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海大學第 33 屆第 33 次董事會議
校務報告
王茂駿
2017 年 03 月 13 日
曾董事長、各位董事暨監察人，大家好：
「臘雪化為流水去，春風吹出好山來」春意縈繞在眼前，整個校園充滿生機
和活力。新學期的開始，很開心藉此會議向各位概要報告近期校園要事及校園建
設工作。在創新卓越方面，我們建置了新的產學共創平台，由業界人士出資整修
A-house（作為共創基地）並帶領幾位學生實作實習，開發新產品，並將獲利一
部份回饋學校，是非常特別的合作模式。另外，我們成立了第一個新創公司，由
法學院團隊組成國際顧問公司。再者，我們的乳品加工廠也推出了新產品-cheese
棒業已開始販售。很特別的是，廠內價值數百萬元的生產設備是由一位在竹科開
公司的白俄羅斯人捐贈。在溫馨友善校園方面，我們推出了彈性上、下班制度；
為年輕老師提供了托嬰中心評選的服務；為年長退休同仁提供基本的宿舍水電維
修服務。在硬體方面，我們完成了綠之心桂花步道的鋪設，啟用了電動巴士作為
第一、第二教學區的接駁公車。其他還有一些有形、無形的校園建設工作都在持
續進行中。
【校園要事】
一、創新聚落 Champ Home 產學合作與人才培育中心揭牌
106 年 3 月 2 日舉辦創新聚落「就業輔導暨校友聯絡/Champ Home 產學合作
與人才培育中心」東海路 41 號揭牌儀式。本校將校內舊式庭園宿舍老屋，藉由
熱心進駐廠商，一棟棟進行有計畫性完善的翻新，優質企業加入，共同攜手校方
推動產學合作、人才培育等計畫，並醞釀中台灣的下一個產學研創新學習基地。
感謝捐贈企業耗資千萬修繕此場域，未來除了成為產學合作、人才培育與創新聚
落的領頭羊，帶動東海大學的整體發展，成為產學人才培育中心的典範。未來期
待校園老屋、舊校舍能參考這個模式，引進更多企業帶領學生學習。
二、法學院團隊組成國際顧問公司
我們成立了第一個新創公司，今年 2 月 10 日在第二教學區產學大樓一樓公
司總部舉行開幕茶會，在花海與祝福聲中，東海國際顧問有限公司正式成立，由
本校法律學院教師組成，擁有實力最堅強的法律團隊，專門提供行政機關、法院、
企業與個人各種法律諮詢與服務是國內極少數具備全方位法律服務的顧問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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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院系博覽會熱鬧登場 各系特色壓箱寶展示出爐
本校於 2 月 19 日舉辦 Open Campus 院系博覽會，全校總動員，包括有文、
理、工、農、管理、社會科學、創意設計與藝術、法律、國際學院等 9 大學院
34 個學系，以及 2 個學位學程全部參與、齊聚一堂。本次院系博覽會，除了邀
請高中生及家長感受東海的人文之美與優質環境，現場並舉辦了六場各院大型書
審及面試技巧的分享會，會中也介紹大學最新潮流磨課師線上課程。
四、2017 大學博覽會 北中高三場 圓滿落幕
2017 大學博覽會於 2 月 24（五）
、25（六）
、28 日（日）同步在台北、台中、
高雄展開。本校於三地設攤，除了有各學系的學長姐說明系所簡介、系所特色及
校園生活等資訊外，更有教務處、公關室同仁及多位師長在現場為高中學子們解
惑。
五、建構友善校園職場 東海與三家托嬰中心簽約
為打造工作與生活平衡的友善職場，增進員工福利，105 年 12 月 19 日上午
十點在本校第一會議室，與格安諾予、小熊多元智慧、知愛家三所鄰近校園的托
嬰中心辦理簽約，便利有托嬰需求的同仁之服務與選擇。東海是一所完整的教育
學苑，從幼兒園、小學、國高中、大學到碩博士班的教育大學，目前缺少 0-2
歲托育服務。本學期初有老師詢問校方提供托嬰服務，人事室即積極有效率的協
助學校老師同仁遴選出優質、符合學校鄰近的三家托育機構。
六、2017 春節聯誼茶會 金雞報喜互祝平安
106 年春節聯誼茶會於 2 月 13 日上午在中正紀念堂前廳舉行，新任主管、
新進教師、東海教職員及退休的師長、同仁齊聚一堂，恭賀春釐互祝平安喜樂。
校長在致詞時表示，感謝大家過去一年的辛勞，在全校教職同仁的努力下替東海
大學推動許多新政策及福利，如與三家托嬰中心簽約、推動校園電動巴士促進綠
色友善校園，以及乳牛牧場推出新產品起司條…等。期望經過春節假期的充電與
休息後，教職同仁們再繼續為東海努力。
七、106 年境外生春節聯歡晚會
本校國際處於 106 年 2 月 19 日在潮港城國際美食館舉辦「106 年境外生春
