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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東大學 106 學年度第二學期綠色國際大學推動委員會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107 年 6 月 13 日（三）下午 2 時 10 分 

會議地點：行政服務大樓四樓簡報室 

出席及列席人員：應出席委員共 22 人(詳如簽到表)                    記錄：鄭亦涵 

 

壹、 主席報告 

首先感謝主管及同仁們的辛勞及努力。106 年 9 月 29 日通過了國立臺東大學第一版綠

色國際大學白皮書，而邁向綠色國際大學是學校長程發展目標，故所有的計畫進展需

與時俱進，因此綠色國際大學白皮書要進行修訂。 

貳、 報告上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 

項  目 內     容 

提案一 新修訂「國立臺東大學綠色國際大學白皮書(草案)」。 

決  議 

(一)執行單位異動： 

1. 2-2、6-3 和 6-4 新增研發處。2-3 新增人文學院。 

2. 3-1 和 3-2 原總務處，因組織業務異動，修正為學務處。 

(二)行動方案草案修正方向： 

1. 基本方針加入：從本校辦學藍圖四大面向發展策略，研擬行動方案，

協助推動本校邁向綠色國際大學之具體措施。 

2. 加入國立臺東大學辦學藍圖及國立臺東大學綠色國際大學發展目標、

策略及行動方案階層圖。 

3. 目標調整為二：「1. 綠色國際化學術發展暨人才培育」、「2. 綠色國際

化校務創新暨專業服務」。 

4. 行動方案依四大發展策略面向重新調整，並增加「行動方案 1-2.1 建立

獎勵制度，推動綠色國際大學互聯社群」；原行動方案 1.3 調整為二：

「行動方案 2-2.1 結合社區與在地綠色知識經濟產業，推動人文創

新、社會實踐、及產學合作 」、及「行動方案 3-1.1 善盡大學社會責

任」。 

5. 原行動方案之「目標」改為「聚焦」後，文字內容移至策略說明。 

6. 行動方案「3.4 電磁波安全維護」，改為「行動方案 4-1.4 射頻電磁波安

全維護」，以符合實際範圍。 

7. 原行動方案「5.1 自然美學」，改為「行動方案 3-3.1 加強自然美學教育，

提升藝文涵養」，聚焦於「加強自然欣賞的美學教育及藝文教學研究，

提倡藝文風氣，促進藝文交流，以提升全校師生藝文涵養及生命境界」。 

8. 原行動方案「6.1 強化國際化發展」，刪除「強化國際學生招生與姊妹

校連結」，並調整為「行動方案 4-3.1 強化國際化發展」。 

9. 內容文字修辭，讓語意更接近白皮書的精神。 



2 

 

項  目 內     容 

(三)餘原則通過，請執行秘書謝館長綜合意見修正，轉知各委員、學生會和

全校同仁，於二週內確認完畢。依據白皮書，學校將編列相關經費執行。 

執行情形 

依決議辦理。依照「國立臺東大學綠色國際大學推動委員會設置要點」及

106 年 7 月 3 日秘書室簽核，於 106 年 9 月 29 日召開 106 學年度第 1 學期

「綠色國際大學推動委員會議」，白皮書內容綜整各委員意見後，於 10 月

25 日經陳核校長審核通過，副知委員及本校各單位修訂後之「國立臺東大

學綠色國際大學白皮書」，並已請秘書室規劃印製 500 本小冊宣導運用。 

臨時動議 

張副校長永明：依白皮書之各項行動方案政策，所產生之統計數據，與深耕

計畫項下綠色大學和各單位經常性作業密切相關，亦是日後校務研究分析重

要數據來源，建議提案行政會議讓各單位了解計算依據，列入定期提報數據。 

決  議 
請謝館長規劃，選出各單位所屬業務立即可行的項目為優先，視需要召開研

討會綜整委員和學生們建議。 

執行情形 
目前正進行深耕計畫相關績效指標及世界綠色大學評比指標彙整，擬於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綠色國際大學推動委員會會議提案討論。 

 

參、 提案討論 

 

提案一： 修訂「國立臺東大學綠色國際大學白皮書」，請討論。（提案單位：圖書資訊館） 

【說明】： 

一、 配合本校高教深耕計畫書內容修訂，修訂本校綠色國際大學白皮書。 

二、 修訂前後對照表如下。 

三、 檢附修訂後全文草案。 

 

國立臺東大學綠色國際大學白皮書修正對照表 

修訂後內容 現行內容 備註說明 

行動方案 1-1.1 統整、發展「智慧、健

康、永續、美學」相關課程與學程特色 

執行單位：各學院、相關系所、通識教

育中心、教務處 

作法： 

(2) 推動部落文化山海體驗實習：整合

「文化休閒產業」、「戶外體驗」

與「數媒行銷」等課程，與部落體

驗相關產業密切結合，打造暑期的

實務實習課程，培養學生對相關產

業的瞭解與實作能力。 

(3) 共同開發臺東山海、文化旅遊體驗

行程：文化資源與休閒產業學系及

(2) 推動文創休閒健康課程教學內容創

新：配合本校產學創新園區健康中

心之設置，擴大社區教學服務；結

合課程協助臺東學校、農業、觀光

業、及山林海洋戶外探索各樣文創

設計；並整合跨院相關課程，推動

文化休閒與山海體驗暑假套裝課

程。 

(3) 推動臺東深度旅遊教學內容創新：

持續強化山林海洋教育課程，發展

山海教育特色；並以部落創生課群

連結部落資源，將文化圖像與學校

一、 配合本校高教深

耕計畫書內容修

訂。 

二、 修 訂 並 新 增 作

法，項次編號依序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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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學系課程善用自然環境優勢，

發展山林海洋戶外探索教育及旅遊

體驗行程，結合數位媒體與文教產

業學系以平面、網路、虛擬實境等

技術，以豐富未來行銷及顧客經

驗，培養學生團隊合作、主動學習、

和問題解決能力。 

(4) 成立「東臺灣人文創新基地」實踐

「東大/地方」互為主體的跨域共創

實作場域：對內連結統合人文學院

各系所專業，發揮相關課程「總結

性成果」的影響力，如：創作、展

演、專題製作，結合出版、數位、

影音產業等，再製成相關成品，作

為典藏或可重複再利用的教材及東

大文創產品等。對外以此基地作為

臺東在地兼及海內外「人文創新」

服務平臺。 

(5) 專業服務共創地方，落實在地多元

跨域實踐：透過跨域課程的設計，

結合「在東大」的專業養成，作為

「系所專業」服務「地方」的硬實

力；活化「在臺東」學習與生活的

經驗。持續進行以地方為本的主題

活動，例如以「故事地圖採訪」、

從臺東「華」遍全球「招收來臺留

學生」、「東臺灣華語學習」、「觀

光華語」等，以師生進行高教公共

性社會服務相關活動。 

(6) 連結本校大型計畫單點突破，有機

串連，強化學生未來就業職能，善

用本校「實務模組」課程提升學生

的實務能力，累積在「實作場域」、

「課程創新」與「社會影響力」上

之能量；結合本校東部生技實習工

廠計畫，提供學生發揮相關專業需

求之場域。如美術產業學系產品包

裝設計、企業識別系統；華語文學

系文案設計、故事編寫；公共與文

功能做有效溝通，發展臺東部落創

生特色。 

(4) 開設「東臺灣文化力」跨域模組課

程：由各系所提出符合此模組精神

之課程認列外，另新設：多語繪本

設計、青春舞動、山與海文學劇場、

東臺灣故事地圖等課程，透過課程

建立跨學科教師社群，引進業界師

資，強化學習內容「跨域合作」與

「學用合一」的能力。 

(5) 成立「東臺灣人文創新基地」實踐

「東大/地方」互為主體的跨域共創

實作場域：對內連結統合人文學院

各系所專業，發揮相關課程「總結

性成果」的影響力，如：創作、展

演、專題製作，結合出版、數位、

影音產業等，再製成相關成品，作

為典藏或可重複再利用的教材及東

大文創產品等。對外以此基地作為

臺東在地兼及海內外「人文創新」

服務平臺。 

(6) 專業服務共創地方，落實在地多元

跨域實踐：透過跨域課程的設計，

以「在東大」的專業養成，作為未

來以「系所專業」服務「地方」的

硬實力；以「在臺東」學習與生活

的經驗，強化「差異化」與「脈絡

化」的就業競爭力。 

(7) 連結本校大型計畫，如東部生技實

習工廠計畫，作為系所可協作進場

發揮相關專業需求之場域；以校內

與校外(如東臺灣、社區、部落、協

會；海外：南太平洋、東南亞、東

北亞)為實作場域，在「走進地方」

的行動與過程中，培養進入職場的

基本能力與態度。 

(8) 整合應用科學系及綠色與資訊科技

學士學位學程現有課程，規劃「綠

色能源科技課程模組」，積極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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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事務學系田野調查、產業分析等。 

(7) 妥善運用課程與相關計畫執行，以

校內與校外為實作場域，在「走進

地方」的行動與過程中，提供地方

專業人才服務與培訓（如：勞工大

學、工作坊）、居民與地方政府之

間的橋梁（如：美麗灣、養雞場等

公共議題的涉入），以「在臺東」

的概念出發，深耕師生的教學研究

與學習。 

(8) 整合應用科學系及綠色與資訊科技

學士學位學程現有課程，規劃「綠

色能源科技課程模組」，積極打造

綠能教學示範園區，課程內容契合

目前綠能產業有關「節能」、「儲

能」、「創能」以及「系統整合」

等四大主軸。 

(9) 結合生命科學系、資訊管理學系與

創產學營運及創業育成中心之業師

導入與創業孵化中心之資源整合，

開設「生技創新創業跨領域課程模

組」。 

   導入行銷管理課程與創新創業實

務，由產學營運及創業育成中心導

入業師或專業經理人傳授產業與創

業實務，並與創業孵化中心結合提

升學生創業能力。 

(10) 整合生命科學系與資訊工程學系

專業知識，並以臺東地區農業應用

發展做為主軸，開發新興課程與整

合現有課程，培養具備農業生技物

聯網之跨領域知識人才。 

(11) 統整與智慧、健康、永續及美學相

關之跨領域學習路徑，適當導入

UCAN 核心職能、就業途徑，提供

系所核心能力、課程專業職能、及

學生學習路徑之調整與規劃建議。 

   並透過專案任務型導向與合作學習

綠能教學示範園區。課程內容契合

目前綠能產業四大主軸，包含「節

能」、「儲能」、「創能」、以及

「系統整合」。 

(9) 結合生命科學系、資訊管理系與創

新育成中心之業師導入與創業孵化

中心之資源整合，開設「生技創新

創業跨領域課程模組」。 

(10) 透過生命科學系與資訊工程系跨

領域合作，以農業應用發展做為主

軸，整合現有專業課程與開發新興

課程，並建構實驗場域，培養對農

業科技有興趣的學生，吸引其投入

農業永續生產及創新科技應用。 

(11) 統整與智慧、健康、永續、及美學

相關之跨領域學習路徑，適當導入

UCAN 核心職能、就業途徑，提供

系所核心能力、課程核心職能、及

學生學習路徑之調整及規劃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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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業要求，提升模組化課程之實

