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共關係室公共關係室公共關係室公共關係室】】】】第第第第 330330330330 次行政會議工作報告次行政會議工作報告次行政會議工作報告次行政會議工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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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輿情分析業務 

  99 年 9 月 25 日起至 99 年 11 月 10 日止，本校被媒體被報導則數共 312 則，

平均每天獲 6.63 則的報導。 

二、校園記者培訓／校園刊物發行業務 

（一）99 年 9 月 25日起至 99 年 11 月 10 日止，本室同仁及校園記者共發稿 113 

則中文新聞，每天約 2.4 則新聞；另在影音新聞方面，自 99 年 9月 25

日起至 99 年 11 月 10 日止，共有 68 則影音新聞（平均每週 9.71 則），

本室影音新聞製播比例已佔整體中文新聞約 6成。 

（二）99 年 9月 25 日起至 99 年 11 月 10 日止，「師大週報」電子報共發行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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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結所有師大人。 

（三）配合製作本校「企業達人手冊」，本室同仁及校園記者規劃進行24位企

業校友採訪與企業達人手冊文稿之撰寫工作，已陸續撰寫、確認專訪稿，

並於手冊製作前先以網路新聞的方式，讓更多學生、師長、校友及關心

本校之校外人士，藉此方式先行預覽。目前已經完成採訪的校友為：東

山高中校長-雷永泰；水牛出版社董事長-彭誠晃；彰化汽車客運負責人-

黃文堯；美耐皿工業公司董事長-黃清章；維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林

文雄；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執行幹事-伍建新；彰銀董事長-陳淮舟；及

人中學創辦人-楊義堅；賀吉金屬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鍾文亮；臺

灣大哥大副總經理-莊財安；鍏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梁偉勝；信義

房屋人資長暨總管理處總經理-黃慧珠；嘉強電子總裁-張洸照；華夏技

術學院董事長-孟繼洛。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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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年 9 月 25 日起至 99 年 11 月 10 日止，共完成翻 

      譯 13 則英文新聞)。 

三、目前本室在校園共架設 4 台數位電子看板（誠正大樓 2 台、綜合大樓 1 台、

公館校區學七舍 1 台），自 99 年 9 月 25 日起至 99 年 11 月 10 日止，已陸

續更新播送 43 則共 205 次校內新聞影片及各單位活動宣傳短片、海報，    

並以網路電話協助校內單位播送 19 則宣傳訊息。 

 



四、親善大使服務隊出隊及接待概況：自 99 年 9 月 25 日起至 99 年 11 月 10 日 

止，總計校內外共出隊接待服務 37 次。校內共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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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次)、國際事務處(18 次)、學

務處生輔組(3 次)、圖書館(1 次)、體育室(1 次)、國際人力資源發展所(1 次)、

師資培育與就業輔導組(1 次)、美術系(1 次)、衛教系(1 次)、通識中心(1 次)、

心測中心(1 次)、科教中心(1 次)、運動與休閒學院(1 次) 、本室(2 次)。另

校外單位支援包括教育部(1 次)、臺北市政府民政局(1 次)、臺北縣政府(1

次)。總計每月平均出隊 23.6 次。 

五、親善大使訓練概況：為有效提升親善大使服務隊隊員肢體律動、美姿美儀、

接待技巧之專業服務品質，本室於99年10月7日及19日進行社課訓練。此次

肢體開發及律動訓練課程，特別邀請體育系王宏豪老師親臨指導；親善大

使幹部群示範接待、剪綵、遞約、遞獎等演練課程。 

六、親善大使招募概況：親善大使服務隊為招募新血，已於 9 月 29 日辦理第六 

    屆親善大使甄選說明會。並於 10 月 20 日進行初選面試，共錄取 35 名新生， 

並將於本學年度展開為期一年的出隊見習。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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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國中課輔服務課程」計畫，已與螢橋國中展開「特教生個別

學業輔導」服務學習實作課程。預計於本學期結束前完成 18 小時服務 

學習時數。 

八、為推廣客語及客家文化，本室於 10 月 30 日、11 月 6 日、11 月 12 日

三天辦理「8 小時講客話-小小孫中山客家營」活動。針對小學三年級

至六年級的學生，透過客家童謠、俚語等教學，讓小朋友在短時間內

就可以開口說客話，進而喜歡客話，願意更進一步的了解客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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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會活動 

