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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東華大學 107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1次校務會議 

花師教育學院 院務報告 

報告人：范院長熾文 107.11.28 

 
 

花師教育學院為促進國際交流，積極辦理兩岸學術論壇及海外參訪，鼓勵大專學生提

送研究計畫，強化學生學習與教師教學，作為學院學術努力的方向。未來構想擬朝以

下重點努力，學院之發展勢必結合行政作為與學術研究之力量，以期達成預定目標： 
一、落實全人教育，培育國際視野與人文素養。 
二、營造研究氣氛，拓展師生學術研究能力。 
三、加強學生學習品質，強化就業輔導。 
四、推展各班次招生，落實雙聯學位與交流合作。 
 
學系現有師生人數概況表 

 

103~107 年教師申請科技部研究計畫統計表： 

   年度 
系所別 

總件數 總金額 總件數 總金額 總件數 總金額 總件數 總金額 總件數 總金額

107 年度 106 年度 105 年度 104 年度 103 年度 
教育系 12 9,405,000 10 12,524,000 11 16,056,000 10 7,290,000 11 7,008,000

教行系 1 539,000 4 1,471,180 14 3,113,000 911 1,599,000 9 4,220,000

幼教系 3 1,496,000 1 521,000 2 1,760,000 1 446,000 1 1,412,000

特教系 0 0 0 0 1 687,000 2 1,156,500 1 $750,000 

體育系 2 2,222,000 1 763,000 2 1,472,000 2 1,067,000 2 982,000 

合計 18 13,662,000 16 15,279,180 30 23,088,000 926 11,558,500 24 14,37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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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 

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 188 85 66 102 26 467 12 9 1 1 0 23 11 

教育行政與管理學系 180 25 67 0 0 272 6 3 0 0 0 9 8 

幼兒教育學系 175 20 22 0 0 217 2 7 0 0 1 10 0 

特殊教育學系 184 30 0 0 1 215 4 3 3 0 0 10 0 

體育與運動科學系 173 17 48 9 13 260 2 7 0 0 0 9 2 

   合 計   900 177 203 111 40 1431 26 29 4 1 1 61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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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師教育學院各學系 104~107 年度教師研究發表統計表： 

項

目 

SSCI/SCI TSSCI EI 
其他有審查制度

期刊 
專書(含譯著) 專章(含翻譯) 

每人論文 

平均數 

107 106 105 104 107 106 105 104 107 106 105 104 107 106 105 104 107 106 105 104 107 106 105 104 107 106 105 104

教

育

系 
1 6 4 5 1 1 6 2 0 0 0 0 7 15 14 9 1 0 2 1 4 5 7 3 0.6 1.1 1.4 0.83

教

行

系 
0 1 1 2 1 2 6 4 0 0 0 0 2 2 11 13 0 0 2 0 0 1 0 3 0.3 0.6 2 2.2

幼

教

系 
1 2 3 4 0 0 0 1 0 0 0 0 3 7 8 3 0 0 1 0 0 0 0 0 0.4 0.9 1.2 0.8

特

教

系 

2 1 1 0 0 0 0 0 0 0 0 0 0 2 2 4 0 0 0 0 0 0 0 4 0.2 0.3 0.3 0.8

體

育

系 
1 4 12 0 0 0 1 0 0 0 0 0 0 6 11 0 0 0 2 0 0 0 5 0 0.1 1.1 3.4 0

合

計 
5 9 21 11 2 2 13 7 0 0 0 0 12 18 46 29 1 0 7 1 4 5 12 10 1.6 2.6 8.3 4.63

 

104~107 年大專學生申請科技部研究計畫統計表： 

   年度 
系所別 

總件數 總金額 總件數 總金額 總件數 總金額 總件數 總金額 

107 年度 106 年度 105 年度 104 年度 

教育系 5 240,000 4 192,000 1 48,000 2 96,000 

教行系 8 384,000 7 336,000 8 384,000 5 240,000 

幼教系 1 48,000 0 0 2 96,000 3 144,000 

特教系 1 48,000 5 240,000 3 144,000 0 0 

體育系 0 0 0 0 1 48,000 1 48,000 

合計 15 720,000 16 768,000 15 720,000 11 52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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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 
 一、促進國際交流 

1. 107 年 3 月 14 日(三)泰國農業大學至花師教育學院進行學術交流。 

2. 107 年 3 月 22 日(四)泰國博仁大學至花師教育學院進行學術交流。 

3. 107 年 6 月 7 日(四)鹽城師範學院至花師教育學院進行學術交流。 

4. 107 年 6 月 24 日(日)花師教育學院參與廣州大學與屏東大學舉辦之第八屆兩岸教育政策學術 

研討會並進行學術發表交流。 

5. 107 年 9 月 07 日(五)砂拉越留台同學會古晉分會至花師教育學院參訪。 

6. 107 年 11 月 26 日(一)馬來西亞沙巴九所獨中校長及人員蒞臨花師教育學院參訪。 

 二、提升本院學生教育知能素養 

    1.107 年 09 月 26 日(六)舉辦花師教育學院教師知能檢定會考。 

    2.107 年 10 月 13 日(六)舉辦「走上學術研究之路：過去現在與未來-花師教育學院教授研究歷 

程分享」圓滿結束。 

    3.教育行政與管理學系 107 年 10 月 27(六)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 

    4.特殊教育學系預計於107年 12月 28日(日)舉辦系慶暨AAC國際學術研討會及海峽兩岸特教育 

研討會。 

5.國家防災日地震避難掩護演練實施計畫，演練圓滿落幕，逃生人數總計 296 人，已向校方回報。  

6.預計舉行 107 年度第 1學期書卷獎及教育知能會考辦獎典禮。 

 三、花師校友相關活動 

    1.107 年 10 月 19 日(五)舉辦「花師教育學院院慶論壇」圓滿落幕。  

 四、爭取跨領域計畫 

1.高教深耕計畫，本院主要參加：分項一、實踐創新教學<1.1 翻轉教學~教師創新教學專業實踐

> 、分項九、強化在地連結<9.4 落實偏鄉學童多元智慧教育、以及智慧教育專業學院。 

2. 感謝各系執行特色大學、教學卓越創新(智慧教育學程)、花師教育學院多元智慧教育專案補

助計畫等。 

3.學校通過國立東華大學附設花蓮私立實驗幼兒園組織章程，歸屬花師教育學院管轄並依第五條

規定成立指導委員會，並由幼教系主任擔任當然委員。 

4.本院聘請古智雄教授擔任「科學教育中心」主任；聘請吳新傑教授擔任「原住民族教育中心」

主任。 

5.有關教師研究績效獎勵申請乙案，本次申請表將透過人才資料庫產生。本次研究獎勵應以前一

學年度（106 學年度 106/8/1-107/7/31）內出版之研究成果為限。107 學年度已獲「國立東華大

學延攬及留任國內外各類頂尖人才學術獎勵金給與辦法」獎勵者，不得申請研究績效獎勵金。 

 五、偏鄉弱勢課業輔導計畫 

    1.執行 2018 年偏鄉教育學校專聘教師方案實施計畫。 

  2.執行 107 年度行天宮文教發展促進基金會偏鄉弱勢學生關懷輔導服務計畫。 

  3.撰寫並申請 108 年度行天宮文教發展促進基金會偏鄉弱勢學生關懷輔導服務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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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系所與中心工作報告 

 

單位：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 
一、本系教師執行科技部研究計畫，107 學年度共有 8件通過核定。 

二、系所招生 

（一）辦理碩博班甄試招生、招生考試、及大學「個人申請入學招生」。 

（二）協辦國際生申請入學審查作業。 

（三）辦理五年連續修讀學、碩士學位申請及審查作業，鼓勵大學部優秀學生提前修讀碩士班課

程。 

三、為提高教檢通過率，辦理教檢考試讀書會及教檢模擬考試。 

四、辦理學術研討會 

（一）107 年 11 月 29 至 12 月 2 日舉辦「2018 第 34 屆科學教育國際研討會」。 

（二）108 年 3 月 29-30 日舉辦「第六屆教育美學學術研討會」。 

五、辦理「校友回饋講座」、「職涯規劃經驗講座」、「教育講座」、「科學傳播與科學學習」、「國際生英

文講座」等系列演講。 

六、執行「107 年度行天宮關懷輔導偏鄉弱勢學生計畫-第三屆東華教育營」，由本系師資生前往花蓮

縣舞鶴國小及三民國小舉辦營隊活動，以「反毒反霸凌」、「思考創造」、「貼近生活」作為主軸。

透過此次營隊將平日所學理論實際應用，熟悉並探討理論與教學現場的差別；期望繼續為花蓮偏

鄉小學學生提供特殊的學習經驗與拓展不一樣的視野。 

 

單位：教育行政與管理學系 
一、本系教師執行國科會研究計畫： 

1.范熾文教授通過國科會專題計畫「偏遠地區國民中小學教師績效責任領導、教師專業學習社群與

學生學業樂觀關係之研究」核定補助。 

2.吳新傑副教授通過國科會專題計畫「國民小學校長負責領導之個案研究」核定補助。 

二、辦理海外參訪與學術交流，建立姊妹系所。 

三、舉辦學術研討會，邀請國內外學術及實務專家共同參與，增進教師拓展視野疆域。 

四、運用教育部卓越師資培育計畫的獎學金、推甄、繁星計畫，強化行銷，對高中學校宣傳，以吸引

優秀學生前來就讀。 

五、持續辦理辦理生涯規劃與輔導，鼓勵學生朝公職、教師、文教事業等發展，增加多元就業競爭力。 

六、執行行天宮文教發展促進基金會補助「偏鄉弱勢學生關懷輔導服務計畫」，提供本系師資生能有

機會於寒暑假期間至花蓮縣南華、壽豐和吉安國民小學進行弱勢學童輔導教學活動。本活動除了

培養師資生實地教學經驗外，也讓國小學童能接觸不同於學校常規安排的課程。學童能學習在遊

戲中活用英語及養成優良生活習慣；師資生則能發揮師資培育課程所學進行教學設計、活動帶領

和班級經營等。 

七、配合執行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於 107 年 9 月 7 日和 21 日分別於南華國小和太巴塱國小完成

