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海大學第 207 次校務會議
校務報告
王茂駿 2016 年 03 月 22 日
各位委員，大家好：
今天是本學期第一次校務會議，也是我上任以來的第一次。希望各位今後給
予更多支持和鼓勵，共同推動各項校務。過去這一個多月的時間，我到各單位、
各系院和師長及同仁座談。在很短的時間用最大的誠意和努力，分享我的治校理
念，同時傾聽大家對東海的意見和建議。目前，我們已啟動新一版的中長程校務
發展計畫，行政團隊從卓越教學、創新研究、高效能校務經營管理、建構優質教
研環境、國際化及產學合作這六大方向，以創新、智慧化的精神去發展，各單位
就相關業務去規劃連結。就職典禮時我曾說我對東海的願景是積極發展東海成為
一所創新卓越的大學，擁有溫馨友善的校園環境。所以我們很重視這個過程，希
望能夠廣納不同的聲音，包括校內教職員生、海內外校友、家長、社會賢達人士
等，我們會盡可能的溝通協調，聽取各方建議，進而凝聚共識。
【東海大學提升行動 THU UP in Lean】
為了活化組織、提升行政效率，我們將於三月中，啟動東海精實管理專案（THU
UP in Lean），首先我們邀請到美國德州大學陳鳳山教授擔任主講及諮詢專家，
希望借重他的專業將製造業實施多年的精實觀念，推展至本校的行政團隊上，藉
由檢視整個工作流程，消除浪費，節省時間，提高效能，且團隊能持續精進，讓
行政流程簡化且效能優化，讓東海的團隊成員的時間與精力產生最高的價值與效
益。
【教學與研究】
教育部核定本校 105 學年度招收大陸地區學生碩士班招生名額共 18 名（較
104 學年度增加 1 名）
，核准招生學系為中文、化材、工工、環工、資工、電機、
企管、國貿、會計、財金、資管、經濟、社會、美術、建築、工設、景觀及法律
等 18 學系；博士班核定招生名額共 7 名（較 104 學年度增加 2 名）
，核准招生學
系為中文、化材、工工、政治、社會、社工及法律等 7 學系。本校在招收陸生方
面的表現還不錯，在僑生、外籍生方面還需要多做努力。建立完整的中英文網頁、
鼓勵學院或系所自行開設 Foreign Language Corner 課程及更積極參與招生宣
傳。
105 學年度大學繁星推薦入學已放榜，本校今年招生名額是 486 人較去年 396
人增加了 90 位名額，雖然有缺額 29 人，但實際上比去年增加了 60 多位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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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課師（MOOCs）是未來學校在教學方面推動的重點，走向智慧校園我們應
該增加線上學習的課程。105 學年上學期將推出 9 門課程，目前已啟動錄製。目
前將儘速推動「線上課程實施要點」將學分上限及修課相關規定訂出規範。
本校已於 104 年 11 月 22 日至 28 日完成辦理系所暨通識教育評鑑實地訪評，
經評鑑委員潤稿後完成各受評單位之「實地訪評評鑑報告」。校務及系所評鑑推
動辦公室業於 12 月 16 日以紙本機密件方式提供受評單位「實地訪評評鑑報告」
。
為進行各受評單位評鑑結果之檢討，預計四月中召開校評鑑委員會。相關評鑑檢
討與評鑑結果之處理及運用，須納入 104 年度系所暨通識教育自我評鑑結果報告
書，依據自我評鑑辦法規定，預計五月中經校評鑑會委員會審議，六月中由自我
評鑑指導委員會審定通過後於六月底前提報教育部。
【近期招生宣傳】
一、大學博覽會
2016 大學博覽會於 2 月 27、28 日分台北、台南兩地舉辦，本校教授群、公
關室、教務處行政團隊及親善大使，為考生及家長提供服務，啟動招生的宣傳。
另外為因應少子化，我們將積極招收優秀境外學生，面向全球招生，教務處和國
際處將這幾年招生狀況分析研究。
二、網路整合改版宣傳
本校首頁自 102 年改版至今已屆滿三年，隨著網頁技術、瀏覽裝置及網頁定
位之改變，電算中心現正規劃進行本校首頁的改版，本案預計 105 年 7 月完成。
此次改版重點如下：(一)首頁將定位為本校對外行銷之形象網頁，以校外人士為
目標對象，呈現本校各項優良事項。(二)首頁將支援 RWD 技術，提供行動裝置最
佳化瀏覽。(三)提供英文版本選項，預留未來升級空間。由於目前本校英文首頁
為不同時期建置之獨立網站，此次改版將預留納入英文首頁之空間，未來視需要
將英文首頁併入。
三、高中各校參訪宣導
參與高中宣導或協助模擬面試等近 30 場，包括：弘文高中、彰化精誠高中、
葳格高中、長榮高中、慧燈高中、新社高中、彰化女中等、明道高中、惠文高中、
新竹女中、立人高中、大里高中、新民高中、衛道高中、台中二中、西苑高中等。
來本校參訪的高中則有：潮州高中、善化高中、板橋高中、北門高中、前鎮高
中、華僑高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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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建設與重大工程】
為推動綠色校園低碳環境，積極與四方(股)公司洽談電動巴士於今年 9 月接
續校園接駁車事宜。
另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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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動談判中(未點交驗收) 本校
已於 3 月 2 日召開工程結算及付款爭議調解小組第二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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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棟目前因建築物安全項目缺失仍持續進行改善，完成後辦理補
照申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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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期列管共 34 棟(104.07.31 前須完成)：a.已完成 30 棟(104.02.09 取得
使照)；b.男 11 棟、女 12 棟停用(技師公會鑑定未通過)；c.女 17、21 棟(工程
請購中。女宿 17 棟：加強坡審、整建、雨水滯洪池、管線遷移及消防改善工程。
女宿 21 棟：整建、引道通路及消防設備工程停工中。
第二期列管共 19 棟(106.07.31 前須完成)提案編列 105 學年度預算 2000 萬
元，委請黃豐國建築師規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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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進度：
a.女生宿舍：1~10 棟、14~17 棟冷氣電源線路及高壓站配置全部完成，預定
3 月 31 日前全部測試完成。
b.男生宿舍：進行 12~15 棟冷氣及線路配置。
(6)美術工坊校舍興建工程─規畫設計中及建築線指定中。
(7)約農路路面整建工程─請購完成，預計 3 月 31 日完工。
【校園要事】
一、
「臺灣最具影響力學術資源」東海榮獲五獎項
「臺灣最具影響力學術資源」由國家圖書館頒布，獎項分為「臺灣人文及社
會科學引文索引系統」及「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兩個類別。本校在「臺
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類別的七個獎項中榮獲五項：1. 最佳學術傳播獎—
私立大學組第 3 名（103 學年度授權電子全文數最多之大專院校）
；2. 最佳學術
曝光獎（I）—私立大學組第 5 名（104 年點閱率最高之大學校院）；3. 最佳學
術曝光獎（II）—私立大學組第 1 名（104 年點閱數最高之大學校院）
；4. 知識
分享獎（II）—私立大學組第 5 名（104 年電子全文下載數最多之大學校院）；
5. 學術影響力獎—私立大學組第 4 名（綜合指標最高之大學校院：博碩士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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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全文書佔 25%、送存率佔 25%、點閱率佔 25%、下載率佔 25%）。此次得獎是
本校師生共同努力的成果，也表示本校學術產出受到研究者的肯定。
二、2016「樹愛東海 ，東海植樹日」