（一）國內校友會活動 

1.澎湖縣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校友會於 99 年 10 月 8 日(星期五)下午 5 時 30

分，假澎湖縣馬公市龍星餐廳舉行第一屆第五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會議

中除了會務報告外，並決定 99 年度將辦理第一屆第三次會員大會活動，

時間訂於 12 月 17 日(星期五)下午 5時 30 分，地點於菊島之星二樓餐廳

舉行。 

2.金門縣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校友會於 99 年 10 月 13 日(星期三)舉行「第五

屆第二次校友會員會議」，活動地點：金門縣救國團青年活動中心會議



室，由吳啟騰會長親自主持，約有三十餘位會員出席，全國校友總會郭

義雄名譽理事率王傑賢執行秘書以及本校公關室校友服務同仁共同出

席。會議中吳啟騰會長除報告會務外，對於會費的收繳由各校選出聯絡

負責人負責辦理，並說明 11 月 5日至 7日金門校友會承辦的「全國校友

總會暨各地校友會高峰會」活動，將在救國團青年活動中心舉行，屆時

歡迎金門縣校友會會員躍踴出席，一同接待來自海內外的校友，讓這一

個有意義的活動能夠圓滿成功。 

（二）國外校友會活動 

1.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南加州校友會 2010 年年會於 9 月 26 日星期日在亞凱

