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東華大學-院級中心業務概況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4 次擴大行政會議報告
院級中心名稱

中心主任
系所/姓名/e-mail

管理學院
資訊管理學系
企 業 資 源 規 劃 中 許芳銘
心(簡稱 ERP 中心) fmhsu@gms.ndhu.edu.tw

花師教育學院
科學教育中心

林靜雯主任
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
jingwenlin@gms.ndhu.edu
.tw

中心助理
姓名/ e-mail

(1)請提供中心網址
(2)請說明相關計畫業務
(3)請說明營運與整併現況

王文億
wenyi@gms.ndhu.edu.tw

http://www.im.ndhu.edu.tw/files/11-1036-10297.php
國立東華大學管理學院企業資源規劃中心(簡稱 ERP 中心)目前主要由資
管系負責運作，本中心提供 ERP 相關課程相關之系統維運，並推動相關
證照考試輔導作業，該中心已取得中華企業規劃學會認證之雲端認證中
心，成為東部首座合格的認證中心。對外曾辦理高中職教師 ERP 認證種
子師資培育，亦連續三年協助辦理高中職暑期營之 ERP 認證教育訓練及
認證考試中心。為國內第二大的 ERP 教學中心，僅次於國立中央大學。
目前並與中華企業資源規劃中心、雲智匯、華致資訊、潤淂康資訊等多
家企業簽署企業實習合作協議，協助提供學生企業實習、企業參訪等合
作機會。
並配合建立 ERP 學生團隊，強化學生針對 ERP 專業的競爭力，目前已
培育多位校友在 ERP 相關領域任職，包含台積電、鴻海、潤淂康資訊、
台灣 NTT DATA、IBM、南山人壽資訊部等頂尖企業任職，陸續發揮在
ERP 產業的影響力。

(1) 中心網址 http://www.sec.ndhu.edu.tw/bin/home.php
張弘陵助理
(2) 中心 FB 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487113704648232/
fawkes.chang@gms.ndhu.
(3) 相關計畫業務：與各縣市師培及科普單位密切合作，相互支援地方輔
edu.tw
導及科學師資培育。例如：近期(10/22)將與屏東大學動手做中心合辦
翁語潔助理
2017 金科獎~國小科普影片競賽暨影展教師研習，並與自然與生活科
ppmm2255@mail.ndhu.ed
技師資培育聯盟合辦 3D 列印創新自造與自然科學習基礎班及進階班
u.tw
織工作坊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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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營運與整併現況：每年皆有計畫，近三年計畫(102-104 學年度)科技
部計畫(計畫主持人)總額為 20,691,000。計畫整合院內及學校中對科
學教育有興趣之師生，共同推動科學教育之普及及深耕。105 學年度
(含多年期)已爭取到四個科技部計畫，經費 8,562,000。目前積極投入
特色大學計畫，以全校科普資源整合的格局，整合理學院、環境學院
與教育學院，建置東華科普網路平台。並有科普計畫規劃申請中。

廉兮主任
花師教育學院
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
多元文化教育中
hlien@gms.ndhu.edu.tw
心

(1) 中心網址 http://www.cme.ndhu.edu.tw/bin/home.php?Lang=zh-TW
(2) 相關計畫業務：本中心與中央與地方教育機構合作，發展教師專業、
多元文化課程與社區合作學習。以「多元文化教育」的核心價值，與本
校教師進行跨學門領域協作，參與推動大學與在地中小學、社區合作，
發展具在地與國際視野的多元文化教育與社會實踐知識。以下為近三年
本中心執行計畫：
推廣教育與行動方案：
0.1 本中心執行 104 學年度東華大學特色大學試辦計畫分項計畫：「教育
夥伴~共學加值」區域知識中心 ─ 子計畫「精進教學~高中職教師增能
工作坊」。計畫總額 15 萬元。
0.2 本中心與「花蓮縣學生輔導諮商中心」合作，成立適性輔導行動研究
小組，推動國民中學適性輔導工作運作。辦理花蓮縣 「104-105 年度十
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精進國中小教學品質計畫」。
0.3 本中心教師參與 104 年度國家發展委員會委託本校與慈濟大學辦理
「花東產業 6 級化發展輔導」合作經濟認證課程。
推動大學發展在地深耕的優質教育的跨領域協作社群：
0.4 本中心參與本校「師資培育中心」承辦 105 年度「教育部補助師資
培育之大學精進師資素質計畫」
。透過精進師培課程，發展本校師資生具
備多元文化素養。計畫總額 17 萬。
0.5 本中心與在地國小、民間機構與與本校「東台灣中心」合作，將舉辦
106 年度「翻動教育泥土地」夏令營。活動成果將與本校特色大學計畫

