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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東華大學環境學院為跨領域與科際整合特色的院系合一單位，在 2009

年整合東華大學及原花蓮教育大學具生態學、地球科學、環境規劃、資源經

濟與文化及環境教育等背景的共 31 位專業教師，成立大學部、碩士班與博

士班等學制，以作為培養兼具科學與人文素養之自然資源與環境研究與管

理人才的學術搖籃。在院、系發展與資源整合部分，透過制訂發展計畫、教

育目標、學生核心專業能力培養，及落實教師專業發展的理念下，透過設置

院級防災研究中心、校園環境中心、環境教育中心及臺灣東部地震研究中心、

服務學習推動計畫、空間與人力資源的整合運用及制訂學生核心能力課程

等方式加以落實，並根據教學專業與學術研究品質提升的機制(如各級委員

會)，進一步達成審核與發展自我改善之回饋機制。 

在目標、核心專業能力與課程上，本院系依據教育目標與核心專業能力，

成立行政暨課程規劃委員會負責規劃並定期討論與修正各學制的專業課程。

大學部除了校核心或通識課程、院基礎與系核心學程，依據頂石課程結構

(capstone program)的理念並整合師資專長，開授生態與保育、環境管理與環

境教育及地球科學等三個學程，並設置專題研究與學士論文的選修課程，來

培養學生投入專業領域的訓練；碩士班則依專業領域區別出生態與保育領

域、環境政策與城鄉規劃領域、環境教育與生態旅遊領域及地球科學領域等

四個教學與研究領域；國際碩士班與人文與環境碩士學位學程著重培養區

域合作學校之大學畢業生進行跨國之學術研究合作；博士班則著重於養成

具獨立進行研究能力且具跨領域視野的研究專才。各項班制的課程規劃及

其與教育目標、核心能力的關係，皆透過行政暨課程規劃委員會的運作加以

規劃，並建構出課程學習地圖及生涯進路圖，讓學生瞭解其修業與生涯規劃，

再透過家族導師制協助各項輔導與諮詢事宜，與設立大學部的核心專業能

力評量標準，以達到連結核心專業能力、學習成效指標及學生學習評量的評

估機制。 

就教師、教學與支持系統的建構而言，本院系設置教師評審委員會進行

教師升等、遴聘與獎懲各項機制，並在院系教育目標、核心專業能力與社會

需求下聘用符合院系需求的教師，進一步配合學校的教務資訊系統、教師教

學評量、教務會議、校教學特優教師遴選委員會，及院行政暨課程委規劃員

會，以協助瞭解學生學習需求。教師專業發展的建置系統，讓教師能夠瞭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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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對於該課程品質之回饋與建議，據此提出改善教學品質之方法。在學生、

學習與支持系統上，本院系透過多元與在地學習的教學方式，進一步提供充

足的教學與學習資源。在學生學習輔導上，藉由導師生輔導工作委員會的定

期運作，成立家族導師制，並配合校級中心與各級委員會的機制，來關心學

生學習與課外活動生活情況，並提供系學會導師生活動費的補助來協助系

學會舉辦各項活動。在生涯輔導上，藉由生職涯輔導分享會，進一步讓在學

學生瞭解現今職涯發展的脈動。在空間的提供上，另提供系學會的辦公室，

作為學生各項活動討論、企劃與辦理之用。 

本院系在研究、服務與支持系統上，藉由教師專業整合的方式，共區分

出四大研究專業，積極鼓勵教師發展跨領域特色計畫。配合校級機制，制訂

院系的教師獎勵與評鑑辦法及相關學生學術表現獎補助辦法，並採合作共

構的方式爭取各單位的研究與產學合作計畫。另透過四個研究中心的運作，

積極參與各項產學合作、社區輔導計畫及舉辦研討會，讓師生將各項社會服

務實踐於東臺灣領域。最後，在自我分析、改善與發展上，本院系配合學務

處建立蒐集內外部利害關係人意見及教學卓越中心的學習成效評量機制，

經由院系的行政暨課程規劃委員會通過本院系學生學習成效總結性評量辦

法，並制訂出本院系核心專業能力評量標準，來建構出各學制之核心專業能

力、學習成效指標與評量方式，並透過行政暨課程規劃委員會規劃未來的發

展方向，以做為品質改善的參考依循，藉此落實回饋院系擬定評估學生學習

成效之相關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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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一、本院系組織與課程架構 

東華大學「環境學院籌備中心」成立於 2009 年 3 月，並於當年

度 8 月將東華大學「自然資源管理研究所」、「環境政策研究所」，及

原花蓮教育大學「生態與環境教育研究所」、「地球科學研究所」與「生

物資源與科技研究所」等單位，並納入其他系所中具備相關領域專長

之專業教師，合併成立「環境學院暨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自資系)」。

環境學院自資系(本院系)是國立東華大學校內唯一院、系合一，且整

合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教學研究單位。 

在本院系的學術架構下，依研究導向並組成了「生態與保育」、「環

境教育與生態旅遊」、「環境管理與城鄉規劃」與「地球科學」四個研

究群，由各研究群的學群代表、課程委員會(附錄 1)及行政委員會(附

錄 2)的成員，負責協調推動討論課程整合之工作(圖 1)。 

  

圖 1 本院系組織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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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系大學部之課程設計包含「院基礎學程」、「系核心學程」，

及「生態與保育學程」、「環境管理與環境教育學程」、「地球科學學程」

等三個專業選修學程，且另與原住民民族學院、人文社會科學學院之

老師合作設置「東臺灣生態文化學程」的跨院學程，並開授「環境災

害監測與防災」、「生態農業」、「環境教育人員認證」、「生態田野」、

「未來地球生態」及「環境政策」等六個跨領域微學程(附錄 3)。碩

士班分則分為「生態與保育」、「環境管理與城鄉規劃」、「環境教育與

生態旅遊」及「地球科學」等四組，招生分組、教學不分組，以招收

來自不同校系及不同領域的研究生(附錄 4)。學生入學後則可依個別

的興趣，選擇指導教授，或在四個研究群課程中選修需要的課程。博

士班學生則統合全院資源提供的選修課程，訓練並著重於養成具獨立

進行研究能力，且具跨領域視野的研究專才(附錄 5)。2014 年 9 月起，

經教育部核定新增「人文與環境碩士學位學程」(附錄 6)，屬於人文

社會科學學院、原住民民族學院與環境學院三學院共同成立之「跨院

碩士學位學程」(圖 2)。 

 

圖 2 本院系課程架構 

二、本院系發展目標與特色 

本院系規劃時著重「學術國際」、「服務在地」及「科技整合」的

發展理念，以營造優質的教學研究環境、強化教師專業發展、增加學

生學習深度與廣度、結合當地自然與人文資源，以發展區域特色，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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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東臺灣並與國際學術接軌為具體發展目標。在 2010 年與 2011 年開

始陸續設立「防災研究中心」、「校園環境中心」、「環境教育中心」及

「臺灣東部地震研究中心」等院級中心，並於 2020 年獲學校亮點計

畫的支持，成立「生態及永續科學研究中心」以推動跨領域的整合與

教學研究工作(附錄 7 至附錄 11)。 

在國際學術交流上，本院系 2009 年開始陸續與「東北林業大學

野生動物資源學院合作協議」、「浙江大學生命科學學院合作協議」、

「中國地質大學(武漢) 合作協議」、「日本北海道大學環境科學院合

作協議」、「韓國國立濟州大學校人文大學及社會科學研究團合作協

議」、「台灣海峽地質研究中心合作協議」、「泰國 Kasetsart University

大學合作協議」、「泰國宋卡王子大學合作協議」、「馬來西亞沙巴大學

科學與自然資源學院合作協議」、「印尼 Islamic State University 大學

合作協議」、「印尼迪波內戈羅大學科學與數學學院合作協議」及「尼

泊爾 NGO 合作協議」學術交流合作協議(附錄 12 至錯誤! 找不到參

照來源。)，加強國際學術研究合作與實質之師生交流，並積極與各合

作協議學術與課程交流(表 1)。 

表 1 補助師生與合作協議學校學術交流與野外實習活動 

年度 

項目 106 學年 107 學年 108 學年* 

活動名稱 

(補助經費(元)) 

◎補助碩士生至日

本北海道大學學術

交流活動(30,000) 

◎「熱帶生態學」師

生赴馬來西亞雨林

移 地 野 外 實 習

(75,405) 

◎「熱帶生態學」師

生赴馬來西亞雨林

移 地 野 外 實 習

(167,361) 

◎「熱帶生態學」師

生赴馬來西亞雨林

移地野外實習（108

學年度因防疫期間

此門課程無移地野

外實習） 

*108 學年度的補助待確認。 

在深耕東台灣及服務在地化的思維下，本院系教師在東部的公部

門、在地社群與非政府組織，亦有相當多的合作與在地連結。在各單

位的教學、社會參與及學術計畫合作上，除了與太魯閣國家公園、花

蓮林區管理處、花蓮農業改良場及花蓮縣政府各局處等單位合作，院

系教師亦參與產學合作的各項計畫與教育培訓的各項工作，與池南自

然教育中心、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五味屋、荒野保護協會、花蓮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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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集、青陽農場及富興生態農場等單位有密切合作，從師生課程參與、

戶外參訪、學生學習及農產品販售等方式，亦保持良好的實質互動關

係。 

自然資源與環境的各項議題，並非單一領域與學科能因應與解決。

本院系成立後，透過自然與社會專業領域(附錄 23)的對話與討論逐

漸形成共識，並展開及聚焦於「社會－生態系統」的整合課程與研究

氛圍，於 102 年開始執行科技部整合型計畫(社會-生態系統韌性與調

適性協同經營)迄今，共獲得六年的科技部永續發展學門的計畫獎助

(附錄 24)。在學校亮點計畫的支持下，就「再生能源、農業生產及生

態保育：社會生態系統韌性模型與治理之研究規劃」，提出科技部自

然司永續學門的「永續發展整合研究」計畫，期在強化永續議題的跨

領域研究實踐(Trans-disciplinary research)目標下，透過知識到行動

(Knowledge to action)的願景，提出永續發展的整體評估架構。 

三、本院系的師生結構分佈與未來展望 

在師生結構的分佈上，本院系學士班、碩士班及博士班學生人數

共 346 人，在 26 位專任教師員額下，師生比低於 20% (15.54%)，相

較於本校大部分的系所而言，已算良好的院系發展評估指標。在國際

化程度的發展下，外籍生人數佔整體學生數已達到 11%，已接近本校

總外籍生的比例(表 2)。因此，在本校成立國際處開拓國際學生的政

策與機制下，及配合教育部新南向等招生策略下，本院系國際化的表

現已有不錯的成效。 

表 2  106-108 學年度本院系師生人數與生師比概況 

 

在學生 延畢生 在學生 延畢生 在學生 延畢生

106-1 232 69 36 15 13 365 14 12 1 27 17.19

106-2 222 73 31 15 15 356 14 12 1 27 17.00

107-1 226 61 29 9 15 346 14 12 1 27 15.52

107-2 221 52 30 7 17 327 13 12 1 26 15.12

108-1 225 48 37 10 26 346 14 11 1 26 15.92

108-2 221 44 26 13 13 317 14 11 1 26 14.88

學期

學生人數 專任教師人數

※大學、碩士、博士學生包含：外籍學生、陸生、僑生及港澳僑生、轉學生及延畢生

※學生人數加加權計算方式：學士班人數*1、碩士班人數*2、博士班人數*3，碩博延畢生人數*1

師生比學士班 碩士班 博士班 人數

總計
教授

副教

授

助理

教授

人數

總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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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國內少子化的浪潮下，國內各大專校院皆已拓展並穩定生員

為其主要努力的目標。本院系學士班的招生管道主要為「繁星推薦(附

錄 25)」、「個人申請(附錄 26)」、「考試分發(附錄 27)」及「四技二專

甄選入學(附錄 28)」等方式，另有「學士班寒假與暑假轉學考(附錄 

29)」及「外籍學生入學(附錄 30)(放陸生、港、澳及馬來西亞僑生的

學士班招生簡章)」等方式招收學士班之生員。近三年來，本院系學士

班的註冊率已趨於穩定(接近 96%)(表 3)。 

表 3  106 至 108 學年度本院系學士班招生情況 

年度 

項目 
106 學年 107 學年 108 學年 

核定總招生名額 55 54 53 

放棄人數  2  4  1 

保留學籍人數  1  0  4 

休學人數  0  1  0 

實際註冊人數 52 49 48 

註冊率(%) 96.30  92.59  97.96 

在碩士班的招生管道上，則主要有「碩士班甄試(附錄 31)」、「碩

士班考試(附錄 32)」、「外籍生春季與秋季入學審查(附錄 33)」及「陸

生、港、澳及馬來西亞僑生的碩士班(附錄 34)」等方式。本地碩士班

的招生報名及註冊人數，在經歷 107 學年度的低點後，則有回穩的趨

勢(表 4)；而外籍碩士班的報名與註冊人數則相對穩定(表 5 與表 6)。 

 

表 4 106 至 108 學年度本院系本地碩士班招生情況 

年度 

項目 
106 學年 107 學年 108 學年 

核定總招生名額 44 44 38 

放棄人數 11 16 19 

保留學籍人數  2  0  3 

休學人數  3  3  1 

實際註冊人數 28 25 15 

註冊率(%) 73.81 63.64 45.71 

 

  



16 

 

表 5 106 至 108 學年度本院系外籍碩士班招生情況 

年度 

項目 
106 學年 107 學年 108 學年 

106-1 106-2 107-1 107-2 108-1 108-2 

校核定總招生名

額 
118 118 357 

申請人數 19 4 16 15 36 16 

入學人數 1 2 2 0 4 2 

*外籍生核定名額為本地生名額的 10%，但可在學校總量管制下增加招生名額。 

**108-2 入學人數待確認。 

 

表 6 106 至 108 學年度本院系人文與環境碩士學位學程招生情況 

年度 

項目 
106 學年 107 學年 108 學年 

106-1 106-2 107-1 107-2 108-1 108-2 

校核定總招生名

額 

(本地生核定招

生名額) 

118 

(2) 

118 

(2) 

357 

(1) 

申請人數 8 6 7 7 13 2 

入學人數 3 1 2 0 1 1 

*外籍生核定名額為本地生名額的 10%，但可在學校總量管制下增加招生名額。 

**108-2 入學人數待確認。 

至於博士班的招生方式(附錄 34 至附錄 37)則與碩士班相仿，本地與

外籍博士班的招生入學情況則以穩定(表 7 與表 8)。在近三年來，僑

生、陸生與交換生，在本院系修讀學位及訪問交流的人數亦不曾間斷

(表 9 與表 10)。前述資料顯示，本院系在國際化已展現初步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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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106 至 108 學年度本院系本地博士班招生情況 

年度 

項目 
106 學年 107 學年 108 學年 

核定總招生名額 3 3 3 

放棄人數 0 0 0 

保留學籍人數 0 0 2 

休學人數 1 0 1 

實際註冊人數 2 3 0 

註冊率(%) 100.00 100.00 100.00 

 

表 8 106 至 108 學年度本院系外籍博士班招生情況 

年度 

項目 
106 學年 107 學年 108 學年 

106-1 106-2 107-1 107-2 108-1 108-2 

校核定總招生名

額 
35 35 62 

申請人數 8 6 7 7 13 2 

人學人數 2 1 2 0 1 2 

*外籍生核定名額為本地生名額的 10%，但可在學校總量管制下增加招生名額。 

**108-2 入學人數待確認。 

 

表 9 106 至 108 學年度本院系僑生暨陸生人數 

年度 

國籍 

入學學期 
總計 

106-1 107-1 108-1 

澳門 1 0 2 3 

香港 1 2 2 5 

馬來西亞 0 3 0 3 

總計 2 5 4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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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106 至 108 學年度本院系交換生人數 

年度 

國籍 

入學學期 
總計 

106-1 106-2 107-1 107-2 108-1 108-2 

中國 1 0 5 2 2 0 10 

美國 0 0 1 0 0 0 1 

泰國 0 0 1 0 0 0 1 

就外籍生的分佈而言，本院系學生來至亞洲居多(如泰國、印尼、

印度、蒙古、孟加拉、馬來西亞、越南、尼泊爾、孟加拉與菲律賓等

國家)、歐洲(如英國、西班牙、俄羅斯、比利時、德國)居次，而外籍

生亦有來至美洲(如薩爾瓦多、加拿大、美國)與非洲(如馬拉威、史瓦

帝尼)與等洲的學生，包含交換生，及港、澳與陸生的加入，本院系的

國際生已超過 22 個國家。有此可知，本院系在配合學校進行國際化

培養外籍生生員的目標，已達到初步的成效(附錄 38)請再次確認國

籍與入學人數。 

展望未來，本院系在研究、服務與支持系統上，藉由教師專業整

合的方式，共區分出四大研究專業，積極鼓勵教師發展跨領域特色計

畫。配合校級機制，制訂院系的教師獎勵與評鑑辦法及相關學生學術

表現獎補助辦法，並採合作共構的方式爭取各單位的研究與產學合作

計畫。另透過五個研究中心的運作，積極參與各項產學合作、社區輔

導計畫及舉辦研討會，讓師生將各項社會服務實踐於東臺灣領域。最

後，在自我分析、改善與發展上，本院系配合學務處建立蒐集內外部

利害關係人意見及教學卓越中心的學習成效評量機制，經由院系的行

政暨課程規劃委員會通過本院系學生學習成效總結性評量辦法，並制

訂出本院系核心專業能力評量標準，來建構出各學制之核心專業能力、

學習成效指標與評量方式，並透過行政暨課程規劃委員會規劃未來的

發展方向，以做為品質改善的參考依循，藉此落實回饋院系擬定評估

學生學習成效之相關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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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一：系所發展、經營及改善 

本院系成立於 2009 年，在本校發展特色與當前社會需求下，本

院系的自我定位為在東臺灣環境的相關研究與發展下，以生態保育、

地球科學及自然資源的基本調查研究為基礎，應用環境教育、環境管

理、環境規劃、環境與資源經濟及保護區經營管理等學科，擬定培養

兼具科學與人文素養之自然資源與環境研究與管理人才的教育目標，

並據此提供建構我國社會生態永續發展的相關建議。以下將從「系所

目標、特色及發展規劃」、「系所課程規劃與開設」、「系所經營與

行政支援」及「系所自我分析與持續發展」進行介紹，並說明本院系

的自我改善之回饋機制。 

1-1 系所目標、特色及發展規劃  

本校的校務發展目標為「營造溫馨之校園氣氛，形塑多元之校園

文化」、「創造優質之學習、教學與研究環境」、「提昇教師專業發展，

建立特色之教師社群」、「以學生為本位，增強學生學習深度與廣度」、

「結合在地自然與人文資源，發展東臺灣特色」、「接軌國際學術，拓

展全球視野」。而在本校發展特色與永續發展的思考下，本院系即擬

定三項教育目標：(1)培養兼具國際視野與本土關懷的學生；(2)培養具

備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知識的人才；(3)「培養具備環境倫理與人文素

養的環境公民」的教育目標。本院系的院系精神與特色為「全球性思

考與在地性行動」(think globally, act locally)，即以全球性的視野思考，

並逐步落實為在地的實踐；而隨著環境問題的全球化與複雜化，解決

環境問題必須具備國際視野與跨領域思考的能力，因此必須為國家培

養同時兼具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環境倫理、與人文素養的跨領域人

才。同時，在近代的民主化國家，欲解決各類的生態與環境問題，還

必須仰賴活躍且大量的環境團體與公民。 

綜上所述，本院系基於上述特色與教育目標，擬定院系的五大發

展方向如下：(1)培養在環境研究上所需具有自然與社會科學概念、科

學與人文視野的自然資源與環境研究、規劃與管理的專業人才；(2)藉

由生態學與地球科學各領域的基礎研究、適應性經營的管理制度的探

討、結合社區、原住民與民間組織共同經營管理的研究，提供臺灣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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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永續發展社會的重要經驗依據；(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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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發展生態城鄉規劃、學校

社區及自然保護區環境教育的研究與實例操作，以協助臺灣東部地區

永續發展架構之建立；(5)推動環境學院、原住民民族、人文社會科學

學院之合作，設置跨院的、且具東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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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拓東部多

元文化與自然景觀的產業發展與就業市場。 

1-2 系所課程規劃與開設 

如前所述，在全球角度的視野下，本院系的研究與發展，奠基

於東臺灣的環境相關研究，期探詢能解決台灣環境問題的具體策

略，進而有助於促進臺灣的自然資源與環境的永續發展。為培養兼

具科學與人文素養之自然資源與環境研究與管理人才，並依序系院

的目標與特色，將大學部、碩士班與博士班學生的核心專業能力指

標與素養，建構如表 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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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本院系各學制學生的核心專業能力指標 

大學部學生 碩士班學生 博士班學生 

◎具備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基

礎知識 

◎能覺知多元的自然科學與社會

科學理論並具備研究能力 

◎具備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研

究能力，並了解各種研究典範所蘊

含的哲學基礎與世界觀 

◎具備觀察、理解、闡釋自然環境

與人類社會互動及變遷關係的能

力 

◎具備自然資源與人類社會議題

之調查分析、規劃與經營之能力 

◎具備環境倫理與整全的生態哲

思，並有能力轉化為思想論述與社

會實踐 

◎具備多元資料收集策略、閱讀論

文、撰寫環境報導及口頭報告的能

力 

◎具備將環境倫理與生態思想落

實於永續性生活型態的能力 

◎具備將環境倫理與生態思想落

實於永續性生活型態的能力 

◎能終身學習、對環境維持熱情關

懷、並願意做出對在地環境獻身的

承諾 

◎能以整全式的觀點來解析環境

問題，並具備發展系統性解決方案

的能力 

◎能整合生態及社會文化的觀點，

以獨立或團體動力方式評估環境

議題，澄清相關的價值觀，並提出

解決方案 

◎具備環境倫理觀、社會責任感與

社會實踐力 

◎具備系統分析、未來思考、溝通

協調與團隊合作的能力 

◎具備在大學、政府、企業、第三

部門或研究機構進行研究，教學、

與社會關懷的能力 

◎具備獨立思考、溝通協調與團隊

合作的能力 

◎具備終身學習、國際視野與外語

溝通的能力 
  

◎具備基本外國語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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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校的課程規劃與院系特色課程的架構，本院系大學部的課

程規劃為層次式學程的頂石課程結構(Capstone program)（圖 3），分

別包含校核心及通識、院基礎、系核心、及三個系專業學程、一個

跨院學程及五個院特色微學程(圖 2 與附錄 3)。院基礎學程為學生奠

立生態學、地球科學、環境科學與社會科學所需的基礎科學知識；

系核心學程建立在環境研究上必要的自然與社會科學概念，以及空

間與統計分析的基礎。三個專業選修課程，分別著重於地球的物理

環境、生態及政策與管理面向的理論與實務，作為學生未來從事自

然資源與環境研究、規劃與管理的準備，培育兼具科學與人文素養

之自然資源與環境研究的學生。依據頂石課程結構之規劃，三個專

業學程中均設有專題研究、學士論文之選修課程，提供優秀學生整

合所修之專業課程及進入專業領域之訓練。而跨學院的東臺灣生態

文化學程(附錄 40：106-108 學年度東臺灣生態文化學程課規劃) 則

著重於東臺灣的特色，提供學生具東部文化及原住民特色的課程選

項。 

 

圖 3 capstone 架構 

學士班之院基礎及系核心課程(必修)，一般以院內老師合開或輪

開為原則；專業選修學程：則加強結構化設計，使大學部學生能完整

學習至少兩個領域之知識。配合系核心課程(9 門課中必選 7 門課)減

少科目數與根據結構化設計進階課程，並搭配專題研究與論文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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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使學生因研究需求，允許且輔導三、四年級學士班上修碩班課

程(自 102 學年度推動 3+2 學士班優秀學生直攻碩士)。 

為加強學生野外實地經驗，本系則更輔以具特色的服務學習（0-

1 學分、但必需修習二次、並滿足 3 個校內外機構，及 80 小時的服

務），環院成立的院級校園環境中心設置校園內各項生態野外調查的

小組，提供學生許多的野外體驗。院級的防災中心與環境教育中心，

亦分別輔導學生服務學習。學生亦能至校外與環院簽訂合作協訂的機

構，從事服務學習活動(附錄 40：服務學習校外簽約機構）。透過與服

務學習結合，提供更多元的校園文化環境與優質學習。本院系教學目

標與期待學生核心專業能力中包括社會實踐與行動能力之培養，透過

服務學習課程，及對學生服務學習的要求，培養學生具公民意識、社

會參與及奉獻服務的人生觀、強化學生具備公民責任與社會實踐能力。

我們希望營造一個具特色與增加本系學生在實作場域累積經驗的機

會。本院系服務學習課程施行辦法於 2011 年 11 月 28 日通過後，2012

年 9 月 24 日與 2013 年 12 月 09 日再次修正。自資系大學部學生於畢

業前，應依序修習與通過服務學習(一)與服務學習(二)課程，並完成本

系服務學習時數之各項相關規定，包括於不同的 3 個機構從事服務學

習，及服務學習總時數須達 80 小時以上。 

現有之院系服務學習計畫為2019環境教育學術暨實務交流國際

研討會服務學習計畫、野望自然影展在東華、富興生態農場農產品銷

售、2013農企業暨生物產業傳播研討會服務學習計畫、自資系系辦公

室服務學習計畫(如維護電腦教室系統、檢查教學投影設備、維持教室

秩序與整潔服務學習計畫、院系務行政、公文收發）、環境學院電腦

教室、環境學院十週年系列活動等。目前合作的校外簽約機構則有林

務局花蓮林區管理處、花蓮縣鄉村社區大學發展協會(五味屋)、花蓮

縣野鳥學會、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荒野保護協會花蓮分會、花蓮縣

棲地保育學會(青陽蝴蝶農場)、地球公民基金會(花東辦公室)、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瑪布隆有限公司、花蓮縣樸門永

續生活協會、社團法人花蓮縣牛犁社區交流協會、遠雄海洋公園股份

有限公司、立川漁場股份有限公司及財團法人台灣基督教門諾會等14

http://www.ces.ndhu.edu.tw/files/14-1020-69733,r3001-1.php
http://www.ces.ndhu.edu.tw/files/14-1020-63137,r3001-1.php
http://www.ces.ndhu.edu.tw/files/14-1020-63138,r3001-1.php
http://www.ces.ndhu.edu.tw/files/14-1020-63138,r3001-1.php
http://www.ces.ndhu.edu.tw/files/14-1020-63136,r3001-1.php
http://www.ces.ndhu.edu.tw/files/14-1020-63135,r3001-1.php
http://www.ces.ndhu.edu.tw/files/14-1020-63135,r3001-1.php
http://www.ces.ndhu.edu.tw/files/14-1020-63135,r3001-1.php
http://www.ces.ndhu.edu.tw/files/14-1020-63133,r3001-1.php
http://www.ces.ndhu.edu.tw/files/14-1020-63133,r3001-1.php
http://www.ces.ndhu.edu.tw/files/14-1020-63132,r3001-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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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合作單位。因此，本院系在社會服務，與在地組織的連結已展現良

好的成效。 

碩士班則依其屬性區分下列四個教學與研究領域：(1)生態與保

育領域；(2)環境政策與城鄉規劃領域；(3)環境教育與生態旅遊領域；

及(4)地球科學領域，以培養各領域的研究、規劃與管理的專業人才：

國際碩士班(Master's Program (English-taught) on Natural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al Studies)以全英語的方式，著重培養區域合作學校的大

學畢業生，進行跨國之學術研究合作；人文與環境碩士學位學程

(Master of Humanity and Environmental Science Program)則專注培養本

國與外籍學生之跨領域人才。博士班的訓練則著重於養成具獨立進行

研究能力且具跨領域視野的研究專才。 

碩士與博士班則循”師徒傳承”的小班課程，強調專題討論課程師

生的互動與討論。碩士班修業規劃分研究型及實用型，規劃跨領域必

修之院整合型課程為「生態學專題」、「地球科學專題」、「環境治理專

題」、「環境教育專題」。採實用型修業規劃者，必需選修院整合型課

程 4 門，且至少需有 3 門取得及格成績。碩士班的修業規劃分研究型

及實用型，前者著重研究能力養成，畢業學分數為 30 學分，其畢業

論文為研究型論文；後者以專業訓練為主，畢業學分數為 36 學分，

其畢業論文為專業技術型論文。 

透過院系務發展、教育資源整合確保環院發展方向，與進行課

程設計、教學評量與學生輔導等措施，保證學生在校期間有完整的

學習環境與適性之發展，再利用畢業生表現進行自我改善之機制，

以確保本院系與東華大學之特色能落實。 

1-3 系所經營與行政支援 

在院系的三個教育目標、五項發展方向、各學制的課程規劃配合

校級的各項委員會的運作下，本院系係透過設置院系的課程委員會

(附錄 1：院系課程委員會設置要點)、行政委員會(附錄 2：院系行政

委員會設置要點)、教師評審委員會(附錄 41：院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

置辦法)、國際事務委員會(附錄 42：院系國際事務委員會設置要點)、

教學優良教師遴選委員會(附錄 43：院系教學優良教師選委員會設置

http://www.ces.ndhu.edu.tw/files/11-1020-10931.php
http://www.ces.ndhu.edu.tw/files/11-1020-1093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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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點)、導師生輔導工作委員會(附錄 44：院系導師生輔導工作委員會

設置要點)及院務會議(附錄 45：院務會議設置要點)建構出在經營上

的行政管理機制，而在服務學習則由校園環境中心負責各項事務(附

錄 46：環境學院服務學習課程實施辦法、附錄 47：環境學院服務學

習課程實施要點)。 

因此，本院系在發展與資源整合部分，透過制訂發展計畫、教育

目標、學生核心專業能力培養，及落實教師專業發展的理念下，並設

置院級校園環境中心(附錄 48：校園環境中心設置要點)、防災研究中

心(附錄 49：防災研究中心設置要點)、環境教育中心(附錄 50：環境

教育中心設置要點)、臺灣東部地震研究中心(附錄 51：臺灣東部地震

研究中心設置要點)及生態及永續科學研究中心(附錄 52：生態及永續

科學研究中心設置要點)，來協助推動各項特色與發展事務；同時，在

院系經費支持(表 12：106-109 年度院系各項經費彙整)、空間與設備

(附錄 53：本院系空間與設備)及人力資源的整合運用下，配合教學專

業與學術研究品質提升的機制(如各級委員會)，進一步統合達成院系

經營所需要的各項行政資源，建構出自我改善之回饋機制。 

由院系各項目的經費彙整表 (表 12) 可知，校級分配經費的經常

門累計達 165 萬，國際化發展專帳累計近 18 萬，聘任專案教師的競

爭型員額專帳達到 170萬，而計畫管理費回流款累計餘額達到 400萬，

近三年本院系另獲得教育部教學研究改善計畫的獎助。在前述各項經

費的挹註下，對於本院系的「系所發展、經營及改善」、「教師與教

學」及「學生與學習」等發展有其助益。在此基礎上將藉由凝聚院系

教師共識，從各學制生員開拓、圖書儀器設備改善、院系特色發展及

國際合作等方向持續投入各項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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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106-109 年度院系各項經費彙整(單位：元) 

年度 

項目 
106 年 107 年 108 年 109 年 累計金額 

校級分配經費 

資本門 

經常門 

 

1,859,000 

1,160,000 

 

1,900,000 

1,000,000 

 

2,348,000 

1,041,000 

 

2,470,000 

1,025,000 

 

2,470,000 

2,680,724 

教育部教學研究相關圖書儀器

及設備改善計畫* 
 500,000 1,000,000 1,200,000 *** ** 

計畫管理費回流及各項回饋金

等經費 
 875,266 1,092,886 929,146 796,070 4,493,252 

國際化發展專帳回流款 130,000 135,000 135,000 ***  227,985 

競爭型員額專帳(專案教師)  525,170  591,281 719,940 *** 2,445,173 

*108 年度計畫期間為 108 年 12 月 25 日至 109 年 12 月 24 日；**教育部專案計畫無法累計；***尚未

核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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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系所自我分析與持續改善 

如前所述，本院系在「系所自我定位、教育目標及發展策略三者

間的關連性明確合理。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發展為院系發展的首要之

務，在此基礎上，本院系透過課程委員會的運作(附錄 54：本院系課

程委員會會議紀錄)，來規劃與開授學士班、碩士班及博士班學生所需

的各類課程，而在校園環境中心的運作(附錄 55：本院系校園環境中

心會議紀錄)所提供的服務學習課程，能培養學生的環境公民意識，具

備社會參與及奉獻服務的人生觀，並強化學生具備公民責任與社會實

踐能力。而在院系重大教學與研究的行政事務、規劃推動與整合院系

研究發展事宜，及研議與議決院系獎學金相關事務，則由院系行政委

員會的運作負責推動(附錄 56：本院系行政會議會議紀錄)。在本校設

置國際處負責推動國際合作、招生與各項事務，並提高本校國際能見

度與校系排名的目標下，本院系亦設置國際事務委員會，針對國際學

術與合作交流、國際學生招生、輔導與獎學金審議及課程規劃進行各

項事務的推動(附錄 57：本院系國際事務委員會會議紀錄)。 

在學生學習輔導上，本院系亦著重維護與增進學生的身心健康，

並輔導學生在學業與生活上的各項事宜。因此，在本校心理諮商規劃

委員會設置與運作(附錄 58：國立東華大學心理諮商輔導中心設置要

點)的支持下，藉由本院系導師生輔導工作委員會(附錄 69：本院系導

師生輔導工作委員會會議紀錄)的定期運作，成立家族導師制，從大一

至博士班來照顧與輔導學生；同時，配合校級心理諮商輔導中心、校

級職涯發展委員會(附錄 60：國立東華大學職涯發展委員會設置要點)、

學務處畢業生及校友輔導組、心理諮商規劃委員會(附錄 61：國立東

華大學心理諮商規劃委員會設置要點)及學生輔導委員會(附錄 62：國

立東華大學學生事務委員會組織章程)的各項機制，採定期與不定期

的模式來關心學生學習與課外活動生活情況，並掌握畢業生的職涯發

展。在學生自治組織的經營上，本院系有系學會及外籍生所經營的

GSS 研究生學會。除了定期與不定期的與學生組織會談外，本院系每

學期固定提撥 1/4 的導師活動費，協助學生舉辦各類學術性與非學術

性的活動，並適時聽取學生的相關意見與想法，以做為學生學習與輔

https://osa.ndhu.edu.tw/files/14-1007-121682,r4718-1.php?Lang=zh-tw
https://osa.ndhu.edu.tw/files/14-1007-121682,r4718-1.php?Lang=zh-tw
https://osa.ndhu.edu.tw/files/14-1007-121682,r4718-1.php?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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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持續改善的參考依循。 

院系教師的聘任、升等與評鑑等事項與院系的長遠發展影響甚鉅。

因此，在教師之遴聘聘任、聘期、升等、停聘、借調、 延長服務、出

國講學、研究進修、教授休假、教師評鑑及其他依法應審議之事項，

本院系配合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的運作(附錄 63：本校教師評審委員

會設置辦法)，設置院系教師評審委員會(附錄 64：本院系教師評審委

員會會議紀錄)，負責校師聘任、升等、評鑑、延攬及留任國內外各類

頂尖人才學術獎勵(附錄 65：院系延攬及留任國內外各類頂尖人才學

術獎勵設置要點)及教師研究績效獎勵等各項工作(附錄 66：院系教師

研究獎勵設置要點)。院系的事務若無全體教師的共識則無法順利推

動。因此，本院系在學校的組織規程(附錄 67：本校組織規程)下，設

置院系務委員會，針對本院之發展方針與計畫、教學研究及教務事項、

本院規章/辦法之擬訂、向校務會議所提之會議提案事項、設置委員會

的決議事項及相關特色與發展進行商議(附錄 68：系院務聯合會議會

議紀錄)，以厚實院系自我分析與持續改善的基礎。 

  

https://ces.ndhu.edu.tw/ezfiles/20/1020/img/328/76924764.pdf
https://ces.ndhu.edu.tw/ezfiles/20/1020/img/328/76924764.pdf
https://ces.ndhu.edu.tw/ezfiles/20/1020/img/328/76924764.pdf
https://ces.ndhu.edu.tw/ezfiles/20/1020/img/328/76924764.pdf
https://ces.ndhu.edu.tw/ezfiles/20/1020/img/328/355595470.pdf
https://ces.ndhu.edu.tw/ezfiles/20/1020/img/328/355595470.pdf
https://ces.ndhu.edu.tw/ezfiles/20/1020/img/328/35559547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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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二：教師與教學 

依據本院系的本院系三項教育目標與五大發展方向(參閱項目

一)，以四個研究群整合架構(圖 1)負責碩士與博士的的課程發展與學

術發展，而在大學部則依專業化分成三個專業選修學程(圖 2)。因此，

本院系教師的聘任、組成與升等皆有明確的規範，在前述的目標與發

展方向下，來因應符合學生學習需求與院系發展的目標。而在本校的

資源與相關的教師教學專業發展，與學術生涯發展的支持系統下，院

系教師能展現符合教育目標的教學程，以及學術與專業表現成效。以

下將從「教師遴聘、組成及其與教育目標、課程與學生學習需求之關

係」、「教師教學專業發展及其支持系統」及「教師學術生涯發展及

其支持系統」，並說明本院系的「教師教學、學術與專業表現之成效」。 

2-1 教師遴聘、組成及其與教育目標、課程與學生學習需求之關係 

本院系其專業領域與教育目標，區分為生態與保育組、環境教育

與生態旅遊組、環境政策與城鄉規劃組、地球科學等四組，目前共有

26 位專任教師(包含 14 位教授、11 位副教授、1 位助理教授)，均具

博士學位(附錄 69：院系專任老師專長與專業領域)。本院系設置教師

評審委員會，制定教評會設置辦法，教師聘任(附錄 70：國立東華大

學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專任教師聘任要點)、評鑑(附錄 71：國立東華

大學教師評鑑辦法、附錄 72：國立東華大學環境學院教師評鑑要點)、

升等(附錄 73：國立東華大學教師升等評審辦法、附錄 74：國立東華

大學環境學院教師升等評審要點)與獎懲，皆依據相關辦法實施；而在

甄選專任教師前，首重教師專業能力與學生學習需求、院系教育目標，

及發展方向的契合度，始進行徵聘的程序。 

本院系對於專、兼任師資之遴聘、續聘、考核等條件，其要點公

告周知等辦法，其內容與流程，均有清楚合理之規範，且確實執行；

此外，本院系師資結構穩定，且流動比率低。因此，本院系專任教師

組成結構合理，且能考量系所教育目標、課程開設需求(附錄 75：106-

108 學年度教師授課時數)等因素，並藉由師資專長來滿足院系發展需

求。教師開課之教學大綱皆必須經過行政暨課程規劃委員會(行政暨

課程規劃委員會之成員，除本系教師代表外，尚包括學生代表與業界

https://ces.ndhu.edu.tw/ezfiles/20/1020/img/2151/187911202.pdf
https://ces.ndhu.edu.tw/ezfiles/20/1020/img/2151/18791120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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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審議，內容必須包括課程目標與核心專業能力之關係。通過審議

後之教師教學大綱必須上傳本校教務資訊系統，而學生選修課程前，

可至本校全校課程查詢系統查詢各門課之教學大綱，與教學計劃表等

資訊。教師教學大綱也會以超連結方式連結至東華 e 學苑網站，供修

課學生查詢每週教學進度、公告、講義及出缺席狀況等訊息。透過前

述各項行政暨課程規劃委員會的機制機制，及院系教師的配合，以符

合院系教育目標及核心專業能力，並進一步達成學生學習需求的發展

方向。 

2-2 教師教學專業發展及其支持系統 

院系教師應在教育目標、各學制課程規劃與學生專業能力(表 12)

養成下，進行教師教學專業的各項發展，並進而運用合宜之教學方式

來進行授課。本院系大學部學生的核心專業包含「具備自然科學與社

會科學的基礎知識」、「具備觀察、理解、闡釋自然環境與人類社會

互動及變遷關係的能力」、「具備多元資料收集策略、閱讀論文、撰

寫環境報導及口頭報告的能力」、「能終身學習、對環境維持熱情關

懷、並願意做出對在地環境獻身的承諾」、「具備環境倫理觀、社會

責任感與社會實踐力」、「具備獨立思考、溝通協調與團隊合作的能

力」及「具備基本外國語文能力」等七項能力指標。 

在前述能力指標及「校核心課程」的基礎下，本院系教師教學的

專業即透過「環境學院基礎學程」、「自資系核心學程」、「生態與

保育學程」、「環境管理與環境教育學程」及「地球科學學程」的開

授，並結合「東台灣生態文化學程」及六個「環境學院微學程」來推

動教師教學的專業發展。為因應複雜且多元的自然資源與環境議題，

本院系在教學上主要分成「室內課程」與「室外課程」(表 13：本院

系主要課程與教學方式)，而教師進行之授課方式包含主題講授、分組

實作、野外參訪與調查、野外實習、案例討論、文獻研讀、團體討論

及心得報告等。在學習評量方式有紙筆測驗、課堂問答、個別晤談、

指定作業、實作表現、專題研究、書面報告、口頭報告、學生自評、

同儕互評、行為觀察、檔案評量、上課表現、課堂出席、野外實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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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本院系主要課程與教學方式 
 教學方式 代表課程 

室內課程 

多媒體課程講解、應用軟體、

公聽會與戲劇、指定文章閱

讀、書籍選讀討論、期刊閱

讀、業界專家學者演講、座

談、議題調查 

書報討論、空間資訊防災應

用、岩石學、大氣科學、環境

法規、自然資源經營管理、地

理資訊系統概論 

室外課程 

校外實況調查、田野調查實

做、高山自然體驗、熱帶雨林

體驗、植物影態實察及攝影、

標本採樣與觀察、社區觀摩、

戶外參訪 

生態田野調查、動物型態與分

類、環境解說、社區創意產業

與專案計畫寫作、生態農業場

域實作、熱帶生態學 

碩士班學生的核心能力則涵蓋「能覺知多元的自然科學與社會科

學理論並具備研究能力」、「具備自然資源與人類社會議題之調查分

析、規劃與經營之能力」、「具備將環境倫理與生態思想落實於永續

性生活型態的能力」、「能以整全式的觀點來解析環境問題，並具備

發展系統性解決方案的能力」、「具備系統分析、未來思考、溝通協

調與團隊合作的能力」及「具備終身學習、國際視野與外語溝通的能

力」等六項能力指標。至於博士班學生，則需具備「具備自然科學與

社會科學的研究能力，並了解各種研究典範所蘊含的哲學基礎與世界

觀」、「具備環境倫理與整全的生態哲思，並有能力轉化為思想論述

與社會實踐」、「具備將環境倫理與生態思想落實於永續性生活型態

的能力」、「能整合生態及社會文化的觀點，以獨立或團體動力方式

評估環境議題，澄清相關的價值觀，並提出解決方案」及「具備在大

學、政府、企業、第三部門或研究機構進行研究，教學、與社會關懷

的能力」等五項核心專業能力指標。 

本院系的碩士班共分成四個教學與研究領域，以培養各領域的研

究、規劃與管理的專業人才；國際碩士班以全英語的方式，著重培養

區域合作學校的大學畢業生，進行跨國之學術研究合作；人文與環境

碩士學位學程則專注培養本國與外籍學生之跨領域人才。博士班的訓

練則著重於養成具獨立進行研究能力且具跨領域視野的研究專才。研

究所的碩士與博士班則循”師徒傳承”的小班課程，強調專題討論課程

師生的互動與討論。研究所學生的養成更重系統分析、思考能力與國

http://www.ces.ndhu.edu.tw/files/11-1020-10931.php
http://www.ces.ndhu.edu.tw/files/11-1020-10931.php


32 

 

際視野，故每學期均安排多場演講，邀請校外相關領域教師學者或實

務工作者蒞校演講，來補充並印證課程所學，提升學生完整研究邏輯

思考訓練。並於課程中安排學生上台報告，並賦予台下同學評分之權

利，並對報告者提出評論及建議，確保表達能力及思考批判訓練並重，

不同領域學生在課堂中教師帶領下，透過分組討論、交換意見，激發

想法，增進團隊合作的能力。 

因此，本院系教師教學專業，即在院系教育目標及教師研究領域

的基礎上進行發展。教師開課之教學大綱皆必須經過行政暨課程規劃

委員會審議，內容必須包括課程目標與核心專業能力之關係(附錄 76：

院系課程地圖)。大學部必修科目(院基礎與系核心課程)通常採合開或

輪開之機制，以確保教師有機會在大學部開設必修課程。合開機制則

藉由資深教師與新進教師共同在教學現場達教學相長之功效。為充分

了解教師教學效果與學生學習意見，本院系所有課程均配合學校執行

「教師教學意見調查」，於每學期讓學生上網填寫「教學意見調查表

問卷」，學生可藉由問卷題目評核教師之教學，並提出相關意見。該

制度化之教學意見評量結果，讓授課教師能夠了解學生對於教學品質

之回饋與建議，包括教學設計、備課充分程度、表達清晰程度、評分

合理性、師生互動等教學評量面向，以俾教師能據此改善教學品質。

因此，院系為鼓勵教師投入教師教學的發展，亦配合學校的教學優良

教師遴選與獎勵辦法(附錄 77：國立東華大學教學優良教師遴選與獎

勵辦法)，遴選本院系的教學優良教師，以鼓勵支持院系教師投入教學

專業發展。 

教師評鑑目的主要協助教師專業成長，增進教師專業素養，進而

提升教學品質。教師評鑑是一種以增進教師專業發展為目的的教師評

鑑，並非以教師績效考核為目的。透過教師工作表現回饋機制，一方

面協助教師更加瞭解自己的專業表現，進而鼓勵教師不斷繼續發展自

己的核心能力，另方面亦可以督促教師表現出最基本的專業行為，確

保學生的學習權益。本校為提昇教師教學、研究、輔導及服務水準，

訂有「國立東華大學環境學院教師評鑑細則」與「教師評鑑計分表」

(附錄 78：國立東華大學環境學院教師評鑑細則)，凡本校專任教師每

三年須接受評量一次，教師評鑑未通過者，不得提出升等，此一評鑑

http://www.ces.ndhu.edu.tw/ezfiles/20/1020/img/328/rules6.pdf
http://www.ces.ndhu.edu.tw/ezfiles/20/1020/img/328/100377709.doc
http://www.ces.ndhu.edu.tw/ezfiles/20/1020/img/328/rules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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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亦需經嚴格的三級三審制度。 

2-3 教師學術生涯發展及其支持系統 

在配合本校中長程發展、提升本校能見度與提昇重要影響力的發

展目標，本院系配合研發處的「研究發展審議委員會」及「學術獎助

評審委員會」所制訂的「推動學術研究補助申請辦法(附錄 79：國立

東華大學推動學術研究補助申請辦法)」、「延攬及留任國內外各類頂

尖人才獎勵辦法」、「國立東華大學教師獎勵辦法」、「國外地區國

際學術會議發表論文經費補助準則(附錄 80：國立東華大學專任教師

出席國外地區國際學術會議發表論文經費補助準則)」、教師授課時數

核計規定「附錄 81：國立東華大學教師授課時數核計規定」及「國立

東華大學環境學院教師獎勵辦法實施細則」，進一步在院系四個專業

領域及五個研究中心的專業領域架構下，積極鼓勵教師發展跨領域特

色計畫，並制訂院系的教師獎勵與評鑑辦法及相關學生學術表現獎補

助辦法。 

本院系鼓勵教師進行學術研究並發表學術論文，進一步促進合作

共構的方式，主動爭取科技部、教育部、農委會、環保署、漁業署及

縣市政府等單位的研究與產學合作計畫。在校內與社會服務的部分，

透過五個研究中心，積極舉辦環境學院論壇系列演講，與各項國內與

國際學術研討會。同時，在本校的教師教學成長社群實施辦法(附錄

82：國立東華大學教學卓越中心教師教學成長社群實施辦法)下，及東

臺灣人文與環境研究及社會實踐中心的各項事務推動，藉由師生社會

參與的方式落實學生的服務學習，積極參與各項產學合作與社區輔導

計畫。在落實師生學術專業的目標的同時，進一步將各項社會服務實

踐於東臺灣的各項領域上。 

2-4 教師教學、學術與專業表現之成效 

本院系積極鼓勵教師投入教學專業發展，在配合學校的教學優良

教師遴選與獎勵辦法下，亦設置本院的教學優良教師遴選與獎勵辦法

(附錄 83：國立東華大學環境學院教學優良教師遴選與獎勵辦法)，依

據院系教師在各學制課程的教學評量評分與學生意見，進行評比與討

http://www.rdoffice.ndhu.edu.tw/files/11-1005-2478.php
http://www.rdoffice.ndhu.edu.tw/files/11-1005-2478.php
http://www.rdoffice.ndhu.edu.tw/ezfiles/5/1005/img/239/139056109.doc
http://www.rdoffice.ndhu.edu.tw/ezfiles/5/1005/img/803/167225010.pdf
http://www.rdoffice.ndhu.edu.tw/ezfiles/5/1005/img/803/167225010.pdf
http://www.rdoffice.ndhu.edu.tw/ezfiles/5/1005/img/803/167225010.pdf
http://www.rdoffice.ndhu.edu.tw/ezfiles/5/1005/img/803/167225010.pdf


34 

 

論，每學年遴選出三位的院級優良教師(表 14)，頒給優良教師院教學

優良教師獎狀乙紙與獎金，並由院提送院級教學優良教師名單至校，

參選「校教學優良教師」。其中，楊懿如老師榮獲 105 學年與 107 學

年度本校教學優良教師的殊榮，而許世璋老師曾榮獲 95 學年、100 學

年與 104 學年度校級優良教師的肯定，進而於 106 學年度榮獲國立東

華大學終身教學傑出獎。 

表 14 本院系 106 至 108 學年度教學優良教師 

年度 

項目 
106 學年 107 學年 108 學年 

獲獎人* 許育誠老師、黃文

彬老師、蘇銘千老

師 

楊懿如**老師(校-

當選)、蔡金河老

師、黃國靖老師 

陳毓昀老師、許育

誠老師、戴興盛老

師 

*許世璋老師曾榮獲 95 學年、100 學年與 104 學年度校級優良教師，及 106 學年度榮獲國立東

華大學終身教學傑出獎。**楊懿如老師榮獲 105 學年與 107 學年度本校教學優良教師。 

在學生學習與輔導上，為彰顯導師工作之價值，並建立本校導師

工作之典範，本院系配合優良導師典範施行要點(附錄 84：國立東華

大學建立優良導師典範施行要點)，設置院級優良導師典範評選與獎

勵要點(附錄 85：國立東華大學環境學院優良導師典範評選與獎勵要

點)。由本校教師、職員、學生、家長、畢業校友及各級委員會推薦的

方式，透過「關懷學生，輔導學生生活、學習與活動」、「主動發現學

生困難或問題，積極提供協助」、「協助處理校園學生特殊及重大事件」

及「指導並積極參與學生各項班級活動與學生互動良好者」等項目，

遴選每學年遴選院系的優良導師，頒與優良導師獎牌與獎勵金，並繳

交資料並提送名單至校參選「校優良導師」遴選(表 15)。其中，楊懿

如老師、黃國靖老師、梁明煌老師、楊悠娟老師及李俊鴻老師，曾榮

獲校級優良導師的殊榮。 

表 15  本院系 106 至 108 學年度優良導師 

年度 

項目 
106 學年 107 學年 108 學年 

獲獎人* 黃國靖老師（校）、

蔡建福老師 

楊懿如老師（校）、

許育誠老師 

林祥偉老師（校）、

許育誠老師 

*除上表外，梁明煌老師、楊悠娟老師及李俊鴻老師，曾榮獲校級優良導師的殊榮 

在本院系學術發展與表現上，可由期刊論文發表(表 16 與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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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外學術研討會參(表 17 與圖 5)與及各類別計畫爭取(表 18 與圖 6)

的數據加以呈現。由表 16 可知，本院系教師近三學年在 SCI 及各類

期刊的發表呈現穩定的趨勢，而 SSCI 的發表在 108 學年度則相較於

前兩年顯著增加。在參與各類研討會上(表 17)，本院系教師參與國際

研討會的人次有逐漸增加的趨勢，顯示出本院系教師積極投入國際化

的交流。在各類別研究計畫的爭取上(表 18)，本院系教師近三年亦有

不錯的斬獲，無論在科技部、教育部及建教合作計畫皆有良好的表現，

對於學術能量的累積、計畫專、兼任助理的聘任及學生的訓練與培養

有相當大的助益。此外，教育部與建教合作計畫的推展，對於維繫農

業委員會各單位(如林務局、農業改良場、林業試驗所、農糧署、企劃

處與輔導處等單位)、國家地震防災中心、氣象菊、內政部營建署、各

國家公園及縣市政府等單位的合作關係，與各類國家型或地方型事務

的推動皆有莫大的幫助，亦有助於挹註本院系的五個研究中心的長期

發展。 

表 16 本院系 106 至 108 學年度教師於期刊論文發表分析 

年度 

項目 
106 學年 107 學年 108 學年* 合計 

SCI 22 18 16 56 

SSCI 3 2 5 10 

TSSCI 3 0 1 4 

其他論文期刊 18 10 10 38 

研討會 34 28 26 88 

合計 78 59 58 196 

*108 學年度的期刊論文發表為統計至 109 年 7 月 10 日的結果。 

表 17 本院系 106 學年度至 108 學年度教師參加國內外研討會分析 

年度 

項目 
106 學年 107 學年 108 學年* 合計 

國內研討會 18 7 12 37 

國外研討會 16 21 14 51 

合計 34 28 26 88 

*108 學年度的研討會論文發表為統計至 109 年 7 月 10 日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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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8 106 年度至 108 年度本院系教師計畫統計 

年度 

項目 

106 年度 107 年度 108 年度 

件數 
總金額

(元) 
件數 

總金額

(元) 
件數 

總金額

(元) 

科技部 16 29,006,000 16 35,157,000 12 32,347,000 

教育部 2 695,351 6 4,260,000 4 2,905,000 

建教合作 18 31,318,690 20 43,297,545 15 7,184,672 

總計 36 61,020,041 42 82,714,545 38 42,436,672 

*108 年度的各類別研究計畫為統計至 108 年 12 月 31 日的結果。 

 

圖 4 106 學年至 108 學年教師於期刊及研討會發表篇數分析 
 

 

圖 5 本院系 106 學年度至 108 學年度教師參加國內外研討會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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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本院系 106 年度至 108 年度教師計畫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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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延攬及留住國內外優秀人才，提升教學研究水準的目標(附錄

86：國立東華大學延攬及留任國內外各類頂尖人才學術獎勵金給與辦

法)下，本院系校設置頂尖人才學術獎勵金給與要點(附錄 87：國立東

華大學環境學院延攬及留任國內外各類頂尖人才學術獎勵金給與要

點)，在教師近五年至少四年擔任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或科技部產學

計畫)計畫主持人的條件資格下，針對院系教師在近三年 SCI、SSCI、

A&HCI、EI 及 TSSCI 等學術期刊發表的學術表現於以評估，提送教

師於研發處的學術獎助評審委員會進行審議(附錄 88：國立東華大學

學術獎助評審委員會組織要點)。 

由本院系近三年學術表現來看，無論在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

的績效而言，已具有不錯的學術成果與表現。本院系近三年的延攬及

留任國內外各類頂尖人才獎勵獲獎名冊如表 19 所示。其中，李漢榮

老師、張文彥老師及李俊鴻老師曾獲得研究優良一的肯定。而張文彥

老師與顧瑜君老師於 107 至 108 學年度更獲得國立東華大學特聘教

授(附錄 89：國立東華大學特聘教授設置辦法)的殊榮。 

表 19 本院系 106 至 108 學年度延攬及留任國內外各類頂尖人才獎

勵獲獎名冊 

年度 

項目 
106 學年 107 學年 108 學年 

研究優良一 李漢榮老師 李漢榮老師、張文彥老師 李俊鴻老師 

研究優良二 張文彥老師、李俊鴻老

師、戴興盛老師、蔡金河

老師、裴家騏老師、許世

璋老師 

李俊鴻老師、顏君毅老師 李漢榮老師、戴興盛老

師、顏君毅老師、蔡金河

老師 

*除上表外，張文彥老師與顧瑜君老師於 107 至 108 學年度更獲得國立東華大學特聘教授的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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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三：學生與學習 

    本院系透過多元與在地學習的教學方式，進一步提供充足的教

學與學習資源。在學生入學前，配合學校的機制事先與各學制的學

生聯繫，並透過校方與院系的新生入學指導機制與活動，讓新生能

提前瞭解校內生活。在學生學習輔導上，藉由導師生輔導工作委員

會的定期運作，成立家族導師制，並配合校級心理諮商輔導中心、

學務處、心理諮商規劃委員會及學生輔導委員會的各項機制，採定

期與不定期的模式來關心學生學習與課外活動生活情況，並提供系

學會導師生活動費的補助來協助系學會舉辦各項活動。在生涯輔導

上，藉由生職涯輔導分享會，邀請過去畢業的所友或校友，及產官

學人士進座談與互動，進一步讓在學學生瞭解現今職涯發展的脈

動。在空間的提供上，每位教師均有實驗室（研究室），讓學生能在

課後的時間有讀書與討論的空間；另提供系學會專屬的辦公室，作

為活動討論與企劃之用(附錄90：教師實驗室與學生會辦公室一覽

表)。 

3-1 學生入學與就學管理 

本院系有院長與系主任各一位兼職行政的主管，透過行政暨課程

規劃委員會、導生輔導工作委員會、獎學金委員會、成立家族導師制

等方式進行運作，並配合校級心理諮商輔導中心、學務處、心理諮商

規劃委員會及學生輔導委員會的各項機制，關心學生學習與課外活動

生活情況，另協同五位專職的行政同仁負責院務、教務、學務、總務

與經費及境外學生事務，以建構出本院系學生的學習與支持系統。學

生的組成則涵蓋學士班、碩士班、人文與環境碩士學位學程、博士班

與境外學生，皆有相對應的課程規劃與修業要點。在招生上，大學部

的部分配合校方，在確認新生名單時，行政主管與同仁會透過電話聯

繫的方式讓學生與家長瞭解本系的特色與現況；系學會亦配合系上的

運作，採分區迎新的方式辦理活動迎接學弟妹；在新生入住時，系上

配合學校所規劃的新生入學指導活動，讓新生在入學初期即能認識學

校的各項環境與學習情況，另在導師生聚會活動、生職涯活動、學生

辦理活動及全系師生活動編列充足的經費來支持各項導生輔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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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0)。 

由本院系近三年導師生活動費的統計可知，除了能夠提供經費給

導師辦理導生聚的餐敘活動外，在導師輔導學生的經費、補助其他學

生輔導活動、升職涯講座、本地生系學會(附錄91：自資系系學會

Facebook)辦理活動，以及外籍生研究生學會(Graduate Student Society, 

GSS) (附錄92：GSS Facebook)的挹註亦十分穩定。未來，本院系將會

在此基礎上，持續擴大與辦理各項學生事務與升職涯交流的活動。 

表 20 本院系 106-108 學年度導生活動費統計 

 

3-2 學生課業學習及其支持系統 

在學生課業學習與支持系統的建構下，本院系設置行政委員會，

配合學校教務處及教學卓越中心的學生學習輔導組的相關機制，全院

教師每週皆提供 2-4 小時的 Office Hour(附錄 93：108 學年度全院老

師 Office Hour 表)來輔導學生外，另透過 TA 制度(附錄 94：研究生協

助教學助學金作業要點)，讓研究生與大學部高年級學生來協助課程

教學工作，並透過「國立東華大學學生學習輔導辦法」、「期中預警機

制」、家族導師制及「院系(所)學習成效評量機制」來建構學生活學習

系統(附錄 95：學生學習成效總結性評量辦法)。以 108 學年度為例，

全院老師提供每人每週約 2-4 小時的 Office hours 時間來輔導學生，

總計約 50 小時左右的 Office hourｓ，且全院系 26 位老師均擔任導師

的工作，協助輔導院系本地與外籍班的學士、碩士及博士生。 

除了前述的輔導機制外，本院系亦提撥研究助理獎學金(表 21)與

教學助理獎學金(表 22)，來協助學生學習。近三年來，本地生共有 104

活動 生職涯 回流款 小計 本地生 外籍生 小計

106-1 127,645 70,311 197,956 98,978 12,820 49,489 16,560 0 66,049 177,847 68,798 46,920 67,215 0 67,215 182,933

106-2 180,091 0 180,091 89,565 37,000 34,142 18,480 0 52,622 179,187 59,637 22,050 47,379 0 47,379 129,066

107-1 121,838 51,025 172,863 61,099 7,200 49,288 14,676 2,200 66,164 40,002 174,465 40,673 50,574 61,955 14,631 76,586 167,833

107-2 169,202 0 169,202 82,321 30,720 22,200 11,020 33,220 20,100 166,361 50,009 29,320 33,240 1,279 34,519 113,848

108-1 115,763 55,354 171,117 78,564 39,282 19,700 13,638 0 33,338 19,500 170,684 46,469 85,818 19,654 9,801 29,455 161,742

108-2 164,149 0 164,149 79,195 21,787 23,430 19,250 0 42,680 17,600 161,262 43,874 16,190 35,258 0 35,258 95,322

核銷

導生聚

餐費

學生

輔導

補助本地生團體 補助外

籍生

學期
核定

導生費

上學期

剩餘款

導生費

合計

補助

合計
導生聚餐

費

系上學生輔

導與其他

學生團體
合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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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次獲得研究助理獎學金的獎助，外籍生領取人次則達到了 39 人次，

總發放金額已接近 150 萬元。而在教學助理的制度下，本院系的學生

在上課與課餘時間，亦能夠透過教學助理的輔導，來協助其各項的課

業問題。三年來共有 132 人次的本地生及 10 人次的外籍生，投入各

院基礎與系核心課程教學助理的相關工作，投入學生課業學習的累計

總金額已接近 225 萬元。而在本系大學部學生畢業前夕，亦會透過院

系所學習成效評量機制，來確保本系學生的學習成效。 

表 21  106-108 學年度獎學金(RA)發放人數/金額 

學期 

項目 
106-1 106-2 107-1 107-2 108-1 108-2 

發放人次 19 20 15 17 15 18 

外籍生領取人次 9 9 4 6 6 5 

總發放金額 332,000 348,000 256,000 284,000 264,000 314,020 

表 22  106-108 學年度協助教學獎學金(TA)發放人次/金額 

學期 

項目 
106-1 106-2 107-1 107-2 108-1 108-2 

發放人次 27 31 17 27 15 15 

外籍生領取人次 2 1 1 1 3 2 

總發放金額(元) 412,000 482,000 276,000 402,000 322,250 330,557 

本院系學士班的學業評量除了要完成 128 個學分外，另鼓勵學生

透過專題研究修課的方式，來培養其獨立思考，及自然資源與環境研

究領域的專業能力，近三年選課人數發表人數如表 23 所示，而相關

的壁報發表議題則整理如附錄 96 (106~108.1 學期自然資源與環境學

系學士部學生專題研究)所示。由統計資料顯示，本院系近三年大學部

學士班選修專題研究的人數相當踴躍，皆有超過或進半數的學生修習，

並在學期末以海報的方式進行發表，發表的議題在生態保育、地球科

學、環境教育、生態旅遊、環境資源管理等議題皆有學生進行專題研

究。因此，本院系透過專題研究來培養學士班專業能力以獲得初步的

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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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106-108 學年度學士班學生專題研究選課及發表人數 

學期 

項目 
106-1 106-2 107-1 107-2 108-1 小計 

選課人數 28 32 33 34 24 151 

發表人數 17 28 28 29 22 124 

本院系碩士、博士班學生畢業前須通過研究計畫及論文口試，始

得授予理學碩士、博士學位。學生在指導教授指導下都能在修業期限

內完成畢業論文，106 至 108 學年度，碩、博士畢業論文如附錄所示

(附錄 97：碩、博士班學生畢業論文)。其中，106 學年度培養 1 位本

地博士、7 位外籍碩士與 22 位本地碩士；107 學年度培養了 1 位外籍

碩士及 23 位本地碩士；而 108 學年度迄今則培養了 1 位外籍碩士及

9 位本地碩士。因此，本院系在培養國內外自然資源與環境領域的中

高階才，已具有不錯的成效。 

本系要求博士班學生畢業前需於審查制度之期刊上發表(含已被

接受)，以第 1 作者或通訊作者發表論文 2 篇，其中至少 1 篇發表在

SCI、SSCI、A&HCI、TSSCI 或 EI(英文長篇學術論著(full research 

paper))。106-108 學年度研究所學生學術期刊與研討會概況，彙整如

表 24 與附錄 98 所示。由表 24 可知，在學期期刊發表，本院系研究

所學生無論在 SCI、SSCI、TSSCI、其他類期刊論文及研討會論文的

發表上，都具有穩定的表現。其中，SSCI 的發表在 108 學年度已達

到 3 篇。而 107 學年度的一篇 SSCI 論文，發表於 Tourism Management 

Perspectives，為在 Tourism, Leisure and Hospitality Management 領域

排名前 20%，顯示出本院系的研究生研究能量已初步展現。 

  

https://www.scimagojr.com/journalrank.php?category=1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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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本院系 106-108 學年度研究所學生學術期刊與研討會概況 

年度 

項目 
106 學年 107 學年 108 學年 合計 

SCI - 2 1 3 

SSCI 1 1 3 5 

TSSCI 1 1 1 3 

其他類期刊論

文 
10 4 2 16 

研討會論文 17 26 15 58 

合計 29 34 22 85 

 

除了前述學士班、碩士班及博士班在專題研究、碩士與博士論文

的訓練與培養外，本院系教師均鼓勵學生多參與國內與國外的學術研

討會、期刊發表、研究計劃、各項競賽、獎學金獎助與國際交流。學

生在校內外均有良好的表現(表 25 與附錄 99)。106-108 學年度學生參

與各項國內外獲獎與獎助交流資料如下表(表 25)。 

本院系近三年學生獲獎包含科技部大專生科技部計畫、科技部國

際研討會補助、科技部獎勵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博士候選人撰寫博士

論文獎助、研討會論文優秀獎、中華顧問工程司勵志獎助、地球物理

獎學金獎助、宗燦清寒獎學金獎助、台聚教育基金會獎學金、培育本

校優秀博士獎學金獎助、2019 全球仿生設計競賽台灣海選成績第二

名、2020 綠遊農場智慧遊程創意競賽優等、全國大專運動會定向越野

賽第三名及高知大學 Sakura Science Plan 等殊榮。綜合上述，本院系

的辦學績效以獲得校內外各界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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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  本院系 106 至 108 學年度學年學生參與各項國內外獲獎與獎

助交流資料 

年度 

項目 
106 學年 107 學年 108 學年 合計 

研究計畫獲獎 2 0 3 5 

研討會與論文獲

獎 
0 3 1 4 

競賽獲獎 0 4 2 6 

獎助與交流 6 6 6 18 

合計 8 13 11 32 

*如科技部大專生科技部計畫、科技部國際研討會補助、科技部獎勵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博士候選

人撰寫博士論文獎助、研討會論文優秀獎、中華顧問工程司勵志獎助、地球物理獎學金獎助、宗

燦清寒獎學金獎助、台聚教育基金會獎學金、培育本校優秀博士獎學金獎助、及高知大學 Sakura 

Science Plan 等。 

3-3 學生其他學習及支持系統 

本院系在學校學務處課外組、生活輔導組、學生宿舍服務組及衛

生保健組，與心理諮商輔導中心各項心理諮商輔導工作的協助與支持

下，設置導師生輔導工作委員會(歷年會議紀錄表)，並成立家族導師

制來進行學生各項學習與支持系統；同時，在院系架構下成立校園環

境中心、防災研究中心、臺灣東部地震研究中心及環境教育中心，進

一步提供學生在校內外各項服務學習與社會參與的學習機會(附錄

100：學士班核心能力總結評量方式一覽表)。在國際學術交流的部分，

本校訂有「博士研究生出席國外地區國際學術會議經費補助辦法」(附

錄 101)，並積極鼓勵研究生申請科技部的「科技部補助國內研究生出

席國際學術會議作業要點」(附錄 102)，另外本院另有訂定「環境學

院研究計畫管理費使用辦法」(附錄 103)來加強並提倡師生國內外學

術交流，以提昇研究生的國際視野。 

在學生其他學習成效上，在導師生輔導工作委員會的決議下，本

院系每學期固定提撥 1/4 的導師活動費，提供系學會參與運動會、創

意歌唱比賽、萬國饗宴、全員大逃走、聖誕晚會、自資盃等活動及系

友回娘家等活動，學生的參與意願皆相當踴躍；本院系另提供導師生

http://www.rdoffice.ndhu.edu.tw/ezfiles/5/1005/img/239/78970902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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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費提供讓導師與家族導生辦理餐敘與家族活動之用。而系學會辦

理的各項活動名稱、參與人數與相關內容，整理如表 26 與附錄 104

所示。由表 26 可知，本院系系學會平均每學期至少舉辦 6 項活動，

每學期參與人數皆超過 300 人；而近三年來共辦理超過 60 項活動，

參與各類活動總人次超過 2 千 2 百人次。前述顯示出，本院系在導師

生輔導工作委員會的運作、行政人員的協助及各項經費與行政工作的

支持下，系學會與 GSS 已能夠獨立辦理各項學術性與非學術性的活

動，並增加院系師生各項活動參與的機會。綜上所述，透過非課業活

動與組織的訓練，本院系學生已能具有獨立思考、獨立組織及整合相

關資源與意見的初步能力。 

 

表 26  106-108 學年度系學會辦理活動及學生參與情況 

學期 

類別 
106-1 106-2 107-1 107-2 108-1 108-2 

參與人數 372 563 560 456 326 286 

辦理活動

項目 

◎迎新晚會、宿

營、出框演講、

期初系員大會、

自資系生職涯

講座、小環杯 

 

◎期初系員大

會、2018 大地

盃、自資系生職

涯講座、野望影

展在東華、自資

週-自資市集、野

望影展在東華、

白天參觀華湖 

小華湖、外來種

移 除 、 盆 栽 

DIY、迷你野外

調查、單車夜觀

趣、白鮑溪夜

觀、定向越野、

期末系員大會 

 

◎迎新晚會、敬

師活動、第九屆

自資宿營、期初

系員大會、三系

萬聖聯合活動、

Trip to “大自然

體 驗 農 家 ” 

Luoshan Organic 

Tofu Farm, Fuli、

生職涯講座、小

環盃、系學會幹

部交流檢討會、

期末系員大會 

 

◎期初系員大

會、生職涯講

座 、 GSS Pilot 

Gardening 

Project、野望影

展在東華、自資

市集、與外來種

的戰爭、小盆友 

DIY、華湖導覽、

東部地震研究

中心參觀、那些

台灣杉的故事

亞泥系列活動、

灌膠標本工作

坊、衛什麼布一

樣、舊鞋救命演

講、在嶺頂與岩

石相遇、草木染

體驗、期末系員

大會 

◎期初迎新大

會、期初系員大

會、自資系第十

屆宿營、自資之

夜、生職涯講

座 、 Chinan 

National Forest 

Reserve 
Orienteering 

Activity 

 

◎期初系員大

會、小環盃、環

院尋寶活動、亞

泥。居民。礦業

法、淨灘活動、

期末系員大會 

在實際輔導與導生晤談的時間上，本系的導師在生涯輔導、課業

輔導與課外輔導亦相當盡心盡力，額外付出相當多的時間來照顧學生。

在輔導學生瞭解自然資源與環境就業領域的方面，本院系透過生職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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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座的舉辦方式，邀且各界與本系系友蒞校座談的方式，與院系學生

互動(表 27 與附錄 105)。近三年來，本院系共辦理了 7 場升職涯講

座，以提高學生對校外各領域與機構的認識，並藉此擴大本院系與各

機構的交流機會，以增進學生對外來潛在自然資源與環境工作領域的

瞭解。 

截至 108-1 為止，參與學生人數已超過 400 人次。在所屬專業領

域上，則涵蓋了環境教育、環境污染鑑識、生態保育、地球科學、氣

象與災害管理及自然資源管理等範疇；而到訪的專業機構則包含了日

本京都大學、台北市立動物園、台北關渡自然公園、台江國家公園、

台灣蝙蝠研究學會、中華民國環境教育學會、財團法人臺北市立動物

保育教育基金會、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綠能所、國家地震工程研

究中心、中央氣象局地震測報中心、環境友善種子公司及亞洲水泥花

蓮製造廠等機構與單位。透過與前述各單位專業人士的互動與交流，

將能提高本院系學生，對於未來潛在職涯工作發展的認識，並有助於

提前規劃未來的發展方向。 

表 27  106-108 學年度本院系生職涯講座與學生參與情況 

學期 

類別 
106-1 106-2 107-1 107-2 108-1 108-2 

參與人數 80 80 50 60 132 - 

辦理專業領

域與機構 

◎生態保育與

環境教育 

◎台北市立動

物園及台灣蝙

蝠研究學會 

◎環境教育及

自然資源管理 

◎環境友善種

子公司及亞洲

水泥花蓮製造

廠 

◎環境教育 

◎台北關渡自

然公園及中華

民國環境教育

學會 

◎生態保育與

地球科學 

◎財團法人臺

北市立動物保

育教育基金會

及經濟部中央

地質調查所構

造與地震地質

組 

◎環境教育、環

境污染鑑識、生

態保育、地球科

學、氣象與災害

管理 

◎台北關渡自

然公園、台江國

家公園、財團法

人工業技術研

究院綠能所、國

家地震工程研

究中心、中央氣

象局地震測報

中心、日本京都

大學 

◎環境教育、生

態保育、地球科

學 

◎反亞泥環我

傳統領域自救

會、地球公民基

金會、財團法人

法律扶助基金

會原住民族法

律扶助中心、新

城國中 

*106-107 學年度每學期各辦理 1 場升職涯講座，108-1 辦理 3 場；108-2 辦理 1 場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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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院系為提昇院系師生研究能量，並增進院系與外界各領域交流

與合作的契機，每學期亦固定舉辦各領域專題演講，其擴大與各學術

機構、產業界、政府機構與非政府組織等單位交流的機會，相關的資

訊整理如表 28 與附錄 106 所示。近三年來，本院系共辦理超過 50 場

次的專題演講，邀請國內與國外講者，分別就中文或英文研究蒞臨本

院系進行專題演講，進一步與院系師生交流。表 28 亦呈現出，國外

學者來訪，以及以英文演講的場次由逐漸增加的趨勢，顯示出本院系

在與外界的交流上已逐漸邁向國際化。而在專題演講的議題上，則涵

蓋物種及生態保育、地下水與水文、氣候變遷、岩石與地質構造、地

球科學、能源轉型、保育組織韌性、永續農業、生態環境解說、核能

與公共政策等議題。本院系未來將在此基礎上，持續擴大與國內外各

學術與非學術機構的專家與學者，進行各類的交流與合作，以進一步

提昇院系師生在各領域的視野及能量。 

表 28  106-108 學年度本院系辦理專題演講情況 

學期 

項目 
106-1 106-2 107-1 107-2 108-1 108-2 

國內講者 9 11 11 10 5 2 

國外講者 5 1 5 3 5 0 

中文演講場次 8 8 10 8 1 2 

英文演講場次 6 4 6 5 9 0 

*專題演講的議題上，則涵蓋物種及生態保育、地下水與水文、氣候變遷、岩石與地質構造、地

球科學、能源轉型、保育組織韌性、永續農業、生態環境解說、核能與公共政策等議題。 

為強化學生在學業外的學習能量，並透過服務與學習的方式與本

校各單位與校外機構交流，本院系每學期固定辦理服務學習的各項活

動(如表 29 與及附錄 107 本院系辦理服務學習項目、學生參與人數與

時數)。由表 29 可知，106-1 學期本院系所合作的服務學系計畫數目

有 9 個，參與服務學習人數為 50 人，總參與時數超過 600 小時；至

108-1 學習，服務學習合作計畫數目為 10 個，參與服務學習人數增加

為 96 人，而總參與服務學習時數達到 1 千 1 百小時。三年來所累積

的服務學習構想數目達到了 36 個，總參與服務學習的人數已近 400

人，所累計的服務學習時數更超過 4 千 1 百小時。綜合上述，本院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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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提供的服務學習機會，及與 14 個校外機構簽訂服務學習計畫下，

本院系的服務學習計畫已獲得良好的成效。 

 

表 29  106-108 學年度本院系辦理服務學習與學生參與情況 

學期 

類別 
106-1 106-2 107-1 107-2 108-1 108-2 合計 

服務學習*計

畫構想數目 
9 7 6 4 10 * 36 

參與服務學習

人數 
50 87 107 59 96 * 399 

參與服務學習

時數 
616.5 819.5 1,147.5 428.0 1,117.1 * 4,128.6 

*本院系目前校外合作的服務機構有：林務局花蓮林區管理處、花蓮縣鄉村社區大學發展協會(五味屋)、花蓮縣野鳥

學會、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荒野保護協會花蓮分會、花蓮縣棲地保育學會(青陽蝴蝶農場)、地球公民基金會

(花東辦公室)、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瑪布隆有限公司、花蓮縣樸門永續生活協會、社團法

人花蓮縣牛犁社區交流協會、遠雄海洋公園股份有限公司、立川漁場股份有限公司及財團法人台灣基督教門諾

會等 14 個合作單位。 

 

除了前述升職涯講座、國內外學者專題演講邀約，及服務學習的

辦理與推動外，為進一步輔導學生，以供後續相關會議及改善策略擬

定的參考依循，本院系另彙整近三年導師輔導學生諮詢類別統計(表

30)、學生休學人數與原因(表 31)及學生退學人數與原因(表 32)，藉此

完整瞭解學生在課業與非課業的相關想法與需求。近三學年度，本院

系導師共計輔導與諮詢超過 3 千 8 百人次(表 30)，而輔導諮詢的項目

主要為「生活關懷」、「課業關懷」、「經驗分享」、「建立關係」及「生

涯輔導」等項目；另有部分同學則需要「自我探索」及「情緒處理」

的諮詢與輔導(表 30)。因此，在掌握前述的相關訊息後，本院系透過

的家族導師的機制，並藉由導師生輔導工作委員會運作，並會同心理

諮商輔導中心的協助，以進一步降低前述學生所面臨的學業與非學業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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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0 106-108 學年度本院系導師輔導諮詢人數與項目統計 

年度 

項目 
106 學年 107 學年 108 學年 

建立關係 282 275 160 

生涯輔導 171 249 85 

自我探索 31 51 87 

情緒處理 27 11 11 

家庭聯絡 3 1 3 

轉介追蹤 2 0 0 

危機處理 8 4 1 

生活關懷 455 585 202 

課業關懷 532 631 203 

經驗分享 264 398 124 

情感問題協助 1 1 5 

人際問題協調 12 7 8 

性別平等教育宣導 2 0 0 

家庭關係 0 0 1 

身心症狀 0 0 1 

失落悲傷 0 0 1 

壓力調適 0 0 2 

其他 0 0 1 

總計 1,790 2,213 895 

除了前述導師輔導學生的各個項目外，本院系亦進一步統計本院

系學生休學的原因(表 31)。由表中可知，本院系於 106-1 學期的學生

休學人數為 62 人，至 108-1 學則降為 38 人，因此整體學生休學的人

數有逐漸下降的趨勢。進一步分析其原因，多數學生休學主因為工作

需求，其次則為出國與其他原因，另有同學則因經濟困難、因病與志

趣不何等原因休學(表 30)。而在本院系學生退學的情況而言(表 32)，

106-1 學期的學生退學人數為 22 人，至 108-1 學年度則降為 20 人。

本院系學生退學的主因為未註冊及工作需求，另有部分同學則因出國

與其他原因、志趣不合與轉學而退學。上述院系學生修退學的原因，

本院系會議、行政會議及導師生輔導工作委員會，在學生輔導工作，

與行政主管在輔導學生的參考依循。 



50 

 

表 31  106-108 學年度學生休學人數統計資料 

學期 

項目 
106-1 106-2 107-1 107-2 108-1 108-2 小計 

工作需求 29 27 24 25 15 17 137 

因病 5 2 5 5 4 5 26 

兵役 0 3 2 2 0 0 7 

志趣不合 5 6 2 1 0 0 14 

育嬰 2 1 2 2 3 5 15 

經濟困難 6 4 6 4 3 2 25 

學業困難 3 2 0 0 0 2 7 

家庭因素 1 0 1 1 0 1 4 

其他原因(ex:出國) 11 7 16 17 13 15 79 

合計 62 52 58 57 38 47 314 

 

表 32  106-108 學年度學生退學人數統計資料 

學期 

項目 
106-1 106-2 107-1 107-2 108-1 108-2 小計 

工作需求 4 2 1 2 3 1 13 

未註冊 5 2 8 7 11 1 34 

志趣不合 5 0 3 0 1 0 9 

轉學 2 3 0 0 3 1 9 

經濟因素 1 0 2 0 0 0 3 

其他原因(ex:出國) 5 3 7 3 2 3 23 

合計 22 10 21 12 20 6 91 

在招生宣傳上，本院系除了配合教務處的「名師出馬認識東華講

座」與「高中校園博覽會」外，另透過「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系營隊」

活動的舉辦，讓全臺灣各高中認識環境學院的各項教學、研究與推廣

活動，進一步透過相關單位的教育訓練，來宣傳本院系的各項特色(表

33：106-108 學年度院系教師參與高中招生宣傳活動)。未來將會舉辦

高中教師參訪本院系的活動，希冀透過本院系與高中教師的互動與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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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提昇國內各高中認識院系各項特色與發展的機會。 

在國際研究生的招生上，進一步透過國際交流經費的補助，於

2009 年開始陸續與「東北林業大學野生動物資源學院」、「浙江大學生

命科學學院」、「日本北海道大學環境科學院」與「泰國 Kasetsart 

University 大學」、「泰國 Prince of Songkla University」及「泰國 Mahidol 

University」進行國際學術交流及境外招生活動，以提昇本院在國際的

知名度。另配合本校優秀碩、博士班新生入學獎勵辦法(附錄 108：本

校優秀碩、博士班新生入學獎勵辦法)，另設立院系研究生學術研究優

秀獎學金(附錄 109：國立東華大學環境學院研究生學術研究優秀獎學

金實施要點)及國立東華大學環境學院「研究生獎學金」，並配合東華

獎學金的作業要點與審核機制，以提昇國際學生來本院系修讀研究所

的動機。 

表 33 106-108 學年度院系教師參與高中招生宣傳活動 
教師姓名 高中名 時間 備註 

李俊鴻 國立桃園高中 106 年 11 月 17 日 名師出馬 

宋秉明 新竹市立建功高中 107 年 11 月 8 日 名師出馬 

林祥偉 國立桃園高中 107 年 11 月 19 日 名師出馬 

楊悠娟 基隆暖暖高中 108 年 4 月 1 日 模擬面試 

李俊鴻 台北南山高中 108 年 8 月 30 日 校友返校座談 

楊悠娟 宜蘭蘭陽女中 108 年 10 月 4 日 本系招生宣傳 

陳毓昀 桃園陽明高中 108 年 10 月 21 日 本系招生宣傳 

林祥偉 台北華興高中 108 年 11 月 1 日 本系招生宣傳 

李俊鴻 國立桃園高中 108 年 11 月 15 日 名師出馬 

李俊鴻 花蓮高中 108 年 12 月 17 日 本系招生宣傳 

李俊鴻 花蓮四維高中 109 年 1 月 14 日 本系招生宣傳 

李俊鴻 花蓮女中 109 年 2 月 27 日 本系招生宣傳 

李俊鴻 
國立蘭陽女中等 4

所 
109 年 7 月 16 日 大學部個人申請 

李俊鴻等 11 位教

師 
- 

109 年 8 月 24 日-

109 年 8 月 26 日 
高中教師研習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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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學生（含畢業生）學習成效與回饋  

在「3-2 學生課業學習及其支持系統」與「3-3 學生其他學習及支

持系統」已分別說明在校生的學習成效，本節將主要針對畢業生的情

況進行說明。在自然資源與環境管理，及各類的人才培養上，本院系

學士班從 106 學年度至 108-1 學期共培養學士 110 人，碩士 67 人，

及博士 1 人。因此，為了能進一步瞭解畢業生的就業情況，本院系在

班制的自我分析與檢討機制上，首先配合本校學務處畢業生與校友服

務組於網頁上建置「畢業生流向追蹤網路系統」，提供有關畢業生「畢

業生流向調查」、、「畢業校友資料庫」及「校友意見回饋」等調查資

料，瞭解畢業生的「就業現況」、「求職或實習的情形」、「畢業生從事

工作與所學符合程度」、「畢業生現在工作機構屬性」、「畢業生從事的

職業類別」及「畢業生從事的行業類別」等現況(表 34 與附錄 110：

畢業生生涯發展追蹤相關資料)，並在民國 108 年 7 月再次調查「102、

104 與 106 學年度畢業生目前工作狀況(圖 7)」。 

由表 33 可知，本院系 102 學年度學士班、碩士班與博士班畢業

生的填達率達 50%，104與 106學年度各學制畢業生填達率接近 70%，

總填答率則達到 62%。因此，透過此三學年度畢業生流向追蹤調查，

來反應本院系的畢業生就業情況與看法以具有其代表性。以下將進一

步從畢業生的「目前工作情況(表 34)」、「目前工作機構屬性(表 35)」、

「畢業生月收入(表 36)」、「擁有證照與或檢定證書情況(表 37)」、「專

業訓練對其幫助程度(表 38)」、「學校學習經驗對現有工作幫助的情況

(表 39)」、「系所課程設計與教學內容可改善的項目(表 40)」、「主修專

業外應強化的能力項目(表 41)」、「對東華學弟妹生涯發展的建議(表

42)」、「對於提昇東華知名度，系所聲譽，您認為學校或系所可以努力

的方向(表 43)」、「希望學校與僱用本校畢業生的企業(機構)雇主強化

彼此關係的建議(表 44)」及「其他建議(表 45)」等項目進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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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自資系歷年畢業生(102、104、106 學年度)流向追蹤填答情形

統計 

 

由畢業生目前的工作情況(表 35 與圖 7)可知，畢業 1 年的畢業生

有全職工作的比例超過 5 成，畢業 3 年則超過 7 成，而畢業 5 年的畢

業生則接近 8 成；而部分工時的比例在這三個年度的畢業生則為 1 成

上下，經瞭解主要為進修研究所，以及準備公職與各項國家考試。相

對的，目前非就業的比例則隨著畢業時間越久則有顯著下降的趨勢。 

而本院系畢業生目前工作則整理如表 36 所示，畢業 1 年的畢業

生主要以教育業、出版與傳播服務業、農業、公共行政與其他服務業

為主；畢業 3 年的畢業生則以教育業、專業與技術服務業及公共行政

居多；至於畢業 5 年的畢業生則多半在專業與技術服務業任職，其次

為其他服務業、教育業與農業。而由畢業生的平均月收入(表 37)可知，

畢業一年月收入的中位數為 3 萬 6 千元，畢業 3 年及 5 年的畢業生，

其月收入的中位數都超過 4 萬 2 千元；由資料亦顯示出，隨著在職場

上累積越多的年資、經驗與績效，本院系畢業生的月收入有顯著增加

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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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畢業生目前工作現況 

 

 

圖 7  畢業生目前工作現況 

 

表 36 目前工作機構的屬性 

 
*註：其他服務業包含：企業經營管理、批發及零售業、運輸及倉儲業、住宿及餐飲業、金融及

保險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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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7 畢業後開始的工作與現況工作平均月收入的差異比較 

 

 

若進一步從本院系畢業生擁有證照與(或檢定證書)情況(表 38)進

行分析可發現，畢業一年與三年的畢業生擁有各類證照(或檢定證書)

僅 5 成，而畢業 5 年的畢業生則有超過 6 成的比例擁有證照(或檢定

證書)，可知隨著進入職場的年資越久，本院系畢業生多半願意考取更

多的證照來提昇自我的能力；而證照(或檢定證書)則以技術士證照居

多，其次則為語言證照、電腦認證及教師證等。整體而言，本院系的

畢業生多數認為系所與學位學程的專業訓練，對其有相當大的幫助

(表 39 與圖 8)，三個畢業年段的畢業生認為非常符合與符合的比例皆

超過 6 成，而畢業 5 年的畢業生更有超過 7 成的比例認為系所專業訓

練對其幫助相當大。 

表 38 是否擁有證照或檢定證書 

 

 

表 39 系所與學位學程之專業訓練，對於目前工作的幫助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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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本系畢業生學位學程專業訓練滿意度 

 

若從學校學習經驗對目前工作的幫助認知(表 40)加以分析，所有

的畢業生皆認為「專業知識、知能傳授」的助益最大，其次則為「建

立同學及老師人脈」、「擔任研究或教學助理」、「社團活動」及「語言

學習」等項目。若進一步從「課程設計與教學內容改善」的建議(表 41)，

畢業生一致認為「增加本系所實務課程(如野外調查、產學合作及實習

等)」最為重要，而在「提高對學生的要求」及「提昇學生參與專題研

究課程的興趣」在三個畢業年段亦有同樣的想法；畢業 5 年的畢業生

則另重視「增強專業領域的電腦應用課程」，而畢業 3 年與 1 年的畢

業生則認為「增加對專業領域證照的課程」與「學生外語能力」亦相

當重要。 

表 40 學校學習經驗，對目前工作的幫助認知（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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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您認為系(所)課程設計與教學內容，可以朝哪些方面改善? （複

選） 

 