迪亞市商業中心熱鬧舉行，當天近 200 多位來賓共襄盛舉。會長侯微月

表示，當日是慶祝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南加州校友會第 34 週年年會，是一

年一度的會議，目的就是為了讓大家能夠相聚在一起，互相聯誼及聯絡

感情，希望大家能夠吃的盡興，玩的快樂。洛僑中心副主任丘昌生、聖

瑪利諾市市議員孫逾今、南加州中國大專聯合校友會會長朱碧雲、南加

州中國大專聯合校友會理事長陳斐慈、2004 年理事長王竹青、2011 年後

任會長史迺麗，世新大學校友會會長侯桂平、铭傳大學校友會會長賴萍

萍、淡江大學校友會會長賈麗珍等參加了當天的晚宴。當天晚會熱鬧非

凡，除了有精彩的節目，還有卡拉 OK 舞會，抽獎等活動。 

2.澳門校友會：於 99 年 10 月 23 日(星期六)下午 7時於澳門凱旋門娛樂廣

場，舉辦成立大會暨第一屆主席及理監事就職典禮。第一屆會長由教育

系 53 級校友黃健樑先生擔任。 

3.香港校友會馬秀嫻會長於 99 年 11 月 4 日(星期四)下午 8 時假進修推廣

學院一樓與香港僑生進行座談，瞭解在臺求學的香港僑生生活上、課業

上的情形，並提供適度的協助。 

（三）校友來訪 

1.馬來西亞劉天吉校友(社教系 72 級)於 99 年 10 月 12 日返校拜訪，並且

分別拜會張國恩校長、社教系與國際事務處，瞭解學校現況。 

2.99 年 11 月 1日本校第一屆傑出校友美術系鍾金鈎校友返臺，拜會藝術學

院林昌德院長及美術系李振明主任，分享美術系校友資訊及馬來西亞藝

術界現況。鍾校友於 11 月 2 日拜會張國恩校長，並參與 11 月 5 日在金

門舉行的校友高峰會活動，11 月 8 日拜會林磐聳副校長。 

3.旅日校友鍾清漢校友(國文專修科 46 級)於 99 年 11 月 10 返校，尋找昔

日校友，鍾校友長期旅居日本，這次對母校的進步感到訝異，對於校友

服務同仁的接待與協助表示感謝。 



4.99 年 11 月 12 日旅居美國之夏夢梅校友（國文學系 49 級）與其夫婿一同

回到年少時期求學的地方。夏夢梅校友是懷抱著尋根的心情，再度的踏

入校門，看到今日母校的進步，夏校友表示改變很多，因為求學時期的

宿舍，現在都是成為教學大樓了，這是一次快樂的尋根行程。 

5.本校翁啟修校友（體育學系 61 級）以及顏文雄校友（音樂學系 49 級）

分別當選第十六屆「全球中華文化藝術薪傳獎」的「中華武藝獎」及「民

俗音樂獎」。兩位校友帶著歡愉的心情，於 11 月 12 日下午返回母校，同

時分別由體育學系程紹同主任以及音樂學系林明慧主任陪同拜會張國恩

校長。 

二、校友會獎學金 

美東校友會獎學金：美東校友會每學年提供各學院一名學士生 900 美元清

寒獎學金，98 年度至 6 月底收件，由各學院協助選出 10 位得獎同學，於 9

月 29 日校本部週會由校長頒發。 

編號編號編號編號    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學生姓名    所 屬 學 院所 屬 學 院所 屬 學 院所 屬 學 院    系 別系 別系 別系 別    備 註備 註備 註備 註    

1 田芷芸 文學院 國文系 100 級  

2 魏淑娟 運動休閒學院 競技系 100 級 

3 丁元生 運動休閒學院 體育學系 100 級 

該院決議擬由 2 位學

生平分 900 美元。 

4 何漢坤 理學院 數學系 100 級 

5 林暐杰 理學院 物理系 102 級 

該院決議擬由 2 位學

生平分 900 美元。 

6 鄭婉彣 音樂學院 音樂系 100 級  

7 林秀蓁 藝術學院 美術系 101 級  

8 王翊帆 國際與僑教學院 東亞系 101 級  

9 謝秋芬 教育學院 公領系 100 級  

10 李祖毅 科技學院 圖文傳播系 101級  

三、全國校友總會 

（一）由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財團法人劉真學術基金會、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全

國校友總會於 99 年 10 月 16 日(星期六)合辦「百年樹人－劉真前校長百

歲華誕慶祝特展」。當天是重陽節，同時也是臺師大「永遠的校長」劉真

校長百歲壽辰。來自全國各地數百位校友代表為劉真校長賀壽，感謝劉

真校長擔任臺灣師大校長的八年中，為國家培育眾多棟梁，也是百年樹

人的最佳見證。 



（二）臺師大全國校友總會第四屆第三次理監事會議，99 年 10 月 18 日(星期一)

