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關係室】98 學年度第 2 學期工作報告
壹、校園與社區服務中心
一、師大新聞網站維護業務
（一）自 99 年 2 月 1 日起至 99 年 6 月 7 日止總瀏覽數 84 萬 3,439 人次
（二）
「師大剪報」自 99 年 2 月 1 日起至 6 月 7 日止，共蒐集 1,027 則與本校
相關之媒體報導。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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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新增行事曆介面及強化搜尋功能，並調整頁面為表格形式，以利
快速有效搜尋。
二、師大新聞/校園刊物發行業務
（一）為使99年度校園記者團隊運作順利，本室於5月8日開辦校園記者體驗集
訓暨甄選營，共錄取14名校園記者，並於6月2日邀請中央社國際編輯張
淑伶講師為新隊員講授「新聞採訪與寫作」課程。
（二）98 學年度下學期(至 6 月 7 日止)，公關室同仁及校園記者總計發稿中文
新聞 309 則、英文新聞 74 則、影音報導 214 則，目前由本室製播之影音
新聞比例，佔整體中文新聞約 7 成。
（三）每週發行「師大週報」電子報，自 99 年 2 月 1 日起至 6 月 7 日止已發行
19 期。
（四）每月寄送「師大校訊」紙本給 3,000 位校友訂戶，自 99 年 2 月 1 日起至
6 月 7 日止共編輯 7 期（含校慶特刊、畢業特刊）
。6 月將發行第 260 期，
並持續更新寄送名單（當年度校友校長、傑出校友、校友會幹部、各大
學圖書館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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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 1 日至 5 月 30 日止，文創雙週發行 3 期、學術雙週發行
2 期。6 月 7 日起統一彙整文創、學創相關新聞，出版「臺師大學術‧文
創月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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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99 年 2 月 1 日起至 6
月 7 日止，共完成翻譯 74 則英文新聞。
（七）為強化學校與媒體關係，讓校園記者獲得新聞媒體公司專業培訓與實習
機會，本室於5月26日舉辦「臺師大與TVBS、三立、中央社、中視、中廣
及華視等六家新聞媒體產學合作記者會」，邀請中廣趙少康董事長、中
央社陳申青社長、中視吳戈卿總經理、TVBS楊鳴總經理、華視胡漢新執
行副總經理及三立余朝為總經理特助，與張國恩校長共同簽署合作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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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此外，校園記者並於現場演出「臺師大西瓜新聞臺SNG連線報導」，
展現校園記者國、英、臺語專業播報與訪問能力。
（八）配合64週年校慶典禮暨第10屆傑出校友表揚儀式，本室同仁及校園記者
於4、5月進行13位傑出校友採訪與傑出校友芳名錄文稿之撰寫工作，並
製作每位傑出校友個人影片，於6月4日校慶典禮當天播放，傑出校友芳
名錄亦已於當天出版。
（九）為使本校師生瞭解業界傑出校友成就，本室已於4月15日採訪臺灣大哥大
莊財安副總（工教系62及校友），並於4月23日登上師大新聞。本中心亦
同時進行統計校內各系所於特殊領域具傑出表現之師長、學生及校友，
規劃製作「臺師大達人手冊」。
三、親善大使服務隊業務
（一）親善大使服務隊出隊及接待概況：自 99 年 2 月 1 日起至 99 年 6 月 7 日
止，總計校內外共出隊接待服務 55 次。校內共 18 個各級處室提出貴賓
接待、司儀及校園導覽服務申請，包括本室(8 次)、國際事務處(15 次)、
人事室(3 次)、教務處(2 次)、學務處(6 次)、運動與休閒學院(2 次)、
心輔所(2 次)、教育政策與行政所(1 次)、國際與僑教學院(1 次)、成人
教育中心(1 次)、體育室(2 次)、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處(1 次)、通識中
心(2 次)、社教系(3 次)、工教系(1 次)、公領系(1 次)、美術系(1 次)。
另校外單位支援包括觀光局(1 次)、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1 次)、龍泉里
(1 次)。總計每月平均出隊 13 次。
（二）親善大使訓練概況：為有效提升親善大使服務隊肢體律動、美姿美儀、
接待技巧及英文校園導覽等專業能力，本室於99年2月23日、3月16日、3
月30日及4月27日進行社課訓練。訓練課程中特別邀請本校駐校藝術家曾
慧誠老師，親臨指導及開發肢體律動之技巧；親善大使幹部群亦指導帶
領校園導覽之演練訓練課程。
（三）親善大使招募概況：親善大使服務隊為招募新血，已於 99 年 3 月 13 及
14 日完成第五屆親善大使甄選，共入選 23 名新成員。新隊員已於本學期
開始參與見習，並利用每日中午時段參與本室規劃之美姿美儀加強訓練。
（四）本室為加強親善大使美姿美儀、彩妝技巧以及增加學生未來就業機會，
尋得優質學習管道，特規劃與知名航空公司以及化妝品公司迪奧、佳麗
寶等建構教學合作計畫，刻正進行企劃提案與合作洽談。
四、社區經營
（一）配合本校政策，推動行政單位開設「服務學習二」必修課程，本室提出
「社區國小課輔服務課程」計畫，已於 99 年 4 月 16 日與鄰近古亭國小
展開「大手牽小手」服務學習實作課程，並於 6 月 11 日舉辦學習成果發
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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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目前已進行規劃行政單位 99 年第一學期「服務學習二」必修課程，本室
