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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學年重要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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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校 94 學年度奉教育部核准設立「自然資源與環境研究」、「英美語文學系比較文學」、「族
群關係與文化研究所」等 3 博士班案；另與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合作設立「海洋生物多樣
性及演化研究所」、「海洋生物科技研究所」等 2 碩士班案。
二、95 學年度增設調整系所班組案，本校新增「生物技術研究所博士班」、「光電工程研究所碩
士班」、「電子工程研究所」、「國際企業學系碩士在職專班」、「教育研究所教育學碩士在職
專班」等 5 案。
三、95 學年度本校招生名額總量核定如下：
日
間
學
制 夜 間 學 制 日夜間
學 制
大 學 部 碩 士 班 博 士 班 小 計 大學部 碩職 士專 在班 小 計 合 計
1,048
675
81
1,804
0
226
226 2,030
四、本校 95 學年度碩士班招生於 95 年 3 月 7 日起至 3 月 15 日止辦理網路報名，並於 95 年 5
月 6 日舉行筆試，5 月 20 日及 21 日舉行面試；本次招生業已於 95 年 5 月 24 日放榜。26
個研究所及 8 個碩士在職專班合計錄取 762 名。
五、本校 95 學年度博士班招生於 95 年 5 月 1 日起至 4 日止辦理網路報名，並於 95 年 5 月 20
日及 6 月 5 日至 6 日分別舉行筆試、面試；本次招生業已於 95 年 6 月 12 日放榜。13 個博
士班合計錄取 65 名。
六、本校 95 學年度碩士班甄試招生於 94 年 11 月 7 日起至 14 日止辦理網路報名，並於 94 年
12 月 12 日至 19 日分別舉行複試；並業已於 94 年 12 月 30 日放榜。19 個研究所碩博士班
合計錄取博士班 7 名、碩士班 164 名。
七、本校 95 學年度大學甄選入學招生於年 3 月 23 日起至 28 日止辦理網路報名，並於 95 年 4
月 14 日至 15 日分別舉行面試（含筆試）；本次招生業已於 95 年 4 月 21 日放榜。16 個學
系合計錄取 157 名。
八、本校 95 學年度二、三年級轉學考招生於 95 年 6 月 6 日起至 13 日止辦理網路暨通訊報名，
並於 95 年 7 月 14 日舉行筆試；本次招生業已於 94 年 7 月 27 日放榜。17 個學系合計錄取
99 名。
九、本校 95 學年度原住民民族學院學士班招生於 95 年 2 月 16 日起至 21 日止辦理網路報名，
並於 95 年 3 月 25 日至 26 日分別舉行筆試及口試；本次招生業已於 95 年 4 月 12 日放榜。
共計 2 個學系合計錄取 50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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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本校 95 學年度身心障礙學生升學大學校院甄試共計提供招生名額 7 名，其中應用數學系 2
名、化學系 1 名、資訊工程學系 1 名、歷史學系 1 名、中國語文學系 1 名、運動與休閒學
系 1 名。
十一、委辦 95 年度聯合分發委員會之指定科目考試暨考試分發入學，業已順利辦理完竣。
十二、本校 95 學年度高職技優甄保升學大專校院招生共計提供 10 名，其中國際企業學系 8 名、
會計學系 2 名。
十三、本校 95 學年度運動績優甄審甄試升學大專校院招生共計提供 12 名。
十四、本校 95 學年度外國學生申請入學共計大學部 1 名，碩士班 1 名，博士班 5 名。

◎95 學年業務重點

一、持續強化本校增設系所校內審查機制及流程：
自 90 學年度起，教育部增設系所審查作業已調整，除特殊項目增設案外，餘皆授權
學校於招生名額總量中調整。因此，有關本校增設系所校內審查機制必須加以強化，配合
本校中程發展計畫，各學院將規劃之增設系所計畫書提送校務發展委員會審議後，由教務
處彙整提送本校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再報教育部審查。
二、持續改進招生作業流程：
推動各項招生網路報名，並結合銀行系統，逕行轉帳，簡化考生報名手續。參考各校
招生作業流程簡化各項試務作業，在安全考量無虞下，進行工作簡化，減少人力、物力支
出。
三、修訂招生工作酬勞支給標準：
為順利推動招生工作，業已於 91 學年度訂定本校招生工作酬勞支給標準，為能建立
統一規範，節省不必要開支，並擴充校務基金收入，並於 94 學年度修訂，期能更切合實
際作業需要。
四、修訂各項招生辦法及試場規則：
近年來大學招生日趨多元化，為兼顧學生適性發展及大學自主選才，本校相關之招生
辦法及試場規則亦應配合進行修正與調整，期能於秉公開、公平、公正之原則辦理各項招
生事宜。
五、擴大招收外國學生：
為建置本校國際文化學術環境，擬整合各單位教學資源，積極拓展海外招生宣導以擴
大招收外國學生，並爭取教育部獎勵大學校院擴大招收外國學生補助計畫申請專案，期能
提昇本校國際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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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校 94 學年度理工學院、管理學院、人文社會科學學院、原住民民族學院及海洋科學學
院等五個學院，計有 12 個博士班、24 個碩士班、7 個碩士在職專班及 20 個學士班，茲統
計各系所 94 學年度學生人數（不含休學生）及 93 學年度畢業生人數如下：
94 學年度
93 學年度
No.
科 系 名 稱
學生人數
畢業人數
（不含休學）
全校人數合計
1333
6069
博士班小計
8
159
01 應用數學系
2
8
02 應用物理研究所
0
4
03 企業管理學系
2
30
04 化學系
0
14
05 中國語文學系
2
26
06 資訊工程學系
1
26
07 經濟學系
1
15
08 電機工程學系
0
27
09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0
4
10 英美語文學系比較文學博士班
0
0
11 自然資源與環境研究博士班
0
2
12 族群關係與文化研究所
0
3
碩士班小計
362
1246
01 應用數學系
14
28
02 應用物理研究所
21
46
03 企業管理學系
31
105
04 生物技術研究所
21
67
05 化學系
27
83
06 中國語文學系
7
53
07 資訊工程學系
51
118
08 創作與英語文學研究所
8
52
09 民族發展研究所
6
44
10 教育研究所
4
46
11 電機工程學系
43
102
12 環境政策研究所
15
46
13 族群關係與文化研究所
3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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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經法律研究所
全球運籌管理研究所
國際企業學系
國際經濟研究所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自然資源管理研究所
公共行政研究所
觀光暨遊憩管理研究所
民族藝術研究所

1
2
19
30
32
7
15
5

58
29
55
60
62
44
45
30

0
0
0

11
8
10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碩士在職專班小計
企業 理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教育研究所學校行 碩士在職專班
電機工程學系
族群關係與文化研究所
共行 研究所
高
理碩士在職專班
學士班小計
會計學系
應用數學系
企業 理學系
化學系
民族文化學系
中國語文學系
與
心理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
運動與休閒學系

111
27
17
21
1
13
32
0
852
56
32
62
44
35
53
0
60
62

473
123
45
65
51
67
85
37
4191
242
219
206
192
182
232
202
234
201

10
11
12
13
14
15
16

電機工程學系
英美語文學系
務
學系
歷史學系
國際企業學系
資訊 理學系

55
62
68
0
58
0
47

238
238
216
202
196
161
208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01
02
03
04
05
06
07

海洋生物多樣性及演化研究所
海洋生物科技研究所

管

政

公

政
階經營管
管

臨床 諮商
經濟學系
財 金融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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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18
19
20

言 傳播

民族語 與
學系
生 科學系
科學與工程學系
物理學系

命
材料

32
53
39
34

採

188
207
212
215

投幣機列印中文成績單之實施效果良好，因此，教務處註冊組配
合教學卓越計畫特別成立「學生服務專區」，將原有僅一套成績自動列印系統及學生成績
查詢系統，分別擴充為三套，以方便學生使用，並避免學生使用時須耗時等候。
三、 94 學年度計有七個學分學程：
「生物資訊學程」
、
「文學創作學程」
、
「資訊與文化傳播學程」
、
「科技創業與管理學程」
、
「中西文化跨科系英語授課學程」
、
「奈米科技學程」
、
「原住民藝
術創意產業發展學程」等。
四、 94 學年度起配合教育部頒定學生證不得與銀行金融卡結合之政策，改發行新版 IC 卡學生
證；另為因應國際化潮流，將自 95 學年度起改發行「國際學生證」。
五、 自 94 學年度第 1 學期起啟用「畢業初審系統」
，供應屆畢業生、各系所助理上網核算畢業
學分、查核學位考試申請及教育學程修習進度，方便應屆畢業生能於大四上學期檢核畢業
學分數，有助於學生得以順利畢業，並簡化畢業初審流程。
六、 為便利應屆畢業生辦裡離校手續，94 學年度仍持續開放「畢業離校單一窗口查詢系統」，
於行政大樓四樓註冊組提供二台電腦，應屆畢業生可自行上網利用「畢業離校單一窗口查
詢系統」查詢借書、欠費紀錄及利用「畢業成績查詢系統」可同步查詢任課教師登錄成績
情形。
七、 94 學年度教師利用「教師登錄成績系統」上網登錄學期成績比率為：上學期 98%，下學期
94%，成效良好。
八、 自 95 學年度起新生網路註冊之「新生學籍登錄系統」已正式啟用，系統結合本校相關單
位之需求，讓新生直接上網登錄各項新生資料，避免新生須不斷重覆填寫相關基本資料之
困擾。
二、 由於 93 學年度 用自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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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務組

課作業的改進：
本校選課作業之目標在於維持一定之上課品質，期使同學們都能依據興趣選修其規劃
之課程。由於網際網路的普及，選課作業已改採方便迅捷的網路選課系統，並自行研發一
套完整且有效率的軟體。各課程並可訂定限修人數與限修方式（如本系優先或高年級優先
等），並由軟體系統根據其限修人數與限修方式來決定選課的學生。學生在選課期間的任
何時間、任何地點，皆可上網選課，不但操作容易，並可節省大量的人力。選課結束後，
各任課教師亦可由網路上直接列印人數統計表、點名單與成績表。透過高度自動化的網路

一、 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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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課與課程資料庫的建立，日後的增添修訂作業也更為迅捷方便。
二、教師教學評鑑的改進：
教師教學評鑑為本校計劃提升教學品質的一環。學生填寫教學意見調查表已從紙上作
業改採網路線上填寫的方式，並自行研發一套相關的軟體系統。學生在學期停課前一週必
須上網填寫教學意見調查表，內容包括對於課程內容與教學效果提出評估與建議。學生填
寫結束後，系統會自動產生各課程的評估統計結果與學生的建議，並將這份資料送交系所
主管參閱，系所主管參閱後交與任課教師，作為教師改進教學的參考。本組並依據本校教
學特優老師獎勵辦法，承辦校級特優教學老師遴選業務，此外，本組亦將不定期舉辦教學
經驗座談會，期使本校之教學品質獲得提升。
三、課程委員會的運作：
為使課程的規劃與開設有一明確而可供依循的準則，我們訂定有課程開設流程，所有
課程皆須經過嚴謹的審議程序。校與院分別成立校課程委員會與院課程委員會兩個層級，
由各院的院課程委員會審議該院之各系所課程的規劃與設立，並協調與整合院內的資源使
用，再由各院的院課程委員會提送校課程委員會，審議全校性的課程規劃與設立。這樣的
層級分工使得課程品質獲得有效的控管與監督、課程的開設更為周延，而且達到建立學校
教學特色與避免資源浪費的目標。
四、課程檔案的建立與管理：
為確保教學品質，持續改進課程檔案的建立與管理。課程委員會負責嚴格管制教學品
質，所有系所的課程規劃案與課程綱要，必須提送院課程委員會與校課程委員會審查。各
系所依據課程委員會通過之規劃案，提送次學期課程開設異動申請表至教務會議審議。開
課教師並依據課程綱要擬定教學計劃表，教學計劃表必須包含課程目標、進度、教學方法、
教學評量、參考書目等要項。所有相關的課程檔案皆輸入資料庫以利日後的使用與管理，
各系所的課程規劃與課程綱要並置於系所的網頁，以利學生參考。
五、暑期開課的辦理：
為了因應各系所的需要，本校於八十八學年度開始辦理暑期開班授課。每暑期開課分
為兩期。九十四學年度已開設之暑期課程包括：微積分（一）（二）、高等微積分（二）、
作業系統、商用統計學（上）、多變量分析、原住民民族誌專題等。

出版組

◎94 年度重要業務

一、歐洲教育展相關業務
（一）九十四年六月間接獲教育部來文邀請參加教育展協調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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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依協調會決議，搜集本校各類資訊與照片檔案，提供主辦單位製作統一宣傳手冊。
（三）展覽活動由本組林玥秀組長代表學校參加，期間表現獲得各校校長、教務長一致好
評，成功宣傳本校。
二、卓越雜誌「優良學府報導」
（一）九十四年九月接獲校長與秘書室轉知訊息，指派負責協助該雜誌採訪報導刊登等工
作。
（二）該報導於九十四年十月刊出，內容說明詳細，極有助於宣傳學校形象與知名度。
三、中時研究所博覽會業務
（一）九十四年九月間接獲主辦單位來文邀請參加研究所博覽會活動。
（二）將博覽會訊息轉知校內各學院並邀請各系所教授參與活動；另召集研究生擔任學校
解說人員。
（三）進行活動經費概估，並討論現場攤位佈置及活動進行方式。
（四）製作簡介說明，清點各區佈置攤位所需之文具、掛圖、文宣品，並於清點完後寄至
各區會場收發處。
（五）活動前一日各區工作人員至會場進行攤位佈置、領取文宣品，並模擬活動當日各項
流程及突發事件因應方法。活動日當天工作人員發放文宣品，並對於想更加瞭解本
校之參觀學子及家長做更詳盡之介紹。
四、全國教師會「臺灣學校旅遊叢書」
（一）九十四年九月接獲全國教師會來函邀請協助製作「臺灣學校旅遊叢書」之資料收集
訊息，即聯絡業務負責人員瞭解相關事項內容。
（二）依照該單位要求格式，提供本校及鄰近旅遊景點資訊及照片檔案，協助該單位完成
所需之資料蒐集、彙整工作。
五、東華校刊業務
（一）年刊，每年十二月出版，印量為一千本。除校內各單位教職員外，另寄發全國大專
院校及公私立高中職及相關文教單位。
（二）每期內容大致為：學校近況（各處室業務報導）、新增單位系所簡介、重要學術活
動（各單位系所年度學術研討會摘要）、特別報導、人事動態等。
（三）「東華校刊」有網路版提供大眾閱讀。
六、東華學術通訊業務
（一）一年六期，每期印量約二千二百份。除校內師生外，另寄發全國大專院校、公私立
高中職及相關文教單位或機構。
（二）每期四個版面，分別為：要聞、東華動態、研究與教學、綜合看板，由教務處及研
發處共同規劃、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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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東華學術通訊」有網路版提供大眾閱讀。
七、高中校園宣傳業務
（一）統計本校學生來源，並依高中、區域、縣市等項目分類整理，選出就讀本校前五十
名與近年入學人數表現較優之全國高中名冊。
（二）製作各學系簡介講義，邀請各學系高年級同學擔任講師、聯絡各區友會學生、安排
組訓時間與場地。
（三）針對前五十名與表現較優之高中，請各區校友會主動提出宣導企畫、聯絡該校相關
單位及老師。或接獲各地高中來文，受邀至該校進行招生宣導。
八、研究所招生海報業務
每年視教育部核定招生系所之時間，於當年年底或翌年年初印製完成，除分送校內各
單位外，另寄發至各大學教務處、學務處、圖書館、相關學系以及相關文教單位、機構。
九、紐約臺灣教育資料中心資料展
（一）九十四年十二月獲教育部來函邀請協助駐紐約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文化組辦理「臺
灣教育資料展」之資料收集訊息，即瞭解相關事項內容。
（二）依照該單位要求格式，提供本校資訊及照片檔案、送洗放大、中英文圖說表格填寫
等，提供該單位所需之資料。
十、校園個性商品業務
（一）為滿足本校師生、校友與訪客對本校校園個性商品之需求，本校與評選後之合作廠
商簽訂有「國立東華大學校園個性商品合作開發暨銷售管理合約書」，並經法院公
證。合約內明定：銷售方式、雙方分工、責任與權益、紀念品種類、帳務結算方式
等細目。
（二）本校代理執行此「校園個性商品合作開發暨銷售管理」之業務專責單位為教務處，
校內其他單位欲使用此合約書內之銷售模式時，均須遵守本管理辦法所規範之各事
項。
（三）本校校園個性商品之開發、銷售管理採開放合作模式，非某一廠商或公司所專有。
如有廠商願意投入本校校園個性商品之開發、銷售，教務處將以開放合作模式進行
評選，並依個別條件與需求，訂定合約內容。
（三）自九十五年起，增加此業務為本組常態業務。
十一、研究所招生業務
（一）配合本校研究所招生規劃，於每年三月至五月，辦理試前作業（報名、審核資料、
製卷等）。
（二）招生考試期間依照指派任務，執行試場工作。另配合閱卷工作，輪班協助閱卷老
師核分複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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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成績統計完成後，進行成績資料核對寄發作業。
十二、教務處網頁管理業務
（一）九十五年二月間獲教務長指示承接規劃設置教務處網頁工作。
（二）由課務組彭勝龍組長引介研究生協助，一同規劃網頁架構、內容呈現方式與伺服
器採購工作。
（三）網頁建置完成後，於今年度之全校單位網頁競賽中獲得評選第一名之殊榮。
（四）目前網頁運作狀況良好，本組配合處內各組要求，新增或更新各類相關資訊，以
供使用者利用。
（五）自九十五年起，增加此業務為本組常態業務。
十三、大學博覽會業務
（一）九十五年一月間接獲主辦單位來文邀請參加大學博覽會活動。
（二）將博覽會訊息轉知校內各學院並邀請各系所教授參與活動；並推派研究生擔任解
說工作人員。
（三）招募本校學生，經一定時數之訓練，通過考核後擔任現場解說工作人員。
（四）進行活動經費概估，並討論現場攤位佈置及活動進行方式。為突顯本校整體性，
規劃設計現場工作服裝，並聯繫廠商詢價與製作。聯繫學校學生社團，於活動大
會現場表演時段，展現本校學生熱力。
（五）製作簡介說明，清點各區佈置攤位所需之文具、掛圖、文宣品，並於清點完後寄
至各區會場收發處。
（六）活動前一日各區工作人員至會場進行攤位佈置、領取文宣品，並模擬活動當日各
項流程及突發事件因應方法。活動日當天工作人員發放文宣品，並對於想更加瞭
解本校之參觀學子及家長做更詳盡之介紹。
十四、「東之皇華」簡介製作業務
（一）學校簡介名為「東之皇華」，每年四月中旬發文各單位邀稿，七月初出版，開本、
頁數每年不同，為彩色印刷。
（二）「東之皇華」內容為校史與理念、教學研究特色（各學院學系與研究單位介紹、
教學資源等）、宿舍與學校生活學習環境特色等。
（三）九十五年「東之皇華」印量為二萬冊，除在大學與研究所博覽會中發送，以及寄
送至全國各公私立高中職之外，亦開放給全校各單位系所請領，使用單位需填寫
請領單，送交出版組領用。
十五、「大學部簡介」製作業務
（一）95 學年度起，本校類組簡介將由「人文社會的花園」、「蘋果樹下的頓悟」合為一
冊「大學部簡介」。往後每年四月發文各單位邀稿，七月初出版，開本、頁數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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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不同，為雙色印刷。
（二）「大學部簡介」為本校各學系之詳細介紹，內容有：各系緣起、教育目標、課程
規劃及特色、師資介紹、入學方式、獎學金、進修與就業、聯絡方式等。
（三）「大學部簡介」印量二萬五千冊，除在各區大學博覽會以及寄送至全國各公私立
高中職之外，亦開放給全校各單位系所領用，使用單位需填寫領用單，註明數量、
用途後，由出版組發送。
十六、「研究所簡介」製作業務
（一）本組針對招生工作需要，特於 95 學年度規劃一本新的文宣出版品——研究所簡
介。往後該出版品每年四月發文各單位邀稿，七月初出版，開本、頁數每年不同，
為雙色印刷。
（二）「研究所簡介」為本校各研究所之詳細介紹，內容有：各所特色、課程規劃、師
資介紹、進修與就業、聯絡方式等。
（三）「研究所簡介」印量為七千五百冊，除在各區研究所博覽會發送外，亦開放給全
校各單位系所領用，使用單位需填寫領用單，註明數量、用途後，由出版組發送。
十七、博覽會紀念品製作業務
（一）年度紀念品主要用在各區大博會（研博會）招生宣導會場，紀念品皆以反應本校
精神、實用、精美、低價位為製作考量。
（二）每年五月先徵詢校內各方意見，彙整、評估後再行訪價、製作，七月初製作完成。
（三）九十五學年度之紀念品為本校校園導覽地圖摺頁與小書籤。
十八、形象廣告業務
（一）每年年底至翌年初，彙整、評估各媒體企畫提案後。擬定包括優劣點、規格形式、
經費等數個廣告組合案，提交鈞長參酌裁定。
（二）提供圖片、文案給專業美術設計師或廣告公司。針對廣告對象完成廣告圖槁。
十九、出版品電子化業務
目前已完成電子化作業之出版品共有：東華學術通訊共 48 期、東華校刊共 11 期。
二十、文宣用品管理業務
廿一、照片檔案電子化業務

研發處

綜合企劃組

◎94 學年重要業務

一、完成本校「94 年購置教學研究相關圖書儀器及設備計畫」結案報告。

13

東
華
校
刊
學校
近況

二、學術研究獎助執行情況：東華學術獎（獲獎 1 人）、新進教師學術獎（獲獎 2 人）、研究績
效獎勵（獲獎 167 人）。
三、完成「校務評鑑改進方案」。
四、完成提報「95 年度優質英語生活環境執行報告」。

◎95 學年業務重點

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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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完成辦理校內學術研究獎助：「東華學術獎」、「新進教師優秀學術獎」、「東華傑出教授榮
譽獎」，十月中旬起開始受理申請。
二、辦理校內學術研究績效獎勵，預計於十一月下旬起開始受理申請。
三、依校長與研究發展審議委員會之決議，校方將積極鼓勵推動整合型計畫並已擬定補助細
則，本組將協助此類計畫之執行。
四、協助相關系所推動「工程及科技教育認證」。
五、已向教育部提出「95 購置教學研究相關圖書儀器及設備計畫」之申請並將辦理其計畫之後
續作業。
六、依據「大學校務追蹤評鑑計畫」審查報告，修訂校務評鑑改進計畫書。

學術服務組

◎94 學年重要業務

一、學術研究
（一）94 年度國科會研究計畫案核定通過共計 189 件。
（二）94 年度建教合作計畫案共計 68 件。
二、推廣教育
（一）學分班
1.企業管理碩士學分班－花蓮班；上學期進修人數 26 人，下學期進修人數 22 人。
2.高階經營管理碩士學分班－台北班；上學期進修人數 31 人，下學期進修人數 32
人，暑期班進修人數 33 人。
3.企業管理碩士學分班－中壢班；上學期進修人數 43 人，下學期進修人數 58 人，
暑期班進修人數 83 人。
4.國際企業管理碩士學分班－台北班；上學期進修人數 29 人，下學期進修人數 27
人，暑期班進修人數 16 人。
5.公共行政研究班第十一屆結業人數計 13 人，上學期進修人數 35 人，下學期進修
人數 26 人。
6.休閒事業經營碩士學分班（大漢技術學院委辦）；上學期進修人數 20 人，下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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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修人數 18 人。
（二）非學分班
1.「新托福測驗班」托福考試已為升學就業的審核標準，為此特開托福英語班以增
進青年學子的競爭力。
2.「身心靈健康課程」為舒緩現代人身心靈的過度壓力，由體育室所提出一系列運
動減壓課程。
3.「月眉國小游泳班」由體育室辦理配合教育部推行國中小游泳教學方案，以提高
本校游泳池使用效益，並經由校際合作方式回饋鄉民子弟，以培養該校學生具備
游泳能力及常識。
4.本校計算機與網路中心承辦 95 年度行政院科技人才培訓及運用方案─資訊軟體
才職業訓練案，開設「網際網路資料庫設計班」、「網路工程師班」2 班。

◎95 學年業務重點

一、學術研究
（一）目前 95 年度國科會研究計畫案核定通過共計 184 件。
（二）目前 95 年度建教合作計畫案共計 56 件。
二、推廣教育
（一）學分班
1.企業管理碩士學分班－花蓮班：開班中
2.高階經營管理碩士學分班－台北班：開班中
3.企業管理碩士學分班－中壢班：開班中
4.國際企業管理碩士學分班－台北班：開班中
5.公共行政研究班：開班中
6.國際企業管理碩士學分班－花蓮班
（二）非學分班
1.新托福測驗班：開班中
2.中級英語班：開班中

學術交流組

◎94 學年重要業務

一、辦理韓國、捷克交換學生。
二、協助辦理國際學術交流活動—第四屆北國風情冬令營、南京大學文化體驗營、世新大學新
聞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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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吉林大學、江蘇大學、岡山大學、夏威夷大學至本校參觀訪問。
四、煙台大學兩位教授至本校短期講學、本校企管系李少如教授至煙台大學短期講學。
五、資工系林信鋒教授至大陸長三角姐妹校短期講學。

◎95 學年業務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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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辦理韓國、捷克、夏威夷、大陸吉林交換學生。
二、協助辦理國際學術交流活動—第五屆北國風情冬令營、南京大學、復旦大學文化考察團活
動。
三、與日本東京工業大學奈米光電整合工程卓越中心、佐賀大學、中國大陸上海社會科學院、
北京交通大學電子信息工程學院、吉林大學、四川大學、美國 University of Central
Florida 簽署學術交流合約書。
四、泰國 Prince of Songkla University、日本東京工業大學、佐賀大學、岡山大學、大陸蘇
州大學、四川大學至本校參觀訪問。
五、材料系郭東昊教授至南京理工大學短期講學。
六、獲教育部 95 年度「國內大學校院選送學生赴國外研修作業計畫」補助。

學務處

生活輔導組

◎94 學年度重要業務

一、辦理 94 學年度新生報到暨防震防災演練，參與新生 1,118 人次。
二、實施 94 學年度學生 CPR 急救訓練，參與學生合計 480 人。
三、辦理 94 學年春暉專案宣導共 13 次，宣教學生計 1,710 人次。
四、執行 94 學年度學生宿舍違規同學愛校服務工作，合計 227 人次。
五、各項行政業務執行成效如下︰
業 務 名 稱
94 學 年 度 執 行 情 形
1.第 1 學期減免 599 人，金額共計 11,487,334 元。
學雜費減免申請
2.第 2 學期減免 582 人，金額共計 11,178,896 元。
1.第
1 學期辦理 94 項，提供服務計 230 人次。
校外獎學金申請
2.第 2 學期辦理 143 項，提供服務計 350 人次。
1.第 1 學期原委會獎學金 8 人、一般工讀助學金 6 人、低收入戶
工讀助學金 6 人，金額共計 400,000 元。
原住民獎助學金
2.第 2 學期原委會獎學金 8 人、一般工讀助學金 6 人、低收入戶
工讀助學金 5 人，金額共計 375,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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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急難救助
中低收入學生
獎助學金補助
書卷獎頒發
工讀金
校長與同學有約
學生就學貸款
學校住宿服務
學生兵役
預官（士）考選

輔導申請學生急難救助金 6 人次，學產基金 14 人次，總計金額
321,000 元。
補助中低收入學生獎助金及低收入住宿全免補助達 152 人次，總
計金額 938,028 元。
1. 93 學年度第 2 學期獲獎 203 人，頒發獎學金 590,000 元。
2. 94 學年度第 1 學期獲獎 311 人，頒發獎學金 792,000 元。
申請工讀 2,300 人次，核發金額計 2,962,127 元
年度假湖畔玻璃屋、多容館扇形聽召開會議六次，接受學生問題
反映與即時問題解答，將相關問題轉各業管處室解決，並將處理
情形登載於生輔組、宿舍與 BBS 等網站以召公信。
1.第 1 學期協助 1,032 人完成申請，核撥金額 34,563,242 元
2.第 2 學期協助 955 人完成申請，核撥金額 35,784,032 元
完成研究生 460 人、大學部 2211 人，合計 2671 人住校申請服務。
計完成緩徵 1,138 人、儘後召集 65 人、延長修業 240 人、緩徵
原因消滅 29 人、役期折抵 71 人等服務作業，合計 1543 人次。
服務 213 人參加考選，錄取 173 人（預官 7 人、預士 166 人），
錄取率 81％

