學李貞慧校長分享：「(一)教檢數學衝刺」(111.4.8)。 
8. 臺南市安定區南安國民小學何銘鴻主任分享：「(二)教檢國語文衝刺」(111.4.8)。 
9. 本校附設實驗小學張華甄老師分享：「生涯規劃實務分享與探討(一)(二)」

(111.4.21、5.5)。 
10. 臺南市新營區新民國小施瀛欽主任進行因材網與教師甄試分享(111.5.6)。 
11. 111 年 5 月 28 日起，每日由系友會辦理教甄複試線上輔導。 

招生宣傳活動 
(一) 辦理新生家長座談會(110.9.4)。 
(二) 辦理「國立臺南大學附屬高中教育學群介紹」(110.9.15)。 
(三) 辦理教育學群講座(110.10.25、110.11.12)。 
(四) 辦理臺南女中蒞校觀課及招生講座(110.10.28)。 
(五) 辦理興國高中教育學群介紹講座(111.2.23)。 
(六) 辦理大學 OPEN DAY 招生活動(11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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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黃彥文老師至本校附中協助模擬面試(111.4.28)、凃柏原老師至高雄市文山高中

協助模擬面試(111.4.28)、陳煥文老師至臺南市黎明高中協助模擬面試(111.5.6)。 

肆、年度創新工作 

與台灣數學教育學會、台中教育大學數教系、清華大學數理教育所協同辦理「2021
台灣數學教育學會研究生論文寫作工作坊」(110.10.9)。 
辦理增設「跨領域課程教學與資訊科技數位學習碩士在職專班」公聽會(110.10.14)。 
與師培中心共同辦理「114 級教育學程及修業說明會」(110.10.21)。 
執行 110 學年度地方教育輔導計畫，於本校附小辦理「12 年國教素養導向教學觀摩

會」第一場(110.12.17)、第二場(111.5.27)，各有 77 位及 53 位國小教師參加；PBL 專

題式學習教師增能工作坊(111.2.16)，15 名教師參加；教師專業學習社群成果發表會

(111.5.18)，50 名教師參加；微雙語說故事劇場工作坊(111.5.28)，21 名教師參加。 
辦理「NUTN 111 級教科組畢業展覽」(110.12.29)。 
辦理新課綱素養導向教學評量工作坊(一) (111.01.17)。 

伍、年度榮譽事蹟 

本系榮獲本校 110 學年度獎勵研究績優系所-研究優良獎。 
受疫情影響，110 學年度僅臺北市辦理教師甄試，本系仍有 6 位系友考取。 
科技部 110 年度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傑出人員-林素微師；優良人員-林斌師。 
5 位教師獲 110 學年度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補助：吳純萍師、郭丁熒師、鄒慧英師、

林素微師(2 年期)、蕭佳純師(3 年期)。另姜麗娟師亦有 2 年期計畫尚執行中。 
6 位教師獲教育部專題研究計畫補助：吳純萍師、鄭新輝師、呂明蓁師、陳惠萍師、

許誌庭師、林素微師。 
吳純萍師獲 110 學年度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通過(110.8.1-111.7.31)。 
黃彥文師榮獲 110 年度教育部教育實習績優獎--實習指導教師典範獎。 
謝佳儀同學榮獲教育部 110 學年赴韓國研習韓語文交換獎學金。 
許善婼同學榮獲本校 111 年度教育實習績優獎-佳作。 
呂曉晴、林品芸、洪家志、許睿宇、陳禹雯、黃彥寧、鄭芮珺、謝孟嫺、蘇慧娟 9 位

同學榮獲 110 學年度師資培育獎學金。 
 許睿宇同學屢獲佳績：110 年本校英語徵文比賽佳作、「文以載數創作獎」一般大

學組散文類佳作、全國大專校院學生本國語文競賽-國語演說第三名。 
 系友曾建勳校長、洪榮進校長及黃彥鈞校長榮獲 110 年度教育部校長領導卓越獎。 
 吳純萍師和歐陽誾師指導學生參加台灣教育傳播暨科技學會 TAECT 2021 媒體競

賽與教案競賽：許睿宇同學獲媒體競賽第二名及教案競賽學生組佳作；張雅惠同

學獲媒體競賽佳作及教案競賽教師組佳作；楊靖左同學獲教案競賽-學生組優等。 
 洪明正同學榮獲 111 年青年節全國大專優秀青年表揚、賴竫涵同學榮獲 111 年青

年節縣市大專優秀青年表揚。 
 吳宗諭同學榮獲 2022 年雲林之光獎章-藝文類個人組。 
 王曉慈同學(郭丁熒師指導)通過科技部 110 年度大專學生研究計畫(110.7.1-
11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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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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二 46 
三 47 
四 49 

碩士班 
一 23 
二 61 

碩士在職專班 
一 14 
二 14 
三 19 

總計 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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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學年度系務會議(110.09.27、110.10.25、110.11.22、110.12.10、111.01.10、
111.03.07、111.04.18、111.05.16、111.06.20)。 
 110 學年度系教評會議(110.10.15、110.11.03、110.12.01、111.03.08、111.03.24、
111.04.29、111.06.09)。 
 110 學年度系課程會議(110.11.22、111.04.18)。 
 110 學年度專業實習會議(111.01.10、111.04.18、111.05.16)。 

參、年度重要工作 

專題演講 
(一) 國立成功大學心理健康與諮商輔導組張文耀心理師：強迫症/強迫行為的辨識與

輔導技巧(110.09.29)。 
(二) 彰化縣學生輔導諮商中心方惠生主任：校園輔導工作的系統合作(110.10.27)。 
(三) 臺灣大學心理系李怡青教授：「性傾向認同的發展：一個自我探索、親密關係與

社群的雙向歷程」(110.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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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慈濟大學劉怡均校長：Lean In, Speak Up.往前坐，請發言--從優秀女科學家到大

學女校長之路(110.12.10)。 
(五) 心靈角落工作室白詩淵心理師：同理心怎麼玩 -諮商媒材的設計與實作

(111.03.09)。 
(六) 台南市第三新住民家庭服務中心黃淑雅社工督導：新住民兒童與青少年的校園

處境(111.03.16)。 
(七) 高雄市學生輔導諮商中心瑪達拉‧達努巴克督導：原住民兒童與青少年的校園處

境(111.04.27)。 
(八) 擁抱心理諮商所陳巧翊諮商心理師：性議題的自我培力講座(111.05.04)。 
(九) 明如身心診所林家弘諮商心理師：「學校與醫療的系統合作：以自殺案主為例」

(111.05.18)。 
(十) 南華大學生死學系陳增穎副教授：如何了解、覺察、處理系統間的焦慮(111.05.25)。 
(十一) 高雄市大寮區忠義國小輔導主任暨臺灣阿德勒心理學會理事長駱怡如：校園

系統合作之有效介入與實務案例分享(111.06.01)。 
(十二) 台南一中公民與社會科阮雋絜教師：多元文化教育的班級經營與系統合作

(111.06.08)。 
(十三) 桐心理治療所劉安真諮商心理師：從創傷知情談性與性別少數諮商(111.06.13)。 
其他學術活動 
(一) 學術工作坊 

1. PERMA 工作坊(110.10.24、110.10.31、110.11.04、110.11.06、110.11.07、
110.11.11、110.11.14)。 

2. 家族治療本土化之理論建構學術研習營(110.11.19)。 
3. 多元性別學生的處境與經驗座談會(110.11.30)。 
4. 精神分析的理論與實務工作坊(110.12.11)。 
5. 多元性別者的生命經驗與需要工作坊(110.12.18)。 
6. 奔向圓滿幸福校園工作坊(111.05.21、111.05.22、111.05.29、111.06.04、

111.06.25、111.06.26、111.07.02、111.07.09)。 
7. 在助人的路上相遇工作坊：諮商輔導如何與臨床現場合作(111.06.11)。 
8. 視障心理諮商訓練工作坊(111.07.04-07.05)。 

(二) 教學演示活動 
1. 小教及中教專輔教師甄試個案演練(111.03.19)。 
2. 小教專輔教師甄試個案演練及小教一般教師甄試演練(111.03.26)。 

(三) 其他 
1. 碩士班兼職實習說明會(110.10.05)。 
2. 碩士班全職實習說明會(110.11.09)。 
3. 課程地圖說明會(110.11.17)。 
4. 社區輔導與諮商實習發表會(111.01.04)。 
5. 專題研究成果發表會(111.01.05)。 
6. 學校輔導與諮商實習發表會(111.01.06)。 

師生意見互動 
(一) 系主任與班代有約(110.10.15)。 
(二) 碩士班師生座談會(111.0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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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年度創新工作 

一、辦理諮商培育專業人才職涯培訓實務--碩士生場次(110.09.25)。 
二、辦理諮商培育專業人才職涯培訓實務--學士生場次(110.10.02)。 

伍、年度榮譽事蹟 

科技部 110 年度補助研究計畫通過 1 件：吳麗雲老師。 
科技部 110 年度大專學生研究計畫補助通過 4 件：莊子萱同學(陳志賢老師指導)、
楊明翰同學(李岳庭老師指導)、鍾雨芝同學(葉千綺老師指導)、許慈纓同學(吳麗雲

老師指導)(110.07.01-111.02.28)。 
陳志賢老師榮獲本校 110-2 學期教師教學創新獎勵-銅質獎。 
執行精進師資素質計畫--子計畫：師資生多元文化溝通能力之實作訓練計畫。 
執行師資培育之大學辦理地方教育輔導工作計畫：系統合作素養增能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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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年度諮商心理師考試通過 7 位。 
 校友參加 110 年全國教師甄試，2 人次獲正式錄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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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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二 44 
三 45 
四 48 

特殊教育碩士班 
(特殊教育組、重度障礙組) 

一 17 
二 17 

輔助科技碩士班 
一 2 
二 9 

特殊教育博士班 

一 3 
二 3 
三 2 
四 2 
五 5 

總計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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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學年度系務會議(110.9.10、110.11.24、111.01.07、111.03.16、111.04.27、111.06.01)。 
 110 學年度系教評會議(110.9.15、110.12.22、111.03.09、111.04.27、111.05.25)。 
 110 學年度系課程會議(110.09.22、110.11.10、110.11.24、111.02.23、111.05.11、
111.05.16)。 
 學術審查會議(因應疫情採取委員各自書審)。 

參、年度重要工作 

辦理專題演講 
 視障教育教學與行政研討會「東京奧運盲選手楊川輝開講」(110.11.06)。 
 110 級大四學生專題研究成果聯合發表會(11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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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威慶職能治療師：低溫塑膠在特殊教育之應用工作坊與專題講座(111.01.15)。 
 106 級系友洪茂翔：特教人走向鋼鐵人生保家衛國：談我如何考上中國鋼鐵之工作

(111.03.24)。 

肆、年度榮譽事蹟 

蔡淑妃老師榮獲 110 年度科技部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案「優良人員」(110 年 10
月)。 
林千玉老師通過教育部 110 年度大專校院教學實踐研究計畫(110.8.1~111.7.31)。 
林千玉老師榮獲 2022 第三屆《遠見》大學社會責任獎(111.4.15)。 
陳英豪老師榮獲本校 110-1 學期教師教學創新獎勵金質獎(110.11.2)。 
蔡淑妃老師榮獲本校 110-1 學期教師教學創新獎勵銅質獎(110.11.2)。 
蔡淑妃老師、陳英豪老師通過本校 110-2 學期教師教學創新獎勵初評(111.5.5)。 
碩士生鄭伊均榮獲 110 年數位創新教學演示及教案設計競賽-教案設計競賽組第二名

(110.11.19)。 
博士生林志政榮獲教育部校長領導卓越獎(111.2.8)。 
碩士班劉欣林同學榮獲 2022 碩士學術論文獎(111.4.15)。 
 110 級林昱均同學獲得本校「111 年度教育實習績優獎」優等獎(111.5.5)。 

 一年級沈思妤同學獲得「中文能力測驗中心」大專院校組獎學金(111.6.8)。 
 89 級黃雪偵系友榮獲桃園市優良特殊教育人員獎(110.09.16)。 
 107 級高翊娟系友獲得「教育研究與實踐學刊」發表(111.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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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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二 36 
三 41 
四 45 

碩士班 
一 12 
二 23 

碩士在職專班 
(夜間) 

一 12 
二 31 

總計 248 
教職員人數統計 

類別 職稱 人數 

教師 
教授 2 

副教授 6 
助理教授 1 

行政人員 校聘組員 1 
總計 10 

貳、議事方面 

 110 學年度系務會議(110.9.6、110.9.22、110.11.10、111.1.17、111.2.8、111.2.15、111.3.23、
111.4.27、111.5.18、111.7.1)。 
 110 學年度系課程委員會議(110.9.3、110.9.13、110.9.17、110.11.10、111.1.17、111.4.27)。 
 110 學年度系教評會議(110.11.8、110.12.27、111.1.3、111.3.28、111.7.15)。 
 110 學年度經費、學務及人事委員會議(111.4.22)。 
 110 學年度輔導及學術研究委員會議(110.11.30、111.3.9)。 

參、年度重要工作 

辦理學術活動 
(一) 「全語言課程與教學─能力導向的課程規劃與實施」教保專業研習(110.10.2)。 
(二) 110 學年度精進師資素質及特色發展計畫 

1. 特殊幼兒家長教養方式座談(110.11.7)。 
2. 學前融合教育內涵與策略研習(110.11.17)。 
3. 學前特教學者介紹特殊幼兒(發展遲緩兒)研習(110.11.27)。 
4. 醫師介紹特殊幼兒(發展遲緩兒)身心特質研習(110.1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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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學前融合教育課程與教學工作坊(111.4.27)。 
6. 學前融合教育班級經營研習(111.5.14)。 
7. 幼兒園教師分享特殊幼兒教學和班級經營之座談(111.6.11)。 

(三) 幼兒園文化課程專題演講(110.11.12)。 
(四) 大五返校實習座談(110.12.10、111.1.14)。 
(五) 110 學年度地方教育輔導計畫「幼兒外向性行為問題與遊戲治療知能研習」

(111.1.8、111.3.12)。 
(六) 集中實習傳承講座(111.1.12)。 
(七) 教師增能研習(111.2.15)。 
(八) 親職教育學術研討會(111.6.17)。 
(九) 發行「兒童與教育研究」第 17 期期刊(111.6.30)。 
辦理展演及學生活動 
(一) 幼教系教具展：學生融入課程所學製作幼教教具成果展示(110.12.9-12.10)。 
(二) 鍵盤樂課程發表(110.12.13)。 
(三) 2022 臺南大學幼教成果展(111.3.27)。 
(四) 教保專業倫理課程發表會(111.5.30)。 
(五) 精進師培計畫校外參訪活動 

1. 林妙徽老師帶領大二學生至臺南市仁德幼兒園參訪學前特教班級經營

(110.12.17)。 
2. 李萍娜老師帶領學生至伯利恆早療機構參訪該機構教育實施情形(111.3.16)。 

座談會及選課說明會 
(一) 碩士班暨碩士在職專班新生座談會(110.7.30)。 
(二) 大一新生家長座談會-系上座談(110.9.4)。 
(三) 選課說明會：大一(110.9.16、111.2.23)、大二(110.9.15、111.2.22)、大三(110.9.14、

111.2.23)、大四(110.9.13、111.2.23)、碩士班(110.9.15、111.2.21)、碩士在職專班

(111.2.24)。 

肆、年度創新工作 

辦理「2022 臺南大學幼教成果展」，並結合「系友回娘家暨系友大會」，活動溫馨圓

滿(111.3.27)。 
於坔頭港國小附設幼兒園辦理柚子園《yoyo 成長營》，針對該校周邊環境資源，以在

地文化進行設計，幫助幼兒更了解自己所生活的環境，增加幼兒生活經驗。

(111.2.7~111.2.9)。 
舉辦：教具製作能力檢定(110.10.8、111.5.25)；幼兒音樂能力檢定(110.10.20)；幼兒

活動設計能力檢定(110.10.27、111.6.7)；圖畫書講讀能力檢定(110.12.15)。 
舉辦「模擬試教」活動，邀請本系 2 位教授及 2 位幼教老師擔任評審，4 位系友報名

參加(111.5)。 

伍、年度榮譽事蹟 

獲 111 年度師資培育公費生獎優學校(幼兒園師資類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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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麗芬老師榮獲科技部 110 年度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案─優良人員。 
翟敏如老師指導周湘錡同學榮獲科技部「110 年度大專學生研究計畫研究創作獎」。 
郭玥妡、陳亮卉、魏上禎同學考取新北市幼教師；林欣婷同學考取臺北市幼教師。 
郭純汎、許宛萍同學獲得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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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二 45 
三 55 
四 49 

碩士班(日) 
一 18 
二 18 

體育碩士在職專班 
一 18 
二 14 
三 6 

總計 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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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學年度系務會議(110.9.22、110.9.28、110.12.14)。 
二、110 學年度系教評會議(110.11.5、110.12.30、111.3.9、111.6.9)。 
三、110 學年度課程委員會議(111.3.7、111.5.12)。 
四、110 學年度體育獎學金評審委員會議(110.12.2、111.7.7)。 

參、年度重要工作 

專題演講 
(一) 「110 學年度精進師資素質計畫--基礎海洋、教育揚帆」專題演講：臺南市基督

教青年會林慧娟：「水上救生與自救」(110.10.5 線上)。 
(二) 動動好適能訓練中心史博比講師：世界上最幸福的職業─健身教練 (110.12.8)。 
(三) 系友劉傑化：給想進入後疫情時代健身產業的你(111.4.27)。 
(四) 永華運動中心林俊銘執行長：永華國民運動中心規劃與營運管理(111.5.19)。 
(五) 大師講堂：國立體育大學特聘教授高俊雄「國際組織倡議的體育運動及休閒政

策」(11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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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考試 
111 學年度重點運動項目績優學生單獨招生考試(111.3.4、3.5)，錄取獨招生 20 名。 
座談會及選課說明會 
(一)日、夜碩新生座談會(110.8.12)。 
(二)大一新生家長座談會-系上座談(110.9.4)。 
協助中華民國體育學會辦理體育活動 
(一) 第一梯次教育部體育署 110 年度國民體適能「指導員檢定」（110.8.28-8.29）。 
(二) 第二梯次教育部體育署 110 年度國民體適能「指導員強化課程」（110.10.2-10.3）、

「指導員檢定」(110.10.30-10.31)。 
(三) 教育部體育署 110 年度國民體適能指導員精進研習會(110.11.12)。 
(四) 111 年度國民體適能「指導員強化課程」(111.4.16-4.17)、「指導員檢定」(111.4.23-

4.24)。 
(五) 111 年度國民體適能「考官培訓暨檢定評核方式共識研習會」(111.5.1)。 

五、協助財團法人資訊工業策進會辦理體育活動 
(一) 3T Magic 魔拍者聯盟：智慧桌球科技分享與交流工作坊(110.10.3)。 
(二)「XRun! 體感科技創新大賽」(110.10.15)。 

六、協助臺南市體育總會田徑委員會辦理體育活動 
111 年臺南市田徑 C 級裁判講習會(111.7.4-7.6)、教練講習會(111.7.25-7.27)。 

七、出版「臺南大學體育學報」第 16 期。 

肆、年度創新工作 

執行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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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8.1-111.7.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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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1-111.12.31)(主持人：陳耀宏主任)。 
執行科技部「正念訓練對害怕失敗與運動表現之影響-以 HBL 高中籃球選手為例」

計畫 (期程：110.8.1-111.7.31)(主持人：卓國雄老師)。 
執行教育部體育署 110 年度運動科學輔助基層選手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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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7.15-111.7.14)(主持人：張碩文老師)。 
辦理「2022 年體育運動與休閒學術研討會」(111.6.18)。 

伍、年度榮譽事蹟 

陳耀宏主任接任臺灣體育運動史學會理事長(111.3)。 
碩士班林家文同學參加 2022 年巴西聽障奧運網球比賽，勇奪 1 金 2 銀─女雙金牌、

女單銀牌及混雙銀牌。 
體育四劉佩勳同學參加 2022 年美國世界運動會武術女子太極拳/太極劍，獲得全能

銀牌。 
畢業校友錄取 111 年度國民小學教師甄試體育教師共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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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二 146 
三 160 
四 176 

進修學士班(英語學系) 

一 9 
二 12 
三 11 
四 2 

碩士班 
一 18 
二 60 

碩士在職專班 
一 11 
二 13 
三 19 

教學碩士班(夜間) 三 1 

中國文學碩士專班(夜間) 
一 8 
二 9 
三 6 

總計 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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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行政人員 
校聘秘書 1 
校聘組員 4 

總計 38 

貳、議事方面 

 院務會議：第 1 學期(110.10.20)、第 2 學期(111.6.20)。 
院教評會議：第 1 學期 3 次(110.10.6、110.11.3、110.12.29)、第 2 學期 2 次(111.3.16、
111.6.8)。 
院課程委員會議：第 1學期 2次(110.9.29、110.11.8)、第 2學期 2次(111.3.23、111.4.27)。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跨領域學分學程討論會議 2 次(110.9.8、1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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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師升等著作審查小組會議 2 次(110.11.3、110.11.15)。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國語文學系系主任遴選會議 2 次(111.3.18、111.5.18)。 
人文學院 111 學年度校務會議學生代表推舉方式會議(111.6.10)。 

參、年度重要工作 

辦理教學績優教師選拔、銀合金卓越巔峰超越獎學金學生選拔推薦案、標竿學習典

範選拔學生推薦案(110.9、110.10)。 
規劃執行 110 學年度「院特色發展計畫」。 
規劃辦理「臺南學的重要先驅——盧嘉興學術研討會」。 
規劃辦理「高教深耕計畫」--文資聲影 臺南傳承。 

肆、年度創新工作 

執行 110 學年度院特色發展計畫，辦理院核心課程「臺南學概論」戶外教學踏查課

程教學與研習共 4 梯次(111.4.16 及 111.4.23 上下午各一梯次)。 
執行 110 學年度高教深耕計畫及院特色發展計畫 
(一) 臺南傳統工藝專題研習營暨臺南市傳統工藝紀錄片影片成果展示發表會

(110.8.14)。 
(二) 台東浸水營原住民傳統工藝參訪導覽與影像紀錄活動(110.11.27-110.11.28)。 
(三) 辦理 2021 三好校園—自在蓮花文學獎(111.1)。 
(四) 臺南學研究中心、臺南市政府文化局合辦「2022年臺灣文化大學冬季學校活動」

(主題：白色恐怖與臺南)(111.2)。 
辦理「大師講堂」與「青少年與大學生心理健康」，邀請 6 位大師蒞臨講授與研習 
(一) 國立中山大學哲學研究所宋灝教授：跨文化哲學與當代華語思維(110.9.22)。 
(二) 臺大文學博士、臺北城市科技大學榮譽教授江燦騰教授：「從臺灣本土百年到東

