泱泱大器 ‧ 學在東華

◎八個學院，各項領域齊備，設有 35 個學士班、3 個學士學位學程、39 個碩士班、2 個碩
士學位學程、16 個博士班，以及 13 個碩士在職專班；學生人數約 1 萬人。
◎專任教師五百餘人，94％獲有國內外知名大學之博士學位。
◎課程模組「學程化」，雙主修、副修、跨領域學習更容易，培育學生跨領域競爭實力。
◎大學即可預選碩士課程，五年可獲學、碩士學位。
◎加強國際化視野，廣開全英語授課學程，每年提供超過 200 個出國交換機會。
◎ 2016 年入選遠見雜誌「國際化」全臺前 20 名。
◎ 2017-2018 年入選全球最佳大學排行榜前 1000 名。
◎ 2018 年入選 QS 亞洲大學排名前 280 名。

出類拔萃 ‧ 獎在東華

公共行政學系

電話：(03)863-5512
E-Mail：sychen@gms.ndhu.edu.tw
網址：www.pa.ndhu.edu.tw

發展重點：

本系是東部地區最重要的公共行政、區域治理
與兩岸事務之教學、學術研究及教育訓練重
鎮。本系的發展重點主要包括：
（一）強調全球化、區域化趨勢下公共治理與
公共政策之教學及研究。
（二）重視基層公部門公共治理與地方公共政
策議題之教學與研究。
（三）重視兩岸公共政策相關議題比較之教學
與研究。

學科領域管理人才。

人 文 社 會 科 學 學 院

進修與就業：

（一）進修：可報考國內外公共管理、政治學、
法學、行政學、國際關係、經濟學、社會學等
領域研究所。
（二）就業：
1. 國高中教師
2. 專業人士：公共行政專業領域發展。
3. 公務人員：參加各類公職人員考試。
4. 私部門：自行創業或擔任私人機構產品開發
人員、市調員、公關、人事及其他管理階層。
5. 非營利組織：各類社會服機構。

課程規劃：

電話：(03)863-5294
E-Mail：dengl@gms.ndhu.edu.tw
網址：www.dengl.ndhu.edu.tw

發展重點：

※ 宜花東新生係指設籍於宜蘭、花蓮、臺東且全程就讀並畢業於宜花東境內高中。
※ 相關資訊以公告辦法為準，請參考本校教務處網頁。

安居樂業 ˙ 住在東華

◎共有擷雲莊、仰山莊、涵星莊、向晴莊、行雲莊、沁月莊及迎曦莊等歐式莊園宿舍。

◎大學部宿舍男女分棟，進出宿舍皆有刷卡管制；房內衛浴、網路、冷氣等各項設備齊全。
◎宿舍總床位逾 6,200 床；大一、大二新生保障住宿；大三、大四宿舍中籤率高達 7 成。
◎宿舍區設有多容館、集賢館兩座社區生活中心，內有各式餐廳、便利超商等商家，提供
974 花蓮縣壽豐鄉大學路二段一號 （03）863-5000 www.ndhu.edu.tw

應用數學系

電話：(03)863-3561
E-Mail：math@gms.ndhu.edu.tw
網址：www.am.ndhu.edu.tw

發展重點：

（一）近程研究發展方向與重點
機率與統計、作業研究、智慧型數值計算、量
子密碼學、動態系統
（二）中、長程研究發展方向與重點
1. 繼續原有研究群之發展，並加強與校內外相
關研究群之合作。
2. 繼 續 類 神 經 網 路 及 最 佳 化 研 究， 發 展 在
Data Mining 及 IT 領域的應用。
3. 繼續密碼計算、資訊安全、圖論研究及其在
網路安全及規劃相關應用研究。
4. 發展如對局論、財務統計、精算科學、生物
統計與生物資訊之研究。

各類日常生活所需。

理工學院

養思辨與批判的能力。第二類是理論與應用之連
結，內容包含統計資料分析、資訊能力養成等。
第三類是培養學生具備跨領域學習的基礎能力，
並具有蒐集、分析與解釋資料的能力，且有解決
問題的能力，包括建模。

進修與就業：

（一）進修：報考國內外數學、應數、機率、統
計、運籌、資訊工程、經濟、企管、財金或其他
相關領域之研究所。
（二）公家機關：透過公職考試就業，投考類別
為統計、數學、財金、精算、資訊工程人員…等。
（三）學術研究：擔任各機關或大學之研究人員。
（四）企業：精算師、市場調查、統計分析、品
管工程。
（五）教育及其他：擔任教師或自行創業。

課程規劃：

本系以培養具有嚴謹思考與推理能力、理論與
應用的基礎知識暨跨領域學習能力為目標。為
達成此目標，課程設計分為三大類。第一類是
基礎能力與推理的訓練，包括核心知識與專業
領域知識之養成，強調基礎知識之掌握，並培

化學系

電話：(03)863-3574
E-Mail：u882025@gms.ndhu.edu.tw
網址：www.chem.ndhu.edu.tw

發展重點：

發展方向除了傳統基礎領域全方位之教學與研
究訓練外，因應全球科技產業之發展趨勢，研
究之重點偏重（但不限）於生物科技與材料科
技；同時著重跨領域整合，結合物理系、生命
科學系、資訊工程系、電機工程學系、應用數
學系、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共同開設生物資訊
學程與奈米科技學程；並整合物理系、材料系
共同成立奈米科技研究中心。我們有充分的信
心，在全系師生齊心合力下，可以培育出具備
創新與實務的化學人才，更可以培養具備團隊
合作與溝通能力的專業菁英。

課程規劃：

大學部的課程方面，主要是建構堅實之基礎化
學知識，以物化、分析、有機、無機、生化為

生命科學系

電話：(03)863-3632
E-Mail：syyuan@gms.ndhu.edu.tw
網址：www.dlife.ndhu.edu.tw

發展重點：

本系所之發展方向，首在厚植生物科技之研
發潛力。強化在分子生物學、細胞生物學、
生物化學、動植物生理學與生技製藥學等領
域之研究資源整合，進行紮實之教學與研究
活動。在穩固的基礎學術研究環境下，發展
細胞生技、資源生技以及奈米生技。

課程規劃：

本系課程規劃旨在提供學生足夠的專業知識、
技能及正確的邏輯思考能力，使其畢業後有
終身學習的能力運用所學吸收新知，以從事
生命科學或相關領域之研究及教學之工作。
此外，培育碩、博士生成為生命科學相關領
域之高階專業人才或師資。課程規劃強調細

物理學系

電話：(03)863-3692
E-Mail：jenna@gms.ndhu.edu.tw
網址：www.phys.ndhu.edu.tw

發展重點：

本系發展重點為培育【前瞻性基礎科學研究人
才】、【高科技跨領域產業人才】以及【科學
推廣教育人才】為主軸，故培育課程設計成實
作形式，學生可至各校內實驗室或校外研究單
位研究，如中央研究院、同步輻射研究中心。
也可至工研院、業界、中小學或科工館實習。
讓學生從做中學，培養最新的學識、與熟練之
技能，並要求相互報告、互相詰問實驗、實習
成果，使學生面對未來於學術專研、業界就業
或科學教育，有充足的準備。

課程規劃：

除本系之必修基礎、核心學程、與校核心學程
之外，本系依教師研究專長及研究工作，設計
【奈米與光電物理】、【生物與材料物理】及
【理論與計算物理】三大專業選修學程，此課
程設計為國內各大學中所罕有，可使學生學習
最新、最夯的科學智能，讓學生具有專業素養

※ 可至本校網站，點選「高三升學專區」網頁，瀏覽各項校園資訊。

電機工程學系

電話：(03)863-4063
E-Mail：jessica@gms.ndhu.edu.tw
網址：www.ee.ndhu.edu.tw

發展重點：

電機工程涵蓋領域甚廣，本系發展重點為專
業科技人才培育，考量相關產業現況及本校
整體發展方向，並配合國家科技人才之需
求，教學主軸分為計算機與通訊、微電子與
控制兩組。研究方面多屬前瞻的電機電子範
疇，以半導體技術、系統晶片、無線通訊、
網路資訊、多媒體通訊、嵌入式系統、控制
系統、電力電子等高科技領域為主。

