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海大學第 33 屆第 34 次董事會議
校務報告
王茂駿
2017 年 04 月 27 日
曾董事長、各位董事暨監察人，大家好：
雨水生百谷，百花盛開四月天，藉此機會向各位做本學期校務期中報告。我
們的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書（106-110 年）已經行政會議通過，並於 3 月 21 日
校務會議討論，決議成立「校務發展計畫審議小組」將進一步商討使之更加臻備。
企盼各位能給予肯定支持，讓我們有更多的支援，將校園做更優質完善的建設以
達成宏遠目標。
【校園要事】
一、校長率團赴馬來西亞國際交流
3 月 16 日至 19 日校長帶領國際長顏宏偉，就友室主任彭泉，教務處副教務
長周瑛琪一行人，前往馬來西亞進行 4 天 3 夜的海外交流拜會行程。行程包括姐
妹校雙威大學拜訪之旅、吉隆坡循人中學座談、馬來西亞華校董事聯合會總會交
流、姊妹校「拉曼大學」參與畢業典禮與交流，並接受馬來亞星洲日報記者的專
訪，詳細介紹東海校務發展及特色，學校與國際接軌的相關措施，對外籍生尤其
是馬來亞學生的一些獎學金與獎勵辦法，也包括雙聯學位與就業輔導和國際職場
實習等相關計畫，獲得海外媒體大幅報導。
二、印尼教育部顧問暨萬隆技職大學校長代表團蒞臨東海交流
為促進高教交流於 4 月 8 日，在教育部國際司交流科陳立穎科長的帶領下，
印尼科研暨高等教育部(RISTEKDIKTI)之首席部長顧問 Dr. Hari Purwanto、高
等教育機構總司秘書長 Dr. Agus Indarjo 及萬隆技職大學校長 Dr. Rachmad
Imbang Tritjahjono 一行四人至東海進行半天訪問交流。本校由王茂駿校長、
周瑛琪副教務長、王立志研發長、理學院楊定亞院長、工學院楊怡寬院長、國際
處顏宏偉國際長、數創學程周忠信主任及印尼境外生代表接待。這是繼去年由東
海帶隊前往印尼參加台印高教論壇後，第一次在東海接待這三位來自印尼的重量
級訪客。期許透過此機會，加強臺印之良好互動關係，並開啟日後更多的合作契
機。
三、菲律賓校長團 33 人盛大訪校交流 開啟菲國高教合作新頁
菲律賓高等教育委員會委員布里安德(Dr. Alex B. Brillantes)率領 7 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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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主管及黎剎大學系統(University of Rizal System)校長等 26 位大學校長共
計 33 人，於 3 月 6-11 日來臺進行交流，這是歷年來第一次菲國官方率領龐大校
長團來臺，本校很榮幸在 11 日，邀請菲國校長團至本校進行高等教育的交流。
餐會中本校代表與菲律賓各大學校長互動及討論熱烈，已有多家院校代表表達強
烈的研發與學生交流合作意願，預期將為本校與菲律賓的高等教育合作開啟新
頁。
四、2017 城市物聯串、巨量生智慧研討會 活動圓滿完成
本校電子計算機中心與台灣臺中軟體園區發展產學訓聯盟、台灣雲端計算學會於
3 月 28 日在人文大樓茂榜廳舉辦「2017 城市物聯串、巨量生智慧研討會」
。研討
會同時舉行台灣臺中軟體園區發展產學訓聯盟第二屆第二次會員大會，以及台灣
雲端計算學會第六屆第一次會員大會暨理監事選舉，現場計有各界來賓與教師、
學生 200 人參加，互動交流熱絡。此研討會是本校繼去年 5 月 27 日舉辦第一屆
活動後，今年接續辦理的第二屆會議，主題涵蓋了現今資訊發展所有最新技術包
含物聯網、巨量資料、雲端計算、智慧工廠、綠色能源等議題。
五、2017 愛在東海，植樹週 打造綠色優質校園
今年植樹週於 3 月 9 日至 15 日，本次活動由校友總會、社會資源發展委員
會主辦，另邀請到台中市政府、各地區校友會、EMBA 校友會、EMBA 研聯會、企
業精英協會、東海大學附屬學校、就業輔導暨校友聯絡室、總務處及東海大學學
術發展文教基金會協助辦理，活動當日邀請到台中市政府教育局劉副局長、建設
局臧副局長、農業局王主任秘書、鄭愁予大師及校友總會黃總會長、EMBA 校友
會陳會長、EMBA 研聯會楊執行長、台中市全人家長會長協會、香港校友會代表
陳俊吉學長等嘉賓參與，許多校友紛紛響應、會場熱鬧空前。
六、本校電算中心取得 CSA STAR 認證
本校電算中心於 2007 年即取得 ISO 27001：2005 國際資訊安全認證，2015
年並完成 ISO 27001：2013 轉版認證，2016 年 9 月再獲得 CSA STAR 國際雲端安
全認證，成為全國第一所通過此認證的大學。3 月 15 日行政會議舉行授證儀式，
邀請 SGS 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張日聖資深營運總監與 CSA 台灣雲端安全聯
盟蔡一郎理事長到校，共同將 CSA STAR 證書授予本校。東海獲得 CSA STAR 證書
代表了本校對各項資訊安全的重視，特別是現階段與未來校務計畫在智慧校園的
積極發展，亦將持續確保資訊安全的運作。
七、東海國際週「跨越 62 開啟新時代」
