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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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輿情分析業務 

  自 97 學年度（97 年 8月 1日起）至 98 學年度（99 年 3 月 5日止），本校

全部被媒體報導則數：4,329 則。98 年 11 月 17 日起至 99 年 3 月 5 日止，

被報導則數共 798 則，平均每天獲 7.32 則的報導。 

二、師大新聞網站維護 

（一）師大新聞網站自 96 年 3月 9日上線以來，至 99 年 3 月 12 日止，總頁面

瀏覽人次達 601 萬 7,155 人次。另由於本室自 97 年 12 日 1 日起，領先

各大學全面推動線上影音新聞服務，98 年元月至 99 年 3月 5 日止，瀏覽

人次已達 308 萬人次。 

（二）本校網站首頁之「師大剪報」欄位自 98 年 1 月 1日起至 99 年 3 月 5日

止，共蒐集 3,301 則與本校相關之媒體報導，可見本校師生及海內外校

友的高曝光率。至於「大師講堂」部分，則是以網路電視選單，供各界

上線點播觀看名人演講全程記錄，98 年 12 月 19 日新增 2009 年文化創意

產業高峰論壇共 4場、12 月 12 日青年文創愛國論壇共 3場、11 月 18 日

新生職涯規劃講座、11 月 7 日及 21 日文創雇主工作坊共 8場。 

（三）為便於校內外人士搜尋本校活動訊息及公告，本室網站已於 99 年 3月完

成網站改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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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學校推動全人教育政策，其中活動訊息將新

