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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                

課務組 
◎98 學年重要業務 
一、完成業務相關系統建置及增加網頁線上服務功能，提供師生更有效率的電子化服務： 

（一）教師授課時數及超授鐘點查詢系統：提供專兼任教師查詢 98 學年度起的資料。 
（二）2010 新版教學評量查詢系統：提供全校教師查詢 98 學年度的評量明細及、92 學年

度迄今的分數列表資料，以作為自我教學診斷及調整之依據。 
（三）學生停修課程網路申請及列印服務：可線上點選停修課程並列印，俟課務組處理結

束後可於線上個人課表查詢結果。 
（四）教師請假系統：新增教師線上填寫調補課申請單服務，完善行政服務。 
（五）增加課規科目修別等資料查詢欄位及課程資料查詢匯出（增加英文版及學程類別）

等更便利之介面功能。 
（六）整合兩校區網路選課系統，自 98 學年度起全校學生使用同一選課平台進行選課，且可

依個人興趣及意願跨校區、跨院及系所選修課程。 
二、課務相關法規配合相關法令及實際需求及運作機制完成修正： 

（一）教師教學評量追蹤輔導辦法。 
（二）學生教學評量分數計算辦法。 
（三）學生申請停修課程辦法。 
（四）博士班碩士班研究生學位授予辦法。 
（五）教師授課時數核計辦法。 
（六）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 
（七）選課須知。 
（八）教學優良教師遴選與獎勵辦法。 

三、配合 99 學年度系所整併，在資網中心協助下完成課程規劃表編輯系統架構修改。 
四、依據「教師教學評量追蹤輔導辦法」規定彙算完成統計，98-1 應追蹤輔導教師 13 人次、98-2

應追蹤輔導教師 16 人次，相關資料密送各學院（含共教會）及教學卓越中心，運用各項對

應輔導的措施或方式，積極地給予評量欠佳教師適當的關懷與輔導，從而提升教學的品質

與效果。 
五、98 學年度優良教師遴選，有 5 位教師獲選為校級「教學特優教師」、49 位獲選為院級「教

學優良教師（理工學院 13 位、管理學院 7 位、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8 位、原住民民族學院 3
位、環境學院 3 位、藝術學院 3 位、花師教育學院 6 位、共同教育委員會 6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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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完成 99 學年度各院、系、所課規審查，並繪製各學院學程架構圖，同步上網供查閱。 
七、98 學年度規劃設置 20 個跨領域學程（含 6 個全英語授課學程），98-1 學期修課人次達

5,104 人次，98-2 學期修課人次達 2,768 人次。 
八、彙編課務相關常見問題，並置掛於教務處網頁讓學生及校外人士遇有課務問題時能隨時上

網獲得所需訊息。 
九、為加強網路選課輔導服務，提供新生「選課指引」及網路選課系統操作說明簡報檔置掛教

務處網頁加強宣導，並轉知各學系辦理選課說明會配合輔導。 

◎99 學年業務重點 
一、贅續協調各開課單位解決選修衝堂配套措施，將各院基礎學程課程安排在固定通識共同時

段，並預作 100 學年度新校舍院區落成後上課教室及空間規劃分配，以利排課期能增加學

生選課或跨修的彈性。 
二、為落實課程定期檢討與鼓勵跨選機制，除提供學程選修人數狀況、校友意見與雇主回饋資

訊的調查與分析外，並配合教學卓越中心課程改革案例分享，請各院、系及各級課程委員

會參考並檢討改進課程。 
三、配合教學卓越中心請各系所繼續規劃增加職場實習訓練課程或安排至業界實（見）習的機

會，以提升學生就業競爭力，並依上課實際狀況核計教師授課時數。 
四、以「顧客導向服務」理念繼續提升網路選課的自動化與健全課程資料庫，改進選課制度、

簡化流程並強化選課輔導。 
五、為完善學生基本能力指標檢核機制，使各系所開設之課程能與系教育目標及專業能力之培

養相結合，預定 100 學年度起全面推動新版課程大綱及教學計畫表【課程目標與系教育目

標或專業（基本）能力對應鏈結關係】網路填寫及上傳系統，以期課程大綱於學生初選前、

教學計畫表能於開學前上網率達 100%。 

註冊組 
◎98 學年重要業務 
一、各項學生人數統計如下： 

學制別

學生人數 
博士班 
17 所 

碩士班 
51 所 

碩士專班 
15 所 

學士班 
38 學系 合 計 

在學人數 367 2,394 810 6,860 10,431 
畢業人數 31 683 239 1487 2,440 

二、本組於 98 學年度第 1、2 學期各提供大學部學生因學業成績未達 2.0 者、研究所學生成績未

達 2.7 者（含累計 2 學期不及格）之詳細名單予各系所、教學卓越中心學生學習輔導組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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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諮商輔導中心加強輔導。 
三、本組逾 98 年 8 月 6 日起依規定寄發新生及新入學轉學生，並製作新生國際學生證合計 2,757

張。 
四、98 學年度上學期完成註冊在學人數全校共計 10,431 人（10 月 15 日基準日），下學期完成註冊

在學人數全校共計 10,021 人（3 月 15 日基準日）。 
五、98 學年度學業成績更正案，各於第 1、2 學期召開「教務規章暨學業成績更正審議委員會」

審查，並列入教務會議提案，請  委員審議後通過成績更正。 
六、上學期學業成績分析資料，本組各已於每學期以 E—MAIL 方式通知各學院、系、所、學位

學程之主管自行至本校首頁／教職員／熱門連結右下方之「學生學習檔案查詢」下載。 
七、核發研究生獎學金（RA），本校 98 學年度上學期核發 15,640,866 元、下學期核發 16,589,623

元，98 學年度 RA 獎學金共發給 32,230,489 元。 
八、依「獎勵東部（宜花東）高中優秀新生入學辦法」第四條第一款規定，98 學年度學士班

新生學科能力測驗超過 60 級分者共 2 名，會計系 1 名、國企系 1 名，本組提供名單予學務

處辦理兩位同學 98 學年度免繳全額學雜費。 
九、為獎勵本校應屆畢業生留校升學，特訂定「優秀學生留校升學獎勵辦法」。本校大學部

應屆畢業生在學前三年成績為該系前百分之十且經甄試或入學考試正取本校碩士班者，在

學前兩年每學年得申請獎學金五萬元。本校碩士班學生經甄試正取或獲准逕行修讀博士學

位者，在學前三年每學年得申請獎學金六萬元。98 學年度因本辦法受惠者計有碩士班 23
名，博士班 25 名。 

十、98 學年度新開發「學生申請學分抵免系統」已於 8 月 12 日開放使用，學生於線上申請

後列印申請書併同成績單繳交至系所審核，各系所審核後於系統登錄審核結果並送至教務

處註冊組轉請教務長核定，再由註冊組於系統設定同意抵免科目、學分數帶入成績單，98
學年度全學年止計有 298 位學生上網申請抵免，本項系統開發後，增進行政效能並減輕行

政人員業務。 
十一、配合課程學程化由本校資訊與網路中心開發之本校「智慧型畢業初審系統」98 學年度起

開始啟用，壽豐校區 935 名畢業生共 419 名選擇 96 學年度學程化，「智慧型畢業初審系

統」提供同學各主修、專業選修、副修、第二主修各學程及通識各領域等明確的已修科

目、學分數及未修之科目學分等，另各系的等同、採記科目學分等，對於同學、系所同

仁及教務處同仁均很方便使用，本校行政資訊系統支援行政又一力作。 
十二、學程化課規推行後，98 學年度壽豐校區畢業生擇舊課規共 516 人，其中修畢學程，第二

主修共 1 人，副修學程共 4 人，專業選修共 36 人，統計表如下（依學生所屬系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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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名稱 學生所屬系所 第二主修 副修 專業選修 

歷史學系   8 
人文科學學院 

臨床與諮商心理學系  1  

民族文化學系 1  17 
原住民民族學院 

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  1  

生命科學系   1 
理工學院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1 

財務金融學系  2 4 

國際企業學系   1 

會計學系   3 
管理學院 

資訊管理學系   1 

  總計：（人） 1 4 36 

十三、98 學年度壽豐校區選擇新劌學程化畢業共 419 人，各項主、副修、第二主修統計如

下：（副修及第二主修為外系學生修讀該系人數） 

學院名稱 學系（學程）名稱 主修 副修 第二主修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院基礎  23  

中國語文學系 13  2 

英美語文學系 1   

經濟學系 3   

歷史學系 34 1  

人文科學學院 

臨床與諮商心理學系 12   

原住民民族學院院基礎  3  

民族文化學系 11 1  

民族社會工作學位學程   6 
原住民民族學院 

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 15 6  

化學系 9   
理工學院 

生命科學系 1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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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名稱 學系（學程）名稱 主修 副修 第二主修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45   

物理學系 6   

資訊工程學系 21 2 2 

電機工程學系 55  1 

 

應用數學系 5   

企業管理學系 42 15 1 

財務金融學系 22 17 2 

國際企業學系 50 2  

會計學系 42  2 

管理學院 

資訊管理學系 22 1  

  總計：（人） 419 72 16 

◎99 學年業務重點 
一、改進學生成績排名系統：目前學生成績系統無法查詢列印學生每學期、學年及歷年之學業

成績排名在該班級之名次及百分比，需要同仁另行將全班每學期、學年或歷年名次表印出

後轉交系上或學務處等提供給學生查詢或申請獎學金使用，名次證明需要另行開製有所不

便，因此請資網中心協助更改成績相關系統，俾便提供同學、校友查詢、列印。 
二、智慧型畢業初審系統功能強化：智慧型畢業初審系統 98 學年度首次使用後，有些功能尚未

完善，因此由註冊組召集資網中心校務系統組及系所同仁開會討論並研擬改進方案，以利

99 學年度畢業同學、系所及教務處同仁使用。 
三、為迎接美崙校區於 100 學年度搬遷至壽豐校區，兩校區註冊組整合作業，已先行規劃辦公

室位置及 OA 辦公隔屏、家具等，預計 99 學年度第一學期完成各同仁辦公位置、家具配置

等，第二學期規劃搬遷物品、學籍冊放置地點等，以期搬遷作業順利完成。 

出版組 
98◎ 學年重要業務 

一、文宣類 
（一）招生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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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東之皇華：99 年 10 月出版東之皇華（學校簡介）一冊。 
2.學系簡介摺頁：99 年 7 月印製完成。 
3.學程及校園資訊摺頁：99 年 7 月印製完成。 
4.碩博班簡介摺頁：99 年 10 月印製完成。 
5.學校簡介英文版光碟：99 年 9 月製作完成英文字幕與旁白。 
6.研究所招生海報：99 學年研究所招生海報於 98 年 12 月底前印製完成，並於寒假

前寄發至全國大專校院。 
（二）刊物 

1.東華學術通訊：第 54、55 期於 98 年 10 月、99 年 9 月出刊。 
2.東華校刊：98 年 12 月出版第 15 期東華校刊。 

（三）廣告 
本校於 99 年 9 月刊登 Cheers 雜誌「2011 年最佳研究所指南」特刊、遠見雜誌「2011
遠見熱門研究所指南」特刊各一彩色單頁學校形象廣告，相關工作已執行完畢。 

二、活動類 
（一）大學博覽會 

1.99 年 7 月由時報國際廣告公司主辦（南北兩區），本校參加台北場。 
2.文宣品：各學系提供之簡介、全校學系簡介摺頁、學程與校園資訊摺頁。 
3.紀念品：L 型資料夾。 
4.解說員：由各院依名額推派。 

（二）研究所博覽會 
1.98 年 10 月由臺灣知識庫主辦（僅辦北區）。 
2.文宣品：各碩博班提供之簡介、全校碩博班簡介摺頁、東華校園資訊摺頁。 
3.紀念品：L 型資料夾。 
4.解說員：由各院依名額推派。 

（三）高中校園宣傳活動 
1.高中校園升學博覽會 
（1）98.10.17--「國立華僑實驗高中」升學博覽會宣傳活動。 
（2）98.10.28--「國立武陵高中」升學博覽會宣傳活動。 
（3）99.04.23--「國立師範大學僑生先修部」升學博覽會宣傳活動。 
（4）99.10.16--「國立華僑實驗高中」升學博覽會宣傳活動。 

2.「名師出馬」宣導活動 
（1）98.10.02--「高雄市立中山高中」演講活動，會計系林穎芬主任。 
（2）98.10.02--「台北市立陽明高中」演講活動，資工系彭勝龍教授、李官陵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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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8.11.04--「國立基隆高中」，中文系許又方主任。 
（4）98.12.10--「國立蘭陽女中」，財金系呂進瑞教授、國企系欒錦榮教授。 
（5）99.02.02--「宜蘭縣私立慧燈高中」，自資系夏禹教授、張世杰教授。 
（6）99.10.29--「內湖高中」演講活動，自資系夏禹教授、許育誠教授、陳毓昀教

授。 
（7）99.10.29--「基隆女中」演講活動，生科系翁慶豐主任。 
（8）99.11.09--「華江高中」演講活動，台灣系張瓊文教授。 
（9）99.11.11--「永春高中」演講活動，台灣系張瓊文教授。 
（10）99.11.12--「內壢高中」演講活動，自資系夏禹教授、吳海音主任、劉瑩三教

授。 
（11）99.11.19--「內壢高中」演講活動，民社系高民民教授 
（12）99.12.10--「松山高中」演講活動，企管系褚志鵬主任 
（13）99.12.15--「員林高中」演講活動，財金系侯介澤教授 
（14）100.3.25--「員林高中」演講活動，未定。 
（15）100.04.22--「新店高中」演講活動，中文系王文進教授。 

三、招生策略規劃類 
（一）99.03.12 協助招生策略規劃小組辦理「招生策略研討會」。 
（二）99.05 協助本校「菁英入學獎學金」、「獎勵東部學生入學獎學金」辦法修訂。 

四、網頁管理、建置類 
（一）教務處網頁維護及頁面內容更新。 
（二）教務處伺服器管理及聯繫維護業務。 

五、海外招生類（99 學年新增業務） 
（一）本校已於 7 月 16 至 22 日赴馬來西亞參加「2010 年馬來西亞台灣高等教育展」。 
（二）本校已於 8 月 25 至 31 日赴蒙古參加「2010 年台灣高等院校蒙古聯合招生說明會」。 

9◎ 9 學年業務重點 
一、文宣類 

（一）招生宣導 
1.英文簡介：預計 99 年 12 月印製完成。 
2.東之皇華：100 學年度之東之皇華（學校簡介），將於 99 年底做規劃，預計 100 年

2 月間進行發文邀稿，100 年 5 月出版。 
3.學系簡介摺頁：將於 100 年初做規劃，預計 100 年 4 月間進行發文邀稿，100 年 7
月印製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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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學程及校園資訊摺頁：預計 100 年 7 月印製完成。 
5.碩博班簡介摺頁：預計 100 年 8 月間進行發文邀稿，100 年 10 月印製完成。 
6.研究所招生海報：100 學年研究所招生海報預計 99 年 11 月中旬彙整、確認各項招

生考試之訊息、資料，期能於 99 年 12 月中完成設計完稿工作，並於 99 年 12 月

底前印製完成，於寒假前寄發至全國大專校院。 
（二）刊物 

1.東華學術通訊：第 56 期預計於 99 年 12 月出刊。 
2.東華校刊：第 16 期東華校刊將於 99 年 12 月出版。 

（三）廣告 
由於各學院特色不同，本校媒體廣告分為校、院、系所三級，全校性的形象廣

告或招生廣告由教務處執行，而各學院及所屬系所特色與招生目標等訴求，則交由

各所屬單位分層負責，以彰顯各學院、各系所之特色。 
二、活動類 

（一）大學博覽會與研究所博覽會 
視明年度主辦單位來文，經鈞長評估決定參加後，開始進行預算規劃、報名及參與

協調會議、現場攤位佈置規劃、學校生活資訊及升學資訊彙整、招募解說工作人員

等工作。 
（二）高中校園宣傳活動 

1.持續執行「高中校園升學博覽會」。 
2.持續進行「名師出馬」宣導活動。 

三、網頁管理、建置類（99 學年業務擴增） 
本組正進行以下網頁之更新 
（一）教務處網頁； 
（二）未來學生網頁； 
（三）國際學生網頁之資料建置與更新維護； 
（四）「國際學生中心」網頁製作； 
（五）「東華人」（未來學生網頁內之小單元）拍攝計畫之相關工作。 

四、海外招生類（99 學年新增業務） 
（一）本校已於 10 月 7 日至 14 日赴印尼參加「台灣高等教育展」。 

展上共計 62 名學生於現場填寫申請表格，其中 46 位經本校校長及教務長面試後給

予入學許可及獎學金。 
（二）本校將於 11 月 21 日至 26 日赴泰國曼谷參加「台灣高等學校教育暨招生說明會」。 

五、國際學生中心（99 學年新增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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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提升本校國際化指標，教務處自 99 學年起積極推展外籍生相關業務。 
（二） 分析目前在校之 21 名外籍生，其中一半為印度籍理工學院博士生，顯示出本校在其

他專業領域仍有相當大的發展空間。外籍生資料如下： 
no 姓  名 性別 系所 年級 國籍 
1 李秀貞 女 國企系 1 印尼 
2 林潔珊 女 華文系 3 馬來西亞 
3 黃愛玲 女 華文系 2 馬來西亞 
4 MICHAEL BARRY JOHNSON 男 英美系 2 英國 
5 葉凌志 男 觀遊系 2 馬來西亞 
6 關永輝 男 電機系 1 馬來西亞 
7 賴思傑 男 自資系 1 美國 
8 張瑜玲 女 諮臨系 1 馬來西亞 
9 安井千穗 女 族文系 1 日本 
10 AJAM CHAND SHAIKH 男 化學系 6 印度 
11 KALIYAPPAN MURUGAN 男 化學系 4 印度 
12 VELMURUGAN BHARATHKUMAR 男 生科系（博） 4 印度 
13 SUBRATA CHAKRABORTY 男 化學系 3 印度 
14 MARTHANDAM ASOKAN SHIBU 男 生科系（博） 3 印度 
15 RAMALINGAM BOOBALAN 男 化學系 2 印度 
16 ANGAMUTHU VENKATACHALAM 男 化學系 2 印度 
17 RANJIT ANANDRAO PATIL 男 物理系（博） 2 印度 
18 ASHISH CHHAGANLAL GANDHI 男 物理系（博） 2 印度 
19 THIYAGARAJAN VARADHARAJAN 男 生科系（博） 1 印度 

20 MEENATAI JAGANNATH 
SURYAVANSHI 女 物理系（博） 1 印度 

21 馮清平 男 企管系 1 越南 

（三）經今年赴東南亞及蒙古招生之經驗，已商請各院規劃出重點英文授課學程，有助於

在各類海內外招生活動中宣傳。 
1.Finance 
2.International Business 
3.Business Administration 
4.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5.Counsel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6.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7.Education and Multidimensional Human Development/Curriculum  Design and 

Human Potentials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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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Indigenous Cultures/Ethnic Relations and Cultures 
9.Environmental and Ecological Studies/Natural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Studies 
10Asia-Pacific Studies/Taiwan and Regional Studies 

（四）為達外籍生人數目標（如下表），本中心現階段工作重點︰ 
學年度 目標外籍生在校人數 備  註 

99 21 + 20 目前在校 21  春季新生 20 
100 105 在校生 35  秋季新生 40  春季新生 30 
101 200 在校生 100 秋季新生 60  春季新生 40 

1.外籍學生招生及申請作業整合。 
（1）整合中英授課課程資訊︰協調提供完整課程資訊吸引目標外籍學生前來我校

就讀。 
（2）持續參加海外招生展︰視明年度主辦單位來文，經鈞長評估決定後參加，開

始預算規劃、報名及參與協調會議、現場攤位佈置規劃、邀請教授參與、學

校生活資訊及升學資訊彙整。 
（3）改進申請流程︰簡化申請流程，建構線上申請系統及後續資料庫之建立與維

護以吸引外籍生申請。 
2.外籍新生報到、註冊、入學等資料彙整、更新。 
（1）編製外籍生手冊，提供外籍生對在台生活所需之各項資訊。 
（2）每學期初舉辦外籍生入學新生歡迎會，建立外籍生在東華之 networking，促

進外籍生間的連絡以及對行政資源的認識。 
3.修訂外籍生相關法規、辦法之條文內容。 
（1）國立東華大學外國學生入學辦法 
（2）國立東華大學獎勵外籍生就讀本校辦法 

研發處                

學術交流組 
◎98 學年重要業務 
一、辦理 98 年度交換學生出國甄選，含韓國、捷克、美國 SIT、夏威夷、大陸吉林大學、南京

理工大學、四川大學等 18 校交換學生。 
二、招收來自捷克 UHK、吉林大學、東北林業大學、東北大學、四川大學、蘭州大學、廈門大

學等 10 校約 76 名交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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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協助辦理國際學術交流活動—吉林大學北國風情冬令營、東北大學、復旦大學、廈門大學、

四川大學文化考察團等學生交流活動。 
四、與日本立教大學、瑞典 Gotland University、美國 Southern New Hampshire University、印度

Shivaji University、美國 NEXTRANS center, Purdue University、德國 University of Siegen、
大陸地區復旦大學、四川大學、西南民族大學簽署學術交流合約。 

五、接待美國 Southern New Hampshire 大學、波蘭姐妹校 Opole University 藝術學院 Dr. Aleksandra 
Janik、日本秋田縣立大學徐粒教授蒞校訪問、大陸地區、復旦大學、溫州大學、煙台大學、

北京郵電大學、吉林大學、「兩岸一甲子研討會」代表團、浙江大學黨委副書記團、「2009
兩岸名校事務部門負責人研討會」代表團、蘇州大學校務發展團、西南民族大學、華東師

範大學金融與統計學院、華僑大學、吉林大學、浙江大學學務團、蘭州大學民族學院、重

慶大學副校長、華東師範大學音樂團、高校港澳台辦團、蘭州大學副校長、東北大學、重

慶大學藝術團、蘇州大學暑期學生團至本校參觀訪問。 
六、外出參訪：98 年 8 月張副校長瑞雄赴南京及華東師範大學參訪、98 年 9 月黃校長與海生

所宋秉鈞教授赴青島參加「海峽兩岸大學校長會議」、99 年 3 月黃校長率團赴大陸地區參訪

華東師範大學、復旦大學、蘇州大學、99 年 4 月管理學院吳院長中書率團赴大陸地區參訪

華東師範大學金融與統計學院。 
七、辦理教育部 98 年度「國內大學校院選送學生赴國外研修作業計畫」。 
八、98 年 9 月辦理「當阿里山遇見長白山：以舞會友」原住民民族學院舞團至大陸東北三省巡

演。 
九、協辦國科會國合處業務說明會東區場次。 

◎99 學年業務重點 
一、辦理 99 年度交換學生出國甄選，含韓國、捷克、美國 SIT、夏威夷、大陸吉林大學、南京

理工大學、四川大學等 20 校交換學生。 
二、招收來自捷克 UHK、吉林大學、東北林業大學、東北大學、四川大學、蘭州大學、廈門大

學等 13 校約 90 名交換生。 
三、協助辦理國際學術交流活動—吉林大學北國風情冬令營、東北大學、復旦大學、廈門大學、

四川大學文化考察團等學生交流活動。 
四、與蒙古 Global Leadership University 簽署學術交流合約；與吉林大學、東北大學、華東師範

簽署雙聯學制。 
五、接待大陸地區南京理工大學教務團、浙江大學、上海東華大學、東北林業大學、華東師範

大學至本校參觀訪問。 
六、外出參訪：99 年 8 月張副校長瑞雄及蕭研發長朝興至東北大學、天津大學、南開大學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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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年 9 月理工學院林院長率團至大陸地區華東師範大學參訪、蘇州大學、南京理工大學、

99 年 12 月黃校長及研發長赴東北地區大學參訪。 
七、辦理教育部 99 年度「國內大學校院選送學生赴國外研修作業計畫」。 
八、100 年辦理「以舞會友」原住民民族學院舞團至大陸巡演。 

學術服務組 
◎98 學年重要業務 
一、學術研究 

（一）98 年度國科會研究計畫案核定通過共計 246 件。 
（二）98 年度建教合作計畫案共計 89 件。 
（三）98 年度專利與技術移轉案件申請 5 件。 

二、推廣教育 
（一）學分班 

1.管理碩士學分班─產投計劃人力資源管理研討班：27 人次。 

2.管理碩士學分班─產投計劃生產計畫與排程班：18 人次。 
3.管理碩士學分班─產投計畫─創新與技術策略碩士學分班：15 人次。 
4.管理碩士學分班─產投計畫─新產品開發碩士學分班：15 人次。 
5.98-1 企業管理碩士學分班─花蓮班：44 人次。 
6.98-1 國際企業碩士學分班─板橋班：26 人次。 
7.98-1 社會工作學士學分班：163 人次。 
8.98-2 企業管理碩士學分班─台北班：33 人次。 
9.98-2 企業管理碩士學分班─花蓮班：27 人次。 
10.98-2 國際企業碩士學分班─板橋班：48 人次。 
11.98-2 社會工作學士學分班：180 人次。 
12.98-3 企業管理碩士學分班─台北班：66 人次。 
13.98-3 企業管理碩士學分班─花蓮班：108 人次。 

14.98-3 國際企業碩士學分班─板橋班：68 人次。 
15.98-3 國際企業碩士學分班─花蓮班：31 人次。 
16.98-3 社會工作學士學分班：160 人次： 

（二）非學分班 
1.產學專班─造紙工程學：27 人次。 
2.產學專班─造紙濕端化學：27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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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8-1 韓國語言與文化研習班：14 人。 
4.98-2 韓國語言與文化研習班：21 人。 
5.98-3 韓國語言與文化研習班：11 人。 

◎99 學年業務重點 
一、學術研究 

（一）99 年度國科會研究計畫案核定通過共計 265 件（統計至 99.10.1 止）。 
（二）99 建教合作計畫案共計 76 件（統計至 99.10.1 止）。 

二、推廣教育 
（一）學分班 

1.管理碩士學分班─產投計畫─領導行為與效能研討碩士學分班：開班中。 
2.99-1 企業管理碩士學分班─花蓮班：26 人次。 
3.99-1 企業管理碩士學分班─台北班：15 人次。 
4.99-1 國際企業碩士學分班─板橋班：32 人次。 
5.99-1 社會工作學士學分班：開班中。 

（二）非學分班 
1.「紙張性質學」非學分班：開班中。 
2.韓國語言與文化研習班：開班中。 

綜合企劃組 
◎98 學年重要業務 
一、辦理 97 年度上半年系所評鑑之後續自我改善作業及追蹤評鑑事宜。 
二、進行「國立東華大學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書—99 學度至 103 學年度」相關作業。 
三、辦理「100 年度校務評鑑」前置作業。 
四、完成教育部補助 98 年「購置教學研究相關圖書儀器及設備計畫」執行及結案。 
五、申請及執行教育部「優質人力促進就業計畫」，含方案 7「大專校院研究人才延攬方案」、方

案 8「大專校院教學、職涯輔導及專案管理人力增能方案」及方案 9「大專校院遴聘業界專

業教師方案」。 
六、學術研究獎助執行情況：東華學術獎（從缺）、新進教師學術獎（獲獎 2 人）、研究績效獎

勵（獲獎 273 人）。 

◎99 學年度業務重點 
一、辦理「100 年度大學校務評鑑」。 



東  

華  

校  

刊   

學
校
近
況 

 

 
17

二、完成「國立東華大學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書—99 學年度至 103 學年度」。 
三、申請並執行教育部補助 99 年「購置教學研究相關圖書儀器及設備計畫」。 
四、申請並執行教育部補助「國立東華大學健全發展計畫」。 
五、9 月中旬起辦理研究頂尖人才（特聘一級教授、特聘二級教授與研究優良教授）遴選與審議。 
六、預計於 10 月起開始受理「東華學術獎」、「新進教師學術獎」與「東華傑出教授榮譽獎」等

獎項的申請。11 月起辦理「研究績效獎勵」相關事宜。 
七、持續執行教育部「優質人力促進就業計畫」，含方案 7「大專校院研究人才延攬方案」、方案

8「大專校院教學、職涯輔導及專案管理人力增能方案」及方案 9「大專校院遴聘業界專業

教師方案」並辦理結案事宜。 

學務處                

生活輔導組 
◎98 學年重要業務 
一、壽豐校區： 

（一）98 學年度壽豐校區住宿人數共計 1,961 人（研究所男生 185 人、女生 113 人；大學

部男生 864 人、女生 799 人）。 
（二）實施 98 學年度學生宿舍自治服務委員會幹部選舉及訓練，參與學生人數計 50 人。 
（三）98 學年度宿舍辦理活動共 25 項，總計參加人次 3,970 人次。 
（四）辦理 98 學年度校外租屋博覽會，計有房東 20 員、同學約 400 餘人次參與。 
（五）辦理 98 學年度校外租賃法律講座二次，參與學生第一次為 91 人、第二次（納入大

學入學面面觀課程）為 280 人，合計 371 人次。 
（六）辦理 98 學年度星光班代座談會上下學期共 2 次，參加之各系所班代合計 213 人次。 
（七）執行 98 學年度校外租賃及租屋環境調查，計輔訪房東 110 名，戶數為 120 戶，總房

間數為 2,341 間，輔訪學生計 545 人次。 
（八）辦理 99 年度預官報名，報名人數總計 236 人。 
（九）辦理防治濫用藥物教育宣教活動，參與學生合計 326 人。 
（十）辦理 98 學年度交通安全講座 2 場次，參與學生合計 334 人。 
（十一）辦理 98 學年度智慧財產權宣導講座 2 場次，參與學生合計 136 人。 
（十二）辦理 98 學年度校園安全宣導座談 6 場次，參與學生合計 180 人。 
（十三）辦理 98 學年度校長有約座談 6 場次，參與學生合計 278 人。 
（十四）辦理 98 學年度新生報到暨防震防災演練，參與新生 1,163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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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崙校區： 
（一）98 學年度美崙校區住宿人數共計 1,452 人（研究所男生 32 人、女生 64 人；大學部

男生 388 人、女生 968 人）。 
（二）實施 98 學年度學生宿舍自治服務委員會幹部選舉及訓練，參與學生人數計 37 人。 
（三）98 學年度宿舍辦理活動共 5 項，總計 3,215 人次參加。 
（四）辦理 98 學年度新生報到暨防震防災演練，參與新生 612 人次。 
（五）實施 98 學年度學生 CPR 急救訓練，參與學生合計 196 人。 
（六）辦理 98 學年春暉專案宣導共 10 次，宣教學生計 1,656 人次。 
（七）辦理 98 學年度校外租屋展覽會，計有房東 20 員、同學 250 人次參與。 
（八）辦理 98 學年度校外租賃崔媽媽法律講座，參與學生合計 65 人。 
（九）執行 98 學年度校外租賃訪視輔導上下學期共訪視租屋數共 105 戶，共訪視學生人數

460 位。 
三、各項行政業務執行成效如下︰ 

98 學年度執行情形 
業務名稱 

壽豐校區 美崙校區 

學雜費減免申請

1.第 1 學期減免 677 人，金額共計

12,612,364 元。 
2.第 2 學期減免 606 人，金額共計

11,289,556 元。 

1.第 1 學期 361 人，金額共計 6,239,858
元。 

2.第 2 學期減免 361 人，金額共計

6,142,993 元。 

校外獎學金申請

（含美崙校區）

1.第 1 學期辦理 99 項，提供服務計 364 人次，獲獎金額 286 萬 4 仟元整。 
2.第 2 學期辦理 71 項，提供服務計 358 人次，獲獎金額 165 萬 7 仟元整。 

原住民獎助學金

（含美崙校區）

1.第 1 學期原民會獎學金 15 人、一般工讀助學金 30 人、低收入戶工讀助學

金 7 人，金額共計 102 萬 9 仟元整。 
2.第 2 學期原民會獎學金 15 人、一般工讀助學金 33 人、低收入戶工讀助學

金 13 人，金額共計 124 萬 2 仟元。 

莫拉克颱風受災

學生就學補助

（含美崙校區）

1.核發生活補助費 16 人，計 57 萬 6 仟元整元。 
2.核發傷亡補助費 1 人，計 2 萬元。 
3.核發急難補助費 55 人，計 43 萬 5 仟元。 
4.上三項補助計 72 人，核發金額計 103 萬 1 仟元整。 

學生急難救助
1.輔導申請學生急難救助金共計 41 人，總計金額 194,000 元（二校區）。 
2.學產基金共計 16 人，總計金額 280,000 元（二校區）。 

共同助學措施

（中低收入學生

獎助學金補助）

補助中低收入學生獎助金 284 人，補

助金額 3,962,500 元；低收入住宿全

免補助達 34 人次，補助 222,800 元，

總計補助金額 4,185,300 元。 

補助中低收入學生獎助金 292 人，補

助金額 4,188,500 元；低收入住宿全免

補助達人 15 次，補助 82,500 元，總計

補助金額 4,271,5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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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學年度執行情形 
業務名稱 

壽豐校區 美崙校區 

書卷獎頒發 

1.97 學年度第 2 學期獲獎 166 人，頒

發獎學金 56 萬 9 仟元整。 
2.98 學年度第 1 學期獲獎 233 人，頒

發獎學金 76 萬 9 仟元。 

1.97 學年度第 2 學期獲獎 109 人，頒發

獎學金 40 萬 8 仟元整。 
2.98 學年度第 1 學期獲獎 141 人，頒發

獎學金 52 萬 2 仟元。 

工讀金 98 年申請工讀 6,258 人次，核發金額計 10,219,070 元（二校區） 

校長與同學有約
假多容館扇形廳及湖畔玻璃屋召開

會議六次。 
假集賢樓二樓藝文中心舉行座談會六

次。 

學生就學貸款

1.第 1 學期協助 1,282 人完成申請，

核撥金額 40,972,993 元。 
2.第 2 學期協助 1,237 人完成申請，

核撥金額 38,419,048 元。 

1.第 1 學期協助 654 人完成申請，核撥

金額 15,419,058 元。 
2.第 2 學期協助 627 人完成申請，核撥

金額 15,845,322 元。 

學校住宿服務

住宿人數共計 1,961 人（研究所男生

185 人、女生 113 人；大學部男生 864
人、女生 799 人）。 

完成研究生 96 人、大學部 1,356 人，

合計 1,452 人住校申請服務 

學生兵役 98 學年度計完成緩徵 1,685 人，儘後召集 103 人，緩徵消滅 344 人、儘後召

集消滅 27 人。 

預官考選 99 年度計錄取預官 35 員，預士 152
員。 99 年度計錄取預官 2 員，預士 3 員。 

校長與同學有約 假湖畔玻璃屋召開會議六次。 假集賢樓二樓藝文中心舉行座談會六

次。 

交通安全講座
辦理 98 學年度交通安全講座 2 場

次，參與學生合計 334 人。 

98 學年第 2 學期辦理大一新生交通安

全宣教，區分各系辦理，參加人數 305
人。 

智慧財產權宣導
辦理 98 學年度智慧財產權宣導講座

2 場次，參與學生合計 136 人。  

校園安全宣導

辦理 98 學年度校園安全宣導座談 6
場次，使用經費 16,740 元，參與學生

合計 180 人。 
 

新生消防演練
辦理 98 學年度新生報到暨防震防災

演練，參與新生 1,163 人次。  

校內獎學金申請  

1.第 1 學期辦理 2 項，獲獎 38 人，金

額 365,000 元 
2.第 2 學期辦理 7 項，獲獎 59 人，金

額 507,0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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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學年活動照片 

一、校外租屋房東座談會（壽豐校區） 二、星光班代（壽豐校區） 

  

三、校外租屋法律座談（壽豐校區） 四、校外租屋博覽會（壽豐校區） 

  

五、書卷獎（壽豐校區） 六、新生入學指導防災防震（壽豐校區） 

 

七、新生報到（壽豐校區） 八、校園安全宣導（壽豐校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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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校長有約（壽豐校區） 十、交通安全宣導（壽豐校區） 

 

十一、智慧財產權宣導（壽豐校區） 十二、宿舍幹部研習（美崙校區） 

 

十三、新生消防演練（美崙校區） 十四、宿舍防災逃生演練（美崙校區） 

 

十五、防制藥物濫用宣教活動（美崙校區） 十六、校長與同學有約（美崙校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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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宿舍迎冬至活動（美崙校區） 十八、宿舍聖誕晚會（美崙校區） 

 

十九、愛滋民賣及有獎徵答活動（美崙校區） 二十、藥物及愛滋講座（美崙校區） 

 

二十一、書卷獎（美崙校區） 二十二、獎學金審查會議（美崙校區） 

 

二十三、交通安全宣教（美崙校區） 二十四、心肺復甦術知能研習（美崙校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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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學年業務重點 
壽  豐  校  區 

日  期 業務／活動內容 日  期 業務／活動內容 

99/8/12-8/18 99 學年度新生住宿申請 99/9/11 99 學年度新生進住報到 

99/9/12 宿舍新生迎新聯誼會 99/9/20-10/25 宿舍各莊「莊民大會」 

99/10/5、10/7 99-1 學年外宿星光班代會議 99/10-100/1 校外租賃生訪視 

99/11/22 防治濫用藥物宣導週 100/2 校外租賃房東座談 

100/3 99-2 學年外宿星光班代會議 100/03/15 禁菸宣導週 

100/3/23-3/29 99 學年度舊生住宿申請 100/4 校外租屋博覽會 

100/4 校外租賃法律講座 100/2-100/6 校外租賃環境調查 

99/9/12、100/5 防震防災緊急逃生演練 99/12 法治教育講座 

99/11 交安宣導 99/12 防身術研習 

99/11 智財權宣教 99/12 學雜費減免 

99/10-12 申訴以及校長有約   

美  崙  校  區 

日  期 業務／活動內容 日  期 業務／活動內容 

99/9/6 宿舍幹部研習 99/9/11 新生宿舍報到 

99/9/12 宿舍防災逃生演練 99/9/12 新生消防演練 

99/10-100/1 校外租賃生訪視 99/11/9 美崙校區書卷獎頒獎典禮 

99/10/1-10/15 99 年弱勢學生助學計畫 99/10/1-10/15 99-1徠福公司獎助學金申請 

99/10/1-10/15 99-1 全家便利商店獎助學金

申請 99/10/15 
北一區大專院校學務長會議

騎單車活動 

99/12/2-12/18 99-2 學雜費減免申請 99/12/1-1/7 愛滋防治宣導週 

99/12/1-12/15 
99 學年張欽松先生獎助學金

申請 100/6/1 藥物防治宣導週 

課外活動組 
◎98 學年重要業務 
一、重要業務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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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親近社團：輔導壽豐校區及美崙校區共五大  

性質社團，包括康樂性、學藝性、服務性、

體能性、綜合性社團，壽豐校區共計 59 個正

式性社團、9 個預備性社團；美崙校區共計

31 個正式性社團、5 個預備性社團，並參與

社團各項大小活動、成果發表等，使社團感

受本組親和及重視。 
（二）幕後付出：辦理社團各項器材維修與購置、社團帳戶開戶及印鑑變更、活動場地及

器材借用、課外活動經費審核及核銷，社團相關法規擬定及修正，並提供社團經營

所需之各項服務，包括公文簽辦、對外聯繫等行政業務。 
（三）與學生自治團體並肩：輔導壽豐校區學生理事會、學生議會、評議委員會；美崙校

區學生會、學生議會，協助其未來發展及學生權益之爭取等工作。並與學生自治團

體密切配合舉辦校內各項活動。 
1.壽豐校區學生自治團體舉辦活動：尋找環頸雉、七星潭淨攤、電影首映會、情人

節傳情、智慧財產權講座、邁向人生第一桶今講座、華入舞慈演唱會。 
2.美崙校區學生自治團體舉辦活動：東之美麗校慶生日趴、老狼盃球賽、新炫盃新

生球類比賽、聖誕 Party、藝枝獨秀才藝競賽。 
（四）積極爭取對外合作機會： 

1.教育部—帶動中小學計畫：98 年度通過 12 個社團合作計劃，共獲 12 萬元補助經

費。受輔學校共 12 所，志工人數共計 183 人次。 
2.教育部—學產基金推動青年參與志願服務計畫：本校由樂鄰小太陽、白蘭島羅浮

童軍團兩社提出計畫，共獲 2 萬元經費補助。志工人數共計 35 人次，至花蓮地區

源城國小、和平國小服務。 
3.青輔會—教育優先區營隊活動： 
※ 98 年度寒假營隊：本校由樂鄰小太陽、天文社、雲嘉友會、民俗體育社、話劇

研究社提出計畫，共獲 7 萬元經費補助，志工人數共計 97 人次。 
※ 98 年度暑假營隊：本校由樂鄰小太陽、天文社、雲嘉友會、話劇研究社提出計

畫，共獲 5 萬 8 千元，志工人數共計 69 次。 
4.財團法人仲利青年暨少年展望基金會—中租愛心社團：98 年度蘭友會申請計畫，

共獲 7 萬元補助。 
5.財團法人台北市蘋果日報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學生服務團體支持計劃：美

