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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華大學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 

環境學院 業務報告 

報告人：張院長文彥 110.11.24 

東華大學「環境學院籌備中心」成立於2009年3月，並於當年度8月將東華大學「自然資

源管理研究所」、「環境政策研究所」，及原花蓮教育大學「生態與環境教育研究所」、「地

球科學研究所」與「生物資源與科技研究所」等單位，並納入其他系所中具備相關領域專長

之專業教師，合併成立「環境學院暨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自資系)」。環境學院自資系(本院

系)是國立東華大學校內唯一院、系合一，且整合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教學研究單位。 

本院的自我定位在東臺灣的環境相關研究，由生態、地球科學、自然資源的基本調查研

究為基礎，應用環境工程科技、環境規劃、資源經濟、文化與社會、共同經營管理，除了作

為培養兼具科學與人文素養之自然資源與環境研究與管理人才，並可提供建構台灣永續發展

社會的重要依據。民國99（2010）學年度環境學院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成立，開始招收大學

部學生後，成為大學部、碩士班及博士班完整的一個專業教育體系。研究領域包含：生態、

地球科學、資源經濟、人文與社會科學。民國102(2013)年成立了全英語授課的跨院碩士學位

學程之「人文與環境碩士學位學程」，目前全院有26位專任教師(教授15位、副教授10位、助

理教授1位)。 

一、 組織與課程 

 本院目前有 1 個系(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1 個跨院組織的國際碩士學位學程(人文與環

境碩士學位學程)，以及 5 個院級研究中心(防災研究中心、校園環境中心、環境教育中心、台

灣東部地震研究中心、生態及永續科學跨領域研究中心)： 

 

圖 1 本院系組織架構 

 



環境學院-第 2 頁/共 28 頁 

 

(一)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 

博士班：統合全院資源提供的選修課程，及本校其他相關系所的課程，配合博士班學生論文

及課業指導委員會對學生選修課程的規劃與建議，協助博士班學生獲得有效的訓練

與學習。 

碩士班：為培養自然資源與環境研究與管理的人才，本系碩士班採跨領域科技整合的曲徑，

將研究領域與教學課程依屬性分為四組，並分四組招生： 

1. 生態與保育：培養學生能擔負著自然資源保護及合理利用的學術研究和實務發展之

品質提  昇的責任，並提供學生兼具自然、人文與社經面向的專長訓練。係以生態

學為基礎，培養兼具自然與社會科學訓練與素養的人才。在大學部學程課程中，有

多門生物學及生態學領域的課程，而碩士生、博士生及生態與保育教師的研究工作，

更是直接與生物學及生態學相關。在本院研提的整合性計畫中，將結合教學與研究，

針對東部地區的環境與生物資源進行研究及監測，並據此評估生態系服務的價值，

協助社區建立自然資源管理架構。 

2. 環境教育與生態旅遊：環境教育與生態旅遊其目的在讓學生對環境教育的意識及培

養基本的永續發展實踐能力環境教育與生態旅遊教學研究方向，涵蓋環境教育與解

說、有機廚房與農業、環境教育政策與法規、生態旅遊、兩棲類保育教育、環境學

習中心、地景保育、社區發展、與全球氣候變遷等面向。 

3. 環境政策與城鄉規劃：環境政策與環境管理其目的在激發學生永續發展意識及培養

基本的永續發展實踐能力。課程的安排將引導其理解當代與未來世代的可持續發展

過程中，所必需經營的各項相關課題，主要以聯合國二十一世紀議程所揭櫫之內容

為依歸，這些內容包括：(1)社會和經濟方面；(2)保存和管理資源以促進發展；(3)加

強各主要群組的作用；(4)各種有效實施手段的運用。本學程除了基礎與核心之一般

自然資源與環境課程之外，將以專業課程中之社會科學與文史類學術發展為主，針

對永續發展各項議題賦予社會變遷的意義與責任。 

4. 地球科學：地球科學其目的在於(1)致力於地球與環境科學相關基礎及應用研究，一

方面累積區域性長期調查之基礎資料，另一方面積極與國內外學者合作追求學術卓

越；(2)培育有志於從事地球與環境科學研究或實務工作的專業人才(3)進行東部區域

之環境變遷監測，以及自然資源評估等之長期研究 (4)發展區域地球環境資源研究

項目，做為東部區域規劃的基礎資料(5)規劃成為台灣東部地球與環境科學學術與應

用研究的整合中心(6)推廣地球科學知識與技術，並提供國人相關教育訓練與社會服

務。 

國際組：本院致力於國際化教學，故本院系也開放國際學生(外籍生)申請就讀碩士，院系教師

會依學生選修之課程，提供全英語授課。以利國際學生可多元方向選修課程。 

學士班：課程設計採模組式的學程制，由基礎學程為學生奠立基礎的生態學與環境科學知識，

由核心學程建立自然資源與環境研究上必要的自然與社會科學概念，及統計與地理

資訊的技術，由專業選修學程進一步為學生提供就業或深造進修的準備。本系大學

部之專業選修學程有：生態與保育學程、環境管理與資源教育學程、地球科學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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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院學程(東臺灣生態與文化學程)。學生入學後則可依個別的興趣，選擇指導者師，

在此四個研究群課程中選修需要的課程。 

(二) 人文與環境碩士學位學程： 

 為目前國內唯一整合環境學院、原住民民族學院與人文社會科學學院課程及師資的全英

語授課學程，期待學生成為「改變環境者」。透過「應用生態學及人文領域」、「科學管理」

和「環境政策與治理」三階段課程設計方式，培養學生以尊重及謹慎態度面對退化中的自然、

社會及文化等而衍生的環境議題，並積極推動可持續性的永續發展，與建構強調人文關懷的

社區經營與資源治理模式，達有效的共同管理目標。 

(三) 院級研究中心： 

1. 防災研究中心： 

為整合各類專才以参與防、減、救災研究與實務工作，提升全民防災、避災意識，本院於

民國 100（2011）年 12 月設置防災研究中心。現任中心主任是林祥偉老師。中心主要工

作有：(1)環境及防災科技等相關課題之研究與發展。(2)防救災、避難等科學資訊之蒐羅、

分類、整理、建檔與研究。(3)防救災系統資料庫建置、研擬、開發、維護更新與展示。(4)

防救災相關人才培育、教學與課程設計等。(5)校內外防救災教育推廣業務。(6)舉辦研習

營、研討會、講座，增進相關產、官、學界等之交流與合作。(7)接受防救災相關業務委託，

提供專業諮詢服務。(8)環境及防災科技等相關課題之研究與發展。 

 

圖 2：防災研究中心研究議題與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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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校園環境中心： 