畢業校友認為普遍認為應加強在校生在「問題解決」、「溝通表達」

與「持續學習」的能力，才能做好相關的工作，而在「工作紀律」、

「團隊合作」、「人際互動」及「整合能力」亦需要加以強化(表 42)。

畢業生對在校生在生涯發展上的建議，則包含了「加強自我學習態度

與責任感」、「發展第二或第三專長」、「強化專業知識與能力」、「加強

跨領域的知識」、「培養人際互動能力」及「瞭解社會及國家動態趨勢

與發展」等項目(表 43)。 

表 42 主修科系的專業外，應加強學生哪些能力才能做好工作（複選） 

 
*註：其他能力包含：跨領域整合能力、領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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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對於就讀東華大學的學弟妹們，有哪些生涯發展方面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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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生對於提昇東華知名度與系所聲譽的建言，則整理如表 44

所示。所有的畢業生皆認為「職場參訪與業界實習」對提昇東華知名

度及系所聲譽的助益最大，「系所教師各校演說與進行學術交流」及

「邀請校友返回母校，增進認同感」則分居二、三位；普遍而言，校

友亦認為「各項國際化措施(交換生與國際交流)」亦能提昇東華的整

體知名度，在所有的校友們皆有 3 成(含)以上的認同度。最後，透過

人力銀行的媒介與各項媒體曝光亦不失為推廣東華與系所的方式。若

從「希望學校與僱用本校畢業生的企業(機構)雇主強化彼此關係的建

言(表 45)」來進行探討，「簽訂合作實習契約」為畢業生一致認為最

重要的方式，其次則為「機構互訪」、「辦理就業講座，公司介紹」、

「實施就業性向、職能介紹」、「舉行徵才博覽會」及「推廣志願服務」

等方式。最後，本院系亦彙整畢業校友的開放式建議(表 46)，「企業

實習」與「證照取得」為所有畢業生都同時提到的建議，「跨領域的

學習」及「產學合作參與」亦為畢業生對在校生的建言。綜上所述，

彙整所有畢業生的相關看法與建議後，前述訊息將供導師生輔導工作

委員會、系院務等會議進行探討，並主動將各類的意見以到班說明的

方式，讓學生知道相關的建議。 

表 44 對於提昇東華知名度與系所聲譽的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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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5 希望學校與僱用本校畢業生的企業(機構)雇主強化彼此關係的

建議 

 

表 46 開放式回答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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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院未來展望 

如前所述，本院系在「目標、核心專業能力與課程」、「教師、教

學與支持系統的建構」及「研究、服務與支持系統」已具備良好的基

礎與表現。而在近三年的「學術表現」的人均期刊數發表、人均計畫

件數與人均計畫經費上(圖 9)，系院教師皆展現出相當優異的研究能

量；其次，在學生輔導投入資源上，在 RA 發放總人數與總金額、TA

發放總人數與總金額，及導生活動經費的挹注，院系亦投入相當龐大

的資源；第三，在系院的各項經費上，無論在校級經常門、計畫管理

費回流款、國際化發展專帳、競爭型員額專帳，及教育部教學與研究

計畫等，本院系亦有相當充足的經費可供未來的發展與規劃；第四，

本院系在各學制的學生人數大致上已趨於穩定，尤其在大學部與博士

生的招生上。外籍研究生佔整體研究生的比例已達到 30%。 

 

 

圖 9 系院主要統計資訊 

本院系教師在研究、教學及服務與輔導上的表現皆有目共睹(圖

10)。在研究的表現上，除了幾位教師獲得科技部的「延攬及留任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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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外各類頂尖人獎勵」外，蔡金河老師獲得科技部獎助與德國研究

基金會進行跨國的研究合作，孫義方老師榮獲 ESI 世界排名 1%的論

文高度引用教授，更有張文彥、顧瑜君及顏君毅老師榮獲本校的特

聘教授。在教學優良教師的表現上，除了數位老師獲得院級教學優

良的肯定外，楊懿如老師分別與兩個學年度獲得本校的校級教學優

良教師，而許世璋老師更獲得本校終身教學傑出獎的殊榮。在學生

輔導的績效上，更有李俊鴻、梁明煌、楊悠娟、黃國靖、楊懿如及

林祥偉老師獲得本校優良導師典範的榮譽。 

 

 

圖 10 系院教師榮譽 

院系教師除了在前述研究、教學及服務輔導具有良好的績效

外，在各項社會服務與推廣上，從與科技部、內政部、教育部、經

濟部、農委會及縣市政府的合作上，更有從知識(Knowledge)到行動

(Action)的表現(圖 11)。舉凡顧瑜君老師在花蓮縣壽豐鄉所主持的五

味屋，楊懿如老師所主持的全國性的公民科學家與志工培訓團隊，

許世璋老師在池南國家森林遊樂區所主持的自然教育中心，蔡建福

老師在花蓮市所主持的花蓮好市集、李光中老師所經營的自然保護

區經營管理團隊，宋秉明老師曾主持的校園綠色廚房等。而在跨領

域的整合計畫而言，亦有戴興盛老師所主持的社會生態系統治理與

協同經營團隊，及孫義方老師所主持的生態與永續科學跨領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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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因此，本院系在社會服務與推廣在東部已展現出特色，並具

有實際的貢獻。 

 

 

圖 11 環境學院與各單位進行社會服務及推廣 

在經濟成長、社會發展及環境永續並重的發展目標下，全球各

大學皆戮力針對聯合國的永續發展目標，投入各項研發與社會服務

能量。國立東華大學在 2020 的 THE 世界排名介於 201 至 300 間，

在我國的排名則高居第五位(圖 12)。本院系所直接發展的在地關

懷、環境永續及服務學習等面向，在校核心發展目標已達半數，每

學年貢獻校核心課程達到 51 學分；而在消除飢餓、海洋生態與陸域

生態的表現上，相對上亦有亮眼的績效。此即顯示出，本院系除了

有良好的研發能量外，對於邁向東臺灣永續發展將扮演重要的角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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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國立東華大學影響力排名及聯合國永續發展指標 

綜合上述，在參酌系所自我評鑑書面審查意見，及經由系院務會

議的討論，本院系未來的推動方向與展望，將從下列幾點方向進行規

劃(圖 13 至圖 20，及表 47)： 

一、系所發展、經營及改善策略 

(一)鼓勵形成研究團隊，發揮跨領域特色  

    本院系目前有五個研究中心，且生態與永續科學跨領域研究中心

在校方為期三年的亮點計畫支持下，目前已從「再生能源、農業生產

及生態保育:社會生態系統韌性模型與治理之研究規劃」為題，獲得

109 年度科技部計畫的獎助，以及三年期的「臺灣永續轉型實踐網絡

研究計畫」。未來將會在此基礎上，持續鼓勵院系教師投入跨領域的

研究發展工作。 

(二)因應外籍生狀況，定期滾動式調整課程規劃與開設情況 

    在配合校方國際化與招生的政策目標下，本院系目前的外籍研究

生已佔整體研究生的三成。因此，在配合教務處的全英授課獎勵機制

與 TA 配套措施下，持續鼓勵教師合授與開授相關課程，每學期至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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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開出五門全英語授課的課程，以滿足國際班培養外籍生的各項課程

所需。 

(三)尋求校方支持，增加行政人力支援的調整 

(四)思考與海洋學院合併的可行性 

    為了能擴大院系的研發能量及開展東部海洋領域的研究特色，本

院系若能整併成功，除了能有效擴大環境與海洋資源領域的研究群外，

亦有助於解決院系教師員額需求的問題。因此，本院系已開始從行政

會議與系院務會議的方式，著手討論與海洋學院合併的可行性。 

(五)配合政府政策加強國際化招生策略 

    在國家的新南向政策與本校國際化的發展目標下，本院系持續挹

注與爭取資源，鼓勵教師共同前往不丹、尼泊爾、印尼、印度與泰國

等地，與當地的大學與相關學術單位進行交流。109 學年開始，國際

研究生佔整體研究生的比例將超過 35%，顯示出院系在國際化以產生

不錯的成效，未來將會持續深化國際化的招生目標(圖 14)。 

 

 

 

 

圖 13 108 年系所自我評鑑書面審查之回應(系所發展、經營及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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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108 年系所自我評鑑書面審查之回應(國際化交流、招生及課

程檢討) 

二、教師與教學支持系統改善策略 

(一)編列戶外教學經費，供相關課程進行戶外教學之用 

(二)彙整本校與他校實習辦法，將於 109-1 透過系院行政會議開會

討論，並制訂本系學士班實習要點 

(三)編列院級教學優良與優良導師獎勵金，以鼓勵院系老師們的付

出(四)持續檢討教師獎勵與評鑑機制，藉此激勵教師持續發表學術

論文 

(五)持續透過延攬及留任國內外各類頂尖人獎勵辦法，鼓勵院系教

師展現研發能量 

(六)將提出特色發展與教師員額人數的檢討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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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108 年系所自我評鑑書面審查之回應(教師與教學) 

 

圖 16 108 年系所自我評鑑書面審查之回應(教師與教學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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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生與學習支持系統改善策略 

(一)加強對高中生之招生宣傳與策略 

(二)配合本校諮商中心之規劃，鼓勵同仁參與專業輔導研習活動 

(三)向本系學生就業發展趨勢，及相關工作機會 

(四)鼓勵教師增加 office hour 的時間 

(五)將開會討論增加實務課程的比例 

(六)制訂研究生學術獎勵辦法，鼓勵研究生投入學術期刊發表工作 

(七)將透過行政會議探討學生休學的各項原因 

 

 

圖 17 108 年系所自我評鑑書面審查之回應(學生與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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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8 大學招生宣傳與策略檢討 

 

 

圖 19 108-1 學年學生課程說明與意見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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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0 108-2 學年大學部學生意見交流 

 

表 47 環境學院畢業生就業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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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環境學院近三年學士班學生申請實習人數狀況 

 

圖 22 環境學院發展重要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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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自我評鑑書面審查意見書 

 

一、評鑑項目意見表 

項目一：系所發展、經營及改善 

指標 評鑑委員 優點、特色 待改善及建議事項 改善與建議回覆 

1
-1 

系
所
指
標
、
特
色
及
發
展
規
劃 

委員一 

東華大學環境學院是台灣唯一的一個環境學

院，學院有明確的目標、特色以及定位，而

且定位為立足於東台灣以生態保育、地球科

學及自然資源的基本調查研究為基礎，應用

在環境教育、環境管理，並培養兼具科學與

人文素養的自然資源與環境研究與管理人

才。這樣的目標既富有特色，且為解決當前

環境與自然資源議題所亟需。 

學院成立已十餘年，十餘年來台灣與世界

的環境變化相當大，挑戰更趨嚴峻，例如

全球化與外來生物入侵、國際不同碳倡議

的提出與反撲、原住民文化與權益的覺

醒、資源經濟評估方法的快速發展等等，

環境學院如何因應這些變化，在發展規劃

上加以因應（如相關人才的增聘、與課程

的調整等），在報告書中著墨較少。 

感謝委員的建議。在發展規劃與因應的

部分，已新增「系院未來展望」部分進行

探討。 

委員二 

院系合一，資課程涵蓋四大特色領域：生態

與保育、環境政策與城鄉規劃、地球科學、

環境教育與生態旅遊核心特色領域。陸續成

立五格研究中心，包刮「防災」、「校園環

境」、「環境教育」、「台灣東部地震」、

「生態及永續科學」等研究中心，協助推動

各項活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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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三 

1.東華大學環境學院為跨領域與科際整合特

色的院系合一單位。 

2. 2009年整合東華大學及原花蓮教育大學具

生態學、地球科學、環境規劃、資源經濟與

文化及環境教育等背景的共 31位專業教師，

成立大學部、碩士班與博士班等學制，以作

為培養兼具科學與人文素養之自然資源與環

境研究與管理人才的學術搖籃。 

3.環境學院自資系是國立東華大學校內唯一

院、系合一，且整合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

教學研究單位。 

4. 在 2010年與 2011年開始陸續設立「防災

研究中心」、「校園環境中心」、「環境教

育中心」及「臺灣東部地震研究中心」等院

級中心，並於 2020年獲學校亮點計畫的支

持，成立「生態及永續科學研究中心」以推

動跨領域的整合與教學研究工作。 

系所特色研究群，可加強鼓勵形成，發揮

跨領域的特色。 

感謝委員的建議。而在跨領域的整合計

畫而言，亦本院系有戴興盛老師所主持

的社會生態系統治理與協同經營團隊，

以進行長達七年的研究。孫義方老師所

主持的生態與永續科學跨領域研究中

心，在校方為期三年的亮點計畫支持下，

目前已從「再生能源、農業生產及生態保

育:社會生態系統韌性模型與治理之研究

規劃」為題，獲得 109 年度科技部計畫的

獎助，以及三年期的「臺灣永續轉型實踐

網絡研究計畫」。未來將會在此基礎上，

持續鼓勵院系教師投入跨領域的研究發

展工作。 

1
-2 

系
所
課
程

規
劃
與
開
設 

委員一 

環境學院的課程相當有特色，整合自然、社

會人文、環境經濟，能回應學院的目標與特

色。合開或輪流開設的課程能提供學生多元

的視野，研究所小班課程可以有效傳承，強

化討論 

規劃的四個教學與研究領域中，與環境經

濟相關的課程似能突顯，或許是在四個領

域之下有相關課程開設。建議將此一重要

領域放在更高的位階，以回應其在環境治

理中的重要性。 

感謝委員的建議，環境經濟在本院系屬

於「環境政策與城鄉規劃領域」的專業發

展方向，亦有協助生態保育與環境教育

在跨領域課程與研究上，進行相關的發

展。此議題將在課程委員會進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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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二 

院系的結構完整，包括大學部、碩士班、博

士班。學士班分成兩個主修學程及三個專業

選修學程。碩士班分成專業必修及四大特色

專業選修課程。博班分成專業與專業選修課

程。 

碩士班人數限制下同時選擇四大特色專業

選修選課，是否造成開課班級人數過少無

法成班? 

感謝委員的評論。在跨領域發展的目標

下，本院系鼓勵教師以合授的方式進行

開課，並配合學校全英授課的方式鼓勵

教師開授全英語課程。整體而言，多數欲

開授的碩士班課程皆有開授成功。 

委員三 

1.課程設計包含「院基礎學程」、「系核心

學程」，及「生態與保育學程」、「環境管

理與環境教育學程」、「地球科學學程」等

三個專業選修學程。 

2.與原住民民族學院、人文社會科學學院之

老師合作設置「東臺灣生態文化學程」的跨

院學程。 

3.並開授「環境災害監測與防災」、「生態

農業 」、「環境教育人員認證」、「生態田

野」、「未來地球生態」及「環境政策」等

六個跨領域微學程。 

課程規劃及開設，因應外籍生的現況，宜

定期滾動式修正。 

感謝委員的建議。在配合校方國際化與

招生的政策目標下，本院系目前的外籍

研究生已佔整體研究生的三成。因此，在

配合教務處的全英授課獎勵機制與 TA

配套措施下，持續鼓勵教師合授與開授

相關課程，每學期至少可開出五門全英

語授課的課程，以滿足國際班培養外籍

生的各項課程所需。 

1-3 

系
所
經
營

與
行
政
支
援 

委員一 

院具各種委員會協助院務推動，多個中心是

推動院研究發展特色的有力推手。每年一百

多萬管理費回流亦有助院務之推動。 

人力資源是學院經營與行政支持重要的一

環，目前學院二個院助理、一位計畫助理

以及一位管理員，然院有多個中心，這樣

的行政人力恐怕不足。 

感謝委員的評論。目前本系有三位助理，

學院有兩位助理及一位管理員，而院級

中心則有中心主任主責人力的需求。未

來若業務增加，將尋求校方支持，增加行

政人力支援的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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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二 

課程方面的行政支援包括，院系課程委員會

規劃一般課程；校園環境中心規劃服務學習

課程；院行政委員會負責規劃重要教學與研

究行政事務。國際事務方面由委員會負責國

際學術與合作交流事務。學生輔導由院系導

師生輔導工作委員會負責。教師升等評鑑由

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負責。院系發展方針規劃

由院系務委員會負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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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三 

1. 在院系的三個教育目標、五項發展方向、

各學制的課程規劃 配合校級的各項委員會的

運作下，院系透過設置院系的各種委員會運

作並推動。 

2. 院系在發展與資源整合部分，透過制訂發

展計畫、教育目標、學生核心專業能力培

養，及落實教師專業發展的理念下，並設置

院級校園環境中心、防災研究中心、環境教

育中心、臺灣東部地震研究中心及生態及永

續科學研究中心，協助推動各項特色與發展

事務。 

3. 在院系經費支持、空間與設備及人力資源

的整合運用下，配合教學專業與學術研究品

質提升的機制，進一步統合達成院系經營所

需要的各項行政資源，建構出自我改善之回

饋機制。 

-   

1-4 

系
所
自
我
分
析

與
持
續
改
善 

委員一 

環境學院有明確而深具特色的目標，而且設

定的目標，尤其是跨領域的特性符合當前台

灣與國際環境議題的發展。 

發展目標應有滾動修正機制，行政人力支

援可再增加。 

感謝委員的評論。目前本系有三位助理，

學院有兩位助理及一位管理員，而院級

中心則有中心主任主責人力的需求。未

來若業務增加，將尋求校方支持，增加行

政人力支援的調整。 

委員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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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三 

1. 校設置國際處負責推動國際合作、招生與

各項事務，並提高國際能見度與校系排名的

目標下，院系亦設置國際事務委員會，針對

國際學術與合作交流、國際學生招生、輔導

與獎學金審議及課程規劃進行各項事務的推

動。東華大學在國際化排名顯著提升。 

2. 在學生自治組織的經營上，院系有系學會

及外籍生所經營的 GSS研究生學會。除了定

期與不定期的與學生組織會談外，院系每學

期固定提撥 1/4的導師活動費，協助學生舉

辦各類學術性與非學術性的活動，並適時聽

取學生的相關意見與想法，做為學生學習與

輔導持續改善的參考依循。 

3. 院系在學校的組織規程下，設置院系務委

員會，針對院之發展方針與計畫、教學研究

及教務事項、院規章/辦法之擬訂、向校務會

議所提之會議提案事項、設置相關委員會的

決議事項及相關特色與發展進行商議，以厚

實院系自我分析與持續改善的基礎。 

-   

綜合

結論 

委員一 - -   

委員二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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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三 

1. 跨領域為系所特色，研究中心也展現大學

社會責任及 SDGs 目標扣合。 

2. 外籍生人數達 11%，落實國際學術活動及

交流。 

3. 在深耕東台灣及服務在地化的思維下，院

系教師在東部的公部門、在地社群與非政府

組織，有相當多的合作與在地連結。 

4. 在教學、社會參與及學術計畫合作上，除

與太魯閣國家公園、花蓮林區管理處、花蓮

農業改良場及花蓮縣政府各局處等單位合

作，院系教師亦參與產學合作的各項計畫與

教育培訓的各項工作，與池南自然教育中

心、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五味屋、荒野保

護協會、花蓮好市集、青陽農場及富興生態

農場等單位有密切合作，從師生課程參與、

戶外參訪、學生學習及農產品販售等方式，

亦保持良好的實質互動關係。 

1. 跨領域雖為系所特色，一系一所一院，

對院而言，相形規模較小；建議可與其他

院系考慮整併，厚實環境學院的實體規

模；例如海洋學院。 

2. 由表 2. 顯示自 107學年度起碩博研究

生呈現明顯的下降，依系院特色宜加強國

際化招生策略，特別是新南向國家。 

國際生課程也應作對應的適當安排。 

3. 相關表格建議增列國際生在碩士班及博

士班的所佔比例，可更清楚國際化招生的

現況及發展。 

1. 為了能擴大院系的研發能量及

開展東部海洋領域的研究特色，

本院系若能整併成功，除了能有

效擴大環境與海洋資源領域的

研究群外，亦有助於解決院系教

師員額需求的問題。因此，本院

系已開始從行政會議與系院務

會議的方式，著手討論與海洋學

院合併的可行性。 

2. 在國家的新南向政策與本校國

際化的發展目標下，本院系持續

挹注與爭取資源，鼓勵教師共同

前往不丹、尼泊爾、印尼、印度

與泰國等地，與當地的大學與相

關學術單位進行交流。109 學年

開始，國際研究生佔整體研究生

的比例將超過 35%，顯示出院系

在國際化以產生不錯的成效，未

來將會持續深化國際化的招生

目標。 

 

3. 感謝委員的建議，將進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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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二：教師與教學 

指標 評鑑委員 優點、特色 待改善及建議事項 改善與建議回覆 

2-1 

教
師
遴
聘
、
組
成
及
其
與
教
育
目
標
、
課
程
與

學
生
學
習
需
求
之
關
係 

委員一 

環境學院所有的專任教師均有博士學位，相

關的評鑑考核辦法亦相當完備。教師的背景

專長能符合環境學院的跨域特色。 

以環境學院多個系所以及學程而言，26位

專任教師明顯偏少。能夠涵蓋的層面可能

因而受限，實為此一極具特色、重要而且

是台灣目前唯一真正跨領域的環境學院進

一步發展的隱憂。 

感謝委員的建議。本院系為系院合一的

單位，為單一系所，且有四個研究與教學

分組及五個研究中心。 

在跨領域上，本院系的生態與永續科學

跨領域研究中心在校方為期三年的亮點

計畫支持下，目前已從「再生能源、農業

生產及生態保育:社會生態系統韌性模型

與治理之研究規劃」為題，獲得 109 年度

科技部計畫的獎助，以及三年期的「臺灣

永續轉型實踐網絡研究計畫」。未來將會

在此基礎上，持續鼓勵院系教師投入跨

領域的研究發展工作。 

未來亦會努力增取師資員額，以提昇院

系的研發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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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二 

系院系專業領域包含四大特色領域：生態與

保育、環境政策與城鄉規劃、地球科學、環

境教育與生態旅遊核心特色領域，符合課程

及教育目標。 

- 

  

委員三 

1. 院系專業領域與教育目標，區分為生態與

保育組、環境教育與生態旅遊組、環境政策

與城鄉規劃組、地球科學等四組，目前共有

26位專任教師(包含 14位教授、11位副教

授、1位助理教授)，均具博士學位。 

2. 院系對於專、兼任師資之遴聘、續聘、考

核等條件，其要點公告周知等辦法，其內容

與流程，均有清楚合理之規範，且確實執

行。 

1. 系自成立有 31位專任教師，目前僅剩

26位；成立 10年來，退休教師均遇缺不

補，長遠來看將是一大隱憂。 

感謝委員的建議。為了能擴大院系的研

發能量及開展東部海洋領域的研究特

色，本院系若能整併成功，除了能有效擴

大環境與海洋資源領域的研究群外，亦

有助於解決院系教師員額需求的問題。

因此，本院系已開始從行政會議與系院

務會議的方式，著手討論與海洋學院合

併的可行性。將提出特色發展與教師員

額人數的檢討規劃。 

2-
2 

教
師
教
學
專
業
發
展
及
其

支
持
系
統 

委員一 

教學課程能符合學院的特色，除了有學院基

礎課程以及各學系所與學程的相關課程之

外，亦有極具特色的東台灣生態文化學程以

及 6個環境學院微學程，有助於教師的專業

發展以及深化學生學習。 

多元的課程以及室內與室外的課程操作方

式，若無強大的支持系統，恐難充分發揮

效能。尤其室外課程以及實作課程若能有

助教（專任或兼任皆可）協助更能強化教

學與深化學生學習。 

感謝委員的建議。院系教師除了在研究、

教學及服務輔導具有良好的績效外，在

各項社會服務與推廣上，從與科技部、內

政部、教育部、經濟部、農委會及縣市政

府的合作上，更有從知識(Knowledge)到

行動(Action)的表現(圖 11)。 

此外，本院系進一步透過業務費及教育

部教學改善計畫的挹注，平均每學年至

少提撥近二十萬元，協助近二十門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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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室外課程與實作課程之用，以利深化

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 

委員二 

目前由院系 26位專任教師支援四大特色領域

之核心課程。教學方式主要分成「室內課

程」與「室外課程」。 

26位師資要支援四大特色領域之核心專業

課程外，稍嫌不足，建議增加專業師資協

助分擔每一特色領域的教學能量。 

教師共同合開雖然可減輕老師授課負擔，

但可能同時增加學生同一門課適應多重教

學方式的困難，及評分標準的複雜性。 

感謝委員的建議。為了能擴大院系的研

發能量及開展東部海洋領域的研究特

色，本院系若能整併成功，除了能有效擴

大環境與海洋資源領域的研究群外，亦

有助於解決院系教師員額需求的問題。

因此，本院系已開始從行政會議與系院

務會議的方式，著手討論與海洋學院合

併的可行性。將提出特色發展與教師員

額人數的檢討規劃，以因應授課負擔與

評分標準的問題。 

委員三 

1. 教師在教育目標、各學制課程規劃與學生

專業能力(表 12)養成下，進行教師教學專業

的各項發展，並進而運用合宜之教學方式來

進行授課。 

2. 落實教師評鑑，協助教師專業成長，增進

教師專業素養，進而提升教學品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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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教
師
學
術
生
涯
發
展
及
其
支
持
系
統 

委員一 

學院配合學校有完整的升等以及教學與研究

獎助辦法。 

除一般的獎勵與評鑑之外，環境學院的一

大特色是從多元知識到處理真實世界環境

問題，因此建議將把知識落實於行動納入

獎勵與評鑑系統中。 

感謝委員的建議。本院系已編列院級教

學優良與優良導師獎勵金，以鼓勵院系

老師們的付出。此外，亦將檢討評鑑機

制，鼓勵教師進行多元發展。 

委員二 
院系鼓勵教師研究發表學術論文，積極爭取

產學合作機會，落實社區輔導。 

- 
  

委員三 

院系配合研發處的「研究發展審議委員會」

及「學術獎助評審委員會」制訂「推動學術

研究補助申請辦法、「延攬及留任國內外各

類頂尖人才獎勵辦法」、「國立東華大學教

師獎勵辦法」、「國外地區國際學術會議發

表論文經費補助準則、教師授課時數核計規

定及「國立東華大學環境學院教師獎勵辦法

實施細則」，進一步在院系四個專業領域及

五個研究中心的專業領域架構下，鼓勵教師

發展跨領域特色計畫，並制訂院系的教師獎

勵與評鑑辦法及相關學生學術表現獎補助辦

法。 

- 

  

2-4 

教
師
教

學
、
學
術
與

專
業
表
現
之

成
效 

委員一 

院教師的專業表現佳，多人獲得優良教學與

優良導師獎，學術論文發表亦有一定水準。 

106-108教師期刊論文總數以及參與國內

外研討會次數有逐年下滑趨勢，建議找出

原因加以因應。108年建教合作計畫經費

巨幅下降值得檢視。 

感謝委員的建議。因所檢附的資料為兩

年半的資料，因此才會產生期刊論文篇

數與建教合作經費下降的情況，再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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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後，並未產生論文篇數與建教合作

經費巨幅下降的情況。 

委員二 

本院系 2位為專任教師於 107年度共 16件科

技部計畫，6件教育部計畫；108年度共 12

件科技部計畫，4件教育部計畫；

SCI/SSCI/TSSCI 發表 107年度共 20篇；107

年度共 16篇。 

- 

  

委員三 

1.在各類別研究計畫的爭取上，院系教師近

三年有不錯的表現，無論在科技部、教育部

及建教合作計畫皆有良好的表現，對於學術

能量的累積、計畫專、兼任助理的聘任及學

生的訓練與培養有相當大的助益。 

2.教育部與建教合作計畫的推展，對於維繫

農業委員會各單位(如林務局、農業改良場、

林業試驗所、農糧署、企劃處與輔導處等單

位)、國家地震防災中心、氣象菊、內政部營

建署、各國家公園及縣市政府等單位的合作

關係，與各類國家型或地方型事務的推動皆

有莫大的幫助，亦有助於挹註本院系的五個

研究中心的長期發展。 

圖 4 顯示近三學年度相關學術期刊及研討

會論文發表，呈現微幅下降。 

感謝委員的建議。因所檢附的資料為兩

年半的資料，因此才會產生期刊論文篇

數微幅下降的情況。再更新資料後，第三

學年的學術期刊與研討會篇數與前兩年

已無太大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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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
合
評
論 

委員一 

教師遴聘、專業發展以及教學和學術等專業

表現優良，且符合院的特色目標。 

教師雖然多元，但人數明顯偏少，對於一

個重視跨領域的學院的長期發展而言，是

很大的限制。建議積極爭取員額，讓此一

極具特色的重要學院能有更好的發展。 

感謝委員的建議。為了能擴大院系的研

發能量及開展東部海洋領域的研究特

色，本院系若能整併成功，除了能有效

擴大環境與海洋資源領域的研究群外，

亦有助於解決院系教師員額需求的問

題。因此，本院系已開始從行政會議與

系院務會議的方式，著手討論與海洋學

院合併的可行性。將提出特色發展與教

師員額人數的檢討規劃，以因應授課負

擔與評分標準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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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三：學生與學習 

指標 評鑑委員 優點、特色 待改善及建議事項 改善與建議回覆 

3-1 

學
生
入
學
與
就
學
管
理 

委員一 

環境學院有相當完善的學生入學指引、師生

活動、導師生聚會以及職涯活動。 

多數導師並無輔導專業，校的輔導機

制主要功能為事件發生後的處理，因

此除了現有導師之外，若學院專職行

政同仁能參加相關輔導專業研習，更

能有效協助學生的輔導工作。 

感謝委員的建議。本院系將配合本校諮

商中心之規劃，鼓勵同仁參與專業輔導

研習活動，以強化導師的輔導專業能量。 

委員二 

由院系 26位專任教師每人每週 2-4小時的

Office hours 輔導學生，協助本地、外籍

學士、碩士、博士生。 

四大特色領域包括自然與社會科學，

學生入學背景與屬性如何適應廣泛的

領域，光靠 26位專任教師每人每週

2-4小時的 Office hours 輔導學生

似乎不足。 

感謝委員的建議。實際上，本院系教師除

了公告的時間外，另透過約訪的方式來

輔導學校。未來，將會透過系院務會議的

宣導方式，鼓勵教師增加 office hour 的時

間。 



87 

 

委員三 

1. 院系有院長與系主任各一位兼職行政的

主管，透過行政暨課程規劃委員會、導生輔

導工作委員會、獎學金委員會、成立家族導

師制等方式進行運作，並配合校級心理諮商

輔導中心、學務處、心理諮商規劃委員會及

學生輔導委員會的各項機制，關心學生學習

與課外活動生活情況。 

2. 五位專職的行政同仁負責院務、教務、

學務、總務與經費及境外學生事務，以建構

出本院系學生的學習與支持系統。 

3. 外籍生研究生學會(Graduate Student 

Society, GSS)之設置，有助於國際生適應

環境並協助相關事務之推動。 

 

 

3-2 

學
生
課
業
學
習
及
其

支
持
系
統 

委員一 

學院的學生課業學習，除了有教師的晤談時

間之外，亦有學生教學助理投入院基礎與核

心課程的教學。有相當高比例學生選修及發

表專題研究成果。 

學生參與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以及在

專業學術期刊發表研究成果的數量沒

有成長的趨勢。 

感謝委員的建議。本院系已制訂研究生

學術獎勵辦法，並持續鼓勵研究生投入

學術期刊發表工作。 

委員二 

院系提撥研究助理講學金及教學助理獎學

金，院系透過專題研究培養學士班學生專業

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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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三 

在學生課業學習與支持系統的建構下，院系

設置行政委員會，配合學校教務處及教學卓

越中心的學生學習輔導組的相關機制，全院

教師每週皆提供 2-4小時的 Office Hour來

輔導學生外，另透過 TA制度，讓研究生與

大學部高年級學生來協助課程教學工作，並

透過「國立東華大學學生學習輔導辦法」、

「期中預警機制」、家族導師制及「院系

(所)學習成效評量機制」來建構學生活學習

系統。 

 

 

3-3 

學
生
其
它
學
習
及
其
支

持
系
統 

委員一 

除了一般課程的學習之外，校院亦訂有辦法

以及獎勵措施鼓勵學生參與國內外研討會。

院系辦理多項活動有助學生除了一般課程之

外的多元學習。學生並有許多機會在專業領

域上參加許多交流參訪活動。 

休學的學生中有相當高比例休學原因

為工作需求，有必要深入分析以利因

應。 

感謝委員的建議。本院系將透過行政會

議探討學生休學的各項原因，其降低學

生休學的情況。 

委員二 

透過導生輔導及系學會辦理活動。固定舉辦

定期專題演講，擴大與外界的交流機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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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三 

1. 院系在學校學務處課外組、生活輔導

組、學生宿舍服務組及衛生保健組，與心理

諮商輔導中心各項心理諮商輔導工作的協助

與支持下，設置導師生輔導工作委員會，並

成立家族導師制來進行學生各項學習與支持

系統。 

2. 院系架構下成立校園環境中心、防災研

究中心、臺灣東部地震研究中心及環境教育

中心，進一步提供學生在校內外各項服務學

習與社會參與的學習機會。 

 

 

3
-4 

學
生(

含
畢
業
生)

學
習
成
效
與

回
饋 

委員一 

畢業生就業的工作領域相當廣而不集中於少

數領域，反映學院跨領域的特性。畢業生對

院系所提供的專業訓練有不錯的滿意度。 

非常高比例學生建議提高實務課程，

這與環境結合從知識到行動的跨域特

色相符，學院目前已有一些相關課

程，但顯然學生認為可再加深加廣。

學院或可對此深入研議。 

感謝委員的建議。本院系彙整本校與他

校實習辦法，將於 109-1 透過系院行政會

議開會討論，並制訂本系學士班實習要

點。此外，亦將鼓勵教師增加實務課程的

開授。 

委員二 

畢業學生工作屬性範圍廣泛，其中有高比例

分布在教育業與服務業。 

畢業學生工作屬性範圍廣泛，其中有

高比例分布在教育業與服務業，學生

對於四大領域與單一領域的抉擇，也

會影響到學習的廣度與深度，建議該

院系的有更清楚的說明與就業引導。 

感謝委員的建議。本院系已從 108-1 學

期開始，每學期至少安排校友回娘家的

實務講座，向本系學生就業發展趨勢，

及相關工作機會。此外，已彙整系友就

業資訊，並提供給在校生參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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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三 

院系在班制的自我分析與檢討機制上，配合

本校學務處畢業生與校友服務組於網頁上建

置「畢業生流向追蹤網路系統」，提供有關

畢業生「畢業生流向調查」、、「畢業校友

資料庫」及「校友意見回饋」等調查資料，

瞭解畢業生的「就業現況」、「求職或實習

的情形」、「畢業生從事工作與所學符合程

度」、「畢業生現在工作機構屬性」、「畢

業生從事的職業類別」及「畢業生從事的行

業類別」等現況。 

 

 

綜
合
評
論 

委員一 

學院能提供學生多元且跨域的學習，並有一

定的支援及輔導系統。畢業生普遍對院系所

提供的訓練滿意。 

現有課程未能滿足學生對實務課程的

需求，而實務課程是環境學院的重要

特色，故學院或可對此深入研議因應

的方法。 

感謝委員的肯定與建議。本院系彙整本

校與他校實習辦法，將於 109-1 透過系

院行政會議開會討論，並制訂本系學士

班實習要點。此外，亦將鼓勵教師增加

實務課程的開授。 

委員二 - -   

委員三 

本項學生與學習各項指標均良好 1. 因應少子化，建議加強對大學生

之招生策略及宣傳。 

2. 對研究生及國際生可加強獎勵制

度。 

感謝委員的肯定與建議。 

1. 本院系除了每學年皆有派員前往高

中進行到校宣傳外，於 108-2 開始亦

舉辦考生家長說明會，並開始舉辦高

中教師研習營。未來，將與地區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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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派員到校參與授課。希冀藉由上

述的努力，增加高中生、家長與教師

對本院系的認識程度。 

2. 本院系已通過研究生研究績效的獎

勵辦法，已鼓勵研究生持續投入學術

期刊與研討會的發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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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評鑑結果認定檢核表 
評鑑項目 優 良 待改進 未達標準 

項目一：系所發展、經營及改善 

1-1 系所目標、特色及發展規劃 3    

1-2 系所課程規劃與開設 2 1   

1-3 系所經營與行政支援 1 1   

1-4 系所自我分析與持續改善 1 2   

項目二：教師與教學 

2-1 教師遴聘、組成及其與教育目

標、課程與學生學習需求之關係 

2 1   

2-2 教師教學專業發展及其支持系

統 

3    

2-3 教師學術生涯發展及其支持系

統 

3    

2-4 教師教學、學術與專業表現之

成效 

1 2   

項目三：學生與學習 

3-1 學生入學與就學管理 3    

3-2 學生課業學習及其支持系統 3    

3-3 學生其它學習及其支持系統 2 1   

3-4 學生(含畢業生)學習成效與回

饋 

1 2   

 

三、自我評鑑書面審查意見總結 

委員一： 優  □ 良 □ 待改進 □ 未達標準 

委員二： 優  □ 良 □ 待改進 □ 未達標準 

委員三：□ 優   良 □ 待改進 □ 未達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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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綜合敘述 

評

鑑

委

員 

綜合敘述 敘述回覆 

委

員

一 

環境學院有明確而深具特色的目標，而且設定的目標，

尤其是跨領域的特性符合當前台灣與國際環境議題的發展。

教師的遴聘、專業發展以及教學和學術等專業表現優良，且

符合院的特色與目標。學院能提供學生多元且跨域的學習，

並有一定的支援及輔導系統。畢業生普遍對院系所提供的訓

練滿意。 

教師雖然多元，但人數明顯偏少，對於一個重視跨領域

的學院的長期發展而言，是很大的限制。建議積極爭員額，

讓此一極具特色的重要學院能有更好的發展。行政人力支持

是教師與學生專業發展重要的支援系統，學院的行政支援人

力似乎偏少。現有課程未能滿足學生對於實務課程的需求，

而實務課程是環境學院重要特色，故學院或可對此深入研議

因應的方法。 

感謝委員的肯定與建議。 

1. 感謝委員的建議。本院系為系

院合一的單位，為單一系所，且

有四個研究與教學分組及五個

研究中心。 

在跨領域上，本院系的生態與永

續科學跨領域研究中心在校方

為期三年的亮點計畫支持下，目

前已從「再生能源、農業生產及

生態保育:社會生態系統韌性模

型與治理之研究規劃」為題，獲

得 109 年度科技部計畫的獎助，

以及三年期的「臺灣永續轉型實

踐網絡研究計畫」。未來將會在

此基礎上，持續鼓勵院系教師投

入跨領域的研究發展工作。 

未來亦會努力增取師資員額，以

提昇院系的研發能量。 

2.感謝委員的評論。目前本系有

三位助理，學院有兩位助理及

一位管理員，而院級中心則有

中心主任主責人力的需求。未

來若業務增加，將尋求校方支

持，增加行政人力支援的調

整。 

3.感謝委員的建議。本院系彙整

本校與他校實習辦法，將於

109-1 透過系院行政會議開會討

論，並制訂本系學士班實習要

點。此外，亦將鼓勵教師增加

實務課程的開授。 

委

員

國立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院系合一，師資課程

涵蓋四大特色領域：生態與保育、環境政策與城鄉規劃、地

感謝委員的肯定與建議。 

1.感謝委員的建議。為了能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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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球科學、環境教育與生態旅遊核心特色領域。陸續成立五個

研究中心，包括「防災」 、「校園環境」、「環境教育」、「台

灣東部地震」、「生態及永續科學」等研究中心，組織與課程

架構設計完整，內容充實。 

目前由院系 26位專任教師支援四大特色領域之核心課

程。教學方式主要分成「室內課程」與「室外課程」。26位

師資要支援四大特色領域之核心專業課程外，稍嫌不足，建

議增加專業師資協助分擔每一特色領域的教學能量。 

畢業學生工作屬性範圍廣泛，其中有高比例分布在教育

業與服務業，學生對於四大特色專業領域與單一領域的抉

擇，會影響到學習的廣度與深度，建議該院系未來有更清楚

的說明與就業引導。 

院系的研發能量及開展東部海

洋領域的研究特色，本院系若

能整併成功，除了能有效擴大

環境與海洋資源領域的研究群

外，亦有助於解決院系教師員

額需求的問題。因此，本院系

已開始從行政會議與系院務會

議的方式，著手討論與海洋學

院合併的可行性。將提出特色

發展與教師員額人數的檢討規

劃，以因應授課負擔與評分標

準的問題。 

2.感謝委員的建議。本院系已從

108-1 學期開始，每學期至少安

排校友回娘家的實務講座，向

本系學生就業發展趨勢，及相

關工作機會。此外，已彙整系

友就業資訊，並提供給在校生

參酌。 

委

員

三 

優點及特色： 

1.東華大學環境學院為跨領域與科際整合特色的院系合一單

位。 

2. 2009年整合東華大學及原花蓮教育大學具生態學、地球

科學、環境規劃、資源經濟與文化及環境教育等背景的專業

教師，成立大學部、碩士班與博士班等學制，以作為培養兼

具科學與人文素養之自然資源與環境研究與管理人才的學術

搖籃。 

3.環境學院自資系是國立東華大學校內唯一院、系合一，且

整合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教學研究單位。 

4. 在 2010年與 2011年開始陸續設立「防災研究中心」、

「校園環境中心」、「環境教育中心」及「臺灣東部地震研究

中心」等院級中心，並於 2020年獲學校亮點計畫的支持，

成立「生態及永續科學研究中心」以推動跨領域的整合與教

學研究工作。 

5.教師與教學之相關指標均表現良好；特別在各類別研究計

畫的爭取上，院系教師近三年有相當不錯的表現。有些老師

在教學、研究或服務上，表現相當優異。 

建議及加強事項： 

感謝委員的肯定與建議。 

1.感謝委員的建議。而在跨領域

的整合計畫而言，亦本院系有戴

興盛老師所主持的社會生態系

統治理與協同經營團隊，以進行

長達七年的研究。孫義方老師所

主持的生態與永續科學跨領域

研究中心，在校方為期三年的亮

點計畫支持下，目前已從「再生

能源、農業生產及生態保育:社會

生態系統韌性模型與治理之研

究規劃」為題，獲得 109 年度科

技部計畫的獎助，以及三年期的

「臺灣永續轉型實踐網絡研究

計畫」。未來將會在此基礎上，

持續鼓勵院系教師投入跨領域

的研究發展工作。 

2. 感謝委員的建議。在配合校方

國際化與招生的政策目標下，本

院系目前的外籍研究生已佔整

體研究生的三成。因此，在配合

教務處的全英授課獎勵機制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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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系所特色研究群，可加強鼓勵形成，發揮跨領域的特色。 

2.課程規劃及開設，因應外籍生的現況，宜定期滾動式修

正。 

3.跨領域雖為系所特色，一系一所一院，對院而言，相形規

模較小；建議可與其他院系考慮整併，厚實環境學院的實體

規模；例如海洋學院或其他系所。 

4.由表 2. 顯示自 107學年度起碩博研究生呈現明顯的下

降，依系院特色宜加強國際化招生策略，特別是新南向國

家。國際生課程也應作對應的適當安排。 

5.相關表格建議增列國際生在碩士班及博士班的所佔比例，

可更清楚國際化招生的現況及發展。 

6.系自成立有 31位專任教師，目前僅剩 26位；成立 10年

來，退休教師均遇缺不補，長遠來看將是一大隱憂。宜有策

略積極爭取新進教師員額，以利師資組成健全及系院長遠發

展。 

7.顯示近三學年度相關學術期刊及研討會論文發表，整體呈

現微幅下降。 

8.因應少子化，建議加強對大學生之招生策略及宣傳。 

9.對研究生及國際生可加強獎勵制度。 

TA 配套措施下，持續鼓勵教師

合授與開授相關課程，每學期至

少可開出五門全英語授課的課

程，以滿足國際班培養外籍生的

各項課程所需。 

3.為了能擴大院系的研發能量及

開展東部海洋領域的研究特色，

本院系若能整併成功，除了能有

效擴大環境與海洋資源領域的

研究群外，亦有助於解決院系教

師員額需求的問題。因此，本院

系已開始從行政會議與系院務

會議的方式，著手討論與海洋學

院合併的可行性。 

4.在國家的新南向政策與本校國

際化的發展目標下，本院系持續

挹注與爭取資源，鼓勵教師共同

前往不丹、尼泊爾、印尼、印度

與泰國等地，與當地的大學與相

關學術單位進行交流。109 學年

開始，國際研究生佔整體研究生

的比例將超過 35%，顯示出院系

在國際化以產生不錯的成效，未

來將會持續深化國際化的招生

目標。 

5.感謝委員的建議，將進行修正。 

6.感謝委員的建議。為了能擴大

院系的研發能量及開展東部海

洋領域的研究特色，本院系若能

整併成功，除了能有效擴大環境

與海洋資源領域的研究群外，亦

有助於解決院系教師員額需求

的問題。因此，本院系已開始從

行政會議與系院務會議的方式，

著手討論與海洋學院合併的可

行性。將提出特色發展與教師員

額人數的檢討規劃。 

7.感謝委員的建議。因所檢附的

資料為兩年半的資料，因此才會

產生期刊論文篇數微幅下降的

情況。再更新資料後，第三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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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術期刊與研討會篇數與前

兩年已無太大的差異。 

8.本院系除了每學年皆有派員前

往高中進行到校宣傳外，於 108-

2 開始亦舉辦考生家長說明會，

並開始舉辦高中教師研習營。未

來，將與地區高中合作派員到校

參與授課。希冀藉由上述的努

力，增加高中生、家長與教師對

本院系的認識程度。 

9.本院系已通過研究生研究績效

的獎勵辦法，已鼓勵研究生持

續投入學術期刊與研討會的發

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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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國立東華大學環境學院系院聯合課程暨學程委員會設置要點 

國立東華大學環境學院系院聯合課程暨學程委員會設置要點 

98.09.28  98學年度第1學期環境學院第1次院務會議通過 

104.11.02  104學年度第1學期環境學院第1次院務會議通過 

105.04.18  104學年度第2學期環境學院第2次院務會議通過 

 107.03.20  106學年度第2學期環境學院第1次系院務聯合會議通過 

一、 國立東華大學環境學院（以下簡稱本院）依據「國立東華大學課程委員

會設置辦法」，設置「國立東華大學環境學院課程暨學程委員會」（以下

簡稱本會），並訂定「國立東華大學環境學院課程暨學程委員會設置要

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本會由院長、系主任、學位學程主任、本院校級國際事務委員、票選學

群教師代表 4人、票選一般教師代表 2人、學生代表 2人、校內外學者

專家、產業界及校友若干人等組成之，院長或指定代理人為召集人及會

議主席。同時獲選票選學群教師代表及一般教師代表者，以前者為優先。

校內外學者專家、產業界及校友由院長推薦經本會同意後產生。委員任

期一年，連聘得連任。 

三、 工作執掌： 

一、 課程與學程之規劃與推動。 

二、 新開設課程與學程之審議。 

三、 課程與學程績效之評估。 

四、 就課程與學程相關事務做成建議。 

五、 其他系院務聯合會議決議交辦事務。 

四、 本會每學期至少召開乙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開會時需有應出席人

員三分之二以上始得開議，另需有已出席人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始得決

議。 

五、 本會開會時得視事實需要，邀請相關人員列席。 

六、 本會議提案，除由院長交議外，應有本會議成員2人以上之連署。臨時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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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案需由出席成員2人附議。 

七、 本要點經系院務聯合會議通過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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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國立東華大學院行政會議設置要點 

國立東華大學環境學院行政會議設置要點 

98.09.28 98 學年度第 1 學期環境學院第 1 次院務會議通過 

104.11.16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環境學院第 5 次行政會議通過 

105.01.04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環境學院第 2 次院務會議通過 

105.04.18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環境學院第 2 次院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國立東華大學環境學院（以下簡稱本院）依據「國立東華大學組織規

程」，設置環境學院行政 

會議（以下簡稱本會議），並訂定「國立東華大學環境學院行政會議設置要

點」（以下簡稱本 

要點）。 

第二條 本會議之職責為： 

一、研擬並議決本院教學與研究之重大行政事務。 

二、規劃、推動及整合本院研究發展相關事宜。 

三、研擬並議決本院獎學金相關事務。 

第三條 本會議由本院院長、系主任、學位學程主任、院級中心主任、本院校級

國際事務委員及學群教 

師代表 4 人組成，院長或指定代理人為召集人及會議主席。 

第四條 本會議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並得由院長視需要或經本會議成員三分之

一以上書面提議並附案 

由召開臨時會議。臨時會議之召開，原則上由院長於兩週內召開之。 

第五條 本會議應有本會議成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出席始得開議，開會時須有出席

成員過半數同意，始得 

決議。如有必要，得邀請校內、外有關人員列席本會議。 

第六條 本會議提案，除由院長交議外，應有本會議成員 2 人以上之連署。臨時

動議案需由出席成員 2 人 

附議。 

第七條 本要點經院務會議通過後施實，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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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 108 學年度學士班課程規劃表 

108 學年度學士班課程規劃表 

一、本系學士班學生須滿足通識相關規定及修滿四個學程，學分達 128.0 學分以上方

得畢業 

二、本系學士班主修學程(major)，包含下列各項：    

1.基礎學程(21.0 學分)  

 2.核心學程(21.0 學分)  

三、本系學士班專業選修學程： 

 1.生態與保育學程(21.0 學分)  

 2.環境管理與環境教育學程(21.0 學分)  

 3.地球科學學程(21.0 學分)    

四、通識 37.0 學分(含體育)     

一、基礎學程(10 門) 授課教師 學分 修課年級(先修科

目) 

備   註 

環境科學概論 蘇銘千、吳

海音 

3 一上 必修 

環境倫理 蔡建福 3 二下 必修    

  全球環境變遷 領域專長教

師 

3 三上 必修   

生態學 
孫義方、吳

海音 
3 二上 至少三選二  

  地球科學概論 地科教師 3 一下 至少三選二  

社會科學概論 顧瑜君、戴

興盛 

3 一上 至少三選二 

普通生物學(一) 周志青、李

漢榮 

3 一下  

  普通物理 物理系支援 3 一下  

普通化學 楊悠娟 3 一上  

微積分 應數系支援 3 一下 

下 

 

二、核心學程(14 門)     

  普通物理實驗  物理系支援 1 一上  

普通化學實驗 楊悠娟 1 一上  

統計學 李俊鴻、陳

毓昀 

3 二  

  地理資訊系統概論 林祥偉 3 二上  

環境化學 楊悠娟 3 二上  

自然資源經營管理 戴興盛、吳

海音 

3 三上  

環境經濟學 戴興盛 3 二下  

環境法規 財法所支援 3 四下  

農業概論  3 二上  

環境地質學 張有和、張

文彥 

3 三下  

初級程式設計-R 語

言 
黃文彬 3 二 

可認抵通識資訊

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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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解說 
許世璋、李

光中、楊懿

如 

3 四下  

保育生物學 
吳海音、許

育誠 
3 四上  

海洋學 張成華 3 三下  

三、專業選修學程 開課教師 學分 修課年級(先修科

目) 

備   註 

1.生態與保育學程 

 

    

植物形態與分類 陳毓昀 3 二下  

動物形態與分類

(一) 

黃國靖、黃

文彬 
3 二上 

 

動物形態與分類

(二) 

楊懿如、許

育誠、吳海

音 

3 二下 

 

空間分析 張成華 3 三上 
(1)(3)學程共同科

目 

熱帶生態學 
孫義方、陳

毓昀 
4 

三下(先修普通生

物學(一)及生態

學) 

 

動植物交互關係 孫義方 3 三下  

生態田野調查(一) 生態組老師 3 二下(先修生態學)  

普通生物學(二) 
周志青、李

漢榮 

3 
二上 

 

淡水生態學 黃國靖 3 三上  

生理學概論 
周志青、李

漢榮 

3 
三上 

 

海洋生態學 黃文彬 3 三下  

森林生態學 
張世杰、孫

義方 

3 
三上 

 

專題研究(一)  1 三上  

專題研究(二)  1 三下  

生態田野調查(二) 生態組老師 3 
三上(先修生態田

野調查一) 

 

書報討論  1 二上  

生態農業的發展與

未來 
 2 三上 

 

生態農業場域實作  2 三下  

生態農業統整專題  1 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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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 

未來地球生態學

(一) 
 3 

二、三上(先修生

態學) 

 

未來地球生態學

(二) 
 3 

二、三下(未來地

球生態學（一），

該科成績須>B-始

得修習) 

 

未來地球生態學

(三) 
 3 

二、三暑期(未來

地球生態學

（二），前述成績

須>B-始得修習) 

 

2.環境管理與環境教

育學程 
開課教師 學分 

修課年級(先修科

目) 

備註 

  自然地理學 林祥偉 3 二上  

生態旅遊 宋秉明 3 二下 
東臺灣生態文化

學程課程 

社會科學研究法 
李俊鴻、李

光中 
3 三上 

 

環境教育 許世璋 3 三上  

環境教育教材教法 楊懿如 3 三下  

社區創意產業與專案

計畫寫作 
顧瑜君 3 四下 

 

水資源管理 蘇銘千 3 四下  

環境影響評估 宋秉明 3 四上  

環境社會學 李光中 3 二下  

空間資訊防災應用 林祥偉 3 三上  

環境管理專題 蘇銘千 3 四下  

專題研究(一)  1 三上  

專題研究(二)  1 
三下(先修專題研

究(一)) 

 

3.地球科學學程     

普通地質學 劉瑩三 3 二上  

岩石學 蔡金河 3 三上  

地形學 顏君毅 3 三上  

構造地質學 顏君毅 3 三下  

空間分析 張成華 3 三上 (1)(3)學程共同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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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野外地質考察 地科教師 3 二上  

地球物質 蔡金河 3 二下  

遙感探測學 
張成華、張

有和 
3 二下 

 

 地球物理學 張文彥 3 三上  

天文學 謝佳玲 3 四下  

大氣科學概論 

張成華、張

世杰、張有

和 

3 四上 

 

地球化學     

環境科學資料處理     

專題研究(一)  1 三上  

專題研究(二)  1 
三下(先修專題研

究(一)) 

 

四、重要相關規定：  

1. 本系學士班學生須滿足通識相關規定及修滿四個學程(修滿兩個微學程可以認抵第

四個學程)，學分達 128 學分以上方得畢業（即修滿主修領域（major）加一個副修學

程(minor)，或加一個本系專業選修學程，連同通識學分，總計修習學分數達 128 以

上)。  

2. 學生若修習本系專業選修學程為第四個學程，可由學生提出申請，採記至多兩門非

學程內科目為專業選修學程科目，並須檢附歷年成績單送院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後

始得抵認。 (追溯至 102 學年度前入學之學生皆適用)  

3. 本系學生除修畢通識英語必修 6 學分外，尚需通過語言中心規定之英語能力檢

測，並持成績證明至語言中心登錄，始達本校英語能力畢業標準。學生符合英語

免修條件者，得申請免修；審核通過免修者，授予 6 學分並計入畢業學分數內。

申請方式依本校「學士班校核心英語必修課程免修作業要點」公告為準。 

4. 本系學士班學生每學期最低修習學分數為 0 學分，每學期修習學分數最高為 24 學

分。  

5. 本系學士班學生須修畢「服務學習(一)」、「服務學習(二)」，全部通過者，始得畢業。

本系學生可修習外系之「服務學習(二)」，惟需事先至系辦填寫申請書，且需符合本

院「服務學習課程施行要點」之規定：(1)學生於修習服務學習(一)時進行之服務時

數，最高僅能被認定 20 小時。(2)服務學習時數必須來自至少 3 個服務學習提供機

構。(3)服務學習總時數需達 80 小時。  

6. 除主修及選修學程外，剩餘學分(至少 15.0 學分)可選修跨院學程、本系第二專業選

修學程，上修本院碩士班課程，或是選修外系課程取得副修或雙主修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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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凡科目需修習上下兩部方完整者，為全學年修習之科目，本系全學年修習之科目，

若僅修讀一學期或僅有一學期之成績者，仍可計入畢業學分。  

8. 可採計為生態與保育專業選修學程學分之碩士班課程：生態統計學、植物系統分類

學、昆蟲學、兩棲生物學、鳥類生物學、植物生態學、魚類生態學、行為生態學、

植物群落生態學、地景生態學、生態系生態學、遺傳學、動物生理學、植物生理學、

演化生態學。  

9. 可採計為環境管理與環境教育專業選修學程學分之碩士班課程：環境管理專題、環

境治理專題。大四生選修可認列:自然保育行政與衝突管理、資源再生管理與策略、 

共有資源管理、土地資源評估、環境議題教學、應用統計分析方法。大三生、大四

生可認列:環境風險評估與管理專論、鄉村規劃、生態社區、生態式--休閒農業規劃、

環境溝通與社區保育、生物多樣性保育教育、環境復育專題、國家公園管理議題分

析、遊憩衝擊、地景調查與地圖製作、全球變遷教育專題、自然保護區經營管理、

空間分析專題、環境倫理專題、環境教育教材教法專題、環境學習中心理念與實務、

環境教育研究與理論、環境解說專題、環境教育專題。  

10. 可採計為地球科學組專業選修學程學分之碩士班課程：環境地學專題、空間分析

專題、土地資源評估、地球化學專題、地震防災專題與構造地形學。大三大四選修可

認列：野外地質專題。 

11. 99 及 100 學年度課規中，已修畢「植物形態學」與「植物分類學」者，可認抵 101

學年度「植物形態與分類」；修畢「無脊椎動物學」與「脊椎動物學」者，可認抵「動

物形態與分類」。若前述 99 及 100 學年度課規中之兩科目僅修畢一科，可列入畢業

學分，但無法抵認 101 學年度之專業選修學程科目。  

12. 學士班 99 學年度以後入學之學生，若選修 101 學年度課規中之課程，可採計為

專業選修學程學分。 

13. 自 103 學年度起，持「海外中五生」學制畢業生，以同等學力資格入學大學學士

班者，畢業學分數應達至少 140 學分，並以本系開設之課程為限。 

14.106學年度起入學之新生，畢業前應完成本校規定之跨域自主學習認證時數。詳

細之考核標準及認證審核，悉依學務處「跨域自主學習認證實施辦法」辦理。 

15.舊生選修 107學年度課規之「動物形態與分類(一)」或「動物形態與分類(二)」

可認抵舊課規之「動物形態與分類」。 

16.採用 106學年度（含）以前課規之學生，若選修「動物形態與分類」、「動物形態

與分類(一)」、「動物形態與分類(二)」三門課，於「生態保育專業選修學程」中只採

計一門課 3學分，其餘 6學分則採計為畢業學分。 

17.選修專題研究(一)(二)的學生，須於修習課程前完成學術倫理線上課程並獲得認

證。 

18.105學年度至 107學年度入學之學士班學生，可以修習任一門 108學年度課規院

基礎學程中之科目，認抵「地球科學概論實習」課程。 

19. 擬採用 106學年度以前之課規畢業，且尚未修習「生物多樣性概論」課程之學

生，可以修習通識之「生物多樣性概論」認抵系核心課程「生物多樣性概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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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採 107學年度(含)以前課規畢業之學生，可修習 108學年度課規中之「生態田野

調查(二)」認抵原「生態田野調查」課程，且不受須先修「生態田野調查(一)」之規

定限制；擬採 108學年度新課規畢業之舊生，若已修習「生態田野調查」，可抵認新

課規中之「生態田野調查(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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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 108 學年度碩士班課程規劃表 

自 然 資 源 與 環 境 學 系 

108 學年度碩士班課程規劃表 

1.畢業學分：研究型修業規劃，30 學分；實用型修業規劃，36 學分 

2.專業必修：12 學分（獨立研究，2 學分 x 3＝6 學分；專題討論，2 學分 x 3＝6 學

分） 

3.專業選修：研究型，18 學分；實用型，24 學分  

二、專業必修科目 科目代碼 學分 先修科

目 

備   

註 專題討論 NRES54000 2   

獨立研究 NRES53990 2   

三、專業選修科目     

1.生態與保育組     

生態學專題 NRES54050 3   

植物分類學專題 NRES53890 3   

昆蟲學 NRES51900 3   

鳥類生物學 NR__55100 3   

植物生長與發育 NRES51700 

 

3   

植物生物技術與組織培養 NRES52800 3   

生物科技 NRES53800 3   

基因學 NRES52000 3   

分子生物學專題 NRES52900 3   

孢粉與環境 NRES53810 3   

植物生理生態學 NR__54000 3   

水棲昆蟲生態學 NRES53000 3   

植物化學生態學 NRES52700 3   

演化生態學 NR__55200 3   

魚類生態學 NRES50800 3   

生態系生態學 NRES53960 3   

地景生態學 NR__52500 3   

行為生態學 NR__56200 3   

植物群落生態學 NRES52300 3   

保育生物學專題 NRES53100 3   

民族植物學 EEE_51900 3   

保育遺傳學 NR__55400 3   

應用生態學 

 

 

 

BRT_51900 3   

生態統計學 NRES53600 3   

仔魚資源生態學 BRT_50300 3   

水產資源學 NRES53820 3   

應用昆蟲學 BRT_5190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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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動物經營管理 NR__51500 3   

自然科學研究方法與論文寫作 NRES53900 3   

自然資源調查方法 NR__54500 3   

兩棲類生物學 NRES53880 3   

植物生態學 NRES54110 3   

生態資料分析  3   

植物生理學 NRES54020 3   

動物生理學 NRES54030 3   

遺傳學 NRES54040 3   

植物系統分類學 NRES54120 3   

生態系模式專題  3   

2.環境政策與城鄉規劃組     

環境治理專題 NRES54060 3   

政策環評與計畫評量 ENVP54900 3   

自然保育行政與衝突管理 NRES51000 3   

資源再生管理與策略 ENVP54000 3   

環境管理專題 NRES53840 3   

環境風險評估與管理專論 NRES51100 3   

共有資源管理 NRES52600 3   

應用統計分析方法 NRES51200 3   

土地資源評估 NR__51200 3   

環境地學專題 NRES52100 3   

鄉村規劃 ENVP53200 3   

生態社區 ENVP55500 3   

生態式—休閒農業規劃 NRES51300 3   

3.環境教育與生態旅遊組     

環境教育專題 NRES54100 3   

環境學習中心理念與實務 NRES53850 3   

環境教育研究與理論 EEE_50300 3   

環境議題教學 EEE_50800 3   

地景保育及景觀解說 EEE_51500 3  改課名 

生物多樣性保育教育 EEE_51600 3   



108 

 

  環境復育專題 NRES53950 3   

永續發展教育 ENVP55400 3   

  質性研究設計與論文計畫寫作 EEE_51300 3   

  環境倫理專題 NRES53940 3   

  社會調查方法 EEE_51700 3   

環境解說專題 NRES53300 3   

國家公園管理議題分析 EEE_51100 3   

遊憩衝擊 EEE_50500 3   

行動研究取向之環境教育 NRES53970 3   

地學旅遊與解說 NRES53860 3   

地景調查與地圖製作  3   

世界遺產與文化景觀經營 NRES52200 3   

環境教育教材教法專題 NRES54070 3   

  全球變遷教育專題  EEE_50600 3   

  自然保護區經營管理 NRES54140 3   

4.地球科學組     

  地球科學專題 NRES54090 3   

高等岩石學 ES__51200 3   

光性岩象分析 NRES51400 3   

電子顯微鏡分析技術 ES__50300 3   

構造地形學 ES__51300 3   

地球科學資料處理 ES__51400 3   

沉積體系 ES__50400 3   

地表過程專論 ES__50500 3   

第四紀地質學 NRES51500 3   

考古地質學 ES__51500 3   

拉曼光譜分析技術 ES__50600 3   

環境化學專題 NRES53870 3   

應用 3D 雷射掃描儀與地表調查專題 

查專題 

查專題 

 

 

查專題 

ES__51600 3   

環境遙測專題 EEE_50700 3   

環境資料分析專題 NRES53700 3   

攝影測量在地表變遷調查應用 ES__5170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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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資訊科學 NRES51600 3   

空間分析專題 NRES53400 3   

地球化學專題 NRES54080 3   

觀測地震學 NRES54010 3   

地震防災專題 NRES53980 3   

全球衛星定位系統與地表作用專題 NRES54150 3   

野外地質專題 NRES54130 3   

科學寫作 NRES54160 3   

國家公園地質專題  3   

四、重要相關規定：  

1.本碩士班提供研究型及實用型兩種修業規劃之選擇，畢業學分分別為 30 學分及 36 

學分。採實用型修業規劃者得以技術報告代替碩士論文。 

2.碩士班學生需於入學後第一學期結束前提出修業規劃方向申請，且於第二學期註冊

前選定獨立研究之指導教師並取得其同意。在學期間如欲變更規劃，以一次為限，

並需於各學期開學一週內提出申請。 

3.碩士班學生在學期間，每學期皆需選修獨立研究，唯畢業時最多採計 3 次 6 學分，

多修學分不列入畢業和選修學分，惟成績照算並計入 GPA。 

4.「專題討論」畢業時最多採計 3 次 6 學分，多修學分不列入畢業和選修學分。 

5.碩士研究生每學期修課學分數不得超過 15 學分(不含獨立研究)。 

6.經由系主任及指導教授同意修習本校或外校其他相關研究所開設之科目，得計入本

所的專業選修科目畢業學分。 

7.100(含)學年以前入學學生得以專題討論抵認原課程之專題討論一至四(各一學分)， 

畢業時合計需修過四次專題討論（取得及格），實修學分與抵認課程學分間之差數，

可採計為選修與畢業學分。 

 尚未完成引導研究一、二和論文研究一、二學生，可以獨立研究抵認引導研究（一、

二）與論文研究（一、二），實修學分與抵認課程學分間之差數，可採計為選修與畢

業學分。 

8.本系碩士中文班學生修習本院系英語授課班別之課程，皆可採計為畢業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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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5 108 學年度博士班課程規劃表 

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 

108 學年度博士班課程規劃表 

一、本所博士班最低畢業學分數：30 學分 

1.專業必修：15 學分 

2.專業選修：15 學分 

二、專業必修科目 科目代碼 學分 先修科目 備   註 

專題討論  1  需修習 4 次共 4 學分 

專題研究  2  需修習 4 次共 8 學分 

自然資源與環境研究特

論 

NRD_7070

0 

3   

三、專業選修科目     

獨立研究(一) NRES7106

0 

3   

獨立研究(二) NRES7107

0 

3   

獨立研究(三)  3   

獨立研究(四) 

 

 3   

生態學特論 NRES7102

0 

3   

植物分類學特論  3   

生物地理學特論 NRES7010

0 

3   

生物科技特論 NRES7020

0 

3   

城鄉規劃特論  3   

環境政策特論  3   

環境管理特論 NRES7040

0 

3   

環境與資源規劃特論 NRES7050

0 

3   

環境經濟特論 NRES7104

0 

3   

環境正義特論  3   

遊憩衝擊特論 NRD_7040

0 

3   

環境教育特論 NRD_7130

0 

3   

國家公園特論 NRD_7210

0 

3   

社區、價值與環境特論 NRES7100

0 

3   

台灣區域地質特論 NRES7105

0 

3   

沉積體系特論 NRES7030

0 

3   

地球物質學特論 NRES7101

0 

3   

雷達遙測與地表變形 NRES7060

0 

3   

人文地理資訊系統特論 NRES7103

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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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境科學論文寫作 NRES7090

0 

3   

  研究方法特論 NRES7108

0 

3   

  地震特論  3   

四、重要相關規定：  

1. (1)專題討論（每門課一學分）：學生須修習並通過此課四次，且每學期只得上一專

題討論課程。 

  (2)原 105 學年度（含）前課規內之「NRD_70000 專題討論(一)、NRD_70500 專題

討論(二)、 

   NRD_71100 專題討論(三)及 NRD_71700 專題討論(四)」課程等同於 106 學年

度（含） 

   以後課規內之「專題討論」課程。 

2.(1)專題研究（每門課二學分）：學生選定指導教授後始得修習，並須修習通過此課

四次， 

   且每學期只得上一專題研究課程。 

 (2)原 105 學年度（含）前課規內之「NRD_70600 專題研究(一)、NRD_71500 專題

研究(二)、 

   NRD_71600 專題研究(三)及 NRD_72000 專題研究(四)」課程等同於 106 學年

度（含） 

   以後課規內之「專題研究」課程。 

3.選修本（外）校其他研究所的相關課程，在經課業指導委員會同意後，可

列入博士班的專業選修學分。  

4.原 98 學年度課規「NRD_70100 研究哲學與方法論」等同於 99 學年度

以後新課  

 規「NRD_70700 自然資源與環境研究特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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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6 108 學年人文與環境碩士學位學程課規 

環境學院人文與環境碩士學位學程課程規劃表 

108 學年度適用 

最低畢業學分數：25 學分。 

必修：13 學分。 

選修：12 學分。 

必修 

科目代碼 課程名稱 學分數 科目代碼 課程名稱 學分數 

HES_50000 專題討論* 4 HES_50010 獨立研究** 6 

NRESM0150 社會－生態系統與傳統知識 3 HES_50060 碩士論文 0 

* 專題討論（每門課二學分）：學生須修習通過此課二次，且每學期只得上一專題討論課程。 

**獨立研究（每門課二學分）：學生選定指導教授後始得修習，並須修習通過此課三次，且每學

期只得上一獨立研究課程。 

 

選修 

科目代碼 課程名稱 學分數 科目代碼 課程名稱 學分數 

環境政策與治理 

HES_@0020 環境正義 3 HES_50030 環境治理專題 3 

NRESM0080 
全球視野之永續環境與發

展專論 
3 NRESM0260 氣候變遷與永續發展專題 3 

科學管理 

 保護區和社區參與 3 NRESM0130 遙測與地理資訊系統 3 

NRESM0050 環境科學研究計畫寫作 3 NRESM0200 科學寫作 3 

NRESM0310 科學方法 3    

應用生態學及人文領域 

NRESM0220 生態理論的歷史與哲學 3 HES_50020 環境社會學專題 3 

HES_50070 環境測量與監測 3 HES_@0010 原住民與生態－文化旅遊 3 

NRESM0070 生態學專題 3 NRESM0070 生態系生態學專題 3 

NRESM0000 自然資源研究方法（一） 3 NRESM0190 自然資源研究方法（二） 3 

NRESM0040 統計學緒論 3 HASSM0370 人類生態系统-架構與應用 3 

 熱帶生態學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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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相關規定： 

1. 學生須滿足下列要求，始得畢業： 

(1). 須修畢並通過 25 學分（必修 13 學分及選修 12 學分）以上之全英語

授課，與碩、博士層級課程。修課相關規定請參閱第二點及第三點。 

(2). 須完成論文與滿足國立東華大學對論文提交之各項規定。 

(3). 須舉行論文口試，口試委員至少需 3（含）人以上。 

(4). 每學期修課學分上限為 12（含）學分（華語課程不計）。 

2. 必修課程相關規定： 

(1). 專題討論（每門課二學分）：學生須修習通過此課二次，且每學期只

得上一專題討論課程。 

(2). 獨立研究（每門課二學分）：學生選定指導教授後始得修習，並須修

習通過此課三次，且每學期只得上一獨立研究課程。 

(3). 碩士論文：入學第四學期始得修習。 

(4). 每門課成績要求為 B-（含）以上。 

3. 選修課程相關規定： 

(1). 修讀外院系、外校所開設之碩、博士層級，且全英語授課課程，經由

學生指導教授及環境學院院長於修課前同意，始得計入該生選修科目

之畢業學分數內。 

每門課成績要求為 B-（含）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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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7 校園環境中心簡介 

校園環境中心簡介 

環境學院為記錄及保存國立東華大學校園環境檔案，推動建立低碳、綠色的校

園環境，於民國 100 年 12 月 5 日院務會議通過設立「校園環境中心」。中心下

設動物、植物、地景、氣象水文、綠色校園與環境管理等 6 小組。 

主要工作為 1.校園環境檔案的建立：校園生物、物理、化學、地質、地形、水

文、人文環境資料的長期收集、整理、建檔、保存、及展示。 2.定期或不定期

舉辦各項校園活動，以推動低碳、綠色校園。 

校園環境中心設立目標 

1.短期目標(2012-2016)：資料搜集，整理、分析與呈現並分組實地調查，建立

網頁資料庫系統。 

2.中期目標(2017-2021)：系統性的分析與應用，以進行系統性分析資料，提出

對校園建議與改善之報告，達成校園的低碳行動。 

3.長期目標(2022-2026)：鄰近社區推廣，從校園走入社區，結合學校力量，影

響並關懷鄰近社區環境。 

校園環境中心運作方式 

將對象區分成植物、動物、地景、氣象水文、綠色校園、環境管理六組小組進

行資料搜集與活動。於每學期期間，每月定期招開中心會議討論行政、服務學

習等相關事務。 

校園環境中心辦理活動歡迎全校師生與社區民眾參加，並且提供在校學生服務

學習之機會，學生藉由校園調查、資料分析、辦理活動、資料庫建置與管理，

補充課程中缺乏之實務經驗。 

校園環境中心成果 

106-2 學號前，學期期間按月出版；107-1 學期後改每學期之第三個月出版翌

刊。截至 2019 年 3 月，計已出刊 57 期。刊物內容概分度物、職務、氣象水

文、環境管理、地景、地政防災、中心活動、校內各處事或單位介紹等九類。

此刊物邀請校園環境中心教師成員、本院系教師與本系學士班專題研究報告之

學生。 

執行計畫 

在計畫執行上，接收校內校外之補助與委託計劃： 

1.花蓮區農業改良場有機農業研究中心預定場址生態調查（2016）－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花蓮區農業改良場委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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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服務學習教師教學成長社群計畫（2017、2018、2019）－本校教學卓越中心

補助 

3.東華大學校園螢火蟲調查計畫（2018）－本校總務處委託 

    校園環境中心秉持做中學的精神，透過師生間相互帶領、聯繫、互動與交

流，結合服務學習計畫，藉野外調查、活動、網路平台、環境議題呈現等方

式，讓學校成員更瞭解所處環境，進而愛校園，並關懷鄰近社區環境。期盼未

來能結合學校與社區力量，共同守護東臺灣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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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8 防災中心介紹資料 

防災中心介紹資料 

國立東華大學環境學院為整合各類專才，參與防、減、救災研究與實務工

作，提升東部防災、避災意識，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七條，於民國 100 年 12 月

5 日經 100 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通過設置防災研究中心。中心成員

除院內同仁外，亦延攬校外具有相關領域專家共同從事防救災相關研究。 

本校各領域師資針對環境敏感地區，長期執行各類型計畫，已建立相關調查

與分析之資料庫，對災害管理決策支援系統、災變通報與緊急應變系統之檢討評

估與防治對策等，皆有具體成果，並陸續應用於防、減、救災研究與實務，提升

東區居民防災、避災意識，提供環境及防災科技等相關課題之專業諮詢服務與研

究。因應環境變遷，配合政府相關政策，結合空間資訊在防、減災實務上的應用、

防災技術的研究及支援相關系所教學研究與服務，善盡社會服務之責任，並作為

產官學合作之平臺。中心成立目的即為提升台灣東部地區災害防救科技之專業水

準，積極培植災防專業團隊，加速人才培育、學術創新、成果應用與資訊分享，

並成為東部地區防災科技與國際合作之窗口，增加研究能量及推廣研究成果。本

中心任務如下： 

1. 從事環境科技及防災相關之學術研究，提昇研究之水準，並落實研究成果。 

2. 接受公、民營機構委託研究、規劃、設計、檢測與評估。 

3. 從事防災系統之開發及防災資料庫之建立。 

4. 提供環境科技及防災之諮詢與服務。 

5. 支援相關系所教學研究與服務。 

6. 舉辦學術演講、研討會、講習及宣導，並參與國際專業學術交流活動。 

7. 培訓環境科技及防災之專業人才。 

  

https://ces.ndhu.edu.tw/ezfiles/20/1020/img/2151/10115857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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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9 環境教育中心介紹資料 

環境教育中心介紹資料 

國立東華大學環境學院為整合各類專才.與環境教育相關之研究與實務工

作，以達永續發展之公民教育目標，於 2012 年設置環境教育中心。 

環境教育中心主要工作項目如下： 

1. 輔導訂定國內各種層級的環境教育計畫、綱領、方案、課程、教材，推展環

境教育工 作。 

2. 環境及環境教育相關資訊蒐羅、分類、整理與建檔。 

3. 申辦環境教育法規定與環境教育機構、場所、設施、人員、環境講習相關人

才之培育。 

4. 協助辦理環境教育研究、推廣、出版、教學業務。 

5. 舉辦工作坊、研習營、研討會、講座，增進相關民間、產、官、學界與國際

等之交流與 合作。 

6. 接受各界環境教育相關學術研究、政策規劃、課程設計，與教學訓練等業務

委託，提供 專業諮詢服務。 

7. 協助辦理其他學校與學院臨時交辦環境教育相關事項。 

 

環境教育中心持續與多個校外單位及社區辦理環境教育推廣活動，亦提供

在校學生服務學習機會，讓學生透過參與各種活動規劃辦理、資料分析建置及

管理的過程，學習實務經驗。同時，環境教育中心亦負責國立東華大學作為環

境教育認證環境教育機構之訓練工作，提供東部區域環境教育人員認證課程。 

 

計畫及成果（2016-2019） 

1. 教育部區域環境教育輔團計畫(東區)（2016-2017） 

計畫服務對象為宜蘭、花蓮、臺東中小學環境教育輔導團，及各國民中小

學。目的在於促進教育部東區環境教育輔導團與東區各縣環境教育輔導團間的

互動與連結、提供多元的專業輔導與諮詢，培育人才並有效推動教育部環境教

育政策，提升縣市輔導團之專業素養及協助東區各縣輔導團整合地方教育政

策。 

2. 環保署東區環境教育區域中心計畫（2016-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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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內容為聯合宜蘭、花蓮、臺東大專院校學，以及在地社區組織、環境

保護社團等，採用專業領導、增能學習、科技支援、研究評估、夥伴推廣的環

境教育能力培訓方式，建構東區環境教育網絡，共同執行社會大眾進行環境教

育推廣工作。 

3. 教育部 107 年補助辦理環境教育推廣活動計畫（2018） 

執行「107 年全國高中職環境教育人員展延研習」計畫，東華大學環境學

院之環境相關領域教授與環境教育專業師資，提供高中職環教人員環境議題與

教育方法及多面向與廣視角之環境教育學科領域素養增能研習課程。 

4. 教育部 108 年補助辦理環境教育推廣活動計畫（2019） 

執行「環境教育方案基礎─民宿體驗課程」計畫，與在地民宿業者合作，

透過課程、體驗、發想、規劃、實踐的方式，傳達在不同生活情境中實現環境

教育理念的可能，培訓環境教育種子教師，同時向民宿業者傳達環境友善旅

社、永續旅遊理念。 

5. 107 年度花蓮縣水環境巡守隊經營暨自然淨化溼地活化計畫（2018） 

協助花蓮縣環境保護局執行「花蓮縣玉水圳人工溼地環境教育課程規劃與

活動計畫」，以花蓮縣玉里鎮玉水圳人工溼地為基地，藉由多個在地單位、學校

的通力合作，共同規劃玉水圳環境教育宣導課程並進行實地教學活動，讓更多

的社會民眾能認識玉水圳人工溼地別具特色的生態系統、環境資源，推廣環境

教育內涵。 

6. 108 年度花蓮縣全國水環境清淨河面計畫（2019） 

協助花蓮縣政府執行「河川保育宣教活動計畫」，從人文歷史、自然生態及

水利設施的角度切入，向小學學生進行環境教育觀念宣導，探討人類生活與河

川流域的密切關連性，並針對花蓮縣內各河川流域議題及現況作說明，促成守

護河川共同行動。 

7. 2019 中華民國環境教育學會第廿九屆環境教育學術暨實務交流國際研討會 

協助中華民國環境教育學會於本校環境學院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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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0 台灣東部地震研究中心介紹資料 

台灣東部地震研究中心（ETEC）簡介_20200204 

 

台灣東部地震研究中心和前兆觀測園區均屬於科技部台灣地震科學中心

(TEC; Taiwan Earthquake Research Center)主要工作項目之一。在科技部計畫補

助下，結合中央氣象局、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中央地質調查所及相關學術

機構，共同合作建置了「台灣東部地震研究中心」(E-TEC; Eastern Taiwan 

Earthquake Research Center)，作為臺灣東部地震相關研究的整合平台及基地。

主要功能包括：建置「區域地震資料中心」、進行「地震前兆觀測研究」、發展

「地震預警區域中心」、推動「地震防災教育」；2018 年花蓮地震擔負起區域中

心的角色，協助中央及地方勘災及餘震監測，也協助台德立霧溪流域觀測網的

維運。 

 

同時結合台灣過去對地震及前兆研究之經驗及相關資源，加強對台灣東部

之地震防災及基礎地科之研究，以跨校合作機制，成立東部區域地震前兆觀測

及科學研究中心，可達到學術、防災應用及教育等多重之目標。校園內建置地

震前兆觀測實驗園區，目前中心已涵蓋的地震前兆觀測項目包括：地震活動時

空分佈、地殼變形監測（GPS）、地下水井之水位、溫度及化學成份監測、大地

電阻、地磁場、電離層濃度變化、衛星影像(In SAR)、井下自然電位觀測、伽

瑪輻射儀和土壤二氧化碳、氡氣等觀測項目，落實整合為台灣首座集中式地震

前兆觀測實驗園區。各項前兆觀測的方法可以做長期有系統的評估及分析，提

供地震預測研究最佳的場址及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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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1 生態及永續科學研究中心介紹資料 

 

生態及永續科學跨領域研究中心（CIRES）的使命是推動社會生態系統韌性研

究，以促進社會生態系統治理，進而解決在全球變遷影響下，日益嚴重的環

境，社會和經濟議題。為了達到以上目標，我們組織了一個跨領域研究團隊：  

 

 

1. 建立一個科學交流與合作研究的區域中心，以促進生態學和永續科學研究   

在過去的半個世紀中，亞洲經濟與人口的快速變化已逐漸成爲全球政治和全球

發展的主導力量。這樣的變化帶來了新的社會與生態挑戰，我們必須以科學的

方式深入了解這些挑戰以做出明智的決策。   

 

生態及永續科學跨領域研究中心位於台灣，是亞洲地區第一個結合生態學及社

會科學研究的中心，其任務與目標師法於 NCEAS，SESYNC 和 iDiv 等國際

重要研究中心。台灣是高度發展的民主國家，優越的地理位置可作爲通往其他

主要國家和生物多樣性熱點區域的橋樑。這些優勢與獨特性有利我們邀集世界

各地的學者，展開保育生態學和永續科學研究的合作。  

 

2. 培養跨領域策略以解決複雜的社會生態問題   

環境問題的複雜性通常超越單一機構專業知識的解決能力，唯有集結具有多種

研究背景和觀點的學者們，才能解決今天所面臨的社會生態挑戰。   

 

本中心今年將主辦四個國際與跨學科的主題工作坊，其中包括利用熱帶和亞熱

帶地區的長期生態數據資料的主題。請查看我們的最新消息和活動頁面以了解

近期或以前的工作坊。中心成員目前已經開始進行部分研究計畫，我們也熱烈

歡迎合作者的新提案或攜帶資料加入研究。 

 

3. 鼓勵研究生教育並向公衆推廣我們的研究成果   

鼓勵本地及國際研究生參與本中心的研究，並計畫提供數據分析和資訊整合的

培訓，以提升社會生態系統研究的深度和廣度。本中心也精心規劃實習和志願

服務機會，以提供學生更多研究經驗及提高環境議題意識。請查看研究生學習

和空缺頁面以獲得更多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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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2 東北林業大學野生動物資源學院合作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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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3 浙江大學生命科學學院合作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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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4 中國地質大學(武漢) 合作協議 

 



127 

 

附錄 15 日本北海道大學環境科學院合作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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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6 韓國國立濟州大學校人文大學及社會科學研究團合作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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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7 台灣海峽地質研究中心合作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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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8 泰國 Kasetsart University 大學合作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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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9 泰國宋卡王子大學合作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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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0 馬來西亞沙巴大學科學與自然資源學院合作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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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1 印尼 Islamic State University 大學合作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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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2 印尼迪波內戈羅大學科學與數學學院合作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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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3 教師專長領域資料 

姓名 職稱 最高學歷 專長 研究室 
研究室

號碼 

蘇銘千 教授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

土木工程所博士 

環境宿命研究、環境管

理、廢棄物管理政策、

永續物質管理 

  環 B449 

顧瑜君 教授 
美國奧勒岡大學哲

學博士 

質性研究、行動研究、

課程與教學 

人文生態與教育

研究室 
環 A310 

宋秉明 教授 

美國緬因大學森林

學院公園暨遊憩資

源博士 

國家公園經營管理、綠

色旅遊、遊憩衝擊、生

態旅遊、原住民觀光、

遊憩治療 

生態旅遊規劃與

綠生活研究室 
環 A344 

許世璋 教授 

美國俄亥俄州立大

學自然資源學院環

境教育與解說博士 

環境教育、環境解說、

自然教育中心 
  環 A345 

李漢榮 教授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

生理學博士 

分子生物學、動物生理

學、基因學 
奈米生技研究室 環 B447 

周志青 教授 
美國馬里蘭大學植

物生物學博士 

植物生理學、植物化

學、分子生物學 
  環 B448 

黃文彬 教授 
國立台灣大學動物

學博士 

魚類生態學、仔稚魚生

態學、漁業生物學、水

產養殖、海洋生態學 

漁業生物與魚類

生態研究室 
環 B349 

劉瑩三 教授 
國立台灣大學地質

研究所博士 

第四紀地質學、環境地

質學、考古地質學、定

年學 

拉曼實驗室 環 A442 

張世杰 教授 

德國 Bayreuth大

學陸域生態系研究

所博士 

生態系生態學、土壤生

態學、植物生理生態學 
陸域生態研究室 環 B450 

戴興盛 教授 
德國海德堡大學經

濟學博士 

永續發展、自然資源經

濟學、共有資源治理、

社區保育、保育與發展 

  環 A242 

李俊鴻 教授 

國立中興大學應用

經濟學系管理學博

士 

社區參與、生態旅遊、

文化與自然遺產經營管

理、自然資源與環境經

濟 

自然暨文化資源

管理研究室 
環 A244 

孫義方 教授 
加州大學柏克萊分

校博士 

植物生態學、熱帶生態

學、森林動態研究 

植物生態學研究

室 
環 B307 



144 

 

顏君毅 教授 
美國佛羅里達州立

大學地質博士 

雷達衛星遙測（雷達差

分干涉、永久散射體雷

達差分干涉法）、沉積

學、大地構造、地形學 

地表作用與遙測

研究室 
環 A238 

張文彥 教授 

國立中央大學地球

科學學系暨地球物

理博士 

地震、地球物理學、地

震防災、遙測科技 
  環 A437 

黃國靖 副教授 
國立台灣大學植物

病蟲學博士 

昆蟲學、水棲昆蟲分

類、溪流生態學 
  環 A438 

楊懿如 副教授 
國立台灣大學動物

學博士  

生態學、保育生物學、

兩棲類保育教育、數位

典藏與數位學習 

兩棲保育研究室  環 B350 

李光中 副教授 
英國倫敦大學大學

學院地理學博士 

權益關係人參與、地景

保育、自然保護區經

營、環境議題教學 

地景與社區發展

研究室 
環 A337 

張有和 副教授 

英國倫敦大學帝國

理工學院環境工程

博士 

環境變遷研究、風險評

估、自然資源評估與管

理學 

三維雷射掃描與

攝影測量研究室 
環 A306 

吳海音 副教授 
國立台灣大學動物

學博士 

保育生物學、野生動物

生態學、生態學 
野生動物研究室 環 B347 

蔡建福 副教授 

國立台灣大學農業

推廣研究所鄉村規

劃博士 

環境規劃、生態社區、

鄉村發展 
鄉村研究工作室 環 A338 

楊悠娟 副教授 
美國凱斯西儲大學

化學博士 

地球化學、物理化學、

奈米科技與生態教育 

奈米科技與生態

研究室 
環 B249 

林祥偉 副教授 
國立台灣大學地理

環境資源博士 

地理資訊系統、遙測衛

星影像處理、衛星定位

系統、人工智慧空間分

析模式、土地利用研究 

  環 A309 

蔡金河 副教授 

美國史丹福大學地

質與環境科學系博

士 

礦物與岩石學、電子微

探分析應用、造山帶地

殼演化、地球化學 

岩石與地質微分

析實驗室 
環 B247 

許育誠 副教授 

國立台灣大學生態

學與演化生物學博

士  

保育遺傳、鳥類學、行

為生態學、分子生態學 
  環 B348 

陳毓昀 副教授 
美國喬治亞大學植

物學博士 

熱帶植物生態研究、生

態統計及建模 
  環 B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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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成華 助理教授 

英國倫敦大學帝國

理工學院環境資源

博士 

遙測與低空攝影、空間

資料處理、漁業海洋

學、全球變遷教育 

  環 A2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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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4 整合型計畫核定證明(待補充) 

整合型計畫核定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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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5 109 學年度繁星推薦招生簡章 

 

附錄 26 109 學年度個人申請招生簡章 

 

附錄 27 109 學年度學士班考試入學招生簡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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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8 學士班四技二專招生簡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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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9 108 學年度寒假轉學考招生簡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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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0 放陸生、港、澳及馬來西亞僑生的學士班招生簡章 

1.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招生簡章(學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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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國立東華大學單獨招收僑生及港澳生請入學簡章(學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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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陸生招生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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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1 碩士班甄試招生簡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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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2 碩士班考試招生簡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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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3 外籍生春季與秋季入學審查 