提出「社區國中課輔服務課程」企劃案，刻正與螢橋國中洽談特教生課
後輔導課程規劃事宜。
貳、校友服務中心
一、辦理第 10 屆傑出校友選拔，於 4 月 1 日召開評選委員會議，順利選出汪中
校友（國文系 41 級）、吳水雲校友（教育系 42 級）、鄭均華校友（理化系
43 級）
、丁愛博校友（國語中心 46 級）
、林德嘉校友（體衛系 48 級）
、施河
校友（生物所 51 級）、于靖校友（數學系 61 級）、薛光豐校友（數學系 64
級）
、陳益興校友（國文系 68 級）
、張基郁校友（化學系 69 級）
、陳蔚綺校
友（音樂系 79 級）、蔡今中校友（物理系 81 級）、潘維剛校友（政研所 91
級）等 13 位傑出校友，並於 6 月 4 日校慶當天舉行傑出校友表揚儀式。
二、校友會獎學金
(一)香港校友會獎學金：香港校友會提供獎學金供本校香港僑生申請，申請
資格包含全學年學業成績平均 75 分以上且須為香港永久居民。本次獎學
金由運動與休閒學院體育學系二年級唐穎芝同學獲得，金額為港幣壹仟
伍佰元整。
(二)聖地牙哥校友會獎學金：該獎學金提供本校管理學院及社會科學學院研
究生申請，名額為兩學院各一名，每名金額新臺幣柒仟伍佰元整。
三、全國校友總會
（一）99/02/05 臺師大全國校友總會第三屆第一次會員大會及臺北市校友會第
四屆第一次會員大會，5 日在本校舉行。來自各地的校友齊聚一堂，投票
改選下屆理、監事。王金平理事長期盼校友總會能匯集十萬校友力量，
協助師大成功轉型。王金平理事長表示，師大有近十萬名校友，都是國
家的中堅份子，是教育界的尖兵，也培育許多國家人才，因此校友總會
要擴大組織，發揮更多功能，匯集十萬校友力量，鞭策國家教育方針，
也協助師大成功轉型，成為國際聞名的大學。會員大會會後並舉行校友
聯誼聚餐活動。
（二）99/03/01 全國校友總會第四屆第一次理監事會議。全國校友總會於 99 年
3 月 1 日下午 4 時，假本校校本部第一會議室，進行第四屆第一次常務理
監事會議，舉行理事長、常務理事及常務監事的改選。王金平理事長獲
得連任，當選校友總會第四屆理事長。王金平理事長表示，對大家的支
持表示感謝，也會繼續致力於臺師大的校友服務工作，目前則開始規劃
興建臺師大的校友樓，盼望這個計畫可以獲得廣大校友的支持！
（三）全國校友會總會於 4 月 24 日抵達澳門，並拜會當地校友。是日黃漢寧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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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澳門消費者委員會主席，教育系 69 級）、蔡梓瑜校友（澳門海星中
學校長，教育系 72 級）及馬秀嫻校友（香港校友會會長，國文系 66 級）
至澳門機場接機。當地校友對於全國校友總會一行人的到來感到非常興
奮。當日晚上在黃漢寧校友的號召下，眾人在澳門「聯邦大酒樓」舉行
澳門地區校友們的聚會，共有三十多位校友到場，席開三桌，並以成立
「澳門校友會」為目標。
（四）4 月 25 日全國校友會總會一行人在郭義雄名譽理事帶領下，前往「新濠
鋒酒店」拜會澳門大學代表。澳門大學是澳門地區一所享有盛名的學府，
本校與全國校友會總會這次辦理「2010 燭光一百青年踏尋孔子行腳」活
動，活動圓滿成功，澳門大學提供很多的協助。因此，特別利用這一次
拜會澳門、香港地區校友的機會，安排與澳門大學代表見面，表達最高
的敬意與感謝。
（五）全國校友總會於 4 月 25 日宴請香港校友會，感謝香港校友會在「2010 燭
光一百－青年踏尋孔子行腳」活動中，出錢出力、贊助活動不遺餘力。
與會的香港校友會除了馬秀嫻會長外，還有伍建新副會長、利開演（史
地系校友）
、吳淑櫻（家政學系校友）、章國經（體育學系校友）、陳亞培
（工教學系校友）、伍鼎新（教育系校友）等校友。
（六）全國校友總會於 4 月 26 日拜會田家炳基金會、香港中文大學及香港教育
學院。田家炳先生於兩岸各地資助辦學，目前受惠學校有高達 149 所學
校之多，本校也曾受其資助新臺幣壹千萬元。總會人員由香港校友會馬
秀嫻會長、吳淑櫻校友、陳亞培校友、伍鼎新校友陪同下前往拜會。隨
後轉至香港中文大學體育室拜會本校體育系校友盧遠昌主任。盧主任表
示歡迎大家的到訪，希望有機會也能到本校拜訪，並且加強兩校的體育
交流。最後至「香港教育學院」拜會特教中心，受到該中心冼權鋒教授
的熱情接待。冼教授除了介紹該中心外，並表示該中心與本校多位教授
在學術領域中有密切的聯繫與往來，希望將來兩校在特教領域中，有更
密切的交流。
（七）全國校友總會於 5 月 26 日，假本校綜合大樓庭園會館舉行第四屆第二次
理監事會議，會中除工作報告外，並就預定於 11 月辦理之高峰會議及明
年海內外校友會慶祝本校 65 週年校慶活動進行討論。
（八）全國校友總會於 5 月 29 日至馬來西亞拜會該地校友會，並受到鍾金鈎校
友、劉天吉校友的熱情接待。兩位校友表示，馬來西亞校友普遍獲得良
好的成就可歸功於本校「公費」制度的栽培。
（九）全國校友總會於 5 月 30 日參與馬來西亞校友會為慶祝本校 64 週年校慶
所辦理之「師大之夜」活動，由馬來西亞校友會蔡有德會長以及森甲柔
校友會陸景隆會長共同主持，參與校友共有一百餘人，校友齊聚一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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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慶祝本校生日快樂。
（十）全國校友總會於 5 月 31 日拜會馬來西亞「新紀元學院」，受到潘永忠院
長(本校僑生先修部校友)熱情的歡迎，並為眾人簡介「新紀元學院」的
過去、現在與未來願景。
（十一）全國校友總會於 6 月 1 日拜會新加坡「華語文教學中心」
，受到該中心
陳志銳副院長以及劉渼教授的歡迎與接待，並為眾人簡介「華語文教學
中心」
。最後與當地校友面對面的溝通、聚餐，以增進當地校友與校友會
彼此之間的瞭解。
（十二）全國校友總會王金平理事長於 6 月 1 日在立法院，接見本校大專球類
競賽代表隊及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金牌選手，致贈 6 萬 4 千元獎金，勉
勵學弟妹明年要再接再厲，並肯定教練及師長這一年來的努力。
四、校友會活動：
（一）國內校友會活動
99/02/05
99/02/05
99/03/16

