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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關係室】98 學年度第 1 學期工作報告    

    

壹壹壹壹、、、、校園與社區服務中心校園與社區服務中心校園與社區服務中心校園與社區服務中心    

一、師大新聞網站維護業務 

（一）自 96年 3月 9日上線以來，至 98年 12月 8日止總瀏覽人次 558萬 9988

人次。 

（二）自 98年 1月 1日起至 98年 12月 8日止總瀏覽數 265萬 2180人次（去

年同期：222萬 2267人次）。 

（三）「師大剪報」自 98 年 3月 23 日上線以來，98 年 1月至 12 月 8日為止，

共蒐集 2565 則與本校相關之媒體報導。 

（四）「大師講堂」以網路全程播放重要演講，98 年 3月至 12 月 8日共錄製 18

場。 

（五）為便於校內外人士搜尋本校活動訊息及公告，本室業已奉准進行網站改

版，將新增行事曆功能及強化搜尋功能，並調整頁面採表格形式，以利

快速有效搜尋。 

二、師大新聞/校園刊物發行業務 

（一）98學年度校園記者甄選，經書面初審、新聞營複審，並於 9月 27日公告

入選名單，共錄取 14人正式加入校園記者團隊，已接受 8堂培訓課程。 

（二）師大新聞自 8月 1日至 12月 8日報導則數 357則，其中影音新聞共 297

則，扣除聲明稿、會議公告、單位自行提供新聞稿等文字資料，新聞影

音化比率已達 9成（去年同期：師大新聞全部報導則數 294則）。 

 

師大新聞報導校內各單位則數一覽表（98年 8月 1日至 12月 8日） 

受訪單位 則數 受訪單位 則數 

行政單位行政單位行政單位行政單位     教育學院 1 

校長室 9 教育學系 1 

副校長室 3 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4 

秘書室 3 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 1 

公共關係室 52 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 2 

教務處 2 特殊教育學系 2 

通識教育中心 6 圖書資訊學研究所 1 

學生事務處  26 教育政策與行政研究所 2 

健康中心 1 餐旅管理與教育研究所 2 

學生輔導中心 2 文學院 2 

總務處 4 國文學系 1 

研究發展處  6 英語學系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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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育成中心 1 歷史學系 1 

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  2 地理學系 1 

國際事務處 17 台灣文化及語言文學研究所 3 

圖書館 8 理學院  

資訊中心 2 物理學系 2 

教學發展中心 5 地球科學系 5 

體育室 34 藝術學院  

人事室 5 美術學系 8 

進修推廣學院 9 視覺設計學系 1 

僑生先修部 3 設計研究所 2 

  科技學院  

研究與教學中心研究與教學中心研究與教學中心研究與教學中心     工業教育學系 2 

國語教學中心  4 科技應用與人力資源發展學系 1 

科學教育中心  2 圖文傳播學系 2 

教育研究與評鑑中心  5 運動與休閒學院 8 

文化創意產學中心 11 體育學系 2 

原住民中心 2 運動競技學系 6 

媒體素養研究中心 1 國際與僑教學院  

法語教學中心 1 應用華語文學系 3 

     東亞文化暨發展學系 3 

其他  華語文教學研究所 2 

八八水災相關 23 歐洲文化與觀光研究所 2 

校長遴選工作小組 14 國際人力資源發展研究所 1 

  音樂學院 3 

  音樂學系 12 

  民族音樂研究所 1 

  表演藝術研究所  6 

  管理學院 4 

  國際事務與全球戰略研究所  1 

  社會科學學院 2 

  政治學研究所 2 

 

（三）每週發行「師大週報」電子報，自 98年 8月 1日起至 12月 8日止已發 

行 12期。 

（四）每月寄送「師大校訊」紙本給 3000位校友訂戶，自 98年 8月 1日起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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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8日止，共編輯 3期（含 88水災特刊），11月發行第 253期，持續