環境學院 

 106-1 學期（2017 秋季班）外國學生申請入學及獎學金審查會議（第一梯次） 

會議紀錄 

 

時間：民國 106 年 4 月 25 日（週二）12:10-14:30 

地點：環境學院大樓二樓院長辦公室（A206） 

主持人：裴院長家騏        紀錄：李莉莉 

初審教師：裴院長家騏、蘇銘千教授、紀駿傑教授、黃國靖副教授、吳海音副

教授、蔡金河副教授 

列席：陳毓昀副教授 

請假：黃主任文彬 

 

議案討論 

案由一：請審閱 106-1 學期環境學院外籍學生申請入學資料，並就錄取與否、

英文能力檢定合格與否（或是否需補語言能力證明）、授予東華獎學

金和發放類型，或南向獎學金、BUDI 獎學金，及環境學院研究生獎

學金（16,000 元）與否，予以討論。 

說明：1.申請者之申請資料（詳閱附件一；依英文能力排序。人文與環境碩士

學位學程：9 位、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博士班：5 位、碩士班國際

組：15 位）請初審教師線上審閱，或至系辦查看紙本資料。 

2.校分配予環境學院之東華獎學金 106-1 學期名額為：A 類 6 名（100%

學費及學分費減免+生活津貼 30,000 元[簡稱 A 類]）、B 類 5 名

（100%學費及學分費減免[簡稱 B 類]），C 類不限制人數（50%學費

及學分費減免[簡稱 C 類]）。 

3.申請者獎學金申請狀況： 

東華獎學金申請者：23 名。 

南向獎學金申請者：符合申請資格者 3 名。請以排序方式處理。 

BUDI 獎學金申請者：1 名。 

臺灣獎學金申請者：6 名。 

4.BUDI 獎學金、南向獎學金、東華獎學金及環境學院研究生獎學金內容

詳閱附件二。 

擬辦：決議後將由系辦於外國學生線上審查系統填報院級審查結果。 

http://ias.ndhu.edu.tw/workbench/employee/lo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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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1.綜合申請者之 GPA 成績、讀書計畫、申請志願序、英語能力、潛在論

文指導老師狀況等，錄取 14 名（申請編號後三碼：039、068、072、

108、132、253、277、336、368、369、371、377、380、389），其中

申請編號 277、368、369、377、389 未附正式英語能力證明，給予條

件式入學許可（畢業前需通過學系碩士班學生英語能力之要求）。 

2.依國籍、GPA 成績決議東華獎學金受獎名單如後：東華獎學金 A 為 6

名（申請編號：108、253、277、336、368、389）、東華獎學金 B 計 5

名（申請編號：068、132、371、369、377）、東華獎學金 C 為 3 名

（申請編號：039、072、380）。 

3.申請編號 380 另申請 BUDI 獎學金。院系初審建議之獎學金類型排序

為(1).BUDI 獎學金（其第四年之每月生活津貼，以校付 1/2，院系

1/4、論文指導教授 1/4 方式執行）。(2).南向獎學金（每月研究獎勵金

8,000 元由其論文指導教授李俊鴻老師支應）。南向獎學金受獎條件：

歷年學業平均 GPA3.70 以上，或達該班前 25%以上。(3).東華獎學

金：50%學費和學分費減免。 

4.環境學院研究生獎學金留待渠等入學後再審。 

5.研擬東華獎學金備取名額之相關提案至校級國際事務委員會討論。 

6.申請者資料與相關決議事項詳附件一。 

  



165 

 

0

2

4

6

8

10

12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學
生
數

學年度

環境學院外籍學生人數
碩士班 博士班

0

5

10

15

20

25

學
生
總
數

環境學院外籍學生國籍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環境學院 

 106-1 學期（2017 秋季班）外國學生申請入學及獎學金審查會議（第二梯次） 

會議紀錄 

 

時間：民國 106 年 5 月 17 日（週三）17:00-18:10 

地點：環境學院大樓一樓 自資系系辦會議室（B104） 

主持人：裴院長家騏        紀錄：李莉莉 

初審教師：裴院長家騏、黃主任文彬、蘇教授銘千、紀教授駿傑、吳副教授海

音、蔡副教授金河 

請假：黃副教授國靖 

 

報告事項 

1. 歷年外籍學生人數與國籍狀況（99 學年度迄 105 學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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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04-2 學期第二次校行政會議（民國 105 年 3 月 23 日）已通過「國立東華大學

院系及單位國際化發展專帳設置及收支管理要點」(附件一)，105 學年度起

依前項要點規定，每學期學校統收後，於第二學期初分配至各招生院系及單

位專帳項下。至 105-2 學期本院系及單位國際化發展專帳總額為 145,000 元

（104-2 學期：65,000 元、105-1 學期：80,000 元）。 

 

議案討論 

案由一：請審閱 106-1 學期第二梯次環境學院外籍學生申請入學資料，並就錄

取與否、英文能力檢定合格與否（或是否需補語言能力證明）、授予

東華獎學金和發放類型，或南向獎學金、BUDI 獎學金，及環境學院

研究生獎學金（16,000 元）與否，予以討論。 

說明：1.申請者之申請資料（詳閱附件二；依英文能力排序。人文與環境碩士

學位學程：2 位、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博士班：3 位、碩士班國際

組：4 位）請初審教師線上審閱，或至系辦查看紙本資料。 

2.校分配予環境學院之東華獎學金名額為：A 類 2 名（100%學費及學分

費減免+生活津貼 30,000 元[簡稱 A 類]）、B 類 1 名（100%學費及學

分費減免[簡稱 B 類]），C 類不限制人數（50%學費及學分費減免[簡

稱 C 類]）。 

3.申請者獎學金申請狀況： 

東華獎學金申請者：8 名。 

南向獎學金申請者：符合申請資格者 1 名。請以排序方式處理。 

臺灣獎學金申請者：1 名。 

4.BUDI 獎學金、南向獎學金、東華獎學金及環境學院研究生獎學金內容

詳閱附件三。 

擬辦：決議後將由系辦於外國學生線上審查系統填報院級審查結果。 

決議：1.綜合申請者之讀書計畫、英語能力、潛在論文指導老師狀況、GPA 成

績、申請志願序等，錄取 4 名（申請編號後三碼：081、330、367、

401），其中申請編號 330、367 給予條件式入學許可（畢業前需通過

學系外籍碩士班學生或博士班學生英語能力之要求）。 

2.依 GPA 成績決議東華獎學金受獎名單如後：東華獎學金 A 為 2 名（申

請編號：081、367）、東華獎學金 B 計 1 名（申請編號：401）、東華

獎學金 C 為 1 名（申請編號：330）。 

3.申請編號 367 另申請 BUDI 獎學金。院系初審建議之獎學金類型為東

華獎學金 A。 

http://web.ndhu.edu.tw/fsexamine/login.aspx


167 

 

4.環境學院研究生獎學金留待渠等入學後再審。 

5.申請者資料與相關決議事項詳附件二。 

案由二：維持本院系外籍碩士班學生之英文檢定能力要求，提請討論。 

說明：1.國際事務處已刪除申請就讀全英文課程者之英文能力最低成績要求，

改由各系所自行評斷。 

2.昔校訂最低標準：「申請英文授課之課程需通過 TOEFL PBT /ITP 500 

分（ITP 總分 310-677 分）、TOEFL iBT 61（總分 0-120 分）、TOEIC 

680 分（總分 10-990 分），或 IELTS 5.0 分以上之英文能力檢定或其

它相當等級之英文能力證明。」 

3.為免學生因語言隔閡至入學後學習成效不佳，擬於現階段維持上揭標

準，與央請國際事務處協助製發條件式入學許可。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三：環境學院南向獎學金續獎獲獎條件，提請討論。 

說明：1.本校已通過「國立東華大學南向獎學金辦法」，自 106 學年度起，試

行三年。 

2.為期南向獎學金受獎生維持穩定的學業表現，並鼓勵其提升求學、研

究動能或水平，擬提 A 案：受獎生之歷年學業平均成績應達 GPA3.70

以上，或達該班前 25%以上；或 B 案：受獎生之歷年學業平均成績應

達 GPA3.80 以上，或達該班前 20%以上。續獎獲獎條件如附件四。 

決議：1.以 A 案為續獎獲獎條件，惟改每學年度之上學期進行審查。 

2.修正後通過，並檢送國際事務處備查。 

 

案由四：建議增列碩士班部分課程至 107 學年度碩士班國際組或學位學程課

規，提請討論。 

說明：自 104 學年度起，中文授課之部分課程改為全英語授課（詳附件五），為

提升課程吸引力、拓展生源與方便外籍學生選課作業程序，建議列入

107 學年度自然資源與環境碩士班國際組或人文與環境碩士學位學程課

規。 

決議：1.廣徵教師意見，經本院國際事務委員會決議後，提案至院系聯合課程

暨學程會議討論。 

2.課規內課程，然開課學期數 3 次以下者，宜敘明續列理由和預期開課

學期；建議納入 4-5 門與地球科學學群相關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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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學院 

 106-2 學期（2018 春季班）外國學生申請入學暨獎學金審查會議（第一梯次） 

會議紀錄 

 

時間：民國 106 年 11 月 28 日（週二）17:00-18:20 

地點：環境學院大樓二樓院小會議室（A205 & B206） 

主持人：裴院長家騏        記錄：李莉莉 

初審教師：裴院長家騏、黃主任文彬、蘇教授銘千、黃副教授國靖、吳副教授

海音、蔡副教授金河、李副教授俊鴻 

請假：紀教授駿傑、李副教授光中 

 

議案討論 

案由一：請審閱 106-2 學期環境學院外國學生申請入學資料，並就錄取與否、

英文能力檢定合格與否（或是否需補語言能力證明）、授予東華獎學

金和發放類型，或南向獎學金，及環境學院研究生獎學金（16,000

元）與否，予以討論。 

說明：1.申請者之申請資料（詳閱附件一 p.4-p.5；依英文能力排序。人文與環

境碩士學位學程：7 位、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博士班：6 位、自然資

源與環境學系碩士班國際組：4 位）請初審教師線上審閱，或至系辦

查看紙本資料。 

2.校分配予環境學院之東華獎學金 106-2 學期名額為：A 類 3 名（100%

學費及學分費減免+生活津貼 30,000 元[簡稱 A 類]）、B 類 2 名

（100%學費及學分費減免[簡稱 B 類]），C 類不限制人數（50%學費

及學分費減免[簡稱 C 類]）。 

3.申請者獎學金申請狀況： 

東華獎學金申請者：17 名。 

南向獎學金申請者：符合申請資格者 1 名。 

4.南向獎學金、東華獎學金及環境學院研究生獎學金內容詳閱附件二

p.3。 

擬辦：決議後將由系辦於外國學生線上審查系統填報院級審查結果。 

決議：1.綜合申請者之讀書計畫、論文指導教授狀況、英語能力、申請志願序

等錄取 12 名，其中 9 名給予條件式入學許可。 

2.依申請者讀書計畫與本院系學門領域適切性決議東華獎學金受獎狀

況。東華獎學金 A 類 3 名、B 類 2 名、C 類 7 名。 

http://ias.ndhu.edu.tw/workbench/employee/lo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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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環境學院研究生獎學金留待渠等入學後再審。 

4.申請者資料與相關決議事項詳附件一。 

 

會後討論交辦事項 

1. 整理歷年東華獎學金受獎與學生註冊報到統計資料。 

2. 國際事務處公告榜單後，由系辦公室電郵學位學程／學系主任之歡迎信予錄

取者，並將歡迎信、院系簡介摺頁郵寄至東華獎學金 A、東華獎學金 B 受

獎者，期以提高註冊報到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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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學院 

 107-1 學期（2018 秋季班）外國學生申請入學暨獎學金審查會議（第一梯次） 

會議紀錄 

 

時間：民國 107 年 4 月 24 日（週二）12:00-14:30 

地點：環境學院大樓一樓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會議室（B104） 

主持人：裴院長家騏        記錄：李莉莉 

初審教師：裴院長家騏、黃主任文彬、蘇教授銘千、黃副教授國靖、吳副教授

海音、蔡副教授金河、李助理教授宜澤 

請假：李教授俊鴻、李副教授光中 

 

議案討論 

案由一：請審閱 107-1 學期環境學院外國學生申請入學資料，並就錄取與否、

英文能力檢定合格與否（或是否需補語言能力證明）、授予東華獎學

金和發放類型，或南向獎學金，及環境學院研究生獎學金（16,000

元）與否，予以討論。 

說明：1.申請者之申請資料（詳閱附件一 p.6-p.8；依英文能力排序。人文與環

境碩士學位學程：10 位、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博士班：3 位、自然資

源與環境學系碩士班國際組：10 位、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學士班：2

位）請初審教師線上審閱，或至系辦查看紙本資料。 

2.校分配予環境學院之東華獎學金 107-1 學期名額為：A 類 4 名（100%

學費及學分費減免+生活津貼 30,000 元[簡稱 A 類]）、B 類 5 名

（100%學費及學分費減免[簡稱 B 類]），C 類不限制人數（50%學費

及學分費減免[簡稱 C 類]）。 

3.南向獎學金、東華獎學金及環境學院研究生獎學金內容詳閱附件二

p.4。 

擬辦：決議後由系辦於外國學生線上審查系統填報院級審查結果。 

決議：1.綜合申請者讀書計畫之研究方向與本院系學門領域適切性、論文指導

教授狀況、學經歷、中文、英語能力等錄取 14 名，其中 3 名給予條

件式入學許可。 

2.綜合申請者之讀書計畫與本院系學門領域適切性、在學成績、英語能

力、申請志願序等決議東華獎學金受獎狀況。東華獎學金 A 類 4 名、

B 類 5 名、C 類 5 名；其中 B 類及 C 類再依序排前二及前三，以利教

http://ias.ndhu.edu.tw/workbench/employee/lo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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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部臺灣獎學金獲獎名單公告後之校入學審查會議（2018/5/1）時依

序遞補流程。 

3.環境學院研究生獎學金暫先提供 B 類前二兩名申請者，以提高渠等註

冊就讀意願，餘留待渠等入學後另審。 

4.系辦須於院級申請入學暨獎學金審查會議召開前確認博士班，及特定

國家人士來臺，需「申請中華民國簽證保證書」申請者之論文指導教

授狀況。 

5.申請者資料與相關決議事項詳附件一。 

 

案由二：「國立東華大學環境學院研究生獎學金作業要點」修正案，提請 討

論。 

說明：1.建議將未獲任何獎學金之學生（如：東華獎學金受獎期滿）納入申請

資格，以獎勵或安定渠等就學。 

2.本會議決議通過後，檢陳系院務聯合會議審議。 

3.國立東華大學環境學院研究生獎學金作業要點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如

下。 

修 正 內 容 現 行 內 容 說      明 

第二條 五、外籍碩、博生

申請入學或註冊，獲本校

「學雜費全免」或「學雜費

減半」獎學金，及「未獲獎

學金」者，每學期經本院

「國際事務委員會」審議擇

優，由本院分期撥付當學期

16,000 元。 

第二條 五、外籍碩、博生

申請入學，獲本校「學雜費

全免」或「學雜費減半」獎

學金者，每學期經本院「國

際事務委員會」審議擇優，

由本院分期撥付當學期

16,000 元。 

為獎勵或安定學生就學而建

議修正。 

 

決議：1.同意修正，惟條文修正內容（詳如下表）及審查執行細節再議。 

2.建請考量環境學院研究生獎學金之受獎，是以吸引新生、舊生獎優或

急難救助等行之。 

修 正 內 容 現 行 內 容 說      明 

第二條 五、申請入學或已

註冊之外籍碩、博生，除獲

本校「學雜費減免和生活津

貼」獎學金以外者，每學期

經本院「國際事務委員會」

審議擇優，由本院分期撥付

第二條 五、外籍碩、博生

申請入學，獲本校「學雜費

全免」或「學雜費減半」獎

學金者，每學期經本院「國

際事務委員會」審議擇優，

由本院分期撥付當學期

為獎勵或安定學生就學而建

議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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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學期 16,000 元。另，申請

入學之外籍碩、博生，獲本

校「學雜費減免」獎學金

者，每學期經本院「國際事

務委員會」審議擇前二至三

名，由本院分期撥付當學期

16,000 元。 

16,000 元。 

 

案由三：本院外籍學生申請「東華獎學金」（東獎）受獎原則，提請 討論。 

說明：1.係依環境學院 106 年度第 1 學期第 4 次系院務聯合會議決議辦理。106

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系院務聯合會議，部分委員表示，建議受獎審查

考量原則，較未能以公正、客觀評比非英語系國家之申請者及學生，

且是否增列中文能力、第三世界國家之申請者或學生，建議再斟酌。 

2.原擬受獎原則如下供參： 

●舊生：採碩、博士班混合排名方式評比，建議受獎審查考量原則：

(1).歷年學業成績(GPA)：申請最低條件限制（A 類：GPA3.7 以上、

B 類：GPA3.3 以上、C 類：GPA3.0 以上）。(2).註冊學期：碩士班學

生 6 學期以下、博士班學生 8 學期以下。(3).論文指導老師推薦與否

及內容。(4).在學期間之論文、期刊、研討會等歷年發表狀況。 

●新生：建議受獎審查考量原則：(1).英語程度優者。(2).東南亞國家之

申請者。(3).現職為相關政府單位人員、大學教師或學術研究機構研

究人員、NGO 部門工作者，或已有研究經費、有論文及期刊發表

者。 

決議：建議修正後（如下），檢陳系院務聯合會議審議。 

舊生：建議受獎審查考量因子：綜合考量渠等之歷年學業成績(GPA)：申

請最低條件限制（A 類：GPA3.7 以上、B 類：GPA3.3 以上、C

類：GPA3.0 以上）、註冊學期：碩士班學生 6 學期以下、博士班

學生 8 學期以下、論文指導老師推薦與否及內容，及在學期間之

論文、期刊、研討會等歷年發表狀況。 

新生：建議受獎審查考量因子：綜合考量渠等之學經歷、研究方向適切性、英

語能力及個人財力證明等其他所提供之申請資料；惟特定國家人士之申請者，

另須提供論文指導教授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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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學院 

 107-1 學期（2018 秋季班）外國學生申請入學暨獎學金審查會議（第二梯次） 

會議紀錄 

 

時間：民國 107 年 5 月 16 日（週三）17:00-18:00 

地點：環境學院大樓一樓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會議室（B104） 

主持人：裴院長家騏        記錄：李莉莉 

初審教師：裴院長家騏、黃主任文彬、蘇教授銘千、李教授俊鴻、吳副教授海

音、蔡副教授金河 

請假：黃副教授國靖、李副教授光中、李助理教授宜澤 

 

報告事項 

1.99 學年度至 106 學年度環境學院註冊之外籍學生數與國籍狀況詳下表，外籍

學生數總計 70 位（碩士班／碩士學位學程：56 位；博士班：14 位），共來

自 18 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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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為有效運用東華獎學金與環境學院研究生獎學金，提供獎學金授予狀況與

新生註冊比率如後供參酌（詳如次頁下表）。東華獎學金 Type A：50.94%、

Type B：28.89%、Type C：15%。亞齊政府獎學金：100%、DIKTI (BUDI)

獎學金：87.5%、外交部臺灣獎學金：66.67%、教育部臺灣獎學金：

100%、科技部臺灣獎學金：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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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1 100-1 100-2 101-1 101-2 102-1 102-2 103-1 103-2 104-1 104-2 105-1 105-2 106-1 106-2 合計／人次

亞齊政府獎學金 0 3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3

註冊學生數 0 3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3

Dikti獎學金 0 0 0 2 0 1 0 4 0 0 0 1 0 0 0 8

註冊學生數 0 0 0 2 0 1 0 3 0 0 0 1 0 0 0 7

其他（如:任教學校補助）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1

註冊學生數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1

臺灣獎學金－外交部 0 1 0 1 0 0 0 0 0 0 0 1 0 0 0 3

註冊學生數 0 0 0 1 0 0 0 0 0 0 0 1 0 0 0 2

臺灣獎學金－教育部 1 1 0 1 0 0 0 2 0 1 0 2 0 2 0 10

註冊學生數 1 1 0 1 0 0 0 2 0 1 0 2 0 2 0 10

臺灣獎學金－科技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1

註冊學生數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1

東華獎學金－Type A 0 5 2 10 1 4 0 6 1 4 2 4 2 8 4 53

環境學院獎學金 - - - - - - - 6 0 0 2 0 0 0 0 8

註冊學生數 0 4 0 5 0 1 0 4 1 3 2 1 0 2 4 27

東華獎學金－Type B 0 0 1 0 0 5 1 9 0 6 2 12 1 6 2 45

環境學院獎學金 - - - - - - - 9 0 6 2 3 1 0 0 21

註冊學生數 0 0 1 0 0 3 1 1 0 3 2 2 0 0 0 13

東華獎學金－Type C - － － － 0 2 0 9 0 3 0 12 1 6 7 40

環境學院獎學金 － － － － － － － 9 0 3 0 0 0 0 0 12

註冊學生數 － － － － 0 1 0 3 0 0 0 2 0 0 0 6

國外

國內

校內

獎學金與環境學院外籍新生註冊狀況

獎學金來源 獎學金種類
學期

 

 

 

 

 

 

 

 

 

 

 

 

 

議案討論 

案由一：請審閱 107-1 學期第二梯次環境學院外國學生申請入學資料，並就錄

取與否、英文能力檢定合格與否（或是否需補語言能力證明）、授予

東華獎學金和發放類型，或南向獎學金，及環境學院研究生獎學金

（16,000 元）與否，予以討論。 

說明：1.申請者之申請資料（詳閱附件一 p.6-p.7；依英文能力排序。人文與環

境碩士學位學程：2 位、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博士班：4 位、自然資

源與環境學系碩士班國際組：6 位）請初審教師線上審閱，或至系辦

查看紙本資料。 

2.校分配予環境學院之東華獎學金 107-1 學期第二梯次名額為：A 類 2 名

（100%學費及學分費減免+生活津貼 30,000 元[簡稱 A 類]）、B 類 4

名（100%學費及學分費減免[簡稱 B 類]），C 類不限制人數（50%學

費及學分費減免[簡稱 C 類]）。 

3.107-1 學期第二梯次環境學院研究生獎學金名額為 1-2 名。 

4.南向獎學金、東華獎學金及環境學院研究生獎學金內容詳閱附件二

p.5。 

擬辦：決議後由系辦於外國學生線上審查系統填報院級審查結果。 

決議：1.綜合申請者之讀書計畫、論文指導教授狀況、英語能力、在校成績等

錄取 7 名，其中 1 名給予條件式入學許可。 

http://ias.ndhu.edu.tw/workbench/employee/lo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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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依申請者讀書計畫之完整性、與本院系學門領域適切性等決議東華獎

學金受獎狀況及排序。東華獎學金 A 類 2 名、B 類 4 名，及 C 類 1

名。 

3.依申請者讀書計畫與本院系學門領域適切性決議環境學院研究生受獎

狀況。若於校審查會議改變渠等之東華獎學金狀態，再依東華獎學金

排序依序授予環境學院研究生獎學金。 

4.申請者資料與相關決議事項詳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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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學院 107 學年第 1 學期第 2 次國際事務委員會 

 107-2 學期（2019 春季班）外國學生申請入學暨獎學金審查會議 

會議紀錄 

 

時間：民國 107 年 11 月 27 日（週二）12:00-14:00 

地點：環境學院大樓一樓 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會議室（B104） 

主持人：陳代理院長紫娥        紀錄：李莉莉 

初審教師：陳代理院長紫娥、黃主任文彬、李助理教授宜澤、莊副教授致嘉、

蘇教授銘千、黃副教授國靖、吳副教授海音、顏副教授君毅、許副

教授育誠 

請假：李副教授光中、許教授世璋 

聯絡人：李莉莉          電話：03-8903335 

 

議案討論 

案由一：請審閱 107-2 學期環境學院外國學生申請入學資料，並就錄取與否、

英文能力檢定合格與否（或是否需補語言能力證明）、授予東華獎學

金和發放類型，或南向獎學金、環境學院研究生獎學金（16,000 元）

與否，予以討論。 

說明：1.申請者之申請資料（詳閱附件一 p.4-p.6；依東華志願序、英語能力排

序。人文與環境碩士學位學程：12 位、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博士班：

7 位、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碩士班國際組：15 位）請初審教師線上審

閱，或至系辦查看紙本資料。 

2.校分配予環境學院外國學生 107-2 學期名額：博士班 1 名、碩士班 5

名；東華獎學金名額為：A 類 1 名（100%學費及學分費減免+生活津

貼 30,000 元[簡稱 A 類]）、B 類 4 名（100%學費及學分費減免[簡稱

B 類]），C 類不限制人數（50%學費及學分費減免[簡稱 C 類]）。 

3.南向獎學金、東華獎學金及環境學院研究生獎學金（B 類擇優 2-3 名）

內容詳閱附件二 p.3。 

4.建議錄取名額及各類獎學金皆以排序處理。 

擬辦：決議後由系辦於外國學生線上審查系統填報院級審查結果。 

決議：1.綜合申請者志願序、英語能力、財力證明、論文指導教授狀況、讀書

計畫之研究方向與本院系學門領域適切性等錄取 10 名，其中 2 名給予

條件式入學許可。 

http://ias.ndhu.edu.tw/workbench/employee/login
http://ias.ndhu.edu.tw/workbench/employee/lo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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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碩士班分配名額狀況：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碩士班國際組 3 位、備取 2

位，人文與環境碩士學位學程 2 位、備取 2 位，並再排錄取順序，以利

校審查會議時之遞補流程。 

3.綜合申請者之論文指導教授狀況、在學成績、讀書計畫與本院系學門

領域適切性、英語能力等決議東華獎學金受獎狀況。東華獎學金 A 類 1

名、B 類 4 名、C 類 7 名；其中 B 類及 C 類再排序，以利校審查會議

時之遞補流程。 

4.環境學院研究生獎學金，考量本院一學系、一學位學程與院現階段重

點招生國家，暫先提供 B 類三名申請者，以提高渠等註冊就讀意願，

餘留待渠等入學後另審。 

5.申請者資料與相關決議事項詳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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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學院 107 學年第 2 學期第 2 次國際事務委員會 

 108-1 學期（2019 秋季班）外國學生申請入學暨獎學金審查會議 

會議紀錄 

 

時間：民國 108 年 4 月 16 日（週二）12:15-14:20 

地點：環境學院大樓一樓 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會議室（B104） 

主持人：許國際事務委員育誠 

出席：黃主任文彬、許副教授育誠、李助理教授宜澤、莊副教授致嘉、黃副教

授國靖、吳副教授海音、顏副教授君毅、蘇教授銘千、許教授世璋 

請假：張院長文彥、李副教授光中 

聯絡人：李莉莉                            電話：03-8903335 

紀錄：李莉莉 

 

議案討論 

案由一：請審閱 108-1 學期環境學院外國學生申請入學資料，並就錄取與否、

英文能力檢定合格與否（或是否需補語言能力證明）、授予東華獎學

金和發放類型，或南向獎學金、環境學院研究生獎學金（16,000 元）

與否，予以討論。 

說明：1.申請者之申請資料（詳閱附件一 p.8-p.11；依英文能力、志願序與是否

需簽證保證書排序。人文與環境碩士學位學程：19 件、自然資源與環

境學系博士班：11 件、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碩士班國際組：32 件、

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碩士班：1 件）請初審教師線上審閱，或至系辦

查看紙本資料。 

2.校分配予環境學院外國學生 108-1 學期名額尚未公告，請以排序方式處

理；待校公告各類獎學金配額後，依受獎排序由系辦協助代填。 

3.南向獎學金、東華獎學金及環境學院研究生獎學金（B 類擇優 2-3 名）

內容詳閱附件二 p.3。 

擬辦：決議後由系辦於外國學生線上審查系統填報院級審查結果。 

決議：1.綜合申請者論文指導教授狀況、簽證保證人、英語能力、志願序、在

學成績、讀書計畫之研究方向與本院系學門領域適切性、財力證明等錄

取 25 名（自資系博士班：3 位、人文與環境碩士學位學程：9 位、自資

系碩士班國際組：13 位），其中 5 名給予條件式入學許可。 

2.2 名博士班申請者因於審查會議後確認論文指導教授，擬請國際事務處

將申請件轉至第二梯次，以利東華獎學金之審查。 

http://ias.ndhu.edu.tw/workbench/employee/lo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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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綜合校方政策、國籍（新南向院系重點發展國家）、申請者之論文指導

教授狀況、英語能力、在學成績、讀書計畫與本院系學門領域適切性等

決議與排序東華獎學金受獎狀況。 

4.環境學院研究生獎學金，暫先提供 B 類三名申請者，以提高渠等註冊

意願，餘留待渠等入學後另審。 

5.申請者資料與相關決議事項詳附件一。 

 

案由二：108 學年度環境學院人文與環境碩士學位學程之課程規劃，提請 討

論。 

說明：1.107 學年度課程規劃詳附件三 p.4-p.7。 

2.108 學年度至 110 學年度全英語課程開課狀況表如附件四 p.12-p.13。 

3.人文社會科學學院王院長提供之 6 門建議課程依序為 1.人類生態系统-

架構與應用、2.亞太區域研究導論、3.亞太地區國家與經濟發展、4.亞

太地區社會文化政策、5.臺灣南島語言與文化、6.文化地理研究專題

（各科課綱詳附件五）。 

4.依討論結果，檢送環境學院系院聯合課程暨學程委員會討論。 

決議：1.建議刪除之課程，若能確認 108 學年度至 110 學年度之開課學期，則

保留；若授課教師無法明列開課學期，則建議刪除該課。 

2.教師建議新增之課程除需提供課綱外，另需請授課教師排定開課學

期。 

3.人文社會科學學院建議新增之六門課程，建議增列排序前三名至人文與環境

碩士學位學程課規；「社會－生態系統與傳統知識」因為人文與環境碩士學位學

程之核心，故列必修課程，惟若環境學院授課教師無法於每學年度開課乙次，

是否改列於選修課程內；「環境科學研究計畫寫作」、「文獻探討」、「科學論文結

構」、「科學寫作」四門課程建議僅保留一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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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學院 107 學年第 2 學期第 3 次國際事務委員會 

 108-1 學期（2019 秋季班）第二梯次外國學生申請入學暨獎學金審查會議 

會議紀錄 

 

時間：民國 108 年 5 月 15 日（週三）17:00-17:30 

地點：環境學院大樓一樓 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會議室（B104） 

主持人：許國際事務委員育誠 

出席：黃主任文彬、許副教授育誠、李助理教授宜澤、莊副教授致嘉、黃副教

授國靖、蘇教授銘千、許教授世璋 

請假：張院長文彥、李副教授光中、顏副教授君毅、吳副教授海音 

聯絡人：李莉莉                            電話：03-8903335 

紀錄：李莉莉 

 

議案討論 

案由一：請審閱 108-1 學期環境學院第二梯次外國學生申請入學資料，並就錄

取與否、英文能力檢定合格與否（或是否需補語言能力證明）、授予

東華獎學金和發放類型，或南向獎學金、環境學院研究生獎學金

（16,000 元）與否，予以討論。 

說明：1.申請者之申請資料（詳閱附件一 p.3-p.4；依英文能力、志願序與是否

需簽證保證書排序。人文與環境碩士學位學程：2 件、自然資源與環

境學系博士班：2 件、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碩士班國際組：3 件、自

然資源與環境學系學士班：1 件）請初審教師線上審閱，或至系辦查

看紙本資料。 

2.校分配予環境學院外國學生 108-1 學期第二梯次名額尚未公告，建議各

類獎學金皆以排序處理。 

3.南向獎學金、東華獎學金及環境學院研究生獎學金內容詳閱附件二

p.2。 

擬辦：決議後由系辦於外國學生線上審查系統填報院級審查結果。 

決議：1.綜合申請者論文指導教授狀況、簽證保證人、英語能力、志願序、在

學成績、讀書計畫之研究方向與本院系學門領域適切性、財力證明等

錄取 5 名（自資系博士班：2 位、人文與環境碩士學位學程：1 位、

自資系碩士班國際組：1 位、自資系學士班：1 位），其中 1 名給予條

件式入學許可。 

http://ias.ndhu.edu.tw/workbench/employee/lo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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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南向獎學金候選人 1 位（申請編號 F108111593）。若 6 月 6 日校境外招

生委員會不同意授予南向獎學金，則改以東華獎學金受獎（院審排序

2）。 

3.綜合校方政策、國籍（新南向院系重點發展國家）、申請者之論文指導

教授狀況、英語能力、在學成績、讀書計畫與本院系學門領域適切性

等決議與排序東華獎學金受獎狀況。 

4.環境學院研究生獎學金留待渠等入學後另審。 

5.申請者資料與相關決議事項詳附件一。 

 

補充說明： 

校分配予環境學院外國學生 108-1 學期第二梯次名額於民國 108 年 5 月 17 日由

國際事務處公告，A 類 1 名（100%學費及學分費減免+生活津貼 30,000 元[簡稱

A 類]）、B 類 1 名（100%學費及學分費減免[簡稱 B 類]），C 類不限制人數

（50%學費及學分費減免[簡稱 C 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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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學院 108 學年第 1 學期第 3 次國際事務委員會 

108-2 學期(2020 春季班)外國學生申請暨獎學金審查會議議程與紀錄 

 

時間：民國 108 年 12 月 5 日(週四) 12:00-14:00 

地點：環境學院二樓小會議室（A205 室） 

主持人：張文彥院長 

出席：張文彥院長、李俊鴻主任、蔡金河老師、蘇銘千老師、許育誠老師、黃

國靖老師、莊致嘉老師 

請假：李光中老師、李宜澤老師 

列席：鄒蕙玲助理 

記錄：童泰力助理 

 

報告事項 

報告一：過往三年(自 105-1 學年；105 年 9 月)環境學院各學制外籍生申請人數

與入學人數如附件三 p.9。 

 

報告二：近年至其它國家招生宣傳狀況(敬請許育誠老師說明)。 

 

報告三：欲新增外籍生入學獎學金(敬請李俊鴻主任說明)。 

擬新增外籍新生入學獎學金，針對東華獎學金學雜費學分費 100%減免

之受獎新生(東華獎學金 Type A、B)，於入學後分期頒發共 16,000-

32,000 元(碩士班 16,000 元；博士生 32,000 元)，為之一學年。 

議案討論 

案由一：環境學院研究生獎學金，外籍生申請者之審查原則。 

說明：1.新生：申請入學之歷年成績、推薦信、其它有利申請者之文件。 

2.舊生：入學後之歷年成績、推薦信、其它有利申請者之文件。 

3.申請學生之指導教授是否要迴避審查。 

決議：依照上述說明定為環境學院研究生獎學金，外籍生申請者之審查原則。 

 

案由二：請審閱 108-2 學期環境學院外國學生申請入學資料，並就錄取與否、英

文能力檢定合格與否（或是否需補語言能力證明）、授予東華獎學金和

發放類型，或南向獎學金、環境學院研究生獎學金（16,000 元）與否，

予以討論。 

說明：1.申請者之申請資料(詳閱附件一 p.3-7；依英文能力、志願順序與是否簽

證保證書排序。人文與環境碩士學位學程：14 件、自然資源與環境學

系碩士班國際組：16 件、自然資源與環計學系博士班：4 件)請初審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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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線上審閱，或至系辦審閱紙本資料。 

2. 校分配予環境學院外國學生 108-2 學期名額：博士班 1 名、碩士班_名；

東華獎學金名額為：A類 6名（100%學費及學分費減免+生活津貼 30,000

元[簡稱 A 類]）、B 類 6 名（100%學費及學分費減免[簡稱 B 類]），C 類

不限制人數（50%學費及學分費減免[簡稱 C 類]）。 

3. 南向獎學金、東華獎學金及環境學院研究生獎學金（B、C 類擇優 2-3

名）內容詳閱附件二 p.8。 

4. 建議錄取名額及各類獎學金皆以排序處理。 

擬辦：決議後由系辦於外國學生線上審查系統填報院級審查結果。 

決議：1.綜合申請者志願序、英語能力、財力證明、論文指導教授狀況、讀書

計畫之研究方向與本院系學門領域適切性錄取 16 名，期中 2 名給予條

件式入學許可。 

2.博、碩士班分配名額狀況：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博士班 2 位，自然資

源與環境學系碩士班國際組 3 位，人文與環境碩士學位學程 11 位，。 

3.綜合申請者之論文指導教授狀況、在學成績、讀書計畫與本院系學門

領域適切性、英語能力等決議東華獎學金受獎狀況。東華獎學金 A 類 5

名、B 類 5 名、C 類 6 名。 

4.申請者資料與相關決議事項詳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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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學院 108 學年第 2 學期第 2 次國際事務委員會 

109-1 學期(2020 秋季班)第一梯次外國學生 

申請暨獎學金審查會議紀錄 

 

時間：民國 109 年 4 月 22 日(週三) 14:00-16:00 

地點：環境學院二樓小會議室（A205 室） 

主持人：李俊鴻主任 

出席：李俊鴻主任、許育誠老師、黃國靖老師、蔡金河老師、莊致嘉老師、李光

中老師、李宜澤老師 

請假：張文彥院長、蘇銘千副院長 

記錄：童泰力助理 

 

報告事項 

 

議案討論 

案由一：109 學年度人文與環境碩士學位學程之課程規劃，提請 討論。 

說明： 

1.必修課程”社會-生態系統與傳統知識(NRESM0150)”建議改列於選修課程。 

2.依討論結果，檢送環境學院系院聯合課程暨學程委員會討論。 

決議：維持課程列於人文與環技碩士學位學程課程規化的必修課程，擬改以每二

學年開課一次。 

 

案由二：請審閱 109-1 學期環境學院外國學生申請入學資料，並就錄取與否、英

文能力檢定合格與否（或是否需補語言能力證明）、授予東華獎學金和發放類型，

或南向獎學金、環境學院研究生獎學金（16,000 元）與否，予以討論。 

說明： 

1. 申請者之申請資料(詳閱附件 1~3；依英文能力、志願順序與是否簽證保證書

排序。自然資源與環計學系博士班：13 件、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碩士班國際組：

20 件、人文與環境碩士學位學程：16 件、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學士班：1 件、自

然資源與環境學系碩士班中文班：1 件)請初審老師線上審閱，或至系辦審閱紙本

資料。 

2. 本校 109 學年度，外國學生各學制招生名額如後：學士 90 名、碩士 145 名、

博士 65 名；校分配予環境學院外國學生 109-1 第一梯次東華獎學金名額為：A

類 10 名（100%學費及學分費減免+生活津貼 30,000 元[簡稱 A 類]）、B 類 8 名

（100%學費及學分費減免[簡稱 B 類]），C 類不限制人數（50%學費及學分費減

免[簡稱 C 類]）、南向獎學金 0 名。 

3.東華獎學金及環境學院研究生獎學金（B、C 類擇優 2-3 名）內容詳閱附件 4p.3。 

4.依序學制審查(博士班、碩士班、學士班)，博士班審查委員為指導教授者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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迴避審查。 

5.建議錄取名額以排序處理。 

擬辦：決議後由系辦於外國學生線上審查系統填報院級審查結果。 

決議： 

1.綜合申請者志願序、英語能力、財力證明、論文指導教授狀況、讀書計畫之研

究方向與本院系學門領域適切性錄取 18 名，期中 1 名給予條件式入學許可。 

2.博、碩士班分配名額狀況：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博士班 8 位，自然資源與環境

學系碩士班國際組 6 位，人文與環境碩士學位學程 4 位，。 

3.綜合申請者之論文指導教授狀況、在學成績、讀書計畫與本院系學門領域適切

性、英語能力等決議東華獎學金受獎狀況。東華獎學金 A 類 10 名、B 類 8 名、

C 類 0 名。 

案由三：環境學院外國學生招生簡章，提請 討論。 

說明：1.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博士班、碩士班與人文與環境碩士學位學程招生簡

章增加其他應繳文件。 

決議： 

1. 修正環境學院外國學生招生簡章內容如附件 4。 

臨時動議： 

 

 

會議結束時間： 

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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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學院 108 學年第 2 學期第 3 次國際事務委員會 

109-1 學期(2020 秋季班)第二梯次外國學生 

申請暨獎學金審查會議記錄 

 

時間：民國 109 年 5 月 27 日(週三) 14:00-15:00 

地點：環境學院二樓小會議室（A205 室） 

主持人：蘇銘千副院長 

出席：張文彥院長、蘇銘千副院長、李俊鴻主任、許育誠老師、黃國靖老師、

莊致嘉老師、李宜澤老師 

請假：蔡金河老師、李光中老師 

記錄：童泰力助理 

 

報告事項 

1.109-1 第一梯次招生審查，錄取學生報到意願狀況如下表： 

學制 錄取 

人數 有意願報 

到人數 

自資系博士班 8 5 

自資系碩士班 6 5 

人文與環境碩士學位學程 4 4 

 

議案討論 

案由一：請審閱 109-1 學期環境學院外國學生申請入學資料，並就錄取與否、

英文能力檢定合格與否（或是否需補語言能力證明）、授予東華獎學金和發放類

型，或南向獎學金與否，予以討論。 

說明：1.申請者之申請資料(詳閱附件 1~3；依志願順序、英文能力與是否簽證

保證書排序。自然資源與環計學系博士班：6 件、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碩士班

國際組：4 件、人文與環境碩士學位學程：5 件、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學士班：

1 件)請初審老師線上審閱，或至系辦審閱紙本資料。 

2. 環境學院 109 學年度，第二梯次外國學生各學制錄正取配額如後：學士 1

名、碩士 4 名、博士 5 名；校分配予環境學院外國學生 109-1 第二梯次東華獎

學金名額為：A 類 3 名（100%學費及學分費減免+生活津貼 30,000 元[簡稱 A

類]）、B 類 3 名（100%學費及學分費減免[簡稱 B 類]），C 類不限制人數（50%

學費及學分費減免[簡稱 C 類]）、南向獎學金 0 名。 

4.依序學制審查(博士班、碩士班、學士班)，博士班審查委員為指導教授者予以

迴避審查。 

5.建議錄取名額以排序處理。 

擬辦：決議後由系辦於外國學生線上審查系統填報院級審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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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綜合申請者在學成績、檢附資料等決議東華獎學金受獎狀況， A 類 3

名、B 類 3 名、C 類 2 名。申請者資料與相關決議事項詳如附錄一。 

臨時動議： 

 

 

會議結束時間：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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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4 陸生、港、澳及馬來西亞僑生的碩士班 

1. 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招生簡章(碩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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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陸生招生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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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5 博士班甄試招生簡章(春季班) 

 

  



193 

 

附錄 36 博士班甄試招生簡章(秋季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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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7 博士班甄試/考試招生簡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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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8 外籍生入學人數與國籍 

 

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境外學生人數 

 106-1 106-2 107-1 107-2 108-1 108-2 

校

內

身

分 

博

士

班 

碩

士

班 

學

士

班 

博

士

班 

碩

士

班 

學

士

班 

博

士

班 

碩

士

班 

學

士

班 

博

士

班 

碩

士

班 

學

士

班 

博

士

班 

碩

士

班 

學

士

班 

博

士

班 

碩

士

班 

學

士

班 

大

陸

學

生 

  3   3   2   2   1    

外

籍

生 

11 14  11 11  10 8  9 7  9 9  11 8  

港

澳

生 

 1 6  1 7   7   7   8   8 

僑

生 
  1   1   2   2   2   1 

總

計 
11 18 10 11 16 11 10 13 11 9 12 11 9 17 11 11 8 9 

國際學生國籍資料 

國籍 106-1 106-2 107-1 107-2 108-1 108-2 
總

計 

班別 

碩

士

班 

博

士

班 

碩

士

班 

博

士

班 

碩

士

班 

博

士

班 

碩

士

班 

博

士

班 

碩

士

班 

博

士

班 

碩

士

班 

博

士

班 

 

英國 
 

1 
          

1 

越南 
 

1 1 
 

1 
    

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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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

大 

   
1 

        
1 

俄羅

斯 

    
1 1 

      
2 

印尼 3 1 
  

1 1 1 
 

1 1 1 1 11 

薩爾

瓦多 

       
1 

    
1 

馬拉

威 

    
1 

 
1 

 
3 1 2 

 
8 

泰國 
    

2 1 
   

1 
  

4 

美國 1 
           

1 

印度 
  

1 
        

1 2 

尼泊

爾 

    
1 

 
1 

 
1 

   
3 

吉里

巴斯 

    
1 

       
1 

史瓦

帝尼 

    
2 

   
2 

   
4 

蒙古 
    

1 
 

1 
     

2 

孟加

拉 

        
1 

   
1 

菲律

賓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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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

牙 

    
1 

       
1 

馬來

西亞 

        
1 

   
1 

總計 4 3 2 1 12 3 4 1 10 5 3 2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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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9 106-108 學年度東臺灣生態文化學程課規劃 

 

106 學年度學士班東臺灣生態文化學程課程規劃表 

一、修課規定：修滿下列科目達 21 學分(含)以上者，即視完成本學程。 

二、課程選修科目 

科目名稱 科目代碼 學分 授課教師 備註說明 

原住民民族學院 

原住民部落工作 IDSW20700 3 楊政賢老師  

生態與族群 
IDSW20710(民發 ) 

GC__63760(校核心) 
3 

陳毅峰老師 

李宜澤老師 

105 學年度增列

校核心 

阿美族研究 ERC_20000 3 林素珍老師  

觀光與展演 ERC_40100 3 葉秀燕老師  

原住民物質文化 CI__11400 3 葉秀燕老師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自然書寫文學 SILI30300 3 吳明益老師  

東臺灣發展史 HIST34600 3 潘繼道老師  

田野調查 TS__20600 3 張瓊文老師  

東臺灣歷史文化 TS__30990 3 潘繼道老師  

地方文史編撰 TS__40800 3 潘繼道老師  

環境學院 

生物多樣性概論 

GC__40400(校核

心 ) 

NRES10010(自資) 

3 

楊懿如老師/

許育誠老師/

吳海音老師 

 

生態旅遊 NRES20080 3 宋秉明老師  

野外地質考察 NRES20090 3 

張文彥老師/

顏君毅老師/

劉瑩三老師 

 

環境教育 NRES30030 3 許世璋老師  

保育生物學 NRES40000 3 
吳海音老師/

許育誠老師 
 

說明： 

1. 環境學院學生須修習環境學院自資系內開設之生物多樣性概論不得

以通識課程之生物多樣性概論認可為東臺灣生態文化學程學分。環

境學院以外之學生認可通識課程之生物多樣性概論 (GC__40400)為

東臺灣生態文化學程課程內之生物多樣性概論。  

2. 民族事務與發展學系學生須修習原住民民族學院民族事務與發展學

系內開設之生態與族群，不得以通識課程之生態與族群認可為東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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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生態文化學程學分。民族事務與發展學系以外之學生認可通識課

程之生態與族群（GC__63760）為東臺灣生態文化學程之生態與族

群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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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學年度學士班東臺灣生態文化學程課程規劃表 

一、修課規定：修滿下列科目達 21 學分(含)以上者，即視完成本學程。 

二、課程選修科目 

科目名稱 科目代碼 學分 授課教師 備註說明 

原住民民族學院 

原住民部落工作 IDSW20700 3 楊政賢老師  

生態與族群 
IDSW20710(民發 ) 

GC__63760(校核心) 
3 

陳毅峰老師 

李宜澤老師 
 

阿美族研究 ERC_20000 3 林素珍老師  

觀光與展演 ERC_40100 3 葉秀燕老師  

原住民物質文化 CI__11400 3 葉秀燕老師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自然書寫文學 SILI30300 3 吳明益老師  

東臺灣發展史 HIST34600 3 陳鴻圖老師  

田野調查 TS__20600 3 張瓊文老師  

東臺灣歷史文化 TS__30990 3 潘繼道老師  

地方文史編撰 TS__40800 3 潘繼道老師  

環境學院 

生態旅遊 NRES20080 3 宋秉明老師  

野外地質考察 NRES20090 3 

張文彥老師/

顏君毅老師/

劉瑩三老師 

 

環境教育 NRES30030 3 許世璋老師  

保育生物學 NRES40000 3 
吳海音老師/

許育誠老師 
 

通識教育中心 

生物多樣性概論 GC__40400 3 

楊懿如老師/

許育誠老師/

吳海音老師 

107 學年度自資

系刪除生物多樣

性概論課程 

說明： 

3. 民族事務與發展學系學生須修習原住民民族學院民族事務與發展學

系內開設之生態與族群，不得以通識課程之生態與族群認可為東臺

灣生態文化學程學分。民族事務與發展學系以外之學生認可通識課

程之生態與族群（GC__63760）為東臺灣生態文化學程之生態與族

群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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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年度學士班東臺灣生態文化學程課程規劃表 

一、修課規定：修滿下列科目達 21 學分(含)以上者，即視完成本學程。 

二、課程選修科目 

科目名稱 科目代碼 學分 授課教師 備註說明 

原住民民族學院 

原住民部落工作 IDSW20700  3 楊政賢老師  

生態與族群 

IDSW20710（民發

系）  

GC__63760（校核

心） 

3 
陳毅峰老師 

李宜澤老師 
 

阿美族研究 ERC_20000  3 林素珍老師  

觀光與展演 ERC_40100  3 葉秀燕老師  

原住民物質文化 CI__11400  3 葉秀燕老師  

人文社會科學學院 

自然書寫文學 SILI30300  3 吳明益老師  

東臺灣發展史 HIST34600 3 陳鴻圖老師  

田野調查 TS__20600 3 張瓊文老師  

東臺灣歷史文化 TS__30990 3 潘繼道老師  

地方文史編撰 TS__40800 3 潘繼道老師  

環境學院 

生態旅遊 NRES20080 3 宋秉明老師  

野外地質考察 NRES20090 3 

張文彥老師/

顏君毅老師/

劉瑩三老師 

 

環境教育 NRES30030 3 許世璋老師  

保育生物學 NRES40000 3 
吳海音老師/

許育誠老師 
 

通識教育中心 

生物多樣性概論 GC__40400  3 

楊懿如老師/

許育誠老師/

吳海音老師 

 

說明： 

4. 民族事務與發展學系學生須修習原住民民族學院民族事務與發展學

系內開設之生態與族群，不得以通識課程之生態與族群認可為東臺

灣生態文化學程學分。民族事務與發展學系以外之學生認可通識課

程之生態與族群（GC__63760）為東臺灣生態文化學程之生態與族

群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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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0 服務學習校外簽約機構 

服務學習校外簽約機構 

 

相關訊息會公告於「環境學院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服務學習專區」 

連結網址 https://ces.ndhu.edu.tw/files/11-1020-10410.php 

校外服務學習簽約

機構 
服務學習項目 負責或聯絡人 

1.林務局花蓮林區

管理處 

(最新續約期

間:109/01/01-

110/12/31) 

一.協助維護教學棲地適當修

剪植栽。 

二.協助暑期營隊活動等。服

務學習內容可參閱「池南自

然教育中心生態棲地服務學

習課程計畫」及「池南自然

教育中心暑期大學院校生實

習計畫」。 

*透過多元的環境教育課程活

動，連結人與自然，創造一

個快樂學習的優質教學場

域，進而啟發來到此地的每

一個人均能實踐永續生活的

精神。 

池南自然中心 

03-8641594 #15 

jenning714@forest.gov.tw 

2.花蓮縣鄉村社區

大學發展協會(五味

屋) 

(最新續約期

間:109/01/01-

110/12/31)  

一.社區小朋友課後輔導工作

及文書資料系統化整理。 

二.五味屋假日活動前置資料

準備。 

*透過陪伴方式與花蓮地區兒

童青少年互動、二手公益商

店運作經營學習、釐清自我

價值及特質、拓展大學生視

野、認識花蓮在地人文。 

顧瑜君老師 

五味屋：03-8632911 

suwei0206@gmail.com 

3.花蓮縣野鳥學會 

(最新續約期

間:109/01/01-

110/12/31) 

在生態博覽會上擔任「兩棲

爬蟲類」解說員。(須上過國

立東華大學兩棲類保育研究

室蛙類與沙氏蜥蜴移除等課

劉芝芬小姐 

03-8339434 

bird.hl@msa.hinet.net 

https://ces.ndhu.edu.tw/files/11-1020-10410.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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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4.黑潮海洋文教基

金會 

(最新續約期

間:109/01/01-

110/12/31) 

一.黑潮辦理之各項活動支

援、協助。 

二.行政工作支援:如本會圖書

歸類整理、人力資源建檔、

活動行政聯繫等內部工作。 

三.海洋廢棄物定點監測基礎

調查工作。 

張卉君小姐 

03-8246700 

kuroshio@koef.org 

5.荒野保護協會花

蓮分會 

(最新續約期

間:109/01/01-

110/12/31) 

一.校園生態探索課程：擔任

協助者。推廣地點為光復以

北，次數與日期不定，每次

時間 2-3 時。 

二. 3-12 月玉里、光復地區兒

童長期陪伴：擔任小隊輔，

協助活動進行及安全。服務

時間：每月一次，09:00-

12:00。 

三. 棲地志工 / 溼地工作

日：協助四處守護點環境整

理的工作，服務時間：平均

每季一次，上午 09:00 -

12:00。 

四. 偏鄉兒童自然體驗營：

擔任小隊輔，協助活動進行

及安全。服務時間：6 月至 9

月，每梯次兩天一夜，大約

四梯次。 

五. 國際淨灘日：海岸廢棄

調查，服務時間：三小時左

右。 

楊和玉小姐 

03-8246613 

sowhl@wilderness.tw 

6.花蓮縣棲地保育

學會（青陽蝴蝶農

場） 

(最新續約期

協助環境教育推廣: 自然觀

察訓練、棲地營造認知訓練

（育苗種植）、蝴蝶生命照護

員、推廣員、園區解說導覽

葉美青小姐 

03-8654218 

y9999000@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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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109/01/01-

110/12/31) 

服務學習、外來入侵種防治

宣導、友善土地有機操作運

用、DIY 學習、地球之愛~環

境議題探討、行銷設計等。 

7.地球公民基金會

（花東辦公室） 

(最新續約期

間:109/01/01-

110/12/31) 

議題資料整理、倡議行動準

備: 

對環境議題、原住民相關議

題有興趣，且能長期 Follow

者，再來挑戰。 

黃靖庭專員 

03-8310916 

aries@gmail.com 

8.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特有生物研究保

育中心 

(最新續約期

間:109/01/01-

110/12/31) 

參與公民科學調查（例如：

系統化路死動物同步大調

查，請詳閱

https://roadkill.tw/spa-intro） 

林德恩先生 

049-2761331#566 

dnlin@tesri.gov.tw 

9.瑪布隆有限公司 

(最新續約期

間:109/01/01-

110/12/31) 

一.協助農場生產作業或農產

加工活動。採收、包裝、理

貨、鋤草、施肥、防治、育

苗、移植、加工培炒。 

二.農場之整理與維護工作。 

田間管理、環境整理、動物

餵養。 

三.各項體驗活動之解說、引

導、帶領或規劃。導覽活動

帶領與相關協助。 

四.市集展售（花蓮市）。 

五.其他交辦事項，會騎單車

或機車佳，若有特殊或專業

技能才藝更佳。 

柯春伎 

0973-610438 

mapulong888@gmail.com 

10.花蓮縣樸門永續

生活協會（花蓮樸

門永續鄉村學校） 

(最新續約期

間:109/01/01-

一.農事工作：育苗種植除

草、菜園建置及維護、果園

管理及採收等。 

二.環境整理：農場維護、教

室清潔、淨土。 

王玉華 

0916-017828 

p20121221@gmail.com 

mailto:aries@gmail.com
https://roadkill.tw/spa-int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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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2/31) 三.農產加工：依當季生產之

農產品，進行各項加工保

存。 

四.解說導覽：樸門園區之解

說及導覽、環境教育推廣。 

11.社團法人花蓮縣

牛犁社區交流協會 

(最新續約期

間:109/01/01-

110/12/31) 

參與新住民組、老人組、產

業組、環境組之服務項目 

鄭麗琪小姐 

03-8650243 

e7968@yahoo.com.tw 

12.遠雄海洋公園股

份有限公司 

(最新續約期

間:109/01/01-

110/12/31) 

海洋生物解說、海洋哺乳動

物解說: 水族館解說訓練 4

小時，海洋哺乳動物解說訓

練 4 小時。 

(服務學習期間含中餐與勞

保，不支薪。服務學習滿 30

小時後，可接受本公園之專

業評核，取得本公園海洋環

境教育解說員之資格，並且

可申請於本公園內排班工作

與支薪（依勞基法規定支

薪，非服務學習），以及提供

勞保、勞退與中餐等員工福

利。) 

曾瑞敏科長 

03-8123100 ext 2106 

d0678@farglory-

oceanpark.com.tw 

13.立川漁場股份有

限公司 

(最新簽約期

間:108/11/10-

110/12/31) 

*108 新約 

探究實作活動、生態及環境

解說活動、其他配合館內活

動內容執行 

聯絡人：余桂鳳 

電話：(03)865-1333 

E-mail：

phoenixy0725@gmail.com 

14.財團法人台灣基

督教門諾會 

(最新續約期

間:109/01/01-

(1).協助園區生產作業活動。 

(2)園區之整理與維護。 

(3).各項體驗活動之解說、引

導、帶領或規劃。 

聯絡人:劉漢傑 

電話：03-8661922＃21 

E-mail：

lhj120189@newdawn.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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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2/31) 

15.財團法人花蓮縣

播種者文化藝術基

金會 

(簽約期

間:107/01/01-

108/12/31) 

*109 年未續約 

(1)協助友善環境農業 

鋤草、施（有機）肥、育

苗、移植、採收。 

(2)協助推動環境教育 

生態、防治、環保、園區整

理。 

(3)協助推動多元教育（視活

動需求公告） 

(4)各項體驗活動之解說、引

導、帶領或規劃。 

聯絡人:簡純青 

電話：03-8227703#12 

E-mail：me03＠sower.com.tw 

1. 財團法人台灣基

督教門諾會-黎

明向陽園 

(1) 協助園區生產作業活

動。 

(2) 園區之整理與維護。 

(3) 各項體驗活動之解說、

引導、帶領或規劃。 

梁桂花 

03-8321220 

lhj120189@newdawn.org.tw 

2. 花蓮縣水產培育

所 

(1) 協助繁養殖業務。 

(2) 原生魚種介紹及推廣。 

(3) 配合辦理進行園區生態

保育導覽解說。 

(4) 協助行銷本所相關資

訊。 

陳又新 

038641514 

0952509402 

asin02140017@hl.gov.tw 

3. 花蓮縣花蓮好事

集協會 

(1) 參與「好事集」友善環

境互動學習之場域。 

(2) 體驗小農有效推廣自產

自銷農產品的精神價

值。 

(3) 參與並籌劃規畫友善環

境相關活動設計與執

行。 

(4) 結合在地教育單位(學

校、公益團體、農業相

關)推廣友善環境新知

識。 

黃玲雯 常務理事 

0933763031 

ruisui2011@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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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結合專長可運用與發

揮。 

花蓮好事集成立已九年

希望透過在此服務學習的學

子都能培養同理心、相互尊

重與社會關懷的態度技巧，

從中也能反思生命的意義、

自我價值、提升社會與公民

責任、批判思考能力，且獲

得理論轉化實際應用之能

力。 參與公共事務，改善環

境品質與重建社區意識，改

變學校、社區、教師、學生

間的互動關係，營造友好校

園、資源共享、主動學習之

友善學習環境。 

4. 怡園生態小學塾

(怡園實業股份

有限公司) 

(1) 生態調查、生態及環境

解說活動、其他配合村

內活動內容執行。 

（所有活動內容，均由雙方

討論同意後再執行） 

阮毓琇 

 (03)865-1166 #58881 

0982526910 

javesyu@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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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1 院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 

國立東華大學環境學院系院聯合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 

98 年 9 月 28 日 98 學年度第 1 學期環境學院第 1 次院務會議通過 

98 年 10 月 28 日 9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校教評會議通過 

104 年 11 月 16 日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環境學院第 5 次行政會議通過 

105 年 1 月 4 日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環境學院第 2 次院務會議通過 

107 年 3 月 20 日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環境學院第 1 次系院務聯合會議通過 

107 年 4 月 18 日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一、 國立東華大學環境學院（以下簡稱本院）設置系院聯合教師評審委員會

(以下簡稱本會）， 

審議有關本院教師之聘任、聘期、升等、停聘、不續聘、解聘、資遣原因認

定、借調、 

延長服務、出國講學、研究進修、教授休假、教師評鑑及其他依法應審議之事

項等相關 

事宜。 

二、 本會委員由院長、系所主管為當然委員及教師代表 5 人組成。委員資

格、名額及產生方 

式如下： 

(一)本會委員需具專任教授或副教授資格，其教授人數應超過二分之一。 

(二)教師代表由本院專任教師選舉產生，選舉時並依得票數增列候補教師代表

一人。 

(三)審查升等事宜時，委員之職級須高於本院被提升等審查之教師。 

(四)若符合上述資格教師人數不足、或系所無法推選代表時，由院長推薦本院

或本校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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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領域之教師若干人，簽請校長核示。 

(五)本會由院長擔任主席。委員之任期一學年，連選得連任。 

(六)本會委員在審議案件時，有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應自行迴避情形或第三

十三條當 

事人得申請迴避情形者，依其規定辦理。下列情形之迴避申請由本會決議之： 

1、本會委員就審議案件如認為有前述以外之特殊事由應迴避時，得向本會申請

迴避。 

2、有具體事實足認本會委員就審議案件有偏頗之虞者，當事人得向本會申請該

委員 

迴避，並應舉其原因事實。 

三、 本會開會時應有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方得開會。出席委員三分之二

以上同意，方 

得決議。出席委員應行迴避者，於決議時不計入該案件之出席人數。委員應親

自出席不 

得委託他人代表出席；若委員連續三次不出席者，視同放棄職權，得由候補委

員依序遞 

補，任期至原委員任期屆滿為止。主席因故無法主持或遇有迴避情形時，由主

席指定一 

人代理主席；主席未指定時，由委員互推一人代理之。 

四、 有關教師之解聘、停聘、及不續聘案或其他重大事由案如事證明確，而

系、所教評會之 

決議顯與法律規定不合時，本委員會得逕依規定審議變更之。 

五、 本會開會時，得視需要邀請有關人員列席報告或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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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本會表決原則上以無記名投票為之，審議結果應作成會議紀錄依行政程序

陳送。 

七、 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辦法辦理。 

八、 本要點經系院務聯合會議通過，並報請校教評會核備後，陳請校長核定後

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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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2 院系國際事務委員會設置要點 

國立東華大學環境學院國際事務委員會設置要點 

105 年 9 月 12 日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行政會議通過 

105 年 9 月 26 日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院系務會議通過 

一、 國立東華大學環境學院（以下簡稱本院）為利推動國際事務，依據「國立

東華大學國際事務委 

員會設置要點」，設置「國立東華大學環境學院國際事務委員會」（以下簡稱

本委員會）。 

二、 本委員會職責如下： 

(一) 檢討及訂定本院國際學術與教育交流及合作事務之各項推動辦法。 

(二) 規劃及檢討本院學習環境國際化之策略及方向，並研訂本院相關推動辦法

及評估指標。 

(三) 規劃及檢討學院提升國際學生質與量之策略及方向，並協助國際學生招

生、輔導、獎學 

金審查等工作之辦法訂定、執行管理及初步績效評估。 

(四) 研擬本院國際學生招生辦法，審核課程規劃、課程安排事宜。 

(五) 其他本院國際事務之規劃、檢討、辦法訂定、推動及績效評估等事宜。 

(六) 配合或協助本校國際化政策之推動事宜。 

三、 本委員會組成如下： 

 置委員若干名，院長、系主任為當然委員。 

 院長為主任委員，應指派召集人 1 名，並遴聘教師代表 4 至 8 名。受聘委

員任期 1 年，得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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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委員會召開時得視需要邀請學生、教師或相關人員列席。 

 本委員會召集人綜理本院國際事務，並為校級國際事務委員會之當然委員。 

四、 本委員會每學期至少召開會議 1 次。開會時應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

席，始得開議；出席委員 

二分之一以上同意，方得決議。 

六、 本要點經院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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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3 院系教學優良教師選委員會設置要點 

國立東華大學環境學院教學優良教師遴選與獎勵要點 

98.08.26 9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教學優良教師遴選委員會草擬 

98.09.01 9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院行政會議通過 

104.09.21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院行政會議通過 

105.01.04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院行政會議通過 

106.04.24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院系務會議通過 

107.10.16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系院務聯合會議通過 

109.12.17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系院務聯合會議通過 

一、 國立東華大學環境學院（以下簡稱本院），依據「國立東華大學教學優良

教師遴選與獎勵辦 

法」，訂定「國立東華大學環境學院教學優良教師遴選與獎勵要點」(以下簡稱

本要點)。 

二、 為辦理本院優良教師遴選作業，特設置「國立東華大學環境學院教學優良

教師遴選委員會」 

(以下簡稱本委員)。本委員會由院長為召集人，並遴選本院校內外委員五至七

人組成。委員 

任期一年，若有出缺情況，則依需要補足之；遞補委員之任期至該屆委員任期

屆滿為止。委 

員會須有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始可開議，並須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

意始可決議。 

委員若為受評候選當事人時，應迴避參與評選作業。若開會委員人數不足時，

得由召集人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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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增補之。 

三、 候選人依下列標準審議： 

(一)上下學期皆有教學評量成績者。 

(二)學、碩博士課程評量分別高於學、碩博士課程評量平均者。 

(三)學生票選結果。 

四、 獲本院教學優良教師之獎勵： 

(一)院頒發教學優良教師獎牌乙紙與獎勵金 1 萬元整。 

(二)繳交資料並提送名單至校參選「校教學優良教師」遴選。 

五、 獲本院教學優良獎勵之教師於下一學年度不得參與院級遴選；當年度已獲

其他單位教學優良 

獎勵之教師不得參與院級遴選。 

六、 本要點經系院務聯合會議通過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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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4 院系導師生輔導工作委員會設置要點 

國立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導師輔導工作委員會設

置要點  

 
105.11.28 105學年度第 1學期第 3次院系務會議通過 

 

 

一、依據「國立東華大學導師制實施辦法」第三條，設置「自然資源與

環境學系導師輔導工作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並訂定本要

點。 

二、本委員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系主任擔任之，負責協調、主持會

議，綜理本系導師之一切事務，委員人數若干名，以有意願擔任大

學部導師之本系專任教師及學生會會長及副會長為原則。本委員會

依據導師事務之進度，由主任委員或指派召集人召開會議。本委員

會委員任期一年，任滿得續聘。 

三、 專任教師於留職停薪、休假研究時不得擔任導師職務，應另聘適宜

人選擔任。 

四、本委員會職掌如下： 

1. 訂定及修正系（所）導師制實施方式。 

2. 安排導師、生編組（班）方式。 

3. 推薦系（所）優良導師。 

4. 系（所）導師鐘點費與導師生活動費之分配及應用。 

5. 舉辦系（所）導師會議。 

6. 協調該系（所）推動導師制度及師生共同參與之活動。 

7. 協助系（所）導師進行導師工作項目。 

8. 規劃及督導其他有助於推動導師輔導之工作。 

五、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六、本要點經院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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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5 院務會議設置要點 

國立東華大學環境學院系院務聯合會議設置要點 

98.09.28 98學年度第 1 學期環境學院第 1次院務會議通過 

104.11.02 104學年度第 1學期環境學院第 1 次院務會議通過 

107.03.20 106學年度第 2學期環境學院第 1 次系院務聯合會議通過 

一、 國立東華大學環境學院（以下簡稱本院），為審議本院教學、研究、發

展、推廣及其他有關系院 

務之重大事項，依「國立東華大學組織規程」之規定設置系院務聯合會議（以

下簡稱本會議）， 

並訂定「國立東華大學環境學院系院務聯合會議設置要點」（以下簡稱本要

點）。 

二、 本會議由本院全體教師及學生代表 5 人組成。院長或指定代理人為召集

人及會議主席。 

三、 本會議討論審議下列事項： 

(一)本院之發展方針與計畫。 

(二)教學研究及教務事項。 

(三)本院規章/辦法之擬訂。 

(四)以本院名義向校務會議所提之會議提案事項。 

(五)本院所設置委員會決議事項。 

(六)本會議成員五人以上連署有關院務事項之提案。 

(七)院長提議及其他有關院務事項。 

四、 本會議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並得由院長視需要或經本會議成員三分之一

以上書面提議並附案 

由召開臨時會議。臨時會議之召開，原則上由院長於兩週內召開之。 

五、 本會議應有全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之出席始得開議，開會時須有出席成員

過半數同意，始得決 

議。如有必要，得邀請校內、外有關人員列席本會議。 

六、 本會議提案，除由院長交議外，應有本會議成員五人以上之連署。臨時動

議案需由出席成員二 

人附議。 

七、 本要點經系院務聯合會議通過後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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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6 環境學院服務學習課程施行要點 

國立東華大學環境學院服務學習課程施行要點  

100.11.28  100 學年第 1 學期第 3 次課程規劃委員會會議暨第 3 次行政會議通過 

101.09.24  101 學年第 1 學期第 1 次課程規劃委員會通過 

102.12.09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 次行政會議暨課程規劃委員會會議通過 

105.11.21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院系聯合課程暨學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106.11.20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院系聯合課程暨學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第 一 條 國立東華大學環境學院（以下簡稱本院）為符合國立東華大學服務學習課

程之目的 — 培養學生具公民意識、社會參與及奉獻服務的人生觀、強化

學生具備公民責任與社會實踐能力，以及開拓生命的新視野，特訂定服

務學習課程施行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第 二 條 服務學習課程分為服務學習（一）與服務學習（二）課程，應依序修習。 

第 三 條 服務學習（一），包括服務學習理念的建立、服務學習提供機構的介紹，

以及修習服務學習（二）的相關服務時數規定。課程成績為 S（通過）或

U（不通過）。 

第 四 條 服務學習（二）為服務學習成果展示與分享。修習本課程的學生，必須於

期中考週前完成規定的服務學習時數，並繳交認證表單。授課教師應於 2

週內完成學生認證表單之查核工作，並安排學生進行成果分享。課程成

績為 S（通過）或 U（不通過）。 

第 五 條 服務學習的計量以小時為單位。學生於修畢服務學習（一）後得開始進行

服務學習，服務學習總時數須達 80 小時，始得進行服務學習（二）的成

果發表。學生於修習服務學習（一）時進行之服務時數，最高僅能被認定

20 小時。 

第 六 條 每次服務學習的時數，由該次服務學習提供機構認定，並記載於該次服

務學習認證表單。 

第 七 條 服務學習時數必須來自至少 3 個服務學習提供機構。 

第 八 條 本院服務學習的提供機構，應以校內外公私立機構為原則，不接受個人

名義的服務機會提供。在東華大學校內的提供機構，包括本院、本院各中

心，以及校內其他單位等。校外的提供機構，則限於與本院簽訂有「國立



218 

 

東華大學環境學院服務學習合作協議」之公私立機構。 

第 九 條 本院負責與校外機構進行服務學習合作的協商，以及「國立東華大學環

境學院服務學習合作協議」（如附件 1）的簽訂。 

第 十 條 所有服務學習提供機構，以及各機構經常性以及臨時性的服務學習機會，

經系主任核定後公告於學系服務學習網頁（如附件 2）。 

第 十一 條 大學部學生進行服務學習後，應自服務學習提供機構獲得認證表單（如

附件 3）。學生應妥善保存所有的認證表單，並於修習服務學習（二）時，

繳交給授課教師。 

第 十二 條 本要點於本院課程暨學程委員會通過後，由本院院長公告實施。本要點

的修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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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7 環境學院服務學習課程實施要點 

國立東華大學環境學院服務學習課程施行要點  

100.11.28  100 學年第 1 學期第 3 次課程規劃委員會會議暨第 3 次行政會議通過 

101.09.24  101 學年第 1 學期第 1 次課程規劃委員會通過 

102.12.09  102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 次行政會議暨課程規劃委員會會議通過 

105.11.21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院系聯合課程暨學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106.11.20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院系聯合課程暨學程委員會會議通過 

第 一 條 國立東華大學環境學院（以下簡稱本院）為符合國立東華大學服務學習課

程之目的 — 培養學生具公民意識、社會參與及奉獻服務的人生觀、強

化學生具備公民責任與社會實踐能力，以及開拓生命的新視野，特訂定

服務學習課程施行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第 二 條 服務學習課程分為服務學習（一）與服務學習（二）課程，應依序修習。 

第 三 條 服務學習（一），包括服務學習理念的建立、服務學習提供機構的介紹，

以及修習服務學習（二）的相關服務時數規定。課程成績為 S（通過）或

U（不通過）。 

第 四 條 服務學習（二）為服務學習成果展示與分享。修習本課程的學生，必須於

期中考週前完成規定的服務學習時數，並繳交認證表單。授課教師應於 2

週內完成學生認證表單之查核工作，並安排學生進行成果分享。課程成

績為 S（通過）或 U（不通過）。 

第 五 條 服務學習的計量以小時為單位。學生於修畢服務學習（一）後得開始進行

服務學習，服務學習總時數須達 80 小時，始得進行服務學習（二）的成

果發表。學生於修習服務學習（一）時進行之服務時數，最高僅能被認定

20 小時。 

第 六 條 每次服務學習的時數，由該次服務學習提供機構認定，並記載於該次服

務學習認證表單。 

第 七 條 服務學習時數必須來自至少 3 個服務學習提供機構。 

第 八 條 本院服務學習的提供機構，應以校內外公私立機構為原則，不接受個人

名義的服務機會提供。在東華大學校內的提供機構，包括本院、本院各中

心，以及校內其他單位等。校外的提供機構，則限於與本院簽訂有「國立



220 

 

東華大學環境學院服務學習合作協議」之公私立機構。 

第 九 條 本院負責與校外機構進行服務學習合作的協商，以及「國立東華大學環

境學院服務學習合作協議」（如附件 1）的簽訂。 

第 十 條 所有服務學習提供機構，以及各機構經常性以及臨時性的服務學習機會，

經系主任核定後公告於學系服務學習網頁（如附件 2）。 

第 十一 條 大學部學生進行服務學習後，應自服務學習提供機構獲得認證表單（如

附件 3）。學生應妥善保存所有的認證表單，並於修習服務學習（二）時，

繳交給授課教師。 

第 十二 條 本要點於本院課程暨學程委員會通過後，由本院院長公告實施。本要點

的修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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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8 環境學院校園環境中心設置要點 

國立東華大學環境學院校園環境中心設置要點 

100.11.28100學年度第1學期第3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100.12.05100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04.01101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104.11.02 104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院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國立東華大學環境學院（以下簡稱本院）為記錄及保存國立東華大學

（以下簡稱本校）校園環境檔案，推動建立低碳、綠色的校園環境，特設立

「校園環境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 

第二條 本中心的主要工作如下： 

1. 校園環境檔案的建立：校園生物、物理、化學、地質、地形、水文、人文環

境資料的長期收集、整理、建檔、保存、及展示。 

2. 定期或不定期舉辦各項校園活動，以推動低碳、綠色校園。 

第三條 本中心設置主任1人，由本院院長聘請本院教師兼任，經院務會議通過

後聘任之。主任任期3年，得連任。本中心主任為無給職，負責綜理中心業務。 

第四條 本中心得設置數個工作小組，負責各項工作的執行。各工作小組的成員

由本中心主任聘任。工作小組的組成及工作項目依實際狀況調整，由中心主任

負責規劃。 

第五條 本中心應於本院網頁內，建置「校園環境中心網頁」。 

第六條 本中心推動的各項工作，可提供本校學生服務學習機會。 

第七條 本中心每三年經院行政會議評鑑乙次，未通過者輔導檢討一年，再不通

過者即辦理退場或改組整併。 

第八條 本要點經院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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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9 防災研究中心設置要點 

國立東華大學環境學院防災研究中心設置要點 

100.12.05100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04.01101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104.11.02 104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院務會議通過  

105.01.04 104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院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國立東華大學環境學院（以下簡稱本院）為整合各類專才以参與防、

減、救災研究與實務工作， 提升全民防災、避災意識，依據本校組織規程第七

條，設置防災研究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  

第二條 本中心的主要工作如下： 

1. 環境及防災科技等相關課題之研究與發展。  

2. 防救災、避難等科學資訊之蒐羅、分類、整理、建檔與研究。  

3. 防救災系統資料庫建置、研擬、開發、維護更新與展示。  

4. 防救災相關人才培育、教學與課程設計等。  

5. 校內外防救災教育推廣業務。  

6. 舉辦研習營、研討會、講座，增進相關產、官、學界等之交流與合作。  

7. 接受防救災相關業務委託，提供專業諮詢服務。環境及防災科技等相關課題

之研究與發展。  

第三條 本中心設置主任一人，綜理中心有關業務，任期三年，得連任之。主任

由院長推薦校內相關領域專家學者，經院務會議通過後聘任之。  

第四條 主任得依需要聘任校內外相關領域專家學者，擔任顧問、副主任或組

長，協助處理中心各項業務。  

第五條 本中心辦理各類研習班別，學員於進修、研習期滿，經考核及格者，得

依相關法令頒發學分証明書、結業証書或研習証明。  

第六條 本中心由主任依需要擇期召開中心會議，討論研究等相關議題、訂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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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工作計畫及檢討業務事項。  

第七條 本中心經費來源包括研究計畫經費、學校配合款、技術服務經費、諮詢

及工作費、培訓費、學術活動費、捐贈、其他收入 

第八條 本中心得於本院網頁內，建置「防災研究中心網頁」。 

第九條 本中心推動的各項工作，可提供本校學生服務學習機會。 

第十條 本中心每三年經院行政會議評鑑乙次，未通過者輔導檢討一年，再不通

過者即辦理退場或改組整併。 

第十一條 本要點經院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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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50 環境教育中心設置要點 

國立東華大學環境學院環境教育中心設置要點  

101.04.09 100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04.01 101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104.11.02 104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院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國立東華大學環境學院（以下簡稱本院）為整合各類專才.與環境教育

相關之研究與實務工作，以達永續發展之公民教育目標，設置環境教育中心(以

下簡稱本中心)。  

第二條 本中心主要工作項目如下：  

1. 輔導訂定國內各種層級的環境教育計畫、綱領、方案、課程、教材，推展環

境教育工作。  

2. 環境及環境教育相關資訊蒐羅、分類、整理與建檔。  

3. 申辦環境教育法規定與環境教育機構、場所、設施、人員、環境講習相關人

才之培育。  

4. 協助辦理環境教育研究、推廣、出版、教學業務。 

5. 舉辦工作坊、研習營、研討會、講座，增進相關民間、產、官、學界與國際

等之交流與合作。  

6. 接受各界環境教育相關學術研究、政策規劃、課程設計，與教學訓練等業務

委託，提供專業諮詢服務。  

7. 協助辦理其他學校與學院臨時交辦環境教育相關事項。  

第三條 本中心組織架構如下：  

◎本中心設置主任一人，綜理中心有關業務，任期三年，得連任之。主任由院

長推薦校內相關領域專家學者，經院務會議通過後聘任之。  

◎可設置秘書一人、專案教師、研究員、助理研究員、研究助理及行政人員等

若干人，協助主任處理中心各項業務。  

◎得視實際需要，聘請校內、外專家學者為合聘或兼任研究及技術人員。由中

心主任提請院長聘任之。 

第四條 本中心設諮詢委員會，以利發展方向之規劃、計畫之執行與行政業務之

推廣。諮詢委員五至九人，由院長聘請國內外相關專家學者組織之，任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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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得連任。委員均為無給職，但得依照規定支領出席費。  

 

第五條 本中心辦理環境教育相關研習班別，學員於進修、研習期滿，經考核及

格者，得依相關法令頒發學分証明書、結業証書或研習証明。  

 

第六條 本中心由中心主任定期召開中心會議，討論並訂定中心工作計畫及檢討

業務事項。  

 

第七條 本中心經費來源包括研究與產官學合作計畫經費、學校與學院配合款、

技術服務經費、諮詢及工作費、培訓收費、學術活動費、捐贈、其他收入。  

 

第八條 中心因業務需要申請使用學校空間時，依照學校相關規定申請、辦理與

管理。  

 

第九條 本中心每三年經院行政會議評鑑乙次，未通過者輔導檢討一年，再不通

過者即辦理退場或改組整併。 

 

第十條 本要點院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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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51 臺灣東部地震研究中心設置要點 

國立東華大學環境學院「臺灣東部地震研究中心」設置要點 

101.11.05 101 學年度第1 學期第1 次院務會議通過 

102.04.01 101 學年度第2 學期第1 次院務會議通過 

104.11.02 104 學年度第1 學期第1 次院務會議通過 

107.5.14 106 學年度第2 學期第3 次系院務聯合會議通過 

第一 條 國立東華大學環境學院（以下簡稱本院）為整合臺灣東部地震研究能

量，培養地震科技人才，参與防震減災研究與實務工作，並提升臺灣東部區域

觀測、預警、研究及地震防救災教育，特設置「臺灣東部地震研究中心」（以

下簡稱本中心）。 

 

第二條 本中心的主要工作如下： 

1. 建置臺灣東部區域地震資料中心，並進行開發、維護更新與展示。 

2. 配合政府相關單位進行東部區域地震預警及前兆觀測研究。 

3. 校內外地震防災之人才培育及教育推廣。 

4. 地震防災科技等相關課題之研究與發展。 

5. 地震前兆觀測實驗園區之規劃與推動。 

6. 舉辦研習營、研討會、講座，增進相關產、官、學界等之交流與合作。 

7. 接受地震防救災相關業務委託，提供專業諮詢服務。 

 

第三條 本中心設置主任一人，綜理中心有關業務，任期三年，得連任之。主任

由院長推薦校內相關領域專家學者，經系院務聯合會議通過後聘任之。 

 

第四條 主任得依需要聘任校內外相關領域專家學者，擔任副主任、諮詢委員及

研究專案人員（包括專案研究員、副研究員及助理研究員等），協助處理中心

各項業務之諮詢及推動。前項人員均為無給職，經簽請院長同意後，得由院級

以學校名義聘任之。 

 

第五條 本中心辦理各類研習班別，學員於進修、研習期滿，經考核及格者，得

依相關法令頒發學分証明書、結業証書或研習証明。 

 

第六條 本中心由主任定期召開中心會議，討論並訂定中心工作計畫及檢討業務

事項。 

 

第七條 本中心經費來源包括政府相關部會科技經費、研究計畫經費、學校配合

款、技術服務經費、諮詢及工作費、培訓費、學術活動費、捐贈、其他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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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本中心得於本院網頁內，建置「臺灣東部地震研究中心網頁」。 

 

第九條 本中心推動的各項工作，可提供本校學生服務學習機會。 

 

第十條 本中心每三年經院行政會議評鑑乙次，未通過者輔導檢討一年，再不通

過者即辦理退場或改組整併。 

第十一條 本要點經系院務聯合會議通過後，報校備查；修訂或終止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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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52 生態及永續科學研究中心設置要點 

國立東華大學環境學院生態及永續科學研究中心設置要點 

108.12.17 108學年度第1學期第3次系院務聯合會議通過  

一、 國立東華大學環境學院（以下簡稱本院）為有效解決環境問題及永續利用

地球資源，本院特別設置「生態及永續科學研究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結

合各領域專家學者共同來研究相關議題。  

 

二、本中心的主要工作如下：  

1. 主題工作坊辦理  

2. 研究計畫執行  

3. 研究論壇辦理  

4. 研究人力培訓  

 

三、 本中心設置主任一人，綜理中心有關業務，任期三年，得連任之。主任由

院長推薦校內相關領域專家學者，經系院務會議通過後聘任之。  

 

四、 主任得依需要聘任校內外相關領域專家學者，擔任副主任、諮詢委員、執

行委員、研究員，協助處理中心各項業務之諮詢及推動。  

 

五、 本中心辦理各類研習班別，學員於進修、研習期滿，經考核及格者，得依

相關法令頒發學分証明書、結業証書或研習証明。  

 

六、 本中心由主任定期召開中心會議，討論並訂定中心工作計畫及檢討業務事

項。  

 

七、 本中心經費來源包括政府相關部會科技經費、研究計畫經費、學校配合

款、技術服務經費、諮詢及工作費、培訓費、學術活動費、捐贈、其他收入。  

 

八、 本中心得於本院網頁內，建置「生態及永續科學研究中心網頁」。  

 

九、 本中心推動的各項工作，可提供本校學生服務學習機會。  

 

十、 本中心每三年經院行政會議評鑑乙次，未通過者輔導檢討一年，再不通過

者即辦理退場或改組整併。 

 

十一、 本要點經系院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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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53 本院系空間與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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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54 本院系課程委員會會議紀錄 

國立東華大學環境學院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 第 1 次院系聯合課程暨學程委員會  會議記錄 

開會時間：106 年 09 月 25 日(星期一)，中午 12：00 時 

地    點：環境學院小會議室（環 A205 室） 

主 持 人：黃文彬主任                                            記

錄：夏懿心助理 

出    席：蘇銘千國際事務委員、楊懿如學群教師代表、李俊鴻學群教師代

表、吳海音教師代表、陳毓昀教師代表、賴敬文學生代表、陳怡

靜學生代表 

請    假：裴家騏院長、張文彥學群教師代表、楊悠娟學群教師代表 

壹、 報告事項： 

貳、 討論提案：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業務承辦：夏懿心助理 

提案一：本系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課程異動追認案，提請  討論。 

說  明：因博士班學生論文研究所需，增開「獨立研究(一)」及「研究方法特

論」。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業務承辦：夏懿心助理 

提案二：本系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協助教學助學金(TA)分配案，提請 討論。 

說  明：1.依本院「研究生協助教學助學金作業要點」規定，各科目之排序如

附件一。 

2.本學期共 13 門課提出申請，TA 需求人數 13 人，學校分配、RA 預

計流用金額合計約 266,897 元；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聘任 TA 人數 15

人，總計核發金額 235,410 元。 

決  議：按課程排序依次發放 TA 薪資，選課人數 40 人以下每月 4000 元；41

～60 人每月 5000 元；61 人以上每月 6000 元，81 人以上可選拆成 2

位 TA 計算，電腦操作比例高之課程可額外考量。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業務承辦：夏懿心助理 

提案三：臺灣文化學系學生修習本系為輔系，擬申請課程抵免案，提請 討論。 

說  明：1.依規定，學生若修習本系為輔系，需修滿本系系核心學程共 21 學

分。 

2.臺灣文化學系學生劉○儒因修習本系為輔系，擬申請以臺灣文化學系

課程「自然地理學概論」抵免本系系核心學程課程「自然地理學」。 

3.臺灣文化學系「自然地理學概論」課綱如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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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經詢問本系開課教師(張有和老師、林祥偉老師)意見後，兩位老師皆

同意抵免。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業務承辦：夏懿心助理 

提案四：本系碩博士班修業要點修正案，提請 討論。 

說  明：1.擬取消學生申請學分抵免之上限。 

2.本系碩博士班修業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及修業要點全文如附件三。 

決  議：修正後通過如附件，並送院務會議審議。 

 

叁、臨時動議： 

提案一：本系碩博士班專題討論課全院時間之週次安排案，提請 討論。 

說  明：建議於上一學期末就確定次一學期之各組專討負責老師及安排演講之

時間。 

決  議：碩博士班專題討論課每學年第 1 學期第 1 週固定為全院及各學群說明

時間，勿排演講，最後 4 週(第 15～18 週)為安排博士班學生向全院報

告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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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華大學環境學院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 第 2 次院系聯合課程暨學程委員會  會議記錄 

開會時間：106 年 10 月 23 日(星期一)，中午 12：00 時 

地    點：環境學院小會議室（環 A205 室） 

主 持 人：黃文彬主任                                            記

錄：夏懿心助理 

出    席：蘇銘千國際事務委員、楊懿如學群教師代表、楊悠娟學群教師代

表、張文彥學群教師代表、李俊鴻學群教師代表、吳海音教師代

表、賴敬文學生代表、陳怡靜學生代表 

請    假：裴家騏院長、陳毓昀教師代表 

列    席：謝家榛助理 

壹、 報告事項：本校為配合教育政策與實踐高教深耕計畫，請各學院自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起開授 

「跨領域共授之磨課師課程」，說明： 

一.課程性質為跨領域共授（跨院或跨系且由兩位以上教師共

同規劃、共同出席開授具整合性、創新）之磨課師(線上

數位)課程。 

二.智慧財產權及錄製磨課師課程相關作業及技術協助，由教

學卓越中心支援，並協助處理課程上線事宜。 

三.為鼓勵教師參與，開授此類課程【授課時數加計 0.5 倍、

核配教學助理（TA）、補助教材製作費、錄製鐘點費】

等。 

四.本案已於 106 年 10 月 5 日寄發信件給全院教師，請有意

願開課之老師提早規劃。 

貳、 討論提案：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業務承辦：謝家榛助理 

提案一：106 年度財團法人台聚教育基金會獎學金案，提請 討論。 

說  明：1.「財團法人台聚教育基金會獎學金辦法」及學生申請資料如附件

一。 

2.依據「財團法人台聚教育基金會獎學金辦法」第六條第二款規定，

各系所應召開評議會議進行獎學金審核。 

3.依據「財團法人台聚教育基金會獎學金辦法」第二條及第三條規

定，財團法人台聚教育基金會，每年提供本系優秀清寒學生獎學金

1 名，申請資格如下: 

(一)具中華民國國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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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家境清寒者優先。 

