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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中興大學 107~111 年度校務研究諮詢委員名單】 

107 年度校務研究諮詢委員名單 

開會時間： 107 年 11 月 1 日（星期四）14:00 

姓名 
(依筆畫排序) 

服務機關 單位/職稱 

1 王○進委員 中原大學 教育研究所/教授 

2 王○傑委員 東吳大學 化學系/教授 

3 何○慧委員 臺北市立大學 教育行政與評鑑研究所/教授 

4 林○昌委員 國立清華大學 經濟系/教授 

5 林○慧委員 國立中山大學 師培中心/助理教授 

 

108 年度校務研究諮詢委員名單 

開會時間： 108 年 11 月 22 日（星期五）10:00 

姓名 
(依筆畫排序) 

服務機關 單位/職稱 

1 王○君委員 國立交通大學 電機系/講座教授 

2 何○慧委員 臺北市立大學 教育行政與評鑑研究所/教授 

3 邱○政委員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企管系/教授 

4 陳○華委員 台北醫學大學 大數據科技及管理研究所/副教授 

5 郭○偉委員 國立中山大學 材料與光電科學/教授 

6 蘇○春委員 國立中央大學 資工系/教授 

附件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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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度校務研究諮詢委員名單 

開會時間： 109 年 12 月 17 日（星期四）10:00 

姓名 
(依筆畫排序) 

服務機關 單位/職稱 

1 王○進委員 中原大學 
教育研究所/教授 

校務研究暨策略處/策略長 

2 林○昌委員 國立清華大學 
經濟系/教授 

校務研究中心/主任 

3 洪○聲委員 國立政治大學 
經濟系/教授 

校務研究辦公室/主任 

4 郭○偉委員 國立中山大學 
材料與光電科學/教授 
校務品質保證中心/主任 

5 陳○毅委員 國立中興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教授 

計算機及資訊網路中心/主任 

6 劉○達委員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企業管理系/教授 

副校長兼校務發展中心主任 

7 蘇○春委員 國立中央大學 
資工系/教授 

校務研究辦公室/主任 

 

110 年度校務研究諮詢委員名單 

開會時間： 110 年 12 月 24 日（星期五）14:00 

姓名 
(依筆畫排序) 

服務機關 單位/職稱 

1 何○慧委員 臺北市立大學 教育行政與評鑑研究所/教授 

2 洪○聲委員 國立政治大學 
經濟系/教授 

校務研究辦公室/主任 

3 郭○偉委員 國立中山大學 
材料與光電科學/教授 
校務品質保證中心/主任 

4 陳○毅委員 國立中興大學 
資訊管理學系/教授 

計算機及資訊網路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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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年度校務研究諮詢委員名單 

開會時間： 111 年 12 月 27 日(星期五) 10:00 

姓名 
(依筆畫排序) 

服務機關 單位/職稱 

1 李○宏委員 高雄醫學大學 
公共衛生學系/教授 

校務研究暨企劃辦公室/主任 

2 林○昌委員 國立清華大學 經濟系/教授 

3 郭○偉委員 國立中山大學 材料與光電科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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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參與校務研究座談與研習】 

 會議名稱 會議時間 會議地點 主辦單位 參加人員 

1 
臺灣校務研究專業協會會員大會

暨研討會 109.01.15 國立中山大學 臺灣校務研究專業協會 博士後研究員林○慧 

2 
國立交通大學暨陽明大學聯合校

務研究成果分享會 109.07.22 國立交通大學 
國立交通大學大數據研

究中心/國立陽明大學校

務研究辦公室 

博士後研究員林○慧 

專任助理賴○君 

3 
校務研究啟益點-以數據驅動校務

策略規劃北部巡迴講座 109.11.09 國立中央大學 臺灣校務研究專業協會 
國立中央大學 

博士後研究員林○慧 
專任助理蕭○如 

4 
南區大專校院校務研究推動策略

聯盟成果展暨研討會 109.11.13 國立屏東大學 
國立屏東大學校務研究

發展中心 
IR 南區策略聯盟 

專員陳○夙 

5 校務研究加值與應用成果分享會 109.11.20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校務

發展中心 專任助理薛○婷 

6 校務研究與卓越經營研討會 109.12.03 中國文化大學 中國文化大學英國 P M A 
績效管理學會 專任助理賴○君 

7 
校務研究啟益點：以資料為本

的政策效估 109.12.04 國立中山大學 
臺灣校務研究專業協會 
國立中山大學 博士後研究員林○慧 

8 
迎接 IIR(Intelligent 
Institutional Research)時代之資料

探勘與視覺呈現 
110.01.08 臺北市立大學 臺灣校務研究專業協會 博士後研究員林○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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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世界大學排名填報、分析與研究 110.03.05 臺北市立大學 臺灣校務研究專業協會 博士後研究員林○慧 

