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編 【大事紀】  

41 

民國八十七年 
資料來源：秘書室 

 七月一日：本校改制為「國立宜蘭技術學院」，邀請行政院劉副

院長兆玄、賴副省長英照、教育部李次長建興、曹前校長以松、

林立委建榮、劉縣長守成、校友會楊會長玉焜、郭副會長大壽等

參與校名牌揭牌儀式。 

 七月一日：環境工程科改制為環境工程系，班數由二專兩班調整

為二專一班、二技一班。 

 七月一日：實習就業輔導室改組為研究發展處，下設：推廣教育

中心、技術合作組、研究發展組。 

 七月九日：本校國際民俗舞蹈社承辦第三十六屆亞洲土風舞營，

聘請多位國外專家授課，全國大專院校同學共一百餘位參加。 

 七月二十三日：教育部台（87）技（二）字第 87072338 號函核

定本校八十八學年度增設、調整所系科班為：日二專電子工程科

減一班，調整為日二技電子工程系一班；日二專電機工程科減一

班，調整為日二技電機工程系一班；日二專土木工程科減一班，

調整為日二技土木工程系一班；日二專農業經濟科更名為應用經

濟科。 

 八月二十四日：教育部邀請專家學者由技職司李副司長然堯率領

蒞校，針對本校五結分部籌劃案，由劉校長就空間需求、用地評

估等作簡報。隨後全體與會人員親赴五結鄉清水段作現場履勘。

與會之行政院相關部會人員、專家委員、縣政府及地方民代等，

咸認預定地地勢平緩，適合規劃開發作為校地使用。 

 八月二十五日：本校農機系承辦全國八十八年度農用曳引機駕駛

執照考驗業務座談會，圓滿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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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三十日：北京市農機學會會員等一行人蒞校參觀訪問。 

 九月七日：教育部台（87）技（二）字第 87088691 號函核定本

校八十八學年度增設日二技機械工程系一班。 

 九月十日：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農學現況訪視，假本校教穡大

樓一樓演講廳舉行，該會就農科各系科研究環境作實際瞭解並與

教師互換意見。 

 十月十二日：美國黎霧市市長 Paggy Dunn 率團蒞校參觀訪視。 

民國八十八年 
 一月一日：配合宜蘭縣教育局科技教育改進計畫，本校機械科設

立「複合材料」實驗室予以支援。 

 一月十五日：本校圖書資訊大樓比圖。 

 一月十五日：教職員工自強活動，分兩梯次前往太魯閣國家公園

及花蓮美崙大飯店定點休閒活動。 

 一月二十日：教育部林部長清江等一行十五人蒞校訪視。 

 三月十九日：本校參加全國大專院校排球聯賽，榮獲男排第四級

第二名。 

 三月二十六日：教育部宋督學新民、吳督學椿榮、聶督學廣裕、

彭督學火炎蒞校視導。 

 四月：校園網路骨幹升級至 100Mbps，改採虛擬區域網路架構。 

 四月：光纖網路延伸至學生宿舍區管理員室。 

 五月一日：教育部楊會計長德川蒞校演講。 

 五月十一日：本校校慶暨體育館啟用典禮記者招待會。 

 五月十二日：創校七十三年週年校慶暨體育館啟用典禮。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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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次長清基蒞校參加校慶並參觀「美夢成真」農業推廣展。 

 五月十九日：行政院青輔會李主委紀珠蒞校演講，講題：「青春

起飛，夢想同行」。 

 五月二十日：本校地下停車場簽約興建。 

 五月二十八日：本校首次辦理暑修網路選課，使學校之教務行政

電腦化更上一層樓。 

 五月：本校承辦八十八年度全國農機操作保養修護訓練研討會。 

 六月十三日：「親子 EQ 成長營」假體育館舉行；活動內容包含

親職教育專題演講與親子活動，共有教師及眷屬近二百人參加。 

 六月十六日：本屆畢業典禮，邀請動植物檢疫局李局長金龍蒞校

演講。 

 六月二十九日：運動場地下停車場主體結構工程發包。 

 七月：完成校園網路流量監測系統之建置，可隨時查看各連線單

位網路使用狀況。 

 七月十六日：劉瑞生校長親自出席教育部技職司主辦，吳常務次

長清基主持之五結分部申請籌設案部內複審會議，在劉校長詳盡

答覆各委員口頭及書面審查意見後，由黃司長政傑宣佈通過本校

五結分部計畫案。 

 八月：教務處網路選課系統正式啟用，除五專新生外，全校學生

均透過網路選課 

 八月：完成與元智大學遠距教學連線測試。 

 八月三十一日：香港漁業科技促進團一行十人蒞校訪問。 

 九月一日：本校於教穡大樓三樓建立全校性之生物技術實驗室，

供全校師生使用。 

 九月九日：本校土木系承辦第十八屆全國測量學術暨應用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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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九月十六日：教育部 88.09.16 台（88）技（二）字第 88110838
號函核定本校八十九學年度增調系科。 

 十月十四日：教育部 88.10.14 台（88）技（四）88126416 號函

核定本校學院部學則修正條文暨相關辦法。  

 十一月一日：本校園藝科申請專案評鑑，評鑑結果升為壹等。 

 十一月一日：運動場地下停車場一期主體結構工程開工。預定九

十年六月二日完工。 

 十一月二十二日：本校電子系奉准成立「全球思科網路學會」地

方學會，並與台灣大學區域學會簽訂合作協議。 

 十二月十七日：「八十八學年度農科評鑑」，本校計有食品工業

科、森林系、行政支援組（含組織、人事、總務、會計）、教務

組、訓輔組接受評鑑，評鑑結果均獲壹等。 

 十二月十八日：本校生輔組楊麗華小姐膺選全國第十七屆優秀訓

導工作人員。 

 十二月二十日：教育部 88.12.20 台（88）技（四）字第 88160229
號函核定本校專科部學則修正條文暨相關辦法。 

民國八十九年 
 三月十六日：承辦北區技專院校「壓力調適輔導知能研習會」，

共有輔導教師七十人參加。 

 四月二十六日：於五結鄉農會舉辦本校農機系與台灣大學農機系

共同研發成功之「水稻秧苗箱自動卸取機」及「自動捲曲機」等

二套自動化作業機械之示範觀摩會，由於將可使水稻育苗搬運及

捲曲作業達到自動化，以節省人力，普獲各界的重視與好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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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九日：教育部朱振昌督學、曾德錦督學、江美珠督學、曾坤

地督學蒞校視導。 

 五月十一日：教育部「八十八學年度學校改制技術學院」訪視小

組蒞校作實地訪視，參觀體育館、專題展、空間資訊室、生物技

術實驗室、圖書館等單位。 

 五月二十九日：教育部 89.05.29 台（89）技（二）字第 89059623
號函核定九十學年度增調系科班名單。 

 五月二十九日：公平交易委員會劉副主委宗榮蒞校講演「簡介公

平交易法」。 

 六月一日：辦理「國立宜蘭技術學院行政體系導入 ISO 9001 管

理認證」座談，此次導入單位計有教務處、學務處、總務處、研

發處、秘書室、人事室、會計室、圖書館、進修部等九個單位，

預計十月底通過驗證，十一月底取得證書。 

 六月二日：本校辦理建教合作業務績效卓著，經中國工程師學會

評定為「八十九年度績優建教合作辦理單位」。 

 六月十七日：本校第一屆學院部畢業典禮，邀請前教育部長吳京

蒞校專題演講。 

 七月一日：完成本校學生宿舍定點網路佈設。 

 七月十二日：公共工程委員會葉宏安處長蒞校講演「校園工程應

注意事項」。 

 七月二十九日：教育部技職司黃政傑司長蒞校講演「校務規劃與

發展」。 

 八月一日：增設四技進修部土木工程系一班；二專夜間部食品工

業科停招，改招四技進修部食品科學系一班；二專夜間部環境工

程科停招，改招二技進修部環境工程系一班。 

 八月十一日：八十九年度公共工程施工品質評鑑（運動場地下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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車場第一期工程－土建部份）。 