(三)研究所學生優先。 

(四)前一學年學業成績平均分數達全系所前 20%，且每科成績均須及

格。 

(五)操行成績八十分以上，在校未受記過以上處分。 

4.學生申請資料彙整如下： 

學號 姓名 

具中

華民

國國

籍 

清寒證明 研究所學生 

前一學年

學業成績

百分比/每

科及格 

操
行
成
績 

備註 

610554032 許芳萍 是 無 是 15%/ 是 甲  

610554008 黃毓仁 是 無 是 15.63%/ 是 甲  

610554023 林柏源 是 有 是 6.25%/ 是 甲 
里長辦公室開

立清寒證明 

決  議：推薦本系碩士班林柏源同學為受獎人。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業務承辦：謝家榛助理 

提案二：106 年度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之勵志獎學金案，提請 討論。 

說  明：1.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華顧字第 1060001172 號函、勵志獎學金申

請辦法及學生申請表如附件二。 

2.推薦名額 1 名，申請資格為以國內大專院校土木、水利、交通及相

關科系（所）之經濟弱勢且品學兼優之全日制在學的學士生或碩士

生。 

3.申請所需文件 ： 

（一）獎學金推薦表乙份。 

（二）前兩年內至少有一學年平均成績 80 分以上成績單正本乙份。 

（三）附上中華民國身分證及學生證正反面乙份。 

（四）受推薦同學以領有鄉、鎮、市公所以上政府機關核發之低收

入戶證明書者為 

優先，如無法取得前述證明，則由導師（老師）出具觀察說

明。 

4.學生申請資料如下： 

學號 
姓

名 

學年平均

成績 80 分

以上 

中華民

國身分

證 

學

生

證 

低收入戶證明書/ 

導師（老師）觀

察說明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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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0454044 鍾

佳

伃 

105 學年度

GPA3.94

（88 分） 

有 有 導師觀察說明

（戴興盛老師） 

中低收入

證明 

決  議：推薦本系碩士班鍾佳伃同學為受獎人。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業務承辦：謝家榛助理 

提案三：106 年度中華民國地球物理學會之地球物理學生獎學金推薦名單，提

請 討論。 

說  明：1.中華民國地球物理學會(106)地物字第 186 號函、獎學金設置要點及

學生申請表如附件三。 

2.推薦名額 1 名，申請資格如下: 

(一)國內各大專院校地球科學系、地質學系或海洋學系三、四年級學

生已修習地球物理或相關學科四個學分以上者，惟以地球物理學科

優先。 

(二)前學年學業成績均及格、總平均成績在七十五分（含）以上，地

球物理相關學科最佳兩學科或四個學分以上之平均成績七十五分

（含）以上者。 

(三)操行成績列入甲等者。 

(四)未領取其他獎學金者。 

(五)參與地球物理相關之研究計畫者得優先考慮。 

3.學生申請資料彙整如下： 

學號 姓名 
已修習地球物理相關

學科名稱及成績 

操行

成績 

前一學年度學業成績

平均 

其他有利

於資料 

410454048 方芸 
地球物質（A） 

野外地質考察（A） 
甲 GPA3.50 (81.5 分) 無 

410354009 劉于達 

地球物理學 (A ) 

岩石學（A+） 

構造地質學（A） 

甲 GPA3.86（86.67 分） 無 

410354019 梁雅婷 地球物理學 (A+ ) 

地形學 (A) 

甲 GPA3.91 (87.5 分) 里長辦公

室開立清

寒證明 

決  議：推薦本系學士班梁雅婷同學為受獎人。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業務承辦：夏懿心助理 

提案四：本系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開課科目案，提請  討論。 

說  明：1.各開課科目如附件四。 

2.另請討論以下事項： 

(1)學士班「環境影響評估」開課老師(原開課老師為梁明煌老師，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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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於 107 年 2 月退休)。 

(2)學士班地球科學學程科目「天文學」，原規劃課規時擬邀請開課之

蔣佳玲老師(科學教育所)預計於 106-2 於科教所開「地球科學概

論」，本系是否同意「天文學」同時開課，採「地球科學概論」與

「天文學」兩班合班授課方式？ 

(3)博士班「研究方法特論」有許世璋老師及李俊鴻老師有意開課，採

合授或開兩班授課？ 

決  議：(1)由系辦發信給本系教師，徵求有意願開「環境影響評估」課程之老

師，若有意願之老師超過一位，採合授方式授課；若無老師回

覆，則商請陳紫娥老師協助開課。 

(2)同意本系學士班「天文學」與科教所「地球科學概論」合班授課，

並列為等同課程送教務處備查。 

(3)「研究方法特論」開兩班授課，若各班選課人數未達開課標準，則

合班授課。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業務承辦：夏懿心助理 

提案五：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課程授課時數分配案，提請  討論。 

說  明：1.學士班「熱帶生態學與實習」(4 學分)因兩位授課教師(孫義方老

師、陳毓昀老師)整學期  

全程參與授課，且暑假期間帶領學生至馬來西亞實習，因此擬申請

給予各 4 小時授課時數。 

2.「熱帶生態學與實習」課綱及教學計畫表如附件五。 

3.本案因不適用本校「開設跨領域共授課程實施要點」，故若決議通過

後，須上簽呈請學校同意以特殊個案處理。 

決  議：依往例辦理，並由系辦簽請教務處核示。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業務承辦：夏懿心助理 

提案六：本系學士班學生申請課程採計案，提請 討論。 

說  明：1.大六學生蔡○烜擬申請以物理系核心學程之「生物學」等同於本系院

基礎學程之「普通生物學(一)」。該生曾於 101-2、103-2 修習本系

吳海音老師、陳毓昀老師開課之普通生物學(一)不及格；105-1 修習

生科系開課之生物學(一)不及格；105-2 修習本系周志青老師、李漢

榮老師開課之普通生物學(一)不及格，目前該生為雙重學籍身份，

分別為本系大六學生及碩士班環政組學生。 

2.大五學生林○鈞因選修本系地球科學學程為第四個專業選修學程，擬

申請以本系生態保育學程之「動物形態與分類」採計為本系地球科

學學程科目。(本系學士班課規規定：學生若修習本系專業選修學

程為第四個學程，可由學生提出申請，採記至多兩門非學程內科目

為專業選修學程科目，並須檢附歷年成績單送院課程委員會審議通

過後始得抵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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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學生申請表及相關資料如附件六。 

決  議：1.因物理系「生物學」課綱內容符合本系要求，故同意該生申請抵

免。 

2.詢問地球科學學群教師代表，是否同意學生以「動物形態與分類」

採計為地球科學學程科目。(會後詢問結果為不同意)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業務承辦：夏懿心助理 

提案七：本系學士班院基礎學程及系核心學程科目由教師輪流授課案，提請 討

論。 

說  明：  

決  議：請各學群教師代表協助召開學群會議，檢視各學群課規及各科課綱內

容是否需修訂？及各學群中學士班院基礎、系核心學程可合授或輪授

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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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華大學環境學院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 第 3 次院系聯合課程暨學程委員會  記錄 

開會時間：106 年 11 月 20 日(星期一)，中午 12：00 時 

地    點：環境學院小會議室（環 A205 室） 

主 持 人：裴家騏院長 

記錄：夏懿心助理 

出    席：黃文彬主任、蘇銘千國際事務委員、楊懿如學群教師代表、楊悠

娟學群教師代表、李俊鴻學群教師代表、吳海音教師代表、賴敬

文學生代表、陳怡靜學生代表 

請    假：陳毓昀教師代表、張文彥學群教師代表 

列    席：李莉莉助理 

壹、 報告事項： 

1. 學士班「熱帶生態學與實習」兩位授課教師各 4 小時授課時數已上簽

呈獲教務處核准。 

2. 系辦於 11 月 9 日發信請各學群教師代表協助召開學群會議，討論各

學群課規及課綱內容是否需修訂，以及學士班課程可輪授或合授科

目？以送本學期最後一次院系聯合課委會討論。 

貳、 討論提案： 

提案單位：校園環境中心；業務承辦：李莉莉助理 

提案一：擬取消修習服務學習（一）課程時，僅限於院內單位之限制，提請 

討論。 

說  明：1.依據《國立東華大學環境學院服務學習課程施行要點》第五條規定

（詳附件一），「……本院各單位（院、系辦公室及院及中心）所提

供之服務學習，得以修習服務學習（一）時進行；惟此時所進行之

服務學習時數，最高僅能被認定 20 小時。」爰學校跨域自主學習

之時數要求，建議刪除院內單位之限制。 

2.民國 106 年 10 月 19 日校園環境中心討論會案由三決議「提案至

106-1 學期環境學院課程暨學程委員會討論」（詳附件一）。 

3.若決議通過，基於入學年度認抵標準一致性，及 106 學年度入學新

生尚未修服務學習（一）課程，建議自 106 學年度入學之新生，及

轉學、轉系學生適用。 

4. 「國立東華大學環境學院服務學習課程施行要點」部分條文修正草

案對照表如附件一。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業務承辦：李莉莉助理 

提案二：環境學院人文與環境碩士學位學程修業要點部分條文修訂，提請 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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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說  明：1.依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碩士班中文版修業要點修正條文內容（業已

經 106 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院系務會議通過）辦理。 

2.修訂重點：取消學生申請學分數抵免之上限與新增學術研究倫理課

程要求。 

3.本學位學程修業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及修業要點全文如附件二。 

4.修正通過後，提院系務會議審議。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業務承辦：夏懿心助理 

提案三：本系學士班課程「環境影響評估」開課案，提請 討論。 

說  明：依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院系聯合課程暨學程委員會決議：發信

給本系教師，徵求有意願開課之老師。宋秉明老師回覆有意願開課，

惟因 106-2 已規劃開「生態旅遊」課程，因此擬 107-1 開「環境影響

評估」，往後兩門課輪流開課。 

決  議：緩議，待環境教育與環境管理兩學群之教師課程會議通盤討論後再

議。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業務承辦：夏懿心助理 

提案四：本系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應送校課委會資料案，提請  討論。 

說  明：請檢核各項資料如附件三，通過後將送校課程委員會審議。 

決  議：修正後通過如附件三。 

 

叁、臨時動議： 

提案一：本院跨領域共授磨課師課程申請案，提請  討論。 

說  明：擬提出申請課程為「生態田野調查」，申請計畫書如附件四。 

決  議：修正後通過如附件四，並送校課程委員會審議。 

 

提案二：本系碩士班國際組課程開課案，提請  討論。 

說  明：請討論本系以英語為母語之外籍博士生是否可協助系上開設碩士班英

文寫作類課程。 

決  議：1.請系辦詢問學校是否有學生輔導之補助經費可申請。［註：會後詢問

教學卓越中心表示，此類同儕輔導方案僅限學士班院基礎及系核心

課程申請(申請資格為該科教學評量>4、學生被當率>15%、修課人

數至少 15 人)，碩士班課程不予補助。］ 

2.請系辦協助發信詢問以英語為母語之外籍博士生，是否有意願擔任兼任講師

開設碩士班「Literature Review」、「Scientific Writing」、「Structure of 

Scientific Papers」等 3 門課。 

 

國立東華大學環境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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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 第 4 次院系聯合課程暨學程委員會  記錄 

開會時間：106 年 12 月 18 日(星期一)，中午 12：00 時 

地    點：環境學院小會議室（環 A205 室） 

主 持 人：裴家騏院長                                             

記錄：夏懿心助理 

出    席：黃文彬主任、蘇銘千國際事務委員、楊懿如學群教師代表、楊悠

娟學群教師代表、李俊鴻學群教師代表、張文彥學群教師代表、

吳海音教師代表、陳毓昀教師代表、賴敬文學生代表 

請    假：陳怡靜學生代表 

列    席：宋秉明老師、張有和老師、劉芳伶助理 

壹、 報告事項： 

貳、 討論提案：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業務承辦：劉芳伶助理 

提案一：107 年度教學儀器設備採購優先順序案，提請 討論。 

說  明：1.依國立東華大學環境學院校級分配款使用要點辦理。 

2.檢附 106、107 年度經費編列對照表(107 年度校分配款依本院校級分

配款要點開放專任教師教學儀器申請經費額度約 42 萬元)。(附件 1-

1) 

3.檢附 107 年度教學儀器設備統計總表合計（金額：36 萬 7 仟 5 佰

元）。申請人為蘇銘千老師，申請表暨採購儀器資料如附件 1-2、1-

3。 

決  議：1、107 年度教學儀器設備開放專任教師申請額度約 42 萬元，可支付

採購至第 2 順位、累計總金額為 42 萬 9 仟 9 佰元，如有餘額時其

經費統一由院系統籌使用在教學儀器。（詳如 107 年度教學儀器設

備統計採購優先順序總表） 

      2、107 年度平均分配給專任教師採購儀器經費，在 7 月 15 日前未申

請採購核銷者，其經費將收回統一由院系統籌使用在教學儀器，不

另開放給專任教師申請。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業務承辦：夏懿心助理 

提案二：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專題討論課程檢討及第 2 學期課程安排案，提請 

討論。 

說  明： 

決  議：1.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專題討論課程共 7 組開課，每一組可邀請講師安

排全院演講一次。 

2.開學第一週及最後四週不排演講，請各組負責老師將邀請演講之資

料於開學前一週回覆給系辦，若有組別未申請，則開放其它組申請

第 2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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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單位：系辦公室；業務承辦：夏懿心助理 

提案三：本系學士班課程「社區創意產業與專案計畫寫作」擬申請密集授課

案，提請 討論。 

說  明：1.學士班課程「社區創意產業與專案計畫寫作」為 50％於寒假期間上

課，50％學期中上課。 

2.「社區創意產業與專案計畫寫作」課綱及教學計畫表如附件二。 

3.本案依行政程序應經由本院系課委會通過後，再送校課程委員會審

議，惟因本學期最後一次校課程委員會已於 12 月 8 日召開，故本

案若在本次院系課委會通過後，將由系辦專簽請教務處鑒核。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業務承辦：夏懿心助理 

提案四：本系學士班課程規劃檢討修訂案，提請 討論。 

說  明：1.生態學群教師於 106 年 12 月 4 日開會決議： 

(1) 刪除系核心學程科目「生物多樣性概論」，原授課內容併入「生

態學」講授。 

(2) 建議刪除系核心學程科目「環境法規」及專業選修學程科目「環

境影響評估」。 

(3) 系核心學程科目新增「農業科學概論」，請黃國靖老師協助編寫

課綱；新增「程式語言」課程(課名未確定)，並申請抵認為通識之

資訊課程 2 學分。 

(4)專業選修學程科目「動物形態與分類」分為「動物形態與分類

(一)」、「動物形態與分類(二)」，上下學期各開一門。 

2. 環教環政學群教師於 106 年 12 月 7 日開會決議： 

(1) 請老師們協助修訂授課科目之課綱，須與現行授課內容相符。 

(2) 系核心學程科目「環境法規」改為環境管理與環境教育專業選修

學程科目。 

(3) 原環境管理與環境教育專業選修學程科目「環境教育」、「環境影

響評估」改為系核心學程科目。 

3.學士班課程規劃表如附件三。 

決  議：由系辦發信給全院老師，調查學士班系核心學程之修訂意見，彙整後

提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院系務會議討論。 

 

叁、臨時動議：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業務承辦：劉芳伶助理 

提案一：補提 107 年度教學儀器設備採購優先順序案，提請 討論。 

說  明：1. 依國立東華大學環境學院校級分配款使用要點辦理。 

2. 檢附 106、107 年度經費編列對照表(107 年度校分配款依本院校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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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配款要點開放專任教師教學儀器申請經費額度約 42 萬元)。 

3. 檢附楊悠娟老師申請表暨採購儀器資料（金額：6 萬 2 仟 4 佰

元）。 

決  議：同意排入採購之第 2 順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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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華大學環境學院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 第 1 次院系聯合課程暨學程委員會  記錄 

開會時間：107 年 03 月 05 日(星期一)，中午 12：00 時 

地    點：環境學院小會議室（環 A205 室） 

主 持 人：裴家騏院長                                             

記錄：夏懿心助理 

出    席：黃文彬主任、楊懿如學群教師代表、楊悠娟學群教師代表、李俊

鴻學群教師代表、張文彥學群教師代表、賴敬文學生代表、陳怡

靜學生代表 

 

請    假：蘇銘千國際事務委員、吳海音教師代表、陳毓昀教師代表 

列    席：謝家榛助理 

 

壹、 報告事項：上學期末系辦發信詢問老師們對學士班系核心學程的修正建

議，僅 4 位老師回覆意見。 

貳、 討論提案：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業務承辦：謝家榛助理 

提案一：本系博士生鄭舜仁同學(學號:810254001)申請延長１學期完成專業學科

考試案，提請 討論。 

說  明：1.本系博士班學生修業要點第 6 點第 4 項規定說明為“本博士班研究生

需在修業 8 學期內完成專業學科考試，取得及格成績。但有特殊情

況，經指導教授同意送環境學院課程規劃委員會會議通過，得再延

長 2 學期。” 

2.學生鄭舜仁同學因更換論文研究主題，未能於上學期（106-1）學生

修業第 8 學期內完成專業學科考試。 

 3.檢附學生鄭舜仁同學報告書乙份如附件一。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業務承辦：夏懿心助理 

提案二：本系學士班學生申請課程採計案，提請 討論。 

說  明：1.大二學生陳○婷因修習本校經濟系為輔系，因此擬申請以經濟系基礎

學程之「統計學(一)(二)」採計為本系系核心學程之「統計學」。 

2.大四學生廖○君因修習本校諮臨系學士班國際組為第四個專業選修學

程，因此擬申請以該組別之課程「心理統計(上)」採計為本系系核

心學程之「統計學」。 

3.大四學生陳○因選修本系環境管理與環境教育學程為第四個專業選修

學程，擬申請以本系地球科學學程之「野外地質考察」與「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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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採計為本系環境管理與環境教育學程科目。(本系學士班課規

規定：學生若修習本系專業選修學程為第四個學程，可由學生提出

申請，採記至多兩門非學程內科目為專業選修學程科目，並須檢附

歷年成績單送院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始得抵認。) 

4.學生申請表及相關資料如附件二。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業務承辦：夏懿心助理 

提案三：本系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課程異動追認案，提請  討論。 

說  明：博士班增開「獨立研究(二)」(宋秉明老師開課)，及「獨立研究(四)」

(黃文彬老師、劉瑩三老師開課)。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業務承辦：夏懿心助理 

提案四：本系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協助教學助學金分配案，提請 討論。 

說  明：1.各開課科目申請及排序如附件三。 

2.請  討論各科教學助理給付薪資。 

決  議：各科薪資分配如附件三。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業務承辦：夏懿心助理 

提案五：107 學年度學士班課規修訂案，提請 討論。 

說  明：1.碩士班「植物生理學」課程授課教師周志青老師提出，因近兩年該

科選課學生皆為學士班學生，因此提出申請將課程移至學士班「生

態保育學程」。 

2.近兩年「植物生理學」選課名單如附件四。 

決  議：請生態保育組召開會議討論後再議。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業務承辦：夏懿心助理 

提案六：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碩士班國際組「Literature Review」、「Scientific 

Writing」、「Structure of Scientific Papers」開課案，提請 討論。 

說  明：1.本案經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課程暨學程委員會決議：詢問以

英語為母語之外籍博士生，是否有意願擔任兼任講師開設碩士班

「Literature Review」、「Scientific Writing」、「Structure of Scientific 

Papers」等 3 門課，會後詢問結果有學生願意協助開課。 

2.若 107-1 有此三門課開課需求，將請有意願之博士生進行試教通過

後聘任。 

3.兼任教師之聘任薪資來源將送院務會議討論。 

決  議：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開「Scientific Writing」，聘任薪資來源送院務會議

討論。 

叁、臨時動議： 

案  由：107 學年度學士班課規修訂案，提請  討論。 

說  明：有關 107 學年度學士班課程規劃，系核心學程擬新增兩門課：「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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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概論」、「初級程式設計-R 語言」；生態保育學程課程「動物形

態與分類」分為「動物形態與分類(一)」、「動物形態與分類(二)」兩

門課，刪除「環境影響評估」一門課。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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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華大學環境學院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 第 2 次系院聯合課程暨學程委員會  會議記錄 

開會時間：107 年 04 月 09 日(星期一)，中午 12：00 時 

地    點：環境學院小會議室（環 A205 室） 

主 持 人：黃文彬主任                                             

記錄：夏懿心助理 

出    席：蘇銘千國際事務委員、楊悠娟學群教師代表、李俊鴻學群教師代

表、吳海音教師代表、賴敬文學生代表、陳怡靜學生代表 

請    假：裴家騏院長、楊懿如學群教師代表、張文彥學群教師代表、陳毓

昀教師代表 

列    席：李莉莉助理 

 

壹、 報告事項： 

貳、 討論提案：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業務承辦：李莉莉助理 

提案一：本系碩士班國際組學生 D○○○（學號：610554002）欲以本學期修課之

碩士班「電子顯微鏡分析技術(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y)」抵認為

國際組課規課程，以符畢業要求，提請討論。 

說  明：1.依國際組課規重要相關規定第三點第一項「(1)須於自然資源與環境

學系碩士班國際組課程規劃選修課程內修滿 9（含）學分以上。」 

2.查該生至 106-2 學期止，尚缺一門選修課程，並預計於本系修業約

三年，綜合興趣、專業領域，及經濟考量，擬提課程抵認申請，聲

明書如附件一。 

決  議：1.照案通過。 

2.請院國際事務委員會討論碩士班國際組課規，檢送系院聯合課程暨

學程委員會討論。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業務承辦：夏懿心助理 

提案二：本系 107 學年度學士班課規異動案，提請 討論。 

說  明：1.學士班系核心學程擬新增「農業科學概論」及「初級程式設計-R 語

言」，課綱如附件二，請  討論：(1)此兩門課之預計開課年級、學

期及授課教師群；(2)「初級程式設計-R 語言」乙課目前尚未完成

可抵認為校核心必修「程式設計」課程之學校行政手續，是否待通

過可抵認後再列於課規？ 

2.碩士班「演化生態學」擬同意讓學士班學生上修，並可採計為生態

保育專業選修學程科目。 

決  議：1.「農業科學概論」課名修改為「農業概論」，一年級下學期開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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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將課綱寄給系上老師，說明此門課之內容著重於環境友善，請有

增修意見的老師回覆系辦，同時詢問可協助合授此門課之教師。 

2.「初級程式設計-R 語言」暫緩列入課綱，待學校同意抵認為校核心

必修「程式設計」課程後再議，並請系辦於系院務會議加強宣導增

開此門課之原因。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業務承辦：夏懿心助理 

提案三：本系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開課科目案，提請  討論。 

說  明：各班別開課科目及時間如附件三。 

決  議：有關學士班「社會科學研究法」上課內容是否分為「質性研究」與

「量化研究」？請兩位授課教師(李光中老師及李俊鴻老師)再協調；

107-1 因李俊鴻老師教授休假，故此門課課程內容將註記以「質性研

究」為主。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業務承辦：夏懿心助理 

提案四：有關教務處調查 107 年度準大學生先修課程（考試）抵認案，提請 

討論。 

說  明：1.為提供「準大學生」培養大學自主學習能力之機會，大學招生委員

聯合會建置了「準大學生先修課程聯合認證平臺」，彙整部分大學提

供準大學生先修課程之教學資源，自本年度（107）起預先進行抵認

標準調查。 

2.本年度於該平台與本系相關課程共計 10 門先修課程(如附件四紅框

部分)，2 門認證考試(如附件四藍框部分)。 

3.請  討論是否同意本系準大學生先修或認證考試後抵認課程。 

決  議：本系可抵認之課程及考試如附件四。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業務承辦：夏懿心助理 

提案五：本系院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應送校課委會資料案，提請 討論。 

說  明：擬檢送之各項表格如附件五，通過後將送校課程委員會審議。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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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華大學環境學院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 第 3 次系院聯合課程暨學程委員會  會議記錄 

開會時間：107 年 05 月 07 日(星期一)，中午 12：00 時 

地    點：環境學院小會議室（環 A205 室） 

主 持 人：裴家騏院長  

記錄：夏懿心助理 

出    席：黃文彬主任、蘇銘千國際事務委員、楊懿如學群教師代表、楊悠

娟學群教師代表、李俊鴻學群教師代表、陳毓昀教師代表、賴敬

文學生代表、陳怡靜學生代表 

請    假：張文彥學群教師代表、吳海音教師代表 

列    席：謝家榛助理、李莉莉助理 

 

壹、 報告事項： 

一、上次會議決議有關 107 年度準大學生先修課程（考試）認抵案，教

務處註冊組回覆無法以認證考試認抵學分。 

二、107-1 學士班「環境影響評估」將與人社院法律學士學位學程原住民

專班「環境影響評估」合班授課。 

三、有關磨課師課程於 4 月 19 日會議討論決議如下：1.取消以「生態田

野調查」課程為跨域共授磨課師課程；2.楊悠娟老師以「仿生科技

與環境」提出跨域共授課程；3.與原民院合作一門跨域共授磨課師

課程；4.楊懿如老師以「兩棲類生物學」課程開授一般磨課師。 

四、本系獲 106 年度教育部專案補助－「環境學院教學課程改善及在地

連結加強計畫」，請各學群教師召開課程會議，並可申請經費補助。 

貳、 討論提案：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業務承辦：謝家榛助理 

提案一：本校校友總會獎勵母校傑出畢業生之獎助學金案，提請  討論。 

說  明：1.依據本校校友總會獎勵母校傑出畢業生實施辦法辦理。 

2.獎勵對象、名額及方式： 

(1) 對象：凡就讀於本校各大學部之應屆畢業生（無大學部之學院為

碩士班應屆畢業生），畢業前各學期學業之平均成績均達 GPA3.7

以上，在校期間未受懲戒處分者，且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均可提

出申請： 

⚫ 在校表現傑出或熱心參與校內外服務，有具體事蹟者。 

⚫ 曾參加國內外競賽、創作、論文發表或展演，榮獲佳績為校

爭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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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心障礙學生在學期間克服自身障礙努力向學者或家境清寒

刻苦自勵好學不倦者。 

(2) 名額：各學院乙名，合計 8 名。 

(3) 獎勵方式：於畢業典禮頒予每名新台幣伍仟元整及獎狀乙面，予

以鼓勵。 

3.申請者分別是大學部四年級楊明真同學（學號：410354016）及孫維

彤同學（學號：410354018）等 2 位。 

4.本校校友總會獎勵母校傑出畢業生實施辦法、學生申請推薦資料如

附件一，申請之相關紙本與成績單等文件於會議上提供。 

決  議：推薦楊明真同學獲獎。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業務承辦：李莉莉助理 

提案二：擬刪除 107 學年度東臺灣生態文化學程課規內之環境學院

「NRES10010 生物多樣性概論」課程，以通識教育中心之

「GC__40400 生物多樣性概論」取代，提請 討論。 

說  明：1. 依據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 107 學年度之課規調整（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 次系院聯合課程暨學程委員會會議提案四決議），爰作修

正。 

2. 已於民國 107 年 4 月 27 日至 5 月 2 日間，以電子郵件詢問本學程

課規內授課教師，未獲反對意見。 

3. 106、107 學年度東臺灣生態文化學程課規如附件二。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業務承辦：夏懿心助理 

提案三：有關 107 學年度學士班課規修訂後之學分認抵案，提請  討論。 

說  明：1.學士班生態保育專業選修學程「動物形態與分類」改為「動物形態

與分類(一)」、「動物形態與分類(二)」，請  討論適用新舊課規之學分

認抵問題。 

2.因學分數相同，擬建議舊生若修習「動物形態與分類(一)」或「動物

形態與分類(二)」皆可認抵舊課規之「動物形態與分類」。 

決  議：舊生若修習「動物形態與分類(一)」或「動物形態與分類(二)」，可認

抵舊課規之「動物形態與分類」。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業務承辦：夏懿心助理 

提案四：修訂本院「院基礎課程免修作業要點」案，提請 討論。 

說  明：1.本院「院基礎課程免修作業要點」中，有關「普通化學」課程之認

抵，教務處建議應與化學系所訂定之要點一致，以免學生混淆。 

2.本院「院基礎課程免修作業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及全文、化學系

學士班基礎課程免修作業要點如附件三。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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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臨時動議： 

提案單位：陳毓昀老師 

提案一：建議開一門「認識或介紹環境學院教師及實驗室」之相關課程案，提

請 討論。 

說  明：開課目的為讓學生能瞭解院內所有老師及其教學研究領域。 

決  議：請陳毓昀老師及許育誠老師協助規劃提案，送院務會議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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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華大學環境學院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 第 4 次系院聯合課程暨學程委員會  書審會議

記錄 

開會時間：107 年 05 月 31 日(星期四)～6 月 5 日(星期二) 

地    點： 

主 持 人：裴家騏院長                                            記

錄：夏懿心助理 

出    席：黃文彬主任、蘇銘千國際事務委員、楊懿如學群教師代表、張文

彥學群教師代表、楊悠娟學群教師代表、李俊鴻學群教師代表、

吳海音教師代表、陳毓昀教師代表、賴敬文學生代表、陳怡靜學

生代表 

請    假：  

列    席：謝家榛助理 

壹、 報告事項： 

貳、 討論提案：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業務承辦：謝家榛助理 

提案一：本系博士生鍾宛貞同學(學號:89831004)申請再延長 4 學期（於 108-2

學期內）完成並通過博士論文研究計畫審查案，提請  討論。 

說  明：1.本系博士班學生修業要點第 6 點第 5 項規定說明為「本博士班研究

生應於通過專業學科考試後 4 學期內提出博士論文研究計畫書，由

論文及課業指導委員會負責審查。審查採口試方式進行，不及格可

申請重考 1 次。」 

2.學生鍾宛貞同學已於 104-2 學期完成並通過博士專業資格考試，依

本系修業要點規定，理應於本學期（106-2）完成並通過博士論文

研究計畫審查。但學生為重度視障生（腦瘤導致視神經萎縮），並

領有身心障礙手冊，視力不便致使學生需花費較長時間在學習博士

班課業上，且身體情況亦需長期接受追蹤與治療。 

3.學生與指導教授劉吉川教授（觀遊系）討論後，希望本系能准予學

生可再延期 4 學期（於 108-2 學期內）內完成並通過博士論文研究

計畫審查作業。 

4.學生鍾宛貞同學報告書與身心障礙證明如附件一。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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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華大學環境學院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 第 1 次系院聯合課程暨學程委員會議會議記錄 

開會時間：107 年 09 月 11 日(星期二)中午 12 時 

地    點：環境學院 A205 室 

主 持 人：黃文彬主任 

記錄：夏懿心助理 

出    席：陳紫娥代理院長、吳海音學群教師代表(許育誠老師代理)、戴興盛

學群教師代表、許世璋學群教師代表、張有和學群教師代表、楊

懿如教師代表、黃意婷學生代表、李文竣學生代表 

請    假：蘇銘千國際事務委員、李光中教師代表 

列    席：李莉莉助理 

 

壹、 報告事項： 

貳、 討論提案：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業務承辦：李莉莉助理 

提案一：修正人文與環境碩士學位學程課規之重要說明第三點第一項，提請 

追認。 

說  明：1.查是項說明被誤植而提請修正。 

  2.已上簽獲教務處課務組協助修正，唯須補提三級課程暨學程委員會

追認（詳附件一）。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業務承辦：李莉莉助理 

提案二：人文與環境碩士學位學程學生 Jeffrey Warner （學號：61060A013）

擬於入學第三學期修習碩士論文課程，提請 討論。 

說  明：1. 依 106 學年度課規重要說明第二點第三項，碩士論文課程需於第四

學期修習（詳附件二），該生擬於入學第三學期申請碩士論文口試

及畢業，故擬提前一學期（107-1 學期）修習該課。 

  2. 教務處已同意是項交由本系院課程暨學程委員會認定；該生聲明

書、修課紀錄、論文草稿  

     等相關文件詳附件三。 

決  議：1.往後類似提案，請指導教授協助撰寫同意書。 

2.照案通過。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業務承辦：夏懿心助理 

提案三：本系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新增開課科目案，提請 追認。 

說  明：1.博士班增開孫義方老師「NRES71060 獨立研究（一）」。 

2.人文與環境碩士學位學程增開「HES_50030 環境治理專題」，並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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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碩士班國際組「NRESM0300 環境治理專題」合班授課。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業務承辦：夏懿心助理 

提案四：本系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協助教學助學金分配案，提請 討論。 

說  明：1.各開課科目申請及排序如附件四。 

2.請討論各科教學助理給付薪資。 

決  議：1.分配金額如附件。 

2.碩博士班專題討論課程協助教學助學金每月 8000 元，由孫義方老師

統籌運用。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業務承辦：夏懿心助理 

提案五：本系博士班修業要點修正案，提請 討論。 

說  明：1.擬將可抵免課程之說明由「博士班」課程修改為「研究所」課程。 

2.本系博士班修業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及修業要點全文如附件五。 

決  議：不修改，維持原條文說明。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業務承辦：夏懿心助理 

提案六：本系學士班學生申請課程採計案，提請 討論。 

說  明：1.大四學生黃○東擬申請以物理系核心學程之「生物學」抵免本系院基

礎學程之「普通生物學(一)」。該生曾於 104-2、106-2 修習本系周

志青老師、李漢榮老師開課之普通生物學(一)不及格，物理系「生

物學」教學計畫表如附件六。 

2.有關本系學士班生態保育組專業選修課程「動物形態與分類」自

107 學年度開始分為「動物形態與分類(一)」、「動物形態與分類

(二)」授課，若學生三門課皆選修，是否可採計為 9 學分？(學校規

定只要課名不同皆可採計) 

決  議： 1. 同意學生黃○東以物理系核心學程之「生物學」抵免本系院基礎學

程之「普通生物學(一)」。 

2.採用 106 學年度（含）以前課規之學生，若選修「動物形態與分類」、「動物

形態與分類(一)」、「動物形態與分類(二)」三門課，於「生態保育專業

選修學程」中只採計一門課 3 學分，其餘 6 學分則採計為畢業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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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華大學環境學院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 第 2 次系院聯合課程暨學程委員會議記錄 

開會時間：107 年 10 月 08 日(星期一)中午 12 時 

地    點：環境學院 A205 室 

主 持 人：黃文彬主任                                            記

錄：夏懿心助理 

出    席：陳紫娥代理院長、蘇銘千國際事務委員、吳海音學群教師代表、

張有和學群教師代表、楊懿如教師代表、黃意婷學生代表、李文

竣學生代表 

請    假：許世璋學群教師代表、戴興盛學群教師代表、李光中教師代表 

列    席：劉芳伶助理、李莉莉助理、謝家榛助理 

 

壹、 報告事項： 

貳、 討論提案：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業務承辦：劉芳伶助理 

提案一：本系博士班學生鄭○仁、B○ A○、C○ T○ L○申請經費補助參加國際研

討會，提請  討論。 

說  明：1. 依本院研究計畫管理費使用要點、本院在學學生出席境外地區國際

學術會議發表論文經費補助要點辦理。(附件 1-1 至 1-2) 

2. 博士班學生鄭○仁(學號 810254○)至加拿大參加世界鳥類研討會及海

報展示(時間 8/21~8/26)，獲得國際鳥類學家聯盟補助機票約 40,000

元，向本院申請補助研討會之報名費 6982 元及住宿費 14008 元，

合計約 20,000 元。該生經費申請書、計畫書、海報、成果報告等資

料如附件 1-3。 

3. 博士班學生 B○ A○(學號 810554○)至印度參加第 305 屆野生動物行

為生理學和 

遺傳學研討會及發表論文。向本院申請補助研討會之註冊費

US300(約 9300 元)。該生經 

費申請書、計畫書、論文等資料如附件 1-4。 

(1) 該生是印度外籍學生，於暑期返家參與此研討會。 

(2) 該生已向科技部申請「國內研究生出席國際學術會議」，未獲得補

助。  

(3)申請補助經費研討會時間為 9/15~9/16，且繳交註冊費 US300 元，

但因此場研討會發表人數有限，故另行安排至 9/9 另活動上台發表

論文。 

4. 博士班學生 C○ T○ L○(學號:810554○)至波蘭參加聯合國氣候變化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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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及發表 

論文（時間 12/14~12/26）。向本院申請補助研討會之機票及住宿

費合計：30000 元。該 

生經費申請書、計畫書、邀請函（代表聖文森國與會）如附件 1-

5。 

5. 依會議決議辦理申請簽案與核銷。 

決  議： 博士班學生鄭○仁補助 10,000 元；博士班學生 B○ A○補助 6,000 元；

博士班學生 C○ T○ L○補齊以東華大學名義參與會議之資料，送主席

審議無誤後，補助 10,000 元。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業務承辦：李莉莉助理 

提案二：本系學士班學生申請課程採計案，提請  討論。 

說  明：1.大三學生鄭Ｏ祥因修習民族事務與發展學系「服務學習（二）」課

程，擬申請該課採計為本系之「服務學習（二）」課程。該生在民

族事務與發展學系服務學習時數共計 30 小時。 

2.學生申請表及相關資料如附件 2。 

決  議：1.本校「服務學習課程實施辦法」第五條第二款內「服務學習（二）

得修習本系或其他系所單位所開課程是否符合畢業資格由各系自

訂，全部通過者，始得畢業。」，經查本院「服務學習課程施行要

點」第五條及第七條內之總時數與機構相關規定為 3 個不同機構共

80 小時，請該生於完成本校院系相關規定後，檢具相關文件申請服

務學習（二）課程採計。 

2.本案該生已檢附之文件，得視為已完成 1 校內單位、30 小時之服務

學習時數。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業務承辦：謝家榛助理 

提案三：本系博士生鄭○仁同學(學號:810254○)申請再次延長１學期（至 107-1

學期止）完成專業學科考試案，提請  討論。 

說  明：1.本系博士班學生修業要點第 6 點第 4 項規定說明為“本博士班研究生

需在修業 8 學期內完 

成專業學科考試，取得及格成績。但有特殊情況，經指導教授同意

送本院課程規劃委員會會議通過，得再延長 2 學期。” 

  2.學生鄭○仁同學因更換論文研究主題，已於上學期（106-2）初向本

系申請延長完成期限 1 

學期，如今尚未達成預期之論文進度，故再次申請延長 1 學期（至

107-1 學前）完成專業學科考試。 

3.檢附學生報告書如附件 3。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業務承辦：謝家榛助理 

提案四：107 年度財團法人台聚教育基金會獎學金案，提請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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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1.依據「財團法人台聚教育基金會獎學金辦法」(附件 4-1)第六條第二

款規定，各系所應召開 

評議會議進行獎學金審核。 

2.依據「財團法人台聚教育基金會獎學金辦法」第二條及第三條規

定，財團法人台聚教育基 

金會，每年提供本系優秀清寒學生獎學金 1 名，申請資格如下: 

(一) 具中華民國國籍。 

(二) 家境清寒者優先。 

(三) 研究所學生優先。 

(四) 前一學年學業成績平均分數達全系所前 20%，且每科成績均須及

格。 

(五) 操行成績八十分以上，在校未受記過以上處分。 

3.107 年度申請學生名單如下，申請資料如附件 4-2。 

學號 姓名 
具中華民

國國籍 

清寒

證明 

研究所

學生 

前一學年學業成績

百分比/每科及格 

操行

成績 

備註 

6105540○ 許○萍 是 無 是 13.51%/ 是 甲 成績為研究所 

6107540○ 吳○城 是 無 是 1.89%/ 是 甲 成績為大學部 

4106540○ 丁○宭 是 無 否 19.61%/ 是 甲 成績為大學部 

決  議：推薦吳○城同學獲獎，許○萍同學為備 1，丁○宭同學為備 2。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業務承辦：謝家榛助理 

提案五：107 年度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之勵志獎學金案，提請  討論。 

說  明：1.依據財團法人中華顧問工程司勵志獎學金申請辦法（如附件 5-1）規

定，推薦名額 1 名，申 

請資格為國內大專院校土木、水利、交通及相關科系（所）之經濟

弱勢且品學兼優之全日制大學二年級（含）以上在校學士生（不含

碩、博士生）。 

2.申請所需文件 ： 

（一）、獎學金推薦表乙份。 

（二）、前一年內至少有一學期平均成績 80 分以上成績單正本乙

份。 

（三）、受推薦同學以領有鄉、鎮、市公所以上政府機關核發之低收

入戶證明書者為優先， 

如無法取得前述證明，則由導師（老師）出具觀察說明。 

3.107 年度申請學生名單如下，申請資料如附件 5-2。 

學號 姓名 學期平均成績 80 分 中華民國 學生證 低收入戶證明書/ 備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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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 身分證 導師（老師）觀

察說明 

4105540○ 舒○ 106-2 學期 GPA4.09

（90.98 分） 

有 有 導師觀察說明

（李俊鴻老師） 

無低收

入證明 

決  議：推薦舒○同學獲獎。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業務承辦：謝家榛助理 

提案六：107 年度中華民國地球物理學會之地球物理學生獎學金推薦名單，提

請  討論。 

說  明：1.依照中華民國地球物理學會地球物理獎學金設置要點規定（如附件

6-1），推薦名額 1 名，申請資格如下: 

(一)、國內各大專院校地球科學系、地質學系或海洋學系（組）三、

四年級學生已 

修習地球物理或相關學科四個學分以上者，惟以地球物理學科

優先。 

(二)、前學年學業成績均及格總平均成績在七十五分（含）以上，地

球物理相關學科最佳兩學科或四個學分以上之平均成績七十五

分（含）以上者。 

(三)、操行成績列入甲等者。 

(四)、未領取其他獎學金者。 

(五)、參與地球物理相關之研究計畫者得優先考慮。 

2.107 年度申請學生名單如下，申請資料如附件 6-2。 

學號 姓名 
已修習地球物理相關學

科名稱及成績 

操行

成績 

前一學年度學業成績

平均 

其他有利

於資料 

4104540○ 黃○茹 

普通地質學（A+） 

地球物質（A+） 

岩石學（A+） 

甲 GPA4.29 (95.38 分) 無 

4105540○ 林○傑 

普通地質學 (A- ) 

地球物質（A-） 

地球科學概論實（A） 

甲 GPA3.76（85 分） 無 

決  議：推薦黃○如同學獲獎，林○傑同學列為備取人員。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業務承辦：謝家榛助理 

提案七：107 學年度本校宗燦清寒獎學金推薦名單，提請  討論。 

說  明：1.依照本校「宗燦清寒獎學金」設置要點規定（如附件 7-1），推薦名

額 1 名，本校在籍學生（不含碩士在職專班、各種推廣教育班學

生）符合下列資格者可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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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境清寒，具備下列條件之一： 

（1）持有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證明者。 

（2）家境清寒或家庭遭遇變故致經濟發生困難者。 

  (二)本校前一學年平均成績達 GPA3.0 以上，操行成績二學期均為甲等

以上，且在校期間未 

受懲戒處分者。 

2. 107 年度申請學生名單如下，申請資料如附件 7-2。 

學號 姓名 家境清寒條件 
前一學年度學

業成績平均 

班級

排名 

操行成績

平均 

懲戒 

處分 

4104540○ 鍾○名 
持有中低收入戶證明 

（高雄美濃區公所開立） 
GPA3.73 15/52 甲 無 

決  議：推薦鍾○名同學獲獎。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業務承辦：夏懿心助理 

提案八：本系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開課科目案，提請  討論。 

說  明：1.各班別開課科目如附件 8-1。 

2.楊懿如老師碩士班「兩棲類生物學」數位課程申請表如附件 8-2。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業務承辦：夏懿心助理 

提案九：本系學生團體舉辦「至各實驗室學習活動」擬發放跨域自主學習時數

案，提請 討論。 

說  明：1.本系學生團體「自資之明」舉辦之活動，請老師回覆之問卷內容如

附件 9。 

2.請討論至各實驗室可進行的活動內容範疇及給予時數上限(學校規定

單一活動時數以 6 小時為原則，特殊案例經簽准者不在此限) 

決  議：1.至各實驗室學習活動之內容依各實驗室指導教授規劃。 

2.學生自行與各實驗室指導教授確認後，於每學期第 5～7 週向系辦提

出申請並繳交跨域自主學習申請書，期末由系辦向各實驗室確認完

成實驗室學習活動的學生名單後發給時數。 

3.各實驗室學習活動時數最多發給 6 小時，且不得重複。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業務承辦：夏懿心助理 

提案十：本系博士班修業要點修正案，提請 討論。 

說  明：1.擬將可抵免課程之說明由「博士班」課程修改為「研究所」課程。 

2.本系博士班修業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及修業要點全文如附件 10。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業務承辦：夏懿心助理 

提案十一：本系碩博士班專題討論開課方式及評量標準案，提請 討論。 

說  明：1.請討論若延續本學期上課方式，且每位教師學分數相同，則一班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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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位老師合授？ 

2.請討論評量標準之訂定。(本學期負責協助專討進行之孫老師建議各

組訂定適合自己組別的評量方式) 

3.參考資料：104 學年度訂定之專題討論修課規定如附件 11。 

決  議：1.107-2 專題討論開課方式為兩位以上老師開一班。 

2.統一規定：第一次修習專題討論者應完成「文獻回顧」；第二次修

習專題討論者應完成「研究計畫書」；第三次修習專題討論者應具

備「研究初步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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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華大學環境學院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 第 3 次系院聯合課程暨學程委員會議記錄 

開會時間：107 年 11 月 19 日(星期一)中午 12 時 

地    點：環境學院 A205 室 

主 持 人：黃文彬主任                                             

記錄：夏懿心助理 

出    席：吳海音學群教師代表、許世璋學群教師代表、戴興盛學群教師代

表、張有和學群教師代表、楊懿如教師代表、黃意婷學生代表、

李文竣學生代表 

請    假：陳紫娥代理院長、許育誠國際事務委員、李光中教師代表 

列    席：李莉莉助理 

 

壹、 報告事項： 

貳、 討論提案：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業務承辦：李莉莉助理 

提案一：107-2 學期「社會-生態系統與傳統知識」課程擬申請為跨領域共授課

程案，提請  討論。 

說  明：1.教學計畫表及課綱詳如附件一。 

2.是項提案已獲原住民民族學院 107 年 11 月 6 日召開之院級課程委員

會通過。 

決  議：照案通過，並送校審議。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業務承辦：夏懿心助理 

提案二：本系學士班學生徐○綸申請學分抵免案，提請  討論。 

說  明：1.學生徐○綸已獲得學校推薦前往大陸地區四川大學交換學習一學期。 

2.學生欲於四川大學修習「環境監測」(3 學分)抵免本系「環境影響評

估」(3 學分)、「統計學」(3 學分)抵免本系「統計學」(3 學分)。 

3.學生申請表及該校兩門課程大綱如附件二。 

決  議：1.同意「統計學」之抵免。 

2.「環境監測」因授課目標及內容不同，不同意抵免本系之「環境影

響評估」。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業務承辦：夏懿心助理 

提案三：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課程授課時數分配案，提請  討論。 

說  明：1.學士班「熱帶生態學與實習」(4 學分)因兩位授課教師(孫義方老

師、陳毓昀老師)整學期  

全程參與授課，且暑假期間帶領學生至馬來西亞實習，因此擬申請

給予各 4 小時授課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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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熱帶生態學與實習」課綱及教學計畫表如附件三。 

3.本案因不適用本校「開設跨領域共授課程實施要點」，故若決議通過

後，須上簽呈請學校同意以特殊個案處理。 

決  議：照案通過，並上簽呈請學校同意以個案處理。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業務承辦：夏懿心助理 

提案四：本系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應送校課委會資料案，提請  討論。 

說  明：請檢核各項資料如附件四，通過後將送校課程委員會審議。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業務承辦：夏懿心助理 

提案五：本系學士班學生修習第四個學程之最低總學分限制案，提請  討論。 

說  明：1.依本校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教務會議教務處業務報告辦理。 

2.依本校「學程實施辦法」第 11 條規定，學生修畢本系專業選修學

程、核心及基礎學程以外之學程者，均可加註〝副修：XXX 學程〞。

本系規定學生要修第 4 個完整學程(依往例需修滿 21 學分)才能畢業，

但並未敘明第 4 個完整學程有無最低學程總學分之限制，本校目前 20

學分以下學程有 13 個，內含 2 個微學程（9～12 學分），詳細學程資

料如附件五。 

3.請  討論是否訂定第 4 個完整學程之最低修習總學分數。 

決  議：1.本系學生依課規規定需修畢 4 個學程才能畢業，且第 4 個學程最低

總學分數為 15 學分。 

2.本案因事關重大，呈院務會議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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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華大學環境學院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 第 1 次系院聯合課程暨學程委員會  會議記錄 

開會時間：108 年 03 月 05 日(星期二)，中午 12：00 時 

地    點：環境學院小會議室（環 A205 室） 

主 持 人：張文彥院長                                             

記錄：夏懿心助理 

出    席：吳海音學群教師代表、許世璋學群教師代表、張有和學群教師代

表、楊懿如教師代表、李光中教師代表(蔡建福老師代)、黃意婷

學生代表、李文竣學生代表 

請    假：黃文彬主任、許育誠國際事務委員、戴興盛學群教師代表 

列    席：陳興芝助理 

壹、 報告事項： 

貳、 討論提案：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業務承辦：夏懿心助理 

提案一：本系學生申請課程採計案，提請 討論。 

說  明：1.大三學生賴○安因副修本校管理學院基礎學程，因此擬申請以觀遊系

「統計學(一)」及財金系「統計學(二)」採計為本系系核心學程之

「統計學」；大四學生陳○妤因修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為輔系，因此

擬申請以族文系之「社會科學研究法」抵免本系環境管理與環境教

育專業選修學程之「社會科學研究法」。 

2.大四學生張○渝選修本系生態保育學程為第四個專業選修學程，擬申

請以本系碩士班之「植物生長與發育」採計為本系生態保育學程科

目。(本系學士班課規規定：學生若修習本系專業選修學程為第四

個學程，可由學生提出申請，採記至多兩門非學程內科目為專業選

修學程科目，並須檢附歷年成績單送院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始得

抵認。) 

3.碩士班學生陸○遨及張○助因採技術報告畢業，故須修習「生態學專

題」，惟因「生態學專題」屢因選課人數不足無法開課，故學生擬

申請以「植物生長與發育」認抵「生態學專題」。 

4.學生申請表及相關資料如附件一。 

決  議：說明 1.諮詢該科授課教師意見後通過；說明 2.照案通過；說明 3.不予

同意。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業務承辦：夏懿心助理 

提案二：本系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課程異動追認案，提請  討論。 

說  明：1.碩士班增開「地球科學專題」(地科組老師合開)、碩士班國際組增開

「碩士論文」(黃文彬老師、許育誠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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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案已先行簽請教務處同意開課。 

決  議：照案通過。(往後此類議題列入報告案)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業務承辦：夏懿心助理 

提案三：本系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協助教學助學金分配案，提請 討論。 

說  明：各開課科目申請如附件二。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業務承辦：夏懿心助理 

提案四：108 學年度課規修訂案，提請 討論。 

說  明：1.(1)學士班系核心學程新增「初級程式設計-R 語言」(已經學校同意

可認抵學士班畢業門檻之資訊學分)。 

(2)學士班重要相關規定 1：本系學士班學生須滿足通識相關規定及

修滿四個學程……，擬新增「第四個學程須修滿 15 學分以上」

之說明。 

(3)學士班重要相關規定新增第 17 點：「採用 106 學年度（含）以前

課規之學生，若選修「動物形態與分類」、「動物形態與分類

(一)」、「動物形態與分類(二)」三門課，於「生態保育專業選修

學程」中只採計一門課 3 學分，其餘 6 學分則採計為畢業學

分。」 

(4)因應教育部對實習類課程日益重視，請檢視本系學士班「地球科

學概論實習」、「熱帶生態學與實習」課程是否符合實習定義及需

求，若否則教務處建議改名。 

2.(1)為使本系碩士班畢業學生於申請環境保護署環境教育人員認證

時，能以學歷方式認證 

為八大領域內之「學校及社會環境教育」，擬修改碩士班課程

「環境溝通與社區保育」(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and 

Community Conservation)科目名稱為「地景保育及景觀解說」

(Landscape Conserv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2)碩士班新增「國家公園地質專題」(蔡金河老師授課)。 

(3)碩士班重要相關規定 5：「採實用型修業規劃者，必須選修院整

合型課程 4 門，且至少  

需有 3 門取得及格成績。院整合型課程為「生態學專題」、「地球

科學專題」、「環境治理專題」、「環境教育專題」」。惟歷年整合型

課程多因選課人數不足無法順利開課，請  討論是否刪除此項規

定？ 

3.修正後之 108 學年度學碩士班課程規劃表如附件三。 

決  議：1.說明 1.(1)(3)照案通過；(2)新增「修滿兩個微學程可以認抵第四個專

業選修學程」之說明；(4)刪除「地球科學概論實習」課程；「熱帶

生態學與實習」諮詢授課教師意見後改名為「熱帶生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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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說明 2.(1)(2)照案通過；(3)刪除重要相關規定第 5 點。 

3.院基礎學程刪除「地球科學概論實習」，新增原系核心學程之「環

境倫理」及「統計學」。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業務承辦：夏懿心助理 

提案五：本院擬新增學士班微學程案，提請  討論。 

說  明：1.擬新增「環境災害監測與防災微學程」、「生態農業微學程」，詳細學

程資料如附件四。 

2.通過後送校課程委員會審議。 

決  議：照案通過，另請各組檢討課程內容及增設微學程之可能性，於 3 月 25

日前提出微學程規劃表及新增科目課綱至系辦。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業務承辦：夏懿心助理 

提案六：本系碩博士班專題討論課程開課方式案，提請  討論。 

說  明：目前為兩位以上老師開一班。 

決  議：維持兩位以上老師開一班，108-1 上課方式再議。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業務承辦：李莉莉助理 

提案七：有關本院系課程擬申請增列至環境保護人員訓練所之環境教育人員認

證科目案，提請 討論。 

說  明：1.本院系 107 學年度課規內課程約 2/3 未被列入環境教育人員認證科

目，本案係以環境教育人員認證之「學校及社會環境教育、災害防

救、自然領域、文化保存」四領域考量建議環訓所增列。 

2.申請環境教育人員認證時，同領域課程至少須 18 學分以上，擬修正

課規內課程科目名稱，或建議環訓所增列課程。 

3.建議環訓所增列課程如附件五。 

決  議：照案通過。 

叁、臨時動議： 

提案人：吳海音老師 

提案一：本系學士班學生修習專題研究課程需具備學術倫理相關知識案，提請  

討論。 

說  明：學士班學生修習專題研究課程應具備學術倫理相關知識。 

決  議：於學士班學生入學後即宣導鼓勵修習學術倫理線上課程，欲修習學士

班「專題研究(一)(二)」的學生，須於修習課程前完成學術倫理線

上課程並獲得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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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華大學環境學院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 第 2 次系院聯合課程暨學程委員會  會議記錄 

開會時間：108 年 04 月 02 日(星期二)，中午 12：00 時 

地    點：環境學院小會議室（環 A205 室） 

主 持 人：張文彥院長                                             

記錄：夏懿心助理 

出    席：許育誠國際事務委員、吳海音學群教師代表、許世璋學群教師代

表、戴興盛學群教師代表、張有和學群教師代表、楊懿如教師代

表、李光中教師代表、黃意婷學生代表、李文竣學生代表 

請    假：黃文彬主任(另有校級會議需參加) 

列    席：劉芳伶助理、李莉莉助理、謝家榛助理 

 

壹、 報告事項：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校課程委員會應繳交資料，請參閱附

件。 

貳、 討論提案： 

提案單位：院辦公室；業務承辦：劉芳伶助理 

提案一：本院系 108 年度儀器設備採購優先順序案，提請 討論。 

說  明：1.本院 108 年度資本門經費總額為 2,038,000，但已核銷院級電腦教室

6 台電腦共 190,560 元、更換院長室電腦 26,305 元、更換系辦公室

影印機 86,112 元，目前餘額 1,735,023 元。 

2.檢附 108 年度教學研究儀器設備統計表、申請表暨採購儀器資料如

附件一。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單位：院辦公室；業務承辦：劉芳伶助理 

提案二：本系 107 學年第 2 學期開設課程校外教學及課程所需經費申請補助

案，提請 討論。 

說  明：1.本案經費由本院 107 年度購置教學研究相關圖書儀器及設備改善計

畫支應。 

2.檢附 107 學年第 2 學期開設課程校外教學及課程所需經費統計表如

附件二。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業務承辦：謝家榛助理 

提案三：本校校友總會獎勵母校傑出畢業生之獎助學金案，提請 討論。 

說  明：1.依據本校校友總會獎勵母校傑出畢業生實施辦法，敬請參閱附件

三。 

2.獎勵對象、名額及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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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對象：凡就讀於本校各大學部之應屆畢業生（無大學部之學院為碩

士班應屆畢業生），畢業前各學期學業之平均成績均達 GPA3.7 以上，

在校期間未受懲戒處分者，且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均可提出申請： 

⚫ 在校表現傑出或熱心參與校內外服務，有具體事蹟者。 

⚫ 曾參加國內外競賽、創作、論文發表或展演，榮獲佳績為校爭光

者。 

⚫ 身心障礙學生在學期間克服自身障礙努力向學者或家境清寒刻苦

自勵好學不倦者。 

(2)名額：各學院乙名，合計 8 名。 

(3)獎勵方式：於畢業典禮頒予每名新台幣伍仟元整及獎狀乙面，予以

鼓勵。 

3.申請者為大學部四年級黃○茹同學（學號：410454003）。學生申請推

薦資料如下，而申請推薦等紙本文件於會議上提供。 

姓名 黃○茹 

學號 4104540○ 

歷年智育（學業）成績 GPA 4.16 

班級排名／班級人數 3/62 

德育（操行） 甲 

推薦人 張成華老師 

在校表現傑出或熱心參與校內外服

務，有具體事蹟者。 

1.105-1、105-2、106-1 與 106-2 學期書卷獎。 

2.獲得 107 地球物理學會獎學金 

曾參加國內外競賽、創作、論文發

表或展演，榮獲佳績為校爭光者。 

無 

身心障礙學生在學期間克服自身障

礙努力向學者或家境清寒刻苦自勵

好學不倦者。 

無 

決  議：推薦黃○茹同學為獲獎人。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業務承辦：李莉莉助理 

提案四：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族文系）大學部四年級應屆畢業學生溫Ｏ萱申

請課程採計案，提請 討論。 

說  明：1.該生欲申請以族文系「物質文化與生活」採計為東臺灣生態文化學

程課規內「原住民物質文化」課程。經查該生 107-2 學期已修習生

態旅遊、野外地質考察兩門課，尚缺一門東臺灣生態文化學程課規

內課程。本學期本學程課規內的另一門課為「東臺灣歷史文化」，

該生已修習通過。另查該生之歷年修課狀況，其 107-1 學期「環境

教育」課程為期中停修。 

2. 「原住民物質文化」授課教師回覆意見摘錄如后。『「原住民物質文

化」與「物質文化與生活」是兩門不一樣的課；族文系通過此新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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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開設，正因為其授課內容的不同。「原住民物質文化」與「物

質文化與生活」主要的不同，在於強調的「族群性」、「生態性」、

「區域性」和「文化性」，也因此並不同意將「物質文化與生活」

採計為東臺灣生態文化學程課規內「原住民物質文化」之課程。』 

3. 該生申請表及相關資料，與 104-107 學年度本學程開課狀況如附件

四。 

決  議：不同意課程採計。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業務承辦：李莉莉助理 

提案五：本院人文與環境碩士學位學程轉系審查標準案，提請  討論。 

說  明：1.係依教務處註冊組指示辦理。 

2.人文與環境碩士學位學程轉系審查標準稿已經 2019 年 3 月 19 日院

國際事務委員會會議通過，詳附件五。 

3.決議後送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系院務聯合會議審議。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業務承辦：夏懿心助理 

提案六：108 學年度課規修訂及課程檢討案，提請 討論。 

說  明：1.因本系博士班修業要點中已刪除抵免學分之上限規定，並業經校教

務會議通過，故擬刪除博士班課規重要相關規定第 4 點：「本博士

班研究生在入學前曾修過相關課程之學分，抵免學分之資格依「國

立東華大學辦理學生抵免學分辦法」辦理，抵免學分上限為 9 學

分。」 

2.各組課程檢討會議決議如附件六。 

3.五年以上未開課程之續留資料如附件七。 

4. 108 學年度課規如附件八。 

決  議：108 學年度課規修正後如附件八，並續送系院務聯合會議討論。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業務承辦：夏懿心助理 

提案七：本院擬新增學士班微學程案，提請  討論。 

說  明：1.擬新增「環境教育人員認證微學程」、「生態田野微學程」，詳細學程

資料如附件九。 

2.通過後送校課程委員會審議。 

決  議：「環境教育人員認證微學程」新增重要相關規定：「修習本系碩士班

「環境倫理專題」可抵認「環境倫理」；「環境教育教材教法專題」課

程，可抵認「環境教育教材教法」。」，餘照案通過。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業務承辦：夏懿心助理 

提案八：本系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開課科目案，提請  討論。 

說  明：各學制開課科目如附件十。 

決  議：1.學士班「社會科學概論」、「自然資源經營管理」，108 學年度第 1 學

期暫不開課。 



278 

 

2.學士班「農業概論」課程請系主任及生態學群教師代表吳海音老師

協助協調開課教師。 

3.餘修正後通過如附件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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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華大學環境學院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 第 4 次系院聯合課程暨學程委員會  會議記錄 

開會時間：108 年 05 月 06 日(星期一)，中午 12：00 時 

地    點：環境學院小會議室（環 A205 室） 

主 持 人：張文彥院長                                             

記錄：夏懿心助理 

出    席：黃文彬主任、許育誠國際事務委員、吳海音學群教師代表、張有

和學群教師代表、楊懿如教師代表、李光中教師代表、黃意婷學

生代表、李文竣學生代表 

請    假：許世璋學群教師代表、戴興盛學群教師代表 

列    席：謝家榛助理  

 

壹、 報告事項：原臺灣文化學系－亞太區域研究學生 M（學號：

61070A013）於 107-2 學期申請轉入人文與環境碩士學位學程。因轉入時

尚未設置轉系審查標準，教務處註冊組請本學位學程以簽准方式同意，

並建議盡速設置轉系審查標準。 

貳、 討論提案： 

提案單位：院辦公室；業務承辦：謝家榛助理 

提案一：本系學士班二年級黃○育同學（學號：4106540○）申請暑假期間（108

年 7-8 月）至高雄壽山動物園實習案，提請 討論。 

說  明：1.學生黃○育擬於 108 年 7-8 月至高雄壽山動物園實習，學生實習企劃

書如附件一。 

2.本系畢業條件無實習學分要求，且未與高雄壽山動物園簽訂任何合

作實習條約。 

3.系上已向動物園電話確認，每年都會同意相關動物學系經校（系）

發文推薦，園方審核後於暑假期間至園區內進行實習工作，但僅供實

習場所，住宿、膳食、交通與保險等都由學生自行負擔。 

決  議：1.同意由系發文推薦該生至高雄壽山動物園實習。 

2.除由系所確認學生是否有投保本校學生平安保險外，應建議學生於

實習期間針對實習場所的情況與工作內容風險度，額外投保更好的保

險方案。 

3.學生確定至高雄壽山動物實習前，應至系辦公室簽署本系實習相關

切結書與繳交家長同意書。 

提案單位：院辦公室；業務承辦：謝家榛助理 

提案二：本系 107 學年度大學部應屆畢業生議長獎推薦名單，提請 討論。 

說  明：1.依據本校學務處書函通知（東學內字第 1080007947）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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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推薦名額 1 名，推薦資格為在校學業成績優良、品行端正、日常生

活表現優異，殊堪嘉許者。 

3.目前系上老師推薦資料如下： 

學生姓名 學生學號 
學生歷年成績 GPA 

（累計至 107-1 學期） 
推薦教師 推薦理由 

高○婷 410454004 3.71 林祥偉 請參閱附件二 

唐○ 410454033 3.68 楊悠娟 請參閱附件三 

決  議：投票決議由唐○同學獲獎（總投票數為 9 票，該生獲得 7 票）。 

提案單位：院辦公室；業務承辦：夏懿心助理 

提案三：本系 108 學年度學士班課規修訂案，提請 討論。 

說  明：1.有關本系學士班學生是否可修習外系所開課之「服務學習二」課

程，教務處請各系明訂於學士班課規重要相關規定中，故請討論需加

註於課規中之內容。 

2.本校「服務學習課程實施辦法」及本院「服務學習課程施行要點」

如附件四。 

3.建議加註內容：本系學生可修習外系之「服務學習(二)」，且需符合

本院「服務學習課程施行要點」之規定：(1)學生於修習服務學習(一)

時進行之服務時數，最高僅能被認定 20 小時。(2)服務學習時數必須

來自至少 3 個服務學習提供機構。(3)服務學習總時數需達 80 小時。 

決  議：1.修正課規加註內容-本系學生可修習外系之「服務學習(二)」，惟需事

先至系辦填寫申請書，且需符合本院「服務學習課程施行要點」之規

定：(1)學生於修習服務學習(一)時進行之服務時數，最高僅能被認定

20 小時。(2)服務學習時數必須來自至少 3 個服務學習提供機構。(3)

服務學習總時數需達 80 小時。 

        2.轉系或轉學生因故需抵免「服務學習(一)」者，亦請至系辦填寫抵免

申請書。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業務承辦：夏懿心助理 

提案四：本系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碩博士班專題討論上課方式案，提請 討

論。 

說  明：請討論 1.是否依循本學年度之上課方式：前 8～10 週邀請演講、期中

各組上課、期末博士生全院報告及兩個週五時段本地生報

告、外籍生另安排時間報告。 

2.本地生及外籍生之主課老師。 

3.主課老師之學分數。 

決  議：1.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碩博士班專題討論課依 107 學年度之上課方式進

行。 

2.諮詢孫義方老師及陳毓昀老師是否願意繼續擔任本地生及外籍生專

討之主課老師。(經會後諮詢兩位老師同意協助擔任主課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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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主課老師授課時數為 1 學分。 

4.由系辦發信詢問老師是否參加 108-1 專題討論課程及各組之授課時

數分配。 

 

叁、臨時動議： 

提案單位：黃意婷學生代表；業務承辦：夏懿心助理 

提  案：因 108 學年度學士班課規院基礎學程中已刪除「地球科學概論實習」

課程，擬採舊課規畢業之學生課程認抵問題，提請  討論。 

決  議：1.105 學年度至 107 學年度入學之學士班學生，可以修習任一門 108 學

年度課規院基礎學程中之科目，認抵「地球科學概論實習」課程。 

2.請系辦擬一份 108 學年度課規異動之說明書，發給學士班學生參閱，並於院

長有約活動時由院長協助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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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華大學環境學院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 第 5 次系院聯合課程暨學程委員會  會議記錄 

開會時間：108 年 06 月 03 日(星期一)，中午 12：00 時 

地    點：環境學院小會議室（環 A205 室） 

主 持 人：張文彥院長                                             

記錄：夏懿心助理 

出    席：黃文彬主任、許育誠國際事務委員、吳海音學群教師代表、戴興

盛學群教師代表、張有和學群教師代表、李光中教師代表、李文

竣學生代表 

請    假：許世璋學群教師代表、楊懿如教師代表、黃意婷學生代表 

列    席：李莉莉助理 

 

壹、 報告事項：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碩博士班專題討論課協助主課老師為孫

義方及陳毓昀老師。 

貳、 討論提案：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業務承辦：李莉莉助理 

提案一：擬修正 108 學年度環境學院人文與環境碩士學位學程及自然資源與環

境學系碩士班國際組之課程規劃案，提請 討論。 

說  明：1.依據環境學院 107 學年第 2 學期第 1 次和第 2 次之國際事務委員會

會議紀錄辦理（會議紀錄詳如附件一）。因該會議建議新增之部分課

程擬於 108 學年度開授，有其急迫性，擬先討論 108 學年度課程之新

增及確定無法再開課課程之刪除，其餘建議事項留待 109 學年度課規

修正時再提案討論。 

2.課程異動： 

(1) 建議新增「Tropical Ecology（熱帶生態學）」、「Protected Areas 

and Community Participation（保護區和社區參與）」，及臺灣文化

學系亞太區域研究組「Human Ecosystem - Framework and 

Application（人類生態系统-架構與應用）」三門課程，課程課綱

詳附件二。 

(2) 建議刪除「Introduction to Biogeography（生物地理學概論）」、

「Biodiversity and Conservation（生物多樣性與保育）」、「Socio-

Ecological Systems Stewardship and Protected Area Management（社

會－生態系統治理與保護區管理）」、「Wildlife Ecology, 

Conservation and Management（野生動物生態、保育與經營管

理）」、「Readings in Human Dimensions of Wildlife Conservation

（野生動物保育人文學導讀）」五門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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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擬修改「Special Topics of Field Studies in Environmental Geology

（環境地質學野外專題）」科目名稱為「Special Topics of Field 

Studies in Geology（地質學野外專題）」。 

(4) 建議新增碩士班「Computer methods and data analysis in Earth 

Sciences（地球科學資料處理）」、「Sedimentology（沉積體系）」、

「Special Topics of GPS and Earth Surface Processes（全球衛星定

位系統與地表作用專題）」和博士班「Radar Interferometry and 

Surface Deformation（雷達遙測與地表變形）」四門課程至碩士班

國際組課規。 

3.修正後之課規如附件三、附件四。 

4.依決議上簽至教務處提請異動，並送 108-1 學期校課程委員會會議

追認。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業務承辦：夏懿心助理 

提案二：本系學士班院基礎必修課程「全球環境變遷」開課教師及方式案，提

請 討論。 

說  明：1.「全球環境變遷」課程原為地科領域之「防減災微學程」科目，該

課經院課委會討論決議規劃為院基礎必修課程，請討論是否需修訂課

綱內容？開課教師及方式為何？ 

2.「全球環境變遷」課綱如附件五。 

決  議：1.此門課課程內容不宜與系上其它課程重複性過高。 

2.請張有和老師協助 108 學年度之開課規劃，以原本之課綱內容為主

軸，再增加其它組別有意願授課老師之單元。 

3.除地科組外，若其它組有意願開課，可於 109 學年度新增課程，並

建議之後課名更改為『全球環境變遷-○○○○○』並列於院基礎課程，為

必選修。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業務承辦：夏懿心助理 

提案三：因應學士班課規修訂後之相關課程認抵案，提請 討論。 

說  明：1.原系核心課程「生物多樣性概論」刪除後，採舊課規畢業之學生是

否可以通識之「生物多樣性概論」認抵該課？ 

2.自 108 學年度開始，原生態保育學程科目「生態田野調查」分為

「生態田野調查(一)」、「生態田野調查(二)」，請討論  此三門課之認

抵事宜，課綱如附件六。 

3.學士班院基礎課程「普通化學」因改為選修，往後是否仍須請化學

系協助開課？或學生修習外系相同課名相同學分之課程即可抵認？ 

決  議：1.擬採用 106 學年度以前之課規畢業，且尚未修習「生物多樣性概

論」課程之學生，可以修習通識之「生物多樣性概論」認抵系核心課

程「生物多樣性概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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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採 107 學年度(含)以前課規畢業之學生，可修習 108 學年度課規中之

「生態田野調查(二)」認抵原「生態田野調查」課程，且不受須先修

「生態田野調查(一)」之規定限制；擬採 108 學年度新課規畢業之舊

生，若已修習「生態田野調查」，可抵認新課規中之「生態田野調查

(二)」。 

3.院基礎課程「普通化學」改為選修後，將不再請化學系協助開課，

學生修習外系之「普通化學(一)」或「普通化學(二)」(全校僅本系課

名為「普通化學」)，相同學分之課程即可抵認。 

 

叁、臨時動議： 

提案單位：黃文彬主任；業務承辦：夏懿心助理 

提案一：有關學士班院基礎學程課規中，「普通生物學(一)」、「普通物理」、「普

通化學」、「微積分」四門課，未註記是否需全部選修，對社會領域且

想報告本系之學生是否會造成困擾？ 

決  議：在課規中，加註「普通生物學(一)」、「普通物理」、「普通化學」、「微

積分」四門課，至少選一門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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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華大學環境學院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 第 1 次系院聯合課程暨學程委員會  會議記錄 

開會時間：108 年 09 月 16 日(星期一)，中午 12：30 時 

地    點：環境學院小會議室（環 A205 室） 

主 持 人：張文彥院長                                             

記錄：夏懿心助理 

出    席：李俊鴻主任、許育誠國際事務委員、張世杰學群教師代表、林祥

偉學群教師代表、許世璋學群教師代表、張有和學群教師代表、

楊懿如教師代表、陳毓昀教師代表、劉于達學生代表、鐘子捷學

生代表 

請    假：謝家榛助理 

列    席： 

壹、 報告事項： 

1. 追認本系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新增開課科目：學士班「畢業專題

(二)」--蘇銘千老師、碩士班「生態統計學」--陳毓昀老師、博士班

「環境經濟特論」--李俊鴻老師。 

2. 有關 109 學年度大學校院辦理學士後多元專長培力課程申請案。 

貳、 討論提案：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業務承辦：謝家榛助理 

提案一：108-1 學期申請五年修讀學、碩士學位名單案，提請 討論。 

說  明：1.本系五年修讀學、碩士學位申請資格及甄選標準如附件一。 

2.申請者共有 3 位，為大三陳怡君(學號 410554006)及王雅芳

(410554029)與林妍均（410454003）等，學生資料如附件二。 

學號 姓名 歷年學業總名次 已修畢學程 備註 

410554006 陳怡君 總名次/全班人數:第 12 名/55 人 

= 21.8% 

院基礎 擬指導教授

為林祥偉老

師 

410554029 王雅芳 總名次/全班人數:第 25 名/55 人 

 = 45.45% 

院基礎、地

科學程 

擬指導教授

為蔡金河老

師 

410554072 林妍均 總名次/全班人數:第 13 名/55 人 

= 23.64% 

院基礎、地

科學程 

擬指導教授

為顏君毅老

師 

3. 五年修讀學、碩士學位評分表如附件三。 

決  議：同意學生陳怡君、王雅芳與林妍均等 3 位通過本系五年修讀學、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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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位甄選資格，成為本系準研究生。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業務承辦：夏懿心助理 

提案二：本系 108 學年度課規修訂案，提請 討論。 

說  明：1.擬於「生態農業」微學程新增科目「LoRa 網路程式設計服務」(資管

系陳偉銘教授於資工系開課)。 

2. 「LoRa 網路程式設計服務」課綱如附件四。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業務承辦：夏懿心助理 

提案三：本系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士班「全球環境變遷」及「農業概論」開

課方式案，提請 討論。 

說  明：1.「全球環境變遷」為院基礎學程必修課、「農業概論」為系核心學程

選修課。 

2.兩門課課綱如附件五。 

決  議：請張有和老師協助 108-2「全球環境變遷」之開課規劃，並召集「環

境科學概論」及「自然地理學」之授課教師討論課程內容之先後順序

及相關性；請黃國靖老師協助 108-2「農業概論」之開課規劃，並召

集相關教師討論課程內容，以三位老師合開為原則。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業務承辦：夏懿心助理 

提案四：本系學生申請課程採計案，提請 討論。 

說  明：1.大四學生鄭○祥因副修本校管理學院基礎學程，因此擬申請以觀遊系

「統計學(一)」採計為本系系核心學程之「統計學」。 

2.學生申請表、觀遊系統計學(一)課綱及教學計畫表如附件六。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業務承辦：夏懿心助理 

提案五：本系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協助教學助學金分配案，提請 討論。 

說  明：各開課科目申請及排序如附件七。 

決  議：1.楊悠娟老師「普通化學」申請 TA 補助，同意分配本學期共 8000

元。 

2.其餘科目金額分配如附件。 

提案單位：林祥偉老師；業務承辦：夏懿心助理 

提案六：將「自然地理學」環政環教組專業課程回復為系核心課程案，提請 

討論。 

說  明：1.「自然地理學」為本系學生報考地理學相關研究所如台大或師大地

理研究所、中等教育學程，或是地理學相關高普考職系之必考科目。 

2.108 的課程調整將自然地理學從核心轉為專業，但是該科目在教學

評鑑、開課頻率與修課人數上均無異常，且非屬環境政策與環境教育

的專業類別，為本系學生共同需要的環境調查與資料分析技能，放在

系核心課程較為妥適，詳見「108-1 自然地理學教學計畫表」如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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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決  議：課規繼續做後續之檢討改進，本案暫緩。 

  

叁、臨時動議： 

提案單位：鐘子捷學生代表；業務承辦：夏懿心助理 

提  案：「遙感探測學」開課限修 16 人，是否可增加？ 

決  議：請開課老師評估是否可上下學期各開一次課？或是兩人使用一台電腦

上課？以符合學生修課需求。往後學生若有開課問題，可直接尋求

系辦助理、系主任或院長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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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華大學環境學院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 第 2 次系院聯合課程暨學程委員會議記錄 

開會時間：108 年 10 月 14 日(星期一)中午 12 時 30 分 

地    點：環境學院 A205 室 

主 持 人：張文彥院長                                       

記錄：夏懿心助理 

出    席：李俊鴻主任、許育誠國際事務委員、張世杰學群教師代表、林祥

偉學群教師代表、許世璋學群教師代表、張有和學群教師代表、

楊懿如教師代表、陳毓昀教師代表、劉于達學生代表、鐘子捷學

生代表 

請    假：楊懿如教師代表 

列    席：  

壹、 報告事項： 

貳、 討論提案：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業務承辦：夏懿心助理 

提案一：本系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開課科目案，提請  討論。 

說  明：1.各班別開課科目如附件一。 

2.楊懿如老師碩士班「兩棲類生物學」數位課程申請表如附件二。 

決  議：「全球環境變遷」為學士班必修課，為免衝堂，因此開課時間為每週

二上午 9 時至 12 時；餘照案通過。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業務承辦：夏懿心助理 

提案二：本系 109 學年度人文與環境碩士學位學程課規修訂案，提請  討論。 

說  明：1.擬新增原住民族學院黃毓超老師開課之「危機傳播專題」。 

2.「危機傳播專題」課綱及人文與環境碩士學位學程課規如附件三。 

 決  議：照案通過，並請系辦協助彙整 109～110 學年度外籍生課程開課科目規

劃，於下次課委會提出報告。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業務承辦：夏懿心助理 

提案三：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課程授課時數分配案，提請  討論。 

說  明：1.學士班「熱帶生態學」(4 學分)因兩位授課教師(孫義方老師、陳毓

昀老師)整學期全程參與授課，且暑假期間帶領學生至馬來西亞實習，

因此擬申請給予各 4 小時授課時數。 

2.「熱帶生態學」課綱及教學計畫表如附件四。 

3.本案因不適用本校「開設跨領域共授課程實施要點」，故若決議通過

後，須上簽呈請學校同意以特殊個案處理。 

決  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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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華大學環境學院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 第 3 次系院聯合課程暨學程委員會議記錄 

開會時間：108 年 11 月 04 日(星期一)中午 12 時 30 分 

地    點：環境學院 A205 室 

主 持 人：張文彥院長                                            記

錄：夏懿心助理 

出    席：李俊鴻主任、許育誠國際事務委員、張世杰學群教師代表、林祥

偉學群教師代表、許世璋學群教師代表、張有和學群教師代表、

楊懿如教師代表、陳毓昀教師代表、劉于達學生代表、鐘子捷學

生代表 

請    假：許育誠國際事務委員 

列    席：  

壹、 報告事項：1.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校課程委員會應繳交資料，請參閱附件

一。 

 2.109-110 學年度外籍生預定開課科目表，請參閱附件二。 

貳、 討論提案：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業務承辦：夏懿心助理 

提案一：本系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士班「未來地球生態學(三)」擬申請為暑

期密集授課科目案，提請  討論。 

說  明：「未來地球生態學(三)」課綱及教學計畫表如附件一。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業務承辦：夏懿心助理 

提案二：本系博士班修業要點修訂案，提請  討論。 

說  明：1.擬修訂第八條畢業資格之第(二)點：新增可發表論文於 SCIE。 

2.新舊條文修正對照表如附件二。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業務承辦：夏懿心助理 

提案三：學士班四年級學生李○翰，擬申請於國外交換時選修課程認抵本系課

程案，提請  討論。 

說  明：1.學生擬申請於德國奧爾登堡大學交換時所選修之「Lecture-Marine 

Community Ecology」認抵本系生態保育學程之「海洋生態學」。 

2.「Lecture-Marine Community Ecology」教學大綱及其它資料如附件

三。 

3.會前詢問「海洋生態學」開課教師黃文彬老師，回覆：確認與系上

的海洋生態學內容相符合，但涵蓋面較小(上課僅 13 周且 2 小時/周)。

因此，就課程”科目”而言，同意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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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於 Lecture-Marine Community Ecology 雖然有 3 個 ETCS points，

可是上課時數只有 2 個小時/周，並且總上課周數(含考試)只有 13 周，

這些部分是否合於本校或本系的規定，請於系院課委會中討論。 

決  議：同意學生以「Lecture-Marine Community Ecology」認抵本系生態保

育學程之「海洋生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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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華大學環境學院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 第 4 次系院聯合課程暨學程委員會議記錄 

開會時間：108 年 12 月 16 日(星期一)中午 12 時 30 分 

地    點：環境學院 A205 室 

主 持 人：張文彥院長                                             

記錄：夏懿心助理 

出    席：李俊鴻主任、許育誠國際事務委員、張世杰學群教師代表、林祥

偉學群教師代表、許世璋學群教師代表、張有和學群教師代表、

楊懿如教師代表、陳毓昀教師代表、劉于達學生代表、鐘子捷學

生代表 

請    假：  

列    席： 

壹、 報告事項：為增加高中教師對本系之瞭解，擬辦理高中教師研習，發給

研習時數 4 小時，擬請各組推派一位教師協助授課。 

貳、 討論提案： 

提案單位：環政組教師；業務承辦：夏懿心助理 

提案一：於 109 學年度起，「環境法規」不再由財法所支援，改由本系專長教師

合授，並微調原課程計畫表案，提請  討論。 

說  明：1.自 109 學年度起，由本系專長教師針對環境污染管理、土地法、災

防法、海岸法、森林法、動保法等內容，依本系教師專業及學生需

求授課。 

        2.課程計畫表如附件一。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單位：環政組教師；業務承辦：夏懿心助理 

提案二：於 109 學年度起，於本系大學部課程中增加「環境政策」微學程案，

提請  討論。 

說  明：1.依據 2019 年 11 月 18 日環政組課程討論結論辦理。 

2. 從既有的 5 門課程中，整合環境管理、資源調查與環境規劃的課

程，包括「自然資源經營管理」、「環境管理專題」、「地景調查與地

圖製作」、「生態社區」及「環境法規」，修滿以上科目達 9 學分，

即完成本學程。 

3.相關規劃如下： 

科目名稱 必選 學分 學期 先修科目或

背景科目 

備註 

環境法規 選 3 二上  系核心課程 

環境管理專題 選 3 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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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資源經營管理 選 3 三上   

地景調查與地圖製作 選 3 原碩士班課

程 

 可承認大學

部上修 

生態社區 選 3 原碩士班課

程 

 可承認大學

部上修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業務承辦：夏懿心助理 

提案三：109 學年度課規修訂案，提請  討論。 

說  明：1.新增學士班「環境管理與環境教育學程」中大三、四可認列之碩士

班課程:「環境學習中心理念與實務」、「環境教育研究與理論」、「環境

解說專題」、「環境教育專題」。 

2.為配合微學程與學生實際修習現況，學士班課程「空間資訊防災應

用」刪除先修科目「地理資訊系統」、「遙感探測學」與「空間分

析」。 

3.碩士班國際組新增李俊鴻老師原中文授課之「應用統計分析方法」。 

4.「應用統計分析方法」課綱及教學計畫表如附件二。 

5.修訂後之課規如附件三。 

決  議：照案通過。 

 

叁、臨時動議：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業務承辦：夏懿心助理 

提案一：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碩博士班專題討論課程案，提請  討論。 

決  議：1.依原方式進行，並仍由孫義方老師及陳毓昀老師協助主課。 

         2.主任已邀請系上四位老師於開學前四週進行研究分享演講，請各組

分別再邀請至少一位演講者，並請盡快確定時間，以便於期末公告下學期之排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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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華大學環境學院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 第 1 次系院聯合課程暨學程委員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09年 03月 02日(星期一)中午 12 時 

地    點：環境學院 A205室 

主 持 人：李俊鴻主任                              記錄：夏懿心助理 

出    席：蘇銘千副院長、許育誠國際事務委員、張世杰學群教師代表、林

祥偉學群教師代表、許世璋學群教師代表、張有和學群教師代

表、楊懿如教師代表、陳毓昀教師代表、劉于達學生代表、鐘子

捷學生代表 

請    假：張文彥院長 

列    席： 

 

參、 報告事項： 

 

肆、 討論提案：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業務承辦：夏懿心助理 

提案一：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開課科目異動案，提請  追認。 

說  明：1.碩士班新增楊悠娟老師授課「永續發展教育」。 

        2.停開「觀測地震學」，增開英文授課之「地震防災專題」。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業務承辦：夏懿心助理 

提案二：109 學年度課規修訂案，提請  討論。 

說  明：1.學士班院基礎學程科目「地球科學概論」與地球科學專業選修學程

科目「普通地質學」對調；地球科學專業選修學程新增「台灣區域

地質」(課綱如附件一)。建議修課順序為「普通地質學」--一上、

「地球科學概論」--一下、「台灣區域地質」--二上、「野外地質考

察」--二下。 

        2. 學士班「地球物理學」及碩博士班「雷達遙測與地表變形」申請為

寒暑假密集授課科目，詳細授課資訊如附件二。 

        3. 學士班院基礎學程科目「普通化學」是否仍須請化學系協助開課? 

        4. 為配合高普考測量類別考試科目名稱，碩士班「地理資訊科學」更

名為「地理資訊系統」，課程大綱及授課內容維持不變。 

決  議：1.停止請化學系支援「普通化學」開課，學生可選修外系開課之「普

通化學」抵認。 

        2.餘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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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單位：系辦公室；業務承辦：夏懿心助理 

提案三：學士班學生申請課程採計案，提請  討論。 

說  明：1.大四學生李家泓選修本系「環境管理與環境教育學程」為第四個專

業選修學程，擬申請以本系學士班生態保育學程之「地景生態學」與

「森林生態學」為「環境管理與環境教育學程」科目。(本系學士班

課規規定：學生若修習本系專業選修學程為第四個學程，可由學生提

出申請，採記至多兩門非學程內科目為專業選修學程科目，並須檢附

成績單送院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始得抵認。) 

        2.採計申請表及成績單如附件三。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業務承辦：夏懿心助理 

提案四：本系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協助教學助學金申請案，提請  討論。 

說  明：各開課科目申請及排序如附件四。 

決  議：照案通過。 

 

叁、臨時動議： 

提案單位：陳毓昀委員；業務承辦：夏懿心助理 

提案一：本系碩士班國際組及人文碩士學位學程之專題討論課程學分數案，提

請  討論。 

說  明：本系碩博士班專題討論課為合班授課，但學分數不同，是否需統一學

分數? 

決  議：送本院系國際事務委員會討論並全盤檢討課規。 

 

提案單位：陳毓昀委員；業務承辦：夏懿心助理 

提案二：本系碩士班國際組、人文碩士學位學程與碩士班一般組之專題討論課

程成績計算案，提請  討論。 

說  明：本系碩士班一般組專題討論課成績為 SUI制，但國際組及人文碩士學

位學程成績為百分位分數，是否需統一? 

決  議：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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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華大學環境學院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 第 2 次系院聯合課程暨學程委員會會議記錄 

開會時間：109年 04月 13日(星期一)中午 12 時 

地    點：環境學院 A205室 

主 持 人：張文彥院長                               記錄：夏懿心助理 

出    席：蘇銘千副院長、李俊鴻主任、許育誠國際事務委員、張世杰學群

教師代表、林祥偉學群教師代表、許世璋學群教師代表、張有和

學群教師代表、楊懿如教師代表、陳毓昀教師代表、劉于達學生

代表、鐘子捷學生代表 

請    假：林祥偉學群教師代表、陳毓昀教師代表 

列    席：童泰力助理 

 

伍、 報告事項： 

1. 教務處轉知學生暑期開課需求，涉及本院系之學生填報需求課程為

「環境科學概論」(3位)、  

「社會科學概論」(1位)、「生態學」(1位)、「環境倫理」(1位)、「環

境經濟學」(2位)、「大氣科學概論」(1位)、「海洋學」(1位)。 

2.108學年度第 2學期校課委會應送資料。 

 

陸、 討論提案：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業務承辦：童泰力助理 

提案一：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碩士班國際組與人文與環境碩士學位學程課規調

整案，提請  討論。 

說  明：1. 經 108-2國際事務委員會第 1次會議決議，將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

碩士班國際組與人文與環境碩士學位學程課規調整如下(附件一)： 

          a. 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碩士班國際組專題討論學分由 1學分調成 2

學分。總修業學分從原 24學分調成 27學分。 

          b. 人文環境碩士學位學程專題討論修課次數由 2次調成 3次。總修

業學分從原 25學分調成 27學分。 

        2. 新增課程：環境管理專題(NRES53840)新增至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

碩士班國際組與人文與環境碩士學位學程課規。 

決  議：1.照案通過。 

        2.彙整碩士班一般組及國際組課規中，五年內開過三次以上的課程列

入博士班課規。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業務承辦：夏懿心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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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109 學年度學士班課規修訂案，提請  討論。 

說  明：學士班課規重要相關規定新增可認列為環境管理與環境教育學程之碩

士班科目:「行動研究 

        取向之環境教育」、「永續發展教育」。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業務承辦：夏懿心助理 

提案三：109 學年度開課科目案，提請  討論。 

說  明：1.各學制開課科目如附件二。 

        2.有關「普通化學」課程經授課教師建議，調查大學部一年級學生對

開課的意見，調查結果如下： 

          a.是否贊成普通化學課程由化學系專為本系開一個班？ 

            贊成 34位；不贊成 8位。 

          b.是否贊成普通化學實驗課程由化學系專為本系開一個班？ 

            贊成 32位；不贊成 10位。 

          c.是否贊成本系的核心學程增加為至少 22學分(鼓勵學生選修實驗

課)？ 

            贊成 14位；不贊成 28位。 

          d.是否贊成本系的核心學程增加普通生物實驗？ 

            贊成由本系教師開課 36位；贊成學生自行修習外系之普通生物實

驗抵認 5位；不贊成 1  位。 

         綜上，請 討論 109學年度是否仍請化學系協助開「普通化學」課

程？ 

 

        3. 請  討論本系顧瑜君老師主持教育部第二期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

(USR)聘任之專案助理教授，因尚未取得教育部助理教授證書，是

否同意與顧老師合授課程? 