99/03/31

99/04/06

99/04/09

全國校友總會辦理第四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活動，並改選理監
事及理事長，由王金平校友當選第四屆理事長。
臺北市校友會辦理第三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活動並改選理監事
及理事長，由雷永泰校友當選第三屆理事長。
彰化縣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校友會第 6 屆理監事聯席會第 1 次
會議於 99 年 03 月 11 日，假彰化客運總站 2F 舉行。由該會
黃錦裕理事長主持，會中除新舊理事長交接外，並作會務的
報告，同時決定繼續推動校友服務業務，包含配合本校推動
校友業務、辦理「輔導畢業校友參加教師甄試」
、規劃大型校
友聚會活動等。
臺中縣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校友會於 99 年 3 月 26 日，假臺中
縣立大甲國中辦理「就是愛美」活動。臺中縣校友會為推展
「美術教育」
，特別舉辦本次美術繪畫活動，並邀請本校美術
系多位教授蒞臨擔任評審工作，活動進行順利圓滿。
校友總會名譽理事郭義雄先生，於 4 月 6 日先後拜會新竹市
立建功高中李玉美校長（本校教育心理輔導學系校友）
，以及
國立新竹女中周朝松校長（本校教育心理輔導學系校友）
。郭
名譽理事除了轉達全國校友總會王金平理事長對校友的關心
之意，並談論臺灣教育的問題所在，以及如何發揮校友會的
功能、凝聚臺師大校友的力量，為臺灣的教育盡一份心力。
澎湖縣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校友會於民國 99 年 4 月 9 日，假澎
湖縣馬公市「阿東餐廳」辦理第一屆第四次理監事聯席會議，
由謝乾坤會長親自主持，共有理監事 16 位以及會務人員 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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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05/28

99/06/02

99/06/05

99/06/05

99/06/05

出席參與。會中除了作會務報告外，並討論辦理 99 年度本校
校慶活動，以及校友親職聯誼活動相關事宜。同時決議於九
月中旬辦理第五次理監事聯席會，會後並舉行餐敘。
臺中市校友會舉行理監事會議，同時邀請本校郭義雄前校長
與現任張國恩校長共同參與。會議由薛光豐會長主持，除會
務報告外，並頒贈感謝獎牌給郭義雄前校長以及現任張國恩
校長，感謝郭前長四年以來領導本校開創新局，讓校務與校
友業務蒸蒸日上；也祝福張國恩校長繼任領導校務，引領本
校邁向頂尖大學。
彰化縣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校友會第六屆理監事聯席會第 2 次
會議於 99 年 06 月 02 日舉行，由黃理事長錦裕主持。會中除
作會務報告，同時討論如何推展會務，以凝聚彰化縣校友向
心力，初步擬於 9 月份教師節前後辦理大型「親子戶外參訪
旅遊活動」。
彰化縣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校友會，為協助當地校友順利完成
教師甄選測驗，特別舉行教師甄選講座，並由全國校友總會
補助相關經費，邀請本校王錦雀教授前往講習，活動順利完
成。
嘉義地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校友會特地選在校慶當日在民生
國中會議室辦理嘉義地區校友會聯誼活動，由會長黃敏惠(本
校國文系校友)市長主持，並以「師大九九．西瓜傳情」為主
題，喚起校友們對本校的記憶。
澎湖縣校友會慶祝本校 64 週年校慶，為增進校友之間的情誼
及增強教育理念，交換教學經驗，特別辦理本校校慶聯誼暨
傳承活動。

（二）國外校友會活動
99/02/10

美國休士頓校友會活動，校友大會共有 19 位校友和眷屬參
加，大家歡聚一堂，共享佳餚。餐後進行新舊任會長交接，
新會長由張元樵校友接任，副會長則由王秀義校友擔任。
99/03/07 香港校友會在「海華服務基金會」舉辦「校友新春團拜暨本
校推介說明會」
，陸委會香港事務局保經榮組長親臨會場向校
友拜年，近 20 位校友及 50 多位高中學生參加。
99/06/05 香港校友會慶祝本校 64 週年校慶與該會成立 49 週年會慶，
於九龍窩打老道青年會，辦理聯歡晚宴暨年度會員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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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整合行銷中心
一、記者會辦理及
記者會辦理及社會資源募集業務
社會資源募集業務
（一）學術研究成果發表記者會
自本學期開始，舉辦「學術研究成果發表記者會」，由公關室主辦、研發
處協辦，邀請校內教師及研究人員發表研究成果，並向媒體公布。3 月
30 日上午舉行第一次記者會，邀請社工所王永慈教授發表「兩岸三地低
收入戶青少年對未來看法及比較三方之差異」
；生科系陳世煌副教授發表
「發現臺灣蜘蛛新種研究報告」
。6 月 8 日舉行第二次記者會，邀請特殊
教育中心盧台華教授發表「新移民子女數學教育之探討與介入」。此次研
究成果發表會獲得各大媒體高度興趣及熱烈迴響，當日及隔天均以大篇
幅報導，對提昇本校學術成果能見度甚具正面效益。
1.第一次學術研究成果發表記者會媒體露出成果
見報日期
標題