更新寄送名單（當年度校友校長、傑出校友、校友會幹部等）。 

（五）配合發展文創產業及重視學術成果，98學年度開始發行「師大學‧創」

電子報，自 8月 1日至 12月 8日止，文創雙週發行 6期、學術雙週發行    

1期。 

（六）為滿足非中文閱聽者之需求，本室委請翻譯所研究生，將師大中文版重

要新聞，翻譯成「NTNU News」英文新聞選粹，98 年 8月 1日至 12 月 8

日止，共完成翻譯 97 則英文新聞，大幅度提升英文新聞刊載的比例（去

年同期：「NTNU News」報導則數 37則）。 

（七）校園數位電子看板系統每天上午固定更新內容並上傳。 

三、親善大使服務隊業務 

（一）自 98年 8月至 12月 15日止校內外出隊任務 58次，總人次 281人次 （去

年同期：出隊任務 55次、總人次 248人次） 。 

（二）9月 24 日協助安排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參訪本校及座談相關事宜。 

（三）協助安排北京交通大學交響樂團暨女子排球隊於10月30日來本校進行音

樂交流及女排友誼賽事。 

（四）安排澳門理工學院於11月12日到本校進行參訪及座談觀摩相關事宜。 

四、其他業務 

（一）暑期下鄉課輔活動：延續 98 年寒假之「Hoing Download 培養小黑馬-搶

救分數大作戰」原住民部落課輔計畫，本室今年暑假與全國校友總會合

辦「原鄉教育投資計畫-創造部落新傳奇」原住民重點國中綜合課業輔導

活動，於 8月 3日至 19 日，派出兩批親善大使隊員及家教認證班學生共

計 11 人，分別到苗栗縣南庄國中、台東縣都蘭國中等偏遠地區，為當地

國中生進行暑假課輔，獲得當地師生熱烈迴響。 

（二）八八水災善款捐贈家扶基金會儀式： 755 位教職員及國語中心外籍學生

響應「愛與關懷師生一日捐」，校長郭義雄 12 月 2日將新台幣 194 萬多

元募款所得，親自捐助給家扶基金會，作為支持原住民兒童教育安定計

畫。 

    

貳貳貳貳、、、、就業輔導與校友服務中心就業輔導與校友服務中心就業輔導與校友服務中心就業輔導與校友服務中心    

校友服務業務校友服務業務校友服務業務校友服務業務    

一、本室為慶祝 98年教師節，並持續為校友服務，特別表揚服務於「特別偏遠

地區 20 年以上校友」，分別為：賴松蓬校友(苗栗縣立南庄國中校長)、林

英生校友(金門縣立卓環國小校長)、李美富校友(國立蘭嶼高中教師兼學務

主任)、黃玉霞校友(台中縣和平鄉達觀國小教師)、蔡光國校友(高雄縣立

甲仙國中教師兼總務主任)、施品安校友(高雄縣立甲仙國中教師兼訓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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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陳建志校友(高雄縣立甲仙國中教師)等。 