亞四百年：關於現代批判禪學思想的研究現況介紹與交流問答」(110.10.14)。 
(三) 中央研究院史語所院士杜正騰教授：「最後皇族的艱辛人生—南明寧靖王的處境

與心境」(110.12.2)。 
(四) 寬欣心理治療所副院長資暨資深督導心理師葉金源：「我的大腦，我來掌握」

(110.12.28)。 
(五) 臺大文學博士、臺北城市科技大學榮譽教授江燦騰：「來自大溪—從失學少年到

臺大文學博士之路」(111.3.17)。 
(六) 中央研究院史語所院士杜正騰教授：怎樣認識「海洋之子」鄭成功？(111.4.28)。 

伍、年度榮譽事蹟 

 國文系楊素姿老師榮獲 110 年度教育部教育實習指導教師優良獎。 
 國文系陳昭吟老師通過 110 學年度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國文系邱敏捷老師榮獲科技部 110 年度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案-傑出人員。 
 英語系熊慧如老師榮獲科技部 110 年度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案-優良人員。 
 國文系王建國老師榮獲本校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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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 學期--國文系陳昭吟老師-銀質獎。 

https://www.facebook.com/%E8%87%BA%E5%8C%97%E5%9F%8E%E5%B8%82%E7%A7%91%E6%8A%80%E5%A4%A7%E5%AD%B8-207258312697017/
https://www.facebook.com/%E8%87%BA%E5%8C%97%E5%9F%8E%E5%B8%82%E7%A7%91%E6%8A%80%E5%A4%A7%E5%AD%B8-207258312697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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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文系 110 級唐愷翎系友參與 110 年臺南美展書法類榮獲優選。 
 國文系陳翾文同學榮獲本校 110 年度大四在校生教學檔案競賽佳作。 
 文資系臺灣文化碩士班許語宸同學榮獲 2021 年臺南研究博碩士論文研究獎，指導教

授戴文鋒老師，題目：「儒儀實踐：西港慶安宮王府禮生在香醮中執行儀式與角色之

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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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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二 38 
三 41 
四 40 

文化觀光資源碩士班 
一 6 
二 16 

臺灣文化碩士班 
一 5 
二 32 

臺灣文化碩士在職專班 

一 11 

二 13 

三 19 
總計 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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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學年度系務會議（110.09.29、111.01.12、111.03.09、111.03.23、111.06.22）。 
二、 110 學年度系教評會議（110.09.09、110.10.27、110.12.22、111.03.02、111.04.20、

111.05.18）。 
三、 110 學年度系招生會議（110.11.17、111.04.20）。 
四、 110 學年度系課程會議（110.09.29、111.03.09、111.04.13）。 

參、年度重要工作 

一、 專題演講  
(一) 眭澔平博士：環遊世界與身心靈的成長(110.11.10)。 
(二) 歐宗正先生(三元製麵廠負責人)：「地方產業與觀光發展--以關廟麵為例」

(110.12.8)。 
(三) 張隆志館長(臺灣歷史博物館)：博物館與公眾史學(110.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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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莫林以埜系友：影像記錄與地方創生案的經驗分享(111.3.30)。 
(五) 洪馨蘭副教授(高師大客家文化研究所)：臺灣客家菜文化層的田野調查分享

(111.04.27)。 
二、其他學術活動 

(一) 研究計畫暨論文發表會：第一學期(110.11.24、110.12.08)，第二學期(111.05.24、
111.06.08)。 

(二) 研究生研究計畫發表：第一學期計畫發表(110.12.8) 、第二學期計畫發表

(111.06.01)。 

肆、年度創新工作 

一、 辦理 110 學年度第一學期「教師讀書會」--午餐論壇 
(一) 第 1 場：賴志彰老師「從漢式傳統古典園林經近現代化到各種造園」(110.11.17)。 
(二) 第 2 場：王志明老師「空拍台灣的地形」(110.12.15)。 

二、 辦理 110 學年度第二學期「教師讀書會」--午餐論壇 
(一) 第 1 場：蔡米虹老師「我在灣裡的日子--漫談社會參與的經驗」(111.3.16)。 
(二) 第 2 場：林春吟老師「日治時期台灣地形圖之特徵—兼論二戰後台日地形圖之

比較」(111.4.20)。 

伍、年度榮譽事蹟 

戴文鋒老師、陳坤宏老師、陳緯華老師榮獲本校 110 年度「加強學術研究提升教學品質

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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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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5 
二 69 
三 73 
四 88 

碩士班 
一 7 
二 12 

教學碩士班(夜間) 三 1 

中國文學碩士專班(夜間) 
一 8 
二 9 
三 6 

總計 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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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學年度系務會議共 6 次(110.09.15、110.10.27、110.12.01、111.03.02、111.04.20、
111.06.13)。 
 110 學年度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議共 4 次(110.09.29、110.12.06、111.03.09、111.04.25)。 
 110 學年度課程與實習委員會議共 5 次(110.10.15、110.10.27、110.12.01、111.03.02、
111.04.20 )。 
 110 學年度招生委員會議共 3 次(110.11.06、111.03.05、111.05.21)。 
 110 學年度獎學金會議(110.11.25) 。 
 執行高等教育深耕計畫 B-2 悅讀樂寫 溝通有力：中文閱讀與書寫共備會議，5 次

(110.09.03、111.01.11、111.02.17、111.04.19、111.06.21)；第 4 屆簡報比賽籌備會

(110.12.01)。 
 110 年全國大專校院學生本國語文競賽 
(一) 工作小組籌備會議，4 次(110.09.03、110.09.23、110.10.12、110.11.08)。 
(二) 精進會議(111.01.17)。 
 110 學年度轉學生說明會議，2 次(110.09.14、111.0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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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學年學術發展委員會，2 次(111.03.02、111.04.20)。 

參、年度重要工作 

教育部委辦 110 年全國大專校院學生本國語文競賽。 
(一) 舉辦 110 年全國大專校院學生本國語文競賽記者會(110.10.15)。 
(二) 辦理 110 年全國大專校院學生本國語文競賽(110.11.14)。 
 系上專題演講 
(一) 林香伶老師：論文寫作不藏私—從唐代游俠詩到近代南社研究的學思歷程

(110.11.22)。 
(二) 馬尼尼老師：那個影響你最深的人是誰？—我的創作動力(110.11.25)。 
(三) 李建成老師：用鏡頭說故事(110.11.25)。 
(四) 林晉如老師：如何好好表達，別人想聽你說話(110.12.21)。 
(五) 馬銘浩老師：中文人可以在文創產業做什麼(110.12.22)。 
(六) 陳益源老師：小說奇書《金雲翹傳》新探(110.12.29)。 
(七) 施懿琳老師：吟情長繫赤崁東--日治時期的南社與固園(111.05.04)。 
(八) 劉淑雯老師：繪本的國際視野與在地行動(111.05.04)。 
(九) 陳明緯老師：兒童劇場體驗與劇本創作(111.05.06)。 
精進師培專題演講 
(一) 陳明緯老師：兒童戲劇總論--兒童戲劇元素、特質，劇本創作理論(110.11.15)。 
(二) 彭遠芬老師：精進師培研習—進入詩詞的 100 種方法(110.10.27)。 
(三) 柏巧玲老師：《知否》柏巧玲個展創作導覽(110.11.24)。 
(四) 陳秉家老師：如何設計符合素養導向的教學(110.12.08)。 
(五) 林新惠老師：賽伯格閱讀--檢視文本的另類視野(110.12.22)。 
(六) 張維文老師：國語文教學之 Know How (111.03.07)。 
(七) 鄭宇清老師：一課教學的流程和作業指導(111.03.10)。 
(八) 張蘇越老師：十二年國教議題融入書法教學實務─以環境教育為例(111.04.14) 
(九) 鄭國斌老師：硬筆楷書書寫要領(111.04.23)。 
(十) 駱明春老師：歐陽詢九成宮醴泉銘結構之美(111.04.23)。 
(十一) 黃庭頎老師：一流漢字品鑑中─古文字中的書法審美與節慶(111.05.19)。 
高等教育深耕計畫「B-2 悅讀樂寫 溝通有力」專題演講 
(一) 吳曉樂老師：文本能帶我們走多遠Ⅰ(110.10.04)、Ⅱ(110.10.05)。 
(二) 王國安老師：文學評論實務Ⅰ(110.10.04)、Ⅱ(110.10.05)。 
(三) 楊儒賓老師：「動亂時代中知識分子的定位：梅貽琦與傅斯年Ⅰ」(111.03.21)、

Ⅱ(111.3.22)。 
(四) 房慧真老師：人物採訪與寫作技巧Ⅰ(111.03.21)、Ⅱ(111.3.22)。 
(五) 楊汗如老師：閒步芳塵--崑劇表演藝術漫談(111.04.07)。 
(六) 高美華老師：崑曲之美--情的試探與愛的承擔(111.04.12)。 
其他計畫專題演講 
(一) 業界師資協同合作教學活動 

1. 康益源老師：大唐風雲─謙受堂藏唐代皇族墓誌展(110.11.26)。 
2. 林建農老師：蝸牛巷走讀(111.03.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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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王慈雅老師：<國民小學教材教法>(111.04.14、04.21、04.28)。 
4. 湯璦珠老師：<創意實作>(111.04.28)。 
5. 吳少鈺老師：台南書店偵探事件(111.04.28)。 
6. 謝文侃老師：認識台南在地書店與閱讀文化(111.05.05)。 
7. 康益源老師：碑帖拓本之收藏與鑑賞入門(111.05.27)。 
8. 陳建騏老師：歌詞的文藝復興(111.06.16)。 
9. 林理惠老師：華語流行音樂生態學(111.06.22)。 

(二) 大五返校實習專題演講：楊瑋芬主任「教甄十五分鐘試教攻略─教案流程、口說、

服裝儀態及其他」(110.11.26)。 
(三) 千禧書法學術講座 

1. 盧慧紋老師：一件偽造東晉墓誌與宋代書法拓本收藏的一些問題(110.12.09)。 
2. 石允文老師：書法藝術市場之觀察(110.12.29)。 

(四) 性平專題演講 
1. 林新惠老師：為什麼女性需要科幻？從《瑕疵人型》談女性和科幻創作

(110.12.23)。 
2. 張亦絢老師：女性的戀物書寫(111.05.11)。 

(五) 佛學概論專題演講：茉莉瓊安老師--百喻經故事英文演講(111.03.24、111.03.31)。 
(六) 禪學專題演講 

1. 江燦騰老師：從臺灣本土百年到東亞四百年--關於現代批判禪學思想的研究現

況介紹與交流問答(110.10.14)。 
2. 江燦騰老師：來自大溪─從失學少年到臺大文學博士之路(111.03.17)。 

(七) 茉莉瓊安老師專題演講：莊子英文故事(110.10.14、12.09)。 
其他學術活動 
(一) 110 學年度中國文學碩士在職專班新生座談會(110.08.15)。 
(二) 110 學年度國語文學系國語文教學與應用碩士班新生座談會(110.08.30)。 
(三) 第 13 屆國立臺南大學國語文學系研究生論文研討會(110.11.17)。 
(四) 高教深耕 B2 計畫──第 3 屆好萌網紅研習營(110.09.05-09.08)；第 4 屆簡報比賽

(110.12.08)；中文閱讀檢測前測(110.11.08-11.09)及後測(111.4.18-4.19)。 
(五) 特色師培計畫特 B2 校外參訪─故宮南院(110.12.19) 
(六) 111 級專題聯合成果發表(110.12.14-12.15、110.12.29)。 
(七) 語文應用組畢業展覽—校外展(地點：許石音樂圖書館)(110.12.21-12.30)。 
(八) 語文應用組畢業展覽—線上展(111.01.01-03.31)。 
(九) 111 級墨馥韶光聯江藝廊預展(線上展覽)(111.01.01-111.03.31)。 
(十) 書法集訓營(111.1.17-1.19)。 
(十一) 第 16 屆松濤文藝獎(111.03.30)。 
(十二) 承辦風情月意《玉簪記》臺南大學場(由本校、台積電文教基金會與臺灣崑劇

團聯合主辦)(111.04.29)。 
(十三) 墨馥韶光─本校 111 級書法校外畢展(111.04.30-05.15)及校內畢展(111.05.29-

06.12)。 
(十四) 第十四屆思維與創作研討會(111.05.20)。 
(十五) 本系課程分流說明會(111.06.09)。 
(十六) 見樹又見林—系統思考與素養導向教學研習營(111.6.25-0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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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年度創新工作 

 執行 110 年度行天宮關懷輔導弱勢學生計畫相關事宜。 
 執行 110 學年度嘉新兆福偏鄉學童課後輔導計畫。 
 籌辦教育部委辦 110 年全國大專校院學生本國語文競賽事宜。 
 協助執行 110 學年度精進師培及特色師培相關事宜。 
 承辦風情月意《玉簪記》臺南大學場。 

伍、年度榮譽事蹟 

教師榮譽事蹟 
 楊素姿老師榮獲 110 年度教育部教育實習指導教師優良獎。 
 邱敏捷老師榮獲科技部 110 年度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案-傑出人員。 
 陳昭吟老師通過教育部 110年度大專校院教學實踐研究計畫(110.8.1~111.7.31)。 
 王建國老師榮獲本校 110 學年度教學績優教師。 
 陳昭吟老師榮獲本校 110-1 學期教師教學創新獎勵-銀質獎。 
 蔡玲婉老師參與「思辯與表達－2021 國文教學創新學術研討會」並發表論文。 
 林俊臣老師以作品《復古與維新─當代書法發展的弔詭》榮獲 2021 年首屆書藝

研究與評論雙年獎，藝術評論類首獎。 
 林俊臣老師參與韓國全北大學國際書法研討會並於線上發表論文。 
 林俊臣老師於異雲書屋舉辦《樗寫—林俊臣書法創作展》。 

學生榮譽事蹟 
 張薰方同學榮獲 2021 本校英文徵文比賽第三名。 
 本系同學參加第一屆府城龍山獎大專青年篆刻臨摹大賽，表現優異： 

1. 特優：蕭瑾蔚、林煜程、王家心。 
2. 佳作：方姿蓉、陳昱靜。 
3. 入選：劉家齊、莊家華、倪雅珣、張星翎、吳尚頻、洪瑀晴、鄭歆曄。 
 林煜程同學榮獲 2021 年輔仁弘道獎全國硬筆書法比賽大專組行書優選及大專

組楷書入圍。 
系友榮譽事蹟 
(一) 唐愷翎系友參與 110 年台南美展書法類榮獲優選。 
(二) 楊治庭系友以《東坡肉》榮獲 2021 年吳濁流文學獎散文組佳作。 
(三) 林益彰系友 

1. 《臺北囝仔─臺北踏行漫畫圖詩集》榮獲 110 年度臺北市政府常態藝文補助。 
2. 《六堆忠勇公个後生人》榮獲六堆忠義亭 300 年詩歌網路徵選活動佳作。 
3. 《親愛的，虎頭埤─走讀大目降圖文詩》榮獲 2021 振興虎埤溫馨短文小故事

徵集比賽社會組第二名。 
(四) 夏嫚蓮系友榮獲 2021 年輔仁弘道獎全國硬筆書法比賽大專組行書優選。 
(五) 謝瑜真系友榮獲臺北市第 24 屆台北文學獎散文類首獎。 
(六) 余侑恩系友參加臺中市第 27 屆大墩美展，榮獲篆刻類「優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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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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二 39 
三 46 
四 48 

進修學士班 

一 9 
二 12 
三 11 
四 2 

總計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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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9.15、110.11.24、111.2.23、111.3.23、111.6.22)。 
 系教評會議 3 次(110.12.2、111.3.2、111.5.20)。 
 課程會議 4 次(110.9.16、110.11.24、111.2.23、111.4.13)。 
 招生會議 2 次(111.4.20、111.5.25)。 
 國立臺南大學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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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5.19)。 

參、年度重要工作 

辦理專題演講 
燎原出版主編區肇威：從記者到出版社主編(110.9.29)。 
西班牙文教學與中西翻譯，自由工作者陳伊莎：西班牙好好玩，你所不知道的西班

牙(110.10.13)。 
家樂福公共事務服務部南區公關經理呂承璁：你知道與不知道的土耳其(110.10.20)。 
台南市立安南國中輔導組組長、臺南市性別事件調查人員陳浩雯：情感關係中的校

園性平事件及其法律責任(110.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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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語言訓練測驗中心研發長吳若蕙：英語能力考試之發展、影響及挑戰

(110.11.24)。 
在家工作筆記&斜槓創業者莎拉：3 種我最喜歡的個人品牌變現模式(111.03.02)。 
毛蟲藝術心理諮商所心理諮商師胡丹毓：性別與身體自主權(111.03.09)。 

肆、年度創新工作 

協助辦理新南國小之教育部國教署「與國外姐妹校互惠機制計畫活動」(110.12.4-
111.7.31)。 
協助辦理台南市立圖書館「兒童英語劇」活動(110.12.19)。 
協助辦理台南市立圖書館「小小職人體驗營」活動(110.11.20、110.12.4、110.12.19) 。 
辦理本系 111 級畢業聯合公演「If Only 如果還有明天」(111.3.26-3.27)。 
協助辦理聖賢國小之「聖賢國小英語夏日樂學營」活動(111.7.18-111.7.29)。 

伍、年度榮譽事蹟 

熊慧如老師榮獲科技部 110 年度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案之優良人員。 
柯昭蓉老師獲得本校 110-2 學期教師教學創新獎勵初評通過(111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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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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3 
二 220 
三 209 
四 206 

碩士班 
一 73 
二 96 

碩士在職專班 
一 29 
二 16 
三 18 

產業碩士專班 一 10 

博士班 

一 6 
二 10 
三 2 
四 2 
五 11 

總計 1,131 
教職員人數統計 

類別  職稱  人數  

教師 
教授 40 
副教授 10 
助理教授 4 

行政人員 
校聘秘書 1 
校聘組員 6 

總計 61 

貳、議事方面 

 110 學年度院務會議(110.9.30、111.4.26)。 
 110 學年度院教評會議(110.9.30、110.11.11、110.12.8、111.1.10、111.2.21、111.5.17)。 
 110 學年度系所主管會議(110.10.15、110.11.11、111.5.5)。 
 110 學年度院課程委員會議(110.10.15、111.3.17、111.5.11)。 
 110 學年度院教師升等著作審查小組會議(110.11.17)。 
 110 學年度理工學院研究發展中心設置評議委員會議(111.4.12)。 
 110 學年度理工學院智慧製造碩士在職學位學程委員會議(110.9.24、111.4.13)。 
 111 學年度理工學院智慧製造碩士在職學位學程新生線上座談會(111.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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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年度重要工作 

 學術期刊出刊：理工研究國際期刊第 11 卷第 2 期(110.10)、第 12 卷第 1 期(111.4)。 
 籌設智慧製造碩士在職學位學程(110.7.21 核定通過、111.8.1 成立)。 
規劃與執行「院特色發展計畫」、教育部「工具機產業人才培育暨振興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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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3-111.06)。 
執行本院「智造接班人」學院特色人才培育專案計畫，提升特殊才能新生入學名額； 
辦理暑期「元宇宙概念增能研習」；推動微積分、普通物理及普通化學自主學習網站

建構與強化學生基礎學力及跨領域先備知能；辦理智慧專題成果展；邀請大師蒞校

演講；辦理跨領域學分學程及運作智慧製造-奈米能源/光電材料共研價創平台(110.8-
111.7)。 
辦理本院「智慧大師講堂」 
(一)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吳庭育教授：智慧裝置揭開餐桌上鑽石成長機密 

(110.09.23)。 
(二)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資訊工程系趙志民教授兼系主任：物聯網應用與互聯技術

(110.09.30)。 
(三)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電機工程系李俊宏教授兼副院長：疫情世界的 AI 與區塊鏈的

應用實例(110.10.21)。 
(四) 國立清華大學電機工程學系鍾偉和教授：綜觀金融科技及衍生性商品交易

(110.10.28)。 
(五) 國立成功大學電機工程系張守進講座教授：護國神山群-台灣半導體產業

(110.11.16)。 
(六) 國立中山大學教育研究所施慶麟教授：人生轉彎處(110.11.19)。 
(七) 國立勤益科大劉柏宏特聘教授：素養思潮下的數學素養教育-數學史的啟發

(110.12.22)。 
(八)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未來學院黃國豪教授：學術生涯與時間管理(111.4.5)。 
(九) 德明財金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盧瑞山教授：區塊鏈與 web3 的發展趨勢(111.7.25)。 
(十) 國立成功大學敏求智慧學院施凱中博士：元校園 --元宇宙之理論與應用

(111.7.25)。 
辦理各項教學研究改善工作 
(一) 運用院專長特色，規劃與開設「AI 半導體製程微學程」、「AI 自動化系統微學

程」、「數位科技應用人才跨領域學分學程 」及「數位人文與藝術跨領域學分學

程」等課程。 
(二) 開設研習及自主學習課程  

1. 110-1 學期：「運算思維 X APP Inventor 工作坊」、「運算思維 X Chatbot 應
用與實作工作坊」初階與進階班共 4 班次。 

2. 110-2 學期：Twine 互動文本工具基礎教學課程 1 門、Unity 程式基礎實作

1 門、遊戲文本與機制創作 1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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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年度榮譽事蹟 

 3 位老師入選全球前 2%頂尖科學家榜單(World’s Top 2% Scientists 2020)： 
(一) 入榜「學術生涯科學影響力排行榜(1960-2020)」：電機工程學系王健仁老師及白

富升老師。 
(二) 入榜「2020 年度科學影響力排行榜」：電機工程學系許正良老師。 
 11 位教師榮獲科技部 110 年度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 
(一) 傑出人員：資工系李健興老師。 
(二) 優良人員：電機系白富升老師、許正良老師及蕭鳳翔老師；資工系李建樹老師

及陳宗禧老師；機電所林大偉老師；材料系呂英治老師及蒲盈志老師；數位系

林豪鏘老師；應數系林琲琪老師。 
電機工程學系榮獲本校 110 學年度獎勵研究績優系所「最佳進步獎」。  
 材料系尤孝雯老師榮獲本校 110 學年度教學績優教師。 
 數位系張智凱老師榮獲教育部 110 年度大專校院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獎勵(110.8.1-
111.7.31)。 
 本院教師榮獲本校「教師教學創新獎勵」情形： 
(一) 110-1 學期：應數系陳致澄老師及電機系梁家銘老師均獲銅質獎。 
(二) 110-2 學期：應數系黃彥彰老師獲金質獎、電機系梁家銘老師獲銅質獎。 
本院申請科技部大專學生研究計畫，110 年度獲通過 14 件(110.7.1-11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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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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二 11 

