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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工程學系、 
化學工程與材料工程學系、建築研究所 

教師評審委員會、校務發展委員會、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 
經費稽核委員會、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兩性平等教育委員會 
農業推廣委員會、校園規劃委員會 
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學生工讀助學金管理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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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編組、典閱組、參

考諮詢組、資訊系統

組、電算中心

研考組 
公共事務組 

歲計組 
會計組 

食品科學系、園藝學系、動物科技學系、

生物機電學系、自然資源學系 

外國語文學系、經濟學系、 
教育研究所、通識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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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宜蘭大學 92 年 8 月 1 日揭牌成立 
本校奉行政院核定自 92年 8 月 1日起正式

改名為「國立宜蘭大學」，改大當日計有「教

育部致送校長聘書儀式」、「揭牌典禮」、「慶

祝酒會」等一系列慶祝活動，除本校師生員

工外，歷屆校友、各界貴賓及學生家長亦蒞

校觀禮同慶。 

「教育部致送校長聘書儀式」於上午 9:30

在本校行政大樓三樓多媒體會議室舉行，由

教育部范次長巽綠主持，「揭牌典禮」於上午

10:00 在本校校門口舉行，由行政院游院長錫

堃親臨主持，10:30 在本校學生活動中心舉行

「慶祝酒會」，由校長劉瑞生博士主持，行政

院游院長錫堃、教育部范次長巽綠、縣長劉

守成等各界貴賓蒞臨參與盛會。 

改大慶祝酒會中頒獎表揚傑出校友 
本校 92 年度「傑出校友」於 4 月 18 日經

「傑出校友遴選委員會」審議順利產生，並

於 8 月 1 日改大慶祝酒會中由行政院游錫堃

院長頒獎表揚。 

此次獲獎人為郭大壽、楊正宏、張正英等

三名。其優良事蹟分述如下： 

郭大壽 
畢業於本校前身宜蘭農林學校舊制園藝

科，現任宏道建設公司總經理、本校校友會

理事長。獲選事蹟為擔任母校校友會副會

長、會長期間，聯絡校友感情、協助母校發

展，貢獻良多。對本校歷次改制升格功不可

沒。民國 89年並協助母校校友會申請登記為

社團法人，創辦中華民國國立宜蘭技術學院

校友會，並當選第一屆校友會理事長。 

楊正宏 
於本校前身省立宜蘭農校森林科畢業，現

任新元發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發昌企業有限

公司董事長。楊校友自 1974年創立台灣福昌

豬場以來，追求卓越、不斷創新求進，於台

灣的養豬事業多有重要事蹟，於實務、產學

合作上之貢獻不勝枚舉。 

張正英 
省立宜蘭農校高級部綜合農業科畢業，續

 

 

 

 

 

 

就讀於中興大學、東海大學公共行政研究、

美國加州大學海沃特分校研究；現任行政院

農業委員會台中區農業改良場副場長。自民

國五十一年本校畢業後，即投入台灣農業發

展工作四十餘年，歷經台灣經濟成長起飛過

程，其個人學術技能與職能業務發展，均在

不同時空環境下，因應與調適，並體認經濟

知識時代的來臨，充實本身學術與技能，勠

力向上的精神，足為全體校友表率。 

一級單位主管聯合交接暨新設學院院長佈達

典禮 
本校92學年度一級單位主管聯合交接暨新

設學院院長佈達典禮，業於 92年 7 月 31（星

期四）上午 9:30 整假本校行政大樓三樓多媒

體會議室舉行，會後並舉行記者會，參與觀

禮人員十分踴躍，過程順利圓滿。 

配合本校 92年 8 月 1 日改制大學，除佈達

新設三學院院長外，並辦理九個單位、學

院、系(中心)之一級主管聯合交接儀式，為

本校首次舉辦之典禮，意義非凡。另為感謝

各卸任主管對學校之辛勞及貢獻，除於會中

合影留念外，會後並由校長致贈卸任主管紀

念獎牌，以表敬意。 

教育部長 92 年 8 月 5 日蒞校指導 
教育部黃部長榮村率吳主秘聰能及黃司

長宏斌等一行於本（92）年 8 月 5 日蒞校指

導，在第一會議室召開會議並勘察老舊教室

及建物。黃部長在會中允諾將全力協助本校

改善教學、研究設備和空間等，並指示本校

於近期內提報教學大樓構想書至教育部，教

育部會全力配合協助。 

 
 
 
 
外國語文學系榮獲92年度教育部提升學生

外與能力專案補助計畫，以建立全校性ｅ化

英語學習園區主軸，將電腦與英語結合，提

供更精緻、更經濟及更有效率的語言學習環

境。 

內容計有ｅ-Learning 園區、英語會話研

習、跨文化使節外語種子訓練營、系列講座

及外語能力競賽等單元；活動相關訊息，請

詳網址www.niu.edu.tw/english 或電洽外文系。

想提升你的外語能力嗎？何不就此加入ｅ

化英語學習行列！     

 

