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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大學第 210 次校務會議 

校務報告 

王茂駿 

2016年 12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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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12日晚上，全校聖誕燈飾

點亮，而今年以《聖誕解密》為主題的東海聖誕系列活動也隨之展開。夜幕中樹

海閃著光芒，在寒冷的溫度裡，閃耀一整年的能量！ 

    為凝聚本校發展願景，並落實願景的實踐行動計畫，行政團隊在研發處的統

籌下，從今年 2月到 9月間，針對校內行政、學術單位，國內外校友，及董事會

成員等，舉辦多次討論會與共識會。9月的全校導師會議，我們向全體教師報告

106-110學年度學校的願景、目標以及發展重點。同時成立六個發展構面規劃小

組：基礎與專業、品格與領導、研究與發展、國際鏈結、優質環境以及高效經營。

分別由教務長、學務長、研發長、國際長、總務長以及詹副校長擔任各小組召集

人，邀請校內相關同仁討論提供建議。上週 12月 12-13日我與董事長邀請了海

內外諮議委員召開了「東海大學 2016年校務發展暨諮議委員會議」共商東海發

展計畫，得到許多寶貴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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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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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進度為二樓頂板完成。 

(3) 美術工坊校舍興建工程─有關設計圖說、預算等繳交相關問題函告 12/15

前函復。 

(4) 105年校園改善無障礙工程—預計 12月 15日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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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日開工。105年 11

月 10日工程竣工，預計 106年 1月 20日取得使用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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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要事】 