媒體名稱

2010-03-30

臺灣蜘蛛人 把喇蚜當寶

聯合晚報

2010-03-30

鬼面蜘蛛捕獵物 像漁夫撒網

聯合晚報

2010-03-30

調查：低收入少年功課越好越有信心脫貧

中廣新聞網

2010-03-30

破解蜘蛛迷思__剌蚜剋蟑、愛乾淨

中廣新聞網

2010-03-30

蜘蛛絲可製成防彈衣 毒素可開發為藥品

教育廣播電臺

2010-03-30

兩岸三地低收入青少年 學業表現好愈能脫貧

教育廣播電臺

2010-03-30

低收青年脫貧行動力 臺北比天津差

中央社

2010-03-30

剌蚜無毒又剋蟑環境乾淨指標

中央社

2010-03-30
2010-03-31

青少年脫貧 天津有信心 臺北悲觀
要交配也要命 公蛛交配出奇招

公視新聞
聯合報

2010-03-31

超級「蜘」識家 陳世煌一年發現 55 種

聯合報

2010-03-31

低收入青少年 學業愈好愈能脫貧

聯合報

2010-03-31
2010-03-31

蜘蛛好噁心？冤枉，牠其實很友善

聯合新聞網

窮是天生的？臺灣窮人最相信

聯合新聞網

2010-03-31

蜘蛛人陳世煌_發現六種新嬌客

中國時報

2010-03-31

中國時報

2010-03-31

兩岸三地低收入家庭調查 臺灣貧窮青少年 最不懂
脫貧
臺灣蜘蛛人 幫剌蚜洗刷惡名

2010-03-31

陳世煌 臺灣蜘蛛人

人間福報

2010-03-31

臺版蜘蛛人是教授 陳世煌發現 6 種漂亮嬌客

NOWnews

自由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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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二次學術研究成果發表記者會媒體露出成果
見報日期
標題

媒體名稱

2010-06-08

新移民子數學差 民族教材幫幫忙

中央社

2010-06-08

東南亞計算方式不同 新臺灣子適應有困難

中廣新聞

2010-06-08

新移民子女 學習臨難題

主因國語文不佳

自由時報
國立教育廣播
電臺
公共電視

2010-06-08

幫助新移民子女學數學 臺師大研發教材

2010-06-08

研究:越.印新移民子女 學數學困難

2010-06-08

飛碟廣播電臺

2010-06-09

新移民教育子女 數學學習最困難
外配子女數學不佳 臺師大推民族數學教材補救教
學
外配子女學數學 臺師大新教材兼顧民族性

2010-06-09

民族數學助新子學得更快

臺灣立報

2010-06-09

東南亞新移民子女 數學最頭疼

國語日報

2010-06-08

華視新聞

聯合報

（二）北京萬通集團與臺師大簽約合作記者會
在林磐聳副校長居間協調及聯繫下，本室與進修推廣中心、文化創藝中
心共同合作，於 4 月 6 日承辦本校與北京萬通集團簽約儀式記者會，共
接洽二十多位財經、兩岸、教育線之報紙、廣播及電視記者採訪，當天
及隔天均大篇幅報導，對提升本校產學合作能見度具正面效益。
記者會媒體露出成果
見報日期

標題

媒體名稱

2010-04-02

首開先例 臺灣師範大學與北京萬通產學合作

中央廣播電臺

2010-04-02
2010-04-06
2010-04-06

臺師大與北京萬通將簽合作協議
兩岸首例 臺師大助陸企培訓幹部

工商時報
公視新聞

萬通董座：臺灣房地產 陸民首選臺北

中央社

2010-04-06

臺師大文創魅力大北京地產商取經

中央社

2010-04-06

北京萬通集團與臺師大簽署協議

中央社

2010-04-06

臺師大與北京萬通集團簽署產學合作協議

教育廣播電臺

2010-04-07

消弭高房價_馮侖：可借鏡星國_萬通董事長來臺取
經_與臺師大合作培訓陸幹_發展文創產業
北京萬通、臺師大 產學合作

工商時報

2010-04-07

臺師大與北京萬通 產學合作

聯合報

2010-04-08

北京萬通 要在臺北推建案

經濟日報

2010-04-07

旺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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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99 年桃園縣春季慈湖旅遊季--Open 蔣
本室接受桃園縣政府觀光行銷處的邀請，為慈湖蔣公雕塑公園的蔣公變
裝，讓一向嚴肅的蔣公，化身為手抱石門活魚的大廚、代言拉拉水蜜桃
季的原住民，還有化身騎上金馬，為年底桃園縣舉辦金馬盛會代言的「金
馬蔣」
，親切且活潑的變裝形象，成為慈湖旅遊季的最佳代言人，為旅遊
季的系列活動增加不少色彩與話題。此次活動結合政府推動的文創產
業，不但使本校在媒體上受到許多關注和報導，本室也順利向外界爭取
社會資源。
活動媒體露出成果
見報日期

標題

媒體名稱

2010-03-27

慈湖旅遊季 OPEN 蔣創意變裝

中國時報

2010-03-27

桃縣春季慈湖旅遊季 「OPEN 蔣」4 月 3 日起跑

NOWnews

2010-04-02

清明連續假 慈湖「臺灣好行」玩不完

聯合晚報

2010-04-03

慈湖旅遊季 3 日登場

經濟日報

2010-04-03
2010-04-04

蔣公大變身！ 超人、廚師、客家服扮相
看蔣公變裝 慈湖旅遊季「OPEN 蔣」代言

yam 天空新聞
聯合報

2010-04-04

老蔣大換裝_蔣家表情僵

中國時報

（四）本校臺師大視覺設計系林俊良教授勇奪紐約藝術指導協會年度獎，這也
是臺灣作品首次奪獎。本室承鈞長指示於 5 月舉行記者會，共接洽二十
多位教育線之報紙、廣播及電視記者採訪，當天及隔天均已大篇幅報導，
對提升本校能見度具正面效益。
記者會媒體露出成果
見報日期