總計 14 
 教職員人數統計 

類別 職稱 人數 
教師 教授 3 

行政人員 校聘組員 1 
總計 4 

貳、議事方面 

 110 學年度所務會議(110.9.17、111.6.10)。 
 110 學年度所教評會議(111.1.7、111.4.27)。 
 110 學年度學術委員會(111.1.3、111.5.31)。 

參、年度重要工作 

辦理 111 學年度停招工作、財產報廢及教師轉任其他單位之轉移事宜。 
中山大學郭振坤教授專題演講：燃料電池發展與應用(111.4.29)。 

肆、年度榮譽事蹟  

林大偉老師榮獲科技部 110 年度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案-優良人員。 
林大偉老師獲通過之計畫： 
(一) 110 年度科技部計畫「地熱井再利用-紅柴林二號井與結元井之超臨界二氧化碳

增強型地熱系統開發」。 
(二) 111 年度原子能委員會計畫「用過核子燃料最終處置母岩具裂縫時對熱分佈影

響與緩衝材料修正策略」。 
(三) 111 年度科技部個別型產學技術聯盟合作計畫「住商與工業節能產學技術聯盟」。 
林大偉老師指導學生參加 ISME2022 論文競賽，均獲論壇組別最佳論文獎： 
(一) 鄭富安同學：The Study of Thermal-hydraulic-mechanical Phenomena on the Nuclear 

Waste Repository based on the Brinkman Model.。 
(二) 蘇浚斌同學：The Analysis of the Heat Dissipation of the Backlight Module.。 
黃崇能老師獲本校 110 年度加強學術研究提昇教學品質獎勵。。 
黃崇能老師指導學生黃湘婷通過 110 年度大專學生研究計畫補助(110.7.1-111.2.28)。 
林大偉老師獲本校 110-2 學期教師教學創新獎勵初評通過(111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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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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二 44 
三 30 
四 36 

碩士班 
一 10 
二 9 

在職專班 
一 11 
二 4 

總計 184 
教職員人數統計  

類別 職稱 人數 

教師 
教授 6 
副教授 3 
助理教授 1 

行政人員 校聘組員 1 
總計 11 

貳、議事方面 

 110 學年度教師評審委員會(110.11.24、111.4.27)。 
 110 學年度系務會議(111.1.5、111.3.2、111.6.15)。 
 110 學年度課程委員會(110.9.29、110.11.17、111.1.5、111.3.2、111.4.20)。 
 110 學年度研究發展委員會議(111.3.2、111.7.14)。 

參、年度重要工作 

 專題演講 
(一) 逢甲大學 ROSO COOP 資深機器人建造工程師盧彥臣：仿生結構 X 機器人建造 

(110.12.15)。 
(二) 國立勤益科大劉柏宏特聘教授：素養思潮下的數學素養教育-數學史的啟發

(110.12.22)。 
(三) 十方民意與政策資訊公司黃志呈總經理：誰是候選人眼中的劉伯溫-民調？or 大

數據？(111.03.09)。 
(四) 大數據股份有限公司數位民調策略總監葉峰谷：當統計數據遇到公共政策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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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物價指數、疫情指標、施政滿意度與規律運動(111.03.30)。 
(五) 2022「方程與幾何」學術研討會(111.04.09-04.10)。 
(六) 聯華電子微影製程主任工程師郭威伸：半導體簡介與工作心得分享(111.04.27)。 
 公費生乙案甄選 
114 學年度分發新北市公費生乙案甄選：加註科技領域資訊專長(111.03.16)、加註語

文領域閩南語專長(111.03.23)。 
其他學術活動 
(一) 執行 110 學年度地方教育輔導工作計畫 

陳致澄老師：數學素養題型實作坊(臺南市裕文國小 110.08.24)、素養導向數學

教學活動設計工作坊(臺南市塭內國小 110.09.29)。 
(二) 辦理 111 年度行天宮「關懷輔導偏鄉學童計畫」(111.01.01-12.31)。 

肆、年度創新工作 

黃彥彰老師偕同視覺藝術與設計學系侯忠穎老師合作【摹仿說-無相計畫】於南美館

辦理展覽作品活動。 
本系蘇珮涵、楊媛淇、廖苡翔同學與特殊教育學系任珮菁同學組成學生創業團隊，

獲教育部「大專校院創新創業教育計畫」補助。 

伍、年度榮譽事蹟 

林琲琪老師獲 110 學年度科技部大專校院研究獎勵優良人員。 
陳致澄老師獲本校 110-1 學期教師教學創新獎勵銅質獎、黃彥彰老師獲 110-2 學期

教師教學創新獎勵金質獎。 
黃印良老師、陳致澄老師通過 110-2 學期教師教學創新獎勵初評。 
陳致澄老師、林琲琪老師、陳憲揚老師、黃彥彰老師、葉宗鑫老師獲本校 110 年度

加強學術研究提昇教學品質獎勵。 
獲科技部及教育部補助計畫 
(一) 陳致澄老師獲 111 年度科技部補助研究計畫--追本溯「原」：原住民族知識、意

識與實踐為本的師資培育研究－文化回應課程導向設計與實踐之原住民族師資

培育研究(1/3) (期程：111.1.1-111.12.31)。 
(二) 葉啟村老師獲教育部補助「110 學年度國民中小學數學科學生學習扶助試題研

發計畫」及「110 學年度國民中小學數學科學生學習扶助教材研發計畫」(期程

均為：110.9.1-111.8.31)。 
陳致澄老師、研究生謝仲威及林子晴獲「TAECT 2021 媒體競賽組」佳作。 
學士班陳昭如同學及經管系許嘉芸同學獲「管理學院 AI 商業應用實作坊- AI 建模

分析競賽」第三名。 
系友錄取 111 學年度正式教師：吳修宇、范雅婷、黃浚敏、張文璟錄取新北市；林

翊雯錄取桃園市、臺中市、臺南市；吳麗玲錄取臺南市；陳彥任錄取高雄市；陳俊

吉錄取彰化縣；張書瑋錄取嘉義縣；王念慈錄取嘉義市；楊喬竹錄取新竹縣。 

http://www.math.nutn.edu.tw/index.php?option=module&lang=cht&task=pageinfo&id=3783&index=6
http://www.math.nutn.edu.tw/index.php?option=module&lang=cht&task=pageinfo&id=3788&index=5
http://www.math.nutn.edu.tw/index.php?option=module&lang=cht&task=pageinfo&id=3788&index=5
http://www.math.nutn.edu.tw/index.php?option=module&lang=cht&task=pageinfo&id=3775&index=8
http://www.math.nutn.edu.tw/index.php?option=module&lang=cht&task=pageinfo&id=3810&index=4
http://www.math.nutn.edu.tw/index.php?option=module&lang=cht&task=pageinfo&id=3810&index=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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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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二 46 
三 47 
四 44 

碩士班 
一 12 
二 25 

博士班 

一 4 
二 7 
三 1 
四 0 
五 5 

碩士在職專班 
一 18 
二 12 
三 18 

數位學習科技行銷產業

碩士專班 
一 10 

總計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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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行政人員 校聘組員 1 
總計 12 

貳、議事方面 

110 學年度系務會議(110.10.14、110.11.18、111.01.04、111.01.11、111.03.03、111.04.13、
111.06.16)。 
110 學年度系教評會議(110.10.26、110.11.04、110.11.14、111.01.04、111.01.21、111.04.07、
111.04.29)。 
110 學年度系課程會議(111.03.15、111.05.06)。 
 110 學年度系招生委員會(110.11.07、111.01.19、111.03.15、111.04.30、111.0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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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年度重要工作 

專題演講 
(一) 「人生轉彎處」，講者：國立中山大學施慶麟教授(110.11.19)。 
(二) 「遊戲業 Lv10 心得與攻略」，講者：宇峻奧丁遊戲企劃組長楊景皓(110.12.14)。 
(三) 「區塊鍊與 NFT」，講者：德明科大盧瑞山教授(111.3.11)。 
(四) 「臺南市前瞻建設與數位教育實施現況」，講者：臺南市政府教育局資訊中心網

路連線組呂政鴻組長(111.4.13)。 
(五) 「學術生涯與時間管理」，講者：雲林科技大學黃國豪教授(111.4.15)。 
(六) 「線上教學與專題實作應用」，講者：臺南市東區大同國小郭人豪主任(111.5.11)。 
(七) 「即時眼動凝視分析研究—以遊戲情境為例」，講者：國立屏東科技大學幼兒保

育系許衷源教授(111.5.13)。 
(八) 「教師二三事」，講者：臺南市政府教育局資訊中心行政管理組陳志堅組長

(111.5.18)。 
(九) 「科技教師網路及實務工作坊」，講者：臺南市仁德區長興國小陳文凱組長

(111.5.25)。 
(十) 「小學端網路系統實務工作坊」，講者：臺南市永康區大橋國小王聖閔組長

(111.6.8)。 
 成果展： 
(一) 111 級畢業專題成果發表會(110.12.22)。 
(二) 111 級畢業專題成果展(110.12.24-12.25)。 
 學生活動 
(一) 數位系籃-校友回娘家活動(永華運動中心，111.7.2)。 
(二) 線上虛擬畢業典禮(MineCraft，111.6.6)。 

肆、年度榮譽事蹟 

 林豪鏘老師榮獲科技部 110 年度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案之優良人員。 
 張智凱老師獲教育部 110 年度大專校院教學實踐研究計畫補助(110.8.1-111.7.31)。 
 本系 110 學年度科技部計畫獲補助金額共計 3,534,000 元。 
 本系 110 學年度科技部大專學生研究計畫通過 4 件(110.7.1-111.2.28)。 
蘇俊銘老師指導王綉孋及郭耀杰同學參與 2021 中華電信 5G 創新應用大賽智慧特別

獎，榮獲特優獎(第一名)及整體獎項最佳創意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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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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二 37 
三 44 
四 36 

碩士班 
一 11 
二 9 

總計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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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學年度系務會議(110.9.2、111.1.6、111.4.13、111.6.15)。 
二、110 學年度系教評會議(110.9.23、110.9.29、111.4.25)。 
三、其他會議 

(一) 110 學年度系課程會議(110.9.29、110.10.27、111.4.14)。 
(二) 110 學年度系發展會議(110.11.16、111.5.16、111.7.13)。 
(三) 110 學年度系設備會議(111.1.6)。 

參、年度重要工作 

一、專題演講  
(一) 張仍奎教授(國立交通大學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講題：儲能技術與材料

(110.10.13)。 
(二) 陳嘉勻教授(國立成功大學材料科學及工程學系)，講題：Optical management of 

low-dimensional heterostructures for optoelectronic applications (110.11.3)。 
(三) 游佳欣教授(國立臺灣大學化學工程學系)，講題：導電高分子調控幹細胞生長與

分化微環境(110.11.17)。 
(四) 何麗貞副總(聚和國際精密化學品事業部)，講題：聚和國際材料研究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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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3.2)。 
(五) 呂欽山教授(國立成功大學物理學系)，講題：Introduction to Crystal Growth 

Laboratory at NCKU (111.3.9)。 
二、其他學術活動 

(一) 辦理研替招募徵選說明會--天力離岸風電(股)公司(110.11.24)。 
(二) 辦理大三預備研究生說明會(111.3.6)。 
(三) 辦理與企業有約活動 

1. 台灣應材股份有限公司(111.3.10)。 
2. 三福化工股份有限公司(111.7.13)。 

(四) 辦理大一、大二專題研究課程暨選課說明會(111.3.16)。 
(五) 辦理材料科學系第 12 屆研究成果展(111.5.18)。 

肆、年度榮譽事蹟 

一、呂英治老師及蒲盈志老師榮獲科技部 110 年度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案之優良人員。 
二、尤孝雯老師榮獲本校 110 學年度教學績優教師。 
三、鄭永楨老師獲本校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師教學創新獎勵初評通過。 
四、碩士班呂俊瑩同學參加 2022 功能性材料研討會有機組海報競賽榮獲優勝(鄭建星老

師指導)。 
五、學士班吳瑋哲同學參加 2021 年功能性材料研討會海報競賽優勝(莊陽德老師指導)。 
六、學士班楊甯惠同學參加 2021 第五屆台灣碳材料學術研討會海報競賽展示組優選(林

建宏老師指導)。 
七、學士班黃淨熙同學參加 2021 高雄 KIDE 國際發明暨設計展，同時榮獲金牌及銀牌。 
八、學士班張沛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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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二 46 
三 43 
四 39 

碩士班 
一 13 
二 24 

總計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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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學年度系務會議(110.09.23、111.01.06、111.04.07、111.06.16)。 
 110 學年度系教評會議(110.11.25、110.12.30、111.4.21、111.06.02)。 
 110 學年度系課程會議(110.10.16、111.01.06、111.03.24、111.05.04)。 

參、年度重要工作 

專題演講 
(一)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吳庭育教授：智慧裝置揭開餐桌上鑽石成長機密 

(110.09.23)。 
(二)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資訊工程系趙志民教授兼系主任：物聯網應用與互聯技術

(110.09.30)。 
(三) 國立清華大學工業工程與工業管理系許倍源助理教授：Date Acquisition and 

Mental Health Improvement for Mental Disorder in Online Social 
Networks(110.10.14)。 

(四) Funliday Inc. 趣放假股份有限公司王慕羣技術長：你畢業後要任職的軟體業到

底都在做些甚麼事?(110.10.20)。 
(五)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電機工程系李俊宏教授兼副院長：疫情世界的 AI 與區塊鏈的

應用實例(110.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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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國立清華大學電機工程學系鍾偉和教授：綜觀金融科技及衍生性商品交易

(110.10.28)。 
(七) 今網資訊/今網智慧劉世運總經理：從外商到本土新創-談技術到管理之路

(111.03.03)。 
(八) 女媧創造股份有限公司郭柳宗執行長：智能機器人技術創新與突破(111.03.10)。 
(九) 國立成功大學謝孫源執行長：人工智慧的發展與應用(111.03.17)。 
(十) 瑞德感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陳寶琳董事長：智慧安全(111.03.21)。 
(十一)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資訊工程系邱維辰副教授：My Recent Attempts on 3D 

Computer Vision (111.03.24)。 
(十二) 雲科大資工系/工研院服務系統科技中心張傳育特聘教授/副執行長：智慧辨識

的產業應用(111.03.31)。 
(十三) 中央研究院馬偉雲副研究員：Knowledge-based 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111.04.14)。 
(十四) 鴻海科技集團董辦 CTO 辦公室(MIH EV 研發院技術顧問)連宏城技術顧問：

車聯網 AI 自駕技術(111.04.25)。 
(十五) 精誠科技整合股份有限公司董士緯處長：軟體開發職場經驗談(111.04.28)。 
其他活動 
(一) 本系一日迎新活動(110.09.11) 。 
(二) 本系 111 級畢業專題成果展示暨成果競賽(110.12.11)。 

肆、年度創新工作 

李建樹老師帶領資訊科學服務社社員指導臺南市南化國小學童展示程式設計學習成果。 

伍、年度榮譽事蹟 

李健興老師榮獲科技部 110 年度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案傑出人員。 
李建樹老師及陳宗禧老師榮獲科技部 110 年度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案優良人員。 
邱子濬同學榮獲科技部 110 年度大專學生研究計畫補助(指導老師陳宗禧)(110.7.1-
111.2.28)。 
陳宗禧教授及黃均維同學榮獲第十六屆無線、隨意及感測網路研討會(WASN 2021)
優良論文獎。 
李建樹教授指導郭長霖及林于璇同學參加經濟部工業局「AI 產業實戰應用人才淬煉

計畫 110-一般賽」榮獲優等獎。。 
李建樹教授指導吳柏呈及蔡汶勳同學參加「111 年中國工程師學會學生分會工程論

文競賽」榮獲優等。 
陳宗禧老師執行教育部 5G 寬頻行動推廣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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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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 
四 51 

碩士班 
一 24 
二 18 

博士班 

一 2 
二 3 
三 1 
四 2 
五 6 

總計 242 
 教職員人數統計 

類別  職稱  人數  

教師 
教授 9 
副教授 1 
助理教授 1 

行政人員 校聘組員 1 
總計 12 

貳、議事方面 

 110 學年度系務會議(110.10.13、110.12.15、111.3.9、111.6.8)。 
 110 學年度系課程委員會議(110.10.13、110.12.15、111.6.8)。 
 110 學年度系教評會議(110.9.15、110.11.3、110.12.15、111.3.30、111.5.4)。 

參、年度重要工作 

專題演講  
(一) 南臺科技大學電機工程系黃冠傑助理教授：系友經驗分享(110.11.9)。 
(二) 國立成功大學電機工程系張守進講座教授：護國神山群-台灣半導體產業

(110.11.16)。 
(三) 國立臺北科技大學光電工程系唐健富研究型專案助理教授：系友經驗分享

(11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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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智慧科學暨綠能學院陳建志副教授：Integrating AI, 5G V2X 
and Sensing to Provide Driving Assistance(110.12.7)。 

(五) 國立中央大學電機工程學系李柏磊教授：腦波人機介面控制系統(111.4.12)。 
 其他活動 
(一) 111 學年度碩班甄試入學新生說明會(110.10.30)。 
(二) 111 學年度碩班考試入學新生說明會(111.3.9)。 
(三) 111 學年度大學申請入學線上學系說明會(111.6.6)。 

肆、年度創新工作 

 執行教育部「5G 行動寬頻課程推廣」計畫。 
 執行「車輛胎壓胎温檢測平台設計」產學合作計畫。 

伍、年度榮譽事蹟 

本系獲本校 110 學年度獎勵研究績優系所「最佳進步獎」。 
白富升教授、王健仁教授榮獲「全球前 2%頂尖科學家榜單 World’s Top 2% Scientists 
2020」–學術生涯科學影響力排行榜(1960-2020)殊榮。 
許正良教授榮獲「全球前 2%頂尖科學家榜單 World’s Top 2% Scientists 2020」–2020
年度科學影響力排行榜殊榮。 
白富升教授、許正良教授及蕭鳳翔教授獲 110 年度科技部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案

優良人員。 
梁家銘副教授獲本校 110-1 學期及 110-2 學期教師教學創新獎勵銅質獎。 
梁家銘副教授指導之無線行動網路與智慧應用實驗室，獲本校實驗場所安全衛生競

賽優良實驗場所第一名。 
學士班李品佳、楊祥佑、籃秉義、聶羽柔及黃湘婷 5 位同學獲科技部補助「110 年度

大專學生研究計畫」(110.7.1-111.2.28)。 
學士班藍友駿同學獲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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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士班楊富評同學及碩士班系友洪健源參加 WOCC 2021 : Wireless and Optical 
Communications Conference，獲 AAEE Best Paper Award。 
梁家銘副教授與陽明交通大學陳建志副教授共同指導本校黃郁雯、葉旻純、杜孟軒、

聶羽柔、張惟喬同學，參加第十六屆無線、隨意及感測網路研討會(WASN2021)，榮

獲「佳作論文獎」。 
 梁家銘副教授及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陳建志副教授共同指導學士班聶羽柔、杜孟軒

及黃郁雯同學，參加 2021 第 26 屆大專校院資訊應用服務創新競賽，獲「資訊應

用組五」佳作及「AIoT 創新應用組」優勝。 
 白富升教授指導碩士班陳育祥及胡鶴霖同學參加功率半導體材料(氮化鎵＆碳化

矽)應用元件國際論壇，獲特別獎。 
 博士班廖偉翔同學及成大電機博士班杜政憲同學參加 2022 年第 18 屆全國電子設

計創意競賽暨學術研討會，獲「最佳論文獎」(本系許正良教授及中華民國空軍官

校潘彥良教授共同指導)。 
 碩士班趙家賢同學以「使用 LCP 軟性基板研製毫米波雙圓極化天線」為題，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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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產業新星揚帆啟航計畫之專題發表競賽，獲第二名(指導教師：陳居毓教授)。 
 學士班廖桓毅同學參加本校 2021 年英語徵文比賽，獲佳作 The Honorable Mention 
Awards，主題：Greater than Greatest。 
 學士班黃郁雯、聶羽柔、杜孟軒同學以「遠端照護 e 起來-基於生理感測及機器學

習技術之 AIoT 智慧點滴系統」參加 2021 全國大專產學實作競賽，獲「人工智慧

及其應用組第二名」(本系梁家銘副教授、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陳建志副教授共同指

導)。 
 學士班黃郁雯、聶羽柔、杜孟軒同學以「基於生理感測及機器學習技術之智慧輸

液系統」參加本校 2021 創新創意創業競賽(三創競賽)，獲「第一名」(本系梁家銘

副教授及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陳建志副教授共同指導)。 
 學士班陳冠霖、葉力慈、陳天禕、楊勝景同學參加本校 2022 創新創意創業競賽 
(三創競賽)，獲「創新創意組第二名」(本系梁家銘副教授及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陳

建志副教授共同指導)。 
 學士班聶羽柔、杜孟軒、黃郁雯同學參加第二十屆離島資訊技術與應用研討會

Conference 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Application in Outlying Islands (ITAOI)，
獲「最佳論文獎」(本系梁家銘副教授及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陳建志副教授共同指導)。 
 學士班聶羽柔、黃郁雯、杜孟軒同學參加 110 學年度大專校院創業實戰模擬學習

平臺，獲「優選團隊」(本系梁家銘副教授、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陳建志副教授及成

大醫院郭瑾醫師共同指導)。 
 學士班陳冠霖、葉力慈、陳天禕、楊勝景同學及博士班 Shashank Mishra 同學參

加 2022 靜英盃全國大專院校三創大賽，獲「創新創意組第一名」(本系梁家銘

副教授及國立陽明交通大學陳建志副教授共同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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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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8 
二 112 
三 106 
四 119 

大學部(進修學士班) 

一 28 
二 28 
三 20 
四 22 

碩士班 
一 34 
二 53 

碩士在職專班 
一 11 
二 18 
三 13 

總計 692 
教職員人數統計 

類別 職稱 人數 

教師 
教授 12 
副教授 8 
助理教授 4 

行政人員 
校聘秘書 1 
校聘組員 3 

總計 28 

貳、議事方面 

 110 學年度院務會議(110.09.16、111.06.22)。 
 110 學年度院教評會議(110.12.01、111.01.05、111.03.17、111.04.20、111.06.15)。 
 110 學年度院課程會議(110.10.07、111.03.08、111.05.11)。 
 110 學年度環境教育碩士在職學位學程委員會議(110.10.06)。 
 110 學年度環生學院系學生代表會議(110.07.06)。 