一、2016年校務發展暨諮議委員會議 

    12月 12-13日舉辦「2016年校務發展暨諮議委員會議」，主要針對 106-110

中程校務發展規劃說明與探討，此次邀請了林南、鄭永齊、劉鴻文、吳仲義等傑

出校友院士，以及車王電子董事長蔡裕慶、捷安特執行長羅祥安、茂利投資總經

理鄭清和、賈氏基金會董事長賈培源、P&K Microbiology Services, Inc.前董

事長楊金山等業界專家來參加，另有美國喬治亞理工學院製造執行長王緒斌、南

華大學學術副校長吳萬益、銘傳大學教育暨應用語文學院院長呂木琳與清華大學

榮譽講座教授劉烱朗，為東海共商未來發展，藉以廣納各方專業意見，爲學校中

長程發展提出寶貴建言。 

二、東海聖誕節《聖誕解密》全校聖誕燈飾點亮東海 

    12月 12日晚上，全校聖誕燈飾點亮，今年以《聖誕解密》為主題的東海聖

誕系列活動也隨之展開。包括：教堂草坪的聖誕密境、全校聖誕裝置藝術、圖書

館一樓展區的聖誕櫥窗故事、空中英語教室聖誕晚會、音樂系聖誕音樂會、路思

義合唱家聖誕音樂會、教職員聖誕音樂午會、聖誕暮光音樂會等，這是一個最大

的聖誕節秘密，開啟歸家之路的鑰匙。 讓「天、人、物、我的相遇」，綻放出這

道路上真平安的光。 

三、61 週年校慶活動，充滿活力和歡樂氣氛 

    11月 2日是本校創校 61週年校慶，歡慶活動包括創意啦啦隊競賽、校友團

契校慶感恩禮拜、校慶主日崇拜、畢業 40、50周年同學會、傑出校友表揚大會

暨校友返校日餐會、香港校友會三十週年慶等活動。當天學校舉辦「東海大學校

園建設竣工聯合感恩禮拜」，有「銘賢堂整修工程竣工啟用典禮」、「綠之心工程」、

「綠之心步道(桂花步道)」以及「東海牧場停車場竣工啟用典禮」，特別感謝第

二屆畢業校友的捐贈，使校園的設施更加完善。校慶運動會開幕式，由企管系及

會計系啦啦隊比賽冠亞軍進行表演，啦啦隊結合戲劇，肢體動作俐落加上創意道

具，獲得滿堂喝采。由東大附幼的小朋友帶來的企鵝舞，萌樣讓台上台下的師生

開心不已。 

四、全球校友返校餐會暨傑出校友表揚大會 

10月 30日第 17屆傑出校友遴選委員會遴選結果出爐，本校表揚本屆獲選

的五位傑出校友，包含田弘茂、孫康宜、何傳馨、王振寰、蔡其昌。11月 2日

校慶當天盛大舉辦「全球校友返校餐會暨傑出校友表揚大會」，校友們熱情參與

席開四十桌。第十五屆傑出校友黃騰輝藝術家，特別贊助限量 1000份的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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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黃騰輝藝術年曆，並由鄭愁予大師及黃騰輝藝術家當場簽名，活動捐募大師講

座經費。義賣簽名會受到現場校友們熱情贊助。 

五、節能減碳獲肯定 榮頒「低碳城市傑出貢獻獎」  

本校節能減碳獲得肯定，台中市政府低碳城市推動辦公室 11月21日表揚「第

二屆台中市低碳城市傑出貢獻獎」得獎者，由市長林佳龍頒發獎座予東海大學、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等 10名得獎者，希望藉由頒發獎座，激勵大家善盡一己

之力，為改善居住環境更加努力，為地球節能減碳，帶給全人類更多的幸福與快

樂。 

四、科普教育大串聯 本校與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締結聯盟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與東海大學，12月 6日為了更長遠與深層的合作，雙方

由館長孫維新及校長王茂駿代表簽署合作協議書，讓科學普及度更為廣闊，於教

育界向下扎根。雙方合作方式包含：1.東海大學可選派教師或學生至科博館研習

科普教育推廣及數位化的資源。2.雙方可派員支援對方相關合作項目所需之專業

師資。3.科博館得提供東海大學各系所學生之實習或見習機會。而合作的範疇包

含：1.協助研發科普教育之教學法。2.協助科普教育分群推廣。3.培養科普教育

教學人才。4.設定共同研究議題。5.共享相關研究資源與鼓勵人才交流。6.建立

雙方國際化網絡互惠平台。 

五、2016智慧校園創新應用競賽暨研討會 活動圓滿完成 

本校電子計算機中心與台灣中部科學園區產學訓協會、台灣臺中軟體園區發

展產學訓聯盟、國立中山大學雲端計算與服務跨校資源中心於 11月 29日在人文

大樓茂榜廳、藝術中心舉辦「2016智慧校園創新應用競賽暨研討會」。大會同時

舉行「智慧校園創新應用競賽」決選，共計有 20校 29隊伍 112位同學一路從初

賽挺進至決賽，競爭激烈，現場來賓與學生超過 230人。 

六、東海大學校友立法委員餐會 活動圓滿順利 

本校台北市校友會、政治系系友會於 11月 28日聯合盛大舉行東海大學立法

委員校友聯誼餐會。本校目前共有十位立法委員校友（蔡其昌、王惠美、李麗芬、

陳明文、楊曜、蔡適應、Kolas Yutaka、吳玉琴、張廖萬堅、王育敏），幾位委

員在繁忙的行程中利用時間前來交流，活動也在曾董事長、王校長、校友總會長

袁祝平及多位董事和校友熱烈支持下圓滿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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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104學年度榮譽生、書卷獎暨清寒學子獎學金頒獎典禮 

    11月 17日由教務處、學務處主辦，校牧室協辦「104學年度榮譽生、書卷

獎暨優秀學生獎學金聯合頒獎典禮」隆重登場。104學年度榮獲榮譽生計有 493

名、書卷獎 394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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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成立獎學金，以鼓勵每年 24位清寒優秀學子。