◎95 學年業務重點

一、辦理 95 學年度新生報到暨防震防災演練，參與新生 1,053 人次。
二、落實學生宿舍門禁管制，提供舒適之居住環境，確保學生宿舍安全維護。
三、95 學年度學生 CPR 急救訓練、愛校服務、預官考選、學生兵役、書卷獎、工讀金、原住民
獎學金、校長與同學有約、就學貸款等，均刻正辦理中。
四、各項行政業務執行成效如下︰
業 務 名 稱
95 學 年 度 執 行 情 形
學雜費減免申請
迄 95.10.05 日止受理學雜費減免學生申請計 638 人。
校外獎學金申請
迄 95.10.05 日止公告校外獎學金學生申請計 62 項。
學生急難救助
迄 95.10.05 日止學生急難補助 2 人次，金額 12,000 元。
中低收入學生
迄95.10.05日止辦理補助中低收入學生獎助金及低收入住宿15人
獎助金補助
次。
學校住宿服務
完成研究生 433 人、大學部 2142 人，合計 2575 人住校申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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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業務報導
（一）學生自治團體輔導執行成果
1.95 年 5 月修改學生自治團體設置及輔導辦法（因應大學法修正條文）。
2.95 年 6 月學生理事會改選出理事 3 席，評議會委員 5 席。
（二）校園導覽：受理高中職參訪共計 13 校，4606 人次。
（三）社團輔導：本校五大性質：康樂性、聯誼性、學藝性、服務性、體育性社團等總計
62 社。各項業務如下：
1.社團交接與登記：預定 62 個社團辦理交接及登記，同時受理 1 個社團申請成立
案。
2.「Show Tonigh」社團聯合展演：已經成為校慶活動項目並吸引滿場的觀眾欣賞。
3.社團評鑑：本校社團含行政評鑑（平時考核）、競賽評鑑（動態表演）。
4.94 學年度行政評鑑審核全校正式性社團 61 社，結果 2 社團未通過，將於 95 學年
度降為預備性社團。競賽評鑑受理社團自由報名，總計 43 社參與，競逐本校社
團最高榮譽「金、銀雉獎」（補助金銀雉獎得獎社團活動經費 10 萬元）。為鼓勵
社團同學及全校同學參與競賽評鑑活動，增進社團交流及帶動學生參與社團風
氣，特設「最具人緣社團獎」，藉由活動現場提供「聲援錦旗」600 面，經社團社
員或參觀活動的同學領取，每人限領一面，旗面可繪製或寫上聲援字語，於社團
各攤位上佈置，於頒獎典禮上公佈最多錦旗之社團並表揚，明顯提高現場氣氛及
學生參與的熱情。
5.社團聯合幹訓：本校 95 年度共有兩梯次的社團幹訓。第一梯次由慈濟大學主辦
「D.T.夢工廠」幹訓，本校參與人數 60 人。第二梯次由本校主辦「希望種子」，
本校參與人數 22 人。
6.社團辦公室管理：多容館及湖畔學生活動中心社辦規劃及防災維護
7.社團帳戶管理：鼓勵社團專戶管理，避免現金交接。
8.社團器材管理：獎勵社團參與「帶動中小學計畫」與「教育優先區中小學生寒暑
假營隊活動」，逐年補助社團器材添購。
9.社團輔導老師及上課老師聘任事宜核發輔導費、上課鐘點費及資格審查事宜。
10.社團護照申請：鼓勵學生參與課外活動並逐項紀錄。
11.社團對外合作計劃：95 年度計有 11 個社團爭取到「帶動中小學計畫」教育部補
助經費 17 萬元、3 個社團爭取到「教育優先區中小學生寒暑假營隊活動」青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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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補助經費 10 萬元。
二、各項活動概況
（一）植樹節活動
今年植樹節活動由林務局花蓮林區管理處主辦並規劃活動內容，以「森護台灣」
為主題工學院旁五公頃校地辦理花蓮區域植樹活動，由本校國樂社及管樂社擔任開
場表演工作，共計在本校種下 5180 株鄉土苗木，樹種有黃蓮木、杜英、光臘樹、
台灣欒樹、垂柳等。
（二）「ㄊㄚ在東華的一天」競賽活動
藉由觀察者側寫目標對象在東華的一日生活，對象可以是不特定的人事物，與
東華大學相關者均可。活動迄今受到同學踴躍的報名參加，共頒發 3 月份優勝 2 組、
4 月份優勝 10 組、5 月份優勝 10 組、春季季冠軍 5 組。秋季活動於 10 月份展開。
（三）新生入學指導活動
新生入學指導活動規劃統整，並整合各單位資源辦理迎新典禮。95 年度迎新「社
團自由行」擺攤活動，計有 52 個社團參與。
三、各項競賽成績
95 年 5 月本校參加高苑科技大學承辦之全國社團評鑑活動，本校天文社獲得全國社團
評鑑優等獎。
四、活動照片
（一）「ㄊㄚ在東華的一天」春季作品展

19

東
華
校
刊
學校
近況

（二）植樹節活動-本校幼稚園小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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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植樹節活動-校長親植樹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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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希望種子」天祥社團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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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社團自由行」靜態擺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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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社團自由行」動態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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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show tonight」社團聯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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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學年業務重點
年／月

業 務／活 動 內 容
95.09
新生入學指導活動
95.09
社團登記暨移交
95.09
社團、系所聯席會（期初）
95.09
社團老師上課費申請
95.10
社團評議會
95.10~12
「ㄊㄚ在東華的一天」
95.11
社團年度器材購置
95.11.17
校慶系列活動之「校慶園遊會」
95.11.26
校慶系列活動之「東采風華合唱比賽」
95.12.03
校慶系列活動之「show tonight 社團聯展」
95.12
社團對外合作計畫申請
96.01
社團、系所聯席會（期末）
96.02
社團、系所聯席會（期初）
96.03
植樹節活動
96.03
社團評鑑
96.05
全國社團評鑑
96.06
社團、系所聯席會（期末）
96.06
社團幹訓
課外活動組除了辦理常態性業務、舉辦活動之外，更希望透過現有學校所能接觸之校內、
校際以及校外活動各項計畫案，整合校內各社團、系學會及學生自治會內部組織機能運作及外
部協調發展能力，加強社團傳承制度的學習，以期達到社團組織更為健全的目標，培養學生在
團體中學習互相體諒、理解與協調的能力。

諮商輔導組

一、學生諮商輔導：
（一）個別諮商統計：94 學年度第 1 學期新增個案 30 人，總個案數 86 人，累積個案 240
人次；危機個案 3 件，轉介個案 7 件。94 學年度第 2 學期新增個案 48 人，總個案
數 157 人，累積個案 346 人次；危機個案 5 件；轉介個案 5 件。
（二）增聘專、兼任輔導老師：94 年 12 月份起增聘玉里醫院詹宗熙、盧美凡等臨床心理
師，本組現計有 5 位兼任輔導老師及 1 位精神科醫師；另本組於 95 年 2 月份起增
聘 2 位專案輔導員。
（三）試辦夜間諮商服務：94 學年度第 2 學期於每週一、二、四晚上 18：00～20：30 時
增開夜間諮商時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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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推行系所專職諮商師制：由 3 位專案輔導員分責全校各系所導師諮詢、轉介、學生
輔導及危機個案處理事宜。
（五）個案研討會：本組於 95 年 6 月 22 辦理「敘事風格的個案研討會」，邀請佛光大學
生命研究所林香君教授擔任督導，並彙集花東地區大專院校專、兼任輔導老師參
加，進行本校之期末個案研討及專業經驗之交流。
二、性別平等教育相關業務：
（一）94 學年度於上、下學期各召開一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會議，並於 94 年 12 月 28
日第一次校務會議通過本校「校園性侵害或性騷擾防治與處理辦法」。
（二）94 學年度辦理四場次性別平等教育相關講座：
1.94 年 12 月 22 日辦理「當愛已褪色－談愛情及分手的藝術」及「如何協助學生處
理情傷與精神困擾」。
2.95 年 3 月 22 日「觀照愛情」。
3.95 年 6 月 16 日「性騷擾防治種子師資培訓」。
三、導師工作：
各系所執行導師活動之項目各異其趣，多以餐會、動態活動（舉辦球賽、迎新活動、
學術活動、電影賞析等）、旅遊、座談會及紀念品（包含贈送書籍、手錶、紀念衫等）等
方式為主。
（一） 為了使師生互動良好，學生獲得更好的照顧，落實導師輔導工作，研議推行導師新
制，除了現行的班級導師制，將參考家族導師制、小組導師制與雙導師制等，由各
系所根據該系所之特色，選擇適合的導師制度。
（二） 為強化種子導師經驗傳承，輔導人力資源延續，延續辦理種子導師及新芽導師「創
新行動方案計劃」。
（三） 辦理導師座談會議及知能研習活動，除暢通導師與學務處雙向溝通管道外，另提供
導師精進輔導技術、壓力調適與溝通技巧等知能。
四、資源教室：
本校自八十七學年度開始招收視障、聽障、腦性麻痺、肢障及重器障等各類障礙學生，
為能照顧弱勢族群並於同年籌備成立資源教室，以協助身心障礙學生能及早適應校園生活
與順利完成學業。因此，資源教室扮演著溝通協調的橋樑，提供本校身心障礙學生課業輔
導、心理輔導、生活協助、就醫復健、工讀、升學就業轉銜輔導、活動舉辦、輔具申請及
無障礙校園環境等服務，藉由相關資源結合與協助，以增強其學習效能、促進社會適應力
及發揮個人潛能。
（一）課業輔導：94 學年度計協助 11 科／人次進行課業輔導。
（二）生活協助與就醫復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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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舍安排協調以及生活適應協助。
2.針對 1 位全盲視障學生及 1 位重度聽障學生，提供定向訓練、報讀、筆記抄寫、
口語訓練、生活陪伴等相關協助。
3.協助 1 位聽障學生至花蓮慈濟醫院進行聽語復健治療。
（三）升學就業轉銜輔導：
1.針對學生擬定個別輔導計畫。
2.舉辦「畢業生就業座談茶會—花蓮區就業服務中心陳慶玲輔導員經驗分享」。
3.舉辦「英語會話輔導」第二專長班，擴展資源生的第二專長，共計 8 位學生參與。
（四）輔具申請及無障礙校園環境：
1.配合教育部各相關輔具中心，提供資源生輔具申請服務。
2.校園無障礙空間改善計劃：教育部專案進行校園無障礙空間改善計劃，協助和調
查校園內每棟建築和生活環境是否達到符合無障礙空間環境的標準。
五、95 學年度諮商輔導組重要業務預告及宣導：
（一）個別諮商：經審慎評估使用效益，95 學年度加強週一至週五日間個別諮商服務時段，
安排至少一位心理師值班服務。
（二）班級座談：由本組專案輔導員對每系所至少進行一次座談會。
（三）性別平等教育教育委員任期於 95 年 7 月 31 日屆滿，新任委員已經校長遴聘完成，
聘期為 95 年 8 月 1 日起至 97 年 7 年 31 日止。
（四）印製「只要尊重，不要放縱－尊重多一點，傷害少一點」性騷擾防治文宣及「捍衛
身體自主體，尊重不要越界－多一分防範，少一分遺憾」性侵害防治文宣折頁，發
給大一新鮮人，並放置圖書館及本組供全校學生及教職員索取。
（五）成立「性侵害／性騷擾諮詢電子郵件信箱」：help113@mail.ndhu.edu.tw。
六、活動相片：
1.資源學生

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會議召開情形

導師知能研習活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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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教室英語會話班上課情形

資源教室英語會話班上課情形

資源教室身心障礙就業座談會

資源教室身心障礙就業座談會

衛生保健組

◎94 學年重要業務

一、本年度大型／重要活動成果：
日 期
活動名稱
人數
備 註
94／1／6 93射 學年第二劑自費在校 B 型肝炎疫苗注 99 人
94／3／1 校園捐血活動
269 人 共捐出 323 袋全血
94／3／17 愛滋防治宣導活動
105 人 辦與台灣關愛之家協會合
94／5／6 獲教育部頒發「93 年度捐血績優學校」東區捐血中心捐血績優表揚大會
94／5／18 簽擬本校「緊急傷病處理準則」提 93 學年第 2 學期第 9 次行政會議通過
94／5／31 校園捐血活動
315 人 共捐出 422 袋全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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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94／6／8
94／8／1
94／9／16
94／9／17
94／9／26
94／9／27
94／10／11
94／10／15
94／10／22
94／11／9
94／11／13
94／11／18
94／11／21
94／11／25
94／12／2
94／12／9
94／12／20
94／12／21
94／12／21
94

第 劑 費 B 肝疫苗注射暨 123 人 第三劑注射：99 人，
追 者 檢
追加後複檢：24 人
簽擬修訂 衛
置要點」提 93 學年第 2 學期第 10 次行政會議通過
門諾醫 簽訂支援 門診服務合約
健檢
1095 人 新生人數：1752 人，
健檢
400 人 到校健檢率 85％
活力健 開
24 人 每週 1.3，上課共 10 週
園捐血活
269 人 共捐出 349 袋全血
錄取：徵文 3 件，漫畫 2
健康促進徵文、漫畫、Logo 徵選
全校
件
社區急救訓練工作坊
50 人 研習時數：16 小時
越騎月眉、越騎越美-單車巡騎
39 人
簽擬成立本校「校園防治禽流感應變小組」提 94 學年第 1 學期第 6 次行政
會議通過
銅門健行
68 人
校慶系列-拒絕三高健康久久活動
74 人
完整注射：157 人
94 學年新生第一劑自費在校 B 肝疫苗注射 181 人
追加一劑： 24 人
環大學城餐飲衛生健康講習（一）
35 人
環大學城餐飲衛生健康講習（二）
23 人
認識禽流感
23 人
葡萄糖耐受性測試
14 人 參加完整測試人數：8 人
飲食、運動與健康講座（一）
40 人
※飲食、運動與健康講座（二）
70 人
93 學年 三 自 在校
加 複
「 生委員會設
與
院
校內
94 學年新生入學
94 學年新生入學
身班 班
校
動

健康服務統計資料：

二、

項

目

緊急傷病／健康諮詢等
門診診療服務
學生團體保險理賠申請
餐廳衛生安全抽查結果
餐廳名稱
東湖餐廳
莎莎餐廳

服務人次
備 註／說 明
學期中平均服務人次：637 人／月
5703 人
寒暑假平均服務人次：152 人／月
學期中平均看診人次：39 人／月
362 人
寒暑假平均看診人次：11 人／月
身故理賠：1 件
206
已獲理賠總金額：$2,091,190

年度

三、校內

扣分總計

年度

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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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違規事項說明
未依規定留備驗食物
廚工衛生習慣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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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容館學生餐廳
多容館美食街
康迪複合式餐廳
教職員餐廳

廚工衛生習慣不良
原物料不當儲放
廚工衛生習慣不良
菜餚未依規定放置
廚工衛生習慣不良

26
9
15
0

四、活動相片：
（一）愛滋防治宣導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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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區急救訓練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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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活力健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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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越騎月眉、越騎越美-單車巡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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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銅門健行

東
華
校
刊

（六）飲食、運動與健康講座

第十
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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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在校 B 肝疫苗自費接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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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
校
刊
學校
近況

（八）環大學城餐飲衛生健康講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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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學年業務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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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95／4／20 起
95／／5／26
95／9／25～29
95／9／17～9／18
95／9／30～10／1
95／11／20
95／12
95／12／25～29

活動名稱
於圖書館及各宿舍區設立「健康
小站」
95學年第二劑自費在校B型肝炎
疫苗注射
校園捐血活動
新生入學在校健康檢查
校園急救種籽培訓活動
95 年度在校 B 肝疫苗自費接種
94年度在校B肝疫苗注射後追蹤
檢驗
校園捐血週

畢業生及僑生輔導組

人數
348 人
139 人
272 人
1663人
51 人

備註
提供自我監測血壓、體重
及自助簡易外傷換藥服務

共募得 344 袋全血
全程參與者 50 人，49 人取
得急救員證書。
日期暫訂
139 人 日期尚在協調中

一、工作業務事項：
（一）僑外生輔導工作
（二）畢業生及校友輔導工作
（三）職涯輔導
二、94 學年重要業務報導
（一）僑外生輔導工作：
1.94 學年度僑外新生計 48 名（僑生 42 名、外籍生 6 名），全校僑外生共計 172 名
（僑生 166 名、外籍生 6 名）。
2.94 學年度僑生課業輔導共 51 人提出申請，開設基本國語文（15 人）、微積分（30
人）及中國思想史（6 人）三班，為期 14 週。
3.94 學年度教育部清寒僑生助學金共 64 人提出申請，已核准數 43 人，不核准數
21 人。
4.僑生社團「僑外同學會」辦理活動說明：
（1）94 年 9 月 7 日，舉辦「新生入學接待」。
（2）94 年 9 月 8 日，舉辦「新生入學指導座談會」。
（3）94 年 9 月 17 日，舉辦「新僑生入學－基本能力測驗」。
（4）94 年 9 月 26 日，舉辦「期初暨中秋慶祝大會」。
（5）94 年 10 月 9－10 日，舉辦「秋季綠島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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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4 年 11 月 18 日，舉辦「11 週年校慶社團園遊會」。
（7）94 年 12 月 15-16 日、22 日，舉辦「馬來西亞團參訪校園活動」
（8）94 年 12 月 21-25 日，舉辦「聖誕金莎花傳情」
（9）95 年 1 月 3 日，舉辦「僑生春節祭祖師生聯歡餐會」
（二）畢業生及校友輔導工作
1.本屆（95 級）畢聯會「畢代大會」：
（1）94 年 9 月 12 日，舉辦「第一次畢代大會」。
（2）94 年 9 月 28 日，舉辦「第二次畢代大會」。
（3）94 年 10 月 19 日，舉辦「第三次畢代大會」。
（4）94 年 11 月 23 日，舉辦「第四次畢代大會」。
（5）95 年 3 月 1 日，舉辦「第五次畢代大會」。
2.本屆（95 級）畢業紀念冊印刷招標，於 94 年 11 月 3 日網路公告，總共收到三家
廠商估價單及相關招標資料，分別為「印工廠印刷事業有限公司」、「彩峰造藝印
像股份有限公司」、「美司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1 月 16 日舉行開標會議，採以最
低標者得標，決議由「彩峰造藝印像股份有限公司」以每套＄1,036 元得標。
3. 本屆（95 級）畢聯會，訂於 94 年 11 月 20－24 日，假學務處團諮室，辦理「95
級畢業學士照拍照」事宜。
4.本屆（95 級）畢聯會，訂於 94 年 12 月 7－8 日，假於圖書館前中央大草坪，辦
理「95 級畢業照團拍」事宜。
（三）職涯輔導
1.94 學年度第一學期（94／9／14／~95／1／13／），每週二 15：00－18：00，開
設「非營利組織理論與實踐－文史傳播」課程
2.11 月 4 日辦理『解碼電視台－洄瀾電視』企業參訪活動。
3.職涯完全教戰守則－職涯週活動：
（1）專題講座：
＊11 月 21 日－「活出精彩亮麗的自己－IQ.EQ.AQ 的運用與管理」
＊11 月 22 日－「在生命的路口轉彎－談少年憂鬱症」
（2）教戰座談：
＊11 月 23 日－「新世代草莓族的生存之道」
＊11 月 23 日－「十大熱門行業大解析」
（3）職涯諮詢：
＊11 月 24 日－「線上職涯評測與解析」
（4）生涯影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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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4 日－生涯影片欣賞與分享「翻滾吧！男孩」
（5）職場觀點：
＊11 月 25 日－「網路產業經營管理」
＊12 月 2 日－「傳播業現況及經驗分享」
4.辦理「資訊傳播業與網路產業職涯講座」系列活動：
（1）11 月 25 日 104 人力銀行行銷總監邱文仁－「網路產業經營管理」
（2）12 月 02 日公共電視研究發展部研究員曹琬凌－「傳播業現況及經驗分享」
5.青輔會辦理 95 年度活動招標案，已於 94 年 11 月 21 日完成活動相關投標事宜，
預計 95 年度辦理「寫出自己的優勢」、「與工作世界接軌－社會新鮮人研習營」、
「生涯影展」、「職場十字路－分科職涯工作坊」共計四個活動。
6.勞委會職訓局 95 年度活動招標案，已於 12 月 26 日完成活動相關投標事宜，預
計辦理「社會新鮮人求職全攻略－校園徵才博覽會活動」
7.95 年 3-5 月，舉辦「寫出自己的優勢」履歷競賽及系列講座
8.95 年 4 月 10 日，地方產業創意甄選縣府提案
9.95 年 4 月 12 日，舉辦「YEF 創業競賽說明會」
10.95 年 5 月 10 日，舉辦「社會新鮮人求職全攻略－校園徵才博覽會活動」
11.95 年 5 月 12-13 日，舉辦「與工作世界接軌」－社會新鮮人研習營
12.95 年 6 月 3 日，舉辦 94 學年度畢業典禮
（四）95 工作計畫：95 學年度第一學期預計辦理活動
1.95 年 9 月-96 年 6 月協助 96 級畢聯會團拍、畢業紀念冊及畢業季系列活動事宜。
2.95 年 8 月至 96 年 7 月進行教學卓越計畫之創造力分項計畫並輔導「東華校園創
業團隊」籌組運作。
3.95 年 10 月 4 日-11 月 2 日，舉辦「生涯影展」系列活動。
4.95 年 11 月 13 日-12 月 4 日，舉辦「職場十字路」系列活動。
5.95 年 11 月，舉辦「青輔會產業與職涯巡迴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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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務處
事務組

簽訂國立東華大學遊覽車租賃合約書。
成多容館咖啡廳、多容館主題餐廳、學生餐廳、麵包坊、麵食部等 5 家廠商招商案。
三、 配合工學院成立，教室及教授研究室設立，完成電信系統、擴音設備、課桌椅、窗簾、門
牌、垃圾桶等購置及配置、環境清潔以應教學、行政工作執行之需。
一、

二、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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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辦理學生宿舍窗簾冷氣出風口修改及女生宿舍門禁刷卡工作。
五、配合政府採購法實施辦理全校上網公告之小型工程、儀器設備之採購共計 132 件。
六、執行督導校內各行政大樓清潔維護，以保持校園整潔、維護觀瞻。
七、完成室內垃圾分類及辦理宣導工作。
八、各行政、教學大樓的管理及部分設施損壞之維修。
九、為維護本校設備、設施正常使用及安全，辦理事務機器設備維護，並賡續進行本校校舍及
各項設備、設施檢修維修工作，以確保辦公和居住安全及品質。
十、完成校園雙語指示牌設置。
十一、進行室內配置圖、辦公室雙語標示牌工作。
十二、進行原住民學院設備規劃案。
十三、各大樓管理員持續進行室內教學環境改善及清潔督導工作。
十四、駐衛警人員全年無休巡邏，以維護校園安全。

文書組

一、收、發文處理：依據本校公文處理作業規範程序，辦理收發文。本校對外使用電子公文傳
遞績效良好，教育部每月統計公佈所轄學校成績，本校均列名前百分之十名次內。
二、文書保密：機密公文依文書處理手冊規定，由專人負責拆封、分文、繕校、蓋印、封發等
各項作業。
三、公文稽催：定期公文檢查催辦，加速公文處理時效提高行政效率。
四、檔案管理：依本校檔案管理作業規範辦理點收、整理、分類、裝訂、保管、檢調、銷毀等
相關作業。
五、辦理現行檔案目錄匯送。
六、印信管理：依有關規定及授權辦理印信、鋼印、各種章戳之用印事宜。
七、郵件管理：依據本校教職員工生郵件處理作業規範，處理各種郵件、貨運包裹事宜。
八、總機管理：接聽內、外線電話諮詢、轉接服務及整理全校分機表異動更新服務。
九、上級交付任務：承辦汽車、機車、自行車等車輛識別證管理、違規銷單作業及學生宿舍冷
氣電費儲值卡發放業務，以分擔及提昇總務處工作效率。

保管組

一、遵循法規辦理本校公有財產與物品之財產登記、增設、異動、減損及報告等管理。
二、本校財產已完成資訊化管理，截至本年度九月三十日為止，各類財產登帳總量為二十七萬
七仟一百二十四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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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管理配住學人宿舍、一級主管職務宿舍及單身職務宿舍。
四、管理配住招待所，依教學住宿、公務住宿及一般性住宿分類收費經營。

出納組
東
華
校
刊
第十
二期

一、主要業務內容：
（一）按時領取有價證券之本息。
（二）辦理收入退還相關作業。
（三）根據有關文件，辦理匯寄及收兌款項。
（四）辦理員工薪津（劃帳）發放相關事宜。
（五）根據會計憑證或其他合法通知，扣繳各種稅款、捐款、借支款項及保險費等。
（六）各種押標金及收付保管及其他收款、退款有關事項。
（七）登記各項出納保管簿籍，編製現金結存表及保管品報表。
（八）逐月核對銀行存款核帳清單是否與帳面結存相符，如有不符之處應編製銀行存款結
存差額解釋表。
（九）簽發校務基金支票及帳務管理。
二、目前電腦化工作實施重點：
（一）已完成之出納業務作業系統：
1.支票簽發作業電腦系統。
2.員工薪津發放作業電腦系統。
3.學雜費收繳作業電腦系統。
4.所得稅扣繳作業電腦系統。
5.零用金作業電腦系統。
6.保管品作業電腦系統。
7.收據製發作業電腦系統。
（二）目前正開發及更新之出納業務作業系統：
1.支票簽發作業電腦系統更新。（DOS 版更新 WINDOW 版）
2.零用金作業電腦系統更新。（DOS 版更新 WINDOW 版）
3.保管品作業第腦系統更新。（DOS 版更新 WINDOW 版）
三、未來工作發展計劃︰
（一）學雜費繳費作業系統與教務處學及作業系統及選課作業系統網路連線。
（二）各單位證件表單申請繳費作業自動化。
（三）員工薪津發放作業與人事室系統網路連線。
（四）支票簽發作業系統與會計室系統網路連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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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出納帳務處理全面資訊化。

營繕組

一、主要業務內容：負責全校土木、建築、水電等各類工程的新建、修繕業務。
（一）各類新建、增建工程的發包、監督、管理。
（二）各類修繕工程的發包、監督、管理。
（三）各類工程及水電設施的修繕業務
二、目前工作實施重點：
（一）原住民民族學院新建工程，地上四層，樓地板總面積計 21,000 平方公尺，總工程
費為 424,000 仟元，花蓮縣政府於 94 年 6 月始准開工施作，工期 600 日曆天，預
定 96 年 6 月 30 日完工（含機電設施）。
（二）活動中心及體育館新建工程，預計總工程費為 380,000 仟元。分期新建，今第一期
體育館規劃報告書送教育部審查中，第二期活動中心規劃設計中。預定 95 年 12 月
31 日辦理第一期體育館新建工程發包作業。
（三）共同教學大樓擴建工程，興建地上三層，樓地版面積約 2,656 平方公尺，總工程經
費約新台幣 46,500 千元，工期一年，因原物料價格攀升之故，歷經多次流標及多
次變更，擬定重新評估規劃再行發包施作。
（四）整併全校緊急維修業務，由營繕組負責維修工作，依區域範圍及特性分三大區域及
機電等分項，由專人負責維修；報修程序則統籌由設施管理員上網填具表單，並於
完成待修工作後再予簽結。
（五）本校停電原則：
1.本校各大樓變電站（共計 20 座），受限於外線為單一迴路供電，及受檢之用電設
備與項目複雜，且各校舍可配合停電時間不一致，委任承包商檢驗設備及人員限
制等因素，需排訂分區域分時段檢驗方式辦理，該年度之用電設備檢驗工作，惟
可規範承包商以三組人員及儀器，同時檢驗同一迴路上建物之變電站及相關線
路。
2.配合台電外線歲修，造成全校區停電期間，進行 69KV 變電站、11.4KV 總配電站、
工學院區配電站及校區各迴路之幹線檢測（停電時間另定）
3.前項檢測未完成部份及臨時性汰換設備等作業，訂於每年七月暑假期間第三週或
第四週之星期六進行，惟該時段以配合台電之停電時間為原則。
4.教學及行政區，訂於每年八月暑假期間第三週或第四週之星期六及星期日，分時
段分棟停電，進行各建物設備及線路之定檢維護。
5.學人及學生宿舍區，訂於每年二月寒假期間第一週或第二週之星期二及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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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時段分棟停電，進行各宿舍設備及線路之定檢維護。
6.每年寒暑假之週數選定，依本校公告之下年度行事曆調整，以不影響本校排定之
工作項目為原則。

環保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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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校園環境：
本校幅員廣闊，綠地、道路亦多。為維持校區環境整潔，本組負責委外綠地維護之監
督管理及東湖湖水抽取與錦鯉餵食。
二、污水處理：
校區內之生活污水均由污水處理廠處理後排放，排放水需定期檢驗，均符合環保法規
之標準。
三、廢棄物處理及資源回收：
校區內垃圾廢棄物均由本校垃圾車自行清運至鄉內之衛生掩埋場處理。資源回收方
面，各處設有資源回收桶，本組負責管理資源回收工作，每週由鄉公所清潔隊至本校進行
回收。
四、飲用水管理：
目前本校飲水機有 116 台，依飲用水管理法之規定，飲水機必須每月定期清洗乙次，
並做水質檢驗 。本校清洗維護之頻率以兩週一次為原則，定期換濾心及逆滲透膜。
五、飲水機整體配置管理：
依規定委請專業廠商實施自來水蓄水池及水塔清洗，每年一次 。
六、實驗室衛生安全：
（一）新增毒化物使用申請及新法規宣導。
（二）召開實驗室安全衛生委員會議、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會議及輻射防護委員會議。
（三）辦理教育訓練及健康檢查。
（四）自動檢查表之彙整備查。
（五）實驗室安全衛生檢查。
（六）實驗室廢液管理。
（七）辦理實驗室毒化物災害防救協調演練。
（八）麻醉藥管制藥品管理。
（九）實驗動物遺體處理。
（十）參與動物實驗管理委員會。
七、環境衛生消毒：
為維護全校教職員生健康，減少蚊蠅及病媒滋生源，於每年之春夏兩季，委請具有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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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性之廠商實施兩次區域性消毒（以建築物中庭及周圍為主）。
八、有機堆肥場：
爭取花蓮縣環保局補助 17 萬元增設設施已施工建造完成，陸續於場內進行樹枝破碎
作業，進行植栽之木屑舖面作業。
九、召開景觀規劃暨校園美化委員會議，並執行相關會議結論。
十、園藝班：
負責學校園藝工作，進行路樹修剪、花圃維護及颱風過境後之災後復原工作及校園花
木補植工作。
十一、爭取林務局於本校擴大辦理全縣年度植樹節活動，植樹（含養護）五仟餘棵。
十二、爭取環保署補助本校「生活污水處理回收再利用計畫」六百餘萬元

