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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華大學 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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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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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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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年度 107 年度 106 年度 105 年度 104 年度 

教育系 10 8,912,000 12 9,525,000 13 11,253,000 11 16,056,000 10 7,290,000 

教行系 3 1,818,000 1 539,000 4 1,471,180 14 3,113,000 911 1,599,000 

幼教系 0 0 3 1,496,000 1 521,000 2 1,760,000 1 44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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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育系 2 1,229,000 2 2,222,000 1 763,000 2 1,472,000 2 1,067,000 

合計 15 11,959,000 18 13,782,000 19 14,008,180 30 23,088,000 926 11,558,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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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 

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 185 79 72 116 27 479 12 8 1 2 0 23 8 

教育行政與管理學系 171 25 67 0 0 272 6 3 0 0 0 9 8 

幼兒教育學系 208 21 16 0 0 245 1 7 0 0 0 8 0 

特殊教育學系 171 24 0 0 2 197 4 4 2 0 0 10 1 

體育與運動科學系 183 17 42 6 16 264 3 5 0 0 0 8 6 

   合 計   918 166 197 122 45 1457 26 27 3 2 0 58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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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師教育學院各學系 105~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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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107 106 105 108 107 106 105 108 107 106 105 108 107 106 105 108 107 106 105 108 107 106 105 108 107 106 105 

教

育

系 

2 2 6 4 2 3 1 6 1 0 0 0 3 12 15 14 2 2 0 2 10 4 5 7 0.9 1 1.1 1.4 

教

行

系 
0 0 1 1 0 2 2 6 0 0 0 0 10 2 2 11 0 0 0 2 1 0 1 0 1.2 0.6 0.6 2 

幼

教

系 

0 1 2 3 1 0 0 0 0 0 0 0 0 3 7 8 0 0 0 1 0 0 0 0 0.1 0.4 0.9 1.2 

特

教

系 

0 2 1 1 0 0 0 0 0 0 0 0 1 0 2 2 0 0 0 0 3 0 0 0 0.4 0.2 0.3 0.3 

體

育

系 

4 1 4 12 0 0 0 1 0 0 0 0 2 0 6 11 0 0 0 2 0 0 0 5 0.8 0.1 1.1 3.4 

合

計 
6 5 9 21 3 2 2 13 1 0 0 0 16 12 18 46 2 1 0 7 14 4 5 12 3.4 2.3 2.6 8.3 

 

105~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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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年度 107 年度 106 年度 105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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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行系 10 480,000 8 384,000 7 336,000 8 384,000 

幼教系 2 96,000 1 48,000 0 0 2 96,000 

特教系 1 48,000 1 48,000 5 240,000 3 144,000 

體育系 1 48,000 0 0 0 0 1 4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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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08年 2月 11日(一)前往印尼教育大學與當地三所大學進行學術交流。 

2. 108年 3月 11日(一)泰國法政大學至花師教育學院進行學術交流。 

3. 108年 6月 19日(三)泰國農業大學至花師教育學院進行學術交流。 

4. 108年 7月 15日(一)至 19日(五)體育系前往大陸東莞台商子弟學校辦理「認識台灣夏

令營」。 

5. 108年 9月 18日(三)與印尼教育大學簽訂雙聯學位合作辦法。 

6. 108年 11月 3日()至 9日體育系前往馬來西亞沙巴崇正中學辦理運動訓練營。 

 

二、提升本院學生教育知能素養 

1. 108年 05月 18日(六)舉辦「創新須學問-花師教育學院大師講座」圓滿結束。 

2. 108年 09月 25日(三)舉辦花師教育學院教師知能檢定會考。 

3.108年 11月 2(六)教育行政與管理學系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 

4.108年 11月 14日(四)舉行 107年度第 2學期書卷獎及教育知能會考辦獎典禮。 

5.體育與運動科系將於 108年 12月 7日至 8日舉辦「2019體育運動跨領域整合探究與實作

研討會」。 

6.為提升專業多元，體育系開設推廣教育學分班。 

7.體育與運動科學系舉辦碩士班課堂 Seminar，以鼓勵研究生發表學術論文。 

8.特殊教育學系預計於 108年 12月 20日(五)舉辦「2019融合教育暨原住民族特殊教育學

術研討會」。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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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1人，已向校

方回報。  

 

 三、花師校友相關活動 

1.108年 08月 18日(日)舉辦「花師校友回娘家-籃球聚」圓滿落幕。 

2.108年 11月 05日(二)舉辦「花師校友回娘家-新北市退休校長聯誼會」圓滿落幕。 

3.體育系於 108年 9月、10月分別辦理 3場校友回饋講座：「肌力體能訓練實務」、「邁向教

師之路-成為正式教師的準備歷程」、「運動賽會實務職場經驗談」。 

 四、爭取跨領域計畫 

1.高教深耕計畫，本院主要參加：分項二.落實專業學院、分項六.落實中小學多元智慧教

育。 

2.感謝各系執行教育學院特色發展計畫、亮點計畫、特色教室建置計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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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聘請廖永堃教授擔任「特殊教育中心」主任。 

5.體育系執行「107-108年度學校體育志工志願服務計畫」舉辦「學校體育志工志願服務培

訓研習會」、「大禹國小寒假體育育樂營」、「暑期專項運動潛力訓練營」等主題活動。 

 

 五、偏鄉弱勢課業輔導計畫 

1.執行 2019年偏鄉教育學校專聘教師方案實施計畫。 

2.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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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撰寫並申請 1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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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體育系執行「偏遠地區學校校務發展-花師教育學院多元智慧教育專案補助計畫」舉辦多

元增能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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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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學年度教師申請科技部研究計畫通過核定件數 8件，執行科技部研究計畫共計 10

件。 

二、系所招生 

（一）辦理學士班個人申請、繁星推薦、考試分發。 

（二）辦理碩博班甄試招生、招生考試。 

（三）協辦國際生申請入學審查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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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為提高教檢通過率，辦理教檢考試讀書會、教師檢定考試專題講座及教檢模擬考試。 

四、辦理學術研討會 

（一）108年 3月 29-30日舉辦「第六屆教育美學學術研討會」。 

（二）108年 5月 4日舉辦「2019第六屆華山論見教育研討會」。 

（三）109年 5月 2日舉辦「2020第七屆華山論見教育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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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評鑑方面：本學期工作重點在於蒐集資料及整理，完成自評報告。 

七、執行「108年度行天宮偏關懷輔導鄉弱勢學生計畫：〔第四屆東華教育營-「由」你「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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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惜」、「自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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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遠地區中小學校長教學領導與學生學業樂觀之研究: 

以教師專業素養為中介變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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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銅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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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執行教育部高教深耕計畫於 108年 9月 27日和 10月 4日日分別於銅蘭國小和吉安國

小簽定夥伴學校和完成英文繪本閱讀活動。並於 9月 20日和 10月 4日完成太巴塱國小和

南華國小的 AR/VR虛擬實境體驗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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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幼兒教育學系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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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107學年度第 2學期辦理 108級應屆畢業生教檢衝剌班，6月份教師檢定考試通過率 100%。 

三、辦理 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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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協辦國際生申請入學審查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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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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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 107學年度專題演講活動，增進全體師生拓展視野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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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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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2.20（五）舉辦 2019 融合教育暨原住民族特殊教育學術研討會。 

二、108 年度第一次教育部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資格考試－特教類科通過率 90.32

％，第二次教育部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資格考試－特教類科通過率 88.46％。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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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協辦國際生申請入學審查相關作業。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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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辦理碩士班論文（計畫、學位）口試、博士班資格考試。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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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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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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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為提高教檢通過率，辦理讀書會及教檢模擬考。 

十一、舉辦 108 級畢業生實習及畢業成果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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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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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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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7.15-108.7.19尚憶薇主任帶領體育系 18為學士班學生赴中國廣東省東莞市台

商子弟學校辦理「認識台灣夏令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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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08.11.3-108.11.9尚憶薇主任帶領體育系 13位學士班學生赴東馬來西亞沙巴崇正

中學辦理運動訓練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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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 15 50% 55% 100% 

碩士(碩專) 15 - 3 50% 80% 100% 

總計  48 - 18 50% 63% 100% 

 

