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 47 

一、校務資訊說明 
 

1-1 學校沿革 

1-1-1 學校創校迄今重要大事紀或沿革圖 

 

◆ 國立屏東大學於民國 103年 8月 1日，由原國立屏東教育大學及國立屏東商

業技術學院合併而成。 

◆ 兩校整合後，提供高教、師培和技職三體系之多元學習管道，讓學生有跨領

域跨體系修課之機會，並藉由資源整合提升教師教學研究水準與國際競爭力 

，豐富學生學習資源與就業之多元專業實力，進而增強大學競爭力與永續發

展。 

◆ 國立屏東大學校訓為：誠、愛、禮、群 

◆ 國立屏東大學教育目標及核心能力 :基於「誠、愛、禮、群」之校訓，訂定

「品德力、創新力、自學力、宏觀力、就業力」等五大教育目標，使學生具

有「個人、專業、社會」等三個層面之十大校核心能力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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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大學大事紀 

時間 活動名稱 活動內容 

103 年 08月 06日 國立屏東大學第一任校長

就職暨揭牌典禮 

國立屏東大學於民國 103年 8 月 1日，由原國立屏東教育大學及國立屏東商業技術學院

合併而成；並由古源光校長擔任第一任校長。 

103 年 08月 19日 科普傳播學系揭牌典禮 以原本的「數理教育研究所」深厚學術研究能量為基礎，期望將科學的知識傳播出去；

原本是以培育數理教學專業師資為發展方向，現則多招收大學部新生，期望能將科普知

識透過現代科技的模式傳播出去。 

104 年 02月 04日 創新育成中心開幕剪綵啟

動儀式 

國立屏東大學也樂意跟其他鄰近大學育成中心成為既競爭又合作的夥伴，在不同大學的

學術領域裡面，可以分工合作，「把屏東年輕人想要創業的心找到一個家」。未來培育的

方向大概分為兩個，一個是文化創意，一個是商管科技。在空間配置上，一樓有展示空

間、辦公區域，四個大型培育室，二樓為小型的討論室跟會議室，學生創意空間，三四

樓為大約 30間的培育室，打造學生創業學習的優質典範，深化校園創意環境，厚實企

業的經營。 

104 年 12月 23日 與澎湖縣政府簽訂策略聯

盟合約 

為有效整合官學產資源，建立公部門與學術研究機構之合作關係，本校於 104年 12月

23日與澎湖縣政府締結策略聯盟關係，以增進雙方實務與學術經驗交流、整合雙方資

源建立相互支援體系，提昇競爭力，達成資源共享雙贏合作。 

104 年 12月 13日 校友之家啟用典禮 古源光校長、資深校友，以及在學學生代表等人共同拉啟紅綵，經由代代薪傳，宣告校

友的家開張啟用。校友之家座落於林森校區西側，「入厝」當天熱鬧非凡，除了民國 60

年捐款興建校友之家的資深校友蒞臨同賀外，校友總會蔡東源代理理事長與理監事，以

及各級校友代表也到場共襄盛舉，場面喜氣溫馨。 

103 年 08月 01日 屏大校史館揭幕啟用 為保存學校重要的校史文物資產，合校後之首任校長古源光，即率領相關單位主管在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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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活動名稱 活動內容 

生、林森與屏商 3個校區進行場勘，以擇選適當的新校史館地點，校史館最後落址於民

生校區圖書館 6樓。經過 1年多的籌畫、設計與施工，新建置的校史館於 5月 9日開幕

啟用。新建置的屏東大學校史館，占地約 288平方公尺，以建置博物館的精神來規劃。

全館設有常設展與特展二區，並結合文物實體展示與互動多媒體，以引領參觀者認識屏

大的歷史與發展。常設展區分為學校的校徽、歷史的紀錄、理念與實踐、我們這家人、

榮譽的徽章、基石的奠定、國際接軌等專區，各有其特色。 

105 年 05月 16日 屏東大學第一個名譽教育

博士學位 頒授給星雲大師 

合併成立近 2年的國立屏東大學第一個名譽教育博士學位，頒授典禮在佛陀紀念館大覺

堂舉辦，屏東大學由古源光校長率隊，包括劉英偉副校長、教務長簡成熙、教育學院院

長張慶勳等多人到場觀禮，由張慶勳院長宣讀推薦書，古校長宣讀名譽博士學位證書，

再由簡成熙教務長為大師佩戴披肩，古校長則為大師佩戴學位帽並撥帽穗，並頒給證

書，隨後古校長賢伉儷為大師獻花；星雲大師雖年事已高，坐著輪椅出場，但典禮進行

中仍拄著拐杖，站起來受贈及致詞，表示對此事之高度重視。 

105 年 11月 19日 「東南亞發展中心」揭牌 屏東大學與屏東縣政府簽署國際教育發展合作備忘錄，古源光校長期許東南亞發展中心

配合政府新南向政策，結合高屏地區產官學資源，打造成為南台灣前進東南亞發展的主

要交流平台，更是新住民姊妹與新一代台灣之子的娘家。 

東南亞發展中心亦規劃東南亞文化識能影展、東南亞文化識能講座，為期一年的活動將

帶領屏東地區民眾瞭解東南亞庶民生活、熱門議題。目前，屏東大學共編有五套針對東

南亞地區不同年齡、身分學習者的華語教材，未來該中心將結合華語和東南亞語言教

學，推廣屏東多元文化教育及新住民教育。隨著東南亞發展中心的成立，屏東大學將成

為多元文化教育的教學支援與專業資源中心，提供各式多元文化教育培訓與研習課程，

協助培育新住民姐妹成為新住民語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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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活動名稱 活動內容 

105 年 12月 8日 「不動產交易模擬中心」揭

牌 

高屏地區第一個不動產實務導向之研究中心。 

屏大不動產經營學系為南台灣唯一一所不動產經營學系，該系把專業教室資訊化，變成

交易模擬中心，楊宗憲老師把全台灣第一套取得專利的大量估價系統（AVM）納入中心

教學、引進 ARGUS不動產投資開發財務系統與企業系統、提供顧代書登記系統，以及換

裝 ARC GIS10月 0系統與空間室內設計軟體，提供房仲業全程交易模擬，讓相關授課老

師進行全面 E化教學。 

不動產交易模擬中心提供了不動產仲介交易模擬、不動產投資財務分析系統、地政士登

記作業系統、大量估價系統、地理資訊系統與室內設計繪圖系統，可提升教學課程內容

與產業實務專業同步化，提供不動產營業員、不動產經紀人、地政士與不動產估價師等

各項相關實務與證照考試之服務，完備學生自我競爭能力，達成「業界無縫接軌、學生

學用合一」之專業養成訓練。 

105 年 12月 10日 舉辦「亞洲校長高峰論 壇」

(Asia Presidential 

Summit Forum) 

國立屏東大學為落實新南向政策國際合作趨勢，執行教育部技職司獎勵技職院校推動國

際合作與提升英語能力計畫，與屏東縣政府教育處合作，以「亞洲崛起：亞洲大學院校

全球化所面臨的挑戰」為主題，邀請來自日本、韓國、俄羅斯、泰國、馬來西亞、越南、

中國大陸等地之大學校長、副校長和專家學者，共達 50位外賓，齊聚屏大，共同催生

亞洲大學合作聯盟。 

此次論壇共有 14所國際姊妹校、5所大陸姐妹校之行政高層參與，針對「大學合作關

係：產官學研新模式」與「高等教育的未來：回應國際化與全球化的大學策略」兩面向

進行多方探討，分享各國如何透過國際化策略再造大學新契機之寶貴經驗。 

105 年 12月 11日 立法院院長蘇嘉全蒞校參

與本校校慶開幕典禮 

國立屏東大學於 12月 11、12 日，舉辦「UGSI 共創未來」第三屆校慶及校運活動，出

席校慶開幕典禮的貴賓冠蓋雲集，包括榮獲終身貢獻獎的前政務次長黃光男、中山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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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活動名稱 活動內容 

鄭英耀校長，都是屏東大學最傑出的校友，還有來自於東南亞、中國大陸及蘇俄西伯利

亞共 20多個國家、60多名代表，遠道而來祝賀屏東大學生日快樂，立法院院長蘇嘉全

也特地與會，表達祝賀之意。 

立法院院長蘇嘉全致詞時表示，屏東大學在過去屏東師專或屏東師範學校的表現就已經

很好，許多屏東師範學校畢業的長輩，都是第一流的學生，看到出席的校友有不少人都

7、80歲了，可見屏東大學是一間有悠久歷史的學校，因此特別恭賀屏東大學校慶生日

快樂。 

古源光校長致詞表示，2年半前屏東大學合併成為全國最特殊的綜合大學，包括師培、

技職和高教三位一體，合校以來在所有同仁努力下，成為國境之南最優秀的國立大學，

感謝歷屆的校友給學校很多的支持，校友年年回到母校，令人感佩，近幾年無論是在教

學特色、學校軟硬體建設或與國際連結上，都有明顯進步，大家都感覺到「屏東大學動

起來了」，期望屏東大學是國境之南的教育重鎮，更是培育國家人才的人才庫。 

106 年 3月 24日 與南美智利名校的瓦爾帕

萊索天主教大學代表團簽

署姐妹校學術合作備忘錄 

來自南美智利名校的瓦爾帕萊索天主教大學代表團，與屏大簽署姐妹校學術合作備忘

錄，瓦爾帕萊索天主教大學是屏大第一個南美洲的姐妹校，屏大也很榮幸是該校在台灣

的第一個姐妹校。未來師生將可前往南美洲智利交換同時學習西班牙語與進行文化體

驗。 

106 年 5月 26日 國立屏東大學管理學院全

院通過 ACCSB認證 

2017年「華文商管學院認證(ACCSB)指導委員會」，經過 ACCSB各校認證專案小組多次

書面輔導、顧問教授赴校輔導、書面審查及最終的實地審查，歷時兩至三年嚴謹的認證

程序，最終皆通過認證指導委員會之審議，給予期限 2年之認證，自 2017年 8月 1日

起生效。 

106 年 5月 28日 屏東大學管弦樂團參與演 2017總統府音樂會第一次走出總統府，移師到毗鄰屏東大學的屏東演藝廳，屏東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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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活動名稱 活動內容 

出 2017總統府音樂會 管弦樂團參與演出成功的把屏東的元素呈現在全體國人面前。 

106 年 6月 30日 政務委員唐鳳蒞校訪會 政務委員唐鳳與行政院南部服務中心執行長黃義佑蒞校訪會，出席今天這場盛會的在地

企業家有屏東太平洋百貨副董事長劉忠志、雄雞照明董事長許銘嘉、中洲建設董事長黃

啟倫、星博電子董事長邱振雄等人，與本校相關主管與師長，就本校 UGSI推動與地方

鏈結相關議題進行瞭解與探討。 

106 年 07月 19日 
管理學院通過華文商管學

院認證 ACCSB通過 

管理學院通過華文商管學院認證 ACCSB 通過給予期限二年之認證，自 2017年 8月 1日

起生效 

106 年 08月 23日 
2017世大運中勇奪 2金 7

銀 

本校滑輪溜冰選手在 2017世大運中勇奪 2金 7銀佳績，不僅為台灣爭光，也是屏東人

共同的榮耀，更是屏大之光。 

106 年 11月 11日 

第 11屆全國心智障礙者親

子運動大會在屏東大學舉

行 

2017第 11屆全國心智障礙者親子運動大會在屏東大學舉行，參與的員計有 1400餘人，

包含來自全國各地的心智障礙者選手 567人及香港、澳門的結誼組織。 

106 年 11月 20日 

古校長獲泰國皇家理工大

學譚雅布理分校接受詩琳

通公主親自頒授榮譽博士

學位 

古校長在泰國皇家理工大學譚雅布理分校（Rajamangal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hanyaburi，RMUTT)接受詩琳通公主親自頒授榮譽博士學位，屏東大學在推動國際學術

交流及合作上的努力，再一次受到泰方高度肯定。 

106 年 12月 10日 

作家黃春明博士(本校 47

級校友)獲本校名譽博士學

位暨校友終身貢獻獎 

國寶級本土文學作家黃春明博士(本校 47級校友)獲本校名譽博士學位暨校友終身貢獻

獎。 

106 年 12月 10日 成立「VAR體感技術中心」 
成立「VAR體感技術中心」，引進過內最新 AR/VR設備，為目前全台教學界規模最大的

「VAR體感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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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活動名稱 活動內容 

106 年 12月 21日 

與泰國皇家師範大學系統

簽署雙方學術交流合作協

議 

國立屏東大學於 12月 21日在泰國曼谷，接受泰國皇家師範大學系統(Rajabhat 

Universities Network，RUN)共 38所大學之邀請，由古源光校長代表簽署雙方學術交

流合作協議。 

106 年 12月 19日 
圖書館建置「屏東學專區」

與「屏東縣作家專區」 

國立屏東大學圖書館建置「屏東學專區」與「屏東縣作家專區」，設置「屏東縣作家作

品資料庫」提供檢索服務，並建置「屏東縣作家作品資料庫」提供檢索服務，展現屏東

文學的能量。 

107 年 04月 29日 

全大運首度設滑輪溜冰 

國立屏東大學世大金牌黃

玉霖、李孟竹雙摘金 

全大運首度設滑輪溜冰 國立屏東大學世大金牌黃玉霖、李孟竹雙摘金 

107 年 05月 10日 

推動 USR 屏大團隊協助身

心障礙社區日照竹田佈建

據點揭牌 推動 USR 屏大團隊協助身心障礙社區日照竹田佈建據點揭牌 

107 年 06月 09日 

前總統府國策顧問 52 級黃

光男校友獲頒本校名譽博

士學位 

前總統府國策顧問 52級黃光男校友獲頒本校名譽博士學位 

107 年 06月 27日 

國立屏東大學與越南美萊

和平基金會簽定教育合作

備忘錄 

國立屏東大學與越南美萊和平基金會簽定教育合作備忘錄 

107 年 08月 13日 
屏大與印尼 5所伊斯蘭大

學簽訂 MOU 

由古源光校長所帶領的屏大團隊，到印尼馬朗(Malang)的馬朗伊斯蘭大學（University 

of Islamic Malang)訪問，並與當地 5所伊斯蘭大學簽訂學術合作備忘錄。 

107 年 09月 03日 體育系碩一李孟竹同學榮 代表台灣出賽的屏東大學體育系李孟竹同學，於雅加達巨港亞運，滑輪溜冰 20公里競



 