2017 年國際週 3 月 21 至 23 日起連續三天，今年的主題為「跨越 62 開啟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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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
。各國傳統舞蹈揭開序幕，由日本學生帶來日本傳統豐收舞蹈、港澳及印
尼和馬來西亞學生則帶來各國的歌唱表演，大陸學生並演奏國樂。不僅如此，來
自日本白百合高中的三十位師生代表也在現場感受不一樣的國際週氣氛，參觀各
國文物與享受不同國家美食。移民署並連續四年與學校策略結盟，於活動期間擺
設諮詢站，以期解決境外生簽證上的疑惑以及台灣人的入出境問題。
八、本校推動跨校實習平台 各界熱烈響應並肯定
3 月 22 日本校舉辦「國際職場專業實習招生說明會」
，企業熱烈響應，包括
安侯(KPMG) 、安永(E&Y)、資誠(PWC)、正新橡膠、宏全國際、永信藥品、金統
立、澄的電子、健豪印刷、綿春纖維、九興服務、顯榮國際、怡利電子共 14 家
優質企業參加，提供 160 個實習機會，且提供實習生每月至少 2 萬 5 千元之實習
獎助金。國際職場實習發展中心積極推動雙向實習平台，除了義大利、德國之外，
未來將與早稻田大學、印度孟買大學、德國理工大學九校聯盟(TU9)合作，提供
學生雙向實習的機會。未來將開設「國際職場專業實習學分學程」
，對教導產業、
公司、產品及電腦軟體等實用的技術，以補足傳統大學學術專業與產業實務的落
差。
九、2017 東海姊妹校日活動
本校於 3 月 24 日舉辦全球姊妹校日活動，共有來自日本、法國、比利時、奧地
利的姊妹校 8 所 10 位代表來校。參訪議程由顏宏偉國際長主持歡迎會並介紹本
校國際化教育推動現況。當天同時在德耀路舉辦姊妹校博覽會，展示 30 多所姊
妹校文宣及簡介影片。本校首度舉辦姊妹校日活動，參與的姊妹校有日本沖繩國
際大學、東海大學、鳥取大學、櫻美林大學、群馬大學、比利時管理學院 ICHEC、
奧地利因斯布魯克管理學院、法國 IAE 蒙比里埃大學等。期待經由國際處的多樣
推廣活動，更加提升本校學生與世界高等教育的接軌。
十、本校辦理日本仙台白百合學園海外研習 SGH 活動
日本仙台白百合學園因獲得日本文部科省 SGH(Super Global High School)
獎助，前往海外進行考察活動，而東海今年是第 2 年被選為研習基地。此次學生
依研究主題，分為六組於 3 月 19 日至 23 日來台進行異地考察。本次研習日方師
生共計 30 名，為達高教宣傳目的，訪問期間特別規劃專業課程並請相關科系老
師協助指導，參與師生均表示藉此機會可更深入了解本校辦學特色及學術能量，
以作為日後來臺升學之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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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工程】
校內重大工程報告進度如下：
(1) 棒壘球場休息區校舍新建工程─申辦建造執照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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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配合使用執照申請，有關「景觀學系系館教學空間改善裝修工程」3 月 24
日決標，4 月 1 日起核算工期 40 日曆天完工(5 月 10 日完工)；裝修工程完
工日起 31 日曆天需取得使用執照，預計 6 月 11 日取得。
(3) 美術工坊校舍興建工程─申辦建造執照作業。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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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4 日工程發包，預計 7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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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建築執照送件相關計畫報告(地質鑽探、地下水
補注、簡易水保、加強坡審)整備中預計 106 年 09 月 30 日取得建照後進行
消防對圖施工審查，預計 106 年 12 月 31 日審查核准後送使用執照申請書。
預計 107 年 1 月 31 日取得使用執照。
(6) 第二期(教育部列管 19 棟)補領使用執照案─材料庫房及營繕工房停用。14
棟台中市都市計畫法頒布 62 年 12 月前興建建物，使用執照申請書送件審查
中。3 棟 62 年 12 月以後興建建物(花園餐廳、休閒中心及廢液暫存中心)依
據最新建築法規補請使用執照。
【師生及校友獲獎訊息】
一、工工系系友人才輩出

產業高階經理人的搖籃

本校工業工程與經營資訊學系校友蕭志弘本月接任面板大廠群創光電總經