（二）辦理校友回饋講座如下： 

時間 校友姓名 演講主題 

108.9.28(六) 

10:00~12:00 
饒平海 肌力體能訓練實務 

108.10.19(六) 

10:00~12:00 

黃怡瑄 邁向教師之路-成為正式教師的準備歷程 

108.10.20(日) 

10:00~12:00 
吳昆霖 運動賽會實務職場經驗談 

 

三、辦理 108學年度體育系增能課程 

(一) 為提高教檢通過率，辦理教檢考試讀書會及教檢模擬考試。 

(二) 體育系教檢國文增能班預計於 11/2、11/23、11/30、12/14、12/20辦理。 

(三) 體育系教檢數學增能班預計於 10/21、10/28、11/04、11/11辦理。 

(四) 體育系教檢小組讀書會於 9/18、9/23、10/2舉行。 

(五) 體育術科自主學習。 

(六) 108學年度持續開設推廣教育學分班。 

四、舉辦 108級畢業生畢業專題成果展。 

五、舉辦碩士班課堂 Seminar，以鼓勵研究生發表學術論文。 

六、辦理「校友回饋講座」、「教檢考試讀書會」、「教檢模擬考試」、「地方教育輔導講座」、「偏

鄉弱勢學生關懷輔導服務」、「多元智慧教育專案補助計畫」、「實用運動營養」等系列活

動。 

七、執行「偏遠地區學校校務發展-花師教育學院多元智慧教育專案補助計畫」舉辦多元增能講

座。 

八、執行「107-108年度學校體育志工志願服務計畫」舉行「學校體育志工志願服務培訓研習

會」、「大禹國小寒假體育育樂營」、「暑期專項運動潛力訓練營」等主題活動。 

九、執行「107學年度地方教育輔導工作計畫」，舉行兩天一夜「草東有派對場體育教學工廠」

體育教師共同備課計畫。 

十、執行「108學年度地方教育輔導工作計畫」，舉行「健康教育桌遊設計與實務應用」講座。 

十一、執行「108年度行天宮關懷輔導偏鄉弱勢學生計畫」，舉行兩天一夜偏鄉學童「秋啟

「閱」讀「運」動」活動。 

十二、執行「高教深耕計畫」分項二.3落實專業學院、分項六.4落實中小學多元智慧教育。 

十三、辦理學術研討會：「2019體育運動跨領域整合探究與實作研討會」預計於 12/7、12/8舉

行，邀請國內外學術及實務專家共同參與。 

十四、邱建章副教授通過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性別裝置:女性球隊經理的社會建構及其系譜學

考察」核定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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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徐偉庭副教授通過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體育教師 RISE支持之效應以及對學生正向發展

之影響」核定補助。 

十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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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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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屆南花蓮全民科學週─金針山與泥火山豆腐的科普教學宅急便」。 

三、執行科技部計畫「科普活動：第二屆南花蓮全民科學週—金針山下科普教學宅急便（主題 

三）」。 

四、執行科技部計畫「國小偏鄉教師實踐在地課程之專業發展—以「物質與能量」和「交互作

用跨科概念為例」。 

五、執行科技部計畫「透過自我調整學習促進 STEM職前教師之後設知識」。 

六、執行科技部計畫「學生科學認同量表之發展與潛在因素之探討」。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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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協辦科教館「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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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辦理「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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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2019東華大學青少年科學營」。 

十一、科普推廣-國小偏鄉教師實踐在地課程之專業發展—以「物質與能量」和「交互作用」跨

科概念為例。 

十二、科普推廣-發展跨科概念在地課程提昇國小偏鄉學生之科學學習－在地課程中的國小偏鄉

學生科學學習認同—以「系統與尺度」和「科學與生活」跨科概念為例。 

十三、舉辦科學教育工作坊及演講。 

十四、參與國際性科學教育組織之調查研究計畫與學術交流。 

十五、其它科學教育相關之研究與推廣事項。 

 

單位：特殊教育中心 

一、執行教育部「108 年度花蓮鑑輔分區推動特殊教育工作計畫」及「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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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108 年度已辦理「視覺障礙輔具認識與運用」、「生涯轉銜與輔導」、「大專資源教室經營與運

作分享」、「兩性交往的態度與觀念」、「無障礙環境建立之校園支持系統」、「ISP 表格設計、

撰寫及範例說明」，共計 6 場次大專校院特殊教育知能研習。 

三、108 年度已辦理「特教學生物理治療知能研習」、「自閉症輔導策略工作坊」、「特殊需求兒童

的語言溝通問題與治療策略」、「學校系統常見輔具評估與調整」、「讀寫和閱讀教學」、「偏

差行為輔導及親師溝通策略」，共計 6 場次國民中小學特殊教育知能研習。 

四、於 4～10 月份，安排專家學者進行花蓮縣 5 所大專校院資源教室到校訪視工作。 

五、《東華特教》每年 7 月及 12 月各出刊乙次，第 62 期正積極徵稿中，並於 11 月 18 日截稿。 

 

單位：原住民族教育中心 

一、原住民族委員會「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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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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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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文化教育中心 

一、 目前執行 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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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 30日~12月 1日辦理 2019臺灣行動研究學會論壇技論文發表會。 

三、 12月 9日辦理「教育與轉型正義-白色恐怖擬真體驗工作坊」。 

單位：偏鄉閱讀與行動中心 

一、目前執行 108年度閱讀教學與基礎研究計畫(108C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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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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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C1121-4.4) 

四、目前執行大專校院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實踐取向課程的教與學(108C1119-12) 

 

單位：數位學伴中心 

一、每年皆有計畫，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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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C1109(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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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位：教育發展與研究中心 

一、本中心自揭牌成立距今約僅二年餘，現正持續積極整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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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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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行等相關行政作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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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拓展花師教育學院暨東華大學之能見度，並準時於每年

11月及 5月各出刊乙次。第 19期已順利付梓，並於 2019年 5月如期出刊；第 20期亦已於

10月中旬完成編委會審議，預定於 2019年 11月如期出刊。同時，經本中心更積極提升期

刊能見度，申請科技部期刊評鑑，並獲得 92分的高分，而本期刊目前的引用率與中正大學

教育研究期刊相近，品質已倍受肯定。 

三、本中心於試營運期間，即持續嘗試與院辦合作，動用中心之工作團隊，協助院辦與教行系

舉辦 108學年之「2019 教育行政與政策學術研討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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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本中心於 108學年暨 2019年積極參與校外大型之教育發展與研究計畫，與全國中小學校長

協會合作，協調院內教師擔任「師傅校長培訓計畫課程」的講師。其中新竹市、新北市與

台東縣的講授行程正陸續執行中，預計於 2019年 11月底前全部完成。 
 



 

花師教育學院-第 9 頁/共 34 頁 

 

貳、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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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第七屆華山論見教育研討會」 

預定於 109年 5月 2辦理，其實施方式分為「專題演講、論文發表（含口頭及壁報發

表）」。 

二、系所評鑑方面：本學期工作重點在於蒐集資料及整理，完成自評報告。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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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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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年 11月 30日辦理教檢模擬考試。 

五、辦理師資生專業知識加強及輔導活動：教甄講座、專業知能檢測、教師檢定考試專題講

座、校友分享等。 

六、推派本系教師前往高中（非花蓮地區）學校招生宣傳，以吸引優秀學生前來就讀。 

七、建置本系網頁。 

八、辦理科技部大專生研究計畫申請說明會，鼓勵學士班學生申請「大專學生研究計畫」。 

九、舉辦本系 109級畢業生畢業成果展。 

十、辦理 109學年度學、碩、博班之招生活動。例如：學士班個人申請、繁星推薦、考試分

發；博、碩士班招生甄試、考試及外籍生申請入學審查等相關事務。 

十一、辦理連續修讀學、碩士學位申請及審查作業，鼓勵學士班學生提前修讀碩士班課程。 

十二、持續推動教師參與教學卓越中心之教師專業社群，進行學術、教學分享活動，提升研究

能量。 

十三、辦理專題演講活動，例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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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四、辦理博、碩士班論文（學位、計畫）口試。 

