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海大學第 203 次校務會議
校務報告
湯銘哲 2015 年 3 月 31 日
各位委員，大家好：
過去這一段時間，諸多紛擾，黑暗無止盡。隨著教育部一封封來函，總算釐
清了一些問題，烏雲過後，春光終於乍現。沒有走過這一段，不會體悟堅持公理
正義的辛苦與可貴。
作為一所大學校長，維護大學的理想和價值，是最基本的責任。做為一位基
督徒，我謹守行公義，好憐憫，常懷謙卑之心的信念，繼續堅持作對的事！這段
期間，感謝眾多主管、教職員工堅守崗位，為東海帶來正面的能量，對我的支持
和鼓勵，點滴在心頭。
今年正值本校 60 週年校慶，一系列的慶祝活動自一月十六日路思義教堂維
修啟動典禮揭開序幕，擴大舉行的各項紀念活動陸續啟動。值得慶賀的是我們已
通過綠色生產力基金會 ISO5001 認證，希望大家齊心在博雅教育基石上，繼續推
動全環境的關懷教育，繼續為永續創新的綠色博雅努力。
細撫一路走來東海的歷史與文化傳承，面對瑝前高等教育前所未有的挑戰，
學校行政團隊同仁日前已通力完成「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草案」，對東海大學未
來的願景、使命及「綠色博雅大學」的目標，有了共識與決心。誠摯懇請各位，
能放下成見，弭除紛爭，給我們也給東海一個機會，同心合意，一起構建綠色博
雅的東海大學，成為台灣高等教育的典範。
一、
【路思義教堂維修保存啟動東海六十週年校慶】
路思義教堂獲得美國蓋提基金會美金十七萬五千元資助的路思義教堂，補助
作為教堂的結構養護與永續研究的經費，其深度研究聚焦在兩方面。一為整理教
堂建造的歷史、材料，以及過去為保存而作的各種努力；一為分析並作測試，以
提供身處在地颱風頻仍的環境中所需要的氣候控制與防風擋雨的措施。1 月 16
日上午路思義教堂舉行「路思義教堂維修保存暨東海六十週年校慶啟動典禮」，
保存研究計畫就此啟航，也為建校六十週年揭開序幕。
本次維護計畫，教堂搭設鷹架時不惜重金，採用全懸吊式的工法，並請古蹟
維護專業匠師，研究進行期間不封閉教堂使用，教堂功能不受影響，並在期間邀
請國際建築專家舉辦工作營。另外將於戶外草坪架設仿真大型竹教堂，舉辦教堂
故事與東海歷史展覽，介紹此一研究計畫的始末，教堂建築過程重現、瑝年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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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故事、東海大學的今昔、以及許多好照片背後的人物精神。
二、【教學與研究】
本校 104-105 年度教學卓越計畫獲教育部每年 5,000 萬補助，實為對本校辦
學之肯定。教學卓越計畫乃是競爭型計畫，需與全國 100 多所大專校院競逐，不
可不謂任務艱鉅、競爭激烈。今年已進入第 11 個年頭。104 年為「第 3 期獎勵
大學教學卓越計畫」執行期之第 3 年(每期 4 年)。教學卓越計畫第 1 期強調「制
度建置」
、第 2 期為「制度深化」
，第 3 期轉為引導學校發展特色競爭力並提升學
生就業競爭力，以達到「學用合一」為目標。
本校迄今累計補助經費達 6 億 7 千 9 百萬元，是連續 11 年均獲補助的 8 所
大專校院之一，總補助金額在全國公私立大學排名前 4，如此豐美的榮譽與成
果，是屬於所有東海師生，該計畫未來仍需要每一位東海人同心參與，並共同支
持辛勤耕耘的計畫團隊。
103 學年度教學優良獎暨教學傑出獎頒獎典禮於 103 年 12 月 30 日於路思義
教堂盛大舉行。
「教學傑出獎」得獎人：
畜產系吳勇初老師、企管系金必煌老師、外文系邱嘉慧老師、應數系陳文豪老師 ；
「教學優良獎」得獎人：
文學院：中文系呂珍玉老師、哲學系嚴瑋泓老師、日文系林嘉惠老師、英語中心
郭俊銘老師
理學院：應物系簡世森老師、化學系賴英煌老師、生科系林宜靜老師
工學院：化材系程學恒老師、環工系陳鶴文老師、電機系劉日新老師
管理學院：國貿系陳靜瑜老師、會計系林秀鳯老師、財金系張永和老師
社科院：政治系黃信達老師、經濟系林佳慧老師、社工系高迪理老師、教研所林
啟超老師
農學院：食科系梁志弘老師
創藝學院：美術系吳超然老師、工設系柯耀宗老師、建築系陳林蔚老師
法律學院：法律系卓俊雄老師
非屬系所院：體育室黃淑貞老師
三、
【師生獲獎事項】
本校外國語文學系郭士行老師開設的「聽障兒童英文口語教學」課程，榮獲
103 年教育部青年發展署服務學習獎勵計畫課程類佳作，殊為難得。
本校工業工程與經營資訊學系翁紹仁老師、弘光科技大學資訊工程學系徐永
煜老師、及台中榮民總醫院嘉義分院王立敏副院長暨前行政院衛生署中區緊急醫
療應變中心執行長，跨領域結合最佳決策系統研究團隊，共同費時五年
(2009-2014)開發「重度級急救醫院網絡空床數預測系統(Emergency Health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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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work Available Bed Forecasting System; EHNABF System)」，於 3 月 7 日
獲得守護台灣 Open Data Open Source 雲端災防應用開發者大賽全國第三名。
本校資工系碩士班畢業的呂欣汶同學，經指導老師楊朝棟教授強力推薦，參
加中華民國資訊學會(IICM)主辦之 103 年碩博士最佳論文獎之遴選，由於研究表
