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海大學第 33 屆第 30 次董事會議
校務報告
王茂駿
2016 年 11 月 03 日
曾董事長、各位董事暨監察人，大家好：
過去這段時間學校對於中長程計畫投注了很大的心力，目前也有了一些初步
的構想，我們提出了「基礎與專業」
、
「品格與領導」
、
「研究與發展」
、
「接軌國際」
、
「高效經營」及「優質環境」六大發展構面。教學原本就是東海相當重視的面向；
而要成為一所卓越大學，研究創新方面也絕對不能忽視，這是東海要持續努力的
重點。當然，基礎建設及校務經營管理也必須更有效率及優質化，同時還要建構
更優質的教學環境，實現東海成為一所擁有溫馨優質校園環境的創新卓越大學。
【校園要事】
一、大學入門
本校用心規劃的大學入門訓練邁向第七年，今年的主題是「大學 way」，9
月 6 日至 9 日的四天三夜活動中精心安排了許多溫馨課程與破冰活動，包括學長
姊特別至全台環島 16 個火車站，歡迎當地的新生，並邀請拓印下自己的足跡，
形成一幅巨幅的台灣地圖。另外有三十位教師同時開放「家」聚，共計 72 個場
次邀請新生至老師家交流，也成為全台大學難能可貴的創舉。
這次活動之一的新生「家庭門」
，每組 15 位學生可自由選擇場次交流，受到
師生們的熱烈迴響。尤其是開放校長公館接待新生，還有學務長、創校時期就到
校服務的傳教士教師、各院教授、退休教師及牧師等三十位，有許多教師連續開
放好幾場，希望學生們一入校，就可感受到友善校園的氛圍，縮短對大學的距離，
在校園裡展開美好的學習之旅。
二、第 3 期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實地考評
有關第 3 期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實地考評已於 10 月 5 日至本校進行實地
訪視，為時一天。實地考評流程共分為「預備會議」
、
「學校簡報」
、
「委員提問」、
「重點訪視」、「綜合座談」、「訪視委員討論會議」等 6 部分。訪視重點為第 3
期教卓達成情形，包括：確保學生學習成效及就業競爭力之具體成效、改善教師
升等及教師(學)評鑑制度提升教學品質之具體成效、改革課程內容以強化學用合
一之具體成效、提升國際移動力之具體成效、跨校教學資源共享之參與情形、經
費支用情形、學校彈性薪資辦法訂定及辦理情形。實地訪視過程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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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05 學年教育部統合視導
教育部於 10 月 14 日(五)蒞臨本校實地訪視，為此工作小組分別於 8/18、
8/23 召開兩次自我檢核訪視表檢討會議，並請各單位於 8/25 完成定稿。各視導
項目自我檢核訪視表與視導項目總冊之紙本暨光碟、各視導項目之設施參訪路線
圖暨學校平面圖，已於 8 月 30 日函送高教評鑑中心。前於 9 月 12 日召開教育部
統合視導工作分配協調會議，做好各項準備工作。目前雖尚未收到訪評意見書面
報告，但研發處已就當日的會議記錄彙整，轉交校內相關單位辦理改善規劃。
四、2106 年印尼台灣高等教育論壇、高等教育展盛大舉行
本校獲教育部核准承辦 105 年印尼臺灣教育中心，籌辦 2016 年印尼臺灣高
等教育展及雙邊論壇，10 月 20 日在印尼萬隆舉辦。2016 年印尼臺灣高等教育論
壇由本校與印尼留台校友會聯合總會及印尼台灣教育中心共同協辦。與會之印尼
大專院校有 50 所，為台印兩國高等教育界難得一見的盛會。本次論壇主題包括
高等教育卓越中心、高教與產業鏈結、技職教育等三大議題，台印雙方共有公私
立大學校長、副校長、研發主管、國際事務主管等 19 位專家，分別針對三大議
題進行經驗分享與合作建議。本校王立志研發長受邀以「產學創新與創業整合」
為題發表主題演講，分享本校推動產學合作與輔導產業小聯盟的創新做法，獲得
印尼學校多方讚賞。
另外，由印尼留台校友會聯合總會、財團法人高等教育基金會以及本校承接
教育部委辦執行的印尼台灣教育中心共同舉辦的「2016 年印尼臺灣高等教育展」
自 10 月 22 日起一連三天分別在雅加達、棉蘭舉行。印尼留台校友動員近百人共
襄盛舉，場面浩大。王茂駿校長以台灣代表團團長身份致詞，並致贈台灣藍鵲金