 8 / 47 

時間 活動名稱 活動內容 

獲 2018亞運滑輪溜冰 20

公里競速賽金牌 

速賽中，勇奪金牌，為台灣再添一金。 

107 年 09月 05日 
泰國姊妹校 RMUTI至校進

行文化藝術表演 

泰國姊妹校 RMUTI至校進行文化藝術表演，演出團隊達 82人，出席觀眾達 700多人次，

藉由此次表演，促進台泰雙邊藝術、文化、學術多元交流。 

107 年 09月 06日 商業 4.0人才培育基地聯

合開幕式暨產學技術合作

策略聯盟簽約儀式 

結合「大數據應用研究中心」、「智慧三創研究中心」、「VAR購物行銷實驗室」、「不動產

大數據暨大量估價研究中心」，及「金融科技研究與教學中心」。 

107 年 09月 27日 原住民族語言屏東中心揭

牌儀式 

在全國 7個原住民族語言學習中心裡面，屏東大學是開設最多瀕危語種學習課程的，學

員包括多位在原鄉小學任教的老師、校長，以及原民相關業務的承辦人，屏大未來將進

一步推動遠端教學。 

107 年 10月 12日 第六屆師資培育國際學術

研討會 
受教育部委託，辦理「2018第六屆師資培育國際學術研討會」，希望能在我國十二年

國民教育課程改革的同時，強化師資職前培育在適性教育、差異化教學、多元評量等能

力。 

 

107 年 12月 08日 兩岸農村治理學術研討會 國立屏東大學與廣州大學在國立屏東大學辦理「第四屆兩岸農村治理學術研討會：農村

再造與教育啟航」，與會人員包括國內及大陸高校等對農村發展與教育實務相關學者專

家，針對近年來兩岸農村發展與治理的過程和趨勢，從理論和實務面做深入的探討及比

較，以期能發掘未來兩岸農村發展的大方向與合作解決兩岸農村永續發展的問題，並促

進海峽兩岸農村建設發展相關政策與研究的交流。 

107 年 12月 10日 全球校長論壇 國立屏東大學在第五屆校慶期間舉辦「2018全球校長高峰論壇」，以「大學的未來─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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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責任與國際合作的開始」為主題，邀請來自美國、大陸、俄羅斯、日本、韓國、印度、

越南、泰國、馬來西亞及印尼等全球各地，共超過 50所姊妹校共襄盛舉，盛況空前，

藉此匯集世界各地大學觀點，彼此交換治校心得，共同為高等教育的未來，攜手並進。 

107年 12月 22日 USR商品發表暨技轉 國立屏東大學今年度獲教育部補助大學社會責任計畫(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簡稱 USR)，「讓生命不同凡「想」-屏東身心障礙成人服務機構支持網

絡」由古源光校長擔任計畫主持人，特教中心黃玉枝主任擔任計畫執行長，跨三校整合

十個系所師生投入計畫，透過跨領域多元專業合作技術，協助屏東啟智協進會解決日間

作業設施的產銷困境，並舉行商品發表暨技術移轉簽約儀式。 

107 年 12月 26日 國防部 ROTC專業大學與本

校成立教育訓練中心揭牌 

國立屏東大學、南亞技術學院與國防部攜手合作，成立預備軍官訓練團教育中心

（Reserved Officers Training Corps，簡稱 ROTC），由屏東大學古源光校長、總統府

戰略顧問蒲澤春上將及南亞技術學院董事長及校長等嘉賓，共同為屏東大學 ROTC教育

中心擴大舉辦揭牌典禮，這也是全國第一所由國立大學成立，也是南部第一個 ROTC教

育中心，提供年輕學子未來職涯發展的更好選擇，也為國家培育更優秀的軍官人才。 

2019 年 5月 15日 結合在地鄉鎮推動地方創

生簽約儀式 

國立屏東大學響應政府「地方創生」計畫，善盡大學社會責任，結合屏東縣在地 9鄉鎮，

簽署「地方創生合作意向書」，藉由大學與地方的緊密結合，帶動地方產業永續發展。

共同推動人親、水親、土親、產業親的四等親結構，導入科技應用，共同凝聚當地人心

持續推動地方創生，以創新方式推動永續發展。 

2019 年 5月 16日 「大武驕陽 再現光芒」捐

贈儀式 

有關校徽爭議，由屏東大學古源光校長與原創作者楊佳璋設計師簽署合約，屏大以 100

萬元取得原設計圖的授權讓與，並追溯承認其合法使用，讓已使用四年多的「大武驕陽」

校徽取得正當性。楊設計師則發揮大愛，把這筆錢全數捐給屏東縣啟智協進會等三個在

地的社福團體，讓整起事件能對社會有正面的教育意義，並強化對智慧財產權的尊重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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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護。 

2019 年 5月 31日 政務委員羅秉成蒞校訪會

與演講 

政務委員羅秉成與行政院南部服務中心蒞校訪會，與本校相關主管及師長就本校合校推

動與成效進行瞭解，並進行「司法改革與冤獄平反」演講活動。 

2019 年 6月 11日 屏商校區學生宿舍落成啟

用 
自 103年合校以來即致力改善提升學生住宿環境，在校方多方爭取籌畫下，獲得教育部

補助，今年 4月完工，並於 6 月 11日上午良辰吉時舉行落成啟用典禮。面對少子化浪

潮，屏大逆向思考，前瞻未來，希望美輪美奐的宿舍，成為讓學生近悅遠來的招生亮點。 

學生第二宿舍座落於屏商校區，造價 3億 2千萬，為三棟串連為一體的建物，將提供

668床住宿空間，其中一棟 260 床為女生住宿，另兩棟共 408床為男生住宿，解決合校

後床位不足，並彌補屏商校區長期以來缺乏男生住宿空間的窘境。 

2019 年 10 月 18日 第七屆師資培育國際學術

研討會 

教育部第七屆師資培育國際學術研討會-各科教材教法、國外教育見習教育實習及國際

史懷哲成果發表記者會在國立屏東大學登場，本部范巽綠政務次長致開幕詞時表示，受

到翻轉教學的國際浪潮的啟發，近幾年臺灣教育有了許多不同面貌，而教師在進行創新

教材教法時常與國外交流，以學思達工作坊為例，由老師帶領老師，老師成為種子老師，

這個滾動的力量是臺灣教育史上數十年來從未見到的現象，「老師們自己站起來了」。 

本次研討會 10月 18日、19日舉行，除國內專家學者外，還邀請來自芬蘭赫爾辛基大

學(University of Helsinki) 克絲蒂·隆卡（Kirsti Lonka）教授、日本共榮大學和井

田 節子(WAIDA Setsuko)教授、澳洲昆士蘭科技大學(Queensland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葉儒智(Andy Yeh)教授，以及加拿大渥太華大學(University of Ottawa) 

克里絲汀·蒂皮特(Christine Tippett)教授等國際學者與會，在兩天的研討會中，將與

國內各領域學科教學之專家學者一同舉行 3場次專題演講、國內及國際論壇各 1 場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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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國內論壇將由國立臺灣大學師資生方珮雯分享其在澳洲的海外教育見習實習成

果。本次記者會上亦邀請 106 年度獲選教育部補助的國立東華大學芬蘭見習計畫參與團

隊，分享芬蘭幼兒教育如何設計及實行情緒領域教學，以及過程中獲得的啟發。 

2019 年 11 月 08日 

 

成立大武山社會實踐暨永

續發展中心 
為具體實踐大學社會責任，本校繼執行 2件教育部 USR計畫後，今年接續投入地方創生

的推動工作，並已協助 3個鄉公所提案取得國發會近億元補助，現成立大武山社會實踐

暨永續發展中心，結合各方資源，整合本校教學課程與研究計畫並導入地方，進而擴展

實踐社會的面向與深度，全力推動區域經濟、社會、文化、環境之永續發展。 

2019 年 11 月 21日 

 

與俄羅斯科學院克倫斯基

物理研究所(Kirensky 

Institute of Physics)合

作成立「功能性材料聯合實

驗室」 

雙方學者將合作探討開發新型功能性材料及應用。期盼未來能將研究成果落實到生物醫

學及自旋電子學節能元件等應用。 

2019 年 11 月 22日 2019TICST科學與技術國

際研討會 
於 11月 22日至 24日共三天舉辦 2019 TICST 科學與技術國際研討會。此次研討會特別

邀請三位國際重量級的學者來分享科學領域與資訊技術的研究和經驗，有來自俄羅斯的

Sergei Ovchinnikov教授、以及加拿大滑鐵盧大學的 Pin-Han Ho 教授、和日本兵庫教

育大學福田光完教授。此外，本次國際研討會已有來自 8個國家的 150 名參與者註冊，

將會有 63篇論文口頭報告和 31篇海報展示。 

2019 年 12 月 08日 

 

行政院唐鳳政委專題演說

「大學社會責任：社會創新

國立屏東大學第六屆校慶典禮，很榮幸能邀請行政院唐鳳政委前來發表專題演說「大學

社會責任：社會創新*地方創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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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創生」 

2020 年 01 月 03日 

 

屏商校區風雨球場竣工 全

國單一面積最大的雙曲線

設計球場 

本校位處南臺灣熱帶型氣候區，終年月平均溫度在攝氏 20度以上，5 月至 10月均在 28

度以上，且在 5月至 8月平均最高溫高達 32度左右，在夏季高溫及強烈日照下，偶間

午後雷陣雨及梅雨季節與颱風豪雨季節帶來大量雨量，降雨日數亦較多之環境下，長久

以來屏商校區師生因缺乏室內體育教學與運動場所，致體育教學常受天候影響，除使學

生正常學習權益受損，亦使體育活動及運動風氣的培養受到抑制，因此興建風雨球場做

為舉辦各種大型室內活動(如畢業及開學典禮、舞蹈比賽)、解決夏季及雨季影響學生體

育課及辦理運動競賽活動、提供各單位辦理室外活動之雨天備案場地、並同時改善人行

步道平整性、改造校園景觀、改善夜間照明、提升無障礙環境等功能使用。 

風雨球場工程開工時間為 108 年 03月 11日，工程完工時間為 108 年 12月 13日，工程

造價約新台幣 6,800餘萬元，可容納人數約 3,000人，主要內容為新設 2座籃球場、3

座排球場、鋼構舞台各 1座及操場旁環校人行步道。 

2020 年 02 月 05日 

 

2020臺灣物理年會 2020年臺灣物理年會暨科技部計畫成果發表會 5日在國立屏東大學開幕，展開為期 3

天的最新物理相關科學的研討。物理年會為全國最大型的學術會議之一。有超過 1500

人來自 20個不同國家的物理相關研究者與會，包括日、韓、東南亞國家、印度及美國

等，並有超過 1000篇以上的論文發表。臺灣物理年會研討範圍涵蓋理論與實驗、天文

到生物物理以及從材料到元件等。會議中亦包含「公共論壇:產業中的物理人」以及國

家同步輻射中心「科學研究新契機─高亮度同步輻射光源」等衛星活動。科技部自然與

永續發展司司長林敏聰教授並全程參加會議活動，關注臺灣物理研究發展現況，並特別

於會中介紹科技部自然科學發展藍圖與政策，讓與會者了解科技部如何支持自然科學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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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來帶動臺灣產業創新的策略與方向。集合大家的力量做出發展具特色的研究，方能在

日益激烈的國際科技發展上，持續增強臺灣競爭力與優勢。 

2020 年 03 月 25日 國教 AI教材與教學科技研

發中心揭牌 

為因應 AI科技時代的來臨，及我國人工智慧教育政策之需要，著重運算思維、邏輯思

考及程式設計等能力，使師資生具備 AI 科技素養，教育學院執行教育部高等教育深耕

計畫以「國教 AI科技」為主軸，並結合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 

主要以發展新課綱所需科技教材，研發相關教學模式作為方向。在推動策略方面，更整

合校內相關院所教師和資源，開設人工智慧跨領域學分學程，並將研發成果導入地方學

校，激發教師及學生對教育更多的想像，同時也協助及改善偏鄉教師科技應用的能力，

實踐屏東大學對於在地教育之社會責任。 

2020 年 05 月 26日 機器人學系揭牌成立 屏東大學智慧機器人學系將於 109學年度正式招生，為全國首創之大學部機器人領域專

業學系，未來將促成產學研之資源整合，並將研發能量落實至實際應用層面，善盡大學

社會責任。 

屏東大學智慧機器人學系前身為 99 學年度創設之「電腦與智慧型機器人學士學位學

程」，經屏東大學多年經營，培養眾多機器人領域人才。智慧機器人學系作為屏東大學

資訊學院的一員，將集結相關系所資源共同致力於地域發展，另由於近年來屏東大學配

合政府新南向政策，於東南亞地區已締結多個姊妹校，未來更可從屏東走向國際，推動

智慧製造的東南亞共通之工業 4.0標準規範。而於大學社會責任層面，學系多年經營義

務教育體系機器人及創客等課程，更連續四年辦理全國性機器人競賽，與周邊國中小學

已建立牢固的合作關係，未來更可深入偏鄉，為地形狹長之屏東縣弱勢國小提供機器人

與人工智慧等新知，對區域發展做出貢獻。 

2020 年 07 月 30日 大武山學院揭牌 為推展通識、跨領域教育並進行在地連結，培育創新與學用合一人才，國立屏東大學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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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大武山學院」。 

