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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大學第 213 次校務會議 

校務報告 

王茂駿 

2017年 10月 24 日 

各位委員，大家好： 

    新學年度第一次的校務會議，有很多議題要討論，謹就校內各項事務提出以

下報告： 

【校園要事】 

一、校長率團訪上海地區校友會 盛情支持母校校務發展 

暑假期間，為積極推動校務發展，並尋求海外校友的支持，7月 23至 24 日王

校長親自帶領就業輔導暨校友聯絡室主任彭泉及同仁赴上海地區，進行校友拜訪之

旅，分享校務近況及中長程計劃。此行與上海地區約七十名的校友會面，並與上海

校友會史南橋會長及洪進山校友進行交流，探視在該公司實習的 5位學生。 

二、本校入選教育部大學社會實踐計畫 成績居私校之冠! 

教育部大學院社會責任 USR（University Social Responsibility）實踐計

畫於 8月 9日公布入選名單，全台 158所高教學校僅 55所、74件申請案入選。

本校以計畫「誠食夥伴、好氣社區」及「青銀共創、樂齡樂活—台中市西屯區優

質長照支持系統之建立與協作」分別獲核定為萌芽型(B類)及深耕型(C類)計

畫，同時為入選 B、C 類名列全國前三名，而 C類計畫更是入選七所大學中，唯

一私立綜合大學，成績居私校之冠，殊為難得。「誠食夥伴、好氣社區」計畫由

社科院院長劉正教授擔任主持人，聚焦在大臺中地區居民對推動社區支持型農

業、創造團結經濟、重視食安與空污問題的需求與覺醒，並尋求改善之道。「青

銀共創、樂齡樂活—台中市西屯區優質長照支持系統之建立與協作」則由副校長

詹家昌教授主導，將與台中市西屯區的長照體系 A-B-C級社區整合模式服務據點

建立合作關係。 

三、印尼臺灣教育中心 雅加達隆重開幕 

    由教育部委託東海大學辦理之「印尼台灣教育中心」計畫辦公室於 8月 14

日在雅加達 Tanjung Duren 區 Ukrida大學隆重開幕。印尼台灣教育中心的設立，

旨在宣傳台灣高等教育，推廣台灣華語教學、協助印尼各級學校或機構開設華語

班、擴大招收印尼學生赴台就學、增進台灣與印尼雙邊學術交流，協助雙邊互訪

提供留學諮詢等多元全方位服務。台灣教育中心將成為連結印尼與台灣高等教育

的平台，希望藉此協助台灣教育部宣傳優質高等教育，為彼此海外升學作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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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06年全國大專校院學生事務工作研討會 實務傳承、區域創新 