本學院為記錄及保存國立東華大學校園環境檔案，推動建立低碳、綠色的校園環境，於民

國 100（2011）年 12月設立「校園環境中心」。中心下設動物、植物、地景、氣象水文、

綠色校園與環境管理等 6 小組，現任中心主任是楊懿如老師。中心主要工作是：(1)校園

生物、物理、化學、地質、地形、水文、人文環境資料的長期收集、整理、建檔、保存、

及展示。(2)定期或不定期舉辦各項校園活動，以推動低碳、綠色校園。校園環境中心秉持

做中學的精神，透過師生間相互帶領、聯繫、互動與交流，結合服務學習計畫，藉野外調

查、活動、網路平台、環境議題呈現等方式，讓學校成員更瞭解所處環境，進而愛校園，

並關懷鄰近社區環境。 

 

 

圖 3：校園環境中心組織架構 

3. 環境教育中心： 

為整合各類專才参與環境教育相關之研究與實務工作，以達永續發展之公民教育目標，本

院於民國 101（2012）年 4 月設置環境教育中心，並於 104（2015）年通過行政院環境

保護署的環境教育機構認證。現任中心主任是許世璋老師。中心主要工作有：(1)輔導訂定

國內各層級的環境教育計畫、綱領、方案、課程、教材，推展環境教育工作。(2)環境及環

境教育相關資訊蒐羅、分類、整理與建檔。(3)申辦環境教育法規與環境教育機構、場所、

設施、人員、環境講習相關人才之培育。(4)舉辦工作坊、研習營、研討會、講座，增進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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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民間、產、官、學界與國際等之交流與合作。(5)接受各界環境相關學術研究、政策規劃、

課程設計與教學訓練等業務委託，提供專業諮詢服務。(6)協助辦理其他學校與學院臨時交

辦環境教育相關事項。 

 

圖 4：環境教育中心設置目標與工作項目 

4. 台灣東部地震研究中心： 

為整合台灣東部地震研究能量，培養地震科技人才，参與防震減災研究與實務工作，並提

升台灣東部區域觀測、預警、研究及地震防救災教育，本院於民國 101（2012）年 11 月

設置台灣東部地震研究中心。現任中心主任是張文彥老師。中心主要工作有：(1)建置台灣

東部區域地震資料中心，並進行開發、維護更新與展示。(2)配合政府相關單位進行東部區

域地震預警及前兆觀測研究。(3)校內外地震防災之人才培育及教育推廣。(4)地震防災科

技等相關課題之研究與發展。(5)地震前兆觀測實驗園區之規劃與推動。(6)舉辦研習營、

研討會、講座，增進相關產、官、學界等之交流與合作。(7)受地震防救災相關業務委託，

提供專業諮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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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台灣東部地震研究中心主要功能 

5. 生態及永續科學跨領域研究中心： 

為了推動社會生態系統韌性研究，以促進社會生態系統治理，進而解決在全球變遷影響下，

日益嚴重的環境，社會和經濟議題，本院 2020 年獲學校亮點計畫的支持，設置生態及永

續科學跨領域研究中心。現任中心主任是孫義方老師。中心主要工作有：(1)建立一個科學

交流與合作研究的區域中心，以促進生態學和永續科學研究。(2)培養跨領域策略以解決複

雜的社會生態問題。(3)鼓勵研究生教育並向公衆推廣我們的研究成果。 

 

圖 6：生態及永續科學跨領域研究中心工作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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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院系課程： 

本院系大學部之課程設計包含「院基礎學程」、「系核心學程」，及「生態與保育學程」、

「環境管理與環境教育學程」、「地球科學學程」等三個專業選修學程，且另與原住民民

族學院、人文社會科學學院之老師合作設置「東臺灣生態文化學程」的跨院學程，並開授

「環境災害監測與防災」、「生態農業」、「環境教育人員認證」、「生態田野」、「未

來地球生態」及「環境政策」等六個跨領域微學程。碩士班則分為「生態與保育」、「環

境管理與城鄉規劃」、「環境教育與生態旅遊」及「地球科學」等四組，招生分組、教學

不分組，以招收來自不同校系及不同領域的研究生。學生入學後則可依個別的興趣，選擇

指導教授，或在四個研究群課程中選修需要的課程。博士班學生則統合全院資源提供的選

修課程，訓練並著重於養成具獨立進行研究能力，且具跨領域視野的研究專才。 

 

圖 7 本院系課程架構 

二、 學生現況： 

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目前有324位在學生，分別為： 

 大學部：227人(包含原住民生4人、僑生1人、陸港澳生8人) 

 碩士班：59人(包含僑生1人、原住民生3人、外籍學生10人) 

 博士班：38人(包含外籍學生22人) 

 人文與環境碩士學位學程：6人(本地生2人、外籍學生4人) 

三、 109 學年師生榮譽： 

教師 文章內容 

李俊鴻老師 以「Integrating Aspects of Ecosystem Dimensions into Sorghum and 

Wheat Production Areas in Kinmen, Taiwan」為題，發表於 Land Use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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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CI) (5/154=3.2%, Forestry)期刊論文  

Land Use Policy (2020) 99 104965 

https://doi.org/10.1016/j.landusepol.2020.104965 

張文彥老師 以「Earthquake Geology and Tectonophysics around Tibet and Taiwan」為

題，發表專書於 Springer 出版社 

林祥偉老師 獲獎為本院系【108 學年度校級優良導師】 

張世杰老師 以「COSORE: A community database for continuous soil respiration and 

other soil‐atmosphere greenhouse gas flux data」一文，刊登至 Global 

Change Biology 期刊。 

https://doi.org/10.1111/gcb.15353 

李俊鴻老師 獲得國立東華大學環境學院 109 學年度延攬及留住各類頂尖人才獎勵申請獲獎

名單(研究優良一) 

孫義方老師 獲得國立東華大學環境學院 109 學年度延攬及留住各類頂尖人才獎勵申請獲獎

名單(研究優良二) 

顏君毅老師 獲得國立東華大學環境學院 109 學年度延攬及留住各類頂尖人才獎勵申請獲獎

名單(研究優良二) 

李光中老師 獲得國立東華大學環境學院 109 學年度延攬及留住各類頂尖人才獎勵申請獲獎

名單(研究優良二) 

孫義方老師 發表論文，於本校學科領域進入世界排名 1%的文章，WOS (Web of Science)

引用次數榮列前 25 名 

楊懿如老師 於 2021 年林業及自然保育有功表揚大會獲獎。 

李光中老師 升等教授案經 109 學年第 2 學期第 2 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自 110 年 2

月 1 日起生效。 

宋秉明教授 指導大學生榮獲【110 年科技部大專生專題計畫】。 

計畫名稱：國小校訂課程食農教育推動歷程之個案研究 

計畫編號：110-2813-C-259-057-H 

學生姓名：林宛萱 

顧瑜君老師 指導大學生榮獲【110 年科技部大專生專題計畫】。 

計畫名稱：大學生社會實踐自主學習社群歷程與反思之行動研究-以社區型福利

組織之創新方案為例 

計畫編號：110-2813-C-259-058-H 

學生姓名：林育萱 

吳海音老師 榮獲【本校 109 學度校級優良導師】 

楊悠娟老師 榮獲【本校 109 學度校級優良導師】 

 