進修與就業：

（一）進修：可報考國內外化學、生化、材料
等相關研究所。
（二）就業：醫藥研發、
先 進 材 料、 食 品 安 全、
生 化、 環 保、 電 子、 資
訊、 教 育、 石 油 化 學、
政 府 機 關、 生 醫 研 究 與
創 業 等； 職 務： 包 含 研
究 員、 化 學 分 析 師、 化
學 教 師、 化 學 工 程 師、
品 管 工 程 師、 環 保 分 析
師與主管等。

胞生技及生物產業等領域，並以此為核心架構
培育學生，營造優良的學習環境，培育學生國
際觀、專業知識與技能。

進修與就業：

（一）進修：畢業生可報考國內外各大學院校
生命科學、細胞生化、分子生物、醫學研究等
相關領域之研究所。
（二）就業：可選擇生化藥廠、教育單位、政
府機關、食品檢驗、醫療研究等單位任職，或
從事生物科技產業經營管理、創業與研發，甚
至加入跨國公司的經營管理工作，推動國內生
物科技產業走向國際化。

透過比賽經驗累積實作能力，教師積極爭取研究
經費，充實軟硬體設備並與業界進行產學合作，
協助產業界研發與創新，並將研究成果推展至產
業界。

進修與就業：

（一）進修：可報考電機、電子、資訊等相關研
究所。
（二）就業：可從事高級科技工作如半導體、積
體電路設計、網路、通訊、多媒體、電力、控制等。
另可修習教育學程，擔任高中職、國中教職。

發展重點：

為因應全球光電科技蓬勃發展之潮流，在政
府政策支持與相關廠商積極投入後，臺灣的
光電產業已成為近年來高科技產業之龍頭，
鑑於光電科技日新月異，加強創新思維與研
發能力是促進產業升級的重要指標，特別是
培育具備紮實的光電科技人才顯得相當迫
切。本系現階段以太陽光電、照明顯示與光
電應用等方向為研究範疇，包括太陽光電能
源科技、光電元件技術、光電化學、有機光
電材料與元件應用、積體光學及氫能技術與
應用等研究。

體等研究。除與校內各單位合作外，並積極與校
外大型企業、學術研究單位進行相關之研究計畫，
敦請國內外學者專家蒞臨做學術交流。

進修與就業：

本系畢業生就業進修管道流暢，國內外有許多光
電研究單位可供進修，102~105 學年度大學部畢
業生中，錄取臺大、清大、成大、交大、中山、
中央以及本系等碩士班的平均錄取率達到 60% 以
上。
本系畢業生就業出路廣泛，在光電、能源、半導
體、光學系統設計等高科技產業皆有良好發展。
歷屆校友服務於如台積電、日月光、雷笛克、京
東方、匯穎、工研院、友達、群創、新日光、和瑞、
采鈺…等公司。

課程規劃：

本系以太陽光電、照明顯示與光電應用等方
向為教學研究主要方向，包括奈米科技、元
件技術，太陽能能源科技，光電化學產氫技
術，積體光學，有機材料應用及高分子半導

資訊工程學系

電話：(03)863-4012
E-Mail：kiki2002@gms.ndhu.edu.tw
網址：www.csie.ndhu.edu.tw

發展重點：

本系發展著重於透過電腦資訊相關技術，促
進跨領域科技整合，擴展資訊科技在各領域
之應用。研究重點為雲端運算與大數據處
理、多媒體、人工智慧與機器學習、電腦網
路與分散式系統、資料庫與知識庫系統、
VLSI 與嵌入式系統設計、平行與分散式計
算、行動與普及計算、軟體工程、密碼學與
資訊安全、計算理論與演算法、人機互動系
統、程式語言與編譯系統、生物資訊、電腦
繪圖與數位遊戲、最佳化與決策支援、學習
科技等專業範疇。

實作學程」開創學生投身跨領域新天地的契機，同
時結合本校自然資源、環境、生物科技、與藝術文
創等領域，從事整合性研究。貼心的彈性學制讓學
生更容易修讀輔系或雙學位。

進修與就業：

（一）進修：本系畢業學生可繼續進修國內外資訊
相關研究所，並廣受資訊相關領域系所青睞，成功
進入國內一流大學研究所深造。學士班設有五年修
讀學、碩士學位辦法，學生可在五年取得學、碩雙
學位。
（二）就業：就業選擇廣，薪資高，如軟體開發、
雲端服務、行動應用、IC 與硬韌體設計、系統分析、
遊戲企劃製作等，範圍廣及各行業資訊部門，校友
分佈於台積電、宏碁、宏達電、華碩、群創、長榮
航空、國泰銀行 ... 等各大企業。

課程規劃：

與技能，面對未來具更有競爭力。本系課程全部
學程化，學生便可依個別興趣或生涯規劃，選擇
有興趣之學程。學程化之設計也可強化各學程之
精要與各學程之核心素養。

進修與就業：

本系畢業生須具有【奈米與光電物理】、【生物
與材料物理】及【理論與計算物理】三大專業學
程之一的專業素養。比起其他大學，東華物理畢
業生追求更高的學位更具優勢。已有許多畢業生
於東華與其他國立大學，取得碩博學位。
依人力公司統計，本系畢業生散佈於半導體業、
學術界、與教育界，就業率百分百。這顯示本系
訓練札實，受業主歡迎，讓學生滿意。而學長姊
與學弟妹之間拉拔、扶持、與提攜，更是本系的
傳統與特色。

電話：(03)863-4202
E-Mail：ycchou@gms.ndhu.edu.tw
網址：www.mse.ndhu.edu.tw

發展重點：

本系之師資專長與背景相當多元，包含材料
製程、結構分析、性質量測及功能應用等領
域。而藉由系院與跨校合作方式，整合出以
電子與光電材料、奈米材料、能源與環保綠
色相關材料等三大主軸之研究，發展出材料
製程、薄膜、光電量測、高分子合成、顯微
分析等技術。本校之材料研究獲得 WOS 各
項評比皆為臺灣前 15 大，亦獲得 ESI 評比
為全世界前 500 大，足見本系之研究發展潛
能與高成就。

課程規劃：

（一）基礎學科：著重不同種類之材料如金
屬、陶瓷、高分子、半導體的基礎學科訓練，
為未來材料科學與工程的學習奠定厚實的基
礎。
（二）實驗操作：除了普化、普物的基本實
驗外，本系規劃四學期的必修實驗課程，包

諮商與臨床心理學系
電話：(03)863-5632
E-Mail：peio618@gms.ndhu.edu.tw
網址：www.cp.ndhu.edu.tw

發展重點：

本系一貫秉持人文關懷，深根區域，希望能以大
花蓮區域社群的理念經營系所，讓學生能有在地
場域可以實踐所學，也讓在地實踐的回饋充實教
育現場，促進教師研究的深度。發展重點著重：
（一）研擬身心靈與在地文化契合模式之教學研
究。
（二）整合多元領域與弱勢族群之教學研究。
（三）發展客觀結構式能力評量與認知神經學在
諮商與臨床基礎歷程上教學研究。

社會學系

電話：(03)863-5582
E-Mail：nancyya@gms.ndhu.edu.tw
網址：www.spa.ndhu.edu.tw

發展重點：

（一）深化臺灣東部社會之研究、服務與產學合
作。
（二）展現結合理論與實務的教學與研究特色。
（三）持續推動研究與教學層面之國際合作。

課程規劃：

本系以培養具有社會學知識、態度與技能之人才
為教育目標。學生畢業除具備社會學專業知識
外，也具有獨立思考與實作的能力。本系課程設
計分為三大類，第一類是社會學專業知識，包括
核心知識與專業領域知識之養成，強調基礎知識
之掌握，並培養思辨與批判的能力。第二類是社
會學的應用，強調學用合一，著重將知識實際應
用於社會，以及具有其他相關的實務能力。第三
類是培養學生具有蒐集、分析與解釋資料的能
力，且有解決問題的能力。

財經法律研究所暨
法律學士學位學程

電話：(03)863-5662
E-Mail：meditator@gms.ndhu.edu.tw
網址：www.ifel.ndhu.edu.tw

發展重點：

（一）著重跨系所整合、科際合作、相互支援
提供多元專業課程。
（二）推動發展整合性教學研究，豐厚本校跨
科際學術領域。
（三）因應本地特殊地理環境，掌握區域轉型
契機滋養後山發展法律教育資源，漸次累積在
地法律專業能量。
（四）積極推動在地機構實務實習課程，歷年
來與在地花蓮高分院及法律扶助基金會花蓮分
會簽署協議，提供學生實務實習機會。