綜合彈性課程活動及簽定夥伴學校。 

 

單位：幼兒教育學系 
一、辦理學生 106 年度教師資格檢定基礎學科會考暨幼兒園師資檢定模擬考試，提升本系學生教師檢

定資格考試通過率。 

二、辦理 106 學年度學、碩班之招生活動，如學士班個人申請活動、繁星推薦、考試分發活動、碩士

班甄試及考試活動。 

三、協辦國際生申請入學審查作業。 

四、辦理 106 學年度師資生專業輔導發展：教甄講座、專業知能檢測、讀書會、校友分享等。 

五、推動本系師生於期刊發表研究成果，以鼓勵教師發表論文。 

六、辦理教師專業社群，進行學術、教學分享活動，提升研究能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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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舉辦本系 107 級畢業生畢業成果展。 

八、辦理 106 學年度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論文（學位、計畫）口試。 

九、舉辦 106 學年度專題演講活動，增進全體師生拓展視野疆域。 

十、106 學年度鼓勵老師研究發表及爭取國科會研究計劃及學士班學生參加科技部「大專學生研究計

畫」。 

十一、辦理 106 學年度全系校外教學活動。 

十二、辦理五年連續修讀學、碩士學位申請及審查作業，鼓勵大學部優秀學生提前修讀碩士班課程。 

十三、實施服務學習：為養成本系學生負責、自律、勤勞、服務、守時之美德，培養團隊互助合作精

神並兼顧良好生活環境之維護。 
 

單位：特殊教育學系 

一、辦理學、碩、博士班招生相關事宜，如：學士班個人申請入學招生、繁星推薦、考試分發等；碩、

博士班甄試招生及考試等。 
二、協辦國際生申請入學審查相關作業。 
三、辦理五年連續修讀學、碩士學位申請及審查作業，鼓勵學士班優秀學生提前修讀碩士班課程。 
四、辦理碩士班論文（計畫、學位）口試、博士班資格考試。 
五、舉辦師資生專業知能發展相關活動，如：專業知能檢測、校友經驗分享等。 
六、組織教師專業社群，舉辦學術、教學分享各類活動，以提昇學生專業及多元化之能力。 
七、辦理「專題演講」、「課程專業實務」等系列講座，增進全體師生拓展視野。 
八、為提高教檢通過率，辦理讀書會及教檢模擬考。 
九、舉辦 107 級畢業生畢業成果展。 
十、執行 107 年度國立彰化師範大學委託辦理「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資優學生-國小組東區」夏

令營活動。 
十一、為推動融合專業發展學校理念，兼重融合教育理論與教育實踐，與宜蘭縣蘇澳鎮蘇澳國民小學

及宜蘭縣礁溪鄉玉田國民小學簽署「落實中小學多元智慧教育（融合教育）」合約。 
十二、加強與大陸特教相關學校及機構研究與交流。 
 
單位：體育與運動科學系 
一、系所招生 

（一）辦理 107 學年度各項招生考試，如碩甄、碩考、學士班個人申請活動、繁星推薦、考試分

發。 

（二）107.6.25-107.6.30 赴馬來西亞居鑾中華中學、蔴坡培華獨立中學與新山寬柔中學進行專

題演講與招生宣傳。 

（三）尚憶薇主任及王令儀教授於 107.11.02(五)-107.11.07(三)帶領本系 10 位學士班學生赴

東馬沙巴山打根育源獨立中學辦理運動營。 

二、畢業系友或系友會 

（一）協助聯絡應屆畢業校友，填寫畢業生流向問卷，回收比率如下 

106 學年度畢業滿 1 年-畢業生系所流向回收比率差異表 

科系 
級別 學生數總數 拒答筆數

尚未 
追蹤筆數

預期 
追蹤比率

已追蹤比率
不含拒答 

追蹤比率 

體育與運動

科學系 

學士 37 18 50% 51.35% 100% 

碩士(碩專) 18 9 50% 50.00% 100% 

總計 55 27 50% 50.9% 100% 

（二）辦理校友回饋講座如下： 

時間 校友姓名 演講主題 

107.9.19 吳陳柏 我的龍舟金牌奮鬥人生 



 

教育學院-第 6頁/共 26 頁 

107.10.3 
王晴一 海巡署人力招募國家未來棟樑主人翁就是你 

107.10.21 侯彥廷 十二年國教核心素養健康與體育翻轉教學 

 

三、辦理 107 學年度體育系增能課程 

1. 體育系教檢國文增能班預計於 11/4、11/11、11/18、11/25、12/2 辦理。 

2. 體育系教檢數學增能班預計於 10/27、11/3、11/10、11/17 辦理。 

3. 體育系水域證照增能 

4. 體育術科自主學習 

5. 10 人取得 CPR+AED 證照 

6. 體育系運動防護員貼紮 15 人 

四、本系王令儀教授通過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彈性阻力式預先活動對跳躍運動的立即性影響之探究

與應用」核定補助。 

五、本系邱建章副教授通過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場邊的無名英雌：籃球校隊女性經理的角色認知與

性別操演」核定補助。 

六、持續配合推動本系師生於期刊(SCI、TSSCI)發表研究成果，以鼓勵教師發表論文。 

七、執行系所評鑑追蹤管考。 

 

單位：科學教育中心 
 一、執行科技部計畫「東台灣 K-9 學生科學學習提升計畫：從認知,動機到探究(科學教育培龍計

畫)」。 

 二、執行科技部計畫「從社會認知觀點探討學生大眾對氣象傳播中空氣污染訊息的理解」。 

 三、執行科技部計畫「以科學漫畫促進學生大眾對氣象訊息的理解」。 

 四、承辦教育部計畫「107 學年度地方教育輔導工作計畫-十二年國教自然領域教師實習輔導之能專

業發展研習」。 

 五、執行教育部計畫-「國小偏鄉教師實踐在地課程之─以『物質與能量』和『交互作用』跨科概念

為例」。 

 六、承辦師培聯盟教師專業成長活動：「12 年國教探究式建模課程與評量設計」工作坊、「3D 列印創

新自造與自然科學習—基礎班、進階班」工作坊。 

 七、協辦科教館「107 學年度愛迪生到校紮根計畫」，邀請偏鄉地區或經濟弱勢之學童參加活動。 

 八、協辦科技部計畫-「科普活動：南花蓮 2018 全民科學週─金針花下科普教學宅急便」。 

 九、協辦國立屏東大學計畫-「2017 金科獎~國小科普影片競賽暨影展」國小教師分區研習。 

 十、協辦國立屏東大學計畫-「科學小創客師資培育工作坊(花蓮場)」。 

十一、設置太空中心模擬空間給師生體驗。 

十二、接受教育部補助，整合校內科學教育資源、推廣科學教育和舉辦中小學科教老師專業研習活動。 

十三、辦理「2018 東華大學青少年科學營」。 

十四、辦理「107 學年度地方教育輔導工作計畫-十二年國教自然領域教師實習輔導之能專業發展」

教師研習活動。 

十五、辦理「南花蓮 2018 全民科學週─金針花下科普教學宅急便」科普活動。 

十六、辦理「12 年國教探究式建模課程與評量設計」工作坊。 

十七、辦理「3D 列印創新自造與自然科學習—基礎班、進階班」工作坊。 

十八、辦理「2017 金科獎~國小科普影片競賽暨影展」國小教師分區研習活動。 

十九、辦理「科學小創客師資培育工作坊(花蓮場)」。 

二十、舉辦科學教育工作坊及演講。 

二十一、參與國際性科學教育組織之調查研究計畫與學術交流。 

二十二、其它科學教育相關之研究與推廣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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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原住民族教育中心 
一、原住民族委員會「107 年度部落學童遠距伴讀」計畫。 

二、以部落學童課業學習為服務核心，招募大學生以遠距伴讀模式，擔任原鄉地區部落兒童課後學習

之智慧導師，協助提供資訊應用及課業輔導諮詢。 

三、大學友人才招募與培訓。 

四、小學友招生與駐點輔導老師服務。 

五、辦理大小學友傑出表現選拔。 

六、辦理大小學友獎勵表揚。 

七、辦理大小學友見面會與計畫成果發表。 

 
單位：特殊教育中心 
一、執行教育部行政協助「107 年度花蓮鑑輔分區推動特殊教育工作計畫」及「107 年度教育部補助

國立東華大學特殊教育中心特教輔導工作計畫」，並已辦理 10 場次大專與高中職以下特殊教育知

能研習。 
二、花蓮縣政府委託辦理「107 年度提升身心障礙者勞動力之推廣計畫」，目前進行身心障礙者就業

訪談，並訂於 11 月舉辦「身心障礙者成功就業分享宣導會」，邀請 5 位身心障礙者出席分享其就

業歷程。 
三、中心刊物《東華特教》第 59 期已出刊；第 60 期，目前正積極徵稿中，預計 12 月底出刊。 
四、中心刊物《東臺灣特殊教育學報》第 20 期，預計 10 月 22 日截稿，後再進行審查作業。 
五、107 年 9 月 29 日已辦理特殊教育知能研習「語言治療在特殊教育的實踐」，邀請王道偉語言治療

師擔任講座。 
六、107 年 10 月 20 日辦理特殊教育知能研習「適應體育知能研習」，邀請陳勇安主任擔任講座。 
 
單位：多元文化教育中心 
一、 目前執行 107 學年度科技部計畫「部落裡的希望教育學：重返庶民自身歷史與教育的社區行動」

(107B217) 

二、 目前執行教育部 107 學年度精進師資素質及特色發展計畫 1-2「創新課程、社會探究」

(107C1122-3) 

三、 107 年 1 月編輯出版『來去吉野村─日治時期島內移民探險記事』。台北：耶魯國際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 