漆畫作給留台聯總江主席，同時也感謝參展的 40 餘所學校，期望大家共同創造
優質的高等教育環境。此次教育展由於會前的宣傳得當，吸引了大雅加達地區數
千名學生與家長參觀，各校代表也積極推廣各類學程，會場可謂摩肩擦踵，許多
印尼高中學生在家長的陪同之下，當場申請赴台就學，各校對展示成效均具相當
信心。
五、校園接駁電動公車啟航 響應低碳城市永續校園
繼今年 4 月，響應市府推動「大專校院公車進校專案」354 路行駛入校，終
點站設於本校路思義教堂。而新增的校園接駁電動公車，取代柴油巴士行駛，除
了行駛既有上課期間每天 105 班次，更增加國定例假日及寒暑假接駁服務，幾乎
全年行駛。往返於路思義教堂與第二教學區管理學院之間，透過校內電動巴士及
354 號公車，連結對內、對外的低碳運輸系統，此舉對於推動低碳校園極具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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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董事長、校長率團訪美，東西岸校友交流座談會
為積極推動校務發展，並尋求海外校友的支持，8 月 6 日至 16 日在董事長、
校長親自帶領下，馬不停蹄的進行美國東西岸校友拜訪之旅，包括：舊金山灣區
北加州、南加州、大紐約及華府；期間並拜訪路思義教堂建築師貝聿銘先生及與
美國賓州大學等校交流。
本次美國校友會的交流，特地介紹學校近期規劃的中長程校務發展架構與初
步規劃成果，同時提到學校新建多功能體育館的計畫，及推廣「我是東海人」短
片計畫，號召全球東海人讓世界看見東海。此行的交流，美國東西岸校友團結凝
聚，拜訪期間並受到世界日報及宏觀電視記者的關注與報導，期望全球校友大團
結，共創另一個新甲子的榮光。
七、「金秋欒樹環保月」校友總會發起系列活動，宣導環保永續的綠色理念
從九月開始「東海大學校友總會」舉辦系列活動來宣導環保永續的綠色理
念。包括校園清掃、國際學生參與分享會、並有爵士音樂社帶來的欒樹快閃音樂
會，還有環保二手市集、有趣的皂飛車創作趣味競賽、環保綠能的系列講座與影
片賞析。都是為了擴大宣揚東海著重綠色創新與永續發展的辦學理念，並呼籲大
家對台灣生態的愛惜與環境保育的重視。
10 月 22 日「金秋地球日」，今年邁入第九屆的活動，當日除了環保宣示開
幕，呼籲台灣社會重視環境問題與生態保育。並由婦女會舉辦二手交流平台的跳
蚤市場，校友總會舉辦的簡易環保皂飛車趣味賽。活動地點位於東海湖東側和音
美館周邊的力行路，鼓勵學生發揮創意自己動手來造車，並能夠盡量將廢棄材料
再生利用，以發揚環保愛地球的精神。
八、本校邀請鄭愁予先生擔任駐校詩人、詩人楊澤擔任駐校作家
本校社會資源發展委員會於 105 學年度，以 TEFA 專款聘請鄭愁予先生為駐
校詩人，目前住在東海路 35 號，歡迎大家把握難得的機會和大師交流。
另外，中文系邀請台灣詩壇佔有十分重要地位的詩人楊澤至東海校園擔任駐
校作家，展開為期三個月的系列活動。楊澤駐校期間從 9 月 22 日至 12 月 15 日
止，每逢周四下午 1-5 點於人文大樓 H504 駐點，開放讓師生們前往與楊澤共同
討論關於詩的一切，近與詩歌之美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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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與「985 工程」名校中國人民大學、北京理工大學締結姊妹校
9 月 14 日校長帶領顏宏偉國際長、社科院劉 正院長、社工系王篤強教授等
人前往北京訪問中國人民大學、北京理工大學，並於接待會議上簽署協議締結為
姊妹校。本校在大陸地區校級姊妹校增加為 56 所、其中「985 工程」大學也由
原來的 21 所增為 23 所。
十、國際資源提昇高中生競爭力 25 所高中校長暨代表齊聚東海大學
本校 10 月 17 日舉辦 105 學年度「高中校長聯誼暨主題式座談交流會」，共
有新竹、中部 25 所學校的校長及代表參與，會中以善用大學國際資源提升高中
學生競爭力為題，邀請教育部國際司副參事陳幗珍針對教育部國際資源與新南向
政策進行短講，本校也以博雅教育以及即將在月底成立的印尼台灣教育中心為
題，和各高中分享大學資源。藉此機會宣傳東海是外籍師資比例最高的私校之