此外，本學年度將「陳炳崑先生紀念獎助學金」納入頒獎，該獎學金是由本校陳

一夫校友(第 52屆政治系)母親黃素履女士為追思先夫陳炳崑先生捐款設立，以

鼓勵每年 1位清寒學子認真向學。典禮由王校長頒發榮譽生獎、學院院長頒發書

卷獎給各學系授獎代表，勉勵孜孜不倦的學子們。 

八、師友制度隆重拜師 業師引導學生縮短摸索期 

    就業輔導暨校友聯絡室與化材系於 11月 12日共同舉辦企業導師拜師典禮，

期望以隆重正式的典禮作為向企業導師誠心學習的開端，讓同學們在未來離開學

校進入職場的路更加順利。2016東海大學師友制度為延續東海傳統學風，聘請

各界傑出畢業校友擔任企業導師進行貼身引導，透濄零距離的學習讓學生提早與

社會接軌。企業導師與學生之間的學習內容由導師與學員討論決定，強調言傳身

教，培育學能跨界的能力及博雅的人文素養，並且拉近校友與學弟妹距離，多一

點經驗傳承和關懷。 

九、印尼西爪哇省華文教育機構參訪團蒞臨本校交流 

    為配合新南向政策，推展境外生來臺升學管道， 11月 14在僑務委員會的

安排下，印尼西爪哇華文教育協調機構劉一江主席擔任團長帶領印尼師長訪問團

至東海進行參訪。參訪團成員主要來自印尼西爪哇地區大學及高中等教育人員共

29位，7成以上的團員皆是第一次來台，盼能透過交流活動了解台灣優質高等教

育環境，回國後提供印尼學生適當的升學資訊。透過交流，使印尼華文教育機構

參訪團對於當地學生來台升學的環境及規劃有更深入的認識，期許日後能夠開啟

更多合作機會。本校印尼僑外學生們生們協助接待，並以精采的簡報呈現他們在

東海學習、生活的感想與心得。印尼師長們對於本校在外籍生的照顧、課外活動

安排等，均表示肯定。 

十、印尼校長訪問團蒞臨本校參訪 

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為加強我國境外招生及促進華語文教育推廣，於本

11月 9日在交流接待科陳立穎科長的安排下，由印尼蘇北留臺同學會楊果奮會

長帶領印尼高中及大學校長訪問團蒞臨東海。由本校林振東副校長、電算中心楊

朝棟主任、國際學院主任 Dr. James Sims、圖書館黃皇男館長、國際處顏宏偉

國際長及同仁、印尼僑外生代表接待。參訪團成員來自印尼地區各大學及高中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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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副校長等教育人員 28位。透過此次交流，使印尼校長團對於當地學生來台