參、年度重要工作 

 辦理大師講堂系列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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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國立中興大學水土保持學系陳樹群終身特聘教授：解除溪流緊箍咒(110.12.01)。 
(二) 國立中央大學機械工程學系、工學院院長蕭述三講座教授：臺灣淨零碳排及綠

能發展之挑戰(110.12.22)。 
 辦理校園心理健康促進計畫：年底掃除、收納幸福演講(110.12.09)。 

肆、年度創新工作 

 辦理環境教育人員認證展延研習活動「在地人文與自然的永續循環-110 年度環境教

育人員展延 7 小時研習」(110.09.10-09.11)。 
 辦理 2 場「與企業有約」活動(110.11.03、110.12.20)，完成與聚和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簽署合作意向書。 
 協助辦理「2021 國際先進鋰離子電池與氫能燃料電池電化學儲能研討會」(110.12.07-
110.12.08)。 

伍、年度榮譽事蹟 

生科系張德生老師與綠能系卜一宇老師入選「全球前 2%頂尖科學家榜單」 (World’s 
Top 2% Scientists 2020)。 
綠能系傅耀賢老師與生科系吳慧珍老師通過 110 年度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補助

(110.8.1-111.7.31)。 
綠能系張家欽老師獲科技部 110 年度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案之「傑出人員」；生科

系張德生老師(110-2 學期)、生態系范玉玲老師及綠能系胡家勝老師、卜一宇老師、

郭振坤老師(110-1 學期)獲「優良人員」。 
生科系張德生老師指導張芸榕同學獲得 110 年度科技部大專學生研究計畫補助 
(110.07.01-111.02.28)。  
本院教師於 110 學年度通過經濟部智慧財產局發明專利 6 件。 
生態系碩士班畢業生劉善德同學獲得本校 111 年度「教育實習績優獎」優等。 
本校環境教育機構獲環保署「110 年度環境教育機構評鑑-團隊精進合作獎」

(110.11.05)。 
 
 
 

http://phpweb.nutn.edu.tw/cflib/events/2021%e5%9c%8b%e9%9a%9b%e5%85%88%e9%80%b2%e9%8b%b0%e9%9b%a2%e5%ad%90%e9%9b%bb%e6%b1%a0%e8%88%87%e6%b0%ab%e8%83%bd%e7%87%83%e6%96%99%e9%9b%bb%e6%b1%a0%e9%9b%bb%e5%8c%96%e5%ad%b8%e5%84%b2%e8%83%bd/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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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二 39 
三 35 
四 47 

進修學士班 

一 28 
二 28 
三 20 
四 22 

碩士班 
一 11 
二 18 

碩士在職專班 
一 11 
二 14 
三 8 

總計 325 
二、教職員人數統計 

類別 職稱 人數 
教師 教授 6 

行政人員 校聘組員 1 
總計 7 

貳、議事方面 

一、110 學年度系務會議(110.08.09、110.11.03、111.03.02、111.05.26、111.06.27)。 
二、110 學年度系教評會議(110.10.13、110.11.03、110.12.15、110.12.23、111.01.04、

111.03.02、111.04.13、111.05.04、111.05.26、111.06.14)。 
三、110 學年度課程委員會議(110.09.22、111.03.02、111.05.04、111.05.26)。 
四、110 學年度發展委員會議(110.10.27、111.03.02、111.05.04、111.05.26)。 

參、年度重要工作 

一、招生工作：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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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名、指定考試錄取 16 名、繁星計畫錄取 8

名。 
(二) 大學進修學士班：錄取 32 名。 
(三) 碩士班：推甄入學錄取 4 名、考試入學錄取 7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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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碩士在職專班：錄取 10 名。 

肆、年度創新工作 

執行教育部工具機教學設備更新計畫，獲補助採購三軸立式加工中心機 1 台、板材雷射

切割機 1 台、CNC 雷射積層製造機 1 台，總計決標金額 13,734,000 元，完成採購、教

育訓練與結案工作。 

伍、年度榮譽事蹟 

一、卜一宇老師入選全球前 2%頂尖科學家榜單(World’s Top 2% Scientists 2020)之「2020
年度科學影響力排行榜」。 

二、科技部 110 年度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案：張家欽老師獲傑出人員獎；郭振坤老師

(110-1 學期)、胡家勝老師、卜一宇老師獲優良人員獎。 
三、傅耀賢老師獲得教育部 110年度大專校院教學實踐研究計畫補助(110.8.1~111.7.31)。 
四、辦理 2021 國際先進鋰離子電池與氫能燃料電池電化學儲能研討會(110.12.07-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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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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二 39 
三 39 
四 44 

碩士班 
一 10 
二 10 

總計 186 
教職員人數統計 

類別 職稱 人數 

教師 
教授 4 

副教授 3 
助理教授 2 

行政人員 校聘組員 1 
總計 10 

貳、議事方面 

 110 學年度系務會議，1 次(110.9.15)。 
 110 學年度系課程會議，4 次(110.7.23、110.11.24、111.3.2、111.5.2)。 
 110 學年度系招生會議，2 次(110.12.4、111.5.28)。 
 110 學年度系教評會議，3 次(111.1.4、111.3.16、111.4.28)。 
 110 學年度系設備會議，1 次(110.11.24)。 
 111 學年度申請入學審查共識暨尺規校準會議(111.5.20)。 

參、年度重要工作 

 專題演講 
(一) 長庚大學電機系蔡孟燦教授：以多功能光學影像導引雷射治療之應用(111.1.12)。 
(二) 國立中正大學機械工程學系王祥辰教授：以高光譜影像建構智慧醫療檢測

(111.1.13)。 
(三) 生科系食農教育暨職涯講座： 

1. 農委會高雄區農業改良場研究員兼旗南分場分場長周國隆博士：臺灣綠金

毛豆產業發展近況(111.3.9)。 
2. 聚和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何麗貞博士：聚和產品在生物科技產業的

應用與布局(11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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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農委會臺南區農業改良場作物改良課農藝研究室吳昭慧副研究員：大豆育

種與產業發展近況(111.5.18)。 
 其他學術活動 
(一) 舉辦 HPLC 儀器教育訓練(110.9.27)。 
(二) 舉辦生科系課程地圖宣導暨大一新生茶會活動(110.11.10)。 
(三) 曹哲嘉老師籌辦水生生物軌跡追蹤工作坊(110.11.10)，主題一：操作 idTracker 追

蹤多尾斑馬魚的空間運動；主題二：在 Python 介面下安裝 T-Rex 軟體。 
(四) 程台生主任帶領本系學生共 64 人至屏東香蕉試驗所參訪(111.5.11)。 

肆、年度創新工作 

 辦理師培公費生甄選。 
 程台生主任與那米亞發酵股份有限公司簽訂合作意願書。 
 程台生主任輔導學生申辦暑期實習：中央研究院 3 名、苗栗區農業改良場生物防治

分場 2 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茶業改良場桃園本場 1 名、聚和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2
名、那米亞發酵股份有限公司 4 名。 
 本系推動實務型人才培育，大學部由曾登裕老師開設二、三年級生技產業實習(一)：
選修學生 19 位；丁慧如老師開設四年級生技產業實習(二)：選修學生 19 位。 

伍、年度榮譽事蹟 

 張德生老師榮獲「全球前 2%頂尖科學家榜單(World’s Top 2% Scientists 2020)」殊榮，

分別入榜「學術生涯科學影響力排行榜(1960-2020)及「2020 年度科學影響力」榜單。 
 張德生老師獲得科技部 110 年度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之優良人員(110-2 學期)。 
 張德生老師通過 110 年科技部專題計畫。 
 張德生老師通過 111 年度短期出國研究計畫補助。 
 吳慧珍老師通過 110 學年度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110.8.1-111.7.31)。 
 吳慧珍老師、張德生老師、曾登裕老師、丁慧如老師、鄧燕妮老師獲得本校 110 年

度加強學術研究提昇教學品質獎勵。 
 莊子葳、劉家豪系友錄取高等考試三級考試衛生技術類科。 
陳羿帆系友獲成功大學基礎醫學研究博士學位，並擔任國衛院博士後研究員。 
張芸榕同學(張德生老師指導)通過科技部 110 年度大專學生研究計畫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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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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二 38 
三 33 
四 30 

碩士班 
一 11 
二 27 

總計 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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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次(110.10.05、111.01.26、111.05.31)。 
系教評會議 4 次(110.12.28、111.03.15、111.04.12、111.05.20)。 
系課程會議 6 次(110.10.05、110.11.30、111.01.26、111.03.02、111.04.26、111.05.31)。 
系課程與教學委員會議 3 次(110.09.29、111.01.24、111.02.25)。 
系學術發展委員會議 3 次(110.09.23、110.10.28、111.02.16)。 
系學生事務委員會議(110.11.30)。 
預研生審查小組會議(111.01.25)。 

參、年度重要工作 

辦理教師升等：1 位教師提出升等申請。 
辦理教師評鑑：3 位老師。 
辦理教育部計畫：110 學年度精進師資素質及特色發展計畫-特 A1 戶外生態教育計

畫。 
辦理生態系 2021 與您逗陣在一起系友會(110.12.11)。 
辦理 110 學年度本系小畢業典禮(111.06.05)。 
學術活動(專題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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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職場自我品牌行銷力(創客魔豆有限公司許涵婷推廣部總監)(110.09.29) 
(二) 蜂類多樣性與台灣養蜂(嘉義大學植物醫學系宋一鑫副教授)(110.10.06) 
(三) 跟我一起學習線上怎麼做(中華民國遊戲教育協會劉力君講師)(110.10.13) 
(四) 東亞特有種苦苣苔親緣地理研究(台大生態學與演化生物學研究所辛冠霆博

士)(110.10.13) 
(五) 雲上吸晴術-讓你被聽見與看見(注意力設計師莊越翔老師)(110.10.27) 
(六) 從海洋到森林陸蟹生態與保育研究(台師大環教所許嘉軒老師)(110.11.03) 
(七) 生態保育的溝通與協力(社區大學全國促進會楊志彬秘書長)(110.11.17) 
(八) 追逐夢想時，也要記得學會學習如何設定目標及達標(創客魔豆講師許涵婷總

監)(111.03.09) 
(九) 國際自然保育團體的保育策略演進(東華大學環境學院暨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

梁明煌老師)(111.03.23) 
(十) 善用 LINE 官方網站工具協助你變成教學虛擬小幫手(杏陽顧問蔣若威研發總

監)(111.03.30) 
(十一) 企業社會責任，我們不能缺席-實務認識?CSR、ESG、SDGs(宏盛企業管理顧

問有限公司陳孝倫總經理)(111.03.31) 
(十二) 學校科展的指導(嘉義市北興國中張毓禎老師)(111.04.13) 
(十三) 國土綠網推動(觀察家顧問有限公司蔡佳育經理)(111.04.14) 
(十四) 讓 Gather Town 變成你的虛擬課室講堂教室(科學教育團隊雷宏莉老師) 

(111.04.20) 
(十五) 永續生態農業與食農教育-老鷹視角(屏東科技大學生物資源林惠珊博士生) 

(111.04.27) 
(十六) 環境教育設施場所經營實務(蛙趣自然生態顧問公司莊孟憲老師)(111.05.04) 
(十七) 環社檢核(東海大學生態與環境研究中心蔡鵑如博士)(111.05.05) 
(十八) 生態保育工作發展與前景(觀察家生態顧問有限公司黃于玻總經理)(111.05.11) 
(十九) 衝突解決、溝通與調解 I 及 II (東華大學環境學院暨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梁明

煌老師)(111.05.12、05.19) 
(二十) 運用 Playing Card 建構你的遊戲設計力(中華民國遊戲教育協會劉力君講

師)(111.05.18) 
(二十一) 挑戰公職?公職挑戰?(逢甲大學環境工程與科學學系吳志超教授)(111.05.25) 
(二十二) 氣候變遷與淨零碳排(中國醫藥大學通識教育中心盧裕倉教授)(111.06.02) 
師生活動 
(一) 大學部新生家長座談會(110.09.02)。 
(二) 碩士班新生座談會(110.07.14)。 
(三) 大學部師生座談會(111.01.05)。 

肆、年度創新工作 

獲各機關補助、委辦及產學合作計畫(110.01.01-111.07.31)，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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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期程 計畫名稱 委託單位 金額(元) 主持人 

110/01/04-111/06/30 
中部科學工業園區二林園區 110-112 年度

環境監測計畫 
環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600,000  王一匡 

110/01/19-111/06/30 
水保局臺南分局白河、杉林、旗山區 3 件

工程提審階段生態檢核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

持局臺南分局 
96,000  王一匡 

110/02/24-111/07/20 
臺南分局轄區 110 年度生態檢核執行及民

眾參與推動計畫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水土保

持局臺南分局 
7,022,000  王一匡 

110/04/01-110/12/31 生態檢核教育訓練計畫 立成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290,000  王一匡 

110/04/06-111/04/05 
星崴七股太陽能光電發電計畫之生態環境

監測及調查作業 
森崴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99,000  王一匡 

110/04/01-111/09/30 

嘉義縣東石鄉鰲鼓段 238 等 6 筆地號室內

水產養殖設施附屬屋頂型太陽光電系統工

程 

加昱能源有限公司 96,000  王一匡 

110/04/09-111/12/31 牡丹鄉清良橋上游野溪右岸治理工程 屏東縣政府 98,000  王一匡 

110/04/01-111/08/31 
二仁溪二層行橋下游段環境改善工程(第

三期) 
鎰發營造科技有限公司 85,000  王一匡 

110/05/18-110/12/31 
雲林三條崙、臺南北門及七股 2 件工程規

劃設計階段生態檢核 
鴻成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400,000  王一匡 

110/06/10-111/09/30 

高雄市永安區烏樹林段 824 -2 地號 -室

內水產養殖設施附屬屋頂型太陽光電系統

工程 

榮晉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96,000  王一匡 

110/06/14-111/06/30 
二仁溪二層行橋下游段環境改善工程(第

四期) 

金主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

司 
96,000  王一匡 

110/07/10-111/12/15 
旗山溪旗山堤段及甲仙堤段整體環境改善

工程 

鴻威國際工程顧問股份有

限公司 
380,000  王一匡 

110/06/24-111/04/30 出火橋下游野溪整治三期工程 啟輝營造有限公司 260,000  王一匡 

110/10/15-111/12/31 

嘉義縣布袋鎮新南段 952、955 地號 

(1.8654 公頃 )與 984、1020、1021 地號 

(1.9226 公頃)-室內水產養殖設施附屬屋頂

型太陽光電系統工程申請一級海岸保護區

以外特定區位許可計畫案 

加昱能源有限公司 120,000  王一匡 

110/11/02-111/12/31 

嘉義縣東石鄉三塊厝新段 1072、1083 地

號（2.2433 公頃）─室內水產養殖設施附

屬屋頂型太陽光電系統工程申請一級海岸

保護區以外特定區位許可計畫案 

加昱能源有限公司 120,000  王一匡 

110/10/25-111/10/31 
110 年度口隘溪紅土崎橋下游護岸段構造

物維修改善工程 
通友營造股份有限公司 65,000  王一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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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期程 計畫名稱 委託單位 金額(元) 主持人 

110/10/01-111/12/31 

104-111 年生活圈交通建設計畫(市區道

路)─嘉義縣番路鄉仁義潭特定區聯絡道路

(彈藥庫)拓寬改善工程 

定弘營造廠有限公司 190,000  王一匡 

110/08/01-111/07/31 

以流行病學為基礎的廢水監測與毒性關鍵

閾值評估抗結核藥物的混合毒性及其生態

風險 

科技部 2,054,000 陳韋妤 

110/08/01-111/07/31 
評估抗流感用藥代謝物對環境健康之衝擊

及廢水處理場管理之應用 
科技部 1,186,000 陳韋妤 

110/05/01-110/12/31 生態綠網重要關注區域之保育優先順序 林務局 1,100,000 許皓捷 

110/03/31-110/09/29 樂活人生職場增能講座 勞動力發展署 34,000 薛怡珍 

108/01/01-110/12/31 
台南科技工業區環境監測計畫陸域植物調

查 
艾奕康工程顧問公司 960,000 謝宗欣 

110/11/01-111/03/31 曾文溪青草崙堤防厚葉牽牛棲地復育作業 經濟部水利署第六河川局 98,000 謝宗欣 

伍、年度榮譽事蹟 

范玉玲老師榮獲科技部 110 年度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案-優良人員。 
王一匡主任續任「中華民國溪流環境協會」監事、「The Benthological Society of Asia」
Executive board。 
黃文伯老師續任「台灣獼猴共存推廣協會」理事長。 
張原謀教授發表新書「聽見台江天籟：臺灣暗蟬」。 
薛怡珍副教授發表新書「大人小孩都想上的遊戲課」。 
本系學生贏得本校「110 學年度校長盃排球競賽」男子組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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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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二 125 
三 118 
四 138 

大學部 
(進修學士班) 

一 2 
二 6 
三 9 
四 17 

碩士班 
一 56 
二 108 

碩士在職專班 
一 20 
二 23 
三 29 

總計 769 
教職員人數統計 

類別  職稱 人數  

教師 
教授 10 
副教授 12 
助理教授 6 

行政人員 
校聘秘書 1 
校聘組員 3 

總計 32 

貳、議事方面 

 110 學年度院務會議 ( 110.09.29、110.12.15、111.03.07)。 
 110 學年度院教評會議 ( 110.09.29、110.11.29、111.01.03、111.03.14、111.05.09、
111.06.06)。 
 110 學年度院課程委員會議 ( 110.10.18、111.03.16、111.05.18)。 
 110 學年度音樂學系系主任遴選會議 ( 111.03.28、 111.05.18) 
 藝術學院研究學報編審委員會議 15 期編輯小組書面審查 (111.07.11)。 

參、年度重要工作 

辦理藝術學院藝術季活動 (111.03.18-111.06.19)暨開幕典禮(111.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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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藝術學院 110 學年度校級會議教師代表線上遴選(111.06.13-06.14)。 
 完成藝術研究學報第 14 期出版(110.10)。 

肆、年度創新工作 

 籌辦本院大師講堂/工作坊系列活動，共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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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美雲歌仔戲團團長兼藝術總監-唐美雲團長【創作者的光-《光華之君》的眾生

相】(110.09.22)。 
(二) 林應群臨床心理師【愛情的恰恰怎麼跳?從依附理論看關係經營】工作坊

(110.10.02、110.10.30)。 
(三) 玄奘大學藝創系翁啟源副教授兼系主任【我的藝術之路】(110.11.10)。 
(四)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蔡佳憓副教授【身心整合與肢體開發】(110.11.03)。 
(五) 高雄市中正國小許麗華老師【音樂教學工作坊】(110.11.24)。 
(六) 音樂學者-陳漢金教授【德布西《沉沒的教堂》VS.莫內《陽光下的盧昂大教堂面，

藍色與金色的和聲》】(110.12.08)。 
(七) 音樂學者-陳漢金教授【樂聲與古壁的諧鳴-巴黎聖母院的建築與音樂】大師講堂

(111.03.23)。 
(八) 英國頂尖戲劇及跨領域創作表演者- Joshua Sofaer【何謂將觀眾放置於當代藝術 

和表演的中心?It's all about you!】(111.04.27)。 
籌畫辦理國民小學教師加註「藝術領域專長」之認定。 
發展學院特色 
(一) 辦理院核心課程「運算思維與程式設計」跨域學習，邀請國立中正大學機械工

程學系任春平教授及敏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張嘉苓助理教授擔任期末學習成果

發表會審查委員，提出意見供學生作為精進依據(111.01.11)。 
(二) 辦理院核心課程「運算思維與程式設計」跨域學習，邀請貳作劇團林翰生藝術

總監為戲劇創作與應用學系學生教授【捕捉光的語彙-淺談燈光設計】(111.06.02 )。 
(三) 辦理院核心課程「運算思維與程式設計」教學業師協同活動課程，與趙敏妏兼

任助理教授協同教學：Micro：bit 程式體驗及實作(111.04.28、111.05.12、111.05.19、
111.05.26 )。 

 學術研究 
(一) 戲劇創作與應用學系林玫君老師通過教育部 111-112 年度「師資培育之大學-藝

術領域教學研究中心設置計畫(中學組) 」(執行期程：111.01.01~112.12.31)。 
(二) 戲劇創作與應用學系林玫君老師通過教育部「幼兒園美感教育扎根計畫」(執行

期程：110.01.01~112.12.31)。 
(三) 戲劇創作與應用學系林雯玲老師通過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以戲劇作為方法：

臺灣劇場的『移人』聲音(2009-2020)」(執行期程：110.08.01~112.07.31)。 
(四) 戲劇創作與應用學系王婉容老師通過教育部 110 年度「議題導向跨領域敘事力

培育計畫─議題導向跨領域敘事力課群暨教師社群發展計畫」(執行期程：

110.08.01~111.07.31)。 
(五) 戲劇創作與應用學系許瑞芳老師通過國立臺南生活美學館委託「110 年青少年

劇場體驗計畫」(執行期程：110.04~1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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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視覺藝術與設計學系辦理「2022 視覺藝術與設計學術研討會」(111.5.18)。 

伍、年度榮譽事蹟  

戲劇創作與應用學系榮獲本校 110 學年度「研究績優系所」。 
 視覺藝術與設計學系榮獲本校 110 年度新聞發布績優學術單位。 
 戲劇創作與應用學系林雯玲老師榮獲科技部 110 年度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之傑出

人員。 
 戲劇創作與應用學系蔡依仁老師通過教育部 110 年度大專校院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110.8.1~111.7.31)。 
 戲劇創作與應用學系陳晞如老師榮獲本校 110 學年度教學績優教師。 
 本院教師榮獲本校「教師教學創新獎勵」如下： 

 110-2 學期：銀質獎-戲劇創作與應用學系蔡依仁老師。

 ：銅質獎-視覺藝術與設計學系范如菀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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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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二 47 
三 36 
四 50 

進修學士班 

一 2 
二 6 
三 9 
四 17 

碩士班 
一 16 
二 31 

碩士在職專班 
一 10 
二 10 
三 8 

總計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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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學年度系教評會議(110.09.22、110.11.01、110.11.15、111.3.9、111.4.19、111.5.4、
111.5.25)。 
 110 學年度系務會議(110.09.15、110.10.13、110.11.17、111.2.23、111.3.16、111.4.20、
111.5.11、111.5.17、111.6.22)。 
 110 學年度碩士班會議(110.09.15、110.10.13、110.11.17、111.3.16、111.4.20、111.6.22)。 
 110 學年度系課程委員會議(110.10.13、111.2.23、111.4.20、111.5.11)。 
 系務及工讀生團隊討論會議(110.9.9、111.1.13、111.2.18)。 