王璽婷助理
ting810528@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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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項「環境友善農業:東台灣農業教育平台」共享。計畫總額 20 萬。
以研究作為社會實踐：
本中心教師連續五年獲得科技部計畫補助，執行下列計畫：
0.6 2013-2015 「生命創化、教育培力：參與部落婦女重構社區主體意識
的教育行動研究」。計畫經費 2,562,000。
0.7 2016-2018 「家園共生、教育培力：參與部落主體與知識重構的教育
行動研究」。計畫經費 1,631,000。
(3)營運與整併現況：
本中心每年皆執行教育部與科技部計畫，在東華大學校內外同步發展中
小學教育專業、社區培力教育與社會實踐取向研究。以多元文化教育的
在紮根研究，體現民主多元的公共價值
(1) 中心網址 http://www.lesa.ndhu.edu.tw/bin/home.php
(2) 相關計畫業務
1.目前執行偏鄉多元文本主題圖書研發及巡迴主題書展 106 年度延續計
畫(106C116)
2.目前執行 106 年度國中小圖書館閱讀推動教師輔導與教育訓練計畫
(106K107)
3.目前執行 106 學年度地方教育輔導工作計畫之六：多元文化語文創新
教學（105C1043-6）
(3)營運與整併現況：
1. 中心營運狀況良好，除了執行相關計畫外，亦積極建置主題書展資料
庫，未來可供國中小圖書室及學校相關閱讀推廣時之參考。
2. 中心亦支援教育系之「閱讀科技學程」的課程、通識「跨界與歸零」、
教育部「大學學習生態系統」計畫，使大學生能積極加入推廣偏鄉閲讀
的工作。

花師教育學院
林意雪主任
偏 鄉 閱 讀 與 行 動 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
中心
ysl@gms.ndhu.edu.tw

何世麒助理
a123456196@gmail.com

花師教育學院
特殊教育中心

魏文慧助理
(1) 中心網址 http://www.cse.ndhu.edu.tw/bin/home.php
wenhui@gms.ndhu.edu.tw (2) 相關計畫業務

楊熾康主任
特殊教育學系

3

※教育部核定行政協助及補助經費，辦理特殊教育相關業務：
(2-1) 大專校院提報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工作。
(2-2) 規劃特殊教育專業知能研習。
(2-3) 協助推動特教支持服務、個案輔導及轉銜輔導工作。
(2-4) 提供特殊教育諮詢服務。
(2-5) 徵稿並編印特殊教育刊物。
※承辦花蓮縣政府或其他校外單位委辦／補助計畫及活動。
(3)營運與整併現況：
(3-1) 依據特殊教育法第 43 條設立，協助特殊教育學生之鑑定、教學及
輔導工作。
(3-2) 教育部每年核定計畫經費，辦理花蓮縣學前、國中小、高中職及
大專階段之特教輔導工作，透過整合輔導區之教育、社政資源，進行特
殊教育服務提供及推廣，以期提升花蓮縣特殊教育之品質。

ckyang@gms.ndhu.edu.tw

原住民民族學院
洪清一主任
原 住 民 族 教 育 中 特殊教育學系
心
hor@gms.ndhu.edu.tw

(1) 中心網址 http://www.iec.ndhu.edu.tw/bin/home.php
(2) 相關計畫業務
01.目前執行 106 年度部落學童遠距伴讀計畫(106A604)
02.在地實踐：花蓮縣豐濱鄉磯崎部落社區復健之建置
03.活化部落藝術：花蓮縣磯崎部落社區藝術與文化活動研習
04.舉辦第 3 屆全國原住民族教育與原住民特殊教育學術研討會
05.105 年度部落學童遠距伴讀計畫(105A605)
06. 舉 辦 第 2 屆 全 國 原 住 民 族 教 育 與 原 住 民 特 殊 教 育 學 術 研 討 會
(105C6003)
07.建構及實施援助原住民族特殊教育模式之研究(103A110)
(3) 營運與整併現況：
01.依據原住民族教育法設立。
02.所執行工作或活動均為相關業務，主要執行部落在地實踐與部落遠距
伴讀。

許育慈助理
hsuyu@gms.nd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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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每年舉辦全國原住民族教育與原住民特殊教育學術研討會。
04.跟原住民族地區學校策略聯盟並定期輔導。

原住民民族學院
數位學伴中心

高台茜主任
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
mkao@gms.ndhu.edu.tw

(1) 中心網址 https://www.facebook.com/EasternTaiwanCenter/
(2) 相關計畫業務：每年皆有計畫，近三年教育部數位學伴計畫為：
103C1019(103 年 教 育 部 數 位 學 伴 線 上 課 業 輔 導 服 務 計 畫 ) 、
歐典灝助理
104C1007(104 年教育部數位學伴夥伴大學實施計畫)、105C1006(105
marcoq52014@mail.ndhu.
年教育部數位學伴夥伴大學實施計畫)。
edu.tw
(3) 營運與整併現況：本計畫以花師教育學院的資源與人力為基礎，連
李泱瑱助理
結了教育政策、特殊教育、教育科技、與數位教材背景的學者專家，
yanglee0534@gmail.com
已連續七期承接數位學伴業務，多年來以不同專業角度關注東部教
育，帶領教學團隊累積了相當的實務經驗，當能實際嘉惠東部偏鄉
地區學生，進一步建構出探究東部學習文化特色與教育水準提升之
知識系統。
（1） 中心網址 http://www.iprtc.ndhu.edu.tw/bin/home.php
（2） 近五年計畫業務：
賴啟源 計畫助理
laibalu@hotmail.com