升學的環境與制度有更清楚的認識。 

十一、情牽東海 香港校友會三十週年慶 

    東海大學香港校友會 10月 28日在香港城景酒店，舉行校友會三十週年慶

典。慶祝意義深遠的時刻，由董事長曾紀鴻、校長王茂駿、校友總會長袁祝平帶

團親赴香港同賀。香港校友會長黃志嘉暨新任會長潘淑蕙，也帶領歷任的校友會

長及會員齊聚，並邀請到第一屆及第五十七屆校友傳承，共同慶賀香港校友會三

十週年暨母校六十一週年生日快樂！今年香港校友會成立了第一屆董事會，期盼

藉由董事會的成立，可以協助校友會發展。會中也頒贈捐助獎學金給本校在學的

學生，期盼母校能夠持續努力，積極邁向前景，再現往日榮耀。  

【師生及校友獲獎訊息】 

一、2016英國倫敦國際發明展 獲得三金 

第 16屆英國倫敦國際發明展，共有 15個國家參加比賽，參加隊伍約有 100

隊，台灣代表團有 9件作品參賽，其中東海大學暨東大附中學生團隊以 3件作品

參賽，分別為「太陽能遙控百葉窗」、「可調式過濾咖啡杯」、「紅外線感應電梯」，

勇奪 3金，由東海大學資管系陳澤雄教授、電機系鐘玉芳教授及外文系彭貴絹教

授指導。 

二、工設系李俐慧老師獲 105 年全國服務學習績優教案獎 

    本校工設系李俐慧老師以「社會企業與設計」課程，榮獲 105年教育部青年

發展署服務學習績優課程教案殊榮，為全國 5 個獲獎教案之一。11 月 19日於陽

明大學舉辦服務學習成果展示暨頒獎典禮，由青年署羅清水署長親自授獎。此為

本校繼 103年建築系彭康健老師及外文系郭士行老師獲服務學習績優教案、104

年獲服務學習績優學校的榮譽後，再度展現本校在服務學習領域上的傑出表現。 

三、紫錐花反毒飆舞 東海熱舞社勇奪中區大專組預賽第一 

    教育部 11月 19日在國立中興大學附屬臺中高級農業職業學校舉辦 2016紫

錐花「淨化者」全國反毒創意舞蹈大賽。本校熱舞社同學們在軍訓室彭允華主任

鼓勵之下，報名參加中區大專組預賽，不負眾望，在社長國貿二 C蔡德磬同學縝

密規劃、聯繫協調，帶領郭哲志、郭泰辰、雷正、王張皓威、陳胤廷、陳浚帆等

六位同學共同腦力激盪，編舞勤練，將創新功夫舞步融入反毒意涵，精湛舞藝演

繹吸毒各種態樣，並以功夫意象詮釋反毒決心，獲得評審肯定與台下觀眾掌聲喝

采，勇奪中區大專組預賽冠軍，晉級決賽，將於明(106)年 3月 25日與各區冠軍

決戰新北市市民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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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工工系醫管研究團隊獲全國醫管企劃競賽團體卓越獎 

    本校工工系翁紹仁老師與清華大學邱銘傳老師共同指導兩校碩士班及在職

專班學生參加由台灣醫務管理學會首次舉辦「第一屆全國醫管企劃」競賽，於

10月 15日決賽中有 3組獲得獎項，成果豐碩並獲頒「團體卓越獎」。此次參賽

的的豐碩成果也是對工工系多年來辦理「高階醫務工程與管理碩士在職專班（Ｅ

ＭＨＡ）」，以系統化的工程管理教學引導進入醫務管理領域，積極培訓具有高度

敏銳分析及決策才能之專業醫管人員的高度肯定。 

五、工工系翁紹仁老師研究團隊榮獲「科技管理獎」 

    中華民國科技管理學會為表揚對科技管理有傑出貢獻或優異績效之個人或

團隊，以積極推展我國科技管理之學術研究與實務應用，經由學會委員會初審及

複審（實地訪察），並通過理監事會議表決通過，於 11月 4日中華民國科技管理

學會年會暨論文研討會中頒獎，每年僅有兩個學研團隊獲得。今年本校工工系最

佳決策系統研究團隊非常難得的榮獲最高榮譽之「科技管理獎」。此活動舉辦 18

年以來，全國 160多所大專院校第二所學校獲得此殊榮，也是工業工程相關科系

第一個系所獲得此榮耀。 

六、數創學程學生榮獲 2016國家地理雜誌攝影大賽佳作獎 

     本校數位創新碩士學位學程卓瑞彬同學，參加 2016國家地理雜誌攝影大

賽，獲得自然組佳作獎，11月 26日於台北三創生活園區舉行頒獎典禮。本業為

牙醫師的卓瑞彬同學，結合攝影與數位創新技術，以獨特創新的印象派拍攝法，

在國家地理雜誌攝影大賽近 5千件作品中脫穎而出，獲得佳績。 

七、本校美術系碩士在職專班學生黃利安獲得第 20屆金鷹獎 

    衛生福利部第 20屆金鷹獎於 11月 26日舉行頒獎典禮，本次獲獎者有本校

美術系碩士畫家黃利安，黃同學不畏自身肢體障礙及癌症，有著積極樂觀又向上

的人生態度，更重要的是他熱心公共事務、回饋社會的精神足為本校其他同學之

表率。 

【結語】 

    明天是節氣的冬至，有勞大家前來共議校務，祝福大家幸福平安一整年！即

將到來的聖誕節，教堂平安鐘聲為你我而響，希望大家不要錯過聖誕佳音。 

茂駿謹此敬祝各位委員 

聖誕平安，福杯滿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