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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興大學 98 週年校慶籌備委員會第二次會議紀錄 

時間：106 年 9 月 25 日（週一）下午 2：00 

地點：行政大樓三樓第三會議室 

主席：林俊良副校長                                       記錄：陳翔惠 

出席：陳德 主任秘書（蕭美香秘書代）、吳宗明教務長、蘇武昌學務長（林秀芬

秘書代）、林建宇總務長（張人文專委代）、洪慧芝研發長（李玉玲秘書代）、

施因澤主任、陳育毅主任（蔡淑惠小姐代）、陳明坤主任、陳欽忠主任（顏

琬姿小姐代）、駱泰宇會長、賴富源主任（王嘉莉專委代）、顏添進主任（請

假） 

列席：林宛宜小姐 

壹、 主席裁示及其他配合事項 

一、 自主學習週 

1. 請國際處針對國際學生規劃自主學習課程。 

2. 依教務處說明，由教務處會同各預計開課單位（教務處、學務處、國際

處、體育室、通識中心、圖書館等），討論出統一的認證方式，並彙整

所有課程，統一公告課程表，同時建議所有自主學習課程上課時間能配

合平日上下課時間。 

3. 請教務處召開會議向各系所承辦同仁說明具體措施以及認證方法，以利

系所同仁成為與老師溝通的橋樑。 

4. 建議多開設同學平常接觸不到、多元有趣的課程，例如彩妝、健身等，

讓自主學習週成為學生的期待，甚至成為學校的特色，請學務處規劃經

費需求，提協調會討論。 

二、 請研發處將善盡社會責任成果展納入高教深耕計畫中。 

三、 建議可邀請本屆獲獎之傑出校友（校友會推薦）原畢業系所參與接待。 

貳、 工作小組報告 

一、 校運會組（體育室） 

1. 09/06  發送 106 學年度全校運動會籌備委員開會通知。 

2. 09/19  召開 106 學年度全校運動會籌備會議（發給聘書）。 

二、 校慶活動組（學務處） 

 校慶音樂會 

1. 節目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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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時間：106 年 10 月 28 日（星期六）19:00 至 21:00 

 活動地點：本校惠蓀堂 

2. 宣傳事宜： 

 預計於 10 月 16 日(ㄧ)開始全面發放邀請卡及宣傳單，並於全校各單

位、里長辦公室張貼海報宣傳活動，以及拜訪附近里長邀社區民眾們

一同共襄盛舉。 

 羅馬旗幟預計於 10月 16日(ㄧ)開始懸掛，至活動結束後 10月 30日(一)

上班日撤除。 

3. 安全事宜： 

 將辦理「公共意外險」，以保障觀眾參與本校活動。 

 活動當天將設置「救護站」，預定醫院於活動當天派 1 位醫師 1 位護

理人員以及救護車當場待命。 

4. 報稅事宜：預計於 10 月 18 日前發公文至「臺中市政府地方稅務局大智

分局」申報娛樂稅，惟本次活動為免費入場，因此不須繳交娛樂稅費用。 

 自主學習週（10 月 30 日至 11 月 3 日）配合辦理之工作： 

1. 特別開設 17 場次研習活動（彙整表如附件 1，課表如附件 2），預計總

開課時數 74 小時，開放報名人數 910 人。 

2. 11/1 配合校園健康路跑辦理校園防制學生藥物濫用暨健康促進學校相

關活動。 

3. 11/2-3 支援體育室辦理校運會活動。 

三、 教學成果展示組（教務處） 

1. 教學成果展示活動：經調查及彙整本校各教學單位（含院系所等）配合

校慶期間辦理之教學成果展示活動，計有化學系、物理系及昆蟲系等 3

個教學單位回覆辦理意願（如附件 3）。 

2. 自主學習週（10 月 30 日至 11 月 3 日）：  

(1) 實施方式：本校於 8 月 16 日由主秘召集本處、學務處、人事室等 3

個單位共同研商自主學習週實施方式，會後送學生會討論確認後，

由本處於 8 月 25 日 E-mail 通知各學院、系所（學位學程）、中心等

開課單位參辦（如附件 4）。 

(2) 辦理研習活動：本處配合教育部教學創新試辦計畫，協調資工、電

機及資管等 3 學系及外聘講師協助規劃程式設計相關研習活動，共

計 8 個場次（如附件 5），提供有意願學生報名參加；另亦邀請學務

處進行相關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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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研發及產學成果展示組（研發處） 

