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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本室上半年工作成果與下半年規劃

參、本室工作團隊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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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本室定位

• 本室定位：

對內服務對內服務對內服務對內服務、、、、

對外行銷對外行銷對外行銷對外行銷，，，，

讓大家看見師大的好讓大家看見師大的好讓大家看見師大的好讓大家看見師大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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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上半年工作成果與下半年規劃

一、本室業務執掌—(1)

1. 負責本校對外新聞發佈

2. 辦理學術成果發表記者會

3. 本校與新聞界之定期聯繫與溝通

4. 本校形象、重大事件、活動之說明與宣傳

5. 議題行銷及公關活動之整體規劃與執行

6. 社會資源募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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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室業務執掌—(2)
1. 協助接待來訪外賓

2. 建立重要公眾關係並進行關係維護

3. 親善大使服務團隊之組織訓練及派遣服務

4. 社區關係經營與服務

5. 負責本校校內新聞發佈與校外新聞整理

6. 校園記者團隊培訓與運作

7. 全校性電子報《師大週報》及紙本《師大校

訊》之編輯與發行

8. 數位影音平台之內容製播及系統維護（包含

師大新聞網站、電子報、電子看板等）

9. 公共意見及輿情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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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室業務執掌—(3)
1. 協助全國校友總會業務推動與發展
2. 海內外校友會與各系所校友會之聯繫

與協助

3. 年度傑出校友選拔

4. 各項校友活動之規劃與執行

5. 校友募款活動之規劃與執行

6. 校友資料庫之建立與更新

7. 畢業校友之聯繫與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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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室上半年工作成果（2/1-7/31）

（一）對外發佈新聞（採訪通知、新聞稿）：本中
心主動發佈之採訪邀請共43篇、新聞稿共37 篇，

五個月來促成154篇見報量，平均每週達5.9則。

發佈時間發佈時間發佈時間發佈時間 申請單位申請單位申請單位申請單位 採訪通知採訪通知採訪通知採訪通知////新聞稿新聞稿新聞稿新聞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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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聞稿】高職生節能創意作品驚豔全場

2010-02-26 理學院
物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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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甄選學生參加第23屆
國際競賽

2010-03-01 理學院
物理系

【新聞稿】徐有庠盃-第二屆臺灣青年學生物
理辯論競賽

2010-03-03 教育學院
人發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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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03-11 國際事務處 【新聞稿】臺師大與南京師大續簽MOU 朝院系
際實質合作邁進

2010-03-12 藝術學院
美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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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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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舉辦三場學術研究成果發表記者會

1. 99/0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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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紛獲得校內外好評，成功

吸引媒體報導，新聞露出共19則，包括4則廣

播新聞、1則電視新聞，以及14則報紙新聞。

自由時報 3/31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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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報 3/31報導 蘋果日報 3/31報導 蘋果日報 3/31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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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98/06/08 特教中心盧台華教授發表「新移民

子女數學教育之探討與介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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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則，包括3則廣播新聞、

1則電視新聞，以及6則報紙新聞的報導。

聯合報 6/9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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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99/07/06 日本早稻田大學準博士生林子郁暨

體育系洪聰敏教授發表記者會 ，此二議題引

起媒體高度興趣，共有新聞露出19則，包括5

則廣播新聞，以及14則報紙新聞的報導。

中國時報 7/7報導聯合報 7/7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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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校簽約、活動記者會

1. 99/04/06 北京萬通集團與臺師大簽約合作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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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聞露出共11則，包括2則廣播新

聞、1則電視新聞，以及8則報紙新聞的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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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日報 4/7報導

工商時報 4/7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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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報 4/7報導

聯合報 4/7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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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99/04/29 美術系俄羅斯、印度籍博士生「黑

白畫世界」異國遊子創作聯展，此次記者會共

有2則廣播新聞及1則報紙新聞露出。
見報日期見報日期見報日期見報日期 標標標標 題題題題 媒體名稱媒體名稱媒體名稱媒體名稱

2010-4-29 一黑一白畫世界 臺師大外博士生
聯展登場

教育廣播電台

2010-4-30 臺師大黑白畫展 水墨畫小攤販 聯合報

2010-4-30 臺師大外籍生開畫展 一黑一白畫
世界

中廣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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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99/5/25 視覺設計系林俊良教授勇奪紐約藝術

指導協會年度獎返國記者會，總共吸引11家媒

體報導，含3則廣播新聞，3則網路新聞、1家電

視報導，以及4則平面報導。

見報日期見報日期見報日期見報日期 標標標標 題題題題 媒體名稱媒體名稱媒體名稱媒體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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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張暖化海報 林俊良獲美設計大
獎

華視新聞

2010-05-26 全球暖化海報 「銀」得國際大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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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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99/06/02 臺灣首批華語生暨臺師大第10屆傑

出校友丁愛博榮返母校記者會，獲得四家媒體

報導，計廣播新聞1則，報紙新聞3則。

聯合報 6/2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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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99/06/10 臺師大與中國美術學院簽約記者