十五、提出 109年度行天宮關懷輔導偏鄉弱勢學生計畫：第五屆東華教育營-「與尼一起勇

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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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遠地區中小學校長教學領導與學生學業樂觀之研究: 

以教師專業素養為中介變項」核定補助。 

2.潘文福教授通過國科會專題計畫「協助一所高職發展專題導向特色課程：教學模式建構、

試教與其學生學習成效評估」核定補助。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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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學生學業成就之關係研究：

以教師信任感為中介變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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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 109年系所評鑑時程，依限期備妥相關評鑑資料。 

四、帶領學生海外參訪與學術交流，藉以增進國際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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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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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建置虛擬實境教學研究設備，並配合推動 108年度教育部高教深耕 6.4子計畫-落實中小學

多元智慧教育。 

十、執行 108年度行天宮關懷輔導弱勢學生計畫。 

 

 

幼兒教育學系 
一、辦理學生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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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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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辦理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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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推動本系師生於期刊發表研究成果，以鼓勵教師發表論文。 

五、辦理教師專業社群，進行學術、教學分享活動，提升研究能量。 

六、舉辦本系 108 級畢業生畢業成果展。 

七、舉辦 108 學年度專題演講活動。 

八、辦理 108 年度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論文（學位、計畫）口試。 

十一、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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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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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 108 年 12 月 20 日（星期五）2019 融合教育暨原住民族特殊教育學術研討會。 

二、辦理系所自我評鑑及 109 年度大學校院師資培育評鑑相關事宜。 

三、擬於 109 年 02 月 22 日（星期六）～23 日（星期日）與社團法人台北市自閉症家長協會舉辦

109 年放手放心～人際適應及獨立生活訓練星兒冬令營。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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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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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鼓勵老師研究發表並爭取科技部及教育部研究計畫。 

七、鼓勵學士班學生申請「大專學生專題研究計畫」。 

八、推動師生於各類刊物發表研究成果及學術論文。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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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協辦國際生申請入學審查相關作業。 

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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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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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十二、辦理碩士班論文（計畫、學位）口試、博士班資格考。 

十三、增進師資生專業知能發展，如：教甄講座、專業知能檢測等。 

十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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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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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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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為提高教檢通過率，辦理讀書會及教檢模擬考。 

十八、舉辦 109 級畢業生實習及畢業成果展。 

十九、持續加強與大陸特教相關學校及機構研究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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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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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行系 
梁金盛 獲行天宮文教發展促進基金會補助108年關懷輔導偏鄉弱勢

學生計畫 

教學類 教行系 
梁金盛 通過教育部108年度高教深耕6.4落中小學多元智慧教育-培

養教學與行政人才計畫 

 教學類 教育系 王采薇 107 學年度終身教學榮譽獎 

教學類 教育系 李崗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榮升教授 

教學類 教行系 
梁金盛 獲行天宮文教發展促進基金會補助108年關懷輔導偏鄉弱勢

學生計畫 

教學類 幼教系 石明英 108 學年度校級教學優良教師 

教學類 體育系 尚憶薇 榮獲 108 年度花師教育學院教學優良教師 

教學類 體育系 林如瀚 
通過 108 年度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教與學互為建構 II - 

運動團隊議題在高中體育班的實踐研究 

教學類 體育系 林嘉志 
通過本校 108 年度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智慧實踐健康

運動與飲食 

教學類 特教系 楊熾康 108 年度榮升副教授 

教學類 特教系 廖永堃 108 年度花師教育學院教學優良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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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行系 
吳新傑 通過108年度科技部專題計畫「國民小學校長負責領導與學

生學業成就之關係研究：以教師信任感為中介變項」 

研究類 教行系 
范熾文 通過108年度科技部專題計畫「偏遠地區中小學校長教學領

導與學生學業樂觀之研究: 以教師專業素養為中介變項」 

研究類 教行系 
潘文福 通過108年度科技部專題計畫「協助一所高職發展專題導向

特色課程：教學模式建構、試教與其學生學習成效評估」 

研究類 教育系 王采薇 
通過 108 年科技部計畫，計畫名稱：外國研究生在臺學習經

驗之質性研究：一所大學東南亞籍研究生的故事 

研究類 教育系 古智雄 

通過 108 年科技部計畫，計畫名稱：科普活動：第三屆南花

蓮全民科學週─金針山與泥火山豆腐的科普教學宅急便（主

題三） 

研究類 教育系 李暉 
通過 108 年科技部計畫，計畫名稱：透過自我調整學習促進

STEM 職前教師之後設知識 

研究類 教育系 高台茜 
通過 108 年科技部計畫，計畫名稱：數位學伴跨校直播共學

中的綜效鷹架與學習投入研究 

研究類 教育系 張德勝 
通過 108 年科技部計畫，計畫名稱：當高齡者遇見同志成家

－多元性別教育融入樂齡課程教學行動方案之研究 

研究類 教育系 蓋允萍 
通過 108 年科技部計畫，計畫名稱：探討多元認識觀的生物

分類課程設計對東臺灣學生表徵的影響 

研究類 教育系 劉佩雲 
通過108年科技部計畫，計畫名稱：閱讀素養實踐歷程-探究

取向的概念理解閱讀教學研究 

研究類 教育系 蔣佳玲 通過108年科技部計畫，計畫名稱：學生科學認同量表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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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與潛在因素之探討 

研究類 教育系 古智雄 
執行108年科技部計畫，計畫名稱：東台灣K-9學生科學學習

提升計畫：從認知,動機到探究 

研究類 教育系 廉兮 
執行1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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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意雪 
教育部計畫：大專校院教學實踐研究計畫-實踐取向課程的

教與學 

研究類 教育系 高台茜 教育部委辦計畫：教育部科技輔助自主學習輔導計畫-東區 

研究類 教育系 白亦方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委辦計畫：十二年國教課程綱要前

導學校協作計畫 

研究類 幼教系 林俊瑩 

108 學年度地方教育輔導工作計畫-小教及花東區中小學教師

專業自主成長計畫【子計畫五】原鄉在地文化與美感教育雙

重追尋的教保專業成長社群(2019/08/01~ 2020/07/31) 

研究類 幼教系 林俊瑩 
臺灣地區非營利幼兒園的政策成效評估與侷限性
(2018/08/01~ 2019/07/31) 

研究類 幼教系 林建亨 
建構式觸控遊戲對「數感」能力弱勢幼兒之影響: 開發、應

用、與成效評估(2018/08/01~ 2019/07/31) 

研究類 幼教系 張明麗 

108 學年度地方教育輔導工作計畫-小教及花東區中小學教師

專業自主成長計畫【子計畫七】提升幼兒教師美感素養專業

知能之增能研習計畫(2019/08/01~ 2020/07/31) 

研究類 幼教系 張明麗 

107 學年度地方教育輔導工作計畫-小教及花東區中小學教師

專業自主成長計畫【子計畫三】美感經驗提升幼兒園藝術涵

養之教師增能研習計畫(2018/08/01~ 2019/07/31) 

研究類 幼教系 陳慧華 
107 學年度精進師資素質及特色發展計畫 2-1 精進教保，專

業發展(2018/08/01~ 2019/07/31) 

研究類 幼教系 蔡佳燕 

大專校院教學實踐研究計畫-理論與實務之間：運用案例教

學於幼教師資生「幼兒園課室經營」之研究(2018/08/01~ 

2019/07/31) 

研究類 幼教系 蘇育代 

108 學年度地方教育輔導工作計畫-小教及花東區中小學教師

專業自主成長計畫【子計畫六】文化聲音的重現行動 5─幼

兒多元文化與情感結合之教師增能研習(2019/08/01~ 

2020/07/31) 

研究類 幼教系 蘇育代 
108 年度結合大專校院辦理就業服務補助計畫(2019/03/01~ 

2019/10/31) 

研究類 幼教系 蘇育代 
108 年度高等教育深耕計畫-4.1 職涯導航儀：強化職涯諮詢

服務(2019/01/01~ 2019/12/31) 

研究類 幼教系 蘇育代 
108 年度高等教育深耕計畫-4.2 戰力提升站：打造學生就業

能力(畢服組)( 2018/01/01~ 2019/12/31) 

