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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校 長 的 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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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觀國際，築夢東華

星霜荏苒，歲月不居，轉眼間擔任東華大學校長已屆滿 4 年，感謝全校教

職員生對本人續任案的支持，將持續秉持東華創校精神，整合各學院資源，落

實教學品保、培育優秀人才、強化國際移動、深化產學合作，開創東華新局。 

回顧過去 4 年，我們積極爭取各項資源，健全的財務規劃及師生共同的努

力，校務均平穩地成長。即使面臨少子女化，生源減少的衝擊，學士班新生註

冊率每年仍達 95% 以上未受影響。在國內外大學排名表現方面，東華屢次上榜，

名次逐年提升，2020 年《泰晤士報高等教育特刊》全球入榜 1,396 所大學中排

名第 801-1,000 名，臺灣 36 所入榜大學中，排名並列第 10 名，其中「研究聲望」

排名全球第 477 名，創歷史新高。在《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年度全球最佳大

學排行榜，全球排名 1,303 名，為臺灣上榜 26 校中第 20 名。於 QS 亞洲大學排

名，全亞洲 550 所大學入榜，東華排名於 261-270 名，在全臺 36 校中排名 23 名，

顯見辦學績效已獲各界肯定。 

於校務推動上，配合地區需求及高教政策，新定 106-110 學年度中長程校

務發展計畫；通過 107 上半年度校務評鑑，落實辦學品保。創新課程改革，鼓

勵學生多元、彈性學習，推動數位學習課程、執行學生自主學習輔導方案、辦

理跨域自主學習認證活動。另為強化學生邏輯思考與基本程式設計能邏，以提升社

會競爭邏，施行學士班學生程式設計能邏畢業標準，建置專屬網站、自辦檢定及練

習系統，並於 107 學年辦理檢定考試。 

校長的話 - 眼觀國際，築夢東華    㨗趙涵㨗㨗6



為深化教師專業，自 106 學年度起實施教師多元升等管道，推動教師申請

升等邏別就其專業領域分為學術研究邏、教學實務邏及應用科技邏。輔助教師運用三創

教學概念進行教學，舉辦成果發表會，促進教師間對話與交流。鼓勵教師組成

跨領域 / 跨校教師教學成長社群、參加研習與工作坊，以提升自身教學能力與

研究能量，並鼓勵教師成立社群，促進跨院系間教學橫向連結，激盪出更多的

教學火花。 

108 年度執行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總金額約 2 億 949.9 萬元；教育部及相

關公部門計畫約 1 億 6,140.4 萬元；建教合作計畫約 1 億 3,690.7 萬元。而於校

務基金捐募款部分，108 年度獲捐贈約 2,469.8 萬元，均對本校永續發展助益頗

多。此外，推動開源節流措施及由下而上之預算編列，歷經 3 年已有具體成效，

107 年度本校總收入與總支出相扣減後，尚賸餘 1,306.9 萬元，為近年來首度出

現反絀為餘，財務指標持續好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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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建置永續校園環境方面，成立校務研究辦公室、校史室，並重啟校友總

會運作；推動垃圾不落地計畫，每年垃圾清運減量達 3% 以上 ( 約 28 公噸 )；與

悠遊卡公司簽訂合作協議，打造「行動支付應用大學」。而延宕多時的人文學

院二期大樓已於 106 學年度啟用；藝術學院大樓則於 108 年重新決標施作，預

計 109 年 6 月完工。另完成新建桌球室 1 棟、鋼鐵混凝土結構可停放 384 輛之

機車棚 1 座；加強東區外環道路及西區學生宿舍人行道照明；改善行政大樓停

車場，以提供汽車位 157 格，機車位 197 格，並調整停車場週邊景觀及動線；

改善學人宿舍區等週邊道路、仰山莊機車棚地坪下陷積水問題；進行東湖景觀

橋除銹及整修、湖畔餐廳 1 樓商場、理工一館、涵星莊廁所等改善工程，汰換

人社二館老舊電梯，以提供大家安全的校園環境。

8 校長的話 - 眼觀國際，築夢東華    㨗趙涵㨗㨗



國立東華大學校長 謹識

感謝全體教職員工生的支持與愛護，企盼未來 4 年，讓我們攜手同心，秉

持「自由、民主、創造、卓越」的立校精神，持續追求卓越精進，並積極推動

國際學術交流，激勵學生自動自發正向學習，讓東華邁向新紀元，將東華發展

成為一所具特色及競爭力之綜合型大學，對高等教育繼續做出更多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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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東華築夢 大事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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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東華築夢 -大事紀

東華築夢 大事紀

2018
8月

2018
9月11日

校長率團訪問越南胡志明工

業大學與順化經濟大學簽訂

姊妹校

藝術創藝產業育成中心

舉 辦《2018 花 蓮 藝 術

節：看見天空的家鄉》

7日

辦理跨域共授群學工作坊：揉合、

平衡、轉型與開創

23日

圖書館連續 2 年獲得公共場所組哺

（集）乳室競賽優等獎

22日12日

藝術學院舉辦「神明計畫 OMGs」 

攝影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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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10月 9日 15日

首推「磚家學程」自主學習，強

調真實生活學習與實踐

體育中心與花蓮縣水上救生協會主辦「救生員證照及 ILS

國際救生員訓練」

13日

華語文中心舉辦外籍生健行文化之旅

8日

108 學年度特殊選

才招生正式上路，

提供不同才能學生

升學便利通



14 東華築夢 -大事紀

2018
11月 8日

全國首創行動支付校園正式上線

19日16日

教學再進化：跨域．實踐，辦理

「2018教學創新與實踐研討會」

花師教育學院 10 週年院慶

2018
10月

太平洋大學聯盟與地質調查所簽署合

作交流，認識地質與防災，珍愛地球，

守護宜、花、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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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日 14日 17日 25日 27日

首創「青年駐校創作計

畫」培育作家文學創作

世界原住民族高等教育聯盟，

臺灣成功爭取 2019 年主辦權

第 24 週年校慶慶祝酒會

暨頒獎典禮

與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共同

簽署「大學社會責任實踐

策略聯盟」合作協議書

馬來西亞沙巴州獨中蒞臨簽署「僑

生獎學金合作備忘錄」

20日

青年署服務學習實踐家計

畫，東華書藝「潛能開發

暨身體實踐」主題獲獎



16 東華築夢 -大事紀

28日 30日 4日 12日

「在月光下的身影」 - 首

次燈季元年點燈活動

敦聘知名導演虞戡平擔任

榮譽教授楊牧文學研究中心揭牌

防疫受肯定獲頒 107 年度「疫再相挺」

防疫績優團體獎

29日

在地與全球的對話 - 2018

東亞科教研討會在東華盛

大舉行

2018
12月

2018
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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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日13日 21日 8日 25日

通過安全促進學校認證獲頒證書

「越南臺灣研究中心」

   成立揭牌

東臺灣農藥殘留與毒物檢

驗中心揭牌運作，推動有

機無毒農業環境

榮獲文化局頒發公共藝術獎 與博課師科技合作簽約儀

式圓滿完成

2019
1月

2019
2月



18 東華築夢 -大事紀

6日 28日 27日25日

2019 亞太教育者年會，首次發表

演說分享國際化策略

「鴻海講座」首開講，產

官學大師雲集話「跨域」

歷史系創系 20 週年暨創所 10 週年「系友回家一起慶

生」活動

藝術學院大樓新建工程順利開工

2019
3月

2019
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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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5月

與花防部策略聯盟，培

育人才創造新格局

14日 24日 27日 3日

管理學院與山東財經大學會計

學院簽署兩院學術交流協議

2019
6月

東臺灣太陽光電系統設置技訓

班正式啟動

加拿大渥太華大學來訪，提升校際

雙邊合作

華語文中心屢創佳績，

華測通過率百分百

2019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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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發現東華－人物側寫

21



22

同事間偶而談論這幾年我研究興趣的轉變，很好奇的想知道由「當代環境

政策」轉為「日本帝國殖民林業」的原因，更在這次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評選政

府出版品獲獎「佳作」後，開玩笑的對我說：「院長，您要留一口飯給我們吃

呀！」當然這是一句玩笑話，不值得認真。但卻也讓我回顧過去 6 年間，我為

「森林．部落．人─

   太魯閣林業史」2018 年出版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王鴻濬院長

照片提供 : 道綺全球傳播有限公司

人 物 側 寫

▼

我在森林中尋找路徑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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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有這樣的動力與能力，來完成花蓮地區三大林場的開發史的研究與寫作出版，

並獲得初步的成果。

第一本著作完成於 2016 年，書名是：「1922 年無盡藏的大發現─哈崙百

年林業史」。書中描述日治時期以「鹽水港製糖株式會社」為大股東的「花蓮

港木材株式會社」，如何成為臺灣總督府殖產局的「代行會社」，並從 1933 年

起，開始大規模的伐採木瓜溪右岸的木瓜山事業區的森林，以及在 1945 年後，

花蓮縣政府接手經營，由縣長兼任場長，成為花蓮縣政府主要財源的「金雞

母」，並在 1958 年歸還給臺灣省政府林務局經營的歷史。第二本書在 2018 年

出版，書名是：「森林邏部落邏人─太魯閣林業史」，寫的是「南邦林業株式會社」

在太平洋戰爭發生後，以「軍需會社」之名，取得臺灣總督府的許可，伐採木

瓜溪左岸的木瓜山事業區，以及研海事業區的森林，專為提供給日本軍隊渡河、

槍托、航空器具使用的木材料，以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由臺灣省林務

局繼續開發，一直到省政府之「直營伐木」的政策結束為止。第三本書：「戀

戀摩里沙卡─林田山林業史」，寫的是林田山、大安山以及王武塔山森林的開

發，歷經「花蓮港木材株式會社」、「臺灣興業株式會社」、「臺灣紙業」、

「中興紙業」，以及最後臺灣省政府林務局經營的伐木與造紙歷史，本書預計

在 2020 年年底出版。

前面兩本書出版後，一刷的各 2000 本，在一年內差不多都已經銷售完畢，

廣泛的獲得讀者回響與支持；尤其是曾經生活在民國 40 至 60 年代的花蓮人，

他們經歷了花蓮這一段的地方產業發展，幾乎所有的在地行業都與伐木、製材

與木製品銷售有關。例如：在花蓮市溝仔尾的酒家是日本商人談生意的地方；

市街上的旅店、餐廳在木材標售時期，家家「客滿」，由臺灣各地前來的商人

訂不到住宿，每個餐廳都高朋滿座；製材場的板材或原木由花蓮港銷日、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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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讓做外貿的報關行生意興隆。許多花蓮居民的生活家計，都直接或間接

的木材產業有關。若以當時的花蓮市況來說，與臺灣其他林業城市；嘉義市、

豐原市、竹東鎮相同，花蓮可以說是一個因為「木材」興起而發展的城市。

原住民與林業的關係，在我寫作中，也是一個重點。追溯至臺灣總督府對

原住民的「理蕃政策」，臺灣總督府主導了原住民各部族的「集團移住」，其

政策目的為便於對原住民的管理，另一方面把大部分的原住民狩獵或居住區域

的森林地區─「蕃地」，在集團移居空出後，劃為「準要存置林野」，以作為

劃設為森林經營的「事業區」，由「國家」統一管理經營。

我為了增加閱讀的趣味，在這一系列的書籍中，運用了「深度訪談」的方

法，訪問曾在林場工作與生活的各階層人士，他們的年紀從 50 幾歲到 90 幾歲，

每一本書的完成都需要將近 30 位的受訪者，對我來說是一個挑戰。受訪者包含

林業官員、林業技術人員、林場工人、伐木商、林業從業人員第二代子弟、部

▼

在建築物前的合影是嵐山工作站，位於海拔約 2000 公尺的木瓜山事業區第 18 林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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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獵人，涵蓋了當時在林場工作的四大族群；本省人（閩南人或福州人）、客

家人、外省人（第二次大戰結束後來臺）、原住民。深度訪談的逐字文稿轉換

為內容文字，是以較「軟性」的文學筆調呈現，這種安排一方面可以沖淡一般

閱眾對閱讀歷史書籍的「乏味感」，另一方面，以山居生活為主題，山林野趣、

故事傳說，可以爭取更多的讀者閱讀，會引起較大的共鳴。

我的學術興趣為何「轉變」，其實是順其自然，是隨緣。因緣具足，就會

水到渠成。我的博士訓練是「環境政策」領域，在美國選修的「水資源政策」、

「森林政策」等公共政策課程，涵蓋的時間尺度都可溯及到印地安原住民以及

英國殖民時期。在我的概念中，有時間尺度的公共政策就具有了歷史的意涵，

因此跨越「公共政策」到產業經濟史或環境史並沒有太多的困難，加上我的大

學訓練是偏向自然科學的「林學」，以及之後碩士階段的「經濟學」，更能幫

助我在這個領域的研究得心應手，而我相信，這是傳統歷史學訓練方式所無法

達成的。在研究林場開發史的過程中，我精準的掌握森林、林業的專業術語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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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詞，經濟學的訓練也可以讓我非常敏銳瞭解日本商社尋找商業伐採的各種經