二、校友會活動： 

（一）國內校友活動 

98/08/17 至苗栗縣大成高中，拜會苗栗縣邱祖賢會長（苗栗縣大成高中校

長）、鍾興科總幹事（大成高中總務長），討論校友業務推動相關

事宜。 

98/08/18 至國立台中二中，拜會台中市校友會薛光豐校長（台中市校友會

理事長）、劉洲溶訓導長（台中市校友會總幹事），討論校友業務

推動事宜。 

98/08/24 至彰化縣和群國中，拜會張基郁理事長(彰化縣教育處處長)、施

純在總幹事(彰化縣立和群國中校長)，並參與彰化縣校友會理監

事會議，同時說明校友服務的業務現況，並特別感謝校友會的努

力與辛苦。施總幹事在會中報告工作事項時，特別提及校友總會

資助該會辦理「校友教育甄選講習」費用，並表示感謝。 

98/08/26 至雲林縣校友會拜會涂金助會長(雲林縣大德工商校長)、鍾興科

總幹事（雲林縣大德工商副校長）。涂金助會長表示：校友會業

務現在推動較為吃力，不過他仍將盡力推動會務。會長同時建

議：可以由全國校友總會主辦全國各地校友會會長聯誼會，以聯

誼會方式，聽聽各地校友會如何推動會務，並針對「如何聯繫當

地校友」、「如何建立校友的情誼」、「如何加強校友對母校的向心

力」等議題交換意見。 

98/08/31 拜會屏東縣校友會會長鄭遠校友（現任屏東縣水利會會長）。鄭

會長對於母校工作人員不遠千里風塵僕僕的到來，感到高興和欣

慰，展現南部鄉親熱情的友誼。座上還有溫興春校友（現任國策

顧問）、王文華校友（前任會長、現任屏東縣政府參議）、饒達欽

校長（母校前總務長、現任永達技術學院校長）。會談中除了討

論有關屏東縣校友會對於推動校友業務的努力外，也討論到「八

八水災」造成屏東縣部份地區的嚴重災情。 

98/09/01 拜會金門縣校友會並參與該會理監事會議。金門縣校友會吳啟騰

理事長（金門縣立金湖國中校長）暨金門縣校友會理監事們，除

對母校郭校長等人的親訪至表歡迎外，並提及：銘傳大學在金門

設有分部，金門鄉親也期望母校能在金門開班授課，以培育更多

的金門鄉親。金門技術學院校長李金振（本校傑出校友）也發言

表示：盼與母校進行更多的學術合作與交流。 

98/09/03 拜會台南市校友會梁榮財理事長(國立臺南海事學校校長)、林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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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總幹事(國立臺南海事學校教務主任)、胡弘仁主任(國立臺南