「大武山學院」由原來的「通識教育中心」擴展而成，除了原本負責通識教育的「共同

教育組」和「博雅教育組」，改制為「共同教育中心」和「博雅教育中心」之外，另外

增設「跨領域學程中心」，設計各種跨領域學程，開啟多重視野，培育多元專長。 

未來將開設各種跨領域學分學程（如「永續發展」、「地方創生士」等學分學程），也將

108年設立的「大武山社會實踐暨永續發展中心」納入本學院，強化在地連結，並整合

校內各項主要與社會實踐、產業發展相關的計畫與課程，將教學課程與研究計畫成果導

入地方，擴展學校實踐社會責任的面向與深度。在既有的「恢宏器識、全人素義」的目

標外，再加上「跨域思考、在地實踐」，不僅擴大了格局，也突顯了自己的特色，這是

屏東大學獨有的一個學院。 

2020 年 09 月 23日 原住民資源中心揭幕 南區區域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負責區域包括屏東、高雄、台南以及離島澎湖與金門等

5 縣市，為全台涵蓋服務範圍最廣的區域原資中心，未來首要之務將著重在區域內 30

多個夥伴學校原資中心承辦人及單位主管增能研習，透過原住民族文化相關研習課程，

進而促進族群文化學習，落實養成全民原住民族教育。 

配合高教深耕計畫，原資中心透過資源共享平台的建立，協助夥伴學校辦理原民學生教

育事務，提供各校原資中心工作夥伴對原民文化、原民教育之認識及原民學生的生活與

教育輔導工作，本校四大原住民單位連成一氣，建立起新的行政三角，包括文化發展原

住民專班、原住民族教育研究中心、原住民學生區域資源中心(南區)，以及原住民族語

南區學習中心，之後能跟區域內學校分工合作，為原住民的教育做更多的努力。 

2020 年 09 月 25日 南科產學協會第十屆會員

大會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南部科學園區產學協會第十屆會員大會暨理監事聯席會，首度到屏東

大學熱鬧召開，會員踴躍參與，會中除選出新任理監事，並以「精準生醫」及「數位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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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為主題，邀請會員代表分享，藉由產學對話，促成產學交流；屏東大學安排參觀該

校屏商校區 VAR體感技術中心，展示 VR、AR及 MR等設備與軟體技術，讓會員感受虛實

整合臨場感。另特別邀請賴清德副總統蒞臨會場，演說蔡政府推動「大南方大發展議

題」，並與出席的產學研會員夥伴進行交流。 

2020 年 11 月 06日 第八屆師資培育國際學術

研討會 

教育部委託本校於 11月 6日、7日辦理「2020第八屆師資培育國際學術研討會」，與會

人員包括國內、外師資培育之大學學科、教育、教材教法之學者專家、國內各教育、教

材教法相關學會及學科中心、教育行政主管機關學者專家、高中、國中、國學及幼兒園

教師及教育實務工作者、各師資培育大學之師資生及對師資培育有興趣之人士，參加人

數約 200人；工作坊部份含現場教師約 300人參加，因應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與會外國

學者特別以錄影或即時視訊的方式，與現場所有與會的學者、專家及來賓進行交流活動。 

本次研討會以「素養導向師資培育課程、教學與評量：全球化的挑戰與因應」為主軸，

針對師資教育如何回應重要國際調查報告，如「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主辦的「國際學生能力評量計畫」

及「教學與學習國際調查」(Teaching and Learning international survey, TALIS)，

另外針對如何設計具素養導向的領域與跨領域課程等，進行相關議題的學術討論與實務

交流，提供對國內師資教育環境有更多的理解與省思，也期望增進師資培育者對於跨領

域課程與教學有更深入的認識，透過分享、對話、省思、互動與激盪，促成大學教師、

中小學教師與師資生的交流，增進對於教學知識的掌握以及教學實踐的能力。 

2020 年 11 月 10日 藝文中心開幕及黃光男作

品展 

國立屏東大學為推動藝文發展與跨系所人文科技整合，整修屏師校區六愛樓展演空間，

設置「藝文中心」，邀請傑出校友黃光男博士提供水墨畫近作，舉行「閱讀水墨─黃光

男繪畫藝術特展」做為開幕特展，黃校友在文化藝術界及教育界都有傑出表現，更是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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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重量級藝術家，前來觀禮祝賀的各界貴賓雲集，堪稱屏東地方藝文盛事。 

出席這場開幕式的貴賓包括前監察院張博雅院長及紀展南醫師賢伉儷、教育部師資培育

及藝術教育司鄭淵全司長、屏大校友總會張平沼理事長、國立中山大學鄭英耀校長、台

南市立美術館潘襎館長、版畫藝術家陳國展老師及多位屏師時期的校友、藝術界及教育

界代表等，屏大師長則有古源光校長、劉英偉副校長、林曉雯副校長等多位一級主管出

席。 

古源光校長表示，屏東大學做為屏東唯一的綜合性大學，又有視覺藝術學系，早在屏師

時期，就很重視美勞教育，日後更有不少校友在藝術領域有傑出的表現，因此 6年多前

合校之後，就一直推動藝文中心的設置，如今終於落成啟用，未來將以大學的資源，扮

演地方藝文活動推廣的角色，希望對校內師生有所啟發，並有助於帶動屏大以至於高屏

地區的藝術風氣，未來也將強化其藝術教育功能，建立計畫性藝術展演與典藏制度，增

強國內外藝術資源整合與連結，期能成為現代化藝術與設計藝術中心。   

2020 年 11 月 13日 防疫指揮官衛福部長陳時

中演講 

衛生福利部陳時中部長應學生會之邀蒞校演講，分享武漢肺炎期間，台灣科技防疫的經

驗，，這場週五晚上的演講吸引數百位同學聆聽，陳部長娓娓道出台灣的防疫過程，面

對學生提問「台灣如何被世界看見」，強調台灣已經被看見，只要做好準備，時機到了

就能走進世界。 

陳時中部長細數防疫過程，強調台灣第一階段防疫工作是成功的，但後面還有很多挑

戰，最重要是大家要合作；除了面對下一波秋冬疫情，還要對抗「防疫疲乏」，大家要

有同理心，做好個人衛生不鬆懈，努力打好這場長期戰。陳部長分享防疫心路歷程，強

調要做決策不容易，任何決定都有所取捨，而且會傷害到一部分人，「每做一個決定好

像身上掛了一個箭靶」，但要根據專家和過去的經驗來判斷，如同人生會遭遇到各種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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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最害怕就是不敢做決定。面對捉摸不定的武漢肺炎冠狀病毒，陳部長強調，疫情資

訊要公開透明，因為未知會帶來恐懼、互相懷疑，最不利於人心安定和社會穩定。最重

要的是同理心和關懷。 

面對一波波來勢洶洶的疫情，陳部長提醒，我們須記取教訓，反思人類對於地球生態造

成的破壞，防疫不能只記得成功的一面，不能自滿，要了解國際經驗，作為借鏡。 

2020 年 12 月 17日 AI 數位轉型中心揭牌及產

學合作簽約 

有感於 AR/VR 的科技應用日益重要，屏東大學古源光校長積極推動「VAR 體感中心」，

全力發展 VAR跨域人才培育特色，由資訊學院王隆仁院長負責規劃，並於 4週年校慶揭

牌啟用，屏東大學未來將致力於發展 VR/AR跨領域研究與開發，並培育產業所需之 VR/AR

虛擬實境專業人才。 

屏東大學目前已整合教育學院之教育學系、幼教學系及特教學系、人文社會學院之視覺

藝術學系、理學院之科普傳播學系、管理學院之行銷與流通管理學系、商業自動化與管

理學系、休閒事業經營學系等系所專業師資，組成 VAR 跨領域師資團隊(包含：VAR 技

術研發團隊、VAR行動應用團隊、VAR跨域創新團隊、VAR動畫遊戲團隊、VAR教材數媒

團隊、VAR購物行銷團隊等)超過 30位校內教師加入(目前持續增加中)。 

基於發展 UGSI 特色大學目標，屏大團隊共同投入 VR/AR 跨領域教學研究合作，以達到

整合課程與教學資源共享的目標，使得修課學生得以學習 VR/AR理論與實務，同時亦可

以提供教師與企業產學合作，參與企業的實務設計、學生校外企業實習，協助企業及政

府發展 VR/AR相關系統與數媒教材，以培育學生具備 VR/AR專業技能與知能，落實實作

訓練課程建立業師合授場域，並與產官學研實際需求接軌落實合作制度，達到學生畢業

即就業的目標。 

2020 年 12 月 21日 學習輔助犬巡迴服務車捐國立屏東大學培訓學習輔助犬服務 4年多，範圍遍及高屏地區中等以下學校，種類涵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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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儀式 特殊教育、老人長照、復健、心理治療等面向，累計已近 200場次，十分肯定學習輔助

犬意義的振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曾秋聯，捐贈全台第一輛學習輔助犬巡迴服務車給屏

大特教中心。 

屏東大學特殊教育中心培訓學習輔助犬，由學生領犬員帶領狗狗前往高屏地區的中小學

校及偏遠地區、社區圖書館、身障成人與老人服務據點，陪伴對象從幼兒到老人，目前

有 8隻輔助犬投入服務。近幾年也與高屏縣市教育局合作，培訓學習輔助犬的種子教

師，持續在校園中推動學習輔助犬融入教學，目前已有 4、50位教師，協助遭遇挫折而

逃避學習的孩子們，透過輔助犬陪伴建立信心，重燃學習的動機。 

獲悉學習輔助犬們巡迴服務，只靠老師自駕接送後，在屏縣經營環保資源回收等事業的

振聯公司捐贈價值約 90多萬元的汽車，做為學習輔助犬巡迴服務車，捐贈典禮董事長

曾秋聯親自出席，推崇學習輔助犬對社會福利的正面助益，屏東大學校長古源光也致贈

感謝狀，感謝在地企業協助屏大實踐社會責任。有了專車協助，將不受交通限制，未來

會巡迴到偏鄉固定服務據點，減少城鄉教育資源差距。也將會拓展服務層面至醫院、家

扶中心和更多老人服務據點。 

2021 年 02 月 04日 LIGHTMED集團捐款屏大 IGHTMED Group（承賢科技）創立者李桂銳先生，旅美數十年，創業有成，秉持著取之

於社會，回饋於社會的想法。身為屏東鄉親的他，感念家鄉及先父，決定以父親李高祖

先生之名，捐出 100萬元在屏東大學成立獎學金，期望藉此延續父親一生誠信克實的精

神，並以獎學金實質鼓勵家鄉學子努力奮發向上。屏東大學校長古源光期盼結合學術理

論與企業實務經驗，以達到「知識產業化」的效益，共創學生、學校及企業之三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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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03 月 04日 舉辦第三屆 ICRU 世界永續

國際研討會 

並與財團法人台灣永續能

源研究基金會簽署永續發

展合作意向書 

國立屏東大學舉辦第三屆 ICRU 世界永續國際研討會「The 3rd ICRU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Worl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SD 2021): From USR to WSD」；

會中邀請來自泰國、英國、芬蘭、日本、韓國對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的國際學者與台灣

學者共同研討，希望從科學、教育、地方創生、社會及企業發展等跨領域的角度來展現

落實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之研究。因為 COVID-19疫情的關係，研討會採實體(國內參加

者)與線上(海外參加者)並行的方式進行。 

ICRU世界永續發展國際會議主旨在回應聯合國 17個永續發展目標，召集國際的學者一

起來發表分享目前在各國間的永續發展的現況，以及卓越的研究表現與實務貢獻。由台

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簡又新董事長率先以｢Taiwan’s Sustainability Milestones 

and Challenges: TAISE’s Journey in Advocating Sustainability｣專題演講揭開序

幕，接著由屏東大學古源光校長、泰國 President Dr. Sornchai Mungthaisong, Chiang 

Rai Rajabhat University、科技部永續學門召集人李明旭教授、安侯建業黃正忠董事

總經理、台灣大學張慶瑞教授、弘前大學 Prof. Keiji Kitahara、赫爾辛基大學 Prof. 