傳承百年樹人教育理念

312 植樹節，由本校校友總會、社會資源發展委員會主辦，就業輔導暨校友
聯絡室、總務處及各地校友分會協辦的校友植樹日，大家特地種樹捐款，將此費
用捐給未來藝術領域講座或學術發展，讓校友的愛擴大。今年 3 月 12 日植樹節
當天種的樹種是 60 棵的牛樟樹，由前校友總會長蔡清華及就友室彭主任共同捐
贈。植樹活動在董事長曾紀鴻、校長王茂駿、校友總會長袁祝帄、就友室主任彭
泉、創藝院長羅時瑋、台中市校友會長劉美華等師長及校友們共襄盛舉下圓滿完
成。
三、退休師長暨新進教師春酒餐會聯誼 新舊教師薪火相傳
本校於 3 月 7 日由校長伉儷、秘書室共同邀請百餘位退休的師長以及新進教
師，在東大附中附屬實驗中學舉行新春餐會聯誼。校長在致詞時表示，非常感念
退休師長對於母校過去的耕耘付出、支持與協助，藉此活動同時歡迎新進教師的
加入東海大家庭，新舊教師傳承，讓東海精神持續發光。大家在一甲子後，一起
努力，共同再創造東海的榮光!
四、105 年度中區僑生春季聯誼活動
「105 年度中區僑生春季活動」於 3 月 12 日在中正堂熱鬧展開。僑生春季
活動於全國各地已有多年歷史，本校今年率先起跑。活動在「東海大學競技啦啦
隊」高舉歡迎的口號牌中揭開序幕，來自中區各大專院校 29 所的僑輔人員及僑
生同學三百餘人參與這次聯誼活動。。
五、導師工作知能研習會 「真理為體」、「篤行為用」、「卓越東海」
2 月 15 日召開 104 學年第二學期導師工作知能研習會(導師會議)，共計約
375 位導師及輔導人員參加。會議首先頒贈行政院服務獎章以及上學期勞作成績
優異班級獎。總導師致詞時，校長闡述其治校理念，強調「真理為體」
、
「篤行為
用」，發展東海成為一流的創新卓越大學，並擁有溫馨友善的校園環境。專題演
講則邀請 Career 就業情報遲迎華副總經理，說明職涯適性測驗的解析與應用，
讓導師在進行學生輔導時多一項工具，能更了解學生且能提供適當的建議。
六、東海大學、台中榮總與中彰與彰化榮譽國民之家簽署合作備忘錄
東海大學、台中榮總、中彰榮家與彰化榮家於 105 年 3 月 4 日簽署合作備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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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針對「培育高齡照護中高階人才」、「推動優質整合式高齡醫學照護服務模
式」
、
「推展榮民之家的照護需求」等進行長期合作。本次簽約儀式由台中榮總院
長許惠恒、東海大學校長王茂駿帶領雙方團隊，並和中彰與彰化榮譽國民之家代
表王正和楊樹湘主任簽署，期透過高齡醫療、照護及教學研究合作案簽署，大家
共同促進高齡醫療合作，提升長者與榮民之高齡照護品質，增進國家高齡醫學教
育與研究。未來雙方將共同提供專業師資、設立高齡照護中高階人才培育方案，
並至台中榮總、榮民之家實習，與高齡照護產業實質串接，提升學生就業能力。
七、廣州暨南大學交流訪問團蒞校交流與簽署合作關係
廣州暨南大學是大陸外籍學生最多的學校，該學校擁有 28 個學院，62 個系
所，是 211 的高重點學校。其交流訪問團一行 11 人於 3 月 9 日由該校胡 軍校長
親自帶領研發相關主管，抵達本校進行交流與雙方簽署成為姊妹校未來將有更多
交流合作計畫。
【結語】
時節剛過春分，穆穆清風至，萬象更新。校務發展千頭萬緒，堅定信仰努力
實踐，希望我們一起迎向春暖花開的東海好時節！
茂駿謹此敬祝各位委員

帄安喜樂 主佑時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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