下午於校本部第一會議室召開，由王金平理事長主持。共有理、監事、

榮譽理事校友十八位出席，王理事長致詞時特別感謝郭義雄前校長的帶

領，以及在校師生的努力，讓臺灣師大轉型成功，進入世界前五百大，

並期許校友會和學校一起努力，讓臺灣師大在世界的排名更精進，成為

一所具指標性的大學！ 

（三）全國校友總會暨各地校友會高峰會活動於 99 年 11 月 5 日至 7 日，由校

友服務中心、全國校友總會主辦，金門縣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校友會承辦，

國立金門大學、金門縣立明湖國中協辦。本次活動除了臺灣各地校友會

積極參與外，亦包含美國南加州、香港、澳門、馬來西亞、泰國等海外

校友會一同共襄盛舉，展現臺師大全球校友的向心力。 

（四）贊助「讓愛生根肯納畫展」，由本會協助辦理的「肯納自閉青少年畫家主

題式聯展」巡迴金門展出，將在金門地區三個地點學校展出，首站自 5

日起至 14 日止在國立金門大學展出，第二站 11 月 15 日至 11 月 18 日在

烈嶼國中、第三站 11 月 19 日至 11 月 26 日在金湖國中展出。本次展出

讓各界都能夠欣賞到這些可愛天使們的畫作，並藉由展覽活動，讓各界

見識、體會到肯納症患者內心的繽紛世界。 

四、專案活動規劃案 

（一）為鼓勵校友捐款，本室著手規劃「產業界暨政界校友募款聯誼餐會」活

動，除藉此聯繫產業界、政界校友情感，增進校友對學校發展之認同外，

希望藉由校友餐敘進行校務基金募款。預計 12 月 22 日由校友總會王金

平理事長主持。 

（二）因應校務發展需要，本室刻正規劃募款相關辦法，以使本校募款與捐贈

相關事務有所依據。相關說明如下： 

1.為使本校校友與各界人士有暢通之捐款管道，本室已參考國內多所大學

捐贈網站架設，積極建置本校捐贈網站，將於年底前開始建置，預計明

年完工。 

2.本室已綜合整理本校各項募款相關條文，擬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募款

辦法》，於本次行政會議題請討論。 

3.為刺激校友小額捐款，本室結合校園新建物之建設，以「臺師大七星計

畫」為號召，並計畫與游泳館、進修推廣學院、圖書館、總務處等相關

單位合作，凡捐款達新臺幣 2,000 元者，即贈送校內服務優惠券與商品

禮券。 

 



五、校友資料庫資料更新 

（一）自 99 年 9 月 25 日起至 99 年 11 月 10 日止，共計更新 1,333 筆資料。 

（二）提供校友服務(校友資料更新、住宿、停車、考古題下載、尋人、尋找同

窗)，九月 40 件、十月 55 件、十一月 13 件。 

（三）傳送本校相關訊息，發送電子報 7 次。 

六、服務項目 

（一）本室配合國際事務處海外招生事務，以協助聯繫海外校友會，已有泰國、

新加坡、美東校友會等國外校友會願意提供相關協助。 

（二）為強化對全球校友之服務、溝通與聯繫，本室已發函請各系（所）積極

籌組成立系（所）友會，建立系（所）友聯繫管道。籌組過程中，本室

校友服務中心亦將提供系（所）友聯繫資料、其他系（所）友會章程等

資訊，以協助成立。 

（三）校友生活福利卡 

1.今年 11 月本室與「義式古拉爵羅斯福店」簽訂長期優惠合作，凡校友持

生活福利卡，校內教職員工與學生皆可使用優惠方案。 

2.今年 11 月本室與「宜蘭民宿雅廬」新簽訂長期優惠合作，凡校友持生活

福利卡，校內教職員工與學生皆可有住宿優惠價。 

3.本室校友生活福利卡合作廠商「山水國際」，校友、校內教職員工與學生

憑卡 10～12 月可至合作廠商公司購買《戀愛救火隊》、《惡人》與《挪威

的森林》200 元電影優待票。 

4.為辨識本校特約商店，本室已請設計所同學設計特約商店標示，將發送

新合作店家與續約店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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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 99-103 年度校發計畫宣傳 

（一）宣傳網站：網站已於本(99)年 10 月 15 日上線，並將計畫網站連結放置

在學校首頁。 

（二）有獎徵答活動：為促進校內師生主動閱讀校發計畫之誘因，特於本(99)

年 11 月 1 日起至 11 月 30 日止，舉辦有獎徵答活動。活動開跑至今，作

答人數已達 1,700 餘人，並將於 11 月 15 日舉行第一次抽獎活動。 

（三） 徵文暨攝影比賽：為促進學生瞭解計畫內容，凝聚校內共識，並鼓勵創

作，特舉辦此比賽。比賽收件日期為自本(99)年 11 月 1日起至 12 月 16

日止，並邀請三位外校國文系教授及攝影記者擔任徵文類與攝影類評

審，經過兩星期的評選作業後，頒布各組首獎、銀獎、銅獎及優選、入



選數名。 

（四） 其他宣傳方式說明： 

1.99.10.25  針對校發計畫專訪校長，並撰寫宣傳稿讓全校師生瞭解此計

畫之由來及目的。 

2.99.10.27  張貼活動海報於校園內各佈告欄。 

3.99.11.01  於本室「師大新聞」網頁發布宣傳稿。 

4.99.11.01  於本室「校園活動預告」公告活動訊息。 

5.99.11.01  函送各單位周知所屬踴躍參與。 

6.99.11.01  網路電話訊息宣傳。 

7.99.11.01  轉寄信件宣傳。 

8.99.11.01  校園電視宣傳 

9.99.11.01  公關室外面跑馬燈宣傳 

10.99.11.04  請各系所協助張貼活動海報。 

11.99.11.05  發送活動小宣。 

12.99.11.05  寄發信件提醒未完成有獎徵答活動者繼續作答，並幫忙推薦

參加者。 

13.99.11.08  寄發活動 E-DM 給全校師生。 

 