Kirsti Lonka、President Kenichi Kato, Yamagata Barrier-Free Sightseeing Tour 

Center, Japan及國內外專家學者登場，共計 9場次大會主題演講、5場次論文發表、8

場次大學社會責任(USR)與地方創生論壇，涵蓋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的議題。而來自屏

東大學及泰國姊妹校之師生同時於會場發表論文及海報。 

2021 年 03 月 14日 《屏東管理學》新書發表 

揭露台灣隱形冠軍企業的

創業故事 

由國立屏東大學管理學院賴碧瑩等多位老師合著的《屏東管理學》，在屏東縣立圖書館

總館舉辦新書發表會，主編賴碧瑩老師強調，基於回饋在地的精神，研究採訪了 9家在

地企業，感謝他們願意分享創業故事和管理策略，足為其他企業仿效；屏東大學古源光

校長盛讚在地企業成功的管理哲學與模式，潘孟安縣長更形容本書是企業的「葵花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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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 

出席新書發表會的包括屏東縣潘孟安縣長、屏東大學古源光校長、立法委員鍾佳濱、立

法委員周春米、受訪的 8家企業代表，以及屏大劉英偉副校長、陳永森主任秘書及作者

群賴碧瑩等 8位老師，還有多位師長到場。 

《屏東管理學》由屏東大學不動產經營學系賴碧瑩教授主編，作者包括賴碧瑩、潘怡君、

劉毅馨、朱全斌、李國榮、黃露鋒、陳宗輝、郭子弘等教授，內容包含四大面向：1.

個案公司的介紹；2.個案公司產業現況；3.公司成功關鍵因素；4.公司管理策略。對企

業社會責任予以介紹，突顯屏東企業在經營成功後奉獻回饋社會，本書雖然標榜管理

學，但主要仍是「以人為本」。 

本書分析的企業包括：中洲建設、大田精密機械、國興畜產、秀軒企業、金皇企業、河

見電機、安得烈企業、芙玉寶、印象建設等，這些企業不論是在房地產開發、高爾夫球

具、頂級運動自行車、畜牧產食品、年輕族群服飾、時尚辦公家具、專業沉水泵浦、世

界名牌掛鎖、清潔用品等，這些都是屏東在地企業，也是台灣的隱形冠軍企業，他們的

管理策略，都是值得企業仿效。 

2021 年 03 月 17日 2021 臺奧高等教育網路論

壇 

高等教育國際合作基金會受教育部委託，與奧地利學術交流總署(OeAD)及我國駐奧地利

代表處等單位，於 3月 17日下午舉辦「2021臺奧高等教育網路論壇」2021 Taiwan – 

Austria Higher Education Online Forum(Connecting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of 

the Cooper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between Taiwan and Austria)，針對四大議

題: 一、專題討論─後疫情時代之高等教育；二、科技防疫與遠距教學之經驗；三、雙

聯學位計畫執行；四、學研合作計畫，進行線上交流及討論。 

本次活動很榮幸邀請到我國教育部劉孟奇政務次長及奧地利聯邦教育科學研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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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bara Weitgrube次長擔任主講，以及駐奧地利代表張小月大使擔任演講嘉賓；並邀

請到奧地利駐台辦事處的處長 Mr. Roland Rudorfer及國內外諸位專家學者共襄盛舉。 

其中，本校古源光校長受邀擔任「雙聯學位計畫執行」之主持人，就台奧在疫情下未來

高等教育的推動與國際合作一起進行集思廣益與意見交流；活動討論熱烈，相信未來台

灣與奧地利在雙方的共識下，在高等教育的合作方面能有更密切的攜手推展。 

2021 年 03 月 27日 國立屏東大學校友聯誼移

師國立台北大學 兩校歡喜

締結姊妹校 

國立屏東大學與國立台北大學共同舉辦主管高峰會，並締結姊妹校，這也是國內少數國

立大學締結成為姊妹校，兩校未來將在學術研究、大學社會責任實踐、地方創生及學生

社團活動等各個面向，加強交流合作，互補互惠，南北串連，共創未來。 

除了屏大與北大主管高峰會暨姊妹校簽约儀式外，還包括屏大 47 級校友畢業 63周年同

學會、屏大傑出校友聯誼會、屏大北區校友聯誼會、屏大校友會第五屆第三次理監事會

議。 

屏大黃光男榮譽博士、前校長陳漢強，以及現任及卸任的多名政務官等北大重量級校友

也到場見證這歷史性的一刻，屏大有多名師長是北大校友， 包括陳永森主秘、林育諄

副學務長、社發系邱毓斌主任等，兩校淵源十分深遠。 

張平沼理事長是屏東師範學校（屏東大學前身）47級校友，後又從國立中興大學法商

學院(今國立台北大學法律學系）畢業，也曾擔任過北大校友總會理事長，他在經商創

業有成之餘，熱心推動公益事業，廣設各種基金會回饋社會，對於培育過他的屏大舆北

大兩所母校，捐贈回饋更是不遺餘力，在張理事長的提議與牽線下，促成了相隔 333公

里的南北兩所國立大學，建立了更緊密的夥伴學校的關係。此次出席的屏大校友非常踴

躍，共有 150多名校友參加，許多年逾 80多歲的校友仍身體健朗，大家齊聚一堂。校

友聯誼的同時，屏大古源光校長與北大李承嘉校長在北大圖書資訊大樓六樓會議室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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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備忘錄，在兩校 校友總會理事長及一級主管的見證下，正式締結為姊妹校。 

2021 年 04 月 07日 屏東縣美術協會會員聯展

在屏東大學藝文中心登場 

國立屏東大學屏師校區藝文中心舉辦「象徵．新意」屏東縣美術協會會員聯展涵蓋老中

青的在地藝術創作者踴躍出席。屏東縣美術協會創會 40年，開幕茶會冠蓋雲集充滿藝

文氣息，蒞臨貴賓有--高齡 90 歲的創會會長何文杞老師，屏東大學校長古源光、前屏

東縣衛生局長李昭仁、惠農國小校長林純宇、前高雄市美術推廣協進會理事長謝新昌、

台灣南部美術學會理事長李學富、邱山藤大師、雲林縣蔦松藝術中學家長會榮譽會長童

郁茹、珠寶藝術家吳佳楨、蒂思綠新聞社長林意雯.......等參與年度盛會，此次共有

51人參展，共展出 63件作品，作品極具可看性，更是屏東藝壇年度盛事。 

2021 年 04 月 22日 推動產學合作 屏大與燁聯

公司簽署策略聯盟 

國立屏東大學是國內少數擁有高教、師培及技職三大知識體系的綜合型大學，近年積極

發展成為「大學 4.0」的未來大學，「大學 4.0」為｢教學+研究+產學合作+社會責任｣，

為善盡大學社會責任，貫徹扎根地方，鏈結在地的理念，屏大與燁聯鋼鐵公司簽署策略

聯盟，建立產學合作夥伴關係，雙方將朝共同推動產業人才永續培育貢獻心力。 

古校長說，近年來屏東大學管理學院、資訊學院、理學院、人文社會學院及教育學院等

五大學院，已籌組專業跨領域學研團隊，緊密連結政府、民間資源與在地企業，全力推

動當地活化、地方創生，具體實踐大學應盡之社會責任。屏大及燁聯鋼鐵公司針對人才

培育、企業實習、技術研發與教學合作等議題，與屏大師長進行熱烈交流，雙方有相同

理念，即致力推動產業人才培育，透過業師授課、課程開辦、教育訓練、教師至產業研

習或服務等資源整合，共同培育產業所需專業知能人才。 

2021 年 04 月 26日 舉辦「織緣-賽德克梭織與

排灣編織的浪漫對話」 

由文化創意產業學系葉晉嘉教授籌辦的「織緣-賽德克梭織與排灣編織的浪漫對話」，邀

請到賽德克族梭織老師何珍襄，以及排灣族傳統織布工藝國家級保存者許春美老師，來

一場跨族群、跨世代的浪漫對話，讓大家更加認識原住民的傳統編織文化及其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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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校長致詞時表示，期望學校學生與地方連結，也盼望透過此類型的活動能夠使在地青

年學子增廣見聞，更加清楚原民傳統文化，同時對於推動地方創生也能往良好的方向發

展。文化創意產業學系主任葉晉嘉也表示，這次籌辦分享會是為了能更多加推廣原住民

文化，期望透過這次的分享會將此項傳統手藝推廣，讓更多人知曉此項工藝，並且讓編

織這項無形文化資產持續傳承。 

2021 年 04 月 27日 科傳系畢業展「科勢力」登

場 並與泛科學簽署產學合

作 

國立屏東大學科普傳播學系(簡稱科傳系)，以「科勢力」為題，舉辦畢業製作展覽，共

展出 22項展品，範疇涵蓋教具製作、研究推廣、影片動畫製作等，學生發揮創意和說

故事的能力，讓展場引人入勝，古源光校長期勉同學，科學傳播者宛如翻譯者，必須遵

守「信達雅」的原則，讓科學知識的傳播更有效更普及，而能為普羅大眾所接受。 

開幕典禮邀請 PanSci泛科學總經理馮瑞麒，與本校校長古源光簽署產學合作。全球科

學市場蓬勃發展，而國內外科普人才供不應求。馮瑞騏總經理表示，屏大科普傳播學系

同學的畢展作品，充滿創意與想像， PanSci泛科學做為臺灣熱門的科學網站及社群，

超前部署與全國唯一的屏大科普傳播學系簽定產學合作，為學生創造學習機會，也希望

優秀的學生加入團隊一起努力。 

2021 年 05 月 06日 「蛻變‧楊嚴囊繪畫創作特

展」開幕 

71歲屏師時期的傑出校友楊嚴囊畫家，在本校藝文中心舉辦「蛻變‧楊嚴囊繪畫創作

特展」，還捐出一幅畫作給母校永久珍藏。 

楊嚴囊老師幼時即愛塗鴉自得其樂，十七歲進入屏師美術系習畫，在這個充滿熱忱人文

氛圍的藝術環境潛移默化中，讓他對藝術產生濃厚興趣，一往情深的跨進去，數十年沒

改變。此次於母校舉辦的楊嚴囊油畫個展，將充分展現他從 1980 發表第一件作品起，

歷經 40年創作歲月裡，不同階段的風格變化和特色。此次展出 50 幅作品，跨越楊老師

作畫生涯三個繪畫時期，呈現他對創作的熱情和努力，提供給母校學弟妹們省思，誠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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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各方朋友一同來參與見證楊嚴囊畫家的藝術創作盛宴。 

2021 年 05 月 11日 結盟扶輪社，屏東大學走向

國際 

屏東東區扶輪社結合國際扶輪姊妹社，爭取國際扶輪全球獎助金 3.5萬美金，捐助給屏

東縣科學教育資源中心，作為屏東縣偏鄉科學基礎教育巡迴車「扶輪科學號」的補充模

組，讓屏東的孩子能享有更豐富多元的科學饗宴。屏東大學科學傳播學系自屏東縣科教

中心成立以來，一直與該中心合作，開辦週末科學探究課程、科學主題營隊、假日親子

科學動手做等活動，透過活動探究、尊重學生體驗感受的方式，將科學內涵逐漸帶給屏

東縣的學齡兒童。 

屏東縣科教中心透過「科學基礎教育巡迴車」到校巡迴的服務，更將科學內涵送進屏東

縣各鄉各鎮，至今已巡迴超過七十所學校。而透過巡迴車無遠弗屆的關照，屏東大學科

學傳播學系專為學齡孩童們設計的各種科學主題的探究活動，也將送到屏東縣各個角

落。 

2021 年 05 月 12日 張平沼總裁暨陳淑珠董事

長伉儷慨捐獎助學金 

張平沼總裁係本校前身屏東師範 47級畢業傑出校友，現任燿華集團總裁、台灣商業聯

合總會理事長、屏東大學校友總會理事長。張總裁感念母校培育宏恩，師恩浩蕩，得以

讓其立足社會，服務人群，每思報答。在事業有成之際，特捐贈母校新臺幣 100 萬元，

設置「張平沼總裁暨陳淑珠董事長伉儷獎助學金永續基金」，以回饋母校培育之宏恩暨

提攜後進。 

張平沼理事長致詞時表示，能讓學弟妹有很好的學習環境，是做為畢業校友應該有的責

任跟義務，所以用個人及太太的名義捐贈母校 100萬元的獎學金，這個獎學金是永久性

的，已交代兒女永續捐助這個獎學金，給母校的優秀及家庭弱勢的學弟妹一點幫助，這

是個人的心意，希望他們有更好上進的機會。張總裁分享在他的人生哲學中，廣交朋友、

與人聯繫、與世界接軌的重要性。看看現在坐在你前後左右的同學們，搞不好不久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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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將成為你人生的摯友、事業的夥伴!最後，張總裁給學弟妹的勉勵的就是:「勇於嘗

試，堅定目標，全力以赴! 」勇於嘗試不同的人生路徑，最終會發現你的人生目標，然

後全心投入，全力以赴! 