增「五育屬性」、「認證時數」、「資格限制」等相關欄位。另本室也新增

活動相簿功能，屆時將可上傳更多校慶或重要活動圖片，以供校內外人

士點閱。 

三、校園記者培訓／校園刊物發行業務 

（一）98 學年度至今（99 年 3月 5 日止），本室同仁及校園記者共發稿 630 則

中文新聞，每天約 2.93 則新聞；另在影音新聞方面，本室自 97 年 12 月

1日製播影音新聞以來，至 98 年 3 月 5日止，共計發稿 925 則，單計 98

年 11 月 17 日至 99 年 3 月 5日，共有 231 則影音新聞（平均每週 12.8

則），本室影音新聞製播比例已佔整體中文新聞約 9 成。 

（二）98 學年度至今，「師大週報」電子報已發行 21 期，每星期提供最新師大

校園新聞、師生動態、校友表現與活動預告等訊息，透過即時報導、圖

片及影片，連結所有各世代師大人。「師大校訊」紙本發行 4期，寄送 3,000

位海內外校友及政府單位。 

（三）為配合政府發展文創產業政策，宣傳本校積極作為及學術研究成果，98

學年度開始發行「學創雙週」電子報，98 年 9 月 17日至 99 年 3 月 5 日



已發行 13 期，傳送給全校教職員工生。 

（四）本室自 96 學年度起成立校園記者團隊，為使校園新聞發展與時代趨勢同

步，本學期招募 21位校園影音新聞記者，並於 98 年 11 月 17 日至 99 月

3月 5日進行 8堂課程的專業訓練，由公關室同仁莊雅婷講授「影音報導

製作」，以提升新聞製播水準。 

（五）在英文新聞部分，本室自 97 學年度下學期起，委請本校翻譯所研究生，

將部分師大新聞翻譯成英文新聞選粹，以利本校國際學生及國際友人瞭

解本校校園動態(自 98 年 11 月 17 日起至 99 年 3 月 5 日止，共完成翻譯

50 則英文新聞)。 

四、目前本室在校園共架設 5 台數位電子看板（誠正大樓 2 台、綜合大樓 1 台、

圖書館 1台、公館校區學七舍 1 台），自 98 年 11 月 17 日起至 99 年 3 月 5

日止，已陸續選播 280 支校內新聞影片及各單位活動宣傳短片。 

五、親善大使服務隊出隊及接待概況：自98年11月17日起至99年3月5日止，總

計校內外共出隊接待服務49次。校內共17個各級處室提出貴賓接待、司儀

及校園導覽服務申請，包括秘書室(2次)、人事室(3次)、本室(16次)、國

際事務處(3次)、教務處(1次)、學務處(2次)、文學院(1次)、東亞文化暨

發展學系(1次)、體研中心(1次)、通識教育中心(2次)、文創中心(2次)、

光電所(1次)、教評中心(1次)、運休學院(5次)、研發處(1次)、機電系(1

次)、體育系(1次)。另校外單位支援包括經濟部工業局(1次)、內政部(1

次)、救國團(1次)、中華經濟研究院(1次)、觀光局(1次)等。總計每月平

均出隊12次，較去（98）年至今(99)年同期之每月9.5次，增加2.5次。親

善大使服務隊另於12月26日至28日赴澳門與澳門理工學院活動大使交流並

互相觀摩學習；99年1月18日協助安排葉貞吟女士與學務處洽談捐助一百萬

獎助學金相關事宜。 

六、親善大使訓練概況：為有效提升親善大使服務隊國際禮儀素養、危機狀況

處理技巧等，本室於 98 年 11 月 24 日、12 月 10 日及 22 日進行社課訓練。

此次訓練課程特別邀請奧爾斯公司業務經理黃瓊儀老師，親臨指導國際禮

儀之專業技巧，另由親善大使幹部群設計突發狀況之演練訓練課程，提升

專業接待能力。 

七、親善大使招募概況：親善大使服務隊為招募新血，目前已完成第五屆甄選

報名。甄選體驗營將於 99 年 3月 13 及 14 日舉辦，預計甄補 20 名新成員。 

八、「八八水災一日捐」推動概況 :為發揮 ｢愛與關懷｣ 的人道救援精神，本校

全體教職員工響應號召發揮愛心，熱烈捐出一日薪資所得，幫助 88 水災災

區民眾。共計有編制內教職員工 618 人、編制外教職員工 122 人及國語中

心之外國學生，募得款項 194 萬 1,974 元。本案簽核奉准委託公益團體家

扶基金會，專案協助災區原住民學童，並於 98 年 12 月 22 日完成捐贈儀式。 



九、配合本校總務處認養和平東路地下道，本室主辦「臺師大藝術地下道」剪

綵儀式，邀請第一屆傑出校友立法院院長王金平、郭義雄校長、前任校長

簡茂發、社區里長等貴賓蒞臨剪綵，會中並安排「師大之星」走秀、表演

藝術所學生表演聖誕音樂劇等節目，氣氛熱烈溫馨。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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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課人數已達 16 人，並與鄰近古亭國小共同

執行。 

 

貳貳貳貳、、、、校友服務中心校友服務中心校友服務中心校友服務中心    

一、【2009 Hoping‧Download】燭光一百—青年踏尋孔子行腳活動，打破政治

上的藩籬與界線，招募台灣、大陸、香港、澳門等兩岸四地，共 100 位品

學兼優的自願學生，於寒假期間進行為期13天之偏鄉教學服務學習計畫(含

國內 6 天，海外 7天)。 

國內前往花蓮吉安國中、台東綠島國中、屏東萬巒國中、屏東滿州國中、

屏東萬新國中、高雄寶來國中、高雄大寮國中、彰化和群國中、台中大甲

國中和苗栗南庄國中等十所偏鄉國中或原住民重點學校。海外地區的服務

地點如下：北京市平谷區老泉口村、重慶市鐵路中學、香港毅智書院、香

港羅陳楚思中學、香港葉紀南中學、香港風采中學、香港聖匠中學，以及

澳門菜農子弟學校、聖公會蔡高中學。 

接受課輔學生認為「從遊戲中學習」是很好的方式，透過活動學到很多課

外知識。由於課輔老師成員亦有來自大陸、香港、澳門地區，分享很多海

外的課堂經驗，加上老師教法活潑生動，提高學習興趣，因此讓他們更認

真學習，希望往後還有機會再參加此一課輔活動。 

本活動以公益精神號召社會參與，深獲各界關注，各地媒體新聞報導熱烈，

去(98)年12月24日的活動發起暨歲末點燈記者會共計有20則報導；本(99)