務課程比率，擴大實務課程之教學

效能，強化三創跨域學習與統整性

課程的連結，引進業界師資，建立

實習制度，提升學生實務能力，以

達「學用合一」、畢業與就業無縫

接軌的目標。 

行動方案 3-1.1 善盡大學社會責任 

執行單位：產學營運暨推廣教育處 

作法： 

(1) 運行東部生物經濟中心：為推動產

品朝向健康產業與保健食品產業的

發展，東部生物經濟中心將整合臺

東大學相關系所及校內外學研資源

(如農林漁牧檢驗中心等)，協助產品

包裝設計、故事行銷、創新商業模

式等整合性建置作業，透過此整合

建置模式讓本校的師生團隊得以發

揮跨域知能的應用，並在產品成熟

與進入市場後，協助其進行技術移

轉或創業輔導，適切地導引至區域

產業的發展，協助產業品質提升與

改善，進而打造出本校與區域產業

的產學供需鏈循環機制。 

(2) 建構在地實踐服務循環：本校在架

構區域鏈結的策略推動下，將該項

程序包含師生跨域團隊的形成、區

域議題的選定、跨域知能的融合運

用、議題成效的擴散、領域知能的

深化與區域鏈結的價值創造等階段

性作為，以及相關軟硬設施、師資

資源、實踐場域、實施方式等最適

搭配模式。 

(3) 建置先導生技實習工廠：針對產學

合作、學術創新研發成果產品化與

企業委託，進入先導型生技實習工

廠進行試量產。實習工廠可進行在

地產業人才培育，推動企業與產官

學界的市場前產學專題研究，推動

(1) 架構區域連結：在本校既有東部生

物經濟聯盟下，整合區域的產官學

研資源，成立東部生物經濟中心；

並建構在地實踐服務循環，以「融

入教學研究解析區域議題」、「議

題實踐精進教學內容」、「在地實

踐循環服務打造」，作為區域鏈結

核心理念。 

(2) 建置先導生技實習工廠：實作場域

是落實與推動區域鏈結的重要舞

臺，生技先導型實習工廠將是未來

產學研之產品研製、試營運、試量

產、商品化前製程參數研析，以及

消費市場行銷等議題發想之學用場

域。 

(3) 挖掘跨域整合聚焦議題：跨域整合

發展主軸將從既有的學研基礎聚焦

可行的議題主軸，包含健康樂活、

多元弱勢、長照雲端等面向，這些

面向都是將本校過去多年執行特色

大學、教學增能、弱勢起飛、希望

永齡、幼兒托育、實物銀行、健康

體適能等計畫或專案所累積之能量

做聚焦深化發展，從既有基礎去勾

勒出智慧綠農、智慧文創、智慧教

育三個得以發展之新面向，由跨

院、跨系所的師生團隊利用東部地

區的實作場域來進行在地實踐。 

(4) 一站式社服運籌中心：建構一站式

社服運籌服務窗口，強化各級資源

調度、溝通平臺建構、師生團隊組

成、產學研在地陪伴資源最適規

一、 配合本校高教深

耕計畫書內容修

訂。 

二、 修 訂 並 新 增 作

法，項次編號依序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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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包裝設計、故事行銷、企劃電

子商務平臺、數位行銷履歷、結合

觀光休閒等行銷策略規劃，達成產

業六級化發展。 

(4) 挖掘跨域整合聚焦議題：跨域整合

發展主軸將從既有的學研基礎聚焦

可行的議題主軸，包含健康樂活、

多元弱勢、長照雲端等面向，這些

面向都是將本校過去多年執行特色

大學、教學增能、弱勢起飛、希望

永齡、幼兒托育、實物銀行、健康

體適能等計畫或專案所累積之能量

做聚焦深化發展，從既有基礎去勾

勒出智慧綠農、智慧文創、智慧教

育三個得以發展之新面向，由跨

院、跨系所的師生團隊利用東部地

區的實作場域來進行在地實踐。 

(5) 一站式社服運籌中心：建構一站式

社服運籌服務窗口，強化各級資源

調度、溝通平臺建構、跨域團隊組

成、產學研在地陪伴資源最適規

劃、符合在地實踐供需之推動等功

能運作能量，落實推動具有深化鏈

結價值共創之在地實踐運作機制。 

(6) 成立跨域整合永續亮點：於產學創

新園區規劃兩個永續亮點，一是人

文藝術教育文創展演平臺、二是農

林漁牧特色物料觀光工廠，透過開

放性的展演平臺以及觀光工廠來提

供各項跨域整合的成果展現，經由

校內外利害關係人對於成果的檢

視，提供對於議題聚焦、創新教學、

學研資源、實踐機制等回饋的資

訊，達成持續性的改善循環。 

劃、符合在地實踐供需之推動等功

能運作能量。 

(5) 成立跨域整合永續亮點：將於產學

創新園區規劃兩個永續亮點，一是

人文藝術文創展演平臺、二是農林

漁牧物料觀光工廠。 

 

行動方案 3-1.3 發展原住民生態教研 

執行單位：教務處、文化資源休閒產業

學系、原住民族教育及社會發展研究中

心、南島文化中心、生命科學系 

作法： 

 一、 配合本校高教深

耕計畫書內容修

訂。 

二、 新 增 行 動 方 案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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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開設臺東縣境 6 族成人族語學習課

程：依據本地多元原民族群之特色

與優勢，開設達悟、阿美、卑南、

排灣、布農、魯凱等六族族語課程，

符應國家「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

之頒佈，確立原住民族語言為國家

語言之地位。 

(2) 組織原住民 TEK 教學與研究專業

社群：首先以文休系、生科系相關

師資為主，檢視西方科學知識系統

和傳統生態智慧的合作可能，謀求

主流價值與「地方知識」的協作發

展；繼而邀請原發中心、南島中心

合作，成為永續經營的教研平臺。 

(3) 增聘師資，有系統的開設原住民

TEK 課程：由淺而深、由概論而專

論的開設相關課程。 

(4) 培養原住民 TEK 人才，建構教研特

色：招收對 TEK 議題有興趣的研究

生，充分利用本地資源，結合適合

本地發展的小眾旅遊、特色旅遊等

產業，將此知識系統恰當的轉化為

生態、部落、文化之旅遊內容，或

是具有原住民特色的農特產品，以

提升部落經濟；並產出更多 TEK 在

地觀點，建構更貼近在地社會脈絡

與需求的知識體系，實踐本校之社

會責任。 

行動方案 4-3.1 推動移地教學，辦理海

外見學 

執行單位：研究發展處 

作法： 

(1) 推動「移地教學」：藉由移地教學

獎補助，強化國際移動力。 

(2) 推動海外連結：積極與國外教學機

構簽訂合作關係，推動教學之海外

連結，提供本校學生海外實習之機

會。 

(3) 辨理海外見學：定期選送本校學生

前往海外見學或實習，提升學生產

行動方案 4-3.1 強化國際化發展推動移

地教學，辦理海外見學 

執行單位：研發處 

作法： 

(1) 推動「海外見學」：推動學生海外

見學機制，拓廣學生視野。 

(2) 推動「移地教學」：藉由移地教學

獎補助，強化國際移動力。 

 

一、 配合本校高教深

耕計畫書內容修

訂。 

二、 修 訂 並 新 增 作

法，項次編號依序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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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趨勢概念，深化職涯發展動能。 

行動方案 4-3.2 加強在地國際化 

執行單位：研究發展處 

作法： 

(1) 強化師生在地國際參與：爭取經費

舉辦國際性活動，邀請新南向地區

或海外友校之師生前來本校交流，

強化本校師生之國際參與。 

(2) 推廣第二外語：推廣英文以外之第

二外語課程，加強本校與歐洲國家

之交流合作。依校務國際化的發

展，繼續開設其他亞洲南向語言、

歐洲語言等基礎課程，建構實務導

向的外語課程設計，並規劃辦理長

期進階課程，鼓勵學員持續參與。 

(3) 擴大外國學生短期研修：以優渥之

住宿條件、具特色之在地文化，吸

引海外友校師生前來進行短期研

修，並鼓勵海外友校前來本校進行

短期訪問或 Study Abroad。 

(4) 協助姊妹校師生前來本校進行一學

期以內之短期交流：定期舉辦短期

之師生參訪團，提供友校師生住宿

等多方面之協助，以達實質交流與

校園國際化之目的。 

(5) 招收國際生來臺學華語：本校華語

文教學研究中心成立一年即通過教

育部評鑑，106 年 9 月開始，可招收

海外來臺學華語外籍生，中心將展

開擴大招生規劃，期配合臺東山海

美景、多元文化人文特色，吸引更

多國際生來臺學習華語，並辦理海

外學生短期來臺研習華語之客製化

營隊活動。 

 
一、 配合本校高教深

耕計畫書內容修

訂。 

二、 新 增 行 動 方 案

4-3.2。 

行動方案 4-3.3 強化國際學生招生與姊

妹校連結 

執行單位：研究發展處 

作法： 

(1) 強化南向姐妹校連結：推展本校校

務發展之南向語言發展政策，加強

本校與新南向國家學校簽署交流合

作協議。 

(2) 拍攝招生影片：僑生為本校境外生

之重要生源。拍攝招生宣傳影片，

刊登於「海外聯招委員會」網頁之

「IOH 開放個人經驗平臺」，可以

吸引更多優秀僑生前來就讀。 

(3) 策略聯盟，積極招收境外生：東南

亞學生對於到臺灣求學表示強烈之

 
一、 配合本校高教深

耕計畫書內容修

訂。 

二、 新 增 行 動 方 案

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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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本校將持續配合教育部之高

教新南向政策，在當地舉辦招生講

座，以提升境外生就讀人數。同時，

持續與「臺灣教育大學聯盟」、「泛

太平洋大學聯盟」等友校策略聯

盟，聯合辦理單獨招生，並赴境外

參加教育聯展，行銷本校優質之國

際化教學環境。 

行動方案 4-3.4 培養南向人才，形塑南

島聚落核心 

執行單位：華語文教學研究中心、南島

文化中心 

作法： 

(1) 協助新南向合作大學成立「華語中

心」：協助位於越南平陽省的土龍

木大學成立「華語中心」，展開華

師派遣赴該校教學、在地越南語師

資培訓（來臺教學）、編寫國別化

華語教材、連結越南臺商、及展開

越南招生等。依此模式，逐年推展

至其它新南向國家如印尼、菲律

賓、柬埔寨等國之教育單位；連結

新南向的紐西蘭及澳洲合作學校，

建立合作關係，派遣學生進行華語

教學實習，促進當地與臺灣原住民

同血源的毛利族學生與臺東原住民

及本校南島文化中心之學術交流及

合作，以利培養南向人才；開設越

南語語言課程及支持校內新南向國

家語言共學小組之研習，培訓南向

語言人才及種子教師。 

(2) 南島核心聚落營造與文化事務參

與：進行包含臺灣原住民族在內之

世界南島民族社會、文化與各領域

傳統知識之媒體傳播與出版；推動

臺灣與世界南島民族之文化交流活

動；彙編經費購買典藏文物，或以

借展等方式解決數量不足之問題，

並擴增本中心南島文化相關文物之

展示；舉辦臺灣原住民族在內之世

界南島民族社會、文化與各領域傳

統知識之教學推廣、學術研討會及

行動方案 4-3.2 形塑南島聚落核心 

執行單位：華語中心、南島文化中心 

作法： 

(1) 南島核心聚落營造與文化事務參

與：以學校作為南島聚落之核心，

帶動南島文化研究、教學、交流與

推廣之發展。 

(2) 辦理國際南島研究與社會實踐夏令

營：規劃在本校舉辦為期三至四週

的夏令營，以社區營造與社區培力

(empowerment)為主題，融入人類學

及南島社會文化研究、社區營造及

社區培力理論與實踐、部落參訪

等，並透過陪同及訪談海外學員，

瞭解海外南島社群現況處境及議

題，建立合作關係。 

(3) 推動試辦全英語教學：從辦理暑期

全英語夏令營開始，規劃校內開設

全英語課程或學程。 

一、 配合本校高教深

耕計畫書內容修

訂。 

二、 修 訂 並 新 增 作

法，項次編號依序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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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成果展示。 

(3) 辦理國際南島研究與社會實踐夏令

營：規劃在本校舉辦為期三至四週

的夏令營，以社區營造與社區培力

(empowerment)為主題，融入人類學

及南島社會文化研究、社區營造及

社區培力理論與實踐、部落參訪

等，並透過陪同及訪談海外學員，

瞭解海外南島社群現況處境及議

題，建立合作關係。 

(4) 推動試辦全英語教學：從辦理暑期

全英語夏令營開始，規劃校內開設

全英語課程或學程。 

(5) 發展南島語族的田野研究媒合平

臺：聚集本校教授群、及族語教師

群的在地語言研究資料，透過外語

師資的協助，轉化為英文為主的資

訊網頁，提供國內、外學者參考，

媒合國內、外學者至本地部落進行

語言類田野調查，落實國際交流與

發展跨國合作研究。 

 

【決議】： 

一、行動方案草案修正方向： 

(一) 行動方案 1-1.1 將三系名稱移除。 

(二) 育成中心修正為產學營運及創新育成中心。 

(三) 原「行動方案 3-1.3 發展原住民生態教研」，改為「行動方案 3-1.3 發展原住民

生態教研」。 

(四) 「行動方案 3-1.3 發展原住民生態教研」執行單位新增原發中心、南島中心及

生命科學系。 

(五) 「行動方案 3-1.3 發展原住民生態教研」第三點舉例移除。 

(六) 將單位簡稱更改為單位全銜。 

(七) 內容文字修辭，讓語意更接近白皮書的精神。 

二、餘原則通過，請執行秘書謝館長綜合意見。 

提案二：  設置本校「綠色國際大學推動委員會」網站，請討論。（提案單位：圖書資訊館） 

【說明】： 

一、 本校「綠色國際大學推動委員會」網頁架構規劃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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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校「綠色國際大學推動委員會」網址：http://green.nttu.edu.tw 