 

https://doi.org/10.1016/j.landusepol.2020.104965
https://doi.org/10.1111/gcb.15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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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 文章內容 

博士生 TIMOTHY 

BERND 

WALLACE 

SEEKINGS 

以「The proof is in the cricket: engaging with edible 

insects through action research」為題，發表於

Journal of Insects as Food and Feed 期刊論文 

https://doi.org/10.3920/JIFF2019.0027 

博士生 王永杰 以「Conducting an Evaluation Framework for 

Disaster Management under Adaptive Organization 

Change in a School System」為題，發表於

Sustainability (SSCI)期刊論文 

Sustainability 2020, 12(16), 6615 

https://www.mdpi.com/2071-1050/12/16/6615 

碩士班畢業生 賴佳琳 碩士論文(2018) 

「影響環境行動者養成的重要生命經驗：一位花蓮光復地

區木匠的個案研究。」 

榮獲台灣教育大學系統第五屆優良博碩士學位論文教育類

優等獎 

碩士班畢業生 莊惠銓 碩士論文(2019) 

「傍山而行的春風：大學教育學程環境教育課程對師培生

環境公民行動的影響。」 

榮獲台灣教育大學系統第六屆優良博碩士學位論文教育類

優等獎 

博士生 Bharti Arora 以「Mortality and morbidity in wild Taiwanese 

pangolin (Manis pentadactyla pentadactyla)」為題，

發表於 PLOS one (SCIE)期刊論文 

博士生 張朝勝 以「島民情感鍵結─以望安鄉為例」為題，發表於戶外遊

憩研究 (TSSCI)期刊論文 

張朝勝和李光中*，〈島民情感鍵結─以望安鄉為例〉， 

《戶外遊憩研究》， 第 32 卷， 第 3 期， 第 61-100

頁， 2019 年九月 。（TSSCI） 

DOI:10.6130/JORS.201909_32(3).0003 

博士生 Polina 

Karimova 

以「Resilience assessment workshops: an instrument 

for enhancing community-based conservation and 

monitoring of rural landscapes」為題，發表於

Sustainability (SSCI)期刊論文 

Sustainability 2020, 12(1), 408 

https://doi.org/10.3390/su12010408 

博士生 孫維芳 以「Re-calculation of the attenuation functions for 

Local Magnitude from the upgraded Central Weather 

Bureau Seismic network in Taiwa」為題,發表於 Terr., 

https://doi.org/10.3920/JIFF2019.0027
https://www.mdpi.com/2071-1050/12/16/6615
https://doi.org/10.3390/su12010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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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mos. & Ocean(SCI)論文 

doi: 10.3319/TAO.2020.06.16.01. 

碩士班 顏佋伃 以「Participatory planning and monitoring of 

protected landscapes: a case study of an indigenous 

rice paddy cultural landscape in Taiwan」為題，發表

於 Paddy and Water Environment(SCI)期刊論文 

Paddy and Water Environment, Vol.17, No.3, pp.539-

548, July 2019. 

https://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s10333-

019-00750-1 

博士生 吳柏霖 以「Surface deformation of 0206 Hualien earthquake 

revealed by the integrated network of RTK GPS」為

題，發表於 Terr. Atmos. Ocean. (SCI)期刊論文 

Terr. Atmos. Ocean. Sci., Vol.30, No.3, pp.301-310, 

June 2019. doi: 10.3319/TAO.2019.05.27.01 

博士生 潘忠廷 以「Effects of a One-day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Program on Sixth-Graders’ Environmental Literacy 

at a Nature Center in Eastern Taiwan」為題，發表於

Sustainability (SSCI)期刊論文 

Sustainability 2020, 12(12), 5043 

https://doi.org/10.3390/su12125043 

學士班 林冠妤 榮獲 2020 信義房屋全民社造行動計畫，深耕校園類(大

專青年組)楷模獎。 

自然資源管理

研究所學長 

吳勁毅 榮任「花蓮縣政府文化局局長」(布達影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p6sV_riKa0）。 

碩士班畢業生 周宜鞍 以「Integrating multiple perspectives into an 

ecotourism marketing strategy in a Marine National 

Park」為題，發表於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Tourism 

Research,25(9), 948–966.(SSCI)期刊論文。 

DOI: 10.1080/10941665.2020.1805474 

大學部畢業生

同學 

廖豈汶 考取【109 公務人員三等高考暨普通考試】通過，考試類

別普通考試環保技術。 

碩士班在學生 陳怡君 考取【109 公務人員三等高考暨普通考試-測量製圖類】

通過。 

學士班畢業生 方芸 考取【109 公務人員三等高考暨普通考試-測量製圖類】

通過。 

碩士 張智堯 以「綠島珊瑚礁遊憩衝擊減緩評估方案建構及經濟效益探

討」一文，榮獲第六屆日月光環保學術碩論文獎助 

碩士生:張智堯 

https://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s10333-019-00750-1
https://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s10333-019-00750-1
https://doi.org/10.3390/su12125043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p6sV_riKa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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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教授:李俊鴻 

學校：國立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 

論文題目：綠島珊瑚礁遊憩衝擊減緩評估方案建構及經濟

效益探討 

Title: Establishing evaluation framework ofimpact 

reduction program forcoral reef ecosy stem and 

economic benefit in Green Island, Taiwan 

大學部畢業生 方芸 錄取 109 年三等特考-測量與製圖類（榜首），分發竹苗

區。 

學士班 林冠妤 榮獲【110 年科技部大專生專題研究計畫】 

計畫名稱：外籍生在台的跨文化適應：以國立東華大學為

例 

計畫編號：110-2813-C-259-031-H 

指導教授：林潤華 

學士班 李梓葳、郭玟

秀、郭品佑、

張博鈞及宋喬

瑄 

以「臺灣民眾對政府水資源管理策略的重要表現認知探

討」一文，獲得「第十三屆發展研究年會」審查通過，將

於今年 10 月前往台北教育大學發表論文。 

** 李梓葳、郭玟秀、郭品佑、張博鈞、宋喬瑄、陳興

芝、李俊鴻(2021)。臺灣民眾對政府水資源管理策略的重

要表現認知探討, 第十三屆發展研究年會, 台北, October 

30-31, 2021. 

學士班 唐偉傑 以「臺灣北部民眾對能源轉型與課徵碳稅的重要表現認知

分析」一文，獲得「第十三屆發展研究年會」審查通過，

將於今年 10 月前往台北教育大學發表論文。 

唐偉傑、陳興芝、 李俊鴻(2021)。臺灣北部民眾對能源

轉型與課徵碳稅的重要表現認知分析, 第十三屆發展研究

年會, 台北, October 30-31, 2021. 