單位：偏鄉閱讀與行動中心 
一、目前執行偏鄉多元文本主題圖書研發及巡迴主題書展 107 年度延續計畫(107C1008) 

二、目前執行 107-108 年度國中小圖書館閱讀推動教師輔導與教育訓練計畫(107K105) 

三、目前執行 107 學年度地方教育輔導工作計畫-多元文化語文創新教學：字感教學教師工作坊暨推

廣輔導計畫 (107C1119.5) 

 
單位：數位學伴中心 
一、每年皆有計畫，近三年教育部數位學伴計畫為：105C106(105 年教育部數位學伴夥伴大學實施計

畫)、106C102(106 年數位學伴計畫夥件大學實施計畫)、107C1105(107 年數位學伴計畫夥件大學

實施計畫)。 

二、本計畫以花師教育學院的資源與人力為基礎，連結了教育政策、特殊教育、教育科技、與數位教

材背景的學者專家，已連續八期承接數位學伴業務，多年來以不同專業角度關注東部教育，帶領

教學團隊累積了相當的實務經驗，當能實際嘉惠東部偏鄉地區學生，進一步建構出探究東部學習

文化特色與教育水準提升之知識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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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教育發展與研究中心 
一、本中心因剛揭牌成立僅一年，現正積極整合、爭取院內外各項資源與計畫，期以自行籌措經費維 

繫中心運作暨業務推展。 

二、首要負責國立東華大學花師教育學院學術期刊「教育與多元文化研究」之出版運作，包括期刊徵 

稿、審稿等相關行政作業，透過確保學術期刊的品質，擴大學院學術影響力，提升學院學術地位， 

並準時於每年 11 月及 5月各出刊乙次。第 17 期順利付梓，並於 2018 年 5 月如期出刊。 

三、本中心於試營運期間，即先行嘗試與院辦合作，協助院辦舉辦 106 學年的「2017 東華大學暨花 

蓮地區國高中案例分析競賽」，圓滿達成任務。 

四、現正執行科技部計畫: 托育及教育補助政策對教育公平的影響與社會分類效應。 

五、現正執行科技部計畫: 臺灣地區非營利幼兒園的政策成效評估與侷限性。 

六、現正執行科技部計畫: 發展原住民文化之幼兒數概念讀本與閱讀教學活動研究。 

 

貳、107 學年度預訂推動發展重點(如學術研討會、招生策略…) 

 

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 
一、學術研討會 

（一）「2018 第 34 屆科學教育國際研討會」 

預定於 107 年 11 月 29 至 12 月 2 日辦理，本研討會以國際會議的規格辦理，辦理方式分

成以下幾種形式：專題演講、論文口頭發表、互動式壁報發表、實作工作坊、大會座談等，

並依主題領域分場地進行研討。 

（二）「第六屆教育美學學術研討會」 

預定於 108 年 3 月 29 至 30 日辦理，其實施方式分為「學術研討、實務論壇、教學工作坊」。 

二、持續推動本校優秀學生留校就讀本系碩士班、博士班，並與未完成學業同學聯絡，鼓勵其報考，

繼續完成學業，取得學位證書。 

三、為提高教檢通過率，本系延續上年度計畫，繼續成立教檢考試讀書會，督促參與同學主動學習；

預定於 107 年 12 月 9 日（暫定）辦理教檢模擬考試。 

四、舉辦本系 108 級畢業生畢業成果展。 

 

教育行政與管理學系 
一、本系教師執行國科會研究計畫： 

  1.范熾文教授通過國科會專題計畫「中小學校長社會正義領導量表建構與發展之研究」核定補助。 

二、持續配合推動本系師生於期刊(TSSCI)發表研究成果，以鼓勵教師發表論文。 

三、執行系所評鑑追蹤管考。 

四、辦理海外參訪與學術交流。 

五、舉辦學術研討會及專題演講，邀請國內外學術及實務專家共同參與，增進教師拓展視野疆域。 

六、運用教育部卓越師資培育計畫的獎學金、推甄、繁星計畫，強化行銷，對高中學校宣傳，以吸引

優秀學生前來就讀。 

七、建立教育行政與管理論壇網站，以提昇課堂學習成效及提供課餘輔導互動機制。 

八、持續推動學生學習專業知能檢定，確保學生學習品質。 

九、充實教學設備：購置教學媒體櫃與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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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教育學系 
一、預計 12 月份幼教系教師研究社群發表，進行學術、教學分享活動，提升研究能量。 
二、辦理學生 107 年度教師資格檢定基礎學科會考暨幼兒園師資檢定模擬考試，提升本系學生教師檢

定資格考試通過率。 
三、辦理 107 學年度幼兒教育發展國際研討會。 
四、辦理 108 學年度學、碩、博班之招生活動，如學士班個人申請活動、繁星推薦、考試分發活動、

博、碩士班甄試及考試活動。 
五、辦理 107 學年度師資生專業輔導發展：教甄講座、專業知能檢測、讀書會、校友分享等。 
六、推動本系師生於期刊發表研究成果，以鼓勵教師發表論文。 
七、辦理教師專業社群，進行學術、教學分享活動，提升研究能量。 
八、舉辦本系 108 級畢業生畢業成果展。 
九、舉辦 107 學年度專題演講活動。 
十、辦理 107 學年度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論文（學位、計畫）口試。 
十一、107 學年度鼓勵老師研究發表及爭取國科會研究計劃及學士班學生參加科技部「大專學生研究

計畫」。 
十二、辦理 107 學年度全系校外教學活動。 
十三、辦理五年連續修讀學、碩士學位申請及審查作業，鼓勵大學部優秀學生提前修讀碩士班課程。 
十四、辦理大學校院辦理學士後學位學程教保員專班。 
十五、落實服務學習：為養成本系學生負責、自律、勤勞、服務、守時之美德，培養團隊互助合作精

神並兼顧良好生活環境之維護。 

十六、邀請國外交換學生或本校碩博國際生，進入課堂和學生進行文化交流分享，增進學生多元文化

視野。 

十七、辦理優秀校友回娘家系列活動，邀請教育界及業界優良校友回饋母校，並分享就業經歷與實務

經驗。 

十八、辦理海外參訪與學術交流，建立姊妹系所。 

十九、推動學生學習專業知能檢定，確保學生學習品質。 

 

特殊教育學系 
一、辦理 107 年 12 月 28 日（星期五）國際學術研討會。 
二、辦理海外參訪與學術交流，帶領學生參與國際學術研討會，增進國際視野。 
三、持續推動融合專業發展學校理念，兼重融合教育理論與教育實踐。 
四、鼓勵老師研究發表並爭取科技部及教育部研究計畫。 
五、鼓勵學士班學生申請「大專學生研究計畫」。 

六、推動師生於各類刊物發表研究成果及學術論文。 
七、辦理學、碩、博士班招生相關事宜，如：學士班個人申請入學招生、繁星推薦、考試分發等；碩、

博士班甄試招生及考試等。 
八、協辦國際生申請入學審查相關作業。 
九、辦理五年連續修讀學、碩士學位申請及審查作業，鼓勵學士班優秀學生提前修讀碩士班課程。 
十、辦理碩士班論文（計畫、學位）口試、博士班資格考。 
十一、增進師資生專業知能發展，如：教甄講座、專業知能檢測等。 
十二、組織教師專業社群，舉辦學術、教學分享各類活動，以提昇學生專業及多元化之能力。 
十三、辦理「專題演講」、「課程專業實務」等系列講座，增進全體師生拓展視野領域。 

十四、辦理校友回娘家之相關活動，邀請教育界及業界優秀校友分享就業經歷與實務經驗。 
十五、為提高教檢通過率，辦理讀書會及教檢模擬考。 
十六、舉辦 108 級畢業生畢業成果展。 
十七、持續加強與大陸特教相關學校及機構研究與交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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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與運動科學系 
一、實施服務學習：為養成本系學生負責、自律、勤勞、服務、守時之美德，培養團隊互助合作精神

並兼顧良好生活環境之維護。 

二、辦理教師專業社群，進行學術、教學分享活動，提升研究能量 

三、邀請國外交換學生或本校碩博國際生，進入課堂和學生進行文化交流分享，增進學生多元文化視

野。 

四、招生： 

（一）辦理碩班甄試招生、招生考試、及大學「個人申請入學招生」、運動績優單獨招生等。 

（二）合作辦理「名師出馬」活動，由本系教師前往推薦介紹本校與本系。 

（三）與地方中學(體育班)緊密合作，辦理招生宣傳說明會並持續開放學生參訪本系，加強學生對本

系之認識。 

（四）辦理五年連續修讀學、碩士學位申請及審查作業，鼓勵大學部優秀學生提前修讀碩士班課程。 

 (五) 赴馬來西亞獨立中學進行招生宣傳，辦理運動營。 

五、持續辦理讀書會，養成學生良好讀書風氣並提教師檢定專業知能。 

六、辦理優秀校友回娘家系列活動，邀請教育界及業界優良校友回饋 

   母校，並分享就業經歷與實務經驗。 

七、深化校友服務：帶領校友成員，並成立專屬網站，並針對校友之成就與發展進行追蹤調查，以建

立校友資料庫。 

八、執行系所評鑑追蹤管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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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107 學年度師生傑出表現、學術活動及服務推廣情形: 

一、 師生榮譽事蹟 

    (一)教師榮譽榜（研究類、教學類、服務類） 

類別 系所 獲獎教授                  榮譽獎項 

教學類 幼教系 石明英 106 學年度校級教學優良教師 

教學類 幼教系 林俊瑩 106 年榮升教授 

教學類 教行系 
梁金盛 通過教育部106年特色大學試辦計畫~優職銜接:高中職學生

多元學習營 

教學類 教行系 
梁金盛 獲行天宮文教發展促進基金會補助106年關懷輔導偏鄉弱勢

學生計畫 

教學類 教育系 蔣佳玲 107年度教育實習合作團體同心獎 

研究類 幼教系 林俊瑩 107 年【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 

研究類 幼教系 林建亨 107 年【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 

研究類 幼教系 蔡佳燕 107 年【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研究類 幼教系 蔡佳燕 106 年【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 