一，面對少子化浪潮，學校積極擴展境外生，校園國際化將有助於學生視野的養
成。
【校園工程】
本校校地面積約為 134 公頃，大部分的校地屬山坡地，受文教建設累積開
發面積達 5 公頃即須環評之限制，自 84 年法令公告迄今，本校累計開發面積已
達 4.2 公頃，現階段尚須進行附中教學大樓、美術系工坊、第二教學區棒壘球場
休息區新建，後續重大工程勢須按法令規定環評，此亦納入校園整體規劃範圍
中。校園整體規劃為學校未來發展之重要參考依據，為期審慎，特組成評選專案
小組，於 105 年 6 月 30 日完成評選，且經 7 月 6 日採購委員會議價決標，由具
國內外校園規劃經歷、著有聲譽之艾亦康(AECOM)工程顧問有限公司協助學校進
行校園整體規劃。
另外，目前校內幾項重大工程報告進度如下：
(1) 棒壘球場休息區校舍新建工程─建築線指定完成，豐國建築師事務所設計規
畫中。辦理基地地質鑽探、地下水補注地質敏感區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
評估、水土保持計畫書、加強山坡地雜項執照審查。
(2) 景觀學系教學空間改善工程─105 年 5 月 18 日開工，預計 106 年 1 月 31 日
完工。
(3) 美術工坊校舍興建工程─建築線指定完成，豐國建築師事務所設計規畫中。
辦理基地地質鑽探、地下水補注地質敏感區基地地質調查及地質安全評估、
水土保持計畫書、加強山坡地雜項執照審查。
(4) 105 年校園改善無障礙工程—預計 11 月 10 日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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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東海北路與力行路交接處部分建築重建案─6 月 8 日辦理初驗，6 月 16 日複
驗， 7 月 21 日辦理正式驗收取得使用執照。綠之心 A 棟室內裝修工程─擊
壤設計公司黃明威建築師設計規劃中。
(6) 現有校舍申請補領建築執照及整建設計監造─女生宿舍 17、21 棟於 105 年
5 月 24 日工程協調會：原定於 105 年 5 月 30 日開工，因住輔組考慮學生學
期間(期末考)影響作息，展延開工日期至 105 年 6 月 22 日開工。預計 105
年 11 月 15 日工程竣工，106 年 1 月 20 日取得使用執照。
【師生及校友獲獎訊息】
一、第十七屆傑出校友遴選結果出爐
第十七屆傑出校友遴選活動由本校傑出校友遴選委員會主辦，就業輔導暨校
友聯絡室承辦。遴選結果出爐，共有 5 位傑出校友獲選，分別是：田弘茂（政治
系第 3 屆）
、孫康宜（外文系第 8 屆）
、何傳馨（中文系第 16 屆）
、王振寰（社會
系第 22 屆）、蔡其昌（歷史所碩士班第 34 屆）。於 10 月 30 日(週日)中午 12 時
舉行「全球校友返校餐會暨傑出校友表揚大會」，校友們返校共襄盛舉。
二、教育部「105 年數位學伴計畫」、「傑出大學伴」與「傑出帶班老師」獎
本校電算中心承辦「數位學伴計畫」，至今已邁入第九年，上學期共有 31
個系所合計 91 位大學生參與此計畫，輔導小學生共計 63 位，以視訊教學方式輔
導孩童國語、數學以及英語等課程，藉由科技的傳遞與大學伴的服務，協助偏鄉
孩童學習。教育部於 9 月 9 日舉辦「傑出帶班老師」暨「傑出大學伴」頒獎典禮，
本校外文系李家儀同學榮獲「傑出大學伴」獎、教育研究所韓詩潁同學榮獲「傑
出大學伴」獎，並獲頒發獎狀乙紙。除此之外，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劉文惠
副司長特頒發感謝狀予東海大學。
三、音樂系碩士生王仁君獲電子琴國際大賽冠軍
本校音樂系研究生王仁君，8 月 23 日在日本東京，以自己創作的管絃樂曲，
《鬼湖幻想》，贏得亞太管風琴鍵盤電子琴國際大賽的冠軍獎，同時又贏得最佳
創作獎。王仁君感謝東海在學習環境及設備上給她實質的幫助，尤其感謝她的主
修指導教授郭宗愷老師以及作曲老師陳玫君博士。這次比賽，不但拿到成人專業
組的第一名，也得到所有項目，總比賽的最高分，也因此被選為最優演奏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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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業設計系展創意 再獲 2016 德國紅點設計三大獎