研究類 幼教系 蘇育代 樂齡性意識的覺醒與培力(2018/12/27~ 2019/07/31) 

研究類 幼教系 蘇育代 

107 學年度地方教育輔導工作計畫-小教及花東區中小學教師

專業自主成長計畫【子計畫二】文化聲音的重現行動 4─幼

兒多元文化與生活結合之教師增能研習(2018/08/01~ 

2019/07/31) 

研究類 體育系 王令儀 

通過 108年度科技部專題計畫：「Biomechanical comparisons 

of one-legged and two-legged running vertical jumps」獲得教

育部體育署 108 年度運動科學研究發展佳作獎勵 

研究類 體育系 邱建章 通過 108年度科技部專題計畫：性別裝置:女性球隊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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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建構及其系譜學考察 

研究類 體育系 徐偉庭 
通過 108年度科技部專題計畫：體育教師 RISE 支持之效應

以及對學生正向發展之影響 

輔導類 教育系 王采薇 107學年度校級優良導師 

服務類 幼教系 石明英 
107 學年度花蓮縣客語沉浸式教學輔導試辦計畫(2018/12/03~ 

2019/07/31) 

服務類 幼教系 陳慧華 

107 學年度學海築夢計畫(美夢成真) 洛杉磯 Ni Hao Chinese 

Costa Mesa 中英雙語幼兒園實習 108 年 7 月師生一行 12 位

前往 

服務類 幼教系 陳慧華 
國外教育見習實習計畫「芬蘭幼兒教育見習計畫」獲選爲優

秀計畫 

服務類 特教系 鍾莉娟 
被提名並由國際桌球總會選派擔任 2019 亞洲身心障礙桌球

錦標賽裁判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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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行系

博士班 

 陳俐君 榮獲 2019年中華民國第廿七屆幼鐸獎殊榮 

教行系

博士班 

 林政宏 榮任臺東縣政府教育處處長 

教行系

碩士班 

 楊涵 考取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108學年度教育學系教育政策與行政

組博士班 

教行系

學士班 

白亦方 林凰璇 通過 108年科技部計畫，計畫名稱：學思達教學法在洄瀾的

實踐與轉化 ─以花蓮縣一所國小為例 

教行系

學士班 

吳新傑 詹家渝 通過 108 年科技部計畫，計畫名稱：《暗殺教室》中教育哲學

意涵之探析 

教行系

學士班 

呂傑華 林軒葦 通過 108 年科技部計畫，計畫名稱：國中生恆毅力與學業成

就之關係探究 

教行系

學士班 

李崗 陳芸儀 通過 108 年科技部計畫，計畫名稱：《鋼之鍊金術師》的美育

意義 

教行系

學士班 

林俊瑩 陳孟澤 通過 108 年科技部計畫，計畫名稱：心智工具教學策略對幼

稚園兒童自控行為影響之研究：以友伴閱讀為例 

教行系

學士班 

紀惠英 李佳穎 通過 108 年科技部計畫，計畫名稱：大學生組織公民行為之

研究 

教行系

學士班 

陳成宏 李維銘 通過 108 年科技部計畫，計畫名稱：學生參與寒暑假國小育

樂營隊之團隊共識探討： 東華大學個案 

教行系

學士班 

劉佩雲 黃翊辰 通過 108 年科技部計畫，計畫名稱：桌遊融入偏鄉國小英語

教學對學習動機及學習成就之研究 

教行系

學士班 

潘文福 楊映彤 通過 108 年科技部計畫，計畫名稱：青年參與短期國際志工

團體與人際關係之研究 

教行系

學士班 

簡梅瑩 洪子涵 通過 108 年科技部計畫，計畫名稱：大學是人生跳板嗎？從

文化資本角度探討大學生之生涯規劃 

教行系  蔡佳岑 108-1 學期學生自主學習培力獎勵方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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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士班 

教行系

學士班 
 江佩玲 

108-1 學期學生自主學習培力獎勵方案通過 

教行系

學士班 
 李佳穎 

108-1 學期學生自主學習培力獎勵方案通過 

教行系

學士班 
 郭子綺 

108-1 學期學生自主學習培力獎勵方案通過 

教行系

學士班 
 李逸銘 

108-1 學期學生自主學習培力獎勵方案通過 

教行系

碩士班 
 彭勝弘 

108-1 學期學生自主學習培力獎勵方案通過 

教行系

學士班 
 魏于翔 

108-1 學期學生自主學習培力獎勵方案通過 

教行系

學士班 
 李康誌 

108-1 學期學生自主學習培力獎勵方案通過 

教行系

學士班 
 陳泰寧 

108-1 學期學生自主學習培力獎勵方案通過 

教行系

學士班 
 張哲維 

108-1 學期學生自主學習培力獎勵方案通過 

教行系

學士班 
 柯夆駿 

108-1 學期學生自主學習培力獎勵方案通過 

教行系

碩專班 
 玲宜蓁 

108-1 學生自主學習社群通過名單：※教檢一次過 

教育系 劉明洲 邱合興 108 年度大專生專題研究計畫申請通過，計畫名稱：自走車

教學融入團體探究法以提升國小學童程式設計之能力 

教育系 古智雄 陳薏茹 108 年度大專生專題研究計畫申請通過，計畫名稱：數位學

伴―學童在楷模學習下的自我效能轉變 

教育系

科教博

士班 

 陳信宏 成立之"歐利科技有限公司"，榮獲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108 年

度小型企業創新研發計畫(SBIR) 新秀獎 

教育系 李暉 蘇德馨 榮獲科技部 107 年度大專生研究計畫研究創作獎 

教育系

教育博

士班 

李明憲 鄭偉君 首爾世界醫學教育年會獲得海報論文首獎 

教育系  邱合興 107-2 學生自主學習培力獎勵方案通過名單 

教育系

教育博

士班 

 王玉華 107-2 學生自主學習社群通過名單：※精進課業類～心手雙

暢：擺脫五十肩的實用版書課程 

教育系

教育碩

士班 

 吳盈融 107-2 學生自主學習社群通過名單：※精進課業類～攜手邁向

正式教師之路 

教育系

多元碩

 張桂芬 107-2 學生自主學習社群通過名單：※服務學習類～2030 

SDGs Game 聯合國永續發展目標的體驗與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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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班 

教育系  毛盈芝 1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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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子涵 獲選「108 年大專優秀青年」 

教育系

科教博

士班 

 黃俊仁 指導學生參加 2018 花蓮縣科技創客發展自走車競賽第 1 名 

教育系

博士班

特教組 

 朱怡珊 錄取臺北市 108 年度市立國民小學候用校長 

特教系

碩士班 
 蕭聖山 榮獲 108 年度全國傑出聽障人士傳音大使 

特教系 

學士班 
 呂杰霖 映像花師攝影比賽第一名 

特教系 

學士班 
 鍾子心 映像花師攝影比賽第三名 

幼教系 張明麗 鄭伊倩 教保服務人員對幼兒自我保護的認知與實踐-台灣與馬來西亞

跨國比較 

幼教系 廖永堃 沈宛靚 台灣女大學生未婚懷孕的困境與處遇之個案探究 

體育系  盧信男 考取 ACE-CPT 美國國家運動委員會私人教練證照 

體育系 
 

盧嵩喆 
考取 AFAA-PFT 美國有氧適能協會個人體適能顧問指導員證

照 

體育系  柳亞莉 考取 107學年度第二學期師資培育公費生公費生 

體育系  謝政諭 考取 108學年度師資培育獎學金-小教 

體育系  李品萱 通過 108-1學期學生自主學習社群：精進課業類-術科增能班 

體育系  林鴻文 
通過 108-1學期學生自主學習社群：精進課業類-109年國民

小學教師資格考-國文衝刺班 

體育系  翁梓恆 
通過 108-1學期學生自主學習社群：服務學習類-運科基層服

務隊_運動員下肢肌力科學化評估 

體育系 
 盧信男 

108 學年度中華民國大專校院健美錦標賽-男子形體組 178 公

分級第三名 

體育系  黃國庭 108 年全國運動會-游泳 1500 公尺自由式第二名 

體育系  黃國庭 108 年全國運動會-游泳 800 公尺自由式第二名 

體育系  黃國庭 108 年全國運動會-游泳 400 公尺自由式第二名 

體育系  郭姵吟 IDBF 世界龍舟錦標賽國手選拔- 200 公尺、500 公尺第一名 

體育系  林承緯 通過 108年度小教學程教師資格檢定考 

體育系  王琳懷 考取 108年度小教專班公費生 

體育系  廖羽柔 考取 108年度新北市正式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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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年度第 1 次教師檢定考通過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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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系  郭起宏、林承緯、徐敬舜 
2019 年「純喫茶 TRY IT 鬥牛霸」大專組男

