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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警衛室現場購買或以郵寄函購方式購

得。報名日期為六月七日至六月十八日間，

採通訊報名或自行送件方式報名，並於七月

十七日考試，七月二十七日放榜。 

  郵寄函購者，簡章工本費 50 元一律收取郵

政匯票，匯票受款人為「國立宜蘭大學」，連

同貼足 30 元郵資，並註明收件人及地址之

B4大型回郵信封一個寄本校轉學生招生委員

會收即可。  

此次招生分為二類，一類為「同一組別可

填選日間部或進修部系別志願」，招生學系

二年級有土木工程、機械工程、環境工程、

電機工程、電子工程、食品科學等 6個學系

（系），預計招收 67 名轉學生，三年級有土

木工程、環境工程、食品科學等 3個系，預

計招收 43 名轉學生；另一類為「僅能選填一

系別志願」，招生學系二年級有外國語文、

經濟、化學工程與材料工程、動物科技、生

物機電、自然資源、園藝等 7個學系，預計

招收 28 名轉學生，三年級有化學工程、電機

工程、電子工程、機械工程、應用動物、生

物機電工程、森林、園藝等 8個系，預計招 

收 36 名轉學生。 

詳細招生名額及考試科目可至學校網頁

之招生訊息單元查詢。       撰文/出版組 

 

 

 

 

 

研究所碩士班考試入學 
本校九十三學年度研究所碩士班考試入學

筆試測驗，於四月三日在本校教穡大樓順利

舉行，此次共有六個學系所辦理招生，報考

人數計有 472 名，分 12 個考場進行，預計招

收 69 名研究生。 

  此次招生系所及名額為土木工程學系碩士

班甲組（結構、大地、水資源）招收一般生 3

名、在職生 3 名，乙組（測量及空間資訊、

營管及都環規劃）招收一般生 2名、在職生 2

名，建築研究所碩士班甲組（設計組）招收

一般生 3 名、在職生 2 名，乙組（規劃組）

招收一般生 1 名、在職生 2 名，電子工程學

系碩士班甲組（半導體與積體電路設計、通

訊與訊號處理）招收一般生 7 名，乙組（計

算機與網路）招收一般生 3 名，自然資源學

系碩士班招收一般生 8 名、在職生 3 名，經

營管理研究所碩士班招收一般生 10 名、在職

生 5 名，生物技術研究所碩士班招收一般生

15 名。其中，只有自然資源學系碩士班僅採

筆試之外，其餘系所除初試外，將另於五月

一日至五月八日間進行複試，其複試參加名

單在四月十三日已由學校註冊組公告於網站

上，預定於五月十八日統一公告錄取名單。

  這是本校第一次辦理研究所招生考試，在

動員了相關招生學系、教務處及其他單位人

員協助之下，順利告一段落，在此預祝各位

考生金榜提名，而本校也能招收優秀子來

校就讀。 

轉學生招生考試 
  本校九十三學年度轉學生招生簡章將於五

月一日起開始發售，每份工本費 50 元，可至

 

 

 

 

◆1 月 19 日國立台北護理學院鍾校長率領三

長蒞校參訪 

國立台北護理學院鍾校長聿琳率彭教務長

向陽、曾總務長育裕、曹研發長麗英等人於

本（九十三）年一月十九日蒞校參訪，在校

史館召開座談會並參觀本校校園。 

在座談會中，雙方除交換意見外，鍾校長

也提到本校已於去（九十二）年改制，非常

值得台北護理學院學習，其目前有五個系、

十個研究所，成為護理專科的大學是努力的

方向。渠等在參觀本校校園環境後，轉赴羅

東博愛醫院討論與其合作開設護理專班及學

分班事宜。 

◆3 月 23 日佛光人文社會學院趙校長蒞校洽

談教務、學務合作事宜 

佛光人文社會學院趙寧校長率教務長、學

務長及主秘於本（九十三）年三月二十三日

蒞校參訪，討論與本校教務、學務合作事宜。

撰文/秘書室

 

 

 