會，新聞露出共8則，包含3則廣播新聞以及5

則報紙新聞。

見報日期見報日期見報日期見報日期 標標標標 題題題題 媒體名稱媒體名稱媒體名稱媒體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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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促進兩岸文化交流 漢字藝術
海報設計展展出

教育廣播電臺

2010-06-11 漢字海報設計展 南科大摘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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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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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政府單位委辦活動

1. 99年桃園縣春季慈湖旅遊季—OPEN蔣。活動結

合政府推動的文創產業，使本校在媒體上受到

許多關注和報導。除了行政管理費新台幣1萬

9,500元的校務基金收入之外，本活動之相關

新聞報導共7則，包括2則網路新聞，以及5則

報紙新聞的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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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辦理科教館99年度「玩具科學」及「趣味數

學」系列暑期營隊課程 ，截至7/31日止，共

開設兩個班級，行政管理費收入為1萬3,36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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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於暑假期間配合、協助善牧基金會辦理「新移民

子女暑期課輔活動」，幫助「新移民子女」作

暑期課輔以及學齡兒童的教育，持續本校關懷弱

勢團體、族群的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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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社會資源募集：戶外廣告看板招商案

本室規劃之「校園資產活化-大型外牆建置廣告招
商案」，育成中心外側圍牆部分已順利招商，承
租金額為前一、二年每年新台幣110萬元，第三年
126萬5,000元，總計三年為346萬5,000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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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師大新聞網站維護業務

1. 自99年2月1日起至99年7月止總瀏覽數89萬

3,439人次

2. 「師大剪報」自99年2月至99年7月為止，共蒐

集1,350則與本校相關之媒體報導。

3. 「每日教育大事簡報」自99年3月9日至99年7

月，每日蒐集教育、師大及其他大學相關新

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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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師大新聞/校園刊物發行業務

1. 98學年度下學期(至99年7月止)，總計公關室同仁

及校園記者共發稿373則中文新聞、90則英文新

聞、影音報導26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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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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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每月寄送「師大校訊」紙本給3000位校友訂戶，

自99年2月1日起至7月止，共編輯8期（含校慶特

刊、畢業特刊）。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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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於6月將文創、學創相關新聞統一彙

整，並於6月7日出版師大學術‧文創月刊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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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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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年2月1日至7 

月止，共完成翻譯9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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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則）。

6. 本室致力於用圖像紀錄本校歷史，98學年度下

學期（至7月止），共計拍攝106場校園活動，

為學校留下經典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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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99/5/26舉辦「臺師大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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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立 余朝為總
經理特助，與張國恩校長共同簽署合作意向背
板。此外，校園記者並於現場演出「臺師大西瓜
新聞台SNG連線報導」，展現校園記者國、英、
台專業播報，與訪問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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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影音新聞（99級畢業典禮
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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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配合校友服務業務

1. 配合64校慶典禮傑出校友表揚，公關室同仁及

校園記者負責採訪13位傑出校友，撰寫傑出校

友芳名錄文稿，並製作每位傑出校友個人影

片，於校慶典禮當天播放。

2. 為臺師大師生瞭解使業界傑出校友成就，本中

心已於4月15日採訪臺灣大哥大莊財安副總

（工教系62級校友），並於4月23日登上師大新

聞。本中心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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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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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屆傑出校友芳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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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親善大使服務隊業務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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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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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次)、生輔組(5次)、運動

與休管理學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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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教

中心(1次)、體育室(2次)、師資培育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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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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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本室為親善大使團隊進行制服汰舊換新，並於99 

年6月4日校慶典禮展現全新的制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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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社區經營

1. 為加強與社區之聯結，本室提出「服務學習

二--社區國小課輔」，於4月16日與鄰近古亭

國小展開「大手牽小手」活動，並於6月11

日舉辦學習成果發表會。

2. 目前已規劃99年上學期之「服務學習課程」，

以「社區國中課輔」為內容，目前已與社區內

之螢橋國中洽談特教生課後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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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辦理第十屆傑出校友選拔、表揚

依據本校「傑出校友選拔暨表揚要點」辦理，於

本(99)年4月1日召開評選會議，順利選出汪中、

吳水雲、鄭均華、丁愛博校友、林德嘉、施河、

于靖、薛光豐、陳益興、張基郁、陳蔚綺、蔡今

中、潘維剛等13位傑出校友，並於6月4日校慶當

天於校慶慶祝大會公開表揚及於當日中午設宴款

待傑出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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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各地校友會拜會行程

1. 99/4/24-99/4/27 拜會澳門、香港地區校友

2. 99/05/28 臺中市校友會舉行理監事會議，同時

邀請本校張國恩校長與郭義雄前校長共同參

與。

3. 99/5/29-99/6/2 拜會馬來西亞、新加坡地區校

友

（十三）協助全國校友總會業務

99/03/01 99年3月1日下午4時，于本校校本部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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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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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誠正勤樸學術基金會

本室兼辦財團法人誠正勤樸學術基金會業務。基
金會旨在協助本校教育學術發展、提昇研究水準
、改善教學環境，每年接受本校師生學術獎助項
目經費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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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室下半年規劃

