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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修學士班獨立招生開辦囉！ 
本校首度舉辦之進修學士班招生，招生簡

章於四月二十日起開始發售，至六月三十日

截止出售，簡章（含報名表件）每份工本費

五十元，可至本校警衛室現場購買或以郵寄

函購方式購得；報名日期為六月一日至六月

三十日，採通訊報名或自行送件方式辦理，

報名費壹仟參佰元整，限用匯票；筆試日期

為七月二十四日；八月十五日辦理登記報到

；八月二十七日公告錄取名單。 

招生學系為環境工程學系、電機工程學系

及土木工程學系，各學系招生名額以五十名

為原則，合計招收一百五十名學生；考試科

目為國文、英文、數學、物理。其上課時間

為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六點二十分以後，必

要時得於星期六、日安排課程，詳細資訊可

至本校網頁之招生訊息查詢。 

推廣教育暑期班招生中 
九十三年度推廣教育暑期班預計招生時間

為六月十四日起至七月二日止，招生班別：

 

 

 

 

非學分班－初級英語(一)、初級英語(三)、初

級英語(四)、中級英語(一)、中級英文句型與

寫作、英語基礎發音與音調、JAVA 入門、電

腦與網路基礎入門、業餘無線電通信(考照

班)、基礎生物化學、書法技藝研習、彩墨蘭

陽；學分班－遺傳工程技術、基因轉殖技術、

幹細胞技術。招生簡章可至本校網頁招生訊

息查詢或至警衛室索取。 

e 化英(外)語學習，隨時隨地 
外國語文學系與電算中心合作之提昇全校

師生英語能力計畫，已於校慶日發表成果。

為使日後全校師生能更方便使用該計畫建構

的各級 e化英(外)語學習軟體，今後除維持原

自學中心(電腦教室三)的開放使用外，並將所

有軟體整理歸類放置本校主機，供全校師生

連結使用。 

(一)e 化英語學習園區自學中心 
位於電算中心電腦教室三，開放時段為週一

至週五 9:00AM~9:00PM，欲使用 e-Learning 英

語系列課程者，請自備耳機。

(二)e 化英語學習園區網站 
網址：http://www.niu.edu.tw/ 

english；網站內容計有計畫、

活動、學習園區、好站連結、 

交流園地等。 

(三)e 化英語學習園區軟體使用簡介 
全校師生皆可利用位於本校區域網路內

之電腦，包括宿舍及辦公室等地點，下載軟

體選單之安裝程式。 

請於進入學習園區後，先點選左側「英語

學習區選單軟體」，再進入「安裝說明」，即

可下載。下載後，桌面出現安裝程式（Soft

Menu.msi）→點選安裝程式，桌面出現英語

學習園區軟體選單圖示→點選選單圖示，出

現各種軟體選項→點選所需軟體後，請點選

「安裝」，點選「使用」。再次使用時，請直

接點選「使用」即可。進入軟體後，請依該

軟體指引使用。Just Talk 線上課程，全校教

職員工之使用帳號為 niu01～niu99，免用密

碼。學生之使用帳號為個人學號，免用密碼。 

欲收到 Live ABC 及 CNN免費電子學習報

者，請 e-mail 至 mykao@niu.edu.tw，或電洽

校內分機 346、364。 

 

 

 

 