【決議】：  

一、將綠色國際大學推動委員會網站連結放置於國立臺東大學-行政單位。 

二、網站顏色調整。 

三、餘原則通過。 

 

提案三： 本校「校園蔬食推廣行動計畫」，請討論。（提案單位：運健中心） 

【說明】： 

一、 為呼應環保與護生態議題，倡導新世紀健康飲食潮流，2017 年 9 月 13 日本校膳食委

員會議決議通過，訂定每月第二個星期三為「東大蔬食日」。 

二、 依據本校綠色國際大學白皮書「行動方案 4-1.6 健康導向餐飲環境與飲食文化」，研擬

本校「校園蔬食推廣行動計畫」以推動：(一)學校與餐飲業者簽訂合約條款中加列必

須配推動蔬食日活；(二)推動相關蔬食教育課程；(三)於餐廳設置東大健康蔬食專區。 

三、 計畫書內容，如附件二。 

【決議】：  

一、第 12 項粉絲專業分享蔬食打卡，調整學生及教職員抽獎比例。 

二、餘原則通過。 

 

提案四： 本校 107 年 3-6 月校本部射頻電磁波監測結果，請討論。（提案單位：圖書資訊館） 

【說明】： 

一、 本校校本部（知本校區）行動電話基地台啟用前與啟用後，射頻電磁波（WiFi 和行

動電話基地台）量測數據如附件三。 

二、 目前國際主要低強度射頻電磁波安全標準整理如下： 

(1) ANSI/IEEE C95.1-1992：10,000,000μW/m2以下（基於熱效應）。 

(2) 歐盟議會 STOA 2001：100μW/m2以下（基於生物及健康效應） 

(3) SBM 2008 Building Biology（睡眠區）建議值： 0.1μW/m2以下（安全）、0.1-10

μW/m2（輕微）、10-1000μW/m2（嚴重）、1000μW/m2以上（極嚴重）。 

三、 建議以歐盟議會 STOA 2001 標準（100μW/m2 以下）作為本校人員常態停留超過一

設置要點

條文內容

PDF下載

白皮書

緣起願景

目標策略

行動方案

PDF下載

會議紀錄

106下

107上

...

示範點

智慧

健康

永續

美學

績效指標

校訂指標

世界綠色大
學評比指標

•總體呈現

•基礎設施
•能源與氣
候變化
•廢棄物
•水資源
•交通運輸
•教育

線上報表

用水

用電

射頻電
磁波

...

相關連結

相關計畫成果

UI Green Metric

臺灣綠色大學聯盟

綠色學校夥伴網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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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時室內空間之背景值（排除自行架設 WiFi 基地台、使用者手機上網或使用行動電

話之發射源），每月由圖書資訊館資訊網路服務組監測一次，並公布於綠色國際大學

推動委員會網站「線上報表」。 

四、 同一個監測點連續三次超過標準，排除本校圖資館 WiFi 基地台之發射功率密度後，

確定主要來源為行動電話基地台者，由業管單位要求行動電話基地台業者主動降低發

射功率，並視需要加設電磁波防護網，以維護健康校園環境品質。 

【決議】：  

一、 增加量測地點-本校臺東校區及學校職務宿舍。 

二、 請圖書資訊館資訊網路服務組持續做監測。 

 

參、臨時動議 

無 

 

 

 

 

肆、散會(15：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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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臺東大學綠色國際大學白皮書 

The White Paper for International Green University Initiative at NTTU 

106學年第1學期綠色國際大學推動委員會審議通過(106.09.29) 

106學年第2學期綠色國際大學推動委員會修訂通過(107.06.13) 

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在2014溫室氣體排放缺口報告指出，全球碳中和

應於2055-2070年間達成，否則全球將面臨IPCC科學家所預言的氣候變遷災難。

為發展知識以有效因應全球環境變遷的風險與機會，國際未來地球(Future Earth)

平臺在2014年啟動一個十年期的國際研究行動，希望能夠在未來數十年內協助

人類向全球永續轉型。在21世紀的今日，全球也出現一股崛起的力量，願意為

生態永續的精神，維持與保護地球上的各種生命，並找出新方法調整現代生活

中的壓力與心靈空虛，力行健康的飲食、生活、身心探索與個人成長；亦即所

謂的樂活或健康永續的生活型態 (Lifestyle of Health and Sustainability, 

LOHAS)。 

1990年於法國塔樂禮市舉行的「The Role of Universities in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國際研討會，由20位大學校長與主要

領導人共同發起簽署塔樂禮宣言(The Talloires Declaration)，並揭示十大行動計

畫，包括：(1)增加對環境永續發展的覺醒；(2)創造一個追求永續性的校園文化；

(3)教育學生成為對環境負責的公民；(4)促進校園每一份子對環境的認知；(5)落

實校園生態；(6)結合政府與民間的力量；(7)跨領域的合作；(8)協助中小學校在

教導永續發展的能力與建立夥伴關係；(9)加強國內外週邊合作與服務；以及(10)

持續交流與互持。這個宣言後來逐漸發展成為今日全球性的「綠色大學」運動。 

國立臺東大學作為高等教育的人才培育基地，亦擔負著培養未來地球公民

的重要使命。因為，大學中每一個成員對永續發展的素養與行動，密切影響著

我們個人、家庭、學校、社會、國家、乃至於全世界未來的生存與生活。本校

位於臺灣東部，擁有山海環繞、得天獨厚的校園環境，知本校區於103學年正式

取代臺東校區成為校本部，以綠建築及自然生態為基礎的全新校園，已為本校

發展綠色大學奠立扎實、穩固的基礎。而本校亦是由師範學院轉型為具備人文、

理工、及師範等三學院之優質教學型綜合大學，面對全球性的「綠色大學」運

動，對「永續發展」的教育與實踐，更是責無旁貸。本校既要「生根」臺東，

更要「深耕」臺東，並以臺東豐富的綠色自然資源、多元文化樣貌，開啟創新

教學及地方特色研究、扶植地方產業轉型與升級。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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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國立臺東大學辦學藍圖 

本校105年新訂辦學藍圖（如圖1所示），強調以教學創新為主軸，配合區

域治理的概念，提升和地方政府與產業的合作機制，以學術專長提供多元具體

的服務善盡社會責任；並且以培育「自主學習、多元能力、適性發展、服務社

會」的人才為使命，邁向「教育卓越、關懷社會、深耕研究、邁向國際」之願

景，呼應大學以研究學術、培育人才、提升文化、服務社會、促進國家發展之

宗旨。同時，亦將校務發展及自我定位的三階段調整為：「以優質的教學型大

學為基礎，配合地方需求與資源，發展特色教學與研究，朝『綠色大學』邁進，

漸次發展為優質精緻型『綠色國際大學』」，以期成為一所以支持綠色知識經

濟產業發展為教學與研究基礎的國際化大學。 

為宣示本校邁向「綠色國際大學」的決心，本校於106年6月特別制定「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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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國際大學推動委員會設置要點」，由校長擔任主任委員，成員包括教務長等

一級主管與學生、職員代表，擬定本校「綠色國際大學白皮書」，並遵循以下

基本方針，確立發展綠色國際大學的各項目標、策略與行動方案，積極著手執

行： 

1. 本校發展綠色國際大學之策略與基本原則符合本校「公、誠、愛、嚴」之校

訓、「教育卓越、關懷社會、深耕研究、邁向國際」之願景、「培育自主學

習、多元能力、適性發展、服務社會人才」之使命、以及「以優質的教學型

大學為基礎，配合地方需求與資源，發展特色教學與研究，朝綠色大學邁進，

漸次發展為優質精緻型綠色國際大學」之自我定位。 

2. 從本校辦學藍圖：「人才培育」、「學術發展」、「專業服務」、及「校務

創新」等四大面向發展策略，研擬行動方案，協助推動本校邁向綠色國際大

學之具體措施。 

3. 發展本校以「智慧、健康、永續、美學」為綠色國際大學內涵之特色教學與

研究，並加強與國內外大學的週邊合作與服務，互相交換資源與資訊，以發

揮整體力量。 

4. 全力培養本校以「智慧、健康、永續、美學」為綠色國際大學內涵之校園文

化，並在行政、服務、教學、研究、與日常生活各方面，由學生、教師、與

職員工共同努力實踐。 

5. 結合政府與民間的力量，提出「綠色知識經濟產業」相關計畫，並透過跨領

域合作，落實成果；同時建立區域學園夥伴關係，持續進行交流與推廣。 

6. 以本校發展「綠色國際大學」之近、中長程目標為導向 ，評估本校所有行政、

服務、教學、與研究發展等績效， 並發展決策智慧系統，建立長期持續性追

蹤改善機制。 

以下簡要說明本校邁向「綠色國際大學」的願景、目標、策略與行動方案： 

一、願景：教育卓越、關懷社會、深耕研究、邁向國際 

 本校成為一所以「智慧、健康、永續、美學」為內涵的綠色國際大學，校

園優質卓越，教育博雅專精，致力於深耕支持綠色知識經濟產業發展的教學與

科技研發，培育嚴以律己、宏觀創新，並能取法山海智慧、學用合一的新世代

人才。所有教職員工生亦皆能身體力行，從教學、研究、行政、服務、和日常

生活中，體現「智慧、健康、永續、美學」校園文化，並能影響社區、社會、

國家，乃至國際，成就未來地球樂活智慧。 

二、目標： 

1. 綠色國際化學術發展暨人才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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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由統整跨領域學習路徑，結合在地產業，推動學術單位全力發展以智慧、

健康、永續、美學為內涵之教學創新、研究推廣、及人才培育，以協助在地

產業朝向綠色知識經濟產業發展、轉型，建立智慧健康城鄉、新農業、及循

環經濟等成功典範，形成綠色國際大學暨綠色知識經濟產業創新知識中心，

並持續與國際交流。 

2. 綠色國際化校務創新暨專業服務： 

校園環境智慧創新、綠色節能、生態優美和諧，能夠充分支持教職員工生對

本校綠色國際大學內涵的教學與自主學習；同時，校園管理以服務為導向，

能夠充分展現專業、熱誠、和諧、與效率的行政文化；而且校園文化深植人

心且融入生活，並能對前來交流參訪者產生自然薰陶、潛移默化的影響。 

三、 策略： 

1. 人才培育面向 

1-1 強化跨域學習、精進課程教學： 

學術單位全力發展與「智慧、健康、永續、美學」相關之課程或學程，整

合跨領域學習路徑，適當導入核心職能、就業途徑，並結合在地綠色知識

經濟產業，積極參與、投入相關之教學、研究、推廣、人才培育、及國際

交流，同時在廣度與深度持續精進。 

1-2 增強專業技能、落實學習成效： 

建立獎勵機制，推動綠色國際大學青年學苑，形成互聯社群，讓師生共同

參與綠色國際大學行動，全力培養「智慧、健康、永續、美學」校園文化，

並結合統整性課程、學生社群，辦理示範點導覽、綠色知識經濟產業參訪、

社區參訪、及國際交流等活動，鼓勵投入相關專題創作及成果轉化，落實

學習成效，期許全體教職員工生皆有深刻、內化的綠色國際大學素養，並

以遵循「智慧、健康、永續、美學」原則，在校園的日常生活中嚴以律己、

身體力行，涵養寬以待人的山海胸襟，對校園中每一成員及前來交流參訪

者皆能產生自然薰陶、潛移默化的影響。 

2. 學術發展面向 

2-1 深耕學術研究、增進產學合作： 

結合本校產學創新園區 TTMaker、臺東雲端大數據、東部生物經濟中心先

導型生技工廠，發展綠色知識經濟產業創新平臺及知識典藏虛實整合服務，

形塑綠色國際大學暨綠色知識經濟產業知識中心，致力於深耕支持綠色知

識經濟產業發展的教學與科技研發，並持續協助在地產業朝向綠色知識經

濟產業發展與轉型，區域朝向永續發展。 

2-2 強化成果應用、建立研究特色： 

規劃、整合、及推廣本校「智慧、健康、永續、美學」相關之特色項目，

並結合政府與民間力量，提出相關計畫，透過跨領域合作，持續深化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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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建立區域學園夥伴關係，並加強與國內外大學的週邊合作與服務，