原住民民族學院
民族事務與發展學系
原 住 民 族 發 展 中 楊政賢 副教授
心
chsieny@gms.ndhu.edu.tw

時間

陳怡君 計畫助理
ichun1018@gmail.com
林志翔 計畫助理
yasokacaw@gms.ndhu.ed
u.tw
筆述一‧莫耐 計畫助理
pisuy@gms.nd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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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動

2013 年原住民族人權教育營
102 年

103 年

性質
研習

第四屆原住民族傳統習慣規範與國家法制
研討會
研討會
2013 年南島民族國際會議

研討會

102 年度原住民族語文學創作獎

競賽活動

103 年度原住民族語文學營

研習

103 年度原住民族語言振興人員研習計畫

研習

弟六屆發展研究年會

研討會

104 年

104 年度原住民族語文學創作獎

競賽活動

原住民族語書寫系統修正會議

會議

104 年度原住民族國際事務人才培訓

研習

104 年原住民族發展與社會福利研討會

研討會

建構原住民族研究倫理治理架 國際研討會

研討會

104 年度科技部原住民族研究計畫撰寫工
研習
作坊
105 年度原住民族國際事務人才培訓
105 年

研習

105 年度原住民族語言振興人員增能研習計
研習
畫
過去的未來：2016 年原住民族傳統智慧創
研討會
作保護學術研討會
106 年度原住民族國際事務人才培訓

106 年

研習

臺灣原住民族政策之回顧與前瞻學術研討
研討會
會

（3） 營運與整併現狀
本中心近年來持續受委託辦理原住民族發展相關計畫，內容廣及
教育、語言、文化、法政及國際事務，今年度除兩項正在執行的
研習與研討會業務外，亦陸續接洽其他與原住民族發展相關計
畫，期望達到本中心以推廣教育及研究規劃並重的目標。基於本
中心近年積極完成各項業務，並獲得各委託單位之肯定，未來亦
庚續規劃相關業務，因此未有整併或裁撤考量。
原住民民族學院
民族事務與發展學系
原 住 民 學 生 資 源 陳張培倫副教授
中心
tunkan@mail.ndhu.edu.tw

鄭元戎計畫助理
610498005@gms.ndhu.ed
u.tw

(1) 原住民學生資源中心 FB 粉絲專頁：
https://www.facebook.com/123winwin/
(2) 原住民學生資源中心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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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拉斯‧吾木 計畫助理
kulasumo1985@gmail.co
m

http://www.isrc.ndhu.edu.tw/files/11-1143-82.php
(3)
東華原民週系列 106 年 3-6 月
活動計畫

執行中

原民社團輔導活 106 年 3-6.9-12
動計畫

執行中

原力閱讀成長計 106 年 4-12 月
畫

已完成一場

東華原民生學習 106 年 7 月
輔導資訊網

執行中

原動力新生活動 106 年 9 月
營計畫

執行中

部落連結計畫

106 年 9-12 月

執行中

職涯輔導就業講 106 年 9-12 月
座與校友回娘家
活動

執行中

(4) 本中心 106 年度獲教育部經費補助 40 萬元，設有專案助理兩人、工
讀生三人，執行七項分項計畫。本中心運作狀況良好，與原民院內
原住民學生自主社團有密切聯繫與合作，本年度將依計畫擴大與其
他學院之原住民學生聯繫，發揮本中心服務原住民學生之功能。

原住民民族學院
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
原 住 民 族 文 化 與 董克景 副教授
傳播中心
kctung@gms.ndhu.edu.tw

(1) http://www.iccc.ndhu.edu.tw/bin/home.php
(2) 本中心已與語傳系合作，向原文會提出「花蓮原住民族廣播節目規劃
案」，此計畫為因應原文會取得全區性廣播電台經營執照，而提出以
本中心與語傳系為基礎，推動建置原民廣播台花蓮分台 ，製作播出
在地特色的廣播節目。本計畫為中心今年度的主要業務，預計將於今
年 8 月 1 日開始執行。

洪婉瑄 計畫助理
610498003@gms.ndhu.ed
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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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住民民族學院
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
原 住 民 族 國 際 事 謝若蘭 副教授
務中心
jolan@gms.ndhu.edu.tw

(執行秘書)
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
黃毓超 助理教授
yc@gms.ndhu.edu.tw