 十月十八日：辦理 ISO 9001 1994 年版國際品保驗證正式評鑑結

果，以「零缺失」通過評鑑，並將於十一月取得證書。 

 十月二十一日：校友會籌備成立社會團體，於八月底取得內政部

核准設立，並於本日召開發起人暨第一次籌備會。 

 十一月二十七日：台大醫院許世明副院長蒞校講演「生物科技發

展、經濟與國家競爭力」。 

 十二月十一日：前教育部趙金祈政務次長蒞校講演「科學與人文

的平衡」。 

 十二月十八日：嘉義大學余玉照副校長蒞校講演「從情感智慧

（EQ）角度談人際溝通的藝術」。 

 十二月二十六日：教育部朱振昌督學、江美珠督學、曾德錦督學、

李然堯督學蒞校視導。 

 十二月三十一日：辦理本校供水節水系統控管工程及校史館兼會

議室改善工程。 

 十二月三十一日：召開校友會第一屆成立大會。會後選舉第一屆

理監事，順利選出理事二十一位及監事六位。 

民國九十年 
 一月六日：機械工程系吳銘達主任參選中國工業職業教育金鐸

獎，榮獲「研究獎」。 

 一月十二日：召開校友會第一屆第一次理監事會議，並於會後選

出第一屆理事長郭大壽先生、常務理事楊乾巽先生、黃朝根先

生、許坤田先生、謝鳳嬌小姐、林基山先生、薛清煇先生及常務

監事李春男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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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月十五日：本校導師會議邀請教育部何進財參事蒞校講演「導

師扮演的角色與功能。」 

 二月一日：本校圖書館黃桂生館長榮退。 

 二月：內政部頒發本校校友會立案證書、當選人證明書及校友會

圖記。 

 三月七日：宜蘭縣政府委託應用外語系舉辦「國小英語教師培訓

班」計畫，劉守成縣長蒞校主持簽約儀式。 

 三月十二日：國科會人文處王汎森蒞校講演「中國近代知識份子

思想與情感—從比較嚴肅的角度談『人間四月天』中各個人物

的思想與情感」。 

 三月十四日：遼寧師範大學何鴻斌校長率大陸東北大專院校校長

一行八人蒞校訪問。 

 三月十五日：召開「國立宜蘭大學規劃、諮詢小組」委員會，蒞

校參加委員有：孫震、蘇仲卿、黃政傑、陳德華、李琳山、林建

榮、廖風德、劉守成、林榮星、郭大壽、曹以松，會後並前往擬

爭取為新校區之阿里史探勘。 

 四月九日：研究發展處吳柏青處長榮獲中華民國技職教育學會頒

發「技職教育傑出成就獎」。 

 四月十九日：教育部曾志朗部長蒞校訪察本校改制大學相關事

宜。 

 四月十九日：陽明大學神經科學研究所洪蘭教授蒞校講演「從神

經科學看情緒動機與學習」。 

 五月二日：首次分兩階段辦理本校「體育興趣選項」選課。 

 五月七日：教育部呂木琳次長蒞校講演「從容向前行—如何活

得自在、學習愉快」。 

 五月十二日：本校七十五週年校慶頒發傑出校友獎，獲獎校友：



技術學院暨大學時期 

48 

行政院賴英照副院長、建國中學吳武雄校長、立農園藝負責人黃

毓凱先生。 
陳水扁總統蒞校演講，並祝願本校於九十一學年度順利改制為大

學。會後參觀園藝科「美麗人生」成果展，中午在多媒體會議室

與校友會理監事及本校一級主管一起用餐（飯盒）。餐畢搭乘

13：25 火車離宜。 

 五月二十四日：成立「通識教育委員會」。 

 五月二十八日：宜蘭縣劉守成縣長蒞校講演「從技術學院的升格

談大學城、科技縣」。 

 六月十六日：八十九學年度畢業典禮，計有應屆畢業生學院部二

技十班，四三五人；專科部二十一班，八二六人；高職進修部十

二班，二八○人。 

 六月三十日：本校教務處黃賢統教務長榮退轉任東南技術學院校

長。 

 七月五日：本校與「台灣省勞工安全衛生協會」合辦「第一種壓

力容器操作人員」教育訓練，為期二週，全校共有十八位教職員

工參訓，並全數取得證書。 

 七月十日：邀請宜蘭地方法院林俊廷法官為本校教職員講演「行

政程序法」。 

 七月十一日：通過本校「課程實施辦法」。 

 七月十四日：教職員工（含旅遊眷屬）共三二○人參加三天二夜

自強活動，搭乘八部遊覽車前往日月潭、廬山、清境農場，為本

校歷年來參加人數最多的一次。 

 七月十八日至八月二十四日：森林系於大礁溪林場舉辦三天二

夜，共十個梯次之「宜蘭生態體驗營」，參加學員包括來自全省

之國中、小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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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月二十五日：教育部 90.07.25 台（90）技（二）字第 90105393
號函示，同意本校所請五結利澤校區土地乙案。 

 七月七日至八月十八日：協助宜蘭縣政府文化局辦理「2001 年

宜蘭國際童玩藝術節」相關活動（共四十四天）。 

 八月六日至九十一年二月六日：土木系承辦「地籍測量人員訓練

班」。 

 八月十六日：劉瑞生校長由研發處吳柏青處長陪同，應邀至美國

加州戴維斯分校及加拿大英屬哥倫比亞大學訪問洽談國際交流

事宜。 

 八月：與蘇俄 ST. Petersburg State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s 簽訂學術交流協議。 

 八月二十日：教育部訪視本校生物機電系九十年度「農學教學改

進計劃」。 

 八月二十三日：圖書資訊中心大樓開工典禮，預定於九十二年八

月三十日完工。 

 八月二十八日至三十日：舉辦「2001 全國大專院校救傷服務性

社團研習會－新世紀救傷總動員」。 

 九月三日：本校接受行政院勞委會職訓局補助，由機械系辦理九

十年度職業訓練班。 

 九月二十七日：圖書資訊中心大樓新建工程工地舉行動工典禮。 

 十月三十日至十一月二日：審計部教育農林審計處派審計兼科長

林日清、審計張碧鳳、張雅雲、稽查員楊肇煌前來本校抽查九十

年度校務基金財務收支。 

 十一月一日：進修部雙週報發刊。 

 十一月七日：教育部技職司召開「國立聯合技術學院及國立宜蘭

技術學院改名大學部內複審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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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月十五日：教育部曾志朗部長主持「國立聯合技術學院及國

立宜蘭技術學院改名大學部內複審會議」。 

 十一月二十三日：監察院趙榮耀委員、陳進利委員由教育部技職

司陳德華司長陪同，蒞校訪察「科技大學及技術學院定位與發展

之探討」。 

 十一月二十四日：機械系辦理「複合材料及飛機複合材料修補研

討會」。 

 十一月二十六日至三十日：審計部教育農林審計處派審計兼科長

林日清、審計張碧鳳、張雅雲、稽查員楊肇煌前來本校抽查九十

年度校務基金財務收支。 

 十一月二十七日：吳椿榮督學、彭火炎督學、許志賢督學蒞校視

導。 

 十一月：土木系協辦中華民國隧道協會九十年年會，於本校教穡

大樓八樓國際會議廳舉行。 

 十二月三日至七日：審計部教育農林審計處派審計兼科長林日

清、審計張碧鳳、張雅雲、稽查員楊肇煌前來本校抽查九十年度

校務基金財務收支。 

 十二月六日：為加強安全衛生宣傳，落實工作現場預知危險活

動、灌輸作業危險觀念和先知先制技巧，消弭災害發生，舉辦「九

十學年度教職員工安全衛生教育訓練」講座，邀請本校黃貴山老

師主講，計有三十人參加。 

 十二月七日：教育部委託中華民國通識教育學會蒞校進行「九十

年度技術學院通識教育訪視」，訪視內容包含簡報、通識教育整

體狀況說明、資料檢視、環境參觀、教師座談、學生座談及綜合

座談等。 

 十二月十日：宜蘭地方法院林雅鋒院長蒞校講演「現代人應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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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律素養」。 

 十二月十日：食品系辦理釀酒技術研討會，邀請台大食科所吳瑞

碧所長及公賣局宜蘭酒廠陳茂源副廠長介紹酒業知識及釀酒製

程。 

 十二月十四日：電子系協辦東區資料通訊安全研討會。 

 十二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本校承辦九十年度全國性技能檢定

第三梯術科測驗「工程測量」及「地籍測量」。 

 十二月三十一日：完成五結利澤校區十三筆私有土地徵收程序。

另，宜蘭縣政府九十一年一月十六日府地二字第 0910006488 號

函知本校：五結利澤校區，奉准徵收土地一案，業經依法補償完

畢，完成法定徵收程序，並報准內政部准予備查，請本校依土地

徵收條例第九條規定限期依法使用。 

 十二月：生物機電工程系程安邦老師、吳柏青老師、林連雄老師

合著之論文「壓縮與碰撞之修正理論應用於蔬果堅實度之測量」

榮獲中華農業機械學會九十年度論文獎。 

 十二月：生物機電工程系邱弈志教授論文題目：「Simulation of 
Automatic Tray-unloading」榮獲 2001 ASAE Annual International 
Meeting  IET Division Honorable Mention Paper Award。 

民國九十一年 
 一月十一日：地下停車場第四期運動場及周邊復原工程－土建工

程開工。 

 二月十八日：九十年教職員工暨退休人員歲末聯歡聚餐於中午十

二時三十分在中正堂舉行，約有五六○人參加。 

 二月十八日：九十一年教職員工春節團拜，於上午十時三十分在

國際會議廳舉行約，有二○○人參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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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月二十六日：進修部成立學生社區服務團。 