崙校區天文社申請計畫，共獲 3 萬元補助。 
6.賓客至上：受理高中職學校訪校觀摩參訪共計 10 所學校，共 2,935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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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項活動概況 
（一）新生入學指導活動： 

因應新流感防疫政策，98 學年度迎新典禮改採網路平台方式進行，延續往年慣例，

仍於宿舍區貼心提供手推車借用服務、舉辦社團之夜並結合美食園遊會，熱鬧活動

開啟新鮮人大學生活扉頁。 
（二）校慶系列活動—比武擂台、化妝舞會： 

透過舞台競技的方式，以各是趣味競賽拉近全校師生之距離，並在舞台周圍擺攤設

置園遊會，以熱鬧的氣氛為校園染上活潑氣息。 

 
新生入學指導 

 
校慶系列活動 

（三）校慶系列活動—化妝舞會： 
為紀念第 15 屆東華大學校慶及國際文化節，於節慶中舉辦全校師生化裝舞會，藉由

此激發師生們無限創意，創造自我實現價值，讓兩校區師生於歡樂、輕鬆的氛圍裡

進行良好互動及交流。 
（四）校慶系列活動—創意歌唱比賽： 

98 學年度創意歌唱比賽為國際文化節系列活動之一，比賽主題為「多元東華—與國

際接軌」。期以東華學生充滿創意的頭腦、洋溢熱情的青春，讓東華師生體驗其他國

家文化風情，並了解尊重各國文化與風俗。 

 
校慶化妝舞會 

 
創意歌唱比賽 



東  

華  

校  

刊   

第
十
六
期 

 

 
26

（五）Show Tonight 康樂性社團聯展： 
98 年度 Show Tonight 康樂性社團聯展共計有 12 個社團參與演出，觀眾與表演者讓

演藝廳座無虛席，使各社團一整學期的努力都能在這次的舞臺上展現。 
（六） 校園農夫記事—在孩子們心中灑下希望的種子校園巡迴紀錄片座談會為了散播這群

努力耕耘於偏鄉的教育工作者的理念、想法，引起大家的關注和共鳴，共同為台灣

下一代而努力，特邀請鄭文堂導演拍攝「校園農夫記事」紀錄片，傳達偏鄉「播種」

的概念，用影片真實紀錄下這些偏鄉教師，用創意教導學童做環保、愛家園的過程。 

 
show tonight 社團聯展 

 
校園農夫記事 

（七）社團評鑑： 
為協助社團健全發展，充實社團活動內容，考核社團年度活動實況，輔導社團建立

完整活動資料並獎勵績優社團。特舉辦社團評鑑使學生展現整年度的社團經營及活

動概況。 
（八）植樹節系列活動—辦理植樹活動及相關講座，從認識校園生態延伸至社會環保議題，

提倡綠色樂活的生活型態。 

 
社團評鑑 

 
植物節活動 

（九）我是 54 新青年  握手全世界—東華五四新宣言，辦理達人講座，另結合具國際事務

參與經驗之社團協辦，期望激發青年學子參與公共事、展望國際線。 
（十）飢餓 30 暨創意跳蚤市場： 

配合本校「大學入門—新鮮人新視野」課程邀請世界展望會資源發展處郭處長至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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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進行志工服務相關議題之分享，特結合飢餓 30 舉辦相關系列活動，除提升學生於

社區服務及志工體驗的成長外，也能從活動中發揮「知足，感恩」的精神。 

 
我是 54 新青年 

 
飢餓 30 暨跳蚤市場 

（十一）才藝服務列車—社區服務： 
配合本校推行服務學習課程之目標，使康樂性社團學

生能夠深入社區進行服務，達到「才藝」與「服務」

結合之理想，不但提供社團學生展現自我、發揮所長

的表演舞台，也能夠使社會上較為弱勢之族群感受學

生熱情關懷以及無私奉獻的表現。 
三、各項競賽成績 

競賽成績 
競賽名稱 

壽豐校區 美崙校區 
性質 特優獎 優等獎 性質 特優獎 優等獎 

手語社 

國樂社 
校內 

社團評鑑 康樂性 管樂社 

鋼琴社 

 
康樂性 

口琴社 

熱舞社 

雅頌箏樂社 

國標社 

競賽成績 
競賽名稱 

壽豐校區 美崙校區 

後山自然人

編輯採訪社學藝性 天文社 

資訊研究社

學藝性 
 

話劇研究社 
天文社 

急救保健社 

慈青社 童軍社 
服務性 樂鄰小太陽

多服社 
服務性 部青社 

慈青社 

競技啦啦隊

網球研習社

校內 
社團評鑑 

體能性 登山社 

棒壘社 

體能性 
 

民俗體育社 
飛輪社 

排球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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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友會  
綜合性 AIESEC 

蘭友會 
綜合性 嗎娜團契 蘭友會 

全國 
社團評鑑 

本校於 3/27、3/28 以天文社及民俗體育社代表學校至新竹玄奘大學參加全國
社團評鑑。由天文社獲得全國評鑑特優獎。 

全國學生音
樂比賽 本校國樂社參與 98 學年度全國音樂比賽獲得優等獎殊榮。 

直排輪 
體育競賽 

本校飛輪社參與體育相關競賽得獎成果如下： 
洄瀾體育月女子組雙腳 S 角標賽第一名 
洄瀾體育月男子組二圈爭先賽第三名 
洄瀾體育月女子組計時賽兩圈第二名 
洄瀾體育月男子組計時賽兩圈第三名 
花蓮縣議會滑輪路溜競賽第二名 

排球 
體育競賽 

本校排球社參與體育相關競賽得獎成果如下： 
花蓮縣主委盃排球錦標賽大專男子組亞軍 
花蓮縣議長盃排球錦標賽大專女子組冠軍 
花蓮縣洄瀾體育月排球競賽女子組冠軍 

◎99 學年業務重點 

大型活動 

1.創意歌唱比賽（99.11.21 初賽、99.11.26 決賽） 
2.校慶踩街活動（99.11.24） 
3.Show Tonight 康樂性社團聯合成果發表會（99.11.27） 
4.校內社團評鑑（100.03） 
5.植樹節系列活動（100.03.12） 
6.飢餓 30 活動（100.05） 
7.希望種子社團幹部訓練營（100.06） 

行政事務 
專案計畫 

1.轉動社區服務列車計劃 
2.於每學期舉辦 3 次社團聯席會議 
3.舉辦「社團經營核心理念講座」 
4.舉辦「社團評鑑準備研習會」 
5.舉辦「服務學習講座及反思」 

衛生保健組 
◎98 學年重要業務 
一、健康服務統計資料： 

（一）98 學年度第 1 學期健康中心健康服務人次概況（98 年 8 月～99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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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1 月 總  計 
月     份

壽豐 美崙 壽豐 美崙 壽豐 美崙 壽豐 美崙 壽豐 美崙 壽豐 美崙 壽豐 美崙 

健康服務總
人次 64 138 432 551 615 1021 610 892 448 1036 80 344 2249 3982 

外傷處置
（含灼傷） 21 26 113 178 182 219 182 193 102 213 54 54 654 883 

門診診療 0 0 26 25 43 62 43 44 38 44 8 29 158 204 

B 肝疫苗注
射／複檢 0 0 0 0 0 0 0 0 0 133 0 0 0 133 

體重體脂肪
測量 35 102 101 267 233 531 227 456 227 478 0 209 823 2043 

其他 8 10 192 81 157 209 158 199 81 168 18 52 614 719 

每日平均健
服人次 2.9 6.5 19.6 25 28 46.4 29 42.4 19.5 45 4 16.3 17.4 30.6 

（二）98 學年度第 2 學期健康中心健康服務人次概況（99 年 2 月～99 年 7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總  計 

月     份
壽豐 美崙 壽豐 美崙 壽豐 美崙 壽豐 美崙 壽豐 美崙 壽豐 美崙 壽豐 美崙 

健康服務總
人次 281 171 429 1341 384 1086 262 1262 1125 1043 204 272 2685 5175 

外傷處置
（含灼傷）

41 13 72 211 55 141 90 154 58 153 42 33 358 705 

門診診療 3 3 15 42 23 34 32 39 28 22 0 0 101 140 
B 肝疫苗注
射／複檢

0 0 0 123 0 0 0 0 0 0 0 0 0 123 

體重體脂肪
測量 174 105 243 721 198 633 0 744 750 645 119 162 1484 3010 

其他 63 50 99 244 108 278 140 275 289 223 43 77 699 1147 
每日平均健
服人次 15.6 8.5 18.7 58.3 18.3 49.3 13.1 60 53.6 47.4 9.3 12.3 21.5 39.8 

註：「其他」包含：緊急傷病處置、健康諮詢、血壓測量及其他內外科疾患護理。 
二、學生團體保險 

98學年度申請理賠案件共計件（壽豐校區 290件，美崙校區 200件）：理賠金額：4,581,204
（其中理賠原因：事故傷害 252 件身故 2 人，罹癌 4 人，殘障 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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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區 壽豐（含屏東）校區 美崙校區 

申請理賠總件數 290 件 200 件 

理賠給付總金額 2,892,521 元 1,688,683 元 

事故傷害 252（87％） 167 件（83.5％） 

疾病住院（不含癌症） 34 件 33 件 

癌症 3 件 1 件 

理

賠

案

由 
身故 1 件 1 件 

三、98 學年度衛生保健相關活動一覽表 
壽豐校區 

辦理日期 活  動  名  稱 支援單位／講師 參加人數 

98/9/9 召開 H1N1 緊急應變小組會議 全校各一級單位  

98/9/9 宿舍管理員流感防治教育訓練 生活輔導組 10 人 

98/9/13 校園新流感防治—新生入住體溫檢測 生活輔導組 約 2000 人 

98/9/18、19 新生入學健康檢查 啟新診所 1,909 人 

98/9/22～24 校園捐血活動 花蓮捐血中心 245人//308袋 

98/12/1  新生無 B 型肝炎抗體者疫苗注射 門諾醫院 253 人 

98/12/3 「讓愛發生」校園性病防治活動 壽豐衛生所 97 人 

98/12/4 疑似肺結核密切接觸學生 X 光檢驗 疾管局 107 人 

98/12/10 校園 H1N1 新流感疫苗免費施打活動 署立花蓮醫院 191 人 

98/12/22-24 校園捐血活動 花蓮捐血中心 249人//371袋 

99/3/1～3 校園捐血活動 花蓮捐血中心 237人//280袋 

99/4/15 疑似肺結核密切接觸學生 X 光檢驗 疾管局 197 人 

99/518 最新健康飲食觀 門諾醫院/鐘慧珍主任 37 人 

99/5/29 宿委 CPR 研習 生活輔導組 23 人 

99/6/1-3 校園捐血活動 花蓮捐血中心 216人//281袋 

美崙校區 

辦理日期 活動名稱 支援單位／講師 參加人數 

98/9/8 社團幹部流感防疫宣導 課活組/衛保組 40 人 

98/9/13 新生報到測量體溫 衛保組 報到學生 

98/9/26 新生入學健康檢查 啟新診所 70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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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10/7 補檢新生入學健康檢查 啟新診所 84 人 

98/10/13-14 校園捐血活動 花蓮捐血中心 122 人/125 袋 

98/12/10 校園免費流感疫苗預防注射 署立花蓮醫院 123 人 

98/12/23 新生無 B 肝抗體者疫苗追加施打活動 門諾醫院社區健康部 133 人 

98/03/9-10 校園捐血活動 花蓮捐血中心 122 人/125 袋 

98/04/14 好心肝講座 衛保組 50 人 

99/06/8-9 校園捐血活動 花蓮捐血中心 117 人/139 袋 

◎98 學年活動照片 

  
校園新流感防治—新生入住體溫檢測 新生入學健檢活動 

  
「讓愛發生」校園性病防治活動 校園 H1N1 新流感疫苗免費施打 

  
「健康飲食新觀念」專題講座 疑似肺結核密切接觸學生 X 光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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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學年業務重點 
校園新生活運動－健康宅配集集樂即將展開，敬請期待！ 

畢業生及僑生輔導組 
◎98 學年重要業務 
一、業務成果 

業務名稱 98 學年度執行情形 

畢業典禮 
99 年 6 月 12 日：本校 98 學年度畢業典禮，分別於兩校區舉行（上午

於美崙校區、下午於壽豐校本部）。本次適逢雨天，壽豐校本部於新建

體育館進行，給予畢業生及家長全新的感受。 

國際文化節 98 年 11 月 25 日，辦理「世界之大盡在東華」國際文化節活動，參展

攤位共 56 個，系列活動總參與人數達 3,500 人次以上。 

畢業生及校友輔導 

1.協助本屆 99 級畢聯會完成九次「畢代大會」會議、印製畢業紀念冊、

畢業班團拍，並於 99 年 5 月辦理老馬盃球類競賽、畢業舞會。 
2.因應合校，校友資料庫系統納入美崙校區（原花蓮教育大學、花師）

歷年校友，個人基本資料由 98 年 6 月 1 萬六千餘人，99 年 8 月擴增

為 21,088 人。惟就業、進修紀錄仍亟欠缺；為補充不足，加強畢業

生追蹤輔導，98 年 10 月起請各系所將收得畢業生資訊輸入資料庫，

並熟悉系統操作。 
3.為彙集兩校區所有系所畢業生建言，收集校友完整意見，請系所根據

個別現況，於資料庫內置教學改善及生涯發展問卷、自訂題項，計

64 系所（學籍電子化後所有之系所）設定。99 年 3 月推動「寄語東

華—校友資料填答抽獎活動」，兩校區之校友均可上網增修個人連繫

資訊，填寫問卷；本活動計 5,114 位校友參與，其中就業資料由 1,820
筆增加為 8,429 筆、升學進修資料由 930 筆增加為 3,548 筆。 

4.本次校友資料庫調查，統計顯示與建議： 
（1）課程設計與教學內容，可以朝以下面向改善：以增加其他應用

課程（23.2%）、學生外語能力（17.7%）、增加專業理論課程/
能力（10.8%）為多。評估系所應加強專業、並兼顧應用課程，

以符合社會實際需求。 
（2）在整體學習環境上，可以朝以下幾個面向改善：校友對於跨系所

課程合作的建議，有很高的比例（18.9%），其次為圖書儀器設備

（18.8%）、跨校學術合作（15.2%）。各系所應強化彼此連繫，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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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名稱 98 學年度執行情形 

列互選課程或增進學術交流等，以提昇學生學習意願與成效。 
（3）對目前正就讀的學弟妹們，生涯發展方面的建議：校友以實際

於職場服務的親身感受，對學弟妹們建議依序為培養語文能力

（16.3%）、強化專業知能（15.8%）、發展第二專長（14.4%）。

系所應著重提昇專業，改善語文，並結合現實，開列第二專長

相關課程，以提高競爭力。 
5.為瞭解社會各界對本校畢業生就業方面的評價，補充 98 年雇主調查

時較缺乏美崙校區雇主名單之不足，經由上述請系所操作校友資料

庫、及推動資料庫填答，取得相當數量校友就業資訊。彙整、合併並

扣除重複等，取得 1,280 位機構（企業學校等）單位資料，於 99 年 4
月寄送僱用東華畢業生之機構單位（學校等）問卷，探討僱用因素等。

經一個月餘的填答，計回收 211 份，其中 34 份無效，實際有效問卷

177 份。 
6.僱用東華畢業生之機構單位（學校等）調查結論顯示： 
（1）僱用東華大學畢業生原因比例最高為「求職者專業能力」

（55.4%）；其次「求職者態度/個性」近二成（49.2%）；表示「求

職者的應對表現」有 34.5%，「求職者個人品格」佔 32.8%。顯

示機構單位主用人多看重在求職者專業技能、態度、應對表現

及品性等。 
（2）校友在各項工作表現的滿意度，機構單位對校友之「工作態度」

感到正向滿意者的比例最高（近九成二:91.5%）；其次是對「工

作責任感」及「工作品質管理」的表現感到正向滿意，比例均

為九成（90.4%）；再其次為對「專業知識與技能」、「情緒管理」、

「團隊合作能力」表現感到正向滿意者約為八成八（87.6%）。

機構感到較不滿意校友工作表現方面，以「外語能力」佔 3.4%
為最多；其次為「溝通協調能力」有 1.7%表示負向不滿意。 

（3）對學校的建言：學校可從「鼓勵同學輔系、雙主修或選修學程，

增加跨領域之專業能力」著手的建議比例最高（53.1%）；其次

「增加至業界實習機會」（38.4%）；再其次「增加實習課程」

（28.8%）及「調整課程設計」（27.7%）。 

就業輔導 
1.98 年 12 月 2 日，辦理「國家考試（一）」講座活動。 
2.99 年 4 月 7 日辦理「國家考試（二）」講座活動。 
3.99 年 6 月 28 日持續辦理教育部培育優質人力促進就業計畫第 2 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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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名稱 98 學年度執行情形 

「大專畢業生至企業職實習方案」。 
4.99 年 9 月 18 日，參加教育部辦理培育優質人力促進就業計畫第 2 階

段「大專畢業生至企業職實習方案」媒合活動。 
5.99 年 5 月 14 日，辦理『2010 展翅飛翔—東華大學校園就業博覽會』，

總媒合人次 252 位。 

僑外生輔導業務 

1.輔導僑外生暨社團輔導：本學年度僑外生共計 196 名（僑生 180 名、

外籍生 16 名）。 
2.辦理台灣獎學金核撥作業 5 人（經濟部 3、外交部 2 人及國科會 1 人）。 
3.辦理僑外生健保業務 151 人（僑生 144、外籍生 7）及僑保業務 29 人。 
4.辦理僑外生出入境申請共計 112 件，延長居留申請 144 件。 
5.辦理 98 學年度教育部清寒僑生助學金申請暨核銷（共 75 人提出申

請，核發 53 人）。 
6.辦理僑生工作證申請暨工讀執行與核銷，僑委會核配名額共計 14
名，每名每月 2,500 元。 

7.協助僑生社團「僑外同學會」辦理各項活動暨經費核銷：新生入學指

導暨座談會、僑生期初及中秋節師生聯歡餐會、聖誕聯歡晚會、僑生春

節聯歡祭祖活動、僑生週、僑生期末大會、端午節暨送舊大會等活動。 

二、98 學年度活動照片： 

  
98 學年度畢業典禮—壽豐校區 98 學年度畢業典禮—美崙校區 

  
98 年國際文化節—美食藝術文化 2010 展翅飛翔—東華大學校園就業博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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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年國家考試講座 寄語東華—校友資料庫填答抽獎活動 

  
98 學年度期初迎新活動 98 學年度期末暨送舊大會 

  
98 年僑生春節聯歡（祭祖）活動 僑外同學會成立 10 週年茶會 

◎99 學年業務重點 
業務名稱 99 學年度重要業務 

畢業典禮 100 年 6 月 11 日，舉辦 99 學年度畢業典禮。 

國際文化節 99 年 11 月 25 至 11 月 26 日辦理 99 年國際文化節系列活動。 

畢業生及就業輔導 

1.建置完整的畢業校友資料庫：持續更新校友連絡資料。考量美崙校

區（原花蓮教育大學）學籍電子化於民 85 年始進行，蒐集及整理其

歷年畢業生資料，分階段將美崙校區自民 36 年創校後至民 84 年（學

籍電子化前）資料，逐步建置、納入校友資料庫；使資料庫成為兩

校區查核畢業生現況、連絡資訊網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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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辦理大專畢業生流向調查：每年針對應屆、畢業後 1 年之畢業生，

進行離校後的流向調查，適時統計與分析；瞭解同學就業現況，對

學校相關建言，提供系所作為改善教學與課程規畫等重要之參考。 
3.99 年 9 月至 100 年 6 月協助 100 級畢聯會系列活動事宜。 
4.99 年 9 月至 100 年 5 月 31 日持續辦理教育部培育優質人力促進就業

計畫第 2 階段「大專畢業生至企業職實習方案」。 
5.99 年 10 月 6 日辦理「國家考試」講座。 
6.99 年 10 月 23 日-11 月 23 日辦理「新鮮人入門」求職實戰系列講座。 
7.100 年 3-4 月辦理「職涯志工基礎培訓營」系列活動。 
8.預計於下學期結合大學新鮮人入門課程推動 UCAN。 

校友業務 

1.研擬校友簡訊，宣導學校最新訊息與活動，原則每學期發送 2 次。 
2.於校慶/校友日，邀請校友及校友總會返校參與相關系列活動，包含

國際文化節等，請校友共襄盛舉。 
3.透過畢業校友專用信箱及問卷回饋機制，促進與校友意見交流，擴

大社會影響層面。 

僑外生輔導工作 

1.僑生外居留、入出境登記申請業務。 
2.僑外生保險業務（含全民健保、醫療保險及事故申請）。 
3.僑生清寒助學金。 
4.台灣獎學金、僑生獎助學金及校外獎學金。 
5.僑生工讀助學金、工作許可證。 
6.僑生課業輔導。 
7.僑外生輔導及相關業務 
8.輔導僑生社團「僑外同學會」社團組織運作、活動辦理及經費核。 
9.配合教育部與僑委會辦理與執行僑外生相關活動及業務。 

總務處                

總務處事務組 
◎98 學年重要業務 
一、規劃辦理「校園保全巡邏系統」落實校區巡檢，配合三層防護網加強夜間巡邏，維護校園

安全及良好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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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依據「交通安全暨車輛管理委員會」議決事項，以系統化、整體化原則進行校園交通安全

管制，確實辦理取締校園違規車輛、年度車輛識別標誌更換、無主車輛拍賣等。 
三、依據政府採購法辦理全校財物、勞務採購暨驗收案件計 175 件，採購金額計 170,597,215

元。辦理 10 萬元以上共同供應契約電子採購暨驗收案計 142 件，採購金額計 65,864,698 元。 
四、規劃整合執行員工上下班交通車、兩校區間定時定點包車接駁，及配合特殊教學、學術研

討及大型活動等不定期（時）車次接駁委外業務。 
五、完成與宜花東、華聯遊覽車客運股份有限公司簽訂遊覽車租賃合約，並與中美、米琦、統

一及蓮花計程車行簽訂計程車服務合約，提供全校師生租用車之安全及便利服務。 
六、辦理教學區及學生宿舍區窗簾、書桌椅、床舖等汰舊換新及門禁刷卡、監視設備維修更新

事宜。 
七、完成並督導各大樓及周圍環境清潔委外工作，落實垃圾分類並確實維護建構良好教學場所。 
八、完成並督促各大樓落實監視系統運作管理，建制標準作業暨監視調閱程序，確保全校師生

隱私及校園安全平衡。 
九、配合學校辦理各式大型活動籌劃執行，並持續辦理公務車輛運作派遣及維護管理，電話新

增移機及故障維修工作。 
十、執行全校行政及教學大樓之管理、講堂借用控管及部份設施損壞之維修及報修事宜。 

◎99 學年業務重點 
一、繼續辦理兩校區間定時定點及不定期（時）車次接駁業務，俾利兩校區間學術資源共享、

流通。 
二、各項採購案依年度或計畫執行期限預作規劃，如屬同性質購案應以併案、統一採購辦理為

原則，請勿以化整為零或分批方式辦理。招標規格之訂定，應符合採購法第 26 條及其執行

注意事項之規定，並請考量加註容許差度，以避免不當限制競爭情事發生。 
三、整合兩校區教室及校園清潔外包事宜，提供優質學習環境。 
四、建制並完成各大樓管理之標準作業程序事宜，加強及提升各大樓管理員的服務品質。 
五、配合兩校區整併規劃暨執行美崙校區搬遷等事宜。 
六、執行新建教學大樓及宿舍區等設備設施採購事宜。 

營繕組 
一、主要業務內容： 

負責全校土木、建築、水電等各類工程新建、修繕業務。 
（一）各類新建、增建工程委外設計、監造或自行設計、繪圖、監造及監督、管理工作。  
（二）各類修繕工程自行維修或委外辦理維修之採購、監督、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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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目前工作實施重點： 
（一）活動中心及體育館新建工程，預計總工程費為 380,000,000 元。分期新建，第一期體

育館工程地上二層，總樓地板面積 6,549.89 ㎡，總工程經費 164,000,000 元，已完工

啟用；第二期活動中心工程地上二層，總樓地板面積 8692 ㎡，總工程經費 216,000,000
元。已發包施工中，截至 99 年 10 月 10 日止進度 90.31％，預定 100 年 4 月 20 日完

工。 
（二）行政大樓耐震補強工程，總經費 29,955,616 元，已發包施工中，截至 99 年 10 月 10

日止進度 99％，預定 99 年 10 月 21 日完工。 
（三）人工攀岩場新建工程工程總經費 4,500,000 元，攀岩練習場 1 座，攀岩競速場 1 座，

於 99 年 10 月 6 日完工，現辦理驗收中。 
（四）理學院及共科大樓天橋補強修復工程，工程總經費 1,452,825 元，辦理理學院大樓南

面二三樓通廊結構加強及共科大樓西北天橋基座補強，截至 99 年 10 月 10 日止進度

80%，預定 99 年 10 月 18 日完工。 
（五）因應兩校合併辦理各項新興工程： 

1.管理學院大樓新建工程，工程總經費 4,084,000,000 元，地上四層建築物，總樓地

板面積 18,078 ㎡，已發包施工中，截至 99 年 10 月 10 日止進度 86%，預定 100
年 5 月 5 日完工。 

2.教育學院大樓新建工程，工程總經費 482,835,000 元，地上四層建築物，總樓地板

面積 18,602 ㎡，已施工中，截至 99 年 9 月 30 日止進度 14.72％，預定 100 年 8
月 9 日完工。 

3.藝術學院大樓新建工程，工程總經費 533,002,000 元，地上四層建築物，總樓地板

面積 18,770 ㎡，已完成細部設計，預定 99 年 11 月 15 日發包，預計 101 年 2 月完工。 
4.環境學院大樓新建工程，工程總經費 235,345,000 元，地上四層建築物，總樓地板

面積 10,076 ㎡，已發包施工中，截至 99 年 10 月 10 日止進度 13.86%，預定 100
年 11 月 15 日完工。 

5.人文學院二館大樓新建工程，工程總經費 210,752,000 元，地上三層建築物，總樓

地板面積 8,313 ㎡，99 年 9 月 23 日公告招標，預定 99 年 10 月 14 日開標，預計

101 年 1 月完工。 
6.理學院二館大樓新建工程，工程總經費 157,665,000 元，地上四層建築物，總樓地

板面積 7,216 ㎡，已發包施工中，截至 99 年 10 月 10 日止進度 13.86%，預定 100
年 11 月 15 日完工。 

7.第二期公共設施暨污水處理廠擴建工程，工程總經費 308,000,000 元，已發包施工

中，截至 99 年 9 月 30 日止進度 84.144%，預定 99 年 12 月 22 日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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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第六期學生宿舍新建工程工程總經費 1,431,828,000 元。地上四層建築物（含一棟

二層建築物），總樓地板面積 58,662 ㎡，已發包施工中，截至 99 年 10 月 10 日止

進度 14.10%，預定 100 年 8 月 13 日完工。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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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單

應注意事項如下：1.務必勾選損壞地點，2.損壞情形請實依現場勘查後詳填，3.餘依

系統格式勾選，並於完成待修工作後再予簽結。 
（七）本校停電原則： 

1.本校各大樓變電站（共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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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於每年寒假期間擇例假日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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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於每年寒假期間擇例假日一至二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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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於每年暑假期間擇非例假日一至二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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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用電超約預警系統：於 69KV 變電站增設「電力預警系統」並將負載變化資料以每

十五分鐘一筆傳輸至營繕組。於需量超過預設值時會自動警報及顯示當時之用電需

量值及發生時間，平時能隨時觀測每日 24 小時之電力需量變化曲線圖並可保留歷史

資料至少 300 天。 

出納組 
◎98 學年重要業務 
一、製作 98 學年度學雜、學分費繳費單，配合學生分二校區製作。 
二、持續辦理教育訓練推動簡化入帳作業，結合會計請購系統產出印領清冊，將入帳相關劃帳

清冊直接由系統帶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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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辦理校務基金及計畫專案人員離職儲金提存作業。 
四、辦理電子支付付款業務。 
五、推動所得稅作業與出納帳務系統結合，節省人工作業時效。 
六、定期清理工程保固金、履約保證金等保管品。 
七、定期或不定期配合會計作出納業務查核 
八、與資網合作推動學雜費管理系統，目前已設計至學生繳費金額由系統自動運算，核對無誤

再上傳銀行系統供學生下載繳費。 

◎99 學年業務重點 
一、99 學年配合學校系所整併，將學雜費管理系統作調整，持續推動將減免、就學貸款、學生

分期繳費、相關退費等作業設計於系統中，以達繳費資料正確及完整。 
二、薪資系統推動鐘點費、導師費等與業務單位資料結合，為達發放資料正確性，系統加入發

放清冊與業務單位資料，發放清冊與入帳資料交互檢核機制。 
三、透過出納組網頁之薪資及出納帳務系統查詢功能，查詢所有款項入帳情形，為達入帳訊息

迅速，增加 E-mail 通知入帳情形。 
四、所得稅匯整，加強出納帳務系統轉入功能，增列代扣項目勞健保、離職儲金等自系統帶入

自動扣減，以達所得金額完整。 
五、保管品定期通知相關單位清理。 
六、定期或不定期配合會計作出納業務查核。 
七、薪資及出納系統主機安全管理，設定期自我檢核機制。 

保管組 
◎98 學年重要業務 
一、校本部及美崙校區（原東華大學及花蓮教育大學）兩方財產管理系統資料庫合併，並可提

供兩校區使用單一資料庫財產管理系統。 
二、辦理學人宿舍、職務宿舍及單房間職務宿舍之申請、分配、修繕、退宿繳費等各項管理業

務。 
三、因應合校後財產、宿舍及相關法規之整合及修正。 
四、兩校區學位服整合及購置，借用、維護、保管等業務。 
五、辦理廢品之收繳、分類儲存、借用及公開標售等業務。 
六、98 年 6-7 月進行各單位及院系所財產初盤。 

◎99 學年業務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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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法辦理本校公有財產與物品之財物增加、異動、撥出、撥入、減損等各項登記管理及表

報。本校財產截至 98 學年度（99 年 7 月 31 日為止），各類財產登帳總量為 80 萬 9198 件。 
二、辦理學人宿舍、職務宿舍、短期宿舍及單房間職務宿舍之申請、分配、修繕、退宿繳費等

各項管理業務。 
三、辦理廢品收繳、分類儲存、借用、公開標售等業務。 
四、辦理學位服增購、借用、維護、保管等業務。 
五、定期進行各單位及系所財產初盤；99 年 9-11 進行財產複盤等業務。 
六、辦理本校建物第一次登記事宜。 
七、辦理美崙校區搬遷後留置財產處理事宜。 
八、辦理撤銷撥用花蓮市民享段 1293 地號土地及本校所有地上建物乙棟之可行性。 
九、辦理撤銷撥用空中大學所使用之建物一棟。 

文書組 
◎98 學年重要業務 
一、文書處理：辦理電子文及紙本文之收發、繕打、校對、分文、改分等業務。根據教育部每

月公佈統計料資顯示，所轄 400 所學校依電子文流量及件數排序，不論收文或發文本校均

名列前 10%以內，且有逐漸增多之趨勢，98 年本校每月發文量也都在教育部排名前 10 名

內。 
二、檔案管理：處理點收、整理、分類、裝訂、建檔、保管、檢調等相關作業，並定期於每年

一及七月辦理現行檔案目錄彙送。 
三、公文稽催：每月月初定期發文校內各單位稽催，逾期未歸檔之件數已逐漸減少，有效提升

公文處理時效。 
四、機密公文處理：專人負責處理拆封、分文、繕校、密封、蓋印、收發等各項作業。 
五、印信管理：處理本校證書、合約、聘書、公文等文件之用印事宜。 
六、規劃文書業務電子化事宜，派員參加教育部檔案研習，與他校交流、吸收經驗。 
七、郵件管理：根據本校教職員工生郵件處理作業規範，處理各種郵件、貨運包裹分發、交換

與轉發事宜。 
八、總機管理：提供校內、外電話諮詢及轉接服務，定期整理及更新全校分機總表，上網公告

週知。 
九、為使全校同仁熟悉行政及文書作業流程，本組多次配合人事室辦理公文繕打、公文流程等

文書業務的教育訓練。 
十、辦理教育部總務司檔案管理蒞校業務視察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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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學年業務重點 
一、收集檔案管理專家意見，規劃與設置檔案庫房。 
二、規劃與回朔建檔美崙校區民國 36 至 70 年間歷史檔案。 
三、參觀金檔獎得獎學校，推動電子公文線上簽核工作。 

環保組 
◎98 學年重要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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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校區內之生活污水均由個自之污水處理廠處理後排放，排放水每半年檢驗乙次，環

保署及環保局不定期抽驗，均符合環保法規之標準。 

三、廢棄物處理及資源回收： 

（一）壽豐校區：校區內垃圾廢棄物由本校垃圾車自行清運至鄉內之衛生掩埋場轉送宜蘭

焚化爐處理。資源回收方面，各處設有資源回收桶，本組負責管理戶外資源回收工

作，每週由鄉公所清潔隊至本校進行回收兩次。 

（二）美崙校區：校區內垃圾廢棄物及資源回收物均集中於專用場地分類收集，由花蓮市

清潔隊進行清運。 

四、飲用水設備維護管理： 

目前本校飲水機:壽豐校區 141 台、美崙校區 103 台，均依飲用水管理條例之規定，每

月清洗乙次，每季輪流做水質檢驗。定期更換濾心、逆滲透膜及故障時之維修。 

五、自來水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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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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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每年夏季或上級單位指示及相

關單位需求，委請具有專業性之廠商實施區域性消毒（以建築物中庭及周圍排水溝、陰井

為主）。 

七、實驗室衛生安全： 

（一）毒化物使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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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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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辦理教育訓練及健康檢查。 
（四）實驗室廢液管理。 
（五）麻醉藥管制藥品管理。 
（六）感染性廢棄物處理。 
（七）參與動物實驗管理小組會議。 
（八）實驗室廢棄藥品管理。 
（九）編擬實驗室安全衛生查核作業要點。 

八、放射性物質及設備管理： 
（一）辦理輻射防護教育訓練，並頒給合格者證書。 
（二）輻射防護劑量佩章每月送檢業務。 
（三）游離輻射工作人員健康檢查作業。 
（四）配合原子能委員會相關輻射業務檢查作業。 

九、園藝班： 
（一）負責學校園藝工作，進行路樹、外環圍籬修剪及花圃維護。 
（二）颱風過境之災後樹木復原工作。 
（三）校園樹木植栽施肥工作。 
（四）校園樹木植栽病蟲害防治。 
（五）校園雜木林維護工作及蔓澤蘭砍除。 
（六）植樹節相關植樹活動。 

十、辦理 99 年植樹節植樹活動並邀請附近學校及鄉里人士參與。 
十一、辦理壽豐校區新污水廠增建及舊廠修復督導。 
十二、完成非密封放射性物質除污計畫。 
十三、節約能源 

（一）研擬本校節能措施。 
（二）召開節能會議，追蹤改善情形。 
（三）填報節能規定填報事項。 
（四）參訪工研院、清大及成大節能措施。 

十四、理學院三樓排水管更換為 HDPE 管材。 
十五、請全校教職員生配合做好垃圾分類、資源回收工作，克盡地球村一份子之責任，使環境

更為美好。 

◎99 學年業務重點 
一、推動與落實校園節能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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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污水廠增建工程及舊廠修復督導。 
三、新污水廠試民測試及運轉。 
四、100 年植樹節植樹活動。 
五、繼續推動學期末學生宿舍關閉前之垃圾清運工作。 
六、100 年下半年校務評鑑中之校園環境管理部份準備工作。 

福委會 
◎98 學年重要業務 
一、辦理委外招商經營項目、委外對象及雙方契約之計畫。 
二、辦理委外招商場地租借及規劃。 
三、各項福利設施、營運收入及支出之總稽核。 
四、本校其他委外經營相關事宜。 
五、委外經營廠商簡介： 

（一）壽豐校區 
本校壽豐校區委外經營場地目前大致區分五個區塊，分別是教學區的湖畔餐

廳、文學院八角亭、宿舍區的社區中心、多容館及原住民學院招待所，其進駐廠商

概述如下：  
1.湖畔餐廳 
一Ｆ  湖畔中餐廳：自助餐、簡餐、麵點、早餐。 
二Ｆ  麗文書局：圖書、文具、雜誌。 
三Ｆ  教職員工聯誼廳。 

2.文學院八角亭 
一Ｆ  咖啡輕食館：簡餐、咖啡、飲料。 
二Ｆ  影印部：影印、大圖輸出、裝訂服務。 

3.社區中心 
東華超商：日常用品、飲料、食品。 
洗衣部：洗衣等相關服務。 

4.多容館 
一Ｆ  統一超商：日常用品、飲料、食品。 
一Ｆ  眼鏡部：眼鏡相關維修服務。 
一Ｆ  學生學廳：自助餐、簡餐、麵包、飲料、麵點、早餐。 
二Ｆ  咖啡廳：簡餐、咖啡、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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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原住民學院：東華會館（住宿服務）。 
除上述場地外，尚有位於擷雲二莊旁停車場之自行車維修部、宿舍區內之投

幣式洗、乾衣機及分佈於各大樓之自動販賣機亦屬於本會之業務。 
（二）美崙校區 

1.集賢樓： 
一 F  學生自助餐廳：自助餐、麵食。 
一 F  早餐部：西式早餐。 
一 F  便利商店：日常用品、飲料、食品。 
一 F  影印部：影印、大圖輸出、裝訂服務。 
二 F  書局：圖書、文具、雜誌。 

2.司令台後方：休閒小棧（提供咖啡、飲品及簡餐等服務）。 
3.游泳池。 
除上述場地外，尚有位於各大樓及宿舍區之販賣機及投幣式洗烘衣機等設施。 

圖書館                
一、閱覽空間 

本館在壽豐校區與美崙校區皆各設一圖書館。壽豐館面積約 3,950 坪，一樓設有服務

檯、閱報區、現期期刊區、電腦講習室與行政區，二樓設有參考諮詢檯、參考區、多媒體

學習區、中文書區與博碩士論文區，三樓則為中文書區，四樓為裝訂本期刊區與西文圖書

區。美崙館面積約 2,077 坪，一樓設有服務檯、閱報區、兒童圖書室、非書資料欣賞區與行

政區，二樓設有中西文期刊區、資料檢索室，三樓為西文書區、參考書書區與特藏區，四

樓及五樓則為中文書區及非書資料區。 
二、鳥瞰東華 

壽豐館塔樓為校園建築最高點，開放本校師生團體申請，除可鳥瞰東華風華外，也可

以清楚眺望中央山脈與海岸山脈之間的花東縱谷。 
三、咖啡傳香 

本校與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花蓮縣政府合作，協助身障團體財團法人花蓮縣私立美崙

啟能發展中心，於壽豐館館南面廣場旁經營「星俠兒咖啡坊」，營業時間為週一至週五 09：
00-17：00，提供讀者另一種休憩空間。 

◎98 學年重要業務 
一、積極採購及主動爭取優質的圖書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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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採購最新、重要且豐富的圖書資源 
本校每年投入相當大比例經費用於採購圖書資源，本館配合系所圖書經費規劃