(1) http://www.iia.ndhu.edu.tw/bin/home.php
(2)本中心於 2014 年 8 月成立，具體推動本院國際學術交流及合作，以
達成原住民族學術、教育、文化等國際結盟之目的。近年透過中心與多
所原住民族研究學術機構進行交流合作，如紐西蘭毛利大學 Te Wānanga
o Aotearoa、關島大學（University of Guam）、加拿大渥太華大學
（University of Ottawa）、日本天理大學等。
中心組成教師群組，透過研究與教學計劃的成果，發表於國際相關
領域的研討會，例如連續三年參與 Native American and Indigenous Studies
Association 的年會，從一個 Panel 到兩個 Panels，包含跨校成員，增加
原住民族/南島研究之國際對話，並鼓勵本院師生進行海外發表研究成
果、參與移地研習與進修等。近年來本院亦安排與接待多名國外研究原
住民族相關學者到訪，包含 Te Wānanga o Aotearoa 的副執行長（副校長）
等。本院國際事務至今多屬交流活動的初步拓點階段，中心自設置以來
擔任本院相關事務執行窗口單位，包含參與校級的國際事務會議、協助
本院國際學術交流會議。
透過本中心的過去累積實力，本年度授命代表本院提出因應教育部
南向政策的「臺灣連結」計畫，規劃凝聚願景共識，擴大師生參與、爭
取挹注資源，藉以培育原住民族國際人才，以期未來能實質奠定本院於
國際原住民族/南島研究/教育地位。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本中心每年接受定額捐款設置「林又新博士
紀念獎學金」，去年暑期接受訪問研究員申請（Dr. Ketty Chen) ，協助
拓展不同視野的國際事務與串聯。本中心重要性持續增加未減，基於發
展台灣原住民族研究領域之國際貢獻與視野之前瞻性及配合本校政策辦
理基礎事務，未有整併或裁撤考量，且應積極以經費與人力支援中心事
務。

理工學院
奈米科技研究中

汪曉玲兼任助理
03-863-3972

(1) http://www.nanocenter.ndhu.edu.tw/bin/home.php
(2) 整合校內奈米相關研究所使用的貴重儀器，確保儀器維持在良好的

材料系
傅彥培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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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Nanotechnology
Research Center

03-863-4209
ypfu@gms.ndhu.edu.tw

狀態，以服務相關研究的使用者(目前多以校內使用者居多)，以期
對奈米科技領域的研究做出貢獻。
(3) 配合本校推動科研重點特色，協助校內各單位之研究工作，未來隨
著奈米核心設施計畫的結束，將與貴儀中心合併。

erin@gms.ndhu.edu.tw

理工學院
東部貴重儀器中
心
Eastern Taiwan
High-valued
Instrument Center

材料系
傅彥培 教授
03-8634209
ypfu@gms.ndhu.edu.tw

汪曉玲 兼任助理
03-863-3972
erin@gms.ndhu.edu.tw

(1) http://www.equ.ndhu.edu.tw/files/11-1166-15304.php?Lang=zh-tw
(2) 整合校內貴重儀器，加強維護與管理，提昇使用效率。爭取產、官、
研等單位之研究計畫，並執行相關研究計畫。提供學術界與產業界
貴重儀器使用與諮詢等服務。協助校內各單位之科學研究工作，以
提昇校內論文、專利與著述之發表數量與品質。
(3) 配合本校推動科研重點特色之建立，協助校內各單位之研究工作，
帶動東部地區學術研究發展，同時提昇擴大對校外產業研發之
服
務與協助。

理工學院
能源科技中心
Energy Technology
Center

光電系
黃得瑞 榮譽教授
03-863-3689
derray@mail.ndhu.edu.tw

王怡晴
03-8633688
yicwang@gms.ndhu.edu.t
w

(1) http://www.etc.ndhu.edu.tw/bin/home.php
(2) 從事新能源科技的研究與開發以及能源教育的推廣與宣導，以提升
本校在能源科技域研究與教學上的創新，並促進產官學的合作關係。
(3) 本中心將整合校內、外資源並爭取相關研究計畫，希望創新能源研
究方面能有重大突破。

--

(1) http://www.ticdc.ndhu.edu.tw/bin/home.php
(2)上一年度本中心執行計畫概列如下：
 105 教育部高中職資訊科學教育計畫：主持人吳秀陽、共同主持人：
江政欽，計畫金額：640,000
 105 教育部特色大學試辦計畫分項 1.2「優質銜接-高中職學生多元
學習營」：主持人：江政欽，計畫金額：500,000
 深 度 學 習 在 輔 助 人 類 學 習 對 局 遊 戲 之 應 用
(1/3)(105-2218-E-259-001-)(科技部 AI 重點計畫)：主持人：顏士淨，
計畫金額：4,000,000
 車 輛 雲 於 智 慧 交 通 之 應 用 （ 105-2622-E-259 -001 -CC2,

理工學院
智慧科技中心
Intelligent
Technology Center
原：雲端計算與數
位內容中心
Cloud Computing
and Digital
Contents Center

資工系
江政欽 教授
03-863-4027
ccchiang@gms.ndhu.edu.t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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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學院
數位遊戲與敘事
設計研究中心
Research Center
for Digital Game &
Narrative Design
理工學院
亞洲學術合作中
心

2016/2-2018/1）
（科技部計畫）
：主持人：陳震宇，計畫金額：2,703,314
教育部行動寬頻尖端技術課程推廣計畫（2016/12~2018/02）：主持
人陳震宇，計畫金額：635,625
與趨勢科技合辦 2016 Practical Deep Learning Workshop
主辦 2016 AI Forum
參加 2016 TCGA 電腦對局比賽、2016 TAAI 國際電腦對局比賽
協助執行「實踐於智慧科技應用的 ΠPBL 跨領域 Π 型專題導向學習
之跨領域工程人才培育－實踐於智慧科技應用的 ΠPBL 跨領域 Π 型
專 題 導 向 學 習 之 跨 領 域 工 程 人 才 培 育 」 計 畫
(106-2511-S-259-001-MY3)
(3) 本中心已經院務會議通過擬於 105 學年度下學期改名為「智慧科
技中心」，如上所列，本中心成員積極投入相關之教學與研究計
畫，成果頗為豐碩，未來除原有之雲端計算與數位內容之研究方
向外，更將延伸至智慧科技研發與應用，並積極發揮跨領域研發
能量整合，期能扮演本校多元研究與在地結合的智能科技媒合與
統整研發中心。