10 大學影響力排名-SDG 110.03.19 臺北市立大學 臺灣校務研究專業協會 博士後研究員林○慧 

11 IR 躍升工作坊 110.04.30 台灣評鑑協會 台灣評鑑協會 博士後研究員林○慧 

12 臺灣校務研究專業協會第三屆第

二次國際研討會 
110.05.21 線上 臺灣校務研究專業協會 

博士後研究員林○慧 
專任助理薛○婷 
專任助理蕭○如 

13 
校務大數據視覺化分析工具

(Tableau)工作坊 110.05.26 線上 國立屏東大學 專任助理賴○君 

14 
Tableau 大數據分析校務研究研

習課程 110.07.21 線上 國立聯合大學 
專任助理蕭○如 
專任助理賴○君 

15 資料探勘與應用 
110.08.20 
110.08.27 線上 臺灣校務研究專業協會 博士後研究員林○慧 

16 中長程校務發展規劃之招生策略 110.09.01 線上 臺灣校務研究專業協會 博士後研究員林○慧 

17 校務研究增能研習工作坊 110.09.08 線上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專任助理蕭○如 

18 「大專校院就業職能平臺」

(UCAN)線上研習會 110.09.23 線上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

院 專任助理蕭○如 

19 剖析世界大學排名-From 
beginning to the end 

110.10.08 
110.10.15 
110.10.22 

線上 臺灣校務研究專業協會 博士後研究員林○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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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2021 年校務研究鏈結永續發展及

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交流分享

會 
110.11.05 線上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專任助理薛○婷 

專任助理蕭○如 

21 
2021 南區大專校院校務 研究推

動策略聯盟成果展暨研討會 110.11.19 線上 國立屏東大學 專任助理蕭○如 

22 SDG 與世界大學影響力排名 110.11.25 
110.11.26 線上 臺灣校務研究專業協會 博士後研究員林○慧 

23 
2021 大學永續發展之校務研究

論壇 110.11.26 線上 淡江大學 
專任助理蕭○如 
專任助理薛○婷 

24 
教師校務研究的創新與加值成果

分享會 110.11.30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國立虎尾科技大學 專任助理薛○婷 

25 Tableau 教育訓練課程-初階(上) 110.05.12 國立中興大學 中興大學校務發展中心 

博士後研究員林○慧 
專任助理蕭○如 
專任助理薛○婷 
專任助理賴○君 

26 Tableau 教育訓練課程-伺服器 110.08.27 線上 中興大學校務發展中心 

博士後研究員林○慧 
專任助理蕭○如 
專任助理薛○婷 
專任助理賴○君 

27 Tableau 教育訓練課程-初階(下) 110.09.24 線上 中興大學校務發展中心 

博士後研究員林○慧 
專任助理蕭○如 
專任助理薛○婷 
專任助理賴○君 

28 
臺灣校務研究國際研討會-後疫情時

代校務研究之演變與因應策略 111.02.11 線上 臺灣校務研究專業協會 專任助理蕭○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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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臺灣校務研究專業協會第四屆第一

次會員大會 
111.03.18 市立台北大學 臺灣校務研究專業協會 專任助理蕭○如 

30 
大專校院分析報告之應用線上交流

分享會 111.06.13 線上 教育部高教司 
專任助理蕭○如 
專任助理薛○婷 
專任助理游○綉 

31 

【2022 南部校園巡迴講座】敬邀報

名參加 111 年 7 月 29 日(五)「校務

研究新紀元—深耕實踐與國際接

軌」 

111.07.29 國立中山大學 臺灣校務研究專業協會 助理研究員江○如 

32 
2022 年校務研究專業知能工作坊

【資料分析與策略規劃系列 
課程】系列課程 

111.08.11 線上 臺灣校務研究專業協會 助理研究員江○如 

33 

2022 年校務研究專業知能工作坊

【永續發展與實踐】暨招生議題專

家講座【高中學習歷程與大學選才

—大學招生專業化】 

111.08.18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交大校區 臺灣校務研究專業協會 助理研究員江○如 

34 
2022 年校務研究專業知能工作坊

【永續發展與實踐：踏上校園永續

轉變這條路】 
111.08.25 線上 臺灣校務研究專業協會 助理研究員江○如 

35 
IR 躍升工作坊系列-實踐永續發展目

標(SDGs)，推升大學社會責任 111.08.26 線上 台灣評鑑協會 助理研究員江○如 

36 
2022 北部校園巡迴講座活動【校務

研究新紀元—跨域學習與永續卓

越】 
111.08.30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

交大校區 臺灣校務研究專業協會 助理研究員江○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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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2022 年校務研究專業知能工作坊

【招生管理與休退學：招生專業化

與評量尺規發展】 
111.09.16 線上 臺灣校務研究專業協會 專任助理蕭○如 

38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校務專家座談-校
務研究策略之永續發展與深耕實踐 111.09.20 線上 國立臺中科技大學 助理研究員江○如 

專任助理薛○婷 

39 
大專校院就業職能平台(UCAN)線上

研習會 111.09.22 線上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專任助理薛○婷 

40 
2022 年校務研究專業知能工作坊

【招生管理與休退學：校務研究於

實務招生專業化的應用】 
111.09.23 線上 臺灣校務研究專業協會 助理研究員江○如 

專任助理蕭○如 

41 
招生數據分析及申請入學未來因應

策略 111.10.13 線上 中興大學教務處 專任助理蕭○如 
專任助理薛○婷 

42 111 年校務研究專題講座 111.10.21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專任助理薛○婷 

43 
教師校務研究的創新與加值成果成

享會 111.11.15 虎尾科技大學 虎尾科技大學 專任助理薛○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