圖書館

◎94 學年重要業務

一、館舍建設：
本館一樓設有服務檯、參考書區、專架區（本校教師升等、獲獎與聘任著作，論文報
告寫作與投稿，留學、遊學，大學校院簡介等資料陳覽）、閱報區、校史文物展示與典藏
區、行政區、講習室與過期報紙室；二樓設有參考檯、多媒體學習區、微縮區、中文書區、
博碩士論文區、研究小間 16 間與多媒體放映室；三樓設有中文書區、師資培育教材專架、
研究小間 16 間與討論室 5 間；四樓設有西文書區與裝訂本期刊區。圖書館塔樓為校園建
築最高點，開放本校師生團體申請於每週五分二梯次鳥瞰東華風華。
二、館藏成長：
迄 95 年 9 月底止，計典藏紙本與電子圖書達 45 萬冊，紙本與微縮、電子期刊 36,126
種，裝訂本過期期刊 45,917 冊，視聽資料 17,818 件，網路版與單機版電子資料庫 168 種。
三、讀者服務：
（一）相關規定：
一般圖書與視聽資料採開架式借閱，社區民眾亦可申辦借書證。94 學年度圖書
資料借閱達 32 萬 4 千餘冊（件），借閱逾期、遺失，或違規使用場地與設備，需繳
交罰款或違規記點。
（二）開閉館時間：
元旦、春節、清明、端午、中秋節與校慶運動會舉辦日閉館。服務時間：學期
中：週一至週五 08：15-21：45，假日 09：15-16：45。寒、暑假：週一至週五 09：
15-16：45，假日或其他特殊情況閉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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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服務量：
持證讀者迄 95 年 9 月底止計 8,268 人。94 學年度全年進館人次近 60 萬人次、
圖書資料借閱 32 萬 4 千餘冊（件）、資料庫檢索超過 23 萬 4 千餘次，館際複印／
借書申請件每月約 170 件。
（四）連絡方式：
服務檯電話（03）863-2838 或（03）863-2841，參考諮詢檯電話（03）863-2840，
網址 http：／／www.lib.ndhu.edu.tw，電子信箱 library@mail.ndhu.edu.tw。
四、推廣利用
（一）圖書館利用講習：
配合授課老師與學生需求，開辦「如何利用圖書館資源」、「圖書館館藏簡介」、
「圖書館導覽」等單元課程，採線上團體報名方式。94 學年度共辦理 35 場次，887
人次參與。洽詢電話（03）863-2840 盧谷砳樂先生。
（二）專架陳覽區：
專櫃陳覽本校教師升等、獲獎與聘任等相關著作，師資培育教材，論文報告寫
作與投稿，留學、遊學，大學校院簡介、電話簿等參考資料，供讀者在館內檢閱。
洽詢電話（03）863-2839 黃雁鈴小姐。
（三）館訊《月眉》發行：
為增進館務服務，每年發行 9 期館訊《月眉》（寒、暑假不出刊），全文並以
電子化型式存放於本館網頁中，報導本館業務動態、資訊新知與新書介紹等，並請
師長賜稿，將寶貴的治學、處世之道傳承東華學子。94 學年度刊載本校海洋科學
學院研究所揭牌典禮校長致詞，並承民藝所李招瑩博士、物理系葉旺奇博士、公行
所魯炳炎博士、教學卓越中心邱淑義小姐、中華技術學院建築工程系吳可久博士、
共同科廖鴻基講師、中文系賴芳伶博士與歷史系高進老師等賜稿。洽詢電話（03）
863-2831 毛起安組長。
（四）校園鳥瞰導覽：
本校最高觀景點之圖書資訊大樓觀景塔樓，可供校內各單位「事前」申請於上
班時間內接待外賓參觀，亦開放本校師生以社團或系所團體方式申請，由本館派專
人解說鳥瞰校園。94 學年度共接待外賓及本校師生 89 梯次。洽詢電話（03）863-2835
詹依萍小姐。
（五）校內師生成果展：
本館接受本校各單位申請展出活動成果。94 學年度共辦理「立體媒材創作設
計—第三屆金工獎」、「本校教學卓越計畫成果展」、「星空饗宴—三校天文攝影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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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華書畫情──姜一涵教授作品特展」與「視覺藝術創作──現代水墨畫」等五
場展出。洽詢電話（03）863-2831 毛起安組長。
五、博碩士論文全文檢索系統：
自第一屆起之畢業生學位論文已全文電子化，94 學年度計 33 萬 4 千餘人次檢索、全
文下載 14 萬 5 千餘篇。因校外人士非法大量下載，94 年 7 月曾暫停全文下載服務。洽詢
電話（03）863-2833 黃慧雯小姐。
六、電子期刊資料庫：
加入「全國學術電子資訊資源共享聯盟」（CONCERT）、「學術資源倍增行動方案聯盟」
與「數位化論文典藏聯盟」等策略聯盟，以倍增數位化學術資源。94 年合作購置數十種涵
蓋各學科領域之國外知名期刊、圖書與論文全文資料庫，另積極洽購各重要出版社之電子
期刊與資料庫。使用資料庫須遵守本校資料庫及電子全文合理使用相關規範。洽詢電話
（03）863-2840 盧谷砳樂先生。
七、本校校史文獻：
蒐集、整理、典藏與本校或建校有關之新聞剪報（含本校師生於各大報論壇發表之時
論）、公文書、文物等，將於本館一樓設置校史文物展示區定期展出。
八、政府出版品：
本館為政府出版品東部寄存圖書館，館藏豐富。洽詢電話（03）863-2812 張蓮滿小姐。
九、受贈與轉贈圖書：
接受各界贈送圖書，充實館藏。本學年承林君鴻兒童文學管理委員會贈書（80 冊中、
西文兒童圖書及繪本），另陸續將多餘之複本贈書計 1,700 餘冊轉贈壽豐鄉立圖書館。洽
詢電話（03）863-2812 張蓮滿小姐。
十、志工服務：
歡迎校內、外熱情的朋友加入本館志工服務行列，洽詢電話（03）863-2835 詹依萍小
姐。

◎95 學年業務重點

一、花蓮地區大學校院圖書館互惠借書服務：
自 95 年 10 月 12 日起，本校專任教師、學生與職員（含校務基金聘用人員）經申請
核可後，可親持本館借書證至花蓮教育大學、慈濟大學、慈濟技術學院與大漢技術學院等
四校圖書館，借閱一般中、西文圖書共 10 冊，借期 14 天。洽詢電話（03）863-2839 黃雁
鈴小姐。
二、館舍空間擴增與調整：
近年館藏量激增，平均年增 4.5 萬冊。自 96 年起空間配置調整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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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網中心

東側
中央
西側
參考書區
校史文物展示區
現期期刊區
過期報紙室
服務檯
行政區
校史文物存放區
服務檯
多媒體學習區
中文圖書區
微縮區
視聽聆賞室
多媒體放映室
學位論文區
研究小間
討論室
中文圖書區
研究小間
西文圖書區
裝訂本期刊區

一、任務分組
本中心為配合國家資訊政策及支援本校教學及研究之需要而設立，其任務如下：
（一）規劃、管理及維護本校電子計算機資源。
（二）支援本校電子計算機教學及研究。
（三）支援本校校務行政電腦化。
（四）提供各項軟體技術之諮詢與訓練。
（五）支援電子計算機的建教合作與資訊推廣教育。
（六）支援校內、外資訊科學活動的策劃與執行。
（七）校園及網際網路之建置管理與維護。
二、本中心依業務特性分網路管理組、發展規劃組、行政作業組及校務系統組，得因實際業務
之需要，增設其他的工作組。

網路管理組

（一）校園網路之規劃與建設。
（二）建置各項網際網路服務系統。
（三）TANet 花東區域網路中心各項業務之推展。
（四）TWAREN 東部區域網路中心各項業務之推展。
（五）管理及維護校園網路及各項服務系統。
（六）編寫系統及網路使用手冊。
（七）使用者技術諮詢服務及協助解決電腦使用問題（on-site 服務）。
（八）協助各單位網路系統之採購與架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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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協助教學卓越中心進行網路基礎設施的建設，以提升整體教學研究品質。
（十）本校資訊安全相關業務通報及諮詢服務。

發展規劃組

（一）支援電子計算機軟硬體研究、學術研究及其他專案研究事項。
（二）本校網頁維護。
（三）中心網頁維護。
（四）圖書、通信與資訊服務委員會計網中心業務窗口。
（五）辦理本校計算機相關競賽活動。
（六）規劃全校性軟體採購。
（七）支援教學卓越中心技術工作。

行政作業組

（一）處理本中心之各項行政工作。
（二）舉辦各項校內、外資訊相關教育訓練及研討會。
（三）本中心各項專案計畫之流程控管。
（四）支援圖書館資訊相關業務。
（五）管理及維護計算機與網路中心所屬電腦教室。
（六）本校 BBS 管理與維護。

校務系統組

（一）統籌發展或購置各單位之校務行政電腦化系統及軟體。
（二）編寫各項校務行政電腦化軟體使用手冊。
（三）統合教務處、總務處、學務處及圖書館資訊業務。
（四）協助 ERP 系統建置。
（五）軟體開發計畫案之執行。
（六）協助開發本中心之各項行政軟體工作。
（七）支援校內各式招生試務電腦化。

三、業務執行績效
（一）網路建置與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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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內部各建築之網路均以 1000 BASE LX／SX 光纖網路相互連接，並藉由一部
Cisco 7609、一部 Extreme BD10K 及一部 Foundry MG8 分別連接校園行政區、教
學區及學生宿舍網路區﹔另以一部 Alcatel 5052 連接校外高中（職）。
2.對外網路主幹分三部分，透過一部 Cisco 6509（屬於教育部電算中心）
，以 10G 頻
寬連接台灣學術網路（TANet）﹔另透過一部 Cisco 7609（屬於國家高速網路中
心），以 5G 頻寬連接台灣高品質學術網路（TWAREN）。除此之外，與「中華電信
（Hinet）」以 Gigabit Ethernet 互相連接。
3.提供各種網路伺服主機服務，包括 DNS、Mail、WWW、FTP、BBS、News、Proxy Sever
及 Mail Relay 等服務，除對校內師生提供服務外，亦對花蓮地區各級學校提供
1.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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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

宿舍網路 IP 自動申請系統，方便使用者以線上申請方式
P
浪費的時間及人力資源，並配合自動化管
理機制，防制 IP 盜用情形發生。
5.提供全校教學區域無死角的無線網路服務，方便老師及同學在任何時間、地點都
4.提供教學、行政單位及

取得正式 I ，以節省紙本申請單傳遞所

可以上網查詢資料。

（二）推動校務行政電腦化

輔助校內、校際招生及學生選

1.本中心校務系統組自行設計各項校務行政軟體，以

課等多項作業，校內行政人員可充分利用校務系統網路化之便利，同時校務系統

援校內各式招生試務電腦化及圖書館系統等之開發與維護。

組亦支

2.已完成之各項校務行政電腦化軟體列舉如下：

【教務處】
課程選課系統
‧網路選課
‧開課課程查詢
‧學生個人課表列印程式
‧學生改選課程作業
‧課程資訊瀏覽列印
‧開課課程表管理系統
‧教學評量表填寫
‧科目限制（S、U、I）維護程式
學籍系統
‧學生密碼查詢及修改
‧學生學籍管理系統

44

‧課綱編輯工具
‧課規編輯系統
‧學生課程加簽單列印作業
‧系所所辦預排課程工具
‧推廣教育管理系統
‧研究生獎助學金系統
‧教學意見信箱
‧註冊檢核單處理系統
‧學生自選通識領域系統

‧畢業生處理系統
‧學籍資料下載系統
‧畢業初審及通識領域自選系統
成績系統
‧教師管理系統
‧成績處理系統
‧讀卡申請單處理
‧教師成績登錄系統
招生作業
‧博士班招生作業
‧博碩士班甄試招生作業
‧大學考試分發入學作業
‧大學推薦、申請入學作業
其他
‧web BBS 網頁系統
【人事室】
‧人事資料管理系統
‧人事帳號登錄系統
‧人事刷卡系統
【學務處】
‧工讀金網路申請系統
‧學生減免管理系統
‧學生銀行帳號管理系統
‧學生校內外住宿狀況調查
【共同教育委員會】
‧新生學科能力測驗統計
【教學卓越】
‧個人基本資料維護
【總務處】
‧就學貸款資料彙整系統
‧網路 IP 申請系統
‧保險費資料彙整系統
‧住宿人員資料彙整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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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生離校教學建言
‧學生考試請假維護系統
‧成績單自助列印系統
‧學生成績查詢系統
‧操行獎懲系統
‧共同科英文等級登錄系統
‧碩士班招生作業
‧大學聯合分發網路查榜服務
‧轉學考招生作業系統
‧學科能力測驗成績查詢服務
‧學程管理系統
‧人事線上請假系統
‧人事刷卡資料查詢
‧國科會助理及博士後研人事資料系統
‧導師與學生資訊系統
‧新生報到交通作業
‧就學貸款申請系統
‧共同助學補助申請系統
‧個人學習護照維護
‧總務處維修系統
‧零用金旅運費申請系統
‧軟體保管單系統
‧技工、工友刷卡查詢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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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健保收費管理（事務組）
‧技工、工友請假系統
‧分機資料彙整系統
‧教職員分機及電子信箱查詢
‧總務處公物維修進度線上查詢 ‧學分、學雜費彙整及轉檔系統
【會計室】
‧國科會助理薪資處理系統
【體育室】
‧運動場地借用管理系統（一般活動教職員借用）
【圖書館】
‧圖書館自動化系統-流通
‧圖書館自動化系統-採購
‧圖書館自動化系統-編目
‧圖書館網頁維護
‧圖書館自動化系統-期刊
‧圖書薦購系統
‧圖書館自動化系統-WEBPAC
‧圖書館電子資料庫管理系統
【校務系統組應用軟體】
‧公文傳閱系統
‧捷成公文製作系統
‧教育部電子公文自動匯入
‧公文管理系統（收發文）
‧校內電子公文稽催
‧博碩士論文系統
‧電子公文歸檔轉出

（三）設置電腦教室
目前設立個人電腦教室 5 間，說明如下：
1.電腦教室軟硬體
（1）硬體部份：配備 Pentium 4 級以上個人電腦，全區均與網際網路相連並附
廣播教學系統。
（2）軟體部份：每台電腦作業系統均為 Microsoft Windows 及 Linux，並搭配
MS Office 及網際網路應用軟體。
2.分佈位置
目前電腦教室分佈於工學院 2 間、共同教學大樓 1 間及計算機與網路中心 2
間。
（四）資訊推廣
1.92 年 4 月至 8 月接受國立中正大學委託辦理「商業電子化人才培訓計畫」依序開
設二班：「商業電子化營運作業管理班」、「商業電子化專案管理班」計有 101 人
完成培訓課程。
2.92 年 5 月—9 月接受青輔會委託辦理「網際網路資料庫設計班」，計有 31 人結業。
3.92 年 6 月—10 月接受行政院勞委會加強資訊軟體培訓「網路工程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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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東區網中心辦理十五場研討會。
5.92 年 8 月接受台灣師範大學委託與本校教育所合辦 「九十二年資訊種子學校建
置與教師團隊培訓—東區輔導計畫」，共有 29 人完成培訓課程。
6.91 年、92 年接受行政院國家資通安全會報指導，分別在花蓮、宜蘭辦理基層機
關（單位）資通安全教育訓練會。
7.92 年 10 月舉辦「2003 IPv6 網際網路協定技術巡迴研討會」。
8.92 學年度接受行政院勞委會職訓局委託辦理「大學及技專校院辦理就業學（課）
程」計畫，目的為提升準畢業生就業技能與專業知能，以增加職場競爭力及謀職
就業能力。
9.92 年 12 月舉辦「2003 IPv6 進階技術研討會」國際技術研討會活動。
10.93 年 4 月至 7 月接受國立中正大學委託辦理「商業電子化人才培訓計畫」依序
4.92 年

開設二班：「商業電子化營運作業管理班」、「商業電子化專案管理班」計有 137

培訓課程。
11.93 年 6 月-10 月接受行政院青輔會委託辦理加強資訊軟體培訓「網路工程師班」
。
12.93 年 4 月-8 月接受行政院勞委會委託辦理加強資訊軟體培訓「網際網路資料庫
人完成

設計班」。

世代網際網路 IPV6 整合技術」課程。
14.93 年 8 月及 11 月舉辦「IPv6 Tech. 2004」國際技術研討會活動。
15.93 年 10 月舉辦全國「台灣 IPv6 發展與策略研討會」活動。
16.93 年花東區網中心辦理六場研討會。
17.93 年 11 月十週年校慶活動舉辦「93 年度花東地區資訊研討會」。
18.94 年 3 月舉辦「IPv6 安全性技術研討會」技術訓練。
19.94 年 8 月舉辦「IPv6 Tech. 2005」國際技術研討會活動。
20.94 年花東區網中心辦理七場研討會
21.95 年 6 月-11 月接受行政院勞委會委託辦理 95 年度「行政院科技人才培訓及運
用方案」-資訊軟體人才職業訓練「網際網路資料庫設計班」。
22.95 年 8 月-12 月接受行政院勞委會委託辦理 95 年度「行政院科技人才培訓及運
用方案」-資訊軟體人才職業訓練「網路工程師班」。
23.95 年 1 月-10 月舉辦花東區網中心四場研討會。
（五）校內競賽
1.93 學年度辦理「國立東華大學 93 學年度網頁競賽」
，分成「網頁競技組」
、
「行政
單位組」
、
「教研單位組」三組進行，最後網頁競技組由隊伍「Color our School，
Fashion your Mind！」獲得冠軍、隊伍「峰哥組」及「supergagafish」並列亞
13.93 年 3 月舉辦「新

47

東
華
校
刊
學校
近況

東
華
校
刊
第十
二期

軍、隊伍「資管 219」、「The Mammoths」、「Bear-Kingdom」同列佳作；行政單位
組由「圖書館」獲得特優、「總務處」獲得優等、「教務處」及「研究發展處」獲
得佳作；教研單位組由「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獲得特優、「資訊管理學系」及
「觀光暨遊憩管理研究所」獲得優等、「應用數學系」、「物理學系」與「資訊工
程學系」同列佳作；網頁競技組冠軍作品經功能及內容增進改版後，於本校 94
年度校慶當日成為本校中文首頁新版面。
2.94 學年度辦理「國立東華大學 94 學年度英文網頁競賽」，分「行政單位組」及「教
研單位組」兩組進行，經 9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7 次行政會議評選結果，行政單
位組由「教務處」獲得特優、「圖書館」獲得優等、「研究發展處」及「學生事務
處」獲得佳作；教研單位組由「資訊工程學系」獲得特優、「海洋生物多樣性及
演化研究所」及「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獲得優等、「資訊管理學系」、「應用數
學系」與「企業管理學系」並列佳作。
3.94 學年度辦理「國立東華大學 94 學年度簡報樣板設計競賽」，共收到 24 件投稿
作品，最後由電機工程學系郭岳芳同學以作品「東之明珠」；經濟學系黃聖揚同
學以作品「東華之夜」、「校園之美」；歷史學系陳一寧同學以作品「東華之美 4」；
企業管理學系魏可芬同學以作品「藍色東華」分列佳作。

共同教育委員會
語言中心

學期邁入 95 學年度，自本學期起，語言中心正式納入本校組織章程內，隸屬於共教會之
下，成為一等同於系的常設獨立單位。如同過去，我們竭盡全力協助本校相關英語課程的教學，
並透過舉辦各式活動，為東華大學社區及行政單位創造提昇全體英文能力的機會。
語言中心 94 學年度的工作重點，以提昇東華大學學生的英語能力為訴求，以多媒體語言
教室協助通識中心英語教學，並鼓勵學生在課外時間使用多媒體語言教室設備。為此，語言中
心除提供每週 16 小時多媒體教室的聽講實習外，另於每週開放五天共計 15 小時的學生自修時
間。
94 學年度由語言中心主導之活動，除多媒體語言教室的開放使用外，還提供了大學生英語
寫作及研究生學術寫作的諮詢和編輯服務﹔提供全東華大學社區英語學習的「英語角落」活
動，以每週 8 小時的時間，在校園各處進行學生與外籍老師的自由交談﹔每學期舉行的英語演
講或寫作比賽也都受到廣大肯定與支持。
展望未來一年，語言中心將懷抱設立宗旨，繼續為提昇全校語言能力而努力，初步規劃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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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創造多元語言環境
在新的一年，語言中心於多元語言環境的創造和推廣上，計畫精進深受好評的英語角
落（English Corner）活動，將活動型態由原先 free talk 自由交談模式改為 toastmaster
主題模式，以此提昇學生英語表達能力，於活動中自然培養具正式演說及交流的能力。此
外，帶領的外籍老師們亦將不定期舉辦有特定主題之研討會，使英語角落活動更具多樣
性。另外，因應日漸頻繁的國際交流.交換學生及僑生人數歷年遞增，語言中心於語言學
習的協助與諮詢上，除豐富英語交談的練習外，也將擴展服務到其他活動上，舉行英語諮
詢服務、電影會、文法診所、新聞尖兵等活動。
二、校內英檢的落實
隨著時代進步與潮流替換，語言學習不僅僅是知識的獲取，能力的提昇，更是未來工
作的保證。本校兩次實驗性英檢結果顯示，學生參加英檢的意願及成績皆不高，歸納原因，
可能是採取自願參加及涵蓋多個年級所致﹔另外，花蓮地區競爭意識普遍較低，以及缺乏
考試相關輔助練習軟體也可能導致如此。
本校將於今年開始實施英文畢業標準檢定，規定畢業生需通過全民英文檢定需為中級
或其他相當之標準. 除鼓勵同學多參與本中心舉辦的活動外，為建立信度與效度等同於校
外英檢考試之東華英檢測驗題庫，以評量英檢資格及畢業標準，本中心也將購買全民英檢
自學系統軟體，以補充正式課程不足之處﹔更重要的是建立一套符合本校學生需求，又兼
具客觀評比標準的英語能力檢定系統，以增進學生主動學習英語動機。
三、論文編修服務
為提高本校研究的國際能見度，鼓勵學生以英語發表學術著作，語言中心將參考國外
寫作中心的經驗，於網頁建置寫作參考資源及寫作諮詢服務，並訂立英語編修辦法，延攬
並鼓勵外籍教師提供編修服務，與師生討論研究著作的內容，建立就近的雙向溝通編輯服
務。
英語編修辦法主要提供論文編修服務，以提昇師生論文寫作水準，並有免費的論文諮
詢服務。由於專業英語服務對象為教師及研究生，因此，將由諮詢老師群建立英語論文寫
作問題問卷調查，並於收集問題後集結成冊，提供尋求諮詢之師生參考，以作為未來進階
寫作之教材參考，最終期能結合相關英語寫作資料，以製作英語論文寫作參考手冊。
另外，於通識英語類課程，也將開設，舉辦論文寫作研習課程，期望能提供研究生及
教專業英文寫作學習之管道。
四、推廣教育─全民英檢中高級班、托福考試指導
為提昇大花蓮地區民眾英語能力，增強就業能力，本中心集合一流英語教學師資，提
供大眾多元學習英語的機會，分為全民英檢中級班和托福考試指導：
全民英檢中級班，乃因應配合英語程度的考試需求，發展聽、說、讀、寫四種語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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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皆備之學習課程;均衡培養學習者的語言能力。
托福考試指導，乃因應出國留學或國際認證的英語能力，提供有經驗的老師針對新式
托福考試（IBT）的模式，指導如何取得高分。
以上四大方向的規劃，將由過去被動的提供資源，提升為主動誘發學習者興趣，預期
能帶動東華大學大社區語言學習風氣，進而提高學習成效。

教學卓越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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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華大學為了提供並培養學生更好的適應力和學習能力，希望透過教學的改進，提供學生
更多元及富彈性的學習環境，依循教育部施政方針，結合時代潮流與本校校務規劃發展，提出
「關心」與「用心」教學卓越計畫，並榮獲教育部「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補助，本計畫核
心理念乃為學校關心老師的教學成果，老師皆能關心學生學習成效，使得在課程結構的改良、
教師教學協助、教學助教輔導、教師生涯發展、提升學生學習效果、強化學生發展自我生涯知
能、e 化學習輔助、建立數位教材資料庫、網路英文學習與測驗系統規格之確定、電子化教師
培訓及教學基礎建設改進等方面，奠定穩固的根基。
為達成上述宗旨，教學卓越中心以課程、教學、學習及資源支援之教育鐵三角結構為重心，
成立「總計畫」以全校性教學提升計畫為主，成立「教師專業發展小組」以經營教師設群、建
立教育價值與研擬完善的教學相關制度為執行方向之，成立「學生學習輔導小組」推行具預防
性質及主動出擊之學生學習輔導為工作導向，及成立「教學科技資源小組」以教學教室與實驗
室設備改進與 e 化、建置 e-learning 平台與數位教學等為推廣方向。關於 94 學年與 95 學年
重要業務報導依序說明如下：
本教學卓越中心 94 學年度以改善學校的制度與提升學校整體的教學特色為主。積極推動
大學部課程學程化的實施，目前正透過各系及各院嚴謹規劃學程課程及內容，以發展各學程特
色，提供學生系統化及多樣化的修課選擇，鼓勵學生修習跨領域學程，建立學生有系統的第二
專長學習機制。此制度實施主要依循為各系規劃其學程課程時，依據各系規劃之生涯進路圖為
重要考量，透過這樣的課程學程化設計，不僅能整合學校教學資源，同時結合就業市場脈動，
繼而提升畢業學生進入就業市場之競爭力。本中心並定期舉辦成果發表會，將各期程之執行成
果公開與全校師生共同分享。
95 學年度持續以教育鐵三角結構為重心，結合本校現行教務系統中有關健全師資結構、學
生輔導與選課機制、課程規劃及教學品質管控等業務之運作，定期召開各種工作會議以協調各
分項計畫，以有效整合資源之運用，並建立計畫執行績效評估機制、追求卓越及與國際學術接
軌之平台、及整合區域教學資源-成立東部地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為未來工作計畫執行重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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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以原有之施展主軸之外，賡續加入「以學程為主的課程改進分項計畫」、「提升校園語
言能力分項計畫」、「推動校園藝文活動分項計畫」、「培養創造力分項計畫」等更為豐富而多元
的整體教學環境提升方案，達成課程架構改良、提升學習成效、強化就業競爭力、建立國際化
校園、師生重視創意和效能的教導和學習、形成尊重差異及欣賞創意之文化氛圍等效益。

教師專業發展小組
◎94 學年重要業務

一、目標與任務
94 年為需求評鑑與評估與共識探究期，期望以教師設群經營與教育價值建立為運作的
基本概念，以生態的、有機的模式運作，帶動學校整體教學環境及教學品質、意願的提升。
教師專業發展小組預計將服務的層面劃分為三個主意的面向：1.教師教學協助 2.教學助教
輔導 3.教師生涯發展。
二、工作執行計畫
（一）教師專業發展協助
1.教師專業發展
（1）教師核心團隊成立與運作
（2）蒐集資料，製作「教師資源手冊」
（3）教學觀摩與諮詢
（4）定期 coffee hours （茶話會）討論
（5）教師工作坊、座談會、演講、研討會
教學設計與教學媒體之應用
徐立芬 教授
僵師活化
王俊秀 教授
如何平衡教學與研究？
陳得聖 教授
課程與教學實作（6 小時），分三學群（人社、理工、 徐立芬 教授
管理）授課
激發學習動機與教學策略
高強華 教授
2.研發與規劃教學資源輔助
（1）新進教師培訓
（2）建立教師教學類型資料庫
（3）教學制度改進
（4）設置教師教學媒體微型教室，協助教師教學之審視及評估
（5）與圖書館合作，主動取得並轉介教學資源，使教學活動活潑化
（6）教學媒體及教學軟體之提供與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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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蒐集資料，製作「教師資源手冊」
（8）專屬互動式網站--定期專欄及議題線上互動及討論
（二）教學助理輔助
1.助教之招募、遴選、培訓
2.定期助教會議——課程觀察記錄與回饋
（1）關係建立與溝通管理技巧
（2）課程觀察與田野記錄撰寫的學習
（3）小組討論之帶領與領導之能力
（4）學習輔導與協助教學評量的思考
（5）教學多媒體系列課程（教學器材、教學軟體）