參、年度重要工作 

 舉辦演講/工作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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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林小玉「素養導向音樂教學初探」講座(110.10.27) 
(二) 大師講堂-蔡佳憓老師「身心整合與肢體開發」(110.11.3) 
(三) 許麗華-音樂教學工作坊(110.11.24) 
(四) 陳漢金-德布西《沉沒的教堂》VS 莫內《陽光下的盧昂大教堂正面，藍色與金色

的和聲》講座(110.12.08) 
(五) 大師講堂-陳漢金「樂聲與古壁的諧鳴-巴黎聖母院的建築與音樂」(111.3.23) 
(六) 石佩蓉「音樂老師的美麗與哀愁」講座(111.4.20) 
(七) 阿樂(邱貴揚)《流行音樂講座》未來式音樂製作與出版(111.5.6) 
舉辦展演/發表活動 
(一) 爵士之夜(110.12.2) 
(二) 嘉南之聲音樂會(南大&嘉大管樂團聯合音樂會)(110.12.6) 
(三) 111 年教師聯合音樂會(111.4.13) 
(四) 弦樂之夜 (111.5.24) 
(五) 吳京珍老師參與台南市音樂教師學會「鞋盒傳愛心~名家演奏聖誕慶典慈善音樂

會」演出(110.12.13) 
(六) 侯志正老師 

1. 參與飛虎 80 暨 2021 凌雲禦風音樂會-空軍司令部(110.12.07) 
2. 參與向防疫英雄致敬音樂會-實踐大學(110.12.16) 
3. 參與音樂台灣 2021 作曲聯展系列二-亞洲作曲家聯盟台灣總會(110.12.18) 
4. 參與大呂冬季-國立嘉義大學音樂會(110.12.20) 

(七) 朱芸宜老師 
1. 製作並演出「歌唱劇~梁祝鞋揍曲」(110.10.22) 
2. 參與「聖誕巡禮~聯合音樂會」(110.12.04) 

(八) 蔡耿銘老師 
1. 參與 2021 感恩樂音系列 II 演出(110.11.15) 
2. 參與高雄市政府文化局「給 NK 的十行詩」演出 (110.11.25、110.11.26) 
3. 參與台北市立敦化國民小學「手到琴來」演出 (110.12.28) 

(九) 陳威仰老師於「本土三十前瞻踏實-本土文化教育研討會」發表「音樂教育的本

土化歷程與展望」論文(110.11) 
(十) 黃乾育老師擔任《費爾的旅程》紀錄片之作曲家(111.5.27 起，在臺灣的電影院

上映) 

肆、年度創新工作 

推動校際交流，與嘉義大學管樂團辦理聯合音樂會(110.12.6)。 
邀請知名學者陳漢金教授蒞校講學：德布西《沉沒的教堂》VS 莫內《陽光下的盧

昂大教堂正面，藍色與金色的和聲》(110.12.08)、「樂聲與古壁的諧鳴-巴黎聖母院

的建築與音樂」(111.3.23)。 

伍、年度榮譽事蹟 

 13 位在校生於 110 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台南市市賽表現優異(11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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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鋼琴獨奏，甲等：賴郁芊同學、謝敏晴同學、胡翊瑄同學、戴立妘同學。 
(二) 小提琴獨奏，優等第三名：呂宥葳同學。 
(三) 小提琴獨奏，優等：蔡昀熙同學、周欣諭同學、賴依琳同學。 
(四) 中提琴獨奏，優等：吳俊漢同學。 
(五) 聲樂獨唱女高音，優等第一名：賴啟源同學，代表台南市參加全國比賽。 
(六) 聲樂獨唱女高音，甲等：蕭又甄同學、謝敏晴同學、李思佳同學。 
6 位在校生於 110 學年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決賽表現優異(111.03)： 
(一) 賴啟源同學：聲樂獨唱女高音，優等。 
(二) 許凱鈞、溫柏宇、張雅婷、張竣傑、吳旻柔同學：大專 A 組銅管五重奏，優等。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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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三 48 
四 47 

碩士班 
一 17 
二 36 

動畫媒體設計碩士班 
一 7 
二 11 

碩士在職專班 

一 10 

二 13 

三 21 

總計 292 
二、教職員人數統計 

類別 職稱 人數 

教師 
教授 4 
副教授 3 
助理教授 3 

行政人員 組員 1 
總計 11 

貳、議事方面 

一、110 學年度系務會議(110.9.22、111.1.10、111.3.23、111.6.22)。 
二、110 學年度系教評會議(110.11.6、110.11.23、111.4.25、111.5.6)。 
三、110 學年度系課程委員會議(110.10.6、110.11.23、111.3.23、111.5.11)。  

參、年度重要工作 

一、專題演講 
(一) 玄奘大學藝創系副教授兼系主任翁梁源老師「我的藝術之路」(110.11.10)。 
(二) 高雄師範大學跨領域藝術研究所高俊宏老師「田野調查與藝術實踐經驗」

(110.12.15)。 
(三) 國立成功大學藝術中心視覺藝術總監陳明惠教授「新媒體與科技藝術初探」

(1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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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2022 臺南新藝獎得主藝術家陳楷仁「森林的秘密」演講(111.3.30)。 
(五) 梁瓊芳老師「律動五感—召喚生命記憶海」工作坊(111.4.16)。 
(六) 劉又瑄老師「作伙來唱咱的歌」工作坊(111.4.16)。 
(七) 陳靜玲老師「生命探索之旅-曼陀羅紓壓彩繪」工作坊(111.4.16)。 
(八) SAFE HOUSE T Studio 原畫師孫家隆「日本動畫二三事」演講(111.4.27)。 
(九) 崇井影像工作室攝影師陳宗蔚「用鏡頭完美演繹美食」演講(111.6.8）。 
(十) 正修科技大學徐福治老師「戶外光雕專題講座」演講(111.5.25）。 
(十一) 泰納畫室負責人、總監張家荣「當代水彩名家示範」演講(111.5.25）。 
(十二) 台南市安平國中兼任教師、專職藝術創作者蔡濰任「作為一個藝術家的可能

性」演講(111.6.15）。 
(十三) 台南應用科技大學專案助理教授徐婉禎「策展作為思想理論的創作」演講

(111.6.15）。 
二、其他學術活動 

(一) 2021 視覺藝術與設計學系系展-疫波未平 藝波躍起(110.12.10-111.1.2)。 
(二) 2022 視覺藝術與設計學系教師聯展-藝啟 2.0 (111.3.21-4.6)。 
(三) 2022 視覺藝術與設計學系碩士班評圖展-西畫組(111.4.8-4.15)、水墨組(111.4.17-

4.24)、多元媒材與設計組(111.5.2-5.6)。 
(四) 2022 視覺藝術與設計學術研討會(111.5.18)。 

肆、年度創新工作 

一、本系學生於本校第一藝廊及藝術特區第三空間舉行畢業展「零：零零」（111.4.25-4.30）。 
二、本系學生於台北松山文創園區舉行畢業展「零：零零」（111.5.6-5.9）。 
三、本系學生參加高雄市文化中心「2022 青春美展」（111.5.20-5.31）。 
四、本系學生參加高雄展覽館「2022 放視大賞」（111.5 月）。 
五、本系學生於本校第一藝廊舉行畢業展「一心二憶三斤糖」（111.6.8-6.15）。 

伍、年度榮譽事蹟 

一、范如菀老師於本校 110-2 學期教師教學創新獎勵獲銅質獎。 
二、季和穎同學入圍西班牙歐洲現代藝術博物館第 11 屆繪畫與雕塑大賽。 
三、學生參加 2021 臺東美展：季和穎榮獲西洋媒材類第二名、郭書瑜榮獲西洋媒材類

第三名。 
四、學生參加 2021 臺南美展： 

(一) 郭諮蓁榮獲東方媒材第二名、吳佳宣榮獲東方媒材優選、焦可愉榮獲東方媒材

佳作。 
(二) 郭書瑜、張霈晴榮獲西方媒材優選；林淑芬榮獲西方媒材佳作；陳亮元、吳敏

如、溫思愷、洪權楷、蔡佩真榮獲西方媒材入選。 
五、郭書瑜同學榮獲大墩美展油畫類第三名，陳瑋勛同學榮獲大墩美展油畫類優選。 
六、郭書瑜同學榮獲第二十屆全國百號油畫第二名。 
七、郭書瑜同學榮獲 2021 高雄漾藝術博覽會-台灣福興企業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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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學生參加 2021 中華民國第 37 屆版印年畫比賽：林淑芬榮獲首獎、謝宇馨及林俐伃

榮獲入選。 
九、游勝淯同學榮獲 2021 金車繪畫獎首獎(作品：徘徊中．列車旅者)。 
十、廖崇勛同學榮獲 23 屆磺溪美展油畫水彩類磺溪獎(第一名)(作品：別後)。 
十一、 童育湞同學榮獲 110 年度「大家 e 起動起來~GIF 動圖徵件比賽」自由發揮創作

組金賞(第 1 名) 。 
十二、 張庭語同學榮獲台銀藝術祭「台銀優質獎」(版畫作品：晚霞之醉)。 
十三、 學生參加雕光見影-110 年全國皮影戲及創意影戲創作比賽：林宗緯榮獲社會青年

組第二名、蔡佩珍榮獲社會青年組優選。 
十四、 張鳳文同學榮獲山海的傳技：器物之美-第九屆台灣原住民海報雙年展入選。 
十五、 李沛宸及劉亭詒同學榮獲高科大 2021 青年藝術家典藏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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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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二 37 
三 34 
四 41 

碩士班 
一 16 
二 30 

總計 197 
 教職員人數統計 

類別  職稱 人數  

教師 
教授 3 
副教授 5 
助理教授 1 

行政人員 校聘組員 1 
總計 10 

貳、議事方面 

 110 學年度系務會議，共 11 次(110.9.15、110.10.6、110.11.3、110.12.8、111.1.13、
111.1.17、111.2.23、111.3.23、111.4.20、111.5.18、111.6.27)。 
 110 學年度系教評會議，共 3 次(110.9.27、110.12.30、111.4.20)。 
 110 學年度課程會議，共 2 次(110.12.8、111.5.11)。 
 110 學年度專業實習委員會議，共 2 次(110.10.20、111.3.23) 。 
 110 學年度助學金會議，共 1 次(111.5.27) 。 
 111 年度大學招生專業化發展試辦計畫審查共識暨尺規初評會議(111.5.18)。 

參、年度重要工作 

 專題演講/工作坊 
(一) 辜公亮文教基金會黃國峰「臺南在地劇場技術人才培育計畫」第一期進階課程

「劇場燈光技術進階：燈光技術指導的養成」(110.8.25-08.27)。 
(二) 唐美雲歌仔戲團團長唐美雲、編劇陳健星：創作者的夢─《光華之君》的眾生相

(110.9.22)。 
(三) 玄奘大學影劇藝術學系助理教授李哲宇：劇場社會行動的三種樣態(110.10.4)。 
(四) 飛馬文化聚場藝術總監黎恩菲：用創造力舞動工作坊(110.10.13)。 
(五) 臺南市美術館教育推廣部組員吳芷容：生活取件的創造性繪畫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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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0.19)。 
(六) 阿右聲音表演工作室負責人吳佳祐：聲音工作坊(110.10.31)。 
(七) 山東野劇團團長劉尉楷：應用劇場工作之設計與準備(110.11.2)。 
(八) 無獨有偶劇團團長阮義：偶戲在現在劇場中的應用(110.11.4)。 
(九) 策展、藝評、構作顧問周伶芝：城市是否需要藝術節(110.11.17)。 
(十) 樹德科技大學表演藝術系助理教授藍貝芝：慢島劇團《無枝 nostalgia》的移動

與邊境(110.11.22)。 
(十一) 國立臺灣美術館教育推廣組鄧淵仁：當今美術館教育的潮流與趨勢(110.11.23)。 
(十二) 本校視覺藝術與設計學系助理教授范如菀：影像藝術與表演(110.11.25)。 
(十三) 知名劇場編導與影視編劇家林孟寰：編劇工作坊(110.11.27)。 
(十四) 無獨有偶劇團團長阮義：偶戲與其劇本(110.11.29)。 
(十五) 巫婆戲劇魔法故事屋負責人巫素琪：新竹市婦女劇團的成立與成長--應用戲劇

的在地實踐工作坊(110.11.17)。 
(十六) 斜槓青年創作體導演朱怡文：劇場創新與創業-斜槓青年創作體(110.12.2)。 
(十七) 台北藝術大學兼任講師蘇慶元：遊戲考古學工作坊(110.12.9)。 
(十八) 臺灣大學戲劇學系教授林鶴宜：「我的學思歷程：從明清戲曲到台灣戲劇」

(110.12.16)。 
(十九) 斜槓青年創作體導演朱怡文：與空間連結的劇場創作與製作分享(111.3.14)。 
(二十) 臺灣技術劇場協會(TATT)理事斯建華 2021-2022 臺南在地劇場技術人才培育

計畫：第一期初階課程「技術劇場專業人才基礎培訓」工作坊(111.1.16-1.22)。 
(二十一) 舞台暨整體造型設計師梁若珊第四屆 2021-2022 臺南在地劇場技術人才培

育計畫：第二期進階課程「舞台佈景與軟景繪景」工作坊(111.2.16-2.18)。 
(二十二) EX 亞洲劇團藝術總監暨導演江譚佳彥：從《卡里古拉》談「本質劇場」演

員訓練方法(111.3.16)。 
(二十三) 美麗生活家造型工坊美容講師陳昭吟：化妝實務工作坊(111.3.21、3.28)。 
(二十四) 野草製作工作室創辦人林惠兒：舞台監督職責與實例分享(111.3.28)。 
(二十五) 阿伯樂戲工場團長簡翊修：表藝企畫書與管理工作坊(111.4.9)。 
(二十六) 野草製作工作室創辦人林惠兒：劇場技術工作坊(111.4.11、4.18、4.25)。 
(二十七) 前臺東大學兒童所教授杜明城：莎士比亞筆下的青春原型(111.4.13)。 
(二十八) 資深跨領域藝術家 Joshua Sofaer：一切都和你有關!何謂將觀眾放置於當代

藝術和表演的中心?(111.4.27)。 
(二十九) 當代傳奇劇場藝術總監吳興國：東方戲曲遇上西方文學－當代傳奇的藝術

之道(111.5.4)。 
(三十) 數位藝術基金會藝術總監王柏偉：觀眾參與式作品和體驗(數位藝術領

域)(111.5.5)。 
(三十一) 勇氣即興劇團創辦人及團長吳效賢：在變動的世界中，即興演出~以「職場

應用」角度認識即興概念(111.5.26)。 
(三十二) 華麗邏輯有限公司林昆穎創意總監：體驗創造(111.6.8)。 
學術研習/計畫成果 
(一) 學期製作《相遇 1943》錄影場(110.9.9-9.10)。 
(二) 導演(一)課程呈現《阿偉正傳》、《定風波》、《快樂的死者》、《歸屬》、《從前

慢》、《雨使這個城市的線條起了變化》(11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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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南大讀劇小戲節《喃喃戲語》(110.11.24)。 
(四) 110 年青少年劇場體驗計畫《彩虹橋 II》演出 5 場(110.10.7、10.21、10.28)。 
(五) 社區劇場至臺南市七股區三股社區演出《迷走三股―聽牡蠣在唱歌未來版》

(110.12.9)。 
(六) 教習劇場課程呈現《愛的負擔》演出 4 場 (110.12.2、12.7、12.16、12.23)。 
(七) 教育戲劇 DIE(二)課程呈現《狗勾 GO！》、《沒有獨角獸這種東西》、《魔鏡阿~

魔鏡》、《巴黎的獅子》、《木頭的故事》演出(110.12.7、12.14、12.21、12.28、111.1.5)。 
(八) 創造性戲劇(二)課程呈現《被偷走的聖誕節》、《北極特快車》、《山神過生日》、

《第一百個客人》(110.12.17、12.22)。 
(九) 民眾劇場課程呈現《性/ SIN 》、《機可不可師》、《寵物百分百》、《思控 ㄇㄞˋㄉ

ㄜˊㄙㄣ》(111.1.3)。 
(十) 說故事劇場專題研究課程呈現《白蛇傳》、《竹取物語》、《掉出書裡的大野狼》、

《離魂記》(111.1.6)。 
(十一) 應用劇場方案實習期末演出女性文學戲劇工作坊—《花開時節》(110.12.21)。  
(十二) 導演(一)課程期末演出《妳變了於是我》、《群盲》、《繁星中的小王子》(111.1.7)。 
(十三) 表演(一)課程期末呈現《別那樣，對不起！》、《能聽一下嗎》、《攏吼你來貢》

(111.1.12)。 
(十四) 畢業實作展演組《赤鬼》演出 7 場(111.3.18-3.20、3.25-3.26)。 
(十五) 畢業實作教育組《森林裡的同樂會》、《「說」的是愛還是傷害？》、《我的帽子

在哪裡》(111.3.15、3.22、3.29、4.19、4.29、5.3)共 15 場。 
(十六) 表演(二)、肢體劇場表演期中演出《望海》、《荒謬》、《Too late》(111.4.21)。 
(十七) 學期製作《星星少年》演出 4 場(111.5.6-5.8)。 
(十八) 教習劇場 TIE(一)課程期末呈現《遲來的家書》、《大厝落定》（111.6.9、6.16）。 
(十九) 畢業實作應用組《如花似錦的年華》線上演出 3 場(111.6.2-6.4)。 
(二十) 口述歷史劇場《回望》演出(111.5.23)。 
(二十一) 表演(二)、肢體劇場表演期末演出《ILLUSION》、《曾經》、《Reminiscence》

(111.6.15)。 
其他學術活動 
(一) 出版「戲劇教育與劇場研究」第 14 期。 
(二) 辦理國立臺南生活美學館 110 年青少年劇場體驗計畫案。 
(三) 辦理教育部 110 年度「議題導向跨領域敘事力培育計畫─議題導向跨領域敘事

力課群暨教師社群發展計畫」。 
(四) 辦理 2021 年國立臺南大學劇場與應用國際學術研討會《戲・聚—跨領域的美學

對話、創作交融與社會參與》(110.10.22-10.24)。 
(五) 辦理國立臺灣文學館 110 學年度「林摶秋《閹雞》劇本廣播劇製作計畫」。 
(六) 辦理教育部 111-112 年度「師資培育之大學-藝術領域教學研究中心設置計畫(中

學組)」。 
(七) 與臺南市政府文化局共同主辦第四屆「2021-2022 臺南在地劇場技術人才培育計

畫」第二期初階課程「劇場燈光技術基礎與實務」。 

肆、年度創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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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112 學年度起，通過成為師資培育學系，增加 10 名國民小學師資培育名額。 
 本系「李宗原先生助學金」受理 110 學年度申請案件。 
 籌畫辦理國民小學教師加註「藝術領域專長」之認定。 

伍、年度榮譽事蹟 

 本系榮獲本校 110 學年度「研究績優系所」。 
 林雯玲老師榮獲科技部 110 年度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案之「傑出人員」。 
 陳晞如老師榮獲本校 110 學年度院級與校級教學績優教師之肯定。 
 蔡依仁老師獲得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師教學創新獎勵」複評銀質獎。 
 林偉瑜老師通過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中國話劇本土化的導演進路—李六乙的純粹

戲劇與靜止戲劇」(109.08.01~112.07.31)。 
 林雯玲老師通過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以戲劇作為方法：臺灣劇場的「移人」聲音

（2009-2020）」(110.08.01~112.07.31)。 
 蔡依仁老師通過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人文藝術及設計學門)--「由學生來出題－

西洋戲劇史 LINE 解謎遊戲」(110.09.03~111.07.31)。 
 王婉容老師通過教育部 110 年度「議題導向跨領域敘事力培育計畫─議題導向跨領

域敘事力課群暨教師社群發展計畫」(110.08.01~111.07.31)。 
 許瑞芳老師通過國立臺南生活美學館委託「110 年青少年劇場體驗計畫」

(110.04~110.12)。 
 許瑞芳老師通過國立臺灣文學館委託「林摶秋《閹雞》劇本廣播劇製作計畫」

(110.08.01~110.11.30)。 
 林玫君老師通過教育部 111-112 年度「師資培育之大學-藝術領域教學研究中心設

置計畫(中學組)」(111.01.01~112.12.31)。 
 林玫君老師通過教育部「幼兒園美感教育扎根計畫」(110.01.01~112.12.31)。 
 在校生之表現 

(一) 李亭萱通過科技部 110 年度大專學生研究計畫(許瑞芳老師指導)(111.7.1-
112.2.28)。 

(二) 碩二許瓊云錄取 111 學年度教師甄試新北市淡水區淡水國民小學一般組特教科

資賦優異類正式老師。 
(三) 碩二周世章榮獲臺南市 110 年度藝術教育貢獻獎-活動奉獻獎。 
(四) 大一張海晴榮獲 2022 年本校校園英語短片比賽第一名。 
(五) 大四劉陳薏帆榮獲 2021 年本校英語徵文比賽佳作。 
(六) 大學部同學錄取研究所共 5 位。 

 畢業校友之表現 
(一) 陳劭鈞榮獲國立臺灣文學館 2021 年臺灣文學傑出博碩士論文獎佳作。 
(二) 錄取 111 學年度教師甄試：黃馨慧(臺東縣海端鄉錦屏國民小學一般正式老師)、

林柔孜(臺東縣立豐田國民中學表演藝術科正式老師)、黃暄斐(新北市板橋區板

橋國民小學一般正式老師)。 
(三) 賴思伃錄取 110 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一般行政類科)。 
(四) 錄取研究所共 3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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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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5 
二 85 
三 79 
四 78 

碩士班 
一 35 
二 31 

碩士在職專班 
一 33 
二 30 
三 3 

高階管理碩士在職專班 
一 20 
二 14 
三 2 

總計 495 
教職員人數統計 

類別 職稱  人數  

教師 
教授 9 
副教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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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學年度院教評會議(110.10.20、110.12.21、111.4.27)。 
 110 學年度院務會議(110.8.31、110.9.28、110.10.7)。 
 110 學年度院課程會議 (110.10.7、111.4.27)。 

參、年度重要工作 

 執行院特色發展計畫 
(一) 「AI 創新、地方創生與永續發展產業論壇」(110.11.27) 
(二) 「AI 商業應用實作坊-AI 建模暨分析競賽」(110.11.13、110.11.20、110.11.27) 
(三) 採購院特色發展計畫教學設備-雲端自媒體傳媒服務系統。 
 管理學院大師講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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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Design Thinking,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 -Wenyao Guillaume 
(Will)Zhao 助理教授(111.3.22) 

(二) 「快樂醫學之人生六大管理」-洛桑加參醫師(111.4.24) 
(三) 「公共政策與危機決策」-臺南市副市長趙卿惠(111.4.27) 
(四) 「Marketing analytics in era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Yichuan Wang 副教授 