節聯歡」晚會，共有近 500 位境外生及師長參加。本次活動以「家之所在，心之
所在 Home is Where the Heart is」為主題，東海這個大家庭串起每位境外生
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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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東海大學起飛計畫「新春送暖愛心活動」、「關懷長者敬老活動」
學務處生輔組起飛計畫辦公室於 106 年 1 月 15 日舉辦「新春送暖愛心活
動」
。活動當天由生輔組蘇 馨組長帶領本校師生一早即前往「自己做烘培俱樂部」
製作點心、蛋糕，結束糕點製作後，一行人更馬不停蹄地前往位於台中市北屯區
的「慈愛智能發展中心」，除了贈與手做糕點禮物，傳遞關懷與溫暖之外，還安
排了精彩的表演節目。期望慈愛智能發展中心的孩童在農曆過年前感受到社會滿
滿的愛與溫暖。
另外，2 月 9 日學務處生輔組東海大學起飛計畫在台中市善心園老人長期照
顧中心舉辦「關懷長者敬老活動」，活動主旨在於提供本校學生學習服務長者、
回饋社會的機會，希望藉此拋磚引玉，讓更多學生參與服務學習，落實關懷長者
之正向理念。
九、東海大學與中彰榮家合作 東大附中加入認識高齡健康生活行列
本校長期與中彰榮民之家攜手推動高齡計畫，去年 9 月企業管理學系周瑛
琪教授邀請東大附中一起加入高齡健康之行列。105 年 12 月 30 日在東大附中三
樓會議室舉辦「中彰榮家成果發表會」
，由大學部與附中學子一同發表三項主題。
老人照護是當代社會重要的議題，東大附中與東海大學攜手參與中彰榮家高齡生
活規劃，產學合作能讓學子接觸多元化學習，期許能深化教育向下扎根，與照護
的多向交流，期展望豐碩成果對社會有所助益。
十、EMBA 校友會 超過 400 位校友 參與盛大交接典禮
東海大學 EMBA 校友會於 106 年 1 月 8 日在台中心之芳庭舉辦第十屆理事長
交接典禮。第十屆陳建財理事長(翔宇貿易有限公司董事長)從第九屆林逸倫理事
長(安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接下印信及會旗，象徵 EMBA 校友會展開另一
頁新的歷史。交接給典禮由王茂駿校長擔任監交人，超過 400 多位校友、師長與
貴賓參與本次盛會，創下歷史新紀錄。
十一、博雅書院展翅營 飛翔的開始
博雅書院於 1 月 16 日至 20 日，與戶外領導中心合作，針對第七屆書院生進
行期五天的「展翅營」
。首先全體 37 位參與者以自主方案學習(Active Learning
Project, APL)團隊為單位分組，每個人需要背負 10 公斤的行李，花費 4 天的時
間，徒步與夥伴從恆春走到旭海將近 50 公里的路程。接著是回到學校進行引導
反思課程。最後邀請本校校友張平康學長(16 屆化工系)，分享他在群體生活中
的「領導」與「團隊」經驗。

3

十二、工工系與泰國亞洲理工學院簽訂碩士雙聯學位
本校工工系近年來深耕與東協國家的教育合作交流，雙方有多次師生互訪的
交流行程。特別是與泰國學術機構的交流，近期有重大突破，該系與泰國亞洲理
工學院(Asi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IT)於 2016 年 12 月 26 日簽訂碩士
雙聯學位，依據該合約，學生修滿兩校畢業所需學分與完成論文後，即可取得東
海大學與泰國亞洲理工學院兩校正式碩士學位，相信未來雙方在此基礎上，必能
建立更為緊密的合作關係與交流。
十三、105 學年第一學期｢陸生聯合培訓專案｣ 圓滿結訓
本校 105 學年第一學期｢陸生聯合培訓專案｣學生計 195 員（含二位香港嶺南
大學學生）
，於 106 年 1 月 13 日下午 1 在路思義教堂舉行隆重的結業典禮。本學
期聯合培養專案共有來自大陸各省共 20 所高校及香港嶺南大學合計 195 名學
生，其中北京理工大學珠海學院、陝西科技大學及福建農林大學等三所學校因派
訓學生較多，並各指派一位教師隨行，除了協助學生生活、課業輔導外，並實際
至相關系所參訪交流，成果豐碩。
十四、本校圖書館、中國文學系合辦之「文學‧思想‧藝術─徐復觀先生學術論
壇暨圖書館典藏徐復觀先生手稿整理計畫成果發表會」 圓滿落幕
本校圖書館、中國文學系於 12 月 3 日在良鑑廳舉行「文學‧思想‧藝術─
徐復觀先生學術論壇暨東海大學圖書館典藏徐復觀先生手稿整理計畫成果發表
會」，以論壇的形式，探論徐復觀先生的學思歷程與學術成就，以及徐先生研究
