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旨：

說明：

國立屏東大學 

受文者：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

發文日期： 中華民國111年10月21日
發文字號： 屏大秘字第1110400360號
速別： 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 附件二.pdf、附件一.pdf

 本校訂於111年11月11日舉辦「2022南區大專校院校務研

究推動策略聯盟成果展暨研討會」，請惠予公告及鼓勵

所屬踴躍報名，並核予公(差)假出席，請查照。

一、

(一)

(二)
(三)

二、

三、

四、

五、

(一)

(二)

 　

旨揭活動以專題演講、研討會及海報展示三種方式進行

(如附件一)。
專題演講：臺北市立大學教育行政與評鑑研究所何希

慧所長、亞洲大學陳大正副校長及臺中科技大學選才

專案辦公室陳見生執行長共三場次演講。

研討會：三場次三大議題共7篇論文發表。

海報展示：二十一所大學26個主題成果海報分享。

時間：111年11月11日(星期五)上午10時至下午4時40分。

地點：本校屏商校區(屏東市民生東路51號)圖資大樓1樓
國際會議廳(如附件二)。
報名方式：請於111年11月4日前至https://nptuird.wixsite.c
om/ir-s線上報名。

其他注意事項：

防疫期間，請配合體溫量測與手部消毒，並配戴口

罩。

為響應環保，請自備環保杯參加。

裝

訂

線

           

 
檔　　號：

保存年限：
電子公文

函
地址 ： 900391屏東市民生路4-18號
聯 絡 人 ： 林姿蓉 08-7663800#10108
電 子 郵 件  ：
annielin2009@mail.np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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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如有相關問題請洽林小姐，電話08-7663800分機10108，
電子郵件annielin2009@mail.nptu.edu.tw。

正本：各公私立大專校院

副本：本校秘書室校務研究與發展中心 111/10/21
09:4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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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南區大專校院校務研究推動策略聯盟成果展暨研討會 

指導單位：教育部 
主辦單位：國立屏東大學 
承辦單位：秘書室校務研究與發展中心 
會議時間：111 年 11 月 11 日（星期五） 
會議地點：國立屏東大學屏商校區圖資大樓國際會議廳(上午)/1203、1205、1207 會議室(下午) 

時間 議程 

10:00 ~ 10:30 報到 

10:30 ~ 10:40 
開幕式 
致詞：陳永森教授 國立屏東大學校長 
   曾紀幸教授 國立屏東大學學術副校長 

10:40 ~ 11:00 南區策略聯盟簽約儀式暨大合影 
11:00 ~ 11:10 休息時間 

11:10 ~ 12:00 
專題演講 (一) 校務研究對校務評鑑的影響與應用 
演講：何希慧教授 臺北市立大學教育行政與評鑑研究所所長 
主持：曾紀幸教授 國立屏東大學學術副校長 

12:00 ~ 13:00 午餐時間 

13:00 ~ 13:30 海報成果展示 

13:30 ~ 14:20 
專題演講 (二) 應用大學入學數據做為招生策略訂定之探討 
演講：陳大正教授 亞洲大學副校長兼教務長  
主持：歐陽彥晶教授 國立屏東大學教務處教務長 

14:20 ~ 14:30 休息時間 

14:30 ~ 15:20 
專題演講 (三) 運用 UCAN 進行教學品保、職涯輔導及校務研究 
演講：陳見生教授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教務處選才專案辦公室執行長 
主持：陳正佑教授 國立屏東大學實習就業輔導處處長 

15:20 ~ 15:40 茶敘時間 

15:40 ~ 16:40 

Session A 
主持人：葉貞吟(國立屏東大學管理學院副院長) 
與談人：林靜慧(國立中山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助理教授) 

Session B 
主持人：賴明豐(國立屏東大學秘書室校務研究與發展中心主任) 
與談人：黃柔嫚(國立嘉義大學學務處學生職涯發展中心主任) 

Session C 
主持人：林彥廷(國立屏東大學教務處副教務長) 
與談人：林思吟(國立高雄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助理教授) 

16:40 ~ 賦歸 

  



Session A 大學治理 1207 會議室 

 
主持人：葉貞吟 國立屏東大學管理學院副院長 
與談人：林靜慧 國立中山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助理教授 

時間 議程 

15:40 ~ 16:40 

發表 1 
從興趣與科學選擇之契合度看大學生職能差異之研究 
林漢洲 國立宜蘭大學校務研究辦公室副執行長 
發表 2 
大葉大學經濟或文化不利學生學習成效分析 
謝璧甄 大葉大學校務研究辦公室博士後研究員 
發表 3 
大學教師退休潮對研發績效之影響：以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為例 
黃國豪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校務發展中心校務機構研究組組長暨產業科技學士學位

學程副教授 
16:40 ~  賦歸 

 
 
 

Session B 學生學習 1205 會議室 

 
主持人：賴明豐 國立屏東大學秘書室校務研究與發展中心主任 
與談人：黃柔嫚 國立嘉義大學學務處學生職涯發展中心主任 

時間 議程 

15:40 ~ 16:20 

發表 1 
以高中學習歷程及 UCAN 職涯興趣評測結果評估入學後休退學及課業表現之相關

性–以中區某大學健康管理學院為例 
黃景揚 中山醫學大學校務研究中心研究組員 
發表 2 
應屆畢業生回饋意見之研究–以國立臺南藝術大學材質創作與設計系為例 
陳明鴻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材質創作與設計系助理教授 

16:20 ~  賦歸 

 
  



Session C 學生學習與課程教學 1203 會議室 

 
主持人：林彥廷 國立屏東大學教務處副教務長 
與談人：林思吟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企業管理系助理教授 

時間 議程 

15:40 ~ 16:20 

發表 1 
元智大學跨領域學習的需求與供給分析 
劉宜君 元智大學社會暨政策科學學系教授暨人文社會學院院長 
發表 2 
遠距教學之學習滿意度 
林佳蓉 長榮大學校務研究中心校務研究組組長 

16:20 ~  賦歸 

 



國立屏東大學【屏商校區】 交通資訊 

 

屏東市民生東路 51 號 圖資大樓 1 樓 國際會議廳 

 
 火車/公共汽車→接駁車： 

搭乘火車、統聯客運或國光客運至屏東站下車後，可轉搭計程車或接駁車直

達本校。 
1. 轉乘計程車(車程約 8 分鐘)直達本校。 
2. 搭乘活動接駁車→往光復路出口右手邊等候搭車，預計 09:50 發車，請盡

量提前等候。 



屏東火車站接駁車上車處(★標示處) 
 
 高鐵→接駁車： 

搭乘高鐵至左營高鐵站下車後，請由高鐵 3 號出口或高雄捷運 1 號出口步行

至遊覽車上下客處，預計 08:40 發車，請盡量提前等候。 

 
高鐵左營站接駁車上車處(★標示處) 

 
 開車： 

行經高雄，走高屏大橋進入屏東市區，沿自由路轉民生路至本校。 
行經國道 3 號高速公路，於麟洛交流道（約 406 公里處）沿台 1 線開抵本校。 



 

活動地點 

汽車行進方向(往第一、三停車場) 

機車行進方向(往機踏車露天停車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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