理，並兼任營運長。繼 2009 年本系林盛昌系友榮任華映總經理，後又同時任凌
巨科技董事長。此次群創光電董事會通過由工工系蕭志弘系友擔任總經理暨營運
長。台灣前三大的面板公司中的二大公司總經理皆由東海工工系系友擔任。
二、東海足球隊獲大專校院足球聯賽全國第三名
中華民國大專校院 105 學年度足球運動聯賽預賽、複賽及決賽於 105 年 12
月至 106 年 3 月 18 日止於北中南東四區舉行，參賽隊伍高達 33 校，本校足球校
隊榮獲大專校院 105 學年度足球運動聯賽一般組第三名。東海大學足球隊員，除
了本校統計系的右翼球員楊鎧蔚、當家門將物理系的張鈞睿等選手來自台灣外，
其他隊員來自中國、阿根廷、日本、美國、越南、印尼、馬來西亞、澳門、香港
等國家，可謂足球界的小型聯合國，展現本校國際化的特色，更造就本校足球隊
多元堅強的實力。緊接下來將備戰 5 月於嘉義舉行的全國大專校院 105 學年度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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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制足球錦標賽，持續為本校爭取更高榮譽。
三、學生會參加大專校院學生會成果競賽榮獲特優獎
3 月 25 至 26 本校由學生會會長及議長代表參加教育部青年發展署主辦的
「106 年大專校院學生會成果競賽暨觀摩活動」，在全國近 100 所大學校院的競
爭下榮獲特優獎的殊榮，也是歷年來的第一座特優獎牌。本校學生自治運作在八
項評比當中(行政運作、立法運作、選舉制度、學生權益、活動績效、財務控管、
校務參與及整體性評分)獲得肯定，這也象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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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2017 高雄獎」美術系系友和學生表現優異
「高雄獎」今年邁入第 21 年，是台灣最具代表性的美術獎項之一，2017 高
雄獎由高雄市立美術館主辦，經初、複選兩階段嚴謹遴選，選出高雄獎首獎 5
名，優選 8 名，入選 23 名。本校美術系 2 位校友獲得首獎，為 105 年 6 月畢業
之校友：鍾佩蓉（101 級學士班）及廖敏君（97 級進修學士班畢業、102 級碩士
班畢業）
。另外，入選 23 名中則有 4 位為美術系系友或在學學生，水墨、膠彩類
為葉采薇（96 級學士班）
、林莉酈（88 級大學部、98 級碩士班）
；油畫、壓克力
類為鄭薇（104 級碩士班在學）；新媒體類為陳肇驊（103 級碩士班在學）。
五、畜產與生物科技學系大一學業優良獎學金
畜產與生物科技學系於 2 月 25 日在本校法學院波錠廳，舉辦畜產與生物科
技學系第 105 年度「大一學業優良獎學金」頒獎典禮，本年度得獎學生共二十二
名，師長與家長們齊聚一堂。該獎學金是由畜產與生物科技學系傑出畢業校友劉
正忠，同時也是瑞基海洋生物科技股份公司之董事長所提供。獎勵在大一全學
年，系上排名前三十、學業優異且於勞作成績達一定標準的學生，給予一萬至三
萬元不等的獎學金，以茲鼓勵。
六、義大利 TIP 實習計畫圓滿結束 學生表現深受各界肯定
本校與義大利佩魯賈大學(Perugia University)合作之「台灣-義大利國際
職場專業實習(Taiwan-Italy International Internship Program, (TIP)計
畫」，每年選送 10~15 位全台大專院校各校各系的碩士班或大學部高年級學生到
義大利的國際型企業實習 5 個月。1 月 22 日佩魯賈大學在佩魯賈市中心的 Sala
della Vaccara 舉辦「第七屆」結業式。本校經濟系宮璉與工設系陳律瑾共同在
CHIAVARI 高級訂製家具實習，因應義大利去年地震頻繁的需求，結合彼此的商
業管理與工業設計的專業知識共同合作，提出符合經濟效益、具設計感又能在地
震時保護人身安全的防震家具設計企畫，充分展現跨領域學習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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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資工系楊朝棟老師指導碩士生劉人豪榮獲 105 年中華民國資訊學會
「碩博士最佳論文獎」佳作
105 年 7 月甫自本校資工系碩士班畢業的劉人豪同學，經指導老師楊朝棟教
授強力推薦，參加中華民國資訊學會(IICM)主辦之 105 年碩博士最佳論文獎之遴
選，由於研究表現優異，榮獲「佳作」，並獲頒發獎狀乙幀及獎牌。今年此獎僅
有兩所私立大學同學獲頒此殊榮，實屬難得。
【結語】
以上是這次會議的校務報告。復活節已過，象徵著對生命的積極回應與新生
的喜悅，春到心頭，福到手頭。謹此敬祝曾董事長暨各位董事、監察人
以馬內利，平安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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