傑出校友校慶頒獎，三人獲表揚！                  
本校九十三年度「傑出校友」經「傑出校友遴選委員會」審議，

共計遴選三位傑出校友，並由校長於五月十二日校慶酒會中頒獎表

揚，此三名獲獎校友為楊乾巽、林錦洪、陳弘毅，其事蹟簡述如下：

(一)楊乾巽：現任國立宜蘭大學校友會第一屆常務理事、中華民國

防癌協會代表，常年樂善好施，當選八十七年度全國好人好事代表，

獲頒八德獎狀；從事醫療工作，服務熱忱、表現優異，屢獲表揚。

(二)林錦洪：現任中華民國農訓協會理事長、台北縣農會總幹事，

於農產運銷多有創舉、成果斐然；九十二年領導農訓協會智囊團隊

推動立法藍本及有利農漁業之政策建言有功，獲頒華夏一等獎章。

(三)陳弘毅：現任中山科學研究院副主任，曾協助工研院籌設工業

材料研究所，並與同好共同發起成立中華民國金屬熱處理學會，對

國內材料科學界多有貢獻；於中國材料科學學會中創立破壞科學委

員會，推動破壞科學提供失效預防理論與技術，提高國內工業安全。

網頁設計比賽得獎名單出爐！邀約下學期再戰！ 
電算中心舉辦七十八週年校慶網頁設計比賽，共收到 28 項作品角

逐，經本校行政單位一二級主管與院長、系主任等多位評審委員初

評與複評，在校慶前產生得獎名單，作品並公告於校園首頁，獎品

含獎金與獎狀。 

第一組(學校網頁)：冠軍大學電子一紀俞任，獲獎金二萬元；亞軍

二名，夜四技電子二林俊宇、四技電子三林艾玫，各得獎金七仟五

佰元；佳作三名，大學電子一郭冠禹、五專園藝四陳仕偉、大學化

材一郭俊宏，各獲獎金一仟元。 

第二組(院系所行政單位網頁)：冠軍大學電子一紀俞任，獲獎金一

萬元；亞軍夜四技電子三郭美凰，獲獎金五仟元；季軍為四技食品

三詹皇聖、五專電子四魯乃綸，各獲獎金二仟元；佳作五專園藝四

陳仕偉、夜四技電機三林盈良，各獲獎金一仟元。 

此項比賽預計將於明年第二學期期中考前繼續辦理，想要一戰成

名贏得大獎的同學，可要儘早準備！ 

體育競賽捷報連連，獎不停！ 
(一)本學期系際盃女生籃球賽冠軍－動物科技學系、亞軍－經濟學

系、季軍－食品科學系、殿軍－外國語文學系；男生籃球賽冠軍－

自然資源學系、亞軍－電機工程學系、季軍－土木工程學系、殿軍

－生物機電學系；女生排球賽冠軍－食品科學系、亞軍－外國語文

學系、季軍－園藝學系、殿軍－自然資源學系；男生排球賽冠軍－

動物科技學系、亞軍－土木工程學系、季軍－電子工程學系、殿軍

－化學工程與材料工程學系。 

(二)九十三年大專運動會男乙組田徑五千公尺(郭育達)榮獲第四

名、女乙組田徑半程馬拉松(黃維萱)榮獲第一名、女乙組田徑一萬

公尺(黃維萱)榮獲第四名、男乙組田徑一萬公尺(郭育達)榮獲第四

名、女乙組跆拳道重量級(劉冠伶) 榮獲第二名、男乙組網球單打賽

(張志明) 榮獲第六名。 

(三)九十三年全國大專院校東方錶盃第一次乙組網球個人排名賽女

子組－田家瑜(應用外語系)榮獲第三名、王嘉莉(應用外語系)榮獲第

四名、許淑鈞(園藝系)榮獲第五名。男生組－張志民、張家華(森林

系)並列第十七名、劉宗翰(森林系)、林暘(電機科)並列第三十三名。 

(四)校慶趣味競賽冠軍－食品科學系、亞軍－園藝學系、季軍－電

機工程學系、殿軍－電子工程學系。 

 

 

 

 

◆九十三年度「數位化論文典藏聯盟」本校購買論文總數為一百五

十本，可共享逾二萬四千八百本博碩士論文，所有論文皆已建置於

數位典藏聯盟資料庫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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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鍵字查詢，資料庫中所有論文皆可下載，歡迎多加利用。 

◆截至目前為止，與本館簽訂圖書互借協議書之圖書館包括臺大圖

書館、中研院歷史研究所傅斯年圖書館、佛光人文社會學院圖書館

及蘭陽技術學院圖書館，凡本校編制內教職員工及學生可至本館三

樓辦理借用館合借書證，親至該館借書，每張借書證可借閱五冊，

借期三週(傅斯年圖書館借期四週)，歡迎多加利用。 

◆本館借書規則修訂如下： 

(一) 為加強支援教師教學及研究需要，將教師借期延長為六十天， 

借出圖書總冊數修訂為四十冊。 

(二)將續借次數修正為三次，但如該書已有他人預約，或該書已逾

期，不得續借。 

(三)寒暑假借書至次學期開學第一週歸還，僅適用於學生(不含研究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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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工程系 
◆五專五洪啟堯同學榮獲今年度二技統一入