2021 年 06 月 29日 與國立高雄大學簽約，共組

高屏兩校合作策略聯盟 

為提升境外生學習成效及強化教師全英語授課能力，國立高雄大學陳月端與國立屏東大

學古源光校長，於 6月 29日以線上視訊方式共同簽署合作協議書，儀式活動邀請兩校

陳啟仁教務長、施百俊教務長、吳行浩國際長及曾耀霆國際長出席，就未來全英語課程、

國際招生資源及校務推動議題，進行深度討論。 

面對全球化及國際化浪潮，行政院推動 2030雙語國家政策發展，以 2030年為目標，打

造臺灣成為雙語國家，為響應國家重要政策，兩校皆推動 EMI計畫(English-Medium 

Instruction)，鼓勵教師全英語授課，並規劃兩校境外學生跨校選修全英語課程，使得

各類通識課程以及兩校特色專長領域全英語課程資源互享，嘉惠更多有全英語課程需求

之外國籍學位生，享有更多領域課程學習機會。 

2021 年 09 月 06日 *智慧機器人學系成立「智

慧機械手臂實驗室」 

為因應自動化與智慧化的工業 4.0時代，國立屏東大學持續投資精進智慧機器人學系，

今年暑假裝置完成機器手臂與工作機台，投資超過 1千萬元，成立「智慧機械手臂實驗

室」，同時新聘專任教授提升研發與實作能力，期能培育智慧製造專業技術人才及跨領

域人才，著重於自動化機械手臂的操作與應用及設與製造，進而促成產學研之資源整

合，將研發能量落實至實際應用層面，善盡大學社會責任。 

屏東大學智慧機器人學系原係電腦與智慧型機器人學士學位學程，去年 5月轉型為學

系，成立智慧機械實驗室、智慧機器人實驗室、機電整合檢定實驗室、創意創客空間、

VR人才培育訓練室、智慧製造實驗室與智慧系統實驗室等多間專業教室，軟硬體設備

無論在種類與數量都十分充足，也是屏大近年來全力發展的特色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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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09 月 09日 泰國駐臺代表通才大使接

受聘任為本校顧問 

泰國貿易經濟辦事處組成訪問團，南下屏東蒞校訪問，由駐臺代表通才大使親自率團，

帶領馬化欣副代表、許睿清組長及陳燕飛秘書等多位重要泰國籍外交官員來訪，活動全

程由本校古源光校長親自歡迎接見，並由林曉雯學術副校長、施百俊教務長、黃名義學

務長、曾耀霆國際事務長陪同出席盛會，邀請本校泰國籍學生出席大使座談會，臺泰雙

邊師長外交官員及學生相見歡，為促進臺泰雙邊合作，通才大使接受本校東南亞發展中

心顧問榮譽職位，由本校古源光校長親自頒發證書，多位師長觀禮祝賀。 

本校自 2014年 8月合校創建以來，拓展泰國大學姐妹校協議，與泰國皇家師範大學系

統(Rajabhat Universities Network，RUN)簽約合作，深耕泰國學生來臺交換學習，響

應中央政府新南向政策計畫，為泰國學生開設假日學校，於2018及2019年開設Training 

The Trainer專業人才培訓班，培訓泰國皇家師範大學系統 RUN所屬大學教師觀摩臺灣

教育現狀，接受泰國姊妹校塔亞布里皇家理工大學(RajaMangal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Thanyaburi，RMUTT)選派教師來臺短期研究，並在疫情爆發前，接受 RMUTT

每學期固定選派 6至 10位學生來臺交換學習，更有多所泰國姊妹校選送學生來校交換

學習，受教育部委辦合格教師申請補助赴新南向友好國家學校任教工作計畫(海外任

教)，統籌我國合格教師申請前往泰北僑校徵選訪視服務工作，由校長親自帶隊前往泰

北僑校訪視，更鼓勵校內師長與泰國姊妹校共同合作研究，辦理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論

文，經過師長多年持續努力耕耘，與泰國緊密合作連結，成為屏大師生海外學習最佳後

盾。 

2021 年 09 月 17日 與晁陽農產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簽訂產學合作策略聯

盟 

國立屏東大學與綠能大廠晁陽農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簽訂產學合作策略聯盟，晁陽農產

科技正式實體進駐屏大創新育成中心，開設綠色農業概念店「陽光良食 Sunshine Food」

屏東分店，販售自家綠能農場培育的安心無毒農產品，做為晁陽綠色能源的屏東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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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屏大將針對晁陽推動的綠能、食農、環境教育等體驗活動、場域規劃甚至六級產業

等，提供專業建議與人才培育，藉由產學合作打造企業品牌，落實大學社會責任實踐。 

2021 年 10 月 14日 屏大第 8 屆校慶亞洲校長

論壇，視訊連結 9 國 16 校

共同參與防疫經驗討論 

國立屏東大學第 8屆校慶系列活動，由本校國際事務處主辦「2021 亞洲校長論壇 Asia 

Presidential Summit Forum 2021」，以視訊連線方式，邀請與本校長久友好姊妹校共

同參與，共 9個國家 16所大學參加，以「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大學挑戰 Challenge of 

University in the post COVID-19 Pandemic」為題，防疫經驗進行分享論壇。 

本校古源光校長親自主持論壇，於開幕致詞表達對各海外姊妹校歡迎之意，為論壇活動

引言，分享本校大學社會責任執行，並且與各校參與代表致意，論壇時各校發表當前大

學協助防疫作為，除口罩政策、維持社交距離、避免群聚、遠距教學等基本防疫作為外，

多校表示配合當地國家政府政策，提供受疫情影響經濟來源之學生獎助學金支持，給予

資訊設備或無線網路落差之學生必要協助，但最重要的是仍要讓學生不因疫情而中斷學

習，讓學生習慣新型態的網路視訊交流方式，肺炎疫情成為加強國際連結的助力，並且

培養學生自主學習能力。 

在各校精彩的分享演講過後，本校古源光校長感謝海外姊妹校參與，以及願與屏大一同

面對未來挑戰，更以 3C+T為結語，分享疫情因應原則，未來要與病毒和平共處(Cope 

with)、要創新科技面對疫情(Create)、要加強合作方案(Collaborate)，以及改變自我

成為勇於接受挑戰的人(Transformation)，在超過 100位海外姊妹校師長共同參與下，

完成校長論壇活動，期待疫情結束後，海外姊妹校可以彼此選派師生前往交換學習訪問。 

2021 年 10 月 15日 雙語教學與國際接軌國際

學術研討會 

「2021第九屆師資培育國際學術研討會」由教育部主辦、國立屏東大學承辦之研討會

呼應 2030雙語國家之政策發展，以「全球化的衝擊下雙語教學與國際接軌」為主軸，

邀請以 CLIL教學模式(Content and Language Integrated Learning; 學科內容與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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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學習)專長的國外學者及國內學者，分享如何發展用雙語方式融入各領域之課程設

計，以及如何進行雙語融入學科領域的教學等經驗。 

與會人員包括教育部蔡清華政務次長、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武曉霞司長等，以及屏東

大學多位師長，還有國內、外師資培育大學之學科、教育、教材教法學者專家、國內各

教育、教材教法相關學會及教育實務工作者、各師資培育大學之師資生及對師資培育有

興趣之人士，最特別的是，日前甫與本校簽訂產學合作的綠能大廠，晁陽農產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邱信富董事長也出席關心相關議題。 

2021 年 10 月 22日 2021 跨界美學：曾貴海國

際學術研討會 

在客家委員會的補助下，國立屏東大學結合人文社會學院、中國語文學系，並與屏東縣

政府文化處合作舉辦「2021跨界美學：曾貴海國際學術研討會」。 

今年適逢屏東六堆開庄三百年紀念，「2021跨界美學：曾貴海國際學術研討會」也在

傳承客家與發揚文學的理念下辦理。透過本研討會，我們期待看見曾貴海醫師多元創作

與跨界之美；經由「跨界美學」與「人文風華」等不同視角，探討屏東文學/客家文學

的在地性與國際性之豐富意義。曾貴海醫師夫婦、客家委員會范佐銘副主任委員、屏東

大學古源光校長、屏東縣政府文化處李昀芳副處長和日本臺灣交流協會高雄事務處加藤

英次所長及與會來賓共同參與開幕式。 

自 2011年辦理「2011第一屆屏東文學學術研討會」以來，國立屏東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團隊開始推動與深耕「屏東文學」研究，在屏東縣政府、國立臺灣文學館、屏東縣阿緱

文學會等政府與民間單位合作下，目前已走過第一個十年，正努力思考該從怎樣不同的

角度讓屏東或臺灣甚至是亞洲、全球看見新穎多元的屏東文學。從區域文學研究與地方

人文關懷的角度出發，推動屏東文學與全球視域的積極對話，作為屏東文學研究第二個

十年的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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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1 月 04日 與中時合辦成功之母講

座，潘孟安縣長主講老文青

的屏東美學夢 

爲引領年輕學子與社會大衆，學習經驗、探索成功之道，中國時報與國立屏東大學共同

合作，4日邀請屏東縣長潘孟安以「老文青的屏東美學夢」爲題，舉辦《成功之母講座》，

從親身經驗出發，與大家分享超越失敗、邁向成功的歷程。 

2021 年 11 月 18日 屏師校區光華樓整修落成

啟用 

屏師校區興建於民國 64年的學生宿舍光華樓，屋齡已逾 46年，本校於今年暑假進行全

棟整修拉皮，更新內部設備，宛如新建宿舍，提供給研究生住宿。落成啟用典禮邀請曾

經住過光華樓的多名老校友重回母校見證，大家憶起當年，回味無窮，肯定本校提供更

優質的生活空間給學弟妹，期勉大家珍惜求學美好時光。 

光華樓寢室間數原有 46間 138 床，有寢具設備老舊、寢室內樓板夾層，造成光線不良

等問題，此次整修經費共計 4 千 516萬，包含內部寢具、公共空間改善、熱水系統改善

以及外牆翻修等項目，整修後計有 2人房 10間、3人房 30間，另有單人房 2間及 4人

房 1間，共計 43間寢室，可提供床位數 116床，讓本校研究生使用。今天回到母校的

老校友，包括 65級校友中山大學鄭英耀校長、屏東賽嘉國小曾有欽校長、仁愛國小鍾

炳雄校長、高雄嶺口國小葉鵲根校長、鳥林國小廖居治校長、前麟洛國小蔡文正校長，

以及春日鄉柯自強鄉長等，大家述說求學時的點滴，以及在光華樓留下的美好回憶。 

2021 年 11 月 18日 與大仁科技大學簽署國際

合作策略聯盟協議 

本校與大仁科技大學就兩校強化教師全英語授課能力提升、華語教學及兩校境外學生跨

校選修 EMI課程議題簽署合作協議。 

本校古源光校長致歡迎詞指出，兩校師長主管在許多場合已有互動交流經驗，多項合作

議題亦執行許久，屏大執行偏鄉英語學習提升計畫，今年度已邁入第 6年，在屏東地區

邀集 2所友校共同執行計畫，特別感謝大仁科大參與，兩校地緣緊密連結，更應加強跨

校合作，藉此契機加強師長合作，大仁科大郭代璜校長則表示，大仁科大以藥學領域辦

學起家，發展科系特色與屏大有所互補，面對全球少子化浪潮，大仁科大致力發展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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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系，如生命關懷系及寵物美容系，在境外招生獲得許多好評，兩校師長主管對彼此學

校都熟識，希望在簽署策略聯盟合作協議後，將能創造過去未能預料到的合作成就。 

2021 年 11 月 19日 十七屆南台灣社會發展學

術研討會：區域治理與農村

動力 

本校社會發展學系舉辦第十七屆《南台灣社會發展學術研討會》，大會主題為「區域治

理與農村動力」，發表論文涵蓋社區行動、社群連結、社會經濟實踐、農村產業承傳和

變遷、樂齡參與和長照等南台灣重大社會議題，並邀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黃舒

楣教授進行主題演講：「誰去哪裡種紅藜？看見原鄉社群韌性和矛盾」，為十多年來災

後離鄉的屏東原住民族人參與農耕產業化發展的過程，提供貼實且重要的學術分析。 

屏大社發系近年成為農委會與中研院合作的「台灣農村社會文化調查計畫」之南部區域

中心，同時藉教育部 USR（大學社會責任）「搖滾社會力計畫」深耕美濃和恆春半島社

區，與在地社群進行緊密的教學合作。本次大會主題緊扣屏大社發系研究、教學與服務

的核心關懷。 

2021 年 11 月 26日 2021 第九屆近現代中國語

文國際學術研討會－黃春

明的文學與藝術 

本校中文系辦理「2021第九屆近現代中國語文國際學術研討會」，本次會議以「黃春

明的文學與藝術」為主題，特別邀請國立政治大學臺文所陳芳明講座教授進行專題演

講，講題為「黃春明小說的寬容精神」。下午登場的「座談會」乃邀請黃春明老師與兩

位臺灣文學研究專家學者陳芳明、李瑞騰教授，以及知名影評人鄭秉泓老師進行深度座

談，藉由不同專家學者與黃春明老師的跨界對談，發現黃春明作品中文學與藝術之跨域

交流與多元交響，更期待發掘與思索黃春明作品研究乃至於臺灣文學發展的新方向。 

2021 年 11 月 30日 EMI發展中心揭牌典禮 因應國家政策，屏東大學以「師生共構 EMI 永續發展校園」為雙語人才培育願景，並

將 EMI課程推動列入學校中長程發展計畫，宣示英語校園為第二正式語言。 

另特聘香港科技大學語言教育中心前主任唐世陶教授為本校講座教授，擔任 EMI總顧

問，與本校共同教育中心、英語學系與應用英語學系攜手合作，規劃屏東大學 EMI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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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目標與策略，推動全校七個學院 EMI課程，落實三個階段的計畫目標，於 2030年