海事學校圖書館主任)，以及該會的常務監事翁資雄校友等。梁

理事長說明了該會推動校友業務的情形（如：向政府辦理正式登

記）以及努力的方向（如：定期與不定期的舉辦各類型校友聚會

活動）。 

98/09/18 對於「港澳校友暨有關單位建議事項」，由陳副校長召集、本室

協助邀集教務處（含企劃組）、進修推廣學院、僑生先修部等相

關單位召開協調會。 

98/10/07 旅美音樂鋼琴教育家、本校音樂系退休教授吳漪曼校友，返回母

校訪問並捐贈新台幣 20 多萬元，作為鼓勵音樂系學生創作的獎

學金。 

98/11/07 本室為擴大對廣大校友的服務，加強校友對母校的向心力，特別

規劃發行 NTNU「Life Style, Life Star」臺師大校友卡，並與

母校、校外績優廠商合作，對校友提供各項優惠的服務。 

98/11/07～8 辦理「全國校友總會暨各校友會聯合高峰會」活動，與會校

友來自宜蘭縣、台北市、彰化縣、台中縣、台中市、雲林縣、嘉

義地區、台南市、高雄市、屏東縣、澎湖縣、金門縣等各校友會。

來自四面八方的校友，自畢業離開母校後，難得齊聚一堂，因此

特別重視本次活動，現場氣氛熱烈。會中校友們除了表達對於母

校生活點滴及教育栽培的懷念與感恩之心外，同時也對於如何發

揮校友會功能、增進校友情感及搭建母校與校友間橋樑等議題，

踴躍提出意見與看法。會中並安排第十三任校長亦即現任副校長

張國恩先生，對於未來的治校理念作專題的報告與分享。本次活

動是首次以聯合高峰會的方式結合總會與各校友會校友共同交

流，獲得與會校友的一致好評，會中並推舉金門校友會為明年高

峰會的主辦單位。 

（二）國外校友活動 

98/08/25 聖地牙哥師大校友會 2009 年新的服務團隊誕生了，由教育系崔

玉枝校友擔任新任會長，前傑出校友教育系 52 級溫世頌校友擔

任副會長，財務長為生物系 59 級呂莉莉校友，文書為音樂系 56

級陳松美校友，崔會長表示新的團隊將以輕鬆的心情合作無間，

以認真的態度、負責的信念來帶動該會的朝氣與向心力，努力以

赴為校友會提供一份力量。 

98/10/08 國文系 42 級校友、美國弗沙學院（Vassar College）中文系退

休教授晉陳銀蓮 8日訪問母校。她於弗沙學院創設中文系，在海

外推廣華語、教書 28 年後退休，目前正準備在當地籌設中文學



 6 

校，造福赴美工作的華裔人士子女。 

98/10/08 聖地牙哥臺灣師大校友會會長崔玉枝（教育系 54 級校友)與鄒積

蘭（教育系 54 級校友）跨海帶來師大校友的愛心。該會不僅捐

款美金 1,610 元(新台幣 51,741 元)幫助八八水災賑災，更提供

500 美金(新台幣 16,069 元)，作為社科學院與管理學院的獎學

金。 

98/11/05休士頓校友會莊峻華會長專程來訪，特為該會校友捐款美金1100

元做為清寒學生獎學金，並將於 11 月 16 日上午正式拜訪母校，

由張國恩副校長親自接待。 

三、校友會獎學金 

97 學年度第 2 學期美東校友會獎學金申請於 10 月 31 日截止，共有八個學

院大學部學生 13 名提出申請，將提送美東校友會認可後，每學院將頒贈 900

美元獎學金給提出申請的學生。 

四、全國校友總會 

（一）98/08/04 資助本校進行校務成果宣導事宜（刊載平面媒體宣導廣告）。 

（二）98/08/05 辦理恭賀「嘉義地區校友會」郭義騰總幹事，榮膺國立嘉義高

商校長；「台南市校友會」何佩玲總幹事，榮膺國立蘇澳海事學校校長事

宜。 

（三）98/08/19 協助本校辦理「原鄉教育投資計畫－創造『部落新傳奇』原住

民重點國中綜合課業輔導活動」相關事宜。 

（四）98/08/19 資助本校合唱團「2009 年暑期巡迴公益演出」活動。 

（五）98/09/05～08 全國校友總會夏學理秘書長等拜會港澳地區校友，並與當

地校友暨相關單位座談。返台後，由陳副校長主持跨處室會議，針對港

澳相關建議事項進行後續協調工作。 

（六）98/09/18 為提供澳門與香港校友會的最佳服務，特別邀請母校相關單位，

舉行「香港、澳門地區校友建議事務協調會」。 

（七）98/10/17 配合、補助母校運休學院辦理中華民國智障總會辦理「超越障

礙，生命燦爛」活動。 

（八）98/10/23 配合母校辦理「原鄉教育投資計畫－『創造部落新傳奇』原住

民重點國中綜合課業輔導活動」。 

（九）98/11/07 為擴大服務校友，發行「Life Style Life Star」臺師大校友

生活福利卡。 

（十）98/11/07 辦理 98 年第三屆第 8次全國校友總會理、監事會議。 

（十一）98/11/07～08 與母校合辦「全國校友總會暨各校友會聯合高峰會議」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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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98/11/15 配合、補助母校辦理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師大之星」選拔活

動。 

（十三）配合母校將於 98/12/01～99/02/06 間辦理 2009 Hoping Download「燭

光一百－青年孔子行腳」活動。 

（十四）配合母校將於 98/12/12～19 間舉辦「2009 臺灣文化創意產業高峰論壇

－白手起家，文創富國」。 

就業輔導業務就業輔導業務就業輔導業務就業輔導業務 

一、求才求職媒合 

本室「就業大師」線上求才求職作業系統，自本（98）年 1月更新啟用，累

計至 11 月底止，總計登錄有 10,270 筆工作機會，另有 1,887 位校友上網刊

登個人履歷，瀏覽人次達 8,764,877 人次。 

二、「新生職涯性向探索測驗活動」已於 98 年 9月 7日完成 1,992 位學生施測，

於 10 月中旬將測驗結果發予學生。為使新生充份瞭解「職涯性向探索測驗」

結果內容，本室規劃辦理解釋測驗說明會，並已於 11 月份完成教育系、特

殊教育系、國文系、地球科學系、應用電子科技系等計有 203 人次參加，

期輔助學生做為學習與生涯發展準備之參考。 

三、辦理「美國留學顧問到校免費諮詢」活動，第 1、2場已分別於 98 年 10 月

14 日、11 月 11 日完成辦理。學生前來參加諮詢的問題包含：申請時間表、

歷年錄取的平均成績、推薦書、托福、GRE、留美費用、貸款、獎學金等。

本次活動接受諮詢的學生，均覺得有專屬於自己的專業顧問諮詢時間，可

以充分討論與自身相關的留學問題，獲益良多。 

 