英美語文學系
陳鏡羽 教授
ffchen@gms.ndhu.edu.tw
03-863-5312

劉怡妏
03-863-4007
libra.lucia21@gmail.com

(1) http://www.rcdgnd.ndhu.edu.tw/bin/home.php
(2)相關計畫業務:執行科技部計畫(105B127):建立以退休世代為主要對
象之科技文創產業跨領域整合型計畫–以雲端遊戲產業為例－
(2/2)；核定金額:4,2000,000 元。
(3)營運現況：申請科技部及其他產學計畫維持中心營運。目前已與遠哲
科教基金會合作製作科普遊戲，並已申請未來兩年的科技部數位人文
計畫。

物理系
葉旺奇 副教授
03-863-3719
wcy2@gms.ndhu.edu.tw

--

僅執行對外(國際)招生業務，為任務型之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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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學院
東台灣農藥殘留
化學系 何彥鵬 教授
與毒物檢驗中心
East Taiwan Center 03-863-3571
for Pesticide and
ypho@gms.ndhu.edu.tw
Toxic Substance
Analysis

環境學院
防災研究中心

環境學院
校園環境中心

陳紫娥 主任
zueer@gms.ndhu.edu.tw

--

籌備中

林玉梅 助理
Yuhmei.lin@gms.ndhu.ed
u.tw

(1)網址：http://www.dprc.ndhu.edu.tw/bin/home.php
(2)業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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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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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現況：持續營運中。
(1)網址：http://www.cce.ndhu.edu.tw/bin/home.php
(2)業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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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懿如 主任
李莉莉 助理
treefrog@gms.ndhu.edu.tw lily@gms.nd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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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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現況：持續營運中。

環境學院
環境教育中心

梁明煌 主任
mhliang@gms.ndhu.edu.t
w

柯慧雯 助理
azulestoy930@gmail.com

(1)網址：http://www.eec.ndhu.edu.tw/bin/home.php
目前使用：http://www.erce.org.tw 東區環境教育區域中心網站
(2)業務：為整合各類專才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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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學院特設置環境教育中心。主要工作為：
1.輔導訂定國內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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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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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接受各界環境相關學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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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協
助辦理其他學校與學院臨時交辦環境教育相關事項。
(3)現況：持續營運中。

環境學院
台灣東部地震
研究中心

張文彥 主任
wychang@gms.ndhu.edu.t
w

古心蘭 助理
serene1103@gms.ndhu.ed
u.tw

(1)網址：http://etec.ndhu.edu.tw/index/page1.html
(2)業務：為整合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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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提升台灣東部區域觀測、預警、研究及地震防
救災教育。主要工作如下：1.建置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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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現況：持續營運中。

藝術學院
藝術創意產業育
成中心

藝創系/萬煜瑤
yywan@gms.ndhu.edu.tw

洪采薇
twhung@gms.ndhu.edu.t
w

(1)中心網址：http://dart.ndhu.edu.tw/
(2)相關計畫業務：
主要執行兩個國家中央級計畫：文化部「輔導藝文產業創新育成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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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佳音
cyyen@gms.ndhu.edu.tw
林雅菁
sasa918010
@gms.ndhu.edu.tw

