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海大學第 206 次校務會議
校務報告
林振東代 2015 年 12 月 22 日
各位委員，大家好：
12 月的校園溫馨熱鬧充滿歡樂聖誕的氣氛，今年以《聖誕超新星》為主題
展開了東海聖誕系列活動。景觀系（文理大道）
、工設系（約農路、篤信路）
、美
術系（第二教學區）的設計課程師生，分別創作了 23 組作品，用裝置藝術傳遞：
「『智慧的謙卑人將得享平安，而看似有權力的強者卻不安。』這世界所標榜的
成就與成功，並無法換得永恆的快樂，反而懂得尋求幫助、仰望上主的謙卑心靈，
才能體會真正的平安喜樂」的聖誕訊息。
12 月 16 日音樂系交響樂團與聖樂團，在路思義教堂舉行年度聖誕音樂會，
演出貝多芬第九號交響曲〈合唱〉，同時於教堂戶外草坪同步轉播，樂音動人非
常精彩！
2015 年境外生聖誕餐會於 12 月 17 日中午在奧柏林廣場舉辦，本次聖誕餐
會活動安排多項表演，除了有東大附幼小朋友活潑可愛的表演，馬來西亞同學
會、印尼同學會與大陸同學會也有精彩的舞蹈與歌唱，歡慶佳節，一齊迎接聖誕
節的來臨。
另外，今年很特別的活動是學校的微電影社「星際校應～45 小時短片競
賽」，從 12 月 8 日晚間 7 點開始，進行連續 45 小時的微電影創作拍攝。競賽獎
項包括「聖誕真諦獎、最佳影片獎、最佳劇本獎、最佳攝影獎、最佳後製剪輯」
等五項大獎，得獎作品會在校內公開播放。讓學生的創意一同歡慶聖誕。
【校園工程】
目前校內幾項重大工程持續進行中，報告進度如下：
(1)東海北路與力行路交接處部分建築重建案─已核發並取得使用執照。
(2)棒壘球場休息區校舍新建工程─校舍部分：建造申請中。
(3)現有校舍申請補領建築執照及整建設計監造─女舍 17 棟（消防缺失改善
中）
、21 棟（消防設備送審中）目前因建築物安全項目缺失仍持續進行改善，男
舍 1-10、男舍 12-15 棟、女舍 1-10 棟、男餐、女餐、資源教室、體育館、衛保
組建築物已於 104 年 3 月取得使用執照。
(4)景觀學系教學空間改善工程─辦理工程發包相關事宜。
(5)學生宿舍寢室冷氣機案（含電源改善）─9 月 9 日完成「男女生宿舍按裝冷
氣委託設計及監造」採購案發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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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美術工坊校舍興建工程─規畫設計中。。
【校園要事】
一、完成 104 學年系所暨通識教育評鑑工作
本校自辦系所暨通識教育評鑑工作已於 11 月 23 日至 11 月 27 日執行完畢，
研發處及各教學單位歷經一年以上時間之準備，資料準備齊全，工作進行順利，
各委員之建議事項亦已彙整完畢，現正進行各單位申覆階段。
二、2015 東海大學教學卓越成果展
本校獲教育部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補助已屆 11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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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展示第三期(102-104 年)計畫推展理念與執行
成果，於 12 月 7 日(一)至 12 月 11 日(五)辦理 104 年度教學卓越計畫成果展週
活動，並於 12 月 10 日(四)舉行「104 年教學卓越計畫成果發表會」，並邀請顧
志遠（輔英科大校長）、許政行（亞洲大學副校長）、王振寰（政治大學副校長）
等三位校外學者蒞臨指導，促進教學卓越計畫執行成效之經驗分享。
三、第十六屆傑出校友
第十六屆傑出校友有別於以往各屆僅五位傑出校友，今年擴大舉辦遴選出十
位傑出校友，更為東海六十周年生日增添光彩，涵蓋產業界及學術界之重要人
士，學術界如歷史系江樹生校友(前荷蘭萊頓大學講師)為國際知名之十七世紀古
荷蘭文專家；外文系鍾 玲校友(澳門大學鄭裕彤書院之書院院長)，為傑出學者，
在藝文界亦是出名的小說家、散文家、詩人；歷史系呂芳上校友(國史館館長)，
致力於近代歷史的研究，成果非凡。產業界則有工工系劉 酉校友(Sceptre 賽普
特全球總裁 CEO)為傑出的創業家；會計系劉麗珠校友(YouBike 發言人、自行車
新文化基金會執行長) 為 YouBike 之母，致力推動台灣成為自行車島；國貿系
鄭傳義校友(長榮航空總經理)自長榮航空基層做起至今帶領公司朝向國際頂尖
航空公司邁進；經濟系劉宗聖校友(元大投信總經理)致力於台灣金融業之創新與
服務；生物系及 EMBA 簡森垣校友(台灣數位光訊科技集團總裁)致力創新有線電
視產業之技術。其他則有建築系黃賢安校友(世界留台校友總會秘書長) 致力推
廣母校海外招生業務與校友服務工作；社會系陳宇嘉校友(國際生命線協會台灣
總會榮譽理事長)長期投入社會工作教學及社會公益。
四、103 學年度「大專學生研究計畫研究創作獎」
、
「學術著作傑出獎」與產學合