研究類 教行系 
范熾文 通過106年度科技部專題計畫「偏遠地區國民中小學教師績效

責任領導、教師專業學習社群與學生學業樂觀關係之研究」

研究類 教行系 
吳新傑 通過106年度科技部專題計畫「國民小學校長負責領導之個案

研究」 

研究類 教行系 
范熾文 通過107年度科技部專題計畫「中小學校長社會正義領導量表

建構與發展之研究」 

研究類 教育系 廉兮 
通過 107 年科技部計畫，計畫名稱：部落裡的希望教育學：

重返庶民自身歷史與教育的社區行動研究 

研究類 教育系 羅寶鳳 
通過 107 年科技部計畫，計畫名稱：國高中虛擬科技實作課

程與探索體驗（海星高中）－子計畫三：課程評鑑（3／3）

研究類 教育系 羅寶鳳 
通過 107 年科技部計畫，計畫名稱：學教翻轉，翻轉偏鄉：

東部十二年國教之教育實踐研究 

研究類 教育系 古智雄 
通過 107 年科技部計畫，計畫名稱：從社會認知觀點探討學

生/大眾對氣象傳播中空氣污染訊息的理解 

研究類 教育系 高台茜 
通過 107 年科技部計畫，計畫名稱：當偏鄉教師遇到創新科

技：東部國小教師對創新科技接受度的追蹤調查研究 

研究類 教育系 劉明洲 
通過 107年科技部計畫，計畫名稱：以程式設計為驅力(Engine)
的跨領域教學活動設計及其教師專業素養分析 

研究類 教育系 劉唯玉 
通過107年科技部計畫，計畫名稱：臺灣師資生赴新加坡小學

教育實習之行動研究：文化智商觀點 

研究類 教育系 劉佩雲 
通過107年科技部計畫，計畫名稱：跨領域讀寫策略教學對國

小學生摘要與閱讀理解成效之研究 

研究類 教育系 張德勝 
教育部計畫：東華梁祝話性別談情感:師生共創情感教育融入

性別教育課程方案及其效益之研究 

研究類 教育系 林意雪 教育部計畫：107年度閱讀教學與基礎研究計畫 

研究類 體育系 王令儀 
通過 107 年度科技部專題計畫「彈性阻力式預先活動對跳躍

運動的立即性影響之探究與應用」 

研究類 體育系 邱建章 場邊的無名英雌：籃球校隊女性經理的角色認知與性別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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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生榮譽榜（大專生專題研究計畫、體育運動比賽、獎學金、研討會等） 

系所 指導教授 得獎同學 榮譽獎項 

幼教系 張明麗 王藝涵 107 年度大專生專題研究計畫申請通過，計畫名稱：職前幼教師以

遊戲融入幼兒學習數概念之行動歷程 
教行系

博士班 
 杜少文 榮獲教育部 106 年「數位學辦計畫」夥伴大學「傑出帶班老師」表

揚 
教行系

碩士班 
 蘇珮瑄 榮獲教育部 106 年「數位學辦計畫」夥伴大學「傑出帶班老師」表

揚 
教行系

博士班 
 梁依仁 榮獲花蓮縣 106 年度社會優秀青年表揚 

教行系

碩專班 
 許雅雲 榮獲花蓮縣 106 年度社會優秀青年表揚 

教行系

碩專班 
 謝五美 榮獲 106 年第六屆教育大愛菁師獎殊榮 

教行系

博士班 
 魏士欽 遴派宜蘭縣順安國民小學榮任校長 

教行系

博士班 
 胡永寶 當選「台灣太魯閣族語言發展學會」創會理事長 

教行系

碩專班 
 蕭維霆 考取宜蘭縣 105 年度國小候用校長 

教行系

碩士班 
 林嘉鎮 考取花蓮縣 105 年度國小候用校長 

教行系

碩士班 
 陳冠英 遴派臺北市中山區中山國小校長 

教行系

碩士班 
 張炳仁 遴派花蓮縣立瑞北國小榮任校長 

教行系

碩專班 
 楊正雄 遴派花蓮縣立春日國小榮任校長 

教行系

碩專班 
 鮑明鈞 榮獲 105 年度師鐸獎 

教行系

碩士班 
 楊雅如 錄取 105 年公務人員高考三級人事行政類科 

教行系

博士班 
 陳英俊 榮任 《台灣新住民親子關懷協會》理事長 

教行系

博士班 
 梁依仁 榮獲客家委員會 104 年度獎勵客語績優學生獎學金 

教行系

學士班 
陳成宏 廖敏伶 

通過 106 年科技部計畫，計畫名稱：國際交換學生的參與動機與跨

文化適應之研究-以五位台灣交換生為對象 

教行系

學士班 
劉志如 陳逸萱 

通過 106 年科技部計畫，計畫名稱：高中同儕輔導實施方式與困境

之個案研究-以台南市聖功女中為例 

教行系

學士班 
蘇鈺楠 周泓達 

通過 106 年科技部計畫，計畫名稱：探討 D.E.Griffith 在近代教

學行政哲學發展中之蘊義與其角色轉變 

教行系

學士班 
簡梅瑩 蔡憶婷 

通過 106 年科技部計畫，計畫名稱：中學單一性別環境對於性傾向

流動性之研究 

教行系 張志明 吳孟珊 通過 106 年科技部計畫，計畫名稱：大學生校系選擇之相關因素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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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士班 討-以東華大學為例 

教行系

學士班 
紀惠英 黃暄茹 

通過 106 年科技部計畫，計畫名稱：參與課輔後，你還想當老師嗎？

課輔經驗對師資生未來任教意願影響之研究 

教行系

學士班 
李真文 曾雅萱 

通過 106 年科技部計畫，計畫名稱：D.J.Willower 教育行政價值

論於教育行政上之啟示 

教行系

學士班 
吳新傑 侯秉鈞 

通過 106 年科技部計畫，計畫名稱：教育相關科系大學生國高中階

段課外活動經歷對恆毅力預測度之研究 

教行系

學士班 
范熾文 林妤珊 

通過 106 年科技部計畫，計畫名稱：大學生對環境教育態度、認知

與行為之研究-以東華大學為例 

教行系

學士班 
王采薇 吳怡蓁 通過 107 年科技部計畫，計畫名稱： 大學生對於性別友善廁所之

態度研究：以國立東華大學為例 

教行系

學士班 
范熾文 廖子斌 通過 107 年科技部計畫，計畫名稱：大學社團形塑雁行文化之個案

研究-以東華大學第五屆創意廚房社為例 

教行系

學士班 
陳成宏 陳世恩 通過 107 年科技部計畫，計畫名稱：國小社會科教科書漢人中心現

象之研究 

教行系

學士班 
蘇鈺楠 李碩家 通過 107 年科技部計畫，計畫名稱：R.J.Bates 之是管理在教育行

政中的蘊意與啟示-從社會與階級再製的視角切入 

教行系

學士班 
李真文 李承翰 通過 107 年科技部計畫，計畫名稱：論 C.Hodgkinson 價值論在教

育行政的蘊意 

教行系

學士班 
呂傑華 廖宏文 通過 107 年科技部計畫，計畫名稱：Mayaw Komod 與陳家豪都有相

同的面試機會嗎臺灣原住民種族就業歧視情形之實驗研究 

教行系

學士班 
劉唯玉 李逸銘 通過 107 年科技部計畫，計畫名稱：師資生恆毅力與五大人格特質

之研究 

教行系

學士班 
吳新傑 蔡宇蓁 通過 107 年科技部計畫，計畫名稱：我國青少年對體毛之觀感、處

理態度與負面制裁現況調查研究 

教育系  鍾欣汝 107 年大專優秀青年「總統獎」 

教育系 

多元文

化教育

碩士班 

 林上月 107-1 學生自主學習培力獎勵方案通過名單 

教育系  劉美鳳 107-1 學生自主學習社群通過名單：※精進課業類～教檢讀書會 

教育系  林品彤 
107-1 學生自主學習社群通過名單：※服務學習類～志學國小、海

厝程式設計課程服務隊 

教育系  王柏翔 
107-1 學生自主學習社群通過名單：※服務學習類～靜心系列課程

-舞出「旋」麗人生 

教育系  盧韋汝 
107-1 學生自主學習社群通過名單：※服務學習類～流動放映所─

─影展策畫與多元電影推廣 

教育系 張德勝 周厚廷 
通過 107 年科技部計畫，計畫名稱：家長、教師與同儕支持對偏鄉

國中生英語學習動機之關係研究－以花蓮地區為例 

教育系 林意雪 簡子涵 
通過 107 年科技部計畫，計畫名稱：文化回應教學於國小高年級閱

讀課行動研究──回應勞工階級文化 

教育系 劉佩雲 林耕締 
通過 107 年科技部計畫，計畫名稱：以故事結構教學提升學童閱讀

動機與閱讀理解之行動研究 

教育系 周水珍 游文馨 
通過 107 年科技部計畫，計畫名稱：非制式親海課程導入國民小學

可行性研究—以黑潮文教基金會為例 
教育系 李暉 蘇德馨 通過 107 年科技部計畫，計畫名稱：大學生媒體素養、食安知識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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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食選擇之相關研究 
教育系

科學教

育博班 

 
陳信宏 獲得第 13 屆戰國策全國創新創業競賽第 1 名 

特教系 蔣明珊 劉怡庭 
大專學生研究計畫核定通過，計畫名稱：青少年發明展表現優異資

優學生創意發明歷程之研究。 
體育系  林恆立 107 學年度師資培育獎學金-小教 

體育系  李瑞鴻 107 學年度師資培育獎學金-小教 

 (三)團體獎項 

系所 指導教授 得獎同學 榮譽獎項 

教行系  系學會 榮獲 107 年社團暨系學會評鑑競賽特優獎。 

教育系 

蔣佳玲 
周裕欽 
楊宜珍 
曾鐵征 
陳立宇 

黃宣雅、林佳幸、蕭羽婷、

張紘瑄 
107 年度教育實習合作團體同心獎(獎座 2 座、

組員各獎狀 1 紙、獎金 10 萬元) 