設計提供學生修讀文學與文化研究、應用英
語或英語教學課程；此外，亦可跨系院選課，
提供學生廣而多元之專業選擇。

進修與就業：

（一）進修：可繼續攻讀英美文學、比較文
學、語言學、英語教學、翻譯、新聞、外交、
電影、藝術、文化研究、大眾傳播、企管、
心理學方面研究所。
（二）就業：可從事寫作、編輯、翻譯、教
育、新聞、外交、政經、貿易、電腦、企管、
文化與媒體、英語文教學或其他文化和藝術
領域工作。

治，也重視實習課程、見習課程、實驗課程、
心理衡鑑實務以及心理儀器操作應用等課程規
劃。

進修與就業：

（一）進修：國內外相關心理學研究所，依心
理師法規定：學生需具碩士以上學位（諮商或
臨床心理學主修）方可報考諮商心理師或臨床
心理師證照考試。
（二）公職考試：諮商心理師、臨床心理師、
觀護人、人事行政。
（三）專業人士：動物輔助治療師、人力資源、
心理測驗編製、市調研究、廣告行銷與市場開
發。
（四）教育志業：國小教師（教育學程）、專
任輔導教師。

進修與就業：

（一）可報考國內外社會學、社會福利、社
會工作等研究所外，亦可朝傳播學、文化研
究、人力資源管理、區域研究與跨領域研究
等專業領域深造。
（二）國小社會領域、國高中公民科教師。
（三）專業人士：朝社會學及上述專業領域
發展學術或實務工作。
（四）公務人員：參加各類公職人員考試。
（五）私部門：擔任市場調查員、人資管理、
公共關係、研究發展規劃。

進修與就業：

（一）進修管道：材料、化工、光電、資源、奈米、
醫工、分子工程等研究所。
（二）就業：本系畢業生的就業出路繁多，如半
導體產業、電子 / 電機產業、平面顯示器產業、
光電產業、能源產業、金屬產業、化學 / 化工產業、
休閒器材產業、電池產業、資訊產業、機械產業、
生醫器材產業、塑膠器材和無線通訊等。

臺灣文化學系

電話：(03)863-5212
E-Mail：ftc1029@gms.ndhu.edu.tw
網址：www.ts.ndhu.edu.tw

發展重點：

本系發展重點在幫助學生掌握臺灣研究的相關
學科理論與研究方法，並以臺灣研究的內涵為
基礎，擴及對鄰近地區的理解。發展重點著重：
（一）臺灣學與區域研究的結合。
（二）田野調查工作與文獻材料解讀的搭配能
力。
（三）具備數位資訊運用能力的本土文化推廣
及跨領域研究。

課程規劃：

臺灣學為近年來成長茁壯的研究領域，作為新
興的研究領域，臺灣研究的教學與推廣特別強
調與數位科學的結合與應用，其內容包含數位
典藏加值、多媒體整合、GIS 應用等，並著重
內容與技術如何融入教育、研究、產業運用與
社會傳播等面向。透過學理基礎與科技運用緊

進修與就業：

發展重點：

（一）選課自由化：學生可選修外系開設的任
一學程或本系規劃之院專業選修學程，輕易取
得副修資格，甚至進一步取得雙主修學位。
（二）理論與實務兼重：本系除培養專精歷史
研究人才外，更重視歷史學的應用與活用，加
強檔案、口述歷史、紀錄片、文化資產、數位
化等實務課程。
（三）多元的學習方式：除正規課程外，同時
重視田野調查、讀書會、社會參與等多元學習
方式，培養學生的社會責任。

本系培養具有人文素養的實用人才、專業學科與
跨領域研究能力，可投考歷史、臺灣史、文化資
產、博物館、考古學、社會科學等研究所繼續進
修。本系設有碩士班，透過五年修讀學、碩士學
位辦法，五年內取得學士及碩士學位。
本系培養具有從事文史工作、數位人文類、文化
產業類、教育志業類、公職考試等面向工作之基
本知能，如從事文史出版、新聞媒體、研究助理、
紀錄片、新媒體、專業導遊領隊、文化行銷、文
化單位、中小學教師等工作。

經濟學系

設計以養成具有跨越各經濟領域、具有學術研
究能力的經濟學者為目標。

電話：(03)863-5533
E-Mail：econ@gms.ndhu.edu.tw
網址：www.econ.ndhu.edu.tw

進修與就業：

（一）進修管道：可以進入國內外經濟與管理
相關研究所深造。
發展重點：
（一）擴大招收境外生、推動交換生交流、簽署 （二）金融業：金融研究員、金融交易員、銀
行辦事員、理財專員、保險業務人員等。
雙聯學位及促進國際合作。
（二）發展產學合作計畫並推動學生赴企業實習。 （三）工商實業：公司業務、行政人員、專案
（三）鼓勵教師積極參與國際學術會議並在國際 經理等。
知名期刊發表論文。
（四）智庫人員：中研院、中經院、臺經院、
（四）培養學生語言及各項專業能力。
臺綜院相關單位研究員等。
課程規劃：
（五）政府公職：可選考高普考之經建行政、
本系課程以培育學生成為兼具理論與實務能力的
財稅行政等。
經濟人為宗旨。學士班課程以個體經濟學、總體
經濟學及計量經濟學三大架構為主軸，輔以產業
經濟、國際貿易、貨幣銀行及國際金融等課程為
延伸，進階再以經濟專題及經濟實習做為與產業
接軌的橋樑。碩士班分成大數據暨產業經濟及國
際金融暨貿易兩大方向，訓練學生成為嫻熟理論
及專精實務的經濟專業人才。最後，博士班課程

華文文學系

電話：03-8635263
E-Mail：chshin@gms.ndhu.edu.tw
網址：www.sili.ndhu.edu.tw

發展重點：

（一）建立與校內外不同學術領域的交流機制，
進行學術、教學、課程上的跨界對話與整合。
（二）邀請世界各地重要華文文學家為駐校作
家，並籌辦文學系列活動，成為華文文學交流
與對話的平台。
（三）結合實務性課程，輔導學生於校內實踐
文學、傳播、戲劇與文化創作活動，並參與區
域文學與文化資產的建構，與產業結合，強化
學生投入文創產業的工作能力。

課程規劃：

調理論與實務的結合。

進修與就業：

（一）進修：本系課程具有多元整合的特色，
畢業生除可報考中國文學、臺灣文學、比較文
學等文學性質研究所外，亦可往社會學、傳播
學、文化研究、藝術設計、戲劇展演等領域深
造。
（二）就業：
1. 文學教學工作。
2. 編輯、採訪、出版、傳播、文案、設計、劇場、
策展、區域文化活動等文化。
3. 華文文學專業創作。
4. 政府單位文化行政人員。

（一）培育學生開闊的文學視野，研讀古典與
現代、兩岸與海外以華文為表達媒介的文學與
文化文本。
（二）重視理論與方法，結合當代文化議題，
進行文學與文化的多元跨界整合。
（三）開設文學創作與文化創意產業課程，強

中國語文學系

電話：(03)863-5672
E-Mail：yuchen@gms.ndhu.edu.tw
網址：www.chinese.ndhu.edu.tw

發展重點：

本系以傳承中華文化、充實國家人文資源為
主要宗旨，在課程上以人文化成的恢宏格
局，兼顧中文傳統與現代文學、思想、語言
三個研究面向，結合學術與實務經驗、學術
與生命經驗，開拓生命歷程、人文關照、社
會文化的觀察與探討，深化人文關懷與語文
素養能力，實踐終身學習的理想。

進修與就業：

（一）報考國內各中文研究所，或其他相關
領域研究所，進行跨領域的研究。
（二）赴日本或歐、美繼續進修。
（三）擔任書報雜誌社或傳播出版公司採訪
編輯、廣告文案與企劃工作，或經高普考至
公家機關從事行政工作。
（四）擔任國高中小國文科教學工作，或補
教界及國內外華語文教學工作。

課程規劃：

本系開設對外華語文教學學程、敘事文學與
語文應用學程、中國語文專業學程，強調語
文學養及對外華語教學能力，立基古典掌握
現代，培養國際移動力。

採跨領域科際整合設計，將研究領域與教學
課程依屬性分為二組，提供研究型及實務型
兩種修業規劃供不同生涯規劃學生選擇。

進修與就業：

本校學士生可以儘早規劃三年修畢大學部課
程，進而接軌五年修讀學、碩士學位辦法，
先修研究所課程；畢業生可至國內法研所或
至國外大學攻讀法學碩、博士學位。
就業方面，可參加專業領域考試，如：律師、
司法官；或跨領域如：調查員、外交官、高
考公務員考試以及專利師、國內金融相關等
公職證照，也可進入私人企業從事與所學相
關的工作。