四、彙整各大專院校 99 學年度碩士班研究所推薦甄試招生資訊並連結相關網

站，俾利有志投考國內研究所之本校學生查詢。 

五、畢業生現況調查 

（一）實施「96、97 學年度畢業生就業現況調查」，針對畢業後第一及第二年校

友進行就業現況及工作表現滿意度調查。96 學年度資料大多由各系所調

查完成，將繼續建檔作業；97 學年度畢業生因配合學生離校手續已陸續

掌握名單，請各系所協助調查中。 

（二）配合教育部「97-98 年短期促進就業畢業生流向調查平台計畫」。畢業生

流向平台調查已完成 94 學年度(畢業後第三年)問卷調查，回收率為學士

(65.02%)、碩士(40.5%)、博士(41.26%)；96 學年度(畢業後第一年)問卷

調查，回收率為學士(48.65%)、碩士(40.66%)、博士(45.61%)。 

六、就業輔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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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促使本校學生於在學階段逐步提升就業競爭力，因應未來欲從事之行

業類別的發展所需，本室特別規劃兩梯次職涯講座，第一梯次「能力提

升」主題已於 98 年 10 月 24 日辦理完成，分別由信義房屋人資長黃慧珠

（數學系校友）分享「一開始就成功」、大小點白雪事業群負責人簡志澄

分享「創業經驗」、富邦金控股份有限公司貴賓理財中心主任陳智明分享

「年輕人正確金錢觀念」，現場近 200 名學生參加。繼而 11 月 28 日將辦

理「專業提升」主題，職涯講座師資如下：藍如瑛(Career 就業情報職涯

學院職涯顧問)、巫文瑜（安迪生企管顧問公司總經理）、陳甫彥（華山

1914 創意園區總經理）。 

（二）為了解本校學生畢業後工作情形及雇主對本校校友工作的滿意度與建

議，本室於本(98)年 10 月 12 日辦理「雇主座談會」，雇主對本校學生之

建議包括：多修習職場技能課程、增強自信心、積極發問與主動學習、

要懂得表現自己與表達意見、發揮自己的專長及特色、多參與公司活動

與適應企業文化等。 

（三）為協助政府提升就業率、拓展本校畢業校友就業機會與增進在學學生的

學涯與職涯廣度，本室特訂於本(98)年 11 月 25 日(三)，於本校圖書館

校區羅馬廣場，辦理「2009 就業暨留學博覽會」，協助尚未就業之校友（含

友校之畢業校友）尋找合適之工作，並協助有意出國深造的學生，及早

為出國留學進行準備。本次徵才廠商十分多元，包括民生服務業、資訊

科技業、補教業、貿易流通業、媒體出版業、傳統產業、文創產業等 7

大類別，其中包括金仁寶電子集團、信義房屋、花旗銀行、TVBS、大潤

發、伊林國際名模事業等多家知名廠商至本校徵才，另有 20 家留學機構

提供留學諮詢，共有 71 個廠商參展。 

（四）本校配合教育部方案 1-1 大專畢業生至企業職場實習方案，因教育部衡

量各校狀況，本校媒合人數改為 75 人，已完成媒合比例 100%，並於 9

月 17日召開第 2次實習委員會議，處理實習員與實習機構糾紛且完成修

正本會設置要點。 

（五）補助各系所辦理「名人就業講座」：本學期核准場次計有 22 場次。  

（六）補助各系所辦理「企業參訪活動」：本學期核准場次計有 8場次。 

七、97 學年度應屆畢業生流向問卷調查已結束，回收率為學士(98.65%)、碩士

(92.77%)、博士(55.26%)。 

    