辦理採購，同時亦主動全面採購一般科普類圖書，補充系所圖書規劃之不足。除了

圖書、期刊外，近年來以其他載體發行的資料數量與內容，蓬勃發展，成為不可或

缺的資源，故本館亦積極採購視聽資料與電子資源（包括資料庫、電子期刊、電子

書、電子論文等），補充紙本資料之不足。 
本館加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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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加地區數位化論文典藏聯盟」、「ACM Digital Library」、「ConWIS 
（Wiley InterScience）」及國科會化學中心電子期刊聯盟、「中文電子書共建共享聯

盟」、「臺灣學術電子書聯盟」、「方正中文電子書聯盟」等多種電子資源聯盟，以節

省採購經費。 
（二）積極開闢優質的圖書資源 

本館藏除主動採購外，還具有另一項優勢，自 87 年 12 月起，本館成為政府出

版品「部分」寄存圖書館，此後，仍持續爭取為「完整」寄存圖書館，終至 97 年，

使本館成為國內僅有的三所大學寄存圖書館（另二所大學為台灣大學與交通大學）。

舉凡政府各級機關出版資料，包括圖書、期刊、統計資料、視聽資料、研究報告等，

均須免費、直接由出版機關寄送本館，為本館增添不少優質的圖書資源，使本館資

源之種數與數量均大為增加。 
此外，積極與系所老師配合，爭取國內外退休教師藏書，及國內圖書資料中心

或出版社之贈書，以充實館藏，截至 98 年底，館藏圖書來源為贈送者，計有 199,518
冊圖書（為圖書館藏量 25.09%），6,412 件視聽資料（為視聽資料館藏量 7.87%）。   

（三）建置「東華文采」專區 
1.教師著作專區：致力典藏本校教師著作（含專書及期刊抽印本）及各單位出版品

（含含會議資料）。目前已收藏 213 位教師、1,563 冊資料。 
2.博碩士論文專區：專架陳覽本校碩士及博士論文紙本資料外，亦建立本校博碩士

論文系統，採用以 Unicode 為基礎之博碩士論文系統，迄今已收錄 5,013 種全文論

文，提供各界經由網際網路使用。 
（四）館藏量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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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強化及建置圖書館資訊系統群 
（一）更換圖書館自動化系統：採用「ToRead」系統，於 98 年 9 月上線。 
（二）建置本校機構典藏系統：為建置優質學術產能，以達支援教學研究及資源共享之目

的。自 99 年 1 月正式線上建置資料，截至 99 年 5 月 31 日止，共計建置 8,227 筆書

目、514 篇全文電子檔。 
（三）建置數位圖書館系統平台：99 年 6 月底上線，結合圖書館各資訊系統，提供單一簽

入認證功能，讓讀者能經由簡易的查詢或瀏覽動作，取得最多元化的資料，使圖書

館成為校內知識入口網站。 
三、推廣利用 

（一）主動式宣導 
1.「大一新鮮人圖書館利用基礎課程」： 

主動通知有意願的大一必修課授課老師，介紹本館資源與服務及宣導智慧財

產權。 
2.「2009 圖書館運功散—新鮮人出運活動」： 

98 年 10-11 月份舉辦一系列新鮮人活動，引導大一、碩一與博一新生多利用

圖書館館藏。 
（1）「如何點亮知識的燈塔」—圖書館利用基礎課程 
（2）「資資不倦」—資料庫講習活動 
（3）「小問快答」—圖書館基本常識問答 
（4）「凡走過必留下痕跡」—上網查看借閱紀錄／續借／預約 

圖書、     電子書、裝訂本過刊與視聽資料館藏數量    資料庫種數 

 
期   刊種數(含電子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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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借．很．大」借書集點 

 
2009 圖書館運功散—新鮮人出運活動網頁 館長張璉與新鮮人系列活動得獎人合影 

（二）配合式宣導 
1.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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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特為在職專班學生開辦數場週六及週日圖書館資料庫利用課程。 

四、舉辦知識創意活動 
（一）「第一屆國家出版獎」得獎作品書展系列活動  

本館為推廣行政院研考會評選出 98 年「第一屆國家出版獎」之得獎作品，特於

99 年 9 月 15 日至 10 月 11 日舉辦系列活動，內容涵蓋：生態保育、礦業史跡、觀光

節慶、文化藝術、衛生醫療、科技社會、地方風采及城市發展等主題，期使本校師

生認識優良的政府出版品，並了解政府各級機關施政脈動、公眾服務及社會經營的

具體成果。 
（二）台灣文學館 2009 年校園巡迴書展 

為讓喜愛這塊土地的學子透過書展，更了解台灣文學與文化，本館於 98 年 10
月 5 日至 18 日辦理東區「台灣文學館 2009 年校園巡迴書展」，以文學教育、文化傳

播的方式，推動閱讀行動，達到出版品交流及推展閱讀台灣人文效益。 
（三）2009 校慶暨國際文化節系列活動 

1.「東華精粹：教師與各單位出版品展覽」： 
98 年 11 月 16 日至 29 日於圖書館二樓展出本校教師與各單位近 5 年來出版品。 

2.園遊會活動： 
98 年 11 月 25 日園遊會中，設置「博．雅．逸．樂」等 4 個攤位： 
（1）「博」之翰墨揮舞 
（2）「雅」之茶韻飄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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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逸」之飲食逸趣 
（4）「樂」之民俗巧藝 

讓與會貴賓藉由寫春聯、剪紙、品茶、民俗技藝及品嚐美食等活動體會中華

文化之美。 
（四）大家 e 起來—2009 圖書館週系列活動 

本館於 12 月份舉辦各項精彩系列活動，以迎接全國圖書館週的到來 
1.「東區圖書館整合查詢暨代借代還系統」試辦期優惠活動： 

由教育部專款補助建置「東區圖書館整合查詢暨代借代還系統」於 11 月份上

線，為讓各夥伴學校師生們熟悉及利用本系統，特於 11 月-12 月舉辦本項活動。

活動內容包括免費代借代還、系統操作講習課程、創意命名活動、線上借書送大

獎等。 
2.第十屆繪本創作比賽： 

推廣閱讀向來是圖書館的使命，藉由繪本創作比賽，讓同學們從「聽故事」

的人變成「說故事」的人，並激發其創造力、發現自我的潛力。 
3.美食人人愛—美食電影大集合： 

美食給人有溫暖飽滿的感覺，圖書館週正值濃濃節慶氣味的 12 月，期望經由

美食電影的播放，給全校師生一個視覺及味覺的飽足體驗。 
4.「數位教材與創用 cc」專題演講： 

為讓本校師生能瞭解著作權及最新「創用 cc」授權模式，本館於 11 月 24 日

邀請教育部全國創用 CC 諮詢中心魏瑀嫻專案經理蒞校演講。 
5.圖書「享宴」—好康大放送：藉由本活動將過期的一般性休閒雜誌、複本圖書及

教科書贈予有需要的讀者，避免資源的浪費，讓資源達到最有效利用之境界。 

 
2009 圖書館週系列活動頒獎會場一角，展出

繪本創作得獎作品 
館長與 2009 圖書館週系列活動全體得獎人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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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98 年度華圖書資訊館際合作協會東區會員圖書館館務交流會 
為檢視一年來東區各館合作業務推展情形、未來發展方向及各館館務經營意見

交流，特於 98 年 12 月 24 日舉辦交流會及專題演供合作館員進修之機會，以提升館

員專業素養，提升各館服務品質及促進各項業務之推展。 

（六）2009 中時開卷好書展 

配合 2009 中國時報開卷好書獎活動，本館展出得獎作品十大好書（中文創新、

翻譯）、美好生活書、最佳青少年圖書、最佳童書等四大類共 47 冊得獎優良好書。 

分別於 99 年 3 月 1 日至 31 日及 4 月 1 日至 30 日在兩校區展出。 

（七）「美國大學館際合作概況及經驗分享」專題演講 

99 年 3 月 17 日邀請 Eastern Michigan University 鄭瑞瓊館長蒞校演講，介紹美

國大學圖書館概況並舉一些資源分享的例子及未來發展趨勢等新知，讓在場聆聽的

館員獲益良多。 

（八）東韻 vs 西風：全球化視野下的東西文化交流史書展 

本館為提升校園閱讀的廣度與深度，2010 年陸續推出主題書展，第一個登場的

主題為「東韻 vs 西風」，以東西文化交流為題，99 年 3 月 22 日至 4 月 4 日展出。展

出書籍，有前人的見聞錄，如馬可波羅行記、利瑪竇書信等，有今人的論著，如 2008

年出版 Jack Wetherford 著《成吉思汗與今日世界之形成》等，還有紀錄片、歷史影

片等，以古道照今塵的方式，為讀者開啟古今視野，引領大家從全球化的視野下重

新認識東西文化交流的歷程。 

 
東韻 vs 西風書展展示 

（九）「探索服務（Discovery Service）」專題演講 
99 年 03 月 26 日邀請 EBSCO Publishing 蒞館舉辦新知分享活動，針對目前網際

網路新技術──雲端計算與「探索服務（Discovery Service）」如何運用於圖書館資

訊服務上，詳細精闢的介紹讓在場聆聽的館員獲益良多。  
（十）「從數位典藏至數位人文研究」專題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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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館與歷史學系合辦，99 年 04 月 13 日邀請臺灣大學數位典藏研究發展中心主

任項潔教授為全校師生說明數位文獻應用於人文研究的資訊科技，應用數位典藏深

化人文研究，數位科技與人文研究議題的結合。 
（十一）配合本校推甄辦理系列活動 

為讓考生及家長有一個「舒活」、「徜徉」的好地方，圖書館推出系列貼心服

務。 
1.設置徜徉區： 
佈置舒適的沙發，提供休閒的刊物、報紙供輕鬆閱讀。 

2.減壓電影院： 
兩校區分別播放 3 場，內容以溫馨、輕鬆及趣味性為主，達到讓家長及考生

放鬆緊張情緒。 
3.專人導覽服務： 

兩校區分別安排 3 場「圖書館之旅」導覽，透過專業圖書館館員介紹，認識

圖書館各項功能及服務，有助於考生未來學習與課業。 
4.小小「百事達」： 

讓考生及家長輕鬆自在地，遨遊在視覺（DVD、VCD）與音樂（CD）的饗宴。 
5.好書傳千里： 

特設置圖書及期刊贈閱專櫃，免費贈送休閒性期刊及圖書給考生及家長，方

便其閱讀及打發時間。 
（十二）2010 大學生世界影展 

本館與中映電影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合辦第三屆大學生影展，99 年 5 月 06 日至

6 月 10 日於兩校區共計播放 13 場次。本年度特別將『品格』與『人權教育』訂為

影展主題，透過優質世界電影以寓教於樂的方式陶冶大專學生的品格，開闊其國

際視野，並促進大專學生對世界人權與公民議題的重視。 
（十三）圖書館數位資源服務說明會 

為推廣國家圖書館數位資源服務（NCL Digital Open Access Service），分區針

對大專校院圖書館、公共圖書館及各校學報刊編輯舉辦說明會，東區說明會與本

館共同主辦，於 99 年 6 月 09 日在行政大樓三樓簡報室召開。說明會內容包含「臺

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知識加值服務」、「全國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政府資

訊系統」、「遠距學園」之查詢利用及授權計畫說明。 
（十四）圖書館主題書展之二「綠活台灣．永續生活」書展暨系列活動 

為傳遞環境倫理概念，激發本校師生及社區民眾對環境議題的關注與實踐，

提升環保意識與環境榮譽感，以尊重、珍惜的態度來關愛我們賴以生存的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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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永續生活的概念。藉由具有人文關懷與實證科學的優良政府出版品為主題書

展，展開聽、走、讀、做系列活動，期以東華大學出發，將此觀念傳遞至花蓮各

角落乃至全台。使大學生清楚認識面對大自然反撲日趨嚴重的事實，只有培養環

保意識與情操，拋棄人類自私天性，不僅建立觀念，更知道如何具體實踐。 
1.「聽」──培養環境公民的環境教育： 

99 年 5 月 4 日生環所許世璋教授專題演講。 
2.「走」──進東華的心，華湖生態解說及演講： 

A. 99 年 5 月 18 日中文系吳明益老師解說及專題演講。 
B. 99 年 5 月 19 日後山自然人社蘇祥瑜社長解說。 

3.「讀」──永續生活主題書展：99 年 5 月 3 日至 14 日及 5 月 18 日至 30 日在兩

校區展出具有人文關懷與實證科學的優良政府出版品。 
4.「做」──政府出版品 OPEN 網站主題利用推廣研習暨環保手工皂 DIY： 

99 年 5 月 12 日及 26 日聘請蒲公英手作坊負責人姜歡芳老師現場教導本校

教職員生。 

  
永續生活主題書展 利用環保素材製作手工皂 走進東華的心—參加華湖 

生態解說的教職員生合影 

（十五）映像法國—法國近代文學家手稿圖像展暨系列活動 
99 年 5 月 19 日至 6 月 12 日由圖書館主辦，英美語文學系、音樂系協辦，

內容包含開幕茶會、手稿與圖像展、書展、影展、演講活動、座談會等，藉由手

稿圖像展暨系列活動，突破時間與空

間的限制，來一趟法國情境的神遊之

旅，打開全校師生與在地花蓮社區民

眾的視聽感官。當閱讀著古老的法國

文本、圖像與影像，聆聽著專家學者

的解讀與詮釋，浸潤在濃厚的法國

文化之中，也仿如走進他們的內心

世界，希冀開闊你我的視界，也豐

富了人文涵養。 

與會貴賓合影：（左起）劉一峯神父、生科系

宣大衛、呂約伯神父、潘世光神父、黃文樞校

長、文化局長吳進書、英美系陳鏡羽、國家圖

書館鄭秀梅主任、張璉館長、音樂系程緯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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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近代文學家手稿圖像展暨書展 

（十六）朋友！E-book 怎麼讀？活動： 
為讓本校師生認識並推廣電子書，99 年 5 月 17 日至 99 年 6 月 11 日舉辦徵求

電子書的創意學習簡報檔、作品評選、「現場聽看嘜」—電子書使用講習會等項活動。 
五、志工招募： 

（一）第一期校園志工有 71 名同學報名，總計錄取 55 名。  
（二）第二期校園志工有 80 名同學報名，總計錄取 71 名。 

六、愛的書庫： 
台灣閱讀文化基金會於本館設立東部第一個「愛的書庫」，免費提供好書給老師與志

工，以共讀方式帶動花蓮地區中小學閱讀風氣，並由新竹貨運免費運送到校。 

◎99 學年業務重點 
一、館藏發展多元化 

（一）修正館藏發展政策 

配合學校整體發展及教學研究需要，制定館藏發展政策，充實各類型館藏資源，

使圖書館各項資源能有效滿足師生之資訊需求，藉以提升學術研究。 

（二）建立特色館藏及核心研究資源 

建立特色館藏及核心研究資源，支援重點領域及具潛力領域之研究活動。 
（三）發展本校學術產出數位化 

發展特色館藏數位化，集合本校所有學術產出，建置數位內容，提供整合查詢。 
（四）發展數位化館藏 

採購電子化資料，發展數位館藏，延展實體圖書館的服務，增強本館館藏之完

整與深度，提供師生更快速便捷的資訊，有效提昇整體教學與研究水準。 
（五）提昇館藏質量化 

本館不僅館藏量居全國第九，更致力提昇館藏的質量，建立一套架構完整的指

導準則和清楚的篩選標準，保持館藏的新穎性、適用性，充分運用書庫空間，提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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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資料使用率及節省館藏維護的人力、物力。倘有發行電子版，則在經費許可內

改訂電子版，不僅節省館藏空間，也便於讀者使用。 
二、讀者服務個人化及資訊化 

（一）持續改善現有圖書館自動化系統功能 
圖書館館自動化系統為圖書資訊服務的核心系統，加強督導系統廠商改進系統

效能，發揮功能，縮短讀者查詢或等待時間，並精簡圖書館管理人力與成本。 
（二）強化網路個人化資訊服務 

配合師生之需求，透過電子資源及各項館合或參考線上服務，滿足師生個人化

教學研究所需資訊服務。故除藉由自動化系統建立國際標準的館藏資源，搭配整合

查詢異質資料庫的系統，提供讀者全面且完備的文獻檢索利用環境。 
（三）充實圖書館網頁資訊 

持續利用 WEB 2.0 技術，創造 LIB 2.0 的服務介面，加強圖書館及電子資源之

利用推廣，提高師生資訊素養技能，並使圖書館服務更貼近讀者。 
三、館際合作開展創新 

（一）拓展合作館數量 
持續與國內各大學及學術圖書館簽訂館際借書協議，拓展與國內具特色資源的

圖書單位館際合作的項目及內容，增加跨單位圖書資源。 
（二）參與各項館際合作計畫 

積極參與國內外圖書館的各合作計畫、資源共享聯盟，建立資源共享機制，包

括館際互借、文獻傳遞、共同採購等多方面合作機制。 
四、推動花蓮國小閱讀風氣，培養國小閱讀教師 

（一）主動參與國立師範大學的「增置國小閱讀教師分區輔導網絡與建立典範學校計畫」，

進行「花蓮地區圖書館閱讀推動教師輔導計畫」。 
（二）計畫目標 

以提升學校圖書館經營與強化圖書教師職能為目標。 
（三）執行方式 

以國立東華大學附設實驗國民小學為典範，協助學校建立相關機制，進而推廣

至其他學校，逐步帶到各小學。並安排觀摩參訪花蓮地區二所學校圖書教師現況，

進行圖書教師經驗分享及問題討論。 
五、結合社區資源促進社會發展 

（一）持續開放社區居民使用，結合當地社教機構，共同策劃教育學習活動。 
（二）舉辦多元性推廣活動，扮演「資訊領航員」的角色，落實與社區共享資源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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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創意行銷活動 
（一）舉辦各類型演講、書展、研討會、藝文等多元化活動 
（二）圖書館推廣教育課程規劃。 
（三）定期發行「圖書館電子報」。 
（四）整合館內資源，規劃年度大型活動，以提高活動能見度，擴大參與率及活動效益。 

七、連絡方式： 
網址：http://www.lib.ndhu.edu.tw，電子信箱：library@mail.ndhu.edu.tw 
壽豐館服務檯電話：（03）863-2838，參考諮詢檯電話（03）863-2840 
美崙館服務檯電話：（03）822-7106 分機 1381 

資訊與網路中心      

網路管理組 
◎98 學年重要業務 
一、宿舍網路骨幹交換器升級 

因應合校後宿舍網路規模擴增需求，並配合未來規畫提升校園網路骨幹為 10GB 傳輸

效能，於 99 年 3 月完成宿舍骨幹路由器升級作業。升級後之骨幹路由交換器提供高速的封

包交換能力，可提供宿舍網路高效能、穩定的網路傳輸服務。 
二、防火牆暨頻寬管理系統建置 

因應越來越複雜的網路應用，為避免不當應用網路資源並減少網路攻擊造成損失及網

路頻寬的浪費，資網中心購置防火牆及網路頻寬管理系統，將針對校內實際網路狀況進行

防火牆系統及頻寬管理系統的設定，以確保有限的網路頻寬資源得到最好的利用。 
三、體育館有線、無線網路系統建置 

配合體育館建築的完工，規劃建置體育館有線及無線網路系統，體育館的網路應用性

質，將以無線網路為主，採用中央控管式無線網路基地台架構，讓無線網路系統的管理更

加方便。 

◎99 學年業務重點 
一、校園骨幹網路交換器更新 

因應合校後校園網路規模擴增需求，並配合未來規畫提升校園網路骨幹為 10GB 傳輸

效能，預計於 99 年 12 月前完成校園骨幹路由器升級採購作業。升級後之骨幹路由交換器，

可提供至少 7.65TB 的背板頻寬，並提供高達 3.06Tbps 以上的封包交換能力，可提供校園網

路高效能、穩定的網路傳輸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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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綜合活動中心有線、無線網路系統建置 
配合綜合活動中心建築的完工，規劃建置綜合活動中心有線及無線網路系統，綜合活

動中心的網路應用性質，將以無線網路為主，採用中央控管式無線網路基地台架構，讓無

線網路系統的管理更加方便。 
三、校園網路 IP-MAC 對應管理系統開發 

為有效管理有限的 IP 使用資源，並避免 IP 非法使用的情形發生，預計於 99 年 10 月完

成【校園網路 IP-MAC 對應管理系統】開發工作。系統主要功能為主動封鎖非法使用 IP 者

的網卡，以確保合法 IP 申請使用者權益。 

校務系統組  
9◎ 8 學年重要業務 

一、智慧型畢業初審系統。 
二、學生抵免學分系統。 
三、SSO 單一登入系統規劃。 
四、課程開課及學生選課系統加強資料庫整合，包含資料庫與軟體程式維護。 
五、教師授課鐘點計算系統。 
六、師培國小學程教育系統，包含學生報名系統及學生學籍和修課管理。 
七、學生線上請假系統。 
八、國科會薪資系統，擴充開發「計畫助理聘僱系統」。 
九、全校開課課程查詢系統，「課綱」完整連結 及「教學計畫表」連結。 
十、合校後系統持續整合及維護。 

9◎ 9 學年業務重點 
一、因應 99 學年度的系所架構調整，系統包含資料庫與程式的修改，ActiveX 改寫。 
二、智慧型畢業初審系統縱向整合。 
三、電子學習履歷系統橫向整合。 
四、推動校務行政系統單一簽入架構。 
五、校園學生與老師 Blog 規劃與校務行政系統整合之設計。 
六、兩校合併教師評鑑系統整合，界面與程式改寫，新指標計算及各項功能提昇。 
七、學習護照線上刷卡系統結合八大核心能力之功能升級。 
八、教務處國際學生入學申請系統與總務處學生學雜費處理系統規劃與設計。 
九、教務處學生抵免學分系統與校外租屋查詢系統互動功能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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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配合教育部或其他單位各種計畫需求，提供教務或學務系統的各項資料。 
十一、民國 100 年之年序問題，校務行政系統全面清查及程式修正。 
十二、強化畢業校友資訊系統功能。 

行政作業組 
9◎ 9 學年業務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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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控管及流程管理。 
四、支援圖書館資訊相關業務。 
五、本校 BBS 管理與維護。 
六、校園授權軟體管理。 
七、管理及維護資訊與網路中心所屬 5 間電腦教室。 
八、資訊推廣：99 學年預計協助舉辦花蓮區網中心 15 場研討會。 
九、配合資訊安全管理規範之導入，實施校內重要網段弱點掃描。 

發展規劃組 
◎98 學年重要業務 
一、推動全校性網頁平台建置系統： 

推動網頁平台建置系統，以整合全校資訊為主要目標，使全校網頁逐漸朝向統一規劃、

資訊整合、獨立維護方向改變，讓學校網頁的風格更趨一貫性，同時能提升安全性。 
二、導入虛擬主機技術應用： 

因應全球節能減碳的趨勢，導入虛擬主機技術於學校網路伺服器上，讓一部實體主機

能提供多部應用主機的功能，不但可減少伺服器採購開支，同時能減少能源消耗及降低空

間使用率。 
三、實施校內重點網段資通安全弱點掃描： 

配合校園資通安全體系的建立，針對校內重點網段，開始實施定期弱點掃描，以防範

資通安全意外事件於未然。 

◎99 學年業務重點 
一、建置全校性入口網站服務系統： 



東  

華  

校  

刊   

第
十
六
期 

 

 
58

建置全校性入口網站，以整合全校資訊作為主要目標，將學校的各項資訊，包括院系

所介紹以及教師們發表的學術論文，以更一體化的方式來呈現，藉由更完整化的架構，強

化學校在網路上的整體資訊呈現。 
二、加強虛擬主機應用： 

虛擬主機的應用藉由共用伺服器及週邊，可減少不必要的重覆零件及能源消耗。配合

先前已逐漸導入的虛擬主機技術，期能打造綠化節能機房，進而邁向雲端運算系統建構的

目標。 

綜合作業組（美崙校區） 
9◎ 9 學年業務重點 

一、協助美崙校區各行政教學單位新網頁建置相關事項 
原建置於 faculty.ndhu.edu.tw 之網頁將於 99 年 10 月 12 日全面更換至 ePage 平台，本

中心持續協助相關事宜。 
二、維護 4 間電腦教室及 75 間公用教室多媒體電腦設備。 
三、協助壽豐校區辦理各項研討會及場地借用事宜。 
四、主動協助新生入住宿舍網路 IP 設定、網路故障排除及相關資訊問題諮詢。 
五、規劃及陸續辦理民國 100 年暑假美崙校區搬遷資訊設備至壽豐校區等相關事宜。 

共同教育委員會     

通識教育中心 
◎98 學年重要業務 

通識課程有別於專業訓練、以擴展視野及延伸知識範疇為主的課程規劃，通識中心透過四

大領域及核心課程的要求，強調本校對通識教育的重視及全人教育理念的認同；同時在課程規

劃之各學群中，涵蓋不同領域現代化知識並兼顧東部地區的特有屬性，融入自然與多元，給學

生一個兼具全球化與在地化之博雅知識，以提供全方位的視野；課程的架構，以四大領域縱向

規劃，及院基礎學程橫向連結專業與通識，亦並以學群的方式做主題式的學習，每學期也邀請

校內外專家進行專題講座，以擴展學生視野。因為有期許、自然、多元、尊重學生，提供不一

樣的通識教育、不一樣的課程規劃，期能孕育出具有宏觀視野、樸實敦厚、充滿愛與關懷特質

的東華人。 
通識教育中心 98 學年重要業務分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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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通識課程核心化、課群化的規劃 
通識課程以核心化及課群化為目標，各領域開設 4-6 門核心課程，以及 1 門跨領域核

心課程。除原有 12 門核心課程，另新增具東華特色之核心課程，分別為：東台灣的歷史與

文化、海島與海洋、社會科學概論、東台灣的族群與社會、海洋探索、東台灣的生態與環

境。 
二、操作結合田野的特色課程 

本中心與本校海洋科學院校區建立互動的教學模式，開發「海洋探索」特色課程，並

安排至海生館進行海洋活動戶外教學與訪問；另與本校原住民民族學院共同規劃「多元文

化」課程，亦安排部落體驗戶外教學。此外，與本校學務處及學輔中心合作開設「大學入

門-新鮮人新視野」課程，整合三方資源，提供大一新生瞭解大學教育之目的，重新培養其

學習方法、態度、生活形式與學習課題。 
三、暑期密集課程的進行 

自 97 學年度起定期開設，使學生能夠更彈性的時空安排及課程規劃，而 98 學年度之

密集課程開設有：（1）劇場藝術；（2）海洋探索。劇場藝術於 99 年 8 月順利圓滿結束，海

洋探索原預定於 99 年 9 月初進行，因受颱風影響而停止開課。 
四、優質通識教材的編撰 

在本校優質課程架構下，展開教材編撰的工作，更能落實其理想之實踐，延伸其課程

之效應，因此教材之編選撰述，即配合通識核心課程及特色課程的開設而來，如「多元文

化專題講座」、「後山人文專題講座」，提供更多莘莘學子學習之用。此類通識課程教材，深

具「區域性」魅力及「多元性」視野，都是陶冶滋養學子感受力以激發他們對心智糧食之

渴望的利器。 
五、通識教育課程講座之強化 

本校通識教育課程講座規劃分為：（1）邀請校外各領域具傑出成就之學者或專業人士，

作主題式專題講座，課程如「通識教育講座」；（2）邀請後山區域傑出人士及人文工作者，

如「後山人文專題講座」；（3）由於本校無醫學相關學系，特邀請慈濟醫院及門諾醫院醫師

開設「健康與急救課程講座」、「醫藥與健康課程講座」；（4）本校教師以講座方式授課，透

過教師的專長，強化課程的多元性；（5）為進行兩校區通識課程之整民，規劃「文學經典」、

「全球環境變遷與永續發展」兩門課程，以兩地教師相互合作支援的講座方式進行，初步

整合兩校區之通識課程。 
※通識教育專題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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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年 3 月 8 日邀請屏風表演班藝術總監李國修先

生與本校師生進行講座，座無虛席。 
99 年 3 月 15 日邀請民進黨主席蔡英文女士與本

校師生座談，熱烈迴響。 

六、通識教育各層會議的具體落實 
除定期召開領域召集人會議外，本中心為支援各領域召開各課群委員會、各課群教師

召開授課教師座談會、中文或外語召開語文教學革新會議等，使各層會議真正啟動，一則

檢視課程整體的結構與數量，以因應院基礎學程的新措施；二則充分了解各教學現場的問

題與需求，發揮行政支援的功能。98 學年度領域召集人會議總計召開過三次，討論議案包

括：99 學年度通識教育中心課程規劃、核心課程異動、新增課程之課綱審議、近 3 年未開

設之通識課程討論、通識課程課綱重新審視及修改、 99 學年度英文修課暨畢業標準辦法討

論、通識課程開授及審議辦法修訂等。 
七、提昇通識課程之品質，展現教學特色 

本中心除訂定「教學成果展及校外教學之申請與獎勵辦法」，活絡增值通識的課程效

用，並整合在地資源延伸至優質校內外的學習場域之外。98-1 通識課程教學活動計有 7 門

課程辦理校外教學、課程講座及學生成果展之教學活動，如「日本歷史與文化」舉辦茶道

演講與示範。98-2 通識課程教學活動計有 10 門課程於下學期辦理校外教學、課程講座及學

生成果展之教學活動。如「攝影創作」課程至台北市立美術館及台北當代藝術館參觀攝影

展等。 
八、通識課程基本能力指標的訂定 

請各領域召集人針對其領域目標、課程規劃制訂學生基本能力指標。目前已完成規劃

各領域課程的能力指標項目，並依其指標項目與課程對照，逐一檢視每門課程的能力指標。 
九、多元服務學習的實踐 

98 學年度起，98 學年度後（含）入學之新生，及選擇 98 學年度課規為畢業審查標準

之舊生應修習服務學習（0 學分）課程。服務學習課程開設第一學期有 35 堂課程參與，共

計有 71 位教師參與授課。透過不定期的方式與校內外教師、民間單位進行分享交流，達到

教學資源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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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學習 

 
99 年 4 月 4 日服務學習經驗分享座談會邀請靜宜
大學國企系詹秋貴老師與資管系楊子清老師。 

99 年 6 月 22 日服務學習座談會，吳靜怡小姐為大
家介紹美崙啟能發展中心，說明該單位志工參與

及服務。 

◎99 學年業務重點 
99 學年度及未來通識中心發展願景為「只有在東華才可以修到的通識課程」。如何讓東華人

涵養不同器度的胸懷，是通識中心重要的使命，發展東華大學特有之東部特色的通識課程，積

極規劃環境永續、海洋連結、東臺灣關懷系列等三類課程，無論從學習歷程或學術學理，東華

的學生皆由修習特色課程瞭解東台灣。在此願景下，重要的業務有： 
一、學生情意美感能力的提升 

加強藝術活動與相關課程的結合，每場展演活動至少與一門藝術類課程結合，納入教

學規劃，讓學生得以在親身接觸藝術的過程中，和課堂教學相互印證。並設計課程師生對

藝文活動的回饋制度，以及表演團體（藝術家）和課程師生的互動機制。另外，也提供修

習課程之學生相關資源與課程成果展協助，讓學生在學習與活動中，培養創造力、組織能

力、溝通能力與企劃能力，運用課堂上學習的知識理論，強化對藝術與美之深度與廣度的

學習，知識性和實踐性的雙重能力之培養，增加自身的學習成效與藝術涵養。 
二、建立東華特色之服務學習 

規劃具有東華特色的服務學習課程，即「多元和尊重的精神」，一是結合系所專業，由

各系所支援此課程的開設，各系可以設計融入該系專業的服務學習，如資工系進行偏鄉資

訊無縫接軌，歷史系進行口述訪談以保存鄉土史料、教育學院對弱勢學生進行學業輔導、

原民院協助部落保存原住民文化等；二是由各教研單位申請開課，如教學卓越中心開設的

菁英小老師、師培中心開設的社區參與等。 
三、特色課程融入田野的推動 

田野實察和移地教學的實施、架設互動平台為社區和伙伴學校的資源連結、暑期密集

課程的持續進行—東台灣是台灣最好的生態教室，藉由課程和經費補助的配合，鼓勵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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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教室移地上課，透過教師或其他組織單位的導引，並藉由課程和在地 NPO、NGO 組織

連結交流情況，可提供有興趣之同學申請至校外組織單位課餘實習機會，以培養實際人才

所需具備之經驗。 
四、經典及先導型學程的規劃 

規劃出「永續發展」、「本土化與全球化」、「人師經師」或具前瞻、經典代表等學程，

每個學程包括語文教育、人文與藝術、社會科會、數理與科技四個領域及院基礎課程，學

分數 21 至 24 學分不等；學程規劃出來後經通識中心領域召集人會議和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並公布，進而排定學程課程開設時程並推廣。 

藝術中心 
◎98 學年重要業務 

藝術中心設立的主要目標為下列四個方向：1.藝術文化展演活動整合與推展；2.協助藝術文

化課群架構整合與實施；3.訪駐校藝術人才與師資整合；4.社區藝術發展與文化活化，我們努力

朝著這樣的目標邁進。藝術是一種生命熱情展現的形式總和，希望透過多元的藝文展演活動的

舉辦，喚醒學生對生活的熱情，調節學生的情緒與心靈，培養學生的人文涵養，形塑屬於東華

人的文化面貌，讓整個東華校園充滿觸動人心的對話與故事，能夠看見生命的熱情與活力。 
藝術中心 98 年重要業務簡述如下： 

一、98 學年辦理「2009 東華秋藝季~秋之藝饗」與「2010 東華春藝季」系列活動，共舉辦 89
場次藝文活動，參加人數達 16,889 人次。其中包含 7 場音樂會、22 場戲劇舞蹈表演、5 場

展覽、12 場工作坊、30 場電影欣賞、13 場講座。 
二、第四屆「東華創藝短片獎」創意主題活動，本屆共 28 位報名，最後 18 件作品參賽，內容

多元豐富，5 部紀錄片，13 部劇情片，呈現各種不同樣貌的敘事及影像美學，雖然是 20 至

30 分鐘的短片，卻可以看到學生們的青春熱情、實驗創意與社會關懷。本屆短片獎更邀請

到小野、鴻鴻、王瓊文等三位金鐘獎級的評審，以影展的方式進行作品發表放映及頒獎典

禮，評審於現場與參賽者對話，參賽者也相互分享拍攝技巧與過程的甘苦談，典禮過程溫

馨而熱烈。讓學生在學與做的過程中，獲得更有效的學習成效。 
三、訪駐校藝術家展演活動 

（一）裝置藝術家—陳逸堅（98/8/1-99/1/31） 
1.藝術達人到你家工作坊，共 36 小時 
2.公共藝術工作坊，共 36 小時 
3.Art Living-師生期末成果聯展 （99/1/4-1/15） 

（二）無獨有偶工作室劇團 （98/10/31-98/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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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偶動絲懸‧夢想起飛】現代偶戲特展 （98/10/30-11/21） 
2.【光影的秘密花園】互動式光影劇場（12 場次） 
3.【光影的創意小舖工作坊】4 場次（共 32 時） 
4.【藝術宅急便】3 場次 

（三）屏風表演班藝術總監李國修（99/2/1-99/8/31） 
1.【屏風藝廊】特展（99/3/8-4/1） 
2.【戲精脫殼秀講座】4 場次 
3.【夏日風電影】室內 16 場次、戶外 2 場次 
4.【電影映後座談】3 場次 
5.【屏風工作坊 I】玩遊戲‧做自己（7 場次共 14 時） 
6.【屏風工作坊 II】風戲劇‧玩表演（共 12 小時） 
7.【屏風觀戲趣】三人行不行 I（包含學生成果演出） 

（四）98 學年度活動照片 

 
向大師致敬米勒特展—博物館課程學生導覽 【大師分享】吳興國講座：聽見傳統的召喚 

 
【大師分享】蔣勳講座： 

土地倫理與自然之愛—米勒與巴比松畫派 
音樂學系—新魔笛外傳歌劇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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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屆東華創藝短片獎頒獎活動 圖說台灣社會文化史料展—郭雙富老師現場解說 

 
駐校藝術李國修系列活動精彩登場 駐校藝術家李國修系列活動：成果演出後大合照 

99◎ 學年業務重點 
一、99 學年度第一學期藝術中心規劃「2010 東華秋藝季」系列活動，形式多元，活動包括有：

傳統皮影戲、音樂會、戲劇、展覽、電影週、大師分享講座、駐校藝術家系列活動、偶戲

藝術推廣駐館計畫等。 
二、駐校藝術家系列活動：邀請藝術界大師李錫奇老師駐校二個月，規劃一系列包含專題講座、

主題展覽、創作工作坊暨 Open Studio 等活動，並於期末舉辦師生成果聯展。 
三、第二年參與文建會媒合演藝團隊進駐演藝場所合作計畫，與無獨有偶工作室劇團共同舉辦

【跟著偶藝起來】系列活動，提供有深度的校外教學題材，邀請花蓮縣市各國中小學到東

華大學戶外教學，開啟學生藝術欣賞的視野，落實藝術扎根的政策，讓偏遠地區的學生也

能分享藝術的資源。 
四、建構藝術表演空間：藝術中心將進駐湖畔舊有的社團活動中心，秉持「美化、活化、人性

化」的原則來永續經營，塑造為整個校園氛圍與學生生活結合的互動空間。另外，也將規

劃建置湖畔藝文廣場的戶外展演空間，增設專業的燈光音響展演設備，提供校內學生或社

團良好的活動空間與設備，增加學生辦理活動的便利性。 
五、2010 東華秋藝季活動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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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日期 時  間 活  動  名  稱 地  點 

9/29(三) 19：00-21：00 詩人的對話：蕭邦與舒曼誕生 200 年 藝術歌曲之夜 演藝廳 

10/4 至 
10/29 

9：00-16：30 
（周日休館） 台灣鄉情水墨畫巡迴展 共同教學大樓 

展示廳 

10/8(五) 19：00-20：30 捕光捉影－永興樂皮影戲團  文一講堂 

10/14(四) 19：00-21：00 啟蒙時代之樂音－十八世紀清唱劇之美 演藝廳 

10/18(一) 14：00-16：00 詩．三連發巡迴講座 文學院會議廳 
（文 A207） 

10/21(四) 19：00-21：00 【越境之聲‧南國之音】Khac Chi 越南音樂樂團 演藝廳 

11/4(四) 19：00-21：00 印象南王三部曲～很久沒有敬我了你 
原住民電影‧音樂‧劇 湖畔戶外 

11/12(五) 19：00-21：00 【駐校藝術家 李錫奇 系列活動】專題講座 I 
抽象與東方思維：會談李錫奇的創作歷程發展 

美崙校區 
美教館203教室 

11/15(一) 14：10-16：00 【駐校藝術家 李錫奇 系列活動】專題講座 II 
本位及變異創生律動：我的現代繪畫創作歷程發展

工四講堂 

12/2(四) 10：00-12：00 
【駐校藝術家 李錫奇 系列活動】專題講座 III 
飛越色彩的防空洞：台灣現代藝術與文學的互動歷

程 

文學院會議廳 
（文 A207） 

12/14(二) 13：00-14：50 【駐校藝術家 李錫奇 系列活動】專題講座 IV 
傳統、創新與跨媒材：台灣現代藝術的發展歷程 原民院 A329 

另行公告 另行公告 
【駐校藝術家 李錫奇 系列活動】專題講座 V 
台灣現代藝術的回顧與展望－老中青三代藝術家座

談 
另行公告 

11/8 至 
11/26 

9：00-16：30 
（周日休館） 

【駐校藝術家 李錫奇 系列活動】展覽 I   
詩中有畫，畫中有詩：李錫奇詮釋詩（圖像詩） 
主題：以古月《探月》為主題的版畫展覽 
※開幕茶會：11/12（五）10：00 

共同教學大樓 
展示廳 

12/6 至 
12/24 

9：00-16：30 
（周日休館） 

【駐校藝術家 李錫奇 系列活動】展覽 II 
李錫奇老師個人創作特展 

共同教學大樓 
展示廳 

12/27 至 
01/07 

9：00-16：30 
（周日休館） 

【駐校藝術家 李錫奇 系列活動】展覽 III 
李錫奇老師工作坊之師生成果聯展 另行公告 

11/13 至 
12/25 

每周六 09：
00~12：00 

【駐校藝術家 李錫奇 系列活動】 
創作工作坊暨 Open Studio：現代繪畫創作（※採報

名方式） 
工學院 B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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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日期 時  間 活  動  名  稱 地  點 