碩士班 Christina 以「Evaluating Locals' Preferences for Plastic Waste 

Management Adaptation under Community 

Engagement Approach」一文，獲得「10th Congress 

of the Asian Association of 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審查通過，將於今年 8 月發表國

際學術會議論文。  

博士班 陳興芝與

Ferdin 同學 

以「Conducting the evaluation framework of 

Importance and Performance Analysis (IPA) for 

Sustainable Forest Management in a rural area」一

文，獲得「10th Congress of the Asian Association of 

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審查通過，

將於今年 8 月發表國際學術會議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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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班 林碧絹 以「Constructing the adaptability evaluation 

framework for citizens' capacity building from an 

earthquake event」一文，獲得「10th Congress of the 

Asian Association of 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審查通過，將於今年 8 月發表國際學術會

議論文。 

博士生 王永杰 於 109 學年度畢業(指導教授: 林祥偉 老師) 

王永杰. (2020). 風險認知帶動社區適應性轉變的災害管

理策略. 博士論文. 國立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 

論文連結網址: http://etd.ndhu.edu.tw/cgi-

bin/gs32/gsweb.cgi?o=dstdcdr&s=id=%22G081005

4003%22.&searchmode=basic 

博士生 王志惠 於 109 學年度畢業(指導教授: 劉瑩三 老師) 

王志惠. (2020). 颱風事件對臺灣山地地區物理及化學侵

蝕的影響：以萬里溪與馬太鞍溪為例. 博士論文. 國立東

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 

論文連結網址: http://etd.ndhu.edu.tw/cgi-

bin/gs32/gsweb.cgi?o=dstdcdr&s=id=%22G081015

4002%22.&searchmode=basic 

博士生 張朝勝 於 109 學年度畢業(指導教授: 李光中 老師) 

張朝勝. (2020). 島民情感鍵結──以望安鄉為例. 博士論

文. 國立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 

論文連結網址: http://etd.ndhu.edu.tw/cgi-

bin/gs32/gsweb.cgi?o=dstdcdr&s=id=%22G081015

4007%22.&searchmode=basic 

博士生 王瓊芯 於 109 學年度畢業(指導教授: 李俊鴻 老師) 

王瓊芯. (2020). 平地森林園區永續土地利用模式之建構

與應用. 博士論文. 國立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 

論文連結網址: http://etd.ndhu.edu.tw/cgi-

bin/gs32/gsweb.cgi?o=dstdcdr&s=id=%22G081045

4002%22.&searchmode=basic 

博士生 沈嘉玲 於 109 學年度畢業(指導教授: 戴興盛 老師) 

沈嘉玲. (2020). 蘭陽平原農田地景之變遷與治理：社會

生態系統韌性分析. 博士論文. 國立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

環境學系. 

論文連結網址: http://etd.ndhu.edu.tw/cgi-

bin/gs32/gsweb.cgi?o=dstdcdr&s=id=%22G081025

4004%22.&searchmode=basic 

博士生 Bharti Arora 於 109 學年度畢業(指導教授: 吳海音 老師) 

http://etd.ndhu.edu.tw/cgi-bin/gs32/gsweb.cgi?o=dstdcdr&s=id=%22G0810054003%22.&searchmode=basic
http://etd.ndhu.edu.tw/cgi-bin/gs32/gsweb.cgi?o=dstdcdr&s=id=%22G0810054003%22.&searchmode=basic
http://etd.ndhu.edu.tw/cgi-bin/gs32/gsweb.cgi?o=dstdcdr&s=id=%22G0810054003%22.&searchmode=basic
http://etd.ndhu.edu.tw/cgi-bin/gs32/gsweb.cgi?o=dstdcdr&s=id=%22G0810154002%22.&searchmode=basic
http://etd.ndhu.edu.tw/cgi-bin/gs32/gsweb.cgi?o=dstdcdr&s=id=%22G0810154002%22.&searchmode=basic
http://etd.ndhu.edu.tw/cgi-bin/gs32/gsweb.cgi?o=dstdcdr&s=id=%22G0810154002%22.&searchmode=basic
http://etd.ndhu.edu.tw/cgi-bin/gs32/gsweb.cgi?o=dstdcdr&s=id=%22G0810154007%22.&searchmode=basic
http://etd.ndhu.edu.tw/cgi-bin/gs32/gsweb.cgi?o=dstdcdr&s=id=%22G0810154007%22.&searchmode=basic
http://etd.ndhu.edu.tw/cgi-bin/gs32/gsweb.cgi?o=dstdcdr&s=id=%22G0810154007%22.&searchmode=basic
http://etd.ndhu.edu.tw/cgi-bin/gs32/gsweb.cgi?o=dstdcdr&s=id=%22G0810454002%22.&searchmode=basic
http://etd.ndhu.edu.tw/cgi-bin/gs32/gsweb.cgi?o=dstdcdr&s=id=%22G0810454002%22.&searchmode=basic
http://etd.ndhu.edu.tw/cgi-bin/gs32/gsweb.cgi?o=dstdcdr&s=id=%22G0810454002%22.&searchmode=basic
http://etd.ndhu.edu.tw/cgi-bin/gs32/gsweb.cgi?o=dstdcdr&s=id=%22G0810254004%22.&searchmode=basic
http://etd.ndhu.edu.tw/cgi-bin/gs32/gsweb.cgi?o=dstdcdr&s=id=%22G0810254004%22.&searchmode=basic
http://etd.ndhu.edu.tw/cgi-bin/gs32/gsweb.cgi?o=dstdcdr&s=id=%22G0810254004%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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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harti Arora. (2020). Reproductive Physiology of 

Taiwanese Pangolin (Manis pentadactyla 

pentadactyla) . 博士論文. 國立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

境學系. 

論文連結網址: http://etd.ndhu.edu.tw/cgi-

bin/gs32/gsweb.cgi?o=dstdcdr&s=id=%22G081055

4006%22.&searchmode=basic 

四、院系發展與規劃事項： 

1.  106-110 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本院發展主軸為「環境永續—促進東部「森-川-里-海」

之連結與深耕實踐」，台灣東部由中央山脈、花東縱谷、海岸山脈和東海岸等地景元素

所構成，自山地遞降為淺山丘陵、平原和海岸，並自上游往下游而遞增村里聚落和各類

土地利用。其間，由河川系統串接森林生態系和農業生態系而歸流入海，連結自然地區

和鄉村地區。為促進東部環境永續，宜深耕鄉村社區，以「地景尺度」和「多元權益關

係人協同經營」為取徑，探索並強化「森-川-里-海」之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及上下游連結

性，實踐「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願景。以全球思考（think global）、國家適用（adapt 

national）和在地行動（act local）為互相關聯的三個層級，將促進東部「森-川-里-海」

連結性的策略架構，分為相互支援的兩個策略目標和五個工作領域。 

 

 

圖 8：中長期發展計畫架構 

 

http://etd.ndhu.edu.tw/cgi-bin/gs32/gsweb.cgi?o=dstdcdr&s=id=%22G0810554006%22.&searchmode=basic
http://etd.ndhu.edu.tw/cgi-bin/gs32/gsweb.cgi?o=dstdcdr&s=id=%22G0810554006%22.&searchmode=basic
http://etd.ndhu.edu.tw/cgi-bin/gs32/gsweb.cgi?o=dstdcdr&s=id=%22G0810554006%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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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合本院中長程十大「持續發展特色研究」： 