  (四)畢業生表現 
系所 姓名 表現事蹟 

幼教系  賴慧珊(96 級學士班) 考取 107 學年度台北市公立幼教師 

幼教系  韋嘉盈(100 級學士班) 考取 107 學年度台北市公立幼教師 

幼教系  葉芳如(102 級學士班) 考取 107 學年度台北市公立幼教師 

幼教系  周湘媛(103 級學士班) 考取 107 學年度台北市公立幼教師 

幼教系  張家寧(104 級學士班) 考取 107 學年度台北市公立幼教師 

幼教系  丁詠淩(106 級學士班) 考取 107 學年度台北市公立幼教師 

幼教系  施蓉諮(101 級學士班) 考取 107 學年度新北市（偏鄉組）公立幼教師 

幼教系 
蕭靜芸(103 級學士班-
榜首) 

考取 107 學年度新北市（偏鄉組）公立幼教師 

幼教系  余玉祺(103 級學士班) 考取 107 學年度新北市（偏鄉組）公立幼教師 

幼教系  林以婕(105 級學士班) 考取 107 學年度新北市（偏鄉組）公立幼教師 

幼教系  蔡佩筑(105 級學士班) 考取 107 學年度新北市（偏鄉組）公立幼教師 

幼教系  王憶瑄(105 級學士班) 考取 107 學年度新北市（偏鄉組）公立幼教師 

幼教系 
黃偉俐(104 級幼教專

班) 
考取 107 學年度新北市（偏鄉組）公立幼教師 

幼教系 
劉玉貞(96 級碩士-榜
首) 

考取 107 學年度新北市公立幼教師 

幼教系  朱雅琪(103 級學士班) 考取 107 學年度新北市公立幼教師 

幼教系  彭莉蕙(102 級學士班) 考取 107 學年度苗栗縣公立幼教師 

幼教系  張郁欣(104 級學士班) 考取 107 學年度基隆市公立幼教師 

幼教系  張曉玲(105 級學士班) 考取 107 學年度基隆市公立幼教師 

幼教系  龔育菁(106 級學士班) 考取 107 學年度基隆市公立幼教師 

幼教系  蔡昀廷(100 級學士班) 考取 107 學年度基隆市公立幼教師 

幼教系  陳湘霖(101 級學士班) 考取 107 學年度基隆市公立幼教師 

幼教系 
柳慈品(104 級幼教專

班) 
考取 107 學年度基隆市公立幼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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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教系  藍惠娟(學士後學分班) 考取 107 學年度南投縣公立幼教師 

幼教系 傅靖婷(106 級學士班) 考取 107 學年度台北市公立教保員 

幼教系 鍾宜珊(106 級學士班) 考取 107 學年度台北市公立教保員 

幼教系 詹宛婷(102 級學士班) 考取 107 學年度桃園市公立教保員 

幼教系 蔡蕙宇(106 級學士班) 考取 107 學年度桃園市公立教保員 

幼教系 郭家欣(106 級學士班) 考取 107 學年度苗栗縣公立教保員 

幼教系 陳玟靜(104 級碩士班) 考取 107 學年度台東縣公立教保員 

幼教系 林思羽(107 級學士班) 考取 107 學年度宜蘭縣公立教保員 

幼教系 黎玨雨(98 級學士班) 考取 105 學年度新北市公立國小教師 

幼教系 陳寧樺(101 級學士班) 考取 105 學年度新北市公立國小教師 

幼教系 曾建維(102 級學士班) 考取 105 學年度新北市公立國小教師 

幼教系 范競壬(104 級學士班) 考取 105 學年度新北市公立國小教師 

幼教系 姜靜錡(105 級學士班) 考取 105 學年度金門縣公立國小教師 
幼教系 蒲勝富(101 級學士班) 考取 105 學年度桃園市公立國小教師 
教行系 馮凌莉(104 級碩專班) 錄取 107 年度台北市國中教師聯合甄選專任輔導教

師第二名 
教行系 吳郁伶(103 級碩專班) 考取 107 年度新北市教師 
教行系 陳億蓉(102 級碩士班) 考取 107 年度新北市教師 
教行系 黃冠逸(102 級碩士班) 考取 107 年度新北市教師 
教行系 陳鈺翔(101 級碩士班) 考取 106 年高等考試三級教育行政類科 
教行系 林敏惠(103 級碩專班) 榮獲花蓮縣 106 年度「補救教學心得、教具」競賽，

教師教具組「特優」 
教行系 黃惠美(99 級碩士班) 榮獲花蓮縣 106 年度「補救教學心得、教具」競賽，

教師心得組「特優」 
教行系 吳萓家(103 級碩專班) 榮登宜蘭縣 106 年度新進幼教師榜首 
教行系 許雅雲(105 級碩專班) 榮獲花蓮縣 106 年度社會優秀青年表揚 
教行系 梁依仁(104 級教育博

士班教行組) 
榮獲花蓮縣 106 年度社會優秀青年表揚 

教行系 林弘杰(94 級學校行政

碩士學位班) 
榮任宜蘭縣同樂國小校長 

教行系 吳文成(95 級學校行政

碩士學位班) 
榮任宜蘭縣澳花國小校長 

教行系 陳宜秀(97 級學校行政

碩士學位班) 
榮任宜蘭縣力行國小校長 

教行系 楊雅如(教行系碩士班) 考取 105 年公務人員高考三級人事行政類科 
教行系 何黃欽(101 級碩士班) 考取 105 年度新北市教師 
教行系 陳佳均(教行系學士班) 榮獲科技部 104 年度大專學生研究創作獎 
教行系 陳亭妤(教行系學士班) 榮獲科技部 105 年度大專學生研究創作獎 
教行系 王意婷(100 級學士班 考取 101 年一般行政警察四等特考正取 
教行系 許雨柔(100 級學士班) 考取 101 年一般行政警察四等特考正取 
教行系 張祖瑤(100 級學士班) 考取 102 年司法警察特考正取 
教行系 黃秀華(100 級學士班) 考取 102 年公務人員普通考試一般行政類科正取 
教行系 袁慈薇(101 級學士班) 考取 103 年四等考試行政警察人員正取 
教行系 林怡君(102 級學士班) 考取 103 年四等考試行政警察人員正取 
教行系 陳若甄(學士班 104 級) 考取 104 年度一般行政警察四等特考正取 
教行系 林妤芳(學士班 103 級) 考取 104 年公務人員普通考試戶政類科正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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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行系 邱勝飛(學士班 100 級) 考取 104 年司法人員特考四等考試監所管理員(男)
正取 

教行系 夏偉傑(學士班 101 級) 考取 105 年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三等考試教

育行政類科正取 
教行系 柯俊廷(學士班 101 級) 考取 105 年度一般行政警察四等特考正取 
教行系 王宜雯(學士班 105 級) 考取 105 年度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原住民族三等一般

民政職系一般民政類科 
教行系 陳冠宇(學士班 103 級) 考取 106 年度一般行政警察四等特考正取 
教行系 王勇順(學士班 103 級) 考取 106 年度一般行政警察四等特考正取 
教行系 李婕如(學士班 105 級) 考取 106 年高等考試三級一般行政類科/106 年普通

考試一般行政類科 
教行系 陳鈺翔(學士班 101 級) 考取 106 年高等考試三級教育行政類科 
教行系 曾柏璣(學士班 102 級) 考取 106 年高等考試三級教育行政類科 
教行系 甘健廷(學士班 105 級) 考取 107 年高等考試三級一般行政類科 
教行系 楊廷瑞(學士班 104 級) 考取 107 年高等考試三級教育行政類科 
教行系 呂彥杰(學士班 104 級) 考取 107 年高等考試三級教育行政類科 
教行系 林映慈(學士班 105 級) 考取 107 年度桃園市八德國小正式教師 
教行系 潘雅靖(學士班 105 級) 考取 107 年度屏東縣墾丁國小正式教師 
教行系 陳佳圻(學士班 105 級) 考取 107 年度桃園市自立國小正式教師 
教行系 張瑩芬(學士班 103 級) 考取 107 年度台北市泉源國小正式教師 
教行系 彭小凡(學士班 104 級) 考取 107 年度南投縣親愛國小正式教師 
教行系 陳億蓉(學士班 101 級) 考取 107 年度新北市貢寮國小正式教師 
教行系 呂佳芸(學士班 102 級) 考取 104 年度桃園市觀音國小正式教師 
教行系 何黃欽(學士班 101 級) 考取 105 年度新北市北峰國小正式教師 
教行系 周偉翔(學士班 103 級) 考取 105 年度新北市瑞柑國小正式教師 
教行系 林楷芸(學士班 103 級) 考取 105 年度桃園縣上大國小正式教師 
教行系 朱芳誼(學士班 101 級) 考取 106 年度新北市頂溪國小正式教師 
教行系 吳佩加(學士班 101 級) 考取 106 年度新北市樟樹國小正式教師 
教行系 陳嬿朱(學士班 101 級) 考取 106 年度台北市三玉國小正式教師 
教行系 郭晉孜(學士班 102 級) 考取 106 年度高雄縣仁武國小正式教師 
教行系 許雯涵(學士班 102 級) 考取 106 年度新北市水源國小正式教師 
教行系 王奕璿(學士班 103 級) 考取 106 年度桃園縣公埔國小正式教師 
教行系 張宴慈(學士班 104 級) 考取 106 年度新北市永定國小正式教師 
教行系 楊詒茹(學士班 105 級) 考取 106 年度新北市南勢國小正式教師 
教行系 黃詩云(學士班 105 級) 考取 106 年度台北市力行國小正式教師 
教行系 陳立蓁(學士班 105 級) 考取 106 年度新北市昌平國小正式教師 
教行系 林玟蒨(學士班 105 級) 考取 106 年度新竹縣新湖國小正式教師 
教行系 夏明義(98 級碩士班) 考取宜蘭縣 105 年國民中小學(國小組)候用校長 
教行系 蕭維霆(104 級碩專班) 考取宜蘭縣 105 年國民中小學(國小組)候用校長 
教行系 林嘉鎮(104 級碩專班) 考取花蓮縣 105 年國民中小學(國小組)候用校長 
教行系 陳英俊(103 級教育博