年 1 月 26 日的下鄉記者會及海內外課輔活動更成功吸引媒體競相報導（49

則），有效促進兩岸交流互動與提升本校形象。 

二、校友資料庫維護 

(一)協助教務處企劃組辦理招生宣導，提供中正高中、新竹高中、和平高中、

師大附中、永平高中、新店高中等校友資料。 

(二)配合系所更動、增加修改資料庫，便利畢業生辦理離校手續。 

三、校友會活動： 

(一)國內校友活動 

1.98/12/10 第九屆傑出校友張元樵校友（物理系 53 級，現旅居美國休士頓）

回到母校拜訪，受到本室校友服務中心同仁熱情的接待。張元樵校友此



次回國是為參加高中母校建國中學校慶相關活動，並回到本校拜會。張

校友當選本校第九屆傑出校友，並於今年母校 63 週年校慶典禮中，接受

頒獎表揚。 

2.98/12/09 鮑奕鉌及蔡佳君夫婦，為體育系 42 級及 43 級校友，現旅居加

拿大溫哥華，利用歸國之際，回到睽違已久的母校。他表示對母校充滿

感動的回憶，很高興在旅居國外多年後，再度回到母校重溫年少讀書求

學的美好記憶，並至公關室校友服務組更新校友資料。 

3.98/12/26 澎湖縣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校友會假國立澎湖海事水產學校舉行

「第一屆第二次會員大會」，由謝乾坤會長親自主持，謝會長致辭感謝所

有參與校友會的校友，並期望能鼓勵未加入的校友，踴躍加入校友會，

校友會一定會更加努力提供更好的服務。會中除報告一年來的工作成果

外，並致贈退休校友「校友紀念牌」及擬定下年度工作計劃，會後並舉

行校友會聚餐活動。 

4.98/12/27 彰化縣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校友會假員林運動公園舉行「第六屆

第一次會員大會暨母校師長座談會」，參與本次活動的校友非常踴躍，攜

家帶眷熱烈響應。大會由張基郁會長親自主持，母校郭義雄校長親自出

席參與，並且感謝四年來校友們的支持，希望所有的臺師大校友繼續支

持母校，讓母校有更加進步的動力。全國校友總會王金平理事長因公務

繁忙，特別由郭子祥主任秘書代理出席參與活動。 

  (二)國外校友活動 

1.98/12/10 本校美東校友會 8 日於「駐紐約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舉辦校

友會藝術家聯合畫展，參展校友約二十位，共展出五十幅作品。開幕儀

式由師大校友經文處魏煥忠主任、文教中心主任呂元榮、副主任林榮基、

校友會副會長涂國雄和王菲菲老師主持。出席校友包括藝術前輩王懋軒

校友、中華公所主席于金山、校友會創會會長羅孚卿校友、李明政校友、

李正三校友，傅純美校友等。參展畫作有：美展召集人兆鐘芬展出作品

《中央公園》、畢敏芝展出八英尺多的巨幅傳統水墨畫《山水之間》、以

及顧炳星、馬白水、胡念祖、劉墉、何志強、姚慶章、馬浩、黃本蕊、

莊吉吉、陳瑞康、曾謀賢、曾富美、李祖雯、李之穎、郭旭達、張悅珍

和謝絹代等人畫作。 

2.98/12/24 香港校友會馬秀嫻會長（國文系校友）返回母校參加「2009 

Hoping Download 燭光一百，青年踏尋孔子行腳」活動，受到本室同仁

熱烈歡迎，並同時拜會張國恩副校長。 

3.99/01/14 國內最高榮譽、98 年行政院文化獎唯一得獎人 52 級音樂系校

友蕭泰然博士(本校第九屆傑出校友)，回到臺師大捐贈清唱劇《浪子》

手稿給音樂系，由林明慧主任代表接受。在臺師大校長郭義雄、林衡哲



醫師等人的見證下，蕭泰然博士將清唱劇《浪子》轉交給林明慧主任，

他富含深切情感地說：「雖然這個作品並不是完整的，在我的心裡頭，當

時所能獻出的，我已經全部獻出了。所以希望音樂系，也是我的一個老

家，他們可以把這個作品變成自己的，表現出來。」林明慧表示，為了

表達對蕭泰然博士捐贈手稿的感謝，今年將安排音樂系演出清唱劇《浪

子》。 

4.99/02/10 美國休士頓校友會舉辦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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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9/02/24「如何取得紐約州中文教師執照」發表會暨記者招待會活動報