濟條件與利益。當然，因為要閱讀大量日文文獻以及臺灣總督府檔案，讓我的

日文程度有非常顯著的提升，這算是因為研究而有的意外收穫。

其實「轉變」的最主要原因是對花蓮研究的興趣，想在最後 10 年的教學

研究生涯結束前，留下一些可以供後代子孫閱讀的書籍。在學術生涯的前 15 年

為寫期刊論文而努力，升等教授後，有一定的學術經驗與地位，想要選擇自己

有興趣的研究題目，為自己而研究，為自己而寫論文。這個念頭在 6 年前非常

強烈，也開始思考從哪裡著手。很幸運的，當時農委會林務局開始注意林業文

化與歷史的主題，他們主動詢問我的意願，我也非常樂意投入這個領域的研究，

花蓮三大林場的發展史成為實踐我的想法的第一步。

發現東華－人物側寫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王鴻濬院長

▼山頭的合影是前往調查區所經過的碎石坡，山頂無植物生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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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東部真的是研究者的天堂，因為開發比西部晚，研究範圍也未完全開

展，尚有許多研究需要學者的投入；尤其是各族群（原住民、客家、外省或閩南、

福州人）在東部發展與東部產業經濟的關連（例如：客家人在島內移民所帶來

的茶產業、客家人在日治時期的製樟腦產業），或因產業發展，所形成的社會

體制與文化的特殊性；各階段的統治政權對於臺灣東部的治理，以及奠定的基

礎與發展機會（例如：地方創生之產業六級化對於東部發展的機會、日治時期

在東臺灣所設置的官營、民營移民村的社會經濟意義）等。

從歷史時間軸來看，從荷西、明鄭、清領到日治時期，乃至於當下，都有

許多特定性的主題在臺灣東部發生，並持續性的影響東部的發展。我衷心的希

望同事們珍惜花蓮生活、工作的機會，也能充分感受此地的特殊性；在地尋找

靈感、在地尋找素材，相信我們都可以發現自己有興趣的人文社會研究主題，

也會在耕耘一段時間後，有豐富的收穫，願與大家共勉之。

▼我在遺址現地指揮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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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造友善安全校園，創造優質學習環境是校園安全工作的目標。校安工作

內容繁雜，舉凡學校遭受天災、學生意外事故、偶發事件因應處理皆為其工作

範疇。為建構安全學習環境，透過校園安全應變處理機制及時妥處外；並以預

防減災觀點出發，藉由演練、案例宣教、訪視等多元化方式，增強學生防災知

能，減少危安事件發生率，有效維護校園及學生安全。茲將校安工作成果簡述

如下 :

一、建置校園災害管理機制，扎根防災教育 :

1.依據本校校園安全暨災害管理實施計畫，整合學校、社區之特性與資源，

建立校園安全暨災害防救通報中心，納編相關成員平時負責校園減災、整

備事宜。

2. 定期辦理學生宿舍區複合式防震防災演練 ( 每次參與人數高達 90%)、教

學大樓地震疏散演練，提升師生對災害應有的知識、技能與態度，防患於

未然。

本校校安人員積極任事 

  推動各項校園安全工作

學生事務處 鄭袁建中組長人 物 側 寫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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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簽署維護校園安全支援協定：本校與花蓮警政單位、鄰近社區簽訂「維

護校園安全支援協定書」，結合地方專業資源，共同維護校園安全。

二、推動校外賃居處所安全認證，邏低賃居意外 :

1. 每年由專責校安人員輔以院系導師及賃居天使 ( 學生 ) 共同推展賃居關

懷訪視及學生校外賃居安全評核，重點於賃居處所出入門禁、照明設施、

滅火器、火警警報器及逃生通道等進行檢核，檢查合格者，於處所張貼邏邏安

全標章，108 年賃居輔訪人數學年達 1814 人次。

2. 建置校外租屋服務平台如「校外租屋網」、「雲端租屋服務平台」提供

可靠及完整之租屋平台資訊，每學年服務約 1,500 人次，提昇服務學生管

道及效率。

3. 每學年辦理房東座談會，藉由學校政策說明與賃居安全與服務工作相關

宣導，與房東建立互信及良好互動，藉由媒合使房東與學生相互溝通，以

提升服務品質及住宿安全。

三、強化學生安全保護措施︰

全年無休 24 小時校安輪值服務，即時提供服務，如學生交通事故處理、疾

病送醫、安全維護等 : 及時有效處理意外或突發事件，達成讓家長放心、學生

安心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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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全面性推動交通安全教育 :

1. 以學生交通需求出發，爭取外部資源，如大眾運輸停靠並進入校園，鼓

勵教職員生搭乘大眾運輸工具。與社區互動良好，善盡社會教育責任：鄰

近本校之志學火車站每遇假日及會面臨停車違停現象，本校主動協助宣導

車輛依規定停放，結合志工加強對旅客及本校學生宣導交通安全的重要

性。

2. 持續改善交通環境，妥善規劃校內停車及車輛動線，每學期由交通安全

暨車輛管理委員會檢討改進。分析事故發生的原因，積極找出因應的對策

( 如推廣路口禮讓運動、積極教育宣導等 )。

3. 交通事故處理均依規定實施校安通報，並運用社群軟體 (Line) 立即通報，

供相關師長知悉。

4. 彙整校內 ( 外 ) 交通事故案例，融入多媒體、中、英雙語化方式宣導，

108 年已完成 3003 人次，完成宣導率為 31% 。108 年第 1 學期承鈞長指

導開設「道路危機管理與防禦駕駛安全實務通識課程」，並帶領同學實施

道路駕駛，增加防禦駕駛能力。

五、校安值勤人員克盡職責，積極任事 :

1. 校安人員基於服務理念，勇於承擔，如辦理宿舍業務提供安全的住宿環

境；配合學生安定就學措施，承辦校內外 220 餘項獎助學金，協助弱勢家

庭學生就學。承辦學生團體保險、學生兵役、學生獎懲等業務獲師長肯定。

發現東華－人物側寫  學生事務處 鄭袁建中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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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校安工作屢獲認同，連續四年獲績優職員肯定：105-108 年本校績優職

員遴選，校安人員陳芳甫、葉俊良、王世全、黃勇程、鄭袁建中等勇於任

事，工作成效考核績優獲校長頒獎。

學生所在之處即是校園，校安人員本著服務理念，積極處理學生危安事件，

防範意外事故發生；從降低危險因子出發，利用多元、融入式教育宣導，連結

社區、警察消防網絡，建構綿密校園安全網絡，同心守護本校學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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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秘書室邀稿那一刻開始，我便一直在想要寫什麼？以做為在東華服務十

年的記錄。相較於大部份已經服務 15 年以上的教職員，我的資歷不深、經驗並

非特別豐富，所以此次由我撰稿感到難以為顏。在學校的教職員經常同時擁有

很多身分，例如老師兼任主管、或兼計畫主持人，行政人員（助理）在職進修、

或兼計畫助理，個個可都是一身百為，默默地為學校奉獻。

在校園內，系助理每天站在第一線面對老師、學生、家長，協助學校執行

政策，作為傳遞訊息、意見溝通、提供服務的角色，把老師、學生、跟行政緊

密凝聚在一起，經營系辦成為溫暖、安心、可以信任的場域，是我認為系助理

存在校園內的價值。而學校各單位的工作或多或少皆與系助理有關，因此系助

理是處在一個相對煩雜的工作環境，要在有限篇幅描述系助理的工作內容，我

便把它分成招生、教學、學務、行政等四大面向來介紹，也許內容寫的不夠深

入，但盡可能把系助理工作現場狀態呈現出來，主要目的是讓大家對系助理的

工作內容多一點認識、理解與包容。

「取之於東華，

        用之於東華」

公共行政學系 蔡語宸助理人 物 側 寫

發現東華－人物側寫  公共行政學系 蔡語宸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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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是學校所有政策的上位政策，假如沒有學生，學校就失去存在的意義，

這幾年招生受少子化影響，身處在第一線從事招生業務的同仁一定很有感。招

生卻也是系（所）較沒有把握的工作，因為我們不知道學生在哪裡？學生會不

會來？學生又期望怎樣的就學條件？因此寫好招生簡章、進而提高報考率這項

工作顯得非常重要。然而系（所）壓力莫過於新生註冊率的高低，尤其是每年

暑假八月開始，為了提高註冊率，系（所）早已身處戰場，使出各種 Call 客（學

生）武器與全臺大學廝殺，希望錄取本校的高中生都能來註冊。這段期間，系

助理要打電話給從未見過面的學生或家長，當然常常會被挑戰、被打槍，甚至

被掛電話；但系助理總在過程中成長，自我訓練出撥打電話的勇氣，說服學生

與家長的口才，回應天馬行空的問題，提供無微不至的服務，以及自我療傷的

本事。

教學是系（所）工作的重中之重，有優質的課程與教學才能吸引更多學生

來就讀，由於東華採學程模組化，學生選課多元，跨系、跨域、跨校選課自由，

便衍生諸多學分抵免、等同及採計等問題需要處理，系（所）辦公室櫃台前時

常被學生包圍，最常見也是最棘手的問題就是：Ａ課可以抵免Ｂ課嗎？Ｃ課可

以認列校核心嗎？Ｄ課可以採計某學程嗎？Ｅ課可以抵免師培課程嗎？連貫性

課程若修（一）要修（二）嗎？雙主修、副修學程或輔系規定是什麼？甲校課

程可以抵免本校課程嗎？至乙校當交換生所修課程於返校後可以抵認嗎？這些

問題無疑是考驗系助理的記憶與專業，倘若系助理沒有辦法在第一時間回應學

生，或稍有怠慢，恐怕要面對強大的挑戰或投訴。然而要將系（所）課程記在

腦子裡，並且去理解各學程之間、各科目之間、學程與校核心之間、學程與師

培課程之間，以及本校與它校課程之間的關聯性與規定，需要相當長的時間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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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才能完全釐清，所以回應學生各種課程問題應是系助理心裡最大的壓力與

負擔。

學務工作應該是系（所）最為繁瑣，但也是最讓學生暖心的工作，舉凡學

生註冊、休學、退學、復學、轉系、轉學、請假、獎懲、書卷獎、新生訓練、

畢業典禮、學雜費催繳、離校手續、器材借用、學生活動、系（所）學會運作、

系友聯繫、家長聯繫等等，這些想像得到、或者想像不到的疑難雜症，彷彿來

找系助理就都能解決。而隨著時代的變化，現在系助理面對更大的挑戰是學生

輔導，由於學生來源較過往更為多元，因此學生之間的衝突，個人情感、生活

或情緒等問題也層出不窮；部份學生會主動來系辦尋求協助，當這些個案學生

走到系助理身邊，相信大部份的系助理會放下手邊工作耐心傾聽，支持他們、

鼓勵他們，希望能給他們信心與力量，甚至是家長也殷殷期盼系（所）也能像

家一般照顧他們的孩子。這是我做為系助理這幾年觀察跟過去很不同的地方，

系助理在工作之際，需要投注部份時間去協助個案的情況逐年增加，這樣的狀

況有時佔據大部份工作時間，也可能造成自己內心很大的衝擊，目前我個人想

不到更好的解決方式，因為在情感與責任上都很難拒絕陪伴這些學生。

其他上面沒有介紹的我把它歸類到行政工作，諸如經費核銷、設備採購，

圖書建購、設備保管、系（所）單位簡介、系（所）網頁維護、教室設備使用、

網路設定、單位 IP 管理、系（所）評鑑、教師評鑑、教師升等、教師休假研究、

教師聘任、教師授課鐘點、教師研究績效獎勵、計畫申請、畢業學分審查、工

讀生聘任與管理、TA 排定與管理、RA 經費管理、勞健保加退保、系務會議、

招生會議、課程會議、教評會議、學術研討會、專題講座、迎新活動等等，這

些也都是系助理的工作內容。系辦常見的畫面是系助理左手接電話、右手敲鍵

盤打文件、櫃檯前站著等待服務的老師或學生，不時還有學生從課堂間衝進系

發現東華－人物側寫  公共行政學系 蔡語宸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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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說：「Ａ教室沒有網路？」「Ｂ教室投影機故障。」「Ｃ教室麥克風沒聲音。」

「Ｄ教室冷氣不冷。」「E 教室電腦無法播放影片？」上班時往往伴隨著各式

問題，一整天下來能夠專心工作、不被外力打壞原有工作規劃的時間往往是下

班後，此時電話不再響起、櫃檯前沒有人在等待，也不會有學生衝進系辦。

很忙、很雜、很亂、很煩……，這就是學期中大部份系助理的日常。而一

位系助理的專業能力養成需要兩年以上的時間，這是我做為系助理多年的經驗。

感謝學校不定期召開無數次教育訓練，提供學習機會與磨練環境，成就系助理

在教育職場的價值，「取之於東華，用之於東華」！系助理只是校園內其中一

個角色，學校是由無數個角色的組成，每一個角色都有它的功能與意義，也很

重要，不論過程中因為公務而各持立場，或許意見有異，但我們仍然感謝彼此

尊重、包容與體諒。

謹向為東華大學共同打拼的教職員工生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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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會的運作】