1. 訂於 11 月 1 日至 2 日，在本校圖書館 1 樓展覽廳，舉辦「國立中興大

學善盡社會責任成果展」。 

2. 已完成場地租借及器材申借等工作。 

3. 目前持續進行各項善盡社會責任成果之海報資料蒐集及設計工作。 

五、 校友活動組（校友中心） 

1. 第 21 屆傑出校友表揚典禮暨捐資興學獎牌頒贈儀式 

(1) 時間：11 月 4 日(六)10:00-12:00，地點：圖書館七樓國際會議廳。 

(2) 本屆傑出校友選拔於 9 月 18 日完成評審，共選拔出 14 位傑出校友，

將連繫受獎事宜。 

(3) 捐資興學獎牌名單已於 9 月 13 日函報教育部，頒獎儀式訂於傑出校

友表揚後接續進行。 

2. 校慶聯誼餐會 

(1) 時間：11 月 4 日(六)12:00-14:00，地點：體育館二樓。 

(2) 辦理方式： 

 由各系所認桌，每桌 6,500 元，除貴賓以外，所需經費由參加之

各地校友會及系、所友會負擔。 

 目前進行系所友會參加意願調查，預計於 9 月 30 日完成回收。9

月下旬進行招標採購程序，並於 10 月中旬確定桌數。 

(3) 收費方式 

 指定捐款：填具校慶餐會捐款單並依一般捐款程序完成。 

 以系所計畫經費轉付：以受贈捐款計畫科目(H 類)或滾存管理費(L

類/非政府計畫管理費)轉付。 

3. 校友活動支援事項 

(1) 因參加人數眾多，以歷年參加人數估算約有 800 人出席，11 月 4 日

請全面開放車輛通行。 

(2) 校友中心僅有職員 2 名，因傑出校友及餐會貴賓不宜以工讀生進行

接待，建請各單位協助支援 8-10 名職員，支援報到台及接待事宜。 

(3) 建請支援 12-14 名蝴蝶蘭儀禮大使，協助報到、帶位及典禮進行事

宜。 

(4) 餐會表演節目請課指組提供支援，邀請 2-3 個社團進行表演，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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燈光及音響請聲光社協助。 

六、 行政組（秘書室） 

1. 前次會議紀錄已於 8 月 29 日以電子郵件知會出席人員及相關單位，並

公告於秘書室網頁。 

2. 校慶相關活動，各單位如需邀請記者蒞校採訪或發佈新聞稿，請於活動

前 5 個工作日與本室媒體公關組聯絡，並提供活動相關資訊。 

3. 目前正與計資中心配合校慶網頁建置及邀請卡設計： 

 網頁架構已完成，活動日程表經本次會議確認後將放置網頁，並持續

收集彙整各單位活動資訊及相關文宣品陸續放上網頁。 

 邀請卡預計 10 月初完成印製。 

4. 本年度各單位填報之校慶活動共計 37 項，其中主軸活動 8 項、研討會

及成果展 10 項、動態活動 5 項、校友回娘家 14 項，（如附件 6）。 

七、 網路組（計資中心） 

校慶網頁進度： 

1. 與秘書室討論校慶網頁架構 

2. 與秘書室討論校慶網頁雛型 

3. 已建好校慶網頁架構 

4. 持續與秘書室聯繫及建置校慶網頁 

 

八、 總務組（總務處） 

1. 通知校內工程注意施工安全。 

2. 巡檢各高壓設備及水塔，以維正常用水用電，並於校慶期間避開停水停電

相關作業事宜。 

3. 已保留校慶當週圖書館 7 樓國際會議廳作為備用活動會場。 

4. 已保留本處駕駛及公務車作為活動貴賓接送。 

5. 10 月 28 日（六）校慶音樂會當日晚上（5 點至散場）開放免收停車費。 

6. 11 月 1 日（三）啦啦隊比賽及校園健康路跑場地管制，將於三天前進行公

告，於當天實施管制作業。 

7. 校慶期間及參加各系所回娘家活動之外賓，於車號登錄系統完成前，可提

供車號（平日）或憑邀請卡進出。 

8. 有關大型活動交通管制已訂定疏導計畫，每次活動將依其規定事項配合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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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9. 車號登錄系統已規劃進行中。 

九、 藝文展覽組（藝術中心） 

為慶祝學校 98 週年校慶，特舉辦「施哲三海嵐藝術文化：詩與畫特展〡

愛、和平、希望」展覽，此次與計資中心合作，於藝術中心週邊設置視障

友善服務導覽應用程式，結合 iBeacon微定位運用、Google定位服務機制，

回饋區域資訊，並利用語音導覽，透過手機下載應用程式，打造無障礙參

觀空間，完善的手機導覽功能，更加強參觀者對藝術作品的了解。 

十、 學生活動組（學生會） 

1. 「從興出發」為主題，並以「啟程」作為主視覺的規劃。 

2. 本次校慶暨迎新演唱會業已於 9 月 1 日開標，並由環星創意股份有限公

司得標成為校慶暨迎新演唱會承包商。 

3. 近期在與環星創意股份有限公司進行藝人協商、主視覺與文宣品的討

論…等合約內容事項的詳談，再進行簽約。 

4. 近期將開始第一波網路宣傳。 

參、 臨時動議 

肆、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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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國立中興大學 106學年度第 1學期自主學習週學務處研習活動彙整表 

NO 研習活動主題 日期 時間 承辦單位 地點/名額 研習活動內容簡述 備註(講師) 

1 
反毒興人類<第一世

代> 
10/30 

14:00-16:00 

2 小時 
教官室 

綜合大樓

(Y302)/50 人 

1. 大學生應有的反毒認知(認毒) 