11/22 
至 11/25 

10：00-11：00 
13：30-14：30 

【跟著偶藝起來】偶戲藝術推廣系列活動 
《偶寶貝趴趴走》互動式劇場  演藝廳 

11/27(六) 
11/28(日) 

10：30-11：30 
14：30-15：30 

【跟著偶藝起來】偶戲藝術推廣系列活動 
偶寶貝故事劇場《傻猴波波》    ※售票演出 演藝廳 

12/3(五) 19：00-21：00 2010 全國大專院校藝術校園教育推廣巡演 演藝廳 

12/5(日) 14：30-16：30 【蔣勳～破解莫內】巡迴講座 演藝廳 

12/13(一) 14：10-16：00 【大師分享】丁乃竺講座：表坊面面觀 工四講堂 

12/14(二) 19：00-20：30 室內樂之夜~ 2010 Taiwan Connection 音樂節  
（ 12/1※ 開放索票） 演藝廳 

12/29(三) 19：00-21：00 楊牧音樂會 演藝廳 

語言中心 
◎98 學年重要業務 
一、開設線上學習課程，透過一對一的診斷課程設計，瞭解學生個人的學習傾向和問題，培養

個人自律自學的學習風氣。 
二、學期初舉辦大一英語檢定模擬考試，學期中舉辦英文檢測說明會及校園英文能力測驗。 
三、設立獎學金，以鼓勵學生參加英語檢定考。通過等同於 GEPT 中高級初試的檢定考試的學

生，可獲得獎助。 
四、購入線上自學的第二外語教學軟體，包括：日語、德語、法語、西班牙語、民大利文； 推

動第二外語拔尖計畫，鼓勵學生參加第二外語的自主學習活動。凡通過檢定考試者，報名

費全額補助。 

◎99 學年度業務重點 
一、學期初舉辦大一英語檢定模擬考試，學期中舉辦英文檢測說明會及校園英文能力測驗。 
二、預計開設多元化英語選修課程，「科技英文」、「文法與修辭」、「進階英文字彙」、「體育

英文」、「英文與流行文化」、「英語導覽解說」、「英語電影語言與文化」、「西洋神話故事選

讀」、「英文兒童文學選讀」、「英文散文選讀」、「中英雙語廣播實務」、「專業英文寫作」、「英

語文學名著選讀」。 
三、設計自學課程推廣英語線上學習資源，完成後登錄於學生電子學習履歷。 
四、舉辦英文拼字比賽、有聲書讀書會等活動，推廣英文分級讀本及英文有聲書，提倡英文圖

書閱讀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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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中心 
98◎ 學年重要業務 

一、校園路跑： 
本項東華盃路跑賽目前已成為東華大學一年一度的傳統賽事、活動之一，年年報名參

加人數皆有增長，98 學年路跑合計師生、教職員等計有 1,250 人參加路跑。並為敦親睦鄰，

比賽亦開放接受壽豐鄉鄉民報名參加本項路跑活動。 
為使參加的選手跑的舒暢，校園路跑往年均於下午約三、四時太陽較不炎熱的時刻起

跑。今年則嘗試比照一般路跑賽程，於 99 年 3 月 26 日早上六時三十分起跑。比賽一般分

為兩條路線，甲線男挑戰組、男學生組為 5.6 公里，乙線女學生組、女健康組、長青組為

3.5 公里。路跑路線每年會略有變動，大致甲線為體育室→經宿舍區至 K 書中心右轉→外環

道→景觀橋→經漆彈場接外環道→體育室，乙線為體育室→經宿舍區至 K 書中心左轉→文

學院→湖畔餐廳→至景觀橋左轉→經漆彈場接外環道→體育室。 
賽前依例會有表演節目及暖身活動，本年由運動與休閒學系同學在「YMCA」優美暢

快旋律中展開熱身活動，師生選手大家奮力往前衝刺，希望年年成績接皆有進步，希望健

康加分、學業加分。 
二、身心靈課程 

本課程藉由冥想、打坐、瑜珈、拉丁有氧、活力有氧、活力網球等課程，來幫助現代

人消減壓力，除了心理上的調適外，對於病狀有所了解，隨時隨地為自己的健康加油，來

達到身心靈健康的目的。 
三、2009 東區海洋獨木舟體驗營  

利用暑假時間，舉辦運動休閒體驗營，藉由多元化的休閒運動活動設計，培養國中、

國小學生的水域運動興趣及技能發展，並且提昇國中、國小學生的全人健康和健康體適能

之概念。 
四、定向運動 

定向運動（orienteering），是一種由地圖、指北針、選手構成的運動，簡單的說是將某

一場地（學校、公園、社區、山區或不特定的區域）畫成定向運動地圖，由賽程設計者設

定賽程，選手按大會指定的時間取地圖出發，逐一通過檢查點，並在核對卡上留下到達的

紀錄，按選手到達各點的正確性及使用時間來區隔選手的成績（名次）。定向選手除了相關

識圖、定向能力外，尚需具備快速民斷力、問題解民及越野跑的能力。 

99◎ 學年業務重點 
99 年校慶系列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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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 年 10 月 29 日網球賽（教職員組） 
2. 99 年 10 月 30 日網球賽（個人單打） 
3. 99 年 10 月 26 日-10 月 29 日羽賽賽 
4. 99 年 11 月 2 日-11 月 12 日排球賽 
5. 99 年 10 月 20 日撞球賽 
6. 99 年 10 月 23-24 日／99 年 11 月 13-14 日慢速壘球賽 
7. 99 年 11 月 15 日啦啦隊比賽 
8. 3 對 3 鬥牛大賽／足球賽／桌球賽／定向運動／獨木舟體驗等活動 

幼稚園 
◎98 學年重要業務 
一、單元主題活動：本學年度共安排了六個主題「我長大了、形狀大集合、哇！禮物、今天是

什麼天氣、我愛玩、蔬菜寶貝」藉由主題課程的內容，設計各項教學活動，並重視幼兒的

身體、情緒、認知、社會、創造力各層面發展均衡。 
二、家長日系列活動：邀請園內家長貢獻所長，安排各種不同的課程活動，拓展幼兒生活領域。

內容包含立川漁場蜆凍製作、陀螺儀操作、各項童玩卡片作品製作、握壽司 DIY、英文繪

本故事、摺氣球、熱塑片吊飾製作、插花體驗等等。 
三、家長成長團體計劃：98 學年度第二學期幼稚園特別推行家長成長團體計劃，活動目的在於

使家長於平時繁忙的工作及家庭生活中，無法獲得好好的自我成長及學習的家長，透過本

園安排之週六活動（免費托育），讓家長們能在工作及生活中更順利、更有品質。本學年舉

辦的活動包含：印度瑜珈、手工拼布、包粽子、親子音樂等課程 
四、服務學習課程：大學這個學期通識教育出現一系列「服務學習（一）＿XX 系」的課程，幼

稚園本學期為「服務學習」課程的合作單位之一，包含材料、應數、英美、企管、物理等

系的學生，都提供所學與專長參與幼稚園的教學，內容包含每週 2、3 次的美語繪本說故事、

主題遊戲、體能活動，還有摺紙教學、科學實驗操作、課後說故事以及圖書借閱等。 
五、戶外教學活動：戶外教學活動是小朋友們最期待的活動之一，本園帶領全園幼生參觀至花

蓮國際石雕展認識石雕文化欣賞藝術之美。另外為了讓大班的畢業生提早認識小學生活，

帶領了畢業班小朋友參觀了海星國小、慈濟國小、華大附小、志學國小。 
六、大學校園活動：積極參與大學校園活動，我們參加了藝術中心承辦的「偶動絲懸‧夢想起

飛」系列活動，其中由無獨有偶劇團推出《光影的秘密花園》互動式光影劇場，小朋友們

尤其喜愛。11 月的校慶活動和以往不一樣，它結合了國際文化節的系列活動，我們於 11
月 25 日園遊會當天帶小朋友到會場參觀，小朋友對各國文化展示攤位都覺得很新奇，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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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穿了荷蘭的木屐鞋，我們還親手敲敲揚琴喔！12 月原民院環形廣場進行報佳音及表演活

動，受到行政大樓的叔叔阿姨們熱烈的掌聲，校長還親自發了聖誕禮物，小朋友都好開心。

99 年 3 月還參加了一年一度的植樹節活動，我們化身可愛的植物和動物，唱著「樹呀，樹

呀，我把你種下，不怕風雨快點長大」，希望這些小樹苗聽到，能乖乖長大喔！ 
七、生保健：本學年持續對幼生民生保健把關，包括壽豐民生所護士阿姨入園做視力檢查、聽

力檢查、口腔檢查以及國軍八○五醫院小兒科主任許木嶺醫師做幼生全身健康檢查。 

八、活動相片 

  
報佳音活動－校長送禮物 

 
課程活動之一－婚禮體驗 

  
校慶活動 

 
聽力檢測 

  
植樹節活動 印度瑜珈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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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日活動－摺氣球 家長日活動－插花體驗 

  
家長成長團體計劃－包粽子 服務學習－應數系彈珠實驗 

心理諮商輔導中心    

9◎ 8 學年重要業務 
一、初級預防業務 

（一）導師知能研習會議 
1.98 學年度上學期有鑑於網路沈迷的現象已快速成為不可忽視的新議題，特舉辦『網

路成癮學生的預防與輔導』，協助導師了解網路成癮成因及輔導，協助學生在網路

娛樂與課業間進行合理時間分配。 
2.98 學年度下學期舉辦「遠離憂鬱，擁抱幸福」活動，希望可以提供導師在憂鬱症

等相關心理衛生知能，並一同學習、了解如何克服憂鬱帶來的影響，進而能藉此

自我照護。 
（二）心理衛生相關活動 

1.98 學年度上學期 
（1）「談戀愛關係的經營與分手的自我調適」心靈講座：提供大學生對親密關

係經營的認識，以建立平等、尊重的和諧關係。 
（2）夢想起飛—心理劇「夢」工坊體驗營：透過角色扮演與情緒宣洩讓學生實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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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體驗夢的詮釋與創意體驗，進而促進自我的重新整合。 
（3）『最遙遠的距離—親密關係中的暴力，從分手的難題談起』研討會 
（4）抒壓活動列車 

a.「創意舒活、青春有 Gut's 表達性藝術」工作坊：透過多元表達性藝術媒材

與團體的互動分享表達，得以鬆動深層的壓力。 
b.「呼吸、微笑、與放鬆」音樂冥想體驗活動：透過音樂能量振動身心靈，

提供自我陪伴與自我照顧能力。 
c.個性提袋 DIY：讓同學經由專心創作的過程轉移期中考前的考試焦慮，也

在 DIY 提袋完成時獲得成就感。 
d.「Wii will rock you！」：利用 Wii 遊戲機邀請同學走入並認識諮商中心，藉

由運動遊戲活動身體，已達抒壓目的。 
e.除舊佈新抒壓 DIY：讓參與同學體驗創作，透過木板、餐巾紙和白膠，創

作簡易的彩繪。 
f.「我手作我心／襪子娃娃 DIY」、「手作襪子娃娃來抒壓」：透過手作襪子娃

娃的方式，體驗自我創作，進而學習自我陪伴與自我照護。 
g.「創意無限～拼貼個性提袋」：透過活動培養學生的興趣，發揮創意，建立

良好的抒壓管道。 
2.98 學年度下學期 
（1）「大學生了沒？從電影談戀愛迷思！」心靈講座：為了澄清大學生愛情價

值觀，本計劃以座談的方式，提供大學生的討論與澄清愛情價值觀的空間。 
（2）「愛的奇蹟～家族星座奧秘」工作坊：透過感知與移動來探索問題背後的

動力與解決之道，找出與系統和諧共處並從中獲得力量的一個契機。。 
（3）校園關懷活動 

a.「吸住你的注意力」：藉由磁鐵書籤的實用性，向同學傳達關懷與祝福期末

考順利之意，並藉以宣傳中心之聯繫方式。 
b.「ALL PASS 糖的祝福」：鼓勵同學間彼此傳達考試祝福和鼓勵之意，並透

過此活動勉勵同學振奮精神用功。 
c.「愛很大；溫暖父母心」：透過此活動加強親子間的聯繫與提供一個表達關

懷之管道，亦有助於增強校園中同學於家庭中的社會支持力。 
（4）抒壓活動 

a.「不織布掛袋 DIY」－透過邊製作邊玩的過程緩和緊張氣氛，並從自己的

作品中獲得成就感。 
b.「Wii will rock you」－透過 Wii 遊戲邀請本校同學走入並認識諮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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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藉由運動及音樂類遊戲活動身體，以達抒壓目的。 
c.「創意舒活－馬賽克面紙盒 DIY」－讓同學在全心創作的過程中，忘卻平

時的壓力，並從自己的作品中獲得成就感。 
d.「心靈香包 DIY」－透過手創香氛包和靜心冥想的方式，得以抒解期末考

試壓力，找回生活中的片刻安適與靈靜。 
e.「串出好心情—串珠抒壓活動」－藉由串珠珠子材質與色彩、可以創作的

特性，讓學生可以透過內在壓力的投射。 
f.「搓搓捏捏放輕鬆—黏土筆筒創作」－藉由黏土可塑性，讓學生可以透過

內在世界投射出來的狀態來進行雕塑，減輕內在壓力。 
g.「三分鐘冥想~與冥想共舞」－透過音樂，進行肢體律動、冥想呼吸、身體

覺察與內在探索。 
h.點亮心燈－透過自製小物的提取讓輕鬆愉快的氣氛及感覺回到同學的生活

中。 
i.「大自然探索體驗～身心靈舒壓體驗營」－透過戶外課程的設計和參與，

創造學習的樂趣，培養面對挫折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三）輔導股長講習活動 

建立輔導股長制度目的為藉由大學部每一班級所推派輔導股長的同儕影響力，

協助推廣及宣導心理諮商輔導中心之心理健康初級預防各項活動。 
1.輔導股長研習：透過輔導股長的力量，對高關懷同學能予早期介入處遇，並協助

傳達諮商中心之相關心理衛生活動。 
2.「我是萬人迷」－藝術治療之人際關係成長工作坊－為增進學生對他人的認識與

理解，以利學生對自身在人際互動關係中情緒、行為、與態度的覺察。 
3.輔導股長期末座談會－了解輔導股長作為班級與諮商中心橋樑所執行的工作概

況、困難及是否對中心有其他建議或期待，並鼓勵同學即使卸任，日後仍持續協

助推廣中心活動及關懷周圍同學。 
（四）宿舍關懷 

「小小元氣大助人」、「宿舍揪團抽抽樂」：期中準備心靈小語的小卡及御守約

1,000 份，透過心靈小卡片的傳送，讓同學與同儕間互相打氣。期末則是發送棉花糖

及加油小卡，讓同學在補充元氣之時，還有心靈能量的支持。 
（五）民工訓練 

以督導團體形式，訓練民工暸解本中心接案流程，以及如何評估危機個案以提

供情緒支持及處理。 
1.高危險群學生的辨識與處遇：藉由專業課程加強民工專業知能，增加諮商中心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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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的敏感度與專業知能。 
2.自我探索工作坊：藉由團體間的互動，相互的激勵與支持，維繫助人的熱誠及信

念讓自我受益也助益他人。 
3.「自我探索與初層次同理心」工作坊：讓新進民工有基本的助人技巧，在助人的

同時也能夠自助，並提升中心服務品質。 
4.「塔羅牌與自我探索」工作坊－提升民工對於自我處境、身心壓力和內在衝突的

覺察和轉化。 
5.「從心理測驗探視人際溝通」－藉由心理測驗認識自己的內在狀態，進而檢視自

己的人際溝通模式，增進民工的溝通能力。 
（六）橫向聯繫會議 

召開學生事務處與心理諮商輔導中心聯席會議，討論協助同學最有效模式。 
二、次級預防 

（一）個別諮商 
1.心理諮商輔導中心有專、兼任諮商員共同為全校有需要的同學進行個別諮商與心

理治療之服務，並邀請兼任精神科醫師提供同學藥物諮詢服務。 
2.個別諮商統計：98 學年度接受諮商之同學共有 266 名，總接案人次為 1,770 人次。 

（二）團體諮商 
1.98 學年度上學期：  
（1）「心靈的演出」心理劇體驗團體：邀請署立花蓮玉里醫院精神科希雅特‧烏洛

醫師帶領，透過角色扮演的方式，提升對自我覺察，發揮身心整合的力量。 
（2）人際 up 非夢事—電影團體：藉由討論電影情節與角色，分享各自人際經驗中

的想法與感受，進一步認識自己的人際關係與溝通互動模式。 
（3）冥想團體：藉由平靜的訓練與小團體互動探索，覺知與洞察我們內心世界，

讓我們心靈得到平靜、喜悅與智慧。 
（4）冒險體驗—自我探索團體：體驗式的遊戲，可以有樂趣；透過遊戲，引導員

帶領學員反思、討論與分享，發展出自我價值,發現自己無限潛能。 
2.98 學年度下學期 
（1）「我愛故我在」愛情成長團體諮商：透過活動與分享，能探索自我的愛情價值

觀，釐清愛情迷思，自主與自在地面對個人的愛情關係。 
（2）「互動式冥想體驗~自我探索與人際關係」團體：藉由團體動力，增進成員們

對自我認識、自我覺察與適性的人際關係。 
（三）心理測驗 

1.98 學年度心理測驗使用率最高之前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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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學生身心適應調查表 118 人次 
（2）生涯發展阻隔因素量表 91 人次 
（3）生涯興趣量表 42 人次 

2.本中心已具備之心理測驗共計三類： 
類  別 測  驗  名  稱 

基本人格量表 BDI-II 
賴氏人格診斷測驗 BAI 
高登人格量表（甲種） 大專行為困擾調查表 
高登人格量表（乙種） 青年生活適應量表 
健康、性格、習慣量表 大學生身心適應量表 
柯氏性格量表 艾德華個人偏好量表 
貝克自殺意念量表 貝克絕望感量表 
人際行為量表 青年生活適應量表 

心理健康類 

邊緣性人格特質測驗 大學生心理健康量表-篩選性評估 
生涯興趣量表（增訂版） 工作價值觀量表 
生涯信念檢核表 生涯發展阻隔因素量表 生涯發展類 
成人生涯興趣量表 成人生涯認知量表 

學習態度類 大學生學習與讀書策略量表  

（四）專業督導及在職訓練 
名  稱 主持／講師 

高關懷個案研討會 
慈濟醫院精神科     蔡欣記主任 
805 醫院精神科      呂昭林主任 
慈濟大學諮商中心   溫錦真主任 

經驗性團體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松德院區心身醫學科專任主治醫

師兼主任湯華盛醫師 

完形夢工作坊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心理與諮商學系兼任副教授 
曹中瑋老師 

從 Self Psychology 的觀點

談心理疾病與心理治療 
鳳林榮民醫院精神科醫師 
梅當陽醫師 

諮商員自我照顧工作坊 國立政治大學心理諮商中心兼任諮商師 
徐燕如老師 

校園危機事件之介入處理 

國立東華大學心理諮商輔導中心 
專任諮商師 林佳儀老師 
專任諮商師 李冠泓老師 
專任諮商師 林賢謀老師 
專任諮商師 陳淑惠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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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資源教室 
「資源教室」扮演著學校、學生與家人間

溝通協調之橋樑，並推動校內外各項工作與活

動，使學生擁有完善生活空間及適性教育，以

充分發展身心潛能、完成學業、增進社會服務

能力。本校依據教育部「大專院校輔導身心障

礙學生工作計畫」，招收視、聽、器、多重及

肢體障礙等領有身心障礙手冊之學生。同

時，亦依此計畫設置「資源教室」於心理諮

商輔導中心，並聘任三位專業輔導人員，視

身心障礙學生於校園生活、學習等方面之需

求，適時適切地提供協助。 
以下為 98 年度資源教室提供之服務： 

1.新生座談會：為使身心障礙新生順利適應校

園生活，並使資源教室、學生、導師有機會

進行三方座談，特辦理新生座談會。期盼藉

由各方的瞭解、關懷與協助，提供學生最少

限制之環境。 
2.個別心理諮商服務：協助資源教室學生處理

情感困擾、生活適應之問題及調適人際關

係。 
3.電影欣賞團體：藉由影片欣賞及相關議題討論，促進資源教室學生以更多元的角度

瞭解不同的生命議題，提供彼此相互支持與陪伴的力量。 
4.就業資訊分享暨轉銜會議：邀請身心障礙者就業輔導人員及轉銜員，與資源教室畢

業生進行座談，提供學生目前就業市場之相關資訊。 
5.補救教學：提供資源教室學生課業輔導，共計 23 門課程。 
6.學習與生活協助：提供報讀、打字、筆記抄寫、生活陪伴等相關協助。 
7.輔具申請：配合教育部各相關輔具中心，提供資源生輔具申請服務，使用人數：4
位聽障生、4 位視障生、1 位肢障生。 

8.無障礙校園：協助整理校園無障礙環境使用建議及交通車安排。 
三、三級預防 

（一）緊急個案處理：緊急個案共 42 人。多數緊急個案問題為：身心症候（憂鬱症、躁鬱

症、精神分裂症及強迫症等）、自／他傷意圖、其他（性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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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9 學年上學期業務重點 
工作項目 工  作  內  容 

個別諮商與心理治療 
由專、兼任諮商員共同為全校有需要的同學進行個別諮商與心理治

療之服務。 

醫師諮詢 邀請花蓮基督教門諾醫院林明雄醫師蒞校提供諮詢服務。 

團體諮商 

99 學年度上學期預定團體為： 
 壽豐校區 

（一）表達性藝術探索情愛團體 
時間：10/21（四）～12/23（五），每週 14：00~16：00 
地點：諮商中心 
帶領人：陳維志老師 

 美崙校區 
（一）表達性支持團體 

1.初階：10/12、10/19、10/26、11/2   
時間：每週二 18：30~20：30 

2.進階：11/23、11/30、12/7、12/14  
時間：每週二 18：30~20：30 
地點：弘道樓二樓遊戲治療室 

（二）找愛的人～跨性別探索團體 
時間：10/4（一）～12/27（一），每週一 18：00~20：00  
地點：諮商中心 
帶領人：張秀娟諮商心理師、葉冠伶諮商心理師 
地點：美崙校區諮商中心團體室 
人數：預計招收 15 位成員 

（三）為愛/I 出征～情感探索工作坊 
時間：11/20（六）9：00-17：00，共計 7 小時 
講師：李冠泓諮商心理師 
地點：美崙校區諮商中心團體室 
人數：預計招收 15 位成員，其中至少五位男性成員 

大一新生心理健康普測 
實施大一新生心理健康測驗，至各班進行解測並提供個人測驗報

告。 

心靈講座與 

心靈活動工作坊 

98 學年度上學期預計舉辦以下活動： 
 壽豐校區 

（一）網路影展—網際與人際間的溫度：夏日大作戰 
時間：10/01（五）14：00 
地點：共四講堂 
帶領人：陳維志老師 

（二）重設人生黃金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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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工  作  內  容 

時間：10/4（一）18：00-20：00 
地點：心理諮商輔導中心 
帶領人：胡智淵 全職實習心理師 

（三）全方位自我提昇工作坊 
時間：10/23（六）10：30-12：00，13：30-18：00 
      10/24（日）09：00-12：00，13：30-16：30，共計

12 小時 
地點：團體諮商室 
講師：林萃芬諮商心理師 
名額：14 人 
報名起迄：9/27（一）～10/15（五），額滿為止，活動一周

前確定參與名單及後補。 
（四）發現心中的指南針—自我探索工作坊 

時間：10/23（六）09：00-16：00 
（五）戀愛沒有假期—生命成長的學習與經驗 

日期：11/19（五）10：00-12：00  
講師：喬如筠 心理師 

（六）生涯起飛 
時間：11/29（一）14：00-16：00 
帶領人： 洪儷軒 兼任心理師 

（七）大專校院情感教育暨愛滋防治宣導講座 
主題：被愛是幸福，能愛是福氣 
日期：12/17（五）10：00-12：00 
講師：饒夢霞 

 美崙校區 
（一）生涯起飛 

時間：11/22（一）14：00-16：00 
主題：失落與創傷經驗之自我照護工作坊 
帶領人：洪儷軒 兼任心理師 

（二）網路講座：網路世界的全面啟動！ 
時間：12/17（五）09：00-11：00 
地點：美崙校區 
帶領人：呂奕熹心理師 

抒壓列車 

 壽豐校區 
（一）抒壓擺攤活動（兩校同步進行） 

日期：12/7（二）~12/10（五）11：30-13：30 
（二）Wii will rock you !! 

日期：10/6～12/31  



東  

華  

校  

刊   

第
十
六
期 

 

 
78

工作項目 工  作  內  容 

詳情請見心理諮商輔導中心網頁 
 美崙校區 

（一）大家一起來「送波」～期中抒壓 
時間：11/1（一）18：30-20：30 
地點：弘道樓二樓遊戲治療室 

（二）我有話要說!!~期末抒壓 
日期：12/28（二）17：30-19：00 
地點：國立東華大學美崙校區涵翠湖畔、弘道樓 1 樓團諮室。 

（三）抒壓擺攤活動（兩校同步進行） 
日期：12/7（二）～12/10（五）11：30-13：00 
地點：學校餐廳 

導師會議暨輔導知能 

研習 

導師輔導知能研習 
主題名稱：是宅？還是成癮？－網路成癮之解析與輔導策略 
日期：12/17（五）12：30-15：00 
講師：呂奕熹 

民工培訓 

提供民工同學同理心、自我探索等培訓課程 
（一）民工期初大會 

時間：9/30（四）18：00-21：00  
（二）民工凝聚力工作 

時間：10/16（六）09：00-16：00  
（三）助人技巧工作坊 

時間：11/17、11/24（三）18：00-21：00  
（四）民工期末大會 

時間：12/30（四）18：00-21：00  

輔導股長業務 

 壽豐校區 
（一）輔導股長研習會議 

時間：10/07（四）17：30 
活動地點：諮商中心 
活動帶領人：陳維志老師 

 美崙校區 
（一）輔導股長期初研習活動 

時間：10/4（一）12：00-13：00 
地點：弘道樓 1 樓 2-104 教室 

（二）輔導股長期中班級概況調查 
時間：11/15（一）～11/19（五） 

（三）輔導股長期末研習活動 
時間：12/27（一）12：00-13：00 
地點：弘道樓 1 樓 2-104 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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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項目 工  作  內  容 

徵選活動 

（一）笑容收集站 
徵選方式：拍攝「笑容」照片，主角可為人物、動植物或自

然景觀。 
時間：10/1（五）～12/3（五） 
（1）照片收件：10/1（五）～10/29（五）中午前截止。 
（2）公告得獎：11/15（一）前公告得獎名單並通知領獎 
（3）作品展覽：11/15（一）～12/3（五） 
註：作品展覽展示需志工或工讀生協助 

（二）讓愛不受傷—約會暴力防制短片徵選 
日期：10/15（五）～12/30（四） 
（1）徵選日期 10/15（五）～11/25（四） 
（2）公告得獎 12 月中旬 
（3）作品展覽 12 月下旬 

資源生服務 

（一）生活輔導與生活協助 
（二）課業及心理輔導 
（三）輔具與無障礙環境 
（四）就業就學轉銜服務 

教學卓越中心      

教師專業發展組 
◎98 學年重要業務 

教學資源網 
http://teaching.ndhu.edu.tw/ 

 教學諮詢 傳習方案 輔助教學 

 教學錦囊 

 教學案例 

 圖書簡介 

 出版資源 

 活動訊息 

 電子報 

  課堂觀察 

 教學錄影 

 學生回饋 

（SGID） 

 期中教學意見

回饋 
 

 新進初任教師

 社會參與 

 教師講座 

 TA 培訓 

一、教學百寶箱：教學資源網 
打造教學資源資訊平台，以教學活動過程的各面向及本校教師面臨的教學議題規劃為

設計的重點，本資源網網羅多位教學優良教師以協助撰寫教學錦囊、提供豐富的教學小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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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及相關經驗之分享規劃設計線上申請機制，以全方位協助教師解決面臨的教學問題及觀

念的溝通。 
二、教學好幫手：教學諮詢服務 

為讓教師了解教學的困境，並藉由諮詢的過程發掘教師的優點，透過教師的優點延伸

出更多有助於學生學習的想法。申請網址：

http://teaching.ndhu.edu.tw/Consult/online_apply.asp 
三、教學領航者：傳習方案 

98 學年度共有 26 位新進教師參與傳習方案，透過與傳習者有計劃的互動與交流，以縮

短新進初任教師初次教學的適應期。 
社會參與計畫也透過傳習的方式，進行經驗傳承及分享。透過定期聚會討論，由資深

教師主動到新推動社會參與教師班級進行資源串連。 
四、教學輔助：教學助理培訓及教師講座 

98 學年度辦理五場教師講座，講座主題包括認識東華學生特質、師生互動、教學計畫

表撰寫、講述法技巧及課程設計。由優良教師進行經驗分享，將影片剪輯之後上傳供不能

到場教師參考。為提升教學助理撰寫企畫能力並辦理企劃書撰寫技巧講座，同學反應熱烈

與講師互動良好。 

◎99 學年業務重點 
一、精進教學教學效能 

（一）持續推動形成性評量－期中評量 
為讓教師了解學生對教學的想法，得以在學期中及時調整教學方式，以提升學

生學習成效，本中心提供二種方式分別是「期中教學意見回饋」及學生小組回饋，

形成性評量最好的實施時間為期中考後。 
（二）持續研發教學改進策略 

根據研究顯示 90％以上的教學問題是可以事先避免的，因而綜理分析東華大學

教師教學評量常見之 5 大教學問題，提供精進策略以供全校教師參考。 
二、輔助教師教學 

（一）教師專業講座 
每學期規劃新進教師必修之五堂課，協助新進教師早日適應大學教學的生態，

亦可開創教師互動交機的可能及機制。 
（二）教學助理增能課程 

本學年度一開始即規劃 TA 系列活動週，共舉辦了 8 個場次的培訓課程，課程內

容多元，可讓學生依自身需求進行選擇，以期練就一身好功夫，成為教師的好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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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瑜君教授分享 吳俊樟助教分享 

三、提供師生落實社會參與 
（一）東華大學的教師睦鄰運動 

持續邀請新教師加入社會參與團隊，並進行概念式社會參與。99 年度的兩大主

軸有「國小營養午餐食育（food education）與環境教育」、「花蓮地區小農社群」、「弱

勢社群之在地關懷」等計畫。 
（二）青翼獎 

為鼓勵大學生積極從事社會關懷，99 年度試辦青翼獎，旨在找出東華大學不分

你我熱心助人奉獻的青年典範。 

學生學習輔導組 
◎98 學年重要業務 
一、新鮮人導航 

為了深入了解大一新鮮人適應新環境遭遇到的困難，招募高年級學生擔任「新鮮人導

航團導航員」，帶領新鮮人排除障礙，並反應相關單位參考。而開設多年的「大學入門－新

鮮人．新視野課程」課程，除修課學生受惠外，其他學生亦可透過邁向成功之路資料庫觀

賞課程錄影，不會錯失任何精彩時分。 
課程學習與生涯規劃方面，本單位每年分析新生指定科目考試的共同科目成績後轉知

各系，供各系了解新生共同科目的成績趨勢及分布，以適度調配課程內容或為輔導依據。

本單位亦協助到班「生涯興趣量表施測」，幫助學生探索個人興趣及潛在專長，再搭配「基

本能力指標」、「課程地圖」，可作為生涯規劃及學程修習的參考。 
二、學生激勵與增能 

已執行多年且廣為嘉惠本校師生之同儕輔導方案，98 學年度轉型為服務學生被當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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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課程—「課程同儕輔導方案」、搶救學習成效不佳學生的—「預警學生輔導方案」，及結

合東華 e 學苑的「線上同儕輔導方案」，再加上「線上讀書會」，全方面營造本校正向學習

空間。 
三、學涯能量轉換 

為培養學生兼具專業能力與實務經驗，有效提升本校畢業生就業競爭力，本中心首次

推行「職場實（見）習方案」，協助各學系開設符合相關領域需求之實習課程，學生利用寒

暑假期間至業界或機構實習，增加學生理論與實務之連結，消弭大學教育與就業市場之落

差。 
此外，本年度亦延續校友業師計畫，推行「校友暨伯樂業師方案」，由本組邀請各院畢

業校友擔任校友業師，以及業界高階主管擔任伯樂業師，返校進行「與伯樂業師有約」、「生

涯規劃」、「Study and Live in the US！」、「職場達人」、「進軍服務業的特質與準備」、「挖掘

人力資源主管的百寶箱」等活動，獲得一致好評。 
「履歷健診中心」為本組提供學生履歷修訂之新服務，98-2 為因應畢業季與求職潮，

聘請人力資源公司資深協理擔任總顧問，與校內教師、工作經驗達 5 年以上之畢業校友組

成顧問團隊，以線上傳遞履歷之方式，即可收到專業顧問團隊的建議與回饋，提供學生修

改履歷時參考。 
「電子學習履歷系統」、「邁向成功之路資料庫」皆為本組持續推廣的 e 化輔助系統，

可完整記錄學生求學與工作經驗、學習計畫、生涯規劃以及所參與之活動，亦提供研究所

升學之資源與線上學習機會。 
四、課程與活動推廣 

98 學年度舉辦學習資源、生涯規劃、職涯導航相關活動如下列表： 
日期 活  動  名  稱 講    師 人數 屬性 

98.10.23 時間管理的黃金法則專題講座 呂宗昕（國立台灣大學化學工程學

系教授） 182 

98.12.07 
學習法寶新鮮貨—office 2007 實作工

作坊 李燕秋 32 

98.12.11 你來做筆記神手工作坊 楊君儀（國立政治大學中文寫作工

作坊種子教師） 42 

98.12.22 
美好的一仗，戰勝原文書閱讀專題講

座 
葉玉賢（暨南國際大學比較教育學

系博士） 36 

學習

資源 

98.11.30 
Myself My life ‧ 自我了解與生涯規

劃專題講座 李良達（希望森林網站總監） 63 

98.12.17 大一新鮮人生涯探索工作坊 簡家琦（本校心理諮商輔導中心輔

導員） 18 

生涯

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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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活  動  名  稱 講    師 人數 屬性 

99.01.03 
原來思考可以這麼有創意—腦力激

盪工作坊 
原來（國立台灣藝術大學視覺傳達

設計系講師） 35 

99.05.05 智慧財產權專題講座 陳怡勝（長江大方國際法律事務所

律師） 45 

99.05.06 
學生理財第一堂課，邁向人生第一桶

金專題講座 
吳姍融（永達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

公司處經理） 88 

 

98.11.27 
理工學院校友業師經驗分享座談會 

—生涯規劃 

材料系—莊伯佑（Honeywell 公司

產品應用經理） 
電機系—謝昇達（亞東技術學院通

訊工程系助理教授） 
物理系—蔡欣志（恩智浦半導體公

司分析師） 

33 

98.12.04 
人社院校友業師經驗分享講座 
—Study and Live in the US！ 

英美系—吳俐瑩（美國教育基金會

顧問） 
英美系—陳彥璟（NBA在台辦事處） 

75 

98.12.28 
管理學院校友業師系列座談會 
—職場達人 

國企系—陳映晴（LSI LOGIC 美商

巨積台灣分公經理） 
企管系—王明祥（立普國際實業有

限公司經理及七三茶堂負責人） 

47 

99.03.12 
求職首部曲～就業市場現況&找到適

合自己的工作專題講座 
王素卿（104 人力銀行研究發展中

心襄理） 218 

99.03.26 
求職二部曲～行銷魔法術，成功出賣

自己專題講座 
吳嘉源（career 就業情報資訊公司

訓練服務部經理） 141 

99.03.26 與伯樂業師有約 蔡明勳（富信金資產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長） 20 

99.04.09 
求職三部曲～英文 CV 撰寫&英文面

試技巧專題講座 
謝雅文（國立清華大學寫作中心講

師） 148 

99.05.07 進軍服務業的特質與準備 

企管系—蕭雅文（康是美通運門

市店長） 
英美系—陶毓良（永慶房屋湖民

權店店長） 

87 

99.05.14 與伯樂業師有約 2 雷逸蘭（IBM 綜合企業業務中心協

理） 20 

99.05.21 
【TVBS 參訪活動】—直擊傳播業的

新鮮事 TVBS 公司公關部人員 60 

99.05.28 
生涯與職涯規劃，讓您夢想起飛專題

講座 
周惠英（台積電台南廠區人力資源

處副理） 124 

職涯

導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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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活  動  名  稱 講    師 人數 屬性 

99.06.11 挖掘人力資源主管的百寶箱 國企系—王怡文（凌陽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人力資源管理師） 36  

◎99 學年業務重點 
在學習輔導方面，除貫徹執行本校特色的同儕輔導方案外，規劃「線上‧實體讀書會」、「楷

模學習計畫」、「主動學習樂計畫」，鼓勵學生、培養學生主動學習的習慣，並改善教學環境，強

化學生學習空間與建置完善之軟應體設備，使學生自然融入，從潛移默化中達到事半功倍的教

育效能；利用數位科技—電子學習履歷、學習護照、智慧型選課系統、全方位預警系統，提升

學習成效。 
學、職涯轉銜方面，本單位持續推動系所依據畢業校友回饋意見及就業情形，修改所屬生

涯進路圖、課程地圖及專業能力指標規劃，並建置能力指標常模，作為在校學生檢視自身專業

能力發展及生涯規劃之參考。搭配生涯興趣量表施測，幫助學生了解學習性向，減少生涯探索

過程遭遇的困惑。 
提升就業力部分，本單位邀請校友業師返校座談、演講。透過學長姐的經驗分享，學生可

更了解自身應具備之業界競爭力。而在校期間參加之活動，均可藉由學習護照刷卡系統記錄；

再使用電子學習履歷輸出編輯，就是個人大學課內外的精彩歷程回顧，也是投身職場的最佳自

我推薦函。有志繼續深造的學生，則可善用「邁向成功之路資料庫」，觀摩透過推薦甄試進入研

究所的學生提供之書面資源。 

教學科技資源組 
◎98 學年重要業務 
一、強化教室教學設備 

（一）教學設備改善 
1.因併校之故，美崙校區亦納入計畫施行範圍，逐步汰換老舊教學設備。 
2.設置線上報修系統，報修設備均於三個工作天內完成修護。 
3.定期舉辦「教室設備使用訓練說明會」，內容放置於東華 e 學苑供師生線上觀看。 

（二）e 化教室建置 
1.自行成功研發與建置先進之 E-Classroom，結合無線網際網路科技與遙控技術可在

遠端或教室現場整合監控教室內電化設備。 
2.完成工學院 25 間一般教室線路安裝，可以觸控式面板或由網路上來開關教室設備

（如：投影機、吊扇、冷氣、燈具），並完成後端系統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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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自行研發設計之電化設備監控裝置硬體

電路板 
大樓用電紀錄與分析監控介面 

（三）特殊教室建置與推廣 
1.群組互動教學教室（工 E105）：位於工學院，以小組討論為主，可容納 56 人，內

有 3 組投影設備，每桌並配置兩台筆記型電腦可提供即時觀摩，98-2 學期使用率

55%。 
2.個案教學教室（共 B209）：位於共科大樓，可容納 55 人之階梯教室，本教室擁有

完善的錄影設備可進行課程錄影，影片可後製上傳至東華 e 學苑供線上學習，98-2
學期使用率 100%。 

3.建置參與式個案教學教室（文二講堂）：位於文學院，教室為環形階梯，可容納 76
人。教室中裝設有 2 組投影機，另設有數部攝影機可進行課程錄影，影片可後製上

傳至東華 e 學苑供線上學習，98-2 學期使用率 77%。 

 
群組互動教學教室（工 E105） 個案教學教室（共 B209） 

二、東華ｅ學苑－網路課程建置與推廣 
（一）鼓勵教師教材數位化 

1.本校於 97 學年度成立「數位教材製作團隊」，已協助多位老師進行紙本教材數位

化、課程影片拍攝、剪輯後製、上傳課程教材。 
2.98 學年共完成 26 門課程的教學影片製作，自 97 學年度以來，共完成 72 門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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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電子教材都經後製剪輯工作並上傳至東華 e 學苑。 
3.除協助老師製作課程數位教材，同時也接受演講錄影的申請。 
4.本學年度共協助後製 25 門演講，並協助幼教系拍攝畢業公演影片，自 97 學年度以