◎95 學年業務重點

一、目標與任務
95 年為建立與拓展共識期。原計劃中預估的工作包括：在宣傳、推廣及研發的過程中，
持續凝聚教師的共識，以學習型組織的概念落實到核心教師團隊之中，加深在參訪中討論
與互動的深度。在規劃過程中，不斷有各系所老師主動和本組聯繫，積極有效的討論著密
切的合作機會與可能，也不斷為本中心構思許多有利學校整體教師專業發展提升的各種可
能性，並規劃出 95 年的工作重點共計六大項：
（一）教學品質提升
（二）助教專業的成長
（三）提供教師教學上的實質協助
（四）擴大教師的參與度
（五）教學專業的建立
（六）提昇分享經驗、檢視教學的風氣
訂立的這六項工作重點之間，彼此有很大的關聯。一方面我們要提供教師在教學上的
協助，另一方面鼓勵教師將自己的教學視為研究，藉以提昇檢視及改進教學的風氣。
二、工作執行計畫
根據上述規劃出的工作重點，開始發想可行的實質工作內容：
（一）教學制度改進與研發
透過本計畫的執行，將由下而上的方式將以點、線、面的方式彙整校內意見，
由教師個人到系所擴大至學院的對話，形成全校性的共識。
（二）教學助理增能與培訓
本計畫預計 95-97 年度執行工作內容將以促進本校整體教學品質提昇為目的，
透過教師與教學助理合作所形成的「Teaching Team」為核心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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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數位教材開發與應用
導入數位化課程，透過教師資訊素養能力、發展歷程分析及發展模式建立等面
向以促進教師專業之成長，將有價值的資訊、教學專業知識與教學經驗三方面所構
成的教學知識主體，提供一個支援創造、保存與分享的機制。
（四）教學資源充實與建立
其建構是以教師的需求為主體，透過「鼓勵教學創新及改進方案」、教學錦囊
分享會、讀書會、良師益友俱樂部…等增能工坊，以及教師電子報、教師資源網、
教學手冊…等編輯發行之刊物，以多重方式探尋各領域教師可能面臨的問題與議
題，以建構出更符合教學者需要與真實情境的教師資源。
（五）教學社群經營與推廣
建構由學院或跨學科領域自主策動之「一般教師社群」，以非正式組織促進相
關領域學科之聯結與教學經驗交流，以針對教學單位及學科之個別差異來做專業增
能之設計。

學生學習輔導組

◎94 學年重要業務

一、同儕輔導
學生學習輔導組自九十四學年度起負責
召募、訓練、與督導小老師的各項工作，並規
劃開設七項同儕輔導科目。透過積極開發之同
儕課業輔導線上預約平台，自九十四年十月起
至九十五年六月止，接受同儕輔導學生人數已
逾一千人次。
二、生涯規劃
本組九十四學年度積極辦理協助學生生
涯發展之系所合作計畫，製作各系課程結構表及生涯進路發展圖，並協助進行「茶館說書
-生涯進路普及化推廣活動」。為讓所有東華學子都能對自己未來的人生發展與生涯走向有
更為明確之標的與計畫，九十四年度配合推動職涯週、走動式學習輔導、發行專業生涯輔
導刊物－「學輔中心學報」等各項措施。
三、e 化學習輔助
本組九十四學年度與電算中心合作，完成「電子學習履歷」、「電子成績紀錄」、「電子
學習護照」等三項系統，以提供促進自律學習之資訊化輔導機制。此外，為宣導學習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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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方法，介紹各類學習相關活動，學生學習輔導組共發行六期「學輔中心電子報」。
四、課程與活動推廣
為促使大一學生及早認識自我，以培養良好的學習習慣，本組於九十四學年開設「大
學入門－新鮮人、新視野」通識課程。同時，為瞭解高年級學生生涯信念與未來規劃方向，
配合開設「生涯發展」通識課程。另外，為了有效解決閱讀原文書時缺乏有效率的讀書方
法，曾邀請世新大學的陳怡如教授就外文書閱讀策略舉辦工作坊，說明閱讀原文書的各項
學習方法與技巧策略。

◎95 學年業務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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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同儕輔導
九十五年度學生學習輔導組於同儕輔導部分將以「系所同儕輔導」、「大型課群
mini-grant」、「主題式學習輔導合作方案」、「期中預警制度」等四大方向作為努力的目標。
二、生涯規劃
配合東華大學推動學程化之革新工作，95 年度本組將持續與系所合作，共同擬定各系
所之課程規劃說明與生涯進路發展計畫，並努力於本年度全面完成東華大學二十個大學部
科系之生涯發展計畫。
三、e 化學習輔助
95 年度本組將透過「電子學習履歷競賽」等活動，向校內學生推廣 e 化學習輔助的各
項系統功能。此外，本組將推動「From C to A 影音學習資料庫」，希望透過基礎科目授
課教師的訪問，蒐集教師心目中拿 A 的學生與拿 C 學生的差異。同時，訪問學習成效優良
學生，得到學生對於學習方法和態度的主觀感受。
四、課程與活動推廣
針對全校學生，本年度將進行有關學習方法與策略方面的課程。內容包括：中、英文
閱讀與寫作能力的短期訓練課程、提昇原文書閱讀能力相關講座與工作坊、生涯規劃學習
與成長團體等各類活動。

教學科技資源小組

本小組成立目標是藉由教學教室之設備改善與 e 化及 e-Learning 平台建置與數位教學，
協助老師提升教學成效，因此整合本校既有的「數位文化中心」、「電子計算機中心」、資工系
及電機系等之設備與師資，成立「教學科技資源小組」。以下將說明本小組 94 年度計劃執行成
果及 95 年度計畫執行重點。

◎94 學年重要業務

一、建立軟體與網路基礎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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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室缺失改善
（二）學生學習歷程資訊系統之建立
（三）互動教室的規劃與建置
（四）電算中心電腦教室建置
（五）全校教學區無線網路系統的規劃與建置
（六）語言中心英美系教學相關硬體之更新
二、建立數位教材資料庫
建立數位教材所需軟、硬體之採購：提供將課程數位化之教師所需之軟、硬體。
三、電子化教學種子教師培訓
（一）開設教學多媒體課程
（二）e-Learning 教學平台系統的確立與購買
四、網路英文學習與測驗系統規格之確定
語言中心購置英文學習檢測系統，以利學生英語檢定之認證。

◎95 學年業務重點

為持續改善教與學的品質及延續 94 年度已完成部份軟硬體建置，95 年度本組計畫主要的
任務執行如下：
一、教學教室之設備改善與 e 化
（一）教學教室設備改善
95 年度為配合數位化教學環境的推廣，將依各教室之功能性進行教室設備整合
並設置資訊講桌或電子白板，提昇教師在教學應用上的便利性與效率，以提供優質
之教學及學習環境。以下為目前工作重點：
1.成立維修小組，巡視全校教學教室，並紀錄各教室設備狀況，以利維修人員進行
設備檢修。
2.持續針對各教室的需求，加裝投影機、投影布幕等。
3.建立教學教室維修系統，透過線上服務，且讓申請者可即時了解各設備維修進度。
（二）按按按互動教學系統規劃與建置
按按按互動教學系統，藉由教師及學生遙控器的上課互動活動，並可將學習歷
程檔案加以儲存至筆記型電腦，老師可以利用電腦裡的資料，了解學生的學習狀
況，95 年再添置 3 套，提供全校教師使用。
（三）群組互動教室規劃與建置
本教室規劃是以互動式小組討論為主，讓學生討論設計過程可以存取在電腦
上，且可上網蒐集相關資料。透過投影機各組討論結果可以同時顯示，讓學生更能
參予課堂活動。本教室已完成規劃，預計 12 月底建置完成並開放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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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e-Learning 平台建置與數位教學
（一）e-Learning 平台與數位教學推廣
於 94 年度完成 e-Learning 教學平台建置，95 年開始辦理教學使用平台之培訓
課程。除了提供老師與助教課程數位化之技術教學外，技術支援團隊的規劃也提供
老師在製作教材時能獲得有效的諮詢與協助，針對教學素 材的數位化處理，到
e-learning 平台的使用皆安排有專人可解決這方面的問題，可讓老師對教材數位化
的困難度降低，並加速 e-learning 平台的推廣。
本小組將於 95 年度 10 月開始至各學院開辦教師使用 e-learning 平台的說明
會，續持續辦理數位化教學補助計畫，並製作 e-learning 平台使用手冊，以加速
推廣數位化教學。
（二）辦理多媒體課程
開設教學多媒體課程，乃為提供老師、
助教及學生將教材數位化所需的技術，藉由
破 除技術上的障礙，推廣數位化課程的普
及，95 年度將針對調查結果，以及搜尋目前
使用率較高的教材編輯軟體，開設多媒體課
程。95 學年度第一學期預計開設的課程有威
力導演、串流大師、PowerCam、Captivate、
Audacity、Frontpage 與 Flash 等 11 堂課
程，此次課程將採密集開課的方式，讓參與
課程的學員能馬上運用在本學期的教學上。
（三）建立 Mirror Site 及本校數位教材，網路輔
助教學
目前已與奇幻基金會之MIT 開放式課程
網站合作，將於本中心建置 OOPS Mirror Site，將成為東部地區之教材 Mirror
Site，提供東部地區師生更多網路教學資源。
預期每年以 1／5 授課課程數位媒體化為目標，製作符合 SCORM 標準的數位教
材，建立東部數位學習與媒體教材，並在數位課程中設計 Group Learning 的學習
方式，以激發學生學習動機與效果。預計 95 年度將協助 e-Learning 課程開設，並
鼓勵教師多利用開發出來的新教材，致力推廣數位化教學的普及。

◎95 學年度賡續加入分項計畫之業務重點

一、以學程為主的課程改進分項計畫
教學優劣除了學習方式、學習環境、授課內容和表達方式外，最重要的就是制度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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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本子計畫主要扮演的角色，是希望透過良好制度的建立，並協助各系所建立以學生
為本位之完善的課程架構，帶動學生學習的興趣與熱忱，使老師可以人盡其才且發揮所
學，真正建立一個卓越的教學體系，建立東華大學教學特色，重要業務說明如下：
（一）各學院課程改進計畫
（二）通識課程之課群化與核心化
（三）核心課程教材開發與 e 化學習
（四）辦理通識教育專題講座與相關教學活動
（五）精緻化體育課程
二、提升校園語言能力分項計畫
考量全校未來整體英語教學與校園國際村環境的營造，因應高等教育環境變化之學生
素質差距加大的教學挑戰與壓力，在對本校學生語言能力現況進行診斷與評估後，提供兼
具課程學習、教學輔導、活動激勵，及學術服務四方面規劃，以協助突破學習障礙，誘發
學習動機，進而提升學生語言能力及競爭優勢，重要業務說明如下：
（一）東華英檢制度
（二）英語教學課程研究規劃
（四）英語學習諮詢服務
（五）推動英語課外教學活動
（六）英語線上學習
（七）培養學習原住民語之具體規劃
三、推動校園藝文活動分項計畫
東華大學藝術中心成立意義在於推動校園內美感核心價值的培育與建立，並拓展其影
響作用於校園外的社區範疇，藉由中心之運作以整合推展校園與社區的藝術文化課程教
學、展演、活動與推廣實施，重要業務說明如下：
（一）藝術文化展演活動整合與推展
（二）協助藝術文化課群架構整合與實施
（三）駐校藝術人才與師資整合
（四）社區藝術發展與文化活化
四、培養創造力分項計畫
擬透過教師及學生團隊之共同努力，親身體驗創造的樂趣，並以提供創新學習環境與
設計創意空間環境為經營重點，提升師生教育視野，並推動本校創新多元與積極分享的文
化氛圍，讓包容與想像力無限延伸，營造尊重差異、欣賞創造之多元教育學習環境，重要
業務說明如下：
（一）創意競賽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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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結合地方產業發揮創意活動
（三）學生身體健康自主學習環境
（四）學生心理健康自主學習環境
（五）學生生活技能自主學習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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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學院

電子工程研究所

一、宗旨與特色
順應世界電子產業發展潮流，積極培訓電子專業人才，本校特於九十五年八月成立電
子工程研究所，以落實產業升級政策，因應國家重點科技人才所需。本所師資結合電機所、
資工所、材料所、物理所、光電所等相關領域共十一位專任教授，並積極計畫在三年內擴
充各領域師資陣容，在研究、教學上的相互支援合作，課程兼具廣度與深度，學習資源多
樣化。本所教師學有專精兼具業界實務設計經驗，並參與主持多項研究計劃，充分了解資
訊電子實務與發展趨勢。本所特色在於加強國際學術交流，提供優質研究環境，研究資源
共享，匯集全國菁英份子，達到相互積極合作的特質和定期辦論文成果競賽和鼓勵同學參
加企業界主辦的各項成果競賽，以加強同學研究能力與外校競爭力。
二、研究領域發展重點
本所建立之教學特色為兼顧基礎課程與專業課程，同時著重理論傳授、課程實用性與
實際操作，並開授微電子工程、物理科學、材料工程、資訊工程、通訊工程、及生醫工程
等六大選修課程供同學修習，以適時反映時代需要，教授學產業界所需之知識應用技藝。
並同時著重人文素養以及工程倫理之教育，達到術德兼備之培育目標。本所在資訊電子領
域主流及理論實驗並重的前提下，規劃為「積體電路系統設計」與「半導體材料元件」兩
組。
在積體電路系統設計方面，研究著重於多媒體與通訊晶片系統整合設計與測試等相關
技術，新一代嵌入式系統關鍵核心技術以及生醫感測晶片與系統開發等。已成立之研究實
驗室有：視訊與影像處理實驗室、無線網路暨網際網路實驗室、計算機系統實驗室、高頻
電路實驗室、積體電路設計與測試實驗室、智慧型信號處理實驗室、微波電路實驗室、醫
學資訊實驗室、生物資訊與多媒體資料庫實驗室
在半導體材料元件方面，發展重心為奈米元件模型的建立與模擬、前瞻電子技術的研
發、以及奈米元件系統的設計。已成立之研究實驗室有：薄膜實驗室、電子陶瓷實驗室、
物理實驗室、電子材料實驗室
三、課程與教學規劃
研究所課程：畢業學分數 37 學分，敬請參考如下網址：
http：／／www2.aa.ndhu.edu.tw／subjsele／yuyu／atx_class_queryP.htm
四、未來展望
本所發展方向注重培育電子資訊領域的基礎和應用人才，致力於相關領域之學術研
究，並在各學術研究重點方向尋求突破與發展特色。訓練具備基礎學理與實務能力之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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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專業人才，以符合國內積體電路、通訊電子及資訊相關產業之所需，同時配合本校其
他系所，在其他專業領域，從事跨領域的整合性研究。

光電工程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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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立背景
為因應世界光電科技蓬勃發展之潮流，由行政院所推動的「挑戰 2008—國家重點發展
計畫」中，便針對「半導體」與「影像顯示產業」兩項經濟發展重點，規劃了「兩兆雙星
產業發展計畫」，在政府的政策支持下，相關廠商積極投入後，光電產業之產值已有快速
成長的表現。本校奉教育部核准設立光電工程研究所，目前師資有十三位，並預計再增聘
兩名專任師資，加強本所教學及研究陣容，本所已於九十五年八月一日招收第一屆碩士班
研究生（約 15 名），並且依照各教師不同的教學研究專長加以訓練，以積極培養光電相關
之專業人才。
二、研究領域發展重點
光電乃一跨領域的學門，從基本材料、元件、到系統，需要統合電子、電機、材料、
化學、物理、生命科學等各研究領域的專長，考量國內各大院校光電所之現況及本校的整
體發展，目前，本所以如下三個方向為發展重點：
（一）光電子材料與元件；（二）光纖波導及積體光學；（三）有機高分子及生醫光電。
研究主題包含：光電及奈米材料、調制光譜、光電自動量測技術、發光元件、光檢測器、
太陽電池、分子光譜、液晶及奈米化學、準分子雷射加工技術、有機發光顯示器製程、薄
膜磊晶成長、光纖通訊系統、無機光電材料與超快非線性光學。
在校內，不但光電所老師之間的互動密切，並已有跨系所的合作；在學校外，亦積極
與國內外各大學及研究機構進行大型的研究計畫，與相關領域的專家與學者有密切的交
流。
在教學上，所開的課程，廣而多元，並兼顧理論與實務，使學生能學以致用。在研究
論文發表方面，質、量並重，並引導學生進入實務工作，以增強學生的就業競爭力。
除了持續地整合跨所系所資源，並將整合相關的師資，成立一至兩個研究中心，追求
卓越，以提升國家的科技水準，期能促使我國光電產業躍升全世界之關鍵主導地位，提昇
學校與國家之國際曝光度。
三、研究成果
現有相關教師 10 餘位，在過去五年，平均每人每年發表 2 篇以上 SCI 論文，不但發
表論文數多，論文品質亦佳，而且，平均每人每年取得 1 件以上的國科會計畫。此外，過
去五年亦取得了近 30 件發明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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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機資工不分系

一、設立宗旨
配合教育部「大學前段可不分系」之推動及「大學校院電機資訊領域課程更新與整合
規劃」，培育具國際觀及高創意的電機資訊廣域領導人才。
本校推動電資不分系制度，基本精神如下：
（一）視學生學習性向與個人潛力發揮，把人生規劃的權利還給學生自己做決定。
（二）提昇學生未來生存的競爭力，二年級起可自由選擇學系，可避免學生在填寫志願
時，因不十分瞭解自己志趣和將攻讀的領域做出選擇，並在進入某學系就讀後，發
現志趣不合，想轉系又十分困難的狀況發生。
（三）提供學生多元化學習機會，學生可以選修一個或多個輔學程。
（四）有效整合資源，培養「人性化」的學習環境。資訊電機兩系的基礎課程十分類似，
在師資與軟硬體設備規劃整合後，學生在選系的時候已沒有補修課程的困擾，可以
達到「先學習，再選系」的目的。
（五）系與系之間能充分發揮協調與整合功能，對於健全教學、研究、發展組織有積極正
面的意義。
二、特色及優點
本校電機資工採行不分系制度，可突破傳統學生一試定終生的遺憾，學生可先熟悉清
楚領域後再做抉擇。此制度可整合二系現有資源，包括師資、課程、教學設備等。其中課
程的整合，將以學程為中心的課程架構，可提供學生更完整的學程訓練，學生可依其生涯
規劃做完整的修習。
電機資工不分系制度的實行，整體來說有以下優點：
（一）學生有機會依個人性向再次選擇未來前途，確保學習性向及潛力發揮。
（二）讓學生在大一相關科系的共同專業課程中，經廣域的學習與接觸，逐步走向熱愛的
專業。
（三）資源整合，有利於提供學生更加的學習環境。
（四）彈性多元的學制，可依學程取得主、輔系學位，可任選電機資訊學系為主系或雙主
修。
三、課程與教學規劃
課程架構為「電機資工基礎學程」，其課程內容有：微積分、普物及實驗、計算機概
論、程式設計、電子學或電子電路學、線性代數、機率、邏輯設計及實驗。
其他必修及選修科目請參照電機工程學系及資訊工程學系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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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企業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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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立背景：
國際企業研究所成立於民國八十五年，九十二學年度成立大學部，同時更名為國際企
業學系。本系為與產業界相互結合，以培育高級經理人才，於九十五學年度成立碩士在職
專班。本班成立之目的如下：
（一）因應國際經貿環境變遷之需求與發展、培育高階國際企業專才。在面對全球化的經
貿衝擊下，如何提升本土企業的經營管理效率與國際競爭力，並且培養具有國際觀
與未來觀的高階企業經營管理人才，已是各國管理學術與實務界刻不容緩的努力目
標。有鑑於此，本系整合本校管理學院各系、所及其他學院相關系、所形成研究、
教學及服務相互支援的學術群。本系除從事管理學術相關研究外，並積極推動企業
輔導與社區推廣教育，乃成立碩士在職專班。同時採理論與實務並重，將各行各業
之經理人，透過專業之訓練，期盼於二～四年之教育訓練，造就高品質之管理專業
人才。
（二）配合國內管理教育之實務與學術研究之需求、促進我國國際企業實務與學術研究水
準之提升。本系積極推展國際企業整合性科學之特色，培育具備全球運籌、國際行
銷、國際生產、國際貿易、國際服務業、國際財務、國際人力資源、國際科技及國
際資訊等管理與財經法律之各專業領域國際企業專才。
二、研究發展方向：
本碩士在職專班之發展方向為：（一）結合校內相關系、所教授之學術專長及（二）
針對國際企業管理之學術應用，業界實務與研究之需求，培養具有：1.獨立從事國際企業
策略管理之能力；2.專精於國際企業知識與規劃能力；3.紮實之國際企業實務訓練與能
力；4.卓越之洞察問題與分析問題能力之國際企業專業經理人。
本班除提供研究生基礎之國際企業研究方法，將深入下列專題之實務探討：（一）國
際人力資源管理與組織行為實務相關議題；（二）國際科技管理與策略實務相關議題；（三）
國際生產管理與供應鍊管理實務相關議題；（四）國際財務與金融管理實務相關議題；（五）
國際行銷與顧客關係管理實務相關議題；（六）國際服務業管理實務相關議題；（七）國際
資訊系統與會計實務相關議題；（八）國際企業與電子企業實務相關議題；（九）國際貿易
與 WTO 實務相關議題，及（十）國際財經法律實務相關議題。
另外，本系學術研究發展方向，可藉由國科會及經濟部貿調會委託教授之專題研究計
畫中具體展現，諸如「國際經貿新環境與進口救濟制度」、「我國企業跨文化訓練架構」、「東
部人力資源對產業發展之影響」、「外商在台製造合作策略」、「企業全球化資源整合」、「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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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核心能力與資源投入」、「對外投資的動機與科技轉移」等重要研究來努力。除上述的研
究方向外，本班亦將拓展其它各項研究議題，包括：企業國際化帶來國際融資需求與外匯
風險的研究、在國際財務管理的資本預算與財務結構之決策中，納入匯率變化與文化差異
之影響。此外，國際產業經濟動態、國際企業的策略聯盟、世界政經局勢及全球運籌管理
等，都是本班積極規劃的研究課題。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教育學碩士在職專班

一、宗旨與發展
為建立多元彈性之高等教育體系，針對花東地區提昇各級教師及公務人員在職進修之
需求而設立，隸屬於本校教育研究所。未來發展的重點在於教育相關專業知能以及專業素
養的提昇；培養各級教師及公務人員在教育學的理論基礎與研究方法等領域之專業知識。
課程之規劃乃以教育學之理論基礎及研究方法為核心課程，並輔以教育專業學科與教育實
際經驗之了解，因此除可加強學生的研究能力，增進學生對教育相關領域的專業知識，另
一方面更可培養學生對當今教育革新等眾多議題能有更深入的探討與瞭解。
二、教學規劃
（一）最低畢業學分數：36 學分。
（二）專業必修 9 學分，選修 27 學分。
（三）一年級必修課程：教育議題專題討論／教育研究法（共 5 學分）；二年級必修課程：
專題研究（共 4 學分）。
（四）其餘選修課程按年級每學期各排二至三門課程，由基礎理論漸階進入實務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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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研討會 2006
（NCTS Workshop on Analysis）
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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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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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辦單位：國家理論科學研究中心、本校應用數學系、中央大學、中山大學、花蓮教育大學、
成功大學
日 期：95 年 1 月 14、15 日
地 點：本校理工學院 A316，A318 教室
分析研討會旨在促進台灣分析領域研究活力，尤其鼓勵年輕分析學者及學生展現目前研究
工作、互相切磋，對於後起之輩也有很大的鼓舞作用。此研討會為國家理論科學研究中心提供
資源辦理，今年由本校應用數學系承辦。
會議之演講除了提供年輕學人發表論文之外，亦邀請數位資深研究者，做大方向的專題介
紹，提供分析學界同仁參與。
此次研討會共安排 11 場次演講。演講主要為分析方面重要議題之探討，其中更邀請於該
年度榮退之夏宗匯教授與會發表演說，彰顯夏教授在分析領域的成就；其餘為各校分析方面學
者發表近期研究成果或論文。演講內容是理論與實務兼俱，會議期間，各研究課題與學門之間
的討論熱烈，與會人員均覺得獲益良多。
2005 物理年 讓物理光耀世界
（Physics enlightens the world）
指導單位：中華民國物理學會、花蓮縣政府教育局
主辦單位：本校物理系
協辦單位：本校藝術中心
日 期：94 年 4 月 19 日
地 點：花蓮縣立棒球場
2005 年適逢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 1879-1955）發表三篇重要論文（Light quantum,
Brownian motion, and special relativty）100 週年暨逝世 50 週年紀念。聯合國教科文組
織特別訂 2005 年為世界物理年（Year of Physics ）並透過世界各地物理學會舉行一連串的
慶祝。無論是官方正式的活動或民間社團的參與，全世界都欣起熱潮，讓更多民眾投入物理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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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以及更瞭解物理就是和我們生活習習相關與密不可分。
本校物理系參與國際盛會，於 94 年 4 月 19
日晚間在花蓮縣立棒球場舉辦「讓物理光耀世
界」全球點燈連線活動，雖然下了點小雨，卻阻
擋不了民眾及學子們的熱情參加。
晚會在各長官及原住民頭目的點燈儀式下
揭開序幕，並邀請知名歌手樂團「動力火車」原
鄉原音的演唱帶入高潮，及化妝走秀會（比比看
誰扮的像 Einstein）各參與者莫不卯足全勁、造
型奇特，誇張而完全呈現出 Einstein 的經典造
型，諸如蓬鬆的捲髮及會扎人的長鬍子等豐富有趣，歡笑聲不斷，徹底讓大家更親近 Einstein
及更親近物理。
本次全球連線點燈活動由美國的普林斯頓出發，將一束雷射光經由四十七個國家接力傳
遞，繞全球一周回到美國。其中，台灣也是一站。台灣共有六個縣市政府共同主辦，其中花蓮
是台灣的第一站由本校物理系主辦，由原住民同胞用最原始的鑽木點火方式點燈，再經網路將
由日本轉來的訊息傳遞下去。
本次 2005「物理光耀世界」419 全球點燈活動，台灣獲得全世界第一名並經國際籌委會頒
發獎狀。本活動富有教育意義並在相互學習下圓滿成功，透過活動宣傳，讓大家更瞭解「世界
因物理而光耀」。

第五屆物理新進人員及研究推動研討會

指導單位：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主辦單位：本校物理系
日 期：94 年 10 月 22、23 日
地 點：理想大地渡假飯店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為提昇基礎科學研究及促進國內外研究人員之合作聯繫與學術交
流，特由國科會自然科學發展處辦理物理新進人員及研究推動研討會，並由本系負責籌劃，且
選定理想大地渡假飯店為會場。物理新進人員及研究推動研討會的目的是協助新進研究人員順
利進入研究狀況，研討會內容包括國科會物理學門計畫審議，計畫撰寫，重要研究方向，優秀
年輕學者研究報告等。本次會議成功地讓物理界新進教授及研究人員彼此有了充分的認識與了
解。所有參與人員都反映研討會非常成功並建議繼續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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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全球文化與比較文學」專題系列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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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本校英美語文學系暨創作與英語文學研究所
日 期：94 年 11 月至 95 年 3 月
本次「全球文化與比較文學」系列演講共舉
辦八場，旨在提升本校學子對世界文學潮流認知
上的深度與廣度，並提供與會師生與專精不同領
域的研究者有直接互動交流的機會。
所邀演講人均為當代國內外知名作家學
者，包括本學年駐校作家亦為知名學者莊信正，
加 拿 大 Wayde Compton 、 Fred Wah 、 Garry
Gottfriedson 三位當代詩人，土耳其出版者協會
祕書長 Metin Celal，臺大外文系教授廖朝陽、
交大外文系教授馮品佳，中研院研究員蕭阿勤，
美國加州大學 Davis 分校東亞系教授奚密，美國 Rutgers 大學亞洲研究與比較文學系教授王斑
等人。
演講主題廣泛多元，計有《現代土耳其文學》、《當代加拿大文學》、《理論革命與文學研究》、
《全球化與美國大學裡的中國形象》、《電影與文學》、《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回歸現實》、《新
英文文學》等八大講題。內容鎖定比較文學的母題，涵蓋異國、異領域、異文化，跨越了語言、
族群、世代等當代文學焦點議題。各主題演講者皆傾囊相授，內容豐富生動，參與師生亦皆互
動踴躍，有效拓展了本校研習文學藝術之學子視野，亦為國際文學交流留下一次良好的經驗。