(111.5.11) 
(五) 「南科高科技產業發展現況暨就業趨勢」-郭春暉處長(111.5.11) 
(六) 「The World We Want -Conceiving, Developing, Producing & Selling the Future 」

-Gideon Leowy 設計總監(111.5.19) 
(七) 「策略管理如何結合 OKR 與敏捷」-周龍鴻總經理(111.5.23) 
 EMBA 年度重要工作 
CEO 講堂-ESG 趨勢與友達永續之路-古秀華執行長(110.12.11) 

肆、年度創新工作 

辦理「AI 創新、地方創生與永續發展產業論壇」。 
 辦理「AI 商業應用實作坊-AI 建模暨分析競賽」。 
 辦理「商業模式與服務創新課程 × B 型企業協會」工作坊。 

伍、年度榮譽事蹟 

 110 學年度本院教師通過科技部研究計畫 10 件。 
 行管系王光旭老師獲科技部 110 年度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案「傑出人員」，行管系

李芸蘋老師及經管系蕭詠璋老師獲「優良人員」。 
 行管系王光旭老師及林佳燕老師分別榮獲本校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及第 2 學期教師

教學創新獎勵銅質獎。 
 經管系曾繁絹老師榮獲本校 110 學年度教學績優教師。 
 經管系曾繁絹老師獲補助執行高教深耕計畫 111 年＜南瀛紡織、鑑古知今＞計畫。 
 經管系大學部沈詠琪、郭凰鈺、吳盈玥、許嘉芸、林琬真、張舒雯、賴佳琳榮獲 2021
新世代青年城市論壇-臺南青年公共議題提案競賽第一名。 
 行管系 112 級蔡宜臻、黃小閔、吳仕昀榮獲 110 年臺南青年公共議題創意提案競賽

行銷獎(王光旭老師指導)。 
 行管系廖婕妤同學(林佳燕老師指導)通過科技部 110 年度大專學生研究計畫補助

(110.7.1-11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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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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4 
二 46 
三 42 
四 40 

碩士班 
一 15 
二 15 

碩士在職專班 
一 15 
二 13 
三 1 

總計 231 
教職員人數統計 

類別 職稱 人數 

教師 
教授 4 
副教授 3 
助理教授 2 

行政人員 校聘組員 1 
總計 10 

貳、議事方面 

 110 學年度系務會議(110.9.22、111.01.05、111.06.22)。 
 110 學年度系教評會議(110.10.06、110.12.14、111.03.09、111.04.20)。 
 110 學年度課程會議(110.10.01、111.03.02、111.04.13)。 
 110 學年度招生會議(110.11.17、111.05.27)。 

參、年度重要工作 

 舉辦專題演講 
(一) 臺南市捷運工程處呂獎慧處長：臺南市捷運優先路網推動進度與成果(110.10.27)。 
(二) 臺南藝術大學視覺藝術學院曾旭正院長：地方創生的深刻挑戰(110.11.03)。 
(三) 臺南市議員李啟維：從政治暢談服務和在地價值(110.11.10)。 
(四) 成功大學政治學系蔣麗君教授：Z 世代性別特質與科技議題(110.11.24)。 
(五) 政治評論家曾柏文：後太陽花台灣政治地景的變遷(111.3.23)。 
(六) 國立中正大學戰略暨國際事務研究所蔡育岱教授兼所長：從電影瞭解國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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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4.13)。 
(七) 行政院唐鳳政務委員辦公室詹壹雯研究員：台灣的開放政府怎麼開？ 

(111.04.20)。 
(八) 臺南市政府研究與發展考核委員會戴偉峻主委：當不容失敗的公部門遇上容許

失敗的青年(111.05.11)。 
(九) 財團法人開放文化基金會 Weichen&Claire：如何打開政府？OCF 在開放政府的

參與及觀察(111.05.18)。 
(十) 三叔公食品集團黃庭儀執行長特助：台灣點心食品業海內外經營策略(111.06.01)。 
 舉辦校外企業參訪 
(一) 國立台灣歷史博物館(110.11.17)。 
(二) 六甲社區發展協會(110.12.4)。 
(三) 虎尾埒內社區發展協會、興隆毛巾觀光工廠(111.04.18)。 
(四) 台南市動物之家灣裡站(111.0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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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8.11)。 
(二) 大學部新生家長座談會(110.9.4)。 
(三) 2021 校外實習成果發表暨座談會(110.12.1)。 
(四) 2022 學生校外實習說明會(110.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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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怡珍議員服務處：1 人 
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臺中港務分公司：3 人 
臺灣港務股份有限公司--高雄港務分公司：1 人 
中國國民黨臺南市黨部：2 人 
泛科知識股份有限公司：3 人 
北京現代紹興袍江韓通汽車有限公司：1 人 
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台南分會：4 人 
六甲區社區發展促進會：3 人 
品昱創意行銷顧問有限公司：3 人 
高雄市吳益政市議員服務處：1 人 

 台南新芽協會：2 人 
 食二糧生活實業社：2 人 
 林宜瑾立法委員服務處：3 人 
 國立臺灣文學館：6 人 
 臺南市政府文化局(文化資源科二股) ：2 人 
 臺南市移民署第一服務站：3 人 

伍、年度榮譽事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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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10 學年度教師通過科技部研究計畫 6 件。 
二、 科技部 110 年度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案，王光旭老師榮獲「傑出人員」、李芸蘋老

師榮獲「優良人員」。 
三、 王光旭老師榮獲本校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師教學創新獎勵銅質獎。 
四、 林佳燕老師榮獲本校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師教學創新獎勵銅質獎。 
五、 廖婕妤同學(林佳燕老師指導)通過科技部 110 年度大專學生研究計畫補助(110.7.1-

111.2.28)。 
六、 110 級曾珣榛同學及陳柔綺同學獲選為 110 學年度中華民國斐陶斐榮譽會員。 
七、 112 級蔡宜臻、黃小閔、吳仕昀同學榮獲 110 年臺南青年公共議題創意提案競賽行

銷獎(王光旭老師指導)。 
八、 111 級林家弘同學及 112 級黃小閔同學榮獲 2021 張金鑑先生行政學術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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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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二 39 
三 37 
四 38 

科技管理碩士班 
一 20 
二 16 

科技管理碩士在職專班 
一 18 
二 19 

總計 228 
教職員人數統計 

類別 職稱 人數 

教師 
教授 5 

副教授 4 
行政人員 校聘組員 1 

總計 10 

貳、議事方面  

 110 學年度系務會議(110.10.5、110.12.15、111.3.16、111.6.22)。 
 110 學年度系教評會議(110.9.28、110.12.8、111.3.15、111.4.26)。 
 110 學年度系課程會議(110.10.5、110.12.5、111.3.16、111.4.26、111.6.22)。 

參、年度重要工作 

 專題演講 
(一) 草頭黃工作室黃宥琳創辦人：自由斜槓的二三事+手作收納袋體驗(110.9.29)。 
(二) 巧婦織品工藝工作室陳怡君：臺灣絲路之旅-找回植物與人的連結+黃麻編織體

驗(110.10.13)。 
(三) 好悅國際實業股份有限公司黃美華總經理：服裝產業的產品創新演化(110.10.14)。 
(四) 辰綵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潘芊穎行銷長：新產品開發流程(110.10.21)。 
(五) 雄青創業協進會羅偉特理事長：新產品開發(110.10.21、11.05、11.25、111.01.14)。 
(六) 華山基金會施金翰麻豆分站站長：談群眾募資《群眾募資取得創業資金之實務

操作》(110.10.22)。 
(七) 實踐大學國際貿易學系李慶芳教授兼系主任：就「業」心態與量子管理學

(110.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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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DOMI 綠然連庭凱創辦人暨 CEO：Power To Change 點亮無窮希望 – 學生大使

(110.10.29)。 
(九) 唯賀國際餐飲股份有限公司吳家德總經理：預約更好的自己(110.11.03)。 
(十) 統一企業茶飲部純喫茶組周婉靖 APM：系友回娘家-職涯分享(110.11.05)。 
(十一) Influenxio 圈圈科技柯景倫創辦人暨執行長：離開外商科技巨頭，然後呢？- 談

創業家精神與新時代人才想像(110.11.10)。 
(十二) 捷逸成長創意有限公司張智傑講師：生涯規劃及就業講題(110.11.17)。 
(十三) 南方設計江玉婷創辦人：創業人の不打卡設計人生+手作御守體驗(110.11.17)。 
(十四) 聚珍臺灣王子碩總監：從枯燥史料、溫暖記憶到文化應用-聚珍臺灣經營分享

(110.11.19)。 
(十五) 桂盟國際(股)公司陳泳仁發言人及財務長：從財務分析的角度解讀產業競爭力

及對管理者的意義(110.11.22)。 
(十六) 亞福儲能股份有限公司謝旻君發展部專員：系友回娘家-職涯分享(110.11.25)。 
(十七) 統一棒球隊(股)公司凃忠正董事長：超商服務創新(110.12.09)。 
(十八) 行康永續服務有限公司陳怡良負責人兼路隊長：ESG 的浪潮(110.12.13)。 
(十九) 本系劉子歆教授：從《小王子》的視角同理他人的世界(110.12.22)。 
(二十) 本系劉子歆教授：從《鬼滅之刃》看見自己的影響力(110.12.29)。 
(二十一) One Little Thing 作一件小事周欣怡創辦人：YT 短影片拍攝 2 (111.03.02、

03.09、03.30)。 
(二十二) 宗易設計謝易珊行銷經理：如何讓興趣為自己變現? (111.03.30)。 
(二十三) 錦源興布莊楊子興品牌總監：百年布莊創意再生(111.3.23)。 
(二十四) 飛柏創意股份有限公司陳濬量：Next、NFT ! (111.3.28)。 
(二十五) 濤人絹印朱鴻祥創辦人：絹印體驗(111.3.26)。 
(二十六) 唯賀國際餐飲有限公司吳家德總經理：快樂的人生(111.3.30)。 
(二十七) 洄稻佳里楊淑華、陳映蓉創辦人&穀東：來稻佳里－與生活連在一起的農業

(111.03.30)。 
(二十八) 日月光導體公司許凱彥資深物料管理企劃師：這世界很好，但你也不差

(111.4.13)。 
(二十九) 本校數位系林豪鏘教授兼系主任：抖音影片製作入門(111.4.13、4.20)。 
(三十) 富安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吳筱芸會計師：你不能不知道的稅務常識(111.4.21)。 
(三十一) 本系蕭詠璋教授：讓別人快樂是慈悲，讓自己快樂是智慧(111.4.20)。 
(三十二) Dr. Lobsang 洛桑預防醫學集團洛桑加參創辦人：快樂醫學之人生六大管理

(111.4.24)。 
(三十三) 元大投信臺中分公司江俊逸經理：輕鬆解讀經濟指標，研判投資趨勢

(111.4.27)。 
(三十四) iCHEF 資廚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陳品宏南區業務經理：iCHEF-SaaS 市場

的經營與發展(111.5.10)。 
(三十五) 國立成功大學創意產業設計研究所黃竣偉博士候選人：說對話，開啟幸福

人生(111.5.11)。 
(三十六) 南光製藥張博仁獨立董事：上市櫃企業 CFO 經驗談(111.5.12)。 
(三十七) 本校國語文學系許舜傑助理教授兼教發中心主任：文案企劃與策展

(111.0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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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八) 奇景光電潘明芬財務長：「機會是留給準備好的人：與青年學子的財務會計

工作職涯分享」(111.5.18)。 
(三十九) 周龍鴻 Dr. Roger Chou 博士：帶你實作敏捷開發的產品願景地圖(111.05.23)。 
(四十)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人力資源管理研究所王議賢教授：論文題目何處尋?從昨

夜西風凋碧樹到竟在燈火闌珊處(111.05.28)。 
(四十一) 國立澎湖科技大學行銷與物流管理系高雅鈴專案助理教授：SPSS Statistical 

Analysis(111.06.01)。 
舉辦校外參訪活動：台南市學甲區大灣社區發展協會(110.8.14)、學甲區農會大灣辦

事處(110.10.30)、台南黃金海岸方舟(110.11.12)、國立中正大學企業管理碩士在職專

班(110.11.20)、源泉社區活動中心(110.12.11)、青年職涯發展中心官田職業訓練場

(110.12.28)、臺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111.3.19)、大崎村落創藝基地(111.03.11)、紅頂

穀創穀物文創樂園 7-ELEVEN 未來超商 X-STORE(111.05.11)。 
系學會活動 
(一) 活動：經天微搗蛋(110.11.3)、迎新杯(排球 110.11.15、羽球 110.11.17、籃球

110.11.23)、經天粗保保(110.12.8)、經天別胡烤(110.12.29)、經天 BAKE18 歲

(111.3.9)。 
(二) 第一學期期初大會(110.9.29)、第一學期期末大會(111.1.5)、第二學期期初大會

(111.3.2)、第二學期期末大會(111.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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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111 年度行天宮關懷偏鄉

弱勢學生計畫(110.1.1-110.11.30)。 
 積極辦理及支援大學部招生工作 
(一) 110 年 10 月 19 日曹瓊文系主任參與台中二中主辦之線上高中特色課程觀課。 
(二) 110 年 10 月 4 日曾繁絹老師參與大灣高中主辦之高中特色課程觀課。 
(三) 110 年 12 月 13 日曹瓊文系主任參與新營高中主辦之甄試說明。 
(四) 110 年 12 月 17 日曹瓊文系主任參與嘉義女中主辦之甄試說明。 
(五) 111 年 2 月 7 日蕭詠璋老師至銘傳大學協助高中營隊生涯探索。 
(六) 111 年 4 月 1 日賴賢哲老師至楠梓高中協助辦理甄試說明活動。 
鼓勵學生自主參加校外實習 
(一) 毛佑慈應屆畢業生參與光洋應用科技材料人資處實習生，表現優異。 
(二) 郭凰鈺應屆畢業生參與力成科技公司教育訓練管理師實習生，表現優異。 
辦理大四線上畢業典禮(111.6.17)。 

伍、年度榮譽事蹟 

 曹瓊文老師獲科技部 110 年度補助專案計畫「家族企業異質性對員工與公司績效的

影響：台灣上市櫃企業之縱貫性研究」。 
 陳鴻隆老師獲科技部 110 年度補助專案計畫「供應鏈永續風險與邊際生產永續風險：

契約製造之中介及調節效應統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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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蕭詠璋老師獲科技部 110 年度補助專案計畫「如何進行創新以實現雙元的專案選擇?
探索知識管理和智慧資本的作用」。 
 賴賢哲老師獲科技部 110 年度補助專案計畫「隨創與隨興如何引領金屬扣件代工廠

商進行供應鏈整合：環境不確定之干擾效果」。 
 曾繁絹老師榮獲本校 110 學年度教學績優教師。 
 曾繁絹老師獲補助執行高教深耕計畫 111 年＜南瀛紡織、鑑古知今＞計畫。 
 大學部劉祐瑄、林侑蓁、孫育崙榮獲全國大專生語文素養檢測之「閱讀素養」滿分

佳績。 
 大學部沈詠琪、郭凰鈺、吳盈玥、許嘉芸、林琬真、張舒雯、賴佳琳同學榮獲 2021
新世代青年城市論壇-臺南青年公共議題提案競賽第一名。 
 大學部許嘉芸、曾華勤同學榮獲本校管理學院 AI 建模分析競賽-第三名、第四名。 
 大學部鄭文瑄、吳盈玥、許嘉芸同學「獸醫 So Easy？大動物獸醫人才缺乏之現況探

討」，榮獲 2021Win the Pride-用指標說故事競賽佳作。 
 大學部陳妍惠、王紫恩、楊育錚同學 「留『才』之道，台灣科技業缺工狀況之探

討」，榮獲 2021Win the Pride-用指標說故事競賽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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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教育中心 

壹、單位基本資料 

主任(教師兼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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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2.24）；第 2 學期（111.3.2、111.5.30）。 
通識教育課程委員會：第 1 學期（110.12.09）；第 2 學期（111.5.23）。 
通識教育委員會：第 1 學期（111.1.10）；第 2 學期（111.6.13）。 
資訊力培育中心諮詢委員會：第 1 學期（110.10.29） 
運算思維與程式設計課程協調會議：第 1 學期（110.12.1） 

參、年度重要工作 

110 學年度通識課程開課情形 
(一) 第 1 學期開辦 178 門課，其中必修 72 門、選修 106 門。 
(二) 第 2 學期開辦 171 門課，其中必修 72 門、選修 99 門。 
「博雅教育講座」(每週二 10:00-12:00) 
(一)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 

週 
次 

日期 
(110 年) 

演講者 單位/職稱 講題 

3 9/28 林亭宇 公道法律事務所律師 投資或投胎－論投資理財所涉之 
法律風險 

4 10/5 鍾廷輝 星輝貿易株式會社理事 日本文化之奧妙 

5 10/12 陳信文 國立清華大學教授兼副校長 電子產業簡介、與生涯發展經驗分享 

6 10/19 翁岳生 前司法院院長 我的人生旅程 

7 10/26 楊佳璋 樺致形象設計有限公司創意總監 城市美學 

8 11/2 王一舟 高雄榮民總醫院臺南分院復健科

主任 
復健病人教我的事 

9 11/9 呂培苓 公視《獨立特派員》製作人 閱讀環境的旅行 

10 11/16 吳東林 本校校友總會理事長 領導藝術－職場上的互信與對立 

11 11/23 程海東 陽明交大材料系特聘講座教授 
「博雅學習軟實力」--培育廿一 
世紀人才 

12 11/30 黃竣偉 
成大創產所博士侯選人，103 級

校友 Say yes! 讓創意與服務交織出火花 

13 12/7 林磐聳 亞洲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講座 
教授 

看見，台灣--我的心靈故鄉 

14 12/14 王嘉明 莎士比亞的妹妹們的劇團團長 人生的無用美學－從表演藝術聊聊

活著的二三事 
15 12/21 楊谷洋 陽明交大電機工程學系教授 迎接 AI 機器人時代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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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12/28 須文蔚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 書寫生命故事 讓偏鄉看見機會 

17 111/1/4 葉向華 果陀劇場營運長 從音樂劇走進戲劇的奇幻世界 
(二)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 

週

次 
日期 

(111 年) 演講者 單位/職稱 講題 

1 2/22 葉敏芬 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僑務顧問 美國海外學生實習 

2 3/1 郭美璘 聚和國際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長 聚和~創新點子萌芽的土壤 

3 3/8 洪蘭 
國立中央大學認知神經科學 
研究所講座教授 大腦與閱讀和創造力的關係 

4 3/15 樊光耀 表演工作坊演員 樊夫戲子的說演人生 

5 3/22 曾慧敏 中華民國考選部常務次長 值得攀越的高山-認識國家考試 

6 3/29 陳勝國 明華園戲劇團總導演 
從說戲人到編劇導演─ 
明華園歌仔戲的華麗轉身 

8 4/12 奚明德 衛生福利部胸腔病院副院長 如何看懂臨床檢驗報告？ 

9 4/19 紀振清 國立高雄大學法律學系教授 性別平等面面觀 

10 4/26 邱裕翔 瓜瓜園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科技農業新未來-地瓜產業的食尚 
變身 

11 5/3 蘇德祥 
中華民國童軍總會秘書長 
(66 級校友) 童軍精神的實踐 

12 5/10 簡廷在 豪門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文創應用的商機與佈局 

13 5/17 盧瑞山 龍華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副教授 從區塊鏈到 NFT 與元宇宙 

14 5/24 紀緯明 
倫元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分析師 
如何讓明天的你，感謝昨天的自己 

15 5/31 林庭妃 薰衣草森林創辦人 從夢想到善意 

16 6/7 蔡宗翰 高雄市政府消防局火災預防科 
股長 

烈火青春之火盃的考驗 

17 6/14 葉郁婷 台灣優衣庫人力資源部資深經理 佈局生涯，從現在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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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學年度特別就本中心

所規劃之 14 個跨領域微學程進行說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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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學年度亦藉由教師座談會，鼓勵教師因應趨勢所需，將 SDGs
融入課程內涵，並積極開設跨領域微學程相關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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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服務中心 

壹、單位基本資料 

主任(教師兼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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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兼任)及校聘組員各 1 人。 

貳、議事方面 

 校友服務中心 
(一) 中心工作會議 

1.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計 6 次(110.08.10、09.14、10.08、11.09、12.22；111.01.18)。 
2.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計 4 次(111.03.08、04.12、05.24、06.28)。 

(二) 中心業務會議(110.10.12、11.16、12.08；111.01.18)。 
校友服務組 
(一) 級友聯誼會籌備會議 

1. 64 級畢業 46 週年級友聯誼會第 1 次、第 2 次籌備會議(110.11.10、12.01)。 
2. 51 級畢業 60 週年級友聯誼會第 1 次籌備會議(111.03.03)。 

(二) 傑出校友暨特殊貢獻獎遴選委員會議 
第 34 屆傑出校友遴選初審會議(110.10.21)、遴選委員會會議(110.10.26)。 

(三)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國立臺南大學(南師)校友總會會議 
1. 第 3 屆第 5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110.11.27)。 
2. 第 3 屆第 3 次會員大會(110.11.27)。 

(四) 紅樓百歲慶活動會議 
1. 第 1 次~第 11 次工作小組會議 (110.11.09、11.22、11.30、12.07、12.21；

111.01.11、02.15、02.22、03.18、04.15、05.19)。 
2. 第 1 次、第 2 次籌備會議(110.12.17、111.05.13)。 

(五) 合格教師證書加科登記審查會議(110.10.22；111.01.26、04.20)。 
就業輔導組 
(一) 參加公費分發與畢業生流向調查相關會議 

1. 研商 111 年度公費合格教師分發作業原則及作業流程會議(111.3.2)。 
2. 111 年度公費合格教師分發協調會議(111.4.26)。 
3. 111 年大專校院畢業生流向追蹤平臺填報暨系統操作線上說明會(111.7.20)。 

(二) 參加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相關會議 
1. 每月管考會議(110.8~111.7)。 
2. 高教公共性學生學習輔導獎補助說明會(110.9.29、111.3.2)。 
3. 高教深耕計畫成果撰寫分析說明會(110.10.14)。 
4. 提升高教公共性完善就學協助機制工作坊(110.10.21)。 
5. 110 年高教深耕成果發表會(111.3.4)。 
6. 第二期深耕徵件計畫說明會(111.6.22)。 
7. 第二期高等教育深耕提升高教公共性計畫研商會議(11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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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第二期高教深耕提升高教公共性系統整合會議(111.7.12)。 
9. 第二期高等教育深耕提升高教公共性計畫第二次研商會議(111.7.15)。 