子冠軍 

特教系  晏可容 
108.03.05 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大專團體 A 組

特優 

特教系  林泯均 
108.03.05 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大專團體 B 組

優等 

特教系  林泯均 
108.03.16 學生音樂比賽管樂合奏大專 B 組

優等 

特教系  許芝晏 
108.03.16 學生音樂比賽管樂合奏大專 B 組

優等 

特教系  游晙愷 
108.03.16 學生音樂比賽管樂合奏大專 B 組

優等 

  (四)畢業生表現 

系所 姓名 表現事蹟 

幼教系 
李紹翊（104 級碩專

班） 
榮獲中華幼兒教育策進會第廿七屆幼鐸獎 

幼教系 邱琍貞（83 級學士

班） 
榮獲 108 年度幼兒園團隊教學卓越奬金質獎 

幼教系 柯孟瑜（103 級學士

班） 
榮獲 108 年度幼兒園團隊教學卓越奬銀質獎 

幼教系 
詹宛婷（102 級學士

班） 
考取 107 學年度台北市公立幼教師 

幼教系 
蔡蕙宇（106 級學士

班） 
考取 107 學年度台北市公立幼教師 

幼教系 
楊涓楷（98 級碩士

班） 
考取 107 學年度新北市公立幼教師 

幼教系 
詹沁悠（107 級學士

班） 
考取 107 學年度新北市公立幼教師 

幼教系 
龔姵綺（106 級學士

班） 
考取 107 學年度新北市公立幼教師 

幼教系 
胡家珮（106 級碩士

／104 級學士班） 
考取 107 學年度新北市公立幼教師 

幼教系 
李宛儒（105 級學士

班） 
考取 107 學年度新北市公立幼教師 

幼教系 
柯宜瑋（107 級學士

班） 
考取 107 學年度新北市公立幼教師 

幼教系 
鄭筑云（103 級學士

班） 
考取 107 學年度新北市公立幼教師 

幼教系 
鍾宜珊（106 級學士

班） 
考取 107 學年度台中市公立幼教師 

幼教系 
羅子涵（102 級學士

班） 
考取 107 學年度苗栗縣公立幼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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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教系 
楊智宇（107 級學士

班） 
考取 107 學年度宜蘭縣公立教保員 

幼教系 
王奕雁（107 級學士

班） 
考取 107 學年度宜蘭縣公立教保員 

幼教系 
張心屏（107 級學士

班） 
考取 107 學年度宜蘭縣公立教保員 

幼教系 
戴愛麗（103 級碩專

班） 
考取 107 學年度花蓮縣公立教保員 

幼教系 
張恩寧（107 級學士

班） 
考取 107 學年度新北市公立教保員 

幼教系 
劉宇晴（107 級學士

班） 
考取 107 學年度高雄市公立國小教師 

幼教系 
劉宇晴（107 級學士

班） 
考取 107 學年度新竹縣公立國小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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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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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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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明翰(學士班 98

級) 

考取 107 年一般行政警察四等特考正取 

教行系 郭明學(學士班 98

級) 

考取 107 年台灣電力公司新進雇用人員綜合行

政類(南區) 

教行系 柯易(學士班 98 級) 考取 107 年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專業職(二)

內勤人員甄試正取 

教行系 林京郁(學士班 98

級) 

考取 107 年經濟部所屬事業機構新進職員甄試

正取(分發台灣糖業公司) 

教行系 蔡宇蓁(學士班 104

級) 

考取 108 年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專業職(二)

內勤人員甄試正取 

教行系 林映慈(學士班 105 考取 107 年度桃園市八德國小正式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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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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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冠逸(學士班 98

級) 

考取 107 年度新北市大觀國小正式教師 

教行系 陳億蓉(學士班 98

級) 

考取 107 年度新北市貢寮國小正式教師 

教行系 邱文柔(學士班 100

級) 

考取 107 年度高雄市月美國小正式教師 

教行系 黃雅鈴(學士班 98

級) 

考取 108 年度新北市大觀國小正式教師 

教行系 游千又(學士班 101

級) 

考取 108 年度新北市網溪國小正式教師 

教育系 
游政男 

(教育博士班) 

臺灣教育大學系統第五屆優良博碩士學位論文

〔教育類博士〕優良 

教育系 
許庭恩 

(教育碩士班) 

臺灣教育大學系統第五屆優良博碩士學位論文

〔教育類碩士〕佳作 

教育系 
袁琡婷 

(教育碩士班) 

臺灣教育大學系統第五屆優良博碩士學位論文

〔文理類碩士〕佳作 

教育系 
周君柔 

(學士班 107 級) 

通過「2019 年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力認證考

試」 

教育系 

許庭恩 

（學士班 106 級） 

（教育碩士班 107

級） 

〔小教類〕教育實習學生-楷模獎 

教育實習機構：國立嘉義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教育系 
孫韻茹 

（學士班 107 級） 

〔小教類〕教育實習學生-優良獎 

教育實習機構：國立東華大學附屬實驗國民小學 

教育系 
黃湘茹 

（學士班 99 級） 
考取台北市正式教師 

教育系 
李柏霖 

（學士班 100 級） 
考取新北市正式教師 

教育系 
蕭晴方 

（學士班 100 級） 
考取新北市正式教師 

教育系 
楊晨瑜 

（學士班 101 級） 
考取台北市正式教師 

教育系 
林盈君 

（學士班 102 級） 
考取台北市正式教師 

教育系 
莊承儒 

（學士班 102 級） 
考取台南市正式教師 

教育系 李盈綺 考取桃園縣正式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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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士班 103 級） 

教育系 
羅愛 

（學士班 103 級） 
考取台中市正式教師 

教育系 
黃柔榛 

（學士班 103 級） 
考取新北市正式教師 

教育系 

王聖元 

（學士班 102 級） 

（教育碩士班 103

級） 

考取新北市正式教師 

教育系 
鄭尹琳 

（學士班 103 級） 
考取新北市正式教師 

教育系 
巫謹竹 

（學士班 104 級） 
考取新北市正式教師 

教育系 

張紘瑄 

（學士班 105 級） 

（教育碩士班 106

級） 

考取新北市正式教師 

教育系 
謝佳瑾 

（學士班 106 級） 
考取東華附小正式教師 

教育系 
張幃勛 

（學士班 106 級） 
考取桃園市正式教師 

教育系 

許庭恩 

（學士班 106 級） 

（教育碩士班 107

級） 

考取台中市正式教師 

教育系 
張涵妮 

（學士班 107 級） 
考取台北市正式教師 

教育系 
王珮均 

（學士班 107 級） 
考取新北市正式教師 

教育系 
方舟 

（學士班 107 級） 
考取新北市正式教師 

教育系 
許皓韋 

（學士班 107 級） 
考取台中市正式教師 

教育系 
莊凡緣 

（學士班 107 級） 
考取南投縣正式教師 

教育系 
李珮琪 

（多元碩士班畢業

生） 

考取東華附小正式教師 

教育系 
張立強 

（教育碩專班 107

級） 

考取台北市正式教師 

教育系 
陳怡青 

（教育碩士班 104

級） 

考取高雄市正式教師 

教育系 
林立晨 

（教育碩專班 107

級） 

考取桃園市正式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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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系 
張瑜讌 