教育部「美感教育推廣計畫：東部美感教育大學基地」
國立東華大學藝術創意產業育成中心（以下簡稱藝創產業中心）計
畫發展目標係以工藝文創為主體，推動臺灣東部工藝現代化創意產業發
展、提升工藝美學意識及文化、保存族群特色工藝技術及人才，朝向工
藝新紀元時代邁進等為主要方向及重點。東華大學藝創產業中心針對東
部地方微型業者輔導方向包括織染、生活陶、金工、飾品、繪畫、漂流
木家具、皮件、皮雕等手工藝產品。
藝創產業中心自 101-105 年，連續 5 年獲得「文化部輔導藝文產業
創新育成計畫」補助，自 2012 年起連續 5 年執行「文化部輔導藝文產業
創新育成計畫」
，2012 年輔導 12 家藝術文創業者，輔導近 35 人次；2013
年輔導 14 家藝術文創業者，輔導近 40 人次；2014 年輔導 16 家藝術文
創業者，輔導計 48 人次；2015 年輔導 18 家藝術文創業者，輔導計 80
人次；2016 年輔導 14 家業者。2017 年計畫已向文化部提出，預計輔導
19 家業者。目前為止，藝創產業中心累計輔導在地微型產業近兩百多人
次，在臺灣東部地區儼然成為相當影響力的工藝文創育成中心。
藝創產業中心積極扶植東部地區原住民族創作者，延續原住民手工
藝生命力。在歷年輔導業者中，為原住民創作者身分者占總輔導業者比
例皆高於五成。2012 年計畫輔導原住民業者比例佔全體約 80%，2013
年原住民業者比例約 50%，2014 年原住民業者比例約 50%，2015 年原
住民業者比例約 55%，2016 年原住民業者比例約 64%。
東華大學藝創產業中心主要執行亮點任務為提升原住民族創意工
藝之國際能見度，近三年來已連續協助輔導業者參與美國、馬來西亞、
泰國曼谷等國際級藝術展會及市場。首先在 2014 年及 2015 年成功輔導
原住民藝術業者獲選參加美國國際民族藝術市場（International Folk A rt
Market），這是該展 11 年以來臺灣首度參展，因此接連刊登美國當地平
面媒體報紙頭版及活動宣傳雜誌封面，亦獲邀接受地方廣播電台專訪。
2016 年獲選參與馬來西亞吉隆坡國際工藝展（Kuala Lumpur 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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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aft Fair）
，帶領 11 家輔導業者之手創產品進行發表。2017 年更以「國
立東華大學文創品牌 DART TAIWAN」，獲邀參與美國紐約禮品展 NY
NOW，並獲簽約國際育成計畫，將可連續參展 3 年。2017 年 DART
TAIWAN 又獲邀參與泰國曼谷國際創新工藝展（International Innovative
Craft Fair），並成為 2018 年確定參展單位。國立東華大學藝創育成品牌
DART TAIWAN 參展，對增進國際曝光度之亮點育成可謂不遺餘力，更
有助於推廣台灣文創產業於國際間之能見度。
藝創產業中心與輔導業者皆建立緊密的夥伴關係，且輔導期滿之業
者也繼續加入成為東華大學藝創產業中心「大手牽小手合作夥伴」
，舉辦
相關研習講座、工作坊及產品成果發表會。東華大學藝創產業中心持續
進行實務創新育成，期望促進東部地區藝術文創人才培育及藝術創意創
新產業之永續發展。
同時，本中心於 105-108 年度辦理教育部「105 年-108 年美感教育
課程推廣計畫——東區美感教育大學基地學校計畫」
，本計畫整合校內相
關單位、系所與領域師資協同辦理，實施區域含括整個臺灣東部地區——
花蓮、臺東兩縣全部國中與高中、高職學校，針對區域學校行政人員、
美術領域教師，進行 4 個計畫年度之持續性輔導、課程研發及施行。
美感教育推廣計畫目標，旨在運用大學教學經驗及資源，開創中等
學校教育新視野，注入設計美感教育活力。培育各縣市中等學校設計美
感教育種子教師，發展設計美感教育課程教學示例，讓美感種子散布各
校。建置各縣市中等學校設計美感教育種子學校，提供種子教師推廣設
計美感教育課程之場域，讓美感種子在校園發芽茁壯建置美感教育大學
基地學校的輔導網絡，帶動各縣市種子學校及社區設計美感教育活動，
營造學校及社區美感協作氛圍，滋養永續之美感生活。實施中等學校行
政人員及各學科/領域教師設計美感教育講習活動，引發動力，體驗美
感，支持並執行學校設計美感教育行動。
(3)營運與整併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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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社院
大陸研究中心

公行系/高長教授

人社院
歐盟研究中心

公行系/朱景鵬教授

人社院
數位文化中心

華文系/須文蔚教授

本中心主持人為國立東華大學藝術創意產業學系萬煜瑤教授，本中
心以藝術學院為核心，對內整合國企系、華文系、歷史系、臺文系等學
系「文創學程」及本校「特色大學計畫」之執行；對外則與花蓮文化創
意產業園區、工業技術研究院、相關文創產業與業者，進行橫向與縱向
之鏈結關係。
(1) http://www.cmcs.ndhu.edu.tw/bin/home.php
(2) 本中心與大陸廈門大學、南京大學、山東大學、復旦大學、中國人民
大學、北京大學以及中國社會科學學院，均有密切交流合作關係。同
時，並與德國基森大學、卡塞爾大學、吉根大學以及日本岡山大學等
校，建立密切合作關係。中心也配合花蓮地方政府政策與發展不定期
舉辦研討會以及提供政策諮詢與建議。
(3) 預計併入公共行政學系為三級中心，送系務會議提案中

無專任助理

kc@gms.ndhu.edu.tw

無專任助理

(1) http://www.eurc.ndhu.edu.tw/bin/home.php
(2) 歐盟研究中心成立於 2009 年 8 月，是臺灣歐洲聯盟的七所大學結盟
中心之一，作為聯絡與促進台灣各地歐盟資訊流通的平台，同時也扮
演台灣東岸與歐洲聯盟互動的國際對話窗口，協助臺灣歐盟中心計畫
之執行，並積極推廣歐盟與歐洲研究。
(3) 維持院級中心不變。