士班教行組) 
榮任 《台灣新住民親子關懷協會》理事長 

教行系 梁依仁(104 級教育博

士班教行組) 
榮獲客家委員會 104 年度獎勵客語績優學生獎學金

教行系 吳惠花(102 級教育博

士班教行組) 
考取新北市淡水區老梅國小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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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行系 鮑明鈞(103 級碩專班) 榮獲 105 年度師鐸獎殊榮 
教行系 陳冠英(92 級學校行政

碩士學位班) 
榮任臺北市中山區中山國小校長 

教行系 張炳仁(98 級學校行政

碩士學位班) 
榮任花蓮縣立瑞北國小校長 

教行系 楊正雄(103 級碩專班) 榮任花蓮縣立春日國小校長 
教行系 孔令堅(碩專班) 榮任花蓮私立海星中學校長 
教行系 許壽亮(碩專班) 榮任花蓮縣鶴岡國民小學校長 
教行系 蔣淑芳(碩專班) 榮任花蓮縣樂合國民小學校長 
教行系 呂俊宏(碩專班) 榮任花蓮縣長良國民小學校長 
教行系 周昌柏(碩專班) 榮任苗栗縣雙連國民小學校長 
教行系 張志弘(碩專班) 榮任宜蘭縣南安國民小學校長 
教行系 羅彣玢(碩專班) 榮任花蓮縣北林國民小學校長 
教行系 蘇漢彬(碩專班) 榮任花蓮縣玉里國民小學校長 
教行系 許天德(碩專班) 榮任花蓮縣奇美國民小學校長 
教行系 趙振國(碩專班) 榮任花蓮縣學田國民小學校長 
教行系 黃惠美(碩專班) 花蓮縣立山國民小學幼兒園正式教師 
教行系 張文權(碩士班) 榮獲 101 年花蓮縣特殊優良教師 
教育系 黃勤文 107 年度教育實習學生(國小組)楷模獎 
教育系 謝佳瑾 107 年度教育實習學生(國小組)優良獎 

教育系 
黃宣雅、林佳幸 
蕭羽婷、張紘瑄 

107 年教育實習合作團體同心奬 

教育系 
覃毅貞 

(多元文化育博士班) 
臺灣教育大學系統第四屆優良博碩士學位論文［教

育類博士］優良 

教育系 
袁琡婷 

(教育碩士班) 
2018 年中華民國課程與教學學會「學術論文獎」 

特教系 
黃薇純 

（104 級學士班） 
考取 107 年度正式特教教師 
（苗栗縣竹南鎮竹南國民小學） 

特教系 
譚瑞誼 

（105 級學士班） 
考取 107 年度正式特教教師 
（新北市新店區中正國民小學） 

特教系 
童  筠 

（106 級學士班） 
考取 107 年度正式特教教師 
（臺東縣鹿野鄉龍田國民小學） 

體育系 吳陳柏(103 級學士班) 印尼巨港亞運會男子龍舟 500 與 1,000 公尺金牌 
體育系 蔡昀彥(98 級學士班) 107 年度考取新北市教師 

體育系 徐貴璋(99 級學士班) 107 年度考取新北市教師 

體育系  林璟棠(101 級學士班) 107 年度考取新北市教師 

體育系  田心怡(104 級學士班) 107 年度考取新北市教師 

體育系  徐嘉毅(100 級學士班) 107 年度考取新竹市教師 

體育系  侯彥廷(102 級學士班) 107 年度考取新竹市教師 

體育系  吳昀倫(100 級學士班) 107 年度考取台南市教師 

體育系  莊忠杰(99 級碩士班) 107 年度考取台南市教師 

體育系  呂紹平(96 級學士班) 107 年度考取正式教師 

體育系  吳慶華(96 級學士班) 107 年度考取正式教師 

體育系  黃冠潔(98 級學士班) 107 年度考取正式教師 

體育系  朱英偉(98 級學士班) 107 年度考取正式教師 

體育系  邱翊庭(94 級學士班) 107 年度考取正式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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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系  許正龍(94 級學士班) 107 年度考取正式教師 

體育系  李文瑜(100 級碩士班) 107 年度考取正式教師 

二、學術活動--專題演講、研討會(請按時間排序) 
系所 活動 內容 
幼教系 專題演講 106.05.10 薛熒源團長：傀儡戲劇初體驗 
幼教系 專題演講 106.05.24 鄭榮興老師：客家戲劇初體驗 
幼教系 專題演講 106.10.27 林妘宸老師：表演化妝的藝術美感與智慧文創應用 
教行系 研討會 106.10.27-28 花師教育學院院慶暨 2017 教育行政與政策國際學術研討會 
幼教系 專題演講 106.11.04 魏慶芳老師：空服員優雅姿態在兒童劇表演文創中的資借應用

幼教系 專題演講 106.11.10 優美聲音的培養和表演文創應用 
幼教系 專題演講 106.11.17 陳欣老師：聲音速度的掌握和表演文創應用 
幼教系 專題演講 106.11.24 劉靜江老師：兒童劇中的音樂應用 
幼教系 專題演講 106.11.22 洪瑜澧老師：說書人普拉斯 
教行系 專題演講 106.12.07  資訊軟體運用於教學實務-宜蘭縣中山國小黃昭銘老師 
教行系 專題演講 106.12.14  模擬教師甄試-花蓮縣太昌國小劉育如老師~教學篇 
幼教系 專題演講 106.12.19 芬蘭 Jyrki Reunamo：座談會 
教行系 專題演講 106.12.21  模擬教師甄試-花蓮縣太昌國小吳煜明老師~口試篇 
體育系 專題研講 107.03.17  運動營養專題講座 
體育系 專題研講 107.03.21  107 年運動與休閒產業創業座談會 
特教系 專題演講 107.04.18  朱怡珊老師：語言樣本分析 
體育系 專題研講 107.04.25  107 年就業趨勢講座-星裕國際 
幼教系 專題演講 107.05.09 李元成老師：如何成為一個全方位的幼教人 
體育系 專題研講 107.05.11  以職場為主題，"先聲奪人再聲財有道" 
特教系 專題演講 107.05.27  楊美美理事長：繪本講座 
特教系 專題演講 107.05.30  何恩得律師：玻璃娃娃案例探討 

特教系 專題演講 
107.05.31  黃梓祐老師：國小注音符號能力診斷測驗與意義注音教學法之

介紹 
幼教系 專題演講 107.06.06 林秀怡老師：#me too，愛情故事裡沒說的親密暴力 
體育系 專題研講 107.06.09  運動生物力學技術現況及應用 
特教系 專題演講 107.06.22  黃富雄老師：特殊兒童鑑定與輔導 
體育系 專題研講 107.06.23  花東縱谷地區推度深度旅遊產業策略 
教育系 專題演講 107.09.15  劉政暉老師：學校最該教什麼？！ 
體育系 專題研講 107.09.19  體育系期初系大會(限本系學生) 
特教系 專題演講 107.09.20  葉晧博老師：特殊生的觀察技巧與教學策略 
教育系 專題演講 107.09.21  林岳瑩老師：硬筆書法的潛能開發原理與實踐 

特教系 專題演講 
107.09.25  王道偉所長：Motor Speech Disorders and AAC 運動性言語異常

與輔助溝通系統 
體育系 專題研講 107.09.26  紀錄片「牧者」與映後座談 
教育系 專題演講 107.09.29  郭朝清老師：慈心華德福的教育理念與實踐經驗 
體育系 專題研講 107.10.03 海巡署人力招募國家未來棟樑主人翁就是你 
教育系 專題演講 107.10.04  余安順教授：台灣老師西遊記 
特教系 專題演講 107.10.04  劉芝泲老師：特殊幼兒身心特質與行為介入幫助 
教育系 專題演講 107.10.18  蘇詠梅教授：STEM 教育:挑戰與機遇 
教行系 研討會 107.10.27  2018 教育行政與政策國際學術研討會 
教育系 專題演講 107.10.27  張民杰老師：案例教學法與教師專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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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系 專題研講 107.10.27  體育教育之理論與實踐－以運動促進的正向發展 
教育系 研習講座 107.11.03  饒見維教授：word 大綱模式及高階文書處理技巧 

教育系 
校友回饋講

座 
107.11.17  職場經驗分享 

教育系 學術研討會 107.11.29-12.02  2018 第 34 屆科學教育國際研討會 
教育系 專題演講 107.12.08  張玉山老師：Steam-maker 教育的國際趨勢 
教育系 專題演講 107.12.15  田嘉暄老師：任教海外二三事 
特教系 學術研討會 107.12.28  國際學術研討會 
教育系 學術研討會 108.03.29-30  第六屆教育美學學術研討會 

 

三、多元性學生活動 
    (一) 教育學院師生國際參訪 

系所 參訪人數 參訪國家 參訪期間 
教行系 范熾文教授、梁金盛教授與碩士

班及碩士在職專班同學 
泰國博仁大學「泰國學校教育行

政及管理論壇」課程 
107.08.08-08.12 

教育系 
劉明洲教授、李明憲教授與碩士

班及碩士在職專班同學（34 人）
日本大阪教育大學附屬池田小學 107.04.18-23 

特教系 林玟秀老師 
泰國 

清邁大學、法政大學、農業大學 
107.07.09-07.14 

特教系 楊熾康老師 
新加坡 

新加坡大學 
107.07.15-07.19 

特教系 廖永堃老師 
日本 

北海道教育大學 
107.07.21-09.03 

特教系 楊熾康老師 澳洲 107.07.23-07.28 
體育系 尚憶薇老師、學士班 1人、碩士

班 126 人) 