「創作、出版、媒體」系列座談演講

主辦單位：本校英美語文學系暨創作與英語文學研究所
日 期：95 年 4 月至 95 年 6 月
創作與英語文學研究所於 2006 年 4 月至 6 月間陸續舉辦了「創作、出版、媒體」系列座
談演講共五場，分別邀請到了從各方包括出版界及藝文界的能人善士來分享文學以及出版事業
的現況及前瞻。這之中包括了長期經營有成的文學出版社九歌出版社陳素芳總編輯跟新興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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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的二魚文化巫維珍編輯，從早期「五小」出版到現今誠品連鎖書店的發展與現況，未來
文學出版的期許；中央日報副刊林黛嫚主編分享早期報紙的三大張情景到副刊的產生與興革；
聯合文學許悔之總編展現他三位一體多重身分下的文學思維與我們分享寫作、編輯、閱讀的獨
到；自由時報副刊蔡素芬主編也分享她在副刊工作經驗上許多的遭遇，提醒大家對於文學使命
的重要性；作家蘇偉貞提供我們從她早期創作歷程到進入文學場域工作的經驗來鼓勵新一代創
作者的創發。
很榮幸本系能有此機會興辦此講座，並邀請到諸多翹楚提供學生在課堂之餘，還有機會來
從各個不同的場域透視文學創作這一條不凡卻也艱辛的使命路程。報章雜紙的副刊文化、出版
品印行的商業機制、各大文學獎的聲譽之爭，文學創作這條路上並不一定像演講者這幾位先驅
走過來分享的心路歷程，但藉著分享與暢談，提醒急欲在此有所企圖的年輕寫手們更多有效豐
富的資訊跟未來想望。寄許未來的文學藝文界能有更多優秀的人才來接棒，為華文世界貢獻出
更多美麗卻也有深度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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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學年活動預告〉
東華每月讀書會
主辦單位：本校創英所、通識教育中心
日 期：95 年 10 月 26 日、11 月 30 日、12 月 28 日
地 點：文學院 A207 室
首次舉辦，駐校作家林俊穎主持，以書交會，是鑑賞力的會師，是心靈的探勘之旅。
10／26（四）18：30-21：00 追風箏的孩子、11／30（四） 18：30-21：00 紅樓夢、12／
28（四） 18：30-21：00 玫瑰玫瑰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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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義、法律、效率：

法律經濟分析的理論與實踐──以勞動領域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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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期

主辦單位：本校財經法律研究所
時 間：95 年 3 月 23 日
地 點：文學院 B204
本次的專題講座邀請到文化大學勞動暨人力資源學系、勞動學研究所林佳和專任助理教授
演講。林助理教授主要的研究領域涵蓋了勞動法（特別是集體勞動法）、憲法基本權、國家理
論、國家學、法律社會學、政治的法律理論、法律的政治理論。
「法律與經濟的對話」專題講座試從經濟學相關理論觀點分析立法優劣、經濟分析法對於
立法過程或內容是否有所助益、與對於偏重人文面向的法律經濟分析的方式是否適合等部份來
做探討。講座的內容是以現有的法律與實際情況相結合，因此在整個專題講座期間，與會人員
與林助理教授互動良好並且也從中獲益良多。

科技風險管理與法律

主辦單位：本校財經法律研究所
時 間：95 年 4 月 28 日
地 點：文學院第二講堂

本次的專題講座邀請到清華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牛
惠之教授演講。牛教授主要的研究領域涵蓋了國際經濟
法、生醫科技與法律、國際環境法、科技風險與法律、公
共衛生與法律。民國九十四年牛教授曾擔任 Right and
Duty in Genome Medicine ： Balancing Individual
Autonomy and Social Justice in Human Subject Research
（I）與 WTO 時代下基因改造食品之管理及相關國際法規
問題之研究之計劃主持人。民國九十五年有三個計劃在籌
備進行中。
科技風險管理與法律之專題講座分別分了五大部份
來探討，分別為：科技風險的發生、科技風險的責任與救
濟、法律對社會性風險的管理、法律處理科技風險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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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限制、與科技風險議題對規範者之意義。在專題講座進行期間，牛教授提出三點議題「關於
核能政策與相關法律規範」、「GMO 之政策與相關法律規範」、「關於基因資料庫之政策與相關法
律規範」讓與會人員重新思考，也以精闢的結論為講座畫下完美的句點。此專題講座提供了對
於有志於相關主題研究的師生許多寶貴的想法與方向。
2006 年「法律與財經的對話」專題講座
主辦單位：本校財經法律研究所、台灣財產法暨經濟法協會花蓮分會
時 間：95 年 5 月 29 日
地 點：文學院第二講堂
本次專題講座為本校財經法律研究所舉辦之第二場「法律與財經的對話」專題講座，其中
受邀的講員有現任第一金控趙元旗董事長、本校蕭朝興教授與本所陳彥良教授。
此次與台灣財產法暨經濟法研究協會合作，主要目的在於冀望能夠延續本校法學研討之目
標，提升本校之學術研究能量，並希望透過金融業實證分析，促進法律領域與財經領域之學術
交流，以供學術、實務之調和以及未來之建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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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問多重？」全國校園巡迴放映活動
法律扶助首支紀錄影片校園巡迴展
主辦單位：法律扶助基金會花蓮分會
協辦單位：本校財經法律研究所
日期：95 年 9 月 28 日
地點：本校人文社會學院第一講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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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台大法律學院推出的「我國法學教育
改革白皮書」指出，93 學年全國已有 32 所大學
設立 90 多個法律系所，意指每年都有近萬名的
學生加入法律系的學習行列，而這些學生，未
來都有可能是投身法律扶助的新生種子，那
麼，如何讓台灣法學教育養成的法律人，可以
在未來盡力扮演正義的角色，並將人文關懷與
正義的首要性內化為直覺信念，而非狹隘的把
求知範圍限於考試科目，正是法律扶助會推廣

法律扶助教育的重要任務。
目前台灣有四千餘名的執業律師，已有二千五百餘位從事扶助律師的志業，但針對每年近
萬名的大學法律系所新鮮人，卻只有一百餘名學生加入法律扶助志工的行列，約僅佔百分之
一，因此，如欲深植「法律是用於服務人群」觀念於青年學子，就必須從現在起，規劃並投注
心力在法律扶助教育。
這次舉辦本次活動的初衷，是誠摯希望在法
學孕育的過程中，可以培養一群有善觀念與正義
感的法律人，藉由他們的良知良能，實現社會正
義、服務人群。期待在「請問多重？」紀錄片巡
迴展出後，能夠號召一群年輕學子加入法律扶助
行列，讓關懷弱勢的人文精神在年輕的生命裡傳
承。
因此，此次活動目的為：
1.提昇法律人與社會大眾之人文關懷：
藉由紀錄片之發表，提昇中產階級民眾與影像工作者與對於法律扶助基金會之認知
與了解，並擴大一般民眾對於法律扶助工作了解之深度與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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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對於法律扶助制度之認識，並建立與青年學子間的溝通平台：
藉由校園巡迴活動之舉行，增進法律扶助基金會與大學法扶社之互動，並提昇青年
學子加入法扶志工之志願。
3.提高民眾對於法律扶助基金會之信任感：
藉由紀錄片之發表說明法扶會成立之歷史原由，並由片中人物對於事件發生之時的
法律扶助需求，引發民眾對於本會之認同感。
2.增進青年學

「大陸經濟改革與發展問題」學術研討會

主辦單位：本校大陸研究中心、經濟學系暨國際經濟研究所
地 點：文三講堂
時 間：94 年 12 月 23 日
中國大陸自 1979 年改革開放政策後，經濟發展迅速，其總體經濟實力已超越英法，在全
球排名居第六位，令世界各大經濟體感到莫大壓力。台灣產官學界對於中國經濟崛起有關之議
題相當關注，為使各界能更深入瞭解中國大陸經濟改革現況，特舉辦本研討會，以供企業與政
府之參考。
與會人士有曾在世界銀行服務長達二十餘年的本校經濟
系教授溫英幹（本校前大陸所所長及經濟系主任，現亦為中央
銀行理事）、管理學院院長楊維邦、國立政治大學經濟系教授
黃仁德、台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系教授徐進鈺、國立台北商業
技術學院國際商務系教授林純如、中央銀行經濟研究處研究員
嚴宗大及輔仁大學社工系教授林桂碧等十多位經濟、財金、企
管及社會學者。
本次會議特色
主要有二：一為首度
由 東部 學 術 單 位 研
討大陸經濟議題；二為研討之議題多元，包括外商投
資大陸、國有企業、勞動經濟及大陸金融等四大議題，
皆為當前中國經濟之核心問題，透過本次研討會之舉
辦，眾多學者專家參與研討，成果有助於正確認識中
國經濟崛起的事實，並可提供企業界及政府相關研究
單位以為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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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前景」兩岸學術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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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本校大陸研究中心
協辦單位：中華歐亞基金會、上海社會科學院
地 點：文學院 A207 會議室
時 間：95 年 4 月 28 日
由本校大陸研究中心主辦、中華歐亞基金會、上海社會科學院協辦之「上海國際金融中心
的前景」兩岸學術論壇，於 95 年 4 月 28 日假本校文學院 A207 會議室舉行。本次論壇將由人
文社會科學院院長暨大陸研究中心主任高長教授、上海社會科學院黃仁偉副院長共同主持。
自 1978 年起，中國大陸實施改革開放政策之後，經濟隨即快速成長，大陸經濟崛起的事
實受到全球矚目，其中，上海的經濟成就更是突出，成為各界議論的焦點。上海已具有國際大
城市的能耐，目前更是中國大陸經濟、金融、貿易與航運的中心。展望未來，上海仍將是中國
大陸最為亮麗的城市，其作為大陸經濟、金融、貿易與航運中心的地位也將更加強化。
臺灣與中國大陸的經濟關係已非常密切，大陸不只是臺灣最大的貿易夥伴，更是臺灣對外
投資最集中的地區（約占 40%）。因此，主辦單位透過舉辦論壇，邀請上海社會科學院及國內的
專家學者齊聚一堂，共同研討，瞭解上海的經濟及金融發展趨勢，對於發展兩岸經貿關係以及
臺灣經濟，具有重要的意義。
本次論壇與會人士有上海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研究所全球化經濟研究室金芳主任、本校財
務金融學系蕭朝興教授、經濟學系暨國際經濟研究所李同龢教授、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
區域經濟發展研究中心陳家海所長、上海社會科學院台港澳交流辦公室王海良主任、上海社會
科學院信息科學研究所林琳副研究員、上海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社會調查研究室陸曉文主
任等十多位專家學者共襄盛舉。（95.04 秘書室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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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意教育：負向情緒之轉化機制探討」讀書會

主持人：本校教育研究所唐淑華教授、崔光宙教授
時 間：自 95 年 3 月 1 日起，隔週三下午 18：30~20：30
地 點：本校文學院、慈濟大學
隨著社會型態的變遷，情緒的調適成為維繫健康生活的重要因素，但在偏重認知的教育氛
圍下，長久以來人的情意往往被忽略與犧牲。在後工業時代的異化中找回人的價值與尊嚴，是
現代教育重要的課題。
「情意教育經典研讀會」係屬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史料典籍研讀計畫」，由本校教育研
究所唐淑華與崔光宙兩位教授鼎力籌畫，結合東華、慈濟與花蓮教育三所大學，分屬於教育系
所、中國文學系、心理學系、人類學系等多種不同專業領域教授，由各自專業角度探討負向情
緒問題的各個面向。
透過對「康德壯美哲學」與「正向心理學」雙主軸的共同研讀與討論，在經典著作的基礎
上，進行觀點的延伸交流與對話，在理論與實務間尋求溝通的橋樑，為負向情緒的問題尋求更
深層的認識與更好的實踐方案。
95 年研讀時程表：
項次 日期
地點
主讀人
研讀文獻
1
03.01 東華文 B205 唐淑華 研讀計畫商討與定案，並邀集主讀人選
2
03.15 東華文 B205 崔光宙 柏拉圖饗宴篇－生命動力的追尋
3
03.29 圖慈濟大學
D77-1 室 姜元御 存有心理學：前言、ch1、ch2
4
04.12 東華文 B205 崔光宙 柏拉圖饗宴篇
5
04.26 東華文 B205 唐淑華
林烘煜 存有心理學：ch3、ch4、ch5
6
05.10 慈濟大學 饒見維 存有心理學：ch6、ch7、ch10
7
05.24 東華文 B205 劉志如 存有心理學：ch8、ch9
8
06.07 慈濟大學 何縕琪
許木柱 存有心理學：ch11、ch12
9
06.14 慈濟大學 許智香
潘靖瑛 存有心理學：ch13、ch14
10 09.20 東華文 B205 討論會 各位老師文章初稿的討論
慈濟大學 姜元御 Future Vision 序論、ch1~ch4
11 10.04 人社院
D711
東華大學
崔光宙 Future Vision ch5~ch7
12 11.01
文 B205
李 崗 尼采生命美學在情意教育上的應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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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1.15

1

4

11.29

15

12.13

16

12.27

慈濟大學
人社
711
華大學
文 B205
華大學
文 B205
慈濟大學
人社
711

東
東

院D

院D

饒見維
李

崗

林烘煜
何縕琪

Future Vision ch16~ch19
尼采生命美學在情意教育上的應用（二）
Future Vision （章節未定）
Future Vision （章節未定）

2006 年東三再起研究生論文發表會
主辦單位：本校教育研究所
協辦單位：慈濟大學教育研究所、國立花蓮教育大學國民教育研究所、多元文化教育研究所、
行政與領導研究所
時 間：95 年 10 月 28 日
地 點：文學院第一、二、三講堂及Ａ207 會議室
「東三再起」教育論壇研究生論文發表會，旨在於提供東部地區教育相關系所研究生學術
研究發表與交流討論，以提昇學生學習品質。其目的在於：
一、提供東部地區研究生學術論文發表場所，透過公開發表機會，增進研究生論文寫作與發表
能力。

術交流，分享研究經驗心得，提昇研究生學術研究品質。
三、激勵學術研究風氣，培養研究生學術研究能力。
二、促進學

第三屆花蓮文學研討會
指導單位：花蓮縣政府
主辦單位：花蓮縣文化局
承辦單位：本校中國語文學系
協辦單位：本校創作與英美文學研究所
日 期：94 年 11 月 19 日至 20 日
地 點：花蓮中信飯店中信廳
會議主題：在地與遷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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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宗旨：花蓮向稱寶島後花園，是台灣最後一塊淨土，向來文風鼎盛，作家輩出，匯聚
出多元文化的特色。近幾年來經由多位學者及作家的共同推動，舉辦了「花蓮文學研討會」與
「花蓮文學獎」，確已建構出令人矚目的「花蓮文學」。「花蓮文學研討會」歷經第一屆「發現
花蓮文學」及第二屆「地誌書寫與城鄉想像」後，第三屆以「在地與遷移」為主題，透過更多
關心花蓮文學的學術論述，為區域文學的研究開啟新進路與新紀元。
會議子題：
1.以在地之花蓮作家及作品為研究對象，探討他們與花蓮之關係，及其作品中所反映的花
蓮意象。
2.以遷入花蓮之作家及其作品為研究對象，探討這些移居者的花蓮想像及花蓮對這些作家
及作品的影響。
3.以遷離花蓮之花蓮作家及其作品為研究對象，探討他們離鄉後的花蓮書寫及故鄉─花蓮
對其作品的影響。
4.比較在地與遷移之花蓮作家及其作品，探討他們書寫花蓮的異同與關係。
5.以花蓮之人文變遷、歷史風貌為研究對象。

第二屆「文學傳播與接受」國際學術研討會

主辦單位：本校中國語文學系
時 間：95 年 3 月 24 日至 25 日
地 點：本校工學院四樓國際會議廳
文學的傳播與接受，向來是促進文學發展與進步的重要動力，近些年來，文學研究受到文
化研究、傳播學等領域的影響，逐漸關心「文學傳播」此一重要議題；另一方面，文學研究內
部也因接受美學、讀者反應等理論之發展，開啟了對「文學接受」這項議題的熱烈探討。 這
兩項既古老又嶄新的文學議題，一直是本系「文學傳播與接受國際學術研討會」關注與討論的
焦點，本屆會議延續此一關懷，以「文本傳播與地誌書寫」作為會議主題。
作家與空間的關係，歷來為人們所關懷，它不只呈顯在個別作家的作品裡，也流露於文學
集團具有地域視野的創作當中。所謂的「地誌書寫」乃是一種地方書寫，不僅具有地方經驗的
文學意義，同時也存在地方意義的文學經驗，作者透過特定地方或景觀的描繪，牽引讀者去認
識或建構一個地方的歷史人文特色，常帶有土地認同的情感意義。時過境遷之後，原先留下的
地誌書寫，必然期待未來的讀者，重新叩訪並開啟其中的奧義。地誌書寫現實所見的地景，與
詩人靈視所現的個人世界，必有藝術經營的距離；是以，地誌的書寫與閱讀一直存在著許多值
得深究的課題。本屆研討會希望突破傳統文學研究之範限，結合各領域的學者，提供含納多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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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的對話空間，研議出文學研究的新風貌。
會議子題：
1.文學中的「地景書寫」與「地域經驗」。
2.文學與文化地誌書寫（topography writing） 。
3.地誌書寫「創造」與「閱讀」過程之研究。如接受現象之分析（包括接受者反應型態與
行為之探討……）、文學詮釋等論題。

東
華
校
刊
第十
二期

中國語文學系創系 10 週年系慶

主辦單位：本校中國語文學系
時 間：95 年 11 月 22 日至 29 日
地 點：共同教學大樓展示廳
本校中文系於民國 85 年由王靖獻（楊牧）、鄭清茂、王文進、顏崑陽四位教授共同創辦，
這個結合理論與實用、古典與現代，匯通中國與西方人文的中文系，數年來陸續吸引許多年輕
有理想的教授，前來加入尋夢築夢的行列。在師生的共同努力下，已讓東華中文系走出一片繁
花似錦的氣象，與高瞻遠矚的格局。
中文系納新以融舊，志在回應時代文化語境，使傳統漢學得以展拓新的生機與活力。不只
優秀的老師們是歷年國科會研究獎助的常客，勤勉的學生在創作和研究表現上也極為突出。我
們承辦過第三屆全國大專文學獎，與花蓮文化局合作承辦過一屆的「花蓮文學研討會」，主辦
過兩屆「文學傳播與接受」國際學術研討會，今年 10 月再次與花蓮文化局合作，協辦「花蓮
學」學術研討會；其他結合花蓮在地的藝文活動，不計其數；系上不時有國際名流、海外學者
與知名作家參訪、演講；我們也不斷加強與國內外中文學界的學術交流。欣逢創系十週年，希
望藉此系慶活動點滴回顧一路走來的辛苦和歡樂，並期許有更美好的未來。
中文系十週年系慶將架設文宣網站，以茶會方式歡迎系友回娘家，擬邀請王文進教授、鄭
清茂教授、顏崑陽教授……等參與座談；其次，大規模編輯整理系史稿，內容包含近十年大事
紀、學術活動、各項榮譽及文藝活動等，並於展示廳以多媒體及靜態方式，舉辦系上師生學術
研究及創作成果聯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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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屆花蓮學研討會

指導單位：花蓮縣政府
主辦單位：花蓮縣文化局
承辦單位：國立東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協辦單位：國立花蓮教育大學、慈濟大學
時 間：95 年 10 月 21 日至 22 日
地 點：本校工學院國際會議廳
本次研討會有四大子題（一）宗教人文、（二）山海自然、（三）歷史風土、（四）社會變
遷，以邀稿及徵稿的方式統合十餘篇學術論文，邀請學者專家展開以「花蓮學」為主軸的學術
論述，並經由動態記錄片與靜態影像展示及綜合座談的方式，以回顧展望、反省關懷花蓮的文
學藝術、社會歷史與自然文化，相信經由多層次、多形態、多面向的對話，可以為花蓮學播下
美好的種子、開啟令人期待的新頁。
此一活動由本系賴芳伶主任、吳冠宏教授、須文蔚副教授及伍佳雯助理，協助研討會籌備
工作及文書等各項事務。

兩岸治理模式比較研討會──
多元治理模式的現狀與未來
主辦單位：本校公共行政研究所、人文社會科學學院大陸研究中心
日 期：95 年 9 月 30 日
地 點：本校文學院第二講堂─207 會議室
近幾年來，各國決策機制有年輕化及現代化的趨勢，青年學者在未來對全球化發展趨向將
有決定性影響力，復以全球化造成的衝擊兩岸皆然，如大陸經濟的穩定發展受到政府官僚主義
及傳統治理模式所制約，以及我國也同時面對經濟全球化的形勢發展對政府提升國家整體競爭
力的衝擊。其次，現代各國中央與地方政府都面對政治參與的深化，人民愈來愈有機會參與並
且影響政府決策，而基層民主與地方自治，也漸次建構出社會與政府的合作、共治，以此作為
「新治理」的核心內容。
在「新治理」潮流下，政府職能與角色究竟何去何從？如何讓政府在制度變遷與重整的趨
勢下，更好扮演推進公民社會、地方自治與都會治理的建設與發展，從而達到有效治理的目的，
成為公共管理學界共同關注的問題。因此，本所希望藉由「政府治理」此一兩岸共通議題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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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交流與經驗學習，期以透過具創意、對話、經驗與學習的交流之下，為兩岸政府治理模式
作一深度、廣度的探討，開創嶄新的回應與互動，進而有助於促進彼此間的認識與經驗的借鑒。
本次活動是由中華發展基金管理會委辦，會中邀請了 10 位大陸至海外留學返國任教之大
陸學者包括廣州中山大學社會學系王寧教授、華中科技大學建築與成市規劃學院李保峰院
長……等以及台灣留學海外的學者對話與交流，本次研討會共發表 9 篇論文，並彙編輯成研討
會論文集共一冊。同時分別在中山大學、育達商業技術學院及政治大學舉辦三場座談會與國內
學者進行雙向學術意見交換與交流。
會議議程
08：30 ~ 09：30 與會人員報到
09：30 ~ 09：50 開幕典禮致歡迎詞（文學院第二講堂）
張瑞雄副校長（本校）
◎貴賓致詞
中華發展基金管理會
09：50 ~ 10：10 ◎兩岸學者代表致詞
台灣學者：朱景鵬教授（本校公共行政研究所）
大陸學者：李保峰教授（華中科技大學建築與城市規劃學院院長）
10：10 ~ 10：30 合影及茶敘時間
第一場次論文發表暨討論（文學院第二講堂）
主持人：王鴻濬（本校公共行政研究所所長）
◎發表人：趙細康（廣東省社會科學院社會學與人口學研究所研究員、
副所長）
題 目：公共事務治理範式轉型與環境治理方式創新
10：30 ~ 12：00 ◎發表人：魯炳炎（本校公共行政研究所助理教授）
題 目：公共政策行銷理論初探
◎發表人：王雲萍（廈門大學公共事務學院副教授）
題 目：公共行政倫理的規範性基礎與儒家美德倫理
◎發表人：賴宇松（本校環境政策研究所助理教授）
題 目：從管制到公私協力-企業自願性溫室氣體減量協定之比較法檢
討
12：00 ~ 13：30 休息時間／午餐
第二場次論文發表暨討論（文學院第二講堂）
主持人：李保峰（華中科技大學建築與城市規劃學院院長）
◎發表人：黃朝盟（台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系教授）
題 目：行政院中程施政計畫制度執行評估—欠缺策略思考的策略規
13：50 ~ 15：30
劃
◎發表人：郁方（廣東省社會科學院現代化研究所研究員、副所長）
題 目：珠三角與臺灣現代化水準及治理模式比較
◎發表人：周志家（福建省廈門市廈門大學公共事務學院社會學系副教
授、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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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目：技術標準化中的政府規制和社會自治—德國的經驗及其對中
國的借鑒意義
◎發表人：賴沅暉（開南大學公共事務管理系副教授）
題 目：創新體系、產官學網絡與知識經濟的區域化－創新與科技政
策的多層次治理議題
◎發表人：牛美麗（廣東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行政管理系
助理教授）
題 目：中國地方政府的參與式預算改革--溫嶺新河鎮 2006 年預算民
主懇談案例研究
15：30 ~ 16：00 茶 敘
圓桌論談：全球化與兩岸地方治理：衝擊、影響與啟發（文學院 A207 會
議室）
主 持 人：朱景鵬（本校公共行政研究所教授）
馮 雷（中央編譯局比較政治與經濟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與談人：（依姓氏筆畫排列）
游志青（台北大學企管系副教授）
方健壯（廣東外語藝術職業學院院長）
牛美麗（廣東中山大學政治與公共事務管理學院行政管理系助理教授）
王 寧（廣東中山大學政務學院社會學系教授）
王雲萍（廈門大學公共事務學院副教授）
16：00 ~ 17：20 朱鎮明（本校公共行政研究所副教授）
李再立（本校運動休閒學系助理教授兼體育室主任）
李保峰（華中科技大學建築與城市規劃學院院長）
周志家（福建省廈門市廈門大學公共事務學院社會學系副教授、副主任）
郁 方（廣東省社會科學院現代化研究所研究員、副所長）
許育銘（本校大學歷史系副教授、系主任）
黃朝盟（台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系教授）
趙細康（廣東省社會科學院社會學與人口學研究所研究員、副所長）
鄧仕超（暨南大學東南亞研究（東南亞研究）雜誌主編）
魯炳炎（本校公共行政研究所助理教授）
賴沅輝（開南大學公共事務管理系副教授）
羅光達（政治大學財政學系助理教授）
閉幕式
17：20 ~ 17：30 主持人：朱景鵬教授（本校主任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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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屆「地方自治與府際關係」學術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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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本校公共行政研究所
日 期：95 年 11 月 11 日
本次活動希望延續過去兩年所舉辦之「地方自治與府際關係」學術論壇所探討的內容，透
過專題論壇（forums）方式，於 95 年 11 月 11 日舉辦第三屆「地方自治與府際關係」學術論
壇，以「行銷」（marketing）為主軸，強化東部地方政府政策規劃行銷能力，加強地區景點與
活動的包裝及推廣，整合東部的民族文化資源，讓地方政府承擔自我管理與經濟發展責任，並
從此思索如何與中央建立夥伴合作的關係。透過持續性的對地方發展與管理課題之討論，期能
更加健全地方政府的功能與政策順服。本次活動預定與會人員約 100 餘位。

「家暴受害者治療策略──女性主義觀點」工作坊
主辦單位：本校臨床與諮商心理學系
日期：95 年 5 月 8 日
地點：本校心理實驗室
本工作坊邀請美國西雅圖 Argosy University／Seattle 的專任教授 Laura S. Brown 授
課，Dr. Brown 目前為執業的心理治療師，曾於美國華盛頓州西雅圖大學任教，獲頒美國心理
學會多項榮譽獎項。並專精於以女性主義治療介入重大創傷、同志與多元文化議題。
本次工作坊目標在於能協助國內東部地區心理師，社工師，精神醫學相關領域的學者與專
業人員增加對以女性主義觀點協助家暴受害者策略的了解，同時藉此增加對於介入類似個案策
略的多樣性及有效性；並同時學習如何操作幫助家暴受害者的諮商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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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學院
2006 國際企業跨領域學術研討會
主辦單位：本校國際企業學系
日 期：95 年 5 月 21 日
地 點：共同教學大樓
國際企業管理以國際經濟現況與趨勢之分析為基礎，用科學之方法與程序進行研究，以尋
求解決企業營運所面對策略、生產、行銷、人力資源、研發、資訊管理及財務等各領域的各項
問題之有效對策。因此，本校國際企業學系與中華決策科學學會，特舉辦「2006 年國際企業跨
領域」學術研討會。希望能提供國際企業跨領域之研究成果，以提升各領域之研究水準。
本研討會共收錄 23 篇學術論文及四場實務講座。此次研討會感謝與會先進的指導、花蓮
第一信用合作社及億元股份有限公司之贊助。更感謝所有投稿作者奉獻研究成果，使得本次大
會得以圓滿完成。
2005 第六屆海峽兩岸三地
水土資源與生態環境學術研討會
主辦單位：本校自然資源管理研究所
日 期：94 年 12 月 19、20 日
地 點：工學院會議廳
隨著人類對土地的需求與日俱增、生態環境的破壞與水土資源耗竭也逐漸加劇，且至今已
威脅到人類與生物的生存環境；久旱不雨或逢雨即災的現象不僅時有所聞，且未因科技的改進
而減少。近年來，國際間透過研討會針對水土資源之保育與維護、生態系統復育，以及生態環
境建設之維護與管理等方面議題，進行深入的探討並獲致相當的共識與長足發展，包括生態工
法的設計與應用上更是不遺餘力。
海峽兩岸三地由於具有特殊的地質地貌背景和氣候條件，都是自然環境脆弱、侵蝕作用強
烈、山地多災害的區域。因此，水土資源之保育與維護歷年來即受到相當的重視，而海峽兩岸
三地在此方面所搭建的交流平台與持續的互動研討，已持之有年。鑑於生態環境的高複雜度、
兩岸水土資源與生態環境處理能力的提升，在理論或實務的研究主題上仍有許多值得切磋與檢

81

東
華
校
刊
重要
學術
活動

討之處，是以長期的研討與交流，是具有其意義與重要性的。
海峽兩岸三地水土資源與生態環境學術研討會，乃每年由台灣、香港、大陸專家學者輪流
籌辦之重要年度盛事，故本次研討會已進入第六屆，本研討會之目的在於邀集相關領域之學者
專家共同探討水土資源開發所利用之技術與經驗，並交換心得且能增廣見聞吸收新知、學習新
技術及提升研究水準，均有極大的幫助。