 二月二十八日：副學務長趙啟銘總教官榮退。 

 三月九日：成立「中國土木水利學會東部分會」，於本校教穡大

樓八樓國際會議廳並舉辦第一屆垚淼區域研討會。 

 三月十三日至十四日：受理宜蘭縣政府委辦「2002 生物技術論

壇」，產官學界二百餘人參加，為宜蘭縣產業轉型及縣內生物技

術產業發展規劃方向，提供各項生物科技資訊、新知、建議與意

見。 

 三月十八日至十九日：國科會派研究員林敏雄等四人前來本校查

核八十八年下半年及八十九年度補助專題研究計畫財務收支情

形。 

 三月十九日：新疆文教訪問團蒞校訪問。 

 三月二十九日至三十日：林務局委託本校辦理之資源調查訓練

班，於林場舉行，並由森林系陳子英老師主講，受訓員計有二○

人。 

 三月三十日至四月二日：參加九十一年度全國大專院校運動會獲

得大男乙組標槍第一名（破大會紀錄）、大女乙組鉛球第二名、

大男乙組田徑總錦標第二名及大女乙組田徑總錦標第四名。 

 三月二十六日：成立進修部學生聯誼會。 

 三月三十一日：331 地震使本校圖書館書庫暨期刊合訂本室書架

倒塌，近四萬冊圖書散落一地，約一星期後恢復正常。 

 四月九日：教育部黃榮村部長、吳鐵雄次長、陳德華司長等一行

蒞宜蘭訪視，並於十一時三十分蒞校聽取劉瑞生校長簡報，後於

本校進用午餐，餐畢轉往宜蘭高中訪視。十四時三十分再度蒞

校，假教穡大樓八樓國際會議廳與宜蘭縣內各級學校校長座談。 

 四月二十四日：舉辦九十一年度民防團隊常年訓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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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月二十七日至二十八日：「國際民俗舞蹈社」及「自然生態保

育社」代表本校參加「九十一全國大專校院績優學生社團評鑑暨

觀摩活動」，分別獲技專組特優獎及優等獎。 

 五月九日：配合本校七十六週年校慶慶祝大會活動，舉辦「專題

製作」與「專題研究」競賽，各項競賽成績如下：專題製作：第

一名電機系、第二名生機系、第三名機械系。專題研究：第一名

森林系、第二名動物系、第三名電子系。佳作：環工系、森林系、

動物系、食品系。 

 五月九日：校園健康總動員－教職員工體檢。 

 五月十日：因五月十二日適逢母親節，七十六週年校慶提前於中

正堂以酒會方式舉行。 

 五月十日：於本校中正堂辦理「九十年度發展學校重點特色專案

補助計畫成果發表會」。 

 五月十二日：榮獲 2002 年 NIKE 馬拉松驛站接力賽台北站混合

乙組第三名。 

 五月十七日：「改名大學諮詢輔導小組」陳舜田校長、張進福校

長、歐陽嶠暉教授、蘇炎坤教授及教育部呂木琳次長、簡明忠專

門委員、張秀玉科長等一行於下午一時四十分蒞校訪察。行程包

括簡報與綜合座談。 

 五月十七日至十八日：東區技職博覽會參展。 

 五月十九日：劉校長率本校行政一級主管赴台南藝術學院、高雄

餐旅學院參觀訪問，於五月二十一日返回宜蘭。 

 五月二十三日：台北商業技術學院林昇平校長等一行蒞校參訪，

討論有關三校（台北商業技術學院、台北護理學院及本校）策略

聯盟之可能性。 

 五月二十七日：教育部召開「改名大學諮詢輔導小組」第一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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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本校劉瑞生校長、翁瑞光教務長、吳柏青研發長前往與會。 

 五月二十八日：生物機電系「提升大學基礎教育」非同步教學網

站建立。 

 五月三十日：本校加入「國際學術合作基金會」，成為會員學校。 

 六月一日至二日：北區技職博覽會參展。 

 六月十四日：教育部 91.06.06 台（91）高（二）字第 91076556
號函，同意本校於校內成立任務型編組之籌備處。 

 六月十七日：教育部人事處李津義處長蒞校轉發劉校長續任聘

書。 

 六月二十二日：舉行「國立宜蘭大學籌備處」揭牌儀式暨九十學

年度畢業典禮，教育部范巽綠次長、高教司張國保代司長、陳忠

茂副縣長蒞校指導。畢業典禮並頒發九十學年傑出校友獎，由李

永基校友（台大名譽教授、歷任台大獸醫研究所所長）、林鴻忠

校友（羅東管理處處長）、黃壽華校友（宜蘭縣政府簡任機要秘

書，歷任宜蘭縣環保局局長）獲獎。 

 六月二十四日：申請教育部九十一年技專校院申請發展學校重點

特色暨提升教學品質專案補助計畫各通過一案，共獲補助經費一

千二百七十萬元整。 

 六月二十五日：教育部召開「改名大學諮詢輔導小組」第二次會

議，本校劉瑞生校長、翁瑞光教務長、吳柏青研發長前往與會。 

 六月二十七日：地下停車場第三期監控中心－土建工程完工。 

 七月：本校承辦九十一年度工業類在校生丙級技能檢定術科測驗

「電腦硬體裝修」及「測量」，參檢學生共計二二八人。 

 七月五日至六日：舉辦教職員工及眷屬「中部六福村二日遊自強

活動」，共計一一七人參加。 

 七月十日至十二日：辦理第一梯次「釀酒人員訓練班」，共計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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蘭及花蓮地區農民及有意從事釀酒事業業者二十一名參加。 

 七月十三日：本校事務組陳加藤組長病故。 

 七月十五日：本校劉瑞生校長應大陸山東省平度市人民政府邀請

前往該市參觀，並順道訪問北京清華大學。 

 七月十五日至十六日：進修部首次辦理本校（九十一學年）轉學

生招生。 

 七月十七日至十九日：辦理第二梯次「釀酒人員訓練班」，共計

宜蘭及花蓮地區農民及有意從事釀酒事業業者三十名參加。 

 七月十八日：九十一學年增收應用經濟系二技在職班，參加台北

區二技進修部在職班聯合登記分發。 

 七月十八日至二十日：舉辦教職員工及眷屬「南部墾丁及環島一

週三日自強活動」，共有二三九人參加。 

 七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應用經濟系辦理宜蘭地區九十一年度

中小企業人才訓練班。 

 七月二十五日：教育部召開「改名大學諮詢輔導小組」第三次會

議，本校劉瑞生校長、翁瑞光教務長、吳柏青研發長前往與會。 

 八月一日：公佈九十一學年度主管名單。 

 八月一日：電算中心併入圖書館，改稱「圖書資訊館」。 

 八月六日：加入「北區技專校院校際聯盟」，以促進校際資源有

效利用與整合，建立良性互動機制，提升整體競爭力。 

 八月：應用經濟系陳凱俐教授指導學生甘月娥專題研究，獲國科

會「九十年度大專學生參加專題研究計畫創作獎」。 

 八月十二日：獲教育部「輔導新設國立大學健全發展計畫」專款

補助，計二千八百五十萬元整，以改善圖書資料庫及校園網路設

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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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十二日：教育部召開「改大諮詢輔導小組第四次會議會前

會」，會議由吳主任秘書兼司長聰能主持，本校劉校長瑞生率翁

教務長瑞光及吳研發長柏青前往與會。 

 八月十六日：運動場地下停車場第三期複驗驗收完成。 

 八月十九日至二十六日：校長受聘為 2002 年第七屆世界大學划

船錦標賽代表隊領隊，並帶隊前往英國諾丁漢（Nottingham）。 

 八月二十七日：邀請中研院林榮耀院士蒞校訪視，並與各系主任

及教師代表座談，以實地瞭解本校改大籌備工作情形，於中午返

北。 

 八月二十九日：教育部召開「改大諮詢輔導小組第四次會議」，

會議由黃部長榮村主持，本校劉校長瑞生率翁教務長瑞光及吳研

發長柏青前往與會。 

 九月十二日：於體育館二樓舉行九十一學年度新生入學訓練開訓

典禮。 

 九月十三日：時化、礪金學舍冷氣電源配置工程完工。 

 九月十七日：教育部召開「改大諮詢輔導小組第五次會議會前

會」，會議由吳主任秘書兼司長聰能主持，本校劉校長瑞生率翁

教務長瑞光及吳研發長柏青前往與會。 

 九月三十日：教育部召開「改大諮詢輔導小組第五次會議」，會

議由黃部長榮村主持，本校劉校長瑞生率翁教務長瑞光、吳研發

長柏青及吳主任漢清前往與會。 

 九月三十日：奉教育部 91.09.30 日台（91）技（二）字第 91133415
號函核定：「所報九十二學年度增減調整所系科班乙案，四技日

間部招生名額為四三五名，二技日間部招生名額為三○○名，四

技進修部招生名額為三○○名，二技進修部名額為五○名，另五

一五名納入大學丙案招生」同意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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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丙案招生為三個學院、十三個學系： 
工學院：土木工程學系、機械工程學系、化學工程與材料工程學