（學士班 107 級） 
考取深圳東莞正式教師 

教育系 
余宛容 

（學士班 98 級） 
考取新北市、台北市正式教師 

特教系 
黃廉芳 

（107 級學士班） 

榮獲 108 年教育部教育實習績優獎－教育實習

學生優良獎（花蓮縣吉安鄉化仁國民小學） 

特教系 
詹凱翔 

（99 級學士班） 
考取 108 年度臺東市特教教師 

特教系 
廖顯德 

（100 級學士班） 
考取 108 年度高雄市一般地區學校教師 

特教系 
蘇豊琪 

（100 級學士班） 
考取 108 年度桃園市特殊教育-身心障礙類教師 

特教系 
吳欣樺 

（100 級學士班） 
考取 108 年度臺北市特殊教育-身心障礙類教師 

特教系 
林倢伃 

（101 級學士班） 
考取 108 年度高雄市實驗教育教師 

特教系 
陳冠宇 

（101 級學士班） 

考取 108 年度新北市偏鄕組特教科身心障礙類

教師 

特教系 
葉俞含 

（102 級學士班） 
考取 108 年度新北市一般組學前特教科教師 

特教系 
林奕丞 

（103 級學士班） 

考取 108 年度新北市一般組特教科身心障礙類

教師 

特教系 
賴欣瑜 

（103 級學士班） 
考取 108 年度新竹縣國小普通班一般教師 

特教系 
王楚君 

（104 級學士班） 
考取 108 年度新竹市特殊教育-身心障礙類教師 

特教系 
陳柏豪 

（104 級學士班） 
考取 108 年度臺北市特殊教育-身心障礙類教師 

特教系 
莊宇涵 

（104 級學士班） 
考取 108 年度臺北市特殊教育-身心障礙類教師 

特教系 
劉又嘉 

（105 級學士班） 
考取 108 年度臺北市特殊教育-身心障礙類教師 

特教系 
周  璘 

（105 級學士班） 
考取 108 年度新北市一般組普通科教師 

特教系 
涂怡婷 

（105 級學士班） 
考取 108 年度臺東市特殊教師 

特教系 
賴奕筑 

（106 級學士班） 
考取 108 年度臺北市特殊教育-身心障礙類教師 

特教系 
顏仲蓮 

（106 級學士班） 

考取 108 年度新北市一般組特教科身心障礙類

教師 

特教系 
陳葶安 

（106 級學士班） 

考取 108 年度新北市一般組特教科身心障礙類

教師 

特教系 
羅  慶 

（106 級學士班） 

考取 108 年度臺中市身心障礙類特殊教育班教

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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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教系 
黃廉芳 

（107 級學士班） 

考取 108 年度新北市一般組特教科身心障礙類

教師 

特教系 
吳玉華 

（107 級學士班） 

考取 108 年度新北市一般組特教科身心障礙類

教師 

特教系 
邱書伃 

（107 級學士班） 

考取 108 年度臺中市身心障礙類特殊教育班教

師 

特教系 
湯   蓁 

（107 級學士班） 

考取 108 年度花蓮縣特殊教育-身心障礙類教師

（公費） 

體育系 徐嘉良(89 級學士班) 考取 108 年度台南市正式教師 

體育系 林聖傑(91 級學士班) 考取 108 年度新竹縣正式教師 

體育系 洪嘉鴻(92 級學士班) 考取 108 年度台北市正式教師 

體育系 杜弘文(94 級學士班) 通過 108 年度小教學程教師資格檢定考 

體育系 張瑞祥(95 級學士班) 考取 108 年度桃園縣正式教師 

體育系 黃巧妏(96 級碩士班) 通過 108 年度中等學校資格檢定考 

體育系 王映晴(96 級學士班) 考取 108 年度台北市正式教師 

體育系 林宗憲(99 級學士班) 考取 108 年度新北市正式教師 

體育系 周俊宏(99 級學士班) 考取 108 年度高雄市正式教師 

體育系 
沈家豪(100 級學士

班) 
考取 108 年度邊遠地區原住民重點學校 

體育系 
李昕庭(100 級學士

班) 
通過 108 年度中等學校資格檢定考 

體育系 
張健揚(101 級碩士

班) 
考取 108 年度新北市正式教師 

體育系 
張于豪(101 級學士

班) 
考取 108 年度台中市正式教師 

體育系 
洪偉益(101 級學士

班) 
通過 108 年度小教學程教師資格檢定考 

體育系 
林詠傑(101 級學士

班) 
考取 108 年度台中市正式教師 

體育系 
陳彥仲(101 級學士

班) 
考取 108 年度新北市正式教師 

體育系 
戴澤軒(102 級碩士

班) 
通過 108 年度中等學校資格檢定考 

體育系 
蔡孟潔(102 級碩士

班) 
通過 108 年度小教學程教師資格檢定考 

體育系 
郭怡伶(102 級學士

班) 
考取 108 年度新北市正式教師 

體育系 
陳祈森(102 級學士

班) 
考取 108 年度高雄市正式教師 

體育系 
張漢銘(102 級學士

班) 
考取 108 年度新北市正式教師 

體育系 
李峻源(102 級學士

班) 
通過 108 年度中等學校資格檢定考 

體育系 
黃怡瑄(102 級學士

班) 
通過 108 年度中等學校資格檢定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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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系 
張漢銘(102 級學士

班) 
通過 108 年度小學教師資格檢定考 

體育系 
王奕霖(103 級博士

班) 
獲聘 吉林體育學院副教授 

體育系 
吳瑤雯(103 級碩士

班) 
通過 108 年度中等學校資格檢定考 

體育系 
王莉珊(103 級學士

班) 
通過 108 年度中等學校資格檢定考 

體育系 
王潔茹(103 級學士

班) 
通過 108 年度小學教師資格檢定考 

體育系 
謝芮臻(103 級學士

班) 
通過 108 年度小學教師資格檢定考 

體育系 
馬晧竛(103 級學士

班) 
通過 108 年度小學教師資格檢定考 

體育系 
蔡慶議(103 級學士

班) 
通過 108 年度小學教師資格檢定考 

體育系 
曾健哲(103 級學士

班) 
通過 108 年度小教學程教師資格檢定考 

體育系 
陳又詳(103 級學士

班) 
通過 108 年度小教學程教師資格檢定考 

體育系 
楊智雄(103 級學士

班) 
通過 108 年度小教學程教師資格檢定考 

體育系 
李孟凡(104 級碩士

班) 
通過 108 年度中等學校資格檢定考 

體育系 
詹岱衛(104 級碩士

班) 
通過 108 年度中等學校資格檢定考 

體育系 
林袁如(104 級碩士

班) 
考取 108 年度小教專班公費生 

體育系 
王培真(104 級學士

班) 
考取 108 年度新竹市正式教師 

體育系 
李瑞鴻(104 級學士

班) 
通過 108 年度中等學程教師資格檢定考 

體育系 
紀凱惟(104 級學士

班) 
通過 108 年度小教學程教師資格檢定考 

體育系 
鍾宇傑(104 級學士

班) 

考取 NSCA-CPT 美國國家肌力與體能協會私人

教練證照 

二、學術活動--專題演講、研討會(請按時間排序) 

系所 活動 內容 

特教系 研習講座 108.04.20-21  特殊教育新課綱研習【個別化智力評量工具介紹】 

特教系 專題演講 108.04.24  莊宜婷講師：就輔員甘苦談 

特教系 專題演講 108.05.08  鐘巧真講師：誰說特教系畢業只能當特教老師？ 

特教系 專題演講 
108.05.15  伊甸《謝謝你是我的孩子》早療 25 周年紀錄片校園生命

教育活動 

特教系 研習講座 
108.05.25  許雅玲講師：語言治療知能研習-特殊需求兒童的語言溝

通問題與治療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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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教系 專題演講 108.06.12  徐敏琪老師：幼教聚優-當我們「童」在一起話幼教 