供稿/課外活動組 

活動項目 活動日期 時間 活動地點 承辦單位 

校慶 慶祝酒會 05.12 10：00－11：00 學生活動中心表演廳 生輔組 

創意校園－感恩回饋 

coffee shop 
05.10-05.14 15：00－20：00 體育館前廣場 總務處 

環境教育海報比賽 05.10 10：00－16：00 體育館二樓穿堂 衛生保健組 

環境創意 DIY 05.10 10：00－16：00 體育館二樓穿堂 衛生保健組 

校園健康總動員 05.11 08：30－12：00 體育館二樓健康中心 衛生保健組 

春暉教育海報比賽 05.12 09：00－12：00 經德大樓一樓走廊 高職部 

租屋博覽會 05.12 09：00－16：00 圖書館前廣場 生輔組 

跳蚤市場 05.12 09：00－16：00 南洋杉大道 學生諮商中心 

園遊會 05.12 09：00－16：00 南洋杉大道 學生活動中心 

學生活動中心幹部改選投票 05.12 09：00－16：00 南洋杉大道 學生活動中心 

洗手間佈置比賽 05.12 10：00－11：00 校園內 衛生保健組 

健康大使選拔大會 05.12 14：30－16：30 南洋杉大道舞台 衛生保健組 

美喉王歌唱比賽 05.12 19：00－22：00 南洋杉大道舞台 學生活動中心 

生

活

快樂捐血人 05.12 09：00－15：00 生機大樓前廣場 急救防護社 

各系研究成果發表會 05.12-14 09：00－16：00 學生活動中心表演廳 研發處、各系 

本校網頁設計比賽成果展 05.12  公布於校園網站首頁 電算中心 

92 教育部發展學校重點特色

專案補助計畫成果發表會 
05.12 09：00－16：00

生物技術中心 

格致大樓生物機電館

電子系、電機系 

及生機系 

學

術

92 教育部提昇學生英文能力

專案補助計畫成果發表會 
05.12 09：00－16：00

生物技術中心 

電算中心電腦教室 
外語系 

校慶攝影展 05.10-13 08：00－19：00 教穡大樓地下室 攝影社 

管樂社團校慶音樂會 05.07 19：00－21：00 學生活動中心表演廳 管樂社 

午間演唱 05.10 12：00－13：00 南洋杉大道舞台 合唱團 

夏夜晚風演唱會 05.10 19：00－21：00 南洋杉大道舞台 新生代吉他社 

影像祭 05.10 19：00－22：00 圖書館階梯教室 學生活動中心 

五月風情舞樂天 05.11 19：00－21：00 南洋杉大道舞台 
海韻國際民俗舞

蹈社 

校園繪畫比賽 05.12 09：00－12：00 校園內 高職部 

社團聯合表演 05.12 10：00－11：00 南洋杉大道舞台 
本校及佛光大學

社團 

踼踏舞表演 05.13 19：00－20：00 南洋杉大道舞台 課外活動組 

藝

術

阿卡貝拉初體驗 05.13 20：00－21：00 南洋杉大道舞台 課外活動組 

全校羽球雙打比賽 05.03-11 18：00－20：30 體育館 B1 羽球場 羽球社 

校慶盃系際慢速壘球錦標賽 03.15-05.12  宜蘭河濱公園操場 棒球社 

校慶射擊比賽 04.21-05.21  射擊教室 生輔組 

系科際盃籃球賽 05.12 09：00－12：00 體育館主球場 體育室 

有氧舞蹈比賽 05.12 12：00－13：30 南洋杉大道舞台 衛生保健組 

體

育

趣味競賽 05.12 14：00－17：00 教穡大樓前步道 體育室 
 

招
生
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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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械工程學系 
◆3 月 30 日晚上 6 時 20 分進修部系週會，邀

請台灣大學機械工程學系楊宏智教授演講，

題目是「近代機械技術與工業發展」，地點在

圖書館階梯教室。 

◆4 月 22 日機械系三對三籃球賽開賽，活動

地點於礪金籃球場。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 
◆系學會計畫於5月1日(星期六)在宜蘭壯圍