系、環境工程學系、電機工程學系、電子工程學系。 
生物資源學院：食品科學系、動物科技學系、生物機電學系、自

然資源學系、園藝學系。 
人文及管理學院：外國語文學系、經濟學系。 

 十月十六日：運動場地下停車場第一期仲裁完成，並辦理結案。 

 十月十六日：為提昇本校研究及論文寫作風氣，並提供意見與經

驗充分交流之機會，於十六至十八日研究由發展處主辦，人文及

科學教育中心（含應用外語系）、機械工程系、電機工程系及電

子工程系承辦「追求卓越研討會」，共發表論文五十四篇。 

 十月二十一日：女中路環境美化工程完工。 

 十月二十二日：教育部召開「改大諮詢輔導小組第六次會議會前

會」，會議由吳主任秘書兼司長聰能主持，本校劉校長瑞生率翁

教務長瑞光、徐總務長輝明及林主任秘書瑞裕前往與會。 

 十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八日：劉校長瑞生率吳研發長柏青應邀參加

山東省平度市人民政府「2002 年海峽兩岸生物科技研討會」。 

 十月三十一日：教育部召開「改大諮詢輔導小組第六次會議」，

會議由黃部長榮村主持，本校劉校長瑞生率翁教務長瑞光及徐總

務長輝明前往與會。 

 十一月四日：由人事室辦理新進同仁及公務人員講習。 

 十一月五日：劉校長瑞生率徐總務長輝明、吳研發長柏青、林主

任秘書瑞裕及保管組陳組長敬福前往宜蘭縣政府拜會劉縣長守

成，協商有關校本部周邊合適之相關土地設施取得與發展。 

 十一月七日：大礁溪林場風災復建工程開工。 

 十一月十四日：教育部召開「改大諮詢輔導小組第七次會議會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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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會議由吳主任秘書兼司長聰能主持，本校劉校長瑞生率翁

教務長瑞光、吳研發長柏青及林主任秘書瑞裕前往與會。 

 十一月十九日：應用經濟系王純慧講師解聘案奉教育部核定。 

 十一月二十五日：本校參加教育部區域產學合作中心「九十一學

年度專題製作成果展示競賽」，成績輝煌，參賽兩組均分別獲得

工程類第二名與電子類佳作。 

 十一月二十六日：教育部召開「改大諮詢輔導小組第七次會議」，

會議由黃部長榮村主持，本校劉校長瑞生率翁教務長瑞光及徐總

務長輝明及林主任秘書瑞裕前往與會。 

 十一月二十九日至十二月六日：劉校長瑞生率研發處吳研發長柏

青及技合組吳組長友平應邀往前往參訪美國紐澤西理工學院邀

往前往參訪並，簽訂學術合作協議。 

 十二月八日：圖書資訊大樓上樑完成屋頂版。 

 十二月九日：運動場地下停車場第二期驗收完成。  

 十二月十六日：人事室楊添丁主任榮退。 

 十二月十七日：校長宿舍修繕工程開工。 

 十二月二十三日：教育部召開「大學變更及設立審議委員會會前

會」，會議由吳主任秘書兼司長聰能主持，本校劉校長瑞生及翁

教務長瑞光前往與會。 

 十二月二十四日：香港景嶺書院許耀賜校長等一行人蒞校參訪。 

民國九十二年 
 一月九日：校長宿舍修繕工程完工。 

 一月二十日：教育部召開「大學變更及設立審議委員會會議」，

會議由黃部長榮村主持，本校劉校長瑞生率翁教務長瑞光及吳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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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漢清前往與會。 

 一月二十四日：奉行政院專案核定無償撥用五結鄉下清水段寶斗

厝小段 158 地號等五筆土地面積 11.26727 公頃為本校五結利澤

校區。 

 一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辦理九十一年度第三梯次全國性技能

檢定乙級術科測驗「工程測量」及「地籍測量」。 

 一月二十八日：教育部黃部長榮村、黃司長宏斌、吳主任秘書、

張督學國保、曾科長文昌、劉科長姿君及李教官俊雄等一行人於

二十七日晚上蒞宜，並於二十八日蒞臨本校訪視，上午九時整於

本校校史館舉行座談會，並邀請劉縣長守成及宜蘭縣立法委員與

會，會中商談文化局用地無償撥用給本校等相關問題，會後巡視

校區後返北。 

 一月二十九日：教育部召開「改名大學報院前各項原始資料檢核

會議」，會議由黃司長宏斌主持，本校劉校長瑞生率翁教務長瑞

光及林主任秘書瑞裕前往與會。 

 二月一日：機械系吳銘達教授借調至聖母護校擔任校長。 

 二月六日：完成本校改名大學規劃書，並送教育部審核。 

 二月十日：上午十時三十分於教穡大樓八樓國際會議廳舉行新春

團拜。 

 三月一日：事務組韓泰生組長榮退。 

 三月十一日：教育部召開「改名大學工作報告及業務協調會」，

會議由呂次長木琳主持，本校劉校長瑞生率翁教務長瑞光、徐總

務長輝明、林主任秘書瑞裕及吳會計主任漢清與會。 

 三月十六日：辦理本校公共責任意外險，保險期間自九十二年三

月十六日至九十三年三月十五日，以使教職員工、學生、校外人

士等在本校校區從事各項活動發生意外時能獲得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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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月二十一日：舉行本校人事室新任劉主任玉柳佈達暨新舊主任

交接典禮。 

 三月二十五日：陳立法委員金德召開「國立宜蘭大學發展座談

會」，會議由陳立法委員金德主持，本校劉校長瑞生率翁教務長

瑞光、李學務長元陞、徐總務長輝明及吳研發長柏青與會。 

 三月二十五日：大礁溪林場風災復建工程完工。 

 三月二十九日至三十日：辦理九十二學年度技術校院二年制統一

入學測驗，共計六十六間試場。 

 三月至六月：辦理徵選「國立宜蘭大學」校徽，並於六月十三日

行政會議及校務會議通過決定本校校徽，七月十一日行政會議中

頒獎給設計者龔莉華小姐。 

 四月一日：行政院 92.04.01 院臺教字第 0920011828 號函復教育

部，同意本校自九十二年八月一日起改名大學。 

 四月四日：林主任秘書瑞裕、徐總務長輝明、吳研發長柏青及吳

會計主任漢清，前往縣府拜會劉縣長守成，商談文化局用地等相

關問題。 

 四月十三日：辦理九十二年度宜蘭分區在校生丙級工業類技術士

技能檢定學科測驗，共有宜蘭地區五所學校一千二百多位學生參

加。 

 四月十七日：奉教育部 92.04.17 台高（二）字第 0920049068A
號函，同意本校自九十二年八月一日起改名大學。 

 四月十八日：教育部召開「改名相關事宜研討會議」，會議由呂

次長木琳主持，本校劉校長瑞生率徐總務長輝明等相關主管與

會，協調有關改名揭牌儀式、時程、活動內容、邀請貴賓等事宜。 

 四月十八日：辦理本校九十二年度「傑出校友」遴選，本年度共

計遴選郭大壽、楊正宏、張正英等三位傑出校友，並由校長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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頒獎表揚。 

 四月十九日至二十日：辦理九十二學年度技術校院四年制與專科

學校二年制統一入學測驗，共計八十八間試場。 

 四月二十一日：公文電子交換系統委外開發案於九十一年十二月

二十三日決標，同仁經教育訓練及實際測試後，於四月二十一日

全面上線。 

 四月二十四日：教育部召開「改名大學相關工程計畫專案審查會

議」，會議由范政務次長巽綠主持，審查本校「生物資源學院大

樓構想書」，本校由徐總務長輝明及吳會計主任漢清與會。 

 四月三十日：教育部工程審議委員會黃執行秘書世昌、高教司何

副司長卓飛及審議委員等一行人蒞校訪視，上午九時由本校劉校

長瑞生簡報後，隨即視察校本部改建計畫之生物資源學院大樓及

工學院大樓，並前往第二、三校區實地踏勘。 

 五月二日：九十二年北區大學校院學生事務工作協調聯絡中心第

一次學務事務訪視活動，於上午蒞校參訪。 

 五月：教育部「九十二年度技專校院申請發展學校重點特色暨提

昇教生外語能力」專案補助計畫，本校通過計畫共計二案，總計

畫經費一千五百七十萬元。 

 五月四日：辦理本校創校七十七週年校慶「宜蘭大學博覽會」，

共邀請宜蘭地區六所高中師生及媒體記者蒞校參觀，以宣揚本校

改制理念與辦學狀況。 

 五月六日：舉辦因應「SARS 防治」導師會議。 

 五月十二日：本校創校七十七週年校慶，當日辦理慶祝酒會，並

於五月二日至十七日辦理校慶系列活動。 

 五月十四日：劉校長瑞、翁教務長瑞光、李學務長元陞及徐總務

長輝明接受「鄉親熱線」節目採訪，討論題目為「如何辦出一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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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宜蘭大學？」。 