持續進行交流與推廣，以發揮整體力量。 

3. 專業服務面向 

3-1 參與社會服務、關懷在地弱勢： 

透過一站式運籌管理思維來讓本校將學(三院各系所)、研(各級研究中心)

能量與區域產(區域產業、社區)、官(政府單位)、研(外部各研究單位)資源

協同共構得以發揮最適切的鏈結，形成在地實踐效果並達成跨域整合的循

環應用；同時，藉由設置原住民族族語學習中心、培植族語師資、開設族

語學習課程，強化本校與社區部落的連結。 

3-2 智慧校園： 

在校園建築體符合綠建築標章的基礎上，持續朝向智慧綠建築發展，藉由

建立智慧綠建築示範點及智慧校園應用程式介面，形塑自主學習綠色智慧

創新校園，強化健康永續校園功能，漸次形塑智慧、健康、永續、美學、

安全、多元且國際化的學習、工作、與生活環境，並鼓勵本校師生投入綠

色智慧校園相關教學研究和專題創作。另一方面，為強化本校綠色國際大

學管理效能及成果特色，應全力發展校務決策智慧系統，建立長期持續追

蹤改善機制，協助各行政與學術單位在校務政策的引領下，皆能以專業、

熱誠，主動推行各種校園管理措施，並展現和諧與效率的服務品質。 

3-3 美學校園： 

校園景觀呼應山海環繞地理景觀，融入公共藝術美學，展現綠色國際大學

校園特色之外，並持續加強自然欣賞的美學教育及藝文教學研究，提倡藝

文風氣，促進藝文交流，以提升全校師生藝文涵養及生命境界。 

4. 校務創新面向 

4-1 健康校園： 

加強實驗室及毒物安全衛生管理，防止災害發生，保障教職員工生的安全

與健康；建構友善校園環境，將建築物、空間及設備等無障礙的理念落實

在校園日常生活中；降低射頻電磁波強度，提供符合健康安全規範的射頻

電磁波環境；建置符合人體工學的電腦作業環境與疲勞防護規範，引導健

康導向電腦作業認知，避免電腦長期使用及不良姿勢造成傷害；以及加強

餐飲環境衛生管理，引導健康飲食文化，促進個人健康與地球永續發展。 

4-2 永續校園： 

推動全校節電、節水措施，以減少用電量和用水量；推動全校資源減量回

收與再利用措施，以減少用紙量及塑膠垃圾；同時，全力保持最接近自然

的校園生態環境，以符合生態保育原則，並兼具環境美化功能。 

4-3 發展國際化： 

為發揮本校以整合力、資源力、專業力為基礎，培育嚴以律己、寬以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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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觀創新之綠色國際化人才的影響力，藉由推動海外見學及移地教學，來

強化學生的行動力與適應力，並透過營造南島核心聚落、辦理國際南島夏

令營、陪同訪談海外學員、以及試辦全英語教學，帶動國際交流。同時，

營造以華語為中心之雙向互動、國際友善校園，參加世界綠色大學評比，

提高本校綠色國際大學能見度。 

四、行動方案： 

依據本校推動綠色國際大學之願景和目標，從本校辦學藍圖四大發展策略

面向，配合本校現況擬定行動方案，其對應之發展目標、策略及行動方案階層

關係如圖2所示。以下針對各項行動方案，依：「人才培育」、「學術發展」、

「專業服務」、及「校務創新」等四大發展策略面向分別說明。 

1. 人才培育面向 

策略 1-1 強化跨域學習、精進課程教學 

行動方案1-1.1 統整、發展「智慧、健康、永續、美學」相關課程與學程特色 

執行單位：各學院、相關系所、通識教育中心、教務處 

作法： 

（1） 強化通識教育博雅跨課程之連結性，以「基礎軟實力」、「邏輯思維」、

「主動參與」、「社會實踐」為目標，著力於培育溝通表達、邏輯能力，

鼓舞學習動機與自主學習，發展中文創新課程、英文創新課程、程式

設計課程、綠色通識課程、社會參與課程、及自主學習課程，以深化

通識教育「文化涵養、生命倫理、社會關懷、國際視野、科學精神、

環境意識」六大素養，以及「永續自然生態、探索多元文化、實踐社

會關懷」三大特色。 

（2） 推動部落文化山海體驗實習：整合「文化休閒產業」、「戶外體驗」

與「數媒行銷」等課程，與部落體驗相關產業密切結合，打造暑期的

實務實習課程，讓學生能在現場得到實習指導業師的立即回饋，培養

對相關產業的瞭解與實作能力。 

（3） 共同開發臺東山海、文化旅遊體驗行程：文化資源與休閒產業學系及

體育系課程善用自然環境優勢，發展山林海洋戶外探索教育及旅遊體

驗行程，結合數位媒體與文教產業學系以平面、網路、虛擬實境等技

術，以豐富未來行銷及顧客經驗。教學過程中，以實務問題為核心，

鼓勵學生進行小組討論之合作學習模式，培養學生團隊合作主動學習、

批判思考和問題解決能力。 

（4） 成立「東臺灣人文創新基地」實踐「東大/地方」互為主體的跨域共創

實作場域：對內連結統合人文學院各系所專業，發揮相關課程「總結

性成果」的影響力，如：創作、展演、專題製作，結合出版、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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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音產業等，再製成相關成品，作為典藏或可重複再利用的教材及東

大文創產品等。對外以此基地作為臺東在地兼及海內外「人文創新」

服務平臺。 

（5） 專業服務共創地方，落實在地多元跨域實踐：透過跨域課程的設計，結合

「在東大」的專業養成，作為「系所專業」服務「地方」的硬實力；活化

「在臺東」學習與生活的經驗。持續進行以地方為本的主題活動如以「故

事地圖採訪」、從臺東「華」遍全球「招收來臺留學生」、「東臺灣華語學

習」、「觀光華語」等，以師生進行高教公共性社會服務相關活動。 

（6） 連結本校大型計畫單點突破，有機串連，強化學生未來就業職能，善用

本校「實務模組」課程提升學生的實務能力，累積在「實作場域」、「課

程創新」與「社會影響力」上之能量；結合本校東部生技實習工廠計畫，

提供學生發揮相關專業需求之場域。如美術產業學系產品包裝設計、企

業識別系統；華語文學系文案設計、故事編寫；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田

野調查、產業分析等。 

（7） 妥善運用課程與相關計畫執行，以校內與校外為實作場域，在「走進地

方」的行動與過程中，提供地方專業人才服務與培訓(如：勞工大學、工

作坊)、居民與地方政府之間的橋梁(如：美麗灣、養雞場等公共議題的涉

入)，以「在臺東」的概念出發，深耕師生的教學研究與學習。 

（8） 整合應用科學系及綠色與資訊科技學士學位學程現有課程，規劃「綠色

能源科技課程模組」，積極打造綠能教學示範園區。課程內容契合目前綠

能產業四大主軸，包含「節能」、「儲能」、「創能」以及「系統整合」等

四大主軸。 

（9） 結合生命科學系、資訊管理系與產學營運及創業育成中心之業師導入

與創業孵化中心之資源整合，開設「生技創新創業跨領域課程模組」。 

導入行銷管理課程與創新創業實務，由產學營運及創業育成中心導入

業師或專業經理人教授產業實務與創業實務，並與創業孵化中心結合

提升學生創業能力。 

（10） 整合生命科學系與資訊工程學系專業知識，並以臺東地區農業應用發

展做為主軸，開發新興課程與整合現有課程為目標，培養具備農業生

技物聯網之跨領域知識人才。 

（11） 統整與智慧、健康、永續及美學相關之跨領域學習路徑，適當導入

UCAN 核心職能、就業途徑，提供系所核心能力、課程核心職能、及

學生學習路徑之調整及規劃建議。 

並透過專案任務型導向與合作學習的作業要求，提升統整性課程模組

化之實務課程比率，擴大實務課程之教學效能，強化三創跨域學習與

統整性課程的連結，開設實務課程，引進業界師資，建立實習制度，

提升學生實務能力，以達「學用合一」、畢業與就業無縫接軌的目標。 

策略 1-2 落實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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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方案1-2.1 建立獎勵制度，推動綠色國際大學互聯社群 

執行單位：學務處、教務處、研究發展處、產學營運暨推廣教育處 

作法： 

（1） 建立獎勵機制，將教師、職員與學生在綠色國際大學發展（包含垃圾減

量、資源回收、節能減碳、校園環境管理等）方面之績效納入敘獎與成

績之考量，學院、中心與系所之配合績效亦納入經費分配之考量。 

（2） 在校內推動綠色國際大學青年學苑，讓師生共同參與綠色國際大學行動，

引導學習路徑，實踐健康永續生活，並透過社群平臺結合區域學園形成

互聯社群，共同參與綠色知識經濟產業創新。 

（3） 鼓勵學生社團辦理環境保護、綠色知識經濟產業、及社區永續發展參訪

活動，並引導學生自治組織投入綠色國際大學行動，全力培養「智慧、

健康、永續、美學」校園文化。 

（4） 鼓勵系學會辦理高中營隊時，將綠色國際大學議題納入活動教案內。 

1. 學術發展面向 

策略 2-1 深耕學術研究、增進產學合作 

行動方案2-1.1 發展綠色知識經濟產業創新平臺及知識典藏虛實整合服務 

執行單位：資訊管理學系、圖書資訊館、產學營運暨推廣教育處 

作法： 

（1） 制定綠色知識經濟產業分級，結合領域專家資料庫、綠色知識經濟產業

資料庫、TTMaker 臺東雲端大數據，導入領域專家推薦及循環經濟媒合

輔導機制，發展綠色知識經濟產業創新平臺。 

（2） 建置綠色知識經濟產業創新案例資料庫，提供教學研究及產學合作使用，

有效支持結合在地綠色知識經濟產業成功案例之教學、研究創新。 

（3） 以本校發展綠色國際大學暨綠色知識經濟產業創新知識中心為目標，制

定館藏政策，逐年建置館藏內容。 

（4） 應用虛擬化技術將共享之實體典藏轉換為個人化虛擬典藏，發展知識典

藏虛實整合服務，利於知識組織、傳播、分享、與應用，凝聚臺東地區

綠色知識經濟產業、社區部落、和各級學校，使本校成為綠色國際大學

暨綠色知識經濟產業創新知識中心。 

策略 2-2 強化成果應用、建立研究特色 

行動方案2-2.1 結合社區與在地綠色知識經濟產業，推動人文創新、社會實踐、

及產學合作 

執行單位：各學院、相關系所、產學營運暨推廣教育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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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法： 

（1） 針對臺東地區重要社會議題與困境，提出具人文關懷與學術創新之社會

設計行動方案，促進臺東地區永續發展，提升在地生活福祉。 

（2） 鼓勵統整性課程師生創作團隊投入綠色知識經濟產業創新專題研究及

成果轉化，以提升本校學用合一及產學合作的教學研究能量。 

（3） 鼓勵統整性課程師生創作團隊就臺東地區具發展潛力之綠色知識經濟

產業，協助其加入綠色知識經濟產業創新平臺，提供綠色知識經濟產業

實習與輔導，並導入電子商務、商業智慧、及循環經濟媒合等產學合作

服務。 

（4） 協助在地產業朝向綠色知識經濟產業發展、轉型，建立智慧健康城鄉、

新農業、智慧產銷、及循環經濟等成功案例，並且持續深耕、精進、與

推廣。 

2. 專業服務面向 

策略 3-1 參與社會服務、關懷在地弱勢 

行動方案3-1.1 善盡大學社會責任 

執行單位：產學營運暨推廣教育處 

作法： 

（1） 運行東部生物經濟中心：為推動產品朝向健康產業與保健食品產業的發

展，東部生物經濟中心將整合臺東大學相關系所及校內外學研資源(如農

林漁牧檢驗中心等)，協助產品包裝設計、故事行銷、創新商業模式等整

合性建置作業，透過此整合建置模式讓本校的師生團隊得以發揮跨域知

能的應用，並在產品成熟與進入市場後，協助其進行技術移轉或創業輔

導，適切地導引至區域產業的發展，協助產業品質提升與改善，進而打

造出本校與區域產業的產學供需鏈循環機制。 

（2） 建構在地實踐服務循環：本校在架構區域鏈結的策略推動下，將該項程

序包含師生跨域團隊的形成、區域議題的選定、跨域知能的融合運用、

議題成效的擴散、領域知能的深化與區域鏈結的價值創造等階段性作為，

以及相關軟硬設施、師資資源、實踐場域、實施方式等最適搭配模式。 

（3） 建置先導生技實習工廠：針對產學合作成果產品化，及學術創新研發成

果產品化與企業委託進行試量產，進入先導型生技實習工廠進行試量產。

在後續可能的產學合作過程中，實習工廠可進行在地產業人才培育，推

動企業與產官學界的市場前產學專題研究，推動產品包裝設計、故事行

銷、企劃電子商務平臺、數位行銷履歷、結合觀光休閒等行銷策略規劃，

達成產業六級化發展。 

（4） 挖掘跨域整合聚焦議題：跨域整合發展主軸將從既有的學研基礎聚焦可

行的議題主軸，包含健康樂活、多元弱勢、長照雲端等面向，這些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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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將本校過去多年執行特色大學、教學增能、弱勢起飛、希望永齡、