2. 新興毒品的樣貌(知毒) 

3. 如何避免誤入毒品陷阱(避毒) 

少校教官 

舒博智 

2 生死一瞬間 10/31 
9:00-10:00 

1 小時 
教官室 

綜合大樓

(Y410)/50 人 

安全防禦駕駛概念及車禍事故處理應注意事項。 校安老師 

孫寶生 

3 智慧財產權宣導 10/31 
14:00-16:00 

2 小時 
教官室 

綜合大樓

(Y203)/50 人 

1. 著作權保護與合理使用 

2. 著作權法及相關案例介紹 

3. 網路著作 

4. 製作數位教材著作權 

5. 校園著作權 

6. 著作權法簡介 

7. 如何合法使用軟體 

8. 著作權之認識與實務運用 

9. 表演、藝術相關著作權議題 

許富雄律師 

4 
男同學不可不知的

兵役資訊 
10/30 

13:00-14:00 

1 小時 
教官室 

綜合大樓

(Y302)/50 人 

1. 入學時：學生兵役辦理須知。 

2. 在學時：役男出境申請短期四個月內出國、交換學生、

出國留學等申請方法。 

3. 多元服役管道選擇：二階段軍事訓練、研發及產業訓儲

替代役、外交替代役、一般替代役 

4. 畢業時：申請儘早入伍，免等待、免排隊。 

行政組員 

許席華 

5 
反詐騙及法律常識

宣導 
11/1 

10:00-11:00 

1 小時 
教官室 

綜合大樓

(Y204)/50 人 

藉宣導最新詐騙案例與預防之道及學生最可能觸犯之法

律與避免方法，提升學生反詐騙知能及守法之觀念，以保

障學生之安全。 

臺中市政府

警察局第三

分局偵查隊

偵查佐 

洪鈺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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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研習活動主題 日期 時間 承辦單位 地點/名額 研習活動內容簡述 備註(講師) 

6 校外賃居安全宣導 10/30 
10:00-11:00 

1 小時 
教官室 

綜合大樓

(Y302)/50 人 

1. 租屋停、看、聽(賃居安全注意事項)。 

2. 租屋糾紛案例宣導。 

3. 內政部房屋租賃定型化契約書注意事項。 

校安老師 

孫寶生 

王淑妹 

7 
國防課程開課規劃

及役期折抵說明 
10/31 

08:00-09:00 

1 小時 
教官室 

綜合大樓

(Y410)/50 人 

1. 國防課程五大領域。 

2. 國防課程開課時間規劃 

3. 課程折抵天數計算方式。 

4. 校友線上申請役期折抵方式。 

中校教官 

盧婉萱 

8 
民主法治校外參訪

活動 
10/30 

08:00-12:00 

13:00-15:00 

6 小時 

課外活動指導

組 

立 法 院 /35

人 

至立法院參訪了解議事運作及民主法治意義 導覽人員 

9 跆拳道體驗活動 10/31 
15:00-17:00 

2 小時 

課外活動指導

組 

雲 平 樓

B20/10 人 

藉由專業教師帶領學習跆拳道基本動作等 夏顯詠 

10 籃球基本戰術演練 10/31 
14:00-16:00 

2 小時 

課外活動指導

組 

體育室籃球

場/35 人 

籃球基本戰術演練 (洽詢中) 

11 志願服務基礎訓練 10/31-11/1 

08:00-12:00 

13:00-15:00 

12 小時 

生涯發展中心 

雲平樓 2 樓

雲平廳 / 可

容納人數約

100 人 

1. 自我了解及自我肯定 

2. 志願服務的內涵 

3. 志願服務倫理 

4. 志願服務法規之認識 

5. 志願服務經驗分享 

6. 志願服務發展趨勢 

校外講師 

12 
科系選擇與職業趨

勢的接軌 
10/30 

13:00-16:00 

3 小時 
生涯發展中心 

電機大樓一

樓
EE101/100

人 

結合「科系出路與就業趨勢」、「業界達人職場眉角」課程

暨小型徵才活動，邀請職場專家解析科系與就業市場之關

聯性，並邀請業界達人說明求職必備軟實力及職場就業眉

角，藉由職場專家及業界達人雙講師模式，結合職場概念

與實務經驗，帶領青年學子瞭解產業發展趨勢及職場現

況。同時現場搭配小型徵才活動，邀請有徵才需求之廠

商，現場進行履歷收件暨媒和動作。 

臧聲遠總監 

（Career 就業

情報（股）有

限公司媒體

事業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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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研習活動主題 日期 時間 承辦單位 地點/名額 研習活動內容簡述 備註(講師) 