東華大學學生自治會今年邁入第九屆，組織包含學生行政中心、學生議會

與學生評議會，如同中央權力分立一般，分別具有行政、立法監督與司法仲裁

等功能。其中與學生最直接相關的，非「學生行政中心」莫屬，也就是大家平

常所稱呼的「學生會」。今年學生會的運作一共設立了六個部門，包含學權部、

學術部、秘書部、活動部、國際部與財務部。

舉凡校園內的學生權益議題，都是學權部密切關注的範疇；每週五透過 IG

平台的「學權日」，及時處理同學在校內所遭遇的問題。學術部則是將社會議

題置入校園，藉由座談會或工作坊的形式，促進時事的交流與討論。秘書部負

責編輯學生會臉書、IG 等網路平台，雲端、公文、文書資料的建立與整理也都

涵蓋在內。

活動部主責娛樂性質的活動，包括體能趣味競賽，還有萬眾矚目的校園演

唱會。國際部是創會以來首次成立，協助文宣的翻譯、加強學生會與外籍生的

連結等工作。財務部掌管學生會的財產使用，所有金錢的支出都要經過財務部

同意。學生會會長、副會長位居幕後，對內協調跨部門的合作；對外則代表學

生會發言，出席相關活動與會議。

學生會

學生會 許冠澤會長人 物 側 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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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會的理念】

「世間未許權存在，勇士當為義鬥爭」　　

臺灣新文學之父 – 賴和在日本殖民統治下，透過文學創作為社會底層階級

發聲，同時與蔣渭水、林獻堂等人籌組「臺灣文化協會」，深入民間底層的都

市與鄉村，以「啟迪民眾、文化扎根」為目標。

我們這個世代，則因為出生即享有民主與自由，鮮少有人反思它們從哪來？

為何而來？又該怎麼守護？學生會作為大學生所組成的團體，有能力也有義務

執行這項工作，帶領大家開始關心社會、認識社會，亦是大學與個人社會責任

重要的一環。

因此在這學期的活動上，可以看見包含多元性別、香港反送中相關活動；

與臺灣學生聯合會共同舉辦「青年返鄉專車」、「2020 青年總統論壇」等，反

映青年世代對政治與公共事務的重視；「全民參與」也是學生會一直希望達成

的目標，舉辦審議式民主討論「校園內的交通政策」，邀請各種不同駕駛習慣

的師生來到現場，了解彼此的需求與困難是什麼，希望尋求最大共識。

當然，學生會在嚴肅的討論公共議題之餘，亦舉辦諸多娛樂活動得到同學

們認同。2019 年 11 月底國際部剛結束的「國際聯歡晚會」，吸引到上百名的

外籍生聚在一起同樂，許多外籍生甚至因此才知道東華有學生會存在。另外，

適逢二十五週年校慶，活動部規劃了「東華玩很大」趣味鐵人三項競賽，一共

超過十組同學報名參與。

學生會 許冠澤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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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學期規劃】

學生會在下學期的規劃可以分成幾大部分，以下列點說明：

學生權益｜東華大學自 106 學年度起增列「跨域自主時數」為畢業門檻，

其中包含「服務奉獻」領域，與既有的「服務學習」課程類似，學生會將討論

二者的簡化或合併可能，期待「服務」與「學習」回歸初心，而非為了學分或

時數。

歲末同樂｜學生會將在明年畢業季規劃校園演唱會，同時協助東華藝術季、

畢聯會等辦理大型活動，讓學年尾聲不只有考試，也能與大家同樂。

資源共享｜學生會費來自所有同學繳納，使用上希望能夠再回到同學身上。

發現東華－人物側寫  學生會 許冠澤會長

▼ 2019 年 11 月 23 日【校慶 25 週年活動】東華玩很大之校園七大傳說

配合東華大學 25 週年校慶，學生會首次於校內舉辦趣味鐵人三項競賽，競賽項目包

含划船、踩高蹺、路跑等，吸引超過 10 組同學參賽，一同為東華校慶共襄盛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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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學生會訂定「系學會聯席會」相關辦法，將草案送至學生議會審理。期待

藉由此聯席會，促進各系、學生會之間的交流，同時提撥一定預算分享與系學

會與同學。

青年參與｜無論在哪個時代，學生、青年總是象徵著熱忱與衝勁，為社會

促成許多進步改革。學生會希望以「青年參與」為主題，籌辦系列活動。讓東

華大學的同學也能在各自的崗位上，持參與校內外的各種公共事務。

永續發展｜東華的學生會目前可以說是雛形階段，學生議員「直選」才進

入第二年，許多制度與實務的調和都在摩擦當中。如何讓學生會走得穩、走得

久，讓「無人參選」的情況不再發生。辦理學生自治培力、拉近與他校學生會

的聯繫，將會是下學期努力的重點。



40 發現東華－人物側寫  學生會 許冠澤會長

2019 年 12 月 12 日【寫信馬拉松】為青年寫信

響應國際特赦組織「寫信馬拉松」行動，學生會發起「 寫一封信，改變生命  」活

動，希望透過文字的力量聲援世界各地——因爭取人權遭到迫害的青年行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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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1 月 30 日【審議式民主工作坊】道路權益由你 / 妳做主

東華面積廣大，交通政策是許多人關注的焦點。學生會邀請全校師生以「審議式

民主」 討論校內的交通議題，一同提出對於校園的美好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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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華大學校友總會自 1999 年成立，畢業校友遍及全臺，為凝聚遍佈全臺各地

的東華校友，由林福樹先生擔任第一、二屆理事長，林有志先生為現任第三屆理事

長。

林有志理事長任內期間，致力於加強校友總會和母校之間的聯繫，及凝聚畢業

校友及在校生的向心力，共同推動母校的繁榮發展，且舉辦多場名人講座、公益關

懷活動等等，同時也頒發應屆畢業生「校友總會

獎」及提供母校學生社團活動補助，並於任內推

薦校友總會廖明山理事及吳東明常務理事為第一

屆及第二屆傑出校友人選。

發現東華－人物側寫  東華大學校友總會 林有志理事長

東華大學校友總會
東華大學校友總會 林有志理事長人 物 側 寫

校友總會宗旨如下：

任務如下：

◎ 凝聚校友情誼

邏◎ 協助母校發展

邏◎ 交換學術心得

邏◎ 參與國家社會發展

◎ 校友之聯繫及服務

邏◎ 發行校友通訊

◎ 校友之職業介紹事項

◎ 辦理學術文化交流事項

邏◎ 其他有關文化教育、公益及學術性活動之舉辦

◎ 為母校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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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東華菁英．頂尖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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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與設計學系宋愷庭校友以其水彩作品【午後的咖啡廳 /Afternoon in the 

cafe】榮獲 2018 年國家水彩協會（NWS）第 98 屆國際公開展（2018 NWS 98th 

International Open Exhibition）大師獎（Masters Award），此為 NWS 國際公開展中

僅次於銀星獎（Silver Star Award）的最高榮耀（第 2 名），獎金高達 3,000 美金

以上。

宋愷庭同時也通過審查獲得 NWS 署名會員（ Signature Members），此種署

名制度是一種極高榮譽，代表協會授權給藝術家，在作品簽名時可以簽上協會

的名稱，或是印在個人的畫冊上當作頭銜。

NWS 與 AWS（美國水彩協會）為世界及美國東西兩岸的二大水彩聖殿，

自去年宋愷庭入選 AWS 150th 及英國皇家水彩學院大賽第 205 屆國際年展（RI 

205th）後，今年又入選 RI 206th 及 NWS 98th。宋愷庭表示，學畫 10 年過程非

東華菁英．頂尖榮耀

2018 年國家水彩協會

第 98 屆國際公開展

藝術與設計學系

宋愷庭校友榮獲銀星獎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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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積極努力，能得到肯定真的非常開心，更沒想到幸運之神眷顧，在大學剛畢

業、找尋工作之際再度給予這個大禮，一砲雙響，獲得 NWS 98 屆國際展第 2

名和簽名會員的榮耀。

宋愷庭從小就對水彩畫著迷，學畫超過 10 年，專注風景創作，會利用出遊

或閒暇時取景，先利用相機拍下素材，再回家構思創作。宋愷庭表示，繪畫有

趣的地方在於可利用媒材去呈現抽象美學及自身想表達的藝術情感，利用水彩

呈現在畫面上。其作品一貫以單純的色彩卻表現出獨特的抽象美感，簡簡單單

的題材，也能把水彩樸實的趣味輕鬆自然的呈現出來，不浮誇不做作，是他作

品最大特色。

4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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甫於今年 7 月畢業於中國語文學系博士班的朱志

學校友，其博士論文《莊子物學的宗教維度》繼 7 月

獲得第 5 屆楊牧文學研究獎殊榮後，於 10 月揭曉的第

6 屆「四賢博士論文獎」，再傳捷報，榮獲四賢博士論

文獎第 1 名的佳績。

臺灣中文學會為感念錢穆、唐君毅、牟宗三、徐

復觀四先生之素心志業，特設立「四賢博士論文獎」

以獎勵優秀中文學門博士論文，凡臺灣中文學門相關

系所（國文、中文、華文、臺灣文學、經學、文獻、

漢學等系所）博士班應屆畢業生，皆得提出申請。本

獎項先由臺灣中文學會組成審查委員會初審，再送請

國內外專家學者審查，並經審查委員會討論通過得獎

名單，公正性高，亦是對學生論文研究之肯定。朱校

友能獲獎，是極高之榮譽，東華大學全體師生亦與有

榮焉。

今年適逢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諸位先生發表

〈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60 週年，值此特殊

歷史機緣，朱校友能一舉掄元，不僅為東華爭光，亦

有其呼應長遠之文化脈絡與學思傳承的意義，本獎項

將於 11 月 10 日在臺灣中文學會 107 年度會員大會公

開頒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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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0 屆 夏 季 世 界 大 學 生 運 動 會（XXX Summer 

Universiade）於 7 月 3-14 日於義大利拿坡里舉行，中華

隊共派出 131 名好手出征，參與田徑、游泳、競技體

操、韻律體操、桌球、網球、擊劍、柔道、跆拳道、

射箭、女籃、排球及射擊等 13 種運動競賽。

臺灣強項跆拳道對打項目，體育與運動科學系陳

宥庒 邏同學獲選國家世大運跆拳道對打項目國手，進入

國家運動訓練中心接受密集體能訓練，精進運動技能，

在女子 57 公斤級勇奪 1 面銀牌。陳宥庒同學在比賽中

雖然第 1 回合就被踢中 2 次上端，但不放棄任何希望，

奮戰不懈，最終勇奪銀牌作收。

陳宥庒同學從越南比賽返校後接受趙邏校長的表揚

與鼓勵。趙校長期許陳宥庒同學努力爭取亞洲區資格

賽，進而為爭取 2020 年東京奧運門票努力。依據東京

奧運跆拳道參賽辦法，各量級積分排行榜前 5 名與大

滿貫冠軍得主，可直接取得奧運參賽權，陳同學將積

極表現為臺灣獲得奧運跆拳道金牌，也為本校爭取光

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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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與設計學系高義鑫同學作品

《綠野仙蹤》榮獲 No16 美國 3x3 當代

插 畫 競 賽 榮 譽 獎（No16.3x3 International 

Illustration Award / Honorable Mention），

此係高同學繼榮獲「2018 日本國際插畫

比賽」佳作後，第 2 個國際獎項。

3x3 插畫獎是美國當代插畫極具指

標性獎項，每年收到來自世界各地成千

上萬件的插畫作品，包括單張插畫、系

列插畫，以及出版品、童書等。高同學

首次參加美國的 3x3 國際插畫競賽即獲

此殊榮，對正就讀藝術與設計學系三年

級的高同學是極高肯定與榮耀。

本次獲獎的作品《綠野仙蹤》源自

No16 美國 3x3
當代插畫競賽

藝術與設計學系高義鑫作品

《綠野仙蹤》榮獲榮譽獎

李曼．法蘭克．鮑姆的經典童書名著，

經過藝術與設計學系洪莫愁教授的色彩

指導，以及透過高同學對此經典故事的

理解與感受，完成充滿童趣想像的插畫

作品。高同學在學期間替童書出版社繪

製超過 10 餘本的童書內頁插畫，看過各

式各樣的童話故事，他卻對《綠野仙蹤》

印象最為深刻。

《綠野仙蹤》故事主要描述小女孩

桃樂絲與寵物狗多多被神秘的風吹到未

知世界，為找到回家的路，踏上未知的

冒險。途中遇見希望有腦袋的稻草人、

渴望有真實的心的鐵皮人，以及找尋勇

敢的獅子，在經過一連串奇幻冒險旅程

東華菁英．頂尖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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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皆達成願望。高同學最喜歡鐵皮人的情

節，鐵皮人想要擁有真實的心之原因，是想

要用真正的溫暖去體會別人的情緒。此係高

同學認為童書插畫應帶給親子的禮物，他也

期許未來能繼續朝童書插畫的領域發展並持

續進步。

49 4



50

藝術與設計學系黃琡雅教授 2019 年以「侘寂 Wabi Sabi」再度獲得國際獎

項「亞洲聯盟超越設計（ANBD）2019 Excellent Awards」優秀獎。得獎作品嚐試

表現一種不對稱，粗糙或不規則，簡單、經濟、低調、親密和展現自然的完整

性，試圖從中尋覓顛覆舊與新、劣與優等相對概念的契機。接受生活是複雜的，

但崇尚簡單，沒有什麼能長存，沒有什麼是完成的，沒有什麼是完美的，在內

心帶來寧靜的憂鬱和精神嚮往的感覺。作品呈現的元素維持著慣用的漢字部首，

勇於挑戰新舊交替之融入精神。

ANBD（Asia Network Beyond Design）是在亞洲構築超越各個地區的設計新

網絡，並創造有意義交流機會為目的之國際協會。由亞洲4個城市（天津、臺北、

首爾、東京）的地區事務局為據點營運，以展覽活動為主軸，創造人和文化的

交流。創造超越種類、風格、世代、地域、專業、產學與組織等各式各樣界限

的舞臺。針對優秀作品授予「ANBD Excellent Award」獎項，同時在開幕式中舉

行頒獎儀式，並在 4 個會場都有各自編輯與發行的共同主題展作品集。

亞洲聯盟超越設計
（ANBD）2019 

Excellent Awards

藝術與設計學系

黃琡雅教授榮獲優秀獎

東華菁英．頂尖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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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BD 評審是由 4 個國家 16 位評審委員共同擔任，需審查除自己區域外的 3