        4. 請  討論碩博士班專題討論課程主課老師及開課方式是否依循往

例？ 

決  議：1.各開課科目照案通過。 

        2.109 學年度仍請化學系協助開「普通化學」課程。 

        3.本案已上簽呈請校長核示，待校長批示簽呈之後再議。 

        4.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碩博士班專題討論仍請孫義方老師及陳毓昀老

師協助主課，開課方式仍依往例。 

        5.本學期碩博士班專題討論因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演講皆已取消，

後續課程進行及期末研討會辦理與否，將由院長與孫義方老師討論

後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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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單位：系辦公室；業務承辦：夏懿心助理 

提案四：本系學碩博學制修讀輔系科目案，提請  討論。 

說  明：1.依據本校學生修讀輔系辦法(附件三)辦理。 

        2.請  討論本系學碩博士班修讀輔系科目，各輔系訂定之專業必(選)

修科目不得少於 20學分。(目前學士班修讀本系輔系需修畢系核心

學程 21學分。) 

        3.請  討論研究生修讀本系輔系需審查之文件(成績單或名次證明)，

「研究生修讀輔系申請表」及「研究所輔系科目表」如附件四。 

決  議：1.學士班修讀本系輔系需修畢本系系核心學程 21 學分。 

  2.碩士班修讀本系一般組輔系需修畢本系碩士班一般組選修科目至少

24 學分。 

  3.碩士班修讀本系國際組輔系需修畢本系碩士班國際組選修科目至少

18 學分。 

  4.碩士班修讀本系人文與環境碩士學位學程輔系需修畢選修科目至少

18 學分。 

  5.博士班不招收輔系學生。 

  6.碩士生修讀本系輔系需檢附資料：學碩士班歷年成績、修課規劃。 

 

叁、臨時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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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華大學環境學院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 第 3 次系院聯合課程暨學程委員會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09年 04月 27日(星期一)下午 14 時 

地    點：環境學院 A205室 

主 持 人：張文彥院長                               記錄：夏懿心助理 

出    席：李俊鴻主任、許育誠國際事務委員、張世杰學群教師代表、許世

璋學群教師代表、楊懿如教師代表、劉于達學生代表、鐘子捷學

生代表 

請    假：蘇銘千副院長、林祥偉學群教師代表、張有和學群教師代表、陳

毓昀教師代表 

列    席： 

 

壹、 報告事項： 

 

貳、 討論提案：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業務承辦：夏懿心助理 

提案一：本系顧瑜君老師主持教育部第二期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USR)聘任之

計畫專案助理教授，因尚未取得教育部助理教授證書，是否同意 109-1

與顧老師合授本系學士班課程? 

說  明：1. 黃雅鴻計畫專案助理教授預計與顧瑜君老師合開之課程為本系學士

班課規中「社區創意產業與專案計畫寫作」課程。 

        2. 本案業經 109年 4月 1日簽請校長核示，簽案內容及人事室、教務

處會簽如附件一。 

        3. 國立東華大學專案教師聘任辦法如附件二。 

        4. 國立大學校務基金進用教學人員研究人員及工作人員實施原則如附

件三。 

決  議：經 8 位出席委員投票，7 位委員贊成、1 位反對，同意黃雅鴻老師與顧

瑜君老師合開 109-1「社區創意產業與專案計畫寫作」課程。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業務承辦：夏懿心助理 

提案二：教務處建請各院提供適合高三學生修習之院基礎課程案，提請  討

論。 

說  明：1.為落實教育往下紮根並因應十二年國教實施，學校將協助附屬高中

特色化與優質化，嘉惠青年學子享有不虞匱乏的學習資源，因此請

各院提供適合高三學生修習之院基礎課程。 

        2.高三學生將以原開班課程隨班上課的方式進行修習，並可採計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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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後之學分。 

        3.本院院基礎課程如附件四。 

決  議：建議適合高三生修習之院基礎課程：普通地質學、普通生物學(一)、

環境科學概論(會後詢問兩位開課老師同意)、社會科學概論（會後

詢問兩位開課老師同意）。 

 

叁、臨時動議： 

提案單位：張文彥院長 

提  案：建議可在花蓮地區之高中開授課程，由系上老師輪流義務授課，以提

早發掘對本系有興趣之學生。 

決  議：提系院務聯合會議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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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華大學環境學院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 第 4 次系院聯合課程暨學程委員會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09年 05月 18日(星期一)中午 12 時 

地    點：環境學院 B216室 

主 持 人：張文彥院長                               記錄：夏懿心助理 

出    席：蘇銘千副院長、李俊鴻主任、許育誠國際事務委員、張世杰學群

教師代表、林祥偉學群教師代表、張有和學群教師代表、楊懿如

教師代表、陳毓昀教師代表、劉于達學生代表、鐘子捷學生代表 

請    假：許世璋學群教師代表 

列    席：鄒惠玲組員 

 

壹、 報告事項： 

1. 經 109年 4月 22日第 2次國際事務委員會討論決議：「社會-生態系統與

傳統知識(NRESM0150)」仍列於人文與環境碩士學位學程必修課。 

2.海洋學院擬邀請本系合作海洋探索課程(原校核心課程)，授課對象為

高一高二學生。 

 

貳、 討論提案：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業務承辦：夏懿心助理 

提案一：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碩士班五年之內開過三次以上之課程，列入博士

班課規案，提請  討論。 

說  明：1. 經 108-2第 2次院系聯合課程委員會議決議辦理。 

        2. 五年之內開過三次以上的碩士班課程及授課教師意見如附件一。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業務承辦：鄒惠玲組員 

提案二：學士班有關校外實習課程案，提請  討論。 

說  明：1.本校相關實習辦法及資料如附件二。 

        2.外校實習課程實施方式及參考資料如附件三。 

決  議：請各組提出與本系有合作交流及較優質的實習場所供參考，109 學年

度第 1 學期再提出較完整的規劃後討論。 

 

叁、臨時動議： 

提案單位：學士班學生代表 

提  案：建議將科學素描列入課程。 

決  議：暫不列入課程，可邀請校外專家到校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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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華大學環境學院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 第 5 次系院聯合課程暨學程委員會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09年 06月 16日(星期二)中午 12 時 

地    點：環境學院 B216室 

主 持 人：張文彥院長                               記錄：夏懿心助理 

出    席：蘇銘千副院長、李俊鴻主任、許育誠國際事務委員、張世杰學群

教師代表、許世璋學群教師代表、林祥偉學群教師代表、張有和

學群教師代表、楊懿如教師代表、陳毓昀教師代表、劉于達學生

代表、鐘子捷學生代表 

請    假： 

列    席：孫義方老師(請假) 

 

壹、 報告事項： 

 

貳、 討論提案： 

提案單位：系辦公室；業務承辦：夏懿心助理 

提案一：有關碩博士班專題討論課程期末報告進行方式,提請  討論。 

說  明：碩博士班專題討論現行上課方式：學期初 6~8週演講、其餘各週各開

課組別各自帶開上課，請討論期末之學生報告進行方式:  

        方案一：所有選修學生皆需上台報告。 

        方案二：四組學生擇優上台報告.獲選報告者可作為申請本院學術研究

優秀獎學金之加權計分,此次報告活動並可做為本院年度學術論壇,

名稱建議為「洄瀾環境永續青年論壇」。 

        方案三：修習第三次專討之學生上台報告。 

        方案四：將專題討論課程修改為專題演講課(必修 1學分，1位老師主

課)；專題討論課(選修 1學分，各小組老師分別開課) 

決  議：1.專題討論上課方式：原則前八週邀請演講，其餘時段由各組(群)自

行安排專題報告或課程。 

        2.規劃期末辦理論壇，報告人如下： 

          (1)博士生畢業前修專題討論(四)之同學，均需作報告。 

          (2)碩士生自行報名，但需由各組(群)老師推薦；或由各組(群)老師

逕行推薦，可作為研究生獎學金審查加權之參考。 

        3.以上方式以意見調查表方式，徵詢全體老師意見後，最大共識意見

作為下學期開始之專討及相關活動辦理之依據。 

        4.本次決議試行兩年，兩年後再行檢討。 

叁、臨時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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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55 本院系校園環境中心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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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華大學環境學院校園環境中心 

討論會會議紀錄 

 

【1080926 討論會會議紀錄】 

開會事由：校園環境中心討論會  

開會時間：民國 108 年 9 月 26 日（週四）12:00-13:00  

開會地點：環境學院大樓（A124）教室 

主持人：楊主任懿如  

聯絡人：鄒惠玲 (03)890-3335 

出席者：楊懿如老師、張世杰老師、陳以岑、龔文斌、童泰力、鄒惠玲、修服

務學習一及大二以上初步錄取同學 

紀錄：曹軒鳴 

 

討論事項 

 

案由一：沙氏變色蜥蜴監測與控制服務學習計畫說明。 

說明：確認集合時間，說明活動內容、集合準備注意事項。 

 

案由二：兩棲爬蟲類調查服務學習計畫說明。 

說明：確認集合時間，說明活動內容、集合準備事項。 

 

案由三：校園昆蟲探索服務學習計畫。 

說明：確認集合時間，說明活動內容、集合準注意備事項。 

 

案由四：東華校園鳥類調查服務學習計畫。 

說明：確認集合時間，說明活動內容、集合準備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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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華大學環境學院校園環境中心  

討論會會議紀錄 

 

開會事由：校園環境中心討論會  

開會時間：民國 108 年 10 月 24 日~10 月 31 日 

開會地點：電子郵件通訊 

主持人：楊主任懿如  

聯絡人：鄒惠玲 (03)890-3335 

出席者：楊懿如老師、陳以芩同學 

紀錄：曹軒鳴 

 

討論事項 

 

案由一：學生自提計畫『認認真真看普鳥－－東華校園鳥類調查服務學習計

畫』服務學習時數，提請 審議。 

說明：服務學習時數請閱附件一 

擬辦：依決議之時數，製發服務學習時數證明。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學生自提計畫『認認真真看普鳥－－東華校園鳥類調查服務學習計

畫』服務學習計畫進度，提請 討論。 

說明：自提計畫之輔導暸解進度與狀況 

決議：與老師討論後，修正計畫內容之調查方法。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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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華大學環境學院校園環境中心  

討論會會議紀錄 

 

開會事由：校園環境中心討論會  

開會時間：民國 108 年 11 月 7 日（週四）12:00-14:00  

開會地點：環境學院大樓二樓 院小會議室（A205）  

主持人：楊主任懿如  

聯絡人：鄒惠玲 (03)890-3335 

出席者：楊懿如老師、張世杰老師、孫義方老師、陳毓昀老師、黃國靖老師、

黃文彬老師 

紀錄：曹軒鳴 

 

討論事項 

 

案由一：學生服務學習時數問題，提請 審議。 

說明：學生反應，未完成服務學習（二）80 小時時數，缺少 0.5 小時，無法達

成取得學分之標準。 

擬辦：決議後，由黃國靖老師於 108-1 學期第 16、17、18 週，請學生提供不足

的 0.5 小時。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二：學生服務學習權益問題，提請 討論。 

說明：學生與校外服務學習單位工作認知之誤會。 

擬辦：與簽約單位進行溝通，並且寫成文件與合作單位重新聲明合約內容，以

及提醒學生注意條約內容；可增設立投訴管道。 

項決議後，由服務學習（一）及服務學習（二）負責老師於服務學習（一）參

加的學務學習（二）發表會宣導。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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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2 校園環境中心期初會議】 

時間：109 年 3 月 12 日（四）中午 12：00-14：00 

地點：環境學院小會議室(A205) 

主持人：楊懿如老師 

與會人員： 

張世杰老師(請假)    張成華老師    楊悠娟老師    林祥偉老師 

蘇銘千老師    許育誠老師    陳毓昀老師    黃國靖老師 

曹軒鳴同學(請假)     童泰力助理     陳以芩同學     蕭淳恩同學 

陳和毅同學     王洵瀅同學    劉俊佑同學    侯丞峰同學 

環保組許健興組長   

記錄:鄒惠玲組員 

議題: 

(一)108-1 服務學習辦理情形，校外簽約新增好事集。 

1.上學期服務學習證書仍有部分同學未領取。 

2.好事集已簽約，期間為:109 年 3 月 2 日到 110 年 12 月 31 日。 

  合作協議.資訊表將公告環境學院自資系網站。 

(二)108-2 服務學習報名情形。 

1. 校園兩棲類調查服務學習計畫 11 名。 

2. 校園沙氏變色蜥監測與控制 8 名。 

3. 校園昆蟲探索 10 名。 

4. 認認真真看普鳥－東華校園鳥類調查服務學習計畫 16 名。 

5. 十年樹木-2020 年樹苗追蹤 24 名。 

6. 東華校園綬草調查 13 名。 

報名日(3/16)截止後各別通知錄取名單。 

(三)新增服務學習提案討論-鹽寮淨灘。 

活動預計 5/16 日地點:鹽寮蔚藍海岸，5/15 日有行前會+黑潮講座，經費補助以

教育部教學改善計畫為主，無法核銷的用自資系上業務費用支應。  

建議詢問黑潮基金會淨灘活動，分組安全及時間規劃等細部問題。 

(四)校園環境議題。 

1. 沙氏蜥移除監測與控制。 

2. 防治及減少小黑蚊。 

3. 校園鴿子為害問題。 

4. 校園綬草的復育。 

臨時動議 : 如何減少東湖內水藻生長，造成水質優養化問題。 

14:00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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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環境中心 108-2 服務學習期末會議記錄】 

日期：109 年 6 月 4 日(四)下午 12:00-13:30 

地點：環境學院 A205 會議室            

主席 : 楊懿如老師 

出席人員 : 張世杰老師 李俊鴻老師 黃國靖老師 楊悠娟老師 

             許育誠老師 陳毓昀老師  

列席人員 : 陳以芩同學 陳是語同學 林建宇同學 蕭淳恩同學 

          方勗瑾同學 龔文斌同學 王洵瑩同學 邱若萍同學  

盧梓澄同學 童泰力助理 鄒惠玲組員   

主席報告:略，直接進入議程討論。 

議程： 

議程一：108-2 學期服務學習時數結算及期末討論。 

(一)本學期服務學習計劃有兩棲類、沙氏變色蜥監測、校園昆蟲探索、認認真

真看普鳥、十年樹木-2020 年樹苗追蹤、東華校園綬草調查、淨灘、自動相機監

測共 8 項，除了樹苗追蹤因雨季阻礙完成部分外，時數皆如數通過。 

(二) 綬草調查運用 google 表單提高時數計數效率，且綬草生長期為下學期計劃

限定，故上學期無計劃。3 月為沙氏變色蜥繁殖期，利用夜間移除效率高，舊

環保組附近新設樹木棄置場因砍下樹枝夾帶恐有移轉跡象及原教師宿舍區附近

樹葉堆放區易火災，可商請環保組妥適處理，或利用碎木機做循環經濟使用。

下學期期初會議可到樹木棄置場實地勘查，並借用祥偉老師空拍影像觀察華湖

近年來變化。 

(三)校園銀膠菊、小花蔓澤蘭的監測可列入 109-1 計劃，在校園環境中心網頁上

設專區，行銷宣傳保育行動。 

議程二：109-1 學期服務學習計劃構想提案。 

(一)新計劃提出有: 兩棲類、沙氏變色蜥監測、校園昆蟲探索、認認真真看普

鳥、淨灘。 

      (二)荒野協會目前有做小毛氈苔觀測計劃，可作為新計劃參考。 

(三)淨灘計劃可在 109-1 期初進聯合說明會宣傳。 

(四)鳥調計劃完全由學生自主發起並完成了傳承，符合服務學習的精神，感謝

以芩的努力，也期待是語和華文系淳恩的接棒。 

臨時動議: 

藝術學院預定今年 7 月完工，環解中心可作為螢火蟲復育埸域，但還需要提出

計劃及經費支援。 

散會:1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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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56 本院系行政會議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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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57 本院系國際事務委員會會議紀錄 

本院系國際事務委員會會議紀錄 

環境學院 

 106-1 學期（2017 秋季班）外國學生申請入學及獎學金審查會議（第一梯次） 

會議紀錄 

 

時間：民國 106 年 4 月 25 日（週二）12:10-14:30 

地點：環境學院大樓二樓院長辦公室（A206） 

主持人：裴院長家騏        紀錄：李莉莉 

初審教師：裴院長家騏、蘇銘千教授、紀駿傑教授、黃國靖副教授、吳海音副

教授、蔡金河副教授 

列席：陳毓昀副教授 

請假：黃主任文彬 

 

議案討論 

案由一：請審閱 106-1 學期環境學院外籍學生申請入學資料，並就錄取與否、

英文能力檢定合格與否（或是否需補語言能力證明）、授予東華獎學

金和發放類型，或南向獎學金、BUDI 獎學金，及環境學院研究生獎

學金（16,000 元）與否，予以討論。 

說明：1.申請者之申請資料（詳閱附件一；依英文能力排序。人文與環境碩士

學位學程：9 位、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博士班：5 位、碩士班國際

組：15 位）請初審教師線上審閱，或至系辦查看紙本資料。 

2.校分配予環境學院之東華獎學金 106-1 學期名額為：A 類 6 名（100%

學費及學分費減免+生活津貼 30,000 元[簡稱 A 類]）、B 類 5 名

（100%學費及學分費減免[簡稱 B 類]），C 類不限制人數（50%學費

及學分費減免[簡稱 C 類]）。 

3.申請者獎學金申請狀況： 

東華獎學金申請者：23 名。 

南向獎學金申請者：符合申請資格者 3 名。請以排序方式處理。 

BUDI 獎學金申請者：1 名。 

臺灣獎學金申請者：6 名。 

4.BUDI 獎學金、南向獎學金、東華獎學金及環境學院研究生獎學金內容

詳閱附件二。 

擬辦：決議後將由系辦於外國學生線上審查系統填報院級審查結果。 

http://ias.ndhu.edu.tw/workbench/employee/lo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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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1.綜合申請者之 GPA 成績、讀書計畫、申請志願序、英語能力、潛在論

文指導老師狀況等，錄取 14 名（申請編號後三碼：039、068、072、

108、132、253、277、336、368、369、371、377、380、389），其中

申請編號 277、368、369、377、389 未附正式英語能力證明，給予條

件式入學許可（畢業前需通過學系碩士班學生英語能力之要求）。 

2.依國籍、GPA 成績決議東華獎學金受獎名單如後：東華獎學金 A 為 6

名（申請編號：108、253、277、336、368、389）、東華獎學金 B 計 5

名（申請編號：068、132、371、369、377）、東華獎學金 C 為 3 名

（申請編號：039、072、380）。 

3.申請編號 380 另申請 BUDI 獎學金。院系初審建議之獎學金類型排序

為(1).BUDI 獎學金（其第四年之每月生活津貼，以校付 1/2，院系

1/4、論文指導教授 1/4 方式執行）。(2).南向獎學金（每月研究獎勵金

8,000 元由其論文指導教授李俊鴻老師支應）。南向獎學金受獎條件：

歷年學業平均 GPA3.70 以上，或達該班前 25%以上。(3).東華獎學

金：50%學費和學分費減免。 

4.環境學院研究生獎學金留待渠等入學後再審。 

5.研擬東華獎學金備取名額之相關提案至校級國際事務委員會討論。 

6.申請者資料與相關決議事項詳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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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6-1 學期（2017 秋季班）外國學生申請入學及獎學金審查會議（第二梯次） 

會議紀錄 

 

時間：民國 106 年 5 月 17 日（週三）17:00-18:10 

地點：環境學院大樓一樓 自資系系辦會議室（B104） 

主持人：裴院長家騏        紀錄：李莉莉 

初審教師：裴院長家騏、黃主任文彬、蘇教授銘千、紀教授駿傑、吳副教授海

音、蔡副教授金河 

請假：黃副教授國靖 

 

報告事項 

3. 歷年外籍學生人數與國籍狀況（99 學年度迄 105 學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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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104-2 學期第二次校行政會議（民國 105 年 3 月 23 日）已通過「國立東華大學

院系及單位國際化發展專帳設置及收支管理要點」(附件一)，105 學年度起

依前項要點規定，每學期學校統收後，於第二學期初分配至各招生院系及單

位專帳項下。至 105-2 學期本院系及單位國際化發展專帳總額為 145,000 元

（104-2 學期：65,000 元、105-1 學期：80,000 元）。 

 

議案討論 

案由一：請審閱 106-1 學期第二梯次環境學院外籍學生申請入學資料，並就錄

取與否、英文能力檢定合格與否（或是否需補語言能力證明）、授予

東華獎學金和發放類型，或南向獎學金、BUDI 獎學金，及環境學院

研究生獎學金（16,000 元）與否，予以討論。 

說明：1.申請者之申請資料（詳閱附件二；依英文能力排序。人文與環境碩士

學位學程：2 位、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博士班：3 位、碩士班國際

組：4 位）請初審教師線上審閱，或至系辦查看紙本資料。 

2.校分配予環境學院之東華獎學金名額為：A 類 2 名（100%學費及學分

費減免+生活津貼 30,000 元[簡稱 A 類]）、B 類 1 名（100%學費及學

分費減免[簡稱 B 類]），C 類不限制人數（50%學費及學分費減免[簡

稱 C 類]）。 

3.申請者獎學金申請狀況： 

東華獎學金申請者：8 名。 

南向獎學金申請者：符合申請資格者 1 名。請以排序方式處理。 

臺灣獎學金申請者：1 名。 

4.BUDI 獎學金、南向獎學金、東華獎學金及環境學院研究生獎學金內容

詳閱附件三。 

擬辦：決議後將由系辦於外國學生線上審查系統填報院級審查結果。 

決議：1.綜合申請者之讀書計畫、英語能力、潛在論文指導老師狀況、GPA 成

績、申請志願序等，錄取 4 名（申請編號後三碼：081、330、367、

401），其中申請編號 330、367 給予條件式入學許可（畢業前需通過

學系外籍碩士班學生或博士班學生英語能力之要求）。 

2.依 GPA 成績決議東華獎學金受獎名單如後：東華獎學金 A 為 2 名（申

請編號：081、367）、東華獎學金 B 計 1 名（申請編號：401）、東華

獎學金 C 為 1 名（申請編號：330）。 

3.申請編號 367 另申請 BUDI 獎學金。院系初審建議之獎學金類型為東

華獎學金 A。 

http://web.ndhu.edu.tw/fsexamine/login.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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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環境學院研究生獎學金留待渠等入學後再審。 

5.申請者資料與相關決議事項詳附件二。 

案由二：維持本院系外籍碩士班學生之英文檢定能力要求，提請討論。 

說明：1.國際事務處已刪除申請就讀全英文課程者之英文能力最低成績要求，

改由各系所自行評斷。 

2.昔校訂最低標準：「申請英文授課之課程需通過 TOEFL PBT /ITP 500 

分（ITP 總分 310-677 分）、TOEFL iBT 61（總分 0-120 分）、TOEIC 

680 分（總分 10-990 分），或 IELTS 5.0 分以上之英文能力檢定或其

它相當等級之英文能力證明。」 

3.為免學生因語言隔閡至入學後學習成效不佳，擬於現階段維持上揭標

準，與央請國際事務處協助製發條件式入學許可。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三：環境學院南向獎學金續獎獲獎條件，提請討論。 

說明：1.本校已通過「國立東華大學南向獎學金辦法」，自 106 學年度起，試

行三年。 

2.為期南向獎學金受獎生維持穩定的學業表現，並鼓勵其提升求學、研

究動能或水平，擬提 A 案：受獎生之歷年學業平均成績應達 GPA3.70

以上，或達該班前 25%以上；或 B 案：受獎生之歷年學業平均成績應

達 GPA3.80 以上，或達該班前 20%以上。續獎獲獎條件如附件四。 

決議：1.以 A 案為續獎獲獎條件，惟改每學年度之上學期進行審查。 

2.修正後通過，並檢送國際事務處備查。 

 

案由四：建議增列碩士班部分課程至 107 學年度碩士班國際組或學位學程課

規，提請討論。 

說明：自 104 學年度起，中文授課之部分課程改為全英語授課（詳附件五），為

提升課程吸引力、拓展生源與方便外籍學生選課作業程序，建議列入

107 學年度自然資源與環境碩士班國際組或人文與環境碩士學位學程課

規。 

決議：1.廣徵教師意見，經本院國際事務委員會決議後，提案至院系聯合課程

暨學程會議討論。 

2.課規內課程，然開課學期數 3 次以下者，宜敘明續列理由和預期開課

學期；建議納入 4-5 門與地球科學學群相關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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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學院 

106-1 學期外國學生申請入學暨獎學金審查會議 

會議紀錄 

 

時間：民國 106 年 10 月 12 日（週四）12:00-13:15 

地點：環境學院大樓二樓院小會議室（A205 & B206） 

主持人：裴院長家騏 

出席：裴院長家騏、黃主任文彬、蘇教授銘千、紀教授駿傑、吳副教授海音、

蔡副教授金河 

請假：李副教授俊鴻、李副教授光中、黃副教授國靖 

聯絡人：李莉莉                            電話：03-8633335 

紀錄：李莉莉 

 

提案討論 

案由一：博士班學生 THEERAPONG CHUMSANGRI（學號：810254006）、

SRIARKARIN, SUPASIT（學號：810354003）、JINTANA CHAIWONG

（學號：810354004）擬提申請再延長東華獎學金之受獎次數一次，

提請 討論。 

說明：1.渠等係依「國立東華大學外國學生就讀本校獎學金辦法」第六版第七

條第三點「受領獎學金（含免學費及生活津貼）之期限，……博士班

至多六學期，……惟博士班學生，得視情況經指導老師及院系所同

意，經外國學生申請入學暨獎學金審查小組會議通過，得申請延長四

次為限，獎學金內容以學雜費減半為限。」提出申請。 

2.依本院 105-2 學期外籍學生東華獎學金審查會議決議，申請延長東華獎

學金受獎次數之博士班學生須請論文指導教授推薦，或補充說明（詳

附件一）。 

3.若同意渠等延長受獎次數，依本校東華獎學金辦法第五版第七條第三

點，本次東華獎學金為 50%學費及學分費減免。 

決議：1.照案通過，並授予環境學院研究生獎學金。 

2.東華獎學金及環境學院研究生獎學金授獎建議名單詳附件一。 

案由二：請審閱 106-1 學期外籍學生東華獎學金申請件資料－自然資源與環境

學系博士班（2 位）、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碩士班國際組（9 位），

並就發放之東華獎學金類型（100%學費及學分費減免+生活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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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0 元、100%學費及學分費減免、50%學費及學分費減免），及提

供環境學院研究生獎學金（16,000 元）與否予以討論。 

說明：1.請至系辦查看申請者之紙本資料。申請者狀況簡述詳附件二。 

2.現行東華獎學金類型，共 3 種：(1) 100%學費及學分費減免+生活津貼

30,000 元（簡稱 A 類）、(2) 100%學費及學分費減免（簡稱 B 類）、

(3) 50%學費及學分費減免（簡稱 C 類）。校分配予環境學院之東華獎

學金名額為 A：5 名、B：4 名、C：不限制人數。 

3.依本院 105-2 學期外籍學生東華獎學金審查會議決議，外籍學生獎學金

院級審查給獎原則：授獎班別順序、指導教授推薦信、授奨成績下限

（A 類：GPA3.7 以上、B 類：GPA3.3 以上、C 類：GPA3.0 以上）。 

4.依環境學院研究生獎學金經費來源估計，本學期本項獎學金約可提供

的學生人數為 11 位。考量校方經費尚可能變動，建議以排序方式處

理。 

5.依會議決議，由系行政人員填報國際事務處外籍學生東華獎學金申請

系統，檢陳東華大學外籍學生東華獎學金審查會議審議，並協助撥款

事宜。 

決議：1.東華獎學金授獎排序原則：班別（碩士班國際組、博士班）、歷年學業

成績、論文指導教授意見。 

2.環境學院研究生獎學金資格及排序原則：資格為已獲上述東華獎學金

B 類或 C 類的研究生，排序原則同上開之東華獎學金授獎排序原則。 

3.為符合獎學金授獎精神，在本院已經修讀六個學期以上之碩士班申請

者，不論渠前六個學期有無申請東華獎學金，在審議時，須特別考量

學生修課科目、學術表現、論文進度等參考資料而予以准駁其東華獎

學金申請資格和授奬類型，且不受上開第 1 點東華獎學金授獎排序原

則之限制。 

4.東華獎學金及環境學院研究生獎學金授獎建議名單詳附件二。 

 

案由三：建議修正「國立東華大學環境學院「研究生獎學金」作業要點」部分

條文草案，提請 討論。 

說明：1.院研究生獎學金經費來源為依「國立東華大學研究生獎學金作業要

點」核撥。其計算基數為基數×（博一到博三在學一般生總人數×1.5 +

碩一到碩二在學一般生總人數），其中基數依學校年度預算調整之。

學生總人數計算方式：每年 10 月 15 日報教育部之人數；即碩士班二

年級以下，及博士班三年級以下，已完成當學期繳費或助學貸款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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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人數。核撥原則：碩士班一年級新生每學年核給 10.5 個月，二年級

生核給 11 個月；博士班一年級新生每學年核給 11 個月，二～三年級

生核給 12 個月。 

2.本要點（附件三）第二條第四項與外籍碩士班學生相關條文，因實施

後對二年級以上碩士班外籍學生、準學生或剛入學之外籍新生、博士

班本地及外籍學生核發與否、中文碩士班及國際組（含學位學程）配

額公允度，及碩士生及博士生配額公平度等存有異議，故未能於院務

會議決議。103-1 至 105-2 學期環境學院研究生獎學金授獎狀況如附件

四。 

3.依本院 105-2 學期外籍學生東華獎學金審查會議決議，建議修正意見：

國立東華大學環境學院「研究生獎學金」作業要點無著墨於外籍博士

班學生，建議於考量國際研討會、國外期刊之發表次數、外部獎學金

獲獎次數與其論文及課業指導委員會意見等後，仍需予以鼓勵。擬提

修正草案對照表如附件五。 

4.本會議決議擬為提案，檢陳 106-1 學期院系務會議討論。 

決議：1.修正後通過。 

2.本審查會議名稱配合校「國立東華大學外國學生就讀本校獎學金辦

法」更名為「環境學院外國學生申請入學暨獎學金審查會議」。 

3.是否增列非外籍博士班學生授奬資格部分條文，建議於院系務會議另

案討論。 

 

案由四：本院系外籍博士班申請文件增列「論文指導教授同意書」，提請 討

論。 

說明：無提供潛在論文指導教授姓名之外籍博士班申請者不予進入入學申請審

查程序，潛在論文指導教授對其讀書計畫及各項獎學金申請之協助形同

論文指導教授。 

決議：系行政人員於外籍博士學生註冊報到日時，提供已屬名之論文指導教授

同意書請渠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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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學院 

 106-2 學期（2018 春季班）外國學生申請入學暨獎學金審查會議（第一梯次） 

會議紀錄 

 

時間：民國 106 年 11 月 28 日（週二）17:00-18:20 

地點：環境學院大樓二樓院小會議室（A205 & B206） 

主持人：裴院長家騏        記錄：李莉莉 

初審教師：裴院長家騏、黃主任文彬、蘇教授銘千、黃副教授國靖、吳副教授

海音、蔡副教授金河、李副教授俊鴻 

請假：紀教授駿傑、李副教授光中 

 

議案討論 

案由一：請審閱 106-2 學期環境學院外國學生申請入學資料，並就錄取與否、

英文能力檢定合格與否（或是否需補語言能力證明）、授予東華獎學

金和發放類型，或南向獎學金，及環境學院研究生獎學金（16,000

元）與否，予以討論。 

說明：1.申請者之申請資料（詳閱附件一 p.4-p.5；依英文能力排序。人文與環

境碩士學位學程：7 位、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博士班：6 位、自然資

源與環境學系碩士班國際組：4 位）請初審教師線上審閱，或至系辦

查看紙本資料。 

2.校分配予環境學院之東華獎學金 106-2 學期名額為：A 類 3 名（100%

學費及學分費減免+生活津貼 30,000 元[簡稱 A 類]）、B 類 2 名

（100%學費及學分費減免[簡稱 B 類]），C 類不限制人數（50%學費

及學分費減免[簡稱 C 類]）。 

3.申請者獎學金申請狀況： 

東華獎學金申請者：17 名。 

南向獎學金申請者：符合申請資格者 1 名。 

4.南向獎學金、東華獎學金及環境學院研究生獎學金內容詳閱附件二

p.3。 

擬辦：決議後將由系辦於外國學生線上審查系統填報院級審查結果。 

決議：1.綜合申請者之讀書計畫、論文指導教授狀況、英語能力、申請志願序

等錄取 12 名，其中 9 名給予條件式入學許可。 

2.依申請者讀書計畫與本院系學門領域適切性決議東華獎學金受獎狀

況。東華獎學金 A 類 3 名、B 類 2 名、C 類 7 名。 

http://ias.ndhu.edu.tw/workbench/employee/lo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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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環境學院研究生獎學金留待渠等入學後再審。 

4.申請者資料與相關決議事項詳附件一。 

 

會後討論交辦事項 

3. 整理歷年東華獎學金受獎與學生註冊報到統計資料。 

4. 國際事務處公告榜單後，由系辦公室電郵學位學程／學系主任之歡迎信予錄

取者，並將歡迎信、院系簡介摺頁郵寄至東華獎學金 A、東華獎學金 B 受

獎者，期以提高註冊報到率。 

  



366 

 

環境學院 

106-2 學期外國學生申請入學暨獎學金審查會議 

會議紀錄 

 

時間：民國 107 年 3 月 14 日（週三）12:00-13:00 

地點：環境學院大樓一樓會議室（B104） 

主持人：裴院長家騏 

出席：裴院長家騏、黃主任文彬、蘇教授銘千、李教授俊鴻、吳副教授海音、

蔡副教授金河、李副教授光中 

列席：陳紫娥老師 

請假：紀教授駿傑、黃副教授國靖 

聯絡人：李莉莉                            電話：03-8633335 

記錄：李莉莉 

 

提案討論 

案由一：博士班學生 THEERAPONG CHUMSANGRI（學號：810254006）、

SRIARKARIN, SUPASIT（學號：810354003）、JINTANA CHAIWONG

（學號：810354004）、KANOKPORN KAEWSONG（學號：

810354005）擬提申請再延長東華獎學金之受獎次數一次，提請 討

論。 

說明：1.渠等係依「國立東華大學外國學生就讀本校獎學金辦法」第六版第七

條第三點「受領獎學金（含免學費及生活津貼）之期限，……博士班

至多六學期，……惟博士班學生，得視情況經指導老師及院系所同

意，經外國學生申請入學暨獎學金審查小組會議通過，得申請延長四

次為限，獎學金內容以學雜費減半為限。」提出申請。 

2.依本院 105-2 學期外籍學生東華獎學金審查會議決議，申請延長東華獎

學金受獎次數之博士班學生須請論文指導教授推薦，或補充說明（詳

附件一）。 

3.若同意渠等延長受獎次數，依本校東華獎學金辦法第六版第七條第三

點，本次東華獎學金為 50%學費及學分費減免。 

決議：1.照案通過。受獎建議名單詳附件一。 

2.為符合議事程序，未來該案分列兩案。一案審議是否同意其申請延

長；另一案為是否授予東華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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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二：請審閱 106-2 學期外籍學生東華獎學金申請件資料－人文與環境碩士

學位學程（3 位）、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碩士班國際組（5 位），並

就發放之東華獎學金類型（100%學費及學分費減免+生活津貼 30,000

元、100%學費及學分費減免、50%學費及學分費減免），及提供環境

學院研究生獎學金（16,000 元）與否予以討論。 

說明：1.請至系辦查看申請者之紙本資料。 

2.現行東華獎學金類型，共 3 種：(1) 100%學費及學分費減免+生活津貼

30,000 元（簡稱 A 類）、(2) 100%學費及學分費減免（簡稱 B 類）、

(3) 50%學費及學分費減免（簡稱 C 類）。校分配予環境學院之東華獎

學金名額為 A：4 名、B：2 名、C：不限制人數。 

3.依本院 105-2 學期外籍學生東華獎學金審查會議決議，外國學生獎學金

院級審查給獎原則：受獎班別順序、指導教授推薦信、受奨成績下限

（A 類：GPA3.7 以上、B 類：GPA3.3 以上、C 類：GPA3.0 以上）。

另依 106-1 學期外國學生申請入學暨獎學金審查會議之會議決議「為

符合獎學金受獎精神，在本院已經修讀六個學期以上之碩士班申請

者，不論渠前六個學期有無申請東華獎學金，在審議時，須特別考量

學生修課科目、學術表現、論文進度等參考資料而予以准駁其東華獎

學金申請資格和受奬類型，且不受上開第 1 點東華獎學金受獎排序原

則之限制。」 

4.依環境學院研究生獎學金經費來源估計，環境學院研究生獎學金目前

約可提供的學生人數約為 5 位；考量校方經費尚可能變動，建議以排

序方式處理。 

5.申請者狀況簡述（詳附件二）。 

6.依會議決議，由系行政人員填報國際事務處外籍學生東華獎學金申請

系統，檢陳東華大學外籍學生東華獎學金審查會議審議，並協助撥款

事宜。 

決議：1.東華獎學金受獎排序原則：歷年學業成績、論文指導教授意見、學生

特殊狀況。 

2.環境學院研究生獎學金資格及排序原則：資格為已獲上述東華獎學金

B 類或 C 類的研究生，排序原則：學生特殊狀況、班別、研究或期刊

發表狀況、就學學期數。 

3.東華獎學金及環境學院研究生獎學金受獎建議名單詳附件二。 

 

案由三：本院外籍學生申請「東華獎學金」（東獎）受獎原則，提請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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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係依環境學院 106 年度第 1 學期第 4 次院系務會議決議辦理（詳附件

三）。 

決議：1.舊生：採碩、博士班混合排名方式評比，建議受獎審查考量原則：(1).

歷年學業成績(GPA)：申請最低條件限制（A 類：GPA3.7 以

上、B 類：GPA3.3 以上、C 類：GPA3.0 以上）。(2).註冊學期：

碩士班學生 6 學期以下、博士班學生 8 學期以下。(3).論文指導

老師推薦與否及內容。(4).在學期間之論文、期刊、研討會等歷

年發表狀況。 

新生：建議受獎審查考量原則：(1).英語程度優者。(2).東南亞國家之申

請者。(3).現職為相關政府單位人員、大學教師或學術研究機構

研究人員、NGO 部門工作者，或已有研究經費、有論文及期刊

發表者。 

2.會議結論送 106-2 學期第 3 次院系務會議討論。 

 

臨時動議 

一、 建請委員們共同思考，如何提高招生效益及促進或增強本院系學生之國際化，如

雙聯學位，或以 2 年本校+2 年他校方式取得學位等事宜。 

討論決議：擬請蔡金河委員於本年度 4 月外國學生申請入學暨獎學金審查會議時臚列

概念或想法後，再送院系務會議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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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學院 

 107-1 學期（2018 秋季班）外國學生申請入學暨獎學金審查會議（第一梯次） 

會議紀錄 

 

時間：民國 107 年 4 月 24 日（週二）12:00-14:30 

地點：環境學院大樓一樓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會議室（B104） 

主持人：裴院長家騏        記錄：李莉莉 

初審教師：裴院長家騏、黃主任文彬、蘇教授銘千、黃副教授國靖、吳副教授

海音、蔡副教授金河、李助理教授宜澤 

請假：李教授俊鴻、李副教授光中 

 

議案討論 

案由一：請審閱 107-1 學期環境學院外國學生申請入學資料，並就錄取與否、

英文能力檢定合格與否（或是否需補語言能力證明）、授予東華獎學

金和發放類型，或南向獎學金，及環境學院研究生獎學金（16,000

元）與否，予以討論。 

說明：1.申請者之申請資料（詳閱附件一 p.6-p.8；依英文能力排序。人文與環

境碩士學位學程：10 位、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博士班：3 位、自然資

源與環境學系碩士班國際組：10 位、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學士班：2

位）請初審教師線上審閱，或至系辦查看紙本資料。 

2.校分配予環境學院之東華獎學金 107-1 學期名額為：A 類 4 名（100%

學費及學分費減免+生活津貼 30,000 元[簡稱 A 類]）、B 類 5 名

（100%學費及學分費減免[簡稱 B 類]），C 類不限制人數（50%學費

及學分費減免[簡稱 C 類]）。 

3.南向獎學金、東華獎學金及環境學院研究生獎學金內容詳閱附件二

p.4。 

擬辦：決議後由系辦於外國學生線上審查系統填報院級審查結果。 

決議：1.綜合申請者讀書計畫之研究方向與本院系學門領域適切性、論文指導

教授狀況、學經歷、中文、英語能力等錄取 14 名，其中 3 名給予條

件式入學許可。 

2.綜合申請者之讀書計畫與本院系學門領域適切性、在學成績、英語能

力、申請志願序等決議東華獎學金受獎狀況。東華獎學金 A 類 4 名、

B 類 5 名、C 類 5 名；其中 B 類及 C 類再依序排前二及前三，以利教

http://ias.ndhu.edu.tw/workbench/employee/lo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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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部臺灣獎學金獲獎名單公告後之校入學審查會議（2018/5/1）時依

序遞補流程。 

3.環境學院研究生獎學金暫先提供 B 類前二兩名申請者，以提高渠等註

冊就讀意願，餘留待渠等入學後另審。 

4.系辦須於院級申請入學暨獎學金審查會議召開前確認博士班，及特定

國家人士來臺，需「申請中華民國簽證保證書」申請者之論文指導教

授狀況。 

5.申請者資料與相關決議事項詳附件一。 

 

案由二：「國立東華大學環境學院研究生獎學金作業要點」修正案，提請 討

論。 

說明：1.建議將未獲任何獎學金之學生（如：東華獎學金受獎期滿）納入申請

資格，以獎勵或安定渠等就學。 

2.本會議決議通過後，檢陳系院務聯合會議審議。 

3.國立東華大學環境學院研究生獎學金作業要點部分條文修正對照表如

下。 

修 正 內 容 現 行 內 容 說      明 

第二條 五、外籍碩、博生

申請入學或註冊，獲本校

「學雜費全免」或「學雜費

減半」獎學金，及「未獲獎

學金」者，每學期經本院

「國際事務委員會」審議擇

優，由本院分期撥付當學期

16,000 元。 

第二條 五、外籍碩、博生

申請入學，獲本校「學雜費

全免」或「學雜費減半」獎

學金者，每學期經本院「國

際事務委員會」審議擇優，

由本院分期撥付當學期

16,000 元。 

為獎勵或安定學生就學而建

議修正。 

 

決議：1.同意修正，惟條文修正內容（詳如下表）及審查執行細節再議。 

2.建請考量環境學院研究生獎學金之受獎，是以吸引新生、舊生獎優或

急難救助等行之。 

修 正 內 容 現 行 內 容 說      明 

第二條 五、申請入學或已

註冊之外籍碩、博生，除獲

本校「學雜費減免和生活津

貼」獎學金以外者，每學期

經本院「國際事務委員會」

審議擇優，由本院分期撥付

第二條 五、外籍碩、博生

申請入學，獲本校「學雜費

全免」或「學雜費減半」獎

學金者，每學期經本院「國

際事務委員會」審議擇優，

由本院分期撥付當學期

為獎勵或安定學生就學而建

議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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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學期 16,000 元。另，申請

入學之外籍碩、博生，獲本

校「學雜費減免」獎學金

者，每學期經本院「國際事

務委員會」審議擇前二至三

名，由本院分期撥付當學期

16,000 元。 

16,000 元。 

 

案由三：本院外籍學生申請「東華獎學金」（東獎）受獎原則，提請 討論。 

說明：1.係依環境學院 106 年度第 1 學期第 4 次系院務聯合會議決議辦理。106

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系院務聯合會議，部分委員表示，建議受獎審查

考量原則，較未能以公正、客觀評比非英語系國家之申請者及學生，

且是否增列中文能力、第三世界國家之申請者或學生，建議再斟酌。 

2.原擬受獎原則如下供參： 

●舊生：採碩、博士班混合排名方式評比，建議受獎審查考量原則：

(1).歷年學業成績(GPA)：申請最低條件限制（A 類：GPA3.7 以上、

B 類：GPA3.3 以上、C 類：GPA3.0 以上）。(2).註冊學期：碩士班學

生 6 學期以下、博士班學生 8 學期以下。(3).論文指導老師推薦與否

及內容。(4).在學期間之論文、期刊、研討會等歷年發表狀況。 

●新生：建議受獎審查考量原則：(1).英語程度優者。(2).東南亞國家之

申請者。(3).現職為相關政府單位人員、大學教師或學術研究機構研

究人員、NGO 部門工作者，或已有研究經費、有論文及期刊發表

者。 

決議：建議修正後（如下），檢陳系院務聯合會議審議。 

舊生：建議受獎審查考量因子：綜合考量渠等之歷年學業成績(GPA)：申

請最低條件限制（A 類：GPA3.7 以上、B 類：GPA3.3 以上、C

類：GPA3.0 以上）、註冊學期：碩士班學生 6 學期以下、博士班

學生 8 學期以下、論文指導老師推薦與否及內容，及在學期間之

論文、期刊、研討會等歷年發表狀況。 

新生：建議受獎審查考量因子：綜合考量渠等之學經歷、研究方向適切

性、英語能力及個人財力證明等其他所提供之申請資料；惟特定

國家人士之申請者，另須提供論文指導教授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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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學院 

 107-1 學期（2018 秋季班）外國學生申請入學暨獎學金審查會議（第二梯次） 

會議紀錄 

 

時間：民國 107 年 5 月 16 日（週三）17:00-18:00 

地點：環境學院大樓一樓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會議室（B104） 

主持人：裴院長家騏        記錄：李莉莉 

初審教師：裴院長家騏、黃主任文彬、蘇教授銘千、李教授俊鴻、吳副教授海

音、蔡副教授金河 

請假：黃副教授國靖、李副教授光中、李助理教授宜澤 

 

報告事項 

3.99 學年度至 106 學年度環境學院註冊之外籍學生數與國籍狀況詳下表，外籍

學生數總計 70 位（碩士班／碩士學位學程：56 位；博士班：14 位），共來

自 18 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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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為有效運用東華獎學金與環境學院研究生獎學金，提供獎學金授予狀況與

新生註冊比率如後供參酌（詳如次頁下表）。東華獎學金 Type A：50.94%、

Type B：28.89%、Type C：15%。亞齊政府獎學金：100%、DIKTI(BUDI)

獎學金：87.5%、外交部臺灣獎學金：66.67%、教育部臺灣獎學金：

100%、科技部臺灣獎學金：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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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1 100-1 100-2 101-1 101-2 102-1 102-2 103-1 103-2 104-1 104-2 105-1 105-2 106-1 106-2 合計／人次

亞齊政府獎學金 0 3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3

註冊學生數 0 3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3

Dikti獎學金 0 0 0 2 0 1 0 4 0 0 0 1 0 0 0 8

註冊學生數 0 0 0 2 0 1 0 3 0 0 0 1 0 0 0 7

其他（如:任教學校補助）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1

註冊學生數 0 0 0 0 0 0 0 1 0 0 0 0 0 0 0 1

臺灣獎學金－外交部 0 1 0 1 0 0 0 0 0 0 0 1 0 0 0 3

註冊學生數 0 0 0 1 0 0 0 0 0 0 0 1 0 0 0 2

臺灣獎學金－教育部 1 1 0 1 0 0 0 2 0 1 0 2 0 2 0 10

註冊學生數 1 1 0 1 0 0 0 2 0 1 0 2 0 2 0 10

臺灣獎學金－科技部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1

註冊學生數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1 0 1

東華獎學金－Type A 0 5 2 10 1 4 0 6 1 4 2 4 2 8 4 53

環境學院獎學金 - - - - - - - 6 0 0 2 0 0 0 0 8

註冊學生數 0 4 0 5 0 1 0 4 1 3 2 1 0 2 4 27

東華獎學金－Type B 0 0 1 0 0 5 1 9 0 6 2 12 1 6 2 45

環境學院獎學金 - - - - - - - 9 0 6 2 3 1 0 0 21

註冊學生數 0 0 1 0 0 3 1 1 0 3 2 2 0 0 0 13

東華獎學金－Type C - － － － 0 2 0 9 0 3 0 12 1 6 7 40

環境學院獎學金 － － － － － － － 9 0 3 0 0 0 0 0 12

註冊學生數 － － － － 0 1 0 3 0 0 0 2 0 0 0 6

國外

國內

校內

獎學金與環境學院外籍新生註冊狀況

獎學金來源 獎學金種類
學期

 

 

 

 

 

 

 

 

 

 

 

 

 

議案討論 

案由一：請審閱 107-1 學期第二梯次環境學院外國學生申請入學資料，並就錄

取與否、英文能力檢定合格與否（或是否需補語言能力證明）、授予

東華獎學金和發放類型，或南向獎學金，及環境學院研究生獎學金

（16,000 元）與否，予以討論。 

說明：1.申請者之申請資料（詳閱附件一 p.6-p.7；依英文能力排序。人文與環

境碩士學位學程：2 位、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博士班：4 位、自然資

源與環境學系碩士班國際組：6 位）請初審教師線上審閱，或至系辦

查看紙本資料。 

2.校分配予環境學院之東華獎學金 107-1 學期第二梯次名額為：A 類 2 名

（100%學費及學分費減免+生活津貼 30,000 元[簡稱 A 類]）、B 類 4

名（100%學費及學分費減免[簡稱 B 類]），C 類不限制人數（50%學

費及學分費減免[簡稱 C 類]）。 

3.107-1 學期第二梯次環境學院研究生獎學金名額為 1-2 名。 

4.南向獎學金、東華獎學金及環境學院研究生獎學金內容詳閱附件二

p.5。 

擬辦：決議後由系辦於外國學生線上審查系統填報院級審查結果。 

決議：1.綜合申請者之讀書計畫、論文指導教授狀況、英語能力、在校成績等

錄取 7 名，其中 1 名給予條件式入學許可。 

http://ias.ndhu.edu.tw/workbench/employee/lo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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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依申請者讀書計畫之完整性、與本院系學門領域適切性等決議東華獎

學金受獎狀況及排序。東華獎學金 A 類 2 名、B 類 4 名，及 C 類 1

名。 

3.依申請者讀書計畫與本院系學門領域適切性決議環境學院研究生受獎

狀況。若於校審查會議改變渠等之東華獎學金狀態，再依東華獎學金

排序依序授予環境學院研究生獎學金。 

4.申請者資料與相關決議事項詳附件一。 

環境學院 107 學年第 1 學期第 1 次國際事務委員會 

會議紀錄 

 

時間：民國 107 年 9 月 27 日（週四）12:00-13:50 

地點：環境學院大樓一樓系辦會議室（B104） 

主持人：蘇教授銘千 

出席：蘇教授銘千、吳副教授海音、黃副教授國靖、顏副教授君毅、許副教授

育誠、李助理教授宜澤 

請假：陳代理院長紫娥、黃主任文彬、李副教授光中、許教授世璋 

聯絡人：李莉莉                            電話：03-8903335 

記錄：李莉莉 

 

案由一：博士班學生 KANOKPORN KAEWSONG（學號：810354005）擬提申

請延長東華獎學金之受獎次數一次，提請 討論。 

說明：1.渠係依「國立東華大學外國學生就讀本校獎學金辦法」第六版第七條

第三點「受領獎學金（含免學費及生活津貼）之期限，……博士班至

多六學期，……惟博士班學生，得視情況經指導老師及院系所同意，

經外國學生申請入學暨獎學金審查小組會議通過，得申請延長四次為

限，獎學金內容以學雜費減半為限。」提出申請。 

2.依本院 105-2 學期外籍學生東華獎學金審查會議決議，申請延長東華獎

學金受獎次數之博士班學生須請論文指導教授推薦，或補充說明（詳

附件一）。 

決議：照案通過，同意渠申請延長此次受獎。 

 

案由二：承案由一，若同意博士班學生 KANOKPORN KAEWSONG（學號：

810354005）延長東華獎學金受獎次數，是否同意本次東華獎學金為

50%學費及學分費減免，提請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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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1.若同意渠等延長受獎次數，依本校東華獎學金辦法第五版第七條第三

點，本次東華獎學金為 50%學費及學分費減免。 

2.依會議決議，由系行政人員填報國際事務處外國學生東華獎學金申請

系統，檢陳東華大學外國學生東華獎學金審查會議審議，並協助撥款

事宜。 

決議：照案通過。受獎建議名單詳附件一。 

 

案由三：請審閱 107-1 學期外國學生東華獎學金申請件資料－自然資源與環境

學系博士班（2 位）、人文與環境碩士學位學程（3 位）、自然資源

與環境學系碩士班國際組（3 位），並就發放之東華獎學金類型予以

討論。 

說明：1.請至系辦查看申請者之紙本資料。 

2.現行東華獎學金類型，共 3 種：(1) 100%學費及學分費減免+生活津貼

30,000 元（簡稱 A 類）、(2) 100%學費及學分費減免（簡稱 B 類）、

(3) 50%學費及學分費減免（簡稱 C 類）。校分配予環境學院之東華獎

學金名額為 A：3 名、B：2 名、C：不限制人數。 

3.依本院 106-2 學期第 3 次系院務聯合會議決議，外國學生東華獎學金院

級審查給獎原則：綜合考量渠等之歷年學業成績(GPA)：申請最低條

件限制（A 類：GPA3.70 以上、B 類：GPA3.30 以上、C 類：

GPA3.00 以上）、註冊學期：碩士班學生 6 學期以下、博士班學生 8

學期以下、論文指導老師推薦與否及內容，及在學期間之論文、期

刊、研討會等歷年發表狀況。 

4.國際事務處建請院系審慎獎學金核給，於學業成績同分狀況下，請將

已修習過華語課程，或已申請華語課程免修通過者位序列前。 

5.申請者資料簡述詳附件二。 

6.依會議決議，由系行政人員填報國際事務處外國學生東華獎學金申請

系統，檢陳東華大學外國學生東華獎學金審查會議審議，並協助撥款

事宜。 

決議：1.綜合申請者之歷年學業成績、華語修課狀況、論文指導教授補充說明

意見、期刊論文發表狀況、106-2 學期修課課程及成績等決議東華獎

學金受獎狀況。東華獎學金 A 類 3 名、B 類 2 名、C 類 2 名，及不受

獎 1 名。 

2.建議提案至國際事務處修正「國立東華大學外國學生就讀本校獎學金

辦法第八條內容」，考慮將華語列為東華獎學金受獎者之畢業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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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受獎學生曲解與質疑校系所審查作業。 

3.東華獎學金受獎建議名單詳附件二。 

 

案由四：請審閱 107-1 學期外國學生環境學院研究生獎學金，提請 討論。 

說明：1.依環境學院研究生獎學金經費來源估計，環境學院研究生獎學金（受

獎金額：當學期 16,000 元）目前約可提供的學生人數為 4 位；考量校

方經費尚可能變動，建議以排序方式處理。 

2.申請者資料請閱附件二（承案由二、三決議之 B 類、C 類及未獲獎

者）及附件三。 

3.依會議決議，由系行政人員協助於本年度 10 月至次年 1 月之撥款事

宜。 

決議：1.綜合申請者之論文指導教授補充說明意見、期刊論文發表狀況、歷年

學業成績等，以委員不計名評比方式排序 6 位申請者，決議環境學院研

究生獎學金狀況，計發 4 名。 

2.委員評比分數排序第四及第五差距大，基於獎優考量，排序第五後不

遞補。 

 

案由五：本院外國學生註冊報到率降低，提請 討論。 

說明：據過往聯繫經驗，有回應之少部分錄取者表示獎學金、財務狀況考量而

不入學；亦有需簽證保證書國籍之錄取者，因居留簽證無法順利核發至

無法入學者。 

建議：建議本校提高東華獎學金之受獎名額，以吸引錄取學生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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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學院 107 學年第 1 學期第 2 次國際事務委員會 

 107-2 學期（2019 春季班）外國學生申請入學暨獎學金審查會議 

會議紀錄 

 

時間：民國 107 年 11 月 27 日（週二）12:00-14:00 

地點：環境學院大樓一樓 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會議室（B104） 

主持人：陳代理院長紫娥        紀錄：李莉莉 

初審教師：陳代理院長紫娥、黃主任文彬、李助理教授宜澤、莊副教授致嘉、

蘇教授銘千、黃副教授國靖、吳副教授海音、顏副教授君毅、許副

教授育誠 

請假：李副教授光中、許教授世璋 

聯絡人：李莉莉          電話：03-8903335 

 

議案討論 

案由一：請審閱 107-2 學期環境學院外國學生申請入學資料，並就錄取與否、

英文能力檢定合格與否（或是否需補語言能力證明）、授予東華獎學

金和發放類型，或南向獎學金、環境學院研究生獎學金（16,000 元）

與否，予以討論。 

說明：1.申請者之申請資料（詳閱附件一 p.4-p.6；依東華志願序、英語能力排

序。人文與環境碩士學位學程：12 位、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博士班：

7 位、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碩士班國際組：15 位）請初審教師線上審

閱，或至系辦查看紙本資料。 

2.校分配予環境學院外國學生 107-2 學期名額：博士班 1 名、碩士班 5

名；東華獎學金名額為：A 類 1 名（100%學費及學分費減免+生活津

貼 30,000 元[簡稱 A 類]）、B 類 4 名（100%學費及學分費減免[簡稱

B 類]），C 類不限制人數（50%學費及學分費減免[簡稱 C 類]）。 

3.南向獎學金、東華獎學金及環境學院研究生獎學金（B 類擇優 2-3 名）

內容詳閱附件二 p.3。 

4.建議錄取名額及各類獎學金皆以排序處理。 

擬辦：決議後由系辦於外國學生線上審查系統填報院級審查結果。 

決議：1.綜合申請者志願序、英語能力、財力證明、論文指導教授狀況、讀書

計畫之研究方向與本院系學門領域適切性等錄取 10 名，其中 2 名給予

條件式入學許可。 

http://ias.ndhu.edu.tw/workbench/employee/login
http://ias.ndhu.edu.tw/workbench/employee/lo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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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碩士班分配名額狀況：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碩士班國際組 3 位、備取 2

位，人文與環境碩士學位學程 2 位、備取 2 位，並再排錄取順序，以利

校審查會議時之遞補流程。 

3.綜合申請者之論文指導教授狀況、在學成績、讀書計畫與本院系學門

領域適切性、英語能力等決議東華獎學金受獎狀況。東華獎學金 A 類 1

名、B 類 4 名、C 類 7 名；其中 B 類及 C 類再排序，以利校審查會議

時之遞補流程。 

4.環境學院研究生獎學金，考量本院一學系、一學位學程與院現階段重

點招生國家，暫先提供 B 類三名申請者，以提高渠等註冊就讀意願，

餘留待渠等入學後另審。 

5.申請者資料與相關決議事項詳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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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學院 107 學年第 2 學期第 1 次國際事務委員會 

會議紀錄 

 

時間：民國 108 年 3 月 19 日（週二）12:00-13:20 

地點：環境學院大樓二樓院小會議室（A205 & B206） 

主持人：張院長文彥 

出席：張院長文彥、黃主任文彬、莊副教授致嘉、許副教授育誠、黃副教授國

靖、吳副教授海音、李副教授光中 

請假：李助理教授宜澤、顏副教授君毅、蘇教授銘千、許教授世璋 

聯絡人：李莉莉                            電話：03-8903335 

記錄：李莉莉 

 

案由一：兩位博士班學生擬提申請延長東華獎學金之受獎次數一次，提請 討

論。 

說明：1.渠等係依「國立東華大學外國學生就讀本校獎學金辦法」第六版第七

條第三點「受領獎學金（含免學費及生活津貼）之期限，……博士班

至多六學期，……惟博士班學生，得視情況經指導老師及院系所同

意，經外國學生申請入學暨獎學金審查小組會議通過，得申請延長四

次為限，獎學金內容以學雜費減半為限。」提出申請。 

2.依本院 105-2 學期外籍學生東華獎學金審查會議決議，申請延長東華獎

學金受獎次數之博士班學生須請論文指導教授推薦，或補充說明（詳

附件一）。 

決議：照案通過，同意渠等申請延長此次受獎。 

 

案由二：承案由一，若同意兩位博士班學生延長東華獎學金受獎次數，是否同

意本次東華獎學金為 50%學費及學分費減免，提請 討論。 

說明：1.若同意渠等延長受獎次數，依本校東華獎學金辦法第五版第七條第三

點，本次東華獎學金為 50%學費及學分費減免。 

2.依會議決議，由系行政人員填報國際事務處外國學生東華獎學金申請

系統，檢陳東華大學外國學生東華獎學金審查會議審議，並協助撥款

事宜。 

決議：照案通過。受獎建議名單詳附件一。 

 

案由三：請審閱 107-2 學期外國學生東華獎學金申請件資料－自然資源與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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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系博士班（3 位）、人文與環境碩士學位學程（4 位）、自然資源

與環境學系碩士班國際組（3 位），並就發放之東華獎學金類型予以

討論。 

說明：1.請至系辦查看申請者之紙本資料。 

2.現行東華獎學金類型，共 3 種：(1) 100%學費及學分費減免+生活津貼

30,000 元（簡稱 A 類）、(2) 100%學費及學分費減免（簡稱 B 類）、

(3) 50%學費及學分費減免（簡稱 C 類）。校分配予環境學院之東華獎

學金名額為 A：4 名、B：3 名、C：不限制人數。 

3.依本院 106-2 學期第 3 次系院務聯合會議決議，外國學生東華獎學金院

級審查給獎原則：綜合考量渠等之歷年學業成績(GPA)：申請最低條

件限制（A 類：GPA3.70 以上、B 類：GPA3.30 以上、C 類：

GPA3.00 以上）、註冊學期：碩士班學生 6 學期以下、博士班學生 8

學期以下、論文指導老師推薦與否及內容，及在學期間之論文、期

刊、研討會等歷年發表狀況。 

4.國際事務處建請院系審慎獎學金核給，於學業成績同分狀況下，請將

已修習過華語課程，或已申請華語課程免修通過者位序列前。 

5.申請者資料簡述詳附件二。 

6.依會議決議，由系行政人員填報國際事務處外國學生東華獎學金申請

系統，檢陳東華大學外國學生東華獎學金審查會議審議，並協助撥款

事宜。 

決議：1.綜合申請者之歷年學業成績、107-1 學期學業成績及修課課程狀況、在

臺學習狀況、指導教授補充說明意見等決議東華獎學金受獎狀況。東

華獎學金 A 類 4 名、B 類 3 名、C 類 3 名。 

2.東華獎學金受獎建議名單詳附件二。 

 

案由四：請審閱 107-2 學期外國學生環境學院研究生獎學金，提請 討論。 

說明：1.依環境學院研究生獎學金經費來源估計，環境學院研究生獎學金（受

獎金額：當學期 16,000 元）目前約可提供的學生人數為 6 位；考量校

方經費尚可能變動，建議以排序方式處理。 

2.申請者資料請閱附件二（承案由二、三決議之 B 類、C 類及未獲獎

者）及附件三。 

3.依會議決議，由系行政人員協助於本年度 3 月至 6 月之撥款事宜。 

決議：1.綜合申請者之歷年學業成績、論文指導教授補充說明意見、期刊論文

發表狀況等，決議環境學院研究生獎學金狀況，計發 6 名，並排序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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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以利遞補程序。 

2.以委員不記名投票排序第七及第八，排序第八後不遞補。 

案由五：國立東華大學環境學院人文與環境碩士學位學程轉系審查標準，提請 

討論。 

說明：1.係依教務處註冊組指示辦理。 

2.未制訂轉系所審查標準前，核准之轉系學生須簽准後始得轉至本碩士

學位學程。 

3.人文與環境碩士學位學程轉系審查標準稿如附件四。 

4.決議後檢送 107-2 學期院系聯合課程暨學程會議及系院務聯合會議審

議。 

決議：照案通過，檢送 107-2 學期院系聯合課程暨學程會議及系院務聯合會議

審議。 

 

案由六：108 學年度環境學院人文與環境碩士學位學程之課程規劃，提請 討

論。 

說明：1.107 學年度課程規劃詳附件五。 

2.人文社會科學學院王院長提供之 5 門建議課程依序為 1.亞太區域研究導

論、2.亞太地區國家與經濟發展、3.亞太地區社會文化政策、4.臺灣南

島語言與文化、5.文化地理研究專題（各科課綱詳附件六）。 

3.依討論結果，檢送環境學院系院聯合課程暨學程委員會審議。 

決議：先進行課程及授課教師調查，並預排未來三學年度之全英語授課課程，

再進行 108 學年度課程規劃調整。 

 

案由七：環境學院人文與環境碩士學位學程未來的方向與即將面臨的困境因

應，提請討論。 

說明：108 學年度本地生招生名額已被校方減招 1 名，可招生之本地學生名額為

1 名。外籍學生，自 103 學年度招生，每學年度約 1-2 名註冊。 

決議：1.期以課規或課程內容調整增加註冊率。 

2.因環境學院人文與環境碩士學位已報部通過，建議將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碩

士班國際組與人文與環境碩士學位學程進行整併，僅保留一全英語授課學

程；必要時報部更名，以獲人文社會學群、地球科學學群、生態與保育學

群、環境教育與管理學群等學生申請、報考及師資之支持。 

3.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碩士班國際組與人文與環境碩士學位學程碩士班國際組

整併一事，擬案至系院務聯合會議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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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學院 107 學年第 2 學期第 2 次國際事務委員會 

 108-1 學期（2019 秋季班）外國學生申請入學暨獎學金審查會議 

會議紀錄 

 

時間：民國 108 年 4 月 16 日（週二）12:15-14:20 

地點：環境學院大樓一樓 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會議室（B104） 

主持人：許國際事務委員育誠 

出席：黃主任文彬、許副教授育誠、李助理教授宜澤、莊副教授致嘉、黃副教

授國靖、吳副教授海音、顏副教授君毅、蘇教授銘千、許教授世璋 

請假：張院長文彥、李副教授光中 

聯絡人：李莉莉                            電話：03-8903335 

紀錄：李莉莉 

 

議案討論 

案由一：請審閱 108-1 學期環境學院外國學生申請入學資料，並就錄取與否、

英文能力檢定合格與否（或是否需補語言能力證明）、授予東華獎學

金和發放類型，或南向獎學金、環境學院研究生獎學金（16,000 元）

與否，予以討論。 

說明：1.申請者之申請資料（詳閱附件一 p.8-p.11；依英文能力、志願序與是否

需簽證保證書排序。人文與環境碩士學位學程：19 件、自然資源與環

境學系博士班：11 件、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碩士班國際組：32 件、

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碩士班：1 件）請初審教師線上審閱，或至系辦

查看紙本資料。 

2.校分配予環境學院外國學生 108-1 學期名額尚未公告，請以排序方式處

理；待校公告各類獎學金配額後，依受獎排序由系辦協助代填。 

3.南向獎學金、東華獎學金及環境學院研究生獎學金（B 類擇優 2-3 名）

內容詳閱附件二 p.3。 

擬辦：決議後由系辦於外國學生線上審查系統填報院級審查結果。 

決議：1.綜合申請者論文指導教授狀況、簽證保證人、英語能力、志願序、在

學成績、讀書計畫之研究方向與本院系學門領域適切性、財力證明等錄

取 25 名（自資系博士班：3 位、人文與環境碩士學位學程：9 位、自資

系碩士班國際組：13 位），其中 5 名給予條件式入學許可。 

2.2 名博士班申請者因於審查會議後確認論文指導教授，擬請國際事務處

將申請件轉至第二梯次，以利東華獎學金之審查。 

http://ias.ndhu.edu.tw/workbench/employee/lo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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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綜合校方政策、國籍（新南向院系重點發展國家）、申請者之論文指導

教授狀況、英語能力、在學成績、讀書計畫與本院系學門領域適切性等

決議與排序東華獎學金受獎狀況。 

4.環境學院研究生獎學金，暫先提供 B 類三名申請者，以提高渠等註冊

意願，餘留待渠等入學後另審。 

5.申請者資料與相關決議事項詳附件一。 

 

案由二：108 學年度環境學院人文與環境碩士學位學程之課程規劃，提請 討

論。 

說明：1.107 學年度課程規劃詳附件三 p.4-p.7。 

2.108 學年度至 110 學年度全英語課程開課狀況表如附件四 p.12-p.13。 

3.人文社會科學學院王院長提供之 6 門建議課程依序為 1.人類生態系统-

架構與應用、2.亞太區域研究導論、3.亞太地區國家與經濟發展、4.亞

太地區社會文化政策、5.臺灣南島語言與文化、6.文化地理研究專題

（各科課綱詳附件五）。 

4.依討論結果，檢送環境學院系院聯合課程暨學程委員會討論。 

決議：1.建議刪除之課程，若能確認 108 學年度至 110 學年度之開課學期，則

保留；若授課教師無法明列開課學期，則建議刪除該課。 

2.教師建議新增之課程除需提供課綱外，另需請授課教師排定開課學

期。 

3.人文社會科學學院建議新增之六門課程，建議增列排序前三名至人文

與環境碩士學位學程課規；「社會－生態系統與傳統知識」因為人文與

環境碩士學位學程之核心，故列必修課程，惟若環境學院授課教師無法

於每學年度開課乙次，是否改列於選修課程內；「環境科學研究計畫寫

作」、「文獻探討」、「科學論文結構」、「科學寫作」四門課程建議僅保留

一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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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學院 107 學年第 2 學期第 3 次國際事務委員會 

 108-1 學期（2019 秋季班）第二梯次外國學生申請入學暨獎學金審查會議 

會議紀錄 

 

時間：民國 108 年 5 月 15 日（週三）17:00-17:30 

地點：環境學院大樓一樓 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會議室（B104） 

主持人：許國際事務委員育誠 

出席：黃主任文彬、許副教授育誠、李助理教授宜澤、莊副教授致嘉、黃副教

授國靖、蘇教授銘千、許教授世璋 

請假：張院長文彥、李副教授光中、顏副教授君毅、吳副教授海音 

聯絡人：李莉莉                            電話：03-8903335 

紀錄：李莉莉 

 

議案討論 

案由一：請審閱 108-1 學期環境學院第二梯次外國學生申請入學資料，並就錄

取與否、英文能力檢定合格與否（或是否需補語言能力證明）、授予

東華獎學金和發放類型，或南向獎學金、環境學院研究生獎學金

（16,000 元）與否，予以討論。 

說明：1.申請者之申請資料（詳閱附件一 p.3-p.4；依英文能力、志願序與是否

需簽證保證書排序。人文與環境碩士學位學程：2 件、自然資源與環

境學系博士班：2 件、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碩士班國際組：3 件、自

然資源與環境學系學士班：1 件）請初審教師線上審閱，或至系辦查

看紙本資料。 

2.校分配予環境學院外國學生 108-1 學期第二梯次名額尚未公告，建議各

類獎學金皆以排序處理。 

3.南向獎學金、東華獎學金及環境學院研究生獎學金內容詳閱附件二

p.2。 

擬辦：決議後由系辦於外國學生線上審查系統填報院級審查結果。 

決議：1.綜合申請者論文指導教授狀況、簽證保證人、英語能力、志願序、在

學成績、讀書計畫之研究方向與本院系學門領域適切性、財力證明等

錄取 5 名（自資系博士班：2 位、人文與環境碩士學位學程：1 位、

自資系碩士班國際組：1 位、自資系學士班：1 位），其中 1 名給予條

件式入學許可。 

http://ias.ndhu.edu.tw/workbench/employee/lo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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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南向獎學金候選人 1 位（申請編號 F108111593）。若 6 月 6 日校境外招

生委員會不同意授予南向獎學金，則改以東華獎學金受獎（院審排序

2）。 

3.綜合校方政策、國籍（新南向院系重點發展國家）、申請者之論文指導

教授狀況、英語能力、在學成績、讀書計畫與本院系學門領域適切性

等決議與排序東華獎學金受獎狀況。 

4.環境學院研究生獎學金留待渠等入學後另審。 

5.申請者資料與相關決議事項詳附件一。 

 

補充說明： 

校分配予環境學院外國學生 108-1 學期第二梯次名額於民國 108 年 5 月

17 日由國際事務處公告，A 類 1 名（100%學費及學分費減免+生活津貼

30,000 元[簡稱 A 類]）、B 類 1 名（100%學費及學分費減免[簡稱 B

類]），C 類不限制人數（50%學費及學分費減免[簡稱 C 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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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華大學環境學院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 

108-1 學期第 2 次國際事務委員會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08 年 11 月 18 日(星期一)，上午 8 時 10 分 ~ 9 時 00 分 

開會地點：環境學院二樓小會議室（A205 室） 

出席人員：李俊鴻老師、蔡金河老師、蘇銘千老師、許育誠老師、黃國靖老師、

李宜澤老師、莊致嘉老師、李光中老師 

請假：張文彥老師 

列席：鄒蕙玲助理 

記錄：童泰力助理 

 

壹、行政報告： 

無 

 

貳、討論提案： 

提案一：108-1 環境學院研究生獎學金審查 

說明：本次會議審查並決議 108-1 環境學院研究生獎學金受獎學生。受獎名額

共 6 名，申請學生共 8 名。 

 

決 議： 

經委員決議以下學生為108-1環境學院研究生獎學金受獎學生 

 

姓名 學號 

Elok Sukmarani 610855004 

Erdenetsetseg Erdenesukh 610855002 
Richard Chisale Kammayani 610854023 
Jia Wei Chook 610854026 
Kanokporn Kaewsong 810354005 
Agung Dwi Sutrisno 810754004 

 

 

叁、臨時動議： 

無 

散會：(8 點 5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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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學院 108 學年第 1 學期第 3 次國際事務委員會 

108-2 學期(2020 春季班)外國學生申請暨獎學金審查會議議程與紀錄 

 

時間：民國 108 年 12 月 5 日(週四) 12:00-14:00 

地點：環境學院二樓小會議室（A205 室） 

主持人：張文彥院長 

出席：張文彥院長、李俊鴻主任、蔡金河老師、蘇銘千老師、許育誠老師、黃

國靖老師、莊致嘉老師 

請假：李光中老師、李宜澤老師 

列席：鄒蕙玲助理 

記錄：童泰力助理 

 

報告事項 

報告一：過往三年(自 105-1 學年；105 年 9 月)環境學院各學制外籍生申請人數

與入學人數如附件三 p.9。 

 

報告二：近年至其它國家招生宣傳狀況(敬請許育誠老師說明)。 

 

報告三：欲新增外籍生入學獎學金(敬請李俊鴻主任說明)。 

擬新增外籍新生入學獎學金，針對東華獎學金學雜費學分費 100%減免

之受獎新生(東華獎學金 Type A、B)，於入學後分期頒發共 16,000-

32,000 元(碩士班 16,000 元；博士生 32,000 元)，為之一學年。 

議案討論 

案由一：環境學院研究生獎學金，外籍生申請者之審查原則。 

說明：1.新生：申請入學之歷年成績、推薦信、其它有利申請者之文件。 

2.舊生：入學後之歷年成績、推薦信、其它有利申請者之文件。 

3.申請學生之指導教授是否要迴避審查。 

決議：依照上述說明定為環境學院研究生獎學金，外籍生申請者之審查原則。 

 

案由二：請審閱 108-2 學期環境學院外國學生申請入學資料，並就錄取與否、英

文能力檢定合格與否（或是否需補語言能力證明）、授予東華獎學金和

發放類型，或南向獎學金、環境學院研究生獎學金（16,000 元）與否，

予以討論。 

說明：1.申請者之申請資料(詳閱附件一 p.3-7；依英文能力、志願順序與是否簽

證保證書排序。人文與環境碩士學位學程：14 件、自然資源與環境學

系碩士班國際組：16 件、自然資源與環計學系博士班：4 件)請初審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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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線上審閱，或至系辦審閱紙本資料。 

2. 校分配予環境學院外國學生 108-2 學期名額：博士班 1 名、碩士班_名；

東華獎學金名額為：A類 6名（100%學費及學分費減免+生活津貼 30,000

元[簡稱 A 類]）、B 類 6 名（100%學費及學分費減免[簡稱 B 類]），C 類

不限制人數（50%學費及學分費減免[簡稱 C 類]）。 

3. 南向獎學金、東華獎學金及環境學院研究生獎學金（B、C 類擇優 2-3

名）內容詳閱附件二 p.8。 

4. 建議錄取名額及各類獎學金皆以排序處理。 

擬辦：決議後由系辦於外國學生線上審查系統填報院級審查結果。 

決議：1.綜合申請者志願序、英語能力、財力證明、論文指導教授狀況、讀書

計畫之研究方向與本院系學門領域適切性錄取 16 名，期中 2 名給予條

件式入學許可。 

2.博、碩士班分配名額狀況：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博士班 2 位，自然資

源與環境學系碩士班國際組 3 位，人文與環境碩士學位學程 11 位，。 

3.綜合申請者之論文指導教授狀況、在學成績、讀書計畫與本院系學門

領域適切性、英語能力等決議東華獎學金受獎狀況。東華獎學金 A 類 5

名、B 類 5 名、C 類 6 名。 

4.申請者資料與相關決議事項詳附件一。 

 

臨時動議：無 

 

 

會議結束時間：1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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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學院 108 學年第 2 學期第 1 次國際事務委員會 會議紀錄 

 

時間：民國 109 年 3 月 19 日(週四) 15:20-16:20 

地點：環境學院二樓小會議室（A205 室） 

主持人：蘇銘千副院長 

出席：張文彥院長、李俊鴻主任、許育誠老師、蔡金河老師、黃國靖老師、李宜

澤老師 

請假：莊致嘉老師、李光中老師 

記錄：童泰力助理 

 

議案討論 

案由一：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碩士班國際組以及人文環境碩士學位學程課規調整。

(附件一) 

說明：1. 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碩士班國際組專題討論學分由 1 學分調成 2 學分。

總修業學分從原 24 學分調成 27 學分。 

2. 人文環境碩士學位學程專題討論修課次數由 2 次調成 3 次。總修業學分從原

25 學分調成 27 學分。 

決議：依照上述說明調整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碩士班國際組以及人文環境碩士學

位學程之課程規劃後，提至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系院聯合行政、課程暨學

程會議審議。(附件一) 

 

案由二：請審閱 108-2 學期環境學院外國學生申請資料，並就授予東華獎學金和

發放類型、環境學院研究生獎學金（16,000 元）與否，予以討論。 

說明：1. 申請者之申請資料(詳閱附件二；依 108-1 學期成績排序。人文與環境

碩士學位學程：4 件、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碩士班國際組：5 件、自然資源與環

計學系博士班：2 件)請初審老師線上審閱，或至系辦審閱紙本資料。 

2. 東華獎學金名額為：A 類 5 名（100%學費及學分費減免+生活津貼 30,000 元

[簡稱 A 類]）、B 類 5 名（100%學費及學分費減免[簡稱 B 類]），C 類不限制人數

（50%學費及學分費減免[簡稱 C 類]）。 

3. 環境學院研究生獎學金名額為 5 名(撥付當學期 16,000 元)。 

擬辦：決議後由系辦於外國學生線上審查系統填報院級審查結果。 

決議：綜合申請者在學成績、檢附資料等決議東華獎學金與環境學院研究生獎學

金受獎狀況，東華獎學金 A 類 5 名、B 類 5 名、C 類 1 名；環境學院研究生獎學

金 5 名。申請者資料與相關決議事項詳如附件二。 

 

 

臨時動議： 

案由：環境學院研究生獎學金，外籍生碩、博士新生入學獎學金分期撥付期數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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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 

說明：調整環境學院研究生獎學金，外籍生碩、博士新生入學獎學金，於入學第

一學期以二期(秋季入學於十一月及一月撥付；春季入學於四月及六月撥付)撥付

共 16,000-32,000 元(碩士班 16,000 元；博士生 32,000 元) 

決議：依照上述說明調整環境學院研究生獎學金，外籍生碩、博士新生入學獎學

金(附件三)。 

會議結束時間：1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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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學院 108 學年第 2 學期第 2 次國際事務委員會 

109-1 學期(2020 秋季班)第一梯次外國學生 

申請暨獎學金審查會議紀錄 

 

時間：民國 109 年 4 月 22 日(週三) 14:00-16:00 

地點：環境學院二樓小會議室（A205 室） 

主持人：李俊鴻主任 

出席：李俊鴻主任、許育誠老師、黃國靖老師、蔡金河老師、莊致嘉老師、李光

中老師、李宜澤老師 

請假：張文彥院長、蘇銘千副院長 

記錄：童泰力助理 

 

報告事項 

 

議案討論 

案由一：109 學年度人文與環境碩士學位學程之課程規劃，提請 討論。 

說明：1.必修課程”社會-生態系統與傳統知識(NRESM0150)”建議改列於選修

課程。 

2.依討論結果，檢送環境學院系院聯合課程暨學程委員會討論。 

決議：維持課程列於人文與環技碩士學位學程課程規化的必修課程，擬改以每二

學年開課一次。 

 

案由二：請審閱 109-1 學期環境學院外國學生申請入學資料，並就錄取與否、英

文能力檢定合格與否（或是否需補語言能力證明）、授予東華獎學金和發放類型，

或南向獎學金、環境學院研究生獎學金（16,000 元）與否，予以討論。 

說明：1. 申請者之申請資料(詳閱附件 1~3；依英文能力、志願順序與是否簽證

保證書排序。自然資源與環計學系博士班：13 件、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碩士班國

際組：20 件、人文與環境碩士學位學程：16 件、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學士班：

1 件、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碩士班中文班：1 件)請初審老師線上審閱，或至系辦

審閱紙本資料。 

2. 本校 109 學年度，外國學生各學制招生名額如後：學士 90 名、碩士 145 名、

博士 65 名；校分配予環境學院外國學生 109-1 第一梯次東華獎學金名額為：A

類 10 名（100%學費及學分費減免+生活津貼 30,000 元[簡稱 A 類]）、B 類 8 名

（100%學費及學分費減免[簡稱 B 類]），C 類不限制人數（50%學費及學分費減

免[簡稱 C 類]）、南向獎學金 0 名。 

3.東華獎學金及環境學院研究生獎學金（B、C 類擇優 2-3 名）內容詳閱附件 4p.3。 

4.依序學制審查(博士班、碩士班、學士班)，博士班審查委員為指導教授者予以

迴避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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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建議錄取名額以排序處理。 

擬辦：決議後由系辦於外國學生線上審查系統填報院級審查結果。 

決議： 

1.綜合申請者志願序、英語能力、財力證明、論文指導教授狀況、讀書計畫之研

究方向與本院系學門領域適切性錄取 18 名，期中 1 名給予條件式入學許可。 

2.博、碩士班分配名額狀況：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博士班 8 位，自然資源與環境

學系碩士班國際組 6 位，人文與環境碩士學位學程 4 位，。 

3.綜合申請者之論文指導教授狀況、在學成績、讀書計畫與本院系學門領域適切

性、英語能力等決議東華獎學金受獎狀況。東華獎學金 A 類 10 名、B 類 8 名、

C 類 0 名。 

案由三：環境學院外國學生招生簡章，提請 討論。 

說明：1.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博士班、碩士班與人文與環境碩士學位學程招生簡

章增加其他應繳文件。 

決議： 

1. 修正環境學院外國學生招生簡章內容如附件 4。 

臨時動議： 

 

 

會議結束時間： 

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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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學院 108 學年第 2 學期第 3 次國際事務委員會 

109-1 學期(2020 秋季班)第二梯次外國學生 

申請暨獎學金審查會議記錄 

 

時間：民國 109 年 5 月 27 日(週三) 14:00-15:00 

地點：環境學院二樓小會議室（A205 室） 

主持人：蘇銘千副院長 

出席：張文彥院長、蘇銘千副院長、李俊鴻主任、許育誠老師、黃國靖老師、莊

致嘉老師、李宜澤老師 

請假：蔡金河老師、李光中老師 

記錄：童泰力助理 

 

報告事項 

1.109-1 第一梯次招生審查，錄取學生報到意願狀況如下表： 

學制 錄取 

人數 有意願報 

到人數 

自資系博士班 8 5 

自資系碩士班 6 5 

人文與環境碩士學位學程 4 4 

 

議案討論 

案由一：請審閱 109-1 學期環境學院外國學生申請入學資料，並就錄取與否、英

文能力檢定合格與否（或是否需補語言能力證明）、授予東華獎學金和發放類型，

或南向獎學金與否，予以討論。 

說明：1.申請者之申請資料(詳閱附件 1~3；依志願順序、英文能力與是否簽證保

證書排序。自然資源與環計學系博士班：6 件、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碩士班國際

組：4 件、人文與環境碩士學位學程：5 件、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學士班：1 件)

請初審老師線上審閱，或至系辦審閱紙本資料。 

2. 環境學院 109 學年度，第二梯次外國學生各學制錄正取配額如後：學士 1 名、

碩士 4 名、博士 5 名；校分配予環境學院外國學生 109-1 第二梯次東華獎學金名

額為：A 類 3 名（100%學費及學分費減免+生活津貼 30,000 元[簡稱 A 類]）、B

類 3 名（100%學費及學分費減免[簡稱 B 類]），C 類不限制人數（50%學費及學

分費減免[簡稱 C 類]）、南向獎學金 0 名。 

4.依序學制審查(博士班、碩士班、學士班)，博士班審查委員為指導教授者予以

迴避審查。 

5.建議錄取名額以排序處理。 

擬辦：決議後由系辦於外國學生線上審查系統填報院級審查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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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綜合申請者在學成績、檢附資料等決議東華獎學金受獎狀況， A 類 3 名、

B 類 3 名、C 類 2 名。申請者資料與相關決議事項詳如附錄一。 

臨時動議： 

 

 

會議結束時間：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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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58 國立東華大學心理諮商輔導中心設置要點 

 

國立東華大學心理諮商輔導中心設置要點 
96.05.09 9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通過 

第一條 國立東華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維護與增進學生心理健康，並協助輔導學生生 

活、學業等問題及建立本校導生制度，設立心理諮商輔導中心(以下簡稱本中 

心)。 

第二條 本中心設置主任一人，綜理中心業務，由校長聘請校內相關領域副教授以上 

教師兼任，任期三年，得連任之。 

第三條 本中心為因應業務之需要得設立心理諮商組、預防推廣組及資源發展組，以 

分別負責推廣校園心理治療及預防性心理衛生活動之業務。各組置組長一人， 

由主任遴選本校相關業務之助理教授以上教師提請校長聘兼之。各組應聘具專 

業知能之輔導員至少一名。 

第四條 本中心得聘請校內外心理諮商專業人士兼任本中心輔導人員，以 

協助相關業務之推展。 

第五條 為督導本中心之業務規劃、輔導工作之執行及業務檢討，本校設置校層級之 

心理諮商規劃委員會。委員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校長或副校長兼任之，並 

置委員若干人，由校長就本校相關人員聘兼之，委員任期二年，得連任之。 

學務長為當然委員，本中心主任為執行秘書。心理諮商規劃委員會之執掌如 

下: 

1. 規劃本校各項輔導工作之重點與方向。 

2. 審議本中心之工作計畫。 

3. 督導本中心之業務推廣及執行。 

4. 其他輔導相關事宜。 

第六條 本中心由主任定期召開工作會議，討論本中心業務相關事宜。 

第七條 本要點經本校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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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59 本院系導師生輔導工作委員會會議紀錄 

國立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 

106 學年第 1 學期第 1 次導師生輔導工作委員會會議記錄 

 

一、開會時間：106 年 9 月 19 日(星期二)，中午 12 點 10 分-13 點 30 分 

二、開會地點：東華大學環境學院 A205 室會議室 

三、主 持 人：李俊鴻 老師 

四、出席人員：如簽到單                                紀錄：謝家榛 

五、工作報告： 

1.2017 暑期自資營隊活動(7/15-7/17)在本系老師及工作人員的支持與協助下，活動非常

成功。在參加營隊後的滿意度而言(有效問卷為 22 份；每項問題最高滿分為 5 分)，營

隊成員對東華自資營感到滿意(4.10)，且普遍認為物超所值(4.19)。營隊成員意願亦推

薦親友來參加東華自資營(3.86)，以及接收後續自資營的相關資訊(4.04)。此次活動收

入除了學員的報名費外，還獲得 93,800 元的補助款，總收入為 120,200 元，活動總支

出為 107,673 元，剩餘款項為 12,527 元。剩餘款項依照去年慣例，採買系上影印機碳

粉匣、影印紙及文具用品等項目。活動成果報告書及經費支出明細表，於會議現場提

供。 

2.106 學年度本系系學會會長及副會長是由學士班二年級劉睿耘同學及 

陳怡君同學擔任，敬請老師多多給予學生指導與協助。 

3.提醒系學會以下事情 ：  

⚫ 之前他校系科迎新活動發生許多偏差事件，敬請系學會辦理迎新等相關活動

時，除了遵守辦理活動的相關規定且以安全為優先考量外，應避免性別偏見

或性別歧視的言語與行為。 

⚫ 本校針對 106 學年度起入學之大學部學生實施跨域自主學習認證，敬請系學

會（或學生）舉辦任何活動，都要事先繳交企劃書或申請表給系辦公室，由

系主任審查其認證領域及時數，而活動辦理後一週內，敬請活動負責的同學

於將參與人員的簽到表（需包含學號與姓名）送至系辦公室認證並登錄時

數。敬請參閱本校跨域自主學習認證辦法如會議資料。 

⚫ 本學期因本校會計年度關帳因素，學生活動經費核銷作業，務必請系學會於

12/20（三）前核銷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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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請本系前系會長王沺清同學報告 105.2 學期系學會學生活動成果，敬 