環境學院

自然資源與環境學系
電話：（03）863-3267
E-Mail：stoven@gms.ndhu.edu.tw
網址：www.ces.ndhu.edu.tw

發展重點：

培養具備自然與社會科學概念及人文視野
之自然資源與環境研究、規劃及管理的專業
人才，藉由生態學、地球科學與社會科學的
基礎教學與研究，進行生物多樣性及自然資
源的調查與研究、環境監測與管理及環境教
育與解說的研究與推動，特別是針對東部
區域；並且結合社區、原住民與民間組織，
推展跨領域的教學與研究，探討適應性經營
的自然資源管理制度。

課程規劃：

學士班課程設計採模組式的學程制，由基礎
學程為學生奠立基本的生態學與環境科學
知識，由核心學程建立自然資源與環境研究
上必要的自然與社會科學概念，及統計與地
理資訊的技術，最後由專業選修學程進一步
為學生提供就業或深造進修的準備。碩士班
採跨領域整合的取徑，依研究領域屬性將教

學士班課程設計採模組式學程制，基礎學程為
學生奠立基本人文與社會科學知識，法律核心
學程建立基礎法學法理概念作為奠定法律人之
基礎，專業選修學程進一步為學生提供深造進
修準備以及厚實國家考試法科之學習。碩士班
括金屬實驗、陶瓷實驗、微電子製程、材料製程
與分析，另外可再選修儀器操作課程，為國內大
學材料系少有之特色。
（三）融合應用：鼓勵學生製作專題海報發表，
將基礎知識整合至應用，紮實訓練出優秀的材料
人才。

電話：(03)863-5322
E-Mail：hist@gms.ndhu.edu.tw
網址：www.dhist.ndhu.edu.tw

東臺灣發展、環太平洋區域及大眾史學為本系
發展的三大範疇，因此在課程規劃上將從鄉土
關懷出發，帶動東臺灣歷史研究；從環太平洋
區域史及環境文化史角度，建立宏觀的國際視
野。並配合本校「課程學程化」，規劃中西歷
史文明核心學程，及環太平洋區域史、大眾史

課程規劃：

本系課程設計採模組化學程制，基礎和核心
學程奠定學生堅實的資工基本知識技能，
「網路與系統學程」開啟學生對於先進電腦
軟硬體系統和網路科技的認識，「多媒體與
智慧計算學程」引領學生進入聲光影音和智
慧型應用的世界，「智慧科技跨領域應用與

材料科學與工程學系

本系自創系以來，基礎語言訓練皆採小班教
學，效果卓著，為教學上一大特色。課程設
計著重文學之基礎訓練，強化文學語言、戲
劇、電影與其他人文社會學科之科際整合，
開拓嶄新的教學與研究領域，並加強經典文
學、西洋文化與西方思潮的背景知識。課程

學士班課程規劃以「學程」為架構。分成核心群、
方法應用與服務實踐，強調學用合一、展現關懷
的教育理念。碩士班以系所重點特色發展與師資
專長為導向，規劃「心理科學研究與應用組」、
「臨床心理組」與「諮商心理組」，具備基礎知
識、處境應用、理論與實踐並重，科學與人文並

本系成立以來積極規劃未來之系所成長與發
展目標，研究領域配合高科技市場人力需
求，規劃為「計算機與通訊」、「微電子與
控制」等兩個重點組別，能凝聚各領域研究
能量、充實各領域特色人力。本系鼓勵學生

電話：(03)863-4182
E-Mail：tracy0203@gms.ndhu.edu.tw
網址：www.oe.ndhu.edu.tw

課程規劃：

課程規劃：

課程規劃：

光電工程學系
主軸，結合嚴謹之實驗教學訓練；同時開設專
題研究課程，提供高年級學生參與教授研究之
機會。研究所則因應現代科技發展之多樣性與
跨領域整合之特性，課程設計兼顧理論與應用，
以生醫應用、綠色科技與材料科學為重點，奠
定學生從事創新研究與實務應用之基礎。

廣告

（一）為花東地區培育英語語文與文學的優
質師資。
（二）鼓勵學生發揮創意活用英語，協助在
地產業雙語化及國際化。
（三）鼓勵學生修習媒體傳播、心理諮商、
藝術創作等多樣課程，並參與電影製作或影
展策展的實作課程。

學與應用專業選修學程，另有跨領域的文化創意
產業學程，以期符合當前教育及產業發展之需要。

課程規劃：

面對不斷變化的國際整合新趨勢，本系特別強
調全球化、區域化潮流下公共治理和公共政策
的教學與研究；同時也重視基層公共治理與地
方公共政策議題，以及與兩岸關係有關的公共
行政領域專業之教學研究，與時俱進地充實學
程設計，以培養符合社會需求的公共事務、跨

英美語文學系

歷史學系

密連結，除了可在教學研究上創新議題，並
可培養具備數位資訊運用能力的本土文化推
廣與及跨領域研究人才。

進修與就業：

（一）進修：可報考地理學、歷史學、民族學、
博物館學、教育、藝術等領域相關研究所。
（二）就業：可從事文化行政類公職、社會
科領域中小學教師、人文數位設計與應用、
文化推廣等工作。

人文與環境碩士學位學程
電話：（03）863-3335
E-Mail：lily@gms.ndhu.edu.tw
網址：www.ces.ndhu.edu.tw

發展重點：

人類社會處於靠自然資源供養的社會－生態
系統中，對此複雜適應系統的資源管理，需
藉重自然、社會與人文學科的跨領域整合，
採協同經營的概念與架構，進行以韌性為基
礎的適應性社會 - 生態經營，幫助學生增加
對人類與環境研究議題之學習與研究。

課程規劃：

課程規劃分為必修與選修課程。必修課程是
以跨領域的知識論、方法論及哲學之討論而
設計，強調尊重臺灣東部區域特色的知識論，
並融入原住民族傳統知識。選修課程則透過
「應用生態學及人文領域」、「科學管理」、
「環境政策與治理」三階段課程設計方式，
經由跨領域哲學基礎之論述建立跨領域整合
的堅實基礎，豐富當代科學中的視野與角度
限制，進而達到共管機制的可能性。

學課程分為四組，並安排研究型及實用型兩種
修業模組供不同生涯規劃學生選擇。博士班依
照課程與指導委員會的規劃與建議，獲得有效
的訓練與學習。

進修與就業：

（一）進修：接受本系基礎學程、核心學程及
專業選修學程（生態與保育、環境管理與環境
教育及地球科學學程）訓練後，可直升、報考
本系研究所，或在國內外相關研究所繼續深造、
修讀研究所。
（二）就業：可通過國家考試取得自然保育、
環保技術及地質等專業技術類科公職資格，或
配合國小及中等教育學程的修習取得教師資
格，或進入自然保育、環教、環工、觀光或社
會文化等企業或非政府組織就業。

進修與就業：

學生畢業後，可繼續就讀環境管理、森林、生態
學、環境科學、地球科學、環境教育、永續發展
等與其研究領域相關之博士班。
國內目前並無類似人文與環境碩士學位學程跨領
域訓練的學生，本地之畢業生可應試公職考試至
自然資源管理單位、原住民事務相關機構就職，
或至民間組織、研究單位、跨國企業或組織就業。

資訊管理學系

電話：(03)863-3102
E-Mail：fen@gms.ndhu.edu.tw
網址：www.im.ndhu.edu.tw

發展重點：

值此全球以資訊技術與知識為導向的網路經濟
之際，本系目標在培育具有專業與創新能力之
高級資訊管理人才。教學規劃以資訊科技與管
理應用為核心，著重學生對資訊科技之學習，
掌握資訊科技導入組織之變革管理，以建構學
生在各類資訊管理系統之專業能力與人文素
養。知識管理、數位內容、電子商務等為本系
三大重點研究與教學方向，並以大數據、資料
探勘、企業資源規劃及商業智慧為應用主軸，
縮小學用落差提升學生專業能力與優異競爭
力。