第二屆中德鄉村環境規劃研討會暨參訪學習計畫

東
華
校
刊
第十
二期

主辦單位：本校環境政策研究所
日 期：94 年 6 月 17-30 日
地 點：德國羅斯托克大學
東華大學與德國羅斯托克大學已於 2003 年 11 月經本校黃文樞校長赴德與之簽署姊妹校協
定。羅斯托克大學師生且於 2002 年 9 月、2003 年 9 月、2004 年 4 月、2004 年 10 月四次來訪，
曾經共同舉辦「第一屆中德鄉村環境規劃研討會」、參加本所舉辦之「花蓮縣社區規劃師培訓
計畫」工作營、專題演講、開授本所選修課程「德國生態農村發展暨景觀規劃」等學術交流活
動。
本所師生也於 94 年 6 月中下旬赴德回訪，並參加「第二屆中德鄉村環境規劃研討會」發
表論文，參訪德國聯邦農部農村更新處、北萊茵邦及羅斯托克大學附近的幾個示範農村環境規
劃案例，以促進國際學術交流。
研討會議程：6 月 23 日 9：00 ~ 17：30
9：00-9：20 welcome and deliver a short speech by prof. Riedel and Prof. Liang
9：20-9：40 professor Liang's presentation
9：40-10：00 Community-Based Conservation Management： Strategies and Modeling of
Wildlife Refuge at Shin-Wu-Lue Creek. prof. Wang
10：00-10：20 Policies after a policy： reflection of three rural policies after WTO
in Taiwan. prof. Tsai
10：20- 10：40 prof. Wang's presentation
10：40-11：00 tea time
11：00-11：20 GIS and remote sensing - core technologies for sustainable planning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Professor Dr.-Ing. Ralf Bill
11：20-11：40 Landscape planning. Professor Dr. Wolfgang Riedel
11：40-12：00 Villages - structures and problems - an introduction of rural
settlements in northern germany. Prof.Dr. Henning Bombeck
13：30-13：45 Taiwan student's pres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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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5-14：00
14：00-14：15
14：15-14：30
14：30-14：45
14：45-15：00
15：00-15：30
15：30-15：45
15：45-16：00
16：00-16：15

Taiwan student's presentation
Taiwan student's presentation
Taiwan student's presentation
Taiwan student's presentation
Stefan Cantree：Geosyntetics in costal engeneering
tea time
Dr. Gerd Morscheck：Waste-Management in Mecklenburg - Vorpommern
Jenny Heide： Masterdata for construction companies
Dr. Carsten Liesenberg：Village planning in the past - examples from
the 17th century
16：15-16：30 Dr. Andreas Werner：Fen protection program in Germany
16：30-17：30 discussing

傅爾布萊特（Fulbright）訪問學者

主辦單位：本校全球運籌管理研究所
日 期：95 年 5 月 17 日至 30 日
地 點：本校

作為傅爾布萊特訪問學者，KATTA G. Murty

教授在 2006 年 5 月 12 日至 22 日，訪問本所。
Prof. Murty 任教於美國密西根大學工業暨作業
工程系，是線性規劃、整數規劃、網絡規劃的權
威，發表多篇開創性的論文，出版了五本專業著
作。這次蒞臨運籌所，KATTA G. Murty 教授除與
所上師生交流外，並舉辦了兩場專題演講：在本
所分享他應用最優化理論於實務的經驗
（Intelligent Modeling and Solution of the
Problem of Optimizing the Performance of a Container Terminal），在應用數學系闡釋他
最 新 的 線 性 規 劃 演 算 法 （ Linear Equations, Inequalities, Linear Programs, and an
Efficient New Algorith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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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科學學院

第一屆 東華大學海洋科學院研究生成果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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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辦單位：本校海洋生物科技研究所、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企劃研究組
日 期：95 年 10 月 28 日
地 點：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第二研究大樓
本次研討會，隆重邀請台灣大學生命科學院羅院長竹芳、漁業科學研究所周所長宏農、本
校生物技術研究所宣所長大衛及張副教授瑞宜，蒞臨進行專題演講。在研究生成果展的部分，
分為口頭報告競賽及論文壁報競賽，由四位貴賓擔任評審委員。所選出優勝的同學，給予適當
的獎勵。
本次活動希望藉由競賽的形式，增加師生同學間研究成果交流的機會，激盪出多元化的研
究方向。另外邀請國內著名之專家學者進行專題演講，讓所上師生增長知識外，還能讓同學見
識生物科技領域的翹楚，一睹頂尖之研究發展成果。此次為首屆舉辦之學生成果發表會，此後
將成為例行性之年會，並擴大邀請更多生物科技界的研究人才共襄盛舉。

研究發展單位

教學卓越研討會

指導單位：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主辦單位：本校教學卓越中心
日 期：94 年 11 月 21 日
地 點：工學院講堂 A407
本校為確實落實「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以提昇大學教學品質，於 11 月 21 日舉辦「教
學卓越研討會」，會中邀請國內外學者針對當前教育環境做深度討論，期能多方面瞭解國際教
學環境以強化教學卓越中心之執行方針，並藉此機會自我審視關於提升教師專業成長、學生學
習與輔導、以及教學科技資源方面的作法及執行之成效。
此次研討會之議程分為專題演講與座談討論，黃文樞校長全程擔任主持人，專題演講邀請
到中央研究院曾副院長志朗、中國醫藥大學黃校長榮村、美國北科羅拉多大學黃副校長茂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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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院評鑑委員會黃主任委員崑嚴等多位來賓；座
談則針對「如何提昇教師教學品質？」與「如何增
進學生學習成效？」二大主題進行討論，引言人除
上述演講來賓，還包括教育部高教司陳司長德華、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蘇教務長玉龍、國立台灣海洋大
學張教務長清風、中原大學江教務長彰吉、東吳大
學簡教務長茂丁與本校唐教授淑華。
本校除了在激烈的競爭中榮獲 94 年度教育部
「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經費補助之鼓勵，於本
年出爐的大學校務評鑑中亦表現亮眼，在國立二組（近年來新設或改制的國立大學）中獲得最
佳成績。未來，本校將繼續致力於以更有系統的具體行動方案提升學校的教學品質與學習成效。

教學卓越成果發表會
指導單位：教育部高等教育司
主辦單位：本校教學卓越中心
日 期：94 年 12 月 27 日
地 點：行政大樓三樓簡報室
本校為將 94 年本校「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
畫」之成果與全校教師分享，於 12 月 27 日辦「教
學卓越成果發表會」，會中針對教學卓越中心之教
學資源，及提升教師專業發展、學生學習與輔導、
以及教學科技資源方面執行之成果進行經驗交流
與分享，除了邀請參與此計畫之老師分享其經驗之
外，亦期許藉由此活動說明教學卓越中心提供之教
學資源及協助之服務內容，鼓勵校內教師積極參與
此計畫之實行與推廣，以共同達到提升東華大學教
學品質為目的。
此次成果發表會之議程分為成果報告及 Panel Discussion，由「總計畫」、「教師專業發展
組」、「學生學習輔導組」及「教學科技資源組」四組依序分別針對其九十四年計畫執行成果提
出報告，繼而由唐淑華教授、陳俊良教授，林意雪教授、褚志鵬教授與曹振海教授共同主持 Panel
Discussion，以出席成果發表會老師提出之相關議題，進行意見交流與自由討論，藉此機會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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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老師之意見以作為教學卓越中心未來執行之參
考與依據，同時也於會場外佈置成果發表展示區，
以靜態方式搭配多媒體介紹各組計畫執行成效，期
待老師更進一步了解教學卓越中心之運作模式，並
建立更熱絡之互動關係。
「關心」與「用心」為教學卓越中心之宗旨，
希望表揚教學表現卓越的老師和學習成果良好的
學生，同時也鼓勵老師和學生能充分利用資訊與通
訊科技於教與學的活動中，實為未來三年持續推廣
此計畫之主要目標與方向，亦定期舉辦成果發表會，將本中心執行成果與全校老師共同分享。

創業菁英進階學程──休閒民宿業

主辦單位：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執行單位：中國青年創業協會總會
協辦單位：本校東部產業發展研究中心
日 期：94 年 5 月 21 日至 6 月 25 五日
地 點：花蓮縣政府旅遊活動中心
創業不是隨想隨做的即興活動，必需經過思
考、規劃、調查、測試、調整等嚴謹過程，透過創
業計畫書的擬定，與創業關係人磋商研議，才能抓
住創業行動著力點。為解決您所面臨現今創業環境
的嚴峻挑戰，本中心配合中國青年創業協會總會特
別以創業計畫書之撰寫實務為主軸，針對花蓮地區
休閒民宿業精心規劃的課程。由專業創業顧問師為
已有創業方向與想法的您做務實的創業輔導，並協
助完成創業計畫書撰寫，不但可作為創業行動依
據，更可作為貸款融資的有力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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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業東部地區行銷管理實務研討會
指導單位：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主辦單位：國立政治大學商學院北區中小企業研訓中心
執行單位：本校創新育成中心
日 期：94 年 6 月 28-30 日
地 點：花蓮中信大飯店
本活動係配合國立政治大學商學院與北區中小企業人才研訓中心所舉辦之研討活動，邀請
在產官學界有經驗之專家學者演講，並藉由此研討會課程之安排，可使參加活動之學員對於未
來如何在東部地區發展具有高度競爭力的地方特色產業及其可期的挑戰做深入的探討，並且在
面臨各種激烈競爭下，東部地區的中小企業藉由運用行銷管理實務的知識與技能，能有更務
實、更有效率的作為，並且永續經營。課程包括：政府資源應用與東部中小企業發展、花東經
濟特化策略及其創意行銷發展、消費者行為 vs.地區型行銷、網路行銷概論等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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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單位：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主辦單位：本校創新育成中心
日 期：94 年 9 月 30 日
地 點：本校生技育成中心大樓一樓
為開拓東部產業新視野、提昇企業競爭力，本中心邀請國立東華大學觀光暨遊憩管理研究
所許義忠教授談論有關「東部產業發展願景暨東部產業資訊平台之建立──以觀光產業為例」
之專題演講，並提供進駐暨畢業企業聯誼及交流之機會。

2005 花蓮縣海洋深層水產業永續發展策略論壇

主辦單位：本校生物技術育成中心
指導單位：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日 期：94 年 11 月 26 日
地 點：本校生技中心大樓二樓會議室
深達一千公尺以上的陡峭海陸交會地形，造就花蓮縣得天獨厚擁有全亞洲最潔淨的深層海
水資源，在中央與地方政府的推動之下，民間企業表現更為積極。截至目前為止，花蓮縣境實
質已投資開發深層海水的企業有三家，分別為幸福水泥、光隆博物館與台灣肥料公司。由於幾
乎佔全國半數以上，產業聚落效應已然萌發，且海洋深層水的應用不僅侷限於飲料，在能源、
水產養殖、農業、食品、醫療、保健與化妝品等生物科技領域，均有無限發展空間，未來勢必
根本帶動及改變花蓮縣內既有的產業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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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使本項新興產業能在花蓮永續發展，本論壇特邀約產、官代表及相關專長之學研專家，
共聚一堂，期能在本領域的發展策略、後續應用方向與研究課題深入探討，並將結論做為政府
施政、業者永續發展與學研機構研發取向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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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學術研究交流合作
與夏威夷希羅州立大學簽署合作協議

本校於 94 年 10 月 24 日與美國夏威夷希
羅州立大學（University of Hawai i at
Hilo）舉行合作協議簽署的儀式。由本校黃文
樞校長與夏威夷希羅州立大學張蘊禮校長共
同簽署校際學術合作協議，並由本校教務長、
學務長、研發長與各院院長參與見證，為未來
兩校之合作發展打下根基。
希羅（Hilo）位於夏威夷大島（Big
Island），當地自然資源豐富、風景優美，希
羅州立大學校內擁有中華文化中心，學生人數 本校黃文樞校長（左）與夏威夷希羅州立大學張蘊禮校長。
約五千人，周遭環境與規模都與東華大學類
似。遠從夏威夷親自前來東華進行簽署儀式的張校長也是華人，在與黃校長談話的過程中發現
二校之間有許多共通點，除了都擁有寧靜且寬闊的校園，東華有全國唯一的原住民民族學院，
夏威夷希羅州立大學則是全美第一個授予原住民語言學碩士學位的大學，而且巧合的是，二位
校長的學術專長都是化學，因此一見如故，馬上就因為有許多共通的話題聊了開來，氣氛融洽。
花蓮縣與夏威夷郡締結姊妹縣已長達 34 年（1971 年迄今），且上週末才邀請到夏威夷郡議
會的議長與議員共同參與在花蓮舉辦為期二天的「花蓮縣暨夏威夷郡城市治理高峰論壇」，如
今東華大學與夏威夷希羅州立大學搭起學術交流的友誼橋樑，使得花蓮與夏威夷的關係更是親
上加親。（94.10 秘書室提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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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機工程學系與日本東京工業大學(TIT)
奈米光電整合工程卓越中心簽訂合作備忘錄

本校理工學院電機工程學系為推展國際合作研究之領域及合作對象，擇定於 95 年 5 月 3
日，在本校工學院第二講堂與日本東京工業大學 (Tokyo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TIT)奈
米光電整合工程卓越中心(Photonics Nano-device Integration Engineering Center of
Excellence)舉行合作協議簽署儀式。儀式由本校電機系陳美娟主任與日本東京工業大學研究
戰略室研究企劃官岩井洋教授(Prof. Hiroshi Iwai)在理工學院林志彪院長的參與見證下，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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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簽署國際學術合作協議，以促進彼此在學
術與工業技術上的研究與教學之交流，並為
未來兩校之國際合作發展奠定基礎。
本校電機工程系所成立於 86 學年度，為
一年輕、活力充沛、發展潛力雄厚的科系。
目前在教學研究上涵蓋光電、通訊、計算機
與網路、積體電路設計、控制與電力電子等
領域。而未來的發展方向是以光積體技術、
寬頻晶片系統設計、多媒體通訊嵌入式系
統、系統晶片整合、嵌入式微控制器發展系統等高科技領域為主要研究重點，並配合相關系所
進行整合性研究。
日本東京工業大學係日本十大名校之一，亦獲選為日本公司最希望錄用的大學畢業生學
校。該校奈米光電整合工程卓越中心包含五個隸屬不同學院的電子相關系所，研發實力極為堅
強。而岩井洋教授本身亦是國際知名學者，除了是美國電機電子工程學會院士(IEEE Fellow)
外，更擔任多項國際重要會議主席與期刊編輯。此次來訪，除了簽署合作協議外，亦將發表專
題演講(Future CMOS Scaling to Nano Area, and Its Manufacturing)並參訪電機系實驗室。
藉由此次國際合作協議的簽署，希望未來能透過老師與學生的交換訪問與學術合作，提升東華
大學電機工程學系之教學水準和學術研究。（95.05 秘書室提供）

與日本佐賀大學簽署校際學術合作與協議
本校於 9 年 6 月 30 日與日本國立大學法

人佐賀大學（Saga University)舉行校際學術
合作與交流協議簽署儀式，由東華大學黃文樞
校長與佐賀大學長谷川照（Hasegawa）校長共
同簽署建立姐妹校關係，並由東華大學副校
長、教務長、學務長、各院院長與系所主管參
與見證，為兩校未來之合作發展奠下基礎。佐
賀大學此行由長谷川照校長帶領古賀和文
（Koga）副校長、環境政策所張本燦(Harimoto)
教授、學術交流組副島加代子(Soejima)主任一同前來東華大學參加簽約儀式，可見該校對於
兩校之間合作關係的重視。
佐賀大學為一綜合型大學，位於佐賀縣佐賀市，建校於 1949 年，目前設有五個學院：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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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及教育(Culture and Education)、經濟(Economics)、醫學(Medicine)、理工(Science and
Engineering)及農業(Agriculture)，其中文化教育、經濟及農業學院提供碩士課程，而醫學
及理工學院則碩、博士課程均提供。佐賀大學藉由成立研究所及尖端的研究設施使該校教授的
研究活躍於國際舞台，根據校長長谷川照博士的說法，將佐賀大學建構為一所以學生為中心、
研究與教學並重、兼具在地發展與國際化的大學是其目標。目前學生人數約 7,500 人，並有來
自 27 個國家約三百名的國際學生。該校目前同時與海外 81 個學校進行國際學術交流，藉由接
受外籍學生及鼓勵學生出國留學提昇國際觀，並且聘請外籍教授促進校園國際化。
根據本校與佐賀大學於 6 月 30 日簽訂之學術合作與交流協議，未來每年兩校將進行實質
的學生與教授交換與互訪活動，促進學術交流。（95.07 秘書室提供）

與美商德州儀器產學合作
成立台灣東部第一間
DSP
大學菁英實驗室
德州儀器(TI)今日正式宣佈與本校電機系合作成立台灣東部第一間 DSP 大學菁英實驗室，

並捐贈市價將近兩百萬元的 TI DSP（數位訊號處理器）軟硬體開發工具，期望透過產學合作培
養台灣 DSP 設計人才，強化台灣在全球 DSP 產業的競爭力。捐贈儀式於本校電機系主辦之多媒
體數位信號處理器研討會中舉行。
本校校長黃文樞在 DSP 大學菁英實驗室揭幕典禮上表示，「科技進步一日千里，學界與業
界技術亦更新快速，學術界必須在實務上提供最新的技術教學，協助學生縮短學術理論與實務
操作的差距。德州儀器擁有領先全球的 DSP 技術，也是業界廣泛使用的 DSP 標準，透過捐贈本
校電機系的 DSP 軟硬體工具進行教學，除了可以驗證課堂所學、開發學生潛力外，未來學生在
就業市場上也會更具競爭力！」本校電機系主任陳美娟表示，本校在多媒體與通訊科技發展已
獲多方面肯定，師生在 DSP 晶片的使用也屢獲全國多項專利與專題競賽獎項，希望經由「DSP
大學菁英實驗室」的設立，可再強化學生將理論應用於實務上的能力。
德州儀器台灣區半導體行銷總經理郭滄賀特別親臨會場祝賀，他表示：「TI 自 1989 年起在
台灣推動大學計畫（University Program），以促成產學合作的方式為人才培育貢獻心力。DSP
相對於其他技術的入門門檻較高，特別需要建置軟硬體開發環境，讓理論與實務得以接軌，TI
非常榮幸能與東華大學合作成立台灣東部第一間 DSP 大學菁英實驗室，相信對於提升台灣東岸
的科技人才和帶動研發風氣有正面助益。」
在此次的合作中，TI 總共捐贈 15 套 TMS320C6416T 入門開發套件(TMS320C6416T DSP
Starter Kit)及相互搭配的 Code Composer Studio™整合發展環境，提供在校學生實現 DSP 創
意的最佳工具。除了開發工具，TI 也將提供技術支援和分享 DSP 教材，協助學生解決實作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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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TI 捐贈的 TMS320C6416T 入門開發套件使用 1GHz 的 DSP TMS320C6416，每秒可傳輸高達 80
億個指令，可用來開發高效能 DSP 的產品，包括網路、視訊、影像及多重管道系統產品等等。
Code Composer Studio™ 整合發展環境提供主機工具(host tools)及目標軟體(target
software)，可大幅減少開發時間及提供所有即時嵌入式 DSP 應用最佳的效能。（95.07 秘書室
提供）

理工學院與北京交通大學
電子信息工程學院簽訂合作備忘錄
本校理工學院為推展國際合作研究之領域及合作對象，擇定 95 年 7 月 31 日，由理工學院

林志彪院長與北京交通大學電子信息工程學院張宏科院長，共同簽署院際學術合作協議。張宏
科院長此次到訪，除了簽署合作協定外，更將發表專題演講—How to merge them together
between IPv6 Academia and Industry，促進學術研究與教學之交流，並為未來兩校之合作發
展奠定基礎。
本校理工學院成立於 1995 年，目前設有應用數學系、資訊工程學系、化學系、生命科學
系暨生物技術研究所、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及物理系暨應用物理研究所、電機工程學系，另於
九十五學年度成立電子工程研究所及光電工程研究所，這些系所在他校可能分屬於理、工、生
科與電資學院，但基於不同領域的結合較容易創新，以及強調科技整合及各領域整體性的發展
下，這些系所在東華大學都隸屬於理工學院，期待藉此優勢發揮團隊合作精神，能夠在教學、
研究、服務上打破傳統系所的藩籬，以整合為取向，在前膽、整體的考量下，不斷地成長茁壯。
北京交通大學是中國教育部直屬的全國重點大學，是首批授予博士、碩士學位之大學，也
是首批進入國家“211 工程”建設的高等學府（211 工程是中國政府面向 21 世紀，重點建設 100
所左右的高等學校和重點學科的建設工程）。電子信息工程學院是該校最早成立的學院之一，
學院下設有資訊與通信工程系、自動控制工程系、電子工程系、光波技術研究所、國家電工電
子教學實驗室、北京交大——彭路得(Penrod)國際合作研發中心六個行政單位。而院長張宏科
教授亦是國際知名學者，除了先後撰寫學術論文 60 餘篇，分別在 IEEE Transactions on
Communications、Chinese Science Bulletin、《中國科學》、《電子學報》、《通信學報》、《電
子科學學刊》等國內外重要刊物和學術會議上發表，並成為“新一代互聯網體系結構理論研
究”專家組成員。
藉由此次合作協議的簽署，希望未來透過老師與學生的交換訪問，激發更多合作項目，提
升本校理工學院之教學水準和學術研究。（95.07 秘書室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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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舉辦的世界盃奧林匹亞電腦遊戲程式競賽（Computer Olympiad）日前於台灣的
中研院進行比賽，本校資訊工程系顏士淨助理教授團隊從競爭激烈的比賽中脫穎而出，在電腦
象象象中象象象象象的象象象象
打開顏士淨助理教授的網頁，其參賽經驗洋洋灑灑，且都象得不錯的象象象顏教授表示，
自己是在台灣大學唸資訊工程博士班時，先從參加電腦圍象比賽開始接觸，至今已經有十年以
上的電腦綜合性象類參賽經驗象今年參加的奧林匹亞電腦對局競賽，已是象十屆舉辦，競賽項
目共有九組，包括西洋象、圍象、跳象、日本將象等，其中象象組是競爭最激烈的一組，比賽
隊伍也是歷年來最多，共有來自中國大陸、法國、美國及台灣等地，共 14 隊參賽，來自大陸
的參賽者象一次參加世界盃比賽，便包辦了象一及象三象象參加這類比賽，參賽隊伍必須在賽
前自己設計電腦程式，配合電腦硬體架構，於比賽時各自展現程式設計的完美結果與下象的速
度象由於比賽對於電腦硬體的規格不做限制，來自大陸的參賽者找了廠商合作，使用雙核心處
理器的電腦的高級設備，在速度上便已取得優勢象
雖然象得亞軍的殊象，但顏教授謙虛的表示，象象象的象象還不夠象，未來還有努力的空
間，希望有朝一日能夠拿到冠軍大獎象（94.10 秘書室提供）
第十一屆國際電腦奧林匹亞競賽
資工系師生義大利勇奪雙銀

象十一屆國際奧林匹亞電腦對局競賽於 95 年 5 月 24 日至 6 月 1 日在義大利杜林(Turin)
舉辦，與象三十七屆世界奧林匹亞西洋象大賽共同舉行，為 2006 年杜林冬季奧運後續活動，
場面與規模則是歷年來最為盛大的一次象
國際奧林匹亞電腦對局競賽每年舉辦一次，參加者皆為來自世界各國的學術單位，包括歐
美知象大學象比賽項目為各種象類程式，包含西洋象、象象、圍象和其他象類等象比賽中，參
加隊伍運用各種人工智慧技術來發展下象程式，可說是一年一度世界各學術單位人工智慧技術
的大車拼象
在今年的比賽中，本校資工系人工智慧實驗室一口氣參加了九路、十九路圍象、象象和六
子象程式等共四項競賽，其中在象象及六子象兩項，都象得銀牌的殊象，象象亮眼象人工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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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室主持人顏士淨教授表示，這個實驗室成立將近五年，吸引了很多對研究人工智慧下棋有
興趣的學生加入，研發的下棋系統包括圍棋、象棋、五子棋、六子棋等十餘種棋類；其中象棋
方面已經與台南資網中心鄭明政組長合作組成研發團隊，目前位居世界領先群。六子棋程式由
該實驗室劉思源等同學共同研發，短短半年間，就發展出世界排名第二的程式，而圍棋程式方
面也一直保有相當堅強的實力。
顏士淨教授本身擁有圍棋六段實力，他表示由於全世界各學術單位越來越重視人工智慧下
棋程式的發展，中國大陸及日、韓等國都有國家級研究單位投入研究，將來這項比賽的競爭勢
必更加激烈。經過幾次的比賽證明，本校的學生具有相當的競爭力，並且已經在國際比賽上大
放異彩；人工智慧實驗室的師生們有信心未來能夠繼續在國際舞台上佔有一席之地，為國為校
爭光。（95.06 秘書室提供）
2006 恆春半島國際鐵人三項
本校成績亮眼

本校鐵人三項代表隊參加「2006 臺灣恆春半島 113 公里國際鐵人三項競賽」，表現不凡，
獲得亮眼成績。
本次競賽於 95 年 4 月 8 日舉行，號稱全台灣每一年所有的鐵人比賽中，最難的比賽，賽
程總距離比一般標準賽程的 51.5 公里多出了一倍以上。競賽內容包括游泳 2000 公尺、自行
車 90 公里、與路跑 21 公里，總距離 113 公里；再加上墾丁當地的天氣炎熱，地型高低起伏
變化大，並且有著名的落山風，一場比賽下來，每一位參賽選手都參與了一場自己體力與耐力
極限的挑戰。
本校鐵人三項代表隊共有 5 人參加比賽，5 位隊員都是已經參加校隊第二年的同學，在體
力、耐力、與參賽經驗上，他們是最合適出賽的一群。比賽前，班哲明教練給選手們許多正面
的鼓勵與心理建設，對於鐵人隊成員來說，比賽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不要放棄」。比賽過
程中，選手游景璁在跑步項目腳部嚴重抽筋，但意志力堅強的他，克服了身體上痛苦的障礙，
依然順利的完成了這次比賽。比賽成績分別為男子 M20 組：黃鵬華第五名、田俊宇第十名、游
景聰第十五名、許書瑋第十七名；男子 M25 組：洪裕凱第十五名。
為了這次比賽，鐵人教練班哲明給參賽同學安排的練習計劃，可是一點都「不人性化」。
每個週末，騎自行車從東華大學出發→豐濱→光復→返回東華大學，全程 120 公里的路程騎了
不下數次，鯉魚潭的環潭步道也已不知道繞了多少次。平均一個禮拜的總練習量為游泳 10000
公尺、騎自行車 200~300 公里、跑步 50 公里。而為了適應墾丁炎熱的天氣與高低起伏的地型，
有一次教練還帶同學們到太魯閣的竹村、梅園去跑步，也在三月底參加屏東大鵬灣校園鐵人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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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的隔天，留在墾丁做三項（游泳、自行車、跑步)練習，更將團隊訓練的時間移到中午。這
些練習的種種，都是為「2006 台灣恆春半島 113 公里國際鐵人三項競賽」做準備。難得的是，
這些練習，班哲明教練自己也全程參與，難能可貴的是，同學們完全的信任教練，對於這些「不
人性化」的磨練，只有接受，沒有怨言，也因此獲得了令人興奮的好成績。（95.04 秘書室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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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作與英語文學研究所文集誕生
臺灣第一本研究所創作集「偷窺」與「風流」
二○○六年五月，本校創作與英語文學研究所所長郭強生主編、九歌出版社出版的二本「東

華創英所文集」誕生——偷窺（散文篇，為創英所同學之散文作品集）、風流（得獎作品選），
為創英所同學之得獎作品選集。為了跟大家分享喜悅，5 月 17 日晚間，創英所的同學們舉辦了
「聽書」活動，邀請大家用耳朵來讀書，一起來聽寫書人說書。
本校創作與英語文學研究所是華人世界第一個以創作取代論文寫作授與藝術碩士學位的
研究所碩士班，該所並將「駐校作家」正式納入師資，成為東華的一大特色，自二○○○年成
立以來已培養無數文壇新秀，可說是文學創作者的搖籃。
《偷窺》為該所同學之散文作品集，由所長郭強生主編。全書以創作為主題，共分「私事
篇」、「心事篇」和「小事篇」三卷，收入創英所同學和歷屆校友作品二十三篇，以多樣之文字
風格顯示個人獨特的文學觀，呈現新一代寫作者另類的大膽自剖，要邀請讀者來一窺這群青年
寫作者的創作世界。目前擔任東華大學駐校作家的莊信正在代序中表示，對這些立志專事寫作
的青年來說，寫作的誘惑力和重要性自不待言：「寫作能讓我感覺自己是一個人」。不但是人，
也近似上帝，可以創造一切：例如意念和動作要經過作者淘選以後「才得繼續下去」。世間充
滿秘密，而每一個秘密都可被作者寫成「動人的故事」。東華大學創英所教授李永平則認為，
讓志於創作的年輕寫作者，以文字反芻創作對其生命與生活的意義時，本書二十三篇散文作品
仍能展現不流俗的個人丰采。最令其感興趣的，除了散文這一文類的小說化、詩歌化，甚且戲
劇化之外，還有作者們以誠實的聲音謳歌生動且鏗鏘有力的創意，使得事事動人。他樂於藉由
閱讀，一窺原本被作者私藏於內心的徬徨與自信、孤獨與熱情、害怕與勇敢。
《風流》為該所同學之得獎作品選集，由所長郭強生主編。全書收有小說、新詩和散文共
十三篇，皆為創英所同學於修業期間，參與文學競賽或入選年度選集之優秀作品，題材風格樣
貌多元，兼具大膽創新與古典傳統，表現出新世代寫作者對時代環境的敏銳觀察，及其自我挑
戰的文學熱忱。東華大學創作與英語文學研究所教授曾珍珍在代序中表示，這本得獎作品集擷
取了短篇小說、散文和詩歌三種文類，寫作風格與主題關切繽紛多元，所印證的應該不只是創
英所的教學成果，更是台灣新生代作家翻陳出新的創作活力。集中的作品若在文字運馭上具有