請參閱會議資料，詳細之活動成果報告書於會議現場提供。 

5.請本系現任系學會劉睿耘會長同學報告本學期(106.1)擬辦理之活動項目及所需向系上

申請經費，請參閱會議資料，詳細之活動企劃書於會議現場提供。。 

6.105.2 學期【導師生活動費】使用明細如會議資料。 

 

六、提案討論 

提案一：請討論本學期(106.1)導師生活動費使用方式。 

說明:  

1. 目前諮商中心還未通知本學期(106.1)導師生活動費核撥金額，而上學(105.2) 

剩餘款項約為$70,311。 

2. 依據 105.2 學期第 1 次(106.3.1)導師生輔導工作委員會議決議，當學期導生費分配

比例為:導生聚餐 2/4、學生輔導 1/4、學生辦理活動 1/4；如有系上老師不使用導

生聚餐費，款項移給學生(系學會)辦理活動使用。 

決議： 

（一）、導師生活動費分配比例為:導生聚餐 2/4、學生輔導 1/4、學生辦理活動 

1/4。 

（二）、如有系上老師不使用導生聚餐費，款項移給學生(系學會)辦理活動使用。 

 

提案二 : 請討論 106.1 學期導師生活動講座或辦理活動 

說明: 

決議: 

（一）、系學會之 106.1 學期生職涯講座活動費用由導師生活動費之學生輔導項目 

支應。 

（二）、通知全體老師，如有想於本學期舉辦以學生生職涯為主題之講座、演講等 

活動，敬請於 10/20(週五)前繳交活動企劃書給系辦公室彙整，並敬請系 

主任審核及決定經費分配事宜。 

 

提案三 : 請討論 2018 暑期自資營活動。 

說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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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 :  

（一）、本系將於明年（2018）暑假期間舉辦自資營活動。 

（二）、舉辦期間為 107 學年度大學考試入學結束後，預計為 7/7（六）到 7/9 

（一），共 3 天 2 夜的活動。 

（三）、活動詳細的時間、內容及相關注意事項，擬於 106.2 學期召開籌備會議討 

論，會議時間另行通知。 

 

七、臨時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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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 

106 學年第 2 學期第 1 次導師生輔導工作委員會會議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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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開會時間：107 年 3 月 6 日(星期二)，中午 12 點 10 分-13 點 30 分 

二、開會地點：東華大學環境學院 A205 室會議室 

三、主 持 人：李俊鴻 老師 

四、出席人員：如簽到單                             紀錄：謝家榛 

五、工作報告： 

1.請本系系學會會長劉睿耘同學報告上學期（106.1）系學會學生活動成果情況，敬請參

閱會議資料，活動之詳細內容於會議現場提供。 

2.請本系系學會會長劉睿耘同學報告本學期(106.2)擬辦理之活動內容及所需經費金額，

請參閱會議資料，詳細之企劃書內容於會議現場提供。 

3.106.1 學期【導師生活動費】使用明細如會議資料。 

六、提案討論 

提案一：請討論本學期(106.2)導師生活動費使用方式。 

說明:  

3. 本學期(106.2)導師生活動費核撥金額為 180,091。 

4. 依據 106.1 學期第 1 次(106.9.19)導師生輔導工作委員會議決議，當學期導生費分

配比例為:導生聚餐 2/4、學生輔導 1/4、學生辦理活動 1/4；如有系上老師不使用

導生聚餐費，款項移給學生(系學會)辦理活動使用。 

決議： 

（一）、當學期導生費分配比例為:導生聚餐 2/4、學生輔導 1/4、學生辦理活動 

1/4；若有系上老師不使用導生聚餐費，款項移給學生(系學會)辦理活動 

使用。 

    （二）、原系上申請之 107 學年度學士班新生院系時間活（$7,840）之導生費補 

助款先回流給系學會辦理活動使用。 

 

提案二 : 請討論 106.2 學期導師生活動講座或辦理活動 

說明: 本學期(106.2)系上辦理活動明細敬請參閱會議資料。 

決議: 

  （一）、同意導生費補助 106-2 學士班專題研究壁報展覽($8,000)、106 學年度 

撥穗暨畢業典禮($15,000)、107 學年度碩博班新生座談會($4,000)及 

2018 暑期自資營等活動(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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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若本學期導生費尚有剩餘款項，優先補助 107 學年度學士班新生院系時間活動

（$7,840）。 

    （三）、本系 106-2 學士班專題研究壁報展覽與 107 學年度碩博班新生座談會舉行時間

擬定為 6/19（二），屆此希望可以提升本系教師參與率。 

 

提案三 : 請討論 107 學年度導師費計算基準數。 

說明 ： 

1.依照本系導師生輔導工作委員會設置要點第 4 點第 4 項辦理。 

2.本校導師費計算基準數對照表及 106-2 各系導師費編列表，敬請參閱會議資料。 

3.本系 106 學年度導師費基準數(H)為 1.4。 

決議 ： 本系 107 學年度導師費計算基準數仍維持 1.4。 

 

提案四：本系起飛學生家族導師。 

說明 ：  

1.本校為強化起飛學生之照護，教卓中心起飛辦公室將於 106-2 學期起推動起飛家族

導師制，藉由起飛導師協助照護起飛學生之學習及生活，架起完整之起飛學生照護

網。起飛學生的定義為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特殊境遇家庭子女或孫子女、原住

民籍、身心障礙學生或身心障礙人士子女、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條件、三代

家庭第一位上大學者及新移民及其子女等學生。本校起飛家族制度辦法，敬請參閱

會議資料。 

2.起飛家族導師系統架構圖及重點整理如下： 

⚫ 起飛家族編制：各起飛家族由 1 位導師及 10 位起飛學生組成為原則。

本系 106.1 學期起飛學生共有 26 位（每學期人數將會有所變動，名單

將於會議中電腦呈現），本系本學期(106.2)需推選出 3 名起飛導師名

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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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飛導師工作：由於起飛學生具有特殊之背景，因此需由導師隨時關懷

其生活、經濟及學習方面之需求，教卓中心起飛辦公室亦設計起飛家族

輔導機制，各導師可依學習、經濟、心理輔導機制進行起飛生輔導工

作。此外，為協助起飛導師順利進行起飛生輔導，本中心每月亦規劃有

「家族活動」輔導經費及工讀金，補助金額、項目及期程得依每學期公

告為主，供各導師運用。 

3.敬請老師們討論，本系起飛家族導師該如何推動與推選？ 

決議：本系起飛學生之導師，由原學生導師或指導教授擔任，繼續輔導與關懷學生情況。 

  

提案五 : 請討論大學部學生導師分配方式。 

說明 : 大學部學生導師的分配方式是由大一上學期時，由系學會於活動中抽籤方式分配，

而轉學生、轉系生與交換生均由吳海音老師負責。 

決議：本系自 107 學年度起，將吳海音老師列入導師抽簽名單，而之後每學期的轉學生、

轉系生及交換生由系上依照每位大學部導師之導生人數，平均分配。 

 

提案六 : 請討論 2018 暑期自資營活動。 

說明 :  

決議 : 暫緩並再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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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臨時動議：（無） 

散會：下午 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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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 

107 學年第 1 學期第 1 次導師生輔導工作委員會會議記錄 

 

一、開會時間：107 年 9 月 25 日(星期二)，中午 12 點 10 分-13 點 30 分 

二、開會地點：東華大學環境學院 A205 室會議室 

三、主 持 人：黃文彬 主任 

四、出席人員：如簽到單                              紀錄：謝家榛 

五、工作報告： 

1. 107 學年度本系系學會會長及副會長是由學士班二年級李佳桐同學及秦沛琪同學擔

任，敬請老師多多給予學生指導與協助。 

2. 提醒系學會以下事情 ：  

⚫ 之前他校系科迎新活動發生許多偏差事件，敬請系學會辦理迎新等相關活動

時，除了遵守辦理活動的相關規定且以安全為優先考量外，應避免性別偏見

或性別歧視的言語與行為。 

⚫ 系學會（或學生）舉辦的任何活動時數，若要納入跨域自主學習認證，敬請

務必於活動前繳交企劃書或申請表給系辦公室，由系主任審查其認證領域及

時數，而活動辦理後一週內，敬請活動負責的同學於將參與人員的簽到表

（需包含學號與姓名）送至系辦公室認證並登錄時數。 

⚫ 向系上申請導生經費補助款之核銷作業，敬請提早或於期限內完成，逾期系

上將不受理申請。 

3. 請本系前系會長劉睿耘同學報告 106.2 學期系學會學生活動成果，敬請參閱會議 

資料。 

4. 請本系現任系學會李佳桐會長同學報告本學期(107.1)擬辦理之活動項目及所需向系上

申請經費，請參閱會議資料。 

5. 請外籍學生代表報告本學期(107.1)擬辦理之活動項目及所需向系上申請經費，請參閱

會議資料。 

6. 106.2 學期【導師生活動費】使用明細如會議資料。 

 

六、提案討論 

提案一：請討論本學期(107.1)導師生活動費使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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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5. 目前諮商中心還未通知本學期(107.1)導師生活動費核撥金額，而上學期(106.2)剩餘

款項約為$51,025。 

6. 依據 106.2 學期第 1 次(107.3.6)導師生輔導工作委員會議決議，當學期導生費分配

比例為:導生聚餐 2/4、學生輔導 1/4、學生辦理活動 1/4；如有系上老師不使用導

生聚餐費，款項移給學生(系學會)辦理活動使用。 

決  議： 

 （一）、本學期導生費分配比例為導生聚餐 2/4、學生輔導 1/4、學生辦理活動 

1/4。 

 （二）、提供給學生辦理活動經費中，系學會與外籍生研究所社團（NRES GSS） 

分配以大學部與研究所學生人數計算，但研究所學生人數以加權 2 倍計 

算。 

 （三）、若老師不申請導生聚餐及學生輔導等費用；學生不申請學生辦理活動費 

用，在核銷日期截止前，移給有需要的系學會或外籍生研究所社團 

（NRESGSS）使用。 

 

提案二 : 請討論 107.1 學期導師生活動講座或辦理活動 

說明: 

1. 系辦已於 9/11（二）e-mail 通知全體老師，若要辦理以學生生職涯為主題之 

講座或演講...等活動，可向系上申請導生經費補助。 

2. 目前已申請明細如下，申請企劃書如會議資料。 

申請人 申請金額 說明 備註 

顧瑜君老師 7200 1. 講師費 

2. 1200/節*2/時*3 人 

社會科學概論課程中邀請

已畢業之學長姐與本系學

生分享畢業後出路與問

題。 

決議: 

 （一）、同意由導生費之學生輔導經費下全額補助系學會與顧瑜君老師辦理生職涯 

講座。 

 （二）、顧瑜君老師所舉辦的生職涯講座，敬請開放並公告給全系的學參與及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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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以符合申請導生經費補助的原則。 

 

七、臨時動議 

提案一 : 本系外籍生研究所社團（NRES GSS）向系上申請活動空間與信箱，請討論。 

說明： 

決議： 

（一）、活動空間的申請會提案至院務會議討論。 

（二）、系上將會設置一個信箱給外籍生研究所社團（NRES GSS）使用。 

 

散會（13 點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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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 

107 學年第 2 學期第 1 次導師生輔導工作委員會會議記錄 

 

一、開會時間：108 年 2 月 26 日(星期二)，中午 12 點 10 分-13 點 30 分 

二、開會地點：東華大學環境學院 A205 室會議室 

三、主 持 人：黃文彬主任 

四、出席人員：如簽到單                              紀錄：謝家榛 

五、工作報告： 

1. 請本系系學會會長李佳桐同學與 GSS 外籍生社團負責同學報告上學期（107.1）學生

活動成果情況，活動明細表敬請參閱會議議程，活動內容由現場會議提供。 

2. 請本系系學會會長李佳桐同學與 GSS 外籍生社團負責同學報告本學期(107.2)擬辦理

之活動內容及所需經費金額，企劃書明細表請參閱會議議程，企劃內容由現場會議提

供。 

3. 107.1 學期【導師生活動費】使用明細如會議議程。 

六、提案討論 

提案一 : 請討論 107.2 學期導師生活動講座或辦理活動 

說明: 本學期(107.2)系上辦理活動明細敬請參閱會議議程。 

決議: 

 （一）、系辦公室申請的活動費用（金額共為 30,720）全額由導生費之學生輔導 

項目支應。 

 （二）、關於楊懿如老師的生職涯活動費用（金額共為 10,480），敬請楊老師先向 

院辦申請演講補助，若申請無法通過，再由導生經費補助。 

 

提案二：請討論本學期(107.2)導師生活動費使用方式。 

說明:  

1. 本學期(107.2)導師生活動費核撥金額為 169,202 元。 

2. 依據 107.1 學期第 1 次(107.9.25)導師生輔導工作委員會議決議如下： 

⚫ 本學期導生費分配比例為導生聚餐 2/4、學生輔導 1/4、學生辦理活動 1/4。 

⚫ 提供給學生辦理活動經費中，系學會與外籍生研究所社團（NRES GSS）分配

以大學部與研究所學生人數計算，但研究所學生人數以加權 2 倍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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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老師不申請導生聚餐及學生輔導等費用；學生不申請學生辦理活動費用，

在核銷日期截止前，移給有需要的系學會或外籍生研究所社團（NRESGSS）

使用。 

決  議： 

（一）、本學期（107-2）導生費分配比例為導生聚餐 2/4、學生輔導 1/4、學生 

辦理活動 1/4。 

（二）、提供給學生辦理活動經費中，系學會與外籍生研究所社團（NRES GSS） 

分配以大學部與研究所學生人數計算，但研究所學生人數以加權 2 倍計 

算。 

（三）、若老師不申請導生聚餐及學生輔導等費用；學生不申請學生辦理活動費 

用，在核銷日期截止前，移給有需要的系學會或外籍生研究所社團

（NRESGSS）使用。 

 

提案三 : 請討論 108 學年度導師費計算基準數。 

說明 ： 

1. 依照本系導師生輔導工作委員會設置要點第 4 點第 4 項辦理。 

2. 敬請參閱本校導師費計算基準數對照表如會議議程。 

3. 本系 107 學年度導師費基準數(H)為 1.4。 

決議：本系 108 學年度導師費基準數(H)為 1.4。 

 

七、臨時動議：（無） 

 

散會：13 時 1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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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 

108 學年第 1 學期第 1 次導師生輔導工作委員會會議記錄 

 

一、開會時間：108 年 10 月 7 日(星期一)，中午 12 點 10 分-13 點 30 分 

二、開會地點：東華大學環境學院 A205 室會議室 

三、主 持 人：林祥偉老師  

四、出席人員：如簽到單                             紀錄：謝家榛 

五、工作報告： 

1. 108 學年度本系系學會會長及副會長是由學士班二年級陳和毅同學及林欣蓉同學擔

任，敬請老師多多給予學生指導與協助。 

2. 提醒系學會以下事情 ：  

⚫ 之前他校系科迎新活動發生許多偏差事件，敬請系學會辦理迎新等相關活動

時，除了遵守辦理活動的相關規定且以安全為優先考量外，應避免性別偏見

或性別歧視的言語與行為。 

⚫ 系學會（或學生）舉辦的任何活動時數，若要納入跨域自主學習認證，敬請

務必於活動前繳交申請表給系辦公室，由系主任審查其認證領域及時數，而

活動辦理後一週內，敬請活動負責的同學於將參與人員的簽到表（需包含學

號與姓名）之電子檔 e-mail 系辦公室登錄時數。 

⚫ 向系上申請導生經費補助款之核銷作業，敬請提早或於期限內完成，逾期系

上將不受理申請。 

3. 請前系學會會長李佳桐同學及自資之明學生報告 107.2 學期系學會學生活動成 

果，敬請參閱會議資料。 

4. 請 GSS 外籍所學會學生代表報告 107.2 學生活動成果，敬請參閱會議資料。 

5. 請現任系學會陳和毅同學報告本學期(108.1)擬辦理之活動項目 2020 年暑期自資 

營活動(草案)及所需向系上申請經費，請參閱會議資料。 

6. 請 GSS 外籍所學會學生代表報告本學期(108.1)擬辦理之活動項目及所需向系上 

申請經費，請參閱會議資料。 

7. 107.2 學期【導師生活動費】使用明細如會議資料。 

六、提案討論 

提案一：請討論本學期(108.1)導師生活動費使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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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1. 本學期（108-1）導師生活動費為$115,763，而上學期(107.2)剩餘款項約為

$41,364，共計$157,127。 

2. 依據 107.2 學期第 1 次(108.2.26)導師生輔導工作委員會議決議如下： 

⚫ 本學期導生費分配比例為導生聚餐 2/4、學生輔導 1/4、學生辦理活動 1/4。 

⚫ 提供給學生辦理活動經費中，系學會（含自資之明）與 GSS 外籍所學會分配

以大學部與研究所學生人數計算，但研究所學生人數以加權 2 倍計算。 

⚫ 若老師不申請導生聚餐及學生輔導等費用；學生不申請學生辦理活動費用，

在核銷日期截止前，移給有需要的系學會或外籍生研究所社團（NRESGSS）

使用。 

決  議： 

（一）、本學期導生費分配比例為導生聚餐 2/4、學生輔導 1/4、學生辦理活動 

1/4。 

（二）、提供給學生辦理活動經費中，系學會（含自資之明）與 GSS 外籍所學會 

分配以大學部與研究所學生人數計算，但研究所學生人數以加權 2 倍計 

算。 

（三）、若老師不申請導生聚餐及學生輔導等費用；學生不申請學生辦理活動費 

用，在核銷日期截止前，移給有需要的系學會或外籍生研究所社團 

（NRESGSS）使用。 

 

提案二 : 請討論 108.1 學期學生輔導（例:生職涯等）講座或活動申請。 

說明: 

1.系上無老師提出相關活動申請。 

2.本學期生職涯相關講座明細如下： 

日期 時間 地點 講者 申請經費 

10/18（五） 下午 2 點-4 點 本院 1 樓講堂 
周宜鞍、 

陳思妤 
本校畢輔組 

10/25（五） 中午 12 點-16 點 本院 1 樓講堂 
楊淳凱、 

林柏源 

本系導生費-學

生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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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系上申請導生經費補助活動明細如會議資料。 

決議: 

（一）、同意系上之校友卓越座談與 107-2 書卷獎暨全院師生交流會及系學會之 

生職涯講座費用由導生費之學生輔導經費支應。 

 （二）、學生輔導之剩餘款回流給學生團體使用。 

 

七、臨時動議： 

提案一、學生申請導生費之企劃書內容規定。 

說明： 

（一）、因歷年來學生團體成果報告書內容都無法呈現出參與人員的回 

饋心得，且檢討項目都無於之後任一活動修正改進。 

（二）、會議中陳毓昀老師建議調整，從 108-2 學期起，學生申請導 

生經費之企畫書需由系上任一導師擔任指導老師，由指導老師 

協助確認並簽核企劃書內容（例：策略、目標、執行方式… 

等）都符合一般申請標準，才能提至本系導生會議討論。 

 （三）、申請的企劃書內容、格式與標準，由指導老師決定。 

決議：照案通過。 

 

散會（13 點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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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60 國立東華大學職涯發展委員會設置要點 

 

國立東華大學職涯發展委員會設置辦法 
106.11.29 106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106.11.29 106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107.10.03107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行政會議修訂 

107.11.28107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校務會議修訂 

第一條 國立東華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結合校內外資源，共同策進學生生涯規 

劃、就業準備及職涯發展，特設置職涯發展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 

第二條 本委員會之任務： 

一、協助本校學生職涯發展所需之輔導措施，以協助學生就業或升學。 

二、促進各系所課程與活動對產業發展及就業趨勢之連結。 

第三條 本委員會置主任委員一名、執行秘書一名，由本校校長擔任主任委員，學生 

事務長擔任執行秘書。本校副校長、教務長、研究發展處處長、教學卓越中 

心主任、國際事務處處長、圖書資訊處處長、共同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心理諮

商輔導中心主任、師資培 

育中心主任、副學生事務長、畢業生及校友服務組組長及各學院 

院長組成當然委員，由本校學生會及應屆畢業生聯誼會會長為學 

生代表，並敦聘校外委員二至三名；除學生代表任期一學年外， 

外聘委員任期二學年，任期屆滿得續聘。  

第四條 本委員會每學年至少召開一次會議為原則，必要時得視實際需要 

隨時召開臨時會議，並得視會議需要邀請相關單位人員列席。 

第五條 本會議須有二分一之委員出席使得開會，出席代表過半數同意使 

得做成決議。 

第六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及校務會議通過，報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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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61 國立東華大學心理諮商規劃委員會設置要點 

 

國立東華大學心理諮商輔導中心設置要點 
96.05.09 9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通過 

第一條 國立東華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維護與增進學生心理健康，並協助輔導學生生 

活、學業等問題及建立本校導生制度，設立心理諮商輔導中心(以下簡稱本中 

心)。 

第二條 本中心設置主任一人，綜理中心業務，由校長聘請校內相關領域副教授以上 

教師兼任，任期三年，得連任之。 

第三條 本中心為因應業務之需要得設立心理諮商組、預防推廣組及資源發展組，以 

分別負責推廣校園心理治療及預防性心理衛生活動之業務。各組置組長一 

人，由主任遴選本校相關業務之助理教授以上教師提請校長聘兼之。各組應 

聘具專業知能之輔導員至少一名。 

第四條 本中心得聘請校內外心理諮商專業人士兼任本中心輔導人員，以協助相關業 

務之推展。 

第五條 為督導本中心之業務規劃、輔導工作之執行及業務檢討，本校設置校層級之 

心理諮商規劃委員會。委員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校長或副校長兼任之，並 

置委員若干人，由校長就本校相關人員聘兼之，委員任期二年，得連任之。 

學務長為當然委員，本中心主任為執行秘書。心理諮商規劃委員會之執掌如 

下: 

1. 規劃本校各項輔導工作之重點與方向。 

2. 審議本中心之工作計畫。 

3. 督導本中心之業務推廣及執行。 

4. 其他輔導相關事宜。 

第六條 本中心由主任定期召開工作會議，討論本中心業務相關事宜。 

第七條 本要點經本校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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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62 國立東華大學學生事務委員會組織章程 

 

國立東華大學學生事務委員會組織章程 
97.8.20 校務規劃委員會第7次會議審議通過 

 

第一條 本章程依據大學法第十六條及本校組織規程第三十九條之規定修定之。 

第二條 本委員會以教務長、總務長、學生事務長、副學生事務長為當然委員，並由 

校長選聘教授七人至九人及學生代表五人共同組成之，由學生事務長擔任召 

集人。 

第三條 本會之職掌如下： 

1.關於部頒訓育法令實施辦法之訂定。 

2.關於學生事務計畫之決定。 

3.關於學生事務重要章則之審核。 

4.關於學生獎懲事項之決定。 

5.關於學生事務處工作之指導與協助。 

6.關於其他重要學務問題之研議。 

第四條 本會議審議一般事項時須有二分之一代表出席及出席代表過半數同意始得做 

成決議。審議學生重大獎懲案件或涉及學生權益有關事項時，須有三分之二 

以上代表出席，並經出席代表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決議方得成立。但具有時 

間性或急迫性之重大議案，得以書面或電話聯繫取得委員共識，據以先行處 

理，並於下次學務委員會議中追認之。 

第五條 本學務委員會議，每學期以召開二次為原則，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第六條 本委員會開會時，學生事務處有關之組長、導師、學生及其他有關人員得列 

席報告。 

第七條 本章程經學務委員會議通過後送校務會議核備後實施，修訂時亦同。為因應 

合校過渡期間需要本要點經本大學校務規劃委員會通過並經校長核定後，追 

溯至民國 97 年 8 月 1 日起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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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63 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 

 

國立東華大學環境學院系院聯合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 

 
98年9月28日98學年度第1學期環境學院第1次院務會議通過  

98年10月28日98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校教評會議通過  

104年11月16日104學年度第1學期環境學院第5次行政會議通過  

105年1月4日104學年度第1學期環境學院第2次院務會議通過  

107年3月20日106學年度第2學期環境學院第1次系院務聯合會議通過  

107年4月18日106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一、國立東華大學環境學院（以下簡稱本院）設置系院聯合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本

會），審議有關本院教師之聘任、聘期、升等、停聘、不續聘、解聘、資遣原因認定、借

調、延長服務、出國講學、研究進修、教授休假、教師評鑑及其他依法應審議之事項等相

關事宜。 

二、本會委員由院長、系所主管為當然委員及教師代表5人組成。委員資格、名額及產生

方式如下： 

(一)本會委員需具專任教授或副教授資格，其教授人數應超過二分之一。 

(二)教師代表由本院專任教師選舉產生，選舉時並依得票數增列候補教師代表一人。 

(三)審查升等事宜時，委員之職級須高於本院被提升等審查之教師。 

(四)若符合上述資格教師人數不足、或系所無法推選代表時，由院長推薦本院或本校相關

領域之教師若干人，簽請校長核示。 

(五)本會由院長擔任主席。委員之任期一學年，連選得連任。 

(六)本會委員在審議案件時，有行政程序法第三十二條應自行迴避情形或第三十三條當事

人得申請迴避情形者，依其規定辦理。下列情形之迴避申請由本會決議之： 

1、本會委員就審議案件如認為有前述以外之特殊事由應迴避時，得向本會申請迴避。 

2、有具體事實足認本會委員就審議案件有偏頗之虞者，當事人得向本會申請該委員迴

避，並應舉其原因事實。 

三、本會開會時應有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方得開會。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方得決議。出席委員應行迴避者，於決議時不計入該案件之出席人數。委員應親自出席不

得委託他人代表出席；若委員連續三次不出席者，視同放棄職權，得由候補委員依序遞

補，任期至原委員任期屆滿為止。主席因故無法主持或遇有迴避情形時，由主席指定一人

代理主席；主席未指定時，由委員互推一人代理之。 

四、有關教師之解聘、停聘、及不續聘案或其他重大事由案如事證明確，而系、所教評會

之決議顯與法律規定不合時，本委員會得逕依規定審議變更之。 

五、本會開會時，得視需要邀請有關人員列席報告或說明。 

六、本會表決原則上以無記名投票為之，審議結果應作成會議紀錄依行政程序陳送。 

七、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辦法辦理。 

八、本要點經系院務聯合會議通過，並報請校教評會核備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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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64 本院系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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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65 院系延攬及留任國內外各類頂尖人才學術獎勵設置要點 

 

國立東華大學環境學院 

延攬及留任國內外各類頂尖人才學術獎勵金給與要點 
106.06.20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5 次院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訂定 

107.10.01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院聯合教師評審委員會修定 

108.12.03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 次系院聯合教師評審委員會修定 

一、 國立東華大學環境學院(以下簡稱本院)，依據「國立東華大學延攬及留任國內外各類

頂尖人才學術獎勵金給與辦法」訂定本院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受理教師申請案並至院

系教師評審委員會進行審查。 

二、 本要點適用對象：本院專任教師於教學、研究、服務各方面有一定績效者。新聘教

師以國內第一次聘任或由海外直接遴聘者為限。未通過本校教師評鑑或補助起始日前一年

內未曾執行科技部補助研究計畫者，不得申請。 

三、 研究績效優良之申請資格：申請人學術研究(包括產學研究或跨領域研究)績效表現優

良，且須於近五年內至少 4 年擔任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或科技部產學計畫 1 件(含)以上

計畫主持人，擔任共同或協同主持人之計畫案不得列入計算。 

四、 獲得現職績優教師加給老師，應致力於教學、研究、服務、輔導之提升，並於執行

六個月及期末繳交執行績效報告。審查委員會得依前項執行績效報告之教學、學術研究、

服務及輔導等表現是否達成預期目標，進行評估，作為下一年度核給績優教師加給之依

據。 

五、 本院延攬及留任國內外各類頂尖人才學術獎勵金給與審查程序如下： 

(一) 符合本要點申請資格之新聘教師，於該學系辦理提聘時，可檢具相關申請文件一併提

請審查委員會審議。 

(二) 前一學年度已獲研究頂尖人才獎勵者，應於公告期限前繳交執行績效報告，其績效經

評估通過者，始得於本學年度再次提出申請。 

(三) 申請人應於公告收件截止日前，主動向審查委員會提出申請。 

(四) 申請人須檢附或完成下列資料更新，作為審查之依據或參考： 

1.完成科技部研究人才資料庫內容更新(於公告收件截止日前)。 

2.完成本校人才資料庫及教師個人資料表內容更新(於公告收件截止日前)。 

3.檢附國立東華大學延攬及留任國內外各類頂尖人才學術獎勵金申請表(資料庫)。 

4.檢附近五年執行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資料庫)與計畫佐證資料(核定清單)。 

5.檢附國立東華大學環境學院延攬及留任國內外各類頂尖人才學術獎勵金計分表， 

其代表性研究著作為近三年內發表之期刊論文為限，並應逐件明確標示之排序與計 

算公式。 

6.檢附教師個人資料表(電子檔即可)。 

(五) 審查委員會依申請案逐案進行審查，參考申請人近三年學術表現並排定推薦順序後，

送至校「學術獎助評審委員會」進行複審。原則上被推薦人數至多以本院專任教師總人數

之 20%為上限。 

六、 各項學術研究成果獎勵點數計分標準： 

(一)SCIE、SSCI 期刊敘點公式：(1-(N/10)) *30 (N 為排序百分比之十位數)，其最低敘點

為 3 點。此項原則上依「Journal Citation Reports」學門之排序，清單由申請教師提 

供並經院教評會審議核備。 

AHCI 收錄之期刊論文不分級，每件敘獎 2 點。 

ECONLIT 收錄之期刊論文不分級，每件敘獎 2 點。 

EI 收錄之期刊論文不分級，每件敘獎 2 點。 

TSSCI 每件敘獎 3 點。 

 (二)申請研究績效獎勵之其他期刊論文或專利，依下列順序及原則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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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正式出版於其他學術期刊之論文，有匿名審稿制者，每件敘獎 1 點，至多累積敘獎 3

點。 

2.會議論文原則上不列入獎勵範圍。 

3.個人學術論著專書、其他例外者或特優之成果者應提供相關說明，作為評審依據。 

 (1)個人學術論著專書每件敘獎 3-10 點；專章每件敘獎 1-3 點；經典譯著敘獎 1-5 點。 

 (2)發明專利敘獎 1-3 點。 

 (三)學術研究成果如有二人以上之共同作者其點數計算辦法如下： 

 1.申請者如為唯一之主要作者(包含第一作者、通訊作者)時，其論文、論著專書或專 

章點數為該著作敘點點數。 

 2.申請者如為主要作者時，其論文、論著專書或專章有二人以上之主要作者(P 人)， 

則其所點數為該著作點數除以主要作者人數減 1(P-1)。 

 3.申請者如為非主要作者，其所得點數為該著作點數除以所有作者人數。其最低敘點 

為 0.1 點。 

4.申請者發表期刊如為前 5%給 30 點，前 20%給 15 點不需除以作者人數。 

七、 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國立東華大學延攬及留任國內外各類頂尖人才學術獎勵金

給與辦 

法」辦理。 

八、 本要點經系院聯合教師評審委員會議通過，送研發處備查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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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66 院系教師研究獎勵設置要點 

 

國立東華大學環境學院教師研究績效獎勵金給與要點 
106.06.20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5 次院系教師評審會議訂定通過 

106.09.27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校行政會議通過 

106.12.12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 次院系教師評審會議修正通過 

107.03.07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校行政會議通過 

108.12.03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 次院系教師評審會議修正通過 

一、國立東華大學環境學院(以下簡稱本院)，為獎勵本院教師在學術研究或專業領域成果

之傑出表現與良好績效，依據「國立東華大學教師研究績效獎勵金給與辦法」（以下簡稱

本校辦法）訂定本院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申請資格：本院專任或專案助理教授(含)職級以上教師，得申請本要點之獎勵金給

與。教師各項研究績效成果應以國立東華大學名義發表，且與該教師專業領域相符。 

三、各項績效敘獎點數計算標準： 

(一) SCIE、SSCI 期刊敘點公式：(1-(N/10)) *15 (N 為排序百分比之十位數)，其最低敘點

為 3 點。此項原則上依「Journal Citation Reports」學門之排序，清單由申請教師提供 

並經院教評會審議核備。 

AHCI 收錄之期刊論文不分級，每件敘獎 2 點。 

ECONLIT 收錄之期刊論文不分級，每件敘獎 2 點。 

EI 收錄之期刊論文不分級，每件敘獎 2 點。 

TSSCI 每件敘獎 3 點。 

(二)其他期刊論文： 

1.正式出版於其他學術期刊之論文，有匿名審稿制者，每件敘獎 1 點，至多累積敘獎 

3 點。 

2.會議論文原則上不列入獎勵範圍。 

3.個人學術論著專書、其他例外者或特優之成果者應提供相關說明，作為評審依據。 

(個人學術論著專書每件敘獎 3-10 點；專章每件敘獎 1-3 點；經典譯著敘獎 1-5 點。) 

(三)學術研究成果如有二人以上之共同作者其點數計算辦法如下： 

1.申請者如為唯一之主要作者(包含第一作者、通訊作者)時，其論文、論著專書或專 

章點數為該著作敘點點數。 

2.申請者如為主要作者時，其論文、論著專書或專章有二人以上之主要作者(P 人)， 

則其所點數為該著作點數除以主要作者人數減 1(P-1)。 

3.申請者如為非主要作者，其所得點數為該著作點數除以所有作者人數。其最低敘 

點為 0.1 點。 

4.申請者發表期刊如為前 5%給 15 點，前 20%給 8 點不需除以作者人數。 

(四)研究與產學(政府或財團法人補助)計畫：依其性質、規模(人力、經費、執行期 限等)

及實際貢獻度，其敘獎點數如下： 

1.大型(國家型、科專、大產學…)總計畫，擔任總計畫主持人，得敘獎 5 點。 

2.整合型或跨領域或跨校總計畫，擔任總計畫主持人，得敘獎 3 點。 

3.大型或整合型或跨領域或跨校計畫，擔任子計畫主持人或本院單一整合型計畫之 

共同主持人，得敘獎 1 點。 

4.一般型個人專題研究計畫(含政府委辦計畫)，擔任主持人，得敘獎 1 點。 

5.產學合作計畫（該年度單一計畫管理費或多個計畫管理費累計達 5 萬元以上），擔 

任主持人，得敘獎 1 點。 

6.計畫點數最高上限為 5 點。 

(五)國內外發明專利：應提供已公告之證明文件，每件得敘獎 1-3 點。多名本校教師同為

該項專利發明者，則敘獎點數均分之。 

四、研究績效獎勵金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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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該年度已獲「國立東華大學延攬及留任國內外各類頂尖人才學術獎勵金給與辦 法」

(以下簡稱頂尖人才計畫)獎勵者，不得申請本辦法之研究績效獎勵金。 

(二)每名教師每年度敘獎點數合計至多 24 點，上限不得超過 10 萬元。 

(三)本院每學年度總獎勵金額可用額度，以本校核發予本院該年度分配之獎勵金額度為 

上限。 

(四)本院敘獎點數核發金額，每點以 5,000 元為原則。但若致本院教師合計總獎勵金超過

本院年度分配之獎勵金額度時，則依比例調降每點核發金額。 

五、研究績效敘點評量通則： 

(一)院系教評會得依其專業領域，審定第三條所列各項績效敘獎點數範圍內之敘點。 

(二)曾獲本要點獎勵之各項研究績效成果，不得再提出申請。申請獎勵項目若查有不實 

或不符合規定者，教師該學年度申請案應不予敘點。 

六、本院教師須檢附「教師研究績效獎勵申請表」與相關證明文件送院系教師評審委員會

審查，再送本校「學術獎助評審委員會」決審。 

七、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本校辦法辦理。 

八、本要點經本院系教師評審委員會會議通過，送校行政會議審核後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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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67 本校組織規程 

國立東華大學組織規程 

 
95.5.17 本校94 學年度第2 學期第1 次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增列

章別、修正第4、5、6、7、9、10、11、13、14、15、16、

17、18、21、22、23、26、27、28、29、30、32、33、34、35 

條，新增第8、12、24、25、31 條 

95.8.11 教育部台高（二）字第0950109827 號函核定第6、7、

9 至11、13、16 至18、21、22、24、26、28 至35 條 

95.10.13 教育部台高（二）字第0950138321 號函核定第4、

5、8、9、13 至18、21、23 至25、27 條，95.11.1 教育部台

高（二）字第0950157575號函核定第8、12 條，97.7.9 教育部

台高（二）字第0970127933 號函核定第5、25 條，97.12.4台

高（二）字第0950157575 號函核定均溯自95.8.11 生效 

96.12.4 教育部台高（二）字第0960187140 號函核定第4、5、

6、21 條之1、25 條溯自96.8.1 生效 

97.8.6 本校校務規劃委員會第5 次會議審議通過全部條文 

97.10.16 教育部臺高（二）字第0970201707 號函核定第4、

6、8、10、11、12、13、20、22、23、24、25、26、27、28、

29、30、31、32、33、34、35、36、37、38、39、40 條，依

同函修正第5、7、9、13、14、15、16、17、18、19、21 條，

溯自97.8.1 生效；依97.12.17 教育部臺高（二）字第

0970245350 號函修正第6 條；98.1.8 教育部台高（二）字第

0970264616 號函及98.1.10 教育部台高（二）字第0980004501 

號函核定第6、7、9、13 至19、21 條修正條文；98.2.6 教育

部台高（二）字第0980017618 號函核定第5 條及其附表，均

溯自97.8.1 生效 

依教育部98.5.8 台人（一）字第0980071398 號函轉銓敘部

98.4.24 部法三字第0983050349 號函修正第21 條並刪除第21 

條之1，98.7.1 教育部台高（二）字第0980113528 號函核定，

並溯自97.8.1 生效 

97.12.31 教育部民國台中（二）字第0970262246號函合訂本校

師資培育中心設置辦法，本校98 年5 月20 日97 學年度第2 

學期第1 次校務會議決議修正第15 條及第5 條附表，98.7.31 

教育部台高（二）字第0980123253 號函核定，溯自97.8.1生效 

98.8.4 銓敘部部法三字第0983092441 號函，修 

正第15、16、25、26、30、38 條，98.08.17 教育部台高

（二）字第0980137301 號函核定溯自 

97.8.1 生效。 

98.5.20 本校98 年5 月20 日97 學年度第2 學期第1 次校務會

議決議修正第40 條及第5 條附表，98.08.17 教育部台高

（二）字第0980135628 號函核定，並溯自98.2.1 生效 

98.10.6 考授銓法三字第 0983107575 號函核備 98.5.20 本校 

9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決議修正第 6 條、第 7 

條及第 5 條附表，自 98.8.1 生效 98.12.9 教育部台高（二）字

第 0980205390 號函核定第 6 條、第 7 條溯自 98.8.1 生效，

第 5 條附表依 99.5.18 教育部台高（ 二） 字第 0990086711 

號函修正，99.6.4 教育部台高（二）字第 0990096197 號函核

定，溯自 98.8.1 生效。99.5.26 本校 9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決議修正第 6 條及第 5 條附表（自 99.8.1 生效，

報核中）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條 本規程依大學法之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大學定名為國立東華大學(以下簡稱本大學)。 

第三條 本大學以研究學術、培育人才、提升文化、服務社會、促進國家發展為宗旨。 

第四條 本大學為因應校務之需要暫設美崙校區。 

第二章 組 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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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本大學分設學院、學系、研究所及師資培育中心。其詳如附表「國立東華大學各

學術單位設置表」。本大學必要時，得經校務會議通過，報請教育部核准增設或

裁併學院、學系及研究所，前項設置表並應同時修正。本大學得設跨系、所、院

之學分學程或學位學程。 

第六條 本大學設下列各單位： 

一、 教務處：設註冊組、課務組、出版組、綜合業務組。 

二、 學生事務處：設生活輔導組、課外活動組、衛生保健組、畢業生及僑生輔導組、

軍訓室，美崙校區設課外活動組、生活輔導組。 

三、 總務處：設文書組、事務組、出納組、營繕組、保管組、環境保護組，美崙校區

設綜合服務組。 

四、 研究發展處：設綜合企劃組、學術服務組、學術交流組。 

五、 圖書館：設典藏閱覽組、參考服務組、採訪編目組、系統資訊組，美崙校區設閱

覽組、典藏組。 

六、 教學卓越中心：設教師專業發展組、學生學習輔導組、教學科技資源組，美崙校

區設教學資源組。 

七、 資訊與網路中心：設行政作業組、網路管理組、校務系統組、發展規劃組，美崙

校區設綜合作業組。 

八、 心理諮商輔導中心：設心理諮商組、預防推廣組、資源開發組，美崙校區設心理

諮商輔導組。 

九、 秘書室：得分組辦事。 

十、人事室：得分組辦事。 

十一、會計室：得分組辦事。 

第七條 本大學因教學、研究、實驗、推廣、輔導等需要，設立下列各單位： 

一、 臺灣東部產業發展研究中心 

二、 原住民族發展中心 

三、 附設實驗國民小學 

四、 藝術中心 

五、 大陸研究中心 

六、 數位文化中心 

七、 奈米科技研究中心 

八、 中小企業創新育成中心 

九、 生物技術育成中心 

十、 東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 

十一、台灣文史資源中心 

十二、科學教育中心 

十三、特殊教育中心 

十四、歐盟研究中心 

十五、數位內容科技中心 

十六、能源科技中心 

本大學必要時並得增設其他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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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主管及行政人員 

第八條 本大學置校長一人，綜理校務，負校務發展之責，對外代表大學。 

第九條 本大學校長之產生、任期、續任或出缺，處理方式如下： 

一、產生：新任校長之產生，應於現任校長任期屆滿十個月前，組成校長遴選委員會，

遴選出校長人選，報請教育部聘任。前項遴選委員會成員包括學校代表、校友代

表、社會公正人士、教育部遴派之代表。遴選委員會代表之產生方式、運作方式

等，另訂校長遴選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二、任期：本大學校長任期為四年，由八月一日或二月一日起聘為原則，得續任二次。 

三、續任：任期屆滿依法得續任時，應於任期屆滿前一年報請教育部安排校長評鑑事

宜，做為決定是否續聘之參考。並經校務會議全體代表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出席

代表二分之一以上之同意通過，始得續任。若未獲通過，則依校長遴選辦法規定

重新遴選。 

四、出缺：校長因故出缺，則依本大學校長遴選辦法規定重新辦理遴選。於新任校長選

出就職前，其職務依序由副校長、教務長、研發長代理，並報請教育部核備。現

任校長卸任後，應依其學術專長改聘為專任教師。 

第十條 本大學置副校長一至二人，襄助校長處理校務。由校長自專任教授中遴聘之。副

校長之任期配合校長之任期，校長卸任時，應同時請辭。 

第十一條 本大學各學院置院長一人，綜理院務；各學系置主任一人，單獨設立之研究所

置所長一人，辦理系、所務。院長、系主任、所長之任期每任為三年，得連任一

次。各學院得置秘書一人，行政人員若干人。各學系、研究所得置行政人員若干

人。 

第十二條 院長、系主任及所長之產生方式如下： 

一、第一任院長之產生，由校長聘請教授兼任之。出缺時，由該學院組成遴選委員會遴

選新任院長，報請校長聘任之。遴選委員會代表之產生方式、運作方式另訂之。 

二、第一任系主任及所長之產生，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之教師兼任之。出缺時，由該

系、所組成遴選委員會遴選新任系主任、所長，會商院長報請校長聘任之。遴選

委員會代表之產生方式、運作方式另訂之。 

第十三條 本大學為因應校務發展之需要，各學院助理教授以上教師達七十五人以上，或

其系、所單位數達十個以上者，得置副院長一人，以輔佐院長推動院務。副院長

由院長自教授中遴聘，報請校長聘任之，其任期配合院長之任期。各系學生人數

達五百人以上者，得置副系主任一人，以輔佐系主任推動系務。副系主任由系主

任自副教授以上教師中遴聘，報請校長聘任之，其任期配合系主任之任期。院長

於第一任任期屆滿前六個月，由校長諮詢該學院教師後，決定是否連任；系所主

管第一任任期屆滿前六個月，由該學院院長諮詢該系所教師後，向校長建議是否

連任；若未獲連任，則應依本校院長、系所主管遴選辦法辦理遴選事宜。副主管

之任期配合主管之任期，主管卸任或去職時，應同時請辭。行政單位達教育部所

定達一定規模、業務繁重之單位，得置副主管，其副主管應具資格依其設置辦法

規定或同其主管。 

第十四條 共同教育委員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校長聘請教授兼任之。各室、中心各置主

任一人，由共同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簽請校長聘請助理教授以上教師或同級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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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研究人員兼任，並置職員若干人。 

第十五條 師資培育中心置中心主任一人，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得置副中心

主任一人，由校長聘請助理教授以上教師兼任之，各組置組長一人，由師資培育

中心中心主任簽請校長聘請助理教授以上教師兼任之，並各置教師及職員若干

人。 

第十六條 教學卓越中心置中心主任一人，得置副中心主任一人，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

教師兼任之，各組置組長一人，由教學卓越中心中心主任簽請校長聘請助理教授

以上教師兼任之，並得置研究人員及職員若干人。 

第十七條 教務處置教務長一人，主持全校教務事宜，得置副教務長一人，由校長聘請教

授兼任之，並置秘書一人，各組置組長一人，由教務長簽請校長聘請助理教授以

上教師或同級以上之研究人員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並置職員若干人。 

第十八條 學生事務處置學生事務長一人，主持學生事務，得置副學生事務長一人，由校

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之，秘書一人，各組置組長一人，由學生事務長簽請

校長聘請助理教授以上教師或同級以上之研究人員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並置

職員若干人。軍訓室置主任一人，由學生事務長兼任或由教育部推薦軍訓教官二

至三人，陳請校長擇聘之，並置軍訓教官及護理教師若干人。 

第十九條 總務處置總務長一人，主持全校總務事宜，得置副總務長一人，由校長聘請副

教授以上教師兼任或同級以上之研究人員兼任之，並置、秘書一人，各組置組長

一人，由總務長簽請校長聘請助理教授以上教師或同級以上之研究人員兼任，或

由職員擔任之，並置職員若干人。 

第二十條 研究發展處置研發長一人，綜理學術研究發展與交流等相關事宜，由校長聘請

教授兼任之。置秘書一人，各組置組長一人，由研發長簽請校長聘請助理教授以

上教師或同級以上之研究人員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並置職員若干人。 

第二十一條 圖書館置館長一人，得置副館長一人，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或由

職員擔任之，並置秘書一人，各組置組長一人，由館長簽請校長聘請助理教授以

上教師或同級以上之研究人員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並置職員、研究人員若干

人。 

第二十二條 秘書室置主任秘書一人，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師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

並置專門委員、組長、秘書、專員及職員若干人。 

第二十三條 人事室置主任一人，專門委員、組長、專員、組員若干人，依法辦理人事管

理事項。 

第二十四條 會計室置會計主任一人，專門委員、組長、專員、組員若干人，依法辦理歲

計、會計，並兼辦統計事項。 

第二十五條 資訊與網路中心置中心主任一人，主持中心業務，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教

師兼任之。置秘書一人，各組置組長一人，由中心主任簽請校長聘請助理教授以

上教師或同級以上之研究人員兼任，或由職員擔任之，並置職員、研究人員若干

人。於九十年八月二日以前已進用之現職稀少性資訊科技人員，得繼續留任至其

離職為止。 

第二十六條 心理諮商輔導中心置中心主任一人，主持中心業務，由校長聘請副教授以上

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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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任之。各組置組長一人，由中心主任簽請校長聘請助理教授以上教師或同級以上之研究

人員兼任，並置職員若干人。 

第二十七條 因教學、研究、實驗、推廣等需要設立之各中心，各置中心主任一人，主持

中心業務，由校長聘請助理教授以上教師兼任之，各置職員、研究人員若干人。 

第二十八條 本大學設立附設實驗國民小學，置校長一人，其校長遴選辦法另訂之。其組

織規程經本校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第二十九條 本大學由教學或研究人員兼任之學術與行政單位主管之任期每任為三年，得

連任一次。人事室主任、會計主任之任期，各依有關規定辦理。 

第三十條 本大學置專門委員、編纂、秘書、組長、技正、編審、專員、輔導員、組員、

技士、技佐、助理員、辦事員、管理員、事務員、書記等若干人。本大學置醫

師、藥師、護理師、營養師、護士若干人，醫師必要時得遴用公立醫療機構醫師

兼任。前二項職稱並得視業務需要循修正組織規程程序增置之。本大學教職員除

人事人員、會計人員及軍護人員之任用資格另有規定外，餘均應本公開、公平、

公正之原則辦理。本大學教職員員額編制表另定並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實施，職員

員額編制表應函送考試院核備。 

第三十一條 本大學各單位分層負責明細表另訂之。 

第四章 教師 

第三十二條 本大學教師分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講師，從事授課、研究及輔導。為

教學及研究工作，得置助教協助之，並得延聘研究人員從事研究計畫及專業技術

人員擔任教學工作。教師之聘任，分為初聘、續聘及長期聘任三種，原則採三級

審查。初審由各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辦理，複審由各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辦理，

決審由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辦理，通過後報請校長聘任之。在系所員額外，本大

學得主動邀聘優秀人才，直接提院、校教評會或校教評會審議，通過後報請校長

聘任之。教師之聘任資格及程序，依有關法律之規定。 

第三十三條 本大學得設講座，主持教學研究工作。講座設置辦法另訂，經校務會議通過

後實施。 

第三十四條 本大學基於學術發展需要，應另訂教師教師評鑑及停聘、不續聘之辦法，經

校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並納入聘約。 

第五章 學生 

第三十五條 本大學應輔導學生成立由全校學生選舉產生之學生會及其他相關自治組織，

以增進學生在校學習效果及自治能力。學生為前項學生會當然會員，學生會得向

會員收取會費；本大學應依學生會請求代收會費。 

第三十六條 本大學為增進教育效果，應由經選舉產生之學生代表出席校務會議，並出席

與其學業、生活及訂定獎懲有關規章之會議。 

第三十七條 本大學應建立學生申訴制度，受理學生、學生會及其他相關學生自治組織不

服學校之懲處或其他措施及決議之事件，以保障學生權益。 

第六章 會 議 

第三十八條 本大學設下列各種會議： 

一、 校務會議：議決校務重大事項，以校長、副校長、各學術與行政一級主管、副主

管及教師代表、研究人員代表、研究人員代表、行政人員代表、學生代表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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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代表組織之，校長為主席。教師代表應經選舉產生，其人數不得少於全體會

議人員之二分之一，教師代表中具備教授或副教授資格者，以不少於教師代表人

數之三分之二為原則，學生代表之人數不得少於全體會議成員總額十分之一。校

務會議由校長召開，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但經校務會議應出席人員五分之一以

上請求召開臨時校務會議時，校長應於十五日內召開之。教師代表、研究人員代

表、行政人員代表、學生代表之產生方式、比例及校務會議組織及運作辦法另訂

之。 

校務會議審議下列事項： 

（一）校務發展計劃、預算執行及不動產處置。 

（二）組織規程及各項重要章則。 

（三）學院、學系、研究所及附設機構之設立、變更與停辦。 

（四）教務、學生事務、總務、研究及其他校內重要事項。 

（五）有關校內各種評鑑辦法之研議。 

（六）校務會議所設委員會或專案小組決議事項。 

（七）會議提案及校長提議事項。 

二、行政會議：由校長、副校長、教務長、副教務長、研發長、學生事務長、副學生事

務長、總務長、副總務長、各學院院長、圖書館館長、副圖書館館長、師資培育

中心中心主任、心理諮商輔導中心中心主任、資訊與網路中心中心主任、主任秘

書、人事室主任、會計主任、共同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組織之，校長為主席，討

論本大學重要行政事項，並得視實際需要成立各種委員會或專案小組，處理行政

事務。 

三、教務會議：由教務長、副教務長、研發長、各學院院長、各學系主任、各研究所所

長、圖書館館長、師資培育中心中心主任、教學卓越中心中心主任、資訊與網路

中心中心主任、共同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通識教育中心中心主任、語言中心中

心主任、體育室主任組織之，教務長為主席，討論教務有關事項。 

四、 各學院院務會議：由院長、副院長、學系主任、研究所所長、院屬研究中心中心

主任及教師代表組織之，院長為主席，討論本院教學、研究、推廣及其他有關院

務事項。 

五、 系、所務會議：由系所主管及本系、所全體教師組織之，系所主管為主席，討論

本系所教學、研究、推廣及其他有關系所務事項。 

六、 處、館、室、中心會議：以本處、館、室、中心主管及所屬人員組織之，由各

處、館、室、中心主管為主席，討論各處、館、室、中心之重要事項。本大學必

要時得增設與教學、研究及社會服務有關之其他會議。 

第三十九條 本大學設下列各種委員會： 

一、 學生事務委員會 

二、 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 

三、 教師評審委員會 

四、 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 

五、 人事甄審暨考績委員會 

六、 圖書、通信與資訊服務委員會 



459 

 

七、 學術自由與職業倫理委員會 

八、 校務發展委員會 

九、 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 

十、 經費稽核委員會 

十一、課程委員會 

十二、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十三、研究發展審議委員會 

前項委員會組織規程或設置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實施。本大學必要時得經校務會議通

過增設各種委員會或專案小組，處理校務會議交議事項或特定事務。 

第七章 附 則 

第四十條 本規程經校務會議通過報教育部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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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68 系院務聯合會議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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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69 院系專任老師專長與專業領域 

姓名 職稱 最高學歷 專長 研究室 研究室號碼 

顧瑜君 教授 
美國奧勒岡大學哲學

博士 

質性研究、行動研究、課

程與教學 

人文生態與

教育研究室 
環 A310 

宋秉明 教授 

美國緬因大學森林學

院公園暨遊憩資源博

士 

國家公園經營管理、綠色

旅遊、遊憩衝擊、生態旅

遊、原住民觀光、遊憩治

療 

生態旅遊規

劃與綠生活

研究室 

環 A344 

許世璋 教授 

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

自然資源學院環境教

育與解說博士 

環境教育、環境解說、自

然教育中心 
  環 A345 

李漢榮 教授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生

理學博士 

分子生物學、動物生理

學、基因學 

奈米生技研

究室 
環 B447 

周志青 教授 
美國馬里蘭大學植物

生物學博士 

植物生理學、植物化學、

分子生物學 
  環 B448 

黃文彬 教授 
國立台灣大學動物學

博士 

魚類生態學、仔稚魚生態

學、漁業生物學、水產養

殖、海洋生態學 

漁業生物與

魚類生態研

究室 

環 B349 

黃國靖 副教授 
國立台灣大學植物病

蟲學博士 

昆蟲學、水棲昆蟲分類、

溪流生態學 
  環 A438 

楊懿如 副教授 
國立台灣大學動物學

博士  

生態學、保育生物學、兩

棲類保育教育、數位典藏

與數位學習 

兩棲保育研

究室  
環 B350 

李光中 副教授 
英國倫敦大學大學學

院地理學博士 

權益關係人參與、地景保

育、自然保護區經營、環

境議題教學 

地景與社區

發展研究室 
環 A337 

劉瑩三 副教授 
國立台灣大學地質研

究所博士 

第四紀地質學、環境地質

學、考古地質學、定年學 
拉曼實驗室 環 A442 

張有和 副教授 
英國倫敦大學帝國理

工學院環境工程博士 

環境變遷研究、風險評

估、自然資源評估與管理

學 

三維雷射掃

描與攝影測

量研究室 

環 A306 

吳海音 副教授 
國立台灣大學動物學

博士 

保育生物學、野生動物生

態學、生態學 

野生動物研

究室 
環 B347 

張世杰 教授 

德國 Bayreuth大學

陸域生態系研究所博

士 

生態系生態學、土壤生態

學、植物生理生態學 

陸域生態研

究室 
環 B450 

蔡建福 副教授 

國立台灣大學農業推

廣研究所鄉村規劃博

士 

環境規劃、生態社區、鄉

村發展 

鄉村研究工

作室 
環 A338 

蘇銘千 副教授 
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土

木工程所博士 

環境宿命研究、環境管

理、廢棄物管理政策、永

續物質管理 

  環 B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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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興盛 副教授 
德國海德堡大學經濟

學博士 

永續發展、自然資源經濟

學、共有資源治理、社區

保育、保育與發展 

  環 A242 

楊悠娟 副教授 
美國凱斯西儲大學化

學博士 

地球化學、物理化學、奈

米科技與生態教育 

奈米科技與

生態研究室 
環 B249 

李俊鴻 副教授 
國立中興大學應用經

濟學系管理學博士 

社區參與、生態旅遊、文

化與自然遺產經營管理、

自然資源與環境經濟 

自然暨文化

資源管理研

究室 

環 A244 

林祥偉 副教授 
國立台灣大學地理環

境資源博士 

地理資訊系統、遙測衛星

影像處理、衛星定位系

統、人工智慧空間分析模

式、土地利用研究 

  環 A309 

孫義方 教授 
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

博士 

植物生態學、熱帶生態

學、森林動態研究 

植物生態學

研究室 
環 B307 

顏君毅 教授 
美國佛羅里達州立大

學地質博士 

雷達衛星遙測（雷達差分

干涉、永久散射體雷達差

分干涉法）、沉積學、大

地構造、地形學 

地表作用與

遙測研究室 
環 A238 

張文彥 教授 

國立中央大學地球科

學學系暨地球物理博

士 

地震、地球物理學、地震

防災、遙測科技 
  環 A437 

張成華 助理教授 
英國倫敦大學帝國理

工學院環境資源博士 

遙測與低空攝影、空間資

料處理、漁業海洋學、全

球變遷教育 

  環 A237 

蔡金河 副教授 
美國史丹福大學地質

與環境科學系博士 

礦物與岩石學、電子微探

分析應用、造山帶地殼演

化、地球化學 

岩石與地質

微分析實驗

室 

環 B247 

許育誠 副教授 
國立台灣大學生態學

與演化生物學博士  

保育遺傳、鳥類學、行為

生態學、分子生態學 
  環 B348 

陳毓昀 副教授 
美國喬治亞大學植物

學博士 

熱帶植物生態研究、生態

統計及建模 
  環 B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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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70 國立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專任教師聘任要點 

國立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專任教師聘任要點 
107 年3 月26 日106 學年度第2 學期第1 次系院聯合教師評審委員會議通過 

107 年4 月17 日106 學年度第2 學期第2 次系院務聯合會議通過 

106年5 月23 日106 學年度第2 學期第3 次校教評會修正通過 

 

一、國立東華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環境學院（以下簡稱本院）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以

下簡稱本系），依據「國立東華大學專任教師聘任辦法」（以下簡稱本校教師聘任

辦法）及相關規定，訂定「國立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專任教師聘任要點」

（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系教師之聘任事宜，由本系院聯合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系院聯合教評會）審

議之。 

三、本系新聘教師作業依下列程序辦理： 

（一）以公平、公正、公開徵聘為原則，並於傳播媒體或學術刊物公告徵聘資訊。 

（二）由申請人提出下列諸項文件： 

1. 個人詳細履歷表一份（含歷年著作目錄）。 

2. 學經歷證件及其他有利證明文件。 

3. 近五年內學術著作（含學位論文）。 

4. 三封推薦信。 

5. 可開授課程（含教學計劃表）。 

6. 未來研究與教學計畫。 

7. 達應聘等級教師證書，惟未具前述證書者，應附教師資格履歷表。 

四、新聘教師之聘任審查程序如下： 

（一）系院聯合教評會依課程需要、各級教師應授課時數及聘任有關證件資料進行初

審。 

（二）初審通過者，應於複審前受邀演講並參加面談。 

（三）系院聯合教評會進行複審。 

（四）通過複審之聘任案，提交校教評會決審。 

（五）決審通過後，簽請校長核定聘任之。 

五、新聘專任助理教授以上教師，以具有博士學位為原則。如未具該等級教師證書者，應

依「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本校教師聘任相關辦法之作業及期程規定

辦理著作送審。 

六、本要點未盡事宜，依本校教師聘任辦法等相關規定辦理。 

七、本要點經系院聯合教師評審委員會及系院務聯合會議通過後，並送校教師評審委員會

審議後，陳報校長核定後實施。 

  



573 

 

附錄 71 國立東華大學教師評鑑辦法 

 

國立東華大學教師評鑑辦法 

 
96 年5 月9 日95 學年度第2 學期第1 次校務會議通過 

97 年6 月11 日96 學年度第2 學期第2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7 年8 月27 日校務規劃委員會第8 次會議審議通過 

98 年3 月11 日97 學年度第2 學期第1 次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修正通過 

98 年 5 月 20 日 9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8 年10 月28 日98 學年度第1 學期第1 次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101 年5 月23 日100 學年度第2 學期第1 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 

103 年11 月26 日103 學年度第1 期第1 次校務會議修訂通過第5、9、13 條 

 

第一條 國立東華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昇本校競爭力，增進教師教學、研究、服務

水準，依據大學法第廿一條精神，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教師於前一次評鑑通過後，每任教滿三年須接受一次評鑑，由院、校教師評

審委員會依序辦理初審及複審。本校美崙校區專任教師，自合校（民國97 年8 月

1 日）起，重新適用前項規定。美崙校區96 學年度已通過評鑑教師，應於民國

101 學年度接受第二次評鑑。教師休假研究時間不須扣除；休假研究期間仍應受

評，其教學成績依教務處核分、服務成績除年資外，餘依受評年資比例調整。 

第三條 評鑑分為教學、研究、服務暨輔導等項，評鑑滿分為一百分，通過標準為總分七

十分以上且研究至少得到二十分；教學至少得到二十分；服務暨輔導至少得到十

分，最多以二十分計。 

第四條 教學項目分數計算標準為： 

一、過去三年曾榮獲校優良教師者得六十分。 

二、其餘按學生教學評量計分，標準如標準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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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部和研究所課程分別計分後，再按其科目數比例計算教學所獲分數。 

第五條 研究項目分數計算標準，各學院及共教會得參考本校相關法規訂定之。 

第六條 服務項目分數計算標準為： 

一、過去三年校內外之服務績效，由院教評會評定分數，最多獲二十分。 

二、擔任本校正式編制之二級主管以上之職務，每一年核給十分。 

第七條 各院及共教會得依據本辦法訂定更嚴格之教師評鑑細則，包括各類之評鑑細項、

標準、等第及作業程序等，並將細則報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核備後實施。 

第八條 本校專任教師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提校教評會報告後，免予評鑑： 

一、獲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者。 

二、獲頒教育部學術獎或國家講座，或經本校認可之國內外著名大學講座，或其他同

等級之國內國外學術成就之榮譽，經本校認可者。 

三、升任教授後經連續四次評鑑達到標準者。 

第九條 本校專任教師教學、研究、服務暨輔導達到一定水準且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經

各級教評會審議通過後，得免予評鑑： 

一、曾獲頒科技部(原國科會)傑出研究獎一次，或累計十二年獲得科技部甲種獎勵或

擔任科技部(原國科會)或政府其他機關研究型計劃主持人者。 

二、曾獲本校校教學特優教師獎二次或院教學優良教師獎六次者。 

三、年滿六十歲且已升任教授者。 

四、曾獲其他教學、研究、服務獎項或其成果具體卓著，經各系、所向院及校方報准

免辦評鑑者。 

第十條 新聘助理教授於到職六年內得免接受評鑑。惟各學院有更嚴格之規定者，從其規

定。新聘助理教授於到職六年內須達系所升等基本條件並提第一次升等申請，且

於八年內升等為副教授。凡未達上述任一要求者，分別於第七年、第九年起不予

續聘。新聘副教授須於到職後八年內達系所升等基本條件並提第一次升等申請，

且於十年內升等為教授。凡不符其中任一要求者，分別於第九年、第十一年起不

予續聘。但新任副教授係經由助理教授升等為副教授者，不受此限。原屬國立花

蓮教育大學教師，其中於九十四學年度第二學期起新聘助理教授於到職後六年

內，未通過升等副教授者，學校應予輔導並主動安排二學年僅授足基本授課時

數，不超授時數且不兼任行政工作，以鼓勵教師升等並提昇教學研究與服務水

準；惟於到職後八年內尚未能升等通過副教授者，應不予續聘。前述新聘教師升

等通過當年視同評鑑通過。 

第十一條 各院級教師評審委員會於每年十月底前依其評鑑細則完成所屬教師之評鑑初

審，評定教師於教學、研究及服務各項之表現及成就是否合乎所訂標準，初審報

告送校教師評審委員會進行複審。 

第十二條 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於每年十一月底前完成評鑑複審。 

一、評鑑未達標準者，不予晉級加薪並得視情況作下列方式之處理：酌予調整其基本

授課時數、不得擔任各級教評會委員、不得在校內外兼職兼課、不得申請休假研

究、不得申請帶職帶薪出國講學、研究或進修。 

二、評鑑未達標準者，應於次學年度起二年內就其過去四至五年之整體表現再度受

評，通過標準依受評年資比例調整。若仍未通過者，提院、校級教評會審議改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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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專案教師或辦理不續聘或解聘程序。 

第十三條 本校教師如具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申請延後評鑑，並自原因消失後依本辦法

第二條規定辦理。 

一、女性教師因懷孕流產者，每次以延長一年為限。 

二、女性教師因分娩並養育三足歲以下子女者，每次以延長二年為限。 

三、教師因養育三足歲以下子女未申請育嬰留職停薪者，每次以延長一年為限；申請

育嬰留職停薪超過一年者以其申請期間為限，至多不能超過二年。 

四、教師有其他重大事由者，每次以延長一年為限。有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情形之

一者，應檢具證明申請，並經校長核准後延後評鑑；有第一項第四款情形者，應

檢具證明申請，並經三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第一項第二、三款同一育嬰

事實時如夫妻同為大專校院教師者，以本人或配偶之一方申請為限。教師依第一

項各款申請延後評鑑通過者，延後期間屆滿時，得自原應接受評鑑期間及延後期

間，擇三學年接受評鑑。 

第十四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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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72 國立東華大學環境學院教師評鑑要點 

 

國立東華大學環境學院教師評鑑要點 
98.08.26 98 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院教評會通過  

98.10.14 98 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校教評會通過  

105.6.6 104學年度第1學期第4次院系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  

105.6.20 104學年度第2學期第3次院系務會議通過 

105.9.21 105學年度第1學期校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 

 

第一條 國立東華大學環境學院(以下簡稱本院)，依據「國立東華大學教師評鑑辦法」(以下簡

稱本校辦法)第七條，訂定「國立東華大學環境學院教師評鑑要點」（以下簡稱本要

點）。  

第二條 本院教師接受評鑑時間：  

一、前一次評鑑通過後，每任教滿三年須接受一次評鑑，由院及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依序辦

理初審及複審。  

二、若有符合本校辦法第八條及第九條資格者，免予評鑑。惟第九條第一款所稱政府其他

機關研究型計畫係指計畫完成後三年內將成果發表於有審查制度之期刊或學術研討會

者。  

三、新聘教師評鑑悉依本校辦法中之第十條規定辦理。  

第三條 本要點所指教師評鑑分為教學、研究及服務暨輔導三項，通過標準為總分70分，且研

究得分至少為20分；教學得分至少為20分；服務暨輔導得分至少為10分，最多以20分

計。  

第四條 教學項目得分：依本校辦法第四條定。  

第五條 研究項目計算：  

一、發表於SCI、SSCI或AHCI論文，期刊評比為各領域前 25％且為主要貢獻者(通訊作者或

第一作者)，每篇可獲40分。若非主要貢獻者，則以參與教師人數(n)加 1 均分其得

分(即40/(n+1))。  

二、發表於SCI、SSCI、TSSCI或AHCI 論文，若為主要貢獻者(通訊作者或第一作者)，每篇

可獲20分。若為多位平均貢獻者，均分其得分。若非主要貢獻者，則以參與教師人數

(n)加 1 均分其得分(即 20/(n+1))。  

三、發表於其他具正式審查制度之國內外學術期刊論文，且為主要貢獻者，每一篇可獲 10 

分。若非主要貢獻者，則以參與教師人數(n)加 1 均分其得分(即 10/(n+1))。  

四、專門著作（專書或專章），每件最高可獲40分，其得分由教師評審委員會依實際情況

審議其得分。  

五、發表於學術研討會全文論文，且為主要貢獻者，每一篇可獲5分；其他學術研討會會議

論文，且為主要貢獻者，每一篇可獲2分。學術研討會論文三年最多可得10分。  

六、參與科技部(原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政府機構或其他機構之研究計畫，擔任計畫

主持人，每一計畫每年可獲5分；共同主持人每一計畫每年可獲2分。共同主持人身分

三年最多可得6分。 

七、專利每件可獲5分。  

第六條 服務暨輔導項目：  

一、服務滿一年，每學年給2分；擔任導師工作，每學年給1分。  

二、擔任二級以上主管職務，每學年計6分；其他行政職務每學年計1.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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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配合系、所務運作有貢獻者，由系所主管斟酌加2至6分。  

四、擔任本校各級委員會之成員，每學年每一委員會得核給 1至2分，由院教評會參酌其職

責繁簡，開會次數核給，校教評會得增減之。本項分數每學年總和最高得核給6分。

委員會以校長核定成立者始得列入計分。  

五、在校內外從事專業服務，每學年每項服務得計1至2分。本項分數每學年總和最高得核

給6分，由院教評會參酌其參與程度及具體貢獻核給，校教評會得增減之。  

第七條 上述第三條教學、研究、服務暨輔導等項目，如有特殊案件，院教師評審委員會得依

實際情況審議。  

第八條 本評鑑作業程序，依據本校辦法第十一條規定辦理，應於每年十月十五日前完成初審

後送院，院教師評審委員會應於每年十月底前完成複審後，彙送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決

審。  

第九條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辦法規定辦理。  

第十條 本要點經院教師評審委員會及院務會議通過，並送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後，陳請校

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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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73 國立東華大學教師升等評審辦法 

 

國立東華大學教師升等評審辦法 
101 年11 月28 日101 學年度第1 學期第1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 年11 月30 日105 學年度第1 學期第1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 年5 月29 日107 學年度第2 學期第2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國立東華大學(以下簡稱本校)教師之升等，除依「大學法」、「教育人員任用條

例」、「教師法」、「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等有關法規辦理外，

悉依本辦法辦理。 

第二條 本校教師之升等，分三級審查。初審由各學系（所）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

系所教評會）辦理，複審由各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稱院教評會）辦理，

決審由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稱校教評會）辦理。 

第三條 本校專任教師符合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所訂資格者，向所屬學系（所）提出升等申

請時，須已經在本校任教滿1 年6 個月以上且任該等級教師年資至申請升等職

級起資前1 日(1 月31 日或7 月31 日)需滿3 年以上。新聘專任教師如已具教

育部審查合格之教師證書，以次一等級應聘者，於任教滿一學年後，方得依本

辦法申請升等，惟於聘約中另行規定者，依聘約辦理。 

第四條 本校教師升等每年辦理2 次，上下學期各1 次，升等生效時間分別為8月1 日、2 

月1 日，其時程如下： 

一、申請人應備妥升等資料於當年2 月（擬於當年8 月1 日升等者）、8月（擬於次年2 

月1 日升等者）底前，向所屬學系（所）提出升等之申請，資料不齊或逾期者

皆不予受理。 

二、各系（所）教評會審查通過後，於當年3 月、9 月底前報院提交院教評會審議。 

三、院教評會審查通過後於當年5 月、11 月底前送達人事室，送交校教評會審議。 

四、校教評會審查通過後分別於當學期結束前陳報教育部核發教師證書。 

第五條 升等教師申請升等時應檢附資料如下： 

一、升等提名表，由校教評會另訂之。 

二、教師資格審查履歷表。 

三、現職教師證書影本。 

四、升等年資證明(聘書或經歷證明影本)。 

五、代表作及參考作(分別註明)一式八份。 

六、升等評分表，由院教評會依其教師升等評審要點訂定。 

第六條 本校教師得就其專業領域，依「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所訂專門著

作、作品、成就證明、技術報告等方式，呈現其專業理論或實務（包括教學）

之研究或研發成果送審教師資格。 

本校教師申請升等類別、審查範圍及評定基準如下： 

一、學術研究類： 

(一)教師在該學術領域之研究成果有具體貢獻者，得以專門著作送審。 

(二)藝術類科教師在該學術領域內，有獨特及持續性作品並有重要具體之貢獻者，得以作

品及成就證明，並附創作或展演報告送審；其類科範圍，包括美術、音樂、舞

蹈、民俗藝術、戲劇、電影、設計及其他藝術類科；其審查範圍及基準如附表

1。 

(三)體育類科教師本人或受其指導之運動員參加重要國內外運動賽會，獲有名次者，該教

師得以成就證明，並附競賽實務報告送審；其審查範圍及基準如附表2。 

二、教學實務類 

教師在課程、教材、教法、教具、科技媒體運用、評量工具，具有創新、改進或延伸應用

之具體研發成果，並能有效提升學生學習成效或於校內外推廣具有重要具體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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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者，得以教學技術報告送審。 

三、應用科技類 

教師對特定技術之學理或實作有創新、改進或延伸應用之具體研發成果者，得以技術報告

送審。前項「教學實務類」及「應用科技類」升等審查範圍及評定基準之相關

規範，由校教評會另訂。 

第七條 審查程序： 

一、初審 

(一)系、所教師升等由各系、所教評會辦理初審。 

(二)系、所教評會應就升等教師之教學、研究、服務及輔導情形結果予以初審，並評定成

績。 

(三)初審通過後，送交該院教評會複審。 

二、複審 

(一)院教評會在審核同意送外審後，應將升等者之著作簽請校長聘請校外專家學者6 人評

審，院應依本校教師升等專門著作審查作業要點規定，提供15 人以上之外審委

員建議名單。 

(二)院教評會應就升等教師之教學、研究、服務及輔導情形及初審有關資料及外審結果進

行複審，並評定成績。 

(三)複審通過後，送校教評會決審。 

三、決審 

(一)校教評會應就升等教師之教學、研究、服務及輔導情形及初審、複審有關資料及外審

結果進行決審，並評定成績。 

(二)校教評會於決審前，得請各該申請人或其系所主管，於期限內，針對著作外審意見提

出書面或口頭說明、相關佐證資料，以利校教評會作最終之決審。對於外審學

者專家就研究成果之專業審查意見，除能提出具有專業學術依據之具體理由，

動搖該專業審查之可信度及正確性外，應尊重其判斷，不得僅以投票方式作成

表決。 

第八條 學術研究類升等審查項目包括教學、研究、服務及輔導等項，其中教學成績佔總

評分40%，研究成績佔總評分40%，服務及輔導佔總評分20%。研究成績送審教

授職級者，通過分數為80 分，至少外審委員4 位通過，且6 位外審委員平均分

數應達80 分以上；送審副教授及助理教授職級者，通過分數為70 分，至少外

審委員4 位通過，且6 位外審委員平均分數應達70 分以上。惟上述外審委員之

審查意見與所評分數明顯不相當，或高、低分數差距達30 分以上之情形者，得

經院及校教評會同意後，請該外審委員重新確認意見與成績或送新的外審委員

審查。前項教學、服務及輔導成績評審基本準則，由校教評會另訂。各學院分

別依其特色訂定各項目計分、評量方式與通過門檻，並明訂於該學院教師升等

評審要點。 

第九條 對於送審專門著作、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之評審，由院教評會於複審階段

選任校外學者專家辦理。前項專門著作、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審查之校

外學者專家相關作業要點，由校教評會另訂。 

第十條 申請人對於所有申請升等相關著作，一經提送審議，不得以任何理由更動。校教

評會通過之升等案，經簽請校長核定後，改發升等後職級之聘書，並檢件報請

教育部核發教師證書。 

第十一條 教師申請升等違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及學術成果舞弊案件者，則依本校教師違

反送審教師資格規定及學術成果舞弊處理要點辦理。 

第十二條 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升等案而未獲通過者，應於議決後14 日內，敘明不通

過之理由及救濟教示條款，書面通知申請升等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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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條 申請升等教師不服各級教評會升等決定者，其申覆及申訴規定如下： 

一、申請升等之教師應於收到決議通知文件後15 日內以書面敘明理由，並檢具有關資料

向上一級教評會提出申覆；申請人於申覆時所提之補充參考資料僅限於申請升

等時原送之正式檔案範圍。 

二、申請人不服校教評會決審或申覆決定者，得向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以下簡稱申評

會)提起申訴。 

三、申評會審議結果認為申訴有理由，原決議不予維持時，應送請校教評會再審議。 

四、各級教評會應於2 個月內就申覆案予以審議並簽註意見，必要時得延長1 個月。 

五、各階段審議，得邀請申覆人到場說明。 

六、各級教評會審議結果認為申覆案成立時，應送請前一級教評會再審議；前一級教評會

應於1 個月內依上一級教評會關於申覆案之審議結果另行決議。前一級教評會

未於1 個月內另行決議或其決議牴觸上一級教評會關於申覆案之審議結果或 教

師升等相關法令，上一級教評會得逕行審議。 

七、著作外審結果不得申覆及申訴。 

八、同一事由之申覆，各審級以1 次為限。教師升等案件尚未審理完畢，或教師對其升等

不通過之案件已提出申覆或申訴，但尚未評議完畢者，不得再次提出申覆或申

訴。經再申訴、訴願或行政訴訟決定撤銷之升等案件，應於4 個月內就其事由

予以審議。必要時應附具體理由得至多延長2 個月，但以1 次為限。 

第十四條 本校共同教育委員會、師資培育中心比照各學院辦理。 

第十五條 本校研究人員之升等比照本辦法辦理，惟教學成績不列入評審項目。 

第十六條 本校海洋科學學院與國立海洋博物館借調、合聘之教師，得依本辦法辦理升等

事宜。 

第十七條 各學院應依本辦法訂定更嚴格之教師升等評審要點，送校教評會核定。各學系

（所）應依本辦法及該學院教師升等評審要點訂定更嚴格之教師升等評審要

點，送該院教評會審查通過後，送校教評會核定。106 學年度前，得選擇適用

修正前規定辦理。 

第十八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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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74 國立東華大學環境學院教師升等評審要點 

 

國立東華大學環境學院教師升等評審要點 
98.08.26 9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1 次院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 

98.11.16 9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4 次院教師評審委員會修訂 

98.12.23 9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4 次校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 

99.03.08 98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1 次院教師評審委員會修訂 

99.04.31 98 學年度第2 學期第 2 次校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 

105.6.6 104 學年度第2 學期第1 次教師升等評審實施細則檢視工作小組會修訂 

105.6.6 104 學年度第2 學期第4 次院系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 

105.9.21 105 學年度第1 學期第1 次校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 

106.3.7 105 學年度第2 學期第1 次院系教師評審委員會修訂 

106.3.27 105 學年度第2 學期第2 次院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6.1 105 學年度第2 學期第4 次院系教師評審委員會修正通過 

106.6.5 105 學年度第2 學期第4 次院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6.14. 105 學年度第2 學期臨時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修正通過 

107.10.01 107 學年度第1 學期第1 次系院聯合教師評審委員會修正通過 

107.12.25 107 學年度第1 學期第3 次系院務聯合會議修正通過 

108.1.9 107 學年度第1 學期第4 次校教師評審委員會通過 

一、 國立東華大學環境學院(以下簡稱本院)系院聯合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

依據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暨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送審作業須

知，以及國立東華大學(以下簡稱本校)教師升等評審辦法，訂定本院教師升等評審要

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本院教師升等依「國立東華大學教師升等評審辦法」辦理。 

三、 凡本院教師服務年資達本校「教師升等評審辦法」中規定升等資格者，得申請升

等。教師升等申請外審須符合本要點，得就其專業領域，依教育部及本校相關辦法

所訂專門著作、作品、成就證明、技術報告等方式，呈現其專業理論或實務(包括教

學)之研究或研發成果之基本要求。送審資料應為送審人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之

資料。本院教師升等類別、審查範圍及評定基準如下： 

(一)學術研究類： 

本院教師在該學術領域之研究成果有具體貢獻者，得以專門著作送審。升等審查資料包括

學術研究、教學、服務及輔導等三項，且符合下列三項標準者 

始得申請升等： 

1.學術研究項目： 

（1）包括發表於國內外有學術地位刊物之專門著作(包括專利、專書、學術論文)。 

（2）專門著作為送審人所出版或發表者（含正式被接受），且須與系專業領域或任

教課程有關。 

（3）送審代表作必須為主要貢獻者。 

（4）學術研究滿分40 分，副教授升教授之出版品須達30 分，助理教授升副教授須

達 25 分。評分標準如下﹕ 

(a)發表於 SCIE、SSCI 或AHCI 論文，期刊評比為各領域前 25％且為通訊作者

或第一作者（以下簡稱主要貢獻者），每篇 15 分。若非主要貢獻者7 分。 

(b)發表於SCIE、SSCI 或AHCI 論文，期刊評比為各領域前25%至50％且為主要

貢獻者，每篇12 分。若非主要貢獻者5 分。 

(c)發表於SCIE、SSCI 或AHCI 論文，期刊評比為50%至75%且為主要貢獻者，

每篇 10 分。若非主要貢獻者4 分。 

(d)發表於SCIE、SSCI 或AHCI 論文，期刊評比為75%以下，且為主要貢獻者，

每篇 6 分。若非主要貢獻者3 分。 

(e)發表於 TSSCI 論文，若為主要貢獻者，每篇 6 分。若非主要貢獻者 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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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發表於其他具正式審查制度之國內外學術期刊論文，且為主要貢獻者，每篇 3 

分。若非主要貢獻者 1 分。 

(g)前述非論文主要貢獻者之得分，總加分數以 10 分為上限。 

(h)專書，每件最高 20 分，其得分由本委員會依實際情況審議其得分。 

(i)專章或專利，每件最高可獲 10 分，其得分由本委員會依實際情況審議其得

分。 

2. 教學項目計分方式如下，教學評分滿分 40 分，應達 28 分以上之要求： 

(1)教學績效成績(教學評量)或教學成效良好之具體事蹟。本項最高 30 分。 

(2)教學教材與教法的創新與運用。本項最高 6 分。 

(3)指導學生學術研究優良、大學部專題或研究生論文獲獎或通過補助。本項最高

10 分。 

(4)參與校內外教學相關會議(研討會、工作坊等)與計畫執行。本項最高 6 分。 

(5)其他教學表現： 

(a)曾獲校優良教師者加 10 分。 

(b)曾獲院優良教師者加 4 分。 

(c)通識及師培課程之支援：每開一門加 1 分，多人合授則平分之。本項最高加

6 分。 

(d)配合院內系所課程開設有貢獻者，由本委員會評定加 1 至 4 分。 

(e)其它教學有具體貢獻者，由本委員會評定加 1 至 6 分。 

3. 服務及輔導項目計分方式如下，滿分 20 分，應達 10 分以上之要求： 

(1)服務滿一年，每學年給 1 分；擔任導師工作，每學期給 0.5 分；之前於國內外

其他學術單位服務者，每年給 1 分，採計之前國內外服務年資以五年為限。 

(2)擔任二級以上主管職務，每學年計 4 分；其他行政職務每學年計 1 分。 

(3)配合系所務運作有貢獻者，由系所主管斟酌加 1 至 4 分。 

(4)擔任本校各級委員會之成員，每學期每一委員會給 0.5 分。本項最高 5 分。 

(5)關懷學生、協助學生解決問題，並有具體輔導事實者，每件 0.5 至 1 分，每學

年最高 2 分。 

(6)指導學生社團、參與實習課程、校內外比賽或活動等，並有具體事蹟者，每件

0.5 至 1 分，每學年最高 2 分。 

(7)籌劃、參與或執行校內外研討會、演講、藝文活動、刊物編輯及任何機構計畫等

活動，並有具體事實者，每件 0.5 至 1 分，每學年最高 2 分。 

(8)產學合作計畫之推動與執行，每件 0.5 至 1 分，每學年最高 2 分。 

(9)其他校內外服務與輔導有具體事蹟者，每件 0.5 至 1 分，每學年最高 2 分。 

(二)教學實務類: 

本院教師在課程、教材、教法、教具、科技媒體運用、評量工具，具有創新、改進或延伸

應用之具體研發成果，並能有效提升學生學習成效或於校內外推廣具有重要具體貢

獻者，始得以教學技術報告送審。教學實務類升等相關規範，悉依「國立東華大學

教師教學實務類升等審查範圍與評定基準」之規定辦理。 

(三)應用科技類: 

本院教師對特定技術之學理或實作有創新、改進或延伸應用之具體研發成果者，始得以技

術報告送審。應用科技類升等相關規範，悉依「國立東華大學教師應用科技類升等

審查範圍與評定基準」之規定辦理。 

四、 本院教師評審委員會在審核同意送外審後，應立即成立該申請人之外審名單提名小

組，院長為當然委員，並再由院教評會中推選出2 位委員，依照本校教師升等專門

著作審查作業要點研擬外審推薦名單，並提供15 人以上外審委員建議名單，由校方

進行外審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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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學術研究類升等審查項目包括教學、研究、服務及輔導等項，其中教學成績佔總評

分40%，研究成績佔總評分40%，服務及輔導佔總評分 20%。研究成績送審教授職

級者，通過分數為80 分，至少外審委員4 位通過，且6 位外審委員平均分數應達 

80 分以上；送審副教授及助理教授職級者，通過分數為70 分，至少外審委員4 位

通過，且6 位外審委員平均分數應達70 分以上。 

六、 申請升等教師不服各級教評會升等決定者，其申覆及申訴規定如下： 

(一)申請升等之教師應於收到決議通知文件後15日內以書面敘明理由，並檢具有關資料向

上一級教評會提出申覆。 

(二)申請人不服校教評會決審或申覆決定者，得向本校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起申訴。 

七、 本院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教師升等事宜比照本要點規定辦理。 

八、 本要點若有未盡之處，悉依本校教師升等評審辦法辦理。 

九、 本要點經系院聯合教師評審委員會及系院務聯合會議通過，並送校教師評審委員會

審議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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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75 106-108 學年度教師授課時數 

106 學年度教師授課時數 

教師姓名 授課時數 行政減授 

時數 

指導學士

學生數 

指導碩士

學生數 

指導博士 

學生數 
備註 

張成華助理教授 20.166 
 

0 0 0   

吳海音副教授 14.634 
 

1 1 0   

李光中副教授 12.977 
 

0 8 0   

林祥偉副教授 16.445 
 

2 3 0   

張有和副教授 12.666 
 

0 3 0   

許育誠副教授 13.71 
 

4 2 1   

陳毓昀副教授 13.333 
 

3 2 0   

黃國靖副教授 18.071 
 

5 4 1   

楊悠娟副教授 24.067 
 

5 2 0   

楊懿如副教授 15.934 
 

4 8 0   

蔡金河副教授 12.666 
 

0 4 0   

蔡建福副教授 14.1 
 

0 8 0   

顏君毅副教授 12.866 
 

0 2 0   

宋秉明教授 10.443 
 

0 6 1   

李俊鴻教授 14.838 
 

2 11 1   

李漢榮教授 19.25 
 

2 1 0   

周志青教授 14.25 
 

2 1 0   

孫義方教授 7.476 
 

1 0 1 106-1 休

假研究 

張文彥教授 11.727 4 0 4 0   

張世杰教授 18.833 
 

3 1 0   

許世璋教授 15.334 
 

0 6 0   

陳紫娥教授 5.667 
 

0 1 1 106-1 休

假研究 

黃文彬教授 5.611 6 4 3 1   

劉瑩三教授 8.209 8 0 3 1   

戴興盛教授 13.245 
 

2 5 2   

蘇銘千教授 13.595 
 

1 6 1   

顧瑜君教授 14.3 3.22 0 5 0   

裴家騏教授 8.209 8 0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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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學年度教師授課時數 

教師姓名 授課時數 行政減授

時數 

指導學士

學生數 

指導碩士 

學生數 

指導博士 

學生數 
備註 

張成華助理教授 21.5 
 

0 0 0   

吳海音副教授 14.5 
 

4 4 0   

李光中副教授 14.334 
 

0 4 2   

林祥偉副教授 13.367 
 

5 1 1   

張有和副教授 19.4 
 

0 2 0   

許育誠副教授 17.934 
 

5 4 0   

陳毓昀副教授 17 
 

2 2 0   

黃國靖副教授 20.267 
 

3 2 1   

楊悠娟副教授 18.434 
 

2 3 0   

楊懿如副教授 16.434 
 

7 4 0   

蔡金河副教授 12.9 
 

1 2 0   

蔡建福副教授 14.834 
 

1 6 0   

顏君毅副教授 13.4 
 

0 4 0   

宋秉明教授 14.834 
 

0 7 0   

李俊鴻教授 0 
 

0 6 2 107 學年

度休假

研究 

李漢榮教授 16.917 
 

2 1 0   

周志青教授 18.084 
 

3 0 0   

孫義方教授 13.7 
 

3 0 1   

張文彥教授 12.4 8 0 4 0   

張世杰教授 0 
 

0 2 0 107 學年

度休假

研究 

許世璋教授 16.334 
 

1 6 1   

黃文彬教授 8.934 6 5 2 0   

劉瑩三教授 8.6 8 0 3 0   

戴興盛教授 12.167 
 

5 7 2   

蘇銘千教授 13.933 6 6 5 1   

顧瑜君教授 15.534 4 0 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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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教師授課時數 