二、來臺陸生體驗服務學習規劃：為讓社會及對岸瞭解陸生如何融入臺灣生活， 

並突顯其融入臺師大學校生活的情形比其他地方的交換生好，爰安排大陸

學生參與服務學習課程，體驗臺灣大學生在課業之餘對社會的貢獻精神，

藉由這些陸生的宣傳，以及媒體報導，同時亦可增加本校於對岸的知名度。

規劃如下： 

（一）由臺生、陸生共同規劃服務實作之內容，讓學生有實際規劃經驗。透過

這些服務，讓陸生有機會深入瞭解臺灣大學生課餘時間的活動，同時瞭

解從服務中學習的重要性，並肯定珍惜自己的生命價值。 

（二）透過定期討論、心得撰寫等各類反饋活動，促進學習與成長。 

（三）於學期末舉辦「成果展」，表揚表現優異之學生，以鼓勵其對服務學習的

認真付出。 

（四）安排媒體採訪，透過媒體露出報導，除彰顯陸生在本校適應情形良好外，

同時建立本校於對岸的知名度，使臺師大成為陸生來臺的首選。 

 

三、本校文創中心成就宣傳：承 鈞長指示，撰寫新聞稿介紹本校文創中心成就，

並將擇日刊登於報上為本校做宣傳。 



四、媒體接待服務：本室自 9 月 25 日起至 11 月 12 日止，共辦理 18 次媒體接

待及聯繫本校相關單位，協助解決媒體採訪之需求，包括他校男學生偷窺

女生宿舍事件等。 

五、記者會辦理： 

（一）學術研究成果發表記者會辦理 

1、10 月 4 日學術研究成果發表記者會 

本學期第一次學術研究成果發表記者會，邀請科學教育中心張俊彥教授

發表「臺灣高中生COMT基因型與學業成就間的關聯性」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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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新聞露出共12則，

包括電視新聞1則、網路新聞4則，以及7則報紙露出的報導。 

2、11月9日學術研究成果發表記者會    

本校推動「全人教育、博雅人生」，除了推出「學生數位學習歷程檔案

系統」，完整記錄學生在學期間的學習成長歷程，更研發「全人教育百

寶箱」知識庫，鼓勵今年大一新生在大學四年內參加知識檢定，記者會

邀請副校長林磐聳及學務長林淑真擔任發表人，此議題共有新聞露出7

則，包括2則廣播新聞、4則報紙新聞及1則網路新聞的報導。 

（二）其他記者會辦理 

1、99.09.28  協助美術系辦理「典範與風華：王秀雄教授藝術教學與研究

成就國際學術研討會」記者會，進行媒體接待。 

2、99.10.05  以「父後七日」一片獲第 47 屆金馬獎 6 項入圍，並獲提名為

年度臺灣傑出電影工作者的編劇兼導演劉梓潔，返回母校演講，和校友、

學弟妹對談，分享該書內容及文學創作心路歷程。本室協助通識教育中

心邀請媒體進行採訪，共有 4 則新聞露出，含 2 則報紙、1 則網路、1 則

電視。 

3、99.10.06  協助科教中心辦理「師大科普傳播月記者會與開鑼儀式暨科

學成就之旅教案設計競賽頒獎典禮」，共有 7 則新聞露出，含 5 則報紙、

1則網路以及 1則電視。 

   4、99.10.16  臺師大前校長劉真華誕，本室協助對外邀請媒體，並撰寫新

聞稿發佈，活動迴響熱烈，共有13則新聞露出，包括3則網路、1則廣播，

以及9則報紙新聞。 

六、對外新聞發布（9/25-11/10） 

    9 月 25 起至 11月 10 日止，共對外發布 12 篇採訪邀請，12 篇新聞稿，詳

細發布情形如下：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協助單位協助單位協助單位協助單位    標題標題標題標題    