 五月二十五日：教育部召開本校與六位宜蘭旅外鄉親座談會，本

校劉校長瑞生率翁教務長瑞光、徐總務長輝明及林主任秘書瑞裕

前往與會，說明本校改大後未來發展方向。 

 五月二十六日：為防治 SARS 疫情進入校區，自五月二十六日

至六月十六日實施校園管制，來賓、訪客及當日未量測體溫之師

生，均需量測體溫後方能進入校區，本校積極採取各種防治措

施，並無疫情產生。 

 五月三十日：生物資源學院構想書經教育部工程審議委員會專案

審查通過，並確定本案經費四億元整。 

 六月一日：依改大計畫核定，成立「三星阿里史校區用地取得」

工作小組，專案負責校區土地取得事宜。 

 六月二日：畢業典禮第二次協調會確定為防範 SARS，取消畢業

典禮，改採網路版方式播放。 

 六月二日：運動場地下停車場使用執照申請獲准。 

 六月十六日：教育部核定本校自九十二年八月一日起改名為國立

宜蘭大學，校長職務仍由劉校長瑞生擔任，聘期至九十五年六月

三十日止。 

 六月二十三日：辦理行政院農委會九十二年度農村青年中短期農

業專業訓練－休閒農業經營管理班，共有全國農村青年共二十七

名參加。 

 六月二十六日：教育部 92.06.26 台高（二）第 0920084252 書函，

經九十二年五月三十日專函審查會議紀錄，通過核准本案構想

書。 

 六月二十六日：教育部補助本校籌設及強化國立教育機構經費一

千四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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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六月二十七日：奉教育部 92.06.27 台高（二）字第 0920087429
號函核定：「所報九十二學年度研究所增設案，建築研究所乙節，

同意納入九十二學年度增設系所班組招生總量辦理，核准招生名

額十名」。 

 七月一日至三日：辦理九十二學年度大學入學指定科目考試，共

計九十間試場。 

 七月一日：本校校務基金業務承辦銀行，經公開評比結果，自九

十二年七月一日起由合作金庫宜蘭分行承接該業務。 

 七月九日：時化學舍東側路面加舖瀝青混凝土及路燈改善完成。 

 七月十五日：教育部召開「改名學校揭牌儀式相關事宜會議」，

會議由呂次長木琳主持，本校劉校長瑞生前往與會。 

 七月二十四日：生機系館及實習工廠報廢准予備查。 

 七月二十八日：完成新校門柱牌及圍牆改建工程。 

 七月三十一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舉行一級主管聯合交接典禮。同

日上午十時三十分爲本校於八月一日起改名為「國立宜蘭大學」

召開記者會。 

 八月一日：本校改名為「國立宜蘭大學」，由教育部范政務

次長巽綠致送劉校長瑞生聘書，並邀請行政院游院長錫堃、教育

部范政務次長巽綠、中央研究院曾副院長志朗、宜蘭縣劉縣長守

成、宜蘭縣議會張議長建榮、宜蘭市呂市長國華、張立法委員川

田、曹前校長以松及校友會郭會長大壽等共同為本校揭牌，接續

舉行慶祝酒會並表揚本年度三位傑出校友（郭大壽、楊正宏、張

正英），各界紛紛向本校祝賀，冠蓋雲集，熱鬧非凡，至此，本

校為蘭陽平原第一所國立大學。 

 本校改名「國立宜蘭大學」後設有：「人文及管理學院」、「工學

院」、「生物資源學院」等三個學院，下設十三個學系，一個獨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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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人文及管理學院」設有外國語文學系、經濟學系，「工

學院」設有土木工程學系、機械工程學系、化學工程與材料工程

學系、環境工程學系、電機工程學系、電子工程學系、建築研究

所。「生物資源學院」設有生物機電學系、食品科學系、動物科

技學系、自然資源學系、園藝學系。 

 八月一日：本校新校門成立，並於改名大學時進行揭牌儀式。 

 八月一日：公佈九十二學年度主管名單。 

 八月一日：高職部許校務主任木杞、高職部李教務主任鎮江榮

退。 

 八月五日：教育部黃部長榮村率吳主任秘書聰能、高教司黃司長

宏斌、曾科長文昌、王建如小姐、李俊雄教官及國會組蘇專員等

一行人於八月五日下午蒞校指導，本校於行政大樓二樓第一會議

室舉行歡迎會並進行簡報，隨後巡視校園對建物工程等進行實地

勘察並舉行座談會，校長提出興建教學大樓之急迫性，獲部長同

意。黃部長等一行人於下午四時離校。 

 八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九日：劉校長瑞生率吳學務長柏青、吳會計

主任漢清及生物資源學院廖院長大修赴大陸參訪中國社會科學

院民族所、中國農業大學、內蒙古農業大學及煙台大學等校，並

簽訂學術合作協議。 

 八月二十八日：圖書資訊大樓第三期工程－固定式設備及網路發

包完成，九月四日開工。 

 九月：教育部九十二年「輔導新設國立大學健全發展計畫」，本

校申請通過計畫共計二案，「打造優質數位學園，全面提昇教學

及研究品質」、「提昇奈米高分子材料之教學研究環境及高教品

質」，總計畫經費四千一百萬元。 

 九月十一日：圖書資訊大樓土建工程申報完工。 

 九月十二日：生物機電系吳柏青教授榮獲本年度農機學術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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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 

 九月四日至五日：九十二學年度新生入學輔導。 

 九月十六日：「學校健康總動員」全校教職員工健康檢查。 

 九月二十日至二十八日：劉校長瑞生由吳學務長柏青陪同前往美

國田納西州參訪孟菲斯州立大學及簽訂學術合作協議。 

 九月二十二日：獲教育部「輔導新設國立大學健全發展計畫」專

款補助，計兩千萬元整。圖書館：增購中西文圖書共計 9,440 種

(西文 875 種、中文 8,565 種)、電子書 692 種、外文期刊 119 種、

視聽資料 337 種，及新訂中西文資料庫系統七種。電算中心：成

立多媒體數位教材製作中心，建置數位學習平台，建構校園無線

網路。 

 九月二十九日：本校奉教育部 92.09.29 日台高（一）字第

0920145437 號函核定九十三學年度增設調整系所班組及招生名

額總量如下： 
一、核定招生總量 

日 間 學 制夜 間 學 制 

大 學 部 
(含大學學系

及 二 技 ) 
碩 士 班 小 計

大 學 部

(含進學班、二

技在職班、二

年制在職專班)

小 計 
日  夜  間

學 制 合 計

1,150 85 1,235 300 300 1,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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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增設、調整系所核定情形 

申請 
類別 

班別 系所班組名稱 招生名額 核定結果 備註 

新增 進修學士班 
電機工程學系

進修學士班 
50 同意設立 調整增設 

新增 進修學士班 
土木工程學系

進修學士班 
50 同意設立 調整增設 

新增 進修學士班 
環境工程學系

進修學士班 
50 同意設立 調整增設 

新增 碩士班 生物技術研究所 15 
俟行政院核

定後，則同

意設立 

請增員額案報

院核定中，核給

員額 3 名。 

新增 碩士班 經營管理研究所 15 
俟行政院核

定後，則同

意設立 

請增員額案報

院核定中，核給

員額 3 名。 

新增 碩士班 
自然資源學系

碩士班 
15 同意設立

由森林系二技

減班調整增設

新增 碩士班 
電子工程學系

碩士班 
15 同意設立

由電子工程系

二技減班調整

增設 

新增 碩士班 
土木工程學系

碩士班 
15 同意設立  

更名 學系 應用經濟學系 50 同意 原名經濟學系

停招 二年制技術系 森林系 50 同意 
減 1 班，調整至

自然資源學系

碩士班 

停招 二年制技術系 電子工程系 50 同意 
減 1 班，調整至

電子工程學系

碩士班 

停招 
四年制技術系

在職班 
電機工程系 50 同意 

減 1 班，調整至

進修學士班 

停招 
四年制技術系

在職班 
土木工程系 50 同意 

減 1 班，調整至

進修學士班 

停招 
四年制技術系

在職班 
環境工程系 50 同意 

減 1 班，調整至

進修學士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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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月十八日：本校生機系師生參加第七屆全國大專院校創思設計