特教系 研習講座 108.06.22  陳美惠老師：二、特殊教育新課綱－教材教具製作研習 

特教系 專題演講 108.06.22-23  特殊教育學系系學會：[素養導向]領導才能之實務應用 

特教系 研習講座 
108.09.25  108 年度大專校院特殊教育專責單位輔導人員知能研習

【無障礙環境建立之校園支持系統】 

教育系 教育講座 
108.09.28  陳清枝校長：適性展賦教育在宜蘭森小和人文國中小的實

踐 

體育系 專題演講 108.09.28 運動體能訓練實務 

特教系 專題演講 108.10.17  呂嵩雁講師：客家傳承、文化推廣與我？！ 

幼教系 專題演講 
108.10.18 洪采婕老師：校友卓越獎座-打通任督二脈-幼教專業知能精

進 

幼教系 專題演講 108.10.18 蔡蕙宇老師：校友卓越獎座-葵花寶典-教檢與教甄致勝秘訣 

體育系 專題演講 108.10.19 邁向教育之路—成為正式教師的準備歷程 

體育系 專題演講 108.10.19 健康教育桌遊設計與實務應用 

體育系 專題演講 108.10.20 運動公關與實務應用 

教行系 專題演講 108.10.25 李秀蘭老師:班級經營面面觀 

教行系 專題演講 108.10.25 劉安婷創辦人:不太乖的勇氣 

教育系 業師講座 108.10.25  Game As Learning：競賽探究與情境興趣 

教育系 

校友回娘

家 

講座 

108.10.26  謝佳瑾、莊千儀：教檢讀書會、教甄之口試與試教經驗以

及職場經驗分享 

教育系 專題演講 108.10.29  黃義峰老師：數位科技的教室應用～案例分析 

體育系 專題演講 
108.10.29 運動裁判實務分享—從老師轉變為專業棒球裁判的生涯之

路 

特教系 專題演講 108.10.30  唐惠珠校長：資優班十二年國教素養教育 

教育系 專題演講 
108.11.01 王淑娟老師：教育與階級議題～盈豐行的小女兒、教育能翻

轉人生嗎—高教的反向重分配 

教育系 業師講座 108.11.01  Game As Learning：科技工具導入 

教育系 專題演講 108.11.01  王淑娟老師：社會階層、社會流動與教育 

教行系 研討會 108.11.2  2019 教育行政與政策學術研討會 

教育系 研習講座 108.11.02  饒見維教授：Word 大綱模式及高階文書處理技巧 

體育系 專題演講 108.11.03 運動傷害實例分享 

特教系 專題演講 
108.11.06  特教系生涯發展與職業訓練：身心障礙者就業協助面面觀

講座 

教育系 業師講座 108.11.08  科技工具：3D 列印概論 

教育系 專題演講 108.11.08  徐玉琴老師：太魯閣族女性的學校、家庭與文化創造之路 

教育系 教育講座 108.11.09  周惠民教授：台灣原住民族教育發展的軌跡與轉機 

教育系 
科教 

專題演講 
108.11.14  王獻樟、張慧娟：科學教育的小實踐與深學習～ESERA2019 

教育系 專題演講 
108.11.15  王淑娟老師：教育與社區議題～新移民教育：與體制對話

與在地實踐 

教育系 業師講座 108.11.15  科技工具：3D 列印與成形指令 

教育系 專題演講 108.11.15  王淑娟老師：從新住民教育看教育機會均等 

教育系 業師講座 108.11.22  科技工具：3D 列印實作與調教 

特教系 講座 108.11.22  劉佑國講師：跨界人生更開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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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系 教育講座 
108.11.23  張民杰教授：授課教師主導的公開授課(teacher-driven 

observation, TDO) 

教育系 業師講座 108.11.29  科技工具：microPython 概論 

教育系 專題演講 108.12.06  吳家瑩教授：怎樣從事學術創新：兩個經驗之分享 

教育系 業師講座 108.12.06  科技工具：microPython 與控制電路 

教育系 教育講座 108.12.07  李俊儀教授：土壤教學心法-看見教學的另一種觀點 

體育系 
學術研討

會 
108.12.07-12.08 2019 體育運動跨領域整合探究與實作研討會 

教行系 專題演講 108.12.12  花蓮縣太昌國小吳煜明老師~「語、文、字」的教與學 

教育系 業師講座 108.12.13  科技工具：microPython 實作與調教 

教行系 專題演講 108.12.19  花蓮縣太昌國小吳煜明老師~「數學教師」的靈魂 

教育系 業師講座 108.12.20  科技工具：Android APP 控制程式製作 

特教系 
學術研討

會 

108.12.20  2019 融合教育暨原住民族特殊教育學術研討會 

教育系 教育講座 108.12.21  許育齡教授：教育領域研究的收穫與啟示、機會與能力 

體育系 專題演講 108.12.21 「身體素養」怎麼教?怎麼融入? 

教育系 業師講座 108.12.27  趣味競賽：足球機器人製作 

教育系 業師講座 109.01.03  趣味競賽：足球機器人調教與競賽 

教育系 
學術研討

會 
109.05.02  「2020 年第七屆華山論見教育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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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士在職專班同學共 28 人 

泰國格樂大學「泰國學校教育行

政及管理論壇」課程 
108.07.10-07.16 

體育系 尚憶薇老師、學士班 18人 
赴中國廣東省東莞市台商子弟

學校辦理「認識台灣夏令營」 
108.7.15-7.19 

體育系 尚憶薇老師、學士班 13人 赴馬來西亞沙巴崇正中學 108.11.3-11.9 

             (二) 國際交換學生 

學系 交換學生      交換國家、學校 期間 

教行系 周  群(碩士班) 中國華東師範大學 107.09-108.01 

教育系 陳佳瑜 中國 華東師範大學 108.09-109.01 

教育系 陳德正 中國 四川大學 108.09-109.01 

教育系 毛盈芝 日本 東京首都大學 108.09-109.03 

教育系 馮立文 日本 長崎大學 108.09-109.03 

教育系 丘宜潔 中國 東北大學 108.09-109.01 

教育系 郭藶瑩 西班牙 哈恩大學 108.09-109.01 

幼教系 隅田紗世 日本高知大學 108.02-10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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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教系 宋爍琪 華中師範大學 108.09-109.01 

幼教系 呂景瑞 華中師範大學 108.09-109.01 

幼教系 曾嬌嬌 西南大學 108.09-109.01 

幼教系 楊依雯 西南大學 108.09-109.01 

幼教系 茅佳倩 西南大學 108.09-109.01 

幼教系 楊亞男 西南大學 108.09-109.01 

特教系 吳賀安 中國、華中師範大學 108.09-109.01 

特教系 許子欣 美國懷俄明大學 108.09-109.01 

 

    (三) 學生會活動 

系所 活動名稱 

教育系 

 108.08.16 中區迎新活動 

 108.08.17 北區迎新活動 

 108.08.18 東區迎新活動 

 108.08.27 南區迎新活動 

 108.09.12 多元文教育碩博士班新生座談會 

 108.09.12 科學教育碩博士班新生座談會 

 108.09.20 教育博士班(課程與教學組) 迎新活動 

 108.09.21 教育碩士班暨碩專班新生座談會 

 108.09.26-29 學士班 111 級宿營活動「春嬌『育』鵝的距離」 

 108.10.01 學士班「往潛走 育見你」迎新晚會 

 108.10.02 國際生迎新活動 

 108.10.27 萬聖尋寶活動 

 108.10-12 花言巧語巧克傳情活動 

 108.11    系電影活動、系烤活動 

 108.12    聯合耶趴活動 

 109.03    體育週活動 

 109.04    教育月活動 

 109.05    制服趴活動、系 K 活動 

 109.06    送舊活動 

 109.07    高中生教育營活動 

教行系 

 108.03.09 班際盃 

 108.03.11 小文藝週 

 108.03.30-31 小小領袖營 

 108.04.08-12 ALL PASS 週 

 108.05.04 水球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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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05.05 大文藝週 

 108.05.13-17 傳情週 

 108.05.18 教行之夜 

 108.05.25-26 送舊 

幼教系  108.03.06  期初系員大會【向左走，向幼走】 

 108.04.09  全系戶外教學【壽豐慢活趣露營】 

 108.04.10  系卡拉【幼人的聲音】 

 108.05.05  幼兒營隊《我是小叮噹》 

 108.06.12  期末系員大會《前後左幼一起來啦》 

 108.10.02  期初系員大會「幼你真好」 

 108.10.23  111 級正副會長選舉 

 108.12.07  全系戶外教學（富興村農村生活 DIY） 

體育系 

 108.08.25 北區迎新活動 

 108.08.28 東區迎新活動 

 108.08.29 南區迎新活動 

 108.09.18 期初系員大會 

 108.09.25 迎新烤肉活動 

 108.09.28 校友演講-運動體能訓練實務 

 108.10.16 花師制服日 

 108.10.19 校友演講-邁向教育之路—成為正式教師的準備歷程 

特教系 
 迎新茶會 

 迎新宿營 

 天使營 

 特教講座 

 特叫鍋 

 特運會 

 自閉症營隊 

 特教傳情 

 送舊 

 