參參參參、、、、整合行銷中心整合行銷中心整合行銷中心整合行銷中心    

活動辦理活動辦理活動辦理活動辦理    

一、台北縣文化局「街頭藝人暨演藝團體研習課程」 

本中心承接台北縣文化局街頭藝人暨演藝團體研習課程（承接總金額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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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幣 9萬 9,700 元整），並已於 8/19、20 兩日于台北縣立圖書館辦理完畢。

總計兩場研習課程共邀請百位以上街頭藝人與演藝團體代表參加。研習中

講師與學員、學員與縣文化局互動良好，為北縣之文化產業發展提出許多

寶貴建議。 

二、十萬燈火十萬心 — 發放點亮心燈急難救助金 

本案承蒙校內外支持，截至 98 年 7 月 31 日止，共計收到 133 個學校單位

（358 例學生個案）申請本急難救助金。其中有 313 件申請案件通過初審，

列為急難程度「第一級」，每名給予新台幣 5,000 元之急難救助金；另有

14 件申請案通過複審，列為急難程度「第二級」，每名給予新台幣 3,000

元之急難救助金。本室已於八月進行撥款工作。 

三、新學期媒體餐敘記者會 

本室於 98/9/23(三)于庭園會館舉辦新學期媒體餐敘，邀請平面、電子、網

路、廣播等各媒體主跑記者及主管參與，並於會中發布 91~96 年間，本校

畢業生就業率和畢業兩年內（95~96）之畢業生雇主滿意度調查等結果，期

能透過餐敘記者會方式，讓媒體了解本校學生之優異表現，並與媒體建立

長久友好關係。 

四、整合臺師大媒體平台  

全面整合「師大校訊」、「就業大師」、「師大電子看板」、「電子報」 

等平面、電子版面，做為本室對外招募社會資源之廣告平台，以增加本校 

資源募集。 

五、師大之星‧2009 TAIWAN STAR 選拔活動 

    為了滿足臺師大學生多元興趣發展並提供臺師大學生展現自我的舞台，本

室特別舉辦「師大之星‧2009 TAIWAN STAR」選拔活動，利用新秀選拔方

式，挑選出最能突顯臺師大的優質精英學生，期能帶動全校學生的年輕活

力，活動辦理受到各界肯定，共選出國際學生組、本國男生組、本國女生

組等前三名師大之星，未來計畫使其成為本校之形象大使，負責接待重要

外賓、做招生宣傳等重要任務。本活動也希望透過媒體行銷策略，讓效益

延伸至全國，製造話題性。 

 六、2009 Hoping Download‧燭光一百 

     繼成功推動「2008 Hoping Download‧十萬燈火十萬心」，本室接續規劃 

2009 歲末點燈活動，盼能延續前屆「希望下載」的公益精神，將愛的種子 

散布到兩岸四地。規劃中之「燭光一百」活動，主以「服務學習」和「偏 

鄉體驗」為主軸，盼能透過來自兩岸四地的 100 位志願學生，為兩岸四地 

(香港、澳門、大陸、台灣)的弱勢/偏鄉學童提供所需服務。本案目前已 

吸引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師範大學等校及本校學生共同參與， 

將一同結合社會資源共同推動，以嘉惠需要獲得協助的弱勢/偏鄉學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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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台師大 2009 徵才暨留學博覽會 

本中心與本室就業輔導與校友服務中心同仁共同規劃合作，於 98/11/25(三)

