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  址：桃園市中壢區中大路 300 號 

國立中央大學文學院二館二樓 

聯 絡 人：陳純如 

聯絡電話：(03) 422-7151 #27041 

電子郵件：sec@tair.tw 

 

臺灣校務研究專業協會 函 

 
 

受文者：各公私立大專校院 

發文日期：111 年 12 月 21 日 

發文字號：校研字第 110000019 號 

速別：普通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附件一議程、附件二學校地圖 

 

 

主旨：本會擬於民國 111 年 2 月 11 日(五)辦理「臺灣校務研究專業協會第四屆第一

次年會暨國際研討會—後疫情時代校務研究的演變與因應策略」，敬邀校務

研究單位及對校務研究有興趣之教職員生踴躍報名參加，並請惠予公(差)

假，請查照。 

 

  說明：   

一、 為促進校務研究理論與實務之專業交流辦理研討會，以專題演講、論文發

表、海報展示方式進行。詳如附件一活動議程。 

(一) 專題演講：邀請德國 Kassel 大學國際高等教育研究中心榮譽教授 Ulrich 

Teichler 主講 The Academic Profession - Three Decades of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Research；韓國首爾大學教育系 J. C. Shin 教授主講

Governance and Academic Culture in Higher Education。 

(二) 論文、海報發表：因應疫情影響教師專業、學生學習、機構治理與管理

等校務研究的轉變議題發表。 

二、 本會與國立中山大學、國立中央大學、世新大學、高雄醫學大學、國立陽明

交通大學等共同協辦「臺灣校務研究專業協會第四屆第一次年會暨國際研討

會」。 

三、 時間：111 年 2 月 11 日(五) 9 時至 17 時 

四、 地點：國立陽明交通大學交大校區 基礎科學大樓 科學三館（30010 新竹市

東區大學路 1001 號），交通相關資訊請參附件二。 

五、 報名方式：採線上報名，報名網址 https://forms.gle/vRRHzEMULpQwm8Gx9 

六、 如有相關問題，請洽聯絡人陳小姐，電話 03-4227151 分機 27041，電子信箱

sec@tair.tw。 
 

正本：各公私立大專校院 

副本：臺灣校務研究專業協會 

裝 

訂 

線 

正本 



  

 

2022 年 2 月 11 日(五) @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科學三館 

 

時間 大會議程 

8:40-9:10 報到 

9:10-9:40 

開幕式 

臺灣校務研究專業協會 周景揚理事長 致詞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林奇宏校長  致詞 (邀請中) 

教育部 致詞 (邀請中) 

9:40-9:50 合照 

9:50-10:40 

(50 分鐘) 

專題演講：Governance and Academic Culture in Higher Education (視訊)  

演講人：Professor Jung Cheol Shin, Dept. of Education,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主持人： 國立政治大學  陳榮政教授  

10:40-10:50 

(10 分鐘) 
向臺灣校務研究專書作者致敬 

10:50-11:00 

(10 分鐘) 
中場休息  

海 

報 

發 

表 

靜 

態 

展 

示 

 

11:00-11:50 

(50 分鐘) 

第一階段  論文發表 

教師專業 

Session 1 

學生學習 

Session 1 

機構治理與管理 

Session 1 

11:50-11:55 

(5 分鐘) 
中場休息 

11:55-12:45 

(50 分鐘) 

第二階段  論文發表 

教師專業 

Session 2 

學生學習 

Session 2 

機構治理與管理 

Session 2 

12:45-14:30 

(105 分鐘) 

午餐 

臺灣校務研究專業協會第四屆第一次年會  

(13:30 開始) 

海報發表與交流 

(13:00 開始) 

14:30-15:20 

(50 分鐘) 

第三階段  論文發表 

教師專業 

Session 3 

學生學習 

Session 3 

機構治理與管理 

Session 3 

15:20-15:30 

(10 分鐘) 
中場休息 

15:30-16:20 

(50 分鐘) 

專題演講：The Academic Profession –  

Three Decades of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Research (視訊) 

主持人：臺北市立大學  何希慧教授 

演講人：Professor Emeritus Ulrich Teichler, International Centre for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INCHER-Kassel), University of Kassel 

16:20-17:00 

(40 分鐘) 

閉幕式暨頒獎典禮 

臺灣校務研究專業協會  周景揚理事長 

宣佈第四屆理監事當選人、頒發最佳論文獎、最佳海報獎、海報人氣獎 

17:00 散會 

臺灣校務研究專業協會第四屆第一次年會暨國際研討會 

後疫情時代校務研究的演變與因應策略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al Research in the Post-Covid Era 

理
監
事
選
舉
投
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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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交通資訊 

二、高鐵： 

搭乘台灣高鐵於「新竹站」下車後，可轉搭本校【交大- 
竹北校車】( 校車時刻表) 

三、火車： 

搭乘西部幹線至「新竹站」下車後，可轉搭公車 
至本校。 

四、公車： 

搭乘市區二路公車到達交大校區，或搭乘一路公 車
於清華站下車，或可搭乘市區一路公車到達過 溝站
，並沿大學路走至交大校區 (參考新竹市公車時刻
表 ) 

五、搭乘科學園區巡迴巴士： 

搭乘科學園區巡迴巴士( 紅線)，可至交大校區校內
下車( 參考科學園區巡迴巴士 ) 

六、自行開車： 
 
( 一) 中山高速公路南下 

1. 台北→中壢→ 93.5 公里 (95A) 新竹交流道→大
學路 ( 加油站旁) →交大光復校區北大門 
2. 台北→中壢→ 94.6 公里(95B) 科學園區交流道 
→新安路右轉→交大光復校區南大門 

3. 台北→中壢→ 93.5 公里 (95A) 新竹交流道→ 
光復路右轉→清華大學→光復路與學府路交叉口 
( 左轉 ) →學府路口與博愛街交叉口 ( 右轉 ) →交
大博愛校區 

( 二) 中山高速公路北上 

1. 台中→中山高北上 ( 往台北方向 ) → 96.4 公里 

(95A) 新竹交流道→光復路左轉往新竹市區方向→    
經光復路 ( 高速公路橋下 ) → ( 左轉入 ) 大學路 
( 加油站旁 ) →交大光復校區北大門 

2. 台中→中山高北上( 往台北方向) → (95B) 科學
園區交流道 ( 左彎 ) →園區二路 ( 左彎 ) →新安路 

→交大光復校區南大門 

 

 



交大校區-竹北高鐵站 

 

停靠示意圖 
 

交大校區中正堂 竹北高鐵站 

請於圖片指定站點招手上車，謝謝配合！ 由 4 號出口出站後製巴士停靠站 5 號月台 
 

 

 

 

 
 



 
 

交大校區-火車站 

 

 

 

 

 

 

 

 

 

 

 

 

 

 

停靠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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