96

藝術火候，都是因為在觀察與想像的層面也同時做到了用心精微。最令人可喜的是，多數作者
接受了創作訓練不容妥協的挑戰，學會跳脫自我的囈語，變身成所擇定的角色，潛入這人的的
生存意識與情感世界，為「另一個可能的自我」或「他者」表達心聲。他們貼近台灣的歷史或
當代經驗書寫，不拘泥於寫實或幻奇，有意識或無形中融合人類學、社會學、歷史學、心理學
的思維與觀照，透過文學的想像加以轉化，對特定社會問題與存在情境因此展現了動人而深刻
的感受力。至於喜歡使用諧謔中略帶哀傷的筆調，迷惑卻又強作冷靜，悲憫又不免嘲諷，正是
年輕人批判性語言宿命的特色。寫作生涯，他們當中有人早已上道，有人才剛起步，卻在相同
的學習時空偶然交會，激撞出競技的花火，照亮了彼此的獨特與寂寞。
創英所所長郭強生表示，寫作也許是孤獨的，但是每一個文學思潮轉折的世代，都有一個
飛揚激盪的背景做襯底。少年風流皆文章，更何況是在談笑文墨間的創英所？文集一《偷窺》
要大家談談創作，其中許多篇稿子都經過同學們彼此之間、以及與他的反覆討論。前後期的創
英所同學在寫作路上腳程或許不一，但都不忘人生中「私事」、「心事」、「小事」諸般風景，格
外顯出個人獨特的文學觀。文集二《風流》收入同學們在校修業期間獲文學獎、年度文選肯定
的優秀作品，主要意義在顯示文類上的多元，畢竟小說、散文、詩、以至於戲劇創作都有獨立
選集出爐，還需假以時日，而這些已是正在著手的目標。即使如此，限於字數，在《風流》中
未能收入同學劇本類得獎作品，而一些跨文類都有傑出表現的同學，也只能以每人一篇為限。
《偷窺》與《風流》的出版為文學創作研究所與文學出版社的首次合作，將來計劃陸續以各別
文類編選所上同學作品，小說集、詩集和劇本集等皆已在進行當中。
由作者簡介中可發現（參見下表），發表作品的同學當中，許多都有豐富的文藝背景與經
歷，他們齊聚東華大學創英所，一起圓了創作的夢。這二冊東華創英所文集的出版，不僅是國
內大專院校的創舉，也是東華大學的喜事，更是創英所的驕傲。新書付梓，在此值得紀念的時
刻，同學們將新書誕生的喜悅和榮耀與全校師生一起分享，於 5 月 17 日星期三晚間七點三十
分，假共同科大樓展示廳舉辦了一場別開生面的新書發表分享會─「聽書」。由創英所同學將
《偷窺》散文集的作品重新剪接編排，幾位寫作者以「讀書」的方式，邀請師長同學們一起來
聽寫書人說書，開啟了閱讀的另一種可能性，並展現有聲文學的新感受。
初夏的浪漫夜晚，透過耳朵，享受了一場文學的饗宴，這是一個起點，未來創英所還將有
更多的文集出版，且讓我們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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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窺》散文篇
篇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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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作

者

等待語言來臨

魚果

復一日

王君宇

字的夢宮

甘耀明

日

私
事
篇

作

在文

倒數計時

曾谷涵

我的媽媽

劉芷妤

啟示錄

黃

道

許

地下

宜君

家菱

者 簡 介
創英所第五屆。詩人，表演藝術者。1981 年出生於
台南縣，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畢業，李清照私人劇
團創團編導。跨足文學、劇場藝術和演唱等領域，
從事現代詩、劇本、詞曲、古典詩詞創作。出版有
極短篇《戲謔》、詩集《薄荷糖男孩》和《Ｃ貨》，
曾獲得府城文學獎及鳳凰樹文學獎、國家文藝基金
會出版補助。近年曾與台南人劇團、台東劇團、臨
界點劇象錄、台灣渥克劇團、台灣身體氣象館、體
相舞蹈劇場等團體合作，擔任編導、詞曲、演出等
工作。演出《賤人西施》
、
《光頭校園》、《黑洞》、《蛙
戲》、《我們的蛇》、《城市數據》等；編導詩劇《夢
遊花》、歌舞劇《充氣娃娃憂鬱Ｃ》；作詞編腔《曹
七巧》、《白素貞》等。
創英所第四屆。宜蘭人，畢業於台灣藝術大學視覺
傳達設計學系，作品曾入選九歌年度小說選。
創英所第三屆畢業。1972 生，東海大學中文系畢
業。曾任小劇場編劇、記者及教師。曾獲聯合報文
學獎、吳濁流文學獎、寶島文學獎、中央日報文學
獎、宗教文學獎、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等。作品曾
連三年入選年度小說選（九歌版），並獲 93 年度小
說獎（九歌版）。出版小說集《神秘列車》、《水鬼學
校和失去媽媽的水獺》、教育書《沒有圍牆的學校》
（與李崇建合著）。
創英所第六屆。
創英所第四屆。曾獲全國學生文學獎大專組小說首
獎、全國學生文學獎大專組散文佳作、教育部文藝
創作獎劇本優選。
創英所第五屆。1975—2005。曾任雜誌社、出版社
編輯，曾兼任「文訊」雜誌企劃及「野葡萄文學誌」
專欄作者。作品曾獲全國學生文學獎、全國大專學
生文學獎、梁實秋文學獎、九十三年度青年文學創
作獎散文獎。著有散文集《流離》。
創英所第四屆。曾獲全國巡迴文藝營創作獎小說首
獎、全國巡迴文藝營創作獎散文首獎、全國學生文
學獎大專組小說佳作。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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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英所第四屆。1981 年生，中山大學中文系畢，台
何俊穆 東人。曾獲中山大學西灣文學獎、東華文學獎。編
導作品有：《密室》。
陳婉容 創英所第四屆。
陳夏民 學創英所第三屆。編導作品有：《終結瘋狂》。
鄭哲涵 創英所第六屆。
創英所第五屆。2004 年畢業於國立政治大學金融學
系，兼中文輔系。曾獲道南文學獎小說佳作、道南
秘密地圖
黃瑋霜 文學獎散文首獎、新加坡國際華文散文創作比賽優
勝獎，以及英國皇家音樂學院鋼琴彈奏第六級文憑
（Grade 6 PIANO）、英國皇家音樂學院樂理第五級
文憑（Grade 5 THEORY OF MUSIC）。
小徑
孫得欽 創英所第六屆。
創英所第四屆。輔大中文系畢，曾任研究助理、媒
致從前陸上的情人 C 廖律清 體記者、出版編輯。曾獲教育部文藝創作獎、聯合
文學小說新人獎、宗教文學獎。
創英所第四屆。台北市人，台灣藝術大學戲劇系畢
業，主修舞台技術。高職時期加入臨界點劇象錄，
開始參與劇場工作，主要劇場經歷都在臨界點發
生。劇本作品收錄在臨界點劇象錄出版之劇本合輯
《狂睡五百年》、《繁花聖子》中。編導作品有：《白
舞湯賦
林文尹 水 2003》、《轟炸機》、《一夜談》、《魔法師》、《魔法
師第二話》、《哈姆雷特的最後一夜》、《月之書》、《女
童》、《鋼筋娃娃的琵琶女版》、《哈姆雷特的最後一
夜》、《魔法師第一話》、《誰說話》，導演：《裂口》、
《春光》，編劇：《旋轉》、《老蠶遊記》、《自話》，編
導演：《對話》、《性別與靈魂》、《鋼筋娃娃的琵琶》。
創英所第三屆。一九七九年生，台灣南投人。台大
中文系畢，目前就讀於東華大學創作與英語文學研
究所。曾獲南投縣文學獎小說組佳作；寶島文學獎
慢跑
劉俊輝 佳作；全國學生文學獎新詩佳作；教育部文藝創作
獎小說、散文、新詩佳作；基隆海洋文學獎新詩、
散文佳作；林榮三文學獎散文第二名。曾獲南投縣
文化局補助出版短篇小說集《脫韁之繩》。
創英所第五屆。1982 年生，北縣鶯歌人。文化大學
關係
黃瑜婷 中文系文藝創作組畢業，曾獲東華文學獎、北市金
筆獎。
掏耳記
黃文熙 創英所第五屆。
廝殺
陳啟民 創英所第四屆。
光
Destination,
take me there.
笑容的棲地
註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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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夜煮湯

《風流》得獎作品選
作

品

作 者

創英所第二屆畢業。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英語系畢
陳香吟 業。目前從事催眠國中生的工作。著有《失神》
。
創英所第三屆。本名林巧鄉，1980 年生，嘉義人。
葉覓覓 東華中文系畢業。曾獲教育部文藝創作獎、聯合文
學小說新人獎等，作品入選年度詩選。目前於綠島
從事教職，著有詩集《漆黑》。
創英所第四屆。1980 年生，中壢人。曾獲中央日報
文學獎、教育部文藝創作獎、全國學生文學獎、優
何亭慧 秀青年詩人獎等。2004 年獲文建會補助出版詩集
《形狀與音樂的抽屜》。
創英所第二屆畢業。曾獲中央日報散文獎、台北文
學獎、華航旅行文學獎、長榮寰宇文學獎、全國學
生文學獎、雙溪文學獎等獎項。著有：短篇小說集
、《女館》，長篇小說《男身》、《傷心
孫梓評 《星星遊樂場》
童話》，散文集《甜鋼琴》、《除以一》，當兵劄記《綠
色遊牧民族》，詩集《如果敵人來了》、《法蘭克學
派》，傳記《打開火盒子：血友病版畫家蔡宏達抵抗
愛滋的故事》。
獲獎名稱

窪地小姐

第 19 屆聯合文學
葉覓覓 小說新人獎短篇小
說佳作

踏沙行

第 19 屆聯合文學
廖律清 小說新人獎短篇小
說佳作

拍賣作家

第 23 屆全國學生
許家菱 文學獎大專小說組
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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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簡 介
本名林巧鄉。創英所第三屆。1980 年
生，嘉義人。東華大學中文系畢業，
東華大學創作與英語文學研究所肄
業。曾獲中央日報文學獎、教育部文
藝創作獎、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等。
2004 年，通過文建會補助，獨立出版
第一本詩集《漆黑》。2006 年，《漆黑》
一書榮獲「金蝶獎──台灣出版設計
大獎」金獎。部落格：他度日她的如
年 http://blog.yam.com/pitchdark
創英所第四屆。輔大中文系畢，曾任
研究助理、媒體記者、出版編輯。曾
獲教育部文藝創作獎、聯合文學小說
新人獎、宗教文學獎等。
創英所第四屆。曾獲全國巡迴文藝營
創作獎小說首獎、全國巡迴文藝營創
作獎散文首獎、全國學生文學獎等。
個人新聞台：玩具們的角落 http://
www.oui-news.com/shadowcat/

創英所第四屆。宜蘭人，畢業於台灣
王君宇 九歌 94 年小說選 藝術大學視覺傳達設計學系，目前就
讀於東華大學創英所。
創英所第二屆。1976 年生於高雄岡
山，東華大學創作與英語文學研究所
畢業。現為文字編輯。著有詩集《如
果敵人來了》、《法蘭克學派》；散文集
福耳朵
孫梓評 九歌 94 年散文選 《甜鋼琴》、《除以一》；軍旅劄記《綠
色遊牧民族》；報導文學《飛翔之島》；
短篇小說《星星遊樂場》、《女館》；長
篇小說《男身》；人物傳記《打開火盒
子》。
創英所第三屆。1979 年生，台灣南投
人。台大中文系畢，目前就讀於東華
大學創作與英語文學研究所。曾獲南
投縣文學獎小說組佳作；寶島文學獎
佳作；全國學生文學獎新詩佳作；教
第一屆林榮三文學
寬廣的世界
劉俊輝 獎散文二獎
育部文藝創作獎小說、散文、新詩佳
作；基隆海洋文學獎新詩、散文佳作；
林榮三文學獎散文第二名。曾獲南投
縣文化局補助出版短篇小說集《脫韁
之繩》。
創英所第一屆。1970 年生。台大中文
系畢業。曾任花蓮洄瀾文教基金會秘
書，和朋友合夥經營咖啡館、待過出
第四屆宗教文學獎 版社、坐過地方報紙編輯台、在某中
學和學生混了好幾年。曾獲第十九屆
蘆中遠望
王威智 散文組第一名
時報文學獎散文評審獎、第十屆梁實
秋散文獎第二名、第一屆台灣省文學
獎散文首獎、第一屆花蓮文學獎散文
獎、第四屆宗教文學獎散文首獎。
創英所第一屆。台灣花蓮人。國立東
華大學創作與英文文學碩士。曾任職
自由時報副刊副。現任總統府專門委
這個世界上只有山嶺 方 梓 九歌 92 年散文選 員。著有報導文學《人生金言》、《他
們如何成功》、《傑出女性宗教觀》；散
文《第四個房間》、《釆釆卷耳》；兒童
文學《大野狼阿公》、《要勇敢喔》。
創英所第五屆。1982 年生。高雄中學、
94 年度教育部文 輔仁大學法律系畢業，現就讀於國立
承認（詩九首） 林達陽 藝創作獎新詩優選
東華大學創作與英語文學研究所。曾
漱口水的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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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旅行

92 年度教育部文
何亭慧 藝創作獎新詩優選

克利希之島

92 年度教育部文
許榮哲 藝創作獎小說優選

神明

第 22 屆全國學生
李儀婷 文學獎大專小說組
第一名

匪神

九歌 93 年小說選
甘耀明 年度小說獎

第十
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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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教育部文藝創作獎優選、聯合報宗
教文學獎首獎、優秀青年詩人獎、彭
邦楨詩獎、乾坤詩獎、台大藝術季詩
獎首獎、政大長廊詩獎首獎、輔大輔
仁文學獎新詩首獎等。任松濤文社社
長、東華大學英美系排球隊教練。詩
作散見各報副刊、文學刊物。2006 年
6 月出版詩集《虛構的海》，並經營有
個 人 新 聞 台 「 南 方 亭 午 」：
http://mypaper.pchome.com.tw/new
s/poemlin/
創英所第四屆。1980 年生，中壢人。
曾獲中央日報文學獎、教育部文藝創
作獎、全國學生文學獎、優秀青年詩
人獎等。2004 年獲文建會補助出版詩
集《形狀與音樂的抽屜》。
創英所第一屆。1974 年生，台南縣下
營人。台大生工所、東華創英所碩士，
現任《聯合文學》雜誌主編。曾獲時
報文學獎、新聞局優良劇本獎、雜誌
編輯金鼎獎等。著有短篇小說《迷
藏》、長篇小說《寓言》、網路小說《吉
普車少年的網交生活》，電影劇本《七
月一號誕生》、《單車上路》等。
創英所第三屆。台中嶺東商專畢業，
2002 年，以專科學歷考上東華創英
所。曾任：耕莘青年寫作協會總幹事、
FHM 男性時尚雜誌編輯、Ralph 時尚雜
誌編輯等。作品曾獲：學生文學獎小
說首獎、梁實秋散文評審獎、吳濁流
散文首獎、台灣省文學獎、國藝會創
作補助、文建會出版補助等。著有：
短篇小說集《流動的郵局》、情慾小說
《10 個男人 11 個壞》、劇本《風雨中
的郵路》等。
創英所第三屆畢業。1972 年生，東海
大學中文系畢業。曾任小劇場編劇、
記者及教師，為新世代「小說家讀者
８Ｐ」成員之一。曾獲聯合報文學獎、
吳濁流文學獎、寶島文學獎、中央日
報文學獎、宗教文學獎、聯合文學小

說新人獎等。作品曾連續三年入選年
度小說選（九歌版），並獲九十三年度
小說獎（九歌版）。出版小說集《神秘
列車》、《水鬼學校和失去媽媽的水
獺》、教育書《沒有圍牆的學校》（與
李崇建合著）。
（95.05 秘書室提供）

創英所紅不讓‧不得獎才奇怪

「我們又得獎了！！」本校創作與英語文學研究所郭強生所長喜孜孜地宣布好消息。
打開國內近期幾項文學獎的得獎名單，創英所同學獲獎者洋洋灑灑一長串，難怪創英所的
老師們既興奮又開心，他們多年來的辛苦耕耘已結出甜美的果實。郭所長表示，雖然過去也有
不少同學得獎，但最近公布的幾個文學獎顯示，創英所同學得獎的文類項目分佈得更廣，包括
劇本、小說、散文、詩詞、兒童文學等，表示同學們嘗試創作的文類更多元化了，相當可喜可
賀；創英所的曾珍珍教授也忍不住地誇獎：「我們的同學真的好優秀。」
創英所的研究生當中，有許多原本就是文壇的新秀作家，他們對文學創作都有相當濃厚的
興趣跟喜好，來到東華大學這個良好的創作環境，接受來自師長與同學們的各種影響與不同的
刺激，將生活中的點點滴滴化為創作的元素，投稿課堂上的作業、平時的作品，積極參加各種
文學比賽。獲獎名單中有兩位今年剛畢業的同學王威智與許榮哲，當得獎的好消息傳來，大家
都感到與有榮焉。
本校創作與英語文學研究所是華人世界第一個以創作取代論文寫作授與藝術碩士學位的
研究所碩士班，自二○○○年成立以來培育許多文壇新秀，早已成為東華大學的一大特色，近
年來同學們參加各種文學創作的優異表現，更是東華大學的驕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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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者
何俊穆
陳雨汝
劉俊輝
蕭吟薇
陳俊豪
王威智
許榮哲
劉俊輝
許榮哲
羅志強
羅志強
羅志強

獲 獎 獎 項
九十五年度教育部文藝創作獎 學生劇本組
九十五年度教育部文藝創作獎 學生小說組
九十五年度教育部文藝創作獎 學生小說組
九十五年度教育部文藝創作獎 學生散文組
九十五年度教育部文藝創作獎 學生詩詞組
第二十八屆聯合報文學獎 散文
第二十八屆聯合報文學獎 散文
第二十八屆聯合報文學獎 散文
南瀛文學獎 兒童文學
南瀛文學部落格獎
梅川文學獎
父女情懷詩獎

名次
佳作
優選
佳作
佳作
特優
大獎
評審獎
評審獎
佳作
首獎
第三名

作品名稱
病室
新娘
時刻
追殺
甜美的夏天午後
我的不肖老父
遺落關鍵字的故事
舒緩的世界
跳火人
24 小詩不打烊
梅分之影
封閉
（95.10 秘書室提供）

本校啟用工學院國際會議廳舉辦
全國大專院校「教學卓越研討會」
本校為落實「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以提昇大學教學品質，於 95 年 11 月 21 日舉辦「教

學卓越研討會」，會中邀請國內外學者針對當前教育環境做深度討論，多方面瞭解國際教學環
境與教育方向以期強化校內教學卓越中心之執行方針。
教學卓越研討會報名情況相當踴躍，一百多位的與會人士來自全台各大專院校，黃文樞校
長表示，東華大學很榮幸能夠獲得教學卓越計畫之經費補助，期許未來可逐步規劃出符合時代
需求的教育課程，並且培育出因應國際化衝擊與全球競爭趨勢的大學生；而東華大學工學院的
國際會議廳今天第一次啟用便舉辦此研討會，更是深具意義。
教育部高教司陳德華司長致詞時指出，過去的高等教育是菁英教育，但目前的高在學率已
使高等教育成為大眾教育，現在的大學應努力的是如何透過四年的教育使學生成為菁英。因
此，提升教學品質，使教師能有熱忱、使命感、與教學的能力，讓學生能有學習的動機，從被
動學習到主動，是目前大學教育的當務之急，當然，這也需要學校在行政與教學上全盤配合。
高教司今年挪出十億經費推動「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明年更將調升為五十億元，希望能
擴大影響的效果，期許各校能夠針對其特色加強發展，且做到跨校的資源整合，如：師資交流
等。此次研討會活動的盛況也顯示大家對於這樣的議題都相當關心，相信教學卓越計畫對於未
來的大學教育發展將會有實質的幫助。（94.11 秘書室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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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青年國是會議東區分區會議
「給台灣年輕的夢想」於東華大學召開

青年國是會議東區分區會議，將於 94 年 8 月 18 日上午 9 時在本校文學院第一講堂
召開，一百多名青年公民將透過審議民主模式，討論「青年國是會議常設化」、「青年與民主深
化」、「青年與教育」、「青年與職涯發展」及「青年與環境」等議題。
由行政院青輔會主辦的青年國是會議已邁入第三年，今年是以「給台灣年輕的夢想」為主
題，並開始往青年國是會議常設化方向邁進，以期建立常態化的青年建言及行動實踐平台。
今年討論議題包括：「青年國是會議常設化：我們需要怎樣的常設性青年國是會議」一項
共同議題，以及「青年與民主深化：我們需要怎樣的公民社會」
、「青年與教育：我們需要怎樣
的學校(如何辦好國民教育)」
、
「青年與職涯發展：青年如何能有成功的職涯發展」
、
「青年與環
境：能源與水資源的永續利用」等四項選擇議題，並持續以審議民主會議審議討論方式進行。
2006 青年國是會議分區會議預定舉辦五場，中區、南區及北區兩場次均已順利舉行完畢，
參與青年公民討論十分熱烈，充分展現青年的熱情、活力與行動力，最後一場東區會議則將於
18 日至 20 日假本校舉行。參加青年為 18 歲至 30 歲，分區會議是由有參與意願的青年透過網
路自由報名，並經抽籤方式產生，除東區場次為 100 人外，其餘各場次每場次都有 200 人參加，
各區在分區會議後將由參與的青年公民自己推選出全國代表，參加 9 月 1 日至 3 日在陽明山中
山樓召開的全國會議，屆時將有 180 名來自各分區的代表共同參加。
為落實青年行動力，今年青年國是會議分區會議中，主辦單位也特別安排「民主升級行動
論壇」(Young Democracy 2.0-Youth Deliberation, Engagement & Citizenship)，邀請 NGO
團體代表與青年對話，搭建 NGO 與青年間之互動橋樑，協助青年行動方案落實實踐，促進台灣
民主深化。
青年國是會議透過民主審議來形成共識，已累積相當豐富的實務經驗，今年青年國是會議
將朝常設性青年國是會議平台機制的建構邁進，在分區會議後各區也將推選青年國是會議常設
化籌備委員，共同組成青年國是會議常設化籌備委員會，持續進行後續相關籌劃推動，對青年
國是會議平台功能的發揮，以及協助青年形成行動方案並予落實，都將有極大的助益。
（94.08
2006 年

秘書室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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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開拓的【跨海域】、震撼的【迴山嵐】、繽紛的【絮語風華】、熱情的【春天‧瓦倫西亞】，
藝術中心希望持續為東華師生提供多元精緻的藝術活動，94 學年度藝術中心規劃了兩大系列藝
文活動「2005 秋 東華藝術節」與「2006 春東藝風華」，其中包含原住民傳統歌舞、戲劇、舞
蹈、音樂會、東華校園電影院、同時結合通識課程安排大師系列講座活動，並透過大型裝置藝
術的活動、駐校藝術家活動開展一系列的校園形塑藝文氣息。

妝點東華系列一－裝置藝術家楊北辰

協辦單位：共同科
創作展覽時間：2005／11／01~2005／12／30   地點：本校擷雲橋
講座時間：2005／12／08（四）10：10、13：10   地點：工二講堂 E101

【裝置藝術家楊北辰創作理念】

「東華大學的校園向來以『大』、『美』而聞
名，學校更因此成為花蓮地區最具人文氣息的觀
光景點。常見許多校內學子與校外遊客拿著照相
機對著校園捕捉美景的畫面，是東華校園在我心
目中所留下的深刻印象。畢竟，美到讓許多人忍
不住想拍下來的校園，在台灣是不多見的。
因此針對本次的「妝點東華」戶外裝置藝術
計畫，我便興起了製作一組以寫實的手法表現、
尺寸與真人等身大小，拿著照相機正在拍照的學
生塑像，放置在校區內的創作想法。除了因為我個人向來偏好且擅長以寫實性雕塑藝術來進行
創作以外，也因為我深切地認為表達與詮釋『特別屬於這個地方的特色景象』的藝術創作，才
是能與環境和諧一致到有如空氣般自然的作品。」

【活動概述】

裝置藝術家楊北辰展現裝置藝術家的巧思，創作以真人等身之塑像，重現東華學子拿著相
機捕捉校園美景的畫面。您是否好奇，這位把腳踏車一擱、拍起照來就不動的銅色先生，他究
竟是如何成形的呢？為什麼他的衣服縐折、蹲踞姿勢都跟真的沒兩樣？這位裝置藝術家是怎麼
辦到的？他又為什麼要擺一個拍照的人像在這裡？楊北辰先生不但將詳細雕塑過程製成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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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帶，也於 12 月 8 日的《裝置藝術》講座中播放，並與大家暢談裝置藝術創作的種種。另外
藝術中心也舉辦「命名網路票選活動」鼓勵全校關心這屬於東華的藝術品，讓藝術走進東華校
園。

竹的音符－Amis 旮亙樂團

時間：2005／11／25（五） 19：30   地點：本校演藝廳
旮亙樂團是 1999 年組成到 2001 年才正式登記立
案，自立案之後連續三年獲得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的
「扶植」，今年更是七個扶植團隊的第一名。2004 年旮
亙到過美國、法國、日本、韓國、關島、帛琉等國家，
2005 年旮亙也走訪了韓國、夏威夷、馬紹爾、日本、
加拿大、新加坡及馬來西亞等七個國家，藉著展演讓國
際認識台灣多族群豐富多元的文化，也讓他們認識與欣
賞台灣原住民特有的器樂與歌謠。11 月是秋收的季節，
旮亙樂團「竹中音符」演出，要把巡演各地的美好果子
與心得，與自己的家鄉和族人分享。
這一場 120 分鐘的演出，分上下半場。內容主要是
將各類竹木製樂器，做各種組合完整的發聲。全程以打
擊樂、擊樂+演唱、耆老複音歌謠吟唱和管弦樂〈鼻笛、
排笛、口笛、膜笛、口簧和弓琴〉演奏等四個單元進行。
曲目大多為阿美族的歌曲，但也把原住民各族的歌謠〈鄒族的 Homeiyaya、魯凱的小鬼湖之戀、
雅美情歌、布農的 kulumaha、排灣族的來甦、太魯閣之戀、卑南的美麗的稻穗、泰雅不住的祈
禱〉以及閩南和韓國、日本、美國〈台東人、望春風、阮若打開心裡的門窗、思慕的人、阿里
郎、琉球之戀、老鷹之歌〉的曲目試著用阿美族的傳統樂器來演奏。另外旮亙樂團特別邀請國
際知名的環保音樂家馬修‧連恩合唱阿美族的歌謠以及鋼琴與鼻笛演奏小鬼湖之戀，另外與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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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帶與高跟鞋－綠光劇團

時間：2005／12／02（五） 19：30  地點：本校演藝廳
《領帶與高跟鞋》這齣戲，不但介紹了台灣
現代生活中上班族的工作型態與心聲，同時也開
發了國內歌舞喜劇的風氣。其中豐富的視覺變
化、精采的歌舞表演，更引起觀賞者的心靈共
鳴。90 年度再次登上國家戲劇院舞台連演六
場，並應紐文中心邀請赴紐約演出三場，造成紐
約華人地區對台灣戲劇的愛慕與騷動。回國後於
全省巡演十二場，滿足熱愛戲劇藝術的大眾。
2003 年 9 月中秋夜晚，首開國內歌舞劇於中正
紀念堂廣場戶外演出先例，與上萬民眾共度充
滿歡樂與感動的藝文中秋夜，更加肯定這是齣
兼具國際發展與國內推廣潛力的經典好戲。
《領帶與高跟鞋》透過音樂表現人物性格
與情緒的改變，以支架結構式的舞台凸顯人與
人缺乏溝通、充滿隔離的現象。在一個現代化
的辦公室裡頭，虛擬人類真正的心靈渴望，呈
現各種心靈解放場景的可能。肢體語言豐富、
想像力震撼，展現出台灣歌舞劇的深層潛力。
此外，12 月 2 日下午，綠光劇團團長朗祖明先生也於本校文一講堂現生說法「劇團管理的
實務及經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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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藝術與媒體的關係講座－更生日報社長謝立德

協辦單位：共同科
時間：2005／12／12（一） 14：00   地點：本校工四講堂 A307
2005 秋東華藝術節大師名人講座系列活動
邀請花蓮更生日報社長謝立德先生以「媒體與
地方藝術家的邂逅」為題，探討地方媒體發掘
與推廣在地藝術時所扮演的角色，提供東華學
生在通識教育課程中汲取不同以往的新知，更
對花蓮這片土地有更深一層的認識。謝立德社
長表示：
「藝術要藉由瞭解與認識，才能擦出激
情火花」，後山處處有令人愛不釋手的藝術寶
藏，地方媒體有義務引領社會大眾一探地方藝
術之美。