 

 

 

 

 

 

 

 

 

 

 

 

 

 

 

附設高級農工職業進

修學校 

工學院 

生物資源學院 

人文及管理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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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工程學系 

◆賀本系張充鑫教授當選教育部暨所屬機關

學校 92年度優秀公教人員。 

◆系內盃籃球賽於 10 月 6 日舉行，為期兩

週，地點在礪金學舍前籃球場。 

◆系週會於 10 月 13 日邀請清華大學動力機

械工程學系蔣小偉教授演講「飛行動力 100

年的演進」。 

◆新生迎新活動於 10 月 18~19 日舉辦，地點

在宜蘭縣武荖坑。 

園藝學系 

◆恭賀本系石正中與郭純德老師榮獲本年度

優良教師獎。 

◆本系室內迎新活動於9月 18日在教穡大樓

舉行。系學會以生動活潑的方式帶領新生認

識系上與宜蘭環境，活動精彩，深受好評。

◆本系室外迎新活動於 10 月 4、5 日，在風

光明媚的東澳國小舉行。藉由此活動聯絡全

系同學的感情，並加深新鮮人對系上的瞭解。

外國語文學系 

◆外國語文學系四年級黃峻寬同學，獲選「中

華民國大學生代表第 25 屆訪日研習團」代

表，於十月中前往日本參加研習訪問十天。

黃同學在甄選中以流利的英、日語對答，並

且展現了本校同學特有的誠懇、實在的特

質，贏得評審們一致的肯定與讚賞。在激烈

的競爭中能獲得代表權，此份殊榮實屬不

易，可喜可賀。黃同學悄悄的透露他訪日前

的心情，特別要感謝外國語文學系所有老師

們平日辛苦的教導，讓他在語言學習的領域

中成長精進，更高興的是能將這份榮譽與老

師、同學們一起分享。 

課務組 

◆各班級使用之教室如有桌椅、門窗、玻璃、

燈管、電扇、螢幕架等損壞時，請班長上網

至本校網頁使用「教室宿舍維修申報系統」，

填寫維修申報資料。完成後，請班長告訴系

辦公室，辦理後續之「維修申請系統」點選
 
 
 
 
 
 

人事服務報導 
◆本校教職員工欲申請九十二學年度第一學

期子女教育補助費者，請自註冊日起三個月

內填寫申請書乙份並檢附相關證件，至本室

辦理請領，逾期不予補發。 

公教人員子女教育補助費支給標準如下： 

大學暨獨立學院 
五專四、五年級 

二專、三專 

五專一、二、

三年級 區 

分 
公立 私立 夜間部 公立 私立 夜間部 公立 私立

支 

給

數

額 

13,600 35,800 14,300 10,000 28,000 14,300 7,700 20,800

高中 高職 國中 國小
區 

分 
公立 私立 公立 私立 

自給自

足班 

實用技

能班 

公私

立 

公私

立 

支 

給

數

額 

3,800 13,500 3,200 18,900 7,300 1,500 500 500

申請注意事項： 

一、國民中、小學子女教育補助費，無需繳

驗學生證或收據，惟應本崇法務實之態度及

誠信原則提出申請。 

二、高中、專科、大學應檢附學生證影本。

三、就讀公私立高中職以上學校，已依軍公

送出作業，俾便辦理修繕

工作。系統操作可上網參

考「教室、宿舍維修申報

系統使用說明」相關資料。

◆有關必修科目之重補修，若符合選課辦法

第五、六條跨學制、跨部（日間及進修部）

規定者，專業課程須經各系主任、共同課程

（如國文、英文、歷史、地理、憲法等）須

經通識教育中心主任核章同意方得修習。 

◆依照目前選課辦法，除排課時註明為跨學

制合開課程外，同學不可跨學制（如四技、

二技、五專）選課。 

◆因應四技學制全面停招，大學部與四技認

定為相同學制，91 學年（含）以前入學之四

技學生，可至大學部修習重補修課程，轉學

生亦同。 
◆為利於轉學生下學期網路選課，若經抵免

核准之科目未填寫本組所提供之表格者，請

至課務組補填，俾便辦理網路退選作業。 
出版組 

◆依據 92 學年第一次學報編輯委員會決議，

為增加學報的參考利用價值，宜蘭大學學報

自第二期（93年 3 月出刊）之後改變出版形

式，以學院為主個別出刊，一年一期為原則。
 
 

 

◆92年度本校圖書館新購美加地區博碩士論

文 143 本，其中 135 本為各系挑選，8本為各

系教師以國科會計畫經費捐贈購置。 

所有論文皆已建置於數位典藏聯盟資料庫

(http://pqdd.sinica.edu.tw/twdaoapp/basic.html)

中，歡迎下載使用。 

註: 您可於"典藏查詢"欄位點選"宜蘭大學"