的可能方向。並藉此機會，發表「東海大學徐復觀先生手稿整理計畫」成果。當
天的論壇中，與會學者各就其專長與對徐先生研究的關注，進行專題講演、和主
題討論與圓桌會談。本次論壇，既思考徐先生對台灣人文傳統的啟發，也細究了
徐先生所留下的思想遺產，更凸顯徐先生之於東海大學乃至台中的意義。在這所
佈滿徐先生足跡和記憶的校園裡，與會學者以熱烈的發言，表現出對徐先生的敬
意與孺慕之情。
十五、浙江省寧波大學 來校交流訪問
寧波大學副校長邵千鈞率領校長辦公室主任樂傳永、研究生院院長李國平、
外國語學院院長屠國元、建築工程與環境學院院長鄭榮躍、科學技術學院院長陳
君靜及港澳臺辦公室副主任徐崇賢等，於 105 年 12 月 27 日拜訪東海，由本校副
校長詹家昌親自接待，同時請文學院院長江丕賢、工學院院長楊怡寬、建築系邱
主任浩修出席與寧波大學交流。會議中兩校均表達積極的合作意願並規劃未來的
合作計畫，將由互派交換生、教師互訪等為初步、次第朝向聯合授予學位、學術
研究等深入交流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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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工程】
校園整體規劃為學校未來發展之重要參考依據，經專案評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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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公司目前已提出校園規劃期中報告，核心議題包括 1. 東西連接、2.
東海品牌、3.營運招商…等，並提出推動雙基地溝通的程序、啟動營運招商團隊
遴選及集中發展創造新象…等建議。將向各位另做專案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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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景觀學系教學空間改善工程─105 年 5 月 18 日開工，106 年 1 月 31 日完工。
(3) 美術工坊校舍興建工程─有關設計圖說、預算等事務所預計 3 月初送交。
(4) 東海北路與力行路交接處部分建築重建案─1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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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設計規劃中，預計 106 年 3 月初工程發
包，6 月 30 日完工。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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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10 日工程竣工，目前建築執照送件處理中預計 107 年 1 月 31 日取得
使用執照。
【師生及校友獲獎訊息】
一、2017 年動物行為生態研討會 生科系學生表現亮眼
生命科學系生態組學生於 106 年 1 月 23 日及 24 日舉辦的「動物行為生態研
討會」表現亮眼，在近 305 篇論文作品脫穎而出：五組論文宣讀獲得佳作；三組
壁報展示獲得優勝、一組獲得佳作，是全國大專院校獲獎最多的科系。九篇獲獎
作品，有三件是大學部學生畢業論文，與研究生同台競賽並獲獎，表現優異。
二、生科系林惠真老師與溫國彰老師 榮獲營建署評鑑優等之榮譽
本校生命科學系林惠真教授與溫國彰助理教授共同主持之 104 年度國家重
要濕地保育行動計畫-彰化沿海重點底棲生物及經濟魚種調查監測，榮獲內政部
營建署評鑑成績優等之榮譽，並於 106 年 1 月 20 日在營建署舉行頒獎典禮。計
畫因研究團隊間的合作無間，以及兩位計畫主持人的認真督導，才得以獲得如此
優異的評鑑成績。此亦顯示，東海生科系內，教師間不同專長的相互配合，產生
更多的研究能量投注於台灣的濕地生態，使東海生科系在中台灣的濕地研究佔有