達成研究所開設全英語課程 80%，大學部開設全英語課程至少 60%。 

2021 年 12 月 01日 捷克經濟文化辦事處駐臺

代表來訪 

捷克駐臺代表 Mr. Patrick Rumlar 及駐臺副代表 Mrs. Dita Táborská 蒞校訪問，由本

校古源光校長親自接見，並邀請劉英偉行政副校長、陳永森主任秘書、施百俊教務長、

許華書研發長、林春榮院長、林秀蓉副院長、黃勤恩系主任及曾耀霆國際事務長陪同參

加歡迎接待，臺捷雙邊師長齊聚討論國際合作方向。 

捷克在屏東舉辦系列文化活動，來訪屏大辦理歷史文化講座是活動第一站。國際事務處

曾耀霆國際長指出，屏大與捷克友好互動，係因音樂領域與捷克姊妹校赫拉德茨-克拉

洛韋大學(University of Hradec Králové ,UHK)簽約接受選派學生交換學習，自合校

以來，兩校選派學生交換不間斷。講座則由駐臺副代表 Mrs. Dita Táborská 擔任，介

紹捷克歐洲中心位置、貨幣、飲食習慣、留學環境、務實生活習慣、聖誕節特色過節方

式，以及捷克民主化歷程，獲得參與聽講師生熱烈回響，在結束講座後，訪問團一行人

前往理學院參訪多功能材料實驗室及音樂系表演練習場域空間，由多位主持師長接待，

並由多位研究生以英語方式介紹實驗室，代表鼓勵學生踴躍前往捷克交換學習，更對屏

大科學研究能量表示讚賞，期盼未來臺捷能有更多領域合作機會。 

2021 年 12 月 01日 學無已視聽教室啟用典禮 位於本校民生校區圖書館 7樓的「學無已視聽教室」，完成全新的空間改造及影音燈光

設備改善，進行揭牌啟用典禮，古源光校長期勉同學知也無涯、學無止境，多加利用這

個空間充實自我，並盛讚圖書館莊作彬館長接任館長一職，不僅帶動同仁良好的工作氣

氛，連自己也變得更有書卷味。 

莊作彬館長說明，「學無已」改自《荀子.勸學篇上》的「學不可以已」，是相對於理

學院之前成立的「知無涯」教室，用意都在強調求知和學習都是一輩子的事，配合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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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的 EMI（全英語教學）。圖書館希望運用本空間的同學，能夠不斷的學習、充實與

精進自己，讓視聽教室發揮最大的功效。也歡迎師長同學多加利用本空間，到圖書館線

上場地預約系統登記使用。 

2021 年 12 月 03日 第二屆屏東學學術研討會 國立屏東大學人文社會學院舉辦「第二屆屏東學學術研討會」，首創國內先例，邀請全

國各地大學地方學旗手，雲集民生校區五育樓國際會議廳，以「地方學的形塑與發展」

為主題，相互交流對話，觀摩學習。並安排與會學者參訪阿緱城文化生活圈，飽覽景點，

品嚐美食，以收理論與實地相互印證的效果。 

2021 年 12 月 27日 本校榮獲第八屆藝術教育

貢獻獎 

國立屏東大學榮獲 2021教育部第八屆藝術教育貢獻獎「大專組績優學校獎」，本屆全國

大學校院只有兩校獲獎，更顯難能可貴。本校雖位處國境之南，但秉持共榮精神創造佳

績，整合在地與國際資源，培育優質藝術人才，透過師生共同合作推動藝術展演，並連

結在地社區進行藝術推廣，建構藝術共榮圈，讓藝術綻放溫暖美學力，在古源光校長任

期最後一年，獲此殊榮，可說是長年推展藝術不遺餘力所帶給學校的榮譽。 

2022 年 01 月 14日 「地方創生南區輔導中心

屏東駐點辦公室」正式啟動 

因應國發會地方創生 2.0-加速推動地方創生計畫，在台灣各區成立輔導中心作為地方

創生推動民間與政府部門相關單位的重要橋樑，地方創生南區輔導中心由國立中山大學

領軍與長期培力地方創生的國立屏東大學合作，將屏東駐點辦公室設立在屏東大學，藉

由屏大與屏東深厚的地域關係以及長期耕耘，多元的知識領域擁有完善的師資群，期待

能夠加速推動有極大潛力的屏東區地方創生事業，在創青年返鄉安居樂業。 

2022 年 01 月 15日 110 年化學研究推動中心 

分析化學小組秋季研討會 

本次研討會由化學學門召集人李弘文教授、分析小組召集人黃志清教授和本校古源光校

長共同揭開序幕。會議集結全國各大學和研究機構百餘位分析化學領域專家學者，彼此

交流以促進學術專業與研究能量。 

除了各場精彩新知講座外，由化學學門召集人李弘文教授主持的綜合座談，也讓參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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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會議的眾多專家學者對本學門未來發展的藍圖與政策有更充分的了解與討論，以及明

白如何集結資源支持科學研究來帶動台灣產業創新的策略與方向。集結眾力發展具特色

的研究，未來方能在日益激烈的國際科技發展舞台上，持續提升台灣競爭力與優勢。 

2022 年 01 月 21日 資訊學院全院各學系通過

2022年度 IEET國際認證 

資訊學院資訊工程學系(所)、資訊管理學系(所)、資訊科學系(所)、電腦與通訊學系全

數通過 2022年度 IEET國際認證。 

IEET (Institute of Engineering Education Taiwan)中華工程教育學會是國內首家受

教育部認可的專業評鑑機構，並且 IEET 認證在世界上受到認可並具有公信力，而且許

多世界一流大學及國內多所大學也多參與認證，通過 IEET認證之系所畢業生學歷可以

受到國際的認可，因此若能通過 IEET 認證將是系所教學之優良品質保證。 

2022 年 03 月 08日 高爾夫球練習場揭牌 國立屏東大學智能高爾夫模擬教室舉辦揭牌儀式暨體驗活動，結合最新科技量測感應設

備，讓高爾夫運動更容易學習，而且不受天候環境的限制，更能透過高速攝影機和演算

法，即時顯示擊球的相關數據，讓高爾夫運動普及化，並透過科學方式輔助，有效提升

技術。屏大高爾夫球模擬教室設置三個球場，可同時容納三人進行揮桿，設備和規模是

國內大專院校數一數二的。 

2022 年 04 月 13日 與科技部人工智慧生技醫

療創新研究中心合作意向

書簽約儀式 

本校與科技部人工智慧生技醫療創新研究中心共同簽署合作意向書，期能透過雙方的合

作關係，讓本校在 AI相關領域能夠有所成長，也讓近年來的研發成果，能進一步取得

專利技轉，走出校園，培育在地人才，促進南部地區在地產業智慧發展。未來雙方將就

人工智慧創新應用與服務領域進行協同合作，共創雙贏局面，並提升本校 AI核心關鍵

技術、探索產業實際需求、提供實務 AI解決方案與培育相關產業 AI跨領域人才。另規

劃在人才培育、場域驗證、落地推動、計畫合作等，集結雙方能量，在智慧應用領域上

激盪出更多火花，促進在屏東科學園區之綠色製造、智慧健康、智慧農業、智慧服務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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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發展，拓展相關領域之人工智慧技術導入，共同為南部地區在地產業智慧發展貢獻己

力。 

2022 年 05 月 09日 屏師校區光電球場動工 為改善屏師校區老舊籃球場及排球場運動設施，以利體育教學及學生休閒運動，並推動

綠能發電政策等三重目標下，屏師校區光電球場舉辦動土典禮，預計九月底前完工。 

這是繼屏商校區風雨球場於 2019 年啟用後，本校設置的第二座風雨球場，座落在屏師

校區操場後方，長度約 60米、寬度約 50米，面積約 3000平方公尺，最低高度 9米，

屋頂設置太陽能光電板，發電量 499.68kWp，包括 2座籃球場與 3 座排球場；球場的設

計理念，係利用不對稱元素創造場域入口意象，增設具遮陽及造型格柵，詮釋創新陽光

球場概念。 

球場日後不僅提供遮陽避雨的教學場域，增加學生休閒運動量，更重要的是，還能善用

屏東充足的日照，發展綠能產業及培養能源教育知識，善盡大學社會責任。 

2022 年 05 月 09日 與海軍海上戰術偵搜大隊

簽署合作意向書 

國立屏東大學古源光校長與海軍海上戰術偵搜大隊趙君臨大隊長今天上午簽署合作意

向書。趙大隊長強調，從軍不是投筆從戎，而需要更多的專業知識做後盾，很感謝屏大

提供官兵弟兄進修充電的機會；古校長則表示，屏大擁有高教、技職與師培三大知識體

系，是屏東縣唯一的綜合性大學，愈高科技的國防，愈需要資訊和外語等相關專業知識，

屏大有足夠的師資，可滿足國軍弟兄進修的多元需求，善盡大學社會責任。 

2022 年 05 月 13日 與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簽

署合作備忘錄 

屏東大學 USR搖滾社會力計畫秉持大學應回應社會需求，課程連結在地社區、學習在地

知識，鼓勵學生運用所學，參與社會公益事務。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長期致力於輔導社

區發展生態旅遊與環境教育，相當肯定屏東大學學生在大光社區的暑期實作成果，為能

長期延續大學與社區、公部門協力共創的合作模式，於大光社區漁港簽署合作備忘錄，

期望透過學生們持續的深耕、挖掘，看見社區不一樣的特色，再與社區解說員及志工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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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將地方文化轉譯再生產，在恆春半島擦出更豐富的火花。 

2022 年 05 月 28日 鄭英耀校友獲頒本校名譽

博士學位 

鄭英耀校友 1976年畢業於本校前身臺灣省立屏東師範專科學校，現任國立中山大學校

長，屏東大學校友總會理事。憑藉專業的學術研發，卓越的行政與辦學，深耕高等教育，

對國家學術、文化及產業發展，貢獻良多，足堪典範。其畢生志業體現本校過往優質傳

統，依學位授予法之規定，經本校名譽博士學位審查委員會通過，頒授名譽教育學博士

學位。於畢業典禮中，頒授鄭英耀校友名譽博士學位。 

2022 年 06 月 24日 與國立暨南國際大學共同

攜手簽訂校際合作備忘錄 

本校古源光校長帶領一級主管赴國立暨南國際大學，與暨大武東星校長及一級主管完成

簽署儀式。同時進行 2022年第一次校際合作交流會議，期待未來能透過跨校教師合聘、

跨校選修課程與跨校共學設計等方式，讓兩校教師與學生透過互相合作，充實兩校的教

學與研究能量，達到具體實質的合作模式。與此同時，屏大大武山學院與暨大水沙連學

院進行簽訂院際 MOU，為兩校邁出實質合作的第一步。 

2022 年 07 月 12日 共同培力系列活動：USR 不

NG－USR 執行團隊該注意

的「鋩角」 

教育部大學社會責任推動中心與國立屏東大學合作辦理共同培力系列活動第三場次，於

7月 12日以 YouTube線上直播辦理，共六百餘人報名參加。本次活動主題訂為「USR不

NG－USR執行團隊該注意的『鋩角』」，目的在於教育部推動 USR政策已邁入第五年，許

多團隊都是在實務問題上做中學、學中做。除了創新、改變的成果，過程中失敗經驗是

必經的過程，但這也是讓未來能做得更好的墊腳石。透過執行計畫的第一線人員分享相

關案例與因應之道，並由不同利害關係人視角進行交流，期能從中找尋到執行 USR計畫

的「鋩角」。 

2022 年 07 月 13日 發表《夢想的起點》新書 做為屏東地區第一所綜合大學，屏東大學合校 8年來，在全體師生共同努力下，以成為

區域指標大學為目標，無論在教學、研究、產學合作與社會參與等，各方面均有長足的

進步，尤其在大學社會責任(USR)以及地方創生的投入，在全國均名列前茅，辦學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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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社會各界肯定。為了記載 8 年來的辦學成果及各領域之特色亮點，出版《夢想的起點

─來自國境之南的新想像》一書，並在屏師校區藝文中心舉辦新書發表會，向屏東鄉親

報告，也提供社會各界參考檢視。 

2022 年 07 月 14日 源遠流長 光耀大武 古校

長感恩歡送茶會 

本校古源光校長擔任合併新設的國立屏東大學第一、二任校長，於 7月 31日退休，7

月 14日下午在屏商校區活動中心舉辦「源遠流長，光耀大武」卸任感恩歡送茶會，感

念古校長期獻身於高教，作育英才無數，同時善盡大學社會責任，帶領屏東大學與地方

共生共榮。現場除了本校師長同仁外，還湧進了各界賓客，紛紛表達對古校長的推崇與

祝福，並盛讚古校長前後擔任兩所國立大學 16年校長，場面十分溫馨。 

2022 年 07 月 27日 成立陳景容美術館 屏東大學在屏師校區藝文中心，舉辦「陳景容美術館」開幕茶會，吸引許多藝術愛好者

與民眾前來一睹被讚譽為「心繫台灣的本土畫家」的陳景容大師 40餘件嘔心瀝血的藝

術傑作。本次開幕展展出陳景容教授捐贈給屏東大學共價值 5千萬元的珍貴作品，是屏

東大學建校以來最大筆的藝術捐贈，為屏東大學藝術典藏與藝術教育貢獻開啟新頁，對

於未來屏東大學的藝術教育與社會貢獻提供典範，首批捐贈作品共 40多幅。 

2022 年 08 月 01日 第二任、第三任校長交接 國立屏東大學第二任、第三任校長於 8月 1日完成交接，新上任的陳永森校長前往教育

部，在潘文忠部長監交下接下印信，象徵責任的開始，也代表屏東大學走過合校八年，

將邁向下一個新的階段，陳校長在屏大的交接典禮上，感性表達成長學習的過程一路上

有貴人相助，內心充滿無限感恩和感謝，強調會在古校長打下的基礎上，與屏大師長同

仁齊心努力，繼續向前邁進，「一棒接一棒，棒棒是強棒」，未來將做為屏東發展的

total solution，「屏東的事，就是屏東大學的事」，要與地方共榮共好。 

2022 年 08 月 03日 電腦科學與人工智慧學系

更名揭牌 

電腦科學與人工智慧學系以既有之「資訊科學 (Computer Science)」為底蘊，「人工

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為發展特色，持續紮根南台灣，致力於培育卓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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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通訊人才，不僅保留「資訊科學系」原有的發展方向，更強調本系師長在人工智慧領