查看本校挑選之論文， 或不選擇任何單位，

直接於"檢索詞"欄位輸入關鍵字進行查詢。

◆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已於 8 月 1 日完成「專

利資料庫檢索線上教學系統」建置， 該系統

提供專利說明書檢索、專利說明書影像線上

提供及美國專利商標局專利資料庫檢索教學

示範,請由智財局網站( http://www.tipo.gov.tw )
 

教遺族就學費用優待條例減免學雜費或其他

享有公費或全免學雜費待遇，或取得其他高

於子女教育補助標準之獎助者，不得申請補

助。但領取優秀學生獎學金、清寒獎學金及

民間團體所舉辦之獎學金者，不在此限。 

四、夫妻同為公教人員者，應自行協調由一

方申領，並在申請書上切結，如有重複請領

者除追繳外，並依規定移送法辦，配偶未服

公職者請註明未服公職並簽章。 

五、重修學生及留級學生不得重複請領教育

補助費。 

六、就讀夜間部之子女有職業或已婚者，不

得申請補助費，並請在申請書上切結，如有

重複請領者除追繳外，並依規定移送法辦。

訓練進修機會 
◆網站推薦： 

一、線上學習：是不受時空限制終身學習的

好選擇。向您強力推薦ｅ等公務員、文官ｅ

學院等相關學習網站，提供同仁線上學習好

機會（已置於人事室室網站）。 

二、ｅ等公務員進入方式：  

進入公務人力發展中心網站→ｅ等公務員→

線上課程→選擇需上課的課程

http://elearning.hrd.gov.tw/trainingasp3/homepage

.asp（已置人事室網站）。 

★進入ｅ等公務員網站請先註冊，宜蘭大學

機構代碼是 392340000Q，帳號是身分證字號

目前仍維持現有方式徵稿，第二期稿滿之其

餘稿件於送審結束後轉交相關學院編輯彙

整。歡迎學校老師踴躍投稿。 

體育室 

◆凡本校教職員工生辦理體育館會員證（年

票）即享有：1.水築館游泳池即日起，每週二

定為宜蘭大學游泳日，當天優待 30 元購票入

場。2.辦理年度會員優待價為 7500 元（原價：

12000 元）。如有問題，請洽體育室器材室。 

附設高職進修學校 

◆8 月 28 日召開『擴大訓導會議』及『教學、

訓導、輔導三合一整合方案』---教師輔導知

能研習。 

◆9 月 12 日舉行幹部及整潔評分員訓練，轉

學、復學生講習。 

◆班會時間辦理專題講座共七場次：9 月 19

日防火防震宣導講座、10 月 3 日拒菸反毒專

題講座、10 月 17 日工業安全講座、10 月 24

日愛滋病防範宣導講座、11 月 21 日交通安全

教育宣導講座、12 月 12 日青少年法規宣導講

座、12 月 26 日法治教育宣導講座。 

◆預定 11 月 11 日，假仁山植物園舉辦『教

學、訓導、輔導三合一整合方案』之校園危

機處理研習。            

進入，點選首頁左下方"專利商品化網站"圖示

後，再點選左側"資料庫檢索線上教學"選項使

用。中華民國專利資料庫提供全民免費使用， 

請自行上線申請帳號。網址為： 
http://www.twpat.com/Webpat/Default.aspx 

◆新訂資料庫 Oxford Reference Online(ORO)

《牛津線上大辭書》收錄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牛津大學出版社)所有學科 111 種以上

之字典、辭書與百科全書。含多種查詢功能，

每 個 詞 彙 皆 具 連 結 以 供 互 為 參 照

(cross-referenced)。另含有超過 1000 個網站

(URLs)之聯結以做為線上補充參考資源。歡

迎全校師生多加利用！！ 

◆本學期資料庫講習活動已開始報名，報名

網頁 (http://www.niu.edu.tw/library/training)，歡

迎有興趣之教職員生上網報名參加。 

 

，自設密碼。學習完畢需經中心的線上考試

及問卷調查，線上考試不必緊張，就是上課

內容時之互動學習考題。隔日若考試通過，

則會接到中心通知及學習時數認證，此時數

可累計至公務人員終身學習護照內。請注意

閱讀時數需符合規定﹝至少是學習時數的一

半﹞(學習護照認證，每月固定會上傳到人事

行政局終身學習入口網站)。 

◆全校性ｅ化英語學習園區專題講座 

時間：92.11.25  15:00-17:00 

地點：(外國語文學系另擇日網路公告) 

講題：漫談法文與法國建築之美 

主講人：王維周助理教授 

歡迎教職員踴躍參加，可列入公務員終身學

習護照時數。 

◆英語線上學習 

本校外國語文學系已將英語線上學習軟體置

於本校網站→ｅ化校園頻道→ｅ化英語學習

園區，歡迎教職員踴躍線上學習，提昇英語

能力。 

◆ｅ化英語學習園區： 

一、Tell Me more 

(請至電算中心電腦教室 3使用) 

二、Just Talk（學習網） 

三、LiveABC 

詳細內容請至本校網站查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