個區域作品，除審查著作權，需再選出 20 件優秀作品，每位作者 4 件作品，只

能選 1 件作品。ANBD 協會以參加人數約 5% 件數頒授優秀獎，排名最優秀作品

頒授 GRAND PRIX。2019 年共計 1,328 件作品參賽，選出 16 件優秀獎，臺灣 3 件、

日本 3 件、大陸 3 件、韓國 3 件、斯里蘭卡 2 件、泰國 1 件及 Shanxi 1 件。

黃教授曾於 2018 年以「Beyond Asia」獲慕尼黑 ANBD 海報展 ANBD 會員獎。

2017 年以「人生猶似西山日」獲得春季韓國基礎造形學會國際學術大會暨國

際作品展（The Grand Award）的國際設計獎項。2016 年以「如露亦如電」獲得

KSBDA Seoul international invitational Exhibition, The Best Award 國際設計獎項。2015

年以「無量光」獲得 ANBD 年度最大獎（GRAND PRIX）。

黃教授不斷用突破現狀的創作能量，除追求自我進步外，更將多數時間與精

力貢獻給學生，期許學生能在設計領域中發揮設計軟實力，共創榮景。

▼「侘寂 Wabi Sabi」2019 
Excellent Awards

▼「如露亦如電」2016 KSBDA Seoul international 
invitational Exhibition， The Best A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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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東華 25 週年校慶系列活動

口述校史發表 暨

    25 週年校慶慶祝酒會

11 月 11 日於圖書館及學生活動中心中庭分別舉

行「口述校史發表暨 25 週年校慶慶祝酒會」。今年

係東華創校 25 週年，回顧創校歷史，歷經籌備處主

任及首任校長牟宗燦博士親手擘劃學校軟硬體建設，

嗣經歷任校長賡續努力得有現今優質美麗之校園。

東華 25 週年校慶系列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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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歡慶 25 週年校慶，校內境外生、原住民民族學院舞團結合校內社團，共

同展現東華多元豐富的文化。11 月 12 日於學生活動中心演藝廳舉辦「2019 國

際文化之夜」，與遠道而來的姊妹校校長、代表及畢業校友等海外嘉賓，共享

熱情歡暢的秋夜。

國際文化之夜

印尼姊妹校外賓上台開心合影

吉爾吉斯坦傳統舞蹈

印度傳統舞蹈

東華原住民舞團炒熱現場氣氛

國際處處長與學生們開心合影

▼蒙古民族舞蹈

▼圓滿落幕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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躍動 25 東華

25 週年校慶運動會於 11 月 12 日盛大舉行，首先由跳高、跳遠、鉛球和拔河比賽

揭開序幕，每位選手充滿活力挑戰佳績。運動會於 10 時開幕，各行政單位教職員與

各系所學生精神抖擻進場，伴隨著大會會旗升起，全國大專健美錦標賽銅牌選手盧信

男同學代表運動員宣誓，聖火在眾所矚目下點燃於大會高塔的頂端，預示著運動家精

神的傳遞以及祝福比賽順利圓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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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啟閱動

東華 25 賓果

腹愁者聯盟

25 週年校慶舉辦系列慶祝活動，校

園內充滿健康樂活，洋溢熱鬧而歡愉的

氛圍。趙涵邏㨗校長為感謝全體教職員工

的辛勞付出，特別在 25 週年募款贈送每

位員工校慶運動外套及運動毛巾。

體育中心為慶祝 25 週年校慶擴大

舉辦運動相關活動，包含「秋啟閱動」

邀請偏鄉學童到東華體驗閱讀與運動，

「景點賓果」遊戲尋找校園景點打卡及

「腹愁者聯盟」帶領教職員生揮灑青春

汗水共同歡慶，達到身心舒展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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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華瘋 PARTY@

     餐 x 園遊會

25 週年校慶系列活動 -「東華瘋 PARTY@ 餐 x 園遊會」於 11 月 12 日在圖

書館前大草坪熱鬧展開，吸引全校師生及在地居民共襄盛舉，共同暢遊東華歡

慶學校 25 歲大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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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瑪迪斯感恩之夜

快樂鐵馬 - 畢咖必腳 ( ㄎㄚ )

創校25年來，以提升臺灣東部學術及文化水準，培養花東在地人才為使命。

為傳達東華由衷的謝意，特邀集藝術學院師生，舉辦「助學感恩音樂會 - 阿瑪

迪斯感恩之夜」。

「東華生日快樂 -25 週年校慶」系列活動之快樂鐵馬 ~ 畢咖必腳（ㄎㄚ）於

108 年 11 月 12 日上午 8 時準時出發，邀請本校教職員生參加，特別鼓勵教師

及大四畢業生參加，騎單車從東華環壽豐鄉至雲山水後返校（路程約25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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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3 屆廣播金鐘獎
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

古雅晴同學入圍

少年節目主持人獎

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古雅晴同學，因主持語傳系與 Alian 原住民族廣播電台

合製的「原青想怎樣」節目，表現優異而入圍第 53 屆廣播金鐘獎少年節目主持

人獎。古雅晴同學雖然仍在學，但初試啼聲就與同台資深製作主持人馬世芳、

陳凱倫等前輩一同入圍，極為難得。

▼【第 53 屆廣播金鐘獎】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古雅晴同學入圍少年節目主持人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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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3 屆廣播金鐘獎
共同教育委員會

華語文中心主任

朱嘉雯教授入圍

第綜合節目獎

第 53 屆廣播金鐘獎入圍名單揭曉，

共同教育委員會華語文中心主任朱嘉雯教

授以《舌尖上的文學 - 偶遇武俠》節目，

榮獲綜合節目獎入圍，全校師生與有榮

焉。

▼

【53 屆廣播金鐘獎】共同教育委員會華語
文中心主任朱嘉雯教授入圍第綜合節目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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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林又新博士紀念獎學金

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碩士班

谷拉斯 ‧ 吾木及民族事務與

發展學系碩士班洪婉瑄獲獎

少年節目主持人獎

「2018 年林又新博士紀念獎學金」於 9 月 20 日公布 2 位得獎名單，分別

為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碩士班的谷拉斯．吾木（阿美族）及民族事務與發展學

系碩士班的洪婉瑄（卑南族），每人獲頒獎狀乙紙及獎學金 3 萬元。

▼

【2018 年林又新博士紀念獎學金】
民族事務與發展學系碩士班洪婉瑄

▼【2018 年林又新博士紀念獎學金】
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碩士班谷拉斯 ‧ 吾
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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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屆 MATA 獎

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榮獲

非紀錄片類及紀錄片類首獎

非紀錄片類佳作及紀錄片類佳作

為鼓勵大專校院學生以原住民族文化進行數位創作，教育部與原住民族委員會

主辦的第 5 屆「MATA 獎」於 2018 年 9 月 25 日舉行頒獎典禮，民族語言與傳播學

系，分別以紀錄片類首獎《血染太魯閣》，佳作《Sera sera I cowa》；非紀錄片類

首獎《海子 Micelemay》及佳作《念你念海》囊括四項大獎。這已是語傳系連續第 4

年奪下非紀錄片的首獎及連續第 2 年奪下紀錄片首獎

▼【第 5 屆 MATA 獎】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榮獲非紀錄片類及紀錄片類首獎，非紀錄
片類佳作及紀錄片類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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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藝術與設計國際
研討會暨創作展
藝術與設計學系學生
榮獲 13 個獎項

為增進國內藝術與設計創作水準與交流，整合國內外藝術與設計相關大學、

高中、國中、國小與藝術產業單位，由國立屏東大學主辦跨國與跨學制之「2018

藝術與設計國際研討會暨創作展」。本校藝術與設計學系學生榮獲 13 個獎項，

並囊括西畫類前 3 名、書畫類第 3 名，立體造型類大專組第 2 名、社會組第 2

名等獎項。
▼【2018 藝術與設計國際研討會暨創作展】藝
術與設計學系學生榮獲 13 個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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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華大學通過
安全促進學校認證
獲頒證書

於 2018 年 2 月成立全國第一個「臺灣安全促進學校研究中心」，2018 年

12 月 13 日由趙涵㨗 邏校長與日本安全促進學校協議會理事長、大阪教育大學國

家學校危機心理支持中心藤田大輔教授簽署「安全促進學校協議書」。2018 年

12 月 14 日由邱紫文學務長接受協議書、安全促進學校認證牌與旗幟，並由本

校「臺灣安全促進學校研究中心」李明憲主任、慈濟科技大學黃新作教授、安

全促進學校委員及學生議會代表共同見證東華通過全球第一所安全促進大學認

證。

▼本校通過安全促進學校認證參加授證儀式全體人員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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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屆公共藝術獎
國立東華大學
榮獲環境融合獎

文化部二年一度的藝術盛會「第 6 屆公共藝術獎」12 月 14 日於松山文創

園區舉行頒獎典禮，公共藝術設置案榮獲「環境融合獎」的殊榮，由於花蓮過

去並無公共藝術獎獲獎紀錄，東華的獲獎顯得意義非凡。

▼【第 6 屆公共藝術獎】國立東華大學榮獲環境融合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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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度
疫再相挺防疫績優
榮獲公務類團體獎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12 月 4 日於臺北寒舍艾美酒店舉行「107 年度疫再

相挺防疫績優頒獎典禮」，表揚對傳染病防治工作積極付出且成效卓越的個人

與團體。榮獲防疫績優團體獎，肯定東華「疫再相挺」防疫工作表現創新及傑

出，由徐輝明副校長代表前往領獎，除了激勵全體同仁工作士氣外，也帶動全

校上下營造健康校園的信心。

▼【107 年度疫再相挺防疫績優】榮獲公務類團體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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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C 崇越行銷大賞

藝創系及國企系之跨領域

團隊榮獲行銷企劃獎第 2 名

由臺灣管理學會與崇越科技主辦，盛享「臺灣行銷學界奧斯卡」美譽的崇越行

銷大賞，為國內行銷學界最具公信力的行銷企劃競賽。2019年1月5日的總決選中，

東華藝術學院藝術產業經營與管理領域由林昭宏教授所指導的藝術創意產業學系及

國際企業學系之跨領域團隊邱梓杰、鄭元峻、林思嘉同學以「珍愛寶貝、『鱸』你

所願」的行銷企劃提案，自全國公、私立大專院校超過 200 隊參賽作品中脫穎而出，

入選 21 隊總決賽，並榮獲第 2 名的「優等行銷企劃獎」，並獲頒新臺幣 2 萬元獎金。

▼【TSC 崇越行銷大賞】藝創系及國企系之跨領域團隊榮獲行銷企劃獎第 2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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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華自創品牌 DART Taiwan

第三度參加 NY NOW

國際禮品展大放異彩

東華自創品牌 DART Taiwan 參加冬季 2019 NY NOW 國際禮品展，帶領花蓮地

區新創業者「山迷印邏室」、「羅森革作」兩家品牌發表手作產品，在紐約大放異彩，

接獲許多國際買家訂單，獨特文化風格更深受好評

▼ 東華自創品牌 DART Taiwan 第三度參加 NY NOW 國際禮品展大放異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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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擊樂團、口琴社、國樂社及管樂社

勇奪全國音樂比賽特優及優等殊榮

本校打擊樂團、口琴社、國樂社及管樂社等學生社團 3 月初分別參加 107 學年

度全國學生音樂比賽，打擊樂團第三次參加全國學生音樂比賽，突破以往的成績，

首次獲得「特優」殊榮，口琴社也不遑多讓，拿出平日勤練實力，榮獲口琴四重奏

優等佳績，國樂社在本次賽程中亦奪得絲竹室內樂合奏 - 大專團體 B 組優等，管樂

社打擊組首次挑戰擊樂合奏 B 組，初生之犢不畏虎，以曲風靈異鬼魅的《失落的宮

殿》及全曲靜謐澎湃起伏的《兩個悲傷的旋律》征戰音樂舞台，獲得難能可貴的出

賽經驗，東華成績大放異彩、勇奪佳績深獲肯定。

▼ 打擊樂團、口琴社、國樂社及管樂社勇奪全國音樂比賽特優及優等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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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校院跆拳道、田徑公開賽