被稱為設計界「奧林匹克」大賽，與德國 iF、美國 IDEA、日本 G-Mark 並列
為世界四大設計競賽的德國紅點設計獎（Red Dot Design Award），每年都是全
球設計菁英必爭之地。2016 年德國紅點概念設計獎，全球共有 60 國、4698 件作
品參賽，本校工設系以「BONE AID」、「NICE TRI」、「OSCARE」三項作品獲紅點設
計大獎，其中「BONE AID」更連續獲得美國傑出工業設計獎（IDEA）金獎及策展
人大獎，表現亮眼。
五、社工系學生獲「尤努斯獎：第一屆社會創新與創業競賽」優勝獎
本校社工系應屆畢業生楊詠涵、江岳庭、李佳晏、張毓汶、黃冠禎、李宗彥、
洪士育、林曦等八人，於大四修習方案實習期間，在實習督導老師方昱博士的指
導下，以他們所執行《無與輪比》方案的執行成果參賽，獲頒優勝獎，並於 8
月 25 日由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尤努斯博士親自頒授獎座。
六、葫蘆墩圳全國景觀競圖 景觀學系學生榮獲第一名
為結合「2018 年臺中世界花卉博覽會」之舉辦與豐原展區之規劃，由臺中
市政府指導、臺中市繁榮葫蘆墩促進會以及陳清龍市議員服務處主辦、國立勤益
科技大學承辦之「水岸花都--台中市豐原區葫蘆墩圳流域掀蓋再造全國景觀競
圖」
，吸引台灣、大陸地區 124 件作品參賽。本校景觀學系助理教授鄒君瑋、廖
賢波兩位老師指導，賴佳妤、林奕均兩位同學之作品「食菓子、拜樹頭」脫穎而
出榮獲第一名，獲頒獎狀及獎金 5 萬元，並由市長林佳龍蒞臨頒獎。
七、兩岸孫子兵法辯論賽 東海代表隊榮獲御璽獎
由社會系楊均喬、法律系潘冠承、美術系張歆卉、社會所林啟銘、社會所徐
彰澤與政治所陳彥宇六人組成的辯論隊於 9 月 8 日自行組隊代表學校前往中國山
東參加「2016 第七屆孫子兵法兩岸青年辯論賽」
。本校代表隊首次參賽即獲得「御
璽獎」
，其中張歆卉同學榮獲「最佳傑出辯手」
，楊均喬、潘冠承、林啟銘、徐彰
澤與陳彥宇則評為優秀辯手。
八、全國校園創業營運計畫競賽 企管系師生領軍團隊榮獲第三名
本校企管系金必煌副教授領軍，企管系胡鈞皓同學和資工系米麗曼同學共同
籌組，集合資工系楊尚仁、李宗熙兩位同學，及輔仁大學資工系周家賢，形成跨
系跨校的參賽隊伍─iMOTOR，參加「2016 全國校園創業營運計畫競賽」
，決賽結
果東海大學企管系領軍之師生團隊勇奪大專組第三名及獎金新台幣 1 萬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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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2016 全國大專校院軟體創作競賽 資工系師生榮獲銅牌
教育部舉辦「2016 全國大專校院軟體創作競賽」
，本次競賽有來自 68 所學校、
155 個團隊報名。本校資工系由楊朝棟教授領軍，成員來自世界各地，是一隻聯
合國隊伍。隊長為印尼籍研究生，隊員分別為台灣的研究生與中國籍大四專題
生，競賽主題為「基於 ELK Stack 的校園 Wi-Fi Log 分析系統」。決賽結果資工
系師生勇奪社群運算與巨量資料應用組銅牌與獎金三萬元。
十、餐旅系榮獲教育部「生涯學習心得競賽」兩大獎！
餐旅系張亦騏老師推動大專校院生涯輔導工作計畫，生涯融入系所專業課程
「空中飛翔職涯前哨-航空服務管理」
，協助學生進行職涯探索及自我特質可能發
展之瞭解，囊括個人組與團體組生涯學習心得競賽兩大獎。其中項 涵同學奪下
大專生涯課程學生優秀學習成果-個人組第一名，而大專生涯課程學生優秀學習
成果-團體組優勝則由李品儀、林若榛、許皓維、劉佳妤、 鍾昀達、杜昀叡、江
悅等 7 人獲獎。
【結語】
日前梅姬颱風帶來了極大的災害，預估校園全倒的樹達百棵，半倒的有近
400 棵，在教職員生協力清掃修繕，校園逐漸的恢復。校園的老樹不見茂密的樹
蔭只見昂挺的樹幹，中台灣的陽光灑落，教堂四周的草坪即使枯黃蕭瑟仍散發金
黃的溫暖。感謝董事會對東海的關愛，企盼各位支持各項校務的推動。茂駿謹代
表全校同仁敬祝曾董事長暨各位董事
以馬內利，平安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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