無專任助理

(1)http://faculty.ndhu.edu.tw/~dccnt/main.php
(2)數位文化中心自民國 96 年起執行花蓮縣數位機會中心計畫，於民國
105 年承接宜蘭縣、花蓮縣數位機會中心輔導中心以及特色大學與普及
偏鄉數位應用計畫三項計畫，持續執行計畫且成效良好，計畫說明如下：
 宜蘭縣、花蓮縣數位機會中心－國立東華大學數位文化中心自民國
96 年起執行花蓮縣數位機會中心輔導計畫，105 年起承接宜蘭縣、
花蓮縣數位機會中心輔導中心，透過教育、社會、文化，與經濟四
大特色面輔導工作，致力於數位應用普及，透過數位課程提升民眾
的資訊能力、辦理活動推廣 DOC，讓 DOC 透過數位平台與世界溝

cpchu@gms.ndhu.edu.tw

wwhsiu@gms.nd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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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零距離，創造更多的數位機會，拓展偏鄉永續發展新契機。
 特色大學－以花東區域產業創新為主軸，結合產、學界力轉翻轉傳
統教育體制，開創新教育實驗，希望打破大學教育的傳統界線及教
學型態，以問題導向為課程設計基礎，實踐跨科際整合教育，實驗
微學分及深碗學分課程。
 普及偏鄉數位應用計畫－由教育部擔任召集窗口，統籌整合原民
會、農委會、國發會、經濟部、內政部、衛生福利部、勞動部及教
育部八個部會相關子計畫及預算額度，以單一計畫提報共同執行。
推動辦公室計畫旨在協助教育部統籌整合 8 個部會計畫，並負責部
會溝通協調、會議召開與專案推動事宜，以達資源整合之目的。
(3)維持院級中心不變。
人社院
書藝文化中心

中文系/李秀華教授

無專任助理

(1)http://www.cacc.ndhu.edu.tw/bin/home.php
(2)落實人文生活美學的校園學習氛圍，將建立一完善之硬體書藝與人文
對話空間，提供優質的學習情境，提升同學學習漢字書法的興趣與書寫
能力。每年本中心定期舉辦「東華寫字節」、「東華書藝獎」競賽及書
法文化藝術展覽，以及不定期舉辦書畫人文藝術講座、書法、繪畫、篆

shew@gms.ndhu.edu.tw

刻研習營，營造優質的書藝學習風氣。
(3)目前已通過系務會議併入中國語文學系為三級中心，送院務會議提案
中
人社院
民間文學與文化
研究中心

中文系/彭衍綸副教授

無專任助理

(1) http://www.flc.ndhu.edu.tw/bin/home.php
(2)閩南文化研究文獻的整理與研究子計畫/後山的掌中世界：東臺灣布袋
戲團暨演出劇本研究―以花蓮新桃源掌中布袋戲團為對象
執行期限：2014.02.01-2014.12.31
委託單位：國立成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中心
經費來源：教育部
出版畢業生學位論文：
洽商臺北博揚文化事業公司，協助本校中國語文學系民間文學碩士班三

dalongto@gms.ndhu.edu.t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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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畢業生學位論文出版：蔡可欣《卑南族群的起源敘事研究》（2009 年
畢業）、蘇宇薇《泛泰雅族群口傳文學中的 Gaga 思想》
（2012 年畢業）、
魯芳《宜蘭、花蓮地區石頭公信仰及其傳說研究》（2013 年畢業）。
(3) 目前已通過系務會議併入中國語文學系為三級中心，送院務會議提
案中
人社院
客家研究中心

臺灣系/潘繼道副教授

人社院
台越研究中心

臺灣系/康培德教授

人社院
大眾史學研究中
心

歷史系/蔣竹山副教授

無專任助理

(1)http://www.hrc.ndhu.edu.tw/bin/home.php
(2)目前無相關計劃業務，本中心提供校內師生提供研究的工作平台，並
且藉由與國內外有關客家研究的學術機構，及東臺灣客家文史工作者進
行交流與合作，一方面積極蒐集田野資料，一方面也透過跨學科領域的
整合，展開客家相關研究，並推廣、紮根客家研究。。
(3)已於 105-1 第二次系務會議通過併入臺灣文化學系為三級中心，送院
務會議提案中

無專任助理

(1) http://www.cvts.ndhu.edu.tw/bin/home.php
(2)台越研究中心歷年與國際處配合為南向招生的交流平臺，促進台越文
化及學術交流，未來持續推動雙方師生教學與研究合作。
(3)維持院級中心不變。