標題

媒體名稱

2010-05-25

臺灣海報奪紐約 ADC 獎

中央社

2010-05-25

環保概念打動人心___臺灣教師首獲 ADC 大獎

中廣新聞網

2010-05-25

臺師大副教授林俊良 獲紐約藝術協會銀獎

教育廣播電臺

2010-05-25

紐約 ADC 獎/人快被淹沒 師大林俊良海報設計奪銀

聯合新聞網

2010-05-25

臺灣第一次！ 臺師大教授獲 ADC 設計大獎

臺灣醒報

2010-05-25

環保議題極簡設計 林俊良海報獲紐約 ADC 大獎

鳳凰網

2010-05-25

環保議題夯 臺師大設計作品首獲國際專業獎

中央廣播電臺

2010-05-25
2010-05-26

一張暖化海報 林俊良獲美設計大獎
全球暖化海報 「銀」得國際大獎

華視新聞
聯合報

2010-05-26

關注暖化危機_林俊良奪 NYADC 銀獎

中國時報

2010-05-26

臺灣首獲 紐約設計獎

蘋果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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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校於 6 月與中國美術學院簽約，攜手推動文創產業。本室協助文創中
心舉辦漢字藝術海報設計交流展之媒體記者會，共接洽二十多位教育、
兩岸、藝文線之報紙、廣播及電視記者採訪，當天及隔天均已大篇幅報
導。
記者會媒體露出成果
見報日期

標題

媒體名稱

2010-06-10

臺師大與中國美院簽約 攜手推動文創產業

中央廣播電臺

2010-06-10

兩岸學生 簡繁文字大交流

中廣新聞

2010-06-10

浙江省長：兩岸學生交流是重點

中央社

2010-06-10

臺師大中國美院締約 推文創產業

中央社

2010-06-10
2010-06-11

促進兩岸文化交流 漢字藝術海報設計展展出
漢字海報設計展 南科大摘金

教育廣播電臺
聯合報

2010-06-11

呂邀 800 臺生 任浙江旅遊使者

中國時報

2010-06-11

漢字藝術海報設計交流展 開幕

旺報

（六）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暑期營隊將開課
本室承辦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 2010 暑期營隊課程，連結數學系、工教系、
地科系、物理系和化學系等系所師資陣容共同投入。活動以「帶領小朋
友發掘每件玩具中的科學理論，發現日常生活中科學的實用性及廣泛
性，引發他們對科學的興趣及研究精神」為目標，將在七月、八月開設
兩大領域課程─第一是玩具科學系列、第二是數學系列，計畫總金額近
280 萬元。
（七）「小小國父 哈啦 99」小哈客中山營活動規劃
本室規劃「小小國父 哈啦 99」小哈客中山營活動，計畫於 99 年 8 月 24
日至 27 日辦理。本次活動為緬懷及回顧 國父孫中山先生當年創建中華民
國的豐功偉績，將藉由活動營方式，招收臺北縣市國小 3 至 6 年級學生共
100 名參加，並為加深國人對 國父孫中山先生為客家人印象，活動課程
及才藝競賽部份將採全程客語發音為主軸進行。本室已於 5 月發文申請行
政院客家委員會、臺北市客家事務委員會、臺北縣客家事務局及劉盛良立
委辦公室等單位贊助經費，目前已知行政院客家委員會確定補助 20 萬
元、臺北縣客家事務局 10 萬元以上，本案將以 40-50 萬元預算規劃活動
內容後執行。
（八）本室與天主教善牧基金會、臺北縣跨國婚姻家庭服務中心合辦「新移民
家庭子女暑期生活營」，將於 7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舉辦，並將招募本校
學生擔任課輔老師，提供新移民子女課業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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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對外新聞發佈（
對外新聞發佈（2/12/1-6/11）
6/11）
發佈時間

申請單位
申請單位

2010.02.21

秘書室

【採訪通知】臺師大第十三屆校長交接暨一級行政主管聯合交接典禮

2010.02.21

秘書室

【採訪通知】臺師大第十三屆校長交接暨一級行政主管聯合交接典禮

2010.02.22

秘書室

【新聞稿】 臺師大第十三屆校長暨一級行政主管聯合交接典禮

2010.02.26

能源推廣小組

2010.02.26

2010.03.01

2010.03.03

2010.03.11

2010.03.12

採訪通知/
採訪通知/新聞稿

【新聞稿】高職生節能創意作品驚豔全場

理學院

【採訪通知】徐有庠盃-第二屆臺灣青年學生物理辯論競賽師大登場 甄選

物理系

學生參加第 23 屆國際競賽

理學院
物理系
教育學院
人發系
國際事務處
藝術學院
美術系

【新聞稿】徐有庠盃-第二屆臺灣青年學生物理辯論競賽
【新聞稿】臺師大科技應用與人力資源發展系與德國 Oldenburg 大學簽訂
MOU
【新聞稿】臺師大與南京師大續簽 MOU 朝院系際實質合作邁進

【採訪通知】台灣美術院首屆院士大展

3 月 13 日正式開幕

2010.03.12

國際事務處

【採訪通知】臺師大國際文化週 洋溢異國風情

2010.03.15

國際事務處

【新聞稿】臺師大國際文化週 洋溢異國風情

2010.03.23
2010.03.25

2010.03.26
2010.03.26

2010.03.29

2010.03.30

2010.03.30

2010.03.30
2010.04.02

藝術學院
美術系
國語中心
公共關係室
教育學院
餐旅所
教育學院
餐旅所
理學院
生命科學系
理學院
生命科學系
社會科學院
社會工作所
文創中心

【新聞稿】師大藝術節裝置藝術 展現師生創意
【新聞稿】臺師大國語中心與無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聯手開創華語教學數
位化
【採訪通知】學術研究成果發表記者會
【採訪通知】餐旅所與瑞士飯店管理大學簽署雙聯學制

【新聞稿】臺師大餐旅所與瑞士飯店管理大學簽署雙聯學制

【新聞稿】臺灣蜘蛛人陳世煌 發現 15 蜘蛛新種

【新聞稿】臺師大陳世煌開班授課「蜘蛛學」

【新聞稿】首份兩岸三地低收入家庭調查出爐
【採訪通知】兩岸產學合作里程碑 臺師大與北京萬通集團簽署合作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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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4.06