13 
跨平台手機程式與

遊戲開發課程 

10/30～
11/3 

08:00-12:00 

13:00-15:00 

30 小時 

生涯發展中心 

圖書館 7F

第一會議室

/50 人 

教導學生利用 Corona SDK 快速開發 iPhone 和 Android 跨

平台的程式與遊戲 

1. Corona SDK 介紹安裝 

安裝 Corona SDK，開啟範例程式。 

2. 快樂鋼琴製作 

利用 Corona SDK 製作出第一個 iPhone、Android 跨平

台的音樂程式。 

3. Corona SDK 程式基礎 

介紹程式基礎寫法 。包括變數、流程控制、函數和表

格。 

4. 顯視物件的 10 個關卡 

利用 Corona SDK 在螢幕上貼圖。如何旋轉、放大縮小

圖片，並且更改圖片的透明度。 

5. 移動與觸控 

如何移動畫面上的圖片，與接受觸控事件。 

6. Composer API 

介紹轉換場景的好工具：Composer API 

7. 表格視圖與 TabBar 程式 

介紹如何做一般的應用程式 

8. 連結網頁與解析 Json 資料 

介紹如何使用 Corona SDK 裡的 WebView 連結網頁 

9. 實機測試與上架與後續學習規劃 

介紹如何在 iPhone 和 Android 機器上做實機測試與上

架 

魏巍老師

（Udemy 大

中華地區

iPhone開發課

程合作講師） 

14 

發現你的天才，打造

自 己 的 未 來 ！

PODA 職場潛力檢

測，你是蜜蜂還是老

虎？ 

10/31 
19:00-12:00 

2 小時 
生涯發展中心 

雲平樓 1 樓

電腦第 2 教

室/40 人 

透過講師活潑生動解析，同時搭配職涯測驗（測驗市值 400

元）： 

1. 告訴學生如何運用自己人格特質的優勢，協助學生快

速找到職場成功的秘訣。 

2. 提醒學生注意自己人格特質可能在職場會遇到的問

林重儀專案

經理 

（日月知識

股份有限公

司青少年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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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研習活動主題 日期 時間 承辦單位 地點/名額 研習活動內容簡述 備註(講師) 

題。 

3. 透過工作配對指數，學生可以及早知道這份工作與自

己的適合度。 

涯發展部） 

15 
台灣，真的是我們

『應許之地』嗎? 
11/1 

09:00-11:00 

2 小時 
僑生輔導室 

雲平樓

F12/80 人 

1. 境外生留台工作申請工作證之相關規定 

2. 外籍白領申請與評點制成功撇步 

3. 境外生畢業留台『自立自強自救』法寶 

4. 境外生畢業留台甘苦談 

李曉芬老師 

(馬來西亞華

裔 ,行動心理

師、在家自學

組織兼任教

師) 

16 
居家防火防災宣導

及應變方法 
10/31 

14:00-16:00 

2 小時 
住宿輔導組 

雲平樓 F12

階梯教室/

約 60 人 

在這個資訊氾濫的時代，各樣的災害預防與應變知識接連

而出，相關的網路謠言更是層出不窮，本課程旨在 

瞭解居家消防安全的概念、如何預防災害及求生應變方

法，遠離災害威脅。 

台中市信義

消防分隊講

師 

17 
自殺防治守門人研

習 
11/1 

13:00-16:00 

3 小時 

健康及諮商中

心 

圖書館圖書

館 3 樓多媒

體中心團體

視聽室/50

人 

邀請講師針對校內學生辦理校園自我傷害預防與處遇講

座。 

黃怡禎心理

師 (臺南元品

心理諮商所) 

<回工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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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自主學習週(10/30-11/3) 學務處辦理活動時間表 

 
10/30 (一) 10/31 (二) 11/1 (三) 11/2 (四) 11/3 (五) 

08:00 

│ 

09:00 

█民主法治校外參訪活動 

課外活動指導組 

█國防課程開課規劃及役期折抵

說明 

教官室教官盧婉萱 

 █全校運動會 

教官室支援 

█全校運動會 

教官室支援 

█志願服務基礎訓練 

生涯發展中心 

█志願服務基礎訓練 

生涯發展中心 

█跨平台手機程式與遊戲開發課

程 

生涯發展中心 

魏巍老師（Udemy大中華地區

iPhone開發課程合作講師） 

█跨平台手機程式與遊戲開發課

程 

生涯發展中心 

魏巍老師（Udemy大中華地區

iPhone開發課程合作講師） 

█跨平台手機程式與遊戲開發課

程 

生涯發展中心 

魏巍老師（Udemy大中華地區

iPhone開發課程合作講師） 

█跨平台手機程

式與遊戲開發課

程 

生涯發展中心 

魏巍老師（Udemy

大中華地區

iPhone開發課程

合作講師） 

█跨平台手機程

式與遊戲開發課

程 

生涯發展中心 

魏巍老師（Udemy

大中華地區

iPhone開發課程

合作講師） 

09:00 

│ 

10:00 

█民主法治校外參訪活動 

課外活動指導組 

█生死一瞬間 

教官室校安老師孫寶生 

█台灣，真的是我們『應許之地』

嗎? 