來，總計完成 27 門演講。 
（二）數位學習平台推廣（http://www.elearn.ndhu.edu.tw） 

1.共舉辦四場平台使用說明會，說明會內容全程錄影，經後製後放置於「東華 e 學苑」

中供全校師生觀看。 
2.平台空間擴增：因應日趨增加的使用人數與影音課程，e 學苑於今年 4 月開始規劃

外接儲存空間架構，於 6 月完成空間擴增與資料轉移。擴增後的 e 學苑目前已有八

百餘門 e 化課程及一萬五千多筆教學檔案，其網頁處理速度與之前相比亦快上 2
倍，且可容納更多的同時在線人數，方便教師於課程上使用。 

3.編製使用手冊與諮詢協助：於平台編製「老師版示範課程」、「學生版示範課程」、「學

生線上學習課後輔導系統教學」等使用說明與常用功能教學影片，放置於平台上供

全校師生下載；持續提供諮詢服務，協助解決使平台使用問題。 

  
東華 e 學苑 平台說明會 

◎99 學年業務重點 
本學年度以 e 化教學服務為主軸，進行環保節能減碳節能教室建置、推動網路學習、研發

與改善線上系統，期能提供教師友善的教學支援，建構完善的學習環境，讓教與學的過程能順

利進行。 
一、東華節能教室－e 化教學設備升級 

（一）本系統已佈建於工學院大樓 25 間一般教室中，本學年將持續進行改修以大幅提升裝

置之強健度與穩定性，並增加可控制電器之擴充性。 
（二）主控端平已完成架設，待平台穩定後即進行與教務處排課系統及總務處教室講堂借

用系統資料庫之整合，屆時即可挑選數間教室，依課表及教室臨時借用系統之資料，

實地進行各教室電器設備使用時間之排程，來自動關閉無人使用之教室電器電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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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際進行教室節能計畫測試。 
二、東華 e 學苑－網路課程建置與推廣 

持續加強數位教材製作工作室之運作，擬邀請各學院中至少一位老師製作示範教學數

位課程，盼能藉此引領更多教師加入製作數位教材行列。 
三、東華學習 e 輔導 

（一）東華 On-Line 
1.完成東華 On_Line，以 3D 虛擬遊戲為基礎，整合學生課內外學習活動、八大校級

核心能力成長紀錄之系統。 
2.此遊戲提供學生學習相關系統的連結，包括：網路選課系統、電子學習履歷系統、

電子成績查詢系統以及電子郵件系統，方便學生進行各項學習活動及記錄。 
（二）東華 Mentor-On-Line 

1.將本校原有之 Adobe Acrobat Connect Pro 軟體加以利用，與本校東華 e 學苑數位學

習平台整合完成，只需使用東華 e 學苑之帳號密碼即可登入使用，配合數位平台多

樣化的學習功能，提供全校師生快速方便之線上同步課程與課後輔導系統使用。 
2.整合九號公路與師子報為卓越中心電子報，完成版面設計、後台編輯功能撰寫與測

試，目前已發行三期電子報，透過電子報的發送，將卓越中心活動訊息、活動花絮…
等最新內容即時發送至本校師生信箱。 

美崙校區教學資源組 
◎98-99 學年業務重點 
一、協助辦理教學卓越中心美崙校區之活動宣傳、支援與施測等各項工作。 
二、提供小型電腦教室可供老師或學生資源檢索、討論、教學或開會借用。 
三、提供美崙校區師生教學資料影印、護褙、掃描、VHS 錄影帶轉存 DVD，以及教學設備借用

等服務。 

理工學院        

◎98 學年重要業務 
一、研究與教學計畫 

（一）本院校本部 98 年度從校外爭取之研究與教學計畫經費總金額逾 1 億 4 仟萬元，已佔

本院總經費來源三分之二左右。 
（二）本院校本部 98 學年度計有助理教授以上老師 128 位，申請各類計畫核定通過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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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 141 件，每人平通通過 1.1 件。 
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 國科會其他計畫 教育部計畫 建教合作計畫 

系所 
件數 金  額 件數 金  額 件數 金  額 件數 金  額 

應數系 15 10,399,000  1 1,000,000   
化學系 11 22,373,000 1 644,000 1 180,000 3 2,134,200 
生科系 5 5,051,000  3 888,000 2 1,500,000 
物理系 14 29,228,000  1 160,000   
資工系 26 18,475,590  4 1,550,000 1 3,300,000 
電機系 12 9,360,000  1 1,132,000 3 1,520,000 
材料系 12 12,713,019 8 1,689,300  3 1,360,000 
光電所 3 3,289,000     
奈米中心 2 9,020,000     
數學系 6 2,762,000  1 238,034   
應科系 2 2,597,000     
合計 108     125,267,609 9 2,333,300 12  5,148,034 12    9,814,200 

（三）本院校本部 98 年度研究計畫管理費總金額為$14,754,297，校保留 80%，回流 20%至

院計有$2,897,222 元。 
（四）本院近三年來教師教學研究計畫統計 

年 
度 

教師

人數

有國科會 
專題研究 
計畫人數 

國科會 
專題研究 
計畫件數 

有國科會 
專題研究 

計畫教師比率

每位平均

通過件數

國科會

其他 
計畫件數

教育部 
計畫件數 

建教合作 
計畫件數 

96 100 73 92 0.73 0.92 3 8 14 
97 109 83 96 0.76 0.88 4 10 16 
98 128 96 107 0.75 0.84 9 12 11 

二、學術活動與國際交流 
（一）舉辦諾貝爾得主系列演講 

諾貝爾獎項 演講者 演講題目 演講日期 

2005 年化學獎 Prof. Robert H. Grubbs 
From Sputnik to Metathesis 
從人造衛星到交換舞伴 2010.03.17 

1996 年物理獎 Prof. Douglas D. Osheroff

Richard Feynman : His Life and 
His Contributions to Science 
理查‧費曼：他的一生及對科

學的貢獻 

2010.0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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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舉辦國際型學術研討會 

舉辦日期 主    題 主/協辦系所 

2010.05.01-02 2010 年中華機率統計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 應數系主辦 

2010.03.05-07 2010 第九屆應用機率研討會 應數系主辦 

2010.05.29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Relativistic Quantum 
Information(RQI-N) 物理系協辦 

2010.05.30 The 7th Biennial Conference on Classical and 
Quantum Relativistic Dynamics of Particles and Fields 物理系主辦 

2010.10.27 2010 年亞太資訊存取技術研討會 物理系協辦 

2010.04.27~28 E-learning Forum Asia 2010 資工系主辦 

2010.05.10~13 The 5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Grid and 
Pervasive Computing 資工系主辦 

2009.11.26~27 2009 年中國材料科學學會年會（全國性） 材料系主辦 

2009.11.26~27 2009 兩岸新材料發展趨勢研討會 材料系承辦 

2009.08.28~30 2009 第七屆海峽兩岸顯微鏡學術研討會 奈米中心協辦 

2009.10.10~11 「Asia Nanotech Camp 2009」 奈米中心協辦 

2009.11.26~28 2009 年中國材料年會 奈米中心協辦 

（三）跨校學術研討會 
舉辦日期 主    題 參與學校、單位 

2010.04.09 
微生物的鑑定與臨床醫學的

應用 東華大學化學系、台灣質譜學會 

2010.06.10~11 分子標靶與癌症治療研討會

東華大學生科系、慈濟大學、財團

法人臺灣基督教門諾會醫院、署立

花蓮醫院 

2010.03.05 奈米科技暨綠色科學研討會
東華大學奈米中心、台東大學、中

正大學、清華大學、台灣師範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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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日期 主    題 參與學校、單位 

2010.05.14 奈米能源技術研討會 東華大學奈米中心、台灣科技大

學、大同大學、交通大學 

2010.08.26-27 
2010 年暑期高中教師暨 K12
奈米科技教育教師研習會 

東華大學物理系、東華大學奈米中

心、台東大學、東華附小、美崙國

中、長橋國小、吉安國中 

（四）校內專題演題 
本院壽豐校區 8 個系所、3 個中心，各系所每週分別固定一場專題演講，中心及

院不定期舉辦大型演講，本院每學期安排逾百場的演講活動。 
本院在理學院大樓有三個講堂，工學院大樓有四個講堂，因此彙整各單位演講

訊息公告於本院網站上。http://www.csae.ndhu.edu.tw/ 
（五）邀請國外學者擔任客座教授 

客座教授 任  職  單  位 客座期間 邀請系所 

Murray Baker The University of 
Western Australia 2010.04.01~2010.06.30 化學系 

Dr. V. Vijaya 
Padma 

Bharathiar University, 
Tamil Nadu, India 

2010.05.01~2010.05.31 生科系 

（六）國際交換學生 
系  所 說    明 交換學校 人數 

應數系 大陸交換生來東華 西安交通大學 1 位 

化學系 大陸交換生來東華 大陸蘭州大學 1 位 

化學系 大陸交換生來東華 大陸交通大學 1 位 

生科系 大陸交換生來東華 大陸煙台大學 1 位 

生科系 大陸交換生來東華 大陸東北林業大學 2 位 

生科系 大陸交換生來東華 大陸四川大學 1 位 

資工系 大陸交換生來東華 大陸廈門大學 1 位 

資工系 大陸交換生來東華 大陸煙台大學 1 位 

資工系 資工研究生去捷克 University of Hradec Kralove 1 位 

資工系 大陸交換生來東華 大陸南京理工大學 2 位 

電機系 大陸交換生來東華 大陸南京理工大學 6 位 

電機系 大陸交換生來東華 大陸東北林業大學 1 位 

電機系 大陸交換生來東華 大陸重慶大學 2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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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所 說    明 交換學校 人數 

材料系 林料系學生去捷克 Tomas Bata University 1 位 

材料系 大陸交換生來東華 大陸東北大學 1 位 

材料系 大陸交換生來東華 大陸廈門大學 2 位 

材料系 大陸交換生來東華 大陸煙台大學 1 位 

光電系 大陸交換生來東華 大陸南京理工大學 2 位 

（七）外籍博士後研究員 
系  所 博士後研究員 國家 

化學系 王可飛 中國 

化學系 莊銳銳 中國 

化學系 孫秉建 台灣 

化學系 amol 阿莫 印度 

化學系 雷基雷曼 印度 

化學系 Reddy 印度 

化學系 蘇拉克 印度 

化學系 tripathi 崔巴其 印度 

物理系 Neeruganti Obularajugar Gopal 古柏 印度 

物理系 Amarendra Nath Maity 阿瑪 印度 

物理系 Elena Perevedentseva 彭伊娜 俄羅斯 

物理系 Anindita Chatterjee 張雅妮 印度 

物理系 Rupesh Devan 狄凡 印度 

物理系 Kanne Shanker 山客 印度 

物理系 Ashutosh Abhyankar 歐斯特 印度 

物理系 Badita Dashrath Ingale 白碧德 印度 

三、研究績效 
理工學院校本部專任教師研究發表，在 2009 年計發表 287 篇 SCI 論文，平均每位教師

發表 2.2 篇。本院教師平均 SCI 篇數為 2 篇上下，未來本院將以 h-index（被引用次數的多

寡）的重要性，來提升本院論文的品質。 
（一）本院各學門進入全國 WOS 論文前 15 名名單（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

2009 年刊登，資料統計 2004 年~200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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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篇數 總引用次數
平均被引用

次數 IF 總積分 IF 平均積分 H 指數 

學門 

順序 總篇數 順序
總引用

次數
順次 

平均被

引用次

數 
順序

IF 
總積分

順序
IF 平均 
積分

順序 H 指數 

物理 14 266 14 1284 6 4,827 13 639.53 7 2.422 15 13 

化學 13 211 12 1270 10 6,019 12 511.62 11 2.425 11 17 

電機   14 759 5 4,148     12 13 

資訊 13 162 - - - - 12 176.09 12 1.094 - - 

材料

科學 13 152 11 712 8 4,864 13 278.99 10 1.835 11 13 

◎99 學年度業務重點 
一、本院重點發展 

（一）綠色科技。 
（二）數位內容雲端技術。 

二、學研整合 
為提升整合本院在奈米、生醫、數位內容科技及能源科技跨領域研究與教學上的創新，

並促進產官學的合作關係，本院目前成立「奈米中心」、「數位內容科技中心」及「能源科

技中心」，未來規將成立「生醫科技中心」。 

 
 
 
 
 
 
 
 
 
 
 

奈米

資訊

通訊
生醫 

能源

學術研究

教學資源

產業服務

生醫科技中心

‧爭取計畫 

‧設立生化相關貴

儀中心 

‧設立相關學程 

‧推廣教育 

奈米科技中心 

‧設立奈米相關貴

儀中心 

‧設立相關學程 

‧奈米人才培育 

數位內容科技中心 

‧爭取計畫 

‧利用多媒體改善

教學 

‧設立相關學程 

‧服務社區 

生醫科技中心

‧爭取計畫 

‧設立先電量測中

心 

‧支援教學與人材

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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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際學術交流 

舉辦日期 主    題 主（協）辦系所 

2010.10.24~28 2010 國際光資訊儲存研討會 光電系主辦 

2010.10.27~29 2010 Asia-Pacific Data Storage Conference 光電系主辦 

2010.12.03 第十八屆模糊理論及其應用研討會 電機系主辦 

2011 年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ranslational medicine 生科系主辦 

2011 年 2011 Joint American Vacuum Society (AVS)/ROC 
Physical Society Annual Meeting  

物理系主辦 

2011 年 第十四屆台灣核子物理學校 物理系主辦 

2011 年 2011 物理教學與示範研討會 物理系主辦 

四、產學合作 
（一）國防部軍備局中山科學研究院。 
（二）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三）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 
（四）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五）財團法人石材暨資源產業研究發展中心。 
（六）國壐幹細胞應用技術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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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學年度重要活動預告 
舉辦日期 主    題 主（協）辦系所 

2010.10.24~28 2010 國際光資訊儲存研討會 光電系主辦 
2010.10.27~29 2010 Asia-Pacific Data Storage Conference 光電系主辦 

2010.12.03 第十八屆模糊理論及其應用研討會 電機系主辦 

2011 年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ranslational 
medicine 生科系主辦 

2011 年 第十四屆台灣核子物理學校 物理系主辦 
2011 年 2011 物理教學與示範研討會 物理系主辦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98 學年重要業務 
一、教學 

（一）辦理 98 學年度院教學優良教師遴選作業（壽豐校區），順利選出本院教學優良教

師 8 人，並由遴選委員會推薦其中 3 人參選校教學優良教師。 
（二）審議本院各系所 98 學年度下學期課程表、99 學年度課（學）程規劃及 99 學年度上

學期課程表。 
二、人事 

（一）辦理 98 學年度上、下學期兩梯次教師升等作業。 
（二）辦理 98 學年度第 2 學期、99 學年度第 1 學期專兼任教師新續聘案。 
（三）辦理中國語文學系、英美語文學系、華文文學系、社會暨公共行政學系等單位之系

所主管遴選。 
（四）其他各種人事相關案件（借調、休假研究等）。 

三、學術研究 
（一）辦理 98 學年度教師研究績效獎勵申請案。 
（二）《東華人文學報》第十六、七期出版事宜。 
（三）年度圖書設備與資料庫薦購，以及院內系所合購圖書、資料庫之協調。 

四、其他 
（一）本院 99 年度經費分配及院統籌經費控管執行。 
（二）因應兩校整併，進行院內各項法規制度之研擬或修訂。 
（三）與本院聯合系學會共同辦理「2010 人社盃競賽活動」。 
（四）本院各系所整併於 98 學年度完成（99 學年度起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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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統籌本院中長程計畫書之研擬。 
（六）規劃辦理各項全院（跨系所）型補助計畫案之申請。 

◎99 學年業務重點 
一、持續關注院內各整併後系所之情況。 
二、對於院內擬訂之各重點發展計畫，逐步推動與實行。 
三、持續推動整合型研究計畫概念，並鼓勵院內同仁申請整合型多年期計畫。 
四、以前瞻、務實、多元的思維設計課程，除對於大學部自 97 學年度起實施之學程制，持續關

注並隨時檢討修訂，致力現有學程之改進，保障學生權益。另著重研擬協調全英語授課學

程及跨領域學程之規劃。 
五、持續推動「人文社會季」、「人文大師講座」、「公共政策論壇」、「學院盃運動競賽」等活動，

以及舉辦各項學生學術競賽。 
六、協助及鼓勵院內教師向教學卓越中心申請各種提升教學品質方案。 
七、為強化、落實國際學術交流與合作，鼓勵院內各系所辦理各種國際學術交流活動，並透過

軟硬體的改進加強招收國際學生。 
八、透過與花東地區機關單位合作進行的各種實習或訓輔計畫，加強本校學術專業與在地實務、

研究的結合，擴大本校的影響力與知名度。 
九、積極爭取延攬國內外傑出學者專家前來本校任教或進行短期研究、講學。 

數位文化中心      

一、中心概況 
本中心近年主力於承辦教育部創造偏鄉數位機會推動計畫，計畫成立之目的，在於協

助教育部推動偏鄉數位機會中心事務，提升偏遠地區民眾資訊能力，以數位化方式促進為

當地之教育文化學童照顧或農林漁牧觀光等特色產業發展。同時，執行花蓮縣數位機會中

心的資訊、產業、文化、學童照護等輔導服務；如辦理社區志工培訓等、輔導 DOC 鄰近地

區產業發展及文化數位之典藏、偏鄉地區弱勢學生課後輔導或照顧、以及其他縮減城鄉數

位落差相關事宜。 在執行輔導計畫中，花蓮輔導團隊先針對各 DOC 在地理環境、人口結

構等現況，進行了解與分析，在輔導上，針對教育面、文化面、經濟面與社會面四個方向，

加以掌握優劣勢，有效貫徹執行。花蓮縣數位機會中心目前共有十二個數位機會中心據點，

其中有九十六年成立的西寶、花蓮市、鳳林、瑞穗四個據點，九十七年成立的加灣、新城、

吉安、卓溪、玉里、達蘭埠、富里等七個據點，以及九十八年成立的壽豐據點。 
二、中心發展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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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數位機會中心從產業調查的分析與評估中，依據東部區域十二個數位機會中心

駐點之個別環境、人文、產業、經濟……等因素之優劣勢，訂定出執行的特色與整體實施

願景： 
（一）振興觀光特色產業。 
（二）創新地方特色產業。 
（三）數位化導入社區經濟發展。 
（四）保有在地居民就（創）業機會。 
（五）打造數位資訊化優質生活環境。 
（六）吸引外地消費市場促進地方經濟繁榮。 

將弱勢團體、原住民族及偏遠地區縮減數位落差，藉由產官學三方資源協調整合，將

具有歷史性或獨特性之產業，對地方經濟及社區發展有貢獻之小規模企業群或產業以及屬

消費性且可發展為鄉、鎮、區特色之產業，導入以當地居民為核心的數位環境基礎建設，

發展出「東部地區社區數位總體營造」。 

歐盟研究中心      

一、中心概況 
本中心於民國 98 年 8 月正式成立，設歐盟研究中心主任一人，綜理中心業務。於中心

主任下置執行長一人，協助主任相關任務之開展與執行。並有諮詢委員若干人，作為中心

運作上之意見諮詢。本校為臺灣歐洲聯盟中心結盟的七所大學之一，本中心成立之目的除

作為聯絡與促進台灣各地歐盟資訊流通的平台，同時也扮演台灣東岸與歐洲聯盟互動的國

際對話窗口。 
二、中心發展重點 

本中心的特色與發展方向在於積極推廣歐盟與歐洲研究、著重提升與培養全球性議題

的在地意識與關懷、並結合臺灣東部的在地文化與資源、推動整合全球與在地思維之歐盟

認識、研究、聯繫與發展。 
本中心的任務包括（一）協助臺灣歐盟中心總部中心計畫之執行、（二）增強本校師生

與東部地區國人對歐洲聯盟與發展相關研究之認識、（三）建立本校與歐盟之交流窗口，作

為日後本校師生進行學術研究與教育進修之平台、（四）提昇國內歐盟相關領域之研究，增

進臺灣與歐盟間學術交流及公民社會往來、與（五）積極參與全球與亞洲地區之歐盟中心

網絡（network of EU Centres）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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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學院        

◎98 學年重要業務 
一、依校方通知時程，配合辦理、彙辦各項例行性行政業務。 
二、修訂「管理學院教師升等細則」（99.03.31  9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校教評會議通過）。 

本次修訂目的在（1）明訂教師升等點數之標準及計算方式（與學術研究績效獎勵脫

勾）；（2）參考各國立大學現行升等標準，修正最低升等點數門檻。藉以修訂一合理且能提

升管院教師研究能量和質量之升等細則。 
三、獲選為 98 學年度行政品質評鑑成績優異單位（99.06.02 行政品質評鑑委員會 98 學年度

第 3 次會議）。 
四、訂定管理學院未來五年（99-103 學年度）中長程發展計畫（99.06.03  98 學年度第 2 次院

務會議通過）。 
（一）修訂管理學院教育目標與學生專業能力 

審議通過修訂「管理學院教育目標」為：培養能夠整合多元知識，具有決策分

析能力以及擁有國際視野的傑出經營管理與學術研究人才。希望培養學生具 1.完備

的商學與管理基礎知識；2.運用理性分析與創新思維從事問題解決；3.專業外語能力。 

（99.06.03  98 學年度第 2 次院務會議審議通過） 

 
 
 
 
 
 
 
 
 

（二）管院衡酌企業界建言以及校外專家學者諮詢意見，確認將以研究方法的分析能力，

以及國際化所需的專業外語能力為管院教學的特色，並要強化學生全人的教育，除

了專業知能的學習，更要培養學生人道關懷的胸襟及服務的熱誠。 
（三）型塑本院研究群，加強跨領域學術整合研究 

東華大學

教育目標 

管理學院

教育目標 

管理學院學生

專業能力 

孕育兼具創新思維、科學智能與人文素養 
之卓越人才 

培養能夠整合多元知識，具有決策分析能力以及

擁有國際視野的傑出經營管理與學術研究人才 

完備的商學與管

理基礎知識 
運用理性分析與創新

思維從事問題解決
專業外語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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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內各學系目前已提出八個研究群概念：「消費行為決策與選擇」、「城市及跨國

運籌」、「創業研究」、「會計資訊與績效評估」、「電子商務研究」、「信用風險管理」、

「行為財務」、「地方資源與觀光遊憩產業發展」，其中以信用風險管理、城市及跨國

運籌為主要的院級研究學群。 
五、持續促進國際學術交流 

（一）邀請國外姐妹校或著名學府之學者來本院短期講學或任教以強化國際學術交流 
 申請單位 客座教授 現    職 來訪期間 

1 運籌所 刀根薰教授 
Professor Kaoru Tone 
(National Graduate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 Japan 

99/02/20(六)~ 99/04/20(二) 

2 
企管系暨

運籌所

Louis P.White
教授 

University of Houston Clear 
Lake 99/08/01～100/07/31 

（二）鼓勵系所辦理國內外研討會 
主辦單位 活動名稱 研討會時間 

會計系 2010 MAPECT 併購與私募股權學術暨實務

研討會 2010 年 11 月 20 日 

企管系 『知識論與方法論研習營』 2010 年 10 月 1~2 日 

觀遊系 「世界國家公園視野與策略」暨「世界各國

國家公園面臨的管理問題」合辦國際研討會
2010 年 8 月 2 日~3 日 

財金系 台灣企業信用評等系統之建構計畫 期末成

果研討會 2010 年 5 月 14 日 

國企系 第二屆東之皇華全國校園創業競賽 2010 年 4 月至 2010 年

6 月 5 日 

財金系 赴上海華東師範大學金融與統計學院進行

學術交流與專題演講 2010 年 4 月 4 日 

高階經管 
碩專班 南開大學與東華大學 EMBA 文教交流活動 2010 年 1 月 19 日（二） 

財金系 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到校進行學術交流與舉

辦研討會 2010 年 1 月 4 日 

企管系 2009 年第二屆管理個案分析競賽」 2009 年 12 月 
高階經管 
碩專班 

哈佛東區論壇－從《策略是什麼？》談策略

個案 2009年 11月 21日（六） 

會計系 2009 會計發展新趨勢研討會議 2009年 11月 19日（四） 
運休系 
觀光所 

「青年壯遊台灣—尋找屬於自己的感動地

圖」東部場次成果分享暨表揚會 2009 年 10 月 20 日(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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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學年業務重點 
一、在現有基礎上，持續推動各項院務發展。 
二、加強跨領域學程，運用多元多樣的師資，藉由學程設計，培育學生未來在職場所需的競爭

能力。 
三、分享院內各系所資源，進行課程整合，降低教師教學負擔的同時，提昇教學專業品質。 
四、運用教學卓越中心的協助，加速提昇對學生學習輔導的機制，並提供誘因與管道協助教師

教學的自我成長。 
五、形塑管院的重點研究群，藉由各系所初步凝聚到跨系所、跨院及至於跨校、跨國的聚焦式

研究團隊，使本院在特定的學術研究具有其能見度以及領導力。 
六、加強國際學術交流，促進傑出研究學者互訪，並鼓勵學生申請參與國際交換生，以拓展國

際化視野。 
七、配合辦理 100 年校務評鑑作業。 

花師教育學院      
◎98 學年重要業務 

98 學年度本院著力在『組織層面』的建置及『教師研究與教學發展』的提升等作為院務發

展的重點，分別說明如下： 
一、組織層面的建置 

（一）花師教育學院院友會的運作 
本院利用舉辦院慶的機會，邀請各縣市校友代表返校籌組「東華大學校友總會

花師校友分會」的組織，並透過定期性「花師校友會行動小組」聚會的推動，期使

積極發揮院友會的功能。 
（二）學生團隊之成立與運作： 

為增強各系所學會相互瞭解與合作的平台，並培養與鍛鍊正、副會長們的領導

與統籌能力，組成『花師系所學會會長學生會』的組織，透過每月一次聚會，共同

籌劃辦理了三梯次的達人班，包括「考試達人班」、「創業達人班」與「領導達人班」，

及動態性的「花師盃躲避球賽」、「花師民賣日」活動。 
二、教師研究與教學發展的提升 

（一）推動教師與學生共組研究團隊 
本院積極鼓勵教師與研究生或大學生共組研究團隊，以教師專長主題為核心，

招聚對該研究領域有興趣學生組成團隊。相信歷經幾年運作後，由於教師與學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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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主題皆朝同一方向發展，不但教師專長主題之研究成果將更具系統化，且對專

長主題也能深耕其中，而使院內教師更有機會成為某一研究領域之專家，進而也可

提升院內教師在學術表現上之能見度。 
（二）成立教師教學團隊 

本院基礎學程各科成立教師專業社群，由有心經營學科的專、兼任教師加入，

透過定期聚會的交流與討論，進行教學長期的發展與經營，以提昇課程之品質與成

效。基礎學程教師專業社群的運作，不但讓教師在教學上有所交流與互動，並使跨

系與跨科目的教師形成緊密的統整與合作，逐漸形成堅實的教學社群。 

◎99 學年業務重點 
一、教學創新與運作方面：將積極推動「案例教學」之實施，由於本學年度也獲得教育部專案

補助，預計試行 12 科師培典範課程及 8 科通識課程的創新教學，並透過雲端資料庫的平台，

將實施成果及教學資源作整合與聯結，期能輔助培養出理論與實務兼備，達到「教師專業

標準要求」， 且在教學現場能夠學以致用的優質教師。 
二、學生輔導與機制方面：強化家族導生制度的功能，以形成本院獨特的關懷氛圍。深化『花

師系所學生會』的運作，培育學生會長的領導特質與活動執行能力。 
三、教師研究與發展方面：除進一步健全 98 學年度推動的教師研究團隊與教學團隊之運作外，

將積極落實本院五年中長程計畫中所規劃的兩項院研究重點—「結合雲端科技的師資培育

及教師專業發展之研究」、「教學與學習輔助科技的創新與應用之研究」，及各系研究重點—
課程系「潛能開發」、「社會文化、科學傳播與科學學習之研究」、「多元性別的文化理解與

教育實踐之研究」；教行系「從弱勢教育視野再建構行政領導人員培育之研究」；特教系「特

殊教育輔助科技創新研發與應用服務研究」、體育系「東部運動選手之培育科學、文化、社

會向度探討之研究」。 

原住民民族學院     

◎98 學年重要業務 
一、98.9.10-12 舉辦 CONFERENCE OF THE ASIA-PACIFIC PEACE RESEARCH ASSOCIATION 

（APPRA）。 
二、98/9-99/7 共 13 位駐校耆老與 1 位駐校藝術家開設族語課程與 DIY 工坊。 
三、98.11.22 協辦「客家文化研討會」。 
四、98.12.4 舉辦「加拿大 Métis 原住民族研究」學術研討會。 
五、98/12 月在校方支持、原民會補助來源下，本院舞團參加全國大專院校舞蹈大賽並榮獲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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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全國大專院校原住民族樂舞競賽榮獲傳統與創新二項舞碼第一名。 
六、99/1 月與原民會舉辦「台灣與澳洲原住民族樂舞座談會」。 
七、99/1-2 月本院學士班單獨招生海報製作，並寄發 800 張宣傳海報。 
八、99/3 月本院學士班單獨招生入學考試資料審查及複試（筆試及面試）業務，共錄取原住民

籍生 60 名。 
九、99/4 月舉辦「原住民族研究」學術研討會，逾 120 人與會，會中邀集原住民族研究專家學

者、中央官員及民意代表就原住民族研究未來探討發展凝聚多項共識。 
十、99.4.20 雲南大學參訪原住民民族學院。 
十一、99/5 月本院之原民舞團成立五週年紀念成果展—原舞年祭活動。 
十二、99.5.21 教育部次長與原民會主委訪視原住民民族學院。 
十三、99/9 月舉辦新生歡迎暨課程說明會。 

本院發行系列出版品，並寄往各大專院校圖書館藏。出版台灣原住民族研究季刊第二卷第

四期冬季號、第三卷第一期春季號、台灣原住民族研究季刊第三卷第二期夏季號；原住民民族

學院叢書 2 本：加拿大 Métis 原住民族、加禮宛戰役。 

◎98 學年重要活動 
一、駐校藝術家—DIY 工坊系列課程 

藉由設計一系列的 DIY 課程開放讓全校師生報名參與瞭解原住民文化藝術，報名者踴

躍，反應頗佳。 

   

二、本院舞團參加全國大專院校舞蹈大賽並榮獲第四屆全國大專院校原住民族樂舞競賽榮獲傳

統與創新二項舞碼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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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台灣與澳洲原住民族樂舞座談會」 

  
四、原民舞團成立五週年紀念成果展—原舞年祭活動 

 
五、99 學年原住民民族學院之出版品 

（一）叢書 9：加拿大 Métis 原住民族 

 
 

ISBN 978-986-02-3284-4 
定價 200 元 

開數 25 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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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數 179 頁 

出版日期 2010/5 

作者 施正鋒 編 

 
主題簡述： 

本書的重點在研究加拿大的Ｍetis 原住民族，尤其是他們特殊的集體認同是如何

發展的。當然，我們也探討了他們在憲法上的地位、以及有何特別的人權保障措施。

在這裡，最高法院的 Powley 判例，將是考察的重點。 
（二）叢書 10：加禮宛戰役 

 

ISBN 978-986-02-3626-2 
定價 320 元 

開數 25 開 

頁數 311 頁 

出版日期 2010/5 

作者 潘朝成、施正鋒 編 

主題簡述： 
1.加禮宛戰役，發生時間 1878 年，地點在花蓮縣新城鄉與花蓮市，參與者有噶瑪蘭

族與撒奇萊雅族，至今這些英雄已在荒野中被遺忘了 130 餘年。 
2.1800 年的宜蘭，由於清國的武力威脅，宜蘭噶瑪蘭族從抵抗入侵到漢民族快速侵

墾土地，使得部落族群形同滅族，不得已而在 1850 年以加禮宛社為主的集體逃到

奇萊平野建立家園，但清軍仍不斷騷擾欺侮，加禮宛社的族人忍無可忍，展開反抗，

不幸因力量懸殊，1878 年 9 月 6 日、8 日，遭到潰擊，造成 4、5 千名族人死亡，

民族力量因此急遽萎縮，這場反抗外來勢力欺侮的戰役，在台灣的歷史上，雖被淹

沒但是血紅的抗暴精神，仍然艷麗而淒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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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台灣原住民族研究季刊第二卷第四期冬季號 
內容簡介： 

篇    名 作    者 

國家與原住民族文學史 巴蘇亞‧博伊哲努（浦忠成） 

南島民族的重要時刻 John A. Peterson 

頭顱、除喪和「穢」──南王卑南族「大獵祭」

在當代「獵人頭」研究中的想像與論述 林徐達 

原住民部落觀光發展的困境與策略──宜蘭縣

南澳鄉金洋及武塔部落個案研究 包正豪 

西拉雅族群認同的重新建構 謝國斌 

加禮宛事件暨加禮宛意識之型塑 李宜憲 

從歷史看撒奇萊雅族的民族關係 陳俊男 

◎99 學年業務重點 
一、積極辦理各系學士班與碩士班招生業務。 
二、持續出版台灣原住民族研究系列刊物。 
三、於教育部核准聘任員額內，積極廣納原住民教師之專業人才。 
四、積極爭取延攬國內外傑出學者專家前來本校任教或進行短期研究、講學。 
五、鼓勵院內教師積極投入教學、並提昇研究成效與品質。 
六、持續舉辦學術研討會，廣邀國內外學者蒞臨演講；辦理國外少數民族交流活動。 
七、100/1-2 月辦理本院獨立招生宣傳。 
八、100/3-4 月辦理本院民族文化學系甄選入學招生作業。 
九、100/1-3 月辦理大學繁星計畫招生作業。 

◎99 學年重要活動 
一、預定 99 學年度第二學期辦理「2010 年田野培訓計畫研究生論文成果發表會」。 
二、預計於 99.10.29 舉辦「加拿大原住民族權利保障學術研討會」。 
三、預計於 99.11.6-7 舉辦「楊南郡先生及其同世代台灣原住民研究與台灣登山史國際學術研

討會」。 
四、預計於 99.11.14-15 舉辦「原住民族傳統習慣規範與國家法制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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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學院        

◎98 學年重要業務 
一、為 99 年成立藝術創意產業學系執行「藝術學院系所轉型與卓越發展計畫」，除了推出結合

在地美學與現代媒材表現的課程與教學外、推展「東台灣音樂創意教學暨數位音樂推展計

劃」、「影音創意媒體之藝術研發與民位典藏展映整合計劃」等。 
二、執行跨院系所學程的專業選修學程，包括「南島藝術學程」（21）、「數位影音學程」（24），

以及通識課程（43，含基礎學程 9）。另支援環境學院「東台灣生態文化學程」：開設「東台

灣藝術與人文─音樂篇」、「東台灣藝術與人文─視覺篇」、「台灣文化史」、「藝術與文化專

題」等四門課程。支援原住民民族學院「原住民文化學程（全英文）」：開設「多元文化藝

術議題探究」、「亞洲音樂與文化」等二門課程。 
三、持續為建置壽豐校區藝術學院館進行空間規劃，並籌備本校校園公共藝術設置。 
四、執行學術研究及活動專案： 

（一）「藝術介入空間－巴克力藍－花蓮豐濱港口藝勇隊空間再造計畫」 計劃主持人潘小雪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補助 2009 

（二）「98 年度原住民藝術工作者駐村促進部落在地就業計畫委託案」 計劃主持人潘小雪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委託 2009~2010 

（三）部落美學數位典藏教學計畫 計畫主持人黃琡雅 教育部 2009~2010 
（四）「東台灣藝術故事－視覺篇」出版 主編：徐秀菊教授 2009 
（五）「東台灣藝術故事－音樂篇」出版 主編：徐秀菊教授 2010 
（六）「第三屆互動藝術工作坊」2010 年 2 月 
（七）「2009 年花蓮國際石雕藝術季—青年創作營」2009 年 10 月 
（八）「國立東華大學 GO FRESH 新鮮人 英資飛揚在東華 英語&資訊能立聯合培訓  繪

圖軟體客座講師 教學卓越中心」2009 年 10 月 
（九）「微妙的平衡—真相」（A Delicate Balance-The Truth）台灣巡迴影展暨座談會 2009.10 
（十）「2009 東海岸漂流木國際藝術創作展」2009.11 
（十一）「跨界」美崙石藝創意園區更新活化嘉年華 2009.11 
（十二）「八校研究生海報創作觀摩展巡迴展出」2009.12 
（十三）「經典系列音樂會－向大師致敬」2009.12~2010.5 
（十四）「國立東華大學音樂季」2010.5~6 

◎99 學年業務重點 
一、執行國立東華大學校園公共藝術設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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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設置設計中心、文創中心、東台灣音樂表演中心，以在地實務帶動創作展演與本院學術研

究群。 
三、籌備 100 學年推出最具特色並吸引外籍學生的「全英文藝術創作學程」（21）。 
四、為推動地方文化創意研發，建立「學校－地方－世界的創意聯動體系」，推出： 

（一）造物人計畫：以族群藝術創意產業為主，內容有民族藝術產業化、藝術代理、藝術

授權、藝術經營等。鼓勵以東台灣/花蓮的「在地族群文化」、「在地文化」為元素，

以設計、藝術的手法來轉化傳統工藝或當代生活中的文化活動為設計商品，進而開

創品牌、行銷全球。 
（二）藝術設計 last mile 計畫：將地方各界研發出來的生活智慧以及地方文化祭儀、活動

事件等視覺化、實體化與商品化，以及東部觀光伴手禮設計等。初期以跨院系、跨

界結盟，未來目標在於國際設計大賽。 
五、準備教學區遷移。 
六、持續進行藝術品典藏，充實未來美術館典藏，並於校慶國際文化節推出典藏藝品主題展。 
七、執行光復街學人宿舍改建青年藝棧案，並籌畫舉辦以生活美學為主題的相關活動，除了建

設本校師生一座位於中心地段的發表平台，更促進本校與花蓮在地社區的連結互動。 
八、設置國際藝術村、舉辦國際藝術家創作營：利用台灣東部美麗環境與多元人文，提供國際

純藝術創作之美好環境，同時帶動師生直接國際化，補足學院體制的不足。 

環境學院        

◎98 學年重要業務 
一、因應本院新成立，99 年度招收大學部學生，積極鼓勵院內教師至高中進行招生推廣活動；

並辦理生態體驗營，以增進花蓮地區高中生對本院之瞭解。 
二、由本院院長率師生拜訪本校姊妹校東北林業大學野生動物資源學院，推展未來學術交流及

科教合作。 
三、推展跨領域的教學與研究，進行東部區域的生態保育、生物多樣性、環境監測及自然資源

調查，做為東部資源、環境與觀光遊憩規劃之基礎。 
四、推動環境學院、原住民族學院與藝術學院之合作，設置跨院的具東台灣特色的學程與研究

課題，以擴展教師與學生對東部人文與自然環境方面的認知與關懷，並開拓東部多元文化

與自然景觀的產業發展與就業市場。 
五、因應整合併校，加強跨校區之交流。 
六、制訂相關制度規章：因應本院新成立，籌組各委員會及訂定各相關規章以順利推動院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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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辦理至少 40 場學術演講，邀請國內外各領域富知名度學者到校為學生進行專題演講，提升

本院學生資訊交流與外部學術環境之連結。 

◎99 學年度業務重點 
一、為慶祝本院成立週年，及凸顯東華大學特色及跨院合作精神，本院與原住民學院於 99 年 9

月 10 日辦理「原住民與自然資源研討會」，強調跨領域的整合與對話；會中邀請國內多位

專家與會演講與與談，參與者達 120 人。 
二、因應本院各獨立所整併為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加強招生推廣工作。 
三、因應併校作業，加強壽豐校區與美崙校區之師生交流。 
四、持續促進國際學術交流與合作。積極拓展與大陸姊妹校相關學院之學術交流，除培育姊妹

校來訪之交流生，並積極研商促成本院師生至大陸各校參訪。 
五、鼓勵教師形成研究群，加強跨領域學術整合研究。本院於整併後，環境相關各領域師資充

裕，未來環境議題勢必牽涉到跨領域整合，故鼓勵教師形成研究群或共同承接公部門整合

型計畫。 
六、持續辦理專題學術演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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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工學院   
 