跆拳項目獲得國家代表隊資格

田徑公開色榮獲 3 面金牌

體育與運動科學系碩士班陳宥庒 邏拿下 2019 拿坡里世界大學運動會女子 57 公斤

級國家代表隊資格，體育中心田徑隊，在眾多優秀選手激烈競賽下表現優異，榮獲

3 面金牌。分別在公開男子組 4x100 公尺接力及公開女子組 4x100 公尺接力獲得金

牌。體育與運動科學系大一新鮮人吳諺明表現出色，在田徑公開賽男子組決賽 200

公尺跑出 21 秒 75 的佳績，獲得金牌，體育與運動科學系郭姵吟參與宜蘭金同春女

子龍舟隊，在「2019 IDBF世錦賽國家代表隊選拔賽」中獲得「12人女子組200公尺」

與「12人女子組500公尺」雙料冠軍，順利取得2019 IDBF世錦賽的國家代表隊資格。

▼【大專校院跆拳道田徑公開賽】跆拳項目獲得國家代表隊資格田徑公開色榮獲 3 面金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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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圍 2019 THE 亞洲區
年度最佳領導管理團隊獎

英國泰晤士高等教育（Times Higher Education）舉辦 2019 泰晤士亞洲高等

教育獎（THE Awards Asia），於 2019 年 2 月 20 日公布各獎項入圍名單，本

校榮獲入圍「年度最佳領導管理團隊（Leadership and Management Team of the 

Year）」獎項。

▼ 入圍 2019 THE 亞洲區年度最佳領導管理團隊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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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 4 名學生獲選
108 年大專優秀青年

本校 4 名同學於今年 1 月經校內遴選脫穎而出，獲選為 108 年全國優秀青

年，分別由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碩士班三年級吳惠如同學榮獲總統獎、教育與

潛能開發學系四年級簡子涵同學榮獲縣長獎。國際企業學系四年級張羽呈同學

及電機系四年級林秀鳳同學於校內公開表揚。

▼ 校長與總統獎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碩士班三年級吳惠如同學、縣長獎教育與潛能
開發學系四年級簡子涵同學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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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全大運東華健兒
泳出驚奇 - 再創巔峰

108 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東華代表隊今年累計獲得 6 金 5 銀 6 銅獎牌

以及 31 個項目獎狀（第 4-8 名），在 131 所參賽學校中排名第 14 名，突破去

年 5 金 6 銀 6 銅的成績，為東華運動史再創高峰，留下輝煌的足跡。

▼ 108 年全大運東華健兒泳出驚奇 - 再創巔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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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首屆桂臺青年
慢壘邀請賽奪佳績

首屆桂臺青年慢壘邀請賽於 4 月 27-28 日在廣西桂林旅遊學院舉行，共有

16 支隊伍參賽，本校在眾多強勁隊伍中奪得第 5 名的佳績，其中東華與南寧臺

商協會爭奪第 5 名的比賽最為激烈，兩隊互有領先並一路激戰到最後一刻，最

終由東華體育與運動科學系同學擊出再見安打贏得比賽。

▼東華與新北樂活隊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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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民族學院
舞團奪冠蟬聯二連霸

本校原住民民族學院舞團，參加連續第 17 年舉辦的「2019 活力 E 起舞動

全國原住民族青少年及兒童母語歌謠暨歌舞劇競賽」，再創佳績。族群關係與

文化學系一年級賴聖賢同學以扮演部落勇士的傳神演技獲得最佳勇士獎外，原

住民民族學院舞團更以精湛優異的表演榮獲最佳劇情獎，再度蟬聯全國大專組

冠軍。

▼本校原住民民族學院舞團奪冠蟬聯二連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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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文中心屢創佳績
華測通過率百分百

華語文中心對外招生以來，學員人數、開班數均以倍數成長，短短三年

內，每年學員數由個位數已突破百人，2019 上半年報名 128 位學員，並有多名

正洽詢中，學員數穩健成長。截至 2019 年夏季班為止，凡於東華修讀華語之學

員，參加國家華語測驗推動工作委員會所推行之華語測驗 TOCFL（The Test of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報考通過率高達百分之百。

▼華語文中心屢創佳績，華測通過率百分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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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度科技部

大專生專題研究計畫

東華教行系獲獎助列全國之茅

教育行政與管理學系辦學目標在培養學生思考力、寫作力與執行力，在正式

課程與非正式課程設計上，強調學生專業核心能力的培養。每年科技部大專生專題

研究計畫獎助對大學三年級學生是暨期待亦是重大的挑戰。東華教行系規定三年級

的二位導師負責帶領全班學生完成專題研究計畫，積極爭取該項獎助的競爭，讓所

學習的教育學與方法學等相關理論，經由實際的研究過程，增長學生自我學術研究

與發展能力。獲得計畫通過者能獲得研究經費支持，又能獲得推薦指導教授的格外

指導，深化思考與寫作的實力。

▼ 108 年度科技部大專生專題研究計畫，東華教行系獲獎助列全國之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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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全球仿生設計競賽 -

臺灣校園海選

環境學院仿生團隊榮獲第二名

2019全球仿生設計競賽-臺灣校園海選」以「全球環境變遷的適應、減緩之方」

為主題，經過初選、複選及仿生咖啡館三階段共計 75 件參賽，環境學院自然資源

與管理學系楊悠娟教授及物理系曾賢德教授指導的仿生團隊榮獲第 2 名，作品名稱

「自動清除海洋廢棄物裝置 - 鱟來乾淨了」。隊伍由自資系碩士生劉俊佑、陳民晟

及大學部何岷瀚同學組成，頒獎典禮在 6 月 16 日舉行。

▼【2019 全球仿生設計競賽 - 臺灣校園海選】環境學院仿生團隊榮獲第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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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晤士高等教育專刊

2019 世界大學排名

東華大學名列臺灣第 15 名

2018
09.26



85 7

2019 年 QS 亞洲大學排名

東華大學再向上邁進

2018
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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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泰晤士物理科學排名

東華名列臺灣第 11 名

2018
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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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晤士工程與電腦科學排名

東華論文影響力表現亮眼

2018
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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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新興經濟體大學排名

東華大學名列臺灣第 17 名

2019
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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捷報！東華大學入圍 THE

亞洲區年度最佳領導管理

團隊獎

2019
02.20



90 國際排名

東華大學入榜 2019 泰晤士

亞太地區前 180 最佳大學

2019 THE 泰晤士【亞太地區大學排名】

臺灣入榜學校共 32 所

2019
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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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晤士報高等教育專刊亞洲大學排行

東華大學臺灣排名第 15 名

2019
0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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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晤士 2019 年

全球年輕大學排名

東華名列臺灣第 4 名

2019
0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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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泰晤士物理科學排名

東華大學並列臺灣第 8 名

2019
11.19



94 國際排名

QS 亞洲大學排名

國立東華大學

名列全臺第 23 名

94

2019
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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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鮮人跨領域學習

英國作家蕭伯納說：「生命並非短

暫的燭光，而是燦爛的火炬！」於新學

年開始，國立東華大學共同教育委員會

副主委兼通識教育中心主任廖慶華教授，

特別為文勉勵東華新鮮人，真誠希望同

學們能掌握錦瑟年華，創意精采過四年。

一、面向陽光就不見背後陰影

勵志作家 Norman Vincent 說：「你

如何看待一個問題，比這個問題本身更

重要 - 所以，常保正向思考。」我們要

培養自己成為正向思考的人，才會發光

發熱。

二、年輕要像戶外奔馳的馬駒

廣告教父孫大偉鼓勵大家要「多旅

行」，才能激發出生活中美好的創意。

「旅行」不只是出門旅遊，而是泛指心

靈的旅行。例如，選修好的課程、聽好

演講、讀好書、交好朋友等。「好」有

兩個含義：第一，就是你喜歡的，這樣

才有熱情；第二，是較為新奇的，這樣

才能擴展視野。強調「五感的旅行」（視

覺、聽覺、嗅覺、味覺、觸覺），日常

靈敏的體會、時時發現驚奇，正是廣義

的旅行之意義。

(1) 新鮮人跨領域學習 廖慶華教授校 園 記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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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發展座標式的思考模式

座標式的垂直思考和水平思考非常

重要，垂直思考是指歷史脈絡與邏輯推

理，水平思考是聯想，例如「蘋果」可

聯想到：白雪公主、健康、蘋果派、蘋

果電腦、平安、華盛頓、富士、牛頓、

拜拜、送禮、巫婆、中毒等。創意思考

課程中有個基本訓練「腦力激盪」，就

是利用水平思考，從幾人之間不受拘束

暴風雨式的聯想，激盪出上百條創意點，

再用消去法找出最好點子。

四、跨領域學做八爪章魚人

現代管理學教導人要成為Ｔ型人，

意思是專業要往下扎根，又要能左右伸

展跨領域學習，若有雙專業就是π型人。

廖教授卻強調應該成為八爪章魚人，有

自己扎實的專業，也要像章魚一般將四

面八方的知識經驗吸收後成為自己獨特

的資產。廖教授大學讀哲學系接受批判

思考的訓練，畢業後曾從事重視創意的

廣告企劃工作，隨後先赴美國取得大眾

傳播藝術碩士，後至澳洲獲得設計博士

學位，回國後教授創意思考的課程長達

廿多年，現在則主要從事現代書法藝術

的創作。看似不相干的學科，都是豐富

人生的養料。

五、我的座右銘：你最珍貴

在自己的世界裡要自己做主，莫忘

記你最珍貴！我們必須學習與人溝通、

廣結善緣，但不表示要失去堅持或完全

迎合他人。廖教授傳授書法時總強調，

可以臨摹名家書法，但最後還是要發展

出自己獨特風格，千萬不要復刻名家，

那不是創意。每個人都是老天爺量身訂

作的創意品，要自我實現活出自己的特

色。

上了大學不要再悶著頭死記考題，

賈伯斯曾說：「你必須要找到你所愛的

東西。」有知有覺過生活，才能發現所

愛、發揮熱情、激發創意，迎向多彩多

姿的大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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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學東華
(2) 華文文學系  王怡澤同學 ( 緬甸 )校 園 記 事

我來自緬甸，就讀東華之前，對東

華沒有基本上的認識。只知是坐落於迴

瀾，並鯉魚山與中央山相傍相依。

我透過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舉辦的

招生考試，分發獲准了東華企業管理學

系的學生身份，懵懂般帶著些猶疑，便

隻身來到臺灣升學。輪番顛簸的通車，

一直到我初見東華。我仍清楚記得當晚

抵達時的疲累與興奮，而更多的是對於

大學生活的好奇。

一個全新的環境，一個不同於高中

的校園，我勢必得重新累積新的經驗。

第一次離家這麼遠，在重複堆疊的時間

間隙中，曾試著填進過去的印象跟生活，

顯然是合不攏，對接不上的，我便從根

本上正面迎戰，東華帶給我的衝擊、新

奇與安慰。

「東華」是一所多元化且自由的校

園，有來自臺灣各地的學生及自世界各

國的境外生，熔鑄了各國文化與風情，

加上原住民文化，從而豐富了東華獨有

的文化環境，共同流動在東華廣闊的校

園裡，我因此懷揣著對大學生活的期盼

跟寄望。球場、教室、藍天、綠地，都

成為彼此互動交流的場所，同在一個東

華的屋簷底下。

剛上大一時，抱著期待的心情認真

上每一堂課，也讓焦躁與不安的心緒點

點萌發，因我所學專業跟課程開始感到

茫然。家人的期盼與厚望是順利進入企

管系，而我愈發覺得這並不適合我，我

也曾拼搏賦予全力，誠然我無法駕馭。

幾經掙扎思索後，就遞交了轉系申請書，

如心所嚮進到了華文文學系，從這之後，

我因而跟文學糾纏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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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入華文系最初的想法，是衝其「文

化創意產業學程」去的。華文系的課程

廣泛，而影視劇本寫作類是驅使我轉華

文系的念頭，卻也希望與文學有所連結

不脫軌。但三年來的學思過程，我開始

偏重對「文學」的喜愛，華文系教授們

的所屬研究專業，涉域極廣，讓身為華

文系的學生，在重視現代華文文學的培

養下，也不忘對古典文學的回顧與探討，

包括對世界文學與文藝思潮的訓練，都

將我們引向國際化的全球視野，使我們

能以多重學科的方式，建構其文學世界

觀。對世界文學的涉獵，讓我著重了對

「文學」的追求，它仿佛為我打開了另

一片視界，讓華語語系也同時被含括在

內，彼此也得以產生了對話空間。

從對文學的起步到自我認定，我大

概花了兩年半的時間。期間也有過不知

所措的經歷，但我總是能在文學中找到

樂趣。自「華文文學導論」課程，接觸

到王德威教授的理論後，便以他為模範

榜樣，讓我堅定著我對「文學」的選擇。

而在大三下學期的畢業專題製作，榮幸

囊獲了個人獎，對我是一種肯定，至少

在文學的道路上一個微渺卻有力的支持。

「大學」是人生的一個決定性歷程，

也是自我肯定與意識覺醒的溫床，我想

這是符合我的。我不曾想過來到華文系

後，會有如此大的改變，起初對於所謂

的「文學」並不是特別地上心，從小到

大國文課本的澆灌下，多少是夠用一輩

子的，不得不承認，以前我是這麼認為。

這幾年來的學習，最大的影響，莫過於

我對未來的認定與道路。這不只是單方

面的所成，一則是東華處在迴瀾這麼一

個自然共生的位置，讓我可以沉靜，抬

起雙腳漫遊，提高雙眼遠望，加上東華

與國際間的交流與關係，這是有目共睹

的；二則是來自系上的教授們以及同儕

間的交互與合作，一點一滴貯存至滿溢，

才讓我非常篤定未來要走文學研究這一

條路。

在不久前的東華二十五週年校慶，

擔任國際文化之夜主持人，連同所有學

生用繁鬧的氣氛歡度了那盛大的日子。

我在東華也度過了三個不短不長的寒暑，

東華親切得像是一個大家庭，我們在它

的傘下，有歡聲、也有悲語。畢業在即，

我甄試上了系上的研究所，然而讓我駐

留東華的理由，我想是很簡單的，「東

華廣靜的校園，遠離鬧區的喧囂，讓我

沉靜為自己的文學夢先備先行」，而東

華也將是我人生道路上的第一枚勛章。  

「事功為可學，有情則難知」用沈

從文的話不斷勉勵著自己，繼續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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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生活

(3) 資訊工程系  馬賀紳同學 ( 瓜地馬拉 )
校 園 記 事

I could tell you all the great, interesting, not that awesome and inspiring experiences I’ve been through 
during my 5 years and a half in this unique Asian country (that I called home), but I know this is not a 
conference so I will try my best to take you through to a few of what I consider special situations I’ve 
been into while studying in Taiwan. 