規劃中心，提供優異之教學、研究、應用、輔
導、產學合作、專業認證環境，培養人才，自
學士班至碩士班、博士班，連成一個完整脈絡。

進修與就業：

資訊管理乃是跨科技與管理的學門，本系畢業
生可應考資訊管理、資訊工程、資訊傳播、電
子商務、企業管理、經營管理等研究所，亦可
申請至國外進修，進修與就業十分通暢。
畢業可從事資訊技術與管理相關，包括系統分
析、資料庫管理、程式設計、企業資源規劃、
大數據資料與商業智慧分析師、商業應用軟體
撰寫、App 行動程式開發等。本系畢業生幾乎
百分百就業，畢業生起薪平均 3.4 萬元以上。

配合我國整體發展計畫，提倡學術研究及建立
高品質之教學水準；以資訊技術與管理整合為
核心，強調資訊管理跨領域的特色，整合學術
研究領域方向，進而推動與業界之交流，落實
資訊管理之應用能力，本系所建立之企業資源
合理論與實務的優良管理及財金人才。

進修與就業：

（一）進修：具備中、英語能力，未來至國內外
一流學府深造，攻讀財務金融、會計、國際企業、
國際貿易、企業管理、人力資源、行銷管理、資
訊管理等領域。
發展重點：
（二）公家機關：一般公職，管理、財務金融、
（一）促進臺灣與世界的學術與文化交流及相
財稅人員等。
互了解，培育具備國際觀之國際人才。
（三）民營企業：擔任企管、人資、生產與作業、
（二）培育具備優異英文能力及第二外語能力
行銷、財務、資訊管理等。
之一流人才。
（三）培育具備管理與財金雙領域的專業人才。 （四）創業：從事顧問、財務分析、企畫或是創
投等相關事業。
課程規劃：
電話：(03)863-3003
E-Mail：swang010@gms.ndhu.edu.tw
網址：www.msf.ndhu.edu.tw

為了培育具備優秀外語能力之管理及金融業人
才，鼓勵學生積極參與國際學術與實務研究，
本學士學位學程陸續聘請具管理及財務專長之
師資加入本院的行列，朝向更多元、卓越方向
發展。期盼世界各地的學生加入，我們提供學
生一個優質的學習環境，享受世界一流的國際
學習機會，希冀未來學生在業界都能夠成為結

企業管理學系

電話：(03)863-3162
E-Mail：ibm@gms.ndhu.edu.tw
網址：www.ibm.ndhu.edu.tw

發展重點：

本系教學研究重點：
（一）策略與人力資源管理：企業策略、領導
與團隊，以及員工行為。
（二）行銷與電子商務：社群網站使用者行為、
線上交易行為、顧客關係，以及消費者體驗。
（三）運籌與決策科學：排程管理，存貨管理、
以及交通運輸。
此外，亦積極拓展產學合作機會，協助在地產
業之發展與管理人才的培育。

課程規劃：

本系致力培養全方位管理人才，在課程規劃方
面，學士班主要以「策略與行銷學程」與「供
應鏈與流通學程」雙專長學程為重點，主要培
養「基礎企業管理人才」；碩士班與碩士班國
際組分別以「進階企業管理人才」與「國際視
野與思維企業管理人才」為課程規劃重點；碩
士在職專班則是以「理論與實務結合」為課程

運籌管理研究所

電話：(03)863-3162
E-Mail：gslm@gms.ndhu.edu.tw
網址：www.gslm.ndhu.edu.tw

發展重點：

運籌本所教學研究、企業參訪、演講交流等
活動力求兼顧理論與實務、科學與管理等層
面，讓學生能適應多變的職場需求。本所同
時設有五年修讀學、碩士學位辦法，讓成績
優異學生能於大四先行修讀本所課程。為符
合政府之「新南向政策」與區域經濟之發展
趨勢，運籌所亦開設供應鏈與運籌管理之碩
士班國際組，現已招收數名海外學生，高比
例之全英語授課課程亦為本所特色之一。

發展重點：

（一）積極帶領學生參加國內外競賽，持續
邀請藝術家入駐校園，提供多元藝術刺激與
能量。
（二）舉辦各類工作坊、國際交流活動，提
供學生多元平台發表。
（三）邀請花東數所藝術或設計類科高中、
職合作展覽，擴大辦理春秋季美展與各項展
覽活動。
（四）積極推動產學合作關係，與花蓮在地
企業攜手，展現藝術創作與設計發想的專長。

規劃重點；博士班則以培養「學術研究」與「專
業企業管理人才」為課程規劃重點。期能透過
完整學制課程規劃，培養企業在不同階層與專
業所需管理人才，藉以提升企業競爭能力。

進修與就業：

（一）進修：畢業後可繼續攻讀國內外相關領
域研究所，如企業管理、人力資源管理、行銷
管理、國際企業、財務金融、運籌物流、資訊
管理等研究所。
（二）就業：國內外公、民營機構擔任企劃、
行銷、人管、生產、財務等相關管理工作。
（三）證照考試：可報考行銷企劃師、人力資
源、資訊管理、會計師、精算師、產業分析師
等專業證照考試。

與決策工具方法，按自己的興趣、能力，在一
特定問題進行碩士論文研究。

進修與就業：

畢業生可繼續進修國內外博士班，專業領域包
括運籌管理、工業工程、運輸物流、企業管理；
跨領域可選擇資訊管理、土木工程、行銷流通
等研究所。
運籌所提供多元的職涯發展管道。商管背景的
學生畢業後投身高科技產業比比皆是，約三分
之二的畢業生服務於高科技產業，另三分之一
的畢業生服務於政府、銀行、航運、貨運等行
業。畢業生工作選擇廣泛。

發展重點：

音樂學系為東臺灣最高音樂學術殿堂。學系
發展著重於「理論與實際並重」、「兼顧基
礎與發展」、「跨領域整合與合作的學生歌
劇／音樂劇演出」、「重視人文群育精神之
培養」、「重視國際交流」、「推動音樂在
地化」、「推動學生職涯實務」等。本系透
過課程設計、音樂活動參與及專業競賽培養
學生演奏能力；每年定期舉辦國際學術交流
及職涯實習，拓展學生國際視野以及培養未
來就業職能競爭力，讓學生自我了解未來定

高階經營管理碩士在職專班
電話：（03）863-3090
E-Mail：lins2000168@gms.ndhu.edu.tw
網址：www.emba.ndhu.edu.tw

發展重點：

本專班配合現前產業經濟環境變革，課程設計
發展重點如下：
（一）培育東部地區企業所需的中高階管理人
才，加強創新服務，促進創新育成與產學合作。
（二）提供東部地區中高階主管終身學習教育
管道，開設整合當地產業資源相關課程，如餐
旅經營管理專論、創新管理等相關的服務產業
課程。
（三）以國際視野培養中高階專業經理人所需
之完整管理知識，並與國際學術潮流接軌。

財務金融學系

電話：(03)863-3132
E-Mail：csy@gms.ndhu.edu.tw
網址：www.fin.ndhu.edu.tw

發展重點：

培養理論與實務兼備財金人才，瞭解資產配置、
數據分析、強化企業經營績效及策略規劃能力。
（一）財務：瞭解公司財務規劃與投資策略，
洞悉投資人行為與影響投資決策之因數，分析
心理、制度、交易方式等，提供理論根基及問
題解決的技巧。
（二）金融：強化學生國際財務、金融市場、
金融實務及經濟上的基礎，培養學生金融市場
的敏感度。
（三）數據分析：強化學生對金融資料處理與
分析能力瞭解區塊鏈、具備文字採礦、資料探
勘之能力。

課程規劃：

本系分別針對「財務」、「金融科技」及「金
融大數據」三大領域發展。課程囊括財務管理、
會計、投資管理、衍生性商品、信用風險、國
際金融、貨幣銀行、金融科技應用及金融大數
據分析等專業科目。
課程可結合系所行為財務、信用風險、金融與
金融大數據研究中心和金融科技實驗室，讓學

國際企業學系

電話：(03)863-3043
E-Mail：yaochieh@gms.ndhu.edu.tw
網址：www.ib.ndhu.edu.tw

發展重點：

「服務 行銷 創新 國際化」。服務業與製造業
並重的課程設計，更著力服務產業行銷與創新，
包括品牌管理、創新創業，與引入大數據課程，
讓學生在校學習與產業趨勢無縫接軌。本系每
年均有海外企業實習與移地教學計畫，亦鼓勵
教授及研究生參與國際學術研討會，提升研究
動能。
本系致力發展國際化的學習環境，吸引歐盟各
國與美、亞、非洲各國學生到本系學習。教授
群在教學、研究與社會參與屢屢獲獎，亦是吸
引國際學生到本系學習的特色之一。
「全方位國際級企業經理人」為目的的課程規
劃。學士班以「全球經營管理學程」與「服務
行銷與創新創業學程」雙專長學程為重點。碩
士班及碩士班國際組以培養進階國際企業經理
人「全球經營管理」與「行銷管理」之雙專長