與製作競賽，榮獲全國大學組第四名。 

 十月二十七日：為使學生瞭解就業市場與產業脈動，舉辦「產業

與職業生涯規劃」講座，共有畢業班學生約二百位參加。 

 十月二十二日：紀政小姐蒞校參加本校田徑社成立大會。 

 十一月：九十二年度特色實驗室儀器設備經費補助，計補助三院

共八個特色實驗室，金額為三百萬元。 

 十一月：九十二年度先期型研究計畫經費補助，共補助四位教師

合計十六萬元。 

 十一月：九十二年度教師「論文獎勵」，經審查後共計十六位教

師，二十二篇論文獲得獎勵，每篇論文可獲五千元獎勵金。 

 十一月十八日：進修推廣部學務組陳組長永椬指導本校學生參加

九十二學年度大專漆彈運動錦標賽，獲團體女生組冠軍。 

 十一月二十日：本校「海韻國際民俗舞蹈社」連續榮獲九十一、

九十二年全國大專院校績優學生社團評鑑「特優獎」。 

 十一月二十日至二十一日：煙台大學韓向利校務委員會主任、張

瑞豐副校長及計算機學院陳守孔院長三人到校參訪，主要協商學

術合作內容，並建立具體合作交流關係。 

 十一月二十五日：本校奉教育部 92.11.25 日台高（一）字第

0920169388 號函核定：「有關貴校九十三學年度請增經費員額之

增設系所班組申請案，核定如附件，希儘速規劃辦理系所設立及

招生事宜。」 
九十三學年度新設未滿五年國立大學請增經費員額之增設系所

班組申請案，教育部核定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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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校 系 所 名 稱 審 查 意 見核 給 員 額

經營管理研究所 
該所之設立與該校改名計畫吻合。大學

部有經濟系可以支援，發展較無問題。

九十三學年度

核撥三名 

生物技術研究所 

該所之設立與該校改名計畫吻合。該校

大學部有食品科學系、應用動物系、園

藝系及生物機電系可支援該所之發

展，故極力推薦。 

九十三學年度

核撥三名 

國 
立 
宜 
蘭 
大 
學 

海洋資源研究所 

海洋資源研究所雖列在該校改名大學

計畫中，但該校目前無海洋相關系科支

援，獨立所發展較困難，建議暫緩成

立，先設立目前已有基礎領域方面之研

究所。 

無 

 十二月六日：為加強安全衛生宣傳，落實工作現場安全維護觀

念，舉辦九十二年度教職員工勞工安全衛生教育訓練。 

 十二月：農推會於本年度出版農推季刊三期及農業推廣手冊二

冊：「本土水果酒釀造實務」及「台灣地區牧草種類與應用」及

農推食譜一冊：「海龍鬚食譜」。 

 十二月五日：成立通識教育委員會。 

民國九十三年 
 一月十八日：運動場地下停車場四期土建工程完工。 

 一月十九日：國立台北護理學院鍾校長聿琳率該校主管等一行人

蒞校商談合作開設護理專班事宜。 

 一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辦理九十二年度第三梯次全國性技能

檢定乙級術科測驗「工程測量」及「地籍測量」。 

 一月二十八日：教職員工及退休人員新春團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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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月一日：主管異動，新任主管名單：電子系羅祺祥主任、經濟

系曾柔鶯主任及外文系王淑華主任。 

 二月九日：校門入口景觀及校園綠美化工程開工。 

 二月十一日：教穡大樓外觀改善工程開工。 

 二月十二日：監控中心工程申報完工。 

 二月：高職部裁撤事務組。 

 三月五日：四技動物科技學系四年級學生劉冠伶榮獲「中華民國

九十三年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女乙組跆拳道重量級第二名。 

 三月十五日：運動場地下停車場四期水電工程完工。 

 三月二十二日：宜大總 0930001393 號函，有關生物資源學院新

建工程規劃設計書於九十三年二月二十七日教育部營建審議委

員會通過。 

 四月十四日：運動場地下停車場四期土建工程驗收。 

 四月二十日：辦理本校九十三年度「傑出校友」遴選，本年度共

計遴選楊乾巽、陳弘毅、林錦洪等三位傑出校友。 

 四月二十九日：校門入口景觀及校園綠美化工程驗收。 

 四月三十日：運動場地下停車場四期水電工程驗收。 

 四月：組成本校九十二學年度教師員額管理小組。 

 五月五日：教育部通告生物資源學院本年度以籌設經費編列一千

萬元預算，污水處理系統工程教育部分二期編列經費，共六千五

百萬元，本校並應自籌七百萬元配合款。 

 五月十八日：生物機電系蘇溫禧老師榮獲九十三年優秀公教人

員。 

 五月十八日：教穑大樓外觀改善工程驗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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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九日：辦理「學校健康總動員」全校教職員工健康檢查。 

 五月十二日：七十八週年校慶於學生活動中心舉行校慶酒會，並

頒獎及表揚經本校遴選九十三年度三位傑出校友：楊乾巽、陳弘

毅、林錦洪。 

 五月十二日：本校與佛光人文社會學院簽訂學術合作協議。 

 五月十二日：配合本校創校七十八週年校慶，辦理「研究成果發

表會」，共計十三系參加；由研發處與電子、電機、生機、外語

系合辦教育部九十二年度發展學校重點特色暨提昇學生外語能

力專案補助計畫成果發表會。 

 六月：辦理九十三年度教師「論文獎勵」申請案，經審查後共計

二十三位教師，三十篇論文獲得獎勵，每篇論文可獲五千元獎勵

金。 

 六月四日：本校建教合作業務參加中國工程師學會建教合作績優

單位評選，獲選為九十三年度大學組績優。 

 六月十一日：宜大總 0930002998 號函，有關教育部來函本校生

物資源學院新建工程 30％成熟度的規劃設計書，經教育部審查

通過，經費預定為四億九千萬元。 

 六月十二日：九十二學年度畢業典禮。 

 六月十二日：「三星阿里史實習場區計畫書」經校務會議決議通

過，並送教育部審議。 

 六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八日：林研發長佳靜參訪加拿大卡加利大學

及南亞伯達技術學院。 

 七月六日至十五日：劉校長瑞生由吳學務長柏青陪同前往美國東

南部各大學參訪，包含休士頓參訪萊斯大學、路易斯安那州立大

學、佛羅里達州立大學等。 

 七月十八日至二十六日：劉校長瑞生由吳會計主任漢清陪同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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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類學研究所進行學術合作交流，並參

訪新疆財經學院、新疆農業大學、西安交通大學、西北農業大學

及北京交通大學等校。 

 七月二十四日：本校進修推廣部首次舉辦進修學士班（土木系、

環工系、電機系）獨立招生入學考試。 

 七月二十七日至二十八日：九十三年員工文康活動—花蓮之旅

二日遊。 

 七月三十日：劉校長瑞生率林主任秘書瑞裕、徐總務長輝明及營

繕組李組長貞偉至縣政府與劉縣長商談本校第二校區相關事宜。 

 七月三十日：圖書資訊大樓土建工程驗收。 

 七月三十一日：公佈九十三學年度主管名單。 

 八月一日：高職部裁撤輔導室、衛生組。 

 八月一日：生物技術研究所、自然資源學系碩士班、土木工程學

系碩士班、電子工程學系碩士班、建築研究所、經營及管理研究

所自九十三學年度成立及招生。 

 八月一日：電子工程學系通過教育部九十四年度「縮減城鄉數位

落差－大專青年資訊志工團隊計畫」，對縣內學校展開資訊服務

工作。電子工程學系已連續六年參與這類計畫，參與本計畫的學

生可了解對社會的責任，養成其關懷人群的胸襟與積極正面的工

作態度。 

 八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九十三年教職員工大型文康活動金門

之旅，本校同仁七十二人，眷屬七十八人，合計一五○人參加。 

 八月三十一日至九月二日：本校舉辦「宜蘭大學、東華大學、佛

光大學三校聯合社團幹部訓練」活動，共有三所大學計一五○名

社團幹部學生參加。 

 九月二日至三日：生物機電學系舉辦「2004 生機與農機論文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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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會」、「台灣生物機電學會九十三年年會」。 