2010/9/26 地理系 【採訪邀請】第九屆高中地理奧林匹亞總決賽激烈開賽 

2010/9/27 

100學年度大學

術科考試委員

會聯合會 

【新聞稿】大學術科考試 9 月 27 日發售簡章 

2010/9/28 美術系 
【採訪邀請】典範與風華：王秀雄教授藝術教學與研究成就

國際學術研討會 

2010/10/2 
應用電子科技

學系  

【採訪邀請】2010 年第六屆全國英文單字大賽總決賽 全國

1200 名高手 PK 擂臺賽 

2010/10/4 公關室 【採訪邀請】學術研究成果發表記者會 

2010/10/4 科教中心 【新聞稿】學者發現 學業成就和基因有可能的關連 

2010/10/5 學務處 
【新聞稿】「父後七日」導演劉梓潔勉學弟妹：勇於突破、

不畏挑戰 

2010/10/5 學務處 
【採訪邀請】「父後七日」獲金馬獎 6 項入圍 編劇兼導演劉

梓潔回母校演講 

2010/10/6 科教中心 【新聞稿】師大科普傳播月開鑼 科普大師和你面對面 

2010/10/6 科教中心 【採訪邀請】師大科普傳播月開鑼 科普大師和你面對面 

2010/10/11 教育系 
【採訪邀請】教育沙龍【系列三】專題一—我們培養了什麼

樣的公民？知識型公民或參與型公民？ 

2010/10/16 圖書館 【採訪邀請】臺師大「永遠的校長」劉真百歲華誕 

2010/10/16 圖書館 【新聞稿】臺師大「永遠的校長」劉真百歲華誕 

2010/10/16 表演所 
【新聞稿】海豚之聲：爵士小號高音王─瓊恩‧法狄斯 10

月 18 日舉辦大師班 

2010/10/24 翻譯所 
【採訪邀請】2010 第二屆兩岸口譯大賽臺灣區初賽 10 月 24

日 盛大登場 

2010/10/24 翻譯所 【新聞稿】2010 第二屆兩岸口譯大賽臺灣區初賽 今盛大登場 

2010/10/28 表演所 
【新聞稿】與研究所談戀愛! 臺師大表演所將於研博會演出

《幸福的一刻》 

2010/11/9 本校 【採訪邀請】學術研究成果發表記者會 

2010/11/9 本校 
【新聞稿】大一生獲贈全人教育百寶箱光碟 教學結合通識課

程 

2010/11/9 本校 【新聞稿】臺師大推動全人教育 建置學生數位學習歷程檔案 

    



七、媒體露出彙整（9/25-11/10）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標題標題標題標題    報別報別報別報別    記者記者記者記者    