Hi, my name is Andres Obregon from Guatemala (around 14,400km far from my first home). Even 
though I already achieved my undergraduate degree and pursuing my masters, in this journey called 
“Life”, it feels like those intensive courses where you learn in weeks what others in months or 
years, and still not even close to get a degree. So I will leave what I studied and currently doing for 
later.

When I started the application process for my undergraduate degree, I knew a few things about 
Taiwan. Basically, didn’t even know what to ask or how to get ready, besides knowing what to bring 
in my suitcase, I had one thing in mind :“not going back”. 

I was really shocked by the humidity right after stepping out of Taoyuan International Airport. And at 
that moment, I had the first chance to meet a local. NDHU took care of me by arranging who will pick 
me up and take me back to school. The first time I saw him, he was holding a Bubble tea with the 
respective straw and as many foreigners out there, I’ve been in love with that awesome tea since 
then.

Before arriving to Hualien, a had the chance to see a few pictures of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beautiful nature that it offers and also knew a bit abou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Hualien and Taipei 
but never imagined the astonishing beauty of Hualien. I did not even sleep in our way from Taipei to 
Hualien because was taking pictures and videos every time I had opportunity.

My first learning journey in Taiwan before doing my Undergraduate degree was learning Chinese 
language at Chinese Language Center in NDHU. I have to say that never had such a special experience 
at learning any language before. They took good care of us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until even after 
we left CLC to enroll our undergraduate program.

Even though I was not completely used to be far from home, I am sure that Chinese Language 
Center wanted us to feel like we have one in Taiwan. We lived Taiwan, We experienced the culture, 
and we enjoyed every opportunity we had through the activities that CLC held for us back then. If I 
get to decide where I would like to start all over again, I would definitely choose CLC - NDHU. It was 
unbelievable to learn the language and be able to speak in only 9 months. Teachers and people from 
the staff made sure to give us a proper not only educational but a friendly environment for us.

After being able to communicate in the local language, even though was not fluent, when in class, 
locals were kind enough to help me out when needed it. It was not an easy task to taking courses 
in Chinese, but it was a challenge and motivation at the same time to grow not only as a person but 
also academically. When it gets about food, I do not consider myself picky at all, so I can resume my 
experience in Taiwan by sharing with you how many kilograms I gained during my third and fourth 
year in Hualien. I went from an average of 80kg to 96.7kg. I went completely out of control wish so 
many delicious food not only at the night market that by the way it is completely awesome, but it is 
great to have so many options at hand. Back home we are not used to eating out not only because it 
is more expensive, but because options are more limited. 

Besides food, is the Indigenous culture I had the opportunity to know about while in Hualien. It is 
actually speechless getting to know their traditions, how they live and of course the food! This is 
something that only Hualien can offer. Now that I already mentioned traditions, it is not an official 
tradition but it is something not only the youth would do but elders too and it is called KTV. Ba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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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me, we only have KTV in public places as restaurant or bar. Here in Taiwan it is actually a 
whole new level. The first time I experienced it I can’t deny felt shy but it lasted a few minutes. I 
completely loved going for some fried food and then head to KTV at midnight to catch the cheapest 
prices so we can sing till morning. 

After mentioned things I have done during the night, another activities to get yourself into (since I also 
love nature), it is to visit the unique and gorgeous Taroko National Park and its speechless views. I 
have visited so many times during my stay in Taiwan, and haven’t visited the whole park yet. I have 
got there by scooter, car, bicycle and bus and every time it feels like the first time. Being surrounded 
by nature and wildlife is simply majestic. 

In NDHU I have had the opportunity of knowing people from all around the world. Even from 
countries that I feel ashamed I have never heard of before or also from countries that I might have 
stereotypes but after knowing them I have opened my mind to realize what defines you has nothing 
to do with the country you come from. And by having friend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I have also had 
the opportunity to help people who have just arrived to Taiwan and offer a bit of all the great things 
I have been blessed with while in Taiwan. It is incredible that after living in Taiwan for a few years, I 
just realized that I am getting more Taiwanese and by that, I will have to say that it is a good thing. 
In my short experience of traveling to different countries, I have never found locals more friendly and 
nice than Taiwanese people. Personally, it was difficult to get used to it because back home, I might 
not necessarily think the other person wants to help me but instead, will doubt he/she. Taiwanese 
are such good hospitable people and every time I have friends coming to see me, I am always asking 
if they have eaten already or being really attentive if they need anything. 

NDHU has given me the tools to build my future. I have met professors who I admired for being so 
brilliant and for having such dedication at teaching and also who goes beyond being limited by four 
walls and really care for their students. 

I am lucky to study at NDHU which has the biggest campus in Taiwan. And because of the size of its 
campus, I have developed the habit of cycling and in the past few months, I have not been cycling on 
campus only, but off-campus going into the mysterious and breathtaking mountain roads. Being able 
to have so much nature and life on campus feels like living in two different worlds.

Guatemala is the country where I was born, and Taiwan the one who saw me grow. I spent 
more than 20 years living in Guatemala and I thank God for my country, my family and people that 
surrounded me for that long. The growth I mentioned was referring to the one we all meet in life 
when we have to figure it out how to be independent and find that balance in life. Even though 
it is good to be independent, that also can give the chance to become selfish so it is good to be 
surrounded by people you can count on, and I have to thank all the people who have helped me and 
have stood by me for these years, cause whether they are locals or foreigners as me, they all have 
left something good on me to learn. 

I studied my undergraduate program in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and at the 
same time a Minor in Management Science and Finance. 

Currently, I am doing my master’s degree in Computer Science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oriented 
to Information Security and it has been almost 6 years since the first time I arrived on this beautiful 
land. 

I have learned that home is not where your body is, but where your heart is at. As foreigner, I 
truly believe that Taiwan is easy to be loved. Even my parents, who are the ones I shared every 
experience I have in Taiwan with, along with my brothers told me :“you have no reason to come 
back home because by seeing you we know the high quality of life in Taiwan”. 

Now, one of my short-term plans after I graduate is to start my professional career in Taiwan. 

I deeply hope Taiwan never loses what makes it different from other countries, to always make 
more and more people know the heart of Asia : TAIWAN !  I encourage everyone to live Taiwan, to 
let yourself free from any stereotype and immerse yourself into the culture cause was the best thing 
that happened to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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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鮮人跨領域學習
(4-1) 為夢想添翼    赴越南實習築夢
校 園 記 事

本校諮商與臨床心理學系陳韋廷、劉

穎臻、葉倚樂及陳貞云等 4 位同學，在蔣

世光和劉邏樺兩位教授積極爭取與協助下，

2019 年 7 月獲得教育部新南向「學海築

夢」實習計畫補助，赴越南河內的精神專

科醫院實習 1 個月，圓滿完成築夢計畫，

參與同學收穫豐碩。

參與同學透過實習，除認識越南精神

醫療系統中，不同的心理專業的人員如何

一起合作，也培養個人的責任心與團隊默

契，特別是 4 位同學在越南人生地不熟，

依靠同為臺灣人的夥伴，共同完成實習目

標，也建立臺、越彼此間的友誼，不論對

個人心智成長和人生經驗累積，都很有助

益。

負責此次計畫的蔣世光教授表示，非

常感謝教育部為臺灣大學生提供海外學習

的機會，讓學生能走出自己的舒適圈到海

外學習，在年輕的生命中留下多元包容的

深刻印記，也希望教育部能繼續持續新南

向「學海築夢」實習計畫，這對東部學子

將是莫大福音。

▼赴越南實習築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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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為夢想添翼    新加坡海外移地教學
校 園 記 事

本校管理學院財務金融學系、管理科

學與財金國際學士學位學程主任侯介澤教

授於 2019 年 8 月 26-30 日率領大一到大

四計 9 位同學赴新加坡辦理「2019 新加坡

海外移地教學計畫」，幫助同學認識新加

坡金融業發展。期間參訪新加坡國立大學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大華銀

行（UOB）、大華繼顯（UOB Kay Hian）與

台新銀行新加坡分行等單位。

參訪期間各單位皆肯定趙涵邏邏㨗校長治

校理念、國際處認真推廣國際教育與管理

學院積極辦理移地教學計畫，更歡迎東華

同學畢業後到新加坡就業。

海外移地教學計畫強調「認識新加坡

金融業發展」，課程規劃以「信用風險」、

「銀行」、「證券」與「資產管理」等為

主軸。藉由「課程研習」、「大師座談」、

「業者座談」與「工作場所實地參訪」等，

瞭解新加坡金融市場的國際競爭力。

新加坡自 1960 年後積極廣納國際人

才與資源，也因地理環境以貿易交易為

主、發展成為重要國際金融交易樞紐。學

員藉由新加坡大華銀行分行的實地參訪、

證券商分析師及賣方的現地座談，將在校

財務金融學系之課程學習與實務接軌。期

間與台新銀行新加坡分行林威沂行長座

談，瞭解臺資銀行在新加坡金融市場的現

況，及銀行外派人員生活經驗分享。林行

長鼓勵同學於在學期間赴金融業實習，對

未來求職更有加分作用，並於邁入職場後

仍努力持續學習，對工作努力認真，爭取

外派機會，向金融業中高階人才邁進。

▼管理科學與財金國際學士學位學程團隊成
員新加坡國立大學參訪合照 ▼參與學員與台新銀行新加坡分行同仁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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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為夢想添翼    國際音樂交流校 園 記 事

國際化，是近年來東華大學校務推動

上的重點項目之一。藝術學院音樂學系從

4 年前邀集國際著名演奏家與教育家主辦

「東華大學國際鋼琴音樂營」，2018 年暑

假聚集共 35 位全國各地優秀子弟，在優

美校園環境與頂級的國內外師資指導下，

進行 6 天 5 夜的音樂營。

每位學員可在配備有平台演奏琴的專

屬琴房練習，課程內容包含一對一個別課

程及大師班課程。另為進行全方位的學

習，均會安排數堂主題式課程，針對音樂

學習遇到的問題、練習方式及未來可能的

發展方向邀請專家來分享。音樂營盛事還

有教授音樂會與學員音樂會，被選拔演出

的學員均秉持專業態度和熟練的演奏，吸

引全員、家長及民眾的支持與參與。

2018 年 7 月，國際鋼琴音樂營已邀

請的名師包括俄國莫斯科音樂學院娜塔莉

亞．特魯爾教授（2015 及 2018 年）、德

國佛萊堡音樂學院克里斯多夫．席詩卡

教授、美國南加大諾曼．克里格爾教授

（2016 年）及維也納音樂大學羅曼．札斯

拉夫斯基教授（2017 年）等。

另東華大學音樂學系每年在暑假辦理

東華管樂營，今年首度與國際交流，與法

國「歐洲銅管之聲音樂節」合作，一次 10

位國際級師資進駐，帶來巨大的學習衝擊

及視野上的改變，吸引超過 110 位學員追

隨。

來東華指導的法國青壯管樂演奏家，

都畢業自法國最頂尖學校，水準及樂器之

多樣，是臺灣以往從未見過。他們優美

的音質、流暢的演奏和動人的詮釋，讓聽

眾永遠難忘，對參與課程的師生們更是震

撼，讓大家領悟音樂學習的樂趣。

東華管樂營於 2018 年 7 月 14 日在花

蓮縣文化局演藝廳舉辦閉幕音樂會，適逢

法國國慶日，東華藝術學院留法的教授特

別以「法國國慶由來以及當時社會背景和

對藝術潮流影響」為題，介紹法國國慶日

由來及對藝術潮流的影響，深獲好評。

在國際音樂家及師生家長們的肯定之

下，音樂學系期許國際音樂營隊能夠繼續

辦理並且獲得更大的支持及廣泛的回響，

提升臺灣音樂的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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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第二屆傑出校友

吳東明    宋茂生    何卓飛        

范美玲    張勝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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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 東 明