藝術學院

究與記錄東部藝術社群及特色藝術創作展演現
象。碩士班以培養學生應用現代藝術與媒材表
現情感思想，及產品設計與新視覺傳達之研究
為主要目標。

進修與就業：

進修方面，本系設有五年修讀學、碩士學位辦
法，除可選擇本系研究所就讀外，也可申請國
內外藝術設計相關研究所。
就業方面，除可擔任專業藝術家、美術老師、
策展人等藝術創作專業工作外，也可朝網頁設
計師、視覺設計、包裝設計、產品設計等設計
方向規劃。再者，電腦動畫、數位影音、影片
後製處理等數位媒體職涯，都是很好的發展。

藝術創意產業學系

電話：（03）863-5889
E-Mail：ocean@gms.ndhu.edu.tw
網址：www.artci.ndhu.edu.tw

發展重點：

以「文化創業」為重點，「藝術經營行銷」為
核心，針對「族群藝術」、「藝文產業經營」
與「文化創業」為三大主軸，以「傳統與創
新」、「創意與產業」互相結合之概念，整合
現有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共同發展部落藝師
協同教學、族群藝術田野調查與藝術管理場域
實習、地方產業資源連結、國際藝術交流等。
系所設有「RICH 禮趣工藝概念店」實體店面
與「國立東華大學藝術創意產業育成中心」，
培養創新、創意、創能之人才。

課程規劃：

學士班以「藝術創作學程」與「創意設計學
程」兩大學程為課程與教學的指標。「藝術
創作學程」以花東地區的特殊風景色彩、文
化養分與生活素材，創作與都會地區完全不
同的藝術風格與藝術寫作能力。「創意設計
學程」主要培養學生在數位化時代，能運用
各種媒體創作作品，增進新的視覺經驗，研

電話：（03）863-5153
E-Mail：cathylan@gms.ndhu.edu.tw
網址：www.music.ndhu.edu.tw

課程規劃：

課程規劃：

課程規劃：

音樂學系

本校會計學系自成立以來，一直致力於發展會
計相關專業的教學、研究與服務工作，並追求
會計理論與實務的均衡發展。本系不僅期望學
生將來於公私營企業、各級政府單位或非營利
團體能有良好表現，更期盼本系之養成教育能
培育具有專業素養及良好操守的會計師、稽核
師、資訊分析師、專業經理人之人才，以供給
亞太地區各類型產業發展所需之會計、審計、
稅務及管理諮詢人才。

學士班設有五年修讀學、碩士辦法，學生可在五
年取得學士及碩士學位；碩士班學生可參加國外
姐妹校雙碩士學位學程，畢業時可同時取得東華
及日本全球百大名校－東北大學雙碩士學位（日
本學費免費）。
「會計」是有前途的專業！專享會計系畢業生才
能考會計師的資格，另可考公務員、內部稽核師、
檢察事務官等；可服務於會計師事務所、企業、
金融及政府機構，擔任會計師、稽核師、會計及
稅務人員、證券分析師、檢察事務官等。

研究方法、高階策略管理、決策模式與應用等。
（二）開設整合當地（宜、花、東）產業資源課程，
如餐旅管理、休閒及文化創意服務產業等。
（三）另搭配財報分析、電子商務、投資學及創
新管理等課程，增強管理思維及決策廣度品質。
本班另提供本班畢業校友終身回校學習優免專
案，永續支持學生成為具全方位經營視野之專業
經理人。

課程規劃：

學士班設有「音樂表演學程」及「音樂教學
學程」二專業學程。「音樂表演學程」主要
培 養 各 主 修 領 域 之 專 業 知 識 及 表 演 訓 練，
囊 括 對 音 樂 作 品 的 分 析， 數 位 音 樂 製 譜 及
MIDI，及各樂團的合奏 / 唱包含：交響樂團、
合唱團、管樂團、爵士大樂團等。「音樂教
學學程」則包含各種教學法於音樂的應用，
為對音樂教學有興趣的學生設下紮實的理論
及實務基礎。碩士班包含鋼琴組、聲樂組、
合唱指揮組、爵士組、管樂組，以培養兼具
藝術涵養、學術暨教學能力之優秀專業人才
為目標。另外本系課程亦著重於職涯發展，
與各公私立機構產學合作，提供實習機會。

進修與就業：

（一）進修：本系設有五年修讀學、碩士學位
辦法，除可選擇本系研究所就讀外，也可申請
國內外音樂相關研究所，追求音樂生涯更上層
樓之發展。

電話：(03)863-5603
E-Mail：star07_10@gms.ndhu.edu.tw
網址：www.trm.ndhu.edu.tw

發展重點：

配合東部觀光休憩的整體發展，本系強調「資
源導向」的觀光產業發展及「體驗活動」的健
康休憩管理。除了培養專業人才外，也積極參
與制訂政府相關政策，協助產業提升管理效能。
本系與不同學門進行跨系所的學術合作與專業
學程配合，也讓觀光休憩學術的發展有更寬廣
的論述空間。同時積極參與學術社群互動，爭
取國際交流與專業表現的機會，期許成為觀光
休憩界的學術重鎮。

課程規劃：

生有明確目標學以致用，同學亦可依自身職涯規
劃和發展彈性選課。課程著重金融實務訓練，透
過實務講座、企業參訪、實習等活動，併重理論
與實務。

進修與就業：

（一）進修：未來升學除進入財金研究所外，亦
可跨入經濟、商學、資管等研究所，或國外高等
教育機構。本系設有五年修讀學、碩士學位辦法，
學生有機會在五年取得財金碩士學位和本系與外
國之雙聯跨國碩士學位、日本長崎大學雙聯碩士
學位等。
（二）證照考試：財金可報考各種相關行業之證
照。如：初級營業員、高級營業員、期貨營業員、
證券分析師、理財規劃師、精算師及國際性的
CFP、CFA 等。
（三）畢業出路：政府機關、商銀、投銀、證券、
保險、不動產及公司財部門等。

『觀光產業的經營』以及『觀光區域的發展』；
（2）休閒遊憩管理學程：包括『休閒遊憩與行
為』以及『體驗與遊憩資源管理』。

進修與就業：

（一）進修：本系研究所繼續進修、或至國內
外觀光餐旅管理、休閒事業管理、鄉村休閒管
理、生態旅遊、自然資源管理、社會人文等相
關研究所進修。
（二）觀光休閒相關產業，如：國際觀光飯店、
航空公司、旅行社、會展產業、民宿經營、遊
樂區、休閒農場、領隊導遊及解說服務、觀光
規劃或管理顧問公司、NGO 協會等、或至觀光
局以及各縣市觀光推廣局處等公職單位。

在「觀光、休閒、遊憩」的專業領域上，本系
規劃之發展方向，以深度體驗的觀光發展與反
應健康的休憩活動為基礎，核心在於培養「深
度遊憩體驗」、「關懷社群健康」以及「強調
資源永續」之經營與規劃的觀光休憩專才。依
據本學系規劃之發展方向，學士班精心設計兩
大領域學程：（1）觀光產業與發展學程：包括

教育與潛能開發學系
電話：（03）863-4822
E-Mail：rita@gms.ndhu.edu.tw
網址：www.dehpd.ndhu.edu.tw

發展重點：

課程規劃：

電話：（03）863-4872
E-Mail：spe@gms.ndhu.edu.tw
網址：www.spe.ndhu.edu.tw

發展重點：

逐步完成大格局、大視野的綜合大學特殊教育
學系，其發展重點如下：
（一）培育優質特殊教育師資為首務，進而提
升學術水準。
（二）加強輔助科技與原住民族特殊教育之研
究，發展不同族群學習特色。
（三）培育特殊教育、融合教育等多元發展之
人才，並提升多元就業。
（四）進行國際、兩岸、國內學術交流，辦理
國際及全國性學術研討會，提昇學術界能見
度。