(三) 參加職涯輔導與就業服務相關會議 
1. 110 年青年職涯輔導南區召集學校南區第 2 次聯繫會議(110.10.1)。 
2. 110 年全國大專校院職涯輔導主管線上會議(110.10.6)。 
3. 110 年教育部青年發展署職涯輔導補助計畫成果分享會(110.10.22)。 
4. 111 年青年職涯輔導南區召集學校南區第 1 次聯繫會議(111.3.25)。 
5. 臺南市 111 年大專校院就業服務聯繫會報(111.4.19)。 
6. 111 年大專校院職涯輔導種子教師培訓—職輔教材運用基礎工作坊(111.5.20)。 

(四) 參加徵才活動相關會議 
1. 2022 南區就業博覽會第二次籌備會議(111.1.17)。 
2. 職涯新鑽～2022 臺南地區聯合徵才活動籌備會議(111.3.30)。 

(五) 運用 UCAN 及課程地圖進行學習及職涯輔導線上研習(110.9.8)。 

參、年度重要工作 

 校友服務組 
(一) 校友服務業務 

1. 編印並寄發(含海外)校友通訊第 94 期、95 期、96 期。 
2. 彙整下列獲獎之校友名單：110 年教育部師鐸獎、110 年教育部第 16 屆教育

奉獻獎、各縣市新任或調任國中小校長、109 年度教育部教學卓越獎金質獎、

110 年度教育部校長領導卓越獎、臺南市卓越市民獎，並張貼恭賀海報、製

發校友總會賀函。 
3. 舉辦 64 級畢業 46 週年級友聯誼會(110.12.26)。 
4. 彙整校友對於本校即將取消畢業生 gm2 帳號之建議。 
5. 配合圖書館辦理歷年畢業紀念冊移轉。 

(二) 辦理第 34 屆傑出校友遴選與表揚 
1. 遴選出本屆傑出校友 

(1) 教學類：陳欣民女士、朱蕙君女士。 
(2) 行政類：柯幸宜先生、葉信村先生。 
(3) 學術(含創作)類：王淑芬女士、方金雅女士。 
(4) 服務類：李際春先生、楊玉盆女士。 

2. 編印第 34 屆南大菁英，製作獎座、當選證書及校慶簡報。 
3. 辦理校慶慶祝大會以表揚 110 年度特殊貢獻獎及本屆傑出校友(110.12.11)。 

(三) 辦理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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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名單：王金平先生(前立法院院長)、洪村騫先生(有富國際集團

總裁)。 
(四) 第 2 張教師證書辦理情形：110 年 9 月 20 件、12 月 27 件；111 年 3 月 50 件、

6 月 42 件、7 月 5 件。 
(五) 辦理紅樓百歲慶系列活動 

1. 舉辦紅樓攝影比賽。 
2. 募集紅樓老照片、新聞報導及相關文件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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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建置紅樓百週年慶典活動網頁。 
4. 協助拍攝紅樓祝福及訪談影片。 
5. 協助印製紅樓明信片。 
6. 協助舉辦紅樓文物史料暨攝影比賽展覽揭幕、紅樓百週年音樂會(111.05.28)。 

就業輔導組 
(一) 公費分發及償還業務 

1. 辦理 111 年度 14 位公費生分發事宜(111.3-111.7)。 
2. 辦理教育系及幼教系各 1 位校友因故無法繼續任教之公費償還事宜。 

(二) 就業輔導業務 
1. 辦理大專校院畢業生流向追蹤調查相關事宜 

(1) 110 年度：確認名單、上傳填答結果、彙整與統計分析並產出成果報告等

(110.8-111.3)。 
(2) 111 年度：問卷系統平台修正、彙整名單及人數等(111.1-111.7)。 
(3) 訂定畢業生流向追蹤調查作業暨獎勵要點(110.10)。 

2. 辦理 UCAN 大專校院就業職能診斷平台相關事宜 
(1) 109 學年度：產出職場共通職能及專業職能二維分析報告(110.9)。 
(2) 110 學年度：名單修正與調整、宣傳推廣、線上施測、數據統計、施測獎

勵、二維分析與統計等作業(110.8-111.07)。 
(3) 訂定大專校院就業職能平台 UCAN 施測及獎勵要點(110.10)。 

3. 與系所合作辦理職涯講座共 17 場(110.8-111.7)。 
4. 辦理學生 CPAS 職涯適性測驗與職涯諮商，含實體及線上共 53 場(110.8-

111.7)。 
5. 辦理線上履歷健檢活動共 8 場(111.5-111.6)。 
6. 辦理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雲嘉南分署「結合大專校院辦理就業服務補助計

畫案」 
(1) 110 年度：計畫與經費變更、成果與經費核銷(110.8-111.1)。 
(2) 111 年度：規劃、彙整、申請及結案(110.10-111.7)。辦理 2 場職涯起飛講

座(111.3-111.4)、9 場校園駐點職涯諮商(111.3)、4 場環境教育人員職能

增能講座(111.3-111.7)。 
7. 執行高教深耕計畫有關「職涯綜合能力培訓」各項獎補助措施、撰寫相關成

果報告及回應審查意見等(110.8-111.7)。 
8. 規劃及撰寫第二期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相關構想書(111.5-111.7)。 
9. 與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雲嘉南分署臺南就業中心合作辦理「職場新鑽～

2022 臺南地區線上聯合徵才」(111.4.29-5.31)。 
10. 參與 2022 南區就業博覽會(111.3.13)。 
11. 規劃建立本中心就業輔導組求職求才媒合網站(111.6-111.8)。 
12. 規劃、討論、申請並協助本校原資中心執行教育部青年發展署「111 年度大

專校院推動職涯輔導補助計畫」(110.8-111.7)。 

肆、年度創新工作 

校友服務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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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交接辦理加另一類科、加註特定領域專長教師證書申請。 
(二) 舉辦紅樓百歲慶系列活動。 
就業輔導組 
(一) 產出 UCAN 職場共通職能與專業職能二維分析手冊，提供各單位作為教學精進

與活動辦理之參考，並可協助校務研究。 
(二) 勞動部臺南就業中心於本校進行預約制免費校園駐點諮詢，提供職涯規劃、就

業獎勵、職訓課程等資訊；本中心協助提供場地及活動宣傳，鼓勵同學踴躍參

與。 
(三) 因疫情之故，原訂於中山體育館辦理 2022 年度徵才活動改為線上辦理，延長求

才期限至一個月。不受場域及時間限制，吸引更多有意求職之校友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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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教育中心 

壹、單位基本資料 

主任(教師兼任)1 名及專任助理 5 名。 

貳、議事方面 

 110 學年度南澎鑑輔分區推動特殊教育工作檢討會議(110.08.10)。 
 110 年度南澎鑑輔分區跨單位轉銜聯繫會議(110.11.08)。 
 110 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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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1.03)、
第 2 學期(111.04.18、111.04.20)。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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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5.25)。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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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9.06)。 
 110 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交通費補助審查會議(110.10.06)。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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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10.20)。 
 110 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畢業轉銜會議(110.12.22)。 
 110 學年度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議：第 1 學期(110.11.10)、第 2 學期(111.0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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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110.08.10)、第 2 學期(111.02.16)。 
 教育部委託辦理「110 年度南澎鑑輔分區大專校院到校訪視輔導工作」，赴下列大學

資源教室訪視(視訊訪視)：台南應用科技大學(110.08.10)、台灣首府大學(110.08.11)、
南臺科技大學(110.08.13)、國立澎湖科技大學(110.08.18)、遠東科技大學(110.08.19)、
嘉南藥理大學 (110.08.24)、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 (110.08.25)、崑山科技大學

(110.08.30)、國立成功大學(110.09.01)、本校(110.09.01)、中信金融管理學院(110.09.24)、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110.09.28)。 
 教育部委託辦理「110 年度南澎鑑輔分區大專校院到校個案輔導工作」，赴下列大學

資源教室個案輔導：崑山科技大學(110.10.20、10.26、12.16)、嘉南藥理大學(110.10.25、
12.03)、遠東科技大學(110.11.01、12.02)、中信金融管理學院(110.11.01)、南臺科技

大學(110.11.08、12.13)。 
 特殊教育諮詢服務：110 學年度諮詢服務共 83 人次。 
研習活動 
(一) 大專校院特殊教育專責單位輔導人員研習 

1. 進階研習「主題式個案輔導—大專身體病弱學生的生活適應與學習輔導」

(110.08.23)。 
2. 進階研習「生涯與轉銜相關測驗工具的介紹與應用」(110.08.24)。 
3. 進階研習「個別化支持計畫(ISP)與個別化轉銜計畫(ITP)的擬定與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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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0.13)。 
4. 進階研習「大學身心障礙學生全方位學習輔導策略」(110.11.15)。 
5. 進階研習「助人技巧訓練」(111.03.21)。 
6. 進階研習「身心障礙大學生之同儕關係發展」(111.04.11)。 
7. 初階研習「111 年大專校院處理情緒行為學生問題輔導知能研習－初階課程」

(111.05.16)。 
8. 進階研習「自殺行為的防治與輔導(含危機處理機制)」(111.05.27)。 
9. 初階研習「障礙者與性別平等教育-法規、經驗與實務」(111.06.20)。 
10. 進階研習「正向行為介入與支持」(111.07.13)。 
11. 進階研習「兩性交往的態度與觀念」(111.07.18)。 

(二) 特殊個案處遇--大專身心障礙學生焦慮症與憂鬱症個案處遇研習(110.08.18)。 
(三) 生涯轉銜與輔導研習(110.08.26)。 
(四) 醫療處遇與藥物認識研習(110.08.30)。 
(五) 情緒障礙學生的有效教學研習(110.10.16)。 
(六) 大學身心障礙學生的同儕與師生互動研習(110.10.21)。 
(七) 一秒搞懂融合情境的班級經營策略-以班級為單位的行為管理研習(110.10.23)。 
(八) 學習障礙學生之教學研習(110.11.13)。 
(九) 身心障礙學生生涯轉銜及就業求職攻略教學：協助輔導新鮮人提升求職準備技

能研習(111.06.17)。 
(十) 情緒行為障礙學生個案處遇研習(111.07.27)。 
資源教室活動 
(一)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 

1. 身心障礙學生助理人員職前訓練(110.10.06)。 
2. 時間管理工作坊：誰偷走了我的時間(110.11.03)。 
3. 才藝工作坊：解密馬賽克(110.11.24)。 
4. 電影欣賞－完美搭檔(110.12.08)。 
5. 《聖誕歡樂趴》活動(110.12.15)。 
6. 《生涯講座》畢業後的求職歷程－工作面面觀，經驗日日積(110.12.22)。 

(二)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 
1. 身心障礙學生助理人員職前訓練(111.03.09)。 
2. 才藝工作坊：植感生活(111.03.30)。 
3. 性別平等電影欣賞：MISS(111.04.13)。 
4. 性別平等教育講座：扮家家遊－發現不一樣的你我他(111.04.27)。 

其他 
(一) 辦理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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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8-111.03；111.02-111.08)。 
(二) 協助大專校院肢障學生學習輔具中心到本校進行電機系及行管碩班新生行動輔

具評估(110.09.17、110.10.01)。 
(三) 視障輔具中心到本校進行視覺障礙學生視障輔具借用追蹤評估(110.11.10)。 
(四) 協助本校附屬啟聰學校辦理 110 學年度高級中等學校聽障學生生涯轉銜輔導座

談會－南區場次(111.0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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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年度創新工作 

110 學年度因應疫情，為落實防疫及兼顧中心業務，南澎鑑輔分區到校訪視輔導與個案到

校輔導工作改採線上辦理。 

伍、年度榮譽事蹟 

一、體育學系碩士班林家文同學參加 2022 巴西聽障奧運，勇奪 1 金 2 銀：網球女雙金

牌、女單銀牌及混雙銀牌。 
二、特殊教育學系博士班李文煥同學榮獲 2022 第十屆星雲教育獎－典範教師獎。 
三、特殊教育學系輔助科技碩士班潘孟祁同學錄取 111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身心障礙人

員考試三等考試教育行政類科。 
四、文化與自然資源學系謝雨傑系友錄取 111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身心障礙人員考試四

等考試一般行政類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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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中心 

壹、單位基本資料 

主任(教師兼任)1 名，校聘心理師 2 名，專案心理師 2 名，兼任心理師 19 名。 

貳、議事方面 

110 學年度中心會議，約兩週進行一次，共 13 次(110.08-111.07)。 
110 學年度輔導工作委員會議(線上)(111.0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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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人次，含教職員 2 人次、學生 41 人次、

家長 1 人次及社區民眾 3 人次。 
(二) 心理健康推廣專題講座及工作坊 

1. 專題講座 5 場：「走進春暖花開的日子」自我照顧專題講座、「隱身其中的

惡意：網路負評的心理自我照顧」專題講座、「我這且走且看的創業之路」

生涯自我探索與自我實踐專題講座、「斜槓工程師的神奇之旅」生涯專題講

座及「植感生活」自我照顧專題講座（110.10.13、110.11.17、111.03.16、
111.04.13、111.05.11）。 

2. 主題工作坊 6 場：「解碼情緒」學習轉化負面情緒工作坊、「用桌遊玩轉性

別」認識多元家庭與習俗文化工作坊、「DISCOVERY 萬『物』論」探索生

命意義工作坊、「花現，我們的關係」親密關係工作坊、「致，無可避免的

告別」失落情感轉化工作坊及「噗嚕噗嚕的火山」情感覺察與調適工作坊

(110.10.20、110.10.27、110.12.08、110.12.24、111.4.27、111.06.01)。 
3. 自殺防治守門人培訓系列課程 2 場：「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專題講座、「耀

進生命的光：自殺防治守門人 123 培訓一日工作坊(含理論與實務)」
(110.9.29、110.10.23)。 

4. 多元性別教育電影賞析工作坊 3 場：「囍宴」、「阿莉芙」、「男孩夜派對」 
(111.03.10、111.03.15、111.03.17)。 

(三) 班級輔導活動 
為協助導師處理班級學生特定心理及生活適應問題，及推廣心理健康初級預防

輔導工作，本中心安排心理師到班進行班級輔導。110 學年度共進行 3 場，輔導

主題包含時間管理、情感教育、危機處理等(110.11.3、110.12.22 兩場)。 
(四) 國際學生輔導 

辦理 2 場國際學生輔導活動：「Nice to meet you」國際學生新生輔導活動、「The 
Voice All Over The World」國際生生活適應工作坊(110.09.06、110.09.22)。 

(五) 輔導增能文章 
共 8 篇學生輔導增能文章，做為師長們關心學生心理健康的參考。主題為：「情

緒勞動-看不見的精神勞動」、「一同陪伴學生走過藍色風暴」、「愛情的矛盾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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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戀」、「尋求認同的路上」、「愛情，零暴力」、「認識替代性創傷及自我照顧」、

「撐起一道安全網，我們一起做」自殺防治、「我只是想活出自己」。  
(六) 心理健康推廣教育文宣品 

110 學年度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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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孩子上大學」，提供相關建議，協助新生家長因應與調適面臨孩子離

家就學之情緒。 
 心理健康活動二級預防 
(一) 新生及轉學生心理健康普測 

1. 採用「身心生活適應量表」、「大學生身心適應調查表」進行 110 學年度大

學部入學新生及轉學生心理健康普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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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60 人(含 43 位轉學生)接受施測，篩選

出 81 人為新生高關懷群學生。 
2. 完成上開 81 人測驗結果解釋與追蹤輔導，其中適應狀況良好 51 人、進入

個別諮商 12 人、後續持續電話追蹤關懷 4 人，另 14 人聯繫未果，已協請

導師持續關懷。 
(二) 個別諮商 

總服務人數 459 人，計 3,187 人次；問題類型前三名依序為：自我探索、人際關

係、家庭關係。 
(三) 團體諮商 

辦理 7 場連續 8 週之成長團體，主題分別為：「我愛你，可我也愛自己」親密關

係界限探索團體；「重蹈，不覆轍」改善人際關係團體；「紓解壓力活出自我」

心理成長團體；「藝起校園新生活」園藝治療暨人際成長團體；「與自己的親密」

女性情慾探索團體；「家枷有本難念的經」家庭與自我探索團體；「情聲細語」

親密關係情緒覺察團體及 1 場連續 2 週末的「正念減壓團體~找回平靜的心、專

注的腦」。 
(四) 團體心理測驗實施與解釋 

辦理 1 場團體施測，測驗選用「生涯發展阻隔因素量表」團體心理測驗

（111.03.02）。 
心理健康三級預防(列管個案管理) 
110 學年度高關懷個案列管 32 名，持續追蹤或諮商後，111 學年度須持續列管 24 名。 
專業訓練及研習 
(一) 辦理 4 場團體督導工作坊：分別由曾一平、林盈君、劉安真、紀盈如等諮商

心理師帶領(110.11.24、110.12.15、111.04.19、111.04.29)。 
(二) 辦理 2 場內部訓練工作坊：「花之呼吸」多元媒材療癒內部訓練工作坊、「湯米

的治物天堂」壓力放鬆內部訓練工作坊(110.12.24、111.02.11)。 
專案計畫補助 
(一) 教育部 110 年度辦理自殺防治守門人培訓計畫：獲補助 2 萬餘元。 
(二) 教育部 110 年度補助各公私立大專校院增購學生輔導工作場地設備實施計畫：

獲補助 18 萬餘元。 
(三) 教育部 111 年度補助大專校院聘用專兼任專業輔導人力計畫：獲補助 100 萬元。 
(四) 教育部 111 年度大專校院輔導工作計畫－「雙面人生」生涯實踐校園宣導活動：

獲補助 3 萬餘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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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本校 111 年度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獲補助 7 萬餘元。 

肆、年度創新工作 

一、持續由精神科醫師駐校諮詢，以提供教職員生身心評估與心理健康諮詢服務。 
二、本中心於 110 年 9 月 16 日通過「心理師執行通訊心理諮商業務」之申請；疫情期間，

若有因考量疫情而未能到校，經過接案心理師評估適合採取視訊諮商方式進行之案主，

於簽署通訊心理諮商告知同意書後，彈性調整諮商進行方式，以保障每位案主諮商權

益。 
三、本中心於 110 學年度致力提升資安品質，配合資安驗證，定期且持續進行資安資產管

理與維護，以符合教育體系資通安全管理規範，有助提高本中心之資訊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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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計算機中心 

壹、單位基本資料 

主任(教師兼任)1 名，下設網路組、資訊系統組及行政與服務組，各組設兼任組長 1 名；

另有三等技術師 1 名、技士 1 名、助教 1 名及校聘管理師 5 名。 

貳、議事方面 

 電子計算機中心會議，9 次(110.09.08、110.10.06、110.11.03、110.12.08、111.01.05、
111.02.16、111.03.30、111.05.04、111.06.01)。 
 電子計算機中心指導委員會議，2 次(110.12.27、111.06.06)。 
 保護智慧財產權宣導及執行小組委員會議，2 次(110.12.27、111.06.06)。 
 資通安全管理規範導入工作小組會議，6 次(110.09.01、110.10.20、111.04.20、111.05.11、
111.05.27、111.07.07)。 
 個人資料管理規範導入工作小組會議，6 次(110.10.06、110.10.20、110.11.03、110.11.10、
110.11.24、110.12.08)。 
 個人資料管理規範審查會議，2 次(110.11.12、111.05.30)。 
 個人資料保護推動委員會議，2 次(110.12.13、111.06.20)。 
 資通安全管理審查會議，2 次(110.12.13、111.05.30)。 
 資通安全委員會議，2 次(110.12.27、111.06.06)。 
 個人資料管理制度稽核會議，2 次(內部稽核 110.10.13、外部稽核 110.12.03)。 

 資訊安全管理制度稽核會議，2 次(內部稽核 111.05.20、外部稽核 111.06.29)。 

參、年度重要工作 

 校務系統研發 
(一) 進行各項招生系統改版作業，捨棄舊元件、改變資料庫存取方式、使用者介面

符合響應式設計，完成大學部轉學考試招生、教育學程甄試報名等系統。 
(二) 完成法規資料庫系統改版，升級開發平台版本，新增取號管考功能。 
(三) 配合服務學習課程(二)改革，完成系統功能修改，包括時數認定與計算。 
(四) 因疫情學生不便親來學校申請，可在學生系統線上下載(JPG)在學證明、跨校選

讀證明。 
(五) 跨領域檢核 

1. 就目前所有跨領域及微學程設置辦法，進行大學部在校生檢核。 
2. 教學業務組、學籍成績組、各院秘書，各學系系辦可查詢檢核資料，並匯出

excel 加以利用。 
3. 學生可查詢目前所有跨領域或微學程達成狀況。 

(六) 師培學分檢核：可自行維護檢核條件；根據檢核條件可列印學分檢核統計表(亦
可雙面列印)。 

(七) 名次證明列印改版 
1. 因申請雙主修需要學年平均及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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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因休復學或延修導致學期數過多，超過一張報表範圍，故改為多頁列印，一頁

顯示 6 學年。 
(八) 優異超修申請及審核：取代紙本申請及審核流程，學生可直接於選課系統加選

課程，由系主任線上審核。 
(九) 修改工時系統：配合勞基法規定，計算助理工時。 
(十) 校友流向追蹤系統修改跳答、續答功能，便利問卷填答及流向追蹤統計。 
(十一) 配合疫情與環保概念，將教職員停車費扣款同意書由紙本確認改為簡訊確認。 
(十二) 差勤系統，增修如下： 

1. 開發匯出人事行政局要求差假 Json 格式資料功能。 
2. 於「休假結算統計報表、休假保留及不休假加班費」加入「無休假人員」之

篩選條件。 
3. 休假保留或不休假加班費調查線上回報；加班未休調查線上回報。 
4. 家庭照顧假新增請假事由分類。 
5. 前一年未兼任行政主管教師無寒暑休。 
6. 陪產假規則修改、勞工產前假改為 7 天。 
7. 因應防疫需求新增「公傷病假」、「自主防疫假」並客製流程。 
8. 新增居家辦公申請通知功能；居家辦公工作紀錄上傳平臺及簽核功能。 