    本校承辦 106年教育部全國大專校院學生事務工作研討會，於 8月 21 至 22

日在本校茂榜廳舉行。研討會由教育部政務次長蔡清華、教育部學生事務及特殊

教育司長鄭乃文、副校長王立志、學務長羅文聰共同揭開序幕，本次研討會參與

人數含全國學務長及教育部同仁約兩百人，主要針對學生事務「實務傳承」及「區

域創新」進行分享與討論。會議中使用 Line bot推播會議信息、即時線上問卷、

交流互動令與會者驚豔，此部分感謝電算中心與學務處通力合作，讓東海科技應

用能力備受肯定。綜觀本次研討會，除了以實務傳承、區域創新為主軸外，整個

研討會同時也圍繞在美學與創新的氛圍中，充分展現東海大學獨具特色的一面。 

五、106學年度東海精實行動(5S)啟動大會 行政同仁總動員 

    106學年度東海大學精實行動(5S)藉由 9月 5日全體行政同仁講習中，與全

校同仁一起啟動。106 學年度精實教育訓練已於 8月 9日及 16日在銘賢堂舉辦

兩梯次「5S教育訓練」，每場有將近 200位的教職員工參與，課程內容皆由精實

行動推動辦公室張書文主任主講，將 5S管理觀念帶入精實管理中。本次全體行

政同仁總動員，共計有 80組隊伍，超過 400位同仁參與，本次啟動以 5S 為主，

過去學校的精實推動主要以改善單位工作流程為主，而此次則希望透過工作環境

的整頓、物品擺放動線的調整等觀念來增進工作效率，避免掉更多不必要的時間

浪費。 

六、106學年東海大學入門 傳唱東海 

    四天三夜的大學入門，今年從 9月 12日至 15日在校園展開，活動以為愛而

生「傳唱東海」為主題，安排了許多人文與科技結合的精彩活動。包括東海之愛

家庭聚會、勵志的真人講堂、社團嘉年華、創意校歌競賽、消防演習、希望之夜、

Line Bot機器人傳訊服務、QR code校園美景等。特別將傳承至今的美好傳統擴

大，校長、學務長、外籍教師等共有 46位老師開放家庭，舉辦 80場的家庭聚會，

分梯次讓學生至老師家互動，在四天的訓練中期以縮短師生間的距離，並讓離家

求學的學生感受到家的溫暖。3517位新生 9 月 15日的希望之夜，繽紛氣球光海

傳遞「愛」與「夢想」。 

七、106學年第 1學期導師工作知能研習會 

學務處於 9月 14日召開 106學年第 1學期導師工作知能研習會(導師會議)，

由總導師王茂駿校長主持，迎接新學年的開始。會上頒贈 105學年度優良導師

獎，共計有 8位導師獲獎。校長說明過去一學期本校在校務推行上的具體措施，

包含中長程校務發展規劃、校園整體規劃與建設、精實管理行動專案，以及近期

本校所獲得的幾項重要計畫。學務長說明現階段學務處所提供給導師的資源，另

一方面，也向導師闡述東海導師制度所面臨的挑戰與瓶頸。表示未來將會針對導

師制度做一些改變，期盼導師更能發揮其應有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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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THU Café東海主題咖啡館  廣邀全校教師淺談東海未來之定位與發展 