馬來西亞居鑾中華中學、蔴坡培

華獨立中學與新山寬柔中學 
107.6.25-30 

         (二) 國際交換學生 

學系 交換學生      交換國家、學校 期間 

幼教系 郭珈瑜（幼二） 上海華東師範大學 107.02-107.06 

幼教系 陳思彤（幼二） 上海華東師範大學 107.02-107.06 

幼教系 陳靖文（幼三） 廈門大學 106.09-107.01 

幼教系 李怡靜（幼三） 上海華東師範大學 106.09-107.01 

幼教系 余祉誼（幼三） 日本－首都大學 106.09-107.06 

教行系 王學麗(碩士班) 中國揚州大學 105.02-105.06 

教行系 杜靜宇(碩士班) 中國南京大學 105.02-105.06 

教行系 雷  翔(碩士班) 中國魯東大學 106.09-107.01 

教行系 王桂清(碩士班) 中國魯東大學 106.09-107.01 

教行系 王珩鑫(碩士班) 中國揚州大學 106.09-1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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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行系 袁  珍(碩士班) 中國南京大學 106.09-107.01 

教行系 周  群(碩士班) 中國華東師範大學 107.09-108.01 

教育系 侯樹華 中國華中師範大學 107.09-108.01 

特教系 梁惠琪（學士二） 中國、重慶師範大學 107.09-108.01 

特教系 王雨婷（學士二） 中國、重慶師範大學 107.09-108.01 

特教系 李永佳（學士二） 中國、重慶師範大學 107.09-108.01 

特教系 常雨晴（學士二） 中國、濟南大學 107.09-108.01 

特教系 許佳瑤（學士二） 中國、濟南大學 107.09-108.01 

特教系 李  丹（學士三） 中國、重慶師範大學 107.09-108.01 

特教系 劉雪梅（學士三） 中國、重慶師範大學 107.09-108.01 

特教系 林妍莉（學士三） 中國、西南大學 107.09-108.01 

特教系 李  瀟（碩士二） 中國、重慶師範大學 107.09-108.01 

特教系 丁  雯（碩士二） 中國、重慶師範大學 107.09-108.01 

特教系 李婭靈（碩士二） 中國、重慶師範大學 107.09-108.01 

體育系 曾鏡儒(碩士班) 中國、四川大學 107.09-108.01 

體育系 張立森 中國、滁州學院 107.09-108.01 

體育系 柳亞莉 中國、重慶師範大學 107.09-108.01 

    (三) 學生會活動 

系所 活動名稱 

教育系 

 107.08.23 中區迎新活動 

 107.08.24 東區迎新活動 

 107.08.25 南區迎新活動 

 107.08.26 北區迎新活動 

 107.09.19 國際生迎新活動 

 107.09.29 宿營～夜間教育 

 107.09.30 迎新晚會～教你潛規則 

 107.10.03 院制服日 

 107.10.05-07 宿營～來一晚教糖育圓 

 107.10.12 登塔樓 

 107.10.15 花顏巧語巧克力傳情活動 

教行系 
 107.09.30 迎新晚會 

 107.10.19-10.21 十二不設 迎新宿營 

 107.10.29-11.02 ALL PASS 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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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11.17 教行週 

 107.11.18 班際盃 

 107.11.19 文藝週 

 107.12.01-12.02 全育盃 

 107.12.16 文藝週 

 107.12.23 耶趴 

幼教系  107.09.28 期初系員大會－幼巧遇你 

 107.06.11 期末系員大會－幼與你同在 

 107.06.06 送舊表演－幼幼晚點名 

 107.04.28 全系戶外教學－我們又來囉!【遠雄海洋公園】 

 107.03.28 系卡拉 OK－幼!在 show 了 

 107.03.14 期初系員大會－幼見面囉! 

 107.01.08 期末系員大會－咔嘰馬拉幼 

 106.12.26 系火鍋－鍋來幼沒講 

 106.11.09 109 級正副會長改選囉! 

 106.10.30 大迎新－幼，起飛 

 106.10.20  迎新活動－十八樂跑跑跑 

 106.10.11 期初系員大會－遇言幼旨 

 106.06.07 系末系員大會－6789 違了 

 106.05.24 送舊之夜－憶簾幼夢 

 106.05.20 幼兒營隊－小小魔法師 

 106.04.30 全系戶外教學－左踏右踏出門踏一踏!【遠雄海洋公園】 

 106.03.21 系卡拉ｏｋ－誰幼搶走我的麥克風 

 106.03.07 期初系員大會－幼想見你!! 

體育系 
 106-2 陳建禎分享排球國手生涯 

 107-2 吳陳柏分享龍舟金牌奮鬥過程 

特教系 
 107.01.05 特大鍋 
 107.01.12 106-1 期末系員大會 
 107.03.05～08 特教傳情 
 107.03.14 106-2 期初系員大會 
 107.03.30 特叫杯－東華園 We Wan 特 U 
 107.04.28 特運會－樂樂運動會 
 107.05.02 特教講座－回首來時路：在性別教育中，重新認識自己。 
 107.06.03 送舊晚會 
 107.06.20 106-2 期末系員大會 
 107.08.18～08.25 迎新茶會 
 107.09.19 107-1 期初系員大會 
 107.10.07 迎新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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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師生服務與推廣 
系所 服務 

教育系 
 107 學年度第 1 學期「閱讀培力～陪同中、小學生閱讀」（地點：花蓮縣

平和國民小學、參加人數 12 人）指導老師：蕭昭君 

教行系 

 潘文福教授 任 102-105 學年度(系)教師評議會委員 

 潘文福教授 任 105 學年度(院)教師評議會委員 

 潘文福教授 任 105 學年度(院)學術績效審查委員 

 潘文福教授指導 2016.07-2017.02 大專生科技部計畫（陳亭妤）-大學生使用網路

行為及時間管理關係之研究(105BS01-33) 

 潘文福教授指導 學生（汪庭）參加 2016.10-2017.01 就業培力學習獎勵方案。 

 陳成宏教授 102/08~至今 擔任系班級導師 

 陳成宏教授 任科技部 105 年度大專學生研究計畫指導教授（學生：成臻） 

 蘇鈺楠教授 100-至今 協助教育行政與管理學系相關法規辦法制定 

 蘇鈺楠教授協助 106.1 師資培育中心專題演講 (教師檢定考試－教育原理與制度

命題趨勢分析) 

 蘇鈺楠教授協助 105.11 慈濟大學師資培育中心專題演講 (教師檢定考試-教育原

理與制度準備策略) 

 蘇鈺楠教授協助 105.10 彰化師大輔導與諮商所專題演講 (權利與義務，孰先孰

後？－從普世人權與亞洲價值之論辯談人權概念之相關爭論) 

 蘇鈺楠教授協助 105.9 校內 師資培育中心專題演講(教師檢定考試－教育原理與

制度命題趨勢分析) 

 蘇鈺楠教授任 105.8 校外論文口試委員 國立中山大學教育所碩士生高雅萍【國

小代理教師人格特質、職場友誼、組織公平與組織公民行為之關係研究】 

 蘇鈺楠教授任 105.8 校外論文口試委員 國立中山大學教育所碩士生曾友貞【教

師專業能力與師培課程學用落差情形之知覺─實習生及現職教師的觀點】 

 蘇鈺楠教授任 105.8 校外論文口試委員 國立中山大學教育所碩士生葉幸芳【藉

創意競賽激發團隊創意潛能思考之研究－以高雄市 2014 魔力點子「藝」起來創

意才能競賽為例】 

 蘇鈺楠教授指導 105.7-106.2 大專學生科技部計畫指導教授蔡尚欽【T. B. 

Greenfield 的主觀主義在教育行政上的蘊義】 

 謝卓君教授 2015.08~迄今 任系級課程委員會委員 

 謝卓君教授 2014.08~迄今 任系級國際事務委員會委員 

 謝卓君教授 2013.02~迄今 任大學部導師 

 謝卓君教授 2015.08~迄今 任校級課程委員會委員 

 謝卓君教授 2015.08~迄今 任師資培育公費生導師 

 謝卓君教授 2015.08~迄今 任教育實習輔導委員會委員 

 謝卓君教授 2016.08~迄今 任院級師資培育中心國小學程班導師 

 謝卓君教授 2014.02~迄今 任校級國際事務委員會委員 

 蘇鈺楠教授 2017.08~迄今 任心理諮商輔導中心資源開發組組長 

 謝卓君教授 協助 2016/10 校內 教育政策與學校經營研討會（國立東華大學花師

教育學院。時間：10 月 29 日） 

 謝卓君教授 協助 2016/10 校外 弱勢者教育國際學術研討會：成效與挑戰（國立

臺灣師範大學。時間：10 月 15 日） 

 謝卓君教授 任科技部 105 年度大專學生研究計畫指導教授（學生：鄭橓㠙） 

 簡梅瑩教授 任科技部 105 年度大專學生研究計畫指導教授（學生：李宛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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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新傑教授 任科技部 105 年度大專學生研究計畫指導教授（學生：吳舒懷） 

 范熾文教授 任科技部 105 年度大專學生研究計畫指導教授（學生：林秀鎂） 

 張志明教授 任科技部 105 年度大專學生研究計畫指導教授（學生：謝羽晴） 

 陳成宏教授 任科技部 106 年度大專學生研究計畫指導教授（學生：廖敏伶） 
 蘇鈺楠教授 任科技部 106 年度大專學生研究計畫指導教授（學生：周泓達） 
 簡梅瑩教授 任科技部 106 年度大專學生研究計畫指導教授（學生：蔡憶婷） 
 張志明教授 任科技部 106 年度大專學生研究計畫指導教授（學生：吳孟珊） 
 紀惠英教授 任科技部 106 年度大專學生研究計畫指導教授（學生：黃暄茹） 
 吳新傑教授 任科技部 106 年度大專學生研究計畫指導教授（學生：侯秉鈞） 
 范熾文教授 任科技部 106 年度大專學生研究計畫指導教授（學生：林妤珊） 
 范熾文教授 任科技部 107 年度大專學生研究計畫指導教授（學生：廖子斌） 
 陳成宏教授 任科技部 107 年度大專學生研究計畫指導教授（學生：陳世恩） 
 蘇鈺楠教授 任科技部 107 年度大專學生研究計畫指導教授（學生：李碩家） 
 吳新傑教授 任科技部 107 年度大專學生研究計畫指導教授（學生：蔡宇蓁） 