僑生輔導室 

李曉芬老師(馬來西亞華裔,行動

心理師、在家自學組織兼任教師) 

█跨平台手機程

式與遊戲開發課

程 

生涯發展中心 

魏巍老師（Udemy

大中華地區

iPhone開發課程

合作講師） 

█跨平台手機程

式與遊戲開發課

程 

生涯發展中心 

魏巍老師（Udemy

大中華地區

iPhone開發課程

合作講師） 

█志願服務基礎訓練 

生涯發展中心 

█志願服務基礎訓練 

生涯發展中心 

█跨平台手機程式與遊戲開發課

程 

生涯發展中心 

魏巍老師（Udemy大中華地區

iPhone開發課程合作講師） 

█跨平台手機程式與遊戲開發課

程 

生涯發展中心 

魏巍老師（Udemy大中華地區

iPhone開發課程合作講師） 

█跨平台手機程式與遊戲開發課

程 

生涯發展中心 

魏巍老師（Udemy大中華地區

iPhone開發課程合作講師） 

10:00 

│ 

11:00 

█校外賃居安全宣導 

教官室校安老師孫寶生、王淑妹 

█發現你的天才，打造自己的未

來！PODA職場潛力檢測，你是蜜

蜂還是老虎？ 

生涯發展中心 

林重儀專案經理（日月知識股份

有限公司青少年職涯發展部） 

█反詐騙及法律常識宣導 

教官室臺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

局偵查隊偵查佐洪鈺婷 

█跨平台手機程

式與遊戲開發課

程 

生涯發展中心 

魏巍老師（Udemy

大中華地區

iPhone開發課程

合作講師） 

█跨平台手機程

式與遊戲開發課

程 

生涯發展中心 

魏巍老師（Udemy

大中華地區

iPhone開發課程

合作講師） 

█民主法治校外參訪活動 

課外活動指導組 

█台灣，真的是我們『應許之地』

嗎? 

僑生輔導室 

李曉芬老師(馬來西亞華裔,行動

心理師、在家自學組織兼任教師) 

█志願服務基礎訓練 

生涯發展中心 

█志願服務基礎訓練 

生涯發展中心 

█跨平台手機程式與遊戲開發課

程 

生涯發展中心 

魏巍老師（Udemy大中華地區

iPhone開發課程合作講師） 

█跨平台手機程式與遊戲開發課

程 

生涯發展中心 

魏巍老師（Udemy大中華地區

iPhone開發課程合作講師） 

█跨平台手機程式與遊戲開發課

程 

生涯發展中心 

魏巍老師（Udemy大中華地區

iPhone開發課程合作講師） 

11:00 

│ 

12:00 

█民主法治校外參訪活動 

課外活動指導組 

█發現你的天才，打造自己的未

來！PODA職場潛力檢測，你是蜜

蜂還是老虎？ 

生涯發展中心 

林重儀專案經理（日月知識股份

有限公司青少年職涯發展部） 

 █跨平台手機程

式與遊戲開發課

程 

生涯發展中心 

魏巍老師（Udemy

大中華地區

iPhone開發課程

合作講師） 

█跨平台手機程

式與遊戲開發課

程 

生涯發展中心 

魏巍老師（Udemy

大中華地區

iPhone開發課程

合作講師） 

█志願服務基礎訓練 

生涯發展中心 

█志願服務基礎訓練 

生涯發展中心 

█跨平台手機程式與遊戲開發課

程 

生涯發展中心 

魏巍老師（Udemy大中華地區

iPhone開發課程合作講師） 

█跨平台手機程式與遊戲開發課

程 

生涯發展中心 

魏巍老師（Udemy大中華地區

iPhone開發課程合作講師） 

█跨平台手機程式與遊戲開發課

程 

生涯發展中心 

魏巍老師(Udemy大中華地區

iPhone開發課程合作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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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 (一) 10/31 (二) 11/1 (三) 11/2 (四) 11/3 (五) 

13:00 

│ 

14:00 

█男同學不可不知的兵役資訊 

教官室行政組員許席華 

█籃球基本戰術演練 

課外活動指導組 

█自殺防治守門人研習 

健康及諮商中心 

黃怡禎心理師(臺南元品心理諮

商所) 

█跨平台手機程

式與遊戲開發課

程 

生涯發展中心 

魏巍老師（Udemy

大中華地區

iPhone開發課程

合作講師） 

█跨平台手機程

式與遊戲開發課

程 

生涯發展中心 

魏巍老師（Udemy

大中華地區

iPhone開發課程

合作講師） 

█民主法治校外參訪活動 

課外活動指導組 

█選擇與職業趨勢的接軌 

生涯發展中心 

臧聲遠總監（Career就業情報

（股）有限公司媒體事業群） 

█志願服務基礎訓練 

生涯發展中心 

█志願服務基礎訓練 

生涯發展中心 

█跨平台手機程式與遊戲開發課

程 

生涯發展中心 

魏巍老師（Udemy大中華地區

iPhone開發課程合作講師） 

█跨平台手機程式與遊戲開發課

程 

生涯發展中心 

魏巍老師（Udemy大中華地區

iPhone開發課程合作講師） 

█跨平台手機程式與遊戲開發課

程 

生涯發展中心 

魏巍老師（Udemy大中華地區

iPhone開發課程合作講師） 

14:00 

│ 

15:00 

█反毒興人類<第一世代> 

教官室舒博智教官 

█智慧財產權宣導 

許富雄律師 

█自殺防治守門人研習 

健康及諮商中心 

黃怡禎心理師(臺南元品心理諮

商所) 