2009 年理工學院院慶專題演講系列： 
探究 2009 年諾貝爾得主獲獎主題 

 
之ㄧ：生理獎或醫學獎 

主辦單位：理工學院 
時  間：98 年 11 月 23 日 
地  點：工學院國際會議廳（工 A407） 
主 講 者：陽明大學生命科學系暨基因體科學研究所陳文盛教授 
學  歷：德州大學分子生物學博士 
學術專長：細菌分子遺傳學、基因體與演化學 
演講題目：Life Finds Many Ways 染色體的煩惱 

之二：物理獎 
主辦單位：理工學院 
時  間：98 年 11 月 26 日上午 
地  點：理一講堂 
主 講 者：台灣大學物理系朱士維助理教授 
學  歷：台灣大學光電工程所博士 
學術專長：非線性光學、光學顯微影像 
演講題目：光影魔術師－2009 諾貝爾物理獎介紹 

之三：生理獎或醫學獎 
主辦單位：理工學院 
時  間：98 年 11 月 26 日下午 
地  點：理一講堂 
主 講 者：台灣大學化學系蔡蘊明教授 
學  歷：俄亥俄州大學化學博士 
學術專長：有機合成、自由基化學 
演講題目：從有機化學的百年發展來看 2009 年諾貝爾化學獎 

探究 2009 年諾貝爾獎得主獲獎主題的系列活動，主要讓莘莘學子瞭解 2009 年諾貝爾得主

獲獎的原因，及簡單介紹相關研究領域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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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活動除本校學生踴躍參加之外，花蓮地區的高中生由老師帶領參加，及其他大學校院

師生紛紛報名參加，並與主講教授熱烈討論，與會者都希望本校能經常性的辦理相關的學術活

動，增廣東部地區高中、大學的國際觀。 
 
 

2009 年諾貝爾得主系列演講 
 
之ㄧ：2005 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 Prof. Robert H. Grubbs 

主辦單位：理工學院 
時  間：99 年 3 月 17 日 
地  點：工四講堂 
大師簡介：Professor Robert H. Grubbs，美國加州理工學院化學系 Victor and Elizabeth 

Atkins 講座教授，因其在有機金屬觸媒應用於烴烯互換反應以及高分子聚合

反應之卓越貢獻，獲得 2005 年諾貝爾化學獎 
Grubbs 教授此次來訪東華，發表 1 場座談與 1 場演講。 

※第一場 與大師對談 
時  間：99 年 3 月 17 日（三）上午 10：00 至 12：00 
座談地點：國立東華大學 工學院三樓國際會議廳（工四講堂） 

※第二場 溫世仁卓越學術講座 
時  間：99 年 3 月 17 日（三）下午 14：00 至 16：00 
講  題：From Sputnik to Metathesis（從人造衛星到交換舞伴） 
座談地點：本校工學院三樓國際會議廳（工四講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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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二：1996 年諾貝爾物理獎得主 Prof. Douglas D. Osheroff 
主辦單位：理工學院 
時  間：99 年 6 月 7 日 
地  點：共同教學大樓演藝廳 
大師簡介：Professor Douglas D. Osheroff，美國史丹佛大學物理系教授，因發現氦的同

位素氦三（3He）的超流現象（Superfluidity），此發現對往後在解釋高溫超導

的機制與宇宙大爆炸初期的相變有很大的貢獻，獲得 1996 年諾貝爾物理獎 
講  題：Richard Feynman : His Life and His Contributions to Science 

理查‧費曼：他的一生及對科學的貢獻 
註 1：Osheroff 教授就讀加州理工學院時，曾修讀 Feynman 的物理課程 
註 2：Prof. Richard Feynman 為 1965 年諾貝爾物理獎得主 

2010 年由理工學院主辦，邀請諾貝爾得主

專題演講共計二場，拉近了東華大學與花東地區

學生與諾貝爾獎大師的距離。兩位諾貝爾得主用

淺顯易懂的圖片及文字，演講有關化學與物理相

關的主題，勾起花蓮地區高中生濃烈的興趣，高

中生用生澀的英文提出問題，而兩位教授也不停

的鼓勵他們提問，並親切要他們慢慢說，充分展

現諾貝爾大師的歡迎學生探索知識的用心。 
此次活動要感謝溫世仁基金會提供相關經

費，並感謝台灣大學化學系及中央大學理學院協助辦理，促成本院辦理 2005 年諾貝爾化學獎得

主 Prof. Robert H. Grubbs 及 1996 年諾貝爾物理獎得主 Douglas D. Osheroff 教授的與本院的交流

合作，不僅有助於提升東華大學本身的學術研究地位，亦增加了與西部學校的研究交流合作機

會，對於提升東部地區高中以上學生的國際觀有莫大的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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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質譜學會春季專題討論會 
 
主辦單位：台灣質譜學會 
承辦單位：本校化學系 
時    間：99 年 4 月 9 日 
地    點：本校理學院第三講堂 

本次春季專題討論會於四月九日於本校舉

行，本次討論會的主題為「微生物的鑑定與臨床醫學

的應用」。會議地點為本校理學院第三講堂，與會人

士來自業界與學術界近百餘人。受邀演講者除了國內

知名的質譜及生物感測分析專家（包括交通大學應用

化學系的陳月枝教授、成功大學醫學工程研究所的張

憲彰教授、及本校化學系的何彥鵬教授）發表最新的

微生物鑑定技術外；更有包括台灣大學海洋研究所的

謝文洋教授、長庚大學生物醫學研究所的謝森永教

授、及慈濟大學醫技系的胡安仁教授，分別發表可用

於環境微生物的基因分類及致病細菌的質譜鑑識方

法。本次專題討論會的精彩演講內容相信會帶給所有

與會人員在微生物鑑識上更多及更新的概念。會議最

後的綜合座談，則是邀請四位年輕學者分別介紹不同

的微生物鑑識技術，相信透過此次學術交流活動，對

國內相關研究人員應會有很大的幫助。 
為了讓部份遠來的與會人員有更多認識花蓮的機會，大會也於第二天為與會來賓安排了花

蓮半日參觀行程。 
 
 

98 年中國材料科學學會年會 
 
主辦單位：本校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中國材料科學學會、工業技術研究院材料與化工研究所 
指導單位：教育部 
協辦單位：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工程技術發展處工程科技推展中心、大漢技術學院寶玉石資

源開發推廣教育中心、本校奈米科技中心、石才暨資源產業研究發展中心、國家同



東  

華  

校  

刊   

第
十
六
期 

 

 
112

步輻射中心、花蓮縣政府觀光旅遊處、東和鋼鐵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益鉅企業集團、

弘元石材廠股份有限公司 
時    間：98 年 11 月 26、27 日 
地    點：本校工學大學、原住民學院圓形廣場 

98 年度的材料年會是「中國材料科學學會」成

立 41 年以來，首次在台灣東部舉行，內容包含：國

科會材料學門座談會、中國材料科學學會年會大會、

專題演講、材料論壇、海報論文發表、廠商展示、歡

迎茶會、年會晚宴等。本次年會共計有 11 項論文主

題：能源與環保材料、生醫材料、電子材料、光電與

光學材料、磁性材料、硬膜及抗蝕材料、功能性陶瓷

材料、奈米結構材料與分析、鋼鐵與非鐵金屬材料、

複合材料、基礎理論及其它材料，以及 7 項材料論

壇：塊狀金屬玻璃論壇、薄膜太陽能電池論壇（DSSC & CIGS）、前瞻電子構裝材料論壇、LED
照明材料論壇、同步輻射於奈米結構與材料應用課程、同步輻射於材料研究應用研討會、東部

產業論壇；發表論文約 1,200 篇，註冊人數約 1,100 人，貴賓及參展廠商共計約 1,400 人，與會

期間學者討論熱烈，成果非常豐碩。值得一提的是，本次年會頒發第一屆「材料會士」榮銜，

今年共計有 6 名得獎人；而專題演講也邀請到三位國際知名的材料學者，分別為：美國加州大

學洛杉磯分校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杜經寧」教授（中研院院士）、香港理工大學機械系「劉

錦川」教授（美國國家工程學院院士）、以及日本物質材料研究機構「板東義雄」博士。此外，

本次年會的「歡迎茶會」和「年會晚宴」參與人數超過 600 人，為歷次年會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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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中華機率統計學會年會及學術研討會 
 

主辦單位：本校應用數學系 
協辦單位：中央研究院統計研究所、中華機率統計學會、中國統計學社、本校理工學院、本校

財務金融學系、國科會數學研究推動中心 
時  間：99 年 5 月 1 至 2 日 
地    點：本校理學院 

第七屆海峽兩岸機率與統計研討會暨 2010 年中華機率

統計學會年會及學術研討會原訂於 5 月 1 日-2 日於國立東華

大學舉辦。然而，由於簽證及其他問題，大陸方面學者無法

如期前來，海峽兩岸率與統計研討會部分延至七月六日～七

日假南區統計研討會在成功大學共同舉行。而 2010 年中華機

率統計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仍如期於東華大學舉行。本次

會議共有來自國內外各大學院校及研究機構約 120 多位學者

與會，發表 48 篇論文。來自國外的學者有來自日本 Institute of 
Statistical Mathematics 以及 University of Manitoba, Canada 的

多位學者。其中值得一提地，東華大學應數所的創所所長，

傅權教授，也特別撥冗回國參加此一盛會。對學術交流、師

生拓展視野及提高本校在機率領域的可見度將有相當助益。 
 
 

第九屆應用機率研討會 
 
主辦單位：本校應用數學系 
協辦單位：中華機率統計學會、本校理工學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數學研究推動中心 
時  間：99 年 3 月 5 至 7 日 
地    點：溪頭立德 

這次研討會是一小型但主題明確的 workshop，研討的議題主要以機率應用在排隊模型﹑模

擬和生產系統為主，提供國內相關學門的研究人員與學生交換研究心得之聚會，和與國外相關

學者交流的場合，這些年來所累積的成效十分卓著。 
本次研討會有日本學者 Naoto Miyoshi 教授、姚怡慶教授、王國雄教授、白惠明教授、柯志

斌教授、柯沛程教授、張國華教授與蕭守仁教授等二十位老師以及約三十位研究生參加，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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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延續應用機率研討會議題外，再加上蕭守仁教授主講 Red and Black Game 問題及 Survey，
讓本次研討會的議題內容更加充實。 

來訪學者 Naoto Miyoshi 教授在「等候理論」領域上，有相當優異獨到的研究成果，是日本

應用機率界活躍的年輕學者，同時在國際上也是相當著名之學者，近年來已發表約 20 篇論文。 
本次研討會的另一特色是有學生論文演講的時段，有 4 位研究生參加。演講進行中，與會

學者突出許多問題與建議，十分熱烈。 
 

   
 
 

The 5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Grid and 
Pervasive Computing（GPC 2010） 
第五屆網格與普及運算國際研討會 

 
主辦單位︰本校資訊工程學系 
時  間︰99 年 5 月 10～14 日（一～五） 
地    點︰本校工學院國際會議廳、工四講堂、工 A409、工 D409 

會議的進行首先是以主題式的演講和討論為主，這次的大會主講共有四位，所演講題目皆

是目前最熱門的主題，之後是被接受論文的發表，以論文性質共分 14 個區段發表，每一區段設

有一位主席負責引題及控制時間，主席皆為學界或業界專家，會場控制相當良好。此次研討會

將近有 100 人參與，實際註冊者約有 60 人，若考慮相關課程的配合，則將近有 250 人參與，收

穫最多的當屬東華的學生。會議進行到第三天，參與的人仍然相當多，造成這麼踴躍的情形主

要是場地選擇在學校主辦，而非一般的在風景區或飯店舉行，很多學生抱著嘗鮮、見識的心態

參與；另外，最後一場的摸彩樂透，為本次會議劃下完美的句點，當是另一種創新，相信令在

場的國外嘉賓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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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屆模糊理論及其應用研討會 
 
主辦單位：本校電機系 
時    間：99 年 12 月 3、4 日 
地    點：本校 

模糊集合源自 Zadeh 教授於 1965 年所提出，經過 20 年的光陰，由日本人開始將模糊理論

應用並推廣至控制工程、消費性電子產品等領域；自此之後，模糊控制成為炙手可熱且具高附

加經濟價值之代名詞。 
有鑑於此，為了因應世界潮流與全球化之競爭，並提升國內產業界與學術界之技術與合作，

於 1994 年 2 月 19 日成立中華民國模糊學會，本學會之宗旨致力於提升擴展模糊理論的廣泛應

用，為達此一目標，1993 年 6 月於國立清華大學初辦「中華民國第一屆模糊理論及其應用研討

會」，並於隔年 9 月在國立台灣大學舉辦第二屆研討會。自此之後，「中華民國模糊理論及其

應用研討會」蛻變為國內重要學術研討會，並以一年一度之形式於國內盛大舉辦，促進國內在

模糊理論相關領域的專家及學者匯集，進行學術資訊交換。 
2010 年本校向中華民國模糊學會爭取主辦「中華民國第十八屆模糊理論及其應用研討會」，

本次研討會議題包含模糊分類與聚類、自然語言處理、模糊最佳化、機器學習與演化式計算、

模糊控制與機器人學習，以及社會科學中模糊應用等。並於 2010 年 12 月 3、4 兩日在國立東華

大學如期舉行，本次議程將邀請相關之學者專家參與，進行學術與實務上之研討，冀望藉此增

進模糊理論及其應用之技術普及於國內各界。 
 
 

第七屆國際相對論動力學學會雙年會 
 
主辦單位：本校物理系 
時    間：99 年 5 月 31 日至 6 月 2 日 
地    點：本校理工學院講堂 

國際相對論動力學學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Relativistic Dynamics, IARD） 創立於

1998 年，其宗旨在於促進學界對古典與量子相對論性粒子與場動力學知識的交流。每兩年舉辦

一次的雙年會，是 IARD 最大的活動。來自各相關領域的學者專家齊聚一堂，不但討論相對論

動力學的各種新知與應用，也藉由不斷的質疑與思辨，反思相對論性量子力學、量子場論、以

及古典相對論本身的哲學與歷史，深化對其物理的認識。IARD 2010 年的雙年會已在東華大學

舉行，除了將為國內外學者提供一個交流的機會之外，也將提高東華大學於國際學術界的能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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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學年活動預告】 
第十四屆台灣核子物理學校 

 
主辦單位：本校物理學系 
時    間：1 月 17 日至 22 日 
地    點：本校理工學院第一講堂 

核子物理學校向為台灣核子物理及其相關領域學界最大型之學術活動，主要目的為傳遞核

子物理前沿新知，促進從業同仁研究合作，及培養跨領域交流。近年來由於國內從事相關研究

的同仁漸增，研究質量日進，與國際學界的交流益形密切，其舉辦的頻率，規模與形式都漸趨

穩定。本（第十四）屆學校假國立東華大學舉辦，主要課題包括『密度汎函理論』（Density Functional 
Theory），『格點有效場論』（Lattice Effective Field Theory），及有關『日本質子加速器研究

中心』（Japan Proton Accelerator Research Complex）及其研究課題的介紹，邀請講者均為該領

域知名的國際學者；此外另邀請數位國內學者對其近年研究的成果發表專題演講。又：本屆學

校部份主題的選定亦兼顧與本校物理學系（特別是理論與計算物理群組）研究方向的整合，相

信對本校的研究發展當有所助益。 
[贊助單位：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國家理論科學研究中心，國立中央研究院，國立東華大學] 

 
舉 辦 日 期 主        題 主／協辦系所 

2010.10.24～28 2010 國際光資訊儲存研討會 光電系主辦 

2010.10.27～29 2010 Asia-Pacific Data Storage Conference 光電系主辦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第五屆花蓮文學研討會 
 
指導單位：花蓮縣政府 
主辦單位：花蓮縣文化局 
協辦單位：本校中國語文學系 



東  

華  

校  

刊   

重
要
學
術
活
動 

 

 
117

時    間：99 年 10 月 17、18 日 
地  點：本校工學院國際會議廳 

花蓮山高海闊、水土怡人，百年來文風鼎盛，不同族裔作家輩出，匯聚出多元的文化風貌，

並留下許多優秀的藝文紀錄與創作。近年來經由多位學者及作家的共同推動，陸續促成「花蓮

文學研討會」、「花蓮文學獎」、「花蓮學研討會」之舉行，期以再現花蓮文化的美麗風華。 
2009 年 10 月由本系承辦的第五屆「花蓮文學研討會」以「地方感‧全球觀」為主題並已圓

滿落幕，探討自日治時期以迄當代所見關於花蓮風物、民情、歷史之各種型態的紀錄或書寫。

或是由地方的視角出發，凝視自身鄉土的銘刻記憶；或是以一個局外人的立場發聲，細心觀察、

建構「後山‧他鄉」的文化風貌；或是去國遠遊，在遙遠的異國以記憶想望洄瀾故土的歷歷身

影，並將她與異鄉風土交疊重組，讓過去與未來、傳統與現代、西方與東方充分對話，以開發

新的鄉土記述。 
 
 

第四屆文學傳播與接受研討會 
 
主辦單位：本校中國語文學系 
時    間：99 年 3 月 26、27 日 
地    點：本校工學院國際會議廳 

文學的傳播與接受是促進文學發展與進步的重要動力，近年文學研究受到文化研究、傳播

學等領域的影響，關心「文學傳播」此一議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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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啟對「文學接受」此議題的熱烈探討。從 2003 年本系開始舉辦「文學傳

播與接受國際學術研討會」，每屆會議設定新的學術議題，深入討論中國文學的傳播與接受裡

「傳播者與接受者」、「地誌書寫」、「多重文本」等議題，累積中文學界各領域思索傳播之

於文學研究影響的對話。第四屆會議延續六年來對此議題的關懷，也關注在文學傳播裡，媒介

與形式所扮演的角色重要性，探討無論是經典或理論的翻譯，在不同的形式媒介、文化情境下，

所形成的面貌，過程猶如一段旅程，循著不同的路徑，經典、理論、各類文學作品，有著不同

的變貌，蓄積不同的能量。因此本屆研討會以「文學形式與傳播路徑」作為會議的主題。希望

透過檢視傳播於文學的影響，突破傳統文學研究之範限，結合各領域的學者，含納多樣可能的

對話空間，研議出文學研究的新進路與新紀元。 
 
 
 



東  

華  

校  

刊   

第
十
六
期 

 

 
118

2009 年臺法行政訴訟法研討會 
 
主辦單位：國立臺北大學法律學院   
協辦單位：本校財經法律研究所 
時    間：98 年 11 月 2 日、3 日 
地    點：國立臺北大學法律學院國際會議中心 

2009 年 11 月 2 日，台法行政救濟法制之理論

與實務研討會於台北大學三峽校區正式揭幕，進行

為期兩天台法行政救濟法制的學術交流。開幕式邀

請到前司法院院長賴英照致詞，陳敏、林錫堯、許

宗力、黃茂榮、陳春生、曾華松、廖義男等多位大

法官，最高行政法院院長彭鳳至亦參與此次盛事，

以及國內多位知名學者之參與，為此次研討會增添

不少風采。此外，榮幸地邀請到法國國務院調查官

LUC DEREPAS、法國尼姆大學副校長 EMMANUEL ROUX、法國艾克斯政治學院院長

CHRISTIAN DUVAL、法國艾克斯政治學院教授 YVES LUCHAIRE、法國克雷蒙菲宏地方行政

法 院 法 官 SAMUEL DELIANCOURT 、 法 國 巴 黎 第 一 大 學 公 法 學 院 院 長 MARYSE 
DEGUERGUE、法國巴黎第一大學教授 JEAN-MARIE PONTIER、法國巴黎第一大學教授

JEAN-MARIE PONTIER 等人共襄盛舉。本次研討會主題包括法國行政訴訟與行政法院、法國行

政程序中之不同訴訟類型、法國行政訴訟法上之緊急處分、行政程序與權利及基本權之保護、

法國法上對行政立法權之監督、法國國家賠償責任、法國核能行政訴訟等議題，為台法兩國行

政救濟法制進行一場深層的交流，使所上師生增廣見聞。 
 
 

國際暨企業財經法制座談會 
 
主辦單位：本校財經法律研究所  
時    間：98 年 11 月 12 日 
地    點：本校文學院 B204 教室 

本次座談會邀請到中國天津大學法學系陳天霞主任與藍藍老師，本所陳彥良所長、徐揮彥

老師、張郁齡老師與談，和所上師生分享交流天津大學法學系簡介、中國財經法制概況，司法

考試的內容與準備方向等，使所上師生增廣見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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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天霞老師亦以控制恐怖主義犯罪為主題，就國際

法律合作作一探討，此乃因為恐怖主義犯罪對國際和平

和國際經濟的有害影響和破壞日趨明顯，已成為國際社

會共同關注的問題。世界各國、各國際組織也越來越清

醒地認識到它的危害性，並且在普遍增強對國際恐怖主

義犯罪的政治壓迫與軍事打擊力度的同時，在多方面進

行國際法律合作，因而對中外反恐怖主義犯罪法律對策

進行廣泛而深入的研究也就成為必然。 
此外，由於中小企業在大陸經濟發展中發揮重要作用，但受到傳統擔保制度的制約，它們

面臨因缺少合格擔保物而難於融資的尷尬境遇。正因如此，中小企業融資歷來是大陸經濟和法

制建設中的一個熱點和難點問題。藍藍老師即以此為題，著重介紹大陸近年來在中小企業融資

擔保制度中的創新，並針對其中的問題提出完善建議。 
 
 

南海領土爭端中的國際法問題 
 
主辦單位：財經法律研究所                
時    間：98 年 11 月 16 日 
地    點：本校工學院 A437 教室 

南海諸島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但上世紀 70 年代以後，南

海周邊國家對南沙群島中部分島嶼提出主權要求，並逐步開展了軍

事搶佔，加緊了侵佔南海海底豐富的石油天然氣資源的步伐。目

前，在南沙群島中，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等多個國家已陸續侵

佔了中國 40 多個島礁。因此，研究國際法在南海資源糾紛中的適

用問題，推翻南海諸國所謂的主權謬論，捍衛國家領土，保護中國

的海洋資源就具有極強的現實意義。 
中國天津大學法學系教授兼系主任陳天霞老師蒞臨本所，與所

上師生探討南海領土的國際法爭端問題，包括南海的戰略地位與資源、南海糾紛的成因與現狀、

《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在南海問題方面的適用、中國提議的解決南海問題的方案等議題，提供

學生有別於一般國內法學領域之專業知識，與所上徐揮彥老師開設之國際法相關課程作一結

合，為有志於鑽研國際法領域之學生提供另一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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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侵權責任法制定中的若干理論爭點— 
產品責任 

 
主辦單位：本校財經法律研究所    
時    間：98 年 11 月 17 日 
地    點：本校工學院 A437 教室 

大陸侵權責任法正處於立法過程當中，為繼大陸物權法之後又一項

重要之立法工作。中國天津大學法學系藍藍老師與本所進行學術交流，

探討大陸侵權責任法制定中的相關爭點，首先從大陸侵權責任法提綱挈

領，就侵權責任法的立法進展與主要爭點作一概要簡介，之後點出大陸

侵權責任法制定之相關爭議問題，包括特殊侵權責任在侵權責任法草案

中的體例安排、特殊侵權責任的具體類型，例如如產品責任、機動車交

通事故責任、醫療損害責任、環境污染責任、高度危險責任、動物致人損害責任、物件致人損

害責任等，最後並結合台灣相關法律規定作一比較。 
 
 

專業法學雜誌未來前景與國考之發展相關議題 
 
主辦單位：本校財經法律研究所      
時  間：98 年 11 月 17 日 
地    點：本校文學院 B204 教室 

本次演講邀請到國內法學領域知名期刊－台灣法學雜誌的總編田

金益先生蒞臨本所，與所上師生分享並探討法學雜誌未來發展，以及

法律系學生參與國家考試之相關議題，使所上學生獲益良多。 
 
 

災後重建與原住民族人權兼論 
原住民族財產權建構 

 
主辦單位：本校財經法律研究所  
時  間：98 年 11 月 26 日 
地  點：本校文學院 B204 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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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東大學南島文化研究所蔡志偉博士自八八水災切

入，探討我國如何進行災後重建、照顧原住民族的權益；

以及原住民族財產權的架構，與一般財產權的概念有何

不同，進而了解在傳統原住民部落中，其經濟流通與共

有財的觀念。此次座談會除提供學者間交流的平台外，

使與會學生開拓其法學視野，涵養與會學生法學素養，

更能與所上徐揮彥老師開設之國際人權法相關課程作一

結合，亦使有志鑽研於民事財產法領域之學生，開闢另

一片研究的領域與發展。 

 

 

簽署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 
對於兩岸關係與區域整合之意義座談會 

 
主辦單位：本校公共行政研究所、大陸研究中心與行政院大陸委員會 

時    間：98 年 10 月 8 日（五）10-12 時 

地    點：本校文學院第三講堂。 

為讓本校學生對 ECFA 內容、利益與潛藏風險有所瞭解，本校公共行政研究所與大陸研究

中心與行政院大陸委員會聯合舉辦「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ECFA）對於兩岸關係與區域

整合之意義」座談會，邀請學者與學生就兩岸關係議題進行對話與溝通。 

 

 

第七屆地方自治與府際關係論壇— 
東臺灣地方發展與區域治理 

 

主辦單位：本校公行所 

時    間：99 年 11 月 13 日 

地    點：本校文學院大樓第三講堂 
本所期望本屆論壇能以東臺灣區域治理與經濟發展為基礎，檢視東臺灣現況與未來發展等

面向，以及東臺灣面臨地方治理環境變化時的因應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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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壇預期效應 

一、理念性效益 

1.臺灣地方民主與現代化管理的定位 

臺灣做為一個後進的民主國家，雖然中央政府的威權轉型、憲政體制的發展特色受到

亞洲與國際上的矚目，雖然已長期推行地方自治，但是在地方的民主治理機制上仍然處於

發展階段，究竟目前民主治理狀況與經濟績效程度，治理層次是否具備實際的競爭力等等

問題，並沒有實際的證據以資說明。本次論壇，將邀請區域治理之專家學者與會，剖析區

域治理的趨勢與發展，瞭解臺灣區域治理的現狀與模式。 

2.評估地方政府責任性水準的核心 

當前公共行政學門的研究，非常關切民主化過程中官當體系的議題。當到地方政府的

層次，同樣具有學術與實務的關鍵趨勢。理論上來說，地方政府的策略暨管理，不僅是注

重效率價值，而更是整合在地利害關係人的期盼與需求，經由符合其需求的結果導向

（result-oriented）的績效管理，融入民主參與以及公民接觸的意義，藉此了解地方治理的

民主化程度，回答地方民主行政的運作的可能性，以及治理赤字與缺口的程度，進而鼓勵

地方政府在社會資源的動員與管理中，應透過策略來集中焦點，達到治理的績效。 

3.地方民主化與基層官僚體系改革 

本論壇所關切者，是認為地方治理不僅是縣市政府制定出施政優先性的施政藍圖，更

重要的是決策暨治理過程應納入與整合在地人士的需求與期待，以此「在地需求」當成目

標，進行結果導向的管理與績效衡量。除了外部顧客關係管理之外，內部關係的參與及內

部各關鍵管理活動，當然也是地方政府治理的內涵之一。換言之，透過體察環境與利害關

係人的需求，讓公共管理成為多元中心的治理模式。 

為達到以上三項概念性效益，本所透過邀請區域治理專家學者共同針對臺灣與東部的

地方區域治理理論與經驗，提供一個充分，有系統的描述與解釋，經由嚴謹且周延的分析，

導引出有關臺灣地方治理的全貌性之瞭解，在堅實的對話與討論上，我們將可進一步展望

與分析臺灣地方治理的可能發展。 

 
 

2009台灣NGO國際事務人才培訓班—花東地區 
 
委託單位：外交部 
承辦單位：國立中山大學國際非政府組織研究中心 
協辦單位：本校公共行政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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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98 年 10 月 23 日 
地    點：本校共同教學大樓第二講堂 

舉辦「2009 台灣 NGO 國際事務人才培訓班」的最主要目的，在於協助社會菁英建構理念，

培養出正確的非政府組織與公民社會之發展意義。並透過對國際事務的了解，以及對聯合國千

禧年發展目標（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MDG）、具聯合國諮詢地位非政府組織的認識，

進而體認到 NGO 參與國際事務的重要意涵。 
在議題的設計方面，台中場次主要是以非政府組織與其國際參與的議題為主。主辦單位期

望透過這些討論，除了能強化社會大眾對該些議題的重視與了解外，並希望能進一步建構台灣

原住民族的國際參與能力。 
 
 

第六屆地方自治與府際關係— 
全球地方治理理論與經驗國際研討會 

 
指導單位：教育部、內政部、行政院研考會地方發展處、花蓮縣政府、溫世仁文教基金會、臺

灣歐盟研究中心 
主辦單位：本校公共行政研究所 
時    間：98 年 11 月 14 日 
地    點：本校文學院大樓第三講堂 

本次論壇於 11 月 14 日早上 9 點於本校人文社會科學院第三講堂準時開始，開幕式中特別

邀請行政院研考會朱主委景鵬先生（同時為本所教授）、花蓮縣謝縣長深山先生致詞；貴賓致

詞後，全體與會貴賓、學員與工作人員一同合影留念，合影結束後旋即開始本次第一場論壇。 
第一場論壇討論主題為「地方治理理論與歐亞經驗」，共計有四篇文章，由國立暨南國際

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孫同文教授擔任主持人，邀請曾於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任教，現於韓

國理工大學任教的 Sang-Chul Park 教授，與本所 Markus 
Porsche-Ludwig 教授兩位擔任本場次論壇與談人，另外由

德國基森大學政治系 Alexander Grasse 教授學術助理 Mr. 
Jan Labitzke 擔任引言人發表本場次引言稿。 

第二場論壇討論主題為「歐盟與美國的地方治理經

驗」，共計有兩篇文章，論壇於下午 1 點整開始，由國立

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黃朝盟教授擔任主持人，邀

請德國 Siegen 大學政治系 Jürgen Bellers 教授、德國基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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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政治學研究所 Dieter Eissel 教授與美國公共事務學院聯合會副會長暨下屆會長，同時也是美

國佛羅里達州立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院的 Frances S. Berry 教授擔任本場次論壇與談人。 
第三場論壇討論主題為「地方自治與地方治理」，共計有四篇文章，由國立臺北大學公共

行政暨政策學系呂育誠教授擔任主持人，邀請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學系孫同文教

授、內政部秘書室簡任秘書與東吳大學法律系兼任助理教授高美莉教授、國立中興大學國家政

策與公共事務研究所李長晏教授、行政院徐吉志諮議擔任本場次論壇與談人。 

第四場論壇討論主題為「地方政府管理新趨勢」，共計有三章，由本校公共行政研究所代

理所長朱鎮明擔任主持人並提供引言稿，另邀請國立臺北大學公共行政暨政策學系呂育誠教

授、張育哲教授、黃朝盟教授三位擔任本場次論壇與談人。本場論壇集中焦點在地方經濟發展

與網絡治理，期望透過信任及社會資本的強化，鼓勵地方公共管理者多與各界意見領袖接觸與

互動，整合各界資源，讓政策執行更形順暢。 

本次論壇鼓勵所有引言與談人撰寫文章一篇，以期讓所有與會嘉賓對於相關議題都有基本

的認識、了解，並且建立共同討論的焦點及依據，此舉成效良好，這次論壇總計收稿 13 篇，與

會嘉賓都能針對共同文本及大會草擬的提綱，一起進行深度研討與發言。 

 

 

產業發展政策座談會 
 
主辦單位：台灣經濟學會、本校經濟學系、本校企業管理學系 
時    間：99 年 10 月 15 日（五）12：30-5：30 
地    點：本校文學院第一講堂 

花東地區面積與台灣西部相若，由於開發的歷史進程與地理環境的阻隔，成為台灣整體經

濟發展的邊陲地區，但相對地也保持了好山好水的自然生態環境。歷任政府都曾注意到發展東

部產業的重要性，馬總統於總統大選期間提出的經濟建設政見─愛台 12 建設，與東部直接有關

者包括─東部鐵路電氣化與雙軌化、協助花蓮縣設立石藝研發創意園區、協助東海岸發展深層

海水產業，台東縣設置深層海水產業發展園區、推動花蓮港納入國際郵輪觀光航線、花蓮與台

東同列為兩岸直航七機場。政府希望以這十大產業為台灣開創黃金十年，花東地區土地成本相

對低廉，環境幽雅，本來就在觀光旅遊、文化創意、綠色能源、精緻農業、智慧綠建築與醫療

照護上具比較利益，若能引進若干大型企業進駐，吸引優秀的新移民，這些新興產業也未嘗不

是花東地區未來發展的契機。 
環境與發展可以相輔相成，有哪些新興產業適合花東之發展？產業的範圍與適當規模為

何？產業發展的瓶頸在哪裡？產業發展對環境的衝擊，如何推動產業發展之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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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座談會希望由產業投資、永續發展、人才資源發展及產業環境等不同層面，進行系統性

思考，提出各層政府應有之具體作為，期使臺灣東部在維持環境品質的同時，適度發展合適的

產業，讓更多的國民願意離開西海岸，樂活於東海岸，也為台灣產業的創新與維持競爭優勢，

開創新的局面。 
 
 

經濟學門學術研習營— 
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模型之求解與估計 

 
主辦單位：國科會社科中心、本校經濟學系、本校企業管理學系暨運籌管理研究所 
時    間：99 年 10 月 22 日（五）9：00-12：00；13：00-16：00 
地    點：本校文學院第三講堂 

本課程以非連續動態一般均衡模型為主軸，分為兩個部份：第一個部份是在給定模型參數

值之下，以數值方法分析非連續動態一般均衡模型的特性，例如模型內生變數的一階與二階動

差以及衝擊反應函數分析。第二個部份則是以實際的觀察值，來估計非連續動態一般均衡模型

參數的數值。在總體經濟學、貨幣經濟學與國際金融等領域，非連續動態一般均衡模型在文獻

上的重要性不斷增加。本課程著重實做，其目的在於介紹分析與估計這些模型所需要的工具與

技巧，讓參與講習者可以輕易地將這些工具應用到實際研究當中。  
課程首先以實例說明如何利用 Lagrange Method 或是 Dynamic Programming 來求得模型的

均衡方程式。其次是如何將模型的均衡方程式做線性化近似，如何利用 generalized Schur 
decomposition 來求解已經線性化的均衡方程式，以及計算模型內生變數的一、二階動差與衝擊

反應函數。接著將介紹幾個在總體經濟學與國際金融具有代表性的非連續動態一般均衡模型。

接下來將說明最大概似估計法的幾個重要步驟，包括將模型的數值解表達為 state-space form，

以 Kalman filter 求得概似值，以及數值方法上的小技巧。課程將以實質景氣循環模型以及小型

開訪經濟體模型為例來說明最大概似估計法。最後，則是介紹最近由 Chari, Kehoe, and McGrattan 
所發展出來的 Business Cycle Accounting。  

 
 

第四屆後山學堂：近代史研習營 
 
主辦單位：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本校歷史學系 
時    間：99 年 7 月 21 日（三）至 24 日（六） 
地  點：本校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A207 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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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計畫旨在藉由近史所研究人員之成果，傳承給新

一代的研究者，俾使近代史研究能激起更多共鳴，且累

積更大的能量，以取得國際學術競爭的優勢。具體作法

為，選擇台北以外地區的大學合作，於暑假中先實施為

期四天三夜的集中研習，繼由指導員個別輔導參加研習

營學員於兩個月期間選定課題，利用近史所檔案資料，

撰寫研究報告。 
 
 

第三屆現代中國社會變動與東亞新格局 
國際學術討論會 

 
主辦單位：本校歷史學系、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日本大阪外國語大學 
時    間：98 年 8 月 25、26 日 
地    點：日本大阪外國語大學 

近代中國史研究的範圍，包括政治、軍事、外交、社會、經濟、文化、思想等各方面的變

遷，尤其著重現代性（modernity）形成的探討；而現代中國社會的變動，更影響著東亞新格局

的形成與發展。有鑑於此，日本大阪外國語大學、中國南開大學與本校三校，為了推動上述議

題研究的深入開展與加強學術交流，乃於本校聯合舉辦「第三屆現代中國社會變動與東亞新格

局國際學術討論會」。此次會議分別從如何理解當代中國社會的內在性？、中國印象與東亞、

現代東亞格局中的中國特質、20 世紀中國的政治與社會、近代的變革與傳統承續、20 世紀前半

期中國社會的變遷、21 世紀東亞格局中的中國與日本、近現代中國社會的變遷、20 世紀中國的戰

爭、革命與農村、20 世紀東亞格局中的中日關係、20 世紀東亞政治的多邊性、後革命時代的中國

政治史研究為主題，共計發表 52 篇專文，加以探討，與會期間學者討論熱烈，成果非常豐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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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本土心理學跨向 21 世紀學術論壇— 
再反思、多元實踐及新發展 

 
主辦單位：本校人文社會科學學院諮商與臨床心理學系、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慈濟大學

人文社會學院人文臨床與療癒研究室、國立台灣大學心理學系本土心理學研究室、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時    間：99 年 2 月 4、5 日，論壇舉辦時間為 2 月 5 日 
地    點：本校原民院國際會議廳 

多元文化思潮的興起，成為跨世紀的趨勢。在

人文社會科學領域，我們觀察到，全球化所促發的，

不只是資訊與資源的快速流通，更有著各個在地社會

文化的突出呈現。這看似矛盾的現象，其實正是「全

球—在地」的動態互動結果。 
台灣的心理學發展，在楊國樞先生逾三十年積極

提倡與領導下，成就出華人本土心理學豐碩的成果。

這原先看似相反於追求全球普遍性知識的逆勢操

作，如今正成為各區域性心理學發展的先驅。 
因此，本會議的目的在於針對華人本土心理學在跨入 21 世紀後，基於過去成果與新世紀條

件，再一次調整其發展方向，規劃研究發展議程（agenda），從而集合學術力量，發展在台灣

社會有高度契合的心理學；並結合國際上各區域心理學成長的動能，為人類因應時代變化提出

心理學的貢獻。 
 
 

全球化、都會與住宅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 
 

主辦單位：本校社會暨公共行政學系 

時    間：98 年 12 月 4 日（五）8：30-16：00。 

地    點：本校美崙校區視聽館一樓演講廳 
在全球化的浪潮下，國內都市發展與家戶住宅都面臨新的情勢，區域產業的消長牽動區域

與都市發展的變遷，家戶的住宅使用與住宅之政策議題更成為政策層面的重大議題，透過學者

一同針對全球化台灣都市體系與都市發展的相關議題加以剖析。此次研討會邀請到英國社會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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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院士 Ray Forrest 以及中研院經濟研究所所長彭信坤教授進行專題演講。參與發表論文的學

者來自國內重要住宅與區域研究的學者，包括中研院、台灣大學、政治大學、成功大學等學校。 

   

 

 

【99 學年活動預告】 
華語電影系列活動 

 

主辦單位：本校華文文學系 

時    間：99 年 11 月 

地    點：文一講堂 

本校華文文學系接受明基友達文教基金會經費贊助，明基友達基金會期望將「傳達資訊生

活真善美」的企業願景，向外延伸到整個台灣社會，並以「關懷社會」的精神出發，集合眾多

的小我，擴張為影響社會群我的向上、正面力量，傳達真實、親善、美麗的感動。 

華文文學系將與數位文化中心、藝術中心合作，藉由當映「聽說」、「有一天」、「一閃

一閃亮晶晶」等片，將影像資源帶進東華大學，並將該基金會的理念傳達給學生，並期望能透

過電影與映後與導演的座談會，讓東華師生能更深入電影所傳達的理念。 

 

 

內觀為本的認知治療工作坊 
 
主辦單位：慈濟大學學生事務處諮商中心、門諾會醫院身心科 
協辦單位：慈濟大學人類發展學系、本校諮商與臨床心理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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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    間：99 年 10 月 9、10 日（六、日）  
地    點：慈濟大學校本部第一教學會議室 

內觀認知治療（Mindfulness-Based Cognitive Therapy；MBCT）由 Teasdale、Segal 及 Williams
創立，原先治療的目標在於改善慢性重鬱症的負向反芻思考歷程，以預防復發；然而，晚近出