(十三) 獎懲管理系統：提供職員線上申請獎懲建議及線上簽核功能；自 WebHR 匯入

資料功能。 
(十四) 校園網路監控系統及 IP 管理系統：配合網路組新建置網路設備，修改網管系

統資料；修改前端介面，統一狀態顯示顏色。 
(十五) 人事回推系統 WebHR 虛擬化作業 

1. 實體主機已超過使用年限，考量更換硬體不符成本且因應節能減碳，進行虛

擬化之規劃。 
2. 將中華電信 VPN 之實體線路改接至防火牆上，設定相關 NAT 將封包導向

VM 虛擬主機。 
3. 移除實體主機進行報廢作業，完成機房最後一部實體主機虛擬化。 

(十六) 協助圖書館自行開發館務系統：提供參考程式碼，並進行技術移轉；提供學習

清單，並定期召開會議討論技術問題。 
更新校園網路設備 
(一) 本校於 110 年採購高容量之磁碟陣列，用以汰換老舊磁碟陣列，並增加磁碟使

用空間。擴充後，由 8 台實體主機及 12 台磁碟陣列維持本校虛擬化系統之運

行，足以提供兼具穩定及效能的使用環境。重要資料每 6 小時自動備份至榮譽

校區機房，最多可保留 12 天，具備資料異地備份機制。 
(二) 因應未來虛擬化系統成長，109 年進行 10GbE 光纖交換器汰換作業，原光纖交

換器僅可供 24 部設備連線使用，汰換後大幅增加至 48 部設備使用，保留其成

長擴充性。 
(三) 全校有線網路交換器共 352 台，近年陸續採購無風扇網路交換器，維持效能也

降低噪音。109 年汰換紅樓 45 台較老舊之網路交換器。 
(四) 紅樓前次網路線路佈放已逾 17 年，線路品質日漸低落，近年來陸續有網路中斷

及擴充不易情形，於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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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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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因應無線網路需求快速成長，無線設備老舊導致訊號不如以往，規劃逐年更新

無線網路設備。於 109 年汰換紅樓及誠正大樓無線基地台共 55 台，110 年汰換

文薈樓、格致樓、學生活動中心無線基地台共 112 台，進一步擴大無線網路的

使用範圍，並提升連線穩定性及速度。 
(六) 配合無線基地台更新，規畫執行文薈樓、格致樓、學生活動中心及思誠樓之無

線網路線路汰換，以加強供電穩定性及高速連線之可靠度。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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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全穩定。因相關資安設備年限已久且不敷使用，於 108 年 11 月汰換伺服器防

火牆及防火牆 LOG 收集器，及 109 年延長流量管制器之特徵碼授權，提供更安

全的校園網路。 
(八) 每年進行重要機房機電保養檢測作業，並定期更新不斷電系統之電池。110 年 9

月更新榮譽校區異地備份機房之不斷電系統電池，使供電更加穩定。 
校園網路管理：考量物聯網設備(網路印表機、監視器等)因有連網功能且擁有者較易

忽略管理，為強化本校資安防護與師生個人資料保護，於 109 年起封鎖物聯網設備

對外網路，使其僅可於校內進行存取。110 年暑假期間新增各棟建築物之物聯網專用

IP 網段，僅允許於校內進行存取，無法連結至校外網路。使用者於 110 年 8 月 1 日

後申請物聯網設備之 IP，將以此專用網段配發。 
111 年 6 月通過 2016 年版教育體系資通安全管理規範(ISMS)第 2 年追查稽核 
(一) 每年 8 月依本校資通安全委員會組織要點，簽聘副校長(資訊安全長)等 15 位主

管為委員；另召開本校資通安全委員會議(110.12.27、111.06.06)。 
(二) 教育機構資安驗證中心至本中心進行資通安全管理規範(ISMS)第 2 年追查稽核。

稽核小組結論認為本中心已建立符合「教育體系個人資料管理規範」的資通安

全管理系統，並展現足以維持組織驗證範圍內資通安全管理政策與目標之能力，

順利通過第四循環第 2 年追查稽核(111.06.29)。 
110 年 11 月通過 2016 年版教育體系個人資料管理規範(PIMS)第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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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2.13、111.06.20)。 
(二) 教育機構資安驗證中心至本中心進行教育體系個人資料管理規範(PIMS)第 1 年

追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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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利通過第二循環第 1 年追查稽核(110.12.03)。 

肆、年度創新工作 

校務行政系統創新工作 
(一) 協助教務處完成轉學考試招生系統改版，儘量採無紙化作業，考生上傳照片與

書審資料，無須列印報名表或郵寄文件。 
(二) 因應疫情學生不便到校申請在學證明，開放學生可於學生系統線上下載(JPG 檔)。 
(三) 為鼓勵申請跨領域學程，學生於學生系統可查詢檢核各跨領域學程之完成程度，

以利瞭解及評估自己符合申請之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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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為使師培學分檢核更準確，師培中心可在教務線上管理系統設定檢核條件，並

依據所設定檢核條件列印學分檢核統計表，提早供學生檢核並簽名確認，以減

少錯誤發生。 
(五) 開發優異超修申請及審核系統，取代原本紙本流程，學生申請、主任審核及學

生選課都可線上完成，提高作業效率。 
(六) 配合疫情與環保概念，教職員停車費扣款同意之確認由紙本改為簡訊方式。 
(七) 差勤系統因應防疫需求，開發居家辦公線上簽到及工作紀錄上傳功能，減少紙

本傳遞之接觸風險，並增加管理效率。 
(八) 人事回推系統 WebHR 虛擬化作業 

1. 因應近年電價不斷上漲，將機房中最後一部實體主機虛擬化，減少能源浪費。 
2. 惟該主機須連接中華電信 VPN 實體線路，虛擬化作業一度無法順利進行，

經不斷嘗試，成功將 VPN 線路接在校園防火牆上，透過防火牆設定讓封包

轉入該虛擬主機。 
(九) 開發獎懲管理系統 

1. 以往獎懲建議案需填寫紙本文件，簽准後再召開審查會議，作業流程繁複。 
2. 開發獎懲管理系統以無紙化作業搭配線上簽核，簽准後於系統自動產生議

程文件，節省大量作業時間。 
為達綠色機房節能減碳目標，逐年更新虛擬化主機架構，至 110 年 12 月底，全校共

149 項服務系統(含委外及代管)運行於 VM 虛擬系統上，包含學務系統、教務系統、

公文系統、課程網站、主計系統、差勤系統、電子郵件系統、網路電話系統、校務研

究、學習歷程、高教深耕、UCAN 就業職能系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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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完整的備份及備援功能，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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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年度榮譽事蹟 

一、通過新版教育體系個人資料管理規範(PIMS)第二循環第 1 年追查稽核。 
二、通過新版教育體系資通安全管理規範(ISMS)第四循環第 2 年追查稽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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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培育中心 

壹、單位基本資料 

主任(教師兼任)1 名，下設教學與輔導組、綜合業務組；每組設組長(教師兼任)及組員各

1 名。 

貳、議事方面 

 師資培育獎學金甄選委員會，5 次(110.08.25、110.9.22、110.10.7、110.10.26、111.2.17)。 
 師資培育委員會會議，3 次(110.9.8、110.10.21、111.03.31)。 
 師資培育課程委員會會議，3 次(110.10.08、110.10.23、111.5.5)。 
 教育學程甄試委員會會議，2 次(111.01.06、111.04.14)。 
 教育實習審議小組會議：第 1 學期(110.11.23)、第 2 學期(111.3.31)。 
 師資培育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2 次(110.12.08、111.05.26)。 
 師資培育公費生說明會(110.11.25)。 
師資培育人數協調會議(111.01.07)。 
國民小學教師加註藝術領域專長專門課程架構說明會(111.06.10)。 

參、年度重要工作 

 學期重要業務 
(一) 110 學年度師培課程開課情形 

1. 第 1 學期開設 53 門課，含 2 門雙語教學課程。 
2. 第 2 學期開設 54 門課，含 3 門雙語教學課程。 

(二) 修畢學程申請：每學年二次，提出申請時間第一學期為 110.10.01 至 10.31，第

二學期為 111.03.01 至 03.31。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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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11.01 至 11.30、第二學期 111.05.01 至 05.31。 
(四) 辦理公費生輔導座談會(110.10.06)。 
教育學程甄試 
(一) 召開「111 學年度教育學程招生甄試說明會」(111.02.23)。 
(二) 中等、小學、幼教、特教教師教育學程申請報名(111.02.23-03.02)。 
(三) 舉行「教育綜合測驗」筆試考試(111.03.16)。 
(四) 中等各類學程辦理複試(111.03.30)。 
(五) 公告「111 學年度教育學程」放榜(111.04.19)。 
(六) 各類學程報到，繳回「學生基本資料」，以確認修習學程(111.05.04 前)。 
(七) 召開「111 學年度學程新生座談會」(111.05.11)。 
大五新制半年教育實習 



 158 

實習期間/ 
辦理事項 

於 110 學年度 
第 2 學期實習者 

於 111 學年度 
第 1 學期實習者 

(一) 教育實習課程申請文件

審核作業 
110.11.05 前 
繳交資料 

111.03.04 前 
繳交資料 

(二) 教育實習課程職前研習

說明會 
111.01.05 111.06.15 

(三) 教育實習課程全校性返

校座談暨研習 
第 1 次 111.03.25 
第 2 次 111.06.17 

第 1 次 111.09.02 
第 2 次 111.12.09 

(四) 111 級教育實習課程推介

說明會 
110.09.22 

(五) 教育實習課程跨區實習

申請 
110.10.22 前 110.12.03 前 

(六) 教育實習課程指導教師

座談會 
111.01.05 111.06.15 

 編輯南大師培通訊第 33 期(111.02)、第 34 期(111.07)。 

肆、年度創新工作 

一、獲 110-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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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學年度

補助 472 萬 2,000 元，本中心與幼兒教育學系、諮商與輔導學系、國語文學系、教育

學系、戲劇創作與應用學系、體育學系、特殊教育學系、生態暨環境資源學系、輔

導中心及本校附設實驗國民小學合作，擴大辦理校內師資生各項教學專業知能檢定

及增能活動。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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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本中心與各相關師培系所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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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執行高等教育深耕計畫子計畫 

(一) F1-科教素養、精實提升：透過系列課程、工作坊並舉辦教案競賽，培訓師資生

的科教素養，以提升未來在小學自然教育領域所應具備的教學素養與技能。 
(二) F2-英語文教學增能：規劃系列課程與工作坊來培訓師資生的雙語教學能力，使

其擁有此項專長、資格，提升未來在小學雙語教學領域應具備的素養與技能。 
(三) F3-本土語言教學增能：規劃相關課程、工作坊並舉辦閩南語檢定，增進師資生

的閩南語教學經驗與能力，提升未來在閩南語教學領域所需的素養與技能。 
(四) F4-學習扶助教學力增能：藉由研習方式協助師資生取得「學習扶助認證」，增進

未來對於低成就學生的輔導與教學能力，也強化教職市場就業力。 
四、本校戲劇創作與應用學系獲教育部 111 年 3 月 18 日臺教師(二)字第 1112601026B 號

函同意通過認定為師資培育學系，並增加本校國小學程培育名額 10 名，自 112 學年

度起招生。 
五、公費生培育及輔導申請計畫獲教育部 111 學年度師資培育公費生獎優學校(幼兒園師

資類科)並核定 21 名公費生予本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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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障教育與重建中心 

壹、單位基本資料 

主任(教師兼任)1 名、專任助理 3 名、兼任助理 3 名。 

貳、議事方面 

澎湖縣政府社會處委辦「視覺障礙者生活重建服務計畫」 
(一) 召開外部督導會議，7 次(110.7.12-111.5.9)。 
(二) 召開內部督導會議，4 次(110.11.22-111.3.15)。 
教育部國教署委辦「110 年度視覺障礙服務中心工作」計畫 
(一) 召開定期工作會議(110.10.28)。 
(二) 召開視覺障礙服務中心 12 月份中心定期暨 110 學年度上學期期末檢討工作會

議(110.12.5)。 
教育部國教署委辦「111 年度視覺障礙服務中心工作」計畫 
(一) 召開定期工作會議(111.3.18)。 
(二) 召開研商協助國立潮州高中視障學生特殊教育服務會議(111.3.28)。 
(三) 召開本學期服務檢討會及工作會議(111.6.20)。 
教育部學特司委辦「110 年點字改革之國內與國外 UEB 整理及比較計畫」：召開線

上工作會議 11 次(110.7.8~111.4.8)。 
教育部師藝司委辦「111 年度視覺障礙師資培訓與相關工作計畫」：召開「111 年特

教合格教師在職進修視障專精學分班」複選會議(111.6.9)。 

參、年度重要工作 

本年度外接 10 個委辦計畫，委辦單位有：教育部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教育部學

生事務及特殊教育司、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澎湖縣政府社會處。 
辦理「110 年度視覺障礙師資培訓與相關工作計畫」 
(一) 「109 年度特教合格教師在職進修視障專精學分班」：學員 16 人，受訓期間為

109 年及 110 年暑假，各 10 學分。第二階段課程 110.7.5-8.6。 
(二) 「110 年度特教合格教師在職進修視障專精學分班」：學員 16 人，受訓期間為

110 年及 111 年暑假，各 10 學分。第一階段課程 110.7.5-8.6；另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安排視障教育外埠參訪研討會(110.11.17-11.19)，參訪臺中私立惠明盲校、

桃園市中山國小巡迴特教中心、聯郃國際視覺輔具中心、慕光盲人重建中心。 
(三) 「110 年度全國教師及相關人員視障 10 學分班」：結訓學員 17 人，課程分二階

段，第一階段課程期間 110.10.16 至 12.12、第二階段課程期間 111.3.12 至 5.22，
上課地點為臺中市私立惠明盲校；111.5.22 辦理結訓。 

辦理「111 年度視覺障礙師資培訓與相關工作計畫專案」 
(一) 「110 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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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結訓 13 人(另 3 人延修)，於 111 年暑假(111.7.4 起)修習 10 學分，並安排

4 小時專題演講，111.8.3 結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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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11 年度特教合格教師在職進修視障專精學分班」：受訓 13 人，於 111 年及

112 年暑假共修習 20 學分，並安排 4 小時專題演講，另訂於 111 年 11 月辦理視

障教育外埠參訪研討會(111.7.5-8.4)。 
辦理「110 年澎湖縣視覺障礙者生活重建服務方案」 
(一) 辦理「110 年澎湖縣易讀易懂概念認知暨實作工作坊」(110.8.11)。 
(二) 參加「社會工作人員分級專業訓練課程」(110.8.14)。 
(三) 出席澎湖縣 110 年度上半年結合民間團體辦理身心障礙福利服務方案暨需求評

估聯繫會議(110.8.27)。 
(四) 辦理「110 年度澎湖縣視覺障礙者職業準備與生涯規劃講座」(110.8.28)。 
(五) 出席澎湖縣 110 年度第 1 次身心障礙者就業轉銜服務聯繫會報會議(110.9.2)。 
(六) 出席 110 年度輔具資源整合聯繫會報(110.9.5)。 
(七) 辦理「秋月食光」課程活動(110.9.12)。 
(八) 辦理長幼有趣代間活動-柚好吃柚好玩(110.9.16)、桌上大車拼(110.9.17)。 
(九) 出席 110 年度澎湖縣身心障礙服務方案觀摩暨社團培力計畫活動，地點：社團

法人屏東縣啟智協進會、財團法人台東縣私立牧心智能發展中心、財團法人天

主教白永恩神父社會福利基金會、李勝賢文教基金會等(110.10.27-10.30；11.13)。 
(十) 參加「澎湖縣易讀易懂概念認知暨實作工作坊」(110.11.4)。 
(十一) 業務宣導，地點：社團法人澎湖縣慢飛天使服務協會(110.11.10)。 
(十二) 業務宣導：「友『礙』生活，無限可能」系列活動-「皂」健康，「礙」環保(110.11.10)。 
(十三) 參加「110 年身心障礙社團培力～縣內各類服務方案觀摩」，地點：澎湖縣身

心障礙福利服務中心禮堂、澎湖縣政府農漁局水產種苗繁殖場(110.11.12)。 
(十四) 業務宣導：110 年脆弱家庭增能服務～社區培力成果分享會(110.11.20)。 
(十五) 業務宣導：「澎湖縣 2021 年國際身心障礙者日平等參與 共創多元價值-菊島

WE show 菊島之光表揚、社福宣導園遊會暨蘋果劇團演出活動」 (110.11.27)。 
辦理「111 年澎湖縣視覺障礙者生活重建服務方案」 
(一) 參加「111 年度推動身心障礙者職業重建個案管理服務計畫」第 1 次個案研討會 

(111.2.25)。 
(二) 召開內督會議(111.3.15)。 
(三) 出席澎湖縣身心障礙者協會-日間作業設施(幸福小站) (111.3.27)。 
(四) 辦理穿越時空-華服體驗活動(111.3.27)。 
(五) 辦理為 EYE 而行，地點：澎湖縣政府-中正路-仁愛路-民權路-民生路-觀音亭園

區(111.4.16)。 
(六) 出席「花火 20 陪你遊行」第三次籌備會暨行前會議(111.4.16)。 
(七) 出席「身藏不露，勇往前 GO!」公益園遊會活動(111.4.24)。 
(八) 出席 111 年澎湖縣家庭支持服務資源布建方案-社區培力，志工暨工作人員研習

培力(111.5.18、5.21))。 
辦理「109 年度聽覺障礙師資培訓工作計畫」 
(一) 「110 年聽障專精學分班」：結訓 13 位學員，受訓時間 110.7.5-8.6，修習 12 學

分，於 110.8.6 辦理結訓及座談會。 
(二) 辦理聽障教育外埠參訪研討會，由本中心林主任慶仁帶領參訪臺中市立啟聰學

校、國立中正大學語言研究所、本校附屬啟聰學校、本校聽力室，共 21 人參加 
(110.8.17-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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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110 年度聽覺障礙師資培訓工作計畫」 
(一) 「110 年度全國教師及相關人員聽障 10 學分班」，分北中二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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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11.13-
12.26，第二階段期間 111.03.05-06.11。 

2. 中區於彰化師範大學，學員 15 位，受訓亦分二階段，期間同上。 
(二) 「111 年聽障專精學分班」：19 位學員，受訓時間 111.7.4 至 8.5，修習 12 學分，

於 111.8.5 結訓。 
(三) 辦理聽障教育外埠參訪研討會，參訪彰化縣大成國小、中正大學語言所、本校

特殊教育學系，共 39 人參加( 111.8.17-8.19)。 
辦理「110 年度視覺障礙服務中心工作」計畫 
(一) 出席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身心障礙教育資源中心 110 年度第二次工作會議 

(110.7.28)。 
(二) 召開視覺障礙服務中心 7 月份工作會議，邀請二位資深視障教育教師及專家出

席提供意見 (110.7.29)。 
(三) 彙編《110 年度高中職視障學生學習與輔導手冊》(110.9)。 
(四) 統整 109 學年度視障服務中心服務的視障生升學資料，持續協助與關心：今年

有 3 位未於大專身障甄試錄取，協助其參加獨立招生(110.9)。 
(五) 協助學生及家長有關增加大專身障甄試科系開缺名額事宜：如新化高中、員林

高中提議增加地理系及本校資工系(110.9)。 
(六) 編撰《109 學年度視障服務中心成果報告》(110.9.1-10.31)。 
(七) 提供學校、學生、家長以電話及網路服務平台進行諮詢(110.9)。 
(八) 調查 110 學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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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校巡迴輔導服務(110.10.1-12.31)。 
(九) 中心主任與就近輔導員至竹東高中關懷訪視視障生(110.9.13)。 
(十) 辦理「110 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視覺障礙新生學習適應與輔導座談會」，北區因

疫情停辦，南區 10 月 3 日於本校舉辦(110.10.3)。 
(十一) 中心主任與就近輔導員至君毅高中關懷訪視視障生(110.11.11)。 
(十二) 辦理「110 學年度視覺障礙生職場資源與生涯規劃實例分享會」(110.12.5)。 
(十三) 編印第三本《高中職視障生輔導手冊》(110.12)。 
(十四) 出席「研商協助竹東高中視障學生特殊教育服務會議」(110.12.22)。 
辦理「111 年度視覺障礙服務中心工作」計畫 
(一) 出席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身心障礙教育資源中心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期末

工作會議(視訊)(111.1.22)。 
(二) 出席國教署特殊教育網路中心執行第三方驗證導入計畫工作小組會議(111.3.2)。 
(三) 各縣市就近輔導員到校進行巡迴輔導服務。 
(四) 辦理「110 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視障學生生涯轉銜與輔導座談會」，中區 4 月 23

日於彰化特殊教育學校、北區 4 月 30 日於新竹特教學校、南區 5 月 1 日於本校

舉辦(111.4.23-5.1)。 
(五) 《111 學年度高中職視障生輔導手冊》徵稿 (111.4.10-8.31)。 
辦理「110 年點字改革之國內與國外 UEB 整理及比較計畫」 
(一) 安排各項工作內容及核銷(110.9-111.4)。 
(二) 聯繫翻譯英文書之機構及檔案提供事宜(110.9.1-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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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進行中譯文之總校對工作(110.12.1-111.1)。 
(四) 與澳洲 ICEB 聯絡中譯及交流事宜(110.12)。 
(五) 邀請本校應數系黃印良老師及英語系楊逸君老師檢視譯文中有關數理及英文名

詞之適用性(111.1.2-2.10)。 
(六) 至教育部做成果報告(111.4.11)。 
(七) 辦理 UEB 譯文說明會(線上)(111.6.18)。 

辦理「110 年度全國視障學生及視障教育教師點字比賽」，比賽工具為點字機，16
人參加，組別分為低、中、高、大專校院、及教師組，比賽結束後並安排關於視

障學生學習點字歷程之專題演講(110.10.2) 。 
辦理研習及研討會 

(一) 辦理「2021 視障教育教學與行政研討會」，參加人員 53 人，本次研討會安排三

個專題報告、二個主題研討及盲人樂團音樂表演；新北市欣和公益協會贊助本

校特教系修習點字學生獎學金及研討會音樂表演，臺灣盲人總會贊助優秀視障

公務員獎金 3 萬元(110.11.6)。 
(二) 辦理「110 學年度第一學期特教教師視障專業知能研習會」(110.11.28)。 
(三) 辦理 111 年視障教育教師及視障生生活技能研習(111.4.16)。 
(四) 辦理(線上)111 年視障生社會技巧及評量研習(111.5.7)。 
(五) 辦理 110 學年度第二學期特教教師視障教材軟硬體製作研習會(線上研習：第一

場 111.6.8，第二場 111.6.11)。 
出版「專案成果報告」 

(一) 「109 年度聽覺障礙師資培訓工作計畫」(110.8)。 
(二) 「110 年澎湖縣視覺障礙者生活重建服務方案」(110.12)。 
(三) 「110 年度視覺障礙服務中心工作」計畫(110.12)。 
(四) 「110 年度視覺障礙師資培育相關工作計畫」(111.5)。 

就業服務 
(一) 協助中華視障教育學會推動國內視障教育及議題聲明，如近年推動的 iphone 手

機捐贈及借用事宜(110.8-111.7)。 
(二) 處理家長及視障人士來電事宜(110.8-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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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臺灣文學館及中華視覺障礙教育學會進行不同領域跨界合作，持續執行協助視障者相

關業務 (110.8-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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