域的研究與學術特色， 8月 1日起更名為「電腦科學與人工智慧學系(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2022 年 08 月 10日 落實大學社會責任 成為實

踐 SDGs績優大學之列 

屏東大學在 2022 TSAA「台灣永續行動獎」共計 3件獲獎，以具體行動致力於偏鄉教育、

地方創生、社會實踐與在地關懷，榮獲 2金 1銅的佳績。屏東大學已連續兩年在 TSAA

「台灣永續行動獎」獲獎，其質與量位居全國大學前茅，落實 ESG 與實踐 SDGs已成為

屏東大學校務發展的 DNA。 

2022年 8月 18日至

21日 

陳校長率隊前往馬來西亞

參加馬來西亞台灣高等教

育展 

8月 18日至 21日，由新任校長帶領新任國際事務長前往馬來西亞，參加馬來西亞台灣

高等教育展與馬國僑界重要人士互動，接續友好互動關係，並辦理招生宣講。 

2022 年 08 月 23日 國貿易更名為國際經營與

貿易學系 

為因應國際化與數位化浪潮，培養優秀有潛力的國際經貿人才，自 111 年 8月 1日起更

名為「國際經營與貿易學系」。 

該系以國際經營與國際貿易為架構，提供各項跨國企業必要的專業知識，例如國際企管

與行銷，結合國際貿易理論實務、國際金融匯兌等基礎必修課程，強化跨境電商、數位

行銷、貿易資訊、外語溝通等專業選修課程，協助學生未來無論在台灣本土或國際就業

職場上都能得心應手，領先群倫！ 

2022 年 09 月 07日 輔導小琉球商圈協會獲獎

並推動「放空日」 倡導生

態永續觀光島 

國立屏東大學與美和科技大學兩校今年輔導『小琉球商圈協會』獲得「中小企業處 2022

故事商圈競賽金獎(第一名)」後，與美和科技大學兩校創新育成中心輔導小琉球商圈協

會在地商家，在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屏東縣政府交通旅遊處、大鵬灣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及中衛發展中心的指導下舉辦「小琉球放空日」市集，期望從生態旅遊的角度出發，以

｢永續觀光、數位提升｣為核心，與社團法人 RTM 泛旅遊協會串聯琉球在地協會(小球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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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商圈協會、琉球鄉觀光發展協會、社團法人台灣咕咾嶼發展協會、自然人文解說觀光

協會等)、酷遊天股份有限公司及蜂電綠能有限公司，產、官、學共同合作，結合多方

力量，以永續為目標，共同攜手協助當地特色商家發展。 

2022 年 09 月 07日 與日本弘前大學簽約 翻

譯出版《邁向後地方創生－

大學與社區合作的未來》 

學習日本經驗 

國立屏東大學與日本姊妹校國立弘前大學，於 2022年 9月 7日簽訂出版中文版《ポス

ト地方創生－大学と地域が組んでどこまでできるか》（暫譯：《邁向後地方創生－大

學與社區合作的未來》）書籍契約書，由弘前大學授權本校翻譯，本次合作不僅讓兩校

的交流在學術上有更實質的發展，也能藉此學習日本大學如何與地方夥伴共創新生的作

法。 

2022年 9月 14日至

18日 

陳校長率隊前往越南與臺

商公司及基金會簽訂獎學

金合作備忘錄暨與姊妹校

續約 

臺灣農友種苗有限公司於越南設立新廠，該公司致力於推動教育公益，希望本校推薦越

南姊妹校並提供獎學金供姊妹校學生前來本校就讀碩士班，培育未來臺越雙邊合作人

才；本校推薦長期合作之同奈科技大學(Dong Nai Technology University, DNTU)為合

作夥伴。與本校長期合作推動「台越教育發展交流合作」且捐贈越南學生來本校就讀之

越南和平基金會及勇源教育基金會鑑於此次合作符合其意義，欣然加入此計畫加碼提供

獎學金給 DNTU，提昇本校招生機會。本次出訪亦訪問越南平陽大學及胡志明師範大學，

平陽大學規劃未來創設華語系所，希冀屏大選派中文學系教師前往，協助創設華語系

所，並提攜該校華語文教學；胡志明師範大學則希望擴大華語系所交流，並且加強基礎

科學、科學教育及 STEM教育領域交流，跨國共同學術發表及指導學生，相信未來臺越

合作將有無限可能。 

2022 年 9月 23日 關心環境化學品對生態系

統的危害 第三屆生態毒理

研討會 

2022年第三屆生態毒理研討會，陳永森校長表示屏東大學近年來致力於學術研究能量

的提升與精進，很歡迎來自全國多所大專校院的專家學者來校指導分享，更希望未來有

更多的學術研討會來屏大，透過交流讓本校師生有更多的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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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會議的研討主題為 1. 農藥與殺蟲(草)劑毒理分析，2.新興環境賀爾蒙毒理分析，

3. 重金屬毒理分析，4. 塑膠微粒毒理分析，5. 奈米物質毒理分析，6.環境污染毒性

效應評價方法研發。本次生態毒理研討會涵蓋主題寬廣，邀請之講員都是本領域優秀傑

出的研究人員，期盼促進學者間的交流，也培養學生一個更全面的視野，並進行觀摩與

學習。 

2022 年 10 月 02日 運動i臺灣2.0-111年屏東

縣身心障礙運動會 

國立屏東大學辦理「運動 i臺灣 2.0-111年屏東縣身心障礙運動會」，由本校陳永森校

長親自主持開幕，美和科技大學校長王建臺、屏東縣體育會理事長李媽讚、屏東欣欣獅

子會會長鍾家嘉、農田水利署屏東管理處長黃信茗、屏東農業生物科技園區副主任洪恆

珠等多位貴賓蒞臨觀禮。 

陳校長致詞時表示「體育不分國界、體育來自全方位」，看到開幕儀式輪椅國標舞的登

場表演，讓我們看到身心障礙運動選手展現無比的毅力、自信心，為自己的生命創造色

彩、創造屬於自己的舞台，尤其在行動不便之下還能有這麼精彩的表演，真是令人佩服。

身心障礙運動會賽事共為期 4 天，比賽項目有飛鏢、羽球、運動舞蹈、撞球等四項，共

有來自各地的身障選手及親友 286人參與，參觀人數達 318人。 

2022 年 10 月 02日 本校體育系黃正琦撐竿跳

5米 35 破全國紀錄 

屏東大學一年級的黃正琦在新北城市盃全國田徑公開賽男子撐竿跳決賽，將謝佳翰於

2013年創下的全國紀錄送入歷史，以 5公尺 35締造新猷，也確定進軍明年杭州亞運。 

2022 年 10 月 13日 第 9屆屏大校慶活動「2022

亞洲校長論壇」首發登場 

國際事務處主辦「2022亞洲校長論壇(Asian Presidential Summit Forum)」，響應聯

合國永續發展目標，設定「以達成永續發展目標的大學角色(The Role of University in 

Achiev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為發表主題，邀請日本、韓國、越南、

印尼、馬來西亞、泰國及菲律賓等 7國，共 11所海外姊妹校參與發表，闡述各校針對

永續發展目標理念，並由本校陳永森校長親自主持論壇，與海外姊妹校交流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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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10月 14-15

日 

「雙語教育 國際享譽」~

雙語教育之全球在地化國

際師資培育學術研討會 

為引動雙語教學議題研討風潮與接軌國際趨勢及脈絡，本次研討會特別邀請香港學者

Dr. Angel Lin教授與英國學者 Samantha Curle 教授進行線上專題演講，分享其進行

雙語教學推動之理念與實務經驗，並透過研究與教學的多元角度，剖析雙語教育如何促

進臺灣與世界接軌，使雙語教育朝向全球在地化更加邁進。 

活動現場亦針對雙語教學的發展現況進行學術論文發表與對談，實踐了雙語教育師資培

育專家學者及教育實務工作者之共學理想，也藉由相互對話凝聚共識，增進教師及師資

培育機構之反思與啟示，共同構築未來雙語教育師資培育的展望及願景。 

2022 年 10 月 15日 永續屏大 卓越飛揚  

屏東大學歡慶九歲生日 

 

國立屏東大學舉辦「永續屏大，卓越飛揚」第九屆校慶典禮。 

陳校長說，屏大從基層開始，垂直整合 K12到大學端，今年持續與高屏地區 21所高中

職校進行 108課綱合作聯盟簽約，在善盡大學社會責任方面，今年也有顯著的成果，屏

大的團隊通過科技部人文社會的計畫，下鄉和部落及社區做連結，把研發能量往下放，

也獲得部落很大回響，此外，在地方創生方面，屏大最近幾年幫高屏地區多個鄉鎮爭取

超過 3.1億的計畫預算，光是今年就幫春日鄉爭取 2千 2百萬元，幫來義鄉爭取到 6千

萬元等。從地方開始，屏東大學也往國際化發展，從 EMI 英語教學，跟南向政策結合，

把教育輸出，把外國學生帶進來，把屏東大學影響力推擴出去，感謝所有師長的齊心努

力。今年是屏東大學九歲生日，但合校前的屏教大與屏商技，兩校合起來已有百年歷史，

在這樣的基礎上，感謝校友和各界企業的捐助，給予學校很多的支持，未來屏東大學會

繼續與這塊土地站在一起，因為屏東事就是屏大事。 

2022 年 10 月 21日 原路 zalan 實驗教育展 高

屏 11校展現成果 

由國教署委託國立屏東大學成立原住民族課程發展協作南區中心，自 107年成立，輔導

高雄屏東地區的原民實驗學校。原路成果展規畫了兩大主題，主展區由各校學生分享課

程所學，透過戲劇、歌謠或是口頭演說的方式，分享在實驗教育中的學習歷程；子展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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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設有戶外展攤，由 11所學校以成果海報搭配教材、學生作品，展現學校的亮點特色，

並搭配動手做體驗，讓與會者從互動中了解原民祭儀與手作工藝。各校實踐的歷程中，

將原住民族文化，回應到學生的學習，讓許多學生藉由文化融入的教學與課程中，認識、

了解自己的族群文化，期盼每一位學生，都能在實驗教育的學習之下，走出一條屬於自

己且不平凡的道路。 

2022 年 10 月 28日 2022 族群研究與原住民族

研究成果發表會暨排灣學

論壇 

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委託國立屏東大學文化發展原住民專班，辦理「2022 族群研究

與原住民族研究成果發表會暨排灣學論壇」，以「原住民族在地發聲」為概念，呈現國

科會及學界在族群與原住民族這個主題上的研究。 

陳永森校長致詞表示，屏大人文社會學院已經推動「屏東學」十幾年，並出版專書，大

學要透過學術上更多的探究，讓知識得以累積，部落是很重要的知識來源。特別感謝原

專班和學校團隊的共同努力，未來只要研究屏東相關的領域，「找屏東大學就對了，因

為屏東事就是屏東大學的事」，屏東大學會提供給屏東 Total Solution，也希望此次

活動能碰撞出更多的火花。 

2022 年 10 月 28日 「2022「幼兒園教保人員專

業發展趨勢與展望」學術研

討會 

國立屏東大學幼兒教育學系主辦「幼兒園教保人員專業發展趨勢與展望」學術研討會，

與會人數超過 200人，本次研討會共有 2場專題演講、2場口頭論文發表(共計 6篇)、

2場工作坊(共計 4個主題)，27篇海報論文發表，及 1場圓桌論壇。藉由現場教育與專

家學者相互對話，探究幼兒園教保人員專業發展的各種可能性，以及展望幼教領域未來

的發展方向，增進教師及師資培育機構之間的溝通、啟示與反思，讓與會者收穫滿滿。 

2022 年 11 月 2日 屏東文學展在屏大圖書館

展出 多元方式呈現豐富成

果 

國立屏東大學中國語文系結合人文社會學院、圖書館及校外獨立書店「永勝五號」、屏

東縣政府文化處等，策畫「山海屏東──在地方閱讀的時光」屏東文學展。  

在跨入第 11年的 2022年，屏大中文系將以「區域文學的書寫與視野」，整合屏東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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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之 10年成果，共規劃了四個系列活動，一是屏東人文沙龍，二是屏東文學展，三

是 11月 11日登場的第八屆屏東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以及預計年底完成的屏東文學