作「傑出獎、特優獎、績優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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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 學年度「大專學生研究計畫研究創作獎」指導老師餐旅管理系陳錚中助
理教授及餐旅管理系王詠萱同學，研究成果報告經科技部審查後評定為成績優良
而有創意，特頒發「研究創作獎」
，以資表揚。
「學術著作傑出獎」為鼓勵本校專
任教師致力學術著作發表而設置，103 學年度之得獎者為：應物系張晃暐副教
授、化材系顏宏偉教授、化材系林其昌副教授、統計系沈葆聖特聘教授、資工系
楊朝棟特聘教授、化學系楊振宜副教授、生科系卓逸民特聘教授、化學系張源杰
助理教授、化學系林宗吾副教授、化學系張柏齡副教授。產學合作「傑出獎、特
優獎、績優獎」103 學年度獲獎名單如下：
「產學合作傑出獎」獲獎人：林良恭；
「產學合作特優獎」獲獎人：魏玉麟、鄧宗禹；「產學合作績優獎」獲獎人：陳
鶴文、楊朝棟、楊芳鏘、柯耀宗。
五、「iMac 電腦教室」落成啟用
本校亮點計畫與電子計算機中心於 11 月 1 日在第二教學區管理學院電腦教
室 M007 前面廣場，舉辦「iMac 電腦教室」啟用儀式。本校致力於提昇教學與
業界無縫接軌，針對教師教學熱誠、教學環境與實習三個方面推動。透過新建的
iMac 電腦教室與相關課程，學校電腦教室提供多元作業平台，搭配各平台上不
同特性的軟體服務，開拓學生不同視野，提升基本素養與專業核心能力，培養通
識人才。iMac 電腦教室配有 60 台最新型 27 吋 iMac 電腦，支援 Mac OS、Windows
雙系統平台，除了提供原有的 iWorks、iLife 等軟體之外，也安裝 Microsoft
Office 2016 for Mac、Adobe Creative Suit 6 與 AutoCAD，教室配備廣播教學
系統、單槍投影及無線音響系統，提供更大的螢幕及更清晰畫質，種種設備一應
俱全，大幅提升教學彈性運用，讓師生使用更佳便利。
六、校內重要揭牌儀式
（一）已故葉芳栢教授「芳栢會議室」揭牌，校慶六十週年葉師母及家屬慷
慨捐贈本校應用數學系設立「芳栢會議室」，並舉行揭牌儀式。葉師
母捐款及各界支持成立「葉芳栢教授 H-infinity 紀念獎學金」
，嘉惠
學子。為了感念葉教授的貢獻，本校命名應用數學系的會議室為「芳
栢會議室」。
（二）10 月 23 日於管理學院 M201 階梯教室舉辦「沈均生院長紀念講堂」
揭牌與捐款特別聚會，遺孀周康美博士將沈院長的遺產捐出一部分，
並號召昔日好友捐款成立「沈均生院長國際職場實習培力獎助學
金」，協助推動國際職場專業實習計畫。
（三）外文系為感念前系主任謝培德教授(Prof. Ivor Shepherd)對教育的
貢獻，特將外文系小劇場 LAN004 命名為「培德堂」，並於 10 月 30
日舉行揭牌儀式。培德堂空間設計為前置舞台，階梯座位，可容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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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人，並配置有 E 化講桌，可做為教室、講堂、電影放映室及戲劇
表演工作坊等多功能使用，燈光溫馨，環境舒適，廣受師生喜愛。
（四）黃素履女士為紀念及追思其先夫陳炳崑先生，特別在學校與政治系捐
款設立陳炳崑先生獎學金與助學金，增進學生學習外文之動機，加強
本系學生在國際間之競爭力，藉此鼓勵清寒學子認真向學、品學兼
優。政治系特將系圖書室命為「陳炳崑先生紀念館」並於 11 月 19
日舉行揭牌儀式。
七、東海大學電競賽總冠軍 美商暴雪贊助 100 萬體育發展基金
全球知名遊戲大廠 Blizzard Entertainment, Inc （Blizzard, 美商暴雪
娛樂公司）今年舉辦首屆的「暴雪校際電競運動聯賽」，東海大學學生哲學系賴
君彥、電機系謝承翰，日前以《爐石戰記》冠軍、殿軍的優異成績擊敗其他學校，
學校並因此獲贈 Blizzard 贊助之新台幣 100 萬元「體育發展基金」。
八、本校榮獲 104 年服務學習績優學校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於 11 月 27 日舉辦「104 年服務學習成果博覽會暨頒獎典
禮」
，本校除受邀分享計畫成果外，並獲頒「104 年服務學習績優學校」
。這是繼
今年 5 月以「亨德精神再現-活化大肚山社區」三年期計畫獲教育部獎勵後，再
次獲得肯定。
九、103 學年度榮譽生、書卷獎暨任江女士獎學金頒獎典禮
103 學年度榮獲榮譽生計有 493 名、書卷獎 392 名。榮譽生條件需前一學年
平均成績達 85 分以上，且每學期各科成績達 70 分以上，並名列班上前 5%以內
者；書卷獎需前學年學業成績平均達該班前 2 名者；任江履昇女士清寒獎學金是
由本校 14 屆生物系王明純校友促成，任先生為紀念其夫人，特捐贈 100 萬美元
給本校成立獎學金，藉以鼓勵每年 24 位清寒優秀學子。
【結語】
今天是節氣的冬至，有勞大家前來共議校務，祝福大家吃湯圓，甜吻吻，幸
福平安一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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