 
 
 
 
 
 
 
 
 
 
 

幼教系 

 
 
 
 
 
 
 
 
 
 
 
 
 
 
 
 
 
 
 
 
 

 石明英老師： 

 於 107.08.23-08.25 至韓國首爾慶熙大學報告 2020 年亞洲心身醫學年會，由東華

大學教育學院主辦。 

 於 107.07.18 出席花蓮縣 107 年度第一次非營利幼兒園審議會議。 

 於 107.05.30-06.01 出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06 學年度國民教育幼兒班(以下

簡稱國幼班)教保訪視及巡迴輔導工作小組期末檢討會。 

 擔任花蓮縣政府 107 年度上半年(106 學年度第二學期)離島 3 縣 3 鄉及原住民地

區國民教育幼兒班(以下簡稱國幼班) 巡迴輔導教授。 

 於 107.03.12、107.03.26、107.04.16、107.04.20、107.05.14、107.05.21 入園輔導。

 辦理「106 學年度花蓮縣客語沉浸式教學輔導服務執行計劃書」案主持人。 

 高傳正老師： 

 於 107.07.12 參加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7 年度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增

能研習。 

 擔任「106 學年度沉浸式族語教學幼兒園計畫」實地評鑑委員。 

 擔任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委請臺北市立大學辦理「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

種子幼兒園試辦計畫互訪活動」主持人。 

 擔任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辦理「107 學年至 111 學年幼兒園基礎評鑑指標」

評鑑委員。 

 於 107.01.26 出席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辦理「107 年度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

綱增能研習」。 

 林俊瑩老師： 

 擔任花蓮縣政府 107 年度下半年(107 學年度第一學期)離島 3 縣 3 鄉及原住民地

區國民教育幼兒班(以下簡稱國幼班)巡迴輔導教授。 

 於 107.09.14 擔任臺東大學「106 學年度統整性課程成果發表會」評審委員。 

 於 107.09.17、107.10.12、107.10.22、107.11.09、107.11.12、108.01.07 入園輔導

 於 106.12.27 執行優質教育實習機構認證，為建立台東地區夥伴關係，擬定訪視

活動。 

 106.11.21 擔任高雄師範大學擔任講座，演講主題：教育不均等的現象、影響機制

與扶助弱勢政策效果。 

 傅建益老師：。 

 於 107.10.9-107.10.10 擔任「雲林國際偶戲節-偶戲研討會」，主持人、評論人。

 蔡佳燕老師： 

 擔任花蓮縣政府 107 年度下半年(107 學年度第一學期)離島 3 縣 3 鄉及原住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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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教系 

區國民教育幼兒班(以下簡稱國幼班)巡迴輔導教授。 

 於 107.09.17、107.09.18、107.10.22、107.10.23、107.11.26、107.11.27 入園輔導。

 於 107.07.12 出席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107 年度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綱增

能研習。 

 擔任「106 學年度沉浸式族語教學幼兒園計畫」實地評鑑委員。 

 擔任花蓮縣政府 107 年度上半年(106 學年度第二學期)離島 3 縣 3 鄉及原住民地

區國民教育幼兒班(以下簡稱國幼班) 巡迴輔導教授。 

 於 107.03.27、107.04.16、107.04.30、107.05.08、107.05.14、107.06.05 入園輔導。

 於 107.01.26 出席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辦理「107 年度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

綱增能研習」。 

 客家委員辦理「106 年度幼幼客語闖通關認證」教師培育研習營，敬邀蔡佳燕老

師擔任研習之講師。 

 陳慧華老師： 

 擔任「106 學年度沉浸式族語教學幼兒園計畫」實地評鑑委員。 

 於 107.06.24 辦理 106 學年度沉浸式族語教學幼兒園計畫花蓮區「第 五次分區增

能研習。 

 於 107.04.15 辦理 106 學年度沉浸式族語教學幼兒園計畫花蓮區「第四次分區增

能研習。 

 於 106.12.27 執行優質教育實習機構認證，為建立台東地區夥伴關係，擬定訪視

活動。 

 於 107.01.26 出席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辦理「107 年度幼兒園教保活動課程大

綱增能研習」。 

 於 106.12.01 參與「106 學年度沉浸式族語教學幼兒園計畫」臨時訪視，至花蓮縣

萬榮鄉紅葉國民小學附設幼兒園。 

 於 106.10.18 出席花蓮高級商業職業學校辦理 106 學年度教師專業研習活動，敬

邀陳慧華教授擔任講師。 

 蘇育代老師： 

 107.04.24 出席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金會辦理「教保評鑑整合指標學校座

談會」。 

 林建亨老師： 

 107.07.21-07.22 擔任環保署主辦「107 年幼兒園教師環境教育教材編寫研習營」

課程之講師。 

 擔任臺中教育大學幼教專班教學演示審查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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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教系 

林坤燦教授 
 擔任院務會議委員代表。 
 擔任院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代表。 
 擔任院課程委員會委員代表。 
 擔任院教學優良教師遴選委員會委員代表。 

 
洪清一教授 
 擔任本校特殊教育中心諮詢委員。 
 擔任花蓮縣特教資源中心綜合研判委員。 
 擔任大專校院到校輔導輔導委員。 
 擔任原住民族教育中心主任。 
 擔任院務會議委員代表。 

 
黃榮真教授 
 擔任花蓮縣特教資源中心綜合研判工作委員。 
 擔任花蓮縣教育處特殊教育評鑑訪視委員。 
 擔任教育部性別平等教育論文審查委員。 
 擔任花蓮縣教材教具競賽評分委員。 
 擔任本系之系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 
 擔任本系系所及大學甄試委員。 
 擔任本系相關研討會主持人及評論人。 
 擔任本系碩士論文口試委員。 
 擔任本系碩士論文專家效度之學者。 
 擔任本系大學甄試委員。 
 擔任本系碩士班、身心障礙與輔助科技博碩士班考試委員。 
 擔任本校特殊教育中心特教專線諮詢委員。 
 擔任本校特殊教育中心特教訪視委員。 
 擔任本校花師學報、東臺灣特殊教育學報審查委員。 
 擔任本系教育實習、特教實習課程指導教授。 
 擔任本系教材教具競賽評分委員。 
 擔任花蓮縣特教資源中心綜合研判工作委員。 
 擔任校外多所國內大專院校學報及相關論文著作之審查委員。 
 擔任校級交通安全暨車輛管理委員會 
廖永堃副教授 
 擔任本校校務會議委員。 
 擔任本校經費稽核委員會委員。 
 擔任本校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生東區鑑定小組委員。 
 擔任本校東華大學展心青年社（預備性社團）指導教師。 
 擔任花蓮縣特教諮詢會委員。 
 擔任花蓮縣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就學輔導委員會委員。 
 擔任花蓮縣資賦優異學生鑑定小組委員。 
 擔任嘉義大學師資培用聯盟特殊教育領域教學中心常務委員。 
 擔任院務會議委員代表。 

 
蔣明珊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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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擔任花蓮縣特殊教育輔導團指導教授。 

 
王淑惠副教授 
 擔任本校特殊教育中心諮詢委員。 
 擔任花蓮縣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委員。 
 擔任花蓮縣疑似身心障礙學生綜合研判暨安置審查委員。 
 擔任花蓮縣特教學生轉銜與安置委員。 

 
鍾莉娟助理教授 
 擔任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高級中等學校身心障礙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

小組-鑑定安置分組花蓮區鑑輔委員。 
 擔任花蓮縣發展遲緩兒童早期療育委員會委員。 
 擔任「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生鑑定分區（東區）學校」召集人。 
 擔任衛生福利部發展遲緩兒童早期療育服務推動小組委員。 
 擔任花蓮縣學前特教巡迴教師個案研討督導。 
 擔任花蓮縣早期療育推行委員會委員。 
 擔任花蓮縣身心障礙者權益保障委員會委員。 
 擔任花蓮縣特殊教育鑑定及就學輔導會委員。 
 擔任臺灣東區身心障礙學生 12 年就學安置委員會委員。 
 擔任教育部校園性侵害及性騷擾事件懲處追蹤及行政協調人力資料庫儲備

講師。 
 擔任院圖書委員會委員代表。 

 
楊熾康助理教授 
 擔任本校通訊與資訊發展委員會委員。 
 擔任花蓮縣政府發展遲緩兒童早期療育委員會委員。 
 擔任花蓮縣身心障礙者職務再設計諮詢補助暨研發服務計畫輔導委員。 
 擔任花蓮縣公共建築物行動不便者使用設施改善諮詢審查勘檢小組委員。 
 擔任花蓮縣身心障礙兒童綜合研判與安置委員。 
 擔任花蓮縣特殊教育鑑定、安置與輔導委員會。 
 擔任本校特殊教育中心特殊教育諮詢服務委員。 
 擔任院課程委員會委員代表。 
 擔任院國際事務委員會委員代表。 

 
林玟秀助理教授 
 授擔任花蓮縣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安置及就學輔導委員會委員。 
 擔任花蓮縣特殊教育評鑑委員。 
 擔任花蓮縣情緒行為障礙巡迴教師督導。 
 擔任本校特殊教育中心特殊教育專線諮詢委員。 
 擔任院獎學金委員會委員代表。 
 擔任築夢獎學金委員會委員代表。 

體育系 
 106 學年度第 2 學期支援志學國小運動會（地點：花蓮縣志學國民小學、參

加人數 35 人）指導老師：尚憶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