幼兒托育、實物銀行、健康體適能等計畫或專案所累積之能量做聚焦深

化發展，從既有基礎去勾勒出智慧綠農、智慧文創、智慧教育三個得以

發展之新面向，由跨院、跨系所的師生團隊利用東部地區的實作場域來

進行在地實踐。 

（5） 一站式社服運籌中心：建構一站式社服運籌服務窗口，強化各級資源調

度、溝通平臺建構、跨域團隊組成、產學研在地陪伴資源最適規劃、符

合在地實踐供需之推動等功能運作能量，落實推動具有深化鏈結價值共

創之在地實踐運作機制。 

（6） 成立跨域整合永續亮點：於產學創新園區規劃兩個永續亮點，一是人文

藝術教育文創展演平臺、二是農林漁牧特色物料觀光工廠，透過開放性

的展演平臺以及觀光工廠來提供各項跨域整合的成果展現，經由校內外

利害關係人對於成果的檢視，提供對於議題聚焦、創新教學、學研資源、

實踐機制等回饋的資訊，達成持續性的改善循環。 

行動方案3-1.2 形塑原民族語教學中心 

執行單位：原住民族教育及社會發展研究中心 

作法： 

（1） 開設臺東縣境 6 族成人族語學習課程：依據本地多元原民族群之特色與

優勢，開設達悟、阿美、卑南、排灣、布農、魯凱等 6 族族語課程，符

應國家「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之頒佈，確立原住民族語言為國家語言

之地位。 

（2） 設置原住民族族語學習中心，成為東區成人族語學習基地：結合在地族

語人才，落實國家語言平等發展政策。 

（3） 擴大族語師資培育學程規模，培植族語師資：培植政府未來國家多語言

並行環境所需之行政、教育與語言研究人才，落實國家語言平等與永續

經營之目標。 

行動方案3-1.3 發展原住民生態教研 

執行單位：教務處、文化資源休閒產業學系、原住民族教育及社會發展研究中

心、南島文化中心、生命科學系 

作法： 

（1） 開設臺東縣境 6 族成人族語學習課程：依據本地多元原民族群之特色

與優勢，開設達悟、阿美、卑南、排灣、布農、魯凱等六族族語課程，

符應國家「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之頒佈，確立原住民族語言為國家

語言之地位。 

（2） 組織原住民 TEK 教學與研究專業社群：首先以文休系、生科系相關師

資為主，檢視西方科學知識系統和傳統生態智慧的合作可能，謀求主

流價值與「地方知識」的協作發展；繼而邀請原發中心、南島中心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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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成為永續經營的教研平臺。 

（3） 增聘師資，有系統的開設原住民 TEK 課程：由淺而深、由概論而專論

的開設相關課程。 

（4） 培養原住民 TEK人才，建構教研特色：招收對此議題有興趣的研究生，

充分利用本地資源，結合適合本地發展的小眾旅遊、特色旅遊等產業，

將此知識系統恰當的轉化為生態、部落、文化之旅遊內容，或是具有

原住民特色的農特產品，以提升部落經濟；並產出更多傳統生態智慧

的在地觀點，建構更貼近在地社會脈絡與需求的知識體系，實踐本校

之社會責任。 

策略 3-2 智慧校園 

行動方案3-2.1 智慧綠建築 

執行單位：總務處、圖書資訊館 

作法： 

（1） 建立全校綠建築標章資料庫，通過綠建築標章認證之建築物持續維護，

並朝向智慧綠建築發展，建立學習、工作、與生活環境智慧綠建築示範

點。 

（2） 有效整合生態校園、綠建築、中水利用、節水裝置、智慧照明、健康節

能電腦作業環境、及廚餘減量等示範點，發展決策智慧系統有效整合與

推廣。 

行動方案3-2.2 建構校務決策智慧系統 

執行單位：校務研究辦公室、圖書資訊館、研究發展處 

作法： 

（1） 以學生學習成效面為關鍵結果指標，盤點、清理、及彙整教務、學務系

統有關學籍、教學、課程、及學習成效等資料庫，建立資料倉儲系統，

提供校務研究使用，並建立關鍵績效指標，發展學生學習成效決策智慧

系統，作為教務、學務系統由 2.0 整合型版本持續演進至 3.0 智慧型版

本之重要基礎。 

（2） 建置雲端檔案管理系統，提供校內各單位檔案之儲存、共享空間，包括

計畫管考、校務評鑑佐證資料、簡報、及活動紀錄等，以利機構檔案資

料保存、經驗移交、及知識分享、傳遞，並可提供作為決策智慧系統之

文字資料來源。 

（3） 以讀者滿意度為關鍵結果指標，盤點、清理、及彙整圖書資訊系統有關

經費投入、進館讀者背景資料、各項圖書資訊資源使用、服務品質、忠

誠度、及滿意度等資料庫，建立資料倉儲系統及關鍵績效指標，發展讀

者滿意度及績效管理決策智慧系統，作為長期持續追蹤改善之資訊平臺，

以利於提升圖資館經營管理效能及圖書資訊服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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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立教師教學、研究、服務績效資料庫及資料倉儲系統，提供校務研究

使用，並建立關鍵績效指標，與學生學習成效決策智慧系統整合。 

（5） 彙整與綠色國際大學有關之管理規範及績效指標，包含教學、研究、行

政、及服務等面向；同時，盤點、清理校務資料庫，建立資料倉儲系統，

提供校務研究使用，並建立關鍵績效指標，發展校務決策智慧系統，作

為長期持續追蹤改善之資訊平臺，以利於提升綠色國際大學管理效能及

成果特色。 

行動方案3-2.3 建置智慧、健康、永續、及美學示範點，發展智慧型導覽與推播

系統 

執行單位：圖書資訊館、總務處、人文學院、相關系所 

作法： 

（1） 以圖資館為先導目標，在既有的綠建築基礎，持續朝向智慧綠建築發展，

建置智慧、健康、永續、及美學等示範點，包括智慧照明、智慧空調、

智慧電表、智慧電網、智慧節能管理、節水、用紙減量、廚餘回收、資

源友善回收、室內空氣品質智慧調節、館內音量智慧制約、健康節能電

腦作業環境、以及創客空間等。 

（2） 發展智慧校園應用程式介面，制定管理要點，鼓勵本校教師將本校智慧、

健康、永續、及美學示範點融入教學、研究、和推廣，提供學生觀摩、

實習、評估、創作、以及專題研究的實驗場域。 

（3） 本校網站導入 RWD 響應式網頁設計，教師個人網頁連結教師教學、研

究、服務績效資料庫，並應用先進之雲端雙向即時多國語言翻譯技術，

發展本校多語入口網前置翻譯服務，再結合後置校稿，達到多語同步更

新，以提升本校網路大學排名。 

（4） 應用先進之智慧型即時口說翻譯系統科技，建置雙向即時翻譯行動導覽

示範點，再推廣至系所及其它可應用之學習場域，營造以華語為中心之

雙向互動、國際友善校園，以利於展示智慧、健康、永續、及美學的校

園特色，並創造與國際大學交流及外語學習有利環境。 

（5） 發展智慧型行動導覽及推播系統，對校園中每一成員及前來交流參訪者，

適時展現本校綠色國際大學融和智慧、健康、永續、及美學的校園特色，

期能產生自然薰陶、潛移默化的影響。 

策略 3-3 美學校園 

行動方案3-3.1 加強自然美學教育，提升藝文涵養 

執行單位：人文學院、美術產業學系、兒童文學研究所、音樂學系、南島文化

中心、通識教育中心、圖書資訊館 

作法： 

（1） 本校「東大藝廊」成立於民國一〇三年九月，由美術產業學系負責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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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維護，將持續鼓勵本校藝術創作與創新設計風氣，提昇美術創作及欣

賞水準，擴大藝術教育功效。 

（2） 強化東大藝廊功能（或設置藝文中心），並與通識教育中心合作，規劃、

辦理、協同本校相關單位推動自然美學教育及藝文活動，增進師生對自

然美學及藝文的欣賞能力。 

（3） 舉辦駐校藝術家展演活動，並辦理藝文作品典藏。 

（4） 發展本校藝文特色典藏，包括兒童文學、民族音樂、及南島文化等，並

結合數位典藏技術，推廣數位典藏內容，提升藝文教學研究能量。 

（5） 以藝文活動為媒介，強化本校與校友、社區民眾之連繫。 

（6） 協助藝文工作者進行產品加值服務，並建立具美學與綠色知識經濟價值

的產學合作平台，開發具原創、文化內涵之文創產品。 

（7） 建置美感教育大學基地學校及基地學校區域之種子學校聯盟機制，培訓

本校學生參與社區美感教育志工活動，並協助中等學校種子教師及種子

學校辦理美感教育相關活動，發展大專院校與中等學種子教師或社區辦

理美感育協作案例。 

3. 校務創新面向 

策略 4-1 健康校園 

行動方案4-1.1 空氣品質維護 

執行單位：學務處 

作法： 

（1） 定期執行室內空氣品質檢測，建立室內空氣品質監測系統，提供空氣品

質狀況及異常警示，並結合空氣品質監測開放資料，提供校園及室內空

氣品質線上查詢服務。 

（2） 機車不進入校園，並以電動（腳踏）車代替校園公務車。 

（3） 鼓勵共乘或搭乘公車，統計汽機車進出校園數量及 CO2排放，並推行校

園減碳獎勵（如東大金幣等）。 

（4） 落實無菸校園，並減少殺蟲劑、清潔劑及揮發性化合物使用。 

（5） 避免建築物及其周邊積水，以及工程中產生空氣污染，如粉塵、纖維等。 

（6） 加強空調機之維護及保養，並針對設置無換氣設備空調及事務機器（包

括影印機、列表機、雷射雕刻機等）之辦公室、教室、及實驗室等室內

空間，增設空氣品質警示器，提醒人員開窗以利室內通風及換氣。 

行動方案4-1.2 實驗室及毒性化學物質管理 

執行單位：學務處、相關系所 

作法： 

（1） 制定實驗室安全管理規範，每年舉辦實驗室新進人員教育訓練，落實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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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保護和健康永續校園概念。 

（2） 加強毒性化學物質管理，減少毒性化學物質使用，鼓勵並推動採用可行

之毒性化學物質替代品從事教學研究。 

（3） 減少實驗室因教學研究造成之空氣污染。 

（4） 建立實驗室環境狀況基本資料，針對實驗室排煙櫃及作業環境執行定期

檢測，並落實持續性檢討改善機制。 

行動方案4-1.3 友善無障礙支持系統 

執行單位：總務處、圖書資訊館 

作法： 

（1） 全校各棟建築物及公共區域，規劃、導入無障礙設施，包括室外引導通

路、坡道及扶手、避難層出入口、室內出入口、室內通路走廊樓梯、昇

降設施、廁所盥洗室、輪椅觀眾席、停車位等都能便利行動不便者使用，

形塑友善無障礙環境。 

（2） 提供身心障礙者，友善的校園導覽及圖書資訊服務。 

行動方案4-1.4 射頻電磁波安全維護 

執行單位：總務處、圖書資訊館 

作法： 

（1） 參考歐盟及德國健康住宅電磁波規範，制定本校無線網路及行動電話基

地臺發射電磁波功率密度(μw/m2)限制範圍，並提供個人行動裝置使用建

議。 

（2） 定期執行校園射頻電磁波檢測，建立校園射頻電磁波監控系統，提供射

頻電磁波狀況、異常警示、即時改善、以及線上查詢服務。 

行動方案4-1.5 健康導向電腦作業環境 

執行單位：圖書資訊館 

作法： 

（1） 參考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及人因工程相關電腦作業標準，

建立符合人體工學的電腦作業環境設置規範，包括坐姿、立姿、桌椅、

鍵盤滑鼠架、照明、及螢幕等，並推廣應用在電腦教室、行政辦公室、

圖書資訊館等學習及作業空間。 

（2） 參考勞動部勞動及職業安全衛生研究所及人因工程相關電腦作業標準，

建立電腦作業疲勞防護與正確使用建議，並配合調查研究，引導本校教

職員工生採行自然省力的電腦作業姿勢，避免電腦長期使用及不良姿勢

造成傷害。 

行動方案4-1.6 健康導向餐飲環境與飲食文化 

http://laws.ilosh.gov.tw/ioshcustom/Web/Other/Detail?id=139
http://laws.ilosh.gov.tw/ioshcustom/Web/Other/Detail?id=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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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單位：運動與健康中心、圖書資訊館 