   計畫一、森林生態研究：森林是台灣陸域自然環境主要的生態系，東華大學位於中央山脈

和海岸山脈之間，加上花蓮擁有國內面積最大的平地森林造林區。對於進行森林

生態研究，具有極佳的地理優勢。未來的研究重點包括森林生態系碳吸存的估算、

森林鳥類在不同海拔的適應性演化、植物功能性狀與環境選汰對森林動態變化之

研究、森林植物物候長期監測、兩棲類的調查與分佈預測、水棲昆蟲分類與生活

史研究、植物之分類研究、較大型哺乳動物的族群生態、小型哺乳動物與森林動

態、森林溪流魚類物種與棲地環境關係。 

   計畫二、野生動物保育與經營管理：歷經三十年的環境與社會變遷，台灣與野生動物相關

的議題已由以保護禁獵為"主流"訴求，複雜化到成為保育管理、狩獵需求及動物

權保障多方角力的舞台。在野生動物與人的接觸漸趨頻繁下，瀕危物種保護、外

來種防治、狩獵管理、野生動物與人的衝突管理、對野生動物觀賞遊憩行為的管

理等問題一一浮上檯面。本研究領域以野生動物生態學出發，結合本院環境社會

學、環境經濟學、及本校原住民學院的專長，系統性地探討上述問題，以建構有

效而合理的野生動物資源管理制度。 

   計畫三、環境學習中心經營管理與環境教育方案評估研究：本研究特色的第一主題，是探

索各類型環境學習中心(如自然教育中心、社區型環境學習中心、自然公園、著重

環境教育的生態農場等)的經營管理型態、環境教育方案的發展模式、環境教育

夥伴關係的建構、與環境教育人員的專業職能發展。本研究特色的第二主題則探

討正規(從幼稚園至大學的各級學校)與非正規(如國家公園、林務局、科博館、生

態農場、NGOs)場域的環境教育方案之成效評估，特別著重於環境教育課程方案

對提升學習者環境素養的成效分析。 

   計畫四、地景保育、保護區、里山倡議與生態農業研究：本研究領域以地理學人地互動作

用和結果之「文化地景」理論為依據，社會科學質性研究為方法，著眼「全球思

考、國家適用、在地行動」之連結，以「地景尺度」和「社區參與」為取徑，探

討「在地之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之實踐所需要的概念架構、制度設計、空間規劃

和權益關係人溝通及參與過程。於「全球思考」面向，特別借鏡：UNESCO推動

之世界遺產文化景觀和世界地質公園、IUCN 推動之保護區系統、CBD相輔之里

山倡議及生態農業等核心概念架構和規劃指引；於「國家適用」面向，特別探討

保育相關法規諸如：國家公園法、文化資產保存法、森林法、野生動物保育法、

濕地保育法等制度設計及空間規劃，所能提供「在地之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之實

踐機會和限制；於「在地行動」面向，特別透過權益關係人分析、環境議題分析、

社區或社群參與論壇設計等方法，探索多元權益關係人協同經營的規劃要素、過

程和結果，以及其中特別是大學教師和學生等行動研究者所能揮展的角色和功能。 

   計畫五、鄉村社區食農產業、永續生活與社會創新實踐研究：相對於城市的核心地位，鄉

村過去被視為國土的邊陲，在空間自明性、農業產業、文化、社會等議題上，無

法彰顯存在的特質。然而，近年因為食安事件頻傳及城市生活壓力越趨嚴重之際，

鄉村社區成了城市居民移居、休閒療癒、生產健康安全食物以及開展永續生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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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場域。從上個世紀以降，人類的生活依賴過多不可再生的地球資源，造成資

源的枯竭，溫室效應，以及世代的不公，一種新型態的生活強調照顧地球、照顧

人類、分享多餘的概念已經逐漸萌芽，如何使用最少的地球資源創造最大的人類

福祉，創造高度社會連帶的分享經濟，是未來努力的方向。 

   計畫六、環境品質監測與環境風險評估與管理研究：應用環境監測與環境宿命研究，並結

合環境風險評估模式，模擬因環境污染物對人體健康與生態風險的評估，探討污

染物之生命週期與影響，評估結果可呈現於風險地圖，研擬風險管理、環境政策

與環境管理的策略與措施。近年主要研究重點以環境科學研究為方法，應用於發

展環境政策與管理，進行中主要研究：1.水體底泥的環境宿命研究、環境風險評

估與管理；2.環境品質監測應用於建置環境永續指標系統與社會-生態韌性指數

之研究；3.應用物質循環之概念模式提升永續農業發展之營養鹽循環與發展再生

能源之政策與措施；4. 建置臺灣氮足跡模式與氮治理研究，同時發展與國際合作

氮足跡之應用模式。 

   計畫七、地震及地表作用暨防災研究：地球科學在地質及地球化學、地震及地球物理和自

然地理學領域範疇下，規劃發展特色研究，包括三大重點主軸：1.地震及前兆研

究：東部地震研究中心維運、地震前兆觀測綜合研究、地震地體構造及地球物理

探勘、古海嘯調查、地震危害度分析及地震預警系統應用等相關研究。2.地表作

用研究：GPS 地殼變形及大地測量、地形環境變遷、遙測影像分析、岩礦分析及

其構造演化、地球化學分析方法、地質考古應用等相關研究。3.綜合防災研究：

區域防災調查分析、防災系統資料庫建置、防救災人才培育、教學與課程設計、

GIS 在防災上的應用、環境及防災課題等相關研究。 

   計畫八、東部地區社會生態系統韌性之整合型研究：社會生態系統 (social-ecological 

systems, SES) 韌性 (resilience) 學術理論，主要起源於生態學對複雜系統的研

究，它也來自於人文社會學界對人類社群共有資源自主治理的研究傳統。上述兩

股學術思想匯集為社會生態系統韌性學術思想，可以幫助人類社會釐清「永續發

展」一詞的真正意涵。國立東華大學環境學院研究團隊自從 2012 年起，在東華

大學校內計畫支持，以及所執行的科技部永續發展整合型研究計畫「社會-生態

系統韌性與調適性協同經營：台灣先驅研究」為基礎，探討在花蓮縣大農大富平

地造林區與周邊社區，韌性架構如何引領研究團隊探討永續性議題。這個整合研

究計畫在 2016 年 8 月起將研究範圍擴大至花東縱谷與海岸山脈中區，希望能成

為我國新學術典範與整合性社會生態治理新典範的先驅計畫。 

   計畫九、公民科學與科普傳播實作研究：近代科學、網際網路與生活密不可分，衍生非制

式科學教育的推廣研究。公民科學由科學家協助民眾，通過培訓、教育、宣傳及

調查，讓志工參與科學計畫，大眾察覺環境威脅，協助政府擬定保育政策。本院

102 年起執行科技部整合型計畫，促進社區參與生態系統經營，研發陸域脊椎動

物監測公民科學模式，引起社區環境關懷行動。科普傳播邀請各領域專家對話，

整合新觀念及知能；再發展科普創作；最後推廣及分析學習成效。103 年起執行

科技部仿生科技與環境活動計劃，完成專書、教學模組、實驗及議題影片，並推

廣（全民科學週及科普列車、偏鄉與景點、校外教學到東華）。未來將持續東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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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12 學生及民眾科普傳播，引導成為公民科學家，投入關懷家鄉環境的永續行

