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海大學第 212 次校務會議
校務報告
王茂駿
2017 年 05 月 23 日
各位委員，大家好：
我們的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書（106-110 年）已經行政會議通過，並於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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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會議將再次討論此計畫書，希望各位能給予肯定支持，
共築四大策略、六大發展構面的中長程計畫，積極推進東海成為創新卓越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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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學合作傳捷報 校內跨院系成功整合
Target 為美國第二大零售百貨集團，是全世界最著重設計創新與通路管理
的百貨零售商之ㄧ，4 月 24 日來台，拜訪東海大學實習合作之 Champ Home 貿易
公司。Champ Home 貿易公司是此次校園創意研發作品得以推廣至生產線並成為
市場產品的主要推手。自 2016 年度 2 月起與東海大學合作，Champ Home 貿易公
司提供本校學生至該公司實習之機會，參與設計、行銷，初試啼聲即傳捷報，產
品於今年 2 月上架，已於 Target 百貨全美通路販售，其中工設系學生所設計的
一款復活節提籃(Easter Basket)產品與 Target 設計團隊所設計之產品同步展示
於販售架上，獲得極佳迴響與好評，經 Target 該販售部門評比為 2017 季節評比
Easter Basket 類第一名產品，帶來相當於億元台幣訂單之商機。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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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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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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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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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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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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僑委會安排之印尼校長參訪團至本校交流
為持續推廣高教交流 4 月 18 日在僑委會尤正才專門委員及本校傑出校友同
時也是雅加達留臺校友會黃賢安副會長，帶領印尼校長參訪團一行 29 人至東海
進行訪問。本校由理院楊定亞院長、農院江文德院長、工工系黃欽印主任、生科
系謝明麗主任、國際學院 Dr. James Sims 主任、郭獻文主任、國際處顏宏偉國
際長、黃麗卿組長及印尼境外生代表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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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東海、靜宜聯合祈禱會 攜手落實基督教精神為社會培育人才
「東海大學、靜宜大學聯合祈禱會」4 月 27 日在本校路思義教堂舉行。兩
校每年在四月復活節左右會共同輪流舉辦聯合祈禱會，為兩校的學生、教職員、
教育校務、與福音事工祈禱，並進行兩校友好交流。這個傳統源自民國 86 年起，
今年正式邁入第 20 年。今年聯合祈禱會上，由本校校長王茂駿、靜宜大學校長
唐傳義共同讀經哥林多後書 4:1-13，兩校的教職員參與踴躍。
八、2017 東海大學「就業暨實習徵才博覽會」
本校與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中彰投分署、教學卓越計畫、起飛計畫共同合
作，於 4 月 26 日在本校校友會館前廣場盛大舉辦「2017 校園徵才博覽會」，參
與企業橫跨 14 項熱門業別，有 80 家企業進行現場求職徵才登記與面談，此次博
覽會除邀請知名外商企業進駐外，並因應產業新南向需求，共提供 5000 個以上
國內外職缺。今年有許多國際企業，包括從在美國、香港及大陸地區就業的東海
校友，特地返校徵才，除了感謝並肯定母校當年栽培，現在成了企業主提供徵才
名額回饋學弟妹。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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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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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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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2017 兩岸永續經營創新、變革與挑戰國際學術研討會
管理學院聯合管院各系及社科院經濟等系，辦理兩岸國際學術研討會，邀請
兩岸三地知名專家學者共襄盛舉，4 月 29 日在茂榜廳舉辦「2017 兩岸永續經營
創新、變革與挑戰國際學術研討會」。期盼學術界菁英能在商學管理的領域繼續
研究新議題，以協助台灣企業因應未來的挑戰及考驗。本次研討會討論議題涵蓋
許多面向，內容多元充實，冀望此研討會的舉辦，能促進國際經營管理學術與實
務界的交流，藉以整合各領域之觀點，進而提升各領域的研究及互動的能量，創
造兩岸與東南亞學術合作的新里程碑。
十二、前瞻醫療服務系統與長照系統高峰論壇暨科技部-醫療系統聯盟成立大會
5 月 6 日在學校成立「醫療系統聯盟」，主要為跨領域醫療產學服務團隊，聯
盟亦同時舉辦「第一屆前瞻醫療服務系統與長期照護系統高峰論壇」，來自政府單
位、醫療組織、醫療供應商、學界共 250 位專家學者共同參與盛會。