教師姓名 授課時數 行政減授

時數 

指導學士

學生數 

指導碩士學

生數 

指導博士學

生數 
備註 

張成華助理教授 10 
 

0 0 0   

吳海音副教授 7.467 
 

3 1 0   

李光中副教授 9.167 
 

0 2 0   

林祥偉副教授 10 1 2 0 0   

張有和副教授 10.5 
 

0 1 0   

許育誠副教授 7.417 
 

3 4 0   

陳毓昀副教授 8 
 

0 2 0   

黃國靖副教授 12.667 
 

4 2 0   

楊悠娟副教授 10.167 
 

2 2 0   

楊懿如副教授 9.167 
 

5 5 0   

蔡金河副教授 7.5 
 

0 2 0   

蔡建福副教授 7 
 

1 7 0   

顏君毅副教授 7.5 1 1 3 0   

宋秉明教授 6.5 
 

0 8 0   

李俊鴻教授 8.417 3 0 7 2   

李漢榮教授 7.917 
 

2 1 0   

周志青教授 5.167 
 

0 0 0   

孫義方教授 6.75 
 

1 2 1   

張文彥教授 6.5 4 0 4 2   

張世杰教授 11.917 
 

2 2 0   

許世璋教授 5.667 
 

0 3 0   

黃文彬教授 0 
    

108-1 休

假研究 

劉瑩三教授 0 
    

108-1 休

假研究 

戴興盛教授 0 
    

108-1 休

假研究 

蘇銘千教授 4.217 4 1 4 0   

顧瑜君教授 6.1 4 0 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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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76 院系課程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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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77 國立東華大學教學優良教師遴選與獎勵辦法 

 

教學優良教師遴選與獎勵辦法(新) 
96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99.06.23 98學年度第2學期第8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2.04.24 101學年度第2學期第3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3.06.11 102學年度第2學期第4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5.03.23 104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 為提高本校教學品質，獎勵教學優良教師，肯定其努力與貢獻，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教學優良教師遴選委員會」分為下列二級：  

一、校級教學優良教師遴選委員會（以下簡稱校級遴選委員會）。 

二、院級（共同教育委員會)教學優良教師遴選委員會（以下簡稱院級遴選委員會）。前述

共同教育委員會教學優良教師之遴選、獎勵名額及相關事項包含支援師資培育中心課

程教學優良之教師。各學院及共同教育委員會應依據本辦法，另行訂定教學優良教師

遴選與獎勵辦法，並得自訂更嚴格的遴選標準及規定，並送教務處備查。 

第三條 校級遴選委員會由校長為召集人，並遴聘校內外委員五至九人組成之。院級遴選委員

會由各院長為召集人，並遴聘該院及校內外委員五至七人組成之。各級委員會委員任

期均為二年，若有出缺情況，則依需要補足之；遞補委員之任期至該屆委員任期屆滿

為止。各級遴選委員會須有全體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之出席始可開議，並須出席

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同意始可決議。各級委員會委員應親自出席，不得由他人代

理；委員於遴選案件有利害關係者，應自行迴避，不得參與評議。 

第四條 凡在本校任教滿二年以上之專任（含合聘、專案）教師，熱心教學及指導學生學習有

成效，於遴選前二年每學年於大學部至少開設一門課，且該期間無授課不足情形，教

學評量平均成績在系所（中心）平均值以上（前述教學評量成績不含碩士在職專班及

進修學士班）足為表率者，均有被推薦之資格。前項年資計至進行遴選作業當年度7月

31日止。 

第五條 教學優良教師獎每年遴選一次，各院遴選獎勵名額為該院所屬教師人數之百分之十為

上限（四捨五入取整數）、共同教育委員會遴選獎勵名額為二至五名。各院及共同教

育委員會須自其該年度院級獎勵名單中提送推薦人選一至三名至「校級教學優良教師

遴選委員會」，校級遴選獎勵名額以六名為限。 

第六條 獲選為校級教學優良教師者，頒發每人獎牌及獎金新臺幣伍萬元整並公開表揚。獲獎

教師須支援新進教師研習及教學相關活動(如示範教學、經驗分享、提供諮詢服務等)，

並將相關資料送圖書館典藏暨展示。獲選為院級教學優良教師者，頒發每人獎狀，另

得由院級單位另訂其他獎勵方式。 

第七條 本校教學優良教師遴選時程及作業方式如下：  

一、 教務處於每年九月下旬提供符合第四條資格之教師名單送各院及共同教育委員會，

各院級遴選委員會應於每年十月中旬前完成遴選程序，並選出院級獲獎教師。 

二、校級遴選委員會應於十月下旬前自院級獲獎教師推薦名單中選出校級獲獎教師。 

三、各級遴選委員會於遴選程序中應考量下列資料，並做為遴選評分參考： 

（一）教學成果：包括前二學年教學評量結果、班級類別及人數與學生學業表現等相關

資料。 

（二）教材與教法：包括課程設計(含專門知識與實務運用)、教材與教法之運用、教材

革新、創新教學方法等相關資料。 

（三）教學理念與熱忱：包括對系、所、院及校教學相關議題之參與及改革、教學改進

計畫之爭取、教師專業發展暨學生學習輔導之參與等相關資料。 

（四）1.教學負擔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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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αi 表示第 i 門大學部課程的修課人數，Xi 表示第 i 門大學部課程的教學評量分

數；βj 表示第 j 門研究所課程的修課人數，Yj 表示第 j 門研究所課程的教學評量

分數；碩士在職專班及進修學士班不納入教學負擔指數之計算。 

2.教學負擔指數  

其中，αi 表示第 i 門大學部課程的修課人數，Zi 表示第 i 門大學部課程的開課學分

數；βj 表示第 j 門研究所課程的修課人數，Zj 表示第 j 門研究所課程的開課學分

數；碩士在職專班及進修學士班不納入教學負擔指數之計算。 

（五）熱心積極參與開設通識或師培課程：能配合學校整體教學規劃之需求，且主動參

與或支援開設本校通識課程或師資培育中心教育學程課程之相關資料。 

（六）其他補充說明資料：如啟發學習興趣、鼓勵參與社會服務等教學活動之相關資

料。 

四、推薦之系所應秉公正原則，適切參酌學生、同儕之意見進行遴薦作業。 

五、各級遴選委員會依上列各項評量時，應兼顧量化與質化之因素，對候選人貢獻之質

與量並重，以求公允。 

第八條 榮獲三次校級教學優良之教師，由學校頒給榮譽終身教學傑出獎座或獎牌，嗣後

不再推薦為本獎項之獎勵對象。但院級之教學優良教師遴選則不在此限。當年度已

獲選院級教學優良獎勵之教師，同一年度內不得再參與其他院級教學優良教師遴

選。 

第九條 本辦法所需經費由教學相關計畫經費或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支應。 

第十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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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78 國立東華大學環境學院教師評鑑細則 

 

 國立東華大學環境學院教師評鑑細則  
98.08.26 98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院教評會通過 

98.10.14 98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校教評會通過 

 

第一條 國立東華大學環境學院(以下簡稱本院)，依據「國立東華大學教師評鑑辦法」(以下簡稱

本校辦法)第七條，訂定「國立東華大學環境學院教師評鑑細則」（以下簡稱本細則）。 

第二條 本院教師接受評鑑時間：  

一、 前一次評鑑通過後，每任教滿三年須接受一次評鑑，由院及校教師評審委員會依序辦理

初審及複審。 

二、 若有符合本校辦法第八條資格者，免予評鑑。惟第三款所稱政府其他機關研究型計畫係

指計畫完成後三年內將成果發表於有審查制度之期刊或學術研討會者。 

三、 新聘教師評鑑悉依本校辦法中之第九條規定辦理。 

第三條 本細則所指教師評鑑分為教學、研究及服務暨輔導三項，通過標準為總分70分，且研究

得分至少為20分；教學得分至少為20分；服務暨輔導得分至少為10分，最多以20分計。 

第四條 教學項目得分：依本校辦法第四條規定。 

第五條 研究項目計算：  

一、 發表於SCI、SSCI或AHCI論文，期刊評比為各領域前25％且為主要貢獻者(通訊作者或

第一作者)，每篇可獲40分。若非主要貢獻者，則以參與教師人數(n)加1均分其得分(即

40/(n+1))。 

二、 發表於SCI、SSCI、TSSCI或AHCI論文，若為主要貢獻者(通訊作者或第一作者)，每篇

可獲20分。若為多位平均貢獻者，均分其得分。若非主要貢獻者，則以參與教師人數(n)

加1均分其得分(即20/(n+1))。 

三、 發表於其他具正式審查制度之國內外學術期刊論文，且為主要貢獻者，每一篇可獲10

分。若非主要貢獻者，則以參與教師人數(n)加1均分其得分(即10/(n+1))。 

四、 專門著作（專書或專章），每件最高可獲40分，其得分由教師評審委員會依實際情況審

議其得分。 

五、 發表於學術研討會全文論文，且為主要貢獻者，每一篇可獲5分；其他學術研討會會議

論文，且為主要貢獻者，每一篇可獲2分。學術研討會論文三年最多可得10分。 

六、 參與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政府機構或其他機構之研究計畫，擔任計畫主持人，每一

計畫可獲5分；共同主持人每一計畫可獲2分。共同主持人身份三年最多可得6分。 

七、 專利每件可獲5分。 

第六條 服務暨輔導項目： 本項分數計算標準，參考「國立東華大學教師聘任及升等辦法」第

十三條第二款之項目分別評分：  

一、服務滿一年，每學年給 2 分；擔任導師工作，每學年給 1分。 

二、擔任二級以上主管職務，每學年計 6 分；其他行政職務每學年計 1.5 分。 

三、配合系、所務運作有貢獻者，由系所主管斟酌加 2 至 6 分。 

四、擔任本校各級委員會之成員，每學年每一委員會得核給 1 至 2 分，由院教評會參酌其

職責繁簡，開會次數核給，校教評會得增減之。本項分數每學年總和最高得核給 6 分。

委員會以校長核定成立者始得列入計分。 

五、在校內外從事專業服務，每學年每項服務得計 1 至 2 分。本項分數每學年總和最高得

核給 6 分，由院教評會參酌其參與程度及具體貢獻核給，校教評會得增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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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上述第三條教學、研究、服務暨輔導等項目，如有特殊案件，院教師評審委員會得依實

際情況審議。 

第八條 本評鑑作業程序，依據本校辦法第十條規定辦理，應於每年十月十五日前完成初審後送

院，院教師評審委員會應於每年十月底前完成複審後，彙送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決審。 

第九條 本細則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辦法規定辦理。 

第十條 本細則經院教師評審委員會及院務會議通過，送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核定後實施，修正時

亦同。 

 

  



594 

 

附錄 79 國立東華大學推動學術研究補助申請辦法 

 

國立東華大學推動學術研究補助申請辦法 
106.11.29 106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行政會議通過 

108.03.20 107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8.06.12 107學年度第2學期第5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 國立東華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升師生研究水平與帶動校務中長程發展，特訂定本

校「推動學術研究補助申請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推動項目與經費分配原則如下：  

一、亮點計畫：結合本校中長程校務發展之規劃，推動亮點計畫。 

(一) 由研究發展處(以下簡稱研發處)邀集校內教師組成亮點計畫審議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

校長擔任主席，副校長及處長為當然成員；並依計畫之主題性質，得另敦聘校內外委員

若干名。 

(二) 計畫書送本小組審議，通過之計畫，由計畫主持人或研究團隊執行計畫。獲補助之計畫

需接受管考。 

(三) 補助經費以年度預算60%為原則。 

二、院特色發展計畫：提供學院特色發展補助。 

(一) 申請案須經院級會議審核通過並排定補助之優先順序後，原則於每年三月中旬提送至本

校研究發展審議委員會(以下簡稱研發會)審議。 

(二) 補助經費以年度預算20%為原則。 

三、培育固元計畫：提供未通過科技部計畫教師研究經費，鼓勵教師持續對外提出計畫申請。  

(一) 未通過本校教師評鑑者不得申請，每人每年度至多補助一案，每案至多補助以30萬元為

原則。 

(二) 申請案須經院級會議審核通過並排定補助之優先順序後，原則於每年三月與九月中旬提

送至本校研發會審議(必要時得送外審)。 

(三) 補助經費以年度預算10%為原則。 

四、補助辦理學術研討會：補助本校單位辦理學術研討會，補助辦法另訂之。 

(一) 申請案須提送至本校研發會審議。 

(二) 補助經費以年度預算10%為原則。 

第三條 審查補助原則如下：  

一、計畫主持人現有研究成果與發展潛力；  

二、申請補助之必要性與使用規劃；  

三、前一年度補助款執行成效及經費使用狀況；  

四、電腦、筆電、平板、印表機、手機、相機、攝影機等一般事務資訊設備，應不予補助。 

第四條 獲本校補助款之計畫案所衍生的權益收入分配，依本校技術移轉要點辦理。  

第五條 凡使用補助款購置之儀器設備，財產由計畫主持人列管，並應於合理範圍內提供本校

師生使用，以求資源共享效益最大化。 

第六條 本辦法補助經費，由校務基金支應，年度經費需於當年度核銷完畢，並得依每年度校

務預算調整額度。 

第七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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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80 國立東華大學專任教師出席國外地區國際學術會議發表論文經費補助準則 

 

國立東華大學 

專任教師出席境外地區國際學術會議發表論文經費補助準則 
92年3月19日行政會議通過 

93年12月1日93學年度第1學期第6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93年12月29日93學年度第1學期第7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94年3月2日93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94年3月23日93學年度第2學期第4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97年10月22日97學年度第1學期第3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98年12月16日98學年度第1學期第7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99年4月21日98學年度第2學期第4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1年10 月17 日101 學年度第1 學期第2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1年10 月16 日102 學年度第1 學期第2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5 年5 月18 日104 學年度第2 學期第4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7 年11月7 日107 學年度第1 學期第3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 國立東華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勵本校教師出席境外地區國際學術會議發表研究

成果，以提高本校學術研究之國際地位，特依「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

法」及「國立東華大學校務基金自籌收入收支管理規定」訂定本準則。 

第二條 申請人須為本校助理教授職級（含）以上之專任（案）教師；出席大陸（含港澳）地

區舉辦之會議，該會議之主（合）辦單位應為國際組織，或該會議發表者至少有三個

國家/地區（含）以上人士，若發表者屬大陸、香港、澳門三處人士僅能算為一個國家/

地區。 

第三條 申請補助之會議論文須以國立東華大學（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名義發表且申

請人應為主要貢獻者；論文為合著者，每一論文以補助一人為限。申請人應填具申請

書一份，檢附相關文件，依各教學一級單位（各學院、共同教育委員會及師資培育中

心）規定之期限與程序辦理提審。 

第四條 申請人在同一會計年度以補助一次為限，申請通過與否及補助金額由申請人所屬之一

級單位核定，惟大陸（含港澳）地區補助金額以一萬元為上限；大陸（含港澳）以外

之亞洲地區補助金額以二萬元為上限；亞洲以外地區補助金額以三萬元為上限。申請

補助之經費項目依行政院「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及科技部「補助國內專家學者出

席國際學術會議作業要點」相關規定辦理。 

第五條 申請人已獲計畫之預核國外差旅費者，或獲科技部補助國內專家學者出席國際學術會

議者，應優先使用校外補助經費；差旅費若有不足或未獲補助者，申請人得再向所屬

一級教學單位提出補助申請。未向科技部提出申請者，經各一級單位審議得不予補

助。補助之項目及額度仍依第四條之規定辦理。 

第六條 補助費用由受補助人於出國時先行墊付，俟返國後一個月內，向本校檢據報銷申請歸

墊，經費之報銷及撥付均依本校相關會計程序辦理。 

第七條 受補助人應於返國後一個月內向本校研究發展處提送報告書、論文被接受發表之大會

證明及所發表論文之全文或摘要完成結案。逾期未完成結案者，本校得不受理其次一

年度申請案。 

第八條 本準則所提供之經費由校務基金自籌經費支應，每年分配教學一級單位可使用額度，

各單位應自訂提報程序及審核標準，專款專用，未用完之額度不保留至次年。 

額度分 配原則為，各單位具申請資格之教師人數佔全校具申請資格教師人數之比例（權重值

為八十），以及前一年度各單位申請獲配教師人數佔全校申請獲配教師人數之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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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重值為二十）計算，惟各單位分配額度不低於三萬元。 

第九條 本準則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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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81 國立東華大學教師授課時數核計規定 

 
 

教師授課時數核計規定 
 

102.02.27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行政會議通過 

103.06.11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4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3.12.03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4.03.25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擴大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5.05.18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4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6.09.27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8.06.12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5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一、本校專任教師之職責為教學、研究、服務及輔導。  

二、各職級專任教師每週基本授課時數分別為教授 8 小時、副教授及助理教授 9 小

時、講師 10 小時。  

三、教師均需親自授課，除校長得免授課外，其餘教師在院、系、所開課無虞的情形下 

得以指導學生、服務等方式抵減授課時數；惟抵減授課時數後每學期至少須開授一 

門實際講課之課程（至少 3 學分），且各系（所）全體專任教師（不含休假研究、 

進修、借調、請假及兼任主管之教師）每學年平均授課學分數（不含指導論文類） 

不得少於 9 學分。 

四、任一科目之授課時數，以 1 學分為 1 小時核計。實習課、實驗課各按該課程實際

排 定時數折半計算，但每位授課教師每學期至多以 3 小時計。 

五、教師指導研究生學位論文得抵減授課時數，每位專任教師每學期最多得抵減 2 小時； 

另指導大學部畢業專題、論文或總結性課程，每學期至多以抵減 1 小時為限。 

六、兼任學術或行政主管職務之教師，依其職務性質及工作量核減授課時數，如兼任其

他行政工作，需專簽由校長核定。兼任多項行政工作者，核減時數以加總方式計算，至

多以 4 小時為限。  

七、專任教師須授滿每週基本授課時數始得支領超授鐘點費，且每週以 4 小時為上限。 

八、本規定之各項計算原則詳如附表「教師授課時數核計原則說明」。 

各學院在全院教師均不支領超支鐘點費、不聘用兼任教師情形下，院課程委員會得 

依據本規定另行訂定核計方式或規範，並簽請校長同意後送教務處備查。 

九、專任教師已達各院、系、所教學需求，但每週未達基本授課時數者，得依本校「專 

任教師授課時數不足處理要點」規定併計抵充基本授課時數。 

十、講座、客座教授、專案教師及合聘教師之授課依聘約及相關規定辦理；時數計算及 

抵減、核減、超授等情形，得比照專任教師辦理，如有特別規定者則從其規定。 

兼任教師鐘點費依每週排定授課時數（除指導論文類外），按月核實支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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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本規定經行政會議通過，並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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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授課時數核計原則說明 
102.02.27 101 學年度第2 學期第1 次行政會議通過 

103.06.11 102 學年度第2 學期第4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3.12.03 103 學年度第1 學期第3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4.03.25 103 學年度第2 學期第1 次擴大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5.05.18 104 學年度第2 學期第4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6.09.27 106 學年度第1 學期第1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8.06.12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5 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對象 
 

 

2.每週基本授課時數 
 

 

3.授課規範與獎勵 
 

 

4.時數計算 
 

 

5.開課規定 
 

 

6.指導學生 
 

 

7.兼任行政職務核減時數 
 

 

8.超支鐘點計算 
 

 

9.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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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對象 
●當學年度在職之專任教師。 

●上學期在職，但下學期不在職者及下學期新聘之專任教師，均應列入計算。 
 

 

2.每週基本授課時數 
●校長為專任行政職，教師獲聘擔任校長職務，於任職期間得免授課。 

●本校專任教師每週基本授課時數為教授 8 小時、副教授 9 小時、助理教授 9 小時、

講 師 10 小時（亦即每學年應授課時數為教授 16 小時、副教授及助理教授 18 小時、

講 師 20 小時）。 

●專任教師授課時數以全學年度每週之授課時數平均計算，教師授課時數未達每週基本 

授課時數者，得於當學年度第二學期學生加退選課結束後依本校「專任教師授課時數 

不足處理要點」申請抵充，抵充後仍有不足情形者則應於次一學年內補足（如有特殊 

情況得於次二學年內補足）。 
 

 

3.授課規範與獎勵 
 

●為因應整體教學規劃之需求，本校各院、系、所及教師有義務接受並配合校、院、系、 

所依教師專長所作之課程安排。 

●教師需親自授課，每位專任教師每學期至少須開授一門實際講課之課程（至少 3 

學 分）。 

●大班授課：設定修課人數時請適度放寬或增開班次，以滿足同學修課之需求。選課人 

數達 70 至 89 人，該科目授課時數增加 0.2 倍；達 90 至 109 人時增加 

0.5 倍；達 110 人至 149 人時增加 0.8 倍；達 150 人以上時增加 1 倍。 
 

●各類課程授課時數倍數之計算係依照該科目原始時數為基準，依二項以上之規定而

增 加計算授課時數時，合計最多仍以不超過 1 倍為限；如有特殊情形，得另訂規定辦

理。 

●各項獎勵課程之授課時數計算方式，悉依其要點（或辦法）規定辦理。 
 

 

4.時數計算 
●任一科目之授課時數，以 1 學分為 1 小時核計。 

●實習課、實驗課除全程由教師親自授課及指導者外，各按該課程實際排定時數折半計 

算，每位教師每學期至多以 3 小時計。 

●一般技術性課程（如通識中心開設之體育、英語口語聽講等）各按該課程實際排定時 

數計算。 

●專題討論、書報討論、專題講座等課程，每位授課教師每學期至多以 3 小時計。如屬 

安排校內外學者演講所開設之專題討論或相同性質課程，授課教師不得重複支領鐘點 

費。 

●音樂系主（副）修課程，以課程時間表所列時數乘以修課人數核計（個別指導主修 1 

人以 1 小時計，副修 1 人以 0.5 小時計），如遇學生停修、休學或退學，即應停發兼任 

教師鐘點費、專任教師時數則計入基本授課時數，惟應於計算超支鐘點時扣除。若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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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作課程（分組授課），選課人數 3 至 5 人以下 1 學分以 1 小時計，6 人以上 1 學

分 以 2 小時計，並為上限。 

●服務學習課程依選課人數核計教師之授課時數，25 人以下以 1 小時計，26 人以上以 2

小時計並為上限。 

●多位教師共同擔任同一課程時，其課程時數以均分為原則，如其時數非均等時，由開 

課單位確認分配給各授課教師。如有特殊授課時數計算，需經院課程委員會審核並經 

校長核可後送教務處備查。 

●以計畫經費、業務費、補助款、或其他自籌經費支給鐘點費之課程，由開課單位確認 

經費來源與支給鐘點時數後，造冊送交教務處辦理教師授課時數核計事宜。 

●下列課程（含併班上課）應支領專班授課鐘點費，且該時數不得再計入教師授課時數： 

（1）碩士在職專班、學士後專班課程。 

（2）因應特殊學生需求所開設補修、輔系、雙主修專班課程。 

（3）因應特殊計畫或專案所開設之專班課程；惟已訂定經費收支管理要點或專案簽 

奉校長核可者，得依其規定或簽准方式辦理。 

●所開課程確定停開，其停開前已授之課程，不列入當學期授課時數計算。 
 

 

5.開課規定 
 

●博士班、碩士班每一科目至少有 3 名學生選修始得開課，若人數不足經簽准開課者， 

則計入任課教師之基本授課時數，惟應於計算超支鐘點時扣除。 

●學士班一般課程每一科目至少須有 10 名學生選修，通識課程則至少須有 20 名學生選 

修始得開課。一般課程如選修人數不足，介於 5 至 9 人，但有特殊因素需開課並由專

任教師授課，且專簽核准者，則計入任課教師之基本授課時數，惟應於計算超支鐘點

時扣除。除符合前述規定或依其他法規需開課者外，選修人數不足者一律不得開課。 

●指導研究生論文及學士班畢業專題、論文、跨領域整合專題或總結性課程，及音樂系 

主（副）修、實作課程，不受前述最低開課人數之規範。 

●學士班除實驗、實習及其他具特殊屬性課程外，一般課程每班可選課人數以 50 人以上 

為原則。選課人數未設限之科目超過 70 人以上時，得由開課單位決定是否分班授課， 

惟同一時段每位教師僅限開設一班。 
 

 

6.指導學生 
 

●凡指導碩士班及博士班研究生論文之科目，授課時數之計算方式以每指導 1 名學生核 

給 1 小時之方式計算，每位教師至多以 2 小時為限（如學期中有研究生休、退學指導 

未滿一學期者仍以一學期計算）。 

●凡指導學士班學生畢業專題、論文、跨領域整合專題或總結性課程之科目，授課時數 

以每指導 1 名學生核給 0.25 小時之方式計算，每位教師至多以 1 小時為限。 
 

 

7.兼任行政職務核減時數 
 

●副校長、教務長、總務長、學生事務長、研發處處長、共同教育委員會主任委員、

國 際事務處處長、圖書資訊處處長、院長、主任秘書（含以上各單位副主管）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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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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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組長，得核減 4 小時。 

●一級中心主任得核減 4 小時，其餘編制內中心主任得核減 2 小時。 

●正（副）系主任、所長及其他二級教學單位主管得核減 2 小時；系主任兼任所長者

（含 學系同時有碩士班、博士班、碩專班等及含於系之研究所者）得核減 3 小

時。 

●兼任上述職務以外之行政工作者，需經專案核准後，按核減時數計算。 

●兼任多項行政工作者，核減時數以加總方式計算，且核減時數至多 4 小時。 

●實驗國小校長減授 6 小時，不受上列減授至多 4 小時之限制。 
 

 

8.超支鐘點計算 
●超授時數於每學年之第二學期結束前一併核實支給超支鐘點費。 

●授滿每週基本授課時數始得支領超授鐘點費，每週以 4 小時為上限；教師以各項職

務 或方式減授或抵減授課時數，均不得計入超支鐘點時數。 

●師資培育中心開設之國小教育學程專班、中等教育學程專班及卓越儲備教師增能學

程 課程，以該學分費收入支付全額專任教師超支鐘點費與兼任教師鐘點費者，其授

課時 數或鐘點計算得另訂規定或以專案簽奉校長核可辦理。 

●本校專任教師校外兼課應經兼課學校事先商得本校同意，每週至多四小時（含夜間

及 假日）；校內超支鐘點及校外兼課鐘點合併計算，每週不得超過四小時，不計入授課

時 數之專班課程及推廣教育課程鐘點費不在此限。 

●前項兼課教師學年內如有超授情形，超支鐘點應依上、下學期分別核計，單一學期

超 支鐘點併計兼課鐘點上限如逾 4 小時者採計為 4 小時，並先扣除兼課鐘點所得

餘數後 核給校內超支鐘點費，未核給時數視為義務教學。 
 

 

9.其他 
●任公職之兼任教師每週授課時數以 4 小時為限。 

●兼任教師所開課程，如選修人數未達開課人數者一律不得開課；本校無聘任需求

者， 聘期屆滿前得終止聘約。 

●兼任教師所開課程如未達開課人數，至遲應於加退選確定後停開，其停開前已授

課之 鐘點費核實支付。 

●兼任教師指導碩士班、博士班研究生論文及大學部學生畢業專題、跨領域整合專

題或 論文科目之時數，不列入授課時數計算。 

●兼任教師鐘點費依每週排定授課時數，按月核實支給；如為大班授課，並得比照本

核 計原則，增加倍數核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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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82 國立東華大學教學卓越中心教師教學成長社群實施辦法 

國立東華大學教學卓越中心教師教學成長社群實施辦法 

108 年 12 月 11 日修訂 

第一條 國立東華大學教學卓越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為鼓勵本校教師組成教師教

學成長社群，以推動教學主題經驗分享、教材教法創新、課堂行動研究及運

用於教學之策略，營造永續發展的教師教學專業成長機制，達成增進教師教

學效能及自我成長之目的，建立東華特色的教師教學成長社群，特訂定本辦

法。 

第二條 教師教學成長社群計畫（以下簡稱本計畫）之成員，應由本校專任教師至少

三人組成，教師成員不限學院、科系，並應推舉一位專任教師擔任召集人。

每位教師最多可加入三個社群，且僅得擔任一社群計畫之召集人。 

第三條 本計畫應由召集人提出申請，申請時需檢附教師教學成長社群計畫申請表、

經費預算表或其他補充文件，於公告申請期限內提出申請。 

第四條 本中心於申請截止後，由中心聘請委員召開審查會議，依申請社群活動性質

與規劃核定補助組數與經費進行審查。審查會議決議後公告補助名單，並以

電子郵件通知召集人。 

第五條 本計畫補助各社群相關業務費用，每一社群補助額度最多為肆萬元，優先鼓

勵跨院、跨校、跨界及起飛家族之教師教學成長社群，補助額度依計畫申請

書所規劃之內容與預期成效為審查參考依據，核定額度於審查通過後通知。 

第六條 本計畫所規劃之活動內容，以切磋教學相關經驗為主，可採用教學主題經驗

分享、教材教法創新、課堂行動研究，以及運用教學觀摩、專業領域教學研

討或精進教學等方式進行。 

第七條 每社群於執行期間每個月（不含寒暑假）至少進行一次集會，每次會後應填

寫活動紀錄表 (含活動照片)。召集人應於計畫期程結束後之兩週內繳交書面

資料及寄送成果影片、成果報告相關檔案至教師社群承辦人信箱（含核銷經

費、成果報告書及照片），並呈現於本中心網站。報告之繳交狀況，將列入未

來申請之參考依據，而受輔助計畫成員應參與本中心所舉辦之社群成果發表

會。 

第八條 本計畫申請時程、執行期程、申請流程、活動成果報告書繳交日期、成果分

享會日期及相關表單，將由本中心依據各年度實際狀況另行公告於本中心教

學資源網。 

第九條 本辦法經本中心會議通過後，自發布日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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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83 國立東華大學環境學院教學優良教師遴選與獎勵辦法 

 

國立東華大學環境學院教學優良教師遴選與獎勵要點 
 
 

98.08.26  98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次教學優

良教師遴選委員會草擬 
 

98.09.01  98學年度第 1學期

第 1次院行政會議通過 
 

104.09.21  104學年度第 1學期

第 2 次院行政會議通過 
 

105.01.04  104學年度第 1學期

第 2 次院行政會議通過 
 

106.04.24  105學年度第 2學期

第 3 次院系務會議通過 
 

107.10.16  107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

次系院務聯合會議通過 
 

109.12.17  108學年度第 1學期第 3

次系院務聯合會議通過 

 

一、 國立東華大學環境學院（以下簡稱本院），依據「國立東華大學教學優良教師

遴選與獎勵辦 法」，訂定「國立東華大學環境學院教學優良教師遴選與獎勵要

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為辦理本院優良教師遴選作業，特設置「國立東華大學環境學院教學優良教師

遴選委員會」 (以下簡稱本委員)。本委員會由院長為召集人，並遴選本院校

內外委員五至七人組成。委員 任期一年，若有出缺情況，則依需要補足之；遞

補委員之任期至該屆委員任期屆滿為止。委 員會須有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

出席始可開議，並須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始可決議。 委員若為受評候選

當事人時，應迴避參與評選作業。若開會委員人數不足時，得由召集人臨 時增

補之。 

三、 候選人依下列標準審議： 

 (一)上下學期皆有教學評量成績者。 

 (二)學、碩博士課程評量分別高於學、碩博士課程評量

平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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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學生票選結果。 

四、 獲本院教學優良教師之獎勵： 

 (一)院頒發教學優良教師獎牌乙紙與獎勵金 1 萬元

整。  

 (二)繳交資料並提送名單至校參選「校教學優良教

師」遴選。 

五、 獲本院教學優良獎勵之教師於下一學年度不得參與院級遴選；當年度已獲其他

單位教學優良 獎勵之教師不得參與院級遴選。 

六、 本要點經系院務聯合會議通過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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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84 國立東華大學建立優良導師典範施行要點 

國立東華大學建立優良導師典範施行要點 

102.03.27 101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2 次行政會議通過 

102.05.29 101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4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3.12.29 103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4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4.06.10 103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3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5.06.29 104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6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7.05.02 106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3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為彰顯導師工作之價值，建立本校導師工作之典範，依據本校導師制實施辦法第 

十二條訂定本要點。 

二、本校為建立優良導師典範，應設置「優良導師典範評選委員會」，分為下列三級： 

(一) 系級（含各系所、系所院學位學程）優良導師典範評選委員（以下簡稱「系 

級委員會」）：系級委員會由各系所、系所院學位學程自行訂定辦法、決行並 

籌組之。 

(二) 院級優良導師典範評選委員（以下簡稱「院級委員會」）：院級委員會由各院 

自行訂定辦法、決行並籌組之。 

(三) 校級優良導師典範委員會（以下簡稱「校級委員會」）： 

1. 校級委員會設置委員若干人，由校長或授權人員擔任召集人，以副校 

長、教務長、學務長、各院院長、心理諮商輔導中心主任為當然委 

員，各院再推舉一位教師代表共同組成校級委員會。委員任期一年， 

連選得連任。 

2. 校級委員會於每學年第二學期由心理諮商輔導中心協助辦理召開。 

三、評選方式： 

(一)提名： 

1.被提名資格：擔任該年度各系所、系所院學位學程導師、起飛學生家族導師 

或主任導師。 

2.提名人： 

A.本校教師、職員、學生、家長、畢業校友。 

B.各級（系、院、校）委員會。 

3.提名方式：可由他人推薦或自薦。開放提名時間為每年 9 月至 12 月為止， 

隔年 1 月底由諮商中心彙整被推舉導師清冊至系級單位，作為提名參考。提 

名內容應包含被提名人之基本資料、本年度之優良事蹟與提名理由等做為評 

選參考。 

4.系級委員會議召開時由系級委員會填寫繳交「優良導師典範審查資料表」以 

供委員會評選(附件一)，被提名導師得補充資料。 

5.系級優良導師代表應檢附同意書（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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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評選： 

1.各級委員會之評選，可依需要參考以下項目： 

A. 關懷學生，輔導學生生活、學習與活動。 

B. 主動發現學生困難或問題，積極提供協助。 

C. 協助處理校園學生特殊及重大事件。 

D. 指導並積極參與學生各項班級活動與學生互動良好者。 

E. 積極參加導師相關工作會議、輔導知能研習與個案討論會。 

F. 其他創新措施或具體輔導事蹟。 

G. 各系院所自行決定之其他評選項目。 

2.於提名截止後，心理諮商輔導中心彙整各系被提名導師資料後，於每年 1 月 

底前送至系級委員會予以評選之。 

3.系級委員會應對被提名導師之行為事宜充份討論，並給予讚詞敘明其所彰顯之 

導師工作價值。此外應推舉至多 2 名系優良導師為系優良導師典範代表，備 

妥相關資料，於每年 3 月底前提送至各院級委員會參與討論。 

4.院級委員會應對被提名導師之行為事宜充份討論，並推舉至多 2 名院優良導 

師為院優良導師典範代表，備妥相關資料，於每年 5 月底前提送校級委員會參 

與討論。 

5.校級委員會應對院優良導師典範代表之行為事宜充份討論，並選出至多 10 名 

該年度之校級優良導師典範。五年內累積獲得三次優良導師典範者，則為特優 

導師典範。 

四、表揚方式： 

(一)心理諮商輔導中心應將各級優良導師典範代表呈現於網頁顯明處公開表揚之。 

(二)校級委員會應以榮耀優良導師典範、特優導師典範為目標，給予校級優良導師 

典範及特優導師典範相映其導師價值的榮譽與表揚方式，以激勵本校教師投入 

導師工作，創造導師工作價值。 

(三)各系院宜邀請獲選優良導師典範者，辦理經驗分享之相關活動以彰顯其價值。 

(四)校級委員會之評選出十名校級優良導師典範導師，報請校長核定後公布，頒發 

獎狀及獎金新台幣壹萬元整。經費來源為年度導生活動費中編列。 

五、依據導師辦法第十一及十二條，獲選各級優良導師典範者之工作績效應列入教師 

升等評審、教師評鑑及獎勵時之評審要項之一。由各級相關辦法另訂之，經各級 

單位評選委員會審議通過後施行。辦理本要點所需經費由本校校務基金支應。 

六、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公布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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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85 國立東華大學環境學院優良導師典範評選與獎勵要點 

國立東華大學環境學院優良導師典範評選與獎勵要點 

109.12.17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系院務聯合會議通過 

一、 國立東華大學環境學院（以下簡稱本院），為彰顯導師工作之價值，建立導師工

作之典範，依據本校「國立東華大學建立優良導師典範施行要點」，設立「國立

東華大學環境學院優良導師典範評選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評選本院被

提名之導師。 

二、 本委員會由院長為召集人，並遴選本院校內外委員五至七人組成。委員任期一

年，若有出缺情況，則依需要補足之；遞補委員之任期至該屆委員任期屆滿為

止。委員會須有全體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始可開議，並須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

上同意始可決議。委員若為受評候選當事人時，應迴避參與評選作業。若開會委

員人數不足時，得由召集人臨時增補之。 

三、 評選方式依據本校「國立東華大學建立優良導師典範施行要點」進行評選。 

四、 獲本院優良導師之獎勵： 

(一)院頒發優良導師獎牌乙紙與獎勵金 5 千元整。 

(二)繳交資料並提送名單至校參選「校優良導師」遴選。 

五、 榮獲三次院級優良導師之教師，由院頒給榮譽終身導師傑出獎座暨獎勵金 2 萬

元，嗣後不再推薦為本獎項之獎勵對象。 

六、 本要點經系院務聯合會議通過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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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86 國立東華大學延攬及留任國內外各類頂尖人才學術獎勵金給與辦法 

 

 國立東華大學延攬及留任國內外各類頂尖人才學術獎勵金給與辦法  

99.09.15 99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行政會議通過 

100.01.05 99學年度第1學期第7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0.05.11 99學年度第2學期第6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0.09.28 100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0.11.24 教育部臺高(三)字第1000209979號函同意備查 

101.04.11 100學年度第2學期第3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2.03.27 101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2.05.31 教育部臺教高(三)字第1020081314號函同意備查 

103.04.30 102學年度第2學期第3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3.06.11 102學年度第2學期第4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3.09.24 103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3.11.03 教育部臺教高(五)字第1030159464號函同意備查 

104.12.30 104學年度第1學期第4次行政會議暨第2次擴大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5.03.15 教育部臺教高(五)字第1050033876號函同意備查 

106.03.15 105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6.04.07 教育部臺教高(五)字第1060041530號函同意備查 

107.04.11 106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7.06.27 106學年度第2學期第4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7.09.27 教育部臺教高(五)字第1070169842號函同意備查 

107.10.03 107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7.10.23 教育部臺教高(五)字第1070185667號函同意備查 

108.02.20 107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108.04.02 教育部臺教高(五)字第1080045203號函同意備查 

第一條 國立東華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延攬及留住國內外優秀人才，提升教學研究水準，

特依教育部「延攬及留住大專校院特殊優秀人才實施彈性薪資方案」，訂定本辦

法。 

第二條 本辦法適用對象 

本校專任教師在教學、研究、服務各方面有一定之績效。申請教師於補助起始日前

一年內曾執行科技部補助研究計畫，且通過本校教師評鑑或已取得免評鑑資格者，

方得申請。 

第三條 研究績效優良者：  

本校現職教師於研究有具體優良成果者，得獎教授資格之認定，得由各學院依各該

專業領域之國際水準，訂定各類頂尖人才之任用標準及未來績效要求，並依規定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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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通過後再提送申請案至校「學術獎助評審委員會」審核並經核定後，得依下列標

準給與績優教師加給。 

一、研究傑出  

(一) 獲選中央研究院院士或總統科學獎：每月支給上限16點績優教師加給。 

(二) 研究績效（包括學術研究、產學研究或跨領域研究績效）成果表現傑出者。最近五

年，每年至少主持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或科技部產學計畫1件以上（不含共同或協同

主持人），每月支給3點績優教師加給，人數不超過全校2%之教師。 

二、研究優良一 

研究績效（包括學術研究、產學研究或跨領域研究績效）成果表現優良者。最近五年，每

年至少主持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或科技部產學計畫 1 件以上(不含共同或協同主持

人)，每月支給 2 點績優教師加給，人數（含研究傑出）不超過全校 5%之教師。 

三、研究優良二 

研究績效（包括學術研究、產學研究或跨領域研究績效）成果表現優良者。最近五年，至

少四年皆主持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或科技部產學計畫1件以上(不含共同或協同主持

人)，每月支給1點績優教師加給，人數（含研究傑出）不超過全校10%之教師。 

第四條 為強化對新聘任優秀研究人員之保障，促使獎勵資源之合理分配，針對新聘任三

年內且執行科技部研究計畫之計畫主持人，教授級、副教授級、助理教授級之獎勵

對象，其獎勵額度每人每月各不得低於八萬元、六萬元、三萬元。但此類獎勵對象

應符合下列資格之一：  

一、非曾任或非現任國內學術研究機構編制內之專任教學、研究人員。  

二、於本校正式納編前五年間均任職於國外學術研究機構。 

第五條 獎勵對象資格、人數及金額：  

一、獎勵人數不得逾前一年度執行科技部補助研究計畫之計畫主持人總人數百分之四十。 

二、獎勵金額每人每月最高不得逾新臺幣二十萬元，最低不得少於新臺幣五千元。 

三、副教授或相當職級以下人數占獎勵對象人數之比率以不低於5%為原則。 

第六條 獲獎勵教師之加給，原則上自審查通過後，自當年八月一日起核給，惟教育部或

科技部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一、 教師獲得第三條與第四條獎勵者，則不參加「國立東華大學研究績效獎勵金給與辦

法」審核。 

二、 獲獎勵教師加給給與期限為一年，期滿後再依本要點規定審議通過者，得再核給。 

三、 支領獎勵教師加給者，在補助期間內有離職、留職停薪、借調至他單位任職、停

聘、解聘或違反學術倫理經查證屬實等情形，該項補助即按其未在職或停權期比例

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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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留職停薪之獲獎勵教師復職後，繼續給與至期滿為止。 

第七條 審查核給獎勵教師加給程序如下：  

一、 獎勵教師之推薦，各學院需於學校公告期限內審議通過後將相關資料送校級學術獎

助評審委員會審核並經核定者，給與獲獎勵教師加給。 

二、 有關彈性薪資核發併同教師每月薪資由人事室及主計室協助發放。 

第八條 獲得獎勵加給老師，應致力於教學、研究、服務、輔導之提升，並於執行六個月

及期末繳交執行績效報告。 

審查委員會依前項執行績效報告之教學、學術研究、服務及輔導等表現是否達成預

期目標，進行評估，作為下一年度核給獎勵教師加給之依據。 

第九條 本校對獲獎勵教師，提供其教學、研究及行政相關之支援。 

一、 教學支援：本校設有教學卓越中心規劃辦理教師專業成長措施，以提供教師教學各

項相關服務，如：教師教學研習會、新進教師傳習制度、教學諮詢與輔導服務、數

位課程(含教材)製作輔導與補助、教學助理培訓與獎勵制度以及推廣各類教師教學社

群等。  

二、 研究支援：本校另訂有「國立東華大學研究績效獎勵金給與辦法」協助教師及研究

人員投入學術研究。  

三、 行政支援：本校有教師宿舍，提供住宿申請，以解決教師住宿問題；亦提供教師研

究室、電腦、資訊網路、圖書館等資源服務。  

第十條申請「科技部補助大專校院研究獎勵作業要點」者，應符合該部規定。 

第十一條 獎勵教師加給，由本校校務基金與行政院國家科學技術發展基金補助款經費支

應。 

獎勵教師加給每點折合率，每年視科技部補助經費狀況另訂之。 

第十二條 各院得依本辦法另訂定更嚴格遴選細則，並送研發處備查。 

第十三條 申請者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本校得撤銷或廢止原核定之補助，並停止其申請補

助之權利：  

一、偽造文書或以不實資料申請本項補助經費經查證屬實者。 

二、未依規定期限繳交經費申請書、執行績效報告並經催告仍未辦理者。  

第十四條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報請教育部備查後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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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87 國立東華大學環境學院延攬及留任國內外各類頂尖人才學術獎勵金給與要點 

國立東華大學環境學院 

延攬及留任國內外各類頂尖人才學術獎勵金給與要點 

106.06.20105學年度第2學期第5次院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訂定 

107.10.01107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系院聯合教師評審委員會修定 

108.12.03108學年度第1學期第4次系院聯合教師評審委員會修定 

 

一、 國立東華大學環境學院(以下簡稱本院)，依據「國立東華大學延攬及留任國內外各類

頂尖人才學術獎勵金給與辦法」訂定本院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受理教師申請案並

至院系教師評審委員會進行審查。 

二、 本要點適用對象：本院專任教師於教學、研究、服務各方面有一定績效者。新聘教師

以國內第一次聘任或由海外直接遴聘者為限。未通過本校教師評鑑或補助起始日前

一年內未曾執行科技部補助研究計畫者，不得申請。 

三、 研究績效優良之申請資格：申請人學術研究(包括產學研究或跨領域研究)績效表現優

良，且須於近五年內至少4 年擔任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或科技部產學計畫1 件(含)以

上計畫主持人，擔任共同或協同主持人之計畫案不得列入計算。 

四、 獲得現職績優教師加給老師，應致力於教學、研究、服務、輔導之提升，並於執行六

個月及期末繳交執行績效報告。審查委員會得依前項執行績效報告之教學、學術研

究、服務及輔導等表現是否達成預期目標，進行評估，作為下一年度核給績優教師

加給之依據。 

五、 本院延攬及留任國內外各類頂尖人才學術獎勵金給與審查程序如下： 

(一) 符合本要點申請資格之新聘教師，於該學系辦理提聘時，可檢具相關申請文件一

併提請審查委員會審議。 

(二) 前一學年度已獲研究頂尖人才獎勵者，應於公告期限前繳交執行績效報告，其績

效經評估通過者，始得於本學年度再次提出申請。 

(三) 申請人應於公告收件截止日前，主動向審查委員會提出申請。 

(四) 申請人須檢附或完成下列資料更新，作為審查之依據或參考： 

1.完成科技部研究人才資料庫內容更新(於公告收件截止日前)。 

2.完成本校人才資料庫及教師個人資料表內容更新(於公告收件截止日前)。 

3.檢附國立東華大學延攬及留任國內外各類頂尖人才學術獎勵金申請表(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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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檢附近五年執行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資料庫)與計畫佐證資料(核定清單)。 

5.檢附國立東華大學環境學院延攬及留任國內外各類頂尖人才學術獎勵金計分表，

其代表性研究著作為近三年內發表之期刊論文為限，並應逐件明確標示之排序與

計算公式。 

6.檢附教師個人資料表(電子檔即可)。 

(五) 審查委員會依申請案逐案進行審查，參考申請人近三年學術表現並排定推薦順序

後，送至校「學術獎助評審委員會」進行複審。原則上被推薦人數至多以本院專

任教師總人數之20%為上限。 

六、 各項學術研究成果獎勵點數計分標準： 

(一)SCIE、SSCI期刊敘點公式：(1-(N/10)) *30 (N為排序百分比之十位數)，其最低敘點

為3點。此項原則上依「Journal Citation Reports」學門之排序，清單由申請教師

提供並經院教評會審議核備。 

AHCI收錄之期刊論文不分級，每件敘獎2點。 

ECONLIT收錄之期刊論文不分級，每件敘獎2點。 

EI收錄之期刊論文不分級，每件敘獎2點。 

TSSCI每件敘獎3點。 

(二)申請研究績效獎勵之其他期刊論文或專利，依下列順序及原則辦理： 

1.正式出版於其他學術期刊之論文，有匿名審稿制者，每件敘獎1點，至多累積敘

獎3點。 

2.會議論文原則上不列入獎勵範圍。 

3.個人學術論著專書、其他例外者或特優之成果者應提供相關說明，作為評審依

據。 

(1)個人學術論著專書每件敘獎3-10點；專章每件敘獎1-3點；經典譯著敘獎1-5點。 

(2)發明專利敘獎1-3點。 

(三)學術研究成果如有二人以上之共同作者其點數計算辦法如下： 

1.申請者如為唯一之主要作者(包含第一作者、通訊作者)時，其論文、論著專書或

專章點數為該著作敘點點數。 

2.申請者如為主要作者時，其論文、論著專書或專章有二人以上之主要作者(P

人)，則其所點數為該著作點數除以主要作者人數減1(P-1)。 

3.申請者如為非主要作者，其所得點數為該著作點數除以所有作者人數。其最低

敘點為0.1點。 

4.申請者發表期刊如為前5%給30點，前20%給15點不需除以作者人數。 

七、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國立東華大學延攬及留任國內外各類頂尖人才學術獎勵金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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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辦法」辦理。 

八、本要點經系院聯合教師評審委員會議通過，送研發處備查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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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88 國立東華大學學術獎助評審委員會組織要點 

 

國立東華大學學術獎助評審委員會組織要點 

105年6月15日104學年度第2學期第5次行政會議通過 

一、 國立東華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組織校級委員會審議教師學術研究獎勵或獎助相

關事宜，特訂定「國立東華大學學術獎助評審委員會組織要點」（以下簡稱本要

點）。 

二、 本校得設「國立東華大學學術獎助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校獎審會）負責審議教

師學術研究獎勵或獎助事宜。校獎審會置委員11至15人，由校長擔任召集人，研發

長為當然委員，委員由校長遴聘之，任期2年，連聘得連任之。 

三、 校獎審會負責審議之本校教師學術研究獎勵或獎助類別如下： 

（一） 延攬及留任國內外各類頂尖人才學術獎勵金。 

（二） 教師研究績效獎勵金。 

（三） 新進教師學術研究獎。 

（四） 其他學術研究獎勵或獎助相關事宜。 

四、 校獎審會依審議需要召開會議，開會時須有全體委員三分之二（含）以上出席，方

得開會；出席委員二分之一（含）以上之同意，方得決議。 

校獎審會委員應親自出席，不得委託他人代表出席，並應迴避審議與自身利益攸關

事項，迴避委員不計入出席人數。 

五、 校獎審會開會時，得視需要邀請相關人員列席報告或說明。 

六、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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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89 國立東華大學特聘教授設置辦法 

國立東華大學特聘教授設置辦法 

105 年11 月30 日105 學年度第1 學期第1 次校務會議通過 

107 年3 月28 日106 學年度第2 學期第1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 年5 月29 日107 學年度第2 學期第2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國立東華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勵教師積極參與工作，以促進本校朝頂尖卓

越大學發展，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凡到任本校滿三年之專任教授具備下列資格之一，且綜合評量各方面表現達一

定水準者，得聘為本校特聘教授。 

一、曾獲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總統科學獎、教育部學術獎、教育部國家講座、科

技部傑出研究獎。 

二、近五年內擔任研究計畫或產學合作計畫主持人(原則不含共同或協同主持人；

惟計畫管理費撥入本校之共同或協同主持人得列入）且計畫經費補助金額累計

達三千萬元以上或計畫管理費累計達二百萬元以上者。 

三、依本校「延攬及留任國內外各類頂尖人才學術獎勵金給與辦法」，獲研究績優

教師加給近五年內累計達十四點，或各院推薦排序第一且累計達四次者。各院

若多人排序第一，則次數得均分採計之。 

四、近五年榮登ESI 高度被引用TOP1%論文之主要作者且累計達三年者。 

五、近十年曾獲校級教學優良教師獎累計達三次者，且其中二次須為擔任本校教授

期間獲頒之獎項。 

六、近五年在學術或各專業領域表現卓越且曾獲國內外具信譽之重要獎項者。前項

年限採計至申請前一年度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如屬計畫性質者，計畫應執行完

畢，始得採計，分段計畫亦同。 

第三條 本校特聘教授之申請，由教師自行推薦或經校內各單位主動推薦辦理，並應於

每年二月底前提出，送請各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初審，各學院教師評審委員會

並應於每年四月底前提送推薦人選及佐證資料，會研究發展處、教務處及人事

室後，提請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複審，複審通過陳校長核定後敦聘之。申請資

料包括個人學經歷、完整著作目錄、重要著作抽印本、具體成就證明與其他相

關資料。 

第四條 各學院特聘教授名額，按每年二月一日編制內專任教授為基準，每滿教授五人

得推薦一人，餘數進一；教授未滿五人之學院得推薦一人。特聘教授期間累計

年資達六年者，得聘任為終身特聘教授榮銜，其人數不計入前項計算，但以十

分之一為限。各學院特聘教授申請人符合第二條第一項資格相同時，視其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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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多寡為優先推薦，或由各學院綜合評量各方面表現後排列順序，提校教師評

審委員會審議。 

第五條 特聘教授配合申請人聘期以二年為限，並自每學年八月一日起聘，期滿得重新

推薦審議後續聘之。 

第六條 特聘教授及終身特聘教授之權利義務如下： 

一、得擔任本校研究或專業領域相關委員會之委員。 

二、每學年得減授二學分之授課鐘點數。 

三、每學年由人事室安排得在校內主講一場次之專題演講。特聘教授及終身特聘教

授聘任期間應於每學年五月底前提報執行成果送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報告。 

第七條 特聘教授及終身特聘教授於留職停薪或休假研究期間，不影響其榮銜。如有違

反本校教師送審教師資格規定及學術成果舞弊處理要點或本校專任教師聘約或

有第二條第一項資格不符情事，經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認定屬實者，應撤銷榮

銜。 

第八條 本辦法經校教師評審委員會及校務會議審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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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90 教師實驗室與學生會辦公室一覽表 

 

  

編號 師資/名稱 職稱 實驗室 

1 張文彥 教授 地球物理實驗室 

2 劉瑩三 教授 拉曼光譜實驗室 

3 李俊鴻 教授 自然暨文化資源管理實驗室 

4 蘇銘千 教授 環境宿命與管理實驗室 

5 戴興盛 教授 共有資源治理研究室 

6 宋秉明 教授 生態旅遊規劃與綠生活實驗室 

7 許世璋 教授 環境學習中心實驗室 

8 顧瑜君 教授 人文生態與教育實驗室 

9 李漢榮 教授 奈米生技實驗室 

10 周志青 教授 植物與微生物學實驗室 

11 黃文彬 教授 水生資源實驗室 

12 張世杰 教授 陸域生態系統實驗室 

13 蔡金河 副教授 岩石與地質微分析實驗室 

14 顏君毅 副教授 地表作用與遙測實驗室/元素分析實驗室 

15 張有和 副教授 三維雷射掃描與攝影測量實驗室 

16 林祥偉 副教授 地理資訊系統實驗室 

17 蔡建福 副教授 鄉村保存研究室 

18 李光中 副教授 地景保育與社區參與實驗室 

19 楊悠娟 副教授 生態奈米實驗室/環境化學與計算實驗室 

20 吳海音 副教授 野生動物實驗室 

21 黃國靖 副教授 水棲昆蟲實驗室 

22 孫義方 副教授 植物生態實驗室 

23 楊懿如 副教授 兩棲類保育實驗室 

24 許育誠 副教授 鳥類研究室 

25 陳毓昀 副教授 計量生態實驗室 

26 張成華 助理教授 海洋遙測實驗室 

27 學生會辦公室  環境學院1樓A150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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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91 自資系系學會 Facebook 

 

 

附錄 92 GSS Face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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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93 108 學年度全院老師 Office Hour 表 

教師 

姓名 

研究室 分機 

電子郵件 

星期 時間 

張文彥 環 A437 室 (03)890-3280 

wychang@gms.ndhu.edu.tw 

三 15：00~17：00 

黃文彬 環 B349 室 (03)890-5191 

bruce@gms.ndhu.edu.tw 

三 10：00～12：00 

顧瑜君 環 A320 室 (03)890-3273 

juneku@gms.ndhu.edu.tw 

二 14：00～17：00 

宋秉明 環 A344 室 (03)890-3295 

bmsung@gms.ndhu.edu.tw 

一 10：00～12：00 

許世璋 環 A345 室 (03)890-3298 

sjhsu@gms.ndhu.edu.tw 

一 16：00～18：00 

李漢榮 環 B447 室 (03)890-3642 

hjlee@gms.ndhu.edu.tw 

三 8：00～10：00 

周志青 環 B448 室 (03)890-3645 

jcchou@gms.ndhu.edu.tw 

三 8：00～10：00 

蘇銘千 環 B449 室 (03)890-3331 

mcsu@gms.ndhu.edu.tw 

二 12：00～14：00 

孫義方 環 B307 室 (03)890-3279 

ifsun@gms.ndhu.edu.tw 

三 10：00～12：00 

劉瑩三 環 A442 室 (03)890-5196 

yingsan@gms.ndhu.edu.tw 

 教授休假 

mailto:wychang@gms.ndhu.edu.tw
mailto:bruce@gms.ndhu.edu.tw
mailto:juneku@gms.ndhu.edu.tw
mailto:bmsung@gms.ndhu.edu.tw
mailto:sjhsu@gms.ndhu.edu.tw
mailto:hjlee@gms.ndhu.edu.tw
mailto:jcchou@gms.ndhu.edu.tw
mailto:mcsu@gms.ndhu.edu.tw
mailto:ifsun@gms.ndhu.edu.tw
mailto:yingsan@gms.nd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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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興盛 環 A242 室 (03)890-3342 

hstai@gms.ndhu.edu.tw 

 教授休假 

張世杰 環 B450 室 (03)890-3275 

scchang@gms.ndhu.edu.tw 

一 14：00～15：00 

李俊鴻 環 A244 室 (03)890-3343 

chlee@gms.ndhu.edu.tw 

一 14：00～16：00 

顏君毅 環 A238 室 (03)890-3289 

jyyen@gms.ndhu.edu.tw 

二 14：00～16：00 

蔡金河 環 B247 室 (03)890-5180 

tsaich@gms.ndhu.edu.tw 

一 14：00～17：00 

張有和 環 A306 室 (03)890-5183 

yoho@gms.ndhu.edu.tw 

四 14：00～16：00 

蔡建福 環 A338 室 (03)890-3329 

jftsai@gms.ndhu.edu.tw 

二 11：00～14：00 

楊悠娟 環 B249 室 (03)890-5181 

ycyang@gms.ndhu.edu.tw 

四 15：00~17：00 

林祥偉 環 A309 室 (03)890-5184 

shine@gms.ndhu.edu.tw 

一 08：00～10：00 

許育誠 環 B348 室 (03)890-3271 

ycsheu@gms.ndhu.edu.tw 

三 14：00～16：00 

吳海音 環 B347 室 (03)890-3274 

hywu@gms.ndhu.edu.tw 

五 10：00～12：00 

黃國靖 環 A438 室 (03)890-5195 一 10：00～12：00 

mailto:hstai@gms.ndhu.edu.tw
mailto:scchang@gms.ndhu.edu.tw
mailto:chlee@gms.ndhu.edu.tw
mailto:jyyen@gms.ndhu.edu.tw
mailto:tsaich@gms.ndhu.edu.tw
mailto:yoho@gms.ndhu.edu.tw
mailto:jftsai@gms.ndhu.edu.tw
mailto:ycyang@gms.ndhu.edu.tw
mailto:shine@gms.ndhu.edu.tw
mailto:ycsheu@gms.ndhu.edu.tw
mailto:hywu@gms.nd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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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cwong@gms.ndhu.edu.tw 

楊懿如 環 B350 室 (03)890-5192 

treefrog@gms.ndhu.edu.tw 

一 15：00～17：00 

李光中 環 A337 室 (03)890-5187 

kclee@gms.ndhu.edu.tw 

二 14：00～16：00 

陳毓昀 環 B248 室 (03)890-3324 

ychen@gms.ndhu.edu.tw 

四 10：00～12：00 

張成華 環 A237 室 (03)890-3288 

chenghua@gms.ndhu.edu.tw 

四 14：00～16：00 

 

  

mailto:kcwong@gms.ndhu.edu.tw
mailto:treefrog@gms.ndhu.edu.tw
mailto:kclee@gms.ndhu.edu.tw
mailto:ychen@gms.ndhu.edu.tw
mailto:chenghua@gms.nd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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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94 研究生協助教學助學金作業要點 

國立東華大學環境學研究生協助教學助學金作業要點 

103 年 6 月 9 日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4 次行政會議通過 

103 年 6 月 16 日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院務會議通過 

103 年 11 月 10 日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院務會議通過 

104 年 9 月 7 日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行政會議通過 

104 年 11 月 2 日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院務會議通過 

105 年 4 月 18 日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院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國立東華大學環境學院(以下簡稱本院)為鼓勵本院研究生協助教學工作，特

依據「國立東華大學研究生獎助學金作業要點」，訂定本要點。 

第二條 協助教學助學金依不同工作內容，分為以下類型： 

一、 實務操作型：協助實驗課之教學工作，並負責實驗室之軟硬體維護等

工作。 

二、 田野實習型：協助田野實習之教學工作，並負責相關行政事務處理。 

三、 討論課程型：協助分組討論之教學工作，並負責相關行政業務處理。 

第三條   發放原則：依校所分配之金額，按照修課人數及課程性質計算積分加總後依

序發放。 

一、 滿學士班課程依修課人數計算積分：20人以下1分；21～40人2分；41

～60人3分；61人以上4分。 

二、 課程類型積分如下： 

1. 實務操作型（整學期實驗、操作課程）4分。 

2. 整學期課程三分之一以上為田野實習者3分。 

3. 講授討論為主，田野實習為輔之課程2分。 

4. 講授及討論型課程1分。 

第四條 協助教學助學金發放金額，同一學生每月不得超過 10,000 元。 

第五條 協助教學助學金每學期至多發放 5 個月。 

第六條 協助教學助學金發放名額，由負責授課老師於學期末提出下學期課程需求類

型與名額，經本院「課程暨學程規劃委員會」通過後發放。 

第七條 獲協助教學助學金之研究生應遵行相關系所或任課老師之指示與安排，若有

不遵從指示或不勝任之情事，得從次月起停止該生之協助教學助學金。 

第八條 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教學助理助學金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送院務會議備查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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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95 學生學習成效總結性評量辦法 

 

國立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學生學習成效總結性評量辦法 

2013.11.18 環境學院 102 學年度第三次院行政會議 

 

第一條 目的：為建立國立東華大學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以下簡稱本系)學生專業能力 

學習成效檢核之機制，特設立本辦法。 

第二條 專責單位：學生學習成效評量委員會 

一、依據本系專業能力項目，規畫及辦理學生學習成效之總結性評量。每學年定

期分析總結評量成效，撰寫總結性評量報告，修訂後之評量機制送系務會議

核定後實施。 

二、委員會成員包括系主任、評鑑種子教師、各學程教師各乙名（共三名）、校外

專家學者兩名（至少一名為業界專家）、及學生代表三名（系學會會長、學士

班、碩士班）共同組成。 

第三條 專業能力與總結性評量：依據本系三項教育目標與七項專業能力，對應至學習 

成效指標，所制定之總結性評量方式如下： 

一、七項專業能力可以「總結性課程」專題研究(一)(二)、學士論文(一)(二)及「專

題報告」為評量方式。 

二、專業能力 AB 搭配「專業證照」為評量方式。 

三、專業能力 CDEF 搭配「服務學習(一)(二)」為評量方式。 

四、專業能力 G 另以「口頭報告」與參加國際研討會或競賽作為評量方式。 

第四條 總結性課程：以本系課程- 專題研究(一)（大三上學期）、專題研究(二)（大三

下學期）及學士論文(一)（大四上學期）、學士論文(二)(大四下學期)為本系之

總結性課程。 

一、總結性課程之課程規畫與設計應含括本系七大專業能力，具體陳述與七大專

業能力及學習成效指標之關連性，並經本系課程規畫委員會審核。 

二、總結性課程之成績評量採多元評量方式，評量標準應具體緊扣七大能力及各

項學習成效指標。為提高評量之客觀性與準確性，應針對各項學習成效指標

訂定明確的評分標準（參考：評量尺規, Rubrics），並經本系學生學習成效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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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審核。本系現行評分標準請見附表二。 

三、總結性課程之成績評量採兩階段方式進行。第一階段以大四上學期為主，第

二階段以大四下學期為主。針對成績不合格的學生，由學生學習成效委員會

與任課教師共同擬訂輔導方案。 

四、未修習專題研究同學得以其他評量方式考核是否具各項專業能力。 

第五條 專題報告：本系現行以專題報告作為總結性課程之評量。專題報告的評量標準 

及評量方式須符合前述第四條規定。 

第六條 證照：針對專業能力與學習成效指標，以相關領域具公信力之證照做為檢核。 

證照之認定及合格標準須經本系學生學習成效評量委員會審核。 

第七條 實施期程：總結性課程於大四上學期進行第一階段評量，大四下學期進行第二 

階段評量。本辦法以 103 級畢業生為試行。104 級（含）之後畢業生正式適 

用。 

第八條 合格規定、輔導及補救措施 

一、若一能力項目搭配多項評量者（如本系專業能力項目 A），學生須至少通過一

項評量。 

二、第一階段未通過檢核的學生，由學生學習成效委員會與任課教師共同擬訂輔

導方案，包括修課建議、學習輔導等。第二階段成績評量仍不合格者，則須

重修學士論文。 

第十條 檢核機制的檢討與修訂：學生學習成效委員會須每學年定期分析總結評量成 

效，撰寫總結性評量報告。 

一、總結性評量報告須包括：1.該學年度學生學習成效檢核結果；2.不合格學生輔

導記錄；3.執行現況檢討與修訂提案。 

二、於每年 3 月份的課程委員會議中提報討論與修訂，並經課程委員會議核定後

實施。 

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院課程委員會議決議後實施，修改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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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96 106~108.1 學期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學士部學生專題研究 

序號 學期 作者 指導老師 專題名稱 

1 106-1 張絜 裴家騏 白鼻心，你選哪條路? 

2 106-1 余柏宏 黃文彬 明潭吻鰕虎與細斑吻鰕虎之種間競爭 

3 106-1 許豐麒 許育誠 比較有無經驗者測量鳥類型質之差異 

4 106-1 曾乙畫 楊懿如 不同照度的光線對沙氏變色蜥夜間睡眠行為影響 

5 106-1 歐夢圓 蘇銘千 
慣行與有機水稻 農業 中施用氮肥造成的灰水足

跡比較 

6 106-1 黃韻茹 張世杰 空拍機於林下半球面影像拍攝技術發展 

7 106-1 區嘉琪 周志青 原生質體融合之牛樟芝總三萜類化合物分析 

8 106-1 譚衣翎 李漢榮 
pCS2+ mKeima 質體 DNA 之構築以供紅螢光蛋白

在人類細胞中的表現 

9 106-1 鳳擎 許育誠 以假毛毛蟲調查東華校內昆蟲被捕食的狀況 

10 106-1 呂亭儀 李漢榮 
pCS2+骨架載體之構築以供 EGFP 在人類細胞中

表現的對比 

11 106-1 唐欣 許育誠 
探討粉紅鸚嘴聯絡叫聲能量隨傳遞距離增加而衰

減之情形 

12 106-1 張大慶 許育誠 水雉於壽豐水產養殖區之現況 

13 106-1 劉建樑 李俊鴻 
香港烏類生態旅遊遊程偏好之探討以濕地公園及

米埔為例 

14 106-1 柯振庭 黃國靖 水生昆蟲和環境的關係 

15 106-1 唐偉傑 楊懿如 黑眶蟾蜍棲地利用及族群研究 

16 106-1 李威震 戴興盛 環頸雉對農作物影響初探 

17 106-1 馮秉華 楊懿如 宜蘭淋漓坑斑腿樹蛙共域種分析 

18 106-2 賴厚州 楊悠娟 奈米鐵磁流體之改良與分析 

19 106-2 張絜 裴家騏 大農大富乾濕季微棲地利用－以鼬獾為例 

20 106-2 王律陽 黃文彬 東華大學東湖魚種調查 

21 106-2 劉良徹 楊悠娟 
「仿生課程-蓮葉效應」對花蓮縣國小學生的教學

成效 

22 106-2 曹希愷 黃國靖 食物顆粒大小影響紅蚯蚓成長比較 

23 106-2 桂習耘 張世杰 利用自製的熱消散探針量測樹木之蒸散作用 

24 106-2 陳婷 孫義方 
何謂幼葉延遲綠化 (delayed greening in young 

leaves)? 

25 106-2 廖翊君 黃文彬 屏東保力溪日本海鰶日齡及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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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106-2 鍾旻 陳毓昀 茄冬的成熟時機是否因棲地不同而有差異？ 

27 106-2 許豐麒 楊悠娟 
通識課程應用影片教學法對大學生學習成效之影

響 

28 106-2 楊明真 陳毓昀 東華校園綬草種子分布與傳播之研究 

29 106-2 鍾昌霈 李俊鴻 台灣民眾對珊瑚礁生態系 保育 願付價值 探討 

30 106-2 許越秋 楊悠娟 「仿生課程-蓮葉效應」課前與課後測驗之差異性 

31 106-2 劉寶成 黃國靖 

三 斑 虎 灰 蝶 / 三 星 燕 尾 雙 蝶

Spindasissyama(Horsfield,1829)與阿美舉尾家蟻

Crematogaster popohana amia (Forel,1913)共生之影

響 

32 106-2 趙立行 楊悠娟 
植物葉片表面親疏水性結構觀察:以禾本科、豆為

例 

33 106-2 陳又嘉 陳毓昀 台灣的綬草是否需要昆蟲授粉? 

34 106-2 區嘉琪 周志青 單核⽜樟芝原⽣質體製備及融合 

35 106-2 黃彥哲 林祥偉 利用無人飛機進行多時段環境監測之研究 

36 106-2 洪暐傑 黃文彬 花蓮縣鯉魚潭不同魚種之生長與繁殖週期分析 

37 106-2 蔡昆宏 吳海音 佐倉步道台灣獼猴與遊客互動關係 

38 106-2 吳若薇 楊懿如 

東部太田樹蛙(Buergeria otai, 

Wang,Hsiao,Lee,Tseng,Lin,Komaki&Lin, 2017)的

型態差異比較 

39 106-2 劉建樑 李俊鴻 
香港烏類生態旅遊遊程偏好之探討以濕地公園及

米埔為例 

40 106-2 柯振庭 黃國靖 細蟌的捕食特性 

41 106-2 高琬婷 張世杰 天空雲覆蓋度雲覆蓋度之影像分析初探 

42 106-2 吳思緯 楊懿如 蝸牛你愛哪一味？駒井氏鈍頭蛇食性測試 

43 106-2 陳以芩 許育誠 
東華大學校園內環頸雉春季期間的結伴行為之觀

察 

44 106-2 馮秉華 黃國靖 四紋小划椿食性及發聲行為之初步探討 

45 106-2 陳怡君 林祥偉 
因為能源政策的關係，空氣品質近年來真的越來

越差了嗎? 

46 107-1 郭 寬 蔡建福 農禪背後之禪宗思想與環境倫理的再思 

47 107-1 許雅婷 林祥偉 選民 屬性 區域性 空間分析 

48 107-1 洪裕淵 許育誠 臺灣東部鳥類生產力監測，以山紅頭為例 

49 107-1 鍾惠名 蘇銘千 水稻田之不同耕種制度的氮流布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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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107-1 鳳擎 許育誠 利用繫放操作探討鳥類的臨危叫聲 

51 107-1 黃彥哲 林祥偉 利用 RTK 進行高精確度之衛星定位 

52 107-1 劉倧綸 陳毓昀 初探植物的傳播方式與果季之關係 

53 107-1 邱楓雅 林祥偉 初探東華大學人為干擾區常見鳥種的棲地偏好 

54 107-1 唐欣 許育誠 農田鳥網網到的究竟是兇手還是過客？ 

55 107-1 張芳渝 黃文彬 台灣漁業獲年產量及單位價格的變化 

56 107-1 吳若薇 楊懿如 花蓮縣白鮑溪蛙類調查之研究 

57 107-1 蕭婷維 蘇銘千 手搖茶飲之碳足跡探討 

58 107-1 陳人華 吳海音 校園犬隻活潑度與活動範圍的關係 

59 107-1 黃冠章 蘇銘千 東湖底泥重金屬流布研究 

60 107-1 俞凱倫 戴興盛 
阿美族部落傳統植物知識之研究-以 Dipit 部落為

例 

61 107-1 李威震 楊懿如 生物多樣性環境教育課程成效初探 

62 107-1 謝喨庭 許育誠 東華大學內野鴿感染鴿痘的現況調查 

63 107-1 陳思妤 
裴家騏 

吳海音 

國家公園及周邊地區原住民族狩獵現況初探-以

布農族與太魯閣族為例 

64 107-1 李佳蓉 
黃文彬 

張至維 
六指多指馬鮁游離絲條的變異 

65 107-1 施亦瑾 戴興盛 社經地位對環境關懷和環境公共議題參與的影響 

66 107-1 李禮安 林祥偉 
淹水潛勢圖的正確性檢核-以 2018 年 9/8 的暴雨

為例 

67 107-1 楊千霈 黃國靖 棉桿竹節蟲之背景⾊抉擇 

68 107-1 龔薇 
楊懿如 

楊淳凱 
大頭蛇對不同棲地類型獵物的偏好 

69 107-1 葉雅媛 林祥偉 
乾飼料或主食罐當作主食，對 貓的飲水量、體重

及健康會造成的影響 

70 107-1 陳是語 楊懿如 高山森林基地鳥類觀察活動之設計 

71 107-1 李威翰 楊懿如 花蓮七星潭地區沙氏變色蜥棲地利用之探討 

72 107-1 陳怡甄 楊懿如 青蛇找食物-聞的？看的？ 

73 107-1 陳奕明 李漢榮 
人類尿激酶型血纖維蛋白溶解酶原活化因子之類

似生長因子區域於原核細胞中的胜肽表現 

74 107-2 留裕凱 吳海音 史前人類活動對南太平洋島嶼環境之改變 

75 107-2 許雅婷 林祥偉 選民屬性區域性空間分析 

76 107-2 洪裕淵 許育誠 利用 COI 基因片段鑑定太魯閣地區之綠繡眼亞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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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107-2 陳又嘉 周志青 綬草花粉塊的組織培養 

78 107-2 鍾惠名 蘇銘千 水稻田之不同耕種制度的氮流布影響 

79 107-2 梅綺軒 楊悠娟 疏水性植物的接觸角-以醡醬草科為例 

80 107-2 譚衣翎 李漢榮 
pCS2+SBFP2質體DNA之構築以供藍螢光蛋白在

人類細胞中的表現 

81 107-2 呂亭儀 李漢榮 
pCS2+骨架 載體之構築以供增強綠螢光蛋白在

人類細胞中表現的對照 

82 107-2 劉倧綸 周志青 豆類植物葉部組織培養 

83 107-2 邱楓雅 許育誠 
探討太魯閣地區白頭翁與烏頭翁的雜交情形之變

化 

84 107-2 陳競傑 楊懿如 天氣因子對諸羅樹蛙族群數量的影響 

85 107-2 洪暐傑 戴興盛 
不同社經背景消費者對有機農產品之消費意願研

究 

86 107-2 張芳渝 周志青 五大豆類莖部組織培養 

87 107-2 蔡昆宏 
吳海音 

裴家騏 

太魯閣國家公園天祥地區遊客及居民獼猴經驗訪

談 

88 107-2 蕭婷維 蘇銘千 手搖飲料店紅茶之碳足跡比較研究 

89 107-2 陳人華 吳海音 校園犬隻活潑度與動範圍的關係 

90 107-2 高琬婷 張世杰 國立東華大學環境學院上空雲覆蓋度分析 

91 107-2 吳思緯 許世璋 東華大學學生環境素養研究 

92 107-2 黃冠章 蘇銘千 東湖底泥重金屬流布研究 

93 107-2 俞凱倫 戴興盛 
阿美族部落民族植物使用現況之探討-以 Dipit 部

落之黃藤利用為例 

94 107-2 謝喨庭 許育誠 栗背林鴝與白眉林鴝兩種幼鳥的辨識 

95 107-2 李家泓 孫義方 血桐真的需要傳播者嗎? 

96 107-2 陳思妤 
戴興盛 

裴家騏 

原住民族狩獵自主管理的在地組織-以吉拉米代

部落及銅門部落為例 

97 107-2 劉凱傑 孫義方 台灣血桐傳粉者 

98 107-2 王浩 楊悠娟 
以水蒸氣蒸餾法製作小花蔓澤蘭精油並測試其驅

避台灣鋏蠓效果 

99 107-2 王雅盈 黃文彬 
利用圓蚌有效降低優養化湖泊藻密度之可行性探

討 

100 107-2 李禮安 林祥偉 台北熱⾨商圈易淹⽔區域調查 

101 107-2 林暉傑 黃國靖 櫻桃紅蟑的趨性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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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107-2 林畇沂 黃文彬 
浮游動物大小組成頻譜變動受水溫與食物資源之

影響 

103 108-1 留裕凱 吳海音 由考古遺址紀錄探台灣哺乳動物之今昔 

104 108-1 陳頤 許育誠 
恐龍-鳥類演化轉變相關研究之文獻回顧—分析

形態學上的演化轉變 

105 108-1 曾俊豪 楊悠娟 
植物表面微結構及疏水性之觀察：以校園內蘇木

亞科為例 

106 108-1 梅綺軒 楊悠娟 親疏水性植物的表面結構 

107 108-1 陳競傑 楊懿如 諸羅樹蛙在雲林及嘉義的棲地利用與分布初探 

108 108-1 劉康文 劉瑩三 臺灣北部地區考古遺址陶片原料來源初探 

109 108-1 鄧閏鴻 楊懿如 
從閱讀開始的生態關懷 ─藉由兒童文學啟發環境

素養之活動設計 

110 108-1 陳怡君 林祥偉 
從降水頻率來分析台灣各地區受颱風影響下易致

災程度 

111 108-1 陳柔安 吳海音 
高頭蝠（ Scotophilus kuhlii ）於棲所之社會性

叫聲多樣性之初探 

112 108-1 張慈芳 張世杰 用 NDVI 數值檢視空拍機合適的飛行條件 

113 108-1 常庭豪 楊懿如 斑腿樹蛙(Polypedates megacephalus)鳴叫聲分析 

114 108-1 徐新綸  蘇銘千 應用植物監測對污染土壤的反應(一) 

115 108-1 黃大維 黃國靖 家蠶幼蟲對不同波長光的偏好性 

116 108-1 莊家源 黃國靖 環境學院的非洲大蝸牛數量與棲地調查 

117 108-1 林暉傑 黃國靖 無螫蜂的生物特性與溝通行為 

118 108-1 陳奕明 李漢榮 
人類尿激酶型纖溶酶原激活物之類似生長因子區

域於原核細胞中的胜肽表現 

119 108-1 蕭渝霏 張世杰 樹木沒有葉子還會不會有蒸散作用？ 

120 108-1 曾靖予 蔡建福 
107~108 學年度單車合做社社員不完全參與的背

後因素探討 

121 108-1 吳昭頤 楊懿如 褐樹蛙吸盤吸附力之探討 

122 108-1 魏子翔 李漢榮 
利用細胞穿膜胜肽 LFcin-B 製備高轉型效率的勝

任細胞 

123 108-1 鄭品升 孫義方 
水黃皮與果實掠食者、傳粉者間交互關係-前期

觀察報告 

124 108-1 林姸均 顏君毅 石梯坪之還原地層柱 

125 108-2 陳怡甄 楊懿如 不擦嘴會漏餡!青蛇捕食行為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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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108-2 龔薇 楊懿如 影響大頭蛇選擇獵物的因素是什麼? 

127 108-2 曾俊豪 許育誠 溫度對鳥類型態影響之相關研究回顧 

128 108-2 劉康文 劉瑩三 水文模擬系統於二子山溫泉遊憩災害分析之應用 

129 108-2 劉凱傑 孫義方 使用隨機森林演算法辨識樹種 

130 108-2 鄧閏鴻 楊懿如 
從鯨豚開始的海洋保育─藉由漸進方式啟發環境

公民意識之課程設計 

131 108-2 施亦瑾 戴興盛 社經地位對環境運動參與的影響－以勞工為例 

132 108-2 張慈芳 張世杰 用 NDVI 數值檢視大農大富林分的季節性差異 

133 108-2 王雅盈 黃文彬 花蓮縣鯉魚潭放養圓蚌之可行性探討 

134 108-2 林畇沂 楊懿如 
蛇喜歡在什麼樹上？—植物表面構造是否影響赤

尾青竹絲伏擊地的選擇 

135 108-2 魏子翔 吳海音 
防曬劑對軸孔珊瑚(Acropora spp.)及蟲黃藻的影

響 

136 108-2 曾靖予 蔡建福 
「單車魂」的挑戰-從機車修繕探討單車合做社

之社團認同 

137 108-2 李佳蓉 黃文彬 小牙潘納石首魚之耳石形態 

138 108-2 鄭品升 孫義方 
水黃皮開花強度對結種率、結莢率及種子掠食率

之影響 

139 108-2 陳宥妤 李俊鴻 
在地文化與藝術品商品化保存文化之效益及衍生

問題之探討 

140 108-2 何岷翰 楊悠娟 仿生設計-仿生魟魚運輸機 

141 108-2 李威翰 李俊鴻 
環境解說對賞鯨遊客其環境覺知、知識、態度的

影響 

142 108-2 徐新綸 蘇銘千 應用植物監測對污染土壤的反應(二) 

143 108-2 吳渝庭 許育誠 交通產生之低頻噪音對山紅頭鳴唱的影響 

144 108-2 李家泓 戴興盛 社會民主主義下貧富差距對環境表現之影響 

145 108-2 王浩 周志青 初試環保酵素及光合菌種植黃豆與土壤採測 

146 108-2 劉睿耘 許育誠 東華大學校園樹林環境的野生動物調查 

147 108-2 張嘉元 黃國靖 南洋肥角鍬形蟲對於光線的偏好性 

148 108-2 黃煒育 吳海音 高雄壽山動物園獅子展場之環境豐富化 

149 108-2 葉雅媛 黃文彬 秋刀魚漁業參數與水溫間之關係 

150 108-2 林妍均 顏君毅 石梯坪之岩性、構造初步探討 

151 108-2 黃大維 黃國靖 臺灣鋏蠓誘集研究初探 

152 108-2 莊家源 黃國靖 非洲大蝸牛數量與人為環境的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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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108-2 莊宜澍 楊懿如 
探討布氏樹蛙(Polypedates braueri)蝌蚪的越冬現

象與影響因素 

154 108-2 徐翊綺 許育誠 麻雀銘印現象之探討 

155 108-2 常庭豪 楊懿如 
斑腿樹蛙(Polypedates megacephalus)雄性鳴叫聲

是否對雌性有吸引力？ 

156 108-2 楊千霈 黃國靖 非洲大蝸牛覓食機制之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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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97 碩、博士班學生畢業論文 

序

號 
學號 學制別 姓名 

指導 

教授 
論文題目 

畢

業 

學

年

度 

1 610454004 碩士班 王志豪 宋秉明 
國中教室外的課程設計-以南崁國中為

例 
106 

2 610354024 碩士班 黃佑黠 林祥偉 
優化校園防災地圖-無人飛行載具之應

用 
106 

3 69954069 碩士班 黃柏勳 黃國靖 台灣水棲昆蟲生物指標之應用探究 106 

4 610554023 碩士班 林柏源 裴家騏 
大農大富平地森林園區對較大型哺乳

動物棲地功能之探討 
106 

5 69753009 碩士班 馬心沂 李光中 
阿美族的菜園 花蓮馬太鞍部落田間植

物栽培與利用研究 
106 

6 610554031 碩士班 郭小君 楊懿如 
利用路殺社資料分析台灣的兩棲爬蟲

動物路殺通報情況 
106 

７ 610454021 碩士班 陳芃如 李俊鴻 
農民對環境友善農業補貼方案之偏好

探討──以花蓮為例 
106 

8 610454052 碩士班 
Akhmad 

Zamroni 
張文彥 

Landslide investigation by using 

geoelectrical resistivity in Taipingshan, 

Yilan County, Taiwan 

106 

9 610454049 碩士班 

Oka 

Herinto 

Silalahi 

蘇銘千 

THE LIFE CYCLE ASSESSMENT 

(LCA) OF SINGLE FAMILY HOME 

BUILDINGS: A CASE STUDY IN 

INDONESIA 

106 

10 610454041 碩士班 
Nova Yanti 

Sihombing 
陳毓昀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tropical 

peatland forest restoration: case study in 

Central Kalimantan, Indonesia 

106 

11 610354039 碩士班 Long Pham 蘇銘千 

Ecological Risk Assessment of Using 

Taiwan's Municipal Solid Waste 

Incineration Bottom Ash in Concrete 

Tetrapods 

106 

12 610454013 碩士班 謝凱傑 楊懿如 
利用微衛星 DNA 探討斑腿樹蛙在臺灣

的族群遺傳結構 
106 

13 810154001 博士班 陳逸庭 李俊鴻 
農民對環境友善農業模式偏好探討-以

宜蘭地區為例 
106 

14 610554001 碩士班 秦書群 張有和 利用 GPS 連續站監測花蓮市周邊地表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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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形之研究 

15 610554025 碩士班 簡巾雅 李光中 

玉里野生動物保護區及其中下游河域

對原住民部落的生態系統服務惠益分

析 

106 

16 610254005 碩士班 關雅云 蔡建福 
教師食農專業學習社群發展歷程之研

究 
106 

17 610554013 碩士班 賴佳琳 許世璋 

影響環境行動者養成的重要生命經

驗： 一位花蓮光復地區木匠的個案研

究 

106 

18 610454044 碩士班 鍾佳伃 戴興盛 友善環境農業在美濃的經營模式分析 106 

19 610454016 碩士班 劉樵 蔡金河 
東台灣玉里帶打馬燕地區變質基性岩

之相平衡模擬與溫壓制約 
106 

20 610554017 碩士班 鍾硯丞 李俊鴻 
以遊客角度探討賞鯨衝擊減緩方案及

鯨豚保育願付價值 
106 

21 610354042 碩士班 
Septian 

Hutagalung 
黃國靖 

Growth Performance of Tenebrio molitor 

L. Larva on Diet of Styrofoam 
106 

22 610354036 碩士班 林明函 蔡建福 違反動物保護法行為類別及裁罰分析 106 

23 610254009 碩士班 蔡曉薇 
葉秀燕 

顧瑜君 

土生土長的菜知識:水璉聚落家庭菜園

的生態智慧與實踐邏輯 
106 

24 610454017 碩士班 羅文翰 蔡金河 
玉里帶清水溪地區變質岩的鋯石鈾鉛

年代制約與全岩地球化學特性之研究 
106 

25 610554039 碩士班 陳怡靜 林祥偉 
以利用 UAV 產出的等高線彎曲程度為

指標，記錄短時間內的地形起伏變化 
106 

26 610554014 碩士班 何瑞暘 楊懿如 
臺灣繁殖鳥類大調查志工參與現況調

查 
106 

27 610154034 碩士班 林沛晨 楊懿如 以社會資本觀點探討路殺社的經營 106 

28 610254042 碩士班 謝佳伶 許世璋 尋找曙光中的綠自然照顧基地 106 

29 610554043 碩士班 
Fajar Rizki 

Widiatmoko 
張有和 

Geothermal potential site selection using 

geo-scientific data integration approaches 

in Wae Sano area, Indonesia 

106 

30 610554041 碩士班 

Rezca 

Kurnia 

Putra 

陳紫娥 
雨量站與防災專員量測雨量之比較研

究 
106 

31 610554012 碩士班 陳冠任 許世璋 
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海上解說內涵研

究 
107 

32 610554024 碩士班 徐啟軒 李俊鴻 
台江國家公園賞鳥生態旅遊遊客多重

屬性偏好之探討 
107 

33 610554026 碩士班 劉俐君 李光中 台灣里山倡議夥伴關係網絡(TPSI) 發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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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歷程及交流內容分析，2016-2017 

34 610554008 碩士班 黃毓仁 蘇銘千 重燃料油中生物指標化合物之研究 107 

35 610254043 碩士班 邱綉樺 蔡建福 
生態社區之精神面向探究─以迦納納部

落與豐南社區為例 
107 

36 610654003 碩士班 邱雅莘 李光中 

當地方本位課程遇上企業慈善計畫- 以

花蓮縣豐南村 Pakalongay 解說員 培訓

課程為例 

107 

37 610554018 碩士班 高子傑 李光中 
花蓮縣豐濱鄉新社村「森-川-里-海」

生態農業倡議之跨域協同經營分析 
107 

38 610454031 碩士班 林樺廷 楊懿如 如何讓農村孩童成為公民科學家 107 

39 610654040 碩士班 張壹壹 陳紫娥 
動員土石流防災專員回傳雨量在防災

應變之成效分析 
107 

40 610554006 碩士班 石乃文 顏君毅 
探討造山系統之碳存儲-以泰源盆地為

例 
107 

41 610054047 碩士班 童泰力 黃國靖 
台灣溪流水棲昆蟲功能攝食群的組成

研究 
107 

42 610154011 碩士班 張靖汝 吳海音 
土地利用改變對花蓮地區小型哺乳類

群聚的影響 
107 

43 610554044 碩士班 
Suwanya 

Sangaseang 
戴興盛 

泰國紅樹林保育之多層級治理: Khlong 

Khon 分地區, Muang 區, Samut 

Songkhram 省之個案研究 

107 

44 610454023 碩士班 莊惠銓 許世璋 

傍山而行的春風：大學教育學程環境

教育課程對師培生環境公民行動的影

響 

107 

45 610554030 碩士班 雷嗣光 許世璋 

台灣花東地區國小六年級學童對於台

灣黑熊與森林保育 之環境態度、環

境責任感、內控觀、環境知識和 環

境行為之評估 

107 

46 610554032 碩士班 許芳萍 黃文彬 
從海洋到餐桌的環境教育: 永續食魚概

念研究 
107 

47 610554005 碩士班 蔡金河 葉芝穎 
東台灣玉里帶變質沉積岩之峰期溫壓 

新制約與地質詮釋 
107 

48 610654018 碩士班 曾永和 顧瑜君 
福音與犁:生態神學環境倫理觀的農業

實踐 
107 

49 610654006 碩士班 李文竣 張文彥 利用重力資料探討縱谷北段地下構造 107 

50 610554002 碩士班 劉家瑞 楊懿如 
斑腿樹蛙與布氏樹蛙蝌蚪的共域競爭

探討 
107 

51 610654004 碩士班 李怡璇 李光中 參與式地景回復力評估-以花蓮豐濱鄉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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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社村兩處接鄰原住民部落為例 

52 610654019 碩士班 侯孟佳 蔡建福 返鄉青年從農歷程的三個困境之探究 107 

53 610654024 碩士班 王采屏 蘇銘千 
潤滑油中的正烷類在土壤內風化之研

究 
107 

54 610654022 碩士班 劉葦庭 蘇銘千 巴西咖啡豆生產之氮足跡計算 107 

55 610554034 碩士班 呂桂芬 宋秉明 
有機農法與慣行農法之差異比較：以

生活中常見的 4 種蔬果穀物為例 
108 

56 610554037 碩士班 董仲閎 楊懿如 
外來入侵種沙氏變色蜥(Anolis sagrei)

對共域原生種蜥蜴的影響探討 
108 

57 610354029 碩士班 劉梅君 黃文彬 
花蓮縣鯉魚潭漁捕活動與管理作法之

民眾意識研究 
108 

58 610754014 碩士班 梁雅婷 張文彥 
利用速度構造探討成功地震前後之震

源區時空變化 
108 

59 610754009 碩士班 吳沛城 許育誠 
海拔與體型變異對山紅頭 

(Cyanoderma ruficeps)鳴聲的影響 
108 

60 610654042 碩士班 張智堯 李俊鴻 
綠島珊瑚礁遊憩衝擊減緩評估方案建

構及經濟效益探討 
108 

61 610454029 碩士班 張嘉桓 宋秉明 
從地方消防局的角度探討山域事故案

例 
108 

62 610454048 碩士班 張國政 楊懿如 
社會學習應用於生態旅遊：大農大富

平地森林園區賞螢趣個案研究 
108 

63 610454035 碩士班 胡羽昕 陳毓昀 溫度差異對花芽發育的影響 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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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98 本院系 106-108 學年度研究所學生學術期刊與研討會概況 

 

序號 

學

年

度 

班

級 

指

導

教

授 

學

制

別 

學號 姓名 學生期刊出版及展演活動 

1 106 

自

資

系 

蔡

金

河 

碩

士

班 

610454017 羅文翰 

〈玉里帶清水溪地區變質斜長花岡岩之鋯石鈾鉛年代學研究〉《中華民國 106 年

地球物理學會與地質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台灣成功大學，106 年 5 月 10-

11 日。 

2 106 

自

資

系 

顏

君

毅 

碩

士

班 

610554006 石乃文 

〈造山運動中碳循環對碳儲存量影響之探討-以泰源盆地為例〉《中華民國地質

學會與中華民國地球物理學會 107 年年會暨學術研討會》，臺灣，嘉義，107 年

5 月 2-3 日。 

3 106 

自

資

系 

梁

明

煌 

碩

士

班 

610454026 饒瑞玲 
〈花蓮縣環保志工組織活化機會調查〉《2017 資源與環境學術研討會》，台灣花

蓮，大漢技術學院，2017.5.26 

4 106 

自

資

系 

梁

明

煌 

碩

士

班 

610454026 饒瑞玲 
〈花蓮縣環保志工隊組織運作問題與改善研究〉《2017 資源與環境學術研討

會》，台灣花蓮，大漢技術學院，2017.5.26 

5 106 

自

資

系 

蔡

金

河 

碩

士

班 

610454017 羅文翰 

〈New geochronological constraints on high-pressure meta-plagiogranites in the Yuli 

belt, Taiwan: result from LA-ICP-MS zircon dating〉《2017 日本地質學會及美國地

球物理聯盟聯合大會》，日本千葉市，106 年 5 月 20-25 日。 

6 106 

自

資

系 

蔡

金

河 

碩

士

班 

610454016 劉樵 

〈New geochronological constraints on high-pressure meta-plagiogranites in the Yuli 

belt, Taiwan: result from LA-ICP-MS zircon dating〉《2017 日本地質學會及美國地

球物理聯盟聯合大會》，日本千葉市，106 年 5 月 20-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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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06 

自

資

系 

蔡

金

河 

碩

士

班 

610454016 劉樵 

〈玉里帶清水溪地區變質斜長花岡岩之鋯石鈾鉛年代學研究〉《中華民國 106 年

地球物理學會與地質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台灣成功大學，106 年 5 月 10-

11 日。 

8 106 

自

資

系 

楊

懿

如 

碩

士

班 

610454011 楊淳凱 
〈大農大富平地森林園區鳥類監測〉，《台灣林業》， 第 43 卷， 第 4 期， 第

69-75 頁， 2017 年八月 。 

9 106 

自

資

系 

宋

秉

明 

碩

士

班 

610354014 范竣宇 

〈東區環境教育影片拍攝於環境教育發展之效益〉《2017 中華民國環境教育學

會第 27 屆環境教育學術暨實務交流國際研討會》，台灣台中，106 年 9 月 15-17

日 

10 106 

自

資

系 

楊

懿

如 

碩

士

班 

610454011 吳居貞 

〈以社會學習探討大農大富平地森林園區賞鳥平台活化歷程〉，《2017 中華民國

環境教育學會第 27 屆環境教育學術季實務交流國際研討會》，臺灣，台中市，

2017 年 9 月 16-17 日。 

11 106 

自

資

系 

楊

懿

如 

碩

士

班 

610554031 郭小君 
〈利用路殺社資料分析兩棲爬蟲動物路殺情況〉《第五屆台灣兩棲爬行動物研討

會》，臺灣，嘉義，106 年 10 月 21 日。 

12 106 

自

資

系 

楊

懿

如 

碩

士

班 

610554002 劉家瑞 
〈斑腿樹蛙與布氏樹蛙蝌蚪的型態差異〉《第五屆台灣兩棲爬行動物研討會》，

臺灣，嘉義，106 年 10 月 21 日。 

13 106 

自

資

系 

楊

懿

如 

碩

士

班 

610554037 董仲閎 
〈花蓮七星潭地區入侵沙氏變色蜥與原生種蜥蜴的族群變化〉《第五屆台灣兩棲

爬行動物研討會》，臺灣，嘉義，106 年 10 月 21 日。 

14 106 

自

資

系 

楊

懿

如 

碩

士

班 

610254027 林湧倫 
〈花東地區金線蛙的分布研究〉《第五屆台灣兩棲爬行動物研討會》，臺灣，嘉

義，106 年 10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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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06 

自

資

系 

張

文

彥 

碩

士

班 

610654006 李文竣 

〈利用重力資料探討花東縱谷北段之地下構造〉《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地質學會

與中華民國地球物理學會 107 年年會暨學術研討會》，臺灣，嘉義， 2018 年 5

月 2-3 日。（GP-P-100, 國立中正大學） 

16 106 

自

資

系 

林

祥

偉 

碩

士

班 

610554039 陳怡靜 

〈以利用 UAV 產出的等高線彎曲程度為指標，記錄短時間內的地形起伏變化〉

《 2018 台灣地理資訊學會年會暨學術研討會》，臺灣，台中市，2018 年 7 月 4-

5 日。 

17 106 

自

資

系 

李

光

中 

博

士

班 

810054002 范美玲 

〈增進農村社區因應氣候變遷調適能力之行動研究〉《105 年度科學教育暨多元

族群科學教育學門專題研究計畫成果討論會》， 臺灣， 台北， 2017 年十二月

1-2 日。 

18 106 

自

資

系 

李

光

中 

博

士

班 

810654007 徐仲禹 
〈乾溼交替節水灌溉方法對水稻田稻叢及水域無脊椎動物 群集功能多樣性的影

響〉《花蓮區農業改良場研究彙報》 ； 36 期 (2018 / 02 / 01) ， P13 - 29 

19 106 

自

資

系 

李

光

中 

博

士

班 

810654007 徐仲禹 
〈Promotion of Organic Agriculture in Eastern Taiwan〉 《Journal of World 

Heritage Studies》 (p.20-25),2017 

20 106 

自

資

系 

李

光

中 

博

士

班 

810654007 徐仲禹 

〈Indicator species for agrobiodiversity in rice paddy fields: Research and its 

application to a new eco-labelling scheme in eastern rural Taiwan〉 《Satoyama 

Initiative Thematic Review》 Vol. 3., p12-24., 2017 

21 106 

自

資

系 

李

光

中 

博

士

班 

810654007 徐仲禹 
〈節水灌溉方法對於東部水稻田適用性之初步研究〉 《花蓮區農業改良場研究

彙報》36:1-12，2018 年 2 月 

22 106 

自

資

系 

李

俊

鴻 

博

士

班 

810154001 陳逸庭 
〈台灣平地森林園區發展社區生態旅遊模式初探〉， 《青年研究學報》， 第 20

卷， 第 2 期， 第 158-168 頁， 2017 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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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106 

自

資

系 

顏

君

毅 

博

士

班 

89954001 吳柏霖 

〈20180206 花蓮地震緊急科學調查及省思〉， 《校園環境中心通訊》， 第 53

期， 第 1-11 頁， 2018 年四月 、應用遙測技術觀測 0206 花蓮地震同震變形與

地表調查成果〉 

24 106 

自

資

系 

顏

君

毅 

博

士

班 

89954001 吳柏霖 
“應用遙測技術觀測 0206 花蓮地震同震變形與地表調查結果,” 地工技術 (SINO-

GEO TECHNICS), No.156, pp.15-24, June 2018. 