動。以下分成公民科學家研究與科普傳播實作研究分開來撰寫。 

   計畫十、長期監測基地建立：本校環境學院教師負責或參與東台灣長期生態或環境監測樣

區的成果相當豐富，包括：宜蘭棲蘭山森林生態研究樣區、宜蘭福山森林生態長

期監測樣區、台灣東部花東縱谷非火山微震觀測、東部地震研究中心、前兆觀測

園區、台德合作立霧溪流域地震及山崩防災監測站、花蓮和平林道地震監測網、

花蓮地殼穩定性監測連續站。不過，前述樣區或樣站的長期監測都是針對特定目

的（森林植群或防災）所規劃設計的，東部仍然缺乏整合性的環境變遷監測樣區。

長期監測的研究基地，所獲得長期環境變遷知識，彙整分析之後可以做為提供政

策擬定之參考依據。也可以做為提供大學部學生實習、研究生論文研究的場域。

長期持續監測生態環境基地，可以持續維持，將有利於培養在地的工作和研發人

才。及發展政策時納入在地行動。 

 

2. 教育部南向計畫：本院自 2011 年成立『自然資源與環境碩士班國際組』及 2014 年成立

『人文與環境碩士學位學程』，研究與教學領域含蓋自然資源與環境治理的師資，以豐富

的教學與研究資源規劃『保護區治理與自然資源經營管理』學分班，提供學生來台隨班附

讀，以協助東協及南亞國家加強訓練政府相關機構對於保護區治理與自然資源經營管理之

人才。以亞洲區域永續發展及自然資源保護的共同遠景，提供本院專長、人才師資與資源。

強化臺灣與尼泊爾、不丹在自然資源永續發展的連結，以訓練政府機構任職人員在自然資

源政策治理的能力提升為目的，加強我國與尼泊爾、不丹的長期合作關係與資源互惠達到

國際合作交流的目標。環境學院外籍學生的招生狀況，近三年來招收學生國籍遍及各國（含

越南、印尼、印度、泰國、馬來西亞、尼泊爾等東南亞國家）。教師長期與東南亞國家的

研究合作關係熱絡，以此既有基礎預期未來將可以開辦『保護區治理與自然資源經營管理』

學分班，內容包含保護區治理、自然資源經營管理、生態旅遊、生物多樣性與野生動物保

育、環境管理與永續發展，本院將提供可持續招生、代為訓練各國政府機構政策、環境治

理人才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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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環境學院 107-109 學年外籍生人數 

 

4. 亮點計畫： 

(一) 長期生態及永續發展跨領域整合研究 

成立國際級永續發展研究中心，提升本校研究水準： 

    本計畫仿效 NCEAS 的運作方式，邀集國際學者參加主題工作坊並發表相關文章，將可

大幅提升東華的學術成就及國際知名度。本計畫預計一年舉辦 4-6 次的工作坊，每次邀

請 8 位國際學者，每次工作坊的時間以五天為原則。工作坊的主題將向國際徵求計畫書，

再由中心學術小組審核決定。環境學院的數位老師長期投身於長期生態研究，不但獲致

很好的研究成果，且已有很高國際知名度。藉由本院老師的人脈，將可邀請到許多國際

知名學者來訪。主題式工作坊將能結合環境學院老師及國際學者的力量，快速在國際知

名期刊發表重要文章。這樣的合作方式一定可以有效及快速的提升東華大學國際知名度，

並在數年內把東華大學建成為國際知名的生態及永續研究中心。 

 提昇本校教育資源潛能、培育未來地球生態和永續發展人才： 

本研究計畫除推動研究平台之外，更強調如何帶領台灣下一代之生態及永續發展研究人

才進入國際主流學術舞台，培養出具備國際宏觀之學者。除了在訓練上著重國際觀之研

究題材及思考模式外，並著重野外實際經驗和與第一線研究工作者之深入接觸。與台大

及清大合開之「未來地球生態學程」及與國際各大學合開之課程即依此理想設計。「未來

地球生態學程」整合跨領域的知識、教育及研究，讓學生有機會接觸更多元的資源，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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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館、動植物園、種源庫、課堂及田野實習，瞭解地球生物的多樣性、物種間的互動、

動植物的照護、保育議題及永續發展的多面向，培養紮實的研究能力基礎。這個學程將

可使學生獲得下列效益：﹙1﹚提升學生之國際視野及培養紮實的研究能力，﹙2﹚於野外

課程中建立年輕工作者間之關係及默契，為其往後在研究上之合作打下基礎，﹙3﹚藉與

各研究站知名研究人員之接觸而能掌握國際生態學術界最新之發展方向。 

國際地位之提昇與國際交流之促進： 

台灣位處熱帶與亞熱帶交界，是瞭解全球生態系沿著緯度梯度產生的生態系組成差異及變

遷的關鍵位置。台灣長期生態研究網絡多年來已累積許多資料，這些資料的品質與解析度均

在國際水準之上，可提供全球生態研究在亞熱帶氣候帶所需之關鍵資料。此外本中心結合自

然科學及社會科學面向，並以永續研究為主題的工作坊，是國際上少數針對跨領域問題成立

的研究中心，極具特色。成立之後必能吸引許多國際學者前來參與合作，將可促進國際交流

並大幅提昇台灣及東華大學的國際知名度。環境學院老師及國際學者合作發表之文章或主

題式工作坊產出之結果更可提高東華大學在全球的能見度及國際地位。 

(二) Pananadengan 人之島永續發展與碳中和 

本跨領域計畫由本校七位老師跨四個學院，邀請在地達悟族顧問參與，整合科技部永續計畫，

建立本校與日本北海道大學與菲律賓馬尼拉大學之國際研究合作網絡，本計畫亮點(如圖 3)