作法： 

（1） 建立本校餐飲環境狀況基本資料，組織委員會針對餐飲空間及作業環境

執行定期檢測，並落實持續性檢討改善機制。 

（2） 參考美國哈佛大學提供給全校師生的哈佛飲食金字塔，建立國立臺東大

學飲食金字塔，並配合調查研究，引導本校教職員工生朝向健康飲食文

化發展，促進個人健康與地球永續發展。 

（3） 建立體適能資料庫，提供個人化健康促進管理服務。 

策略 4-2 永續校園 

行動方案4-2.1 智慧節電 

執行單位：總務處、學務處、圖書資訊館 

作法： 

（1） 改善數位電錶及電源數位控制佈建，建立全校用電資料庫，並發展智慧

型電源監控系統，提供即時用電統計及異常顯示，協助相關單位追蹤、

改善節電績效。 

（2） 加強節電教育宣導，並針對節電績效良好之使用單位給予節電回饋獎

勵。 

（3） 導入電源數位控制及冷氣最低溫度設定限制等技術，配合教室課表，建

立教室冷氣及照明供電自動化管理示範點，執行節電效益評估，記錄實

際節電量，並推廣至全校，包括電腦教室、普通教室、及大型講堂等。 

（4） 導入模組化電源、機櫃型冷氣、冷熱通道分離、機櫃型機房等技術，建

立智慧型節能機房示範點，執行節電效益評估，記錄實際節電量，並推

廣至全校，包括圖書資訊館資訊機房、各學院資訊機房、實驗室資訊機

房等。 

（5） 導入模糊控制、及紅外線節能貼片等技術，建立智慧型空調節能示範點，

執行節電效益評估，記錄實際節電量，並推廣至全校，包括圖書資訊館、

演藝廳、產推處國際會議廳、及各學院大型講堂等。 

（6） 應用電腦作業系統提供之休眠及自動關機排程等功能，研擬電腦電源管

理規範，建立示範點執行節電效益評估，記錄實際節電量，並推廣至全

校，包括電腦教室、及行政辦公室等。 

（7） 導入虛擬桌面技術，建立雲端電腦教室示範點，執行節電效益評估，記

錄實際節電量，並推廣至全校，包括圖書資訊館電腦教室、及各學系電

腦教室等。 

（8） 導入日照及人員流動感知技術，建立智慧型照明節能示範點，執行節電

效益評估，記錄實際節電量，並推廣至全校，包括圖書資訊館書庫照明、

及各建築物廊道照明等。 



28 

 

行動方案4-2.2 智慧節水 

執行單位：總務處、學務處、運動與健康中心、圖書資訊館 

作法： 

（1） 增設數位水錶，建立全校用水資料庫，並發展智慧型水資源監控系統，

提供即時用水統計及異常顯示，協助相關單位追蹤、改善節水績效。 

（2） 加強節水教育宣導，並針對節水績效良好之使用單位給予節水回饋獎

勵。 

（3） 本校廢水經污水處理廠處理後，其放流水皆符合放流標準，放流水持續

補注排放至本校鏡心湖，占地 1.5 公頃的鏡心湖在校園「中水系統」扮

演重要角色，校園內的生活廢水經過污水處理場淨化處理後排入鏡心湖，

湖水再利用於園藝澆灌用水、衛生沖廁用水、及空調冰水主機循環用水

等，定期對此循環利用進行節水效益分析，將有助於環境教育之落實。 

（4） 導入節水淋浴器、節水龍頭、及二段式沖水馬桶等技術，建立示範點，

執行節水效益評估，記錄實際節水量，並推廣至全校，包括浴室、廁所

等。 

（5） 游泳池配合教學及實際使用人數，調節滿水作業及對外開放時間。 

行動方案4-2.3 資源減量回收與再利用 

執行單位：總務處、學務處、圖書資訊館 

作法： 

（1） 建立全校資源減量回收資料庫，並發展資源減量回收資訊系統，提供校

園資源減量回收與再利用等資料之線上處理分析服務，協助相關單位追

蹤、改善資源減量回收與再利用績效。 

（2） 導入無紙化線上會議系統、及群組訊息推播系統等技術，建立示範點，

執行用紙減量效益評估，記錄實際用紙減量，並推廣至全校，包括各項

會議、宣導文件等。 

（3） 配合政府擴大管制購物用塑膠袋使用規定，實施校園限塑，管制對象包

括校園內的便利商店、餐廳、書店、文具店、及飲料店等，在校園內購

物若要使用塑膠袋，須付費購買。 

（4） 實施垃圾分類，建立友善資源回收示範點，簡化資源回收程序，並加強

良善資源回收、用紙、塑膠、及廢棄物（廢液）減量教育宣導，並針對

資源減量回收績效良好之使用單位給予資源減量回收回饋獎勵。 

（5） 導入電子廚餘機、及廚餘減量等技術，建立廚餘回收示範點，執行廚餘

減量回收效益評估，並推廣至全校，包括行政單位、學術單位、及學生

宿舍等。 

（6） 導入露天堆肥化、及機械密閉堆肥化等技術，建立分散式及集中式堆肥

設施示範點，執行堆肥效益評估，並推廣至全校，達到校園有機垃圾全

面回收與再利用，包括本校污水處理廠處理後產生之污泥、以及校園樹

枝落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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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方案4-2.4 校園生態保育 

執行單位：總務處、學務處、通識教育中心 

作法：  

（1） 建立校園生態保育資料庫，並發展校園生態觀測系統，提供校園生態保

育統計及異常顯示，協助相關單位追蹤、改善校園生態保育成效。 

（2） 本校鏡心湖湖岸以石頭等自然材質築成，湖底鋪黏土，加上人工栽種及

自然生成的植物，構成類自然水生環境，常見花嘴鴨、紅冠水雞、白鷺、

白腹秧雞、翠鳥、以及各種秋冬季節造訪候鳥，生態環境豐富多元，是

本校放流水之重要指標，除定期檢測水質外，可設計人工浮島，提供湖

中水生植物生長環境，亦能淨化水質。 

（3） 因故枯死或因病死亡之樹木補植時，改種植本土原生種植物，並充分利

用本校枯枝與落葉，作為改善土壤品質之肥料，促進植物更健康生長，

俾校園環境綠化永續發展。 

（4） 本校校園動植物種類繁多，自然生態豐富，增設生態步道，提供全校教

職員工生及民眾體認自然環境，並培訓解說能力，增進保育觀念。 

策略 4-3 發展國際化 

行動方案4-3.1 推動移地教學，辦理海外見學 

執行單位：研究發展處 

作法： 

（1） 推動「移地教學」：藉由移地教學獎補助，強化國際移動力。 

（2） 推動海外連結：積極與國外教學機構簽訂合作關係，推動教學之海外連

結，提供本校學生海外實習之機會。 

（3） 辨理海外見學：定期選送本校學生前往海外見學或實習，提升學生產業

趨勢概念，深化職涯發展動能。 

行動方案4-3.2 加強在地國際化 

執行單位：研究發展處 

作法： 

（1） 強化師生在地國際參與：爭取經費舉辦國際性活動，邀請新南向地區或

海外友校之師生前來本校交流，強化本校師生之國際參與。 

（2） 推廣第二外語：推廣英文以外之第二外語課程，加強本校與歐洲國家之

交流合作。依校務國際化的發展，繼續開設其他亞洲南向語言、歐洲語

言等基礎課程，建構實務導向的外語課程設計。並規劃辦理長期進階課

程，以期望學員持續參與。 

（3） 擴大外國學生短期研修：本校將以優渥之住宿條件、具特色之在地文化，

吸引海外友校師生前來進行短期研修，並循友校仙台大學前來本校移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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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之模式，鼓勵海外友校前來進行短期訪問或 Study Abroad。 

（4） 協助姊妹校師生前來本校進行一學期以內之短期交流：定期舉辦短期之

師生參訪團，提供友校師生住宿等多方面之協助，以達實質交流與校園

國際化之目的。 

（5） 招收國際生來臺學華語：本校華語中心成立一年即通過教育部評鑑，106

年 9月開始，可招收海外來臺學華語外籍生，中心將展開擴大招生規劃，

期配合臺東山海美景、多元文化人文特色，吸引更多國際生來臺學習華

語，及辦理海外學生短期來臺研習華語之客製化營隊活動。 

行動方案4-3.3 強化國際學生招生與姊妹校連結 

執行單位：研究發展處 

作法： 

（1） 強化南向姐妹校連結：推展本校校務發展之南向語言發展政策，加強本

校與新南向國家學校簽署交流合作協議。 

（2） 拍攝招生影片：僑生為本校境外生之重要生源。計畫拍攝招生宣傳影片，

刊登於「海外聯招委員會」網頁之「IOH 開放個人經驗平臺」，以吸引

僑生前來就讀。 

（3） 策略聯盟，積極招收境外生：東南亞學生對於到臺灣求學表示強烈之需

求，本校將持續配合教育部之高教新南向政策，在當地舉辦招生講座，

以提升境外生就讀人數。本校將持續與「臺灣教育大學聯盟」、「泛太平

洋大學聯盟」等之友校策略聯盟，聯合辦理單獨招生，並赴境外參加教

育聯展，行銷本校優質之國際化教學環境。 

行動方案4-3.4 培養南向人才，形塑南島聚落核心 

執行單位：華語文教學研究中心、南島文化中心 

作法： 

（1） 協助新南向合作大學成立「華語中心」：協助位於越南平陽省(越南最大

臺商大本營)的土龍木大學成立「華語中心」，展開華師派遣赴該校教學、

在地越南語師資培訓(來臺教學)、編寫國別化華語教材、連結越南臺商、

及展開越南招生等。依此模式，逐年推展至其它新南向國家如印尼(亞齊

大學)、菲律賓(靈慧學院)、柬埔寨(金邊華語教育中心)等國之教育單位；

連結新南向的紐西蘭及澳洲合作學校，建立合作關係，派遣學生進行華

語教學實習，促進當地與臺灣原住民同血源的毛利族學生與臺東原住民

及本校南島中心之學術交流及合作，以利培養南向人才；開設越南語語

言課程及支持校內新南向國家語言共學小組之研習，培訓南向語言人材

及種子教師。 

（2） 南島核心聚落營造與文化事務參與：進行包含臺灣原住民族在內之世界

南島民族社會、文化與各領域傳統知識之媒體傳播與出版；推動臺灣與

世界南島民族之文化交流活動；彙編經費購買典藏文物，或以借展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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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解決數量不足之問題，並擴增本中心南島文化相關文物之展示；舉辦

臺灣原住民族在內之世界南島民族社會、文化與各領域傳統知識之教學

推廣、學術研討會及其成果展示。 

（3） 辦理國際南島研究與社會實踐夏令營：規劃在本校舉辦為期三至四週的

夏令營，以社區營造與社區培力(empowerment)為主題，融入人類學及

南島社會文化研究、社區營造及社區培力理論與實踐、部落參訪等，並

透過陪同及訪談海外學員，瞭解海外南島社群現況處境及議題，建立合

作關係。 

（4） 推動試辦全英語教學：從辦理暑期全英語夏令營開始，規劃校內開設全

英語課程或學程。 

（5） 發展南島語族的田野研究媒合平臺：聚集本校教授群、及族語教師群的

在地語言研究資料，透過外語師資的協助，轉化為英文為主的資訊網頁，

提供國內、外學者參考，媒合國內、外學者至本地部落進行語言類田野

調查，落實國際交流與發展跨國合作研究。 

行動方案4-3.3 營造國際交流友善環境，推廣本校綠色國際大學成果特色 

執行單位：秘書室、總務處、研究發展處、圖書資訊館 

作法： 

（1） 建置本校綠色國際大學網站，連結示範點及績效指標資料庫，發展視覺

化介面，參加世界綠色大學評比，推廣成果特色。 

（2） 以華語為中心，應用先進之雲端雙向即時多國語言翻譯技術，建置本校

多語入口網與雙向即時翻譯行動導覽、行動學習環境示範點。 

（3） 將示範點推廣至系所及其它可應用之學習場域，以提升本校網路大學排

名，並營造與國際大學交流及外語學習友善環境。 

（4） 建立與世界綠色大學之間的交流管道，並持續推動互訪與合作。 

（5） 製作本校發展綠色國際大學行動方案目標、措施、示範點、及成效之教

育宣導媒體，包括文字、照片、短片、網頁、及看板等，提供全校學生、

教師、與職員工共同遵守、學習、及教學參考，並結合校園導覽系統，

介紹給前來交流參訪者。 

 