    面對少子化的衝擊與高等教育的轉型與挑戰，為邀請更多教職員集思廣益、

凝聚共識，共同思考東海大學的未來，針對攸關東海發展的各項重大議題，本學

期校長會同相關行政主管，於創藝學院社團多功能教室及會議室舉辦「THU  Caf

é東海主題咖啡館」五個場次的主題式座談，主題分別為：「從高教深耕談東海的

定位與展望」、「東海的大學社會責任與推動機制」、「東海大學院制度構想」、「未

來決定現在：跨領域創新學習」及「全球視野與國際移動能力」。期盼能與全校

教職員做最直接的面對面溝通。 

九、首屆表演藝術與創作碩士學位學程揭牌  培養表創人才 

本校第一屆的表演藝術與創作碩士學位學程本學年正式上課，9月 26 日舉

辦「表演藝術與創作碩士學位學程」揭牌儀式，由該學程的學生以舞蹈及吟唱歌

曲揭開序幕。源自 2013 年起創藝學院與通識中心開始合作辦理「數位互動音樂

劇」多元整合型課群，課程理論結合實際演出，走出傳統教學場域的學習。以音

樂劇為核心，分別開拓「舞台表演組」、「創作及設計組」，師生實際在教室授課

與劇場排練及配合互動科技整合，更有效的連結校園與表演職涯的平台，未來也

盼望提升城鎮與社區層級在地文化能量。 

十、「跨領域特色教學教室」暨 VR/AR體驗區揭牌 

    為因應 VR(虛擬實境)及 AR(擴增實境)新科技世代的來臨，並貫徹教學卓

越、學用合一的理念，本校電子計算機中心於今年暑假完成「跨領域特色教學電

腦教室」與「VR/AR體驗區」等兩項資訊硬體建置，並於 9月 27日在大智慧科

技大樓舉行揭牌啟用儀式。這兩項資訊硬體建置預期將為東海提供了更優質的虛

擬實境與擴增實境教學與研究環境，繼 iMAC教室與 3D軟體電腦教室後，資訊教

學環境更加優質，讓學生的學習跟上時代尖端，引領資訊教育環境。 

十一、106年教師節茶會  教師薪火相傳 

人事室於 9月 28 日上午在中正堂前廳舉辦「教師節聯誼茶會」讓師長們齊

聚一堂，慶祝教師節。本年度退休師長魏元珪老師、梁崑富老師、羅芳華老師及

劉益充老師適逢 80、90歲生日，校方精心準備雙層大蛋糕，與師長一起慶賀。

社會工作學系彭懷真老師獲頒「台中市優良教育人員」，另有多位教師獲頒「行

政院一等獎章」：郭宗愷、林振東、楊瑛美、余任芳、詹茂焜；「二等服務獎章」：

洪震玫、鍾溫凊、高少凡、楊麗瓊、林雅俐、黃金麟、傅恒德。另表揚教育部

106年度服務屆滿 40 年、30年、20年、10 年資深優良教師及獲得獎勵金。而本

校服務屆滿 35年、25 年、15年的資深教師，學校並致贈金戒指一枚及感謝狀。 

十二、校長與英語中心教師暢談本校英語教學現況與未來提升規畫 

    為使英語課程內容與時俱進，並適時調整授課方式，於 10月 3日偕同陳世

佳主任秘書、江丕賢文學院院長撥冗至英語中心與第一線教師面對面交流，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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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討本校英語教學方向及未來規畫。雙方充分地針對本校英語教學現況及推展過

程、對本校學生英語能力之期許等議題來交換意見，讓全體一同面對挑戰並積極

尋求因應之道，期待本校學生的英語能力都能達到水平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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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總務處資訊）： 

(1) 棒壘球場休息區校舍新建工程─請照中，待水土保持計畫書完成送室府水利

局審查。 

(2) 美術工坊校舍興建工程─請照中，待水土保持計畫書完成送室府水利局審

查。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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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 25日完工。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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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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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電動巴士充電站新建工程─106年 9月 30日竣工申請使用執照中。 

【師生及校友獲獎訊息】 

一、東海大學 CRIS團隊榮獲 北京銀行盃中國•北京創新創業大賽季二等獎 

    工業工程與經營資訊學系 CRIS團隊創業所成立之快思股份有限公司，9月

21日前往參與「北京銀行盃中國•北京創新創業大賽季」，於總決賽中榮獲初創

企業組二等獎，繼今年 8月底「第二屆京台青年創新創業大賽」後，再次以《智

能動態模擬排程系統項目》拿下此殊榮，為本校在創新創業領域開啟新頁。 

二、本校連續三年榮獲「教育部數位學伴計畫」、「傑出大學伴」與「傑出帶班老

師」獎 

本校電算中心承辦教育部「數位學伴計畫」，帶領校內近 30個系所 90位大

學生輔導偏遠小學生，運用資訊科技融入學習，以陪伴與學習為基礎。9 月 15

日教育部舉辦「傑出帶班老師」暨「傑出大學伴」頒獎典禮，本校外文系簡利宇

同學榮獲「傑出大學伴」獎、應數系林玟慧同學榮獲「傑出大學伴」獎，兩位大

學伴在計劃期間的付出與用心獲得教育部高定肯定。本校承辦此計畫至今已邁入

第十年，自 104年起連續三年榮獲「傑出大學伴獎」與「傑出帶班老師獎」，教

育部特頒發感謝狀予東海大學。 



 

 