永鎮海邊舉辦夏日淨灘活動，集合時間為下

午 3 時、交通工具請自備。凡參加之同學將

給予保險及清潔工具；若報名人數過少學會

有權取消活動，歡迎報名參加！欲知詳情 
請洽學會。 

園藝學系 

◆2003年彰化花卉博覽會，本系有朱玉、黃

志偉、尤進欽、黃秀真老師參展，成果斐然。

◆2004 年宜蘭綠色博覽會，本系陳素瓊主

任、黃秀真、鄔家琪、張允瓊老師、陳金寶、

                潘坤安、吳國順、鄭基榮

先生在「花秘館」展出「花

與蝴蝶」，生動的展現花與

蝴蝶的關係，將園藝與自

然生態結合，深受各方好評。 
◆恭賀本系二技園藝四陳宏洋同學通過高等

技師考試。 
電算中心 
◆為服務本校師生，讓無線網路應用更加普

及，本校已加入「校園寬頻無線漫遊」機制，

目前加入的有十四所大專院校(台大、政大、

師大、交大、清大、淡江、陽明、台科大、

雲科大、台北醫大、逢甲、高雄大學、義守

大學及本校)，以及八個無線示範區。在上述

地點，本校師生只要使用電算中心核發的電

子郵件帳號、密碼，透過行動裝置(筆記型電

腦、PDA)，即可無線上網！ 
註：本校師生使用「跨校漫遊」服務時，所

輸入之連線帳號需增加「@niu.edu.tw」，以為

識別。例如帳號為 aaaa，輸入連線帳號時須

為 aaaa@niu.edu.tw ，如此漫遊地區的主機才

能判別是否為本校的師生，並連線到本校主

機驗證帳號、密碼是否正確。 

高職進修部 
◆2 月 2 日召開『期初擴大訓導會議』。 

◆2 月 9 日註冊並舉行幹部、整潔評分員訓練 

及轉學、復學生講習。 

◆2月 13日及 2月 20 日針對本校學生舉辦三

場租稅專題講座；2 月 27 日舉辦一、二年級 

學生租稅測驗。 

◆班會時間預定辦理專題講座共六場次：(3

月 5 日夜間班一年級拒菸反毒專題講座、3

月 19 日日間班一、二、三年級愛滋病防範專

題講座、4 月 2 日夜間班二、三年級交通安全

教育宣導講座、5 月 7 日夜間班一年級青少年

法規講座、5 月 21 日日間班一、二、三年級

法治教育宣導講座、6 月 4 日夜間班二、三年

級防火防震宣導講座)每場次參與之教職員 

工發給進修時數一小時證明。 

◆2 月 18 日體衛組與捐血中心合辦『愛心捐

血活動』，第二次將於 5 月 28 日舉辦，敬請 

全校師生踴躍響應。 

◆3 月 12 日舉辦高職進修部畢業光碟編輯說

明會及製作講習。 

◆4 月 12 日至 16 日高職進修部舉行期中考 

試。                    

◆自 93 年 1 月起，凡校內教職員生皆 

可於校園網域內使用 national license 

引進之"Career & Technical Education" 

資料庫， 歡迎多加利用!!茲將資料庫之簡介說明如下: 

 【ProQuest Career & Technical Education 技職教育資料庫】-- 

ProQuest 技職教育資料庫收錄多元化教育學科內容以及相關論題文

獻，包括汽車、電子、電腦科技、營建、圖片藝術、醫學、護理、

藥學、幼兒保育、餐旅服務、辦公室技能、零售業、獸醫、公共安

全等。收錄的期刊包含：Popular Mechanics、Road & Track、American 

Woodworker、 Nursing、 Flying 以及 Computerworld 等 461 種期刊，

其中 399 種為全文，345 種為全文及圖文影像。 

 使用期限：93 年 1 月 1 日至 93 年 12 月 31 日。 

連線網址：http://proquest.umi.com/pqdweb?RQT=301&userid=ipauto&pa

sswd=ipauto&JSEnabled=1。 

◆本學期資料庫講習活動時間表已上網, 歡迎上線報名!! 

線上報名系統網址: http://www.niu.edu.tw/library/training/ 

註 1、各場次報名人數達五人(含)以上即開課，不另行通知，請報名

者於活動時間直接至本館一樓階梯教室即可；若報名人數不足五人

則不開課，將以 e-mail 通知報名者。 

註 2、有意帶班前來聽講者，請事先與圖書館吳寂絹小姐(分機 317 、

ccwu@niu.edu.tw )聯絡，謝謝! 

