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海大學第 33 屆第 26 次董事會議
校務報告
王茂駿
2016 年 05 月 07 日
曾董事長、各位董事，大家好：
學期已經過了一半，從 4 月 11 日開始，持續至四月底，是學校每年春天舉
行的「和好感恩月」
。今年和好感恩月的主題為「靠近」
，校牧室邀請師生在這個
和好感恩的季節，更靠近路思義教堂、靠近你身邊的人、也靠近愛我們的天父。
研擬中的「105-110 年度東海大學校務發展綠皮書」，我們以「創新卓越大
學」的願景，並朝向新創大學目標發展，為此校內的一級主管於 4 月 11 日召開
了校務發展共識論壇，行政主管及各院院長在繁忙的行政及教學工作中，就東海
大學朝向新創大學發展之策略性方向與原則形成共識。我和王立志研發長及林惠
真副研發長分別說明學校願景使命與治校理念、新創大學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
新創人才養成生態系統之建構等主題。共識論壇將各主管分組針對學生學習與實
習發展、研究發展、產學合作、跨領域學程、國際學生住宿學習、教師升等多元
化…等策略與作法形成共識。透過這樣的討論建構出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綠皮書
的骨架。我們的努力希望能得到董事們的支持！
【校園要事】
一、 THU UP in Lean：精實管理工作坊
為提升本校行政效率及組織活化，行政團隊已啟動東海大學提升行動(THU
UP in Lean)，並於 3 月 19 日及 21 日在良鑑廳舉辦「精實管理工作坊」，特別邀
請美國德克薩斯州大學聖安東尼校區講座教授陳鳳山博士，對行政單位、教學單
位一、二級主管及種子團隊進行密集的精實管理教育訓練。兩天教育訓練及一天
的實做訓練，將為東海大學培養約 90 名的種子人員，這群第一線的主管與行政
同仁，在後續分階段進行的提升行動中將有助活化組織效能，並帶領更多同仁一
貣參與校務經營管理之提升。
除了觀念的建立外，第一階段共有 19 個行政單位被選定為全校精實活動的
主軸，並於 25 日在習齋進行精實管理的案例實作。各個執行單位小組評估目前
業務流程選定一個主題，藉著精實管理的原則及工具進行實際操作。預計在 6
月 24 日舉辦成果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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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綠之心完成第二次協商會議
東海北路與力行路交接處部分建築（綠之心）重建案第二次協商會議完成。
雙方同意互相撤回告訴，並本諸契約及誠信原則達成數項決議。
三、校園電動巴士服務案 已協議契約書細節
105 學年校園接駁車改租賃電動巴士服務案，本校與四方股份有限公司已協
議契約書細節，並請本校法律顧問審查完成，預定提 4 月 22 日之採購會議招標。
台中市公車 354 號將於 4 月 30 日開始以四方(股)公司之電動巴士通行(台中榮
總—僑光科技大學)，配合台中市政府公車進入校園政策，354 號公車原貣迄站
台中榮總將延伸至校內路思義教堂，便利本校師生及遊客搭乘。
四、梅可望前校長追思感恩禮拜 馬總統親頒褒揚令予家屬
本校前校長梅可望，4 月 1 日清晨五時於校園內住所安詳逝世，享年百歲。
4 日至 9 日由本校與台灣發展研究院共同設立梅可望校長書苑，開放以供各界緬
懷。4 月 9 日上午十時在本校路思義教堂舉辦「梅可望博士追思感恩禮拜」，總
統馬英九親臨頒發褒揚令予家屬，由夫人呂素琳代表接受。
五、創新「癌細胞爬行晶片」 生技業進駐加持學生創業
3 月 22 日上午，本校與霍普金生醫在路思義教堂廣場前舉辦「教育部生技
產業創新創業人才培育計畫成果發表會」暨霍普金生醫進駐東海大學創新育成中
心產學合作簽約典禮。我們與霍普金生醫黃美娜董事長簽署合作備忘錄；而農業
生技產學交學實習推動中心也與桓康生醫總經理王俊傑，針對不易形成體脂肪相