導，集藝術家、教育家及作家於一身的本校校友資深華語教師李敏慧老

師，在各界引領企盼與支持鼓勵下，籌備 3 年的「如何取得紐約州中文

教師執照」一書終於發行上市。記者招待會中邀集李老師的良師益友名

作家王鼎鈞教授及聖約翰大學亞研所所長李又寧教授，撥冗蒞臨會場致

詞。兩位除了表達對李老師個人品行修為的肯定之外，並認為李老師經

年勤於教學、致力推廣中華文化的精神是值得所有人看齊與學習的。另

外，會中亦邀請李老師的高徒邱麟媖老師現身說法，敘述有關李老師當

初細心指導她考取執照的過程，並分享有關她個人的考試經驗，師生兩

人薪火相傳的典範，令所有在場人士為之動容。 

四、校友會獎學金 

98/12/25 九十七學年度第二學期美東校友會獎學金，在聖誕佳節由郭校長

親自頒發，共有八個學院 13 位同學獲獎。郭校長勉勵這些同學遇到人生各

樣問題都能當成挑戰，把握各種學習的機會，效法美東校友會吳連火會長

的精神。獲獎名單包括：國文 99 級陳美淋、英語 99 級侯佳伶、物理 101

級陳韋錫、美術 100 級王偉婷、美術 100 級張漢卿、人發 101 級劉亭汝、

人發 101 級蔡明諺、人發 101 級陳冠妤、東亞 100 級謝皓琪、音樂 100 級

鄭婉彣、競技 99 級謝宜玲、體育 99 級黃文宏、科技 100 級陳郁文。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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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在母校舉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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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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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放本校教職員臺師大校友生活福利卡 

為擴大服務校友，發行「Life Style, Life Star」臺師大校友生活福利

卡，並提供本校教職員申請本卡，至 99 年 3 月 10 日止，校內共有 82 個

單位提出申請。 

(四)補助、協助辦理各項活動： 

1.協助本室辦理「原鄉教育計畫課輔活動」事宜。 

2.補助本室與親善大使服務隊參訪「澳門理工學院」。 

3.補助林清江紀念文展花籃、祝賀林星寶校友榮任連江縣副縣長花籃費用。 

4.補助「2009 臺灣文化創意產業高峰論壇」活動及廣告費用。 

5.補助「燭光 100－青年踏尋孔子行腳活動」工作服、迎賓活動及下鄉課輔

等費用。 

六、其他 

(一)更新校友服務網頁：有關校友會活動訊息、校友來訪網頁製作、接待校

友來訪、校友服務、校友榮耀表揚等共 23 則。 

(二)轉寄公關室 EDM 發送校友，98 年 11 月至 99 年 2 月共發送 22 期，包含：

拜年賀卡、活動參與、文創雙週、師大週報、傑出校友選拔等訊息。 

(三)另處理關於校友尋人、洽公辦理證書、校友資料更新、來訪接待、徵詢

工作機會、提供母校訊息、校友改名、下載就業資料、來訪住宿訂房、

文件製作、校友停車等業務共 147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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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活動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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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工作機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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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爰辦理兩系列的「文創

雇主工作坊」。第一系列已於 11 月 7 日(六)辦理完成，邀請專家學者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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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辦理完成，邀請專家與學生分享文化創意產業的成功經驗。 

（二）師大之星‧2009 TAIWAN STAR 

本室於 2009 年歲末之際，首度規劃辦理「師大之星‧2009 TAIWAN STAR」

選拔活動，提供本校學生展現自我的舞台，並藉以帶動全校師生年輕氣

息。本活動除受學生廣大討論與歡迎外，也在平面、廣播及電視媒體上

獲得近 20 則的新聞報導，媒體效益達新台幣 100 萬 8,000 元，包含在報

紙新聞、網路新聞以及電視新聞上的新聞露出。選拔出來的師大之星，

表現備受校內、校外各界肯定，除在本校藝術地下道開幕剪綵時受邀出

席表演外，本國女生組第一名王琦與夏學理教授共同為「青年踏尋孔子

行腳」活動譜寫活動主題曲，師大之星成員並擔任代言人，為活動拍攝

MV，健康清新的學生氣息和形象，各界均給予好評。 

（三）洽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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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片已發行並獲得