25 106 

自

資

系 

李

俊

鴻 

博

士

班 

810454002 王瓊芯 
Lee, C. H. & Wang, C. H. (2017). Estimating Residents’ Preferences of the Land Use 

Program Surrounding Forest Park, Taiwan. Sustainability, 9 (4), 1-19. (SSCI) 

26 106 

自

資

系 

許

世

璋 

博

士

班 

810054004 林佳靜 

〈地方本位環境教育課程的實踐--以東台灣一個原住民小學為例 〉， 《科學教

育學刊》， 第 25 卷， 第 4 期， 第 301-330 頁， 2017 年十二月 。 

（TSSCI） 

27 106 

自

資

系 

許

育

誠 

博

士

班 

810254001 鄭舜仁 
〈太魯閣國家公園 2009 年至 2015 年新紀錄鳥類名錄〉， 《國家公園學報》， 

第 27 卷， 第 1 期， 第 1-13 頁， 2017 年六月 。 （其他具審查制度期刊） 

28 106 

自

資

系 

戴

興

盛 

博

士

班 

810554003 陳秉亨 

〈Does Matsu belief helps to conserve Matsufish (Taiwanese White Dolphins)?  

What did the conservation organisation do in last 10 years? 〉 《2017 Society for 

Marine Mammalogy》， 加拿大， 2017 年 10 月 22-27 日。 

29 106 

自

資

系 

楊

懿

如 

博

士

班 

810054001 龔文斌 
〈運用公民科學資料進行台灣蛙類監測〉，《台灣林業》，第 43 卷，第 2 期，第

43-49 頁， 2017 年四月 。 

30 107 

自

資

系 

楊

懿

如 

碩

士

班 

610554037 董仲閎 
〈沙氏變色蜥(Anolis sagrei)與鹿野草蜥(Takydromus luyeanus)的競爭行為室內實

驗〉《第六屆台灣兩棲爬行動物研討會》，台灣台中，107 年 10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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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107 

自

資

系 

楊

懿

如 

碩

士

班 

610554002 劉家瑞 

〈斑腿樹蛙(Polypedates megacephalus)與布氏樹蛙(Polypedates braueri)蝌蚪在人

工飼養下的競爭影響〉《第六屆台灣兩棲爬行動物研討會》，台灣台中，107 年

10 月 27 日。 

32 107 

自

資

系 

李

光

中 

碩

士

班 

610554025 簡巾雅 
〈玉里野生動物保護區對中下游原住民部落之生態系統服務惠益〉《2018 環境

教育學術暨實務交流研討會》，臺灣，臺南，2018 年 11 月 3-4 日 

33 107 

自

資

系 

張

文

彥 

碩

士

班 

610654006 李文竣 

〈The tectonic structure of the northernmost Longitudinal Valley in eastern Taiwan by 

using gravity data〉《歐洲地球科學聯合會 2019 年會（EGU）》，維他納，108 年

4 月 8-12 日 

34 107 

自

資

系 

李

光

中 

碩

士

班 

610654003 邱雅莘 

〈當在地環境教育課程遇上企業慈善計畫-以花蓮縣豐南村 Pakalongay 解說員培

訓課程為例〉《2018 環境教育學術暨實務交流研討會》，臺灣，臺南，2018 年

11 月 3-4 日 

35 107 

自

資

系 

李

光

中 

碩

士

班 

610554026 劉俐君 
〈台灣里山倡議夥伴關係網絡(TPSI)發展歷程及交流內容分析，2016-2017〉

《2018 環境教育學術暨實務交流研討會》，臺灣，臺南，2018 年 11 月 3-4 日 

36 107 

自

資

系 

張

文

彥 

碩

士

班 

610754014 梁雅婷 
〈探討 2003 年成功地震前後速度構造之時空變化〉《2019 Taiwan Geosciences 

Assembly》，臺灣，台北，2019 年 5 月 14-17 日。（GS-S1-032） 

37 107 

自

資

系 

張

文

彥 

碩

士

班 

610654046 周桓宇 

〈利用時間域電磁法探討光復鄉大農大富平地森林園區之淺層地下水分佈〉

《2019 Taiwan Geosciences Assembly》，臺灣，Taipei，2019 年 5 月 14-17 日。

（GS-GP-017） 

38 107 

自

資

系 

張

文

彥 

碩

士

班 

610654006 李文竣 
〈利用重力資料探討花東縱谷北段之地下構造〉《 2019 Taiwan Geosciences 

Assembly》，臺灣， 台北，2019 年 5 月 14-17 日。（GS-GP-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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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107 

自

資

系 

吳

海

音 

碩

士

班 

610154011 張靖汝 
〈土地利用改變對花蓮壽豐及鳳林地區小型哺乳類群聚的影響〉《2019 動物行

為與生態學研討會》，台灣台北，2019 年 1 月 21-22 日。 

40 107 

自

資

系 

李

光

中 

碩

士

班 

610654004 李怡璇 

〈增進農村調適能力以強化農業生產地景回復力：花蓮豐濱鄉新社村為例〉

《 2019 地景經營措施與環境回復力工作坊》，花蓮,Taiwan, May 15-17, 2019. 

41 107 

自

資

系 

李

光

中 

碩

士

班 

610654004 李怡璇 

〈參與式地景回復力評估-以花蓮豐濱鄉新社村兩處接鄰原住民部落為例〉

《2019 環境教育學術暨實務交流研討會》， 臺灣， 花蓮， 2019 年九月 27-29

日。 

42 107 

自

資

系 

李

光

中 

碩

士

班 

610554025 簡巾雅 

〈海岸山脈保育廊道對下游社區之生態系服務功能與效益-以鱉溪地質公園潛力

地為例〉《2019 環境教育學術暨實務交流研討會》，臺灣，花蓮， 2019 年 9 月

27-29 日。 

43 107 

自

資

系 

李

光

中 

碩

士

班 

610354049 顏佋伃 

〈增進農村調適能力以強化農業生產地景回復力：花蓮豐濱鄉新社村為例〉

《2019 地景經營措施與環境回復力工作坊》，花蓮，Taiwan，2019 年 5 月 15-17

日。 

44 107 

自

資

系 

李

光

中 

碩

士

班 

610354049 顏佋伃 

Kuang-Chung Lee and Shao-Yu Yan, “Participatory planning and monitoring of 

protected landscapes: a case study of an indigenous rice paddy cultural landscape in 

Taiwan,” Paddy and Water Environment, Vol.17, No.3, pp.539-548, July 2019. (SCI) 

45 107 

自

資

系 

李

俊

鴻 

博

士

班 

810454002 王瓊芯 

Chen, Y.-H., Lee, C.-L., Chen, G.-R., Wang, C.-H., & Chen, Y.-H. (2018, Aug.). 

Factors Causing Farmland Price-Value Distortion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Peri-

Urban（SCI） 

46 107 

自

資

系 

李

俊

鴻 

博

士

班 

810454002 王瓊芯 

陳雅惠, 王瓊芯, 李俊霖, 陳郁蕙（2018 年 10 月）。農業損失空間分析與政策 

涵義：以雲嘉南淹水潛勢地區為例。調查研究─方法與應用，41, 7-55。 

（TSSCI）。本人為通訊 

http://etd.ndhu.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2A9BSG/search?q=auc=%22%E6%9D%8E%E6%80%A1%E7%92%87%22.&searchmode=basic
http://etd.ndhu.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2A9BSG/search?q=auc=%22%E6%9D%8E%E6%80%A1%E7%92%87%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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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107 

自

資

系 

張

文

彥 

博

士

班 

810454001 孫維芳 

〈北花蓮地區速報站地震儀與地震 P 波感測儀之紀錄對比分析及建物頻譜特

性〉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地質學會與中華民國地球物理學會 106 年年會暨學術

研討會》， 臺灣， 台南， 2017 年五月 10-11 日。 （SP-090-S4, 國立成功大

學） 

48 107 

自

資

系 

張

文

彥 

博

士

班 

810454001 孫維芳 

〈從密集地震網資料解析臺灣花東縱谷中段三維淺層剪力波速度構造〉 《社團

法人中華民國地質學會與中華民國地球物理學會 106 年年會暨學術研討會》， 

臺灣， 台南， 2017 年五月 10-11 日。 （P-221-T3, 國立成功大學） 

49 107 

自

資

系 

張

文

彥 

博

士

班 

810454001 孫維芳 

〈花蓮地震高密度觀測網 II: 餘震序列分析〉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地質學會與

中華民國地球物理學會 107 年年會暨學術研討會》， 臺灣， 嘉義， 2018 年五

月 2-3 日。 （O-U2-4, 國立中正大學） 

50 107 

自

資

系 

張

文

彥 

博

士

班 

810454001 孫維芳 

“2018 Mw 6.4 花蓮地震高密度觀測網 II: 震波層析成像,”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地

質學會與中華民國地球物理學會 107 年年會暨學術研討會, 嘉義, Taiwan, May 2-

3, 2018. (O-U2-5, 國立中正大學) 

51 107 

自

資

系 

張

文

彥 

博

士

班 

810454001 孫維芳 
〈20180206 花蓮地震緊急科學調查及省思〉， 《校園環境中心通訊》， 第 53

期， 第 1-11 頁， 2018 年四月 。 

52 107 

自

資

系 

許

世

璋 

博

士

班 

810654001 潘忠廷 

〈整合理性、情感、與終極關懷學習模式的大學戶外教育課程。發表於。花

蓮：慈濟大學〉《師資生戶外教育優質化成果發表暨學術研討會》， 臺灣， 花

蓮市， 2018 年六月 22 日。 

53 107 

自

資

系 

許

世

璋 

博

士

班 

810654001 潘忠廷 

〈整合理性、情感、與終極關懷學習模式的大學戶外教育課程。發表於。花

蓮：慈濟大學〉《師資生戶外教育優質化成果發表暨學術研討會》， 臺灣，花蓮

市， 2018 年六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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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107 

自

資

系 

許

育

誠 

博

士

班 

810254001 鄭舜仁 
〈山區鳥類沿溫度梯度的體型和喙部形態變異〉 《2019 動物行為與生態學研

討會》，台灣台北，108 年 1 月 21-22 日， 

55 107 

自

資

系 

許

育

誠 

博

士

班 

810254001 鄭舜仁 
International Ornithology Congress 2018、第一屆鳥類學術研討雙年會（壁報展

示）、〈太魯閣國家公園 2009 年至 2015 年新紀錄鳥類名錄〉 

56 107 

自

資

系 

劉

瑩

三 

博

士

班 

810154002 王志惠 
〈颱風事件對河川水質的影響-以花蓮地區馬太鞍溪與萬里溪為例〉，《臺灣鑛

業》，第 70 卷，第 3 期，第 15-26 頁，2018 年九月 。 

57 107 

自

資

系 

戴

興

盛 

博

士

班 

810254004 沈嘉玲 
〈蘭陽平原水田地景之變遷：社會生態系統韌性分析〉 《第十屆發展年會

(10th ACDS)》， 臺灣， 台北， 2018 年十月 27-28 日。 

58 107 

自

資

系 

戴

興

盛 

博

士

班 

810654002 呂翊齊 

〈國家自然資源管理體制下的再共有化:臺灣野生動物共管制度的興起與最新趨

勢〉， 《地方史與地方文化》， 第 22 卷， 第 1 期， 第 33-54 頁， 2019 年五

月 。 

59 107 

自

資

系 

李

光

中 

博

士

班 

810654007 徐仲禹 
〈比較海岸山脈稻田無脊椎動物群集結構之群集相似性〉 《花蓮區農業改良場

研究彙報》37:63-77，2018 年 10 月 

60 107 

自

資

系 

李

光

中 

博

士

班 

810754003 
POLINA 

KARIMOVA 

Karimova P.G., Su M. C. 2018. Agri-Environmental Nitrogen Policy: European 

Experience and Taiwan’s Perspectives. FFTC Agricultural Policy Platform (online 

publication). Retrieved from: http://ap.fftc.org.tw/ap_db.php?id=947. 

61 107 

自

資

系 

李

俊

鴻 

博

士

班 

810354003 
SRIARKARIN, 

MR.SUPASIT 

Sriarkarin, S. & Lee, C. H. (2018). Integrating the multiple attributes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a national park, Tourism Management Perspectives, 28, 113-125. 

(S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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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107 

自

資

系 

黃

國

靖 

博

士

班 

810654003 

TIMOTHY BERND 

WALLACE 

SEEKINGS 

Seekings, T. and Sung, D., 2018. 在台灣養殖和食用蟋蟀. 科學月刊, 46: 604-605. 

63 107 

自

資

系 

黃

國

靖 

博

士

班 

810654003 

TIMOTHY BERND 

WALLACE 

SEEKINGS 

Seekings, T. B.W., 2018. Farming crickets using food waste: an action-based 

approach. The 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Insects to Feed the World’ (IFW 2018) 

64 108 

自

資

系 

李

光

中 

碩

士

班 

610354049 顏佋伃 

〈參與式地景回復力評估-以花蓮豐濱鄉新社村兩處接鄰原住民部落為例〉

《2019 環境教育學術暨實務交流研討會》，臺灣，花蓮，2019 年 9 月 27-29

日。 

65 108 

自

資

系 

李

光

中 

碩

士

班 

610354049 顏佋伃 

Kuang-Chung Lee, Polina G. Karimova and Shao-Yu Yan, "Towards an integrated 

multi-stakeholder landscape approach to reconciling inconsistent goals and values and 

enhancing synergies: a case study in Taiwan," Satoyama Initiative Thematic Review 

vol. 5, pp.118-135, October 2019, ISBN:978-92-808-4645-4,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Institute for the Advanced Study of Sustainability (UNU-IAS), Tokyo, 

Japan. 

66 108 

自

資

系 

李

俊

鴻 

碩

士

班 

610554017 鍾硯丞 

Jhong, Y. C., Agung Dwi Sutrisno, & Lee, C. H.*, Establishing conceptual framework 

of sustainable tourism development under adapting to community change in Green 

Island, Taiwan, 2019 農業經濟研討會, 台中, Taiwan, December 6-November 6, 

2019. 

67 108 

自

資

系 

戴

興

盛 

博

士

班 

810554003 陳秉亨 

〈Exploring Taiwanese white dolphin conservation with a social-ecological systems 

analysis framework: process, achievements, and challenges 〉 《2019 World Marine 

Mammal Conference》，西班牙， 2019 年 12 月 9-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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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108 

自

資

系 

許

世

璋 

博

士

班 

810654001 潘忠廷 
〈黑熊與森林保育兩小時講述教學課程成效評估〉《2019 年度環境教育研討

會》， 臺灣， 花蓮， 2019 年九月 27-29 日。 

69 108 

自

資

系 

許

世

璋 

博

士

班 

810654001 潘忠廷 
〈以角色扮演與遊戲為教學法的六小時黑熊與森林保育課程成效評估〉《2019

年度環境教育研討會》， 臺灣， 花蓮， 2019 年九月 27-29 日、 

70 108 

自

資

系 

許

世

璋 

博

士

班 

810654001 潘忠廷 
〈黑熊與森林保育兩小時講述教學課程成效評估〉《2019 年度環境教育研討

會》， 臺灣， 花蓮， 2019 年九月 27-29 日、 

71 108 

自

資

系 

李

光

中 

博

士

班 

810654007 徐仲禹 
農業地景組成對稻田無脊椎動物群集結構與生態功能的影響，花蓮區農業改良

場研究彙報，38:69-88，2019 年 10 月 

72 108 

自

資

系 

李

光

中 

博

士

班 

810654007 徐仲禹 
地景破碎化及農法對宜蘭縣三星鄉水稻田生物結構之影響，花蓮區農業改良場

研究彙報，38:89-104，2019 年 10 月 

73 108 

自

資

系 

李

俊

鴻 

博

士

班 

810454002 王瓊芯 

Lee, C. L., Wang, C. H., Lee, C. H., & Sriarkarin, S. (2019). Evaluating the public's 

preferences toward sustainable planning under climate and land use change in forest 

parks, Sustainability, 11(11), 3149 (SSCI) 

74 108 

自

資

系 

李

光

中 

博

士

班 

810154007 張朝勝 
〈島民情感鍵結─以望安鄉為例〉， 《戶外遊憩研究》， 第 32 卷， 第 3 期， 

第 61-100 頁， 2019 年九月 。（TSSCI） 

75 108 

自

資

系 

蔡

金

河 

碩

士

班 

610554042 
Dominikus Deka 

Dewangga  

“New petrologic indications of subduction metamorphism in the Yuli belt, eastern 

Taiwan,” Japan Geoscience Union Meeting 2019, Chiba, Japan, May 26-October 30, 

2019. 

http://etd.ndhu.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2A9BSG/search?q=auc=%22Dominikus%20Deka%20Dewangga%22.&searchmode=basic
http://etd.ndhu.edu.tw/cgi-bin/gs32/gsweb.cgi/ccd=2A9BSG/search?q=auc=%22Dominikus%20Deka%20Dewangga%22.&searchmode=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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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108 

人

文

與

環

境 

李

光

中 

碩

士

班 

610655003 
Matthew Colin Van 

Stone 

"A Rivers Shape: Changes of Landscape and People on a Shared Stream", Chinese 

Society for Environmental Education's (CSEE) 2019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NDHU, Hualien, Taiwan, 28-29 September, 2019 

77 108 

自

資

系 

李

光

中 

博

士

班 

810754001 
POLINA 

KARIMOVA 

Kuang-Chung Lee, Polina G. Karimova and Shao-Yu Yan, "Towards an integrated 

multi-stakeholder landscape approach to reconciling inconsistent goals and values and 

enhancing synergies: a case study in Taiwan," Satoyama Initiative Thematic Review 

vol. 5, pp.118-135, October 2019, ISBN:978-92-808-4645-4,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Institute for the Advanced Study of Sustainability (UNU-IAS), Tokyo, 

Japan. 

78 108 

自

資

系 

李

光

中 

博

士

班 

810754002 
POLINA 

KARIMOVA 

Karimova, P.G., Lee, K.C. 2019. Realizing society in harmony with nature through 

the Taiwan Partnership for the Satoyama Initiative. Nottingham University, Taiwan 

Insight (online publication). Retrieved from: 

https://taiwaninsight.org/2019/10/09/realising-society-in-harmony-with-nature-

through-the-taiwan-partnership-for-the-satoyama-initiative/. 

79 108 

自

資

系 

李

光

中 

博

士

班 

810754003 
POLINA 

KARIMOVA 

Lee, K.C., Karimova, P.G., Chiu, Y.H., Lin, H.C. 2019. Implementing the Satoyama 

Initiative for the Benefits of Biodiversity and Human Well-being: Taiwan’s 

experience. FFTC Agricultural Policy Platform (online publication). Retrieved from: 

http://ap.fftc.org.tw/ap_db.php?id=1030. 

80 108 

自

資

系 

李

光

中 

博

士

班 

810754003 
POLINA 

KARIMOVA 

Schröder, P., Karimova, P.G. 2019. How is Taiwan leading an alternative development 

approach in Asia-Pacific? (online publication). Retrieved from: 

https://www.ids.ac.uk/opinions/how-is-taiwan-leading-an-alternative-development-

approach-in-asia-pacif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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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108 

自

資

系 

李

光

中 

博

士

班 

810754003 
POLINA 

KARIMOVA 

"Towards an integrated multi-stakeholder landscape approach to reconciling values 

and enhancing synergies: a case study in Taiwan", Chinese Society for Environmental 

Education's (CSEE) 2019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NDHU, Hualien, Taiwan, 28-29 September, 2019 

82 108 

自

資

系 

李

光

中 

博

士

班 

810754003 
POLINA 

KARIMOVA 

Kuang-Chung Lee*, Polina Karimova, Shao-Yu Yan and Yee-Shien Li, “Resilience 

assessment workshops: an instrument for enhancing community-based conservation 

and monitoring of rural landscapes,” Sustainability, Vol.12, No.1, pp.408-422, January 

2020. (SSCI/SCI, 2018 IF=2.592, Ranking=44/116=37.93%, 

Category=ENVIRONMENTAL SCIENCES)(https://www.mdpi.com/2071-

1050/12/1/408)  

83 108 

自

資

系 

李

俊

鴻 

博

士

班 

810354003 
SRIARKARIN, 

MR.SUPASIT 

Lee, C. L., Wang, C. H., Lee, C. H., & Sriarkarin, S. (2019). Evaluating the public's 

preferences toward sustainable planning under climate and land use change in forest 

parks, Sustainability, 11(11), 3149 (SSCI) 

84 108 

自

資

系 

黃

國

靖 

博

士

班 

810654003 

TIMOTHY BERND 

WALLACE 

SEEKINGS 

Seekings, T. B. W. and K. C. Wong, 2020. The proof is in the cricket: engaging with 

edible insects through action research. Journal of Insects as Food and Feed, 

Waganingen Academic Publishers (in press). [SCIE] 

85 108 

自

資

系 

黃

國

靖 

博

士

班 

810654003 

TIMOTHY BERND 

WALLACE 

SEEKINGS 

Seekings, T., 2020. Eat what bugs you: Redefining our relationship with insects. 人社

東華 (Dong Hwa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On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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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99 本院系 106 至 108 學年度學年學生參與各項國內外獲獎與獎助交流資料 

序號 學年度 班級 指導教授 學制別 學號 姓名 學生參與各項獲獎與獎助交流內容 

1 106 自資系 戴興盛 碩士班 610454044 鍾佳伃 獲得 106 中華顧問工程司勵志獎學金。 

2 106 自資系 蘇銘千 學士班 410354019 梁雅婷 獲得 106 地球物理獎學金。 

3 106 自資系 裴家騏 碩士班 610654023 林柏源 獲得 106 台聚教育基金會獎學金。 

4 106 自資系 張文彥 博士班 810454001 孫維芳 

同學獲得科技部國內研究生出席國際學術會議補助，將赴日本神戶参
加 2017 年國際大地測量協會(IAG)及國際地震學與地球內部物理學協
會(IASPEI)聯合會，會議期間：民國 106 年 7 月 30 日至 8 月 4 日。 

5 106 自資系 李俊鴻 碩士班 610354002 邱義貿 
同學獲参與高知大學 2017 Sakura Science Plan，並進行研究主題發表
（全程以英文進行）。 

6 106 自資系 吳海音 博士班 810554006 
BHARTI 

ARORA 

本系博士班外籍學生 Bharti 獲科技部補助出席尼泊爾加德滿都「South 

Asian Conference on Small Mammals Conservation」國際會議會議時
間：民國 106 年 8 月 27 日至民國 106 年 8 月 29 日。 

7 106 自資系 顏君毅 學士班 410513001 李佳蓉 通過申請科技部大專計畫，名稱為花蓮磯崎海灣沉積環境成因探討 

8 106 自資系 張文彥 學士班 410354009 劉于達 
通過申請科技部大專計畫，名稱為池上斷層北段微震觀測與孕震構造
研究 

9 107 自資系 吳海音 碩士班 610154011 張靖汝 

〈土地利用改變對花蓮壽豐及鳳林地區小型哺乳類群聚的影響〉
《2019 動物行為與生態學研討會》，台灣台北，2019 年 1 月 21-22

日。族群與群聚生態壁報佳作。 

10 107 自資系 宋秉明 碩士班 610754001 陳敏心 2018 綠遊農場智慧遊程創意競賽優等 

11 107 自資系 張文彥 碩士班 610654006 李文竣 

利用重力資料探討花東縱谷北段之地下構造，中華民國地質學會與中
華民國地球物理學會 108 年年會暨學術研討會（108.5.14-17)，學生論
文比賽佳作。 

12 107 自資系 許世璋 碩士班 610754006 陳民晟 2019 全球仿生設計競賽台灣海選成績第二名 

13 107 自資系 楊悠娟 碩士班 610654030 劉俊佑 2019 全球仿生設計競賽台灣海選成績 第二名 

14 107 自資系 蔡建福 碩士班 610754007 張耿健 2019 綠遊農場智慧遊程創意競賽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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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07 自資系 許育誠 博士班 810254001 鄭舜仁 

山區鳥類沿溫度梯度的體型和喙部形態變異，2019 動物行為與生態學
研討會，台灣台北，108 年 1 月 21-22 日， 族群與群聚生態口頭報告
佳作 

16 107 自資系 張文彥 碩士班 610654006 李文竣 

本院自資系碩士班李文竣同學，獲得科技部國內研究生出席國際學術
會議補助，赴維也納参加「歐洲地球科學聯合會 2019 年會
（EGU)」。海報發表題目：『The tectonic structure of the northernmost 

Longitudinal Valley in eastern Taiwan by using gravity data』。指導教
授 ：張文彥老師 

17 107 自資系 許育誠 博士班 810254001 鄭舜仁 
同學獲参與高知大學 2018 Sakura Science Plan，並進行研究主題發表
（全程以英文進行）。 

18 107 自資系 蘇銘千 學士班 410454031 舒明 獲得 107 中華顧問工程司勵志獎學金。 

19 107 自資系 張成華 學士班 410454003 黃韻茹 獲得 107 地球物理獎學金。 

20 107 自資系 劉瑩三 學士班 410454044 鍾惠名 獲得 107 宗燦清寒獎學金 

21 107 自資系 許育誠 碩士班 610754009 吳沛城 獲得 107 台聚教育基金會獎學金。 

22 108 自資系 宋秉明 碩士班 610454047 林才晸 108 全國大專運動會定向越野賽第三名  

23 108 自資系 許世璋 碩士班 610754005 劉芮妤 2020 綠遊農場智慧遊程創意競賽優等 

24 108 自資系 張世杰 學士班 410554045 張慈芳 
通過申請科技部大專計畫，名稱為空拍機校正空拍機 NDVI 相機在森
林物候研究的應用與技術探討 以花蓮大農大富平地森林通量站為例 

25 108 自資系 戴興盛 學士班 410554025 施亦瑾 
通過申請科技部大專計畫，名稱為社經地位對環境關懷和環境公共議
題參與的影響 

26 108 自資系 李俊鴻 博士班 810454002 王瓊芯 
以「 平地森林園區永續土地利用模式之 建構與應用 」一文，獲得
108 年獎勵人文與社會科學領域博士候選人撰寫博士論文獎助 

27 108 自資系 李俊鴻 碩士班 610654042 張智堯 
同學獲参與高知大學 2019 Sakura Science Plan，並進行研究主題發表
（全程以英文進行）。 

28 108 自資系 張文彥 博士班 810854007 
Rezca Kurnia 

Putra 
榮獲本校「培育優秀博士生獎學金」 

29 108 自資系 顧瑜君 學士班 410754046 朱馥君 獲得 108 中華顧問工程司勵志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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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108 自資系 林祥偉 學士班 410654035 鍾佳妤 獲得 108 地球物理獎學金。 

31 108 自資系 蘇銘千 學士班 410554025 施亦瑾 獲得 108 宗燦清寒獎學金 

32 108 自資系 李俊鴻 碩士班 610654042 張智堯 
通過第一階段【第六屆日月光環保學術碩.博獎助】作業，論文題目：
綠島珊瑚礁遊憩衝擊減緩評估方案建構及經濟效益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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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00 學士班核心能力總結評量方式一覽表 

自資系學士班專業能力、學習成效指標與評量方式對照表 

專業能力 學習成效指標 

評量方式 

修畢

院基

礎及

系核

心課

程 

修畢

系任

一專

業選

修 

口頭

報告 

服務

學習 

參與

校內

外社

區服

務及

公益

組織 

證照 研討

會 

其他

優良

事蹟 

A.具備自然

科 學 與 社

會 科 學 的

基礎知識 

A1. 學習自然

科學的方法與

哲學以探索環

境與生命世界

的奧妙 

A2. 發揮就事

論事的精神 

A3. 能參與科

學議題相關的

公共事務 

A4. 學習人文

精神以探索內

在自我與領會

人類文明的深

層價值 

 

A1 

 

A2 

A3 

 

A2 

A3 

 

A1 

A2 

A3 

A4 

 

A1 

A2 

A3 

A4 

 

A1 

A2 

A3 

A4 

 

A1 

A2 

A3 

A4 

 

A1 

A2 

A3 

A4 

B.具備觀察、

理解、闡釋

自 然 環 境

與 人 類 社

會 互 動 及

變 遷 關 係

的能力 

B1.具備現象歸

納及觀點演繹的

能力 

B2.具備問題的

敏銳觀察力並主

動發現問題 

B3.能掌握問題

的根本原因，循

序分析問題 

B4.有效問題解

決應變程序 

  

B1 

B2 

 

 

B1 

B2 

B3 

B4 

 

B1 

B2 

B3 

B4 

 

B1 

B2 

B3 

B4 

 

B1 

B2 

B3 

B4 

 

B1 

B2 

B3 

B4 

 

B1 

B2 

B3 

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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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具備多元

資 料 收 集

策略、閱讀

論文、撰寫

環 境 報 導

及 創 意 口

頭 報 告 的

能力 

C1. 具備基本電

腦與資料庫使用

技能 

C2. 能使用多種

方式收集資訊並

歸納完成口頭與

報告 

C3. 能收集與描

述包括自然與人

文環境 

 

C1 

 

 

C1 

 

 

 

C1 

C2 

C3 

 

C2 

C3 

 

C2 

C3 

 

C2 

C3 

 

C1 

C2 

C3 

 

C2 

C3 

D.能終身學

習、對環境

維持熱情、

關懷、並願

意 做 出 對

在 地 環 境

獻 身 的 承

諾 

D1. 發展自律

精神 

D2. 能運用理

性進行道德推

理 

D3. 運用社會

科學的方法或

哲學以激發學

生的傾聽與溝

通能力 

 

D2 

 

 

D2 

 

 

D1 

D2 

D3 

 

D1 

D2 

D3 

 

D1 

D2 

D3 

 

D1 

D2 

D3 

 

D1 

D2 

D3 

 

D1 

D2 

D3 

E.具備環境

倫理觀、社

會 責 任 感

與 社 會 實

踐力 

E1. 承認與尊

重多元差異 

E2. 實踐民主

審議的精神 

E3. 追求人類

的整體價值 

E4. 融通求

真、篤信、力

行等素養於個

人生命之中 

 

E1 

E2 

 

 

E1 

E2 

 

 

E1 

E2 

 

 

E1 

E2 

E3 

E4 

 

E1 

E2 

E3 

E4 

  

E1 

E2 

 

 

E1 

E2 

E3 

E4 

F.具備獨立

思考、溝通

協 調 與 團

隊 合 作 的

能力 

F1.瞭解團隊運

作的特性 

F2.具備同理心

與人際溝通技巧 

F3.具備團隊合

作的態度 

 

F1 

 

F1 

 

 

F1 

F2 

F3 

 

F1 

F2 

F3 

 

F1 

F2 

F3 

  

F1 

F2 

F3 

 

F1 

F2 

F3 

G.具備基本

外 國 語 文

能力 

G1.具備國際視

野 

G2.具備英語或

第二外語溝通能

力 

      

G1 

G2 

 

G1 

G2 

 

G1 

G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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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01 博士研究生出席國外地區國際學術會議經費補助辦法 

 

東華大學博士研究生出席國外地區國際學術會議經費補助辦法 

 

93年 4月 21日 9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5 次行政會議通過 

95年 3月 22日 94 學年度第 2 學期 3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6年 7月 4日 9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9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97年 10月 22日 9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1年 1月 4日 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9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1年 12月 12日 101 學度第 1 學期第 4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4年 1月 14日 10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4年 3月 25日 10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擴大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5年 6月 15日 104學年度第 2學期第 5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5年 9月 7日 105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7 年 11月 7日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3次行政會議修訂通過 

 

第一條 國立東華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勵本校博士班研究生出席境外地區國際 

學術會議，發表研究成果，以提高本校學術研究之國際地位，特訂定本準 

則。 

第二條 申請人須為本校在學一學年以上博士班在學研究生； 出席 大陸 （含港澳  

地區舉辦之會議， 該會議之 主（ 合 ）辦單位須為國際組織。 

第三條 申請人所發表之會議論文須以國立東華大學（ National Dong Hwa  

University）名義發表，且為主要貢獻者；論文為合著者，每一論文以補助一 

人發表為限。申請人應依上述條件規定填具申請書一份，並檢附相關文件， 

於學術會議舉行日期之一星期前完成各級審核提報程序。 

第四條 申請人在同一會計年度內以補助一次為限；申請補助經費項目依行政院「國 

     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及科技部「補助國內研究生出席國際學術會議作業要 

點」相關規定辦理。每一申請案補助 金額以兩萬伍仟元 為上限，申請補助通 

過與否依審查結果及本校當年度預算分配而定。 

第五條 申請人應先向科技部申請國內研究生出席國際學術會議補助， 差旅費若有不 

足或未獲補助者，申請人得再向提出本校補助申請。未向科技部提出申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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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不予補助。補助之項目及額度仍依第四條之規定辦理。 

第六條 補助費用由受補助人於 出國時先行墊付，俟返國後一個月內，向本校檢據報 

銷申請歸墊，經費之報銷及撥付均依本校相關會計程序辦理。 

第七條 受補助人應於返國後一個月內向本校研發處提送報告書、 論文被接受發表之 

大會證明及 所發表論文之全文 或摘要 完成結案，逾期未完成結案者，本校 

得不受理其次一年度申請案。 

第八條 本準則所提供之經費由本校獎助學金項下支應。 

第九條 本準則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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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02 科技部補助國內研究生出席國際學術會議作業要點 

 

科技部補助國內研究生出席國際學術會議作業要點 

103 年 6 月 9 日修正 

 

一、科技部(以下簡稱本部)為鼓勵研究生出席國際學術會議，發表研究成果，以利擴大

國際視野，強化研究能力，並建立國際研究交流合作關係，特訂定本要點。 

二、申請機構： 公私立大學校院。 

三、申請人資格：教育部立案之國內非在職專班博、碩士班在學研究生。 

四、申請方式：申請人應配合申請機構作業至本部網站線上製作下列文件並確認送出 

後，再由申請機構將申請人名冊線上彙整傳送本部。申請機構最遲彙送日期為會 

議首日所屬月份之前一個月之首日，遇例假日者，順延至次一上班日，逾期不受 

理申請。 

(一) 申請書。 

(二) 論文被接受發表之證明文件。 

(三) 擬發表之論文摘要。 

(四) 指導教授推薦函（註明外語能力）。 

(五) 其他有助於審查之文件 (如論文全文)。 

五、審查：申請案收件後，由本部相關學術司進行審查，一個月內函復審查結果；必 

要時，得延長審查作業期間。 

六、申請人在同一會計年度內以補助一次為限；論文為合著者，每一論文以補助一人 

發表為限。 

七、申請案經本部審查核定後依核定金額補助，其補助項目如下： 

(一) 往返機票費用：由國內至會議地點最直接航程之往返經濟艙飛機票。機票由 

受補助人於出國前自行墊款購買，以搭乘本國籍之班機為限。但因故無法搭 

乘本國籍班機者，應填具因公出國人員搭乘外國籍航空公司班機申請書，經 

申請機構首長或授權代理人核定後改搭乘外國籍班機。 

(二) 出席會議之註冊費用。 

以上各項補助費用，由受補助人於出國時先行墊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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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受補助人應於返國後十五日內，於本部網站線上系統繳交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報 

告，始得辦理經費報銷。 

九、經費之報銷、撥付及原始憑證之保管： 

(一) 受補助人應於返國十五日內，依據「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之規定，向申 

請機構辦理報銷。 

(二) 申請機構於每月十日前將上月該機構已執行且彙整完畢之收支報告表經該機 

構首長及有關人員簽章後併同申請機構之領據，函送本部歸墊。 

(三) 申請機構應按本部補助編號順序，將本部核准函影本及原始憑證裝訂成冊， 

妥善保管，以備本部及審計機關查核。 

十、重度殘障者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得補助一名隨行看護人員之往返經濟艙飛機票。 

其費用之申請及報銷，與出席國際學術會議申請案一併辦理。 

十一、受補助人未依規定完成繳交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報告或出國經費報銷歸墊前，本 

部不受理其出席會議申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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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03 環境學院研究計畫管理費使用辦法 

 

東華大學環境學院研究計畫管理費使用辦法 

 

103 年 6 月 9 日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4 次行政會議通過 

103 年 6 月 16 日 10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院務會議通過 

105 年 4 月 11 日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行政會議通過 

105 年 4 月 18 日 104 學年度 2 第學期第 2 次院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為有效運用研究計畫管理費，鼓勵學術研究，加強院系務發展，特依照本校 

「建教合作收支管理準則」訂定本要點。 

第二條 為順利推動院、系務發展，每年院、系保留 30%管理費彈性運用。 

第三條 管理費用途如下： 

一、 補助行政、教學、研究等各項費用。 

二、 補助教師研究計畫相關之配合款費用。。 

三、 補助研究生獎助學金、師生國內外學術交流活動費用。 

四、 補助院、系舉辦大型活動、講座、專題演講等。 

五、 補助優秀學生國際論文發表。 

六、 補助院級中心需求經費 

七、 其他費用 。 

本項補助費用，需經行政會議討論並決議補助金額。 

第四條 本要點經院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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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04 106-108 學年度系學會辦理活動及學生參與情況 

 

序號 學年 活動日期 活動項目 參與人數 

1 106-1 2017/09/23 迎新晚會 113 

2 106-1 2017/10/13、14、15 宿營 71 

3 106-1 2017/11/5 出框演講 15 

4 106-1 2017/11/22 期初系員大會 23 

5 106-1 2017/11/24 自資系生職涯講座 80 

6 106-1 2017/12/3、8、9 小環杯 70 

7 106-2 2018/03/14 期初系員大會 29 

8 106-2 2018/03/24、25 2018 大地盃 81 

9 106-2 2018/04/14、2018/5/26 自資系生職涯講座 80 

10 106-2 2018/05/1、3、5、8、10 野望影展在東華 135 

11 106-2 2018/05/21、22、23、24、25 自資週-自資市集 50 

12 106-2 2018/05/21、23、25 自資周影展-野望影展在東華 57 

13 106-2 2018/05/21、25 自資週-白天參觀華湖 小華湖 20 

14 106-2 2018/05/22、23 自資週-外來種移除 20 

15 106-2 2018/05/24 自資週-盆栽 DIY 23 

16 106-2 2018/05/26 自資週-迷你野外調查 15 

17 106-2 2018/05/26、27 自資週-單車夜觀趣 12 

18 106-2 2018/05/27 自資週-白鮑溪夜觀 10 

19 106-2 2018/05/27 自資週-定向越野 10 

20 106-2 2018/06/06 期末系員大會 21 

21 107-1 2018/09/13 迎新晚會 94 

22 107-1 2018/09/28 敬師活動 10 

23 107-1 2018/09/28、29、30 第九屆自資宿營 67 

24 107-1 2018/10/11 期初系員大會 42 

25 107-1 2018/10/27 三系萬聖聯合活動 175 

26 107-1 2018/11/10 

Trip to “大自然體驗農家” 

Luoshan Organic Tofu Farm, 

Fuli 

17 

27 107-1 2018/11/23 生職涯講座 50 

28 107-1 2018/12/2、8、9 小環盃 55 

29 107-1 2018/12/12 系學會幹部交流檢討會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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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107-1 2018/12/13 期末系員大會 39 

31 107-2 2019/03/8 期初系員大會 38 

32 107-2 2019/04/12 生職涯講座 60 

33 107-2 2019/04/12 GSS Pilot Gardening Project 10 

34 107-2 
2019/04/29、05/1、3、6、 

7、10、14、15 
野望影展在東華 50 

35 107-2 2019/05/6、7、8、9、10 自資市集 100 

36 107-2 2019/05/7 自資週活動-與外來種的戰爭 4 

37 107-2 2018/05/8 小盆友 DIY 19 

38 107-2 2018/05/8 自資週活動-華湖導覽 14 

39 107-2 2018/05/8 東部地震研究中心參觀 4 

40 107-2 2018/05/10 自資週活動那些台灣杉的故事 11 

41 107-2 2019/05/10、11、12 自資週-亞泥系列活動 43 

42 107-2 2019/05/11 自資週-灌膠標本工作坊 15 

43 107-2 2019/05/11 自資週-衛什麼布一樣 7 

44 107-2 2019/05/11 自資週活動-舊鞋救命演講 8 

45 107-2 2019/05/11 自資週-在嶺頂與岩石相遇 8 

46 107-2 2019/05/12 自資週-草木染體驗 15 

47 107-2 2019/06/3 期末系員大會 50 

48 108-1 2019/09/9 期初迎新大會 100 

49 108-1 2019/09/27 期初系員大會 31 

50 108-1 2019/10/4、5、6 自資系第十屆宿營 66 

51 108-1 2019/10/18 自資之夜 60 

52 108-1 2019/10/25 生職涯講座 55 

53 108-1 2019/11/17 
Chinan National Forest Reserve 

Orienteering Activity 
14 

54 108-2 2020/3/5 期初系員大會 33 

55 108-2 2020/3/7、8 小環盃 50 

56 108-2 2020/4/20-2020/5/1 環院尋寶活動 23 

57 108-2 2020/4/24-2020/5/3 亞泥。居民。礦業法 96 

58 108-2 2020/5/16 淨灘活動 69 

59 108-2 2020/6/5 期末系員大會 15 

合計 2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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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05 106-108 學年度本院系生職涯講座與學生參與情況 

106-1 學期 

日期 講者服務單位 講者姓名 參與人數 

106 年 11 月 24 日 
台北市立動物園保育員 陳立瑜 

80 人 
台灣蝙蝠研究學會研究助理 蔡緯毅 

當天活動照片 

 

106-2 學期 

日期 講者服務單位 講者姓名 參與人數 

107 年 4 月 14 日 
環境友善種子公司執行長 王書貞 

  80 人 
亞洲水泥花蓮製造廠股長 吳偉誠 

當天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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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1 學期 

日期 講者服務單位 講者姓名 參與人數 

107 年 11 月 23 日 
台北關渡自然公園專員 陳思伃 

50 人 
中華民國環境教育學會理事 李芝瑩 

當天活動照片 

 

107-2 學期 

日期 講者服務單位 講者姓名 參與人數 

108 年 4 月 12 日 

財團法人臺北市立動物保育教育基金會

秘書組組長 
張東君 

60 人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構造與地震地質

組組長 
林啟文 

當天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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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 學期 

日期 講者服務單位 講者姓名 參與人數 

108 年 10 月 18 日 

台北關渡自然公園專員 陳思伃 

48 人 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綠能所環境污

染鑑事組 
周宜鞍 

當天活動照片 

 

 

 

 

 

 

 

 

 

日期 講者服務單位 講者姓名 參與人數 

108 年 10 月 25 日 
台江國家公園環境教育教師 林柏源 

55 人 
日本京都大學國際博士生 楊淳凱 

當天活動照片 

 

日期 講者服務單位 講者姓名 參與人數 

108 年 12 月 21 日 
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強地動組 陳家立 

29 人 
中央氣象局地震測報中心地震監測課 鄭佳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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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天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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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2 學期 

日期 講者服務單位 講者姓名 

109 年 4 月 24 日 反亞泥環我傳統領域自

救會副會長 

Buya Ici 白誠實 

109 年 4 月 25 日 地球公民基金會山林花

東組主任 

黃靖庭 

109 年 4 月 28 日 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

會原住民族法律扶助中

心專職律師主任 

謝孟羽 

109 年 5 月 3 日 花蓮新城國中老師 賴錦慧 

當天活動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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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06 106-108 學年度本院系辦理專題演講情況 

演講時間 邀請講者 演講題目 演講語言 

106 年 9 月 19 日 黃火金教授 

(美國北卡大學愛雪

费爾分校客座教授) 

The Good, The Bad, and The 

Ugly: I, Typhoon, and Research 

英文 

演講摘要或照片 

Abstract: 

Typhoons play a significant, powerful role in Taiwan's weather in summer and fall.  The impacts of 

typhoons are recognized environmentally and societally.  In this general presentation, the structure, 

dynamics and climatology of typhoons will be discussed.   Specifically, the rainfall patterns caused 

by typhoons that made landfall to Taiwan during 2007-2016 will be investigated.  It is found that 

extreme precipitation in Taiwan is not all produced by typhoons.  The rainfall amounts in Taiwan 

caused by typhoons are usually widespread but asymmetrical.  It should also be noted that rainfall 

amounts by typhoons depend on many factors, such as location, terrain, geographical features, 

intensity and moisture content of the typhoon, duration and direction of the typhoon’s movement, 

and relative distance from the center of the typhoon and relative position to the center of the 

typhoon. 

  

Footnote: 

As a visiting professor from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Asheville, I would like to know 

you, interact with you, and learn from you as much as I could in a short period of time.  In this 

simple presentation, I would like to introduce myself, to share my understanding about strong 

tropical cyclones (i.e., typhoons), and to brief what I would like to accomplish in my short-term 

research at Dong Hwa University.   Although the presentation will be given mainly in English, it 

should not prevent you from coming.   With the aid of PowerPoint slides and graphics, you would 

be able to grasp the key points of the presentation; but more importantly, you can simply come and 

enjoy the presentation.  It will be a learning experience for both of us, and your participation will be 

greatly appreci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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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時間 邀請講者 演講題目 演講語言 

106 年 9 月 26 日 Dr. Kenrick W. Williams 

(Policy and Institutional 

Expert and Advisor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Forest, Fisheries, the 

Environmen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Climate Change, 

Belize) 

Biodiversity Finance: 

Mobilizing Resources for 

Biodiversit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Belize 

英文 

演講摘要或照片 

 

 

  



 669 

演講時間 邀請講者 演講題目 演講語言 

106 年 10 月 03 日 戴興盛教授 

(國立東華大學自然

資源與環境學系) 

擾動下大農大富社會生態系統

韌性之動態變化 

中文 

演講摘要或照片 

 

 

演講時間 邀請講者 演講題目 演講語言 

106 年 10 月 17 日 蕭乃祺博士 

(中央氣象局地震測

報中心技正) 

中央氣象局地震測報中心簡介

及地震觀測網發展現況 

中文 

演講摘要或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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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時間 邀請講者 演講題目 演講語言 

106 年 10 月 24 日 黃火金教授 

(美國北卡大學愛雪

费爾分校客座教授) 

Global Climate Change and 

China 

英文 

演講摘要或照片 

 

 

演講時間 邀請講者 演講題目 演講語言 

106 年 10 月 31 日 郭陳澔副教授 

(國立中央大學地球

科學系) 

從震測、地震與震波速度構造

探討台灣東部之地體構造 

中文 

演講摘要或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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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時間 邀請講者 演講題目 演講語言 

106 年 11 月 07 日 顏銀桐 博士 

(中興工程顧問社) 

連結地球科學至工程實用 中文 

演講摘要或照片 

 

演講時間 邀請講者 演講題目 演講語言 

106 年 11 月 14 日 姚盈芳研究員 

聯合國大學永續性高

等研究所(UNU-IAS) 

1）國際里山倡議與 IPSI 的發

展 

2）全球重要農業遺產系統

(GIAHS)與日本能登里海倡議 

英文 

演講摘要或照片 

 

演講時間 邀請講者 演講題目 演講語言 

106 年 12 月 21 日 余欣怡博士候選人

（國立臺灣大學生態

學與演化生物學研究

所） 

當我們出海去賞鯨 中文 

演講摘要或照片 

 

演講時間 邀請講者 演講題目 演講語言 

106 年 12 月 26 日 陳宏宇老師 

（中央研究院地球科

學所） 

結合聲波與全球定位系統於台

灣東北外海的海底大地測量研

究 Acoustic/GPS  

measurements of seafloor crustal 

deformation study in northeastern 

Taiwan 

中文 

演講摘要或照片 

 

演講時間 邀請講者 演講題目 演講語言 

106 年 12 月 26 日 王國龍老師 

（中央研究院地球科

學所） 

造山帶的岩漿特性和大陸地殼

演化之關係：以增積岩體造山

帶—中亞造山帶為例 

中文 

演講摘要或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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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時間 邀請講者 演講題目 演講語言 

107 年 01 月 09 日 董家鈞教授 

李錫堤教授 

（國立中央大學 應

用地質研究所） 

1. 深層地滑滑動弱帶之摩擦特

性 

2. 活動斷層調查與設計地震評

估 

中文 

演講摘要或照片 

 

演講時間 邀請講者 演講題目 演講語言 

107 年 01 月 19 日 Prof.Paul Ryan

（National University 

of Ireland Galway） 

Tectonics of transtension in the 

brittle field 

英文 

演講摘要或照片 

 

演講時間 邀請講者 演講題目 演講語言 

107 年 03 月 06 日 夏禹九榮譽教授 

（國立東華大學自然

資源與環境學系） 

A brief review of resilience 中文 

演講摘要或照片 

 

演講時間 邀請講者 演講題目 演講語言 

107 年 03 月 13 日 賴榮孝老師 

（前荒野保護協會理

事長） 

三生有幸的實踐 中文 

 

演講時間 邀請講者 演講題目 演講語言 

107 年 03 月 20 日 顏君毅副教授 

（國立東華大學自然

資源與環境學系） 

花蓮地震的過去、現在與未來-

-從 0206 花蓮地震談起 

中文 

演講摘要或照片 

 

演講時間 邀請講者 演講題目 演講語言 

107 年 03 月 27 日 蔡金河副教授 

（國立東華大學自然

資源與環境學系） 

Hualien Rocks: Local Geology of 

Global Significance 

英文 

演講摘要或照片 

演講時間 邀請講者 演講題目 演講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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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 04 月 10 日 李俊鴻教授 

（國立東華大學自然

資源與環境學系） 

 Introduction to Ecological 

Economics and its Application 

中英文 

演講摘要或照片 

 

演講時間 邀請講者 演講題目 演講語言 

107 年 04 月 17 日 裴家騏教授 

（國立東華大學自然

資源與環境學系） 

石虎和穿山甲在臺灣農村所面

臨的威脅 

中英文 

演講摘要或照片 

 

演講時間 邀請講者 演講題目 演講語言 

107 年 04 月 24 日 范美玲場長 

（花蓮農改場） 

有機農業與整體環境的關係 中文 

演講摘要或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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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時間 邀請講者 演講題目 演講語言 

107 年 05 月 14 日 William M. Keyser 

(PhD 

Candidate,School of 

Chemical 

Engineering,The 

University of 

Adelaide, Australia) 

Banded iron formation (BIF)-

hosted iron deposits of the 

Middleback Ranges, South 

Australia 

英文 

演講摘要或照片 

 

 

演講時間 邀請講者 演講題目 演講語言 

107 年 06 月 12 日 鄭宇婷小姐 

（人禾環境倫理發展

基金會） 

環境倫理在環境教育一線工作

者的啟發 

中文 

演講摘要或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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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時間 邀請講者 演講題目 演講語言 

107 年 06 月 21 日 林曜松名譽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 

Scratch 軟體在環境教育上的應

用 

中文 

演講摘要或照片 

 

 

演講時間 邀請講者 演講題目 演講語言 

107 年 09 月 25 日 孫義方教授 

（國立東華大學自然

資源與環境學系） 

Cross-boundary subsidy cascades 

from oil palm degrade distant 

tropical forests 

英文 

演講摘要或照片 

 

 

演講時間 邀請講者 演講題目 演講語言 

107 年 09 月 28 日 夏禹九榮譽教授 

（國立東華大學自資

系） 

集水區與環境影響評估關係-兼

談蘇花高議題 

中文 

演講摘要或照片 

 

演講時間 邀請講者 演講題目 演講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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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年 10 月 02 日 凌永健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化學

系） 

環境友善的永續化學-從減塑陷

阱談起 

中文 

演講摘要或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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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時間 邀請講者 演講題目 演講語言 

107 年 10 月 09 日 蔡中岳先生 

（地球公民基金會副

執行長） 

能源轉型與核能議題在台灣當

前的進展與挑戰 

中文 

演講摘要或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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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時間 邀請講者 演講題目 演講語言 

107 年 10 月 23 日 Dr. Ben Turner Soil in tropical forest 英文 

演講摘要或照片 

 

 

演講時間 邀請講者 演講題目 演講語言 

107 年 10 月 25 日 單業華研究員 

（中國科學院廣州地

球化學研究所） 

節理構造分析：理論與應用 中文 

演講摘要或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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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時間 邀請講者 演講題目 演講語言 

107 年 10 月 30 日 顏妏如導演 

張元昱導演 

Season of Healing 復新好時光 中文 

演講摘要或照片 

 

 

演講時間 邀請講者 演講題目 演講語言 

107 年 11 月 01 日 Dr. Monika Walia U-Pb geochronology 

and Hf isotopic 

composition of zircon 

from the Sanbagawa 

Metamorphic Belt, 

Western Shikoku, 

Japan: evidence for the 

prevalence for the Late 

Cretaceous protoliths 

英文 

演講摘要或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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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時間 邀請講者 演講題目 演講語言 

107 年 11 月 13 日 Dr. Maheshwar 

Dhakal (the Ministry 

of Forests and 

Environment (MFE), 

the Government of 

Nepal) 

Paradigm Shift of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n 

Experience of 

Protected Area 

Management in Nepal 

英文 

演講摘要或照片 

 

演講時間 邀請講者 演講題目 演講語言 

107 年 11 月 13 日 傅金城副研究員 

(行政法人國家災害

防救科技中心工學博

士) 

災情回報與情資研判 中文 

演講摘要或照片 

大綱： 

一、災害示警與災情回報 

二、中央災害應變中心情資研判作業 

三、災害情資整合儀表板 

四、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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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時間 邀請講者 演講題目 演講語言 

107 年 11 月 20 日 賴鵬智總經理 

(野 FUN 生態實業公

司) 

從國內外案例看如何

運用自然資源發展生

態旅遊 

中文 

演講摘要或照片 

內容簡介：生態旅遊跟大眾旅遊有什麼差別？為何世界旅遊趨勢會鼓勵生態旅遊的發展？生

態旅遊絕對是必須充分運用自然資源的旅遊方式，而自然資源被用在營利上面是對的嗎？要

怎麼做可以讓自然資源不被人類破壞卻又能讓人類賺錢？我們從臺灣及世界幾個案例來看生

態旅遊應該如何操作，自然資源是如何可以被利用卻又達到保護的目的。 

 

 

演講時間 邀請講者 演講題目 演講語言 

107 年 11 月 23 日 蔡中岳先生 

（地球公民基金會副

執行長） 

從公民監督的角度--

探討環境影響評估 

中文 

演講摘要或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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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時間 邀請講者 演講題目 演講語言 

107 年 11 月 27 日 楊瑞芬處長 

(林務局花蓮林區管

理處) 

永續林業，生態台灣 中文 

演講摘要或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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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時間 邀請講者 演講題目 演講語言 

107 年 12 月 04 日 Dr. Jürgen Burkhardt 

（德國波昂大學） 

The desiccating impact 

of hygroscopic 

aerosols on trees and 

forests 

英文 

演講摘要或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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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時間 邀請講者 演講題目 演講語言 

107 年 12 月 11 日 孫英玄教授 

（國立中興大學森林

系） 

臺灣林木遺傳育種研

究的挑戰與未來 

英文 

演講摘要或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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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時間 邀請講者 演講題目 演講語言 

107 年 12 月 25 日 戴興盛教授 

（國立東華大學自然

資源與環境學系） 

共有資源、原住民部

落與國家：野生動物

狩獵自主管理機制在

臺灣的新進展 

中文 

演講摘要或照片 

 

 

  



 686 

演講時間 邀請講者 演講題目 演講語言 

108 年 02 月 26 日 杜文苓教授 

(國立政治大學公共

行政系) 

談核容易？核廢爭議

與公共審議（Nuclear 

Waste Disputes and 

Public Deliberation)  

中文 

演講摘要或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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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時間 邀請講者 演講題目 演講語言 

108 年 03 月 05 日 Dr. Nathan Hensley 

(Bowling Green State 

University,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Education for 

Sustainability: Theory, 

Research, and Action 

英文 

演講摘要或照片 

 

 

演講時間 邀請講者 演講題目 演講語言 

108 年 03 月 07 日 Prof. Tim 

Byrne (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 USA) 

Geologic constraints 

on motion of the 

Philippine Sea Plate 

during the late 

Cenozoic: Evidence 

for CCW rotation in 

the Pleistocene 

英文 

演講摘要或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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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時間 邀請講者 演講題目 演講語言 

108 年 03 月 12 日 Dr. Yui Kouketsu 

(Earth & Planetary 

Sciences, Nagoya 

University, Japan) 

Decipherment of the 

geological history of 

Taiwan recorded in 

graphite 

英文 

演講摘要或照片 

 

 

演講時間 邀請講者 演講題目 演講語言 

108 年 03 月 11 日 周傳玲老師 藻類多樣性與生態應

用 

中文 

演講摘要或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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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時間 邀請講者 演講題目 演講語言 

108 年 03 月 12 日 黃國書先生 

（花蓮資深華語導

遊） 

花蓮生態環境解說分

享 

中文 

演講摘要或照片 

 

演講時間 邀請講者 演講題目 演講語言 

108 年 03 月 19 日 張文彥教授 

(國立東華大學自然

資源與環境學系特聘

教授) 

FROM E-TEC to BEST 

(Bridging Earth Science & 

Technology) 

     從台灣東部地震研究

中心談新南向地球科學深

耕國際合作研究計畫  

中文 

演講摘要或照片 

 

 

  



 690 

演講時間 邀請講者 演講題目 演講語言 

108 年 03 月 26 日 Dr. Dennis Brown (Instituto 

de Ciencias de la Tierra 

“Jaume Almera”, CSIC, 

Spain) 

Structure of the south-central 

Taiwan fold-and-thrust belt 

英文 

演講摘要或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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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時間 邀請講者 演講題目 演講語言 

108 年 04 月 02 日 李家維教授 

(國立清華大學生科系) 

植物獵人的省思 英文 

演講摘要或照片 

 

 

 

演講時間 邀請講者 演講題目 演講語言 

108 年 04 月 09 日 黃同弘先生 

(地理與文學作家) 

地景的隱義：1943～

2008 臺灣航攝影像

研究 

中文 

演講摘要或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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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時間 邀請講者 演講題目 演講語言 

108 年 04 月 15 日 蘇維翎  

（觀察家生態顧問有

限公司） 

生態檢核的發展和運

用 

中文 

演講摘要或照片 

 

演講時間 邀請講者 演講題目 演講語言 

108 年 04 月 16 日 顧瑜君教授 

（國立東華大學自然

資源與環境學系特聘

教授） 

人文生態教育的行動

研究 

中文 

演講摘要或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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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時間 邀請講者 演講題目 演講語言 

108 年 04 月 23 日 李明旭教授 

（國立中央大學水文

與海洋科學所教授） 

地下水對降雨入滲土

壤水分改變之反應：

現場觀測的理解可能

改變我們在模式中的

想像 

英文 

演講摘要或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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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時間 邀請講者 演講題目 演講語言 

108 年 09 月 24 日 Ilona Talvikki 

Sakaguchi (Ph.D. 

Candidate) 

Department of Earth 

and Planetary 

Sciences,Nagoya 

University, Japan 

Applying Infrared 

Spectroscopy to Study 

Serpentinization 

Processes in the 

Subduction Zone 

英文 

演講摘要或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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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時間 邀請講者 演講題目 演講語言 

108 年 10 月 01 日 蔡金河副教授 

(國立東華大學自然

資源與環境學系) 

Building my 

academic reputation 

by studying Hualien 

rocks 

英文 

演講摘要或照片 

 

 

演講時間 邀請講者 演講題目 演講語言 

108 年 10 月 08 日 趙家緯博士後研究員

(國立臺灣大學風險

社會與政策研究中

心) 

臺灣能源轉型的挑戰

與前景/ Governing 

the Energy 

Transitions in Taiwan: 

Prospects and 

Challenges 

英文 

演講摘要或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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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時間 邀請講者 演講題目 演講語言 

108 年 10 月 15 日 楊瑋誠副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獸醫

學系/生態學與演化

生物學研究所/中華

鯨豚協會理事長) 

人為噪音對圈養海

豚的緊迫以及鯨豚

健康的意義 

英文 

演講摘要或照片 

 

 

演講時間 邀請講者 演講題目 演講語言 

108 年 10 月 22 日 許育誠副教授 

(國立東華大學自然

資源與環境學系) 

Work and Play：Ten 

Year's Bird Banding in 

Hualien 

英文 

演講摘要或照片 

 

 

演講時間 邀請講者 演講題目 演講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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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 10 月 29 日 Dr. Fatma Kourim 

(Institute of Earth 

Sciences, Academia 

Sinica) 

ICDP_Expedition 

807:Journey from the Earth's 

crust to the Earth's mantle 

英文 

演講摘要或照片 

 

 

 

演講時間 邀請講者 演講題目 演講語言 

108 年 11 月 05 日 郭華仁教授 

 (國立臺灣大學農

藝學系暨研究所) 

以生態有機農業邁向永

續發展目標(Eco-organic 

Agriculture Aiming at 

Reach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中文 

演講摘要或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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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時間 邀請講者 演講題目 演講語言 

108 年 12 月 02 日 Dr. Ashutosh 

Mohanty (Director, 

Disaster 

Management and 

Climate Change 

Shoolini University, 

India) 

Climate Change Impact 

on Human Health and 

Livelihoods: Experience 

across the Hindu Kush 

Himalayas 

英文 

演講摘要或照片 

 

演講時間 邀請講者 演講題目 演講語言 

108 年 12 月 10 日 Professor Gyan 

Nyaupane(School of 

Community 

Resources and 

Development,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Approaches to Building 

Resilient Conservation 

Organizations in an Era 

of Uncertainty 

英文 

演講摘要或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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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07 本院系辦理服務學習項目、學生參與人數與時數 

106-108 服務學習成果表 

服務學習項目 

核發單位 

服務學習

人次 

服務學

習時數 
環境

學院 

自然資源

與環境學

系 

其他 

106-1           

仿生與環境科普推廣服務學習計畫   v   5 97 

東湖水位的監測   v   4 103.5 

環境學院電腦教室維護   v   4 42 

巧遇東華校園明珠-環頸雉調查 v     7 50 

東華校園野兔調查 v     10 49 

校園沙氏變色蜥蜴移除 工作 v     4 25 

校園兩棲爬蟲類調查監測 v     5 51 

校園昆蟲探索 v      5 61 

校園候鳥調查 v      6 180 

小計       50 658.5 

106-2           

校園昆蟲探索 v     5 24.5 

校園候鳥調查 v     5 150 

校園兩棲爬蟲類調查監測 v     10 86 

校園沙氏變色蜥蜴移除 v     19 101 

巧遇東華校園明珠-環頸雉調查 v     23 171 

十年樹木-校園植樹樹苗調查 v     13 170 

綬草調查 v     12 117 

小計       87 819.5 

107-1           

環境學院電腦教室維護   v   7 119 

沙氏變色蜥蜴移除 v     33 174 

校園兩棲爬蟲類監測調查 v     19 150 

昆蟲-校園螢火蟲幼蟲調查 v     11 69.5 

校園候鳥調查 v     15 450 

十年樹木-校園植樹樹苗調查 v     22 185 

小計       107 1147.5 

107-2           

東湖水質監測計畫－秋冬   v   2 80 

校園兩棲爬蟲類調查監測 v     29 82 



 700 

校園昆蟲探索 v     16 202 

校園沙氏變色蜥蜴移除 v     12 64 

小計       59 428 

108-1           

校園動物相自動監測   v   2 69 

2019 第二十九屆環境教育學術暨實

務交流國際研討會 
v     11 222.5 

校園鳥類大調查 v     14 210.6 

校園兩棲爬蟲類調查監測       30 101 

認識自資系 & 9/9~9/20Lab360 & 

籌備會議 
  v 

  
10 271 

  

2019 年秋季學期擔任國際生接待義

工 
    v 4 60 

動物-沙氏變色蜥蜴監測與控制 v     11 52 

動物-校園昆蟲調查 v     14 131 

林務局-池南森林遊樂區     v 5 153 

立川漁場     v 4 167 

小計       96 1117.1 

108-2           

校園自動相機監測計畫 v     2 92 

蛙類調查服務學習 v     10 37.5 

綬草調查（巡查、標定、定位、資

料輸入） 
v     21 220 

參與沙氏變色蜥移除 v     5 40 

校園螢火蟲調查 v     6 46 

東華校園鳥類調查服務學習 v     12 234.3 

樹苗調查 v     2 8 

淨灘   v   54 222 

自資系學會會務推動   v   12 360 

小計       124 12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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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08 本校優秀碩、博士班新生入學獎勵辦法 

 

東華大學優秀碩、博士班新生入學獎勵辦法 

 

108 年 7 月 17 日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研究發展審議委員會通過 

108 年 9 月 18 日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行政會議通過 

 

第一條 國立東華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培育基礎科學研究人才，獎勵具有研究潛力 

之優秀博士生，支持其安心、專心從事研究工作，特依「科技部補助大學校院 

培育優秀博士生獎學金試辦方案」，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申請資格： 

一、 本校招收之博士班一年級新生，不含在職進修學生，且大學及碩士在學期 

間無申誡以上紀錄之學生得提出申請。 

二、 申請者不得同時兼領本校相關獎學金。 

第三條 申請方式： 

一、 依本校公告期程，檢附申請資料向所屬學院提出申請。 

二、 申請資料應包含： 

(一) 本校培育優秀博士生獎學金申請表 

(二) 讀書計畫（Statement of Purpose）及職涯規劃（Career Plan） 

(三) 論文研究計畫（5 頁為限） 

(四) 學碩士畢業論文、期刊論文、文字創作或藝文演出等實質研究成果。 

(五) 大學及碩士歷年成績單（含班級排名及獎懲紀錄） 

(六) 推薦信二封（包含指導教授） 

(七) 各院規定或其他有助審查之資料 

第四條 獎勵名額： 以科技部每年核算結果為上限。 

第五條 獎勵金額： 每名博士生每月獎學金四萬元，獎勵期間自博士班一年級起至博 

士班四年級止。 獎勵金額由科技部與本校共同負擔，獎勵對象於博士班第一 

年及第二年就讀期間由科技部每月獎勵三萬，本校獎勵一萬；第三年及第四年 

就讀期間，由科技部每月獎勵二萬，本校獎勵二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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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本校出資獎勵額度，由本校校務基金自籌款收入或其他非科技部補助經費 

支應。 

第六條 補助期間： 自當年度九月一日起至第四年八月三十一日止。 

第七條 獎勵規定項目： 

一、 各領域獎勵名額分配原則本獎勵分為人文社會、自然與工程、管理、教 

育、原住民民族、藝術、環境及海洋科學等學術研究領域。每領域經申請人 

所屬學院之院級招生委員會審議及排序後送本校學術獎助評審委員會審查， 

獲獎總名額以科技部該年度核配獎勵名額為上限。 

二、 獎勵資格、評選標準及審查機制申請人經院級招生委員會初審通過後，將 

推薦名單排序送本校學術獎助評審委員會決審。 

三、 定期評量機制 

(一) 獲獎學生應致力於課業及研究能力之提升，每學年繳交學習成果報 

告，並由指導教授給予評量。 

(二) 每年由院級招生委員會依成果報告、指導教師評量結果及其綜合表 

現，做成持續推薦或不推薦之建議，送本校學術獎助評審委員會決議。 

經審查決議未獲推薦者，則中止核發獎勵。 

四、 獎勵成果效益追蹤機制：學生在校期間，依年度評量機制進行檢核及輔 

導；畢業後，透過畢業生流向調查，落實回饋機制，提供獎勵成效改善之重 

要參考。 

第八條 獲核定受獎者，經查若有偽造、不實及重複領取其他獎學金之情事，撤銷其獲 

獎資格，已領取之獎學金應予繳回。 

第九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依科技部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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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09 國立東華大學環境學院研究生學術研究優秀獎學金實施要點 

國立東華大學環境學院研究生學術研究優秀獎學金實施要點 

108.10.14 108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系院聯合行政會議訂定  

108.10.29 108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系院務聯合會議通過 

109.04.13 108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系院聯合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 本辦法宗旨為鼓勵並獎勵研究生進行學術研究、參與學術活動、發表研究成果，

並以提升研究生學術水準與能量為主要目標。 

二、 本獎學金獎勵標準：依以下優秀事蹟計點(需提供佐證資料：例如研討會接受

函、文章摘要或全文)，學生申請排序後給獎。 

1. 參與國內、外學術研討會發表壁報或口頭報告（1點～4點） 

2. 國內、外學術著作發表或得獎（1點～6點）。 

3. 獲得證照或語言檢定(本地生需高於本校學士班英文畢業標準或全民英檢中

高級複試以上通過；外籍生中文檢定)（1點～3點） 

4. 其它優秀事蹟(如書卷獎……等)(1點～4點) 

三、 碩士班一至四年級、博士班在學生為本獎學金申請對象，並於每學年3月、9月之

規定時間內，向系辦公室提出申請。(碩士生最多得申請兩次)。 

四、 獎學金名額依碩士班一至四年級學生數訂定，未滿八名者，設置一名，逾八名

者，每八名得增設一名，但不足八名而滿四名者，亦得增設一名；博士班名額依

博士班在學學生數訂定，每二名設置一名。名額得依本院行政會議決議調整之。

研究生人數以實際註冊人數計算，本地生、外籍生分開計算，不包括交換生及休

學生。 

五、 研究生獎學金於研究生入學第二學期後始得申請，每學期申請一次，得獎博士生

每名每月依排序分別發給6000元至8000元不等，碩士生每名每月依排序分別發給

2000元至4000元不等，共撥付八個月，若無符合資格者則獎項從缺。 

六、 研究生領取此項獎學金者，得兼領協助教學助學金及本院入學獎學金；若後續研

究表現不佳，由指導教授述明理由後，經行政會議討論決議，得取消此項獎學金

撥付。 

七、 研究生領取此項獎學金者，每學期視需求於院系辦公室協助學術相關之公務最多

20小時。 

八、 研究生獎學金之審查與遴選由本系院聯合行政會議負責。 

九、 本實施要點經費來源為本院「研究計畫管理費」。 

十、 本實施要點經系院務聯合會議通過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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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10 畢業生生涯發展追蹤相關資料 

 

本校學務處畢業生與校友服務組於網頁上建置「畢業生流向追蹤網路系統」，提

供畢業生有關「畢業生流向調查」、「畢業校友資料庫」、「校友意見回饋書」…等

線上追蹤網路系統，網址為: https://osa.ndhu.edu.tw/files/13-1007-6393.php。本系每年配

合本校學務處畢業生及校友服務組辦理畢業生流向追蹤調查，會主動連繫以當學期畢

業滿1年、3年與5年之畢業生目前發展情形。而近期以畢業於102學年度、104學年度與

106學年度畢業之畢業生為調查對象（含學士班、碩士班與博士班），各項追蹤之結果

統計分析如下： 

 

(1). 各年度畢業生填答人數統計： 

 102學年度(畢業5年) 104學年度(畢業3年) 106學年度(畢業1年) 

學制 
填答 

人數 

問卷 

總數 
百分比 

填答 

人數 

問卷 

總數 
百分比 

填答 

人數 

問卷 

總數 
百分比 

學士班 17 36 47.22% 36 51 70.59% 33 53 62.26% 

碩士班 23 46 50% 15 25 60% 19 22 86.36% 

博士班 1 1 100% 3 4 75% 1 1 100% 

學制總和 41 83 49.40% 54 80 67.50% 53 76 69.74% 

加總 
總填答人數 總問卷數 百分比 

148 239 61.92% 

 

(2). 畢業生目前工作現況: 

畢業情形 全職工作 部份工時 目前非就業中 

106學年度(畢業1年) 52.82% 7.55% 39.62% 

104學年度(畢業3年) 72.22% 11.11% 16.67% 

102學年度(畢業5年) 78.06% 12.20% 9.76% 

 

(3). 目前工作機構的屬性: 

工作機構的屬性 畢業1年 畢業3年 畢業5年 

農、林、漁、牧、礦 15.63% 6.67% 13.89% 

出版、影音製作、傳播及資通訊服務業 18.75% 6.66% 0.00% 

專業、科學及技術服務業 6.25% 22.22% 47.23% 

公共行政及國防、強制性社會安全 9.38% 11.11% 2.78% 

https://osa.ndhu.edu.tw/files/13-1007-6393.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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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業 25.00% 31.11% 13.89% 

醫療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 12.50% 8.88% 2.78% 

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3.13% 6.67% 2.78% 

*其他服務業 9.38% 6.66% 16.67% 

*註：其他服務業包含：企業經營管理、批發及零售業、運輸及倉儲業、住宿及餐

飲業、金融及保險業 

 

(4). 畢業後開始的工作與現況工作平均月收入的差異比較 

畢業後開始工作的平均每月收入 

畢業情形 
2.3萬元

以下 

2.3-3.0

萬元 

3.1-4.0

萬元 

4.1-6.0

萬元 

6.1-10.0萬

元 

10.0萬元

以上 
中位數 

畢業1年 9.38% 34.38% 34.38% 18.76% 3.13% 0.00% 35,281 

畢業3年 6.67% 31.11% 40.01% 11.10% 4.44% 6.67% 39,300 

畢業5年 8.33% 38.89% 41.66% 2.78% 8.34% 0.00% 34,236 

現況工作的平均每月收入 

畢業情形 
2.3萬元

以下 

2.3-3.0

萬元 

3.1-4.0

萬元 

4.1-6.0

萬元 

6.1-10.0萬

元 

10.0萬元

以上 
中位數 

畢業1年 12.50% 31.26% 31.26% 18.77% 6.25% 0.00% 36,063 

畢業3年 8.89% 13.33% 37.78% 26.67% 6.66% 6.67% 46,711 

畢業5年 5.56% 16.67% 38.88% 25.01% 13.90% 0.00% 42,167 

 

(5). 是否擁有證照或檢定證書: 

畢業情形 
國家 

考試 

技術士 

證照 
教師證 

語言 

證照 

電腦 

認證 
其它 否 

畢業1年 6.25% 9.38% 9.38% 21.88% 0.00% 12.50% 50.00% 

畢業3年 4.44% 11.11% 13.33% 8.89% 2.22% 20.00% 51.11% 

畢業5年 5.56% 30.56% 8.33% 22.22% 11.11% 11.11% 3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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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系所與學位學程之專業訓練，對於目前的幫助程度為何？: 

畢業情形 非常符合 符合 尚可 不符合 非常不符合 

畢業1年 28.13% 37.50% 12.50% 12.50% 9.38% 

畢業3年 17.78% 42.22% 20.00% 8.89% 11.11% 

畢業5年 30.56% 41.67% 19.44% 5.56% 2.78% 

 

(7). 學校學習經驗，對現工作的幫助（複選）: 

學校學習經驗 畢業1年 畢業3年 畢業5年 

專業知識、知能傳授 65.63% 73.33% 69.44% 

建立同學及老師人脈 43.75% 48.89% 41.67% 

校內實務課程 12.50% 24.44% 19.44% 

校外業界實習 18.75% 13.33% 2.78% 

社團活動 21.88% 17.78% 22.22% 

語言學習 12.50% 11.11% 19.44% 

參與國際交流活動 3.13% 6.67% 2.78% 

志工服務、服務學習 15.63% 8.89% 8.33% 

擔任研究或教學助理 31.25% 33.33% 38.89% 

 

(8). 您認為系（所）課程設計與教學內容，可以朝哪些方面改善? 

課程設計與教學內容 畢業1年 畢業3年 畢業5年 

增加本系所實務課程，如：野外調查、產學合作及實

習等 
64.15% 59.26% 63.41% 

提高對學生的要求 33.96% 33.33% 26.83% 

提升學生參與專題研究課程的興趣 32.08% 42.59% 34.15% 

增加本系所專業公務員考試的課程 18.87% 16.67% 19.51% 

增加對專業領域證照的課程 49.06% 27.78% 21.95% 

學生外語能力 41.51% 31.48% 26.83% 

增強專業領域之電腦應用課程 16.98% 20.37% 29.27% 

師資專長組合 1.89% 11.11% 7.32% 

師資專業程度與廣度 3.77% 9.26%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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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主修科系的專業外，應加強學生哪些能力才能做好工作? 

加強能力 畢業1年 畢業3年 畢業5年 

溝通表達能力 54.72% 64.81% 36.59% 

持續學習能力 33.96% 25.93% 36.59% 

人際互動能力 24.53% 18.52% 26.83% 

團隊合作能力 26.42% 22.22% 26.83% 

問題解決能力 50.94% 62.96% 41.46% 

創新能力 9.43% 11.11% 7.32% 

工作紀律、責任感及時間管理能力 32.08% 37.04% 24.39% 

資訊科技應用能力 20.75% 16.67% 4.88% 

外語能力 26.42% 22.22% 7.32% 

其它 5.66% 1.85% 24.39% 

 

(10). 對於就讀東華大學的學弟妹們，有哪些生涯發展方面的建議？ 

生涯發展 畢業1年 畢業3年 畢業5年 

強化專業知識與能力 49.06% 33.33% 26.83% 

加強自我學習態度與責任感 49.06% 55.56% 48.78% 

發展第二等或第三等…專長 56.60% 42.59% 46.34% 

增加課外學習機會 22.64% 22.22% 21.95% 

培養語文能力 30.19% 25.93% 24.39% 

培養人際互動能力 24.53% 20.37% 36.59% 

培養領導能力 1.89% 7.41% 2.44% 

了解社會及國家趨勢與動態 15.09% 22.22% 34.15% 

加強跨領域知識 35.85% 42.59% 26.83% 

 

(11). 對於提昇東華知名度，系所聲譽，您認為學校或系所可以努力的方向？ 

提升方式 畢業1年 畢業3年 畢業5年 

新聞或媒體的曝光度 16.98% 20.37% 24.39% 

資訊雲端服務機制的建置與推廣 13.21% 7.41% 2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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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銀行（104、1111或相關單位）的媒介 20.75% 22.22% 17.07% 

邀請校友返回母校，增進認同感 45.28% 42.59% 26.83% 

系所教師各校演說與進行學術交流 30.19% 44.44% 34.15% 

職場參訪，業界實習 69.81% 70.37% 68.29% 

各項國際化措施 

（如交換生、國際交流） 
30.19% 35.19% 29.27% 

 

(12). 對僱用本系所之企業、機構單位雇主，您希望如何加強彼此關係？ 

提升方式 畢業1年 畢業3年 畢業5年 

機構互訪 49.06% 44.44% 58.54% 

實施就業性向、職能檢測 39.62% 27.78% 36.59% 

辦理就業講座，公司介紹 39.62% 57.41% 41.46% 

簽訂合作實習契約 56.60% 59.26% 51.22% 

舉行徵才博覽會 28.30% 29.63% 4.88% 

推廣志願服務 15.09% 5.56% 19.51% 

企業長駐校園 0.00% 16.67% 7.32% 

進行僱用滿意度調查 11.32% 11.11% 12.20% 

 

(13).開放式回答的建議 

畢業情形 建議內容 

106學年度 

(畢業1年) 

1. 目前產業界的競爭大，單一領域的研究除了在學術已不適用外、產

業界的情況更是如此，跨領域的學習、資訊媒體的銜接都將成為未

來進入職場必備的技能。學校可以在專業領域的部分配合其他系所

共同開課選修課程，培養同學換位思考及接觸不同領域提高創造力

的機會。 

104學年度 

(畢業3年) 

1. 實習很重要，證照也是 

2. 自資系有著很優秀的師資跟資源，期望本系可以明確規劃大學部畢

業規劃進而推動檢討課程的合適性，不要讓大學部學生畢業時每個

人都不了解自己的未來可能的走向，白白浪費四年珍貴的大學教育

訓練。 

3. 努力不懈。 

4. 產學合作、證照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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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學年度 

(畢業5年) 

1. 基本禮貌比成績、做事能力都重要，請學弟妹們要注意禮貌。 

2. 建議能讓大學部有到各相關單位暑期實習的機會，早點確認自己將

來的方向究竟是直接就業或是往學術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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