█跨平台手機程

式與遊戲開發課

程 

生涯發展中心 

魏巍老師（Udemy

大中華地區

iPhone開發課程

合作講師） 

█跨平台手機程

式與遊戲開發課

程 

生涯發展中心 

魏巍老師（Udemy

大中華地區

iPhone開發課程

合作講師） 

█居家防火防災宣導及應變方法 

住宿輔導組 

台中市信義消防分隊講師 

█民主法治校外參訪活動 

課外活動指導組 

█籃球基本戰術演練 

課外活動指導組 

█科系選擇與職業趨勢的接軌 

生涯發展中心 

臧聲遠總監（Career就業情報

（股）有限公司媒體事業群） 

█志願服務基礎訓練 

生涯發展中心 

█志願服務基礎訓練 

生涯發展中心 

█跨平台手機程式與遊戲開發課

程 

生涯發展中心 

魏巍老師（Udemy大中華地區

iPhone開發課程合作講師） 

█跨平台手機程式與遊戲開發課

程 

生涯發展中心 

魏巍老師（Udemy大中華地區

iPhone開發課程合作講師） 

 

█跨平台手機程式與遊戲開發課

程 

生涯發展中心 

魏巍老師（Udemy大中華地區

iPhone開發課程合作講師） 

15:00 

│ 

16:00 

█反毒興人類<第一世代> 

教官室舒博智教官 

█智慧財產權宣導 

許富雄律師 

█自殺防治守門人研習 

健康及諮商中心 

黃怡禎心理師(臺南元品心理諮

商所) 

  

█科系選擇與職業趨勢的接軌 

生涯發展中心 

臧聲遠總監（Career就業情報

（股）有限公司媒體事業群） 

█居家防火防災宣導及應變方法 

住宿輔導組 

台中市信義消防分隊講師 

█籃球基本戰術演練 

課外活動指導組 

█跆拳道體驗活動 

課外活動指導組 

夏顯詠老師 

16:00 

│ 

17:00 

 █跆拳道體驗活動 

課外活動指導組 

夏顯詠老師 

█校園健康路跑 

本處配合體育室辦理校園防制學

生藥物濫用暨健康促進學校相關

活動 

  

<回工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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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國立中興大學 98週年校慶「教學成果展示組」慶祝活動彙報表 
日期 時間 活動名稱 地點 主辦單位 活動特色 

10/21~11/3 9:00~17:00 
物理教學及研究

成果展示 
理學大樓 物理學系 

在校慶期間，藉由師生在教學與研究上的成果展示，吸引學生

對物理的興趣。 

10/27~11/9 9:00~17:00 
化學系研究成果

海報展 
化學館 1 樓 化學系  

11/2~11/4 9:00~17:00 昆蟲標本展示 
農環大樓 10 樓

(10C03 室) 
昆蟲學系 

傳遞昆蟲重要性，由基礎知識拓展到研究與應用，能對昆蟲世

界的奧妙有進一步了解，可吸引有興趣的學生加入昆蟲系的行

列。 

可自由參觀。若需導覽請預約，申請書請至昆蟲學系網站

(http://www.entomol.nchu.edu.tw)下載使用。 

11/2~11/4 9:00~17:00 昆蟲環境教育展 
農環大樓7-10

樓公共空間 
昆蟲學系 

以大型、亮麗、可愛、有感的昆蟲為材料，透過插圖、留影與

藝術創作，設計一系列展示主題，與參觀大眾心靈交流，達到

環境教育與昆蟲學推廣的目的。 

參觀申請書請至昆蟲學系網站(http://www.entomol.nchu.edu.tw)

下載使用。 

<回工作報告> 

  

http://www.entomol.nc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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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主旨：敬請各教學單位主管協助告知開(授)課教師，有關本校自主學習週作法，

請查照。  

說明：有關本校自主學習週作法如下 

 教師： 

 於授課時段，若因故不能在校，請依請假流程辦理請假並安排代理人。 

 原則上盡可能不在該週內排定具有強制性的教學活動，例如考試、實驗、實

習等。 

 請依下列參考作法擇一辦理： 

1. 於該週原授課時間，開設課程輔導，讓同學自由參加。 

2. 於該週指定與課程內容相關教學活動，例如專題研討、參訪活動...等，

並請同學繳交報告。 

3. 請同學參加校內舉辦的自主學習工作坊，並確認同學取得證明。 

 學生： 

 依下列參考作法擇一辦理： 

1. 參加教師開設之課程輔導。 

2. 參加教師指定與課程相關之教學活動，並繳交教師指定報告。 

3. 參加校內舉辦的自主學習工作坊並取得證明，提供授課教師確認。 

 若未能參與完成上述三項參考作法之一，請依請假流程辦理請假。 

  