文創中心

【新聞稿】兩岸產學合作里程碑 北京萬通集團與臺師大簽署協議

2010.04.07

音樂學院

【新聞稿】臺師大音樂節開幕 音樂饗宴精彩演出

2010.04.07

音樂學院

【採訪通知】2010 師大音樂節開幕式記者會暨踩街遊行

2010.04.09

技職教育中心

【新聞稿】青少年機器人世界盃在臺師大（附得獎名單）

2010.04.09

技職教育中心

【採訪通知】青少年機器人世界盃公開賽在師大

2010.04.20

教育學院
圖資所

2010.04.20

2010.04.22

圖書館

【採訪通知】響應世界書香日 教育界領袖簽署科普閱讀宣言

理學院

【採訪通知】揭開臺灣海蛇神秘面紗 蘭嶼海蛇洞「蛇蛋」蹤跡全球首度曝

生命科學系
2010.04.23
2010.04.28

2010.04.29

2010.04.29

2010.04.30

2010.04.30

圖書館
藝術學院
美術系
理學院
物理系
藝術學院
美術系
文學院
英語系

2010.05.14

聯展
【採訪通知】2010 年第 11 屆亞洲物理奧林匹亞競賽結果揭曉

【新聞稿】臺師大美術系博士班外籍生聯手開畫展

【採訪通知】2010 全國國中暨高中英語短劇比賽決賽熱鬧登場！

得 5 金 1 銀 4 銅及 6 面榮譽獎

文創中心

2010.05.13

【採訪通知】美術系俄羅斯、印度籍博士生「黑白畫世界」異國遊子創作

物理系

2010.05.03

2010.05.12

【新聞稿】2010 科普閱讀年開跑 全民共享科普閱讀樂

【新聞稿】我國主辦第 11 屆亞洲物理奧林匹亞競賽圓滿落幕!我國學生獲

表演藝術所

2010.05.10

光

理學院

2010.05.02

2010.05.07

【新聞稿】前進馬來西亞圖書館 臺師大圖資所愛心無國界

教育學院
特殊教育系
師培與就輔處
就業輔導組
學務處
課外活動組
音樂學院
表演藝術所
文學院
英語系

【採訪通知】「知音劇場」五月五日揭牌

上億身價瓜奈里名琴將與日本

古樂器曼陀琳合奏
【新聞稿】臺灣國際學生創意設計大賽徵件

最高獎金 40 萬元

【採訪通知】 2010 年兩岸資優與創造力教育發展研討會

【採訪通知】臺師大就業博覽會暨留學博覽會 提供上千職缺

【採訪通知】眾新雲集，再現風華─社團博覽會
【採訪通知】從校園「民」歌 到 校園「情」歌 史上第一場「校園情歌」
創作演唱會 5 月 18 日起 讓愛流行
【採訪通知】2010 全國閱讀論壇 學者教師齊聚師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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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5.14

藝術學院設計
研究所

【採訪通知】第一屆設計創作與實務研討會暨設計實務展 藝人賴雅妍發表
論文談精品包

2010.05.14

文創中心

【採訪通知】兩岸六所大學發起 兩岸文化創意產業研究聯盟

2010.05.14

文創中心

【採訪通知】全球華人文化創意高峰論壇 中國文創考察團到場交流

2010.05.19

2010.05.19

2010.05.20

2010.05.24
2010.05.24
2010.05.25

2010.05.25

文學院
英文系
音樂學院
表演所
藝術學院
美術系
藝術學院

【新聞稿】從校園「民」歌 到 校園「情」歌 史上第一場「校園情歌」創
作演唱會 5 月 18 日起 讓愛流行
【採訪通知】當代版畫的走向-2010 國際版畫新風貌展暨國際學術研討會
展出 60 多幅各國版畫
【採訪通知】臺師大視覺設計系林俊良 勇奪紐約藝術指導協會年度獎

視覺設計系

灣作品首次奪獎

公共關係室

【採訪通知】臺師大與六家媒體產學合作

藝術學院
視覺設計系
運休學院
體育系

2010.05.26

國際事務處

2010.05.26

公共關係室

2010.05.26

【採訪通知】第三十三屆全國比較文學會議

教育學院
公領系

臺師大西瓜新聞台 SNG 大連線

【新聞稿】臺師大視覺設計系林俊良 勇奪紐約藝術指導協會年度獎

【採訪通知】99 級體表會 「動˙師大 Don’t stop」
【採訪通知】校園驪歌初唱

近 200 位臺灣獎學金外籍生 參加畢業祝福

茶會 教育部、外交部獻祝福
【新聞稿】臺師大與六家媒體簽訂產學合作意向 學生演出行動劇 西瓜新
聞台 SNG 大連線
【採訪邀請】第二屆台灣「高等教育與學生事務」國際學術研討會在臺師
大 調查發現社團及在校表現好 就業能力技巧與自我評價高
【新聞稿】校園驪歌初唱

近 200 位臺灣獎學金外籍生

參加畢業祝福茶

國際事務處

2010.06.02

國語中心

【採訪邀請】臺灣首批華語生丁愛博 榮返台灣師大接受傑出校友獎

2010.06.02

國語中心

【新聞稿】臺灣首批華語生丁愛博 榮返台灣師大接受傑出校友獎

學務處、體育
室、學生會

臺灣

作品首次奪獎

2010.05.28

2010.06.02

臺

會 教育部、外交部獻祝福

【採訪邀請】 64 生日快樂！臺師大 64 週年校慶 慶祝大會、水運會、傑
出校友特展、音樂會 熱鬧慶生
【新聞稿】師大合唱團 50 週年團慶音樂會 歷屆團友回娘家 邀請各界聆賞

2010.06.03

師大合唱團

2010.06.04

文創中心

【採訪通知】上海雙城文化創意產業博覽會 臺師大展現高教文創成果

2010.06.04

特教中心

【採訪邀請】新移民子女算數學有困難 臺師大設計民族數學教材

2010.06.04

學務處、體育
室、學生會

跨世代經典曲目

【新聞稿】臺師大 64 週年校慶

6 月 4 日熱鬧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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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6.08