2010/10/3 英文單字總決賽 高手 PK  自由時報 陳怡靜 

2010/10/3 英文單字賽冠軍 愛讀英文小說、聽英文歌 聯合報 陳智華 

2010/10/3 英文單字決賽 1200 人 PK 聯合報 陳智華 

2010/10/4 天生有聰明基因 基測卻考得差 聯合晚報 嚴文廷 

2010/10/4 基因決就成就?研究:環境影響更大 公視新聞 陳姝君 

2010/10/4 學習成就 和基因相關 但非絕對 中廣新聞 陳映竹 

2010/10/4 因不絕對影響學習成就 適性教育為關鍵 教育電台 康紀漢 

2010/10/4 聰明的基因還是要有後天訓練才能發展的更好 飛碟電台 台訊 

2010/10/5 全國英文拼字大賽 花崗團體第三 教育電台 黃凱昕 

2010/10/5 父後七日 劉梓潔歸功記者經驗 中央社 許秩維 

2010/10/5 基因與成績有關 後天環境影響更深 臺灣醒報 蕭如君 

2010/10/5 研究發現… 壓力大扼殺優質學習基因 聯合報 李威儀 

2010/10/5 學業好不好 基因優勢非絕對 中央社 許秩維 

2010/10/5 基因雖具優勢 仍需靠環境 人間福報 報訊 

2010/10/5 有基因優勢 成績未必好 國語日報 楊惠芳 

2010/10/5 學業好壞 不全看基因 臺灣新生報 報訊 

2010/10/5 後天適性學習 強過先天好基因 臺灣立報 張舒涵 

2010/10/6 不執教鞭反拍片 師大生創作「父後七日」 TVBS   

2010/10/6 「父後七日」劉梓潔開講：別自我設限  聯合報 王維玲 

2010/10/6 父後七日劉梓潔：評審期待意義大於獎勵 自由時報 張堇宸 

2010/10/6 找回台灣記憶 教案助弱勢童 中央社 許秩維 

2010/10/6 愛上原民母語 南投教師教案幫助大 中廣 陳映竹 

2010/10/7 原民兒學族語 科普影片當教材 國語日報 陳祥麟 

2010/10/7 「找回台灣記憶」教師情侶獲獎 聯合報 陳智華 

2010/10/7 教師俠侶不捨偏鄉 教案獲首獎 中國時報 陳至中 

2010/10/7 情侶檔教案獲首獎 當結婚基金 自由時報 胡清暉 

2010/10/7 科學成就之旅教案賽 找回台灣的記憶特優 青年日報 謝俊平 

2010/10/8 總統探百歲劉真 肯定教育貢獻 中央社 林思宇 

2010/10/9 馬、吳周日歡慶中華民國 99 年國慶 華視新聞 劉曉霞 

2010/10/10 全台人瑞 1399 人 紀錄空前 世界日報 羅印沖、李明賢 

2010/10/10 全台人瑞 1399 人 創歷史新高 世界日報 報訊 



2010/10/10 全台人瑞 1399 人 創歷史新高 聯合報 羅印冲、李明賢 

2010/10/10 台師大校長張國恩： 博士教高中 不錯的選擇 中國時報 陳至中 

2010/10/14 前校長劉真百歲 台師大舉行活動慶祝 聯合報 李威儀 

2010/10/15 劉真百歲華誕 明辦論壇慶生 聯合報 李威儀 

2010/10/16 劉真百歲壽誕 數百校友祝壽 國語日報 陳祥麟 

2010/10/16 學校朝會 教長：應唱國歌 中央社 林思宇 

2010/10/16 教長吳清基：學校朝會應恢復唱國歌 Nownews 生活中心 

2010/10/17 
教育部長吳清基：／學校朝會要唱國歌 愛中華

民國 
自由時報 林曉雲、黃照敦 

2010/10/17 吳清基：中小學應恢復唱國歌 中國時報 陳至中 

2010/10/17 教師之父劉真 百歲快樂  聯合報 王維玲 

2010/10/17 「教育之父」劉真百歲壽誕 學生感念齊聚慶生 
中央廣播電

台 
歐陽夢萍 

2010/10/17 台師大前校長劉真 今天百歲生日 聯合晚報 王彩鸝 

2010/10/17 
台師大校友發表新書祝賀老校長切下 10 層高蛋

糕 
臺灣新生報 報訊 

2010/10/17 加強愛國教育 教長：學校朝會應唱國歌 聯合報 王維玲 

2010/10/17 愛國意識重現 吳清基：學校應恢復唱國歌 蘋果日報 郭美瑜 

2010/11/3 教育學門國際論文數 台灣第 20 中廣新聞 陳映竹 

2010/11/3 教育學門國際論文排名 台灣擠入世界十大 
國立教育廣

播電台 
徐詠絮 

2010/11/3 臺灣教育類論文 躋身世界十大 台灣醒報 蔡沛琪 

2010/11/8 我教育論文質量排名 全球第 8 人間福報 報訊 

2010/11/8 台灣教育論文 引用次數排第 3 聯合報 李威儀 

2010/11/9 台師大研發【全人教育百寶箱】資料庫 飛碟電台 徐菁穗 

2010/11/9 台師大建置學生學習歷程檔案 聯合晚報 嚴文廷 

2010/11/9 臺師大首創全人教育百寶箱知識庫 教育電台 徐詠絮 

2010/11/10 全人教育百寶箱 輕鬆找知識 中央社 許秩維 

2010/11/10 全人教育／台師大 學習歷程全都錄 聯合報 陳智華 

2010/11/10 學習歷程檔案數位化 畢業可帶走 青年日報 謝俊平 

2010/11/10 師大百寶箱 助學生當通才 臺灣立報 游婉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