正本：各學院、系、所、學位學程、通識中心、語言中心、師資培育中心、體育

室、教官室、學務處生涯發展中心、生物科技發展中心 

副本：本校教務處、教務處進修學士班、課務組 
 

<回工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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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國立中興大學 106學年度第 1學期自主學習週『程式設計基礎工作坊』研習活動彙整表 

NO 工作坊活動名稱/主題 日期 時間 承辦單位 地點 研習活動內容簡述 備註 

1 
網頁基本語法介紹－

TML&CSS 
10/30 

9:00~12:00 

14:00~17:00 

資訊管理學

系 

社管大樓 

553 教室 

常常在瀏覽器網站，但是網站究竟是怎麼寫出來的呢，以

及每個網站為什麼可以有不同的排版、色彩的呈現呢，以

上問題本節課程都會為您做解答，課程中將會教會你網頁

基本的組成架構以及基本的 HTML 語法，最後在學會

CSS 語法來美化網站，讓你在短時間內現學現賣完成一個

屬於你自己的網站。 

6 小時 

2 
網站視覺與版面設計
－使用者介面與體驗 

10/31 
9:00~12:00 

14:00~17:00 

資訊管理學

系 

社管大樓 

553 教室 

為甚麼別人做的網站都如此的漂亮，而自己完全不知道如

何下手呢，為什麼有的網站使用起來會覺得有趣的多，但

是有的網站卻覺得十分無趣，別怕，本節課程將會跟你詳

述甚麼是 User Interface（UI）與 User Experience（UX），

並且探討在設計 UI 與 UX 的幾項守則，以及比較及分享

一些在設計 UI 及 UX 上會遇到的迷思。 

6 小時 

3 

前進 Google－網頁自
適應介面與 Material 

Design 

11/1 
9:00~12:00 

14:00~17:00 

資訊管理學

系 

社管大樓 

553 教室 

覺得在設計網站的時候要顧慮太多的問題，包括 UI 與 UX

等問題，這個時候可以呼叫 Google 大神來幫我們解決問

題，此堂課程將會講解 Google 所提出的 Material 

Design，並且簡單的套用 Materialize CSS 來輕鬆製作擁

有良好 UI 及 UX 的個人專屬網站。 

6 小時 

4 Ｒ語言實務 11/2 
9:00~12:00 

13:00~16:00 

資訊科學與

工程學系 

理學大樓 

821 教室 

R 語言，一種自由軟體程式語言與操作環境，主要用於統

計分析、繪圖、資料探勘。本課程的目的為讓學生瞭解 R

程式與基本數據分析之基本概念，包含(1)能應用 R 繪圖

及計算敘述統計量。(2)瞭解 R 程式設計之基本觀念。(3)

能應用 R 的應用機率函數。 

外聘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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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工作坊活動名稱/主題 日期 時間 承辦單位 地點 研習活動內容簡述 備註 

5 Ｃ語言程式設計實務 
10/30~ 

11/1 

9:00~12:00 

13:00~16:00 

資訊科學與

工程學系 

理學大樓 

821 教室 

許多現有的應用程式及系統，皆是以 C 語言為基礎進行開

發，是一個建立程式設計基礎的一個重要程式語言。本課

程主要的目的是訓練學生以 C 語言，撰寫多個基礎的應用

程式。並藉由學生於課堂中及課堂後，動手寫程式的過

程，建立其基礎的程式設計能力。課程內容包含: 資料處

理、運算子、運算式與敘述、選擇敘述與迴圈、函數、陣

列與字串、及檔案處理。 

蔡崇煒老師 

6 智慧嵌入式系統應用 10/30 
9:00~12:00 

14:00~17:00 

電機工程學

系 

電機系 

R402 教室 

本工作坊目的在提供非工程背景之學生，透過程式設計的

概念以及嵌入式平台的運用，實現一個簡易智慧生活應用

上的設計與驗證(例如: 產生智慧居家的安全警示，操控智

慧居家的燈光、空調等等)。 

6 小時 

名額限 60

位 

7 智慧嵌入式系統應用 10/31 
9:00~12:00 

14:00~17:00 

電機工程學

系 

電機系 

R402 教室 

本工作坊目的在提供非工程背景之學生，透過程式設計的

概念以及嵌入式平台的運用，實現一個簡易智慧生活應用

上的設計與驗證(例如: 產生智慧居家的安全警示，操控智

慧居家的燈光、空調等等)。 

6 小時 

名額限 60

位 

8 
跨平台手機程式與遊
戲開發課程 

10/30~ 

11/3 
10:00~17:00 

教務處 

生發中心 

圖書館七樓

第一會議室 

利用 Corona SDK 快速開發 iPhone 和 Android 跨平台的程

式與遊戲。過程中利用實際範例學習，由淺入深、讓同學

真的體驗如何親手做出可以上架的遊戲與程式。 

名額 50 名 

<回工作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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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98 週年校慶活動日程表 