◆本館新訂資料庫「Wiley Interscience 全文電子期刊系統」、「聯合

知識庫」及「法源法律網」，茲將其內容簡介如下：

(一)Wiley Interscience 全文電子期刊系

統--收錄 John Wiley & Sons 出版的全文

電子期刊，範圍涵蓋化學、環境科學、 

生命科學、材料科學與心理學等十餘類主題。 

(二)聯合知識庫--聯合知識庫為聯合線上公司於 2001 年 2 月正式成

立的新聞資料庫網站，提供聯合報系 400 餘萬則新聞，並計畫在 2004

年之前，回溯完成聯合報、經濟日報、民生報、聯合晚報、星報等 

五報，自創刊日迄今一千多萬則新聞的數位化工程。 

§收錄報刊別及日期：  

1.聯合報(全國版)--民國 55 年迄今；(地方版)—民國 88 年 9 月 1 日起

迄今。  

2.經濟日報--民國 77 年迄今。 

3.民生報、聯合晚報、星報—民國 88 年迄今。 

4.世界日報、歐洲日報—民國 89 年迄今。 

(三)法源法律網--資料庫內容涵蓋民國以來迄今之法令規章、司法解

釋（大法院解釋、司法院解釋、最高法院解釋、大法官解釋）、判例、

裁判、決議、法律問題座談、行政函釋及法學論著索引等，網站並

提供最新法律新聞、法規新訊、判解新訊、函釋新訊、法規草案及

法律論著，並與法學資料庫進行加值連結，實現深度閱讀。此外，

尚提供各種書狀範例、訴訟須知、各行各業常用之契約範本、研討

訊息、法律進修、法律資源等單元，供各界參考使用。 

＊以上資料庫歡迎自圖書館首頁中「電子資源」選項下之＂中文資

料庫＂與＂西文資料庫＂網頁連線使用。       

 

 

 

人事動態 
◆93.2.1 新進人員：外國語文學系王淑華副教

授、電子工程學系鄭岫盈副教授、化學工程

與材料工程學系林松華助理教授。 
◆93.2.1 退休人員：通識教育中心李志平教

授、化學工程與材料工程學系林漢鎮副教授。

◆93.2.1 新聘行政主管：經濟學系主任曾柔鶯

教授、外國語文學系主任王淑華副教授、電

子工程學系主任羅祺祥副教授。 
人事法令宣導 
◆銓敘部 93.1.19 部法一字第 0932320155 號

令，公務員兼任農產品批發市場（含經營主

體準用公司法股份有限公司規定）相關職

務，應依公務員服務法第十四條之二及第十

四條之三規定辦理。 

◆為因應國家科技發展，促進產學合作，公

立專科以上學校未兼行政職務之專任教師，

報經服務學校同意，在不影響其本職工作，

且經評鑑符合所規定之校內基本工作要求，

其股份總額未超過其所投資公司

股本總額之百分之一者，得兼任已

上市(櫃)公司或經股東會決議規劃

申請上市(櫃)之未上市(櫃)公開發行公司之外

部、獨立董事、監察人。 

◆關於訓練機構調查受訓人員之膳宿需求，

受訓人員勾選不用膳宿者，其受訓補助費報

支疑義。訓練機構如有提供膳宿，在調查受

訓人員之膳宿需求時，受訓人員勾選不用膳

宿，係自願放棄供膳宿之權利，自不得向服

務機關請領膳宿費用。至於交通費部分，除

依「各機關派員參加各項訓練或講習報支費

用規定」第二點規定補助受訓及受訓後由服

務機關至訓練機構間之往返交通費外，其餘

不予補助。 

◆行政院人事行政局 93.01.16 局考字第

0930060512 號函，關於各機關(構)學校選送或

自行申請國內全時進修、部分辦公時間進修

或公餘進修之公務人員，其 93 年度進修費用

補助，於 92.2.1(含)以後核准並補助有案者，

請依現行規定(即申請全時進修及部分辦公

時間進修者，將不予補助；申請公餘進修者，

最高補助新臺幣二萬元)辦理。 

 ◆依據公務人員住宅及福利委員會93.1.27住

福利字第 09302301078 號函，有關「休假優

遊宅急配」－93 年公教員工國內休假旅遊活 

動案，歡迎公教員工自由選擇參加。 

◆財團法人聯合信用卡處理中心93.2.25聯卡

企劃字第 930489 號函，有關「國民旅遊卡勾

稽檢核系統」處理年度預購型交易之處理原

則，預購型交易係指公務人員刷卡預購車票

或旅遊套裝行程，因其刷卡日期並非實際乘

車或旅遊日期，故針對上述交易，係以「旅

遊起迄日」做為檢核之依據。因此，當有一

筆預購型交易其旅遊起迄日橫跨不同補助費

年度，或處於公務人員轉換不同機關時，系

統保有讓該公務人員可自行選擇其補助年度

或機關的彈性，惟同一筆交易不能請領兩次 

補助費。 

重要訊息通知 
◆本校九十三學年度教師升等案，請各申請

教師及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依規定於期限內

辦理完成，並於 93.6.31 前簽提校教師評審委

員會審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