panjihdaw@gms.ndhu.edu.
tw

kang@gms.ndhu.edu.tw

ginseng@gms.ndhu.edu.tw

專任助理（聘任中，預計 (1) http://www.public.ndhu.edu.tw/bin/home.php
五月下旬或六月初上任） (2)除不定期舉行大眾史學講座外，推廣大眾史學觀念，
即將執行花蓮縣文化局計畫案。
計 畫 名 稱 ：「 花 蓮 縣 教 育 機 構 文 物 普 查 暨 奉 安 庫 調 查 研 究 計 畫
（106-107）」。（標案案號 CH106312001）
（一）本計畫主要在調查花蓮縣鳳林(含)以北區域之 29 所公立教育機構，
針對 50 年以上之文物進行普查，從中選擇重要文物列冊追蹤，並對具古
物價值者依「古物分級登錄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提出建議。
（二）調查研究花蓮縣指定一般古物「林田小學校奉安庫」之歷史，透過
此文物，放在日治時期教育文化史脈絡，以理解奉安庫、教育勅語、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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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與國民精神教育之關係。
（三）透過文物普查之機會，結合大學裡的相關課程的理論與社會實踐，
舉辦工作坊培訓文物普查人才，並透過活動加強學生對文物歷史、保存
與維護的認識與觀念。
（四）舉辦推廣教育課程：針對文物普查暨奉安庫調查成果規劃辦理三場
有關文物保存及維護之基本知識的推廣教育課程，讓社會大眾及教育機
構人員對於文物的保存與維護有更深入的了解。
執行機構：國立東華大學人文社會學院大眾史學研究中心
計畫執行人：蔣竹山（東華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計畫協同主持人：陳怡方（東華大學藝術創意產業學系助理教授）
執行時間：2017/5/15~2018/11/30
計畫經費：新台幣 1570,000 元整。
(3) 維持院級中心不變。
人社院
人文創新與社會
實踐研究中心

公行系/王鴻濬教授

王翠菱

hjwang@gms.ndhu.edu.tw

hanaling@gmail.com
張嘉榮

(1) http://www.hisprc.ndhu.edu.tw/bin/home.php
(2)促進本校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跨領域的研究發展，凝聚校內的研究能
量，以增進本校在相關領域的影響力。

lockchang@gmail.com
李欣

計畫名稱：嵐山林業史料溯源及出版品編輯委託專業服務
（一）歷史文獻的彙整與分析：廣泛蒐集研究場域相關之官方文書、報
章雜誌、研究報告等文獻，結合訪談林業耆老所得之口傳史料，彙整、
梳理出包含組織沿革、林業生產、林場生活等內容，完整展現嵐山工作
站的林業發展歷程。

shop5.5@hotmail.com
徐美珍
ivyhsu0626@gmail.com

（二）林業文化資產的調查與蒐集：透過訪談與公開徵集，蒐集嵐山工
作站之昔日影像與珍貴文物；並將前往昔日重要據點進行現場調查，以
影像及 GPS 紀錄重要林業文化資產之現況及位置。
計畫名稱：花蓮縣設計翻轉地方創生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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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盤點花蓮縣 13 鄉鎮區域特色以及文化、產業、人才等資源優勢，
彙整相關資料並輔以現況調查，並針對本縣多元文化資源部分進一步分
析原住民、閩南、客家、外省等 4 大族群資源特性及潛在優勢，以及原
住民 7 大族（太魯閣族、撒奇萊雅族、賽德克族、布農族、阿美族、噶
瑪蘭族及平埔族）提出跨域整合產業發展。
（二）調查本縣數量少且具發展潛能之部落（本縣撒奇萊雅族有 4 個部
落、噶瑪蘭族有 2 個部落及賽德克族有 1 個部落）
，盤點出具創新可落實
六級化產業潛力特色部落。
（三）研擬本縣特色資源、形象定位與目標願景，提出可行且完整有效
實施策略據以執行「翻轉設計、地方創生」行動計畫。
（四）選定示範區域，以產業六級化的概念，結合社會經濟組織作為推
動的主體，融合設計翻轉的概念並引入文化藝術工藝匠師；例如本縣唯
一賽德克部落（位於卓溪鄉山里部落）作為示範點，規劃辦理「生活博
物館巷弄市集」示範活動，並擴大鏈結周邊地域特色，跨域整合區域文
化、觀光、產業，期產生漣漪效應帶動地方經濟發展。
（五）善用在地產業、規劃設計或旅外優秀人才（或地方社會經濟組織）
，
整合專業團隊執行在地創生方案。
（六）依據示範點行動計畫成果，檢討調整推動模式續為宣傳擴大執行
至本縣其它鄉鎮具潛力之部落或區域，完成整體規劃建議及分期執行方
案。
（七）紀錄並彙整執行過程及成果。
計畫名稱： 「花東地區合作事業發展輔導」委託辦理計畫
（一）擬訂合作事業發展計畫：協助各輔導地點(花蓮與臺東各選 2 處部
落或社區)擬訂合作事業發展計畫，須設定可量化之衡量指標(含商品上
架件數、銷售金額工作等)，以強化合作事業經營能力。
（二）提供駐點輔導及有效媒介資源：藉由駐點輔導(各輔導地點至少 1
19

人)，了解各輔導地點推動合作事業之需求與課題，適時邀請相關業師或
有效媒介公私資源，給予必要協助，增加異業結合，提升合作事業營運
能力。
（三）輔導商品開發與品牌建立：融入在地特色，輔導在地產品進行商
品開發並建立品牌，各輔導地點應至少協助完成 1 件商品開發，以提升
商品附加價值。
（四）拓展銷售通路與品牌行銷：輔導商品於實體或虛擬通路進行上架
銷售，以增加消費者對商品與品牌之認識與認同，為各輔導地點創造收
入。
（五）持續培訓合作事業人才：在第一期輔導基礎上，藉由觀摩考察或
引介國外成功案例來持續培訓合作事業人才，提升合作事業量能。
(3) 維持院級中心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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