  序 日期 時間 活動名稱 地點 承辦單位 

主
軸
活
動 

1 10/26-11/25 09:00-17:00 
施哲三海嵐藝術文化：詩與

畫特展〡愛、和平、希望 

圖書館 7樓藝術中

心 
藝術中心 

2 10/28 19:00-21:00 校慶音樂會 惠蓀堂 學務處 

3 11/1 14:00-15:30 啦啦隊比賽 行政大樓前廣場 體育室 

4 11/1 16:00-16:40 校園健康路跑 行政大樓前廣場 體育室 

5 11/2 18:00-22:00 
「從興出發」校慶暨迎新演

唱會 
惠蓀堂 學生會 

6 11/2 08:30-10:30 全校運動大會開幕典禮 田徑場 體育室 

7 11/4 10:00-12:00 
第 21屆傑出校友表揚典禮

暨捐資興學獎牌頒贈儀式 

圖書館 7樓國際會

議廳 
校友中心 

8 11/4 12:00-14:00 校慶聯誼餐會 體育館 2樓 校友中心 

研
討
會
、
成
果
展 

9 10/20 10:30-11:30 
健康樂活步道落成典禮暨記

者會 

行政大樓前黑森林

區-孔學要旨旁 
學務處 

10 10/21-11/3 09:00-17:00 物理教學及研究成果展示 理學大樓 物理系 

11 10/27-10/29 09:00-17:30 2017臺中學國際研討會 
圖書館 7樓國際會

議廳 

台中市政府 

中興大學

（秘書室） 

12 10/27-11/9 09:00-17:00 化學系研究成果海報展 化學館 1樓中庭 化學系 

13 11/1-11/2 09:00-17:00 
國立中興大學社會實踐成果

展 
圖書館 1樓展覽廳 研發處 

14 11/2-11/4 09:00-17:00 昆蟲標本展示 
農環大樓 10樓

(10C03室) 
昆蟲系 

15 11/2-11/4 09:00-17:00 昆蟲環境教育展 
農環大樓 7-10樓公

共空間 
昆蟲系 

16 11/4 09:30-16:30 
製茶聯盟成果展示-98週年

校慶紀念茶發表會 
惠蓀堂前廣場 

製茶聯盟:

生技所曾志

正教授 

17 11/4 10:30-17:20 
台灣雜糧作物之發展現況與

展望研討會 

作物科學大樓 1樓

國際會議廳 
農藝學系 

18 11/17-11/18 08:50-18:10 

第 12屆通俗文學與雅正文

學—「近現代文學與文化」

國際學術研討會 

人文大樓 1樓 105國

際會議廳 
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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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 日期 時間 活動名稱 地點 承辦單位 

動
態
活
動 

19 10/21 13:00-17:00 校長盃教職員網球賽 PU網球場 體育室 

20 10/26-11/26 09:00-17:00 歐盟月 詳國際處網站 國際處 

21 10/31-11/2 12:00-17:00 國際文化週 行政大樓後方草坪 國際處 

22 11/2-11/3 08:30-16:30 
運動大會、田賽、徑賽、趣

味競賽等活動 
田徑場 體育室 

23 11/3 16:00-16:30 全校運動大會閉幕典禮 田徑場 體育室 

校
友
活
動 

24 10/21 10:30-16:00 
物理系 創系 30週年系友回

娘家 
理學大樓物理系館 物理系 

25 10/28 09:00-16:00 
食生系 系友回娘家暨系友

大會 

食生大樓 1樓 110演

講廳 
食生系 

26 11/3 18:00-21:00 
應數系暨統計所 系友會暨

系友餐會 
全國大飯店 應數系 

27 11/4 14:00-15:30 僑生 校友回娘家 小禮堂 僑輔室 

28 11/4 11:00-14:00 
中文系 系友回娘家暨系友

大會 

人文大樓 8樓 815會

議室 
中文系 

29 11/4 08:30-10:30 
農藝系 系友回娘家暨系友

大會 

作物科學大樓 1樓

國際會議廳 
農藝系 

30 11/4-11/5 8:00-17:00 
應經系 70系慶 60所慶慶祝

餐會暨聯誼球賽 
應用經濟學系一館 應經系 

31 11/4 09:00-17:00 
昆蟲系 系友「屆十蟲逢」回

娘家活動 

農環大樓 7樓視聽

教室 
昆蟲系 

32 11/4 10:00-13:30 
土環系 系友回娘家暨第九

屆傑出系友表揚典禮 

農環大樓 10樓演講

廳(10D07室) 
土環系 

33 11/4 09:30-10:30 
生機系 系友會理監事聯席

會議 
生機館 3樓會議室 生機系 

34 11/4 11:00-12:00 
生機系 系友會 106年度系

友大會 
生機館 1樓演講廳 生機系 

35 11/4 08:00-17:00 生機系 系友回娘家 生機系系館 生機系 

36 11/4 10:00-16:30 土木系 系友回娘家 土木環工大樓 土木系 

37 11/4 9:00-17:00 
企管系 系友回娘家暨系友

大會 

社館大樓 102教

室、中興湖畔 
企管系 

<回工作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