十三、東海大學戈壁挑戰賽「戈 12」授旗
玄奘之路國際商學院第 12 屆戈壁挑戰賽，5 月 22 日至 25 日在甘肅展開，
共有來自全球 57 所商學院 EMBA，近 2500 名的學員共同參與，本校今年有 12 名
戈友參加，學校於 4 月 29 日特地在路思義教堂前舉辦授旗儀式。管理學院院長
林修葳，也帶領各屆戈友，包括第九、第十、第十一屆戈友，以及師長暨親友團
為大家加油打氣，並一起祝福代表隊，賽事能夠順利圓滿，且健康平安的達成目
標，而眾學員也藉由國際商學院的活動，達到交流的目的。
十四、第 24 屆表演藝術月「發現計畫」
第二十四屆表演藝術月「發現計畫」於 4 月 24 日中午在中正堂前舉行開幕
式，本次以「發現」為概念，期望讓更多人發現東海文化藝術的美。今年表演藝
術月廣邀校內外表演團體參與演出，戲劇方面有上劇團及本校代面戲劇社；音樂
方面有鼓屋爵士鼓樂團及 929、絲襪小姐等多個獨立音樂人共同演出；名人講堂
則請到表演藝術家陳星合及人生藝術家 Peter Su 來校與同學分享。透過多樣的
表演活動增進東海藝文氣息，也期望透過各樣的表演，激發校內師生對表演藝術
的興趣，使表演藝術更能普及在生活當中。
十五、地球日台日共學 勞作教育耕莘田
4 月 22 日地球日台日共學掃除道今年邁入第 15 周年，本校勞作教育處師生
以第 22 屆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締約國大會（COP22）所倡議「行動！行動！行動！」
為永續環境的學習與實踐，計 80 位師生至宜蘭礁溪參加台灣美化協會。首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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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澳濱海區淨灘，在王啟桐老師的帶領下，大家同心協力展開淨灘，手持鐵夾、
清潔袋等將海灘上的垃圾清理掉；第二站「烏石港環教中心」，師生們學習大海
的生態多樣性與環境保育知識；4 月 23 日 800 多位台日志工交叉混合分組，到
礁溪國中、國小清掃學習。參加本次台日共學對自己職涯發展有幫助者達 100%，
勞作教育處也會努力將這樣有意義的活動一直持續擴展下去，讓勞作教育為這塊
土地盡點回饋責任，於掃除道精神向上提升，向下紥根。
十六、「原氣大冒險活動」 本校師生齊動員推廣原住民文化
學務處生輔組起飛計畫辦公室為讓本校師生能親身體驗原住民族文化之
美，特地邀請全校師生於 4 月 19 日及 20 日參加「原氣大冒險」原住民文化闖關
及傳統技藝體驗等活動。除寓教於樂的闖關活動外，另也提供原住民傳統族服讓
本校同學穿著留影，以宣傳各部落的傳統衣著文化，並設置原住民傳統技藝體驗
區，邀請原住民老師來指導同學製作原住民傳統排灣族串珠手鍊及花圈，藉此引
發對原住民技藝的興趣，讓更多師生瞭解原住民文化、關懷原住民生活，以達到
回饋部落、推廣原住民族文化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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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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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觀系擬訂於 5
月 26 日(五)13:10 辦理啟用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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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之心」一樓場地委託經營案，
豐盛公司預定於 5 月 23 日開始試賣，5 月 26 日舉辦開幕活動。「綠之心」
二樓場地持續努力招商，
「古典玫瑰園」黃董事長於 4 月 25 日前來洽談。另
亦拜訪「阿 Q 茶舍」，邀請於 4 月 28 日來看綠之心二樓場地，「阿 Q 茶舍」
評估中。「綠之心」一樓場地與花園餐廳一樓之一場地委託經營，於 5 月 1
日辦理合約公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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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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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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電動巴士充電站新建工程─預計 106 年 5 月 18 日辦理工程採購發包。
【師生及校友獲獎訊息】
一、東海榮獲「臺灣最具影響力學術資源」5 獎項
國家圖書館於 3 月 31 日舉行「臺灣最具影響力學術資源」發布記者會暨頒
獎典禮，其中「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獎項分析全國 142 所大學校院
104 學年度所送存之學位論文，共計八個獎項，本校榮獲「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
加值系統」私立大學組五大獎項，在「最佳學術傳播獎」
、
「最佳學術曝光獎（I）」
取得亞軍殊榮，在「最佳學術曝光獎（II）」、「知識分享獎（I）」抱回第五名，
更在綜合性指標的「學術影響力獎」一舉摘下季軍，表現亮眼。典藏全校師生的
學術產出是圖書館的重要任務，有豐富的收藏，才能幫助全校師生以過往研究為
基礎，探索前沿研究。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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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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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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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06 年全大運

本校女子桌球隊全國第二

106 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 5 月 6 日至 10 日於國立台灣大學及各指定場地
舉行，本次參加的項目有田徑、游泳、桌球、羽球、網球、跆拳道、射箭、柔道、
拳擊等 9 個項目。本校在桌球項目女子團體組拿下全國第二。會計系吳季錦則獲
得女子桌球個人單打全國第三、經濟系碩班彭雅真和國貿系陳妮可獲得女生組桌
球個人雙打賽全國第二名、化材系紀彥安在男子柔道第一級贏得第二名、中文系
陳姵萱女子羽球單打賽第三名並與歷史系邱睿姚拿下女子羽球雙打賽第三名。另
外本校多名選手在羽球、田徑 100 公尺、200 公尺及混合賽、女子跆拳道等項目，
皆有不錯的表現。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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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制足球錦標賽，持續為本校爭取更高榮譽。
六、大專女子籃球聯賽東海榮獲全國第四名
105 學年度大專籃球聯賽於 105 年 12 月至 106 年 3 月底止於中區舉行預賽、
複賽及全國賽，本校於預賽以四戰全勝之姿取得分組第一，晉級中區決賽。在中
區決賽首戰以分區第三名進軍全國大賽。全國大賽由各區脫穎而出的 24 支隊伍
於台中僑光科大點燃戰火，本校女籃再度創下輝煌佳績，拿下大專校院 105 學年
度大專籃球聯賽全國第四名。
七、教職員羽球隊榮獲男甲團第三、女團第四和混雙第一
106 年度全國大專教職員羽球錦標賽於 4 月 6 日至 8 日在長庚科技大學舉
行，全國有 39 所大專院校教職員工參與。本校教職員羽球隊報名參加男子甲組
團體、女子組團體、男女混合及百齡組。在體育室林羿志老師的指導下，今年榮
獲全國大專男子甲組團體第三名、一般組女子團體第四名、混合雙打冠軍及第四
名，表現成績歷年最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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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學期一眨眼花紅蟬鳴，週末即將舉行畢業典禮。端午節也緊接而來。藉此機
會感謝各位辛勞努力。
茂駿謹此敬祝各位委員

端午佳節愉快，以馬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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