四、師生服務與推廣 

系所 服務 

教育系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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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人）指導老師：蕭昭君 

教行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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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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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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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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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新傑教授 任科技部 108 年度大專學生研究計畫指導教授（學生：詹家

渝） 

 紀惠英教授 任科技部 108 年度大專學生研究計畫指導教授（學生：李佳

穎） 

 陳成宏教授 任科技部 108 年度大專學生研究計畫指導教授（學生：李維

銘） 

 潘文福教授 任科技部 108 年度大專學生研究計畫指導教授（學生：楊映

彤） 

 簡梅瑩教授 任科技部 108 年度大專學生研究計畫指導教授（學生：洪子

涵） 

 

 

 

 

 

 

 

 

 

 

 

幼教系 

 

 

 

 

 

 

 

 

 

 

 

 

 

 

 

 

 

 

林俊瑩老師： 

 於 108.08.22 參加花蓮縣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國幼班巡迴輔導暨學前業務

工作會議。 

 於 108.10.15 擔任國立台東大學「大數據分析在運動產業之運用」講座講師 

 擔任 108 學年度國幼班巡迴輔導教授。 

 於 108.08.01-109.07.31 擔任 108 學年度國民教育幼兒班教保訪視與巡迴輔

導工作小組巡迴輔導教授，協助國民教育幼兒班教保訪視與巡迴輔導工作。 

 國家教育研究院辦理 2019 年「亞洲教育改革的反思與展望」國際學術研討

會擔任發表人及評論人。 

 108.03.22  榮獲國立臺東大學 108 年傑出校友。 

 107.09.14  擔任本校「106 學年度統整性課程成果發表會」評審委員。 

 擔任 107 學年度國民教育幼兒班教保訪視及巡迴輔導工作小組」巡迴輔導

教授。 

 106.11.21  至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辦理專題演講「教育不均等的現象、影響機

制與扶助弱勢政策效果」之演講者。 

石明英老師： 

 107.09.21  擔任頒獎貴賓花蓮縣「106 學年度客語沉浸式教學推動試辦專案

計畫」教學績優人員表揚 

張明麗老師： 

 108.04.09  至佛光山月光寺講授「藝術表達與創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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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 108.08.01-109.07.31 擔任 108 學年度國民教育幼兒班教保訪視與巡迴輔

導工作小組巡迴輔導教授，協助國民教育幼兒班教保訪視與巡迴輔導工作。 

 108.08.22  參加花蓮縣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國幼班巡迴輔導暨學前業務工

作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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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教系 

 108.04.23  花蓮縣玉里鎮樂合國民小學辦理花蓮縣 108 年度教保研習計畫，

研習主題：「教學卓越幼兒園參訪~臺北市立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附設幼

兒園」，擔任研習活動講師。 

 108.03.28  參加 108 年度幼教專班教學演示能力檢測第一次聯合招生委員

會 

 108.01.24  參加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辦理「108 年度幼兒園教保活動課

程大綱增能研習」 

 108.01.08  參加花蓮縣 107 學年度幼兒園基礎評鑑行前工作會議暨 106 學

年度 

追蹤評鑑初稿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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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7.09.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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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03.22  參加國家教育研究院辦理 2019 年「亞洲教育改革的反思與展望」

國際學術研討會擔任發表人 

 108.01.24  參加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辦理「108 年度幼兒園教保活動課

程大綱增能研習」 

 108.01.21  參加「教育部幼兒園美感教育扎根計畫」108 年東區專家諮詢會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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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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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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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10.03  參加教育部研商幼兒園教保專業課程設置基準之課程邏輯相關

事宜 

 107.12.13 科技部「幼兒音樂活動內容、教學策略與師資培育之國內焦點團

體訪談與國外移地研究(I)」研究計劃邀請出席專家學者焦點團體訪談 

 107.12.08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舉辦第九屆『閱讀評量與教學』理論與實務研

討會擔任識字教案發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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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擔任教育部大專校院身心障礙學生東區鑑定小組委員。 

 擔任花蓮縣特殊教育諮詢會委員。 

 擔任花蓮縣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就學輔導會委員。 

 擔任花蓮縣特殊教育輔導團輔導委員。 

 擔任花蓮縣資賦優異學生鑑定小組委員。 

 擔任資優教育季刊編輯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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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明珊副教授 

 擔任花蓮縣特殊教育輔導團指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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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擔任花蓮縣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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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擔任教育部資賦優異學生鑑定安置輔導委員會委員。 

 擔任北區資優前導學校諮輔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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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熾康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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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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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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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服務與推廣 

 國小見習（特教二：108.01.14～01.18） 

 國小特教班見習（特教二：108.02.11～02.15） 

 財團法人台灣基督教門諾會附設花蓮縣私立黎明教養院肯納拼圖同樂

會（特教二：108.04.03） 

 花蓮縣花蓮市自強國民小學資優班淨灘活動（特教二：108.04.13） 

 美崙園遊會（特教二：108.05.04） 

 國小見習（特教二：108.09.02～09.07） 

 花蓮縣吉安鄉宜昌國民小學淨灘活動（特教二：108.09.28） 

 擔任臺灣基督教門諾會醫療財團法人門諾醫院早療志工（特教二：

108.09.28） 

 資源教室特教宣導（特教三：108.11.18） 

 協助辦理花蓮縣壽豐鄉壽豐國民小學特教宣導活動（特教四：陳秉逸

同學 -108.05.07） 

體育系 

 108.01.03 通過頂尖美國專業運動教練證照考試，體育系之光－林嘉志

副教授帶領三位系上學生通過美國運動教練證照。 

 108.01.16-01.18 熱血體育志工紮根花蓮前進玉里鎮大禹國小－由體育

系尚憶薇主任與學生李佳和帶領 20 位學弟妹擔任教育部體育署學校體

育志工團隊，前進玉里鎮大禹國小舉辦為期三天的寒假育樂營。 

 108.02.27 體育系與慈濟醫學中心合作，培育運動傷害防護員造福花東

地區運動員－邀請中華民國運動傷害防護學會陳婉菁秘書長蒞臨演講

「運動防護產業發展趨勢分享與交流」，讓本系學生可以多面瞭解目

前台灣地區運動防護產業發展的現況。 

 108.03.17 體育系與體育中心共同辦理 108 年敢夢活動，並邀請 NID

體適能工作室和台灣籃球發展協會一同參與，透過籃球、田徑專業訓

練，讓偏鄉地區的基層運動員能夠體驗多元性的訓練方式，以促進自

我運動增能知識。 

 108.06.22-06.23 執行「107 學年度地方教育輔導工作計畫」，舉行兩

天一夜「草東有派對場體育教學工廠」體育教師共同備課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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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07.08-07.10 執行「107-108 年度學校體育志工志願服務計畫」舉

辦「暑期專項運動潛力訓練營」主題活動。 

 108.07.15-07.19 尚憶薇主任帶領體育系 18 為學士班學生赴中國廣東省

東莞市台商子弟學校辦理「認識台灣夏令營」。 

 108.08.19 馬來西亞柔佛州籃總署理會籃球參訪團拜訪東華大學建立體

育交流平台。柔佛州籃總署理會林奕森會長表示，期許未來將馬來西

亞優秀籃球球員送到體育與運動科學系，學習運動技巧與運動傷害防

護專業知識。 

 108.09.20 王令儀教授帶領修習 108 學年度大四畢業專題的學生組成

「運科基層服務隊」，為在地績優運動選手進行下肢肌力與爆發力的

科學化評估。 

 108.11.03-11.09 尚憶薇主任帶領體育系 13 位學士班學生赴東馬來西亞

沙巴崇正中學辦理運動訓練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