國立臺東大學 

 

校園蔬食推廣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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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推動「東大蔬食日」計畫 

一、緣起 

 (一)國立臺東大學綠色國際大學白皮書 

    項目 4-1.6健康導向餐飲環境與飲食文化 

 (二)新世紀健康飲食潮流 

 (三)符應環保與保護生態議題 

  

二、2017.09.13本學期膳食委員會議決議通過，訂定每月第二個星期三為「東大 

    蔬食日」。 

 

三、目前進行 

 (一)鼓勵校內餐飲業者配合，實際配合有三家，東大健康自助餐、東大茶飲、阿 

    森炒飯。 

 (二)製作關東旗宣傳，當天放置於配合餐廳門口及各場館主要出入口。 

 (三)製作掛軸，供餐飲業者放置當日蔬食菜單。 

 (四)利用圖書館電子海報機宣傳。 

 (五)健康中心透過秘書室向各單位發佈東大蔬食日活動。 

 (六)辦理蔬食宣示及體驗教育活動，於 106年 12月 04日 中午 12時，由校長帶 

    領師生公開宣示推動「東大蔬食日」，並於校內外刊物及網頁上發布。 

 

四、期望推動 

 (一)學校與餐飲業者簽訂合約條款中加列必須配合學校推動蔬食日活動。 

 (二)推動相關蔬食教育課程。 

 (三)於餐廳設置東大健康蔬食專區 

 

五、推動策略短中長期計畫： 

    (參閱附件一)   

 

六、希望達成效果 

 (一)全校教職員工能養成經常蔬食習慣。 

 (二)使學校成為綠色大學最佳的亮點。 

 

 

 



貳、擬定東大蔬食計畫步驟 

 

 

 

 

 

 

 

 

 

 

 

 

 

 

 

    

一、目前推動困難之原因分析 

 

二、東大蔬食日計畫執行進度一覽表 

 

三、蔬食計畫活動說明及執行 

 

四、經費概算 

    蔬食活動學期概算表 

 



 

一、目前推動困難之原因分析 

 

 



二、東大蔬食日計畫執行進度一覽表 

編號 蔬食活動內容 實施期間 106/11 106/12 107/803 107/04 107/05 107/06 107/09 107/10 107/11 107/12 108/01 108/03 108/04 108/05 108/06 108/09 108/10 108/11 108/12

1 蔬食日前一天利用學校

首頁提醒全校師生員一

起蔬食

106/11

2 請學生會前一天利用網

路資訊傳達蔬食日
106/11

3 蔬食日當天請有開會議

且須訂便當者能夠一起

配合訂蔬食便當
(提供當天有蔬食業者訂購)

106/11

4 配合健康事務組東大消

肪隊活動
106/11

5 不定時於本中心粉絲專

業宣傳蔬食與健康益

處。

106/12

6 推行蔬食、輕食食譜書

展並合併蔬食buffet體

驗活動並利用提倡蔬食

相關影片宣傳培養全校

師生員蔬食健康愛地球

之理念。

106/12

7 持續加強發放蔬食宣傳

單及張貼海報。
106/12

8 提供蔬食之餐廳放置東

大蔬食日羅馬旗及掛軸

，並提供蔬食菜單。

106/12

9 配合大專校院推動攝食

足量蔬菜攝取(健康外

食秘訣)衛教單張給

予。

107/03

10 餐廳合約中列入蔬食日

的配合條款。(陸續新

簽合約業者已加入此條

款)

106/12

11 邀請社團一同參與東大

蔬食日計畫
107/05

12 透過運健中心粉絲專頁

分享蔬食相關資訊，學

生藉由粉絲專頁分享蔬

食打卡，給予正向回饋

與獎勵。

107/10

13 製作蔬食集點活動，一

學期4次，集滿4點將集

點卡投入健康事務組摸

彩箱內，參加摸彩，抽

出4-5位同學

107/10

14 於餐廳樓梯間製作蔬食

相關海報
107/10

15
規劃餐廳海報蔬食專區 108/03

16 中心自製拍攝提倡蔬食

微電影宣導影片
108/12

東大蔬食日計畫執行進度一覽表

近短程

中長程



三、蔬食計畫活動說明及執行 

1. 蔬食日前一天利用學校首頁提醒全校師生員一起蔬食 

2. 請學生會前一天利用網路資訊傳達蔬食日 

活動日期 106年 11月開始 

活動期間 持續性進行中 

活動地點 校園 

活動人數 全校師生員 

服務人員 約聘護理師 繆佳臻 

活動主旨 讓全校教職員工能養成經常蔬食習慣，讓地球更美好，讓自己更健康，使學校

成為綠色大學最佳的亮點。 

活動內容 於每月蔬食日前，在相關資訊網站提醒東大全體師生員一起蔬食 

場地設備 無 

 

3. 蔬食日當天請有開會議且須訂便當者能夠一起配合訂蔬食便當(提供當天有蔬食業者訂購)。 

活動日期 106年 11月 開始 

活動期間 持續性進行中 

活動地點 校園 

活動人數 全校師生員 

服務人員 運動與健康中心  

活動主旨 讓全校教職員工能養成經常蔬食習慣，讓地球更美好，讓自己更健康，使學校

成為綠色大學最佳的亮點。 

活動內容 於相關會議上，鼓勵教職員於蔬食日當天 

場地設備 無 

 

 

 

 

 



4. 配合健康事務組東大消肪隊活動。 

活動日期 106年 11月 開始 

活動期間 持續性進行中 

活動地點 校園 

活動人數 全校師生員 

服務人員 健康事務組人員  

活動主旨 讓全校教職員工能養成經常蔬食習慣，讓地球更美好，讓自己更健康，使學校

成為綠色大學最佳的亮點。 

活動內容 配合東大消脂活動，推廣蔬食益處 

場地設備 健康事務組體脂機 

 

5. 不定時於本中心粉絲專業宣傳蔬食與健康益處。 

活動日期 106年 12月 開始 

活動期間 持續性進行中 

活動地點 校園 

活動人數 全校師生員 

服務人員 健康事務組約聘護理師 繆佳臻 

活動主旨 讓全校教職員工了解健康蔬食之益處，促使增進大家對蔬食的健康理念。 

活動內容 不定時於中心粉絲專業宣傳蔬食與健康益處 

場地設備  

 

 

 

 

 

 

 

 

 

 

  



6. 推行蔬食、輕食食譜書展並合併蔬食 buffet體驗活動並利用提倡蔬食相關影片宣傳培養全校師 

   生員蔬食健康愛地球之理念。 

活動日期 106年 12月 4日  

活動期間 106年 12月 4日(已圓滿辦理結束) 

活動地點 運動與健康中心 體育館 

活動人數 約 120人 

服務人員 運動與健康中心  

活動主旨 1.讓全校教職員工能養成經常蔬食習慣，讓地球更美好，讓自己更健康，使學 

  校成為綠色大學最佳的亮點。 

 

活動內容 1.請校長及全校師生員一同參與宣示宣言活動。 

2.體驗美味的蔬食料理餐。 

3.透過活動從中了解蔬食的營養及健康。 

4.藉由活動了解蔬食為何可以救地球?(提供影片觀賞) 

5.提供多樣的蔬食書籍，原來蔬食也可以這樣料理 

6.邀請有機蔬菜農場羅國梁先生分享 從土壤到餐桌 

場地設備 1.舞台架設(舞台所有設備、講台、講桌、背板) 

2.紅地毯 

3.椅子 50張 

4.長桌子 20張 

5.關東旗擺放 

6.音響、麥克風等 

7.電腦及投影設備 

8.海報架 

 

 

 

 

 

 

 

 

 

 

 

 

   



7. 持續加強發放蔬食宣傳單及張貼海報。 

活動日期 106年 12月 開始 

活動期間 持續性進行中 

活動地點 校園 

活動人數 全體東大教職員生 

服務人員 約聘護理師 繆佳臻 

活動主旨 讓全校教職員工能養成經常蔬食習慣，讓地球更美好，讓自己更健康，使學 

校成為綠色大學最佳的亮點。 

 

活動內容 藉由宣傳文宣資訊，能夠更加了解蔬食的好處及理念 

計畫預算 海報約 350/張，約 10張/一學期 

 

 

 

 

 

 

 

 

 

 

 

 

 

 

 

 

 

 

 

 

 

 

 

 

 

 

  



8. 提供蔬食之餐廳放置東大蔬食日羅馬旗，並提供蔬食菜單。 

活動日期 106年 12月 開始 

活動期間 持續性進行中 

活動地點 校園 

活動人數 全體東大教職員生 

服務人員 約聘護理師 繆佳臻 

活動主旨 讓全校教職員工了解健康蔬食之益處，促使增進大家對蔬食的健康理念。 

活動內容 蔬食日當天協助業者擺放蔬食關東旗及蔬食菜單掛軸 

場地設備  

 

 

 

 

 

 

 

 

 

 

 

 

 

 

 

 

 

 

 

 

 

 

 

 

 

 

 

 

 



9. 配合大專校院推動攝食足量蔬菜攝取(健康外食秘訣)衛教單張給予。 

活動日期 107年 3月 開始 

活動期間 持續性進行中 

活動地點 校園 

活動人數 全體東大教職員生 

服務人員 健康事務組人員  

活動主旨 讓全校教職員工能養成經常蔬食習慣，讓地球更美好，讓自己更健康，使學校

成為綠色大學最佳的亮點。 

活動內容 教育部近日有提供關於健康外食小秘訣、如何增加蔬菜攝取相關衛教單張、手

冊及海報，藉此配合東大蔬食一同宣傳，推廣蔬食益處。 

場地設備  

 

 

 

 

 

 

 

 

 

 

 

 

 

 

 

 

 

 

 

 

 

 

 

 

 

 

  



10. 餐廳合約中列入蔬食日的配合條款。(陸續新簽合約業者已加入此條款) 

活動日期 106年 12月開始 

活動期間 持續性進行中(針對陸續簽新合約餐飲業者，合約中列入提供蔬食餐點) 

活動地點 校園 

活動人數 餐飲業者 

服務人員 總務處文書財管組 賴美雲組長 

活動主旨 讓全校教職員工能養成經常蔬食習慣，讓地球更美好，讓自己更健康，使學校

成為綠色大學最佳的亮點。 

活動內容 於每月蔬食日，提供蔬食餐 

場地設備 無 

 

 

11.邀請社團一同參與東大蔬食日計畫。 

活動日期 107年 5月開始 

活動期間 107年 5月 19日 

活動地點 圖書館前大草皮 

活動人數 全體東大教職員生 

服務人員 崇青社社員 

健康事務組 約用護理師 繆佳臻 

活動主旨 讓全校教職員工能養成經常蔬食習慣，讓地球更美好，讓自己更健康，使學校

成為綠色大學最佳的亮點。 

活動內容 崇青社積極在推廣素食，5/19校園草地音樂會招集校內各大社團擺攤，東大蔬

食日希望藉由此活動積極一同推廣蔬食，並給予相關蔬食單張。 

計畫預算 4000元。4元/張，1000張 

 

 

 

 

 

 

 

 

 

   



12.透過運健中心粉絲專頁分享蔬食相關資訊，學生藉由粉絲專頁分享蔬食打卡，給予正向回饋與獎 

   勵。 

活動日期 107年 10月開始(每學期常規舉行) 

活動期間 預計 107學年度第一學期開始實施 

活動地點 校園餐廳 

活動人數 全體東大教職員生 

服務人員 健康事務組 約用護理師 繆佳臻 

活動主旨 讓全校教職員工能養成經常蔬食習慣，讓地球更美好，讓自己更健康，使學校

成為綠色大學最佳的亮點。 

活動內容 1.當天吃蔬食之教職員生持特製健康蔬食打卡版，打卡上傳臉書並 tag3位好友 

  分享，完成打卡者可至健康事務組參與摸彩活動。 

2.取新學期第一次蔬食日舉行。 

3.摸出約 20位同學及 20位教職員，共 40位。 

4.一個獎項費用 200元禮卷。 

5.並製作蔬食打卡宣傳立板，置放在健康事務組門口，加強宣傳效果。 

計畫預算 摸彩獎金: 