現優異，榮獲「佳作」，並獲頒發獎狀乙幀及獎牌。中華民國資訊學會自 1999
年設立「資訊學會碩博士最佳論文獎」。值得一提的是，今年此獎僅有一私立大
學同學獲頒此殊榮，實屬難得。
瑪利亞社會福利基金會主辦第一屆瑪利 MAMA 盃「心智障礙應用 APP」校園
創意競賽，工工系由鄭辰仰老師指導碩士生王佑仁、游晉彰、朱育正、張碩淵同
學組成參賽團隊以「放心 Funxing」為題參加生活輔助類競賽。榮獲該競賽參獎
的榮譽，獲頒獎金 2 萬元及獎盃。
四、
【校園要事】
（一）中文系許建崑教授賢伉儷捐壹百萬元成立「慈暉獎學金」
本校中文系許建崑老師及李曼瑛師母於許老師榮退前夕慨捐新台幣 100 萬
元，並設置中文系「慈暉獎學金」
。一方面紀念母親李完女士獨力撫養子女知恩，
另方面也感念母校提供工讀機會俾能完成學業，並留任母校服務。
（二）
「VMware 大中華區教育卓越中心」暨「TQC 認證中心」揭牌
為了貫徹教學卓越、學用合一的理念，電算中心於 104 年 1 月 8 日於大智慧
科技大樓遠距教室，舉辦「VMware 大中華區教育卓越中心」暨「TQC
(Techficiency Quotient Certification) 企業人才技能認證中心」揭牌儀式。
「東海博雅雲」tIasS 即是引用 VMware 軟體技術並搭配英業達集團捐贈東
海大學價值近 800 萬元的雲端主機(Zion Server)，提供全校師生虛擬主機雲
(VMCS)、虛擬桌面雲(VDCS)、虛擬應用軟體雲(VACS)等服務。不僅免除過往教師
研究計畫需各自購買及維護實體伺服器的困擾，同時也能配合政府、綠色博雅，
減少用電、達到節能減碳的效果。再者，將全校各系師生常用軟體，透過 VMware
技術，結合既有校園軟體授權，在有限資源下做最大、最有效的運用。在「TQC
企業人才技能認證中心」成立後，電算中心與畢聯會首次合作，103 年推出中英
文輸入法、文書處理實用級、電腦簡報等認證，協助 319 位同學報考，通過率為
93%，領先全國報考通過率標準。
（三）2015 植樹週「楊逵紀念花園」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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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8 日本校與台中市文化局舉行知名文學家楊逵逝世 30 週年紀念活動，
於本校運動場北面設立「楊逵紀念花園」，敬邀楊逵之子楊建、台中市副市長潘
文忠、文化局長王志誠及本校校長湯銘哲帶領大家種下玫瑰花，期盼傳承楊逵「壓
不扁的玫瑰」精神。活動有惠文高中學生朗誦「愚公移山」及歌手朱約信音樂吟
唱「鵝媽媽要出嫁」、「玫瑰」等作品，共同重溫楊逵文學精神。
五、【國際交流】
日本東海大學(Tokai University)學生 89 名、師長 13 名，共 102 名搭乘該
校的遊輪望星丸(Bosei Maru)號來到本校進行交流。此次日本東海大學從該校出
發巡迴亞洲各地，於 3 月 16、17 日進行兩天的交流，這是日本巡迴倒數的第二
站，也是台灣唯一的參訪地點。日本東海大學是一所位於日本東京的私立大學，
成立於 1943 年，該校擁有約 27,000 名學生，是日本大型的教育研究機構。兩校
於 2003 年即簽訂學術交流合約，並彼此至各校系上或暑期參與交流活動。此次
到訪也將進一步簽署交換學生交流合約，以期能透過選送學生交換，增進兩校之
間學術合作關係。
歐洲知名手繪大師庫斯‧艾森於 1 月 19 日至 23 日，在工業設計學系展開其
亞洲首次設計速寫工作坊。庫斯是荷蘭代爾夫特理工大學工業設計工程系副教授
暨繪圖系系主任，有著超過 30 年以上徒手快速手繪之教學經驗，堪稱此專業之
大師。
東海 60 閃耀一甲子」本校國際處於 1 月 11 日舉辦「104 年境外生春節聯歡」
晚會，共有近 500 位境外生及師長參加。本次活動以「ALL FOR ONE‧ONE FOR ALL
寰宇全球 YOUNG 東海」為主題，來自世界各地的境外生們，雖然說著不同的語
言，有著不同的文化，但就就像一家人一樣，在這塊土地上生活著、努力著，讓
這群平凡人的相遇更顯得不平凡。
【結語】
學期一眨眼已經到了期中，大學甄試已開跑，東海大學必頇彰顯我們的特
色，博雅教育結合綠色永續之觀念，培養綠色博雅人才！這學期的第一次校務會
議，感謝大家一起為東海校務盡心盡力，兩年前就職時曾期許，我們都是一家人，
因為是一家人所以口不出惡言，所以能夠包容體諒，Together we can do better!
最後以柴契爾夫人的名言跟大家分享：
Where there is discord, may we bring harmony.
Where there is error, may we bring truth.
Where there is doubt, may we bring faith.
And where there is despair, may we bring h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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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不順，願我們帶來和諧。
若有錯誤，願我們帶來真理。
若有質疑，願我們帶來信仰。
若有絕望，願我們帶來希望。
祝福大家
平安喜樂 主佑時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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