說明如下： 

 本計畫為全國第一個以「島嶼永續發展」為主軸，跨觀光人類學、傳播、生態保育

與環境保護，設定蘭嶼島為研究標的，期盼以地方治理為架構建立台灣第一個永續

島的規劃與實踐方案，針對蘭嶼發展資源永續、永續觀光、生態與環境永續、健康

與福祉之政策和實務提出具體應對策略與規劃行動方案。 

 研究永續發展指標應用於地方治理，並規劃永續發展策略與行動方案，應用於小島

之永續發展實踐方案，建立大學社會責任以協助蘭嶼達到人之島永續發展，並由蘭

嶼零碳行動結合國立東華大學碳中和計畫抵消整體碳排放（Offsetting carbon 

emissions）。 

 針對永續發展目標政策形成過程之可能利害關係人網絡分析，對未來政策推動溝通

能提出具體建議，同時開啟原住民族傳播型態、社會網絡結構之基礎研究工作。 

 以本校作為東部區域教育與研究中心，透過本計畫能整合跨領域研究成果，提供地

方政府永續發展政策規劃與具體操作方式，同時可建立亞洲島嶼研究之合作網絡，

實質承擔大學在地之社會責任，更能促進區域治理，作為永續發展典範。 

 (三) 亮點計畫預期效益 

    國立東華大學環境學院老師具備跨領域特色又皆有極高國際知名度及人脈，環境學院也

積極與許多國家的大學建立合作關係，例如美國的 Smithsonian Tropical Research 

Institute，加拿大蒙特婁大學、日本北海道大學、京都大學、九州大學、泰國的 Kasetsart

大學，印尼的 UNDIP 大學，UNNUS 大學，尼泊爾環境資源部，馬來西亞沙巴大學，馬

來西亞林業試驗所、浙江大學、東北林業大學等。環境學院也於九年前成立全英語碩、

博士班，迄今已有多位來自世界各國的學生畢業，許多且已返回母國任教或就業。這些

國際合作關係及畢業生是環院重要資產，對東華推動永續發展中心將有極大幫助。本中

心仿效美國 NCEAS 的運作模式，將能有效運用有限資源並極大化成果。在推動地方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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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發展層面，預期建置應用於地方治理之永續發展指標，並提出永續發展策略與行動方

案，應用於小島之永續發展實踐方案，以發揮大學社會責任協助蘭嶼達到人之島永續發

展，並由蘭嶼零碳行動結合國立東華大學碳中和計畫抵消整體碳排放（Offsetting 

carbon emissions）。提升東華大學島嶼生態、環境與人文社會研究之量能與聲譽。另

外，本院亮點計畫研究團隊亦獲得科技部「再生能源、生態保育及農業生產：地景尺度

生態模型與社會生態系統整合治理之研究」以及「建置人之島永續發展環境治理網絡」

兩項用續發展學門之整合型計畫。 

 

 

圖 10：研究架構及發展策略 

 

圖 11 計畫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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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業務重點執行成效： 

(一) 109 學年度辦理之專題演講： 

日期 講員 講題 

109/09/22 張世杰 教授 

國立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 

Ecosystem functions of cloud forests 

109/09/29 郭兆揚博士  

中研院生物多樣性中心博士後研究員 

追逐珊瑚：世界最棒的工作 Chasing 

coral: the best job in the world 

109/10/13 楊懿如副教授  

國立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 

台灣兩棲類監測計畫：讓愛蛙人成為公

民科學家 

Taiwan Amphibian Monitoring 

Program: Turning Frog Lovers into 

Citizen Scientists 

109/10/15 劉瑩三教授 

國立東華大學 

以災害故事鑑往知來...等 

 

109/10/20 陳于高特聘研究員  

特聘研究員/中研院環變中心主任 

Global Efforts for Sustainability 

Sciences: Connection and 

Opportunity 

109/10/27 林益仁博士 

台北醫學大學人文暨社會科學院人文創新

主任 

小米方舟：泰雅部落婦女的傳統農業生

態知識實踐 

Millet Ark: The Practices of Indigenous 

Traditional Ecological Agricultural 

Knowledge through Community 

Women 

109/11/03 顧洋執行長 

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 

國際間溫室氣體的管制歷程 

109/11/10 鄭政峯教授 國立中興大學名譽教授 環境友善的植物健康管理 

 

Environmental- friendly management 

for plant health 

109/12/03 郭彥仁 

登山安全系列講者 

跟著獸跡走進無路森林--森林人必備安全

守則 

109/12/08 顏君毅教授  

國立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 

台灣古海嘯-現在與未來 

109/12/15 郭俊翔助理教授 

國立中央大學地球科學學系 

微地動原理、分析技術與實際應用案例

介紹 An introduction for principle, 

analysis techniques, and applications 

of microtremors 

110/03/02 Dr.Tim Byrne,Prof. 

Department of Geosciences,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USA 

Earth Sciences and Society: Preparing 

Students to Build a Better World 

110/03/09 陳耀德博士  資本市場下之氣候變遷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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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大學商學院企業永續發展研究中心諮

詢顧問 

110/03/16 陳郁蕙特聘教授  

國立台灣大學農業經濟學系 

山村綠色經濟與友善生產之展望 

110/03/23 溫國彰副教授  

東海大學生命科學系 

台灣海洋礁區魚類的研究與保育困難 

The obstacle of reef fish conservation 

in Taiwan 

 

110/03/30 陳永和先生 

台南龍崎牛埔里前里長 

自己的家鄉自己救：里長伯反掩埋場的

抗爭事件 

110/04/20 李光中副教授 

國立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 

Landscape Conservation and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Some case 

studies I worked on and learned from 

110/04/27 陳一菁副教授 

國立成功大學生命科學系 

Back to fundamental mechanisms- 

range limits and climate tracking of 

mountain species 

110/05/04 李維森主任秘書 

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Smart Disaster Risk Management–a 

new mission to next-generation 

disaster managers and researchers 

110/05/11 顏銘宏處長 

 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 技術合作

處 

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締約方會議

COP 的經驗 

(二)109 學年度辦理之交流活動與宣傳活動 

1. 辦理 109 學年度生職涯畢業校友經驗分享講座，請畢業校友回系和學弟學妹經驗傳承。 

2. 本院辦理 110 年暑假高中（職）教師研習營，隨著 108 學年度新課綱「核心素養」上路，

高中端依據學校理念發展特色課程，高一新生可依據程度及興趣來選課，並運用彈性自

主學習，並依學習基礎、適性發展、多元探索等三大類別，來培育學生有機會成為多專

長，成為跨領域的專業人才。因此，高中教師肩負基礎科學教育，及輔導學生生涯規劃

之重任，大學端應提供適當進修媒介、管道及雙方互動的嶄新平台，從高中育才及大學

選才雙向交流的角度下，來增進彼此的瞭解程度。為提昇本校的知名度，並逐步讓公眾

瞭解聯合國的永續發展目標與院系特色，本院系於今年 1/25-1/27 起，辦理「高中(職)

教師研習營」，以全國各高中(職)教師為對象，希望藉由 3 天 2 夜的研習活動，高中教

師的專長領域以地理、地球科學、生物、英文及公民與社會的領域居多；參與教師多來

自台北市與新北市，亦有來至其他各縣市的教師。本院系未來每年的寒假期間，持續舉

辦高中(職)教師研習營，其提昇本校與院系在全國「生物資源學群」與「地球環境學群」

的知名度，以利後續招生宣傳、提昇學生質量，及培養環境暨永續發展人才的教育目標。 

（三）本院系教師參與高中招生宣傳活動 

老師姓名 高中名 時間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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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俊鴻 國立桃園高中 109 年 12 月 1 日 名師出馬 