良好回應。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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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論壇

以「白手起家‧文創富國」為主題，並擴大辦理，分別於 12 月 12 日(六)

舉行青年愛國論壇，邀請本校與台大、政大、國北教大、北藝大、台藝

大等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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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到行政院曾志朗政務委員、文建會張譽騰副主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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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生了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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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整合行銷中心辦理之記者會活動 

98.11.18 辦理「2009 臺師大校園形象短片首播試映會」 

98.12.03 辦理「師大之星彩排暨記者聯訪」 

98.12.24 辦理「2009Hoping Download˙燭光一百--青年踏尋孔子行腳」歲末

點燈暨活動開跑記者會 

99.01.26 辦理「2009Hoping Download˙燭光一百--青年踏尋孔子行腳」下鄉

記者會 

99.01.30 98.12.24 辦理「2009Hoping Download˙燭光一百--青年踏尋孔子行

腳」下鄉服務心得座談會 

    

三、整合行銷中心撰寫發布之新聞稿與採訪通知 

98.11.17 發布「63校運」活動採訪通知 

98.11.19 發布「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機電科技學系舉辦『98 全國二足機器人競賽』 

寓教於樂 精彩可期」新聞稿 

98.11.20 發布「臺師大 63 校運會變身嘉年華會 全校師生比創意比造型」新聞

稿 

98.11.20 協助發布「教育沙龍系列二之專題二：教育的萬靈丹？十二年國教的

定位」 

98.11.20 發布「搶救失業大作戰 臺師大就業暨留學博覽會為待業者燃希望 科

技資訊、保險、媒體、模特兒等產業招手」新聞稿 

98.11.23 發布「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機電科技學系舉辦『98 全國二足機器人競賽』