學測驗電子類榜首，表現特優，系學會已張

貼海報表示祝賀之意。 
生物機電學系 
◆本系 5月份舉辦三場非常精彩的演講： 

一、5日邀請台大生物產業機電工程學系張建

六教授演講「奈米加工」。 

二、12 日邀請台大動物學研究所所長嚴震東

教授演講「腦中的電訊號」。 

三、26 日邀請國立中央大學數學系副教授單

維彰博士演講「First Concepts of Wavelets」。

◆賀！本系蘇溫禧老師榮獲93年度優秀公教

人員，5月 18 日接受頒獎。 

園藝系 
◆狂賀！校慶趣味競賽在全系師生努力下，

後來居上，以黑馬之姿勇奪亞軍。 
◆本系朱玉、鄔家琪、黃志偉、尤進欽、黃

秀真、張允瓊老師參與校慶研究成果展，成

果斐然。 
研究發展處 
◆由中國工程師學會主辦，目的在促進公、

民營事業單位與學校間建教合作之 93年度建

教合作績優單位選拔活動，本校獲評為績優

學校，顯見全校師生在建教合作上的努力已

獲肯定。本獎項

分學校組（含大

學、技術學院、

專科、高職）及

公民營事業單位組二類選拔，各遴選十名。

表揚大會於 6 月 4 日假台北中油大樓舉行，

研究發展處將派員參加成果發表展覽會，展

示本校建教合作成果。 
體育室 
◆本室將每週體育推廣活動規劃為：週一定

為網球日、週二定為羽球日及游泳日、週三

定為慢跑日及桌球日、週四定為高爾夫球

日、週五定為保齡球日，請全校教職員工生

踴躍參與各項活動。 

◆本室閱覽室自即日起開放，備有各種體育

叢書及休閒、運動、健康雜誌供參閱，歡迎

全校教職員工生多加利用。 

◆體育館本年度招募會員人數總計有707人，

自 93.1.1~5.17 止單次入場人數約 4500 人。 
進修推廣部 
◆5 月 4 日下午 5:30~7:00 於北 201 教室舉辦

班級幹部座談會，交換意見及處理反映情事

，成效良好。 

◆恭賀夜四技環工二林玉娟同學當選本部 93

學年度學生聯誼會會長。 

◆辦理本部土木四林政隆同學等七名同學申

請教育部學產基金急難慰助，每位各獲撥新

臺幣壹萬元整，均依程序陸續轉發同學收存。

◆本部參加校慶有氧舞蹈比賽榮獲第二名：

代表同學林洋諄、林政隆、蕭維志、游雅帆、

林政聰；第四名黃楷展、林佳吟、林曉蘭、

林昱佑、謝柏良、林洋諄。美喉王歌唱比賽

榮獲第二名：電機二卓書培同學。 

高職進修部 
◆92 年度本校爭取教育部安全衛生專案補助

四十一萬六千元整改善實驗室及木工工廠安

全衛生設施，今年將繼續爭取。 

◆本學期學生校外實習分七梯共237人前往。 

◆『安全衛生教育測驗』已於 4月 30 日順利

舉辦完成，受測 435 名，有 47 人敘獎。 

◆配合校慶週慶祝活動，4月 11 日至 5月 12

日期間，舉辦校園繪畫比賽、春暉教育海報

比賽。春暉教育海報比賽按年級分別以交通

安全、防制濫用藥物、拒菸、預防愛滋病、

不酗酒、拒嚼檳榔為主題。各年級取前三名，

頒發獎狀及獎金鼓勵，並於校慶週公開展覽。 

◆4 月 26、27 日參加教育部北區「校園安全

暨防災教育」研習活動、另 27 日參加聯絡處

「校安業務、校園愛滋防治暨全民防衛動員」

研習計畫，增進教訓輔人員知能，落實校園

安全維護工作。 

◆5月 21日辦理本學期第二次「愛心捐血活

動」，二次捐血量共為 170袋，成果斐然。 
◆5 月 24 日本部七位學生參加宜蘭縣政府舉

辦之龜山島成年禮活動，圓滿順利。 
◆5 月 25 日教育部中部辦公室蒞校實施軍訓

工作訪視，執行成效良好。 
                       

人事動態 
◆93年 4 月份新進人員：總務處營繕組 

技士范文男。 

◆教師升等最新消息：通識教育中心盧 

瑞容、陳旺城等二員於 4月份奉  教育部核定自 92.8.1 起升等教授。

校內法規動態 
◆「國立宜蘭大學教師員額分配及控管原則」奉核自 93.3.16 起實施。

◆「國立宜蘭大學教師員額配置準則」業奉核自 93.5.18 起實施。 

◆「國立宜蘭大學教師合聘辦法」業奉核自 93.5.28 起實施。 

人事相關法令宣導 
一、考試、任免、敘薪、兼職 

◆公立各級學校教師職前曾任聘用人員年資，如與現職職務等級相

當且服務成績優良，88年 7 月前之聘用年資，於採計提敘薪級時，

係以前一年七月至當年六月會計年度為採計標準，89年 1 月以後，

則以一月至十二月之會計年度為採計標準；另因預算法修正，政府

機關須編制 88.7.1 至 89.12.31 一次一年六個月之預算，爰該段期間

內連續任職滿一年得採計提敘一級，畸零月數年資均不予併計。茲

為維護88年 7月前已受聘為聘用人員且於預算法修正後繼續任職者

之權益，該段連續期間之聘用年資，如與現職職務等級相當且服務

成績優良，得以預算法修正前之會計年度(前一年七月至當年六月)