關產品開發簽備忘錄。癌細胞爬行晶片專利擁有人為本校生命科學系副教授趙偉
廷博士，此晶片是一種應用在癌症相關研究中詴驗癌細胞爬行能力的嶄新工具。
而由東海生科系、化材系、企管系學生組成的 TRACK 創業團隊，未來有志於投入
生技產業, 將在霍普金生醫的協助下達成創業夢想。
六、與彰化基督教醫院合作討論會
4 月 12 日由王茂駿校長與陳錦生董事率領本校代表與彰化基督教醫院，雙
方共商交流及洽談未來合作共識，主題方向包括：生技產業、醫院/企業管理及
長期照護，並於會後進行以下合作業務推展，包括：1.訂定「東海大學衍生新創
事業管理辦法」、2.研擬「東海大學與彰化基督教醫院生技專利法律公司」之作
法、3.研擬東海乳製品與彰化基督教醫院合作之可能性、4.設計 3D 列印製造老
人長照輔具雛型。

2

七、東海「品樂生活節」 文創市集
本校文創辦公室與產學育成中心舉辦首次的生活人文慶典「品樂生活節」，
於 3 月 13 日至 22 日每週的五、六、日，以主題影展與創意市集為兩大主軸。影
展焦點著重環境人文的變遷，關心當代社會議題的發展；舉凡環境、人文、教育、
生態、經濟以及台灣在地生活等。市集則結合了手作創意與二手物品，在陽光草
坪舉辦的文創市集，具有東海獨特的人文色彩及學生無限創意。
八、東海國際月「異國文化美食祭」
國際月「異國文化美食祭」於 3 月 23 日隆重登場，
「內政部移民署中區事務
大隊臺中市第一服務站」周佑仁主任率領站內同仁連續三年與本校策略結盟，於
活動期間擺設諮詢站，希望可以解決境外生簽證上的疑惑以及台灣人的入出境問
題。今年除各國美食，如馬來西亞肉骨茶、咖哩、印尼沙嗲、越南春捲外，日本
的炒麵麵包及來自大陸的巴蜀麻辣燙等，也都受到大家的喜愛，現場攤位也都湧
現排隊的人龍外，更辦理多場座談活動，希望藉由如此的相輔相成，宣導國際處
提供多種管道，讓學生提升國際視野的機會。東海大學不論在選送優秀學生赴海
外長短期交換及異教教學不遺餘力外，也希望可以招收更多優秀的境外生來到這
個美麗的校園。
九、第 23 屆表演藝術月開幕
一年一度的表演藝術節熱鬧到來，4 月 30 日至 5 月 1 日為「綠毯音樂節」，
用過去二十年來不曾做過的形式，把過去在室內才能享受到的音樂饗宴，特地拉
到東海湖戶外草皮上結合東海的特色，這是今年最盛大也最特別的活動，在湖畔
的草地上，搭配兩旁的文創市集，讓大家在放輕鬆聽音樂之餘，也可以到市集走
走看看，體驗一下來自各地不同的創意巧思。
十、2016 就業暨實習徵才博覽會
本校本年度特別與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教學卓越計畫共同合
作，於 4 月 27 日在校友會館前廣場盛大舉辦「2016 校園徵才博覽會」。本次參
與企業橫跨 15 項熱門業別，將有 75 家企業進行現場求職徵才登記與面談，此次
博覽會更邀請外商企業進駐，現場提供 5000 個以上職缺，吸引五千多人次參觀。
十一、東海第一屆「農學堂」開辦 培育綠領人才
103 年在廚餘堆肥教父劉力學先生及流通業教父徐重仁先生雙雙支持下，東
海生態農場開啟了與土地的連結。這學期於 3 月由東海生態農場開辦東海農學
堂，以扎實農作技術，提供有志學習農業技術的師生，共構本校生態農場，加值
跨界專業力，成為未來綠色產業優秀人才，貢獻己力，落實與發揚本校綠色博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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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
「農學堂」開設的課程與屯區社大和草屯社大的有機農作班合作，邀請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業詴驗所師資及在地農青擔任講師，課程規劃有基礎田間管
理、有機病蟲害防治、葉菜類植栽等知識，課程設計以入門初學者為對象。
十二、烏克蘭科技大學來訪本校交流
烏克蘭科技大學交流訪問團一行八人由該校科學園區副校長暨資深顧問 Mr.