李俊鴻 台北內湖高中 109 年 12 月 21 日 名師出馬 

張文彥等 12 位

教師 
- 110 年 1 月 25 日–27 日 

全國高中職教師研

習營 

楊悠娟老師 台北科技大學 110 年 3 月 28 日 繁星講座 

六、未來展望： 

如前所述，本院系在「目標、核心專業能力與課程」、「教師、教學與支持系統的建構」

及「研究、服務與支持系統」已具備良好的基礎與表現。而在近三年的「學術表現」的人均

期刊數發表、人均計畫件數與人均計畫經費上(圖 12)，系院教師皆展現出相當優異的研究能

量；其次，在學生輔導投入資源上，在 RA 發放總人數與總金額、TA 發放總人數與總金額，

及導生活動經費的挹注，院系亦投入相當龐大的資源；第三，在系院的各項經費上，無論在

校級經常門、計畫管理費回流款、國際化發展專帳、競爭型員額專帳，及教育部教學與研究

計畫等，本院系亦有相當充足的經費可供未來的發展與規劃；第四，本院系在各學制的學生

人數大致上已趨於穩定，尤其在大學部與博士生的招生上。外籍研究生佔整體研究生的比例

已達到 34%。 

 

圖 12 系院主要統計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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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系教師在研究、教學及服務與輔導上的表現皆有目共睹(圖 13)。在研究的表現上，

除了幾位教師獲得科技部的「延攬及留任國內外各類頂尖人獎勵」外，蔡金河老師獲得科技

部獎助與德國研究基金會進行跨國的研究合作，孫義方老師榮獲 ESI 世界排名 1%的論文高

度引用教授，更有張文彥、顧瑜君及顏君毅老師榮獲本校的特聘教授。在教學優良教師的表

現上，除了數位老師獲得院級教學優良的肯定外，楊懿如老師分別與兩個學年度獲得本校的

校級教學優良教師，而許世璋老師更獲得本校終身教學傑出獎的殊榮。在學生輔導的績效上，

更有李俊鴻、梁明煌、楊悠娟、黃國靖、楊懿如及林祥偉老師獲得本校優良導師典範的榮譽。 

 

圖 13 院系教師榮譽 

院系教師除了在前述研究、教學及服務輔導具有良好的績效外，在各項社會服務與推廣

上，從與科技部、內政部、教育部、經濟部、農委會及縣市政府的合作上，更有從知識

(Knowledge)到行動(Action)的表現(圖 14)。舉凡顧瑜君老師在花蓮縣壽豐鄉所主持的五味

屋，楊懿如老師所主持的全國性的公民科學家與志工培訓團隊，許世璋老師在池南國家森林

遊樂區所主持的自然教育中心，蔡建福老師在花蓮市所主持的花蓮好市集、李光中老師所經

營的自然保護區經營管理團隊，宋秉明老師曾主持的校園綠色廚房等。而在跨領域的整合計

畫而言，亦有戴興盛老師所主持的社會生態系統治理與協同經營團隊，及孫義方老師所主持

的生態與永續科學跨領域研究中心。因此，本院系在社會服務與推廣在東部已展現出特色，

並具有實際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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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環境學院與各單位進行社會服務及推廣 

在經濟成長、社會發展及環境永續並重的發展目標下，全球各大學皆戮力針對聯合國的

永續發展目標，投入各項研發與社會服務能量。國立東華大學在 2020 的 THE世界排名介於

201 至 300 間，在我國的排名則高居第五位(圖 15)。本院系所直接發展的在地關懷、環境永

續及服務學習等面向，在校核心發展目標已達半數，每學年貢獻校核心課程達到 51 學分；而

在消除飢餓、海洋生態與陸域生態的表現上，相對上亦有亮眼的績效。此即顯示出，本院系

除了有良好的研發能量外，對於邁向東臺灣永續發展將扮演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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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國立東華大學影響力排名及聯合國永續發展指標 

 (一) 院系發展、經營及改善策略 

1. 鼓勵形成研究團隊，發揮跨領域特色 

本院系目前有五個研究中心，且生態與永續科學跨領域研究中心在校方為期三年的

亮點計畫支持下，目前已從「再生能源、農業生產及生態保育:社會生態系統韌性模型與

治理之研究規劃」為題，獲得 109 年度科技部計畫的獎助，以及三年期的「臺灣永續轉

型實踐網絡研究計畫」。未來將會在此基礎上，持續鼓勵院系教師投入跨領域的研究發

展工作。 

2. 因應外籍生狀況，定期滾動式調整課程規劃與開設情況 

    在配合校方國際化與招生的政策目標下，本院系目前的外籍研究生已佔整體研究生

的三成。因此，在配合教務處的全英授課獎勵機制與 TA 配套措施下，持續鼓勵教師合

授與開授相關課程，每學期至少可開出五門全英語授課的課程，以滿足國際班培養外籍

生的各項課程所需。 

3. 環境學院與海洋科學學院整併 

    為了能擴大院系的研發能量及開展東部海洋領域的研究特色，本院系若能整併成功，

除了能有效擴大環境與海洋資源領域的研究群外，亦有助於解決院系教師員額需求的問

題。本院與海洋科學學院合併案於 109-2 學期校務會議通過，並預計於 111 年 4 月底

前提報教育部，申請於 111 學年度整併並更名為「環境暨海洋學院」。未來在本學年

度將持續辦理兩院整併事宜。此外，為提供本院學士班更多海洋資源相關科學知識以及

增加與海洋科學學院教師間交流，未來將規劃學士班海洋環境為學程。 

4. 配合政府政策加強國際化招生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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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國家的新南向政策與本校國際化的發展目標下，本院系持續挹注與爭取資源，鼓

勵教師共同前往不丹、尼泊爾、印尼、印度與泰國等地，與當地的大學與相關學術單位

進行交流。109 學年開始，國際研究生佔整體研究生的比例超過 34%，顯示出院系在國

際化以產生不錯的成效，未來將會持續深化國際化的招生目標。 

(二) 教師與教學支持系統改善策略 

1. 編列戶外教學經費，供相關課程進行戶外教學之用 

2. 彙整本校與他校實習辦法，於109-1透過系院課程暨學程會議與戲院務會議開會討論，

制訂本系學士班實習要點，並以學生實習狀況，與校外合作單位(如林業試驗所、海洋

生物博物館、蝌蚪池塘自然文創有限公司等)洽簽課程合作意向書。 

3. 編列院級教學優良與優良導師獎勵金，以鼓勵院系老師們的付出並持續檢討教師獎勵

與評鑑機制，藉此激勵教師持續發表學術論文 

4. 持續透過延攬及留任國內外各類頂尖人獎勵辦法，鼓勵院系教師展現研發能量 

5. 將提出特色發展與教師員額人數的檢討規劃 

 

圖 16 大學招生宣傳與策略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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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108-1 學年學生課程說明與意見交流 

 

圖 18 108-2 學年大學部學生意見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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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學院畢業生就業資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