禮卷 8000元/學期 

客製化道具及宣傳費用 

健康蔬食打卡板 1200元/塊，20塊*1200=24000 

蔬食打卡宣傳立板 10000元 

範例 

 

 

 

 

 

 

 

 

 

 

 

 

 

 

 

 

 

  



13. 製作蔬食集點活動，邀請學生參與。 

活動日期 107年第一學期開始(每學期常規舉行) 

活動期間 預計 107學年度第一學期開始實施 

活動地點 校園 

活動人數 全體東大教職員生 

服務人員 健康事務組 約用護理師 繆佳臻 

活動主旨 讓全校教職員生能養成經常蔬食習慣，讓地球更美好，讓自己更健康，使學校

成為綠色大學最佳的亮點。 

活動內容 1.一學期 4次，集滿 4點將集點卡投入健康事務組蔬食摸彩箱內，參加摸彩， 

  分學生組及教職員組。 

2.一個獎項費用 200元禮卷。 

3.學生及教職員各 10位名額獎，共計 20位名額獎。 

計畫預算 1.禮卷 4000元/學期 

2.集點卡 4元/張 

3.集點貼紙 5元/張 

範例 

 

 

 

 

 

 

 

 

 

 

 

 

 

 

 

 

 

 

 

 

 



14. 於餐廳樓梯間製作蔬食相關海報(大圖輸出) 

活動日期 107年第一學期開始 

活動期間 預計 107學年度 10月 

活動地點 二宿餐廳樓梯間 

活動人數 全體東大教職員生 

服務人員 健康事務組 約用護理師 繆佳臻 

活動主旨 1.營造校園健康蔬食風氣。 

2.讓全校教職員工能養成經常蔬食習慣，讓地球更美好，讓自己更健康，使學 

  校成為綠色大學最佳的亮點。 

活動內容 1.學生每天都會至餐廳用餐，希望藉由蔬食相關宣傳內容，能夠提升學生蔬食 

  動機。 

2.若效果佳，可以再依序規劃行政大樓、體育館等各個點(例如電梯、樓梯)，

以達到宣傳功能。 

計畫預算 7萬(主要依範圍大小報價) 

 

 

 

 

 

 

 

 

 

 

 

 

 

 

 

 

 

 

 

 

 

 

 

 

 

 

加入標語 
加入標語 



15. 規劃餐廳海報蔬食專區。 

活動日期 108年第一學期開始 

活動期間 預計 108學年度上學期 

活動地點 訂製於一、二宿餐廳(規劃蔬食公佈欄) 

活動人數 東大學生 

服務人員 健康事務組 約用護理師 繆佳臻 

活動主旨 讓全校教職員工能養成經常蔬食習慣，讓地球更美好，讓自己更健康，使學校

成為綠色大學最佳的亮點。 

活動內容 可不定時推廣相關蔬食議題及活動。 

計畫預算 6萬 

範例 

 

 

 

 

  

 



 16.中心自製拍攝提倡蔬食微電影宣導影片 

活動日期 108年 12月  

活動期間 計畫於 108年 12月拍攝完成 

活動地點 校園 

活動人數 全校師生員 

服務人員 運動與健康中心 

活動主旨 讓全校教職員工能養成經常蔬食習慣，讓地球更美好，讓自己更健康，使學校

成為綠色大學最佳的亮點。 

活動內容 紀錄東大蔬食日計畫活動成長過程，拍攝成紀錄片，鼓勵全校師生積極參與。 

計畫預算 5萬 

 

 

 

 

 

 

 

 

 

 

 

 

 

 

 



四、蔬食計畫經費概算表(支出明細表) 

編

號 

項目 單

位 

單價 數量 金額 備註 

01 宣傳海報 張 350 10 350*10=3500 
視情況，每學期支

出。 

02 三折頁 張 4 1000 1000*4=4000 
視情況，每學期支

出。 

03 蔬食打卡活動摸彩

禮卷 

張 200 40 100*80=8000 
每學期1次 

(常規固定支出) 

04 蔬食打卡板 塊 1200 20 1200*20=24000 
 

05 蔬食宣傳立板 張 10000 1 10000*1=10000 
 

06 蔬食集點活動摸彩

禮卷 

張 200 20 200*20=4000 
每學期1次 

(常規固定支出) 

05 蔬食集點卡 盒 60 5 60*10=600 
視情況，每學期支

出。 

06 蔬食集點貼紙 張 5 500 500*5=2500 
視情況，每學期支

出。 

07 樓梯間大圖輸出 張 7萬 1 70000*1=70000  

08 蔬食專區公佈欄 副 6萬 1 60000*1=60000  

09 拍攝提倡蔬食微

電影宣導影片 

部 5萬 1 50000*1=50000  

10 工讀生 
小

時 
140 30 140*30=4200  

11 補充保費 
次 

45 30 45*30=1350  

合計:(阿拉伯數字) 242150 



推動策略近短中長期計畫 

項 

次 

近期 

(106學年度第一學期已進行) 

 

短期(106學年度) 

 

中期(107學年度) 長期(108學年度-) 

 1.蔬食日前一天利用學校首頁提醒

全校師生員一起蔬食。 

2.請學生會前一天利用網路資訊傳

達蔬食日。 

3.蔬食日當天請有開會議且須訂便

當者能夠一起配合訂蔬食便當(提供

當天有蔬食業者訂購)。 

4.配合健康事務組東大消肪隊活動。 

5.不定時於本中心粉絲專業宣傳蔬

食與健康益處。 

6.推行蔬食、輕食食譜書展並合併蔬

食 buffet體驗活動並利用提倡蔬食

相關影片宣傳培養全校師生員蔬食

健康愛地球之理念。 

 

 

 

 

1.持續加強發放蔬食宣傳單及張

貼海報。 

2.提供蔬食之餐廳放置東大蔬食

日羅馬旗，並提供蔬食菜單。 

3.配合大專校院推動攝食足量蔬

菜攝取(健康外食秘訣)衛教單張

給予。 

 

 

 

 

1.餐廳合約中列入蔬食日的

配合條款。(陸續新簽合約業

者已加入此條款) 

2.透過運健中心粉絲專頁分

享蔬食相關資訊，學生藉由

粉絲專頁分享蔬食打卡，給

予正向回饋與獎勵。 

3.製作蔬食集點活動，一學

期 4次，集滿 4點將集點卡

投入健康事務組摸彩箱內，

參加摸彩，抽出 20位教職員

生。 

4.配合社團一同參與東大蔬

食日計畫。 

5.於餐廳樓梯間製作蔬食相

關海報。 

6.規劃餐廳海報蔬食專區。 

1.讓全校教職員生實踐每月

蔬食日。 

2.餐廳業者全面配合每月蔬

食活動。 

3.中心自製拍攝提倡蔬食微

電影宣導影片。 

附件一 



量測日期時間
106/6/28

功率密度
(μW/m2)

量測日期時間
107/1/27

功率密度 (μ
W/m2)

量測日期時間
107/3/9

功率密度
(μW/m2)

量測日期時間
107/6/4

功率密度
(μW/m2)

行政大樓文財組辦公室門口 05:05 124.0 08:39 106.1 06:49 53.7
理工學院院辦門口 2017/6/28 06:33 67.1 03:55 84.1 11:09 273.7 05:41 0.0
應科系系辦門口 2017/6/28 06:38 64.8 04:03 81.6 13:30 25.7 05:30 61.5
生科系系辦門口 2017/6/28 06:42 160.9 04:06 92.0 13:29 15.5 05:35 126.3
數學系系辦門口 2017/6/28 06:31 1.6 04:01 80.0 13:27 2.0 05:40 0.3
資管系系辦門口 2017/6/28 06:28 53.3 03:49 79.3 11:03 103.0 05:48 0.0
資工系系辦門口 2017/6/28 06:29 55.8 03:51 80.1 11:05 100.2 05:46 51.3
農產中心門口 2017/6/28 06:36 51.2 04:10 78.7 13:36 42.3 05:44 0.0
人文學院院辦門口 2017/6/28 07:23 88.7 03:52 113.3 14:02 1700.1 06:16 122.4
英美系系辦門口 2017/6/28 07:16 52.8 04:44 80.0 13:56 77.4 06:36 96.2
華語系系辦門口 2017/6/28 07:18 98.4 04:45 163.6 13:57 235.2 06:37 50.8
心動系系辦門口 2017/6/28 07:13 63.6 04:39 83.1 14:05 2549.0 06:24 47.4
美產系系辦門口 2017/6/28 07:10 55.4 04:36 84.9 13:54 2.4 06:39 49.9
音樂系系辦門口 2017/6/28 07:20 57.5 04:47 77.6 13:59 3.2 06:28 66.5
兒文所所辦門口 2017/6/28 07:21 0.0 04:49 84.7 14:00 11.5 06:30 59.6
公事系系辦門口 2017/6/28 07:15 0.0 04:42 110.5 14:04 18.7 06:34 0.1
語發中心門口 2017/6/28 07:24 50.0 04:51 83.7 14:00 67.5 06:31 1.6
師範學院院辦門口 2017/6/28 06:59 49.2 04:23 91.1 13:45 24.2 06:06 57.4
教育系系辦門口 2017/6/28 06:48 61.8 04:26 81.4 13:46 2.5 06:03 75.7
體育系系辦門口 2017/6/28 07:04 66.2 04:16 92.8 13:49 27.7 06:14 54.8
特教系系辦門口 2017/6/28 07:02 50.2 04:17 91.4 13:49 27.9 06:12 53.4
幼教系系辦門口 2017/6/28 06:50 54.2 04:27 82.1 13:42 10.4 06:01 56.2
數媒系系辦門口 2017/6/28 06:58 60.5 04:24 83.6 13:42 25.9 06:07 57.7
文休系系辦門口 2017/6/28 07:05 0.0 04:19 106.1 13:48 107.3 06:10 12.0
運技系系辦門口 2017/6/28 07:00 54.6 04:30 84.4 13:50 2.6 06:16 0.0
通識中心辦公室門口 2017/7/6 09:41 0.0 08:18 83.9 13:18 0.1 07:22 41.9
運健中心辦公室門口 2017/7/9 09:57 45.3 07:52 93.8 08:54 62.6 07:06 42.5
第一宿舍辦公室門口 2017/6/28 06:24 55.8 08:30 97.6 10:59 190.3 05:17 121.6
第二宿舍辦公室門口 2017/7/6 10:10 182.6 08:01 101.4 10:54 142.2 07:16 64.0

圖書館櫃台 07:42 399.9 08:42 68.2 05:17 161.9
圖資館 2F 餐廳門口 2017/7/6 10:15 113.5 07:43 419.4 08:45 32.3 06:58 202.8

球場(涼亭) 42.3 07:50 35.8 08:51 92.8 07:03 3.1
操場(司令台) 778.5 07:55 391.8 08:57 211.6 07:08 131.9
公車亭 230.6 05:08 1503.9 08:34 255.3 06:41 166.3

演藝廳 西方路口 172.3 05:02 60.1 14:06 499.5 06:11 55.0
師範學院 北方路口 10.9 04:33 90.0 13:40 8.3 05:54 50.8
理工學院 北方路口 17.1 04:12 80.6 13:36 1398.1 05:51 313.3
靜心書院 西方路口 5.0 08:19 96.0 14:10 410.3 07:19 11.8
西側門入口 230.5 08:22 99.1 10:52 53.0 07:13 33.8

一宿北面資源回收場（如右圖標示） 2018/2/22 15:59 577.4 13:24 76.0 05:21 29.2
理工學院北面停車場（如右圖標示） 2018/2/22 16:03 942.1 13:32 677.8 05:24 500.1
師範學院北面停車場（如右圖標示） 2018/2/22 16:07 546.4 13:39 953.4 06:19 11.8

理工學院北面一樓 05:27 101.5
理工學院北面三樓 05:37 1.1
理工學院北面五樓 05:32 2207.0

師範學院北面一樓 05:56 66.3
師範學院北面二樓 06:04 0.1
師範學院北面五樓 05:50 0.5

基地台啟用前
校園射頻電磁波量測地點

基地台啟用後

附件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