 九月二日：委託日揚環境工程有限公司辦理「本校污水處理系統

工程規劃設計監造服務工作」。 

 九月：高職進修部依法取消「學生通過技術士術科考試，可於畢

業後以畢業證書抵免學科及格而換取技術証」之規定。 

 九月八日：運動場第四期工程取得使用執照。 

 九月八日：九十三學年度新生入學輔導活動，共有日間部學生約

一千二百位參加，課程內容計有：導師時間、始業典禮、校園生

活須知、校園巡禮及學校週邊環境介紹、健康 HQ、走進心靈花

園－與學生諮商中心有約、社團博覽會、選課須知等，並以分站

分梯小班制課程安實施方式，有助與學生互動，且課程進行活潑

順暢，新生普遍反映良好。 

 九月十日：高職進修部楊啟鳴先生當選九十三學年度家長會長，

前家長會長柳逸國擔任顧問。 

 九月十三日至二十九日：辦理國立宜蘭大學九十三年度建築物消

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 

 九月二十日：圖書資訊大樓取得使用執照。 

 九月二十一日：圖書館及電算中心搬遷至圖書資訊大樓，恢復開

放使用。 

 十月四日：教育部 93.10.04 日台高（一）字第 0930130622 號函

核定本校九十四學年度增設、調整系所班組及招生名額總量如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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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核定招生總量 

日 間 學 制夜 間 學 制 

大 學 部 
(含大學學
系及二技 ) 

碩 士 班 小 計

大 學 部
(含進學班、二
技在職班、二
年制在職專班)

小 計 

日  夜  間
學 制 合 計

1,050 147 1,197 300 300 1,497 

二、增設、調整系所班組核定情形 

申請類別 班別 系所班組名稱 招生名額 核定結果 

新增 碩士班 電機工程學系 15 同意 

新增 碩士班 食品科學系 15 同意 

新增 碩士班 園藝學系 15 同意 

停招 二年制技術系 食品科學系 ※ 同意 

停招 二年制技術系 園藝學系 ※ 同意 

 

 十月：九十三年度先期型研究計畫經費補助，共補助十位教師合

計四十萬元。 

 十月二十一日：電子系進修部四年級學生張文傑、余讚益、謝嘉

文、陳建隆、盧志璋參加教育部主辦「九十三年度微電腦應用系

統設計製作競賽」榮獲第二名。參賽作品為「微電腦多功能瓦斯

計畫配送自動通報系統」，本專題由江孟學老師指導及技士詹得

勝先生技術輔導。 

 十一月：辦理「九十三年度特色實驗室儀器設備經費」補助，補

助三學院共三個特色實驗室，補助金額計二百二十五萬元。 

 十一月十七日：本校校務發展指導委員會奉教育部函示成立。共

延聘委員九名，由教育部推薦五名及本校提具四名校外專家學者

組成，委員名單如下：陳維昭、高強、鄭天佐、林榮耀、蕭啟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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李嗣涔、顏清連、王靖獻、蔡義本。當日假台北聯勤信義俱樂部

召開第一次會議，委員針對本校發展提出許多建議供參考。 

 十一月十八日至二十三日：劉校長與吳柏青研發長前往中國農業

大學及中國社會科學院進行學術參訪。 

 十一月十九日：自然資源學系舉辦中華林學會學術論文發表會。 

 十二月：農推會於九十三年度出版農推季刊四期及農業推廣手冊

二冊：「設施環控管理及高壓噴霧降溫系統」及「蜜蜂病敵害的

發生與防治」。 

 十二月六日至十日：進行慶祝圖書資訊大樓落成暨九十三年度圖

書館週系列活動。 

 十二月十三日：圖書資訊大樓水電工程驗收。 

 十二月二十一日：辦理大學校務評鑑－學校自我評鑑。自我評鑑

分為校務類組、農學類組、工程類組等三類組同時進行，行程計

有綜合校務簡報、各類組簡報、教學相關設施參觀、資料查閱、

教職員工生座談等。 

 十二月二十三日：委託日商高野景觀規劃公司辦理「宜蘭大學校

園整體景觀規劃」。 

 十二月三十一日：高職進修部親師歲末歡卡拉 OK 大賽，邀請家

長、退休教職員工一起歡度，同時進行親師座談。 

民國九十四年 
 一月一日：本校地下停車場正式營運。 

 一月：辦理九十四年度技職學校工業類在校生丙級技術士專案技

能檢定報名作業，本年度本校共計一一五名學生報名參加。 

 一月十一日：生物機電學系邱奕志主任與吳柏青教授當選中華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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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機械學會第八屆理事。 

 一月二十三日：圖書館舊址改為人文及管理學院館修繕工程開

工。 

 一月二十七日：辦理九十三年度第三梯次全國性技能檢定乙級術

科測驗「工程測量」。 

 二月十五日：本校教職員工及退休人員新春團拜。 

 二月二十五日：委託沈子霖土木技師事務所辦理「宜蘭大學五結

第二校區先期規劃」。 

 三月一日：園藝學系新建溫室及四連棟溫室完成搬遷。 

 三月十六日：出納組陳陸海組長榮退。 

 三月十四日至十五日：教育部委託社團法人台灣評鑑協會辦理之

「大學校務評鑑規劃與實施計畫」蒞校進行為期二天之實地訪

評。十四日為工程類組、農學類組等專業類組訪評，十五日為校

務類組訪評，訪評行程計有簡報、教學設施參觀、資料查閱、學

生、教師、行政人員及行政主管等晤談。 

 三月二十四日：委託日商高野景觀規劃公司辦理「宜蘭大學校園

中庭開放空間景觀工程及農權路退縮地景觀及歷史校舍修繕工

程規劃設計監造」。 

 三月三十日：本校組織規程經教育部 94.02.17 日台高（二）字第

0940021170 號函核定第八條、第十七條、第二十七條、第二十

八條、第二十九條條文，復經考試院 94.03.17 日考授銓法三字第

0942480028 號函核備並自九十二年八月一日起生效。 

 四月十二日：辦理本校九十四年度「傑出校友」遴選，本年度共

計遴選李春男、林明仁、徐錦鏘等三位傑出校友，獲獎校友由校

長於校慶酒會公開頒獎表揚。 

 四月十四日：邀請音樂家馬修連恩假本校辦理「講唱會」，約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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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校三百多位師生參加。 

 四月十五日：圖書館舊址改為人文及管理學院館修繕工程完工。 

 四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劉校長與吳柏青研發長參加海峽兩岸

農產品經貿合作研討會，並前往華南農業大學進行學術參訪及簽

署學術合作及交流協議書。 

 四月二十九日：辦理宜蘭縣環保局校園資源回收工作及環境綠美

化考核。 

 五月五日：食品科學系系友會成立。 

 五月十日：「本校污水處理系統工程」發包訂約。 

 五月十二日：本校創校七十九週年校慶於學生活動中心舉行慶祝

酒會，並頒獎表揚本年度三位傑出校友：李春男、林明仁、徐錦

鏘。其他校慶系列活動包括研究成果發表會、大隊接力、拔河、

球賽及社團表演等。 

 五月十五日至二十二日：劉校長與吳柏青研發長赴美國加州大學

戴維斯分校（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Davis Campus）及加拿

大皇家大學進行學術參訪，並與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簽訂學

術合作協議。 

 五月二十七日：辦理全校實驗室廢液清除處理。 

 五至十二月：籌組創新育成中心，統合本校師資人力、軟硬體設

備之有效運用，提供各項技術服務與諮商，推展與工商企業界之

聯繫與合作，並有效地與本校進行相關之產學合作交流，促進蘭

陽地區農工產業技術之發展，建立與宜蘭地區產學合作模式。 

 八月二日：教育部 94.08.02 台高(三)字第 0940099537 號函，本

校綜合教學大樓新建工程經費為三億一千萬元，教育部同意全額

補助。 

 八月二日：九十四年第二梯教職員工大型文康活動月眉、飛牛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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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二天一夜之旅，本校同仁三十八人，眷屬四十三人，合計八十

一人參加。 

 八月二十六日：申請教育部「購置教學研究相關圖書儀器及設備

計畫」並獲通過「圖書資訊館卓越計畫」專款補助計兩千四百萬

元整。共分為兩個部份：一、「提昇宜蘭大學與宜蘭地區遠距教

學、視訊會議、多媒體通訊教學、與接取國際圖書或索引資料庫

能力計畫」一千九百萬元；二、「強化學術研究資源，提昇校園

學習環境計畫」五百萬元。 

 九月：辦理九十四年度技職學校工業類在校生丙級技術士專案技

能檢定報名作業，本年度本校共計六十名學生取得證照資格。 

 九月二日：宜蘭縣政府召開五結校區先期規劃討論會結論

（94.09.13 府計綜字第 0640116209 號函），有關社區連接校區北

側道路變更為交通用地，其拓寬面積與經費，請建設局簽會地政

局評估奉核後始可辦理用地變更後徵收。學校原則選定宜 38 線

作為學校出入口。 

 九月六日至八日：課外活動組舉辦九十四學年社團幹部訓練營，

各社團社長及重要幹部總計一五○人參與。 

 九月八日至九日：生物資源學院與台灣生化與分子生物學會協同

辦理「台灣生化與分子生物學年會－94 宜蘭夏令營」全國性學

術研討會。 

 九月九日：九十四學年度新生及轉學生入學輔導活動，共有日間

部約一千一百位學生參加，課程內容計有：導師時間、始業典禮、

校園生活須知、校園巡禮及學校週邊環境介紹、健康 HQ、走進

心靈花園－與學生諮商中心有約、社團博覽會、選課須知、圖資

館簡介等，並以分站分梯小班制課程安實施方式，有助與學生互

動。 

 九月十二日：進修推廣部辦理新生及轉學生入學始業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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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十四日至二十日：劉校長與吳研發長柏青赴大陸北京出席世