國立東華大學第二屆傑出校友

【得獎感言】

本人民國九十五年畢業於國際企業學系碩士班，感謝東華大學校友總會會長林有志

及全體理監事的肯定與推薦。

記得民國九十二年本人已於花蓮第一信用合作社服務三十多年，一方面深感經濟和

社會的急遽發展，個人在經營管理方面之專業，實有進修成長之必要，另一方面有鑑於

花蓮一信為地方金融機構，更需要拓展國際視野，因此報考擁有豐富學養師資群的東華

大學國際企業研究所。

在東華兩年半的求學期間，師長們亦師亦友的鼓勵，以及優秀同儕們的相互交流激

盪，不僅增長我的學術知識，讓我學習到用各種思考角度來處理事務及提昇了國際化的

視野，更直接運用到實務工作面。此期間，非但沒因為在職進修而怠慢業務的推展，花

蓮一信更將服務範圍拓展到花蓮縣之外的台東、高雄及台南，成為臺灣第一間跨四縣市

營業區的合作社，更增加對社員的多元化服務，以及和相關機構的策略聯盟。

除此之外，本人持續推動學習型組織，培育專業人才：花蓮一信除了重視員工的在

職訓練鼓勵考照外，並不定期委由金融研訓院辦理專業課程，並由花蓮一信員工擔任講

師辦理專業課程，且積極鼓勵同仁在工作之餘能回到學校求取知識，在多年的鼓勵之下，

迄今花蓮一信已有 24 名幹部取得母校碩士學位，未來花蓮一信將持續為邁向學習型組織

努力再努力，積極培育人才，期望每位同仁將其所學實際運用於工作上，大大地提昇專

業知識來為地方鄉親來服務。

於東華所學對我的影響是永續的，畢業後擔任花蓮勝安宮主任委員期間，運用所學

管理知識，將勝安宮導入 ISO 國際認證，提升服務品質，與國際接軌，同時也因財務透明

化獲得信眾更多的信任與支持。並規劃每年籌辦勝世安邦國際觀光文化季，結合民間宗

教信仰與花蓮在地觀光，成為花蓮每年宗教盛事。

最後除了感激母校所給予的栽培，並希望藉此機會鼓勵在學之學弟妹，能夠把握學

習時間，並養成終生學習之習慣，未來個人亦自期以感恩的心情持續回饋社會。

連結等工作。財務部掌管學生會的財產使用，所有金錢的支出都要經過財務部同意。

學生會會長、副會長位居幕後，對內協調跨部門的合作；對外則代表學生會發言，出席

相關活動與會議。

現　　　職：前花蓮第一信用合作社 理事主席

退休前職務：花蓮勝安宮 第十一、十二屆主任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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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 茂 生

國立東華大學第二屆傑出校友

【得獎感言】

感恩當年政府師範公費制度的德政，讓家境清寒自幼失怙的我，有升學的機會。五

年的師範專業薰陶，使我發現自己的聲樂潛能及興趣所在。感謝花師教我學會勇敢追夢

與堅持理想，尤其在花師讓我遇見人生的另一半羅玉蘭，我們是同屆同學。在音樂老師

指派下，由她擔任我參加花蓮縣成人組歌唱比賽的鋼琴伴奏，連續四年皆獲第一名，從

此生命有了彩色。

當年師專生被限制不得報考及插班大學，幸好留考並無此規定，尤其得知西歐大學

免學費後，深深地感謝上帝為我開了一扇窗。在妻子的支持與鼓勵之下，回台北上聲樂

課並到補習班修習德、法、西、義等語言課程，積極準備赴歐升學。

1974 年秋考入奧地利莎爾茲堡國立莫札特音樂院，為求更精進，第二年考入國立維

也納音樂院。該校不愧名列世界著名音樂院之一，它的入學難畢業更難。 當年入學時各

國聲樂學生約二十人左右，畢業時只剩下兩人。每次升級考試只有通過與沒通過兩種，

沒通過就退學。

鑑於維也納八年的學制，妻子辭去臺灣教職前來相助，兩人一起半工半讀，待穩定

後再接女兒過來一家團聚。民國 72 年秋畢業返國，開始繁忙的演唱及教學行程。76 年受

鮑家驄校長力邀返母校任教，下鄉輔導時發現花蓮地區中小學音樂教師嚴重缺乏，更少

有音樂進修管道。80 年建議當時校長陳邏臣先生成立音樂教育研究中心，積極培訓有興趣

擔任音樂教學的國小老師。連續數年辦理奧福，高大宜，達可羅茲教學法及直笛教學研

習班。在教材研發方面，於 84 年 7 月招訓全國 40 名國中小學教師為期 2 週 [ 原住民音樂

鄉土教材資料蒐集方法與實習 ] 暑期班。並陸續出版阿美族民謠 100 首，布農族民謠合唱

直笛伴奏曲集，泰雅族母語民謠集及原住民地區國民中小學合唱曲集 ( 一，二 ) 共五種原

民音樂教材。

民國 81 年擔任剛成立的音樂教育系主任，抱著戰戰兢兢的態度，深怕辜負師生們的

期望。每天早上 8 點鐘進音樂館從事教學及處理公務，晚上 11 點才回宿舍。由於音樂館

地處偏僻，學生晚間練琴安全尤其重要，因此我的練唱時間便挪到閉館後的晚上九點半

到十一點。

師院新設音樂系是重大且繁瑣的工程，除原有聲樂，鋼琴及理論作曲之外，尚需增

加管樂，弦樂， 擊樂等。在增聘數十位兼任教師之員額及交通補助費，都是不斷爭取與

遊說的角力過程，而成立交響樂團，更是長期策略與耐心的大考驗。系所聘任教師時，

也須同時考慮幫助全校性的社團，如國樂社，管樂社及合唱團的訓練發展以為回饋。感

謝多年來在同仁們合作與協助之下，交響樂團已茁壯成型，如今堪稱為東華之寶。

接受東華大學傑出校友的推薦是不忘花師的栽培，更感謝東華頒給我傑出校友。希

望花師人勇敢追夢堅持理想的精神能匯入東華，期待花師與新的東華大學共榮。

現　　　職：國立東華大學 音樂系主任 (退休時 )

退休前職務：佛教慈濟功德會北區慈詠隊 (原慈濟臺北

　　　　　　委員合唱團 )音樂總監兼指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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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職：佛光大學副校長 /講座教授

　　　行政院體育運動發展委員會 委員

　　　國訓中心競技強化委員會 委員

　　　中華民國奧林匹克委員會 執行委員

　　　文化委員會 主任委員

　　　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 總執行顧問

　　　中華民國冰石壺協會 理事長何 卓 飛

國立東華大學第二屆傑出校友

【得獎感言】

對於獲得東華大學第二屆傑出校友獎，要謝謝評審委員的青睞。然而在學校頒

給我此項榮譽，對我個人身份而言，頗具敏感性，內心充滿酸酸澀澀、苦苦鹹鹹，

卻也帶有甜甜暖暖的感覺。因為我正是負責將花蓮師院整併入東華大學的業務主

管，見證且執行兩校之整併。

由今日我國少子化的嚴重性，甚至被視為國安問題來看待，就我國大學數高達

一百六十幾所以上，在大學發展之最適規模與有限資源狀況下，大學之整併有其必

要性，尤其涉及資源之分配、整合運用與達成綜效性，保障大學之辦學品質，更是

負責任之政府應予重視之課題 ‧ 很高興的是，個人任內完成了母校的整併案，同

時給予學校發展上最大的協助，欣聞在歷任校長及現任趙涵㨗校長領導之下，校務

蒸蒸日上，拜學績效世界排名節節高升，泰唔士報世界大學排名亞洲達 195 名，臺

灣前十名內，真是可喜可賀，個人與有榮焉。

回想當初推動辦理整併的過程中，分別到花師及東華校區說明政策與了解推動

執行情形，曾經被東華在校區遊行抗爭反對整併的學生吐口水，被花師的一些老師

臭罵我為賣校賊，想來也不剩唏噓，但個人從不後悔，

個人對大學教育理想與理念一直秉持著 :「大學是傳遞與創新知識、文化與科

技的殿堂，更是培育國家重要人力資源之場所。如能充分發揮大學的功能，便能培

育卓越之人才，帶動整體學術與科技創新及經濟之發展。顯見大學的競爭力即為國

家競爭力之重要指標；大學的卓越化亦為提升國家競爭力之重要關鍵。」個人也期

望母校東華大學能夠朝理想邁進，

再次感謝評審委員與母校對於我個人之肯定，大家一起加油努力，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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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職：佛光大學副校長 /講座教授

　　　行政院體育運動發展委員會 委員

　　　國訓中心競技強化委員會 委員

　　　中華民國奧林匹克委員會 執行委員

　　　文化委員會 主任委員

　　　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 總執行顧問

　　　中華民國冰石壺協會 理事長

1 0 . 第 一 屆 榮 譽 校 友
( 輝煌成就 - 熱心公益 - 專業卓越 )

孫崇發    李春男    敖幼祥

Scott Simon            郭智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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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華大學第一屆榮譽校友

現職：　TOTALIFE國際機構 總裁

 人人體重管理基金會 董事長

 國際抗老菁英名仕會 理事長

 北京清華大學臺灣校友總會 顧問

孫 崇 發
【得獎感言】

人生已過七十，對一切名利也漸漸看淡了，只求利用餘生，貢獻於眾生。

這次受到趙校長邀請，參加東華大學 25 週年校慶，並接受第一屆榮譽校友頒邏

表揚，我深感榮幸。來到「東華」給我的印象，就是一所幅員廣大，有規劃有設計

的大學。每間學院的建築都很有特色，有那麼好的環境，絕對是一所求學的好地方。

將來肯定會成為一所媲美英國牛津和劍橋大學的頂尖大學。

今年校慶趙校長從海內外，邀來很多貴賓和校友，讓我感觸最深的就是，由

八十歲的創校校長和九十歲的吳水雲監委的分享，了解到東華大學在 25 年前創校

的種種辛苦歷程。他們建校的理想和熱情，篳路藍縷到處奔走，得到了中央和地方

各界的支持，才創立了今天的「東華大學」。

「二十五年過去了，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年屆八十的創校校長—牟宗燦校

長，身材筆挺精神奕奕地站在講台上，分享這段歷史說：離開學校已經一段時間了，

這次回到學校，先去看看二十五年前，他親手種下的小樹，現在已長成大樹，樹蔭

下還可乘涼。

「前人種樹，後人乘涼」，牟校長雖已退休，看到現在的東華蒸蒸日上，喜悅

之情溢於言表。對我來講，我真的感同身受，想到當初創業時的艱辛，到處去拜託

人家的情景，把一天時間當兩天用直到現在。歲月匆匆三十年過去了，現在還有一

點價值，並且身為榮譽校友，與有榮焉，當然就盡力了。然而，前人種樹，後人不

能只是乘涼，更要繼續守護彼此心中的這顆樹這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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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華大學第一屆榮譽校友

現職：　	全信製藥有限公司	董事長

	 宜蘭縣政府	顧問

	 宜蘭義消分隊	顧問

李 春 男
【得獎感言】

感謝學校授予榮譽校友，實感榮幸，倍覺尊榮。惟自認才疏學淺，仍須自我鞭

策，以免有負學校授予榮譽校友的盛意。

東華大學，幅員遼闊，疆域冠台，校園美麗，人傑地靈，有傑出健壯的校長領

導，配合優秀師資，理念先進的全方位教授，25 年來為國家培養無數高知識水準

人材，是一所貢獻社會很多、享譽全國的好大學，今天我分享到這種榮耀，內心無

比歡欣，算是我人生最大光榮，今後當言行一致，是非分明，行為不踰矩，以維學

校名譽。

一個人一生只要有一技之長，加上努力學習，跟上時代變化，腳踏實地，在社

會上敦親睦鄰，必定會成功，我從最基層的鄉公所實習獸醫開始，實際接觸臨床的

各種病例，再經畜產試驗所研究的歷練，知道了該如何計劃自己前途，毅然決然

離開公職，從事相關畜牧獸醫工作，創立全信製藥有限公司，專為各種動物提

供營養、保健、輔助飼料、治療的藥品，從無到有，先後 60 多年，研發出散劑、

針劑、液劑、飼料添加劑等，產品有抗生素類、磺胺劑、維生素、礦物質類等 158

種藥品，工廠硬體、軟體方面合乎 G.M.P. 嚴格要求，需要理化品管部儀器，如高效

能液相分析儀 (HPLC)、紫外線光譜分析儀 (UV)、紅外線光譜儀 (IR)、薄層分析儀 (TLC)

等，以達到優良造規範 G.M.P. 標準產品，效能達到國際標準的力價，要求成份絕對

正確且穩定，因此在市場上佔有一席之地，並且受到青睞，就是一個例子，願各位

學梓亦有一套處事的原則，朝目標邁進，尤其在這良好的學習環境裡，必定能歷練

獲得成功的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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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華大學第一屆榮譽校友

現職：　花漫社文化事業工作室

敖 幼 祥
【得獎感言】

二十多年前，因為想要尋求一處清靜的地方進行創作，也是償還積欠多年未履

行合約的稿債，天賜緣份讓我落腳在風景美如畫的靜浦村，就在太平洋和秀姑巒溪

出海口邊上的小小小泥房裡，重拾回對漫畫的熱情，每天看著自海平面升起的金色

朝陽，和每晚映在海面上的銀色月光。

在周遭鄰居還沒有來得及認識我的時候，已經完成了好幾冊的漫畫，創作效率

之快令自己每天都超興奮期待著第二天的日出。除了在生活上更加的獨立，也學會

一邊看著大海哼著不成調的歌，一邊做著自己發明不知名的菜！那真叫做一個無缺

點的幸福。

天賜緣份因為來到花蓮，才有機會進入東華大學教授漫畫，這也是首次站在講

台上面對 50 幾位大學生談漫畫、學漫畫、畫漫畫！緊張到汗流浹背，下課後襯衫

都能擰出一杯水，覺得自己才是這段通識教育課程裡收獲最大的學生，學會了如何

傳達漫畫技巧，學會如何編出適合的教材，之後實踐的”烏龍院漫畫小巴”下鄉教

學，以及去法國駐村進行交流，許多都源自予在東華大學的體驗與經驗，這次能得

到”榮譽校友”這個殊榮，非常感謝校方的肯定，我會繼續努力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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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華大學第一屆榮譽校友