學群，碩士在職專班則是「學用合一」與「個人
及企業能力延伸」為課程規劃重點，博士班則以
學術發展與企業諮詢為發展重點。本系系友已在
全球佈局的人才庫，反映出課程規劃的短中長期
不同階段企業經營能力的需求與展現。

進修與就業：

「國貿商管傳播社企各領域」在本系課程兼顧廣
度與深度的安排下，可視學生興趣發展未來學
涯。進修與就業包括國內外研究所，如商學、國
際貿易、行銷、人力資源、財務金融、科技與智
慧財產權、社會企業、社會創新等領域。
「產官學各領域」本系學生就業率遍及政府部
門、流通連鎖事業、物流、新創事業、網通事業
等，擔任重要職位，如策略發展、行銷業務、財
務會計、人力資源發展及科技研發等。升學攻讀
博士者，則已在國內外著名學校任教。

者、部落工藝師、藝術創作者等，營造交流環
境，由藝術創作者（從業者）的面向，創造學
生參與產業經營與藝術創作的機制。

進修與就業：

本系畢業生未來進修在領域上可選擇藝術創
作、工藝及設計外，也可跨領域報考國內外藝
術或文創經營相關研究所。設有「五年修讀學、
碩士學位辦法」可由學士班申請直接攻讀本系
碩士班，以最有效時間完成學、碩高等教育。
畢業生進入實務領域的就業管道多元，除可積
極從事社會企業與文化創業之外，從產業面向
則可進入政府文化行政單位、博物館、畫廊及
美術館、藝文基金會、藝術經紀、社區營造、
公關傳播、新媒體等文化創意、社會企業等。

電話：（03）863-4936
E-Mail：ama@gms.ndhu.edu.tw
網址：www.pe.ndhu.edu.tw

發展重點：

（一）推動中小學師資合流，並建立學科領
域專業社群，提升教學策略與教材創新。
（二）持續強化本系運動科學研究專長，成
為東部運動科學研究發展中心。
（三）結合地方特色及地方政府與產業合作，
讓學生能將理論與實務結合，使產、官、學
融合為一貫化學習與實踐課程。

（一）本研究所發展海洋科技的理想與國立海
洋生物博物館相契合。
（二）結合本校既有之生物科技人才與海生館
之海洋生物科技人才。
（三）配合本校整體學術與研究規劃，發展環
境與資源學術領域，提昇東部地區及國家之學
術水準。
（四）臺灣地域特性對高經濟效益產業之需
求。
（五）臺灣區域性特殊、稀有物種之保育。

進修與就業：

（一）進修：攻讀海洋相關方面博士班。
（二）就業：本所畢業生就業以從事與海洋相
關之研究單位或考取公職為主。

進修與就業：

（一）進修：本系設教育碩（專）博士班、多元
文化教育碩博士班及科學教育碩博士班，提供學
生深造機會；學士班設有五年修讀學、碩士學位
辦法，便利學士生於五年內完成碩士學位。
（二）就業：本系旨在培養卓越的國小教師與潛
能開發師，可以從事學校教育工作，或從事社會
教育、成人教育、企業界在職訓練、兒童潛能開
發、經營教育事業、開設成人教育訓練機構、人
力資源發展等工作。

教育行政與管理學系
電話：（03）863-4912
E-Mail：alicia@gms.ndhu.edu.tw
網址：www.eam.ndhu.edu.tw

發展重點：

希望透過實際參與教育界相關問題研究，提
供教育行政與政策專業知識，並加強舉辦各
種國際研討會，促進經驗與知識交流。本系
並將配合東部教育整體之發展，提供教育行
政與學校行政專才訓練與諮詢，以協助邁向
國際化。

養學生具備教育研究人員應有的教學和研究專業
能力。
（二）公務考試：培育行政相關類科公職考試人
才。
（三）文教事業：培育學校和文教機構管理實務
人才。
（四）國民小學教師：培育熟練教材教法、教育
理論與實務人才。
（五）教育研究人才：培育具教學和研究專業能。

課程規劃：

本系課程涵蓋教育及一般行政之理論與實
務，培養學生具有從事文教事業經營的能力
及教育與行政學術研究能力。學士班素以
培養優秀小學教師及教育行政人員為目標；
碩士班及碩士在職專班則以培育具備教育
專業研究人才為宗旨。

進修與就業：
資優及輔助科技等多項領域，提供多樣化課程，
建立學生多元能力，將所學綜合應用進而研究創
新，提升解決問題之能力，因應未來生活以及工
作之需要。

進修與就業：

（一）進入「特教類」碩士班修讀碩士學位，可
跨大學教育學院、醫學院等。
（二）進入「教育類」碩士班修讀碩士學位，可
跨大學教育學院、人文社會學院等。
（三）自費出國留學或經公費留考出國留學。
（四）可擔任國小階段身心障礙類和資賦優異類
特殊教育教師。
（五）可擔任身心礙障福利、早期療育等機構教
保人員，或大專資源教室輔導員，或至文教機構

（一）本系提供行政與管理的專業課程，培

幼兒教育學系

電話：（03）863-4266
E-Mail：kay200128@gms.ndhu.edu.tw
網址：www.ece.ndhu.edu.tw

發展重點：

（一）培育幼教研究人才，提升東臺灣幼教
學術水準。
（二）加強東臺灣幼兒研究，發展不同族群
學習特色。
（三）發展東臺灣幼兒產學合作，提升實習
與就業機會。
（四）發展幼兒教保師資培育之特色，規劃
一系列專業學程。

（二）幼教增能學程：旨在增進學生之實務經驗
及就業專長，增加個人在職場上的競爭力。

進修與就業：

（一）進修：國內外相關科系研究所，包括教育、
幼兒教育、特殊教育、兒童福利、心理、家政、
家庭教育與諮商輔導、兒童文學、輔導諮商等相
關系所。
（二）就業：可從事幼教及相關工作：如幼兒園
教師、教保員；報考一般公務員教育行政人員考
試；從事幼兒圖書工作；經營幼兒園或安親班等
相關。

課程規劃：

本系以培養優良的幼兒教師、教保員之專業
人才為教育目標，學生畢業除具備專業知識
外，也具有學術研究與實務兼備之能力。本
系規劃兩個專業學程：
（一）幼兒師資培育學程：旨在增強學生擔
任幼兒教師、教保員及課後照顧人員所需專
業知能與素養。
小學與中等教師。
（二）碩士班：兼具運動人文與運動科學核心
素養課程。

進修與就業：

（一）進修：本系規劃以提供運動科學、運動
休閒、運動產業及健康促進之相關研究所為學
生之進修與就業。
（二）就業：國小教師、國中教師、高中職教師、
專業運動教練、健身指導員。

課程規劃：

（一）學士班：
1. 運動科學學程：分為運動科學學群、健康
促進學群，涵蓋應用研究與發展技能兩大維
度。
2. 運動教育學程：實施專業分流，培養國民

族群關係與文化學系
電話：（03）863-5792
E-Mail：sumay@gms.ndhu.edu.tw
網址：www.erc.ndhu.edu.tw

發展重點：

（一）本系著重族群關係與文化的相關理論
與研究，尊重原住民族傳統智慧，結合實務
與產業趨勢關聯的課程，培養學生具有跨族
群和跨文化的工作能力，提供以學生需求為
導向的教學模式。
（二）本系重視在地服務與學習，並與地方
組織共同從事文史重建、部落社區活力營
造，推動學生參與原住民族部落、社區文化
的實務工作。

原住民民族學院

方案設計等，並與原住民部落社群機構及非營利組
織合作，提供族群文化實務學習的機會，以增進學
生職場競爭力和工作能力。

進修與就業：

本系培養學生具備廣博的族群文化知識與社會實
踐能力。畢業生的進修與就業多元，可以報考國內
外族群、文化、人類學、社會學、宗教、歷史和藝
術等相關研究所深造。
本系畢業生多服務於政府文化部門、博物館、教學
研究單位、文史工作室、部落 / 社區發展協會、文
創產業等。舉凡跨族群或跨文化的相關職場，皆是
本系學生發揮所學之處。

課程規劃：

電話：（03）863-5824
E-Mail：sinyu@gms.ndhu.edu.tw
網址：www.lci.ndhu.edu.tw

發展重點：

（一）編製原住民族語數位教材、強化族語
教學。
（二）蒐集原住民族語語料，建構族語語料
庫、培訓研究人才。
（三）建置媒體製作中心，提升並整合攝影
棚、錄音室、剪輯、後製設備，強化實作學
習。
（四）建置數位傳播平台，作為東部原住民
族語言、文化之傳播平台。