特教中心

【新聞稿】新移民子女算數學有困難

臺師大設計民族數學教材

2010.06.09

文創中心

【採訪邀請】兩岸漢字藝術海報設計交流展 跨越文字繁簡

2010.06.09

文創中心

【採訪邀請】兩岸頂尖美術教育學府

2010.06.10

文創中心

【新聞稿】兩岸漢字藝術海報設計交流展 跨越文字繁簡

2010.06.10

文創中心

【新聞稿】兩岸頂尖美術教育學府

攜手合作推動文創產業

攜手合作推動文創產業

三、媒體露出彙整（2/1
媒體露出彙整 2/12/1-6/11）
6/11）
時間

媒體名稱

新聞標題

2010.02.10

聯合報

5 公私立大學 校長異動

2010.02.22

中央社

台師大舉行第十三任校長交接

2010.02.22

台灣醒報

台師大將再起 新校長張國恩承諾

2010.02.22

大紀元新聞

師大校長

2010.03.02

工商時報

獲獎學生 將赴維也納參賽

2010.03.02

經濟日報

徐有庠盃 嘉縣學子辯出桂冠

2010.03.02

工商時報

徐有庠盃物理辯論賽 頒獎

2010.03.02

聯合報

台師大跟德國大學簽 mou 未來將交換學生

2010.03.03

國語日報

科普閱讀年

2010.03.04

教育電台

臺師大與德國 Oldenburg 大學簽合作備忘錄

2010.03.10

工商時報

徐有庠盃物理賽 發掘人才

2010.03.15

教育廣播電台

臺師大國際文化週 異國美食嘉年華登場

2010.03.26

中央社

台師大與瑞大合作 培養國際飯店人才

2010.03.29

聯合報

台師大與瑞士飯店大學簽雙聯碩士學位

2010.03.30

中央社

剌蚜無毒又剋蟑環境乾淨指標

2010.03.30

中央社

低收青年脫貧行動力 台北比天津差

2010.03.30

中廣新聞網

破解蜘蛛迷思__剌蚜剋蟑、愛乾淨_

2010.03.30

中廣新聞網

調查：低收入少年功課越好越有信心脫貧

2010.03.30

公視新聞

青少年脫貧 天津有信心 台北悲觀

2010.03.30

教育廣播電台

兩岸三地低收入青少年 學業表現好愈能脫貧

2010.03.30

教育廣播電台

蜘蛛絲可製成防彈衣 毒素可開發為藥品

2010.03.30

聯合晚報

台灣蜘蛛人 把喇蚜當寶

2010.03.30

聯合晚報

鬼面蜘蛛捕獵物 像漁夫撒網

張國恩接任

國圖推荐 100 好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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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媒體名稱

新聞標題

2010.03.31

NOWnews

台版蜘蛛人是教授 陳世煌發現 6 種漂亮嬌客

2010.03.31

人間福報

陳世煌 台灣蜘蛛人

2010.03.31

中國時報

兩岸三地低收入家庭調查 台灣貧窮青少年 最不懂脫貧

2010.03.31

中國時報

蜘蛛人陳世煌_發現六種新嬌客

2010.03.31

自由時報

台灣蜘蛛人 幫剌蚜洗刷惡名

2010.03.31

聯合報

低收入青少年 學業愈好愈能脫貧

2010.03.31

聯合報

要交配也要命 公蛛交配出奇招

2010.03.31

聯合報

超級「蜘」識家 陳世煌一年發現 55 種

2010.03.31

聯合新聞網

蜘蛛好噁心？冤枉，牠其實很友善

2010.03.31

聯合新聞網

窮是天生的？台灣窮人最相信

2010.04.02

工商時報

台師大與北京萬通將簽合作協議

2010.04.02

中央廣播電台

首開先例 師範大學與北京萬通產學合作

2010.04.06

中央社

萬通董座：台灣房地產 陸民首選台北

2010.04.06

中央社

北京萬通集團與台師大簽署協議

2010.04.06

公視新聞

兩岸首例 台師大助陸企培訓幹部

2010.04.06

教育廣播電台

臺師大與北京萬通集團簽署產學合作協議

2010.04.07

NOWnews

台版蜘蛛人是教授 陳世煌發現 6 種漂亮嬌客

2010.04.07

工商時報

北京萬通、台師大 產學合作

2010.04.07

中央社

全民瘋藝術台灣首屆買得起藝術博覽會粉墨登場

2010.04.07

旺報

2010.04.07

聯合報

台師大與北京萬通 產學合作

2010.04.08

教育廣播電台

臺師大音樂節開幕 30 多場音樂饗宴登場

2010.04.08

經濟日報

北京萬通 要在台北推建案

2010.04.09

聯合報

台師大音樂節 開幕變裝秀

2010.04.09

聯合新聞網

師大藝術節開麥拉 逛街「然後」看展

2010.04.10

中國時報

綠能機關王_崇實高工奪銅牌

2010.04.10

公視新聞

踢足球秀舞蹈 機器人競賽拚高下

2010.04.10

聯合晚報

青少年機器人世界盃公開賽 今登場

2010.04.11

國語日報

學童、機器人共舞 化身千手觀音

2010.04.11

聯合報

小學生造機器人 會踢足球會跳舞

2010.04.13

科技網

臺師大、思科攜手打造國內首例跨校區整合通訊平台

消弭高房價_馮侖：可借鏡星國_萬通董事長來台取經_與台師大合作培訓陸
幹_發展文創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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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媒體名稱

