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 人文社會學院原住民專班 
101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 次學程事務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02年 06月 18日(星期二)下午 12時 10分 

地     點：本校敬業樓 原住民專班辦公室 

主    席：伍鴻沂院長                            記錄：曾華慈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壹、主席報告：(略) 

 

貳、宣讀上次會議（101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學程事務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如下： 

准予備查。 

 案    由 決    議 執行單位 執行情形 

提案一：擬訂本學程

102學年度第 1學期

開課課程。 

一、102學年度第 1學期 105 級開課課程 

為文化人類學、休閒管理學、原住民 

族健康 休閒產業開發、原住民族休 

閒遊憩活動規劃與實作及創意思考與 

原住民族文化產業。 

二、105級開課課程「文化人類學」、「創

意思考與原住民族文化產業」及 106

級「文化產業概論」由文化創意產業

學系協助授課教師之安排。 

三、105級開課課程「休閒管理學」、「原

住民族健康休閒產業開發」、「原住民

族休閒遊憩活動規劃與實作」及 106

級開課課程「健康體適能」由體育學

系協助授課教師之安排。 

四、106級開課課程「臺灣原住民族文化」

及「原住民族飲食文化」由原住民族

教育研究中心林春鳳主任協助授課教

師之安排。 

本學程 依決議執行 

 

 

 

 

 

 

 

 

 

 



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人：伍鴻沂院長  

案由：遴選 102學年度本學程事務會議委員、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課程委員會委員、院

教評委員會委員、院務會議委員、院學術委員會委員、院課程委員會委員，請  討

論。 

說明： 

一、學程事務會議委員： 

本會議由下列人員組成： 

(一)學程主任(人文社會學院院長

(二)本學程專任教師為當然代表。 

)、副主任為當然代表。 

(三)文化創意產業學系、視覺藝術學系、體育系教師各一名為選任代表

(四)學生代表若 1~2名。 

。 

(五)必要時，得聘原住民族事務學者或專家一名

二、學程教評委員會委員：本教評會由當然委員及推選委員五人組成，當然委員由兼本

學位學程主任之院長擔任，餘由學位學程事務委員會議推薦副教授以上專任教師四

人擔任；惟其中教授人數不得少於二分之一。 

。 

三、學程課程委員會委員： 

本會議由下列人員組成： 

（一）學程主任(人文社會學院院長

（二）由學程主任聘請相關領域教師 3名共同組成。 

)、副主任為當然委員。 

（三）產官學相關人士及學生代表各 1名。 

四、院教評會委員：1名。 

五、院務會議委員：1名。 

六、院學術委員會：1名。 

七、院課程委員會：1名。 

八、檢附本校師資名單(如附件一)。 

決議： 

一、 本學程 102 學年學程事務會議委員為人文社會學院伍鴻沂院長、視藝系劉立敏主

任、體育系主任、文創系易毅成主任、原住民專班專任教師、義守大學原住民發

展中心台邦．撒沙勒主任及原住民專班班代。 

二、 本學程 102 學年學程教評委員會委員為人文社會學院伍鴻沂院長(教授)、黃冬富

副校長(教授)、體育系涂瑞洪老師(教授)、原住民族教育研究中心林春鳳主任及

文創系易毅成主任。 

三、 本學程 102 學年學程課程委員會委員為人文社會學院伍鴻沂院長、原住民專班專

任教師、林春鳳主任、劉立敏主任、易毅成主任、行政院原住民族委員會文化園



區管理局鍾興華局長及原住民專班班代。 

四、 本學程 102學年院教評委員：涂瑞洪主任。 

五、 本學程 102學年院務會議委員：原住民專班專任教師。 

六、 本學程 102學年院學術委員會委員：原住民專班專任教師。 

七、 本學程 102學年院課程委員會委員：原住民專班專任教師。 

肆、臨時動議：無 

伍、主席結論：(略) 

陸、散會：同日下午 13時 30 分 

 

 

 

 

 

 

 

 

 

 

 

 

 

 

 

 

 

 

 

 

 

 

 

 

 

 



 



國立屏東教育大學師資名單 

 文創系： 

一、 副教授： 

姓名 性別 學位 單位 學校名稱 

易毅成 男 博士 文化創意產業學系  國立台灣大學地理研究所博士 

陳運星 男 博士 文化創意產業學系  政治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 

賀瑞麟 男 博士 文化創意產業學系  台灣大學哲學研究所博士 

蔡玲瓏 男 博士 文化創意產業學系  成功大學企業管理研究所博士 

施百俊 男 博士 文化創意產業學系  台灣大學商學研究所博士班 

陳潔瑩 女 博士 文化創意產業學系  成功大學工業設計學系 

 

二、 助理教授： 

姓名 性別 學位 單位 學校名稱 

葉晉嘉 男 博士 文化創意產業學系  國立中山大學公共事務管理研究所博士 

朱旭中 女 博士 文化創意產業學系  美國阿拉巴馬州立大學大眾傳播博士 

林思玲 女 博士 文化創意產業學系  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系博士 

    

 

 視藝系： 

一、 教授： 

        姓名 性別 學位 單位 學校名稱 

黃冬富 男 碩士 視覺藝術學系 師大藝術碩士 

李堅萍 男 博士 視覺藝術學系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工業教育博士 

 

 

 

 

 

附件一 



 

二、 副教授： 

姓名 性別 學位 單位 學校名稱 

劉立敏 女 博士 視覺藝術學系 美國南達科塔大學教育行政博士 

林大維 男 博士 視覺藝術學系 澳大利亞 玄賓大學設計博士 

張繼文 男 碩士 視覺藝術學系 師大美術研究所藝術碩士 

林右正 男 博士 視覺藝術學系 西班牙格拉達大學藝術博士 

朱素貞 女 博士 視覺藝術學系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 

     

三、 助理教授： 

         

姓名 性別 學位 單位 學校名稱 

李學然 男 碩士 視覺藝術學系 舊金山藝術學院電腦動畫研究所碩士 

陳燕如 女 博士 視覺藝術學系 格拉那達大學造形藝術學院 

 

 

 體育系： 

一、 教授： 

姓名 性別 學位 單位 學校名稱 

林新龍 男 博士 體育學系 湖北省華中科技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管理學博士 

林瑞興 男 博士 體育學系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學系博士 

陳坤檸 男 博士 體育學系 美國奧立岡州立大學運動科學博士 

涂瑞洪 男 博士 體育學系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體育研究所博士 

林耀豐 男 博士 體育學系 台灣師範大學體育研究所博士 

李勝雄 男 博士 體育學系 台灣師範大學體育研究所博士 

 

二、 副教授： 

姓名 性別 學位 單位 學校名稱 

林春鳳 女 博士 體育學系 美國明尼蘇達大學教育哲學博士 

黃任閔 男 博士 體育學系 美國體育學院運動管理博士 

林琮智 男 碩士 體育學系 國立體育學院體育學碩士 

許明彰 男 博士 體育學系 美國奧立岡州立大學體育經營管理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