課程規劃：

課程規劃上以培養學生的多元能力為主，使
學生擁有臺灣原住民語言、文化、發展及新
聞傳播等相關領域知識，且具備記錄語言、
文化採集、新聞採訪與寫作、影視節目（策

民族事務與發展學系
電話：（03）863-5788
E-Mail：alibaby@gms.ndhu.edu.tw
網址：www.didsw.ndhu.edu.tw

發展重點：

本系發展目標在於為國家培育原住民民族事
務與發展專業人才。教學研究強調理論與實
務並重，並特別關注原住民族社會文化變遷
與當代發展等議題，期能藉由專業學科的理
論學習與實務訓練，涵養學生在地化與國際
化之整合視野，進而培育國家所需之民族事
務高等教育人才。未來，本系亦將積極擴充
民族經濟、文創產業、部落農業、體育人才
等發展面向之師資，以期建置更完善之民族
事務與發展學術體系。

課程規劃：

（一）跨學科訓練：包括人類學、社會學、
歷史學、法律正義、藝術展演和文化行政等
跨領域學術訓練。
（二）專門族群課題：以學生需求為導向，
設計族群社會文化、藝術展演、儀式信仰、
政治經濟、多元教育等議題之課程。
（三）實務操練：包括田野調查、計畫撰寫、

民族語言與傳播學系
（二）就業：擔任國小音樂教師、職業管絃樂
團團員、演唱（奏）家、樂評家、文創產業之
數位音樂家、成立音樂工作室、藝術育才音樂
班、流行音樂產業相關等。

發展重點：

花 師 教 育 學 院

本系以培養理論與實務兼備，專業知能與人文
素養並重之國小特殊教育教師為主要目的。
課程規劃以培育學生具備身心障礙教育類及資
賦優異教育類的特殊教育教師為目標，亦可經
甄選修習國小教育學程，以期融合教育學習內
容。教師專長涵蓋智障、學障、語障、聽障、

體育與運動科學系

電話：（08）882-5001 轉 1313
E-Mail： sflin@gms.ndhu.edu.tw
網址：imb.ndhu.edu.tw

生物的研究，並進行各項獨特、前瞻性及應用
性的研究，獲致良好成果並加速研究進展。

結合本校相關系所之教學資源，發展東部海洋
生物資源之永續利用，並推動東部產業發展。
以珊瑚及珊瑚礁生態等研究為己任，不斷增加
研發能量並將成果轉化為科普知識及教材，以
增加海洋認知的內涵與深度，於海生館成立海
洋生物研究所後，不僅帶領研究生加入的海洋

本系的課程規劃主要著眼於培養具備教育專
業知能的優質教師、具備創新能力與教育科
技知能之課程設計師與了解人類身心發展且
身心統合之潛能開發師。目前本系規劃專業
選修課程包含國民小學教育學程、潛能開發
學群、閱讀科技學群，同時具備科學及多元
文化素養，培養學術探究的能力與精神。

特殊教育學系

海洋生物研究所

海洋學院

課程規劃：

課程規劃：

課程以「院基礎學程」與「系核心學程」為主，
另有「民族藝術創意學程」和「藝文產業經營
學程」二專業學程。除了專業藝術經營及藝術
教育產業相關學理與實務訓練，藝術創意領域
課程亦涵蓋原住民藝術產品設計、彩繪、金工
飾品設計、編織、琉璃、陶藝及新媒體藝術等。
設立碩士班在職專班，吸納花東微型產業經營
位及發展方向。

觀光暨休閒遊憩學系

本系旨在提供優質的課程與教學培育具備創
新與實踐能力的教育與潛能開發人才，未來
成為卓越的國小教師、補教界教師，或在企
業界成為課程設計師、潛能開發師，或開創
個人的教育事業。

（一）開設專業管理課程，如行銷管理、財務
管理、人力資源管理、組織理論與管理、企業

應用管理科學於運籌與供應鏈管理，課程設
計以跨領域結合、培養學生邏輯分析能力。
課程按類型可分為四部份。第一部份是基礎
知識，由供應鏈管理、商業物流管理、運籌
管理演講組成。第二部份是供應鏈管理中特
別重要之子系統。第三部份是決策相關的基
本工具方法。最後是按論文的需求而選擇的
進階運籌工具方法。學生融會運籌系統知識

電話：（03）863-5122
E-Mail：chiu91@gms.ndhu.edu.tw
網址：www.artech.ndhu.edu.tw

發展重點：

進修與就業：

課程規劃：

課程規劃：

藝術與設計學系

電話：(03)863-3073
E-Mail：chiawen@gms.ndhu.edu.tw
網址：www.dacct.ndhu.edu.tw

事務所合作開設，課程特色二強調多元化專業之
培養，課程內容涵蓋會計與財務類課程。

本系學士班提供二個專業學程「會計師專業學
程」與「公司會計與稅務規劃學程」供學生選
修，學生依未來發展方向加以選擇，使選課更
加彈性。本系另設有碩士學位學程，課程特色
一為強調理論與實務結合，例如：會計審計實
務講座、大陸租稅與會計制度等課程皆與大型

課程規劃：

管理科學與財金
國際學士學位學程

會計學系

管理學院

本系學士班應修滿通識課程、院基礎學程、
系核心學程以及兩個專業選修學程，內容
主要含括社會科學主要領域之導論性課程，
以及原住民族社會與文化基礎課程。「民族
法政與產業發展學程」主要開設與原住民族
政治、法律、土地自然資源、部落產業、教
劃、編導、拍攝、剪輯、特效合成等）編播與後
製之能力。也能整合原住民發展相關議題，展現
有效溝通、敬業精神並能團隊合作，關懷原住民
語言文化與運用媒介傳播，並能瞭解專業倫理與
適應產業生態環境，使其成為實務與理論兼備的
語言與傳播人才。

進修與就業：

（一）進修：學生可依個人專業興趣往傳播、語
言等相關研究領域繼續深造。
（二）就業：可從事原住民族語言、文化及教育
等相關工作，亦可擔任新聞、廣播、影視、平面
等媒體從業人員。

民族社會工作學士學位學程
電話：（03）863-5788
E-Mail：alibaby@gms.ndhu.edu.tw
網址：www.isw.ndhu.edu.tw

發展重點：

本學位學程以培養社會工作專業人才為主
要目標，課程設計涵蓋理論與實務，並將國
家考試社工課程學程化，學生畢業後可取
得社工師相關考試資格。本學位學程對提升
臺灣原住民社會工作專業水準具有使命感，
強調多元文化觀點並與當地社會福利機構
密切合作，以培養社會福利機構所需的社會
工作專業人才。

課程規劃：

社會工作專業在歐美國家已有百年以上的
歷史，在臺灣也已逾半個世紀的發展，對於
專業知識與制度已臻於成熟，實施成效證明
可以有效的解決各國的社會問題。本學位學
程的課程規劃著重理論與實務的結合，希望

育、文化與傳播產業相關之課程；「民族社會政策
學程」，則主要開設與原住民族社會發展與社會福
利相關課程。本系課程設計重視族群關係、多元文
化以及當前原住民族議題之訓練，俾使學生瞭解和
尊重不同的族群文化，並熟悉當前原住民族發展處
境。

進修與就業：

（一）可繼續攻讀國內外公共行政、政治學、人類
學、民族學、社會學、社會工作、社會福利、管理
學、語言學、大眾傳播等相關研究所。本系老師亦
將積極輔導學生爭取海外公費留學機會並提供相關
諮詢。
（二）參與國家考試於中央及地方政府相關原住民
事務機關服務或於社會處（局）、各福利機構，民
間企業等地應聘就業。
（三）應聘公私立文教事業單位、政府原住民機構
文史基金會、原住民族電視台等。

培養學生具有社會正義的核心價值，並且有效協助
受服務者、家庭、社區與國家預防與解決問題。另
外，也關注原住民族社會的發展，冀盼學生畢業之
後投入原住民族社會工作的行列，爭取原住民族的
權利與福利。

進修與就業：

（一）進修：繼續在國內外攻讀社會工作、社會福
利、諮商輔導等研究所。
（二）中央及地方政府社政、衛政與勞政單位、各
公立社會福利機構、各公立大醫院社會服務室。
（三）民間各種社會福利、衛生機構、非營利組織
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