新聞標題

2010.04.13

聯合新聞網

不畏風雨 台師大音樂節開幕

2010.04.14

中廣新聞網

剌蚜愛乾淨 台灣蜘蛛人陳世煌愛蛛成痴

2010.04.14

旺報

馮侖兩岸應互補所長創造雙贏

2010.04.20

中央社

整建圖書館系統台師大馬國揚愛心

2010.04.20

台灣醒報

師大詩樂交輝 文學與音樂浪漫交會

2010.04.23

中央社

學生科普閱讀 年紀越大興趣越小

2010.04.23

教育廣播電台

推廣科普閱讀 學校圖書館共同簽署科普宣言

2010.04.23

台灣醒報

研究顯示 9 歲時對科學興趣最濃

2010.04.24

人間福報

世界書香日 讓孩童愛上閱讀

2010.04.24

聯合報

科普書借閱 小時了了、中學不佳

2010.04.24

中央社

推動科普 媒體責任大

2010.04.25

人間福報

亞洲物理奧林匹亞開幕

2010.04.26

公視新聞

寶貝海洋週登場 揭開海蛇神秘面紗(影音)

2010.04.26

中央社

公視寶貝海洋週 揭海蛇神秘面紗

2010.04.26

公視新聞

公視、台師大合作 推廣生態科普教育

2010.04.27

自由時報

動物奇譚／學者大發現 3 海蛇喝淡水

2010.04.27

人間福報

海蛇巢穴 杜銘章全球獨秀

2010.04.27

Upaper

台灣海蛇溫馴 適合生態旅遊

2010.04.27

台灣醒報

海蛇喝淡水？ 學者入絕地揭祕

2010.04.29

教育廣播電台

一黑一白畫世界 臺師大外籍博士生聯展登場

2010.04.30

台灣醒報

亞洲物理奧林匹亞 台灣包辦前三名

2010.04.30

聯合報

台師大黑白畫展 水墨畫小攤販

2010.04.30

中廣新聞網

台師大外籍生開畫展 一黑一白畫世界

2010.04.30

聯合報

亞洲物理奧林匹亞 我 5 金 1 銀 4 銅第一

2010.04.30

中央社

亞洲物理奧林匹亞建中生奪冠

2010.05.01

中國時報

物理奧賽 5 金 1 銀 我稱霸亞洲

2010.05.01

自由時報

物理奧賽 我奪 5 金 1 銀 4 銅

2010.05.01

聯合報

物理奧林匹亞 我奪總冠軍

2010.05.01

中央社

國中英語短劇比賽（1）

2010.05.01

中央社

國中英語短劇比賽（2）

2010.05.08

教育廣播電台

資優創新人才 兩岸三地共同栽培

2010.05.09

教育廣播電台

臺灣國際學生創意設計大賽徵件最高獎金 40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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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媒體名稱

新聞標題

2010.05.15

中央社

兩岸共組文創聯盟 產學交流

2010.05.17

旺報

2010.05.17

經濟日報

萬通來台找夥伴 開發度假屋

2010.05.17

經濟日報

馮式行程 偏愛文創

2010.05.18

教育廣播電台

台師大今舉辦首屆國際設計創作與實務研討會

2010.05.20

聯合報

現身台師大 賴雅妍發表 LV 小論文

2010.05.25

台灣醒報

台灣第一次！ 台師大教授獲 ADC 設計大獎

2010.05.25

鳳凰網

環保議題極簡設計 林俊良海報獲紐約 ADC 大獎

2010.05.25

中央廣播電台

環保議題夯 台師大設計作品首獲國際專業獎

2010.05.25

華視新聞

一張暖化海報 林俊良獲美設計大獎

2010.05.25

聯合新聞網

紐約 ADC 獎／人快被淹沒 師大林俊良海報設計奪銀

2010.05.25

中央社

台灣海報奪紐約 ADC 獎

2010.05.25

中廣新聞網

環保概念打動人心___台灣教師首獲 ADC 大獎_

2010.05.25

教育廣播電台

臺師大副教授林俊良 獲紐約藝術協會銀獎

2010.05.26

教育廣播電台

臺師大與 6 家媒體簽訂產學合作意向

2010.05.26

中央社

傳播人才培育 台師大與 6 媒體合作

2010.05.26

中國時報

關注暖化危機_林俊良奪 NYADC 銀獎

2010.05.26

聯合報

全球暖化海報 「銀」得國際大獎

2010.05.26

蘋果日報

台灣首獲 紐約設計獎

2010.05.27

台灣立報

台師大產學合作 推學生入媒體

2010.05.30

中國時報

科普讀者_青黃不接

2010.05.31

中央社

中央社產學合作 攜手共創三贏

2010.06.02

聯合新聞網

國際漢學大師丁愛博獲台師大傑出校友

2010.06.02

公視新聞網

外籍生學華語多赴中國 學者籲正視

2010.06.02

中央社

首批華語生 史丹福教授難忘月餅

2010.06.03

中國時報

50 年前來台學中文 丁愛博「回娘家」

2010.06.04

中央社

師大西瓜節 送瓜傳情

2010.06.04

民視新聞

台師大西瓜節 大一男靦腆示愛

2010.06.04

東森新聞

嫌老派！ 台師大西瓜傳情 男生興致低

2010.06.04

中央社

菜瓜傳情？

2010.06.04

台視新聞

師大西瓜節男女同學傳情意 紅西瓜表愛意小玉西瓜傳友情

兩岸創意產業研究聯盟台北會師 昨舉辦文創高峰論壇 期望優勢互補共創
雙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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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2010.06.04

媒體名稱
國立教育廣播電
台

新聞標題
台師大 64 週年校慶 學生送瓜傳情表心意

2010.06.04

公視新聞

台師大西瓜節 男生忙獻西瓜唱情歌

2010.06.04

中央廣播電台

美漢學大師丁愛博 獲台師大傑出校友獎

2010.06.10

中央廣播電台

台師大與中國美院簽約 攜手推動文創產業

2010.06.10

中廣新聞

兩岸學生 簡繁文字大交流

2010.06.10

中央社

浙江省長：兩岸學生交流是重點

2010.06.10

中央社

台師大中國美院締約 推文創產業

2010.06.10

教育廣播電台

促進兩岸文化交流 漢字藝術海報設計展展出

2010.06.11

聯合報

漢字海報設計展 南科大摘金

2010.06.11

中國時報

呂邀 800 台生 任浙江旅遊使者

2010.06.11

旺報

漢字藝術海報設計交流展 開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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