戰況激烈 寓教於樂」新聞稿 

98.11.23 發布「臺師大搶救失業，年終精選五百好職缺 主播、導播、模特兒、

設計師、工程師等五百個就業機會任你選」新聞稿 

98.11.23 發布「教育部正式聘請張國恩教授 擔任臺師大第十三任校長」新聞

稿 

98.11.23 發布「臺師大搶救失業 年終精選五百好職缺」新聞稿 

98.11.24 發布「98 臺師大就業暨留學博覽會 伊林、TVBS、捷安特 皆來釋放職

缺尋新秀」 

98.11.25 發布「臺師大搶救失業 年終精選五百好職缺 主播、導播、模特兒、

設計師、工程師等五百個就業機會任你選」採訪通知 

98.11.27 協助發布「台灣水彩經典特展」採訪通知 

98.11.30 發布「用愛擁抱原民兒童_臺師大教職員工生捐贈八八水災募款 支持 

受災原民兒童安定計畫」新聞稿 

98.12.01 發布「臺師大首屆師大之星選拔彩排秀 24 位俊男美女決戰伸展台」 

新聞稿 



98.12.01 發布「98結合專業發展之教師評鑑國際研討會 教育朝精緻化邁進」 

新聞稿 

98.12.02 發布「全方位樂活體驗 挑戰感官極限」新聞稿 

98.12.02 發布「用愛擁抱原民兒童 臺師大教職員工生捐贈八八水災募款 支持 

受災原民兒童安定計畫」新聞稿 

98.12.03 發布「臺師大首屆師大之星選拔彩排秀 24 位俊男美女決戰伸展台」

新聞稿 

98.12.04 發布「師大之星決賽今登場 看俊男美女飆舞蹈、秀歌喉、展才藝」

新聞稿 

98.12.05 發布「臺師大首屆師大之星決賽圓滿落幕 比造型比創意十分吸睛」

新聞稿 

98.12.07 發布「新加坡學生語文特選課程文化訪問團來訪」新聞稿 

98.12.10 代表演所發布「大學生用力嗆全台灣最沒創意的城市 臺師大、臺大、 

北藝、臺藝大等青年用問卷調查為城市文創發聲」新聞稿 

98.12.10 發布「98 OPT 研討會明登場 一窺世界光電研究技術發展主流」新聞 

稿 

98.12.12 發布「青年學子發聲 嗆全台最沒創意的城市為桃園縣 台中市長胡志 

強的腦袋則被選為最具有創意」新聞稿 

98.12.12 代表演所發布「青年學子發聲 嗆全台最沒創意的城市為桃園縣 台中 

市長胡志強的腦袋則被選為最具有創意」新聞稿 

98.12.14 發布「臺師大教評中心與聯發科簽約儀式」新聞稿 

98.12.15 發布「為臺灣地區弱勢族群教育努力 臺師大教評中心與聯發科簽署 

三年合作協定」新聞稿 

98.12.16 發布「呼應哥本哈根氣候會議 台師大『學校與社區碳足跡計算與減 

量規劃工作坊』登場」新聞稿 

98.12.16 發布「最閃亮的文創大師 本週六臺師大開講」新聞稿 

98.12.18 發布「教育沙龍系列二 贏在起跑點？從注音符號學習談幼兒語文教 

育」新聞稿 

98.12.19 發布「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打造文創饗宴『98 年臺灣文化創意產業高 

峰論壇─白手起家‧文創富國』閃亮登場」新聞稿 

98.12.19 發布「『98 地下行動』臺師大藝術地下道暨耶誕裝置藝術啟用」新聞 

稿 

98.12.22 發布「兩岸四地青年孔子 點亮偏鄉學生心燈 台陸港澳大集合 攜 

手照亮教育路」新聞稿 

98.12.22 發布「臺師大藝術地下道啟用 耶誕裝置藝術慶重生」新聞稿 

98.12.22 發布「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退休同仁協會」新聞稿 



98.12.24 發布「兩岸四地青年踏尋孔子行腳之路 點亮偏鄉學生心燈」新聞稿 

98.12.25 發布「本校心輔系擬與日本早稻田大學社會系統工學研究所簽訂姐妹 

系所」新聞稿 

99.01.13 發布「大學生搞革命 革舊習 興文化 迎向民國『藝』百年」新聞

稿 

99.01.15 發布「大學生搞革命 革舊習 興文化 迎向民國『藝』百年」新聞 

稿 

99.01.18 發布「理財教育教材『金融明日之星』產品發表記者會」新聞稿 

99.01.18 發布「99學年度大學術科考試『試場分配表』於 99 年 1 月 18 日公布」 

新聞稿 

99.01.19 發布「5歲學看股市有撇步 看漫畫卡贏看盤 學習全球財經時事 建立 

國際觀 從小掌握五大金融市場指數 培養資產配置邏輯」新聞稿 

99.01.20 發布「臺港澳陸兩岸四地青年踏尋孔子行腳 點亮偏鄉學生心燈 臺師 

大、北大、人大、香港大學、澳門大學 共同下載希望」新聞稿 

99.01.26 發布「臺港澳陸兩岸四地青年踏尋孔子行腳 點亮偏鄉學生心燈 臺師 

大、北大、人大、港大、澳大同學 共同攜手下載愛與希望」新聞稿 

99.01.28 發布「臺師大外籍學生 發揮愛心募款捐助海地受災民眾」新聞稿 

99.01.28 發布「關懷弱勢『讓愛生根』品味不一樣的彩色世界」新聞稿 

99.01.28 發布「 一百燭光 點亮臺灣偏鄉心得分享座談會」新聞稿 

99.01.29 發布「臺師大、港、澳、陸學生 攜手化身百盞燭光 體驗台灣偏鄉生 

活 感動服務」新聞稿 

99.01.29 發布「關懷弱勢『讓愛生根』品味不一樣的彩色世界」新聞稿 

99.02.21 發布「臺師大第十三屆校長交接暨一級行政主管聯合交接典禮」新聞 

稿 

99.02.22 發布「臺師大第十三屆校長暨一級行政主管聯合交接典禮」新聞稿 

99.02.26 發布「高職生節能創意作品驚豔全場」新聞稿 

99.02.26 發布「徐有庠盃.第二屆臺灣青年學生物理辯論競賽師大登場 甄選學 

生參加第 23 屆國際競賽」新聞稿 

99.03.01 發布「徐有庠盃.第二屆臺灣青年學生物理辯論競賽」新聞稿 

99.03.03 發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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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