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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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華語中心張芮君老師榮獲 2016 年台灣對外華語優良教師「華育獎」
本校國際教育合作處華語教學中心資深講師張芮君老師，榮獲台灣華語文教
學學會 2016 年台灣對外華語優良教師「華育獎」
，並於 105 年 12 月 24 日在中原
大學活動中心音樂廳授獎。張芮君老師自 1976 年起即在本校華語教學中心任
教，多年來在教學上卓越的表現，中心師生有目共睹，堪稱中心的傳奇人物。
四、教職員網球隊隔 35 年再度奪冠
106 年度全國大專教職員網球錦標賽於 1 月 21 日至 23 日在國立中正大學盛
大舉行，全國有 42 所大專院校教職員工網球好手參與這次盛會。本校教職員網
球隊報名參加首長組、男子長青組、男子乙組。計有九位老師參與這次比賽。其
中五位具備長青組（五十五歲以上）資格的老師，不僅傳承經驗、率先出擊，更
是軍心穩定的基石。睽違 35 年本校重拾全國乙組冠軍滋味，首長組亦獲亞軍，
誠屬不易，可喜可賀。
首長組亞軍：林振東副校長、黃光裕主任
男乙組冠軍：黃光裕／勞安中心主任，彭允華／軍訓室主任，林啟超／師培中心
主任，陳耀輝、張敬堂、郭哲君、林羿志、吳建志／體育室老師，關永才、江智
民／生科系老師，李明煌／國貿系老師，羅能文／畜產系老師，陳秋政／行政系
老師，張仁宗／化學系助教
五、本校美術系友黨若洪 榮獲 2016 臺北美術獎首獎
「臺北美術獎」係由臺北市立美術館主辦的年度藝術競賽盛事，是國內最具
前瞻性、指標性的視覺藝術競賽獎項之一，多年來鼓勵優秀藝術家創作富有內涵
與時代精神的藝術作品。本屆「2016 臺北美術獎」
「首獎」得獎者為本校美術系
友黨若洪脫穎而出，獲得獎金新臺幣 55 萬元，同時將受邀於北美館舉辦個展。
六、高考榜上建築師 東海建築表現亮眼
105 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建築師於二月初由考選部公布放榜。本
校建築系校友表現出色，在建築師考試中大放異彩，大學部校友計 10 人、研究
所校友計 13 人，共有 23 位成為準建築師，占全部錄取人數的 8.01%。由於本校
建築系每年畢業生的人數只佔全國各學校畢業可考建築師資格總人數的 4%，按
照招生與畢業人數之比例計算，此次建築系考試本校系友錄取人數比例相當高。
七、本校參加教育部醫藥及農業生技創新創業競賽榮獲全國銅獎
本校參加 2016 年教育部生技創新創業獎全國大賽，與台大、陽明、清大、

6

成大、中興及交通大學等團隊競賽，榮獲全國銅獎等獎，並於 105 年 12 月 17
日在中興大學接受公開表揚。本校生命科學系趙偉廷副教授和化材系彭心儀博士
所帶領的賀美生醫團隊在醫藥生技組以大腸癌雙標靶新藥奪下醫藥生技全國銅
獎；化學系龍鳳娣主任及化材系顧野松主任所帶領的 Racclean 團隊所研發的嬰
幼兒抗菌商品獲得佳作及最佳人氣獎。在農業生技組以畜產系謝長奇主任帶領的
膜麗森林團隊研發的生物機能性修復膜將鹿茸萃取物運用在癌友治療獲得佳作
獎項，元源不絕團隊則獲得最具潛力獎。
八、化材系學生發揮創意參與「康寧創星家－創新應用競賽」獲佳作獎
台灣最大外資製造商台灣康寧顯示玻璃股份有限公司舉辦第二屆「康寧創星
家－創新應用競賽」, 以激發青年學子的創新創意潛力。本屆競賽從 760 位參與
同學組成的 230 個參賽團隊中，精選前 20 名，參與由康寧舉辦的創星家工作坊，
並於 12 月 16 日(五)在台灣創意設計中心創意劇場（台北）舉行創新應用競賽之
決賽，由本校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顧野松主任帶領的山豬飛上天團隊，隊員
分別由化材系大四學生莊凱晴、李芫瑄、陳怡文和助理邱允繹（Maurice）組成。
榮獲佳作獎。
【結語】
一年前有幸受託返回母校服務，此刻，校務發展計畫漸具雛形，友善校園規
劃漸次啟動，教研能量與校務經營蓄勢待發。如同待吐新葉的植株，期許大地的
養分與蔚藍的天光，孕育我們成為林蔭，為東海人的生命帶來清新。感謝董事會
對東海的關愛，請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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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