Viktor Kamaiev 領隊，於 4 月 7 日蒞臨本校訪問。兩校對於教育與產業的結合
分享了精闢的見解，針對臺灣與烏克蘭的高等教育現況，鼓勵學生的提高國際移
動力等議題，提出意見與看法，兩校師長們對於各自的教育現況及未來發展有了
初步了解，希望能夠藉由此次的交流，建立雙方學術及研究等多方面合作發展的
可能性。
十三、日本以台白百合學園海外研習在東海
日本以台白百合學園中學校高等學校在班導師齋藤智香子、該校 SGH 計畫負
責老師鉢呂智子的帶領下，一行 32 人於 3 月 24 至 31 日至台灣進行海外研習及
參訪活動。該校因獲得日本文部科省 SGH（Super Global High School）獎助，
選定東海為主要研習基地並進行特色教育活動，為期 5 天 4 夜。本次交流行程，
由蔡瑞明副校長、日文系黃淑燕及古川千樫老師、食科系王良原老師、社工系陳
琇惠老師、華語中心主任陳中漢老師、英語中心陳南妤老師、國際處師長同仁及
校內外的志工學生共同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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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之心）重建案─第二次協商會議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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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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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預計 105 年 4 月 22 日開標):女宿 17 棟：加強坡審、
防火區域建置、1-3 樓 RC 戶外引道擴建、雨水滯洪池*2、30 人份化糞新
建及消防改善工程。女宿 21 棟：1-5 樓 SRC 引道通路、防火區域建置、
130 人份化糞池及消防設備工程。
第二期列管共 19 棟(106.07.31 前須完成)
目前正洽詢陳屏穎建築師和葉宗衡建築師 106.12.31 前須完成或仍委請黃
豐國建築師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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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景觀學系教學空間改善工程─訂定合約並協調開工日期。
(5)學生宿舍寢室冷氣機案（含電源改善）─預計 8 月 30 日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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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3 日完工。
(8)科技路段及篤信路段路面整建工程—設計規劃中。
(9)中正堂及校友會館消防安檢缺失改善工程—依據 105 年 4 月 12 日都發局複查
函文送達(校友會館案)，進行現勘估價，先辦理展延回函，同時進行請採購
程序(經費約 70 萬/校友會館部分)。(105.03.25 委辦安檢公司『永安室事業
有限公司』裝潢隔間未依規定使用防火材)
【師生及校友獲獎訊息】
一、
「寶成運動產業創新園區設計競圖」建築系學生獲首獎
寶成國際集團以位於中興新村高等研究園區籌備中的「運動產業創新園區」
為主題，邀請全台優秀建築系學生組隊參賽，希望年輕同學發揮設計創意與巧
思，結合運動功能設施、園區整體景觀、建築規劃設計、永續環保概念、企業品
牌意象以及人文創新思維等，進行全國性的學生建築設計競賽。本校建築系同學
參與的兩組團隊，從近五十組優秀設計作品中先獲得第一階段入圍 (共 13 組)，
再經過第二階段口頭報告後繼續脫穎而出，以「Project Runway」、「谿山行旅」
兩個設計作品，分別獲得五十萬元首獎 (25 萬獎金加上 25 萬設計權利金)，以
及五萬元銅獎，表現優異。
二、
「2016 第五屆台灣住宅建築獎：單棟住宅類」首獎 建築系劉克峰老師獲得
台灣建築報導雜誌社創辦「台灣住宅建築獎」，希望藉此獎項活動，詴著轉
變台灣建築面臨停滯的困境，提升台灣的整體居住環境品質。本次參展作品共計
172 件，其中單棟住宅類共計 50 件，集合住宅類共計 122 件。本校建築系劉克
峰助理教授與謙漢設計有限公司林幸長、黃馨慧所設計的作品《Brownmist
House》經初選與決選現場勘查，兩個階段評選後，獲得「台灣住宅建築獎：單
棟住宅類--首獎」。
劉克峰助理教授為本校工業工程與經營資訊學系建築專長博士班第一屆畢
業的博士。此之外，日前「寶成運動產業創新園區設計競圖」，由劉克峰老師指
導的建築系同學作品「Project Runway」，也獲得首獎。
三、學生會參加大專校院學生會成果競賽暨觀摩活動榮獲優等獎及選制傑出獎
本校學生會於 3 月 19 日及 20 日在虎尾科技大學參加由教育部青年發展署主
辦的「105 年大專校院學生會成果競賽暨觀摩活動」，獲得佳績。本校參與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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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會在全國大專校院近 100 所的激烈競爭下，榮獲優等獎之外，今年新增相關特
殊表現獎，本校學生自治選舉事務中相關辦法健全及選舉事務訓練完善在全國大
專校院中大專組榮獲選制傑出獎；這代表著本校學生自治組織的健全運作及推動
學生權益促進的成就。
【結語】
溫馨的五月到來，校務推動已有諸多進展，我們需要投注更多的人力、物力
及財力。感謝董事會對我們的關愛，企盼各位能持續給予支持及鼓勵。茂駿謹代
表全校同仁敬祝曾董事長暨各位董事主恩滿溢，平安如意！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