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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務處
◎預計於 102 年 4 月中旬舉辦教學

研究發展處
因應人類研究法 100 年開始公

美術學系
◎藝同去郊遊─我愛創作 AQ(藝術

彰化師大「山地服務社」連續三屆
榮獲國際傑人會第 20 屆傑青獎「傑

助理研習營。
國 ◎預計於 102 年 4 月底舉辦教學助
理工作坊。

佈施行，國立彰化師範大學（以下
簡稱本校）為妥善施行以人類為對
象之研究，保障研究參與者權益，

指數)成長營
開課日期：102/4/13(六)起共五週
開課地點：本校進德校區藝薈館

出社團獎」
，黃文暉同學獲「傑出領
袖獎」

立 美術學系

特依據「人體研究法」、「人體研究
倫理審查委員會組織及運作管理辦
法」、「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推動

招收對象：幼幼班(4-6 歲)、幼大班 美國林肯總統曾說：
「服務是一件樂
(6-7 歲)、國小班(7-12 歲)、成人班 事，也是人生最高貴的品格。」服
活動費用：每人 2200 元
務是一條永續經營的路，彰化師大

◎「桃色泛音列」彰師美術系 102
級畢業展
彰
校內展
化 展覽時間：102/4/8~4/22
開幕茶會：102/4/17
師 展覽時間：平日 9:00-17:00
展覽地點：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白沙
範 藝術中心
展出藝術家：彰化師範大學美術學

大 系 102 級大學部學生
校外展

學 展覽時間：102/5/1~5/5
開幕茶會：102/5/4

執行機構設置人類研究倫理治理架
構試辦方案」等相關規定，訂定本 進修學院
校「人類研究倫理治理架構辦法」， ◎推廣教育招生資訊
並於 102 年 2 月 1 日成立本校「人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醫務管理碩士
類研究倫理治理中心」及「研究倫 學分(專班)」招生 2013/03/28
理審查委員會」
，作為推動本校研究
倫理之業務單位。
「研究倫理審查委 ◎教師在職進修工作坊招生資訊
員會」負責校內師生及與本校簽有 報名熱線：全國教師在職進修網
學術協議之友校教師、研究人員有
關研究倫理案件之審查；而「人類
研究倫理治理中心」負責教育訓練

展覽時間：星期二至日 10:00-17:00 及協助委員會辦理行政業務。
展覽地點：台北中山創意基地 S2 展
配合「教育部人體研究倫理審

(http://inservice.edu.tw)
詳情請參閱網站內容：

許多學生積極參與社團學習與活動
服務，分享愛與關懷給需要幫助的
社群；利用平時集訓、演練，寒暑
假時間的出隊服務，運用不同的模
式，建立互助關懷社會的態度為偏
遠地區弱勢族群盡一份心力，充分
展現熱情與活力，以及無私與奉獻
之精神。也因著這樣的信念、使命
與傑出表現，彰化師大學生於國際
傑人會假 102 年 12 月所辦理之「第
20 屆傑青獎」表揚活動榮獲高度的
榮耀與肯定，彰化師大「推廣教育
服務社」與「山地服務社」參與選

區

查委員會查核作業要點」
，本校已於

展出藝術家：彰化師範大學美術學

3 月底順利完成教育部查核系統登

系 102 級大學部學生

錄，刻正申請教育部查核中。如經
教育部查核通過，本校「研究倫理
審查委員會」預計 102 年 8 月起接
受本校師生及與本校簽有學術協議
之友校教師、研究人員研究倫理案
件申請。而「人類研究倫理治理中
心」將協助聯盟學校辦理研究倫理
教育訓練事宜。

拔，雙雙入選，
「山地服務社」更以
課程開 課程結 報名截
課程代碼 研習名稱
優異的成績獲得最後的決賽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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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以連續三屆榮獲傑出社團獎的殊
榮,榮獲「特別獎」。
山地服務社社長表示：「我們的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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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是山一座一座重疊連接而成
的，山不在高、不在遠，只要自己
曾經走過，就能體會學長姐口中的
『美好』是什麼。服了你、服了他，
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要自己去
服了自己。」
「山地服務社」黃文暉同學同時獲
得「傑出領袖獎」
，在文暉同學的心
裡「手心向上是施，手心向下是福，
施比受更有福」
，這也是他積極參與

◎漫性中毒-谷哖廷個展
展覽時間：102/3/13~102/3/31)
展覽地點：台中 20 號倉庫藝術特區
展出藝術家：谷哖廷(彰化師範大學
美術學系學生）

社團服務的宗旨；四年的大學生
涯，他不曾留白，從菜鳥社員、幹
部社員到活動隊長，文暉在實做中
學習，在學習中成長，努力的在自
己的生命中彩繪，
「態度」是最重要
的精神，
「夢想」是支撐他持續努力
的推手。
李國修老師曾說：「戴上專業的帽
子，找到自己的位子，勇敢向前
走」
，期待藉由上述彰化師大學生的
卓越服務表現，鼓勵並啟發所有在
校學子戴上專業的帽子，在人生的
旅程中，找到屬於自己的舞台，將

◎「憂鬱女孩沒有不憂慮的時候」
李婷歡及朱婉綾雙個展
展覽時間：102/4/2~5/11
展覽時間：平日 9:00-17:00
展覽地點：台中蹺蹺板咖啡館(台中

對社會的愛與關懷，傳播到更多的
需要幫助的地方，撰寫屬於自己的
人生故事。

市北區北興街 262 號)
營業時間：週二至日 08:00 18:00；週一與第二、四個星期日公
休
展出藝術家：朱婉綾 李婷歡(彰化
師範大學美術學系學生)
網址：
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53
9459256077382/

◎「獸與獸的對話」
藝術家蔡國強曾說過：
「好的藝
術家不是教育的結果，好的藝術家
就好像好的野獸，他們知道該躲藏
在樹林裡的哪一個角落，才能捕捉
到好的獵物並且不讓獵物察覺。」
化身為第一頭獸，如上所述，我們
必須擁有靈敏的感官去追求與尋

▲彰化師大「山地服務社」連續三屆榮獲
國際傑人會第 20 屆傑青獎「傑出社團獎」
，
黃文暉同學獲「傑出領袖獎」

找；相對的，現代社會紊亂複雜的
現象與人群，便如同兇猛的另一頭。
正因為這個世代必須更富有色彩與
活力，於是，儘管面臨諸多社會化
的過程，在習以為常的氛圍裡，我
們仍得讓「獸與獸的對話」充斥其
中，不為此屈服！
展覽時間：102 年 4 月 7 日至 28 日
開幕茶會：102 年 4 月 7 日 10:00
開放時間：9:30-17:30 (周一公休)
展覽地址：彰化縣福興鄉橋頭村 28
號 （福興穀倉 C 館）
策展及參展人：曾嘉寶 王昱翔 楊
岱芸 許雅婷 黎方文 林玟妤 李咨
誼(彰化師範大學美術學系學生)
網址：
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27
2831826180155/

◎「自由視界」平面藝術創作聯展
展覽時間：102/4/9~4/28
展覽地點：台中 20 號倉庫藝術特區
展出藝術家：鐵支路男孩(彰化師範
大學美術學系碩士班學生)

◎「強迫共同體」彰師竹教交流展
展覽時間：102/4/15~4/26
展覽地點：新竹鐵道藝術村
展出藝術家：彰化師範大學美術學
系全系學生含碩士班學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