計算方式為採計基準。 

◆教育部 93.5.5 台人（一）字第 0930056464 號令頒訂「公立各級學

校專任教師兼職處理原則」，自 93.5.5 生效。重點說明如次： 

1.明定教師得至與學校建立產學合作關係或政府、學校持有其股份

之營利事業機構或團體兼職。 

2.明定教師兼任之職務以與教學或研究專長領域相關者為限，教師

不得兼任非代表官股之營利事業機構或團體董事長、董事、監察

人、負責人、經理人等職務，以及律師、會計師、建築師、技師

等專業法律規範之職務。 

3.配合兼職費上限之放寬，明定教師兼職以執行經常性業務為主

者，其兼職時數每週合計不得超過八小時。 

4.明定教師至營利事業機構兼職期間超過半年者，學校應與教師兼

職機構訂定合作契約，且學術回饋金每年不得少於兼職教師一個

月在學校支領之薪給總額。 

5.各級主管教育行政機關及學校得依實際需要訂定更嚴格之規定。

二、考績考核、訓練進修、差勤管理 

◆教育部 93.03.26 台人（二）字第 0930040010 號令頒修正「教育部

職員獎懲要點」第七點，並自 93.3.26 生效。 

◆有關「公務員涉及假消費非法領取休假補助費案相關行政責任建

議處理原則」，各機關應視涉案人員具體 

違失情節輕重，本於權責確依上開處理

原則及相關法規規定程序辦理。 

◆行政院 93.2.2 院授人考字第 093006073 

6 號函頒「型塑學習型政府方案」，相關內容業已上載至行政院人事

行政局網站（http://www.cpa.gov.tw），請自行下載使用。 

三、待遇福利、退休撫卹、人事資料管理 

◆有關公立學校教師併計曾任私立學校教師年資辦理撫卹時，依現

行規定，其私立學校教師年資應領之撫卹給與，因係由財團法人中

華民國私立學校教職員工退休撫卹基金管理委員會支付，或由原服

務私立學校自籌經費支付，故該段私立學校教師年資尚不得作為依

學校教職員撫卹條例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或第二款規定核發一次撫

卹金或年撫卹金之任職年資計算。 

◆有關公立學校校長、教師具退撫新制實施前後任職年資達四十年

以上，並符合新修正學校教職員退休條例第六條增核退休給與規定

者，得採較有利於當事人方式計算，選擇放棄部分舊制任職年資，

且取捨後之新舊制任職年資合計尚無須受「應為四十年整」之限制。 

◆公教員工申請子女教育補助費繳驗戶口名簿簡化為：於各該機關

學校第一次申請時須繳驗戶口名簿以確認親子關係，爾後除申請人

之親子關係變更者外，無須再繳驗。 

◆有關支領月退休給與之公立學校教職員如未申請長期居住大陸地

區，亦未在大陸地區設有戶籍或領有大陸地區護照，僅以探親或旅

遊方式停留大陸（以加簽方式一年停留九個月）者，應暫停其領受

月退休給與之權利，俟其回臺後再依學校教職員退休條例等相關規

定申請恢復及補發停發期間之月退休給與。至其如係於當期月退休

給與發放時，在臺親自領取後轉赴大陸地區者，則不在此限。 

◆公立各級學校未兼行政職務教師之兼職費，自 93.4.1 起，免受「軍

公教人員兼職費及講座鐘點費支給規定」支給個數及上限規定之限

制，惟其月支數額最高不得超過教授最高年功薪及學術研究費二項

合計數。 

◆有關公務人員於其子女未滿三歲前，依兩性工作平等法第十九條

規定，申請每日提早一小時下班並經機關核准後，其減少一小時工

作時間，尚不得請求報酬，亦不生請假與否之問題。 

重要訊息通知 
◆本校九十三年度自強活動報名截止，將分二梯次舉辦： 

(一) 93.7.25~26 花蓮海洋公園、兆豐農場之旅。 

(二) 93.8.22~24 大小金門之旅。 

◆四至六月份生日禮卷尚未領取者請速向人事室陳先生領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