1. 持續對媒體發佈新聞，提高本校曝光率。

2. 針對校務發展內容進行全校性行銷規劃計畫，

加強內部溝通與師生認同。

3. 促進公關室網頁內容改版，增加使用和閱讀的

便利性。

4. 規劃辦理本校學術行銷活動，推廣本校正面形

象 。

5. 持續推動本室各項例行業務。

6. 計畫更新親善大使冬季制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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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校友資料庫的更新與功能擴充，更加詳細保存
校友資料。

8. 規劃「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校友證」，加強對校
友的服務。

9. 推動成立「南投地區校友會」、「基隆地區校
友會」、 「台北縣校友會」 、「澳門地區校
友會」。

10. 辦理校友募款餐會活動。
11. 與全國校友總會共同籌劃辦理「第二屆全國校

友總會暨各地校友會高峰會」活動。
12. 協助全國校友總會共同籌劃辦理「歲末臺師大

校友之夜」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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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公共關係室工作團隊簡介

承校長校務推展指示，研擬具體可行策略。
針對校務發展需求，提出本室工作願景與方向。
綜理本室業務
肩負本校對外發言工作

林安邦 主任秘書兼主任

綜理秘書室第一組業務
「經費稽核委員會」行政業務
行政單位評鑑業務
行政單位經營績效管理業務
公關室業務協調督導

黃紫雲 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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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兆璽 執行長

規劃辦理並督導公共關係室「校園與社區服務中
心」、「整合行銷中心」、「校友服務中心」之常態
性業務。
臺師大之大型行銷宣傳案規劃與例行媒體發布。
社會資源募集〈涵蓋社會募款、承接辦理政府機關之
大型活動。〉
推動本校大型活動之辦理。
協助台師大校友總會之業務推動，及推動校友服務之
業務。

本室綜合業務事宜：會計、採購、財產管理
本室公文修正、繕發及歸檔相關業務
接待校內外活動及導覽
誠正勤樸學術基金會（會計）
長官臨時交辦事項並出席會議
協助執行長督導並追蹤公關室業務執行進度

謝宗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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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世澤

執行整合行銷中心業務
對外媒體聯絡、發布新聞
本校與新聞界之定期聯繫與溝通、記者會辦理
辦理學術成果發表記者會
本校研發之相關商品社會推廣
大型行銷活動企劃與執行

周芳宜

協助對外媒體聯絡、發布新聞
協助整合行銷專案企劃與執行
協助辦理學術成果發表記者會
協助本校大型行銷活動之企劃與執行
其他交辦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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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繁琳

督導校園與社區服務中心整體業務
校內各單位新聞相關協調與聯繫
校內新聞採訪撰稿
校園記者團隊領導、規劃與培訓
親善大使團隊領導、規劃與培訓
更新師大大事記
管理全校性電子報帳號系統
社區服務與活動規劃
其他交辦事項

鍾芷品

親善大使相關業務，含招募、培訓等
校內數位電子看板之維護播放及內容更新
校內網路電話面板文字播放及更新
全校性EDM管理、發送
服務學習課程規劃
其他交辦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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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鴻炎

校園記者相關業務，含招募、培訓、管理等事宜
師大新聞採訪、規劃、聯絡相關事宜
校內影音新聞製作、督導
校內活動攝影
校內電子看板發送及更新
校內刊物編輯(師大校訊、師大文創學術月刊)
師大相關新聞剪報、歸檔
其他交辦事項

高春松

督導校友服務中心業務
校友資料庫管理、更新
校友服務綜合業務、工作報告撰寫、整理、計畫擬定
校友服務網頁更新與維護事宜
督導校友總會業務綜合業務
督導成立校友服務中心
督導辦理校友高峰會活動
督導推動各地校友會成立
督導校友狀況調查
其他臨時交辦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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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玉菁

莊雅婷

國內校友會會務及校友會資料檔案總管理與更新
辦理校友高峰會活動
辦理傑出校友選拔綜合業務
辦理校慶校友活動綜合業務
校友總會會務、會計業務
執行推動各地校友會成立
執行建立募款機制作業
其他臨時交辦事務

國外校友會會務及校友會資料檔案總管理與更新
辦理海外校友獎學金
辦理校友募款作業
執行成立校友服務中心
校友總會書記業務
執行規劃校友商品
推動海外校友會成立
其他臨時交辦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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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校友會會務及校友會資料檔案總管理與更新
辦理海外校友獎學金
辦理校友募款作業
執行成立校友服務中心
校友總會出納、書記業務
執行規劃校友商品
推動海外校友會成立
其他臨時交辦事務

黎惜惠

蘇怡和

副校長辦公室環境清潔、垃圾清理、資源回收分類
公關室環境清潔、垃圾清理、資源回收分類
公文登記桌、公文進出登記及追蹤
收發室信件公文簽收、包裹、公文傳閱
本室文具採購、器材維修
誠大樓3間電梯清潔維護
訪客接待茶水
協助支援相關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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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您！

恭請指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