座中，謝立德社長先從藝術的定義切入，說明藝術與生活品質的關係，他也從藝術的觀
點描繪陳述更生日報創刊歷程的艱辛，強調更生日報創辦人謝膺毅老社長於台灣二二八事件
後，深刻感受辦報是社會責任，是政府與民眾溝通的橋樑的辦報理念。謝立德社長並以在地藝
術家駱香林、林聰惠、郭子究、劉銘侮、楊英鏢等五人為例，並透過作品圖集呈現五位藝術家
的創作生命力與藝術創作歷程的故事點滴。
謝立德社長表示：「藝術是時代的見證，文化是人類社會的資產」。更生日報以在地媒體的
角色，不斷藉由報導與專刊等方式，向社會大眾介紹在地藝術大師的點滴與作品精髓，每年也
定期舉辦大師作品展覽活動，同時不間斷發掘隱身田野或部落中為藝術奉獻心力的工作者。期
許東華大學的學生來到這片土地求學，可以擺脫舊思維，懷著謙卑的心感受花蓮在地藝術之美。
講

雞婆花－鞋子兒童實驗劇團

時間：2005／12／14（三） 15：00   地點：本校演藝廳

【劇情簡介】

小蘭啊！妳們家又要採收啦，我來幫妳……」「可別忘了我呀，我也來……」「是啊！趙
大娘、張老爹 又要麻煩妳們了……」
這是在「快樂村」裡最常聽到的對話。每個人都很喜歡幫助別人，就連這村子裡的狗兒來
福也都主動的幫人看家。村子裡的公雞糊里糊塗的，常常忘了叫人起床，還好來福會學雞叫，
每天早上，就會聽到只有「快樂村」才有的雞狗合鳴。但是，漸漸地大家都跑到縣太爺那兒去
告狀了：趙大娘說要告張老爹幫她刷油漆，而阿花嫂也要告小蘭偷抱走她的孩子。每天都有人
告來告去的，縣太爺煩了，於是下了一道命令：不准再管別人的事了！還派了衛兵到處巡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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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下午，小蘭從山上摘了一些美麗的小花，經過了村子裡的花園，看著因為沒人敢整理
而變得髒亂的花園，很難過，隨手將小花種在花園裡就走了。奇怪？村子裡又有了笑聲了，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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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簡介】

在中國，湖北人稱「鞋子」其音為「ㄏㄞˊ ㄗ˙」。
民國七十六年正式成立【鞋子兒童實驗劇團】在民國八十六年七月從「豐泰文教基金會」
的羽翼下獨立，成立一個屬於自己的「成長文教基金會」，正式名為【成長文教基金會附設鞋
子兒童實驗劇團】。十多年來，【鞋子兒童實驗劇團】總有一股神秘的活泉，讓夢想實現。也因
為和他們一起走過辛苦的排練過程，所以在「鞋子」每次演出之後，不只要讚美演出的精彩，
更要為所有孩子感謝這群「在有機會付出時，努力奉獻的演員和幕後的工作人員」，希望所有
的孩子都能像他們那樣去感動人，也能夠被感動。

快樂的聚會－花蓮合唱團

時間：2005／12／16（五）19：30   地點：本校演藝廳
花蓮合唱團是以研究合唱技巧，充實音樂
知識，提倡正當娛樂為宗旨，成員來自社會各
階層，其中又以公教人員居多。花蓮合唱團於
六十一年底由首任團長李學焜先生創立，其間
曾經歷劉兆輝先生、陳碧連女士、張譽興先
生、曹鳳珠女士及現任團長林慶明先生的支持
及推動，使團務穩定成長。音樂指導為音樂界
知名教授戴金泉先生。指揮簡正雄老師為合唱
界傑出人才，在他們指導下，花蓮合唱團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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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整體表現已具有一定水準。每次的演出皆深獲好評，花蓮合唱團秉持多年來的傳統，透過獨
特的音樂詮釋，展現完美的音樂風格，更親近音樂藝術弦律，繼續為提昇文化水準而努力。此
次藝術節活動，藝術中心秉持扶植花蓮在地藝文團體的宗旨，特邀請花蓮合唱團演出，此次演
出突破以往傳統的合唱演出模式，演唱曲目縱橫中西藝術歌曲、校園民歌、原住民與閩南語歌
謠。
All for the Flute 講座－唐律長笛團團長莊清霖

協辦單位：共同科
時間：2005／12／26（一）14：00   地點：本校工四講堂
莊清霖先生現任唐律長笛團團長，民國七
十年起，全力投入長笛教學、錄音工作、戲劇
音效等工作。七十三年十一月與田中修一、李
鶴凡、黃修聲、陳幸政等共同創立唐律長笛合
奏團，從此擔任團長，指揮樂團每年之年度公
演及巡迴演出，並多次率團至國外參與演出活
動。八十六年率團於 N.F.A.芝加哥大會舉行兩
場演奏會。自創團以來製作過無數場演奏會，
並出版多張長笛音樂專輯，於長笛音樂的推廣
及國內長笛教育有極大貢獻。
藝術中心特別邀請團長莊清霖先生於通識教育專題講座課程講演《All for the Flute》，
為大家娓娓道來長笛的合奏藝術與獨特魅力，一同分享長笛音樂的醞釀浪漫。
東華慶典～長笛詩篇－唐律長笛團

時間：2005／12／30（五）19：30
地點：本校演藝廳
唐律長笛合奏團為國內第一個單項樂器
的合奏團體，多年來不斷開發、嘗試新的曲目
和不同的演出型態，求新求變的作法為的是要
帶給觀眾耳目一新的感覺，讓人聽了還想再
聽。唐律長笛合奏團善用長笛音樂醞釀浪漫的
情感，刻畫動人的旋律。多年來的長笛合奏經
驗，更讓唐律了解如何編曲，才能透過長笛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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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的飽滿聲音，展現貼近原作、更勝原作的演
出。
此次安排的內容，為多年來唐律在各大型
演出時深獲好評的曲目，也為了唐律長笛合奏
團成立至今已達 21 年留下見證。加上許多團
員為學成歸國的新生代長笛家，以及作曲家李
哲藝為唐律這場演出創作一新曲，因此這場演
奏不只是能享受到唐律長期以來堅持好品質
的音樂，也能感覺到新一代長笛家成熟的演奏
技巧。
2005 秋東華藝術節系列活動一覽表

日期
11／01～12／30
11／25（五）19：30
12／02（五）14：00
12／02（五）19：30
12／08（四）10：00
12／14（三）15：00
12／12（一）14：00
12／16（五）19：30
12／19（一）19：00
12／20（二）19：00
12／21（三）19：00
12／22（四）19：00
12／23（五）19：00
12／26（一）14：00
12／30（五）19：30

活 動 名 稱
妝點東華系列一拍照
竹的音符
【講座】劇場管理實務經驗
領帶與高跟鞋
【講座】裝置藝術
雞婆花
【講座】地方藝術與媒體的關係
快樂的聚會-花蓮合唱團合唱之夜
旅行者與魔術 Travellers&Magicians
靈魂的重量 21 Grans
無法無天 City of God
迴光報告 The Final Cut
點燃生命之海 The Sea Inside
【講座】All for the Flute
東華慶典-長笛詩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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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演團體
楊北辰
Amis 旮亙樂團
綠光劇團團長郎祖明
綠光劇團
楊北辰
鞋子兒童實驗劇團
更生日報社長謝立德
花蓮合唱團

地點
景觀橋
演藝廳
文一講堂
演藝廳
工二講堂
演藝廳
工四講堂
演藝廳

本校電影社協辦

文一講堂

唐律長笛團團長莊清 工四講堂
霖
唐律長笛團
演藝廳

2006 春東藝風華系列活動

皇華書畫情～姜一涵作品特展

展期：2006／4／14 至 5／5
地點：本校圖資大樓一、二樓
開幕：2006／4／14 10：00
地點：圖資大樓二樓多媒體放映室
示範揮毫：2006／4／14 10：30
地點：圖資大樓一樓大廳
藝術中心於 4／14 至 5／5 於圖書資訊大樓一、二樓舉辦「皇華書畫情～姜一涵作品特展」。
4／14（五）開幕當天上午十時於二樓多媒體教室舉辦開幕式，並邀請李秀華、紀乃石、蔡政
達、賴宗煙、鄒瑞騰等書法家於一樓大廳示範揮毫。此次特展之展出作品相當豐富，除了書法、
水墨畫、靜物描繪，還有瓷器畫的展示，歡迎有興趣的民眾前往參觀，共同欣賞大師級作品。
藝術中心本學期邀請資深書畫家姜一涵教授擔任首位駐校藝術家，讓校內師生近距離接觸
大師風範。姜一涵教授號青山，1926 年出生於山東昌邑，研究所畢業後，負笈美國二十餘年，
深入研究西方繪畫及理論，故其所作融中西之長，自成格局。著有「易經美學十二講」、「中國
書道美學隨緣談」、「元代奎章閣及奎章人物」、「石濤畫語錄研究」等書。曾任考試院典試委員、
教育部美育委員，並曾於東海大學、中國文化大學、與香港私立珠海書院任教。姜一涵的作品
兼融中西之長，在中國傳統基礎上，結合西方現代藝術思潮，其作品兼融中國的古典，加上西
方的浪漫，近年來專注於教學研究之餘，仍不斷創作。
另外，藝術中心也與本校人文社會學院於 5 月 12 日下午 2 點在文 A207 舉辦「易經美學講
座」，用深入淺出的方式講述如何將易經美學融於生活與藝術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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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2006／04／21（五） 19：30   地點：本校演藝廳
【漢霖魔兒說唱團】是國內第一個專業
說唱藝術團體，自 2001 年 1 月起以實驗性劇
團運作，經過三年醞釀、試探及修正，正式
立案於 2003 年 9 月。魔兒團的命名取自於英
文的「More！」要展現出這個團隊創造了更
多歡樂、更多學習、更多成長及更多可能性！
漢霖魔兒說唱團成立的目的是透過通俗易懂
的藝術，創造更多自我表達的通路和開拓欣
賞的親子人口。本次活動邀請了「天津中國
北方曲藝學校」優秀之第二代或第三代子弟同
台演出，除了欣賞海峽對岸年輕演員的功力
外，更展現台灣說唱藝術工作者親身投入曲校
進修學習後的成果，讓觀眾感受到藝術最純粹
的魅力！
晚上演出包含全新創作相聲：《愛可以找
人這麼說嗎？》、《賣你一個夢》、《我那個美麗
的大老婆》、《香蕉你個芭樂如何是好？》；傳
統經典賞析：《灶廚》、《酒令兒》、《買賣論》；
精選北方曲藝：快板書：《楊志賣刀》等，整場笑聲不斷，給東華學生一個快樂的夜晚。

東華校園電影院【那年陽光燦爛】影評講座－聞天祥

時間：2006／05／10（三） 18：30   地點：本校文一講堂
原文片名「我的朋友瑪秋卡」，背景設在
70 年代的智利，根據導演童年成長經驗改編
而成，透過孩子純真的眼光，貧富階級的對立
和殘忍的政治現實，都在沒帶批判的觀點下呈
現。對瑪秋卡和岡薩羅這兩個 12 歲的小男孩
來說，純真無邪的友情是跨越種族與階級的，
騎乘單車的瘋狂冒險，在甜甜煉乳中初嚐愛情
滋味，世界充滿著新奇的歷程與探索。然而兩
人天差地別的身分背景，真能在這紛亂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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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跨越不可抗拒之宿命嗎？此片深深刻劃出南
美人擁抱生命的力量！
藝術中心邀請著名影評人聞天祥先生，與
學生一起觀賞本片，之後針對本片的內容與影
片傳達的主題，跟學生進行心情分享與討論。
聞天祥先生更以專業影評人的角度，提供學生
觀看電影的方法，教導學生如何透過影片的聲
光影音與導演運鏡的手法，去瞭解影片所要傳
遞的訊息與要探討的議題。

印加古文明的熱情－玻利維亞安地斯樂團

時間：2006／05／19（五）19：00   地點：本校演藝廳
源自安地斯山區的印加音樂，是印地安民
族發自內心深處的聲音，傳唱千年的安地斯山
區古老民族流傳的歌曲，那充滿神秘與誘惑的
印加文明古國的熱情音樂，深深的打動人心。
團員皆來自於首都 La Paz，從 1990 年起，他
們便立志要在世界傳揚屬於南美洲的音樂與
地方文化。
這支由三個親兄弟所組成的傳統樂團，三
人所專長的樂器，包括了排笛、拉丁吉他、直
笛、拉丁打擊樂器等十幾種傳統高山族樂器；除此之外，三人演唱俱佳，加上精湛的和聲與絕
佳的默契，目前已成為玻利維亞、倫敦以及日本東京赫赫有名的一支隊伍。演出經歷相當豐富，
10 年來，曾為日本東京百年移民紀念大典演出，錄製無數張 CD，也在英國倫敦、西班牙、巴
西、美國、韓國有大型巡迴演出。除了經常在各國巡迴演出之外，三人同時也演電影，並為其
電影製作配樂。其演出內容是身著傳統服飾，演奏並演唱純正的南美樂曲，帶有舞蹈動作，曲
風活潑生動，是現在台灣本地看不到的表演，非常值得欣賞。

大巨人的百寶箱－杯子劇團

時間：2006／5／26（五） 19：30   地點：本校演藝廳

【劇情簡介】

豆豆、睿睿和卡卡這三個可愛的小朋友在樹下討論著明天班上所舉辦的說故事比賽，老師
規定說故事比賽要說有關大巨人的故事。小女生豆豆卻一點想法也沒有，想著想著就在樹下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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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了。夢中她遇到一個憨厚的大巨人有一個傳
家之寶【神奇的百寶箱】，擁有了這個百寶箱就
擁有了財富、智慧、魔法、美麗，等於擁有了
一切。
憨厚的大巨人遇到了一個壞心的女人，這
個女人騙走他的百寶箱。正義勇敢的豆豆遇到
傷心的大巨人，並知道了他的遭遇就決定去幫
他把百寶箱拿回來。在森林中遇到傳說中的彼
得潘，彼得潘決定幫大巨人和豆豆去要回百寶
箱……

【劇團簡介】

杯子劇團於民國 72 年成立，為國內唯一的
黑光幻妙劇團。劇中有時穿插配合不同的「偶」
的演出，以增強舞台及戲劇張力！將有趣生動
的劇情，配合創作音樂及良好燈光為訴求。因
此；杯子劇團風格多變，兼具教育與娛樂。
不管是大型舞台劇至小型手套偶劇，我們
都極用心在製作每一齣劇，編劇由劇團採創作
故事，加入兒童心理及教育心理與輔導，希望為台灣的孩子們雕刻一座藝術堡壘，給予孩子一
片寬廣的藝術空間，從而培養未來的主人翁走入生活藝術化、藝術生活化的境界。

讀舞～若隱若現代舞－婆娑舞集／靜力劇場

時間：2006／06／09（五）19：30   地點：本校演藝廳
藝術中心邀請花蓮在地藝文團體「婆娑舞集」和「靜力劇場」共同演出。
「婆娑舞集」國內唯一的女性現代舞團，
2001 年 9 月由文化大學舞蹈系畢業陳淑卿，號召
其餘同好五人所創立。名稱的由來，是源自於花
蓮為一處瀕臨婆娑之洋的美麗城鄉，處處可以起
舞，人人可為舞者，雖然每次創作的內容不同，
但學習的對象皆來自於大自然，風的吹動、海的
波動、樹的翻動，所有對自然的感受皆進入身體
內化後，再透過肢體舞動出來。「靜力劇場」致
力於陰陽之間平衡與互動的藝術，希望創造出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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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表演空間與可能，與大眾分享進出藝術大門的
真誠與自由。本著「因緣聚會、尊重專業與個體」
的方式，努力探索隱藏於生命體中的各種聲音、
色彩、精力、創意與相貌；更進一步發展出「豐
富、有機、會呼吸、充滿能量」的作品；讓「靜
力」源源不斷的流轉在觀眾與演出成員之間。
此次演出內容相當豐富，上半場介紹美國現
代舞流派，並透過示範演出，讓觀眾更容易了解
現代舞的演變，讓現代舞不再難懂有距離。下半
場則演出三位編舞家的作品，風格各有其特色：
「般鼓舞」（編舞者：孫慶瑛、音樂：史擷詠）
是漢代流行的歌舞，經現代編舞家富於新風貌；
「冥流之體」（編舞者：陳怡靜）經由舞者的流
動與光流、音流交會出豐富的空間層次；「颱風
板車」（編舞者：陳淑卿、音樂：畢杜、旁白：
方楚）舞碼的創意來源，源自於鄭愁予老師的詩
作，將颱風天裡推著板車的父子從詩作中跳脫出
來。
2006 春東藝風華系列活動一覽表

日期
4／14～5／5
4／21（五）19：30
5／8（一）19：00
5／9（二）19：00
5／10（三）19：00
5／11（四）19：00
5／12（五）14：00
5／19（五）19：00
5／26（五）19：30
6／9（五）19：30

活 動 名 稱
皇華書畫情：姜一涵作品特展
兩岸電力公司
十分鐘前：小號響起
十分鐘前：提琴魅力
那年陽光燦爛 VS 影評講座：聞天祥
純真 11 歲
易經美學講座
（與人文社會學院合辦）
印加古文明的熱情
大巨人的百寶箱
讀舞~若隱若現代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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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
圖書館
演藝廳
文一講堂
文一講堂
東華校園電影院
聞天祥
文一講堂
文一講堂
姜一涵
文 A207
波利維亞安地斯樂團 演藝廳
杯子劇團
演藝廳
婆娑舞集／靜力劇場 演藝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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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人獎項
單位
得獎同學
應數系
王穎婕
應數系
吳思潔
應數系
詹昱宏
應數系
顏宇俊
化學系
林佳儀
材料系
黃德安
二、團體獎項
物理系
物理系
資工系
劉適程
資工系
劉適程
劉適程、蔡政瑋
資工系 黃毓旬、蘇昱龍
江艾鈴
資工系 人工智慧實驗室
資工系 劉思源、王凱澤
陳裕豐、蕭惟中
林信孝、
資工系 戴嘉賢(LecXJosh
Studio)
電機系 陳炳宏、嚴振倫
電機系 趙博鈞、許筱妊

榮譽獎項
九十五年度健美錦標賽女子健身組不分級獲第四名
94 年度國科會大專生參與專題研究計畫-Boosting with
Inverse Fibonacci Steps
94 年度國科會大專生參與專題研究計畫-BAYES-Frequentist
Tests Revisited
94 年度國科會大專生參與專題研究計畫-研究網狀資料對羅
吉特迴歸模型的參數估計問題（1/2）
94 年度國科會大專生參與專題研究計畫
94 年度國科會大專生參與專題研究計畫研究創作獎（指導老
師：林育賢）
參與 2005「物理光耀世界」419 全球點燈活動，台灣獲得世
界第一名。(含附件)
2005 年德國紐倫堡國際發明金牌獎（指導老師：林信峰）
第二屆全國登峰創業營創新獎（指導老師/得奬人：林信峰）
第七屆台灣工業銀行創業大賽佳作（指導老師：林信峰）
2005 奧林匹亞電腦遊戲程式競賽象棋組亞軍（指導老師：顏
士淨）
2005 奧林匹亞電腦遊戲程式競賽六子棋組亞軍（指導老師：
顏士淨）
2005 4C 數位創作競賽─遊戲創作組 PC 類組程式技術獎（指
導老師：戴文凱，”CROSS HARMONIA"）
94 年全國大學院校積體電路設計競賽佳作獎（指導老師：翁
若敏）
94 年全國大學院校積體電路設計競賽佳作獎（指導老師：翁
若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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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榮譽榜
單位
電機系
電機系
材料系

得獎人
榮譽獎項
林法正教授 中國電機工程學會九十四年傑出電機工程教授獎
陳美娟教授 2005 年李國鼎青年研究獎
宋振銘教授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九十四年度吳大猶先生紀念獎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中文系

創英所

郝譽翔
郝譽翔
顏 納
陳慶函
顏 納
平怡雲
凌性傑
凌性傑
張以昕
陳宗暉
陳宗暉
童明昌
葉覓覓
廖律清
劉芷妤
林達陽
王威智
劉俊輝
廖律清
李儀婷
何亭慧
王君宇

中國時報 2005 開卷好書獎，作品：《那年夏天，最寧靜的海》
中央研究院95年度第2梯次獎勵國內學人短期來院訪問研究核
定名單
95 年度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大專學生參與專題研究計畫
95 年度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大專學生參與專題研究計畫
第 24 屆全國學生文學獎大專散文組佳作，作品：〈烈風．我父〉
2005 年青年文學會議優等獎
第一屆林榮三文學獎新詩二獎，作品：〈La dolce vita〉
94 年度教育部文藝創作獎新詩優選，作品：〈給那些男人（三
首）〉
第十八屆梁實秋文學獎散文創作類佳作，得獎作品：〈看!憂鬱
在跳舞〉
2005 年花蓮文學獎菁英組散文類首獎，作品：〈火車慢飛〉
2005 年花蓮文學講菁英組新詩類首獎。作品：〈跳火圈-車過達
基力〉
95 年大專運動會男乙組羽球雙打賽第三名
第十九屆聯合文學 短篇小說新人獎佳作，作品：〈窪地小姐〉
第十九屆聯合文學短篇小說新人獎佳作，作品：〈踏沙行〉
九十四年度教育部文藝創作獎劇本優選，作品：〈癩蛤蟆公寓〉
九十四年度教育部文藝創作獎 新詩優選，作品：〈婦人、賽後、
厭倦、雨前、培養、疑惑、承認〉
第四屆宗教文學獎散文組第一名，作品：〈蘆中遠望〉
第一屆林榮三文學獎散文二獎，作品：〈寬廣的世界〉
第四屆宗教文學獎小說第三名，作品：〈洞〉
第四屆宗教文學獎散文 評審推薦獎，作品：〈理〉
第一屆林榮三文學獎新詩決選，作品：〈美學〉
入選九歌出版社 94 年小說選，作品：〈漱口水的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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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嘉志
鄭佩芸
顏志穎
黃陞中
黃依茹
黃依茹
黃依茹
運休系
黃上真
王宇宸
張家宜
張家宜
汪旖文
汪旖文
汪旖文
汪旖文
陳泓仁
蕭新譽
蕭新譽、洪智盈
臨諮系 謝佩蓉、劉岳翰
張盛賓、黃競瑩
林烘煜教授指導

管理學院

系所 教授姓名 學生
財金系 蕭朝興
企管系 劉漢榆
指導 李姿瑩
企管系 林家五
指導 彭炎祺
企管系 池文海
指導 黃宇祥

94 年度教育部學校體育創意教具教材競賽教具組甲等獎、教材
組佳作
94 年度國科會大專學生參與專題研究計畫研究創作獎
95 年大專運動會混乙組羽球混合雙打賽第一名
95 年大專運動會男乙組網球單打賽第一名
95 年大專運動會女乙組游泳 200 公尺混合式第二名
95 年大專運動會 95 年大專運動會女乙組游泳 100 公尺蝶式第
二名
95 年大專運動會女乙組游泳 50 公尺蝶式第二名
95 年大專運動會女乙組跆拳道羽量級第三名
95 年大專運動會男乙組羽球雙打賽第三名
95 年大專運動會女乙組游泳 100 公尺蛙式第五名
95 年大專運動會女乙組游泳 50 公尺蛙式第六名
2005 年太魯閣國際馬拉松賽半程馬拉松女子組第一名
2006 統一校園鐵人盃挑戰賽三項女子組第一名
2006 統一盃鐵人三項女子組第二名
2006 國際鐵人三項精英賽女子組第三名
95 年大專運動會男乙組射箭個人賽第一名
95 年大專運動會圍棋錦標賽丙組冠軍
台灣心理學會第 45 屆年會壁報論文

主辦單位
獎項名稱
名次
中華民國管理科學學會 「呂鳳章先生紀念獎章」
「2005 ING 安泰管理碩士論 佳作
中華民國管理科學學會 文獎暨研討會」【一般管理】
「2005 ING 安泰管理碩士論
中華民國管理科學學會 文獎暨研討會」【人力資源管 佳作
理與組織理論】
「93 年度大專學生參與專題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研究計畫研究創作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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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啟斌 吳明儒 中華民國管理科學學會
指導
國企系 陳啟斌
指導 林良彥 台灣作業研究學會
郭晉安、
黃靜怡李
財政部賦稅署
會計系 方建興
指導 思敏、陳
妍婷陳盈
如
洪維湧、
劉昱劭李
中華民國資訊管理學會
資管系 許芳銘
指導 兆寅、林
信孝江育
勳
莊竣丞、
夏詠清費
資管系 陳偉銘
指導 彥霖、賴 中華民國資訊管理學會
雍智
國企系

原住民民族學院
單位

語傳系
族群所

指導教授

得獎同學

「2005 ING 安泰管理碩士論
文獎暨研討會」【作業、研究 佳作
發展與科技管理】
2005 台灣作業研究學會碩士 佳作
論文比賽
「二 00 五全國大專校際租稅 冠軍
演講挑戰賽」
2005 年「第十屆全國大專院
校資訊管理實務專題暨資訊 第三名
服務創新競賽」資訊應用組
（一）
2005 年「第十屆全國大專院
校資訊管理實務專題暨資訊 第一名
服務創新競賽」資訊應用組
（二）

獎項名稱
備註
教育部指導、國立教育廣
陳南君、蔡泰祥 播電臺主辦之第三屆「金 社區節目獎
林文鴻 聲獎 -- 校園廣播節目競
賽活動」
獎助五萬元
行政院客家委員會「全國 論文題目：
謝若蘭
彭尉榕 客家研究優良碩士論文」 原客通婚的族群邊界
與位階：地域、世代的
獎
比較分析
論文題目：
遠嫁似曾相識的他鄉
－廣東梅州客家女子
紀駿傑
林瑞珍 民主進步黨婦女發展部
「新移民論文研究獎」 於台灣南部客家庄的
生活

121

東
華
校
刊
榮譽
榜

高碧霞

央

論文題目：
民族學研究所 「I'cep」與「檳榔西
原住民訪 問 研 究 施」：檳榔對阿美族與
台 灣 社 會 文 化 符碼及
助
社會意涵之研究

中 研究院
「台灣
」研究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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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學年下學期暨 95 學年度上學期新進教師

系 所
資訊工程學系
電機工程學系
應用數學系
物理學系
財務金融學系
自然資源管理研究所
臨床與諮商心理學系
經濟學系暨
國際經濟研究所

職稱
助理教授
助理教授
助理教授
助理教授
助理教授
助理教授
助理教授
助理教授

歷史學系

助理教授

民族文化學系
族群關係與文化研究所
中國語文學系
運動與休閒學系
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

助理教授
助理教授
專案教師
專案教師
專案教師

語言中心

專案教師

姓名
葉家宏
賴寶蓮
吳賢財
謝耀慶
魏澤人
黃玉林
李文聖
許育誠
藍玉玲
尤素娟
陳元朋
蔣竹山
貝克定
盧玉珍
傅可恩
賴淑娟
林徐達
曾進歷
張嘉珍
張文馨
朱韻帆
楊淑馨
樂思哲
Andrew Bliss
白麥克
Michael Burton
宋子強
Kim W Saun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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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學歷
國立中正大學電機系博士
國立交通大學資訊科學所博士
國立成功大學電機系博士
國立中山大學電機系博士
美國加州大學數學系博士
德國哥廷根大學物理學博士
國立中央大學財務金融博士
國立台灣大學生態學與演化生物學
博士
美國華盛頓大學教育心理博士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健康經濟
學博士
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
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
美國哈佛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研究
所博士
美國紐約大學表演藝術哲學博士
美國密西西比州立大學社會學博士
美國密西西比州立大學社會學博士
美國普林斯頓人類學博士
銘傳大學傳播管理研究所碩士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系碩士
美國舊金山州立大學電影碩士
英國巴斯大學口筆譯研究所碩士
美國哈佛大學語言學碩士
美國聖約翰大學自由教育碩士
美國波士頓大學教育碩士
美國雪蘭多大學教育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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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位
電機工程學系
企業管理學系
生命科學系
生命科學系
應用數學系
國際企業學系
自然資源管理研究所
經濟學系
教育研究所
國際企業學系
化學系
應用數學系
應用數學系
經濟學系
教育研究所
化學系
企業管理學系
師培中心

95 年資深優良教師

姓 名
孫宗瀛
禇志鵬
吳宗正
邱紫文
謝思民
張國忠
夏禹九
溫英幹
高台茜
陳心怡
蘇宏基
吳建銘
吳菊芳
洪嘉瑜
張志明
陳清漂
陳筱華
羅寶鳳

職 稱
助理教授
教授
教授
教授
教授
教授
教授
教授
教授
副教授
副教授
副教授
副教授
副教授
副教授
副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教育人員服務獎章

連續任職至 94 年 7 月止
一等服務獎章
（服務屆滿三十年）
二等服務獎章
（服務屆滿二十年）
三等服務獎章
（服務屆滿十年）

姓

獎勵年屆
30 年
10 年
10 年
10 年
10 年
10 年
10 年
10 年
10 年
10 年
10 年
10 年
10 年
10 年
10 年
10 年
10 年
10 年
名

楊隆義副教授
邱紫文教授、陳若璋教授、張璉副教授
陳俊良教授、紀新洲副教授、吳秀陽副教授
戴文凱副教授、褚志鵬教授、簡雪芳副教授
洪坤教授、陳紫娥教授、李娓瑋副教授
林烘煜副教授、朱景鵬教授、李再立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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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服務獎章

連續任職至 94 年 12 月止
二等服務獎章
（服務屆滿二十年）
三等服務獎章
（服務屆滿十年）

姓

名

劉文玲護理師
呂靜美組員、李惠玲組員、董光輝組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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