版的研究顯示，MBCT 不僅適用於改善重鬱症復發，對正苦於重鬱症者，療效亦佳。Teasdale
等人（2000）採取連續 8 週，每週 1 小時的團體訓練，訓練內容包括簡單的呼吸、冥想及瑜珈

伸展，與對重鬱症的基礎衛教。研究顯示，就三次以上重鬱發作的患者而言，MBCT 組的復發

較維持先前治療程序組減少 44%。相較於重鬱症復發小於 3 次者，MBCT 對較嚴重的患者更具

療效。本工作坊特別邀請親受 Dr.Segal 訓練且目前正從事內觀心理衡鑑與治療研發的柯慧貞教

授前來指導，期使大專院校之輔導相關人員在對待經憂鬱量表篩檢出之高關懷學生時，也能以

MBCT 的團體治療方案來進行團體處遇，使校園內處於中重度憂鬱情緒的學生，能獲得另一更

有效率的處遇方式。 
 
 

心理系聯合研究成果發表會 
 
主辦單位：本校諮商與臨床心理學系系學會 
協辦單位：本校諮商與臨床心理學系 
時    間：99 年 12 月 18 日（六）14：00 至 18：00  
地    點：本校 

諮商與臨床心理學系系學會自 2007 年起開辦第一屆大學生實驗成果發表會，針對心理學相

關研究成果進行研討，歡迎臺灣心理相關科系學士班學生互相交流與分享。藉由本次活動，提

供大學生研究成果之發表平台，促進各校學術交流，並使與會者得到更多相關資訊與激盪出新

的想法。 
 
 

「邁向一個平等的全球資本主義？民主化與 
國際社會政策改革的反省」國際研討會 

 
主辦單位：本校社會暨公共行政學系 
時    間：99 年 10 月 22-23 日 
地    點：本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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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會議本系與臺灣社會福利學會及韓國保健社會研究所共同合作舉辦。會議主題是「邁

向一個平等的全球資本主義？民主化與國際社會政策改革的反省」，會議論文將著重於國際比

較下的東亞福利資本主義、國際比較下的東亞福利資本主義、社會保險體系改革、改革下的平

等與正義、東亞社會安全體系的轉型。 

 管理學院   

 
2009 年第二屆「管理個案分析競賽」 

 
主辦單位：本校企業管理學系 
時    間：98 年 12 月 26 日 
地  點：本校共同教學大樓 B209 教室 

近年來，結合理論與實務的個案教學方式，已在國內

外各大商管學院中蔚為風潮。為積極推動個案教學，以使

學生能將課堂上所習得的學理運用於現實的情境當中，並

藉此培養學生獨立思考與分析整合能力，企業管理學系在

去年（2008 年）已辦理第一屆競賽，並看到許多同學皆

發揮對個案分析的熱誠與專業能力，故本系特持續舉辦

「第二屆管理個案分析競賽」，期望透過競賽的方式，讓

學生再次展現在校期間各方面的學習成果。 
98 學年度本所敬邀請國際知名學者 Kaoru Tone 教授

（目前為日本 National Graduate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
名譽教授）進行為期一個月的學術訪問。訪問期間進行數

場關於 Network and Dynamic DEA Models 的公開演講，

Dynamic DEA Models 是資料包絡分析法的眾多研究項

目中，相當新且重要的研究課題，特別是在供應鏈與運籌

管理的應用。Tone 教授正好是這個研究領域世界級頂尖

學者。Tone 教授與本校該研究課題有興趣之學者進行合

作研究，藉以學術交當目的提升國內在相關領域之研究水

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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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學年活動預告】 
知識論與方法論研習營 

 
主辦單位：本校企業管理學系暨運籌管理研究所 

時  間：2010 年 10 月 1、2 日（星期五、六） 

地  點：本校文學院第二講堂  

什麼是知識？我們會發現最終是哲學引導科學做研究，假若你想要以研究作為終身志業，

那麼你一定得對「科學哲學」有所了解，否則，你的創造力是微薄的。為使本校從事社會科學

研究的師生，能快速掌握西方科學哲學的要旨，並對其有相應的理解。特別邀請臺灣大學心理

學系黃光國教授介紹研究者該如何從哲學的反思、理論的建構、到實徵研究，以有系統地發展

各自的學術生涯。 

 

 

經濟學門學術研習營— 
動態隨機一般均衡模型之求解與估計 

 

主辦單位：國科會社科中心、本校企業管理學系暨運籌管理研究所、經濟學系 

時    間：99 年 10 月 22 日（星期五）、11 月 19 日（星期六） 

地    點：本校文學院 A207 會議室 

主 講 者：中研院莊委桐教授與台灣大學經濟系袁國芝教授 

 

 

2010 第二屆網路與產業經濟學研討會 
 

主辦單位：本校企業管理學系暨運籌管理研究所、經濟學系、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

心制度與行為研究專題中心 

時  間：99 年 11 月 18、19 日（星期四、五） 

地  點：本校文學院 A207 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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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住民民族學院  

加拿大 Métis 原住民族研究學術研討會 
 
主辦單位：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本校原住民民族學院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 
時  間：2009 年 12 月 4 日（星期五）8：00-17：30 
地  點：原住民民族學院 B123（國際會議廳） 

梅緹在加拿大憲法上雖被定義為加拿大原住民族之一，但實質上，相較與同為加拿大原住

民族的第一民族，他們並沒有受到加拿大政府的特別照顧，如免費的醫療照護。因此，造就他

們的韌性和企圖心，要用各種方式持續爭取應有權益。如何進一步認識與了解梅緹（Métis）原

住民族於加拿大政府政策演進中的歷史發展、原住民身分、語言復振、集體認同、族群關係、

文學與文化、土地權運動等為此次學術研討會的重點。本院為本國原住民族高等教育人才的培

育重要場域，在培育原住民族人才的同時，我們也認知到原住民族高等人才進用的各國相關研

究重要性，期待學術討論研究成果一方面能令台灣學術界與社會大眾更瞭解美、澳、紐、加等國

政策的發展與推動模式，另一方面也與台灣經驗相呼應，希望以此可作為台灣原住民族高等教育

人才之培育與進用政策的制定與改革上的參考與借鏡。 
 

   
 
 

2009 年田野培訓計畫 
田野經驗論文發表會 

 
主辦單位：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本校原住民民族學院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 
時    間：2010 年 3 月 27 日（六）9：00-17：00 
地    點：原住民民族學院 A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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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田野經驗發表會係為本校原住民民族學院族群關係與文化研究所參與2009年中研院民

族學研究所「田野培訓計劃」所規劃之第一場研討會，其目的希望讓參與同學有整理、述說田

野經驗之機會，同時期盼藉此機會提供原民院全體師生共同討論、相互觀摩之學習平台。 
 
 

原住民民族研究學術研討會 
 
指導單位：教育部、行政院原住民委員會 
主辦單位：本校原住民民族學院 
時  間：99 年 4 月 24 日（六）8：00～17：30 
地  點：國立台灣大學社科院國際會議廳 

藉由此次研討會深入探討原住民在教育、文化、社會、經濟等方面之發展與研究，以及國

際原住民之發展現況與相關議題之交流與對話。本學術研討會重點的討論方向包括： 
一、實踐以原住民為主體的高等教育：開設原住民議題課程、進行原住民議題研究。 
二、提供網絡與資源：增進原住民社區發展的合作關係、提供原住民發展的人文資源。 
三、進行社會教育：鼓勵原住民對壓迫關係的自覺意識。 
四、致力於經濟發展：藉著鼓勵原住民社群的連結、合作、交流來促進原住民的經濟發展。 

   
 
 

2009 年田野培訓計畫 
田野成果〈時間中的知識〉論文發表會 

 
主辦單位：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本校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 
時  間：99 年 6 月 25 日（五）9：00-17：30 
地  點：原住民民族學院 A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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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發表會源自本所參與「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暨本校族群關係與文化研究所合作培訓

計畫（2009）」，該計畫補助學生田野工作經費。經過一整年耕耘，同學們於實際田野中得到

許多寶貴經驗與研究資料。本發表會目的在使獲得補助的同學有發表研究成果的機會，並得以

相互觀摩，也讓全體師生有共同討論的平台。 
 
 

【99 學年活動預告】 
民族發展與社會工作學系 99 年活動預告 

項次 時  間 地  點 活 動 名 稱 執行系所 

1 
99 年 11 月 9 日

（二） 
原住民民族學院國際會議

廳（B123） 
2010 原住民族發展與社會

福利研討會 民社系 

2 
99 年 11 月 14 至

15 日（日） 
國立臺灣大學法律學院國

際會議廳 
原住民族傳統習慣規範與

國家法制研討會 民社系 

 環境學院  

 
第四屆中德鄉村規劃學術交流 

 
主辦單位：本校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 
時  間：99 年 3 月 9 至 15 日 
地  點：本校環境學院、花東各鄉鎮部落 

21 世紀的台灣鄉村，無疑的將面臨嚴酷的挑戰，鄉村的研究將促成鄉村的再結構，利於鄉

村環境的保育與管理，維繫鄉村存在價值的認同。由於工商產業的高度發展，以都市為主的特

定思考，成為社會發展的主流價值，鄉村從經濟地位的流失，衍生出其在社會文化與生態環境

等主體性的危機。而城鄉的消長關係，將是整體社會情境變遷的重要課題，在都市研究密度水

準以及其所投入的人力與物力已經達到飽和之際，鄉村研究的重要性逐漸地顯現，鄉村規劃將

成為國土整體規劃不可或缺的一部份，鄉村空間亦是國民身體與心靈健康的實踐場域。 
德國的鄉村規劃，有其長遠成熟的傳統，本計畫將藉由雙方的互訪過程，進行兩國鄉村環

境規劃的學術交流與政府間的政策觀摩，以促進鄉村各方面的品質提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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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與德國羅斯托克大學（University of Rostock）農業與環境學院鄉村文化與環境保護系

師生進行為期七天的學術交流。此次受邀來校訪問的學者共 17 人，包括羅斯托克大學教授，以

及博士生與碩士生。學術交流行程分成三部分，首先進行雙方學術交流研商，及兩校研究生研

究論文發表與研討，其次進行花東農村社區及城鄉發展的實地參訪教學，針對台灣東部地區城

鄉環境現狀進行討論，商討兩國地方或聯邦政府之間交流合作的實際計畫。 

   
 
 

台灣東部地區 2010 地景保育研習班 
 
主辦單位：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 
協辦單位：本校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 
時  間：99 年 5 月 14、15 日 
地  點：本校五守樓五樓會議室、花東縱谷 

台灣東部地區為具有優良地景的區域，藉由辦理東區地景保育研習班，除了能夠提升東部

地區地景保育相關的公教人員與各處地景的解說導覽員之保育知能外，對於推動台灣特殊地

質、地形景點保育工作，亦能有相當程度的助益。 
課程聘請林務局地棲科張弘毅科長、台灣大學地理系林俊全教授、本系劉瑩三主任以及李

光中教授進行地景保育的相關課程，課程內容包括權益關係人參與自然地景保育的策略架構、

地景保育與國土永續發展、台灣東部地區地景百選的簡介，以及借鏡國際策略發展社區本位的

地質公園之規劃指引。 
第二天課程則為花東縱谷地區的地質及地景之實地解說導覽，由本系劉瑩三主任領隊，前

往花東縱谷線數個特殊地形與地質的景點，藉由講師的專業解說，以及學員現場提問與討論的

過程，讓參與的學員在野外課程中有直接接觸特殊地質景觀的機會，亦可加深學員對於地景演

化及地景價值的知識與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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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年度生物多樣性監測資料建置與管理研習會 
 

指導單位：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 
主辦單位：農委會林業試驗所 
協辦單位：本校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 
時  間：98 年 11 月 9 日 
地  點：本校工學院 C409 

生物多樣性資訊之整合是行政院生物多樣性推動方案中之基礎工作，由國科會、農委會、

中研院、內政部、經濟部、原民會、衛生署、教育部、環保署、交通部等部會分別擔任主協辦

機構。國內生物多樣性監測體系將採用林業試驗所已完成的生態資訊管理系統 EML，並結合中

研院生物多樣性中心之標本及生物觀測資料格式 Darwin Core，建置一套全國性生物多樣性資訊

管理系統，提供長期監測、物種、時空分布、標本典藏、文獻、影音等領域的資料長期保存與

交換及與國際接軌。 

   

 海洋科學學院  

 
海洋科學學院畢業典禮 

 

主辦單位：海洋生物多樣性及演化研究所 
時  間：99 年 6 月 25 日（五）下午 5 時至 7 時 30 分 
地  點：恆春民謠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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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與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合辦，位於屏東車城海生館的海洋科學院，包括海洋生物多樣

性及演化研究所和海洋生物科技研究所的 98 學年度畢業典禮，已於 99 年 6 月 25 日星期五下午

5 時至 7 時 30 分在恆春民謠館舉行，此為第 4 屆研究生畢業典禮，有 28 位新科碩士，以及包括

畢業生家長、校長黃文樞博士、海生館館長王維賢博士、屏南社區大學主任以及師生與貴賓共

約 100 人參加。此屆畢業典禮特別安排在恆春民謠館，並且邀請屏南社區大學合作舉辦，期許

能走出學術象牙塔，投入家園生態環境與科技產業發展的營造，增進與地方的互動瞭解，對海

洋教育與保育有更多實質的貢獻。典禮安排深具意義與創意，生動地結合文化教育、地方風情、

海洋音樂與在地美食，全程溫馨感人，特別是畢業生合唱時，每個學生手持燈燭，期許為自己

的人生與投入的社會發光發熱；在恆春的夕陽餘暉映照下，在隨風飄揚的植物染布飛舞下，在

親友師長同學的勉勵祝福聲中，在回顧校園生活的美好時光影像中，海角南境的新科碩士們揚

帆出航，迎向下一階段的生命歷程。 
 

   

 花師教育學院  
 

「傳承」與「開創」院慶講座暨學術論壇 
 
主辦單位：本校花師教育學院、課程設計與潛能開發學系 
時  間：98 年 10 月 26 日 
地    點：本校視聽教育館演講廳 

當前教育經過多元文化主義與多元文化教育這一、二十年來的洗禮，其中交織的型態與概

念究竟有何轉變？八○年代興起的批判教育學，逐漸在教育研究領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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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逐漸被大家熟悉的教育思潮，在台灣的學術研究產生了何種影響與改變？ 
由於對上述二個課程的關注，本院特別規劃於合校後的第一次院慶學術研討會中，以「多

元文化教育的省思』為主題，邀請國家教育研究院陳伯璋主任作精闢地專題演講；並從教育學、

哲學、政治學、物理學及資訊科學角度邀請不同學科領域的學者專家，針對當前學術研究的重

大議題：「多元文化」，進行彼此間的交互辯駁與相互檢視的論述與對話，以對「多元文化」

的概念做進一步的釐清與界定。期盼透過這場學術論壇，能更有助於釐清多元文化概念，並進

一步檢視在多元文化的處境下各種教育實踐的可能性。 
講座講者：國家教育研究院籌備處陳伯璋主任 
學術論壇：主持人：饒見維 教授 
與 談 人：廉兮助理教授（教育學專長）、林安梧 教授（哲學專長）、施正鋒教授（政治學專

長）、鄭嘉良教授（物理學專長）、張瑞雄教授（資訊科學專長） 

     
 

 

第二屆教育行政與政策學術研討會 
 
主辦單位：本校教育行政與管理學系 
時  間：98 年 11 月 28 日 
地    點：本校國際會議廳 

本研討會旨在廣邀各級教育行政機關主

管、專家學者、第一線的教育工作者、以及關心

教育之民眾等，共同研討相關議題，俾增進我國

教育行政與政策論述及實務的發展。本次學術研

討會的舉辦具體目的如下：探討教育行政與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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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潮與論述，深化學術研究；激發社會各界對於教育行政與政策之關懷與參與；營造開當有

效的教育行政對話平台。有鑑於此，依以下主題 1.教育行政與學校管理 2.政策執行與教育思想

3.學校課程與教學創新加以研討，共計口頭專文發表 17 篇、網路發表 4 篇，與會人員與學者專

家討論熱烈，成果豐碩。 
 
 

2009 幼教師專業能力培養與進修策略 
學術研討會 

 
指導單位：教育部  
承辦單位：本校教育學院、幼兒教育學系（碩士班） 
協辦單位：花蓮縣私立佳姿托兒所、花蓮縣私立立德托兒所 
時  間：98 年 11 月 21 日（六） 
地    點：本校美崙校區體育館國際會議廳 

本校幼兒教育學系每年定

期舉行學術研討會，並視為年

度大事。此次研討會計有專題

演講、論文發表與綜合座談等

形式。會議主題為「幼教師專

業能力培養與進修策略」；除

此之外透過與會者的討論，提

升我國幼教師專業能力成長，

發展台灣幼教特色，並共同思

索教師進修管道之方向。本研討會之內容如下：一、了解國內與國際幼教師專業能力培養與進

修策略之現況與問題。二、探究幼教師實務經驗與專業理論的交流與影響。三、論述國內與國

際幼教師進修管道之趨勢與策略。四、研討創新的幼教師專業能力培養策略及進修方法。 
99 學年度學術研討會也即將於 10 月 23 日（星期六）在本校美崙校區體育館國際會議廳舉

行，本次議題為「幼教師專業能力培養與進修策略」，參加對象與人數：國內、外大專院校教

師、學生、研究生，學術機構研究人員，幼稚園、托兒所實務工作者以及關心幼兒教育議題之

人士等，每場預定參加人數為 250 位，另全程參與研討會者，將核發研習時數 8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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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幼兒教育學系畢業公演 
 
主辦單位：本校幼兒教育學系 
承辦單位：本校幼兒教育學系（畢業班） 
演出單位：本校 99 級幼兒教育學系全體學生 
時  間：99 年 6 月 5 日（星期六） 
地    點：本校演奏聽 
主    題：妙妙公主亮晶晶 

本活動為本校幼兒教育學系 99 級的戲劇表演，

他們秉持著對孩子的熱忱與喜愛，在花蓮舉辦多次

的相關活動。這次戲劇表演將平時所學的肢體藝

術、音樂設計、舞蹈律動等技能做結合，除了邀請

附近社區的幼兒及家長來參與活動，也在戲劇表演

上加入許多親子互動，以增進親子之間的親密關係。 
有感於花蓮偏遠地區對戲劇表演刺激較少，99

級幼兒教育學系學生為了豐富花蓮偏遠地區幼兒對

藝術文化的了解，決定以兒童劇呈現所學，以幼兒的角度編出具有教育意義且生動有趣的故事，

帶給幼兒無限的歡樂。 
 
 

98 年度東台灣特殊教育學術研討會 
 
主辦單位：本校特殊教育學系暨身心障礙與輔助科技研究所、特殊教育中心、中華民國特殊教育

學會 
時    間：98 年 11 月 27 日（五）08：30-16：40 
地    點： 本校視聽館二樓 202 會議室、視聽館三

樓 308 教室 
隨著時代的進步，特殊教育也愈趨受到重視，

而國內特殊教育專業人才的訓練與培育更是刻不容

緩之事。 
本系、所自九十二學年度開始，即於每年擴大

舉辦學術研討活動，不僅提供系所學生學術發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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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地，也藉此提供師生之間學術交流的機會。今年，

更結合特殊教育中心所舉辦之東台灣特殊教育學術

研討會，以論文發表方式，提昇東部地區特殊教育

學術研究水準，增進特殊教育專業知能，擴展教育

之成效。 
發 表 人：林坤燦（本校特教系教授）、廖永堃（本

校特教系副教授）、楊熾康（本校特教

系助理教授）、魏俊華教授（國立台東

大學特教系教授）等。 
評 論 人：洪清一（本校特教系教授）、程鈺雄（國立台東大學特教系副教授）、王明泉（國

立台東大學特教系教授）、石明英（本校幼教系副教授）等。 
 
 

學生多元發展學術系列—認識語言治療師研習 
 
主辦單位：花師教育學院特殊教育學系 
講    者：語言治療師 張乃悅老師 
時    間：99 年 5 月 23 日（日）08：30～16：00 
地    點：本校視聽館三樓 303 教室 

幫助學生所需，配合生涯發展活動進行一系列學術活動，讓學生未來能朝多元發展所進行。

針對語言治療師這個職業進行了解，如果是特教系學生，要如何往語言治療師的方向，要報考

哪間研究所，準備方向為何，如何考取於語言治療師執照，語言治療師工作現場是如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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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特殊教育學術交流活動 
 
主辦單位：本校花師教育學院特殊教育學系 
時    間：99 年 8 月 18 日（日）14：00～16：30 
地    點：本校視聽館二樓 202 教室 

經由與大陸特殊教育學者、專家進行座談，讓了解兩岸特殊教育現況；並與重慶師範大學

教育學院洽談兩校學術合作交流事宜。 
與會人士：吳家瑩（國立東華大學花師教育學院院長）、林坤燦（國立東華大學特教系教授）、

廖永堃（國立東華大學特教系副教授）、楊熾康（國立東華大學特教系助理教授）、

廖詩芳老師（重慶師範大學教育學院）、方武老師（向陽兒童發展中心）等。 

   
 
 

【99 學年活動預告】 
花師教育學院重點活動 

 
一、花師教育學院院慶活動：第二屆花師教育學院院慶將於 98 年 10 月 27 日（星期三）展開各

項的慶祝活動，包含：「院慶師生趣味競賽」、「第二屆教育評論徵文比賽」、「多元文

化與教育正義學術論壇」、「院慶學生才藝表演晚會」、「友善城市／社區社會服務活動」

等內容，藉此凝聚院內師生之力量，齊心為院之發展而努力。 
二、教育議題論壇：為增進本院教師間的交流，及分享議題觀點之風氣，定期舉辦教育議題論

壇。本學年度的主題為『弱勢教育學』，分就本院各基礎學科的角度來探討弱勢教育學，

透過閱讀文章、導讀與討論的讀書會型式，嘗試對「弱勢」做界定，及分享該學門領域可

能提出的脫困之道。 
三、「我的探索－花師教育學院教師學思歷程專刊」編印及發表會，將邀請受訪教師蒞臨會場，

簡要介紹自己的學思歷程，提供本院教師彼此間專業瞭解的管道，並企盼藉由教師學思歷

程的分享，激勵同學們向上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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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教育學術研討會暨 
中華民國特殊教育學會東區會員大會 

 
主辦單位：花師教育學院特殊教育學系 
時    間：99 年 12 月 3 日 
地    點：本校視聽館一樓演講聽、視聽館三樓 308 教室 

本系每年藉由舉辦學術研討活動，除提供系所學生學術發表的場地，並藉此增進師生之間

學術交流的機會。今年，本學術研討會已邁入第八個年度，希望從中看出系所教師與學生們日

趨茁壯的學術成果。 

 

 

2011 國際輔助溝通系統（AAC）學術研討會 
 

主辦單位：花師教育學院特殊教育學系 
時    間：100 年 6 月中旬 
地    點：本校美崙校區視聽館一樓演講廳 

主要研討方向為目前 AAC 的研究趨勢，參加人員為國內外 AAC 的專業人員（含特殊教育

教師）。 
講    者：Literacy and Augmentative and Alternative Communication 

Martine Smith, Ph.D. 
Senior Lecturer & Head of Discipline 
Clinical Speech & Lang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Dublin 
Dublin, Ireland 
Evidence-Based Practice on AAC 
Ralf W. Schlosser, Ph.D. 
Professor and Chair 
Department of Speech-Language Pathology and Audiology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MA,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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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藝術學院  

 
音樂學系 99 學年活動 

年 時  間 活 動 內 容 地  點 
99 10/12～10/16 當東華遇見華東 PART-2 上海華東師範大學 

 10/14 
蘇秀華老師獨唱會— 

「啟蒙時代之樂音─18 世紀清唱劇之美」
音樂館演奏廳 

 10/28 音樂學系管樂老師聯合音樂會 音樂館演奏廳 
 11/9 林明慧教授鋼琴獨奏會 音樂館演奏廳 
 11/24 國際文化音樂會 音樂館演奏廳 
 12/15 藝術歌曲音樂會 音樂館演奏廳 

100 4/19 洪于茜老師「李斯特音樂」講座音樂會 音樂欣賞教室（一） 
 4/21 于汶蕙老師與管弦樂團雙鋼琴音樂會 音樂館演奏廳 

 5/11 
程緯華主任「理性與感性的對話— 

J.S. Bach 哥德堡變奏曲」 音樂欣賞教室（一） 

 5/12 音樂學系管樂聯合音樂會 音樂館演奏廳 

 5/18 
于汶蕙老師與劉惠芝老師雙鋼琴音樂會─

「李斯特室內樂改編曲」 
音樂館演奏廳 

 5/26 林世悠老師「鋼琴與吉他的對話」 音樂館演奏廳 
 6/2 彭翠萍老師「歌劇合唱選粹」 音樂館演奏廳 
 6/3 沈克恕老師─管弦樂團音樂會 音樂館演奏廳 
 6/2～6/8 蘇秀華老師─歌劇 音樂館演奏廳 

 
 

2009  瀾國際藝術家創作營、創作展暨 
藝術進駐研討會 

 
主辦單位：本校 
承辦單位：本校藝術學院、本校學務處、本校總務處、花蓮縣文化環境創造協會 
協辦單位：外交部東部辦事處、Triangle Arts Trust、台北國際藝術村、淡水竹圍工作室、升火工

作室、項鍊工作室、財團法人原舞者文化藝術基金會 
活動時間：98 年 12 月 4 日至 12 月 20 日 
展覽時間：98 年 12 月 19 日至 99 年 1 月 24 日 
活動地點：花蓮縣壽豐鄉鹽寮村鹽寮路 91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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洄瀾國際藝術創作營是異文化藝術實驗工廠，鼓舞創作者冒險和勇於實驗，主要目的在於：

（1）透過一個有助於藝術探索的環境，鼓舞各類藝術創作的更大可能之實驗。（2） 以亞洲、

環太平洋、非洲、歐美等，特別是我們鄰近國家的藝術社群，擴大、拉長充滿活力的新連線與

網絡。（3） 培育一種在公眾領域中，討論不同文化背景藝術家的不同藝術創作脈絡之氣氛。（4） 創
造屬於該地區的藝術文化圈，以及具文化產值之動力基礎。（5）提供文件給教育與國際網絡，

製作有品質的目錄解說光碟及其他各種媒體之文件。（6）活化花蓮創意文化園區日式宿舍，使

之成為台灣東部的藝術村。 
創作營邀請國內外藝術家 20 人（國外 11 人、國內 10 人），藝術家與工作人員進駐空間創

作 15 天，第 16 天開始展覽，進駐期間，除了創作之外，晚上有系列創作論壇與演講，藝術家

必須準備自己的作品簡介、幻燈片、影帶或光碟等。演講部分，邀請藝術家、策展人、評論家、

表演者等，增加對話的其他可能。其中有一個晚上舉行化裝舞會與各項表演。 
本創作營的工作人員都是東台灣藝術創作者，創作營期間，本地藝術家盡力協助外地藝術

家購買材料或尋找自然材料，而有關社區民眾參與的部分，主辦單位則將於創作營期間，選擇

適當的一日開當民眾參訪藝術家，以期維持藝術家創作時之空間寧靜與民眾參與之間的平衡，

待展覽開幕之後，則完全開當給社區居民參觀互動，並且開始觀察居民使用空間之行為與訪談，

除此之外，對於藝術家使用宿舍的經驗也都做好紀錄。 
 
 

原住民藝術工作者駐村計畫 
 
主辦單位：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 
承辦單位：本校藝術學院、原住民民族學院 
時    間：97 年 12 月 1 日至 98 年 11 月 30 日 
地    點：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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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年度原住民藝術工作者駐村促進部落在地就業計畫，遴選出 50 名的原住民藝術工作者，

其中保留部分名額給八八莫拉克風災受災縣市原住民藝

術工作者及 97 年度曾獲選的原住民藝術工作者。而 98 年

度計劃在甄選創作類別上則分為以下 3 類： 
一、藝術類—例如︰視覺藝術、雕塑、影像、建築、

裝置及新媒體創作等。 
二、文創類—例如︰手工藝產品、產品設計、商業

設計、數位影音之創作等。 
三、表演類—例如︰舞蹈、音樂、劇場、行為藝術

創作等。 
原民會為了提供機會並培育在地的原住民藝術工作

者，於 96 年向財政部爭取公益彩券回饋基金規劃辦理「原

住民藝術家駐村促進部落在地就業 3 年計畫」，以發現並

開發原住民藝術工作者之潛力，並透過本計畫之執行擴大

原住民藝術工作者創作的能見度，將部落美感經驗，發展

成台灣獨特創意。 
該計畫於 98 學年已辦理過藝術教育研習營、全國訪視輔導，訂 99 年 10 月舉辦「走出 來

的路」98 年度原住民藝術工作者駐村計畫展。 
 
 

「巴渝情．台灣行」與重慶大學交流展及 
「山與海的對話」座談會 

 
主辦單位：本校藝術學院、本校研發處 
承辦單位：本校藝術與設計學系 
協辦單位：本校藝術創意產業學系、本校藝術中心 
展覽時間：98 年 7 月 5、6 日  座談時間：2009 年 7 月 5 日 
展覽地點：本校美勞教育館 1、2F 展覽廳  座談地點：本校五守樓 2F 會議室 

為促進海峽兩岸的文化交流與合作，增進兩岸學生的相互了解，重慶大學藝術學院於 2010
年 7 月策劃了「巴渝情‧台灣行」學生赴台文化交流訪問團，並與東華大學藝術學院共同主辦

當巴渝情‧台灣行」學生作品交流展。 
重慶大學參展作品內容主要反映重慶自然生態、歷史文化、人文風貌，種類則有國畫、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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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水彩、水粉、色粉、年畫、裝飾畫、素描、速寫、書法等，參加學生含括 1、2 年級研究生，

1、2、3 年級本科生、4 年級保研學生，展出共 45 位學生的 60 餘幅作品。 
東華大學參展作品主要為藝術與設計學系及科技藝術碩士班學生佳作，特別有 2010 年金犢

獎數位版輸出及電視廣告等 8 件，以及設計類裝置、數位及 MV 等 16 件作品，另挑選油彩、顏

彩及複合媒材、攝影，展出共 45 位學生的 42 件作品。 

   

 

 

藝術介入空間—巴克力藍第二期計畫 
—生根、蔓延 

 
指導單位：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花蓮縣文化局 
主辦單位：本校藝術學院 
協辦單位：花蓮就業服務站、港口村社區發展協會、豐濱鄉原住民觀光產業發展協會、Cepo 劇

團、升火工作室、項鍊工作室、那ㄜ哩岸工作室、陶甕春天百合、拉拉龍女工作室 
時    間：98 年 8 月至 12 月 
地    點：石梯坪港口部落 

「巴克力藍—花蓮豐濱石梯坪海岸藝勇空間創造計畫」的主體精神在於一種對於生活處境

的自發性回應，並用藝術創作的再詮釋，賦予空間新的意義。藉此擴大視野，重新建立群體精

神，進而探討土地與生命存在的價值。透過在地藝術家與外來藝術家行動的能量化為生命與生

存最初的特殊聯繫，向前邁進並與世界接軌，同時也讓石梯坪變成東部特殊的藝術聚落，未來

將成為東海岸藝術線的重要一環。 
藝術村計畫透過藝術家駐地生活，與部落進行交流，藉此完成各類藝術社群所需的空間與

工作室，逐步朝向「藝術的社區實踐與社區的藝術經營」之理想。第一個藝術家空間位於升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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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室，完成了 malataw（馬拉道）藝廊、兩間 cik cik（咭喀咭喀）、miyat miyat（喵得喵得）

藝術家的房間、mimanan（米馬岸）藝術家交誼廳、ina（姨娜）飛魚攤等生活美學之空間環境。 
第二個藝術家空間位於項鍊

工作室，空間分為藝術家進駐之房

舍、海岸劇場、音樂創作空間及展

覽空間（cacangawan 藝廊）等。項

鍊工作室改造了空間環境，期間除

了在地藝術家伊祐．噶照、撒部．

噶照（木雕）外，外地藝術家達比

烏蘭．古勒勒（雕塑）、林介文（裝

置 / 金 工 ） 及 法 國 的 藝 術 家

Genevieve Gilabert（裝置）進駐，

並邀請劇場專業人士與部落劇場

交流。 
在此之際，cacangawan（項鍊）藝廊展出部落小朋友畫作、板畫與 malataw（升火）藝廊主

題展—翹鞘女纖維展及駐村藝術家達比烏蘭．古勒勒的戶外雕塑作品系列，也將舉辦一場與光

影相遇，象徵在地的創造之光—原點發光「吧滴力」電光派對—活動及 Cepo’劇團超現代的演

出「帕燈與影子」。 
 
 

「東方既白」特色發展工作坊 
 
主辦單位：本校藝術學院 
時    間：99 年 4 月 28 日上午 8 時至下午 7 時 
地    點：花蓮市光復街學人宿舍 

藝術學院自合校以來，為加強轉型動力，曾舉辦兩

次工作坊，探討課程學程化以及新建築規劃、未來願景

等，效果甚佳。本次工作坊主要探討「特色發展」以及

各項具體方案，期望本院有明確的定位，以及全體教師

之共識，必將重返藝術之榮耀，創造新紀元。 
「東方既白」一詞是為強調透過談論的方式，發揮

理性的熱情，盡興的討論理想與價值，終以意志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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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東方既白」有東部的文化藝術如旭日東昇般甦醒，

希望透過精采的講座與討論，發掘東部文化藝術的精神。 
為確立藝術學院「特色發展」，激發新活力，計劃引

進民間力量，由外而內，結合本院各系所教師學術能力、

方法論，創造新局面。邀請到具有開創力的藝術家、成功

的文創企業、雕塑家、空間經營者，如華陶窯執行長陳育

平小姐探討「在地原鄉最時尚」；泰雅族編織藝術家尤瑪‧

達陸老師探討「如何給初學者藝術家的思考與學習」；留美藝術家陳逸堅先生演講「藝術學院

教學環境的藝術」；李松根教授探討「藝術如何搞革命」；以及原住民音樂工作者阿洛‧卡立

亭‧巴奇辣小姐講座「台灣東部音樂的魅力」等，與各系所老師對話，談出東部花蓮的美學特

色，由此建構東部藝術教學與永續發展的具體方法，包括教學環境的情境之營造、藝術學程、

藝術經營等。 
 
 

跨院系整合計畫—新西城故事戲劇展演及 
劇場背景設計與製作 

 
主辦單位：本校藝術學院 
承辦單位：本校人文社會學院英語學系、藝術與設計系、音樂學系、體育學系 
時間地點：97 年 12 月 31 日（三）18：00（本校演奏廳） 

98 年 3 月 18 日（三）19：00（本校演奏廳） 
98 年 3 月 27 日（五）19：00（本校演藝廳） 

文化創意與表演藝術資源長期集中台灣西部，雖

然近來東部地區許多西部移民為花蓮地區帶來許多文

化創意與表演藝術的刺激，縣政府與許多私人表演藝術

團體也試圖讓文化創意與表演藝術於花蓮紮根，這無非

是對年輕學子多元學習注入新血，但這都是被動式的參

與，為積極提昇本校學生於文化創與表演藝術欣賞及創

作之能力養成，並兼顧本科系專業發展，特訂定本計畫，執行英語學系、音樂學系、藝術與設

計學系、中文系及體育學系教學科目之跨領域整合，進行英語文、音樂中的文學、平面藝術傳

達、3D 藝術傳達、肢體語言、肢體律動等課程教學，學科與技科並行，並邀請業界人士至本校

演講與進行工作坊，以彌補文化創意與表演藝術資源長期缺乏之憾，成果展演為「新西城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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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教師：人文社會學院英語學系：嚴愛群老師；藝術學院音樂學系：蘇秀華老師、洪于茜老

師及劉惠芝老師；藝術與設計學系：黃琡雅老師及田名璋老師；教育學院體育學系：

徐月琴老師；人文學院中文系徐子漢老師。 
執行團隊：1.總策劃藝術總監：蘇秀華教授 

2.文字編劇指導：嚴愛群教授 
3.音樂編寫指導：蘇秀華教授、

劉惠芝教授、洪于茜教授 
4.舞台設計指導：黃琡雅教授 
5.燈光設計指導：許子漢教授 
6.數位影像設計指導：田名璋教

授  
7.肢體表演設計指導：徐月琴教授 

 

 

設計生活與創意價值系列活動 
 
主辦單位：本校藝術與設計系 
協辦單位：本校學務處畢僑組 
時    間：98 年 1 月至 5 月 
地    點：本校校本部、美崙校區 

本系列活動包括三波活動：第一波「解讀設計

與創意之大師講座」邀請專家達人、設計師者來與

青年學子互動，經由設計講座協助青年設計師了解

文化創意產業職場脈動，並推動青年對於設計工作

之職涯規劃觀念、強化青年在創意產業的就業適應

能力。讓設計、創意、青年就業、職涯發展，可以

一氣呵成，讓學界、業界之專家學者從創意激發、

創意人才發掘、設計產業概況，以豐富的經驗與涵

養與年輕人分享。第二波—「校園創意 Logo 設計競賽」目的在鼓勵學生參與系所相關主題活動，

培養學生發揮創意，激發學生展示自我特色與專業形象的傳達能力。第三波—「創意設計 you
展演」目的在展示青年學子的創意 Logo 設計成果，透過多元方式（如室內平面式、數位投影）

做創作者與觀者的雙向交當，進而開拓儲備本校設計人力資源智做整合的可能性。 

西城故事節目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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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講人：林磐聳／文化出擊：從文化的設計到設計的

文化 
周育如／我最近所關心的事情跟你有 沒有

關係 花蓮短．暫的接觸  會不會

是影響久遠的可能  就像一本當在

架上的書 

     

 

 
互動藝術工作坊 

 
指導單位：教育部  
主辦單位：本校藝術與設計學系暨科技藝研究所 
時  間：98 年 2 月 7 至 11 日、2010 年 9 月 6 至 12 日 
地  點：美勞教育館 

本校科技藝術研究所於寒假與暑假期間分別舉辦為期五天的工作營。 
互動藝術在現今的當代藝術中是相當新鮮與具有魅力的藝術類型，透過互動，觀眾可以參

與其中，成為一種因參與而產生意義的藝術。暑期互動藝術工作坊主題為互動公共藝術，透過

專業老師的教學，學習互動公共藝術的賞析、互動公共藝術的應用、擴增投影技術

（Augmented-Projection）、自由軟體使用、分組作品發想、實際製作、成果展出等等，一套兼

具科技、人文、藝術的完整學習，讓學員在工作坊當中，培養出對互動公共藝術的鑑賞以及實

作能力。參與的學員共分成四組，每一組都發想做出十分有趣的擴增雕塑，並在美勞教育館二

樓展出，引起許多同學們觀看與討論，是一場十分具有交流性的表演。 
計劃主持人：田名璋老師、廖慶華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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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覺藝術教育研究所 98 級研究生 
論文計畫發表會 

 

主辦單位：國立東華大學視覺藝術教育研究所 

時    間：99 年 5 月 31 日 

地    點：本校美勞教育館 307 教室 

視覺藝術教育研究所研究生修習「視覺藝術教育研

究法」課程一學年後，以發表會的形式呈現各自的論文

計畫進度，邀請專家學者講評，並與同儕相互激盪，進

行一場學術研討活動。 

 

 

部落美學數位典藏與創作學程成果展 
 

指導單位：教育部 

主辦單位：本校藝術與設計系 

時    間：99 年 6 月 7 至 12 日  

地    點：美教館 1～2 樓展覽廳 

「原創了沒？」東台灣原住民藝術的創意實踐 

一群東華大學師生經由兩年的努力，將原住民藝術在「原創了沒？：2010 部落美學學程成

果展」這樣頗受好評的展覽中，開創出融合於當代台灣東部這片土地的藝術創意實踐。本展覽

除了提供東部原住民族群、文化活動、部落工作坊與藝術家等之介紹外，更呈現出部落美學學

程多樣化的教學、研究與創作之成果，尤其在針對部落文化的攝影創作、文物數位典藏、影像

繪製、紀錄片、商品設計、故事動畫、戲劇表演、漂流木創作、專題藝術創作、作品集製作、

論文研究等的產出更是受到原住民與學術界朋友的讚嘆與肯定。更值得一提的是，開幕茶會中

花蓮港口部落 Cepo'劇團所帶來的阿美族歌聲與飛魚手握飯，為整個展覽推向原汁原味的頂級視

覺與聽覺的感受。 

「原創了沒？」是由策展人汪曉青博士（部落美學數位典藏與創作整合學程專案教師）所

籌劃，她企圖在一次又一次親切的問候語與展覽細節的安排中，喚起大眾對探求原住民藝術的

「原」創之熱情；更期盼在東台灣這樣充滿「原」味文化下所蘊含的「原」意中，能藉由此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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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現出融合於我們這個年代與這片土地的藝術「原創」。與本學程合作兩年的花蓮紅葉部落黃