界大學校長論壇及赴中國石油大學（華東）進行學術參訪。 

 九月二十三日：教育部 94.09.23 日以台高(一)字第 0940129121
號函核定本校九十五學年度增設、調整系所班組及招生名額總量

如下： 

一、核定招生總量 
日 間 學 制夜 間 學 制 
大 學 部 
(含大學學系

及 四 技 ) 
碩 士 班 小 計

大學部(含進修

學士班及二年

制在職專班 )
小 計 

日  夜  間

學 制 合 計

1,000 162 1,162 300 300 1,462 

二、增設、調整系所班組核定情形 
申請類別 班別 系所名稱 招生名額 核定結果 備註 

新增系所 碩士班 應用經濟學系 ※ 同意  

新增系所 碩士班 動物科技學系 ※ 同意  

新增系所 碩士班 生物機電工程學

系 ※ 同意  

獨立設所 碩士班 資訊工程研究所 15 同意  

更名 碩士班 建築與永續規劃

研究所 ※ 同意 原名：建築

研究所 

更名 學士班 機械與機電工程

學系 ※ 同意 原名：機械

工程學系 

更名 學士班 生物機電工程學

系 ※ 同意 原名：生物

機電學系 
新增一班 學士班 土木工程學系 ※ 同意  

停招 二技 土木工程系 0 同意  

停招 二技 生物機電工程系 0 同意  

新增系所 碩士班 化學工程與材料

工程學系 0 緩議  

新增系所 碩士班 機械與機電工程

學系 0 緩議  

新增系所 學士班 資訊管理學系 0 緩議  

※ 表由學校自行於核定總量內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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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二十六日：生物機電學系獲教育部正式通知自九十五學年度

奉淮增設研究所碩士班，並自九十五學年度更名為生物機電工程

學系。 

 十月：辦理九十四年度先期型研究計畫經費補助，共補助十位教

師，合計四十萬元。 

 十月二十二日：林森永先生當選高職部九十四學年度家長會長，

前會長柳逸國先生擔任顧問職。 

 十月二十七日：教育部 94.10.27 日以台高(一)字第 0940146225
號函同意本校九十五學年度增設「電機資訊學院」。 

 十一月八日：九十四學年度第八次行政會議決議於寒假期間進行

舊校門的改善工程，磚顏色改為較調和的色調，門上設置本校名

牌，並將警衛室移回原地，暫時恢復成為校門。 

 十一月十三日：食品科學系發行之食品雙週報創刊。主要內容包

括系上新聞、重要公告及關於食品方面的專業新聞。 

 十一月十五日至二十一日：校長與吳研發長柏青赴美國夏威夷大

學參訪並洽談學術合作事宜。 

 十一月十六日至二十一日：本校第二任校長遴選委員會教師代表

委員之選舉於十一月十六日舉行，由段昌國、徐輝明、陳銘正、

游棫誠、江茂欽、蔡國忠、邱奕志、陳素瓊、羅祺祥、趙涵捷、

駱錫能、陳旺城、林榮信、陳健台、劉渝生等十五位教師當選。

助教代表委員及職員代表委員選舉於十一月十七日舉行，助教代

表委員由徐明藤先生當選，職員代表委員由吳漢清主任與朱彬華

小姐當選。十一月二十二日本校校友會推選郭大壽先生為第二任

校長遴選委員會校友代表委員。公正人士代表委員之選舉於十一

月二十四日舉行，由前教育部次長李建興當選。本校現任校長劉

校長瑞生為當然委員。以上本校第二任校長遴選委員會委員總計

二十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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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月二十二日：本校成立「校史文物管理委員會」，為慶祝本

校八十週年校慶，進行編撰八十週年校史輯。 

 十一月二十四日：召集「本校三星阿里史園區規劃工作小組委員

會」委員至本校三星阿里史園區區預定地履勘，以為修改「三星

阿里史園區籌設計畫書」計畫書參考。 

 十一月十九日：「健身社」電機系三年級謝銘旺同學參加成功大

學主辦之「2005 成功盃大專健美邀請賽」榮獲第二量級（70－
75kg）第一名。 

 十一月三十日：為妥善本校五結利澤校區維護管理，辦理「本校

五結利澤校區部分界限圍籬工程」，可避免鄰近區民佔用墾植或

傾倒廢棄物。 

 十二月二日：生物資源學院獲國科會生命科學研究推動中心經費

補助，辦理全國性學術研討會「第一屆國立宜蘭大學生物資源產

學研討會」，邀請林榮耀院士等 7 位知名學者蒞校演講。 

 十二月六日：「國立宜蘭大學學生參與英文能力檢定獎勵辦法」

經九十四學年度第十次行政會議通過，並自九十四學年度第一學

期起受理申請。 

 十二月六日：召開本校第二任校長遴選委員會第一次委員會議並

選舉召集人，由陳銘正教授當選。 

 十二月六日至七日：本校應用經濟學系、環境工程學系、自然資

源學系、土木工程學系等四系系學會聯合舉辦「『醫怨』鬼屋驚

悚之旅」。學生們一同發揮新奇的創意與活力，將學生活動中心

內部重新佈置成恐怖陰森鬼屋，本活動共吸引一千多名學生及民

眾參加。 

 十二月九日：本校食品科學系主辦全國大專院校食品科系運動比

賽（大食盃），藉由運動增進全國大專院校食品相關科系的交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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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月九日：土木系協辦「中國土木水利工程學會九十四年年

會」，年會主題並以「穿越歷史、萃練土木新未來」為主題。配

合年會活動，觀摩國道五號北宜高速公路雪山隧道之工程建設，

並舉辦五場專題研討會，分別就土木史、青年工程師、國際關係、

營建材料再生利用、及美國土木水利學會小組專題為討論主題。

此外，同時提供國立傳統藝術中心參觀行程，以對宜蘭當地建設

亦能有快速之了解，十分具有開創及永續之意義。 

 十二月十日：「吉他社」大學土木一學生潘世程參加「2005 台灣

木吉他演奏大賽」，榮獲公開組冠軍。 

 十二月十日：王煌城副教授、游文賢技佐帶領電子系資訊志工團

隊，執行協助宜蘭地區偏遠學校縮減數位落差計畫，榮獲教育部

九十四年度「優秀青年資訊志工團隊獎」，夜四技林俊宇等五名

同學榮獲「優秀青年資訊志工個人獎」。 

 十二月十日：王煌城副教授、詹得勝技士指導本系五專五許力仁

等五人，參加教育部主辦九十四年度微電腦應用系統設計製作競

賽，以「無線調控播音系統」榮獲大學組第三名。 

 十二月十二日至十八日：北京交通大學經濟管理學院李文興教

授、楊肇夏教授、屈波教授、郝生跃教授等四人蒞校進行學術參

訪。 

 十二月十二日：九十四年十二月十二日至九十五年一月二十日對

外公告，公開徵求本校第二任校長候選人。 

 十二月十四日：生活輔導組舉辦「『停止愛滋，從我做起，請你

和我一起承諾』愛滋病防治晚會」。由本校學務處盧學務長及宜

蘭縣政府衛生局何局長指導下，參加學生計五百餘人，落實校園

愛滋病防治教育的努力成果。 

 十二月十七日：五結利澤校區界址圍籬工程完工。 

 十二月二十日：教育部環保小組蒞臨本校實施九十四年度大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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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校園環境管理現況調查暨績效評鑑計畫。 

 十二月二十七日：舉辦九十四學年度體育精英頒獎晚會及財團法

人林燈文教公益基金會執行長蒞校頒發獎學金。 

 十二月二十七日：電機資訊學院籌備處與國家實驗研究院國家高

速網路與計算中心舉行合作簽約儀式暨記者會，合作協議書簽署

在本校劉瑞生校長見證下，由電機資訊學院籌備處趙涵捷主任代

表與國網中心莊哲男主任共同簽署一份為期五年的科技合作協

議書，內容包括合聘博士級研究人員、科技研究合作及研究生訓

練等，促使本校學術發展更加速向前邁進。 

 十二月三十日：綜合教學大樓新建工程建築師徵選，經評選後由

大藏聯合建築師事務所承辦。 

 十二月三十日：生物資源學院大樓新建工程土建工程第六次招標

比議價，有二家競標，由達固營造公司得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