辦理「2009 就業暨留學博覽會」，現場有 40 家以上的廠商和 20 家留學機

構設置攤位，進行現場徵才、協助職場媒合和提供留學諮詢服務，本活動

共募得新台幣十一萬餘元，大大降低活動成本。 

八、臺師大校本部行政大樓中廊公布欄更新 

本室進行校本部行政大樓中廊公布欄更新管理，計畫透過美化公佈欄並使

其成為師大校園景觀特色，以吸引師長與學生目光。  

九、辦理臺師大校友生活福利卡合作廠商與設計案    

為加強本校與畢業校友間的連結，並便利校友共享學校資源，本室積極規

劃並發行「臺師大校友生活福利卡」，本中心負責開發校外及校園周邊商店

商品折扣及優惠，包含王品餐飲股份有限公司、義式古拉爵餐廳、新東陽

股份有限公司、中信飯店、和運租車股份有限公司、小馬租車旅遊集團、

大衛美語、地球村文教機構、中國青年救國團、果陀劇場、小人國主題樂

園等多家食衣住行育樂相關特約廠商，並持續提升校友卡的功能。另外卡

片的設計也由本中心負責，設計理念以傳遞師大精神為主，故取校門口為

設計主題，採油畫處理方式呈現臺師大風雅的美好，同時讓校友可以透過

這張卡片回憶當年在學的點滴時光，卡片發行後獲得良好的回應。 

十、「98 全大運」紀念商品委圖書館出版中心代售案 

本室承辦「98 全大運」紀念商品開發期間，為增加全大運吉祥物綠蠵龜圖

案之應用，並創造活動營收，大會規劃並販售紀念商品共計七個品項，分

別為皮帶、T 恤、網帽、沙灘鞋、自動傘、金屬項鍊與吊飾，因「98 全大

運」活動已於 98 年 5月 9日執行完畢，前揭紀念商品販售也一併停止，為

創造該些紀念商品更大收益，本室將紀念商品轉請本校圖書館出版中心代

售，以讓本校師生、校友或民眾可以繼續購藏紀念商品，而該些產品因具

有時效性，故將於年終舉行特賣，訂為定價的七折，本代售收入將全數納

入出版中心，以利配合出版中心開立發票及簡化營業稅繳交拆帳作業。 

十一、辦理文化創意產業雇主工作坊 

文化創意產業是當前最受各國重視的產業之ㄧ，而行政院也計畫四年投入

300 億將台灣打造成亞太區的文創匯流中心，此方案預估會創造 20 萬的工

作機會，為使本校學生提前深入認識文化創意產業，並培養出自身的文創

素養，於日後的就業市場中更具競爭力，故計畫辦理兩系列的「文創雇主

工作坊」。第一系列是於 11 月 7日(六)舉辦，邀請專家學者倡談文化創意    

    產業的未來發展趨勢及文創的”錢”景。第二系列於 11 月 21 日舉辦，邀

請專家與學生分享文化創意產業的成功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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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文化創意產業高峰論壇 

本室去年辦理「2008 文化創意產業高峰論壇」獲得社會廣大迴響，今年為

滿足校內外需求，特地辦理「2009 文化創意產業高峰論壇」，本次以「白手

起家‧文創富國」為主題，並擴大辦理之，分別於 12 月 12 日(六)舉行青

年愛國論壇，將邀請本校與台大、政大、國北教大、北藝大、台藝大等，

對文化創意產業有興趣之同學共同參與討論；12 月 19 日(六)舉行專家暨產

業論壇，將邀請文建會張譽騰副主委、行政院曾志朗政務委員、故宮博物

館周功鑫院長、兩廳院陳郁秀董事長、臺藝大黃光男校長、北藝大朱宗慶

校長、阿瘦皮鞋羅榮岳總經理、捷安特杜綉珍執行副總、La New 郭信誠副

總、全國電子蔡振豪總經理、百萬小學堂節目薛聖棻製作人、大學生了沒

節目劉翊琪製作人等，針對文化創意產業的契機、致富錢景、品牌包裝等

議題進行對談。 

十三、地下道揭幕暨聖誕點燈儀式 

規劃師大地下道風光開幕事宜，本室與表演所、總務處，共同辦理地下道

剪綵開幕規劃案，本室除了負責活動設計外，更加入師大之星元素，讓地

下道在星光燦爛的儀式中正式啟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