德誠理事長就表示，這次與專業藝術科系的合作，猶如為學界與部落灑下了原住民藝術的創意

種子，目前已處於萌芽階段，更期待未來能有更進一步的合作，讓藝術的「原創」能在部落茁

壯，並帶來永續的生機。這此展覽能有如此成功豐碩的成果，主要是有教育部人文數位計劃的

支持、國立東華大學藝術與設計學系暨科學藝術研究所的協助、一群優秀老師的創意授課與部

落美學工作小組的持續投入。潘小雪教授、蘇秀華教授、黃琡雅副教授、洪莫愁副教授、林彥

呈副教授、王應棠助理教授、吳國淳助理教授、田名璋助理教授與范凱錚助理及所有部落美學

的學生都是成就這個展覽的最佳夥伴。 

「部落美學數位典藏與創作整合學程」由計畫主持人黃琡雅教授所策劃，它以教師與學生

為主體，並延請部落文化工作者及部落在地生活之專家學者參與採集、紀錄、教學與研究活動。

除採集部落文化、部落表演藝術、部落原始材料數位化之成品、部落文化元素特徵與邏輯活化

之創作應用之外，戮力於部落文化美學田野採集多媒體影音紀錄、部落美學動畫影像、部落美

學創意加值商品、部落美學藝術人才資料做、及部落表演藝術採集與共同創作，及強化文化創

意產業在地特色化及增強就業能力，以跨領域學程規劃、教師專長整合、部落永續經營等策略，

經由數位典範課程的塑造、創意教學的研發、以及學生實務學習的提倡，達到培植學生就業能

力與活化文化創意設計為主要目的。 

「原創了沒？」已於 99 年 6 月 7 日至 6 月 12 日圓滿完成，感謝所有蒞臨東華大學（美崙

校區）的朋友們的參觀與指導；更感謝曾參與本學程的教師、學者、專家、原住民朋友與一群

認真的學生，一起在這兩年間所做的具開創性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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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迎新活動：藝術創意產業學系揭牌儀式 
 
主辦單位：本校藝術創意產業學系、本校藝術創意產業學系學會 
時    間：99 年 09 月 14 日 
地    點：本校藝術創意產業學系辦公室 B325 

這是屬於藝術創意產業學系的紅色宣言！為慶

祝首屆藝術創意產業學系大家庭的成立（學士班、民

族藝術碩士班、視覺藝術教育碩士班），特舉辦揭牌

儀式象徵藝創系將展開新的里程，邀請所有師長、新

生們用熱情的紅色裝飾自己，展現藝創系的創意與活

力，並在校長的祝福下，一顆顆的紅色氣球承載著師

生們的期許與目標，隨太平洋的風吹來在空中洋溢、

極盡喜氣。 
出席人員：黃文樞校長、潘小雪院長、萬煜瑤主任、羅正心主任、徐秀菊教授、羅美蘭教授、

吳國淳教授、朱景美教授、王昱心教授、謝榮峯教授、林淑雅教授、盧玉珍教授、

陳進金教授、陳鴻圖教授及藝術創意產業學系全體學生 

   
 
 

藝術創意產業學系新生入門儀式 
 
主辦單位：藝術創意產業學系、藝術創意產業學系學會 
時    間：99 年 09 月 14 日 
地    點：本校原住民學院菱形廳 

面對人生這嶄新的一刻，特舉辦新生入門儀式，象徵祝福與勉勵。新生入門前須先飲一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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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福酒，僅就一只竹杯學生輪流飲入口，凝聚同儕們的向

心力，更是對同伴們的信任；接著是新生向師生學長姐的

敬酒儀式，代表藝創系學生尊敬長輩、願意虛心受教的態

度，也是師長們承擔起責任盡心盡力照顧學子們的開始。 
 
 
 
 

【99 學年活動預告】 
藝術學院重點活動 

 
一、「走出來的路」98 年度原住民藝術工作者駐村計畫展。 
二、校慶系列活動「秋天‧巴來訪」典藏藝品展。 
三、本校校園公共藝術設置案及座談會。 
四、光復街學人宿舍改建青年藝棧案。 
 
 

2010 第二屆兩岸南開·東華跨校藝術與 
設計創作交流展 

 
主辦單位：本校藝術與設計學系暨科技藝術碩士班、南開大學文學院藝術設計系 
時    間：99 年 11 月 22 日至 12 月 3 日 
地  點：本校美教館 1、2 樓 

2010 年 4 月藝設系首次於天津與南開大學藝術設計系相見歡，並展開為期五天“2010 兩岸

首屆南開‧東華藝術設計交流展”暨藝術與設計創新研討會。首次交流展由南開大學主辦，透

過展覽與座談會形式，進行實質交流，雙方並具體介紹了目前的師資、教學課程安排與展望。

同時就未來交換學生、教授互訪、聯合雙方的姐妹校定期輪辦校際巡迴聯展、國際藝術與設計

研討會……等後續持續交流活動有更具體的期待。 
延續首屆交流展之議題，本次跨校交流展由本系承辦，邀請南開大學到花蓮共同舉辦二校

師生聯展，希冀透過跨校師生創作聯展，藉由二岸聯展之觀摩交流，以激發更多的藝術設計創

意，帶動藝術之學習與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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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學院              
學生榮譽榜 
一、獎助學金及榮譽會員： 

單位 得獎同學 榮譽獎項 

應數系 李憶妏 中央研究院數學所「組合數學專題組」暑期研習生 

應數系 陳玫君 中央研究院數學所「數論專題組」暑期研習生補助獎助金 

應數系 陳麗安 中央研究院數學所「數論專題組」暑期研習生補助獎助金 

應數系 陳玫君 獲得中國統計學社 98 年大學統計獎學金 

應數系 吳佳穎 98 年度教育部教育實習績優獎—楷模獎 

應數系 李憶妏 98 學年度中華民國斐陶斐榮譽學會榮譽會員 

應數系 馮鈺軒 98 學年度中華民國斐陶斐榮譽學會榮譽會員 

化學系 蔡瑤璇 98 年度中華民國斐陶斐榮譽學會榮譽會員 

生科系 施惠儂 98 年度中華民國斐陶斐榮譽學會榮譽會員 

物理系 謝佳宏 98 年度中華民國斐陶斐榮譽學會榮譽會員 

物理系 李弘文 98 年度優秀學生留校升學獎學金 

資工系 廖浤勝 98 年度中華民國斐陶斐榮譽學會榮譽會員 

資工所 張日昇 98 年度中華民國斐陶斐榮譽學會榮譽會員 

網多所 廖家健 98 年度中華民國斐陶斐榮譽學會榮譽會員 

電機系 呂昀芝 98 年度中華民國斐陶斐榮譽學會榮譽會員 

材料系 周芳揚 98 年度中華民國斐陶斐榮譽學會榮譽會員 

材料系 林澤珊 2009.9 東華國際交換生捷克 Tomas Bata University 

光電所 陳慶倫 98 年度中華民國斐陶斐榮譽學會榮譽會員 

 
二、個人獎項 

單位 指導教授 得獎同學 榮譽獎項 

應數系 王家禮 李威誼 獲得中國統計學社 98 年碩士論文獎—優等獎 

應數系 曾玉玲 廖芊帙 獲得中國統計學社 98 年碩士論文獎—佳作獎 

物理系 鄭嘉良 蘇恬嬅 98 年度國科會大專生參與專題研究計畫 

物理系 馬遠榮 蘇晏平 98 年東區奈米影像競賽—優等  題目：奈米瓦片 

物理系 馬遠榮 劉哲安 98 年東區奈米影像競賽—優等  題目：奈米葉片 



東  

華  

校  

刊   

榮
譽
榜 

 

 
157

單位 指導教授 得獎同學 榮譽獎項 

物理系 馬遠榮 林佑蓉 98 年東區奈米影像競賽—佳作  題目：Nanostairs 

資科系 劉明洲 朱玉珍 
98 年度國科會大專生參與專題研究計畫獲研究創作獎 
題目：智慧型線上論證自動評量與輔助學習系統的實作與成

效評估 

電機系 孫宗瀛 楊明欽 
2009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echatronic System of 
Integration and Applications (ICMS 2009)學生論文競賽優等

獎。(2009. 12) 

電機系 孫宗瀛 黃偉秩 碩士論文 “適用於嵌入式系統之快速道路線追蹤演算法”榮
獲中華民國民生電子學會 98 年度碩士論文獎 

電機系 孫宗瀛 藍翎爾 98 年度國科會大專生參與專題研究計畫 

電機系 陳美娟 林詩倩 98 年度國科會大專生參與專題研究計畫 

電機系 翁若敏 李佳蓉 98 年度國科會大專生參與專題研究計畫 

材料系 張文固 呂芳賢 98 年東區奈米影像競賽—佳作 
題目：銅微奈米結構之形貌—花花世界 

材料系 黃士龍 周芳揚 98 年東區奈米影像競賽—佳作 

材料系 張文固 金怡君 98 年東區奈米影像競賽—佳作  題目：釘子 

材料系  林澤珊 99 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羽球一般女子組個人雙打第五名 

光電系 林楚軒 戴政宏 獲 98 年度國科會補助研究生出席國際會議補助 

 
三、團體獎項 

單位 指導教授 得獎同學 榮譽獎項 

物理系 鄭嘉良 林于眾、蘇芳儀 
蔡令緯、許巧玲 99 年中華民國物理年會 壁報論文優良獎 

物理系 鄭嘉良 蔡令緯、林于眾 99 年光譜技術與表面科學研討會 壁報論文優良 

資工系 羅壽之 黃致堯、周靖偉 
滕懷先、賴欣怡 

遠傳「2010 s 市集校園盃應用軟體開發競賽」全國

菁英組最佳趣味/實用實 
獲獎作品：邁向新大陸 

資科系 蔡正雄 
彭嘉宏、袁崇祐 
陳正誠、賴勇均 
呂柳乾 

中華電信「2009 電信加值應用大賽」3G 行動校園網

應用組亞軍 
獲獎作品：校園行動揪麻吉 

電機系 孫宗瀛 游宇翔、邱信哲

藍翎爾 
2009 Altera 亞 洲 創 新 設 計 大 賽 榮 獲 第 三 名 
（2009.10.31） 

材料系 宋振銘 劉耀仁 2009 中國材料科學學會 材料科學學生論文獎—優

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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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指導教授 得獎同學 榮譽獎項 

題目：Sn-Ag-Cu 銲料合金改質對介面生成物與球衝

擊可靠度之影響  

材料系 魏茂國 藍義信，林家榮 

2009 中國材料科學學會 材料科學學生論文獎—優

等獎 
題目：以光學方式精準量測微透鏡陣列之週期  
合作單位：台大光電所李君浩副教授 
     台大光電所林晃巖副教授,  
Enrico M. Randone，Silvano Donati 

材料系 翁明壽 

張孝慈、邢向群 
徐偉鈞、李培偉

洪凱翔、盧泰言

莫竣傑 

2009 中國材料科學學會 材料科學學生論文獎—佳

作獎 
題目：改變 Nb 摻雜量對 TiO2 結構與電性的影響 

材料系 魏茂國 
吳肇哲 蔡志壕、林大均 

2009 中國材料科學學會 材料科學學生論文獎-佳作

獎 
題目：以溶膠凝膠法製備玻璃微透鏡陣列 

材料系 魏茂國 梁元和、蔡宜臻 

2009 中國材料科學學會 材料科學學生論文獎—佳

作獎 
題目：相變化薄膜表面性質及加工研究 
合作單位： 
工業技術研究院林宏彝副組長 
工業技術研究院機械與系統研究所吳東權所長  
台北科技大學材料及資源工程系王錫九助理教授 

材料系 魏茂國 康傑銘、白依琪

蔡宜臻 

2009 中國材料科學學會 材料科學學生論文獎—佳

作獎 
題目：聚二甲基矽氧烷翻製微結構研究 
合作單位： 
工業技術研究院林宏彝副組長 
工業技術研究院機械與系統研究所吳東權所長 

材料系 魏茂國 康傑銘、王定宇 

2009 中國材料科學學會 材料科學學生論文獎—佳

作獎 
題目：利用擴散板微影製備微透鏡及其討論 
合作單位： 
台大光電所李君浩副教授 
工業技術研究院林宏彝副組長 
工業技術研究院機械與系統研究所吳東權所長  
台大光電所林晃巖副教授 

材料系 陳怡嘉 陳位成、粱家豪 
陸丞威 

2009 中國材料科學學會 材料科學學生論文獎佳作

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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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指導教授 得獎同學 榮譽獎項 

題目：利用有機金屬化學氣相沉積法製備氮摻雜之

p 型氧化鋅薄膜  

材料系  
朱紀華、黃勝夫

等 11 人 全國大專運動會北區團體冠軍（桌球） 

 

老師榮譽榜 
單位 教師 榮譽獎項 

應數系 郭大衛 98 學年度理工學院學生輔導獎 

應數系 胡鍇 98 學年度理工學院教學服務獎 

應數系 曾玉玲 98 學年東華大學理工學院教學特優獎 

應數系 趙維雄 98 學年東華大學理工學院教學特優獎 

化學系 戴達夫 中國化學會誌年度論文獎 (2009) 

資工系 張瑞雄 98 年資訊月傑出資訊人才獎 

電機系 孫宗瀛 2009 Innovate Asia 創新設計大賽指導教授獎(Outstanding Teacher 
Award)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一、學生個人獎項 

單位 得獎同學 榮譽獎項 

臺灣系 鍾彬騰同學
2009年全國語文競賽榮獲「教育大學及大學教育學院組」作文比賽第

一名 

英美系 周天派同學 《山水之間》，高雄文學創作獎助計畫新詩類第一名 

英美系 許俐葳同學 〈親愛的林宥嘉〉，第32屆時報文學獎散文組評審獎 

英美系 許俐葳同學 第28屆全國學生文學獎大專小說組第二名 

英美系 許俐葳同學 第28屆全國學生文學獎大專散文組第二名 

英美系 陳育萱同學 〈遭遇—一種最美的鏡頭〉，花蓮文學獎散文類優選 

英美系 朱國珍同學 〈玉米的眼淚〉，花蓮文學獎散文類優選 

英美系 何立翔同學 〈烏杙，這地方〉，花蓮文學獎新詩類優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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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得獎同學 榮譽獎項 

英美系 系籃球隊 
隊員 2010年籃球大英盃（男子組）殿軍 

華文系 朱珮瑜同學 〈回首〉，98年度數位關懷大賽徵文組—短篇佳作 

華文系 張伊珊同學
〈日不落花—充滿愛的滋養與陪伴〉，98年度數位關懷大賽徵文組—

長篇第二名 

華文系 陳姵穎同學
《Letter Carriers, in the Mountain》，第二屆「青年壯遊台灣－尋找自

己的感動地圖」入選 

華文系 譚立安同學
《精靈回歸──與森之精靈松鼠共生計畫》，第二屆「青年壯遊台灣

－尋找自己的感動地圖」入選 

華文系 吳怡萱同學
《殿堂外的藝術天堂──台灣街頭藝人行腳錄》，第二屆「青年壯遊

台灣－尋找自己的感動地圖」入選 

華文系 齊孝晨同學 〈記憶的美景〉，給花蓮的悄悄話「寄影片給花蓮」佳作 

華文系 丁瑛芳同學 〈迴流〉，給花蓮的悄悄話「寄影片給花蓮」佳作 

華文系 張奕文同學 〈讓我的聲音融入浪潮〉，給花蓮的悄悄話「寫信給七星潭」得獎 

華文系 鍾依萍同學 〈Dear 七星潭〉，給花蓮的悄悄話「寫信給七星潭」得獎 

華文系 林書帆同學 〈我的微小聲音請收下〉，給花蓮的悄悄話「寫信給七星潭」得獎 

華文系 陳令洋同學 全國學生美術比賽大專組書法類甲等 

社政系 方 伶同學
《衝突鑽石貿易與WTO—以金伯利認證機制之實踐為中心》：2010台
灣國際法學會第三屆碩士論文獎 

 
二、老師榮譽榜 

單位 教師 榮譽獎項／擔任職務 

華文系 須文蔚副教授 指導之「編採社」獲98年度教育部資訊志工傑出團隊銀質獎 

經濟系 張銘仁副教授 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第七屆證券暨期

禽金椽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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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學院　  　　 

系所 指導教授 學生姓名 主辦單位 獎項名稱 名次 

企管系暨 
運籌所 

林穎青 沈品辰  2010 崇越論文大賞 行銷組 優等 

企管系暨 
運籌所 

林家五 林淑娟  2010 崇越論文大賞 組織組 優等 

企管系暨 
運籌所 

陳淑玲 黃讌茹 國科會 
98 年度大專學生參與專題研究計畫

研究創作獎  

企管系暨 
運籌所 

溫日華 廖善璽  
2010「工業工程與管理」碩士論文競

賽 生產系統領域 佳作 

國企系 陳啟斌 郭哲維  
全國管理碩士論文競賽－作業研究

與科技管理組 優勝 

國企系 林達榮 
吳佳芳 
張斐婷 

國科會 

通過申請「國科會國內研究生出席國

際學術會議」的計畫 
計畫名稱：2010 IEEE 工業工程與工

程管理國際學術會議 

 

國企系 林達榮 賴沛欣 
 2010 年中華決策科學學會碩博士論

文競賽 決策科學組碩士組 優勝 

國企系 
林達榮、

張國義 
賴怡吟  

2010 年中華決策科學學會碩博士論

文競賽 決策科學組碩士組 佳作 

資管系 侯佳利 

顏珞蓓 
呂珍靜 
王詩涵 
邱品瑜 

 
第 14 屆全國大專院校資訊服務創新

暨資訊管理專題競賽資訊應用組 佳作 

資管系 陳偉銘 

王康汶 
周佳林 
蘇真慧 
陳俐伶 
邵幼瑄 

 
第 14 屆全國大專院校資訊服務創新

暨資訊管理專題競賽資訊應用組 佳作 

觀遊系 
許義忠、

曾永平 
吳佳純  

2010 海峽兩岸觀光旅遊研討會最佳

論文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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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 學生姓名 榮譽事項 

觀遊系 
（原運休系）畢業校友

張維倫 
錄取99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 體育行政類科 

觀遊系 畢業校友吳碩文 
錄取 99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 觀光行政（選

試觀光英語）類科 

觀遊系 郭笙如同學 
錄取 99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 觀光行政（選

試觀光英語）類科 

 
 
原住民民族學院　  　　 
一、個人獎項 

單位 得獎人 榮譽獎項 

族群關係與

文化學系 王佳涵 

＊2010 年王崧興先生紀念基金論文獎 
＊獲選「東台灣研究會」之「東台灣叢刊之十」，2010 年 7 月

正式出版成冊 
＊「2009 年台灣族群關係研究論文獎助計畫」碩士論文獎助。 

族群關係與

文化學系 陽美花 「2009 年台灣族群關係研究論文獎助計畫」碩士論文獎助 

族群關係與

文化學系 周建志 「2009 年台灣族群關係研究論文獎助計畫」碩士論文獎助 

族群關係與

文化學系 劉慧真 2009 台灣文學獎—本土母語客語新詩金典獎，得獎作品：歷史

講義 
族群關係與

文化學系 吳慧馨 以「吉拉卡樣（Cirakayang）的有機農業發展經驗與展望」榮獲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大專學生參與專題研究計畫研究創作獎 
族群關係與

文化學系 周婉琳 參與「第一屆東岸學生戲劇節」活動，擔任（三口之家）導演 

族群關係與

文化學系 
葉雅庭 

〈娥葛絲〉 
參加全國性「Indigenous Design 原住民文創產品設計競賽」勇奪

最佳創意獎 
族群關係與

文化學系 潘雅莉 榮獲「財團法人中華開發工業銀行文教基金會」第三屆「薪傳

100 × 課輔 100」獎助 
族群關係與

文化學系 林  蘋 榮獲「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國際青年之家協會」「Hi！2009 台灣

青年旅遊大使」 

族群關係與

文化學系 

陳政穎、 
劉華文、 
葉雅庭 

拍攝《全聯太麻里店之保護兒童好鄰居》參加財團法人台灣兒童

暨家庭扶助基金會—「我就是保護兒童的好鄰居」全國廣告徵

件，總決賽五獎、網路票選排名：18（共 58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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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得獎人 榮譽獎項 
族群關係與

文化學系 林姿璇 以「蔗群人」－日治時期花蓮大和地區蔗作之產業、族群與社會

變遷榮獲 98 國科會大專生計畫 
族群關係與

文化學系 
撒韵‧武荖 
哈拿‧葛琉 獲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台灣原住民部落服務獎助計畫」 

民族語言與

傳播學系 陳睿哲 1.榮獲 99 年全國大專優秀青年。 
2.獲聘行政院青輔會區域和平志工團校園推廣大使。 

民族語言與

傳播學系 游逸萱 作品「找尋」榮獲全國大專院校貳零紀念影音聯合影展〈平面攝

影類—傳統單張〉。 
民族語言與

傳播學系 
胡克緯、呂知己 

、蔡叔君 榮獲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原住民學生就讀大專校院獎學金」 

民族語言與

傳播學系 吳彥儒 錄選公共電視「PTS 電視種子計劃」建教生選拔。 

民族語言與

傳播學系 包日芳 入選台灣艾森豪獎金協會舉辦的「兩岸青年領袖研習營」10 名

台灣學生代表之一。 

 
二、團體獎項 

單位 得獎同學 榮譽獎項 

原民院 民族學院舞團 第四屆全國大專院校原住民族樂舞競賽榮獲傳統與創新二

項舞碼第一名 

原民院 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 獲外交部「99 年度國際青年大使交流計畫」前往馬紹爾群

島進行交流活動 

原民院 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 15 週年東華校慶創意歌唱比賽（合唱比賽）榮獲冠軍 

 
三、老師榮譽榜 

單位 得獎教授 榮譽獎項 
族群關係與

文化學系 紀駿傑 國科會短期研究獎勵 

族群關係與

文化學系 紀駿傑 Fulbright 基金會資深學者赴美研究獎助金 

族群關係與

文化學系 林徐達 美國傅爾布萊特（Fulbright）資深學者赴美研究獎助計畫（哈

佛大學） 
族群關係與

文化學系 謝若蘭 2009 Faculty Research Program (Canadian Studies) 
Scholarship Recipi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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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學院　  　　 
單位 指導教授 得獎同學 榮譽獎項 
自資系  郭唐豪 青輔會青年壯遊台灣團體組第一名 

自資系 顏君毅 高嘉鈴 中華民國地質學會 99 年年會學生論文壁報比

賽優等獎 

 
 
花師教育學院　  
一、老師榮譽榜 

單位 得獎教授 榮譽獎項 

特教系 鍾莉娟 22 屆木鐸杯桌球教職員男女混合組第二名 

 
二、學生榮譽榜 

單位 指導教授 得獎同學 榮譽獎項 

課程系 張德勝 呂宗晉 99 年度國科會大專生參與專題研究計畫：高中職學

生對同志態度之研究—以花蓮地區為例 

特教系 蔣明珊 謝孟珂 
98 年度國科會大專生參與專題研究計畫：創意科學

玩具教學方案對提升原住民學生科學創造力與科學

態度成效之研究 

特教系 黃榮真 邱子華 
98 年度國科會大專生參與專題研究計畫：開啟特殊

需求幼兒人際互動的一扇窗—自編兒歌教學活動對

學前融合班特殊需求幼兒人際互動之成效探討 

特教系 梁碧明 陳怡伶 
98 年度國科會大專生參與專題研究計畫：我的健身

遊戲：「Wii Fit 繁體中文版」在自閉症學生休閒教

育之應用 

特教系  

孫琮茗、李承哲、

潘祥威、劉思宏、

劉茹涵、林弘翊、

簡任廷、賴蔓綺 

第 16 屆全台特殊教育學系北區運動會團體羽球第三

名 

體育系 林如瀚 籃球隊 98 學年度全國大專籃球聯賽男子組甲一級第九名 
體育系 張木山 男子排球隊 98 學年度全國大專排球聯賽男子組公開一級第五名 
體育系 徐月琴 女子排球隊 98 學年度全國大專排球聯賽女子組公開一級第四名 

體育系 孫苑梅 林宗憲 99 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公開男子組田徑 4×100 公

尺接力第五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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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指導教授 得獎同學 榮譽獎項 

體育系 孫苑梅 陳俊傑 99 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公開男子組田徑 200 公尺

第四名、田徑 4×100 公尺接力第五名 

體育系 孫苑梅 陽冠捷 99 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公開男子組田徑 4×100 公

尺接力第五名 

體育系 孫苑梅 黃俊晏 99 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公開男子組田徑 4×100 公

尺接力第五名 

體育系 孫苑梅 李俊源 99 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公開男子組田徑 100 公尺

第七名、田徑 4×100 公尺接力第五名 

體育系 孫苑梅 呂忠勳 99 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公開男子組田徑 4×100 公

尺接力第五名 

體育系 孫苑梅 吳珮瑜 99 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公開女子組田徑 4×400 公

尺接力第四名 

體育系 孫苑梅 陳韻如 99 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公開女子組田徑 800 公尺

第四名、田徑 4×400 公尺接力第四名 

體育系 孫苑梅 陳惠玲 99 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公開女子組田徑 4×400 公

尺接力第四名 

體育系 孫苑梅 鍾采臻 99 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公開女子組田徑 800 公尺

第七名、田徑 4×400 公尺接力第四名 

體育系 孫苑梅 白皓婷 99 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公開女子組田徑 4×400 公

尺接力第四名 

體育系 孫苑梅 蔡孟潔 99 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公開女子組田徑 4×400 公

尺接力第四名 

體育系 康振福 石宸嘉 99年全國大專運動會公開男子組游泳 50公尺自由式

第二名、游泳 4×100 公尺混合式接力第八名 

體育系 康振福 王映晴 99 年全國大專運動會公開女子組游泳 4×100 公尺混

合式接力第七名 

體育系 康振福 許茜如 99 年全國大專運動會公開女子組游泳 4×100 公尺自

由式接力第六名、游泳 4×100 公尺混合式接力第七名 

體育系 康振福 鍾誱陵 99 年全國大專運動會公開女子組游泳 4×100 公尺自

由式接力第六名、游泳 4×100 公尺混合式接力第七名 

體育系 康振福 沈佳燕 
99年全國大專運動會公開女子組游泳50公尺自由式第

七名、游泳 200 公尺仰式第八名、游泳 4×100 公尺自

由式接力第六名、游泳 4×100 公尺混合式接力第七名 

體育系 康振福 高紹烜 99 年全國大專運動會公開男子組游泳 4×100 公尺混

合式接力第八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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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 指導教授 得獎同學 榮譽獎項 

體育系 康振福 王國鑌 99 年全國大專運動會公開男子組游泳 4×100 公尺混

合式接力第八名 

體育系 曾震仁 邱家偉 99 年全國大專運動會公開男子組射箭團體賽第二名 

體育系 曾震仁 馬郁豪 99 年全國大專運動會公開男子組射箭團體賽第二名 

體育系 曾震仁 宋佳駿 99 年全國大專運動會公開男子組射箭個人決賽第一

名、射箭團體賽第二名 

體育系 曾震仁 黃煜修 99 年全國大專運動會公開男子組射箭團體賽第二名 

體育系 王家承 許書敏 99年全國大專運動會公開女子組跆拳道 53公斤級第

八名 

幼教系  楊雅婷 榮獲花蓮縣融合教育績優教保人員 

幼教系 林俊瑩 侯雅婷、徐蕙瑩 98 年度台灣教育研究學會優秀論文獎 

 
 
藝術學院　  　　 
一、個人獎項 

單  位 得獎同學 榮譽獎項 

藝設系 王雅俐 中部五縣市 99 年春季水彩寫生比賽社會組優選 

藝設系 王雅俐 中原盃第十三屆台灣區書法比賽社會組佳作 

藝設系 林子茜 洄瀾灣塗鴉創意比賽入選 

藝設系 余孟品 紙要誠心 柱定環保~環保紙錢及香枝創意設計紙錢組優選 

藝設系 余孟品 DPI 洄瀾灣塗鴉創意比賽入選 

藝設系 余孟品 98 年度洄瀾美展西畫組入選 

藝設系 林君翰 2010「花蓮縣 99 年洄瀾美展」應用美術類入選 

藝設系 游佩琳 2010 第 19 屆時報廣告金犢獎 Royal Elastics 平面廣告類

入圍 

藝設系 游佩琳 張啟華文化基金會—藝術組第一名 

藝設系 方雅瑾 2010 台南縣麻豆國中 100 周年 logo 設計比賽佳作 

藝設系 方雅瑾 2009「花蓮縣 98 年洄瀾美展」雕塑類優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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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位 得獎同學 榮譽獎項 

藝設系 方雅瑾 2009「花蓮縣 98 年洄瀾美展」攝影類入選 

藝設系 方雅瑾 2009「台南縣警察局形象 logo 徵選」第三名 

藝設系 方雅瑾 2008「花蓮縣 97 年洄瀾美展」應用美術類入選 

藝設系 翁佳湘 2010 第 19 屆時報廣告金犢獎《依偎》入圍 

藝設系 翁佳湘 2010 第 19 屆時報廣告金犢獎 牛頭牌企業文化標語 電視

廣告類《就是要「醬」》入圍 

藝設系 蘇亭如 愛心酷卡設計徵選—愛上世界更美好佳作 

藝設系 林君翰 2010「花蓮縣 99 年洄瀾美展」應用美術類入選 

藝設系 廖為瑄 98 年度洄瀾美展西畫類優選 

藝設系 黃靖淵 新聞台 slogan 設計佳作 

藝設系 陳宜君 花蓮縣 98 年度洄瀾美展—等待日光 西畫類入選 

藝設系 林有方 2010 第 19 屆時報金犢獎（電視廣告類）入圍 

藝設系 高藝婷 第 23 屆聖壽杯書法比賽佳作 

藝設系 張亭怡 
鄭名桓 

2010 第十九屆時報廣告金犢獎 牛頭牌企業文化標語 電
視廣告類《就是要「醬」》入圍 

藝設系 蔡佳蓉 2009 大專生暑期社區工讀計畫 影片類【都蘭。那邊】第

二名 

科藝碩班 劉明樺 2009.02 南臺科技大學視傳系公仔達人設計入圍 

科藝碩班 劉明樺 台灣創新、DPI－快樂洄瀾灣塗鴉藝術創意大賽入圍 

科藝碩班 劉明樺 2009 國際佛光會第二屆佛誕節國際設計創意大賽佳作 

科藝碩班 劉明樺 2009 崑山科技大學視傳達系朝倉直巳教授紀念獎入圍 

科藝碩班 劉明樺 2009.04 第 18 屆華文地區時報廣告金犢獎銅獎 

科藝碩班 劉明樺 花蓮縣 98 年度洄瀾美展攝影類入選 

科藝碩班 劉明樺 2009 Escents 芳香電影節短片創作大賽佳作 

科藝碩班 劉明樺 2009 張啟華文藝基金會第一屆本土生命繪本創作徵選佳作 

科藝碩班 劉明樺 2009 行政院青輔會「青年單車壯遊台灣-書寫我的感動故

事」入圍 

科藝碩班 劉明樺 2009 第四屆 BenQ 真善美獎數位感動創意大賽創意獎 

科藝碩班 劉明樺 2010 海馬迴光畫館 loMotion 攝影比賽入選 

科藝碩班 劉明樺 2010 第三屆當代水墨雙年展新秀創新獎水墨錄像類 佳作 

科藝碩班 李季穎 2010 第 19 屆華文地區時報廣告金犢獎（兩件）入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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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位 得獎同學 榮譽獎項 

科藝碩班 李季穎 漢字藝術設計大賽 漢光獎入圍 

藝創系民藝碩班 楊文英 2010 全國研究生歷史學論文發表會－「台灣族群、社會

與文化研討會」 

藝創系民藝碩班 林靖芸 2009/12/12-12/27「MISS 嘿的奇幻織旅」個展 

音樂系 蕭名汎 爾灣華聲合唱作曲比賽佳作 
 
二、團體獎項 

單位 得獎同學 榮譽獎項 

藝設系 王詩婷 
翁佳湘 2010 第 19 屆時報廣告金犢獎《依偎》入選 

藝設系 

沈于暘 
林怡妏 
張雅婷 
劉安容 

2010 第 19 屆時報廣告金犢獎 平面廣告類《Just us-零距離》入圍 

藝設系 
林怡妏 
張雅婷 
劉安容 

2010 第 19 屆時報廣告金犢獎 動畫廣告類《台北 6636 全球暖化公

益廣告設計電視類-長毛象漂流記》入圍 

藝設系 

王雅俐 
吳金儒 
鍾宜儒 
陳奕君 

2010 時報金犢獎平面廣告類—大專組牛頭牌企業文化標語(Slogan)
暨商品廣告設計獎 入圍 

藝設系 

王雅俐 
吳金儒 
鍾宜儒 
陳奕君 

2010 時報金犢獎 平面類 牛頭牌企業文化標語暨商品廣告設計類 
最佳人氣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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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學年度下學期暨 99 學年上學期新進教師 
單  位 職  稱 姓  名 最  高  學  歷 學期 

生命科學系 助理教授 李佳洪 國立臺灣大學化學系博士 98 下 
光電工程學系 助理教授 陳美杏 國立臺灣大學光電工程學研究所博士 98 下 
國際企業學系 專案教師 黃秀英 國立政治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碩士 98 下 
課程設計與潛能

開發學系 副教授 劉佩雲 國立政治大學教育研究所博士 98 下 

教育行政與管理

學系 副教授 陳成宏 美國麻州大學教育行政與領導研究所博士 98 下 

體育與運動科學系 助理教授 楊昌斌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博士 98 下 
藝術創意產業學系 助理教授 謝榮峰 美國舊金山金門大學企業管理博士 98 下 

體育中心 專案教師 束有明 國立體育學院運動科學研究所碩士 98 下 
光電工程學系 助理教授 白益豪 國立中興大學材料工程學系博士 99 上 
光電工程學系 助理教授 徐裕奎 國立交通大學光電工程研究所博士 99 上 
國際企業學系 助理教授 陳怡廷 日本慶應大學政策暨媒體研究所博士 99 上 
觀光暨休閒遊憩

學系 助理教授 謝奇明 美國密西根州立大學公園遊憩暨觀光資源

學程博士 99 上 

觀光暨休閒遊憩

學系 助理教授 陳麗如 美國印第安納大學伯明頓校區 Department 
of Recreation,parks, and Tourism Studies 博士 99 上 

英美語文學系 助理教授 王沐嵐 英國牛津大學聖安學院英國語文學系博士 99 上 
臺灣文化學系 助理教授 張瓊文 英國諾丁漢大學哲學博士 99 上 
經濟學系 助理教授 彭蒂菁 澳洲昆士蘭大學經濟系博士 99 上 

社會暨公共行政

學系 副教授 Markus 
Porsche-Ludwig 德國基森大學政治學博士 99 上 

社會暨公共行政

學系 助理教授 莊致嘉 東海大學社會學系博士 99 上 

社會暨公共行政

學系 助理教授 張鑫隆 日本京都大學法學研究所博士 99 上 

社會暨公共行政

學系 
專案助理 
教授 許源派 國立政治大學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博士 99 上 

民族發展與社會

工作學系 助理教授 陳張培倫 國立臺灣大學哲學所博士 99 上 

民族發展與社會

工作學系 助理教授 蔡志偉 美國華盛頓大學法律學院法律學博士 99 上 

民族語言與傳播

學系 專案教師 許韋晟 國立新竹教育大學臺灣語言與語文教育研

究所碩士 99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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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位 職  稱 姓  名 最  高  學  歷 學期 
藝術創意產業學系 助理教授 林淑雅 國立臺南藝術大學應用藝術研究所碩士 99 上 
自然資源與環境

學系 助理教授 陳毓昀 美國喬治亞大學 Plant Biology Department 
博士 99 上 

海洋生物多樣性及

演化研究所 助理教授 劉弼仁 國立中興大學生命科學系博士 99 上 

海洋生物科技 
研究所 助理教授 呂美津 高雄醫學大學天然藥物研究所博士 99 上 

語言中心 專案教師 黃淑秀 美國印第安那大學布魯明頓校區語言教育

學院碩士 99 上 

語言中心 專案教師 周庭加 國立政治大學英國語文學系碩士 99 上 
語言中心 專案教師 鄭岱芸 英國艾塞克斯大學英語語言學碩士 99 上 

語言中心 專案教師 Charles J. 
Green 

University of Northern Colorado           
Human Communication  碩士 99 上 

體育中心 專案教師 江正發 國立臺東大學體育學系碩士 99 上 
體育中心 專案教師 朱文正 亞倫納達大學教育碩士 99 上 

 
99 年度優秀公務人員名單 

系    所 職稱 姓  名 
總務處營繕組 組長 廖志鵬 

 
99 年資深優良教師獎勵名單 

單  位 職稱 姓名 服務屆滿獎勵年屆 
化學系 教授 黃文樞 30 年 
化學系 教授 林志彪 30 年 

中國語文學系 教授 林明珠 30 年 
化學系 教授 戴達夫 20 年 

電機工程學系 副教授 翁若敏 20 年 
環境學院 教授 宋秉明 20 年 

民族文化學系 教授 吳天泰 20 年 
民族社會工作學位學程 副教授 陳宇嘉 20 年 

鄉土文化學系 助理教授 黃雯娟 20 年 
鄉土文化學系 副教授 姚  誠 20 年 
特殊教育學系 教授 洪清一 20 年 
特殊教育學系 教授 陳添球 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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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  位 職稱 姓名 服務屆滿獎勵年屆 
社會發展學系 講師 林偉信 20 年 

軍訓室 護理教師 劉翠媚 20 年 
財務金融學系 副教授 李明龍 10 年 
體育學系 助理教授 王令儀 10 年 

諮商與臨床心理學系 助理教授 賈紅鶯 10 年 
諮商與臨床心理學系 副教授 李維倫 10 年 
諮商與臨床心理學系 教授 林耀盛 10 年 

資訊管理學系 教授 邱素文 10 年 
企業管理學系 教授 劉漢榆 10 年 
環境學院 教授 劉瑩三 10 年 
應用數學系 助理教授 趙維雄 10 年 
應用數學系 教授 黃延安 10 年 
應用數學系 副教授 黃淑琴 10 年 
應用數學系 副教授 黃顯棟 10 年 
應用數學系 助理教授 馮是才 10 年 
數學系 副教授 周君彥 10 年 

資訊工程學系 副教授 江政欽 10 年 
生命科學系 教授 翁慶豐 10 年 
物理學系 副教授 林子強 10 年 
物理學系 助理教授 陳企寧 10 年 
化學系 副教授 張秀華 10 年 

電機工程學系 助理教授 張伯浩 10 年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助理教授 張文固 10 年 

會計學系 副教授 黃德芬 10 年 
會計學系 助理教授 陳妮雲 10 年 

中國語文學系 助理教授 游宗蓉 10 年 
中國語文學系 副教授 須文蔚 10 年 
中國語文學系 助理教授 吳儀鳳 10 年 
中國語文學系 助理教授 黃如焄 10 年 
英美語文學系 助理教授 陳淑玲 10 年 
運動與休閒學系 助理教授 賴來新 10 年 

歷史學系 副教授 張  璉 10 年 
歷史學系 助理教授 蔣竹山 10 年 

地球科學研究所 助理教授 蔡金河 10 年 
特殊教育學系 助理教授 楊熾康 10 年 
特殊教育學系 助理教授 鍾莉娟 10 年 
特殊教育學系 助理教授 蔣佳玲 1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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