史，這是屏東大學結合了人社院及跨院系的資源，以及屏東縣政府文化處一同努力的成

果，此次文學展在縣立總圖、美術館展出後回到屏東大學，呈現屏東大學近年來致力推

動屏東文學的成果，往下扎根，讓在地的孩子和更多民眾，看到起飛、茁壯中的屏東文

學。 

2022 年 11 月 4日 帶動智能高爾夫模擬訓練

風潮 屏大與全球直播社交

龍頭平台 BIGO LIVE簽訂產

學合作 

全球直播社交龍頭平台 BIGO LIVE 和國立屏東大學簽訂產學研究委託案和策略聯盟，透

過學習體驗高爾夫運動和研究，推動高質感的運動社交，一同為智能高爾夫的推廣努

力，此次合作將有助於高爾夫運動普及化，透過技術提升及直播社群的分享，揭開更多

智能高爾夫模擬教室的神秘面紗，透過新媒體直播帶動高爾夫新型態運動模式，並給予

在高爾夫方面有專業技能的在校生獲得實際教導的經驗，讓學生及 BIGO用戶們能一同

體驗高質量的運動社交。 

2022 年 11 月 4日 與環球國際文創簽署 MOU 

共同推動 EGS未來城創新

園區 

本校與環球國際文創產業(股)公司共同簽署產學合作意向書，雙方朝共同推動台灣「ESG

未來城」創新園區努力。環球國際文創公司簡廷在董事長表示，「ESG未來城」需要融

合各項專業知識、文化創意與數位經濟，同時須導入各項專業人才與 lP研發技術等，

產學合作是最好的平台。本校陳永森校長則表示，本校師長專業多元，學生未來也可進

入該產業服務，本校可以提供「ESG未來城」發展所需的各項協助，也對雙方未來合作

充滿期待。 

2022 年 11 月 9日 那些教室沒有教我的事

_USR計畫搖滾社會力五年

特展 

屏東大學 USR搖滾社會力計畫，舉辦「那些教室沒有教我的事——USR計畫搖滾社會力

五年特展」開幕式。呈現屏大「搖滾社會力：在地關懷為導向的社會企業與公益實踐培

力計畫」過去 5年來師生在南台灣走跳、進行社會實踐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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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大學 USR「搖滾社會力」計畫自 106 年試辦期執行至今，集結了 4個學院、7個學

系共 19位跨領域教師，將教學能量匯集投入社區議題的調查與實作，培育畢業生於公

益部門服務的實務能力。USR「搖滾社會力」計畫團隊 5年來秉持連結大學、社區、社

群、行政部門共同學習在地知識的教學理念，期待學生透過社區實作，活用課程知識，

投身社會公益，強化未來社會服務的就業能力。 

2022年 11月 10日  國立屏東大學「黃光男美術

館」開幕展 

國立屏東大學在屏師校區藝文中心舉辦「黃光男美術館」開幕典禮，國寶級畫家黃光男

榮譽講座教授為感念屏師時期母校的栽培，特別捐贈 47件代表畫作給屏東大學，成立

全球第一個「黃光男美術館」，豐富藝術教育與研究資源，期待屏東大學藝文中心做為

南部重要藝術典藏與交流平台。 

2022 年 11 月 17日 智能高爾夫模擬教室再獲

業界青睞 本校與全球第三

大高爾夫球頭廠大田簽署

產學合作策略聯盟 

國立屏東大學與全球第三大高爾夫球頭廠大田(O-To)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簽訂產學

研究委託案暨策略聯盟，透過產學合作的模式，持續推動智能高爾夫模擬訓練場域結合

選手培育計畫，本次合作除了贊助培訓屏東大學高爾夫選手外，也攜手推動高爾夫運動

的發展和高爾夫球桿人體感知測試聯結，並持續推動高爾夫產業創新、人才培育、科技

整合、社會責任、在地深耕、永續發展等。 

本校高爾夫模擬教室位於游泳池暨體適館二樓，智能高爾夫球模擬教室結合最新科技量

測感應設備，讓高爾夫這項運動更容易學習，且不受天候環境的限制，站在室內舒適的

人工草皮，輕鬆瞄準揮桿擊球，立即顯示出擊球的飛行距離、擊球效率，當桿面撞擊球

體時，高速攝影機已同步記錄，並由演算法化成軌跡，搭配不同虛擬畫面呈現在螢幕中，

每一次的擊球動作，都能同步在螢幕、平版或是手機的 App中即時回看擊球數據不漏接。 

2022 年 11 月 22日

-12 月 02日 

執行教育部師資培育之大

學申請補助國外教育見習

本校與捷克交流源自於合校初期與 UHK 建立合作關係並互派師生交流，關係良好並獲得

其歐盟獎學金計畫。之後於 109 年與另所 TBU簽訂師生交流協議書，亦已選派數名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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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實習及國際史懷哲評

選工作計畫暨拜會捷克姊

妹校 University of 

Hradec Králové(UHK) 及

Tomas Bata University in 

Zlín(TBU)洽談合作事宜 

前往交流。加上近幾年本校與捷克共同執行台捷計畫，在雙方具有學術研究合作的基

礎，由駐外單位的引薦之下，促成捷克駐台代表及副代表於 111年來校訪問。捷克代表

來訪期間知悉我校具有完備之師資培育系統，表達可進行雙方包含師資培育及中小學教

育的交流。故由陳校長率團前往捷克拜會，一方面執行教育部委辦計畫，一方面與姊妹

校洽談合作計畫並訪視正於姊妹校交換的本校生，期盼未來本校與捷克能有更多合作。 

2022 年 12 月 01日 屏大特教系發表國內第一

套資優生獨立研究教材 

國立屏東大學特殊教育學系侯雅齡主任接受教育部國教署委託，因應 108課綱所撰寫的

三本素養導向資優生獨立研究教材，舉辦新書發表會，這是國內資優教育第一次有可供

教學使用的課本，同時高雄市政府教育局也與本校特教系簽訂產學合作，未來 2年將運

用這套教材推動高雄市國小資優方案學生的跨校遠距教學計畫，建立偏鄉資優教育的共

學運作模式，讓資優人才的培育不受地域限制，讓每一顆珍珠都不被遺落。 

2022 年 11 月 25

日、12月 2 日 

國立屏東大學第一屆 TEDx

年會 

本次主題為「Solution」，屏東大學自許提供專業的知識能量和人力等，解決未來屏東

發展各面向的問題，邀請 7位在屏東與台灣各地不同領域貢獻的講者來分享生命歷程，

讓世界都能看到他們在台灣的努力，在屏東的努力，並且看見屏東大學。 

7名講者，包括國際花藝大師吳尚洋、海龜醫生李宗賢、大和頓物所主理人賴元豐、檸

檬大叔共同創辦人薛丞睿、律師兼創作歌手蘇明淵、越南華裔的婦女權益推動者蘇玉英

以及屏大應用化學系四年級學生施柏宇。陳校長強調，「屏東事就是屏大的事」，屏東大

學將做為屏東未來發展的 Total Solution，扮演地方智庫角色，與地方共榮共好，立

足南台灣，邁向全世界 

2022 年 12 月 15日 跨過高屏溪：記 2022 年台

灣社會學年會 

社會發展學系主辦社會學界的年度盛事：「2022年台灣社會學年會」。年會總共有 216

篇論文發表，兩天議程分為 72 個場次，除了各論文發表場次之外，還包括兩場向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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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與教師介紹社會學的專場、四場新書發表會、國科會主題研究發表會、社會學之實務

應用論壇等等。手冊中議程表長達 12 頁，總參與人數超過了 650 名。 

年會中各社會學相關系所的研究企圖與主題，都非常精準地扣連晚近台灣在地以及國際

的現實發展。研究成果許多是以團體組隊的方式呈現，顯示了社會學界的社群共學、團

隊合作的趨勢，也看到了各社會相關系所之發展特色。屏大社發系的教師群也籌組了三

個場次：地方學的教學與課程、非典型勞動者處境與工會發展、USR 與農村創新實踐經

驗。 

2022 年 12 月 22日 《悅乎·樂乎⋯有朋自遠方

來》屏東大學音樂系暨美國

德州三一大學音樂系聯合

音樂會 

本學系合唱團與管弦樂團與美國德州三一大學師生聯合演出，並邀請三一大學姐妹校東

海大學之校友合唱團北部團聖樂團團員協演。演唱韓德爾「彌賽亞」選曲、閩南語歌曲

「噗仔聲家催落」、原住民歌曲「Taljanguanguaqan 最美的事」；另外，節目尚包含長

笛三重奏、豎笛重奏、管樂五重奏、擊樂重奏，呈現多元演出形態與風格的合唱曲、重

奏曲及管弦樂曲。精彩、豐富的優質音樂饗宴， 

2022 年 12 月 23日 第十屆「語文教育與思想文

化」學術研討會 

「語文教育與思想文化學術研討會」乃是結合臺港三校具有相同師資培育背景的教育大

學合辦之學術研討會議，由國立屏東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和香港教育大學中國語言學系聯

合主辦。本次會議採實體結合線上方式雙軌並行。開幕典禮由本校陳永森校長、香港教

育大學施仲謀教授和臺中教育大學歐秀慧教授擔任致詞嘉賓。陳校長以東道主大家長身

分歡迎遠從香港、臺中來到屏東大學的友校貴賓，並提及近年來海外華文教學與國際合

作之重要，也期待未來三校能推動更多層面的交流。 

2022 年 12 月 23日 2022 大數據精準行銷盃競

賽熱烈登場 

國立屏東大學行銷與流通管理學系為了培養大專院校及高中學生對大數據分析和洞察

的能力、發揮團隊合作及創意精神，促進全國大專生、高中職學生與企業之間的交流，

舉辦「2022大數據精準行銷盃競賽」。本次競賽有來自全國各地參賽隊伍報名參加，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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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端橫跨高中端，包含國立屏東大學、義守大學、朝陽科大、屏北高中、屏榮高中、

鼓山高中等多元學校。近年來屏東大學積極充實大數據分析之軟硬體設備及教學內容，

也持續與各企業專家交流合作，使學生學習業界人士在實務應用上的經營模式並了解不

同產業的行銷策略。 

2022 年 12 月 28

日   

拋磚引玉 回饋學界 大田

精密慨捐高爾夫球具、精品

碳纖維登山車續提昇屏東

大學運動科技產業量能 

全球第三大高爾夫球頭廠大田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慨捐屏東大學高爾夫球具及

VOLANDO精品碳纖維登山車，提供有關教學和研究使用，共同推動運動產業持續創新、

人才培育、科技整合、社會責任、在地深耕、永續發展等。大田精密捐贈的 3組高爾夫

球具和 5輛碳纖維登山車，提供屏大在教學研究和運動產業研發上使用，雙方搭建緊密

合作的橋樑，大田精密與屏東大學「強強聯手」，共同培育更多高爾夫選手及推動運動

科技產業發展。 

2022 年 12 月 29

日   

「揚眉兔氣迎新春」-暖心

揮毫贈春聯暨木刻版畫贈

與活動 

本校教務處推廣教育中心特地在屏師校區藝文中心，舉辦「揚眉兔氣迎新春」-暖心揮

毫贈春聯暨木刻版畫贈與活動，邀請版畫家劉震崑、書法家李銘煌等人，與陳永森校長

及學校多位師長共同揮毫，現場印製師生共同創作的兔年版印年畫，讓學校師生和社區

民眾提前感受新年新氣象的氛圍，祈求來年疫情退散，大家平安健康。 

2023 年 1月 30日 21 世紀公民素養學習 開

啟台泰新世代國際交流 : 

屏東大學教育部國際史懷

哲計畫與泰東姊妹校攜手

合作 讓學習活起來 

國立屏東大學教育學院師生團隊十三人為執行教育部國際史懷哲計畫，於泰國東部尖竹

汶府蘭帕潘尼皇家師範大學(RBRU)辦理「朝向學習者中心的教育創新」培力工作坊，並

與該校教育學院及附屬實驗小學合作辦理二十一世紀公民素養國際教育多語服務營

隊，分享台灣創新的桌遊學習媒介與創意教學經驗。 

由屏東大學劉育忠教授進行兩天國際教育工作坊，分享台灣教育創新的發展經驗，以及

如何透過桌遊活化學習並培養 21世紀公民關鍵素養的可能作法。屏東大學師生團隊針

對此次國際史懷哲教育服務計畫，共同研發結合 21世紀公民關鍵素養主題的桌遊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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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語課程，並邀請泰國 RBRU 教育學院師生共同組成服務團隊，合作進行 40小時的教育

服務，並通過每日的學習晨圈及學習結束圈交流每日的學習與新的看見。 

2023 年 1月 31日 韓國老朋友大邱教育大學

來訪，持續兩校合作情誼 

自屏教大時期即與本校有深厚友誼之韓國大邱教育大學(Daegu National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DNUE)由教育研究學院 SON Jang-ho教授帶領 20位正於該校進修之國小

教師拜會本校討論未來可能合作事宜。 

本校由教育學院安排前往三地門鄉地磨兒國小參訪，該校目前為屏東縣原民鄕最具特色

國小之一。地磨兒國小陳美惠校長帶領該校教師團隊一同接待，除了派出精通韓語及英

語之教師介紹文化課程並藉由手作排灣族陶壼讓訪賓多一點認識排灣族文化。之後至幼

教系聽取簡報，由林曉雯副校長、許華書研發長及陳雅鈴主任共同接待。簡成熙院長及

徐偉民主任亦一起加入交流，期望與韓國國小老師未來能有合作機會。之後續往理學院

參訪動手作中心及 Maker Space 創新自造推展基地。SON Jang-ho 教授期待此趟豐富行

程能帶給他們的國小教師回響並帶回所屬學校討論未來合作機會並增添本校所執行的

史懷哲計畫合作對象。 

2023 年 2月 2日 國立屏東大學 2023 年健

康、體育、運動、休閒暨教

材教法學術研討會 

為促進國內健康、體育、運動與休閒等相關領域教師、學生與運動專業人員交流對話機

會，分享與落實 12年國民基本教育理念，本校體育學系暨健康與體育領域教學研究中

心從 2016年起每年辦理「健康、體育、運動、休閒暨教材教法學術研討會」，在本校師

資培育中心與屏東縣國民教育輔導團健康與體育輔導小組協辦下，於本校屏商校區活動

中心二樓辦理 2023年度健康與體育領域教學分享盛會。本次與會參加與發表學員計 130

名，研討會主題包含（一）健康與體育領域教學演示；（二）健康與體育領域課程雙語

教學；（三）運動、休閒與探索教育論文與教案發表；（四）新興運動導入體育教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