現職：　加拿大渥太華大學	正教授

Scott Simon 
【得獎感言】

I am very honoured to be nominated as NDHU’s first honorary alumni. I have had a long relationship with NDHU, beginning in 
the academic year 2000-2001 when I taught a graduate course as part-time faculty in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Ethnic Relations. 
Ever since I started working at the University of Ottawa in 2001, it was my dream to establish relations between UO and 
NDHU. From 2004 to 2007, I conducted 18 months of field research in Truku communities in Wanrong and Hsiulin Townships 
of Hualien County, as well as in a Seediq community in Ren’ai Township, Nantou County. I also did 6 months of field research 
in Hsiulin Township and Ren’ai in 2012-2013. And, I have made an effort to visit NDHU at least one a year. I have maintained 
close relations with NDHU faculty, often coming to give invited lectures, attend conferences, and in 2005, as a visiting researcher 
at the College of Indigenous Studies. I came to appreciate NDHU as an international leader in Indigenous Studies. As a matter 
of fact, some of my first readings about Indigenous issues in Canada were of articles and books written by NDHU faculty 
members. The College of Indigenous Studies became my“home-away-from-home,”but more importantly, an incubator of my 
academic work on Indigenous Studies and Indigenous Rights. Without this intellectual stimulation and nourishment, I would not 
have become the researcher that I am today.  
I have long hoped to pass on the lessons from Taiwan to younger generations. Finally, in 2015, 2017, and 2019, I was able to 
bring a delegation of students from the UO Faculty of Social Sciences to study in a field research course entitled “Indigenous 
Peoples of Taiwan.” I hope that we can deepen our ties and academic collaboration. As both Taiwan and Canada move 
toward Peace and Reconciliation with Indigenous peoples, Indigenous education is increasingly important for Indigenous and non-
Indigenous students alike. I plan to bring students back to NDHU in 2021 and 2023 ; but also hope that we can take NDHU 
students to Canada. Moreover, I plan to spend most of my sabbatical in 2021-2022 at NDHU. I am very honoured to be a part 
of the important project of Indigenous education at NDHU ; and thus very happy to be invited to be NDHU’s first honorary 
alumnus. 

我很榮幸被提名為國立東華大學的第一位榮譽校友。從 2000-2001 學年開始，我就與東華大學建立了長期的關

係，當時我在族群關係研究所教過 「高等人類學理論」。自從我 2001 年開始在渥太華大學教書以來，我的夢想就

是要協助渥太華大學和東華大學建立密切的學術關係。從 2004 年到 2007 年，我在花蓮縣萬榮鄉和秀林鄉的太魯

閣族部落以及南投縣仁愛鄉的賽德克族部落進行了 18 個月的田野研究。我還於 2012-2013 年在秀林鄉和仁愛鄉進

行了 6 個月的田調。而且，我努力每年至少訪問東華大學一次。我與東華大學的教授保持著密切的關係，經常來

此進行演講，參加會議，並在 2005 年以原民院的訪問學者身份進行田野研究。我非常認同東華大學是國際原住民

族研究的領導者。事實上，我自己剛開始的時候，讀過東華大學的教授所寫的文章和書籍才了解對加拿大第一民

族的歷史與現況。原民院已經成為了我的“第二故鄉”，但更重要的是，這是我有關原住民族研究和原住民族權

利的學術研究的搖籃。沒有這種學術的刺激和營養，我就不會成為今天的研究者。

我一直希望將把臺灣的研究精神傳給年輕一代。 最終，在 2015 年，2017 年和 2019 年，我有機會帶領渥太華

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的學生代表團進行“臺灣原住民族”的實地研究課程。他們有機會跟東華大學的教授學習，跟

東大的學生交流，也可以親自參訪部落。我希望我們能夠加深這種學術合作。 隨著臺灣和加拿大都與原住民族發

展出和平與和解 (peace and reconciliation) 的關係，原住民族教育對原住民和非原住民的學生越來越重要。 我計劃在

2021 年和 2023 年將學生帶回東華大學； 但也希望我們能邀請東華大學的學生來加拿大研究加拿大第一民族的議

題。 此外，我計劃在 2021-2022 年在東華大學當客座教授。 我很榮幸能夠在東華大學的原住民教育扮演小的角色。

我也覺得國際教育的交流很重要。我們都支持歷史與轉型正義。 因此，我很高興被邀請成為東華大學的第一名榮

譽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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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華大學第一屆榮譽校友

現職：　崇越集團	董事長

郭 智 輝

【得獎感言】

很榮幸獲選為東華大學第一屆榮譽校友，回首過往求學經歷與職涯發展的酸甜

點滴，今天得到這份榮譽更令我備感欣喜。

投身職場以來，我始終相信，學習是維持競爭力的最佳方式。除了工作上的專

業知識，我也透過大量閱讀，但求在事業經營的過程中，能有更多元的思維，不致

於向單一價值過度傾斜。

個人的經驗累積有限，但是透過學習，尤其是有系統的學習，可以快速增加多

元的知識和智慧。因此當事業根基稍具規模之際，我再度拎起書本，就讀碩士班、

博士班，汲取更有系統、更具理論含量的管理知識，並取得臺北大學企管博士學位。

身為崇越集團的負責人，除了自身有系統地吸收知識，我也鼓勵員工在職進

修，跟著公司成長、終身學習，提升自我能力。在專注半導體材料、海產鮮物流通

業務之餘，我還身兼集團教育長，統籌全體夥伴的教育訓練事宜，期能讓公司與同

仁同步向前。

崇越集團從半導體材料代理商出發，跨足大健康產業領域的優質水產流通事

業，並長年支持臺灣管理學會、舉辦「崇越論文大賞」等學術活動。科技、健康、

學術三個區塊看似關聯不大，其實都是植基於知識，核心目標則是提供人類更好的

生活。

知識就是力量，學習則是獲取力量的方法。臺灣儘管地小人稠資源少，但是靠

著人才、知識與汗水，在世界舞台仍站有一席之地。臺灣的發展過程也幾乎是我成

長的寫照。以我個人的經歷與小小成就能獲得首屆榮譽校友肯定，十分感謝東華大

學的青睞。

在全體師生的努力下，東華大學已成為東部學術重鎮，在此基礎上，相信未來

在學術界、產業界必能更上層樓。

最後敬祝　校務昌隆！全體師生　平安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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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國立東華大學捐款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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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捐款者資料 (打*號處請務必填妥) 

捐款者*  身分證字號/統一編號* (可簡化捐贈者綜合所得稅申報作業) 

服務單位  聯絡電話  

職稱  手機*  

通訊地址* □□□□□ 

電子信箱  

□ 校  友 民國      年                (系∕所∕班) 畢 

□ 非校友 □教職員 □學生家長 □社會人士 □企業公司 □財團法人 □其他                     

二、捐贈金額* 
□ 定期捐款 

 

每月捐款新台幣          元，自     年     月起至     年     月止。 

收據寄送方式：□ 每次扣款成功後開立收據並即刻寄送 

       □ 每次扣款成功後開立收據並於當年底彙整後一次寄送 

□ 一次捐款 □ 新台幣              元整    

三、捐贈方式* 

國

內 

□ 郵政劃撥 填寫郵政劃撥單。戶名：國立東華大學，帳號：06624133 

□ 支票或匯票 

抬頭：國立東華大學 或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支票請註明禁止背書轉讓及加劃橫線， 

以掛號郵寄「97401 花蓮縣壽豐鄉志學村大學路二段 1 號˙國立東華大學秘書室收」。 

□ 電匯 

銀行：台灣銀行花蓮分行 

銀行代碼：004 

戶名：國立東華大學 403 專戶 

帳號： 018036071116 

□ 現金、實物 請交由本校秘書室簽收 

國

外 
□ 電匯 

海外捐款請寫： 

銀行（BANK NAME）：BANK OF TAIWAN,HUALIEN BRANCH 

銀行代碼（SWIFT ADD.）：BKTWTWTP018 

戶名（A/C NAME）：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 

帳號（A/C NO.）：018036071116 

四、捐款收據可扣抵所得稅之用，請勾選收據抬頭* 

    □ 同捐款者     □ 其他（公司、他人名義）                                               

五、如蒙捐贈，請傳真或郵寄至東華大學秘書室，以備寄送收據及資料存查，謝謝！ 
 郵寄地址：「974301 花蓮縣壽豐鄉志學村大學路 2 段 1號˙國立東華大學秘書室 收」  

聯絡人：林佩瑤 助理         電話：03-890-6013          傳真：03-890-0111 

 

國立東華大學捐款單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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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捐
款
用
途(

請
勾
選) 

不指定用途 □捐贈國立東華大學「校務基金」統籌運用 

指定用途 □保護生命專戶(關懷學生、保護生命，大家一起來。本專戶對於遭逢意外及家庭變故之學生

提供即時援助；此外，為保障學子交通安全，提供市區接駁車服務) 

□偏鄉服務專戶(東華力推社會服務學習，帶領學生發揮互助精神，走入鄰近社區與偏鄉服務

學童，帶給社區實質的幫助與新的思考，也提供學生更多元的學習管道) 

□教學卓越專戶(辦理「東華卓越講座」激盪全校師生思維與新知；推動「東華讀字節」的全

校共讀，打造洋溢書香的校園文化，並將書籍轉贈偏鄉，將閱讀的種子散播全台) 

□校園空間改善(打造更舒適的用餐環境、提供更多元的餐飲選擇、並持續改善校內餐飲環境

品質，為學生的飲食健康把關) 

□美崙校區活化專戶(美崙校區經行政院核可成立「東華創新研究園區」，提供全方位教育訓

練、產學合作、廠商育成與場地租用服務，歡迎各界贊助強化設施及各項軟硬體服務) 

□社會參與專戶(以研發產能回饋鄉里，將系所資源投入弱勢關懷，為師生打造社會公義平台

等參與社會事務，對社會進展做出實質貢獻) 

□人才培育專戶(隨著全球化與在地化趨勢發展，大學在人才培育上對學生具有培養學力與發

掘才華之雙重使命，包括提升閱讀寫作能力、以及溝通合作態度等) 

□學術奠基專戶(投注理工、人文社會、教育、環境等傳統學術領域的紮根與深化，奠定學生

在各個專業領域之自信與業績) 

□國際化專戶(落實「將世界帶入東華」之國際化目標。透過此專戶打造國際化之校園環境，

創造更多機會獲取國際經驗，拓展學生國際視野及就業競爭力) 

□校友愛校回饋專戶(東華已卓然而立，並正努力開拓自己的前途。「一日東華人，終身東華

人」，希冀校友們回饋、愛護您永遠的母校，協助東華大學繼續發展與成長) 

□理工學院□應用數學系□物理學系□生命科學系□化學系□資訊工程學系□材料科學與

工程學系□電機工程學系□光電工程學系 

□管理學院□企業管理學系□運籌管理研究所□國際企業學系□會計學系□會計與財務碩

士學位學程□資訊管理學系□資訊管理碩士學位學程□財務金融學系□觀光暨休閒遊憩學

系□管理學院管理科學與財金國際學士學位學程□管理學院高階經營管理碩士在職專班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諮商與臨床心理學系□華文文學系□中國語文學系□英美語文學系

□臺灣文化學系□社會學系□財經法律研究所□公共行政學系□法律學士學位學程□歷史

學系□經濟學系 

□花師教育學院□課程設計與潛能開發學系□教育行政與管理學系□特殊教育學系□體育

與運動科學系□幼兒教育學系 

□原住民民族學院□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民族事務與發展學系□

民族社會工作學士班學位學程 

□藝術學院□音樂學系□藝術與設計學系□藝術創意產業學系 

□環境學院□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人文與環境碩士學位學程 

□海洋科學學院□海洋生物研究所 

□其他   指定捐款用途為______________________ 



118 東華校友總會會員申請單

12. 東華校友總會會員申請單

118



119 12

中華民國國立東華大學校友總會 會員入會申請書 

會員資格：□個人   □永久   □團體   □ 贊助     ＊表示必填項目 

＊姓名  ＊性別  ＊現職  

＊學制 □學士     □碩士     □碩士在職專班     □博士 

＊畢業系所  ＊畢業年份 民國        年 

＊出生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E-mail  

聯絡電話 

住家： ＊手機： 

公司： 傳真： 

＊通訊地址  

 

＊申請人：                           (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以下各欄由本會填寫，會員勿填) 

    審 

    查 

    結 

    果 

會

員

類

別 

□個人永久會員 

□永久會員 

□團體會員 

□贊助會員 

※以上含入會費及第一年常

年會費。永久會員免繳第二年

後之常年會費 

會

員

證

號 

 

□個人 ________________ 號 

□團體 ________________ 號 

□贊助 ________________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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