5 
 

三、本校榮獲教育部「106年度大專校院職涯輔導成果評選」學校組銅等獎暨職

涯輔導人員特優獎 

教育部為鼓勵在職涯輔導表現優秀的大專院校，首次從全國 159間大專院校

中評選，表揚職涯輔導成果優異的學校，本校經過書面審查及簡報詢答兩階段評

選作業之後，獲得教育部及評選委員之肯定，榮獲「學校組」銅等獎；同時本校

就業輔導暨校友聯絡室副主任蔡家幸，亦於本次評選中榮獲職涯輔導人員特優

獎。教育部青年發展署於 8月 23日大專校院職涯輔導主管會議中由教育部青年

發展署王育群副署長親自頒獎，本校由就業輔導暨校友聯絡室彭泉主任及蔡家幸

副主任領獎。 

四、數創學程團隊榮獲「空汙議題松」好空氣提案競賽大獎 

臺中市政府與東海大學於 8月 12、13兩日舉辦第二屆「空污議題松」活動，

以「一個人解決一點點」的主軸，號召民眾發想好空氣生活創意提案。經過兩日

馬拉松式的腦力激盪，本校數創學程團隊「Luft」隊提出的「Greenmile」APP

創意提案奪下評審團「跨域創新獎」大獎與「影響力獎」。「GreenMile」APP (綠

遊台灣の交通指南)，以 IT資訊科技概念出發，讓使用者一目瞭然自己每日產生

的碳足跡數量；同時也以遊戲化的方式，藉由「英雄榜」排名設計及獎賞，「讓

減碳變好玩！」鼓勵搭乘大眾運輸工具，可說是創意與執行度兼具。 

五、工設系表現亮眼  再度獲得 2017 Reddot及 IF設計大獎 

德國紅點概念設計獎素有設計界奧斯卡獎之稱，2017年全球共 54國、超過

4700作品參賽，240件作品獲得設計概念獎、43件最佳獎（Best of the Best），

工業設計系四年級學生王于齊、黃羽蔓，已連續三年獲得紅點設計大獎，今年更

以「Bamboodia」作品獲紅點設計最佳獎（Best of the Best）及 2017 IF Design 

Talent Award，表現亮眼。「Bamboodia」針對柬埔寨地區，因為戰爭遺留下來的

地雷，導致當地的青少年誤觸造成傷殘，使用當地盛產的竹材，設計成低成本的

義肢。作品在材料的選擇考慮情感層面，體貼使用者的心情，展現對人文的關懷。 

六、本校美術系學生奪「海峽兩岸文創旅遊商品設計大賽」一等獎 

    為推動大陸貴州省旅遊文創產業發展，多彩貴州網訊 8月 10日至 20 日舉辦

「兩岸藝緣·牽手貴州」首屆海峽兩岸文創旅遊商品設計大賽，邀請貴州及臺灣

兩地 80名青年文創設計師，主題圍繞著貴州元素，進行為期 10天的文創設計比

賽。共計 57件個人作品和 9件團體作品，包含生活美學產品、創意民族工藝品

及特產伴手禮等。本校美術系學生鄭宇倫的作品《蝶母之鄉》獲得一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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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人才培育有功 科技部表揚東海大學電機系 

    科技部於去(105)年執行「科學工業園區人才培育補助計畫」，推廣產學人才

培育計畫，培訓大專院校畢業生實務就業職能，今年 8月 28日針對執行「105

學年度科學工業園區人才培育補助計畫」成果優良者，由科技部陳良基部長親自

頒獎表揚，中部地區學校由東海大學電機工程學系翁峻鴻助理教授代表受獎。 

八、本校翁紹仁老師榮獲台中市 SUPER老師殊榮 

   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為推廣優良教師典範，藉此影響並鼓勵認真的優秀人

才持續投入教育工作，每年皆辦理「SUPER 教師獎」選拔活動。臺中市 SUPER 教

師獎甄選，經過評審團嚴謹的書審和到校訪視討論決選後，本校工業工程與經營

資訊學系翁紹仁老師獲得 SUPER老師殊榮，並代表臺中市參與全國 SUPER 教師獎

甄選。 

九、建築系應屆畢業生榮獲台北市建築師公會畢業設計學生競圖首獎及佳作 

    本校建築系應屆畢業生黃鍾涵及蔡呈林同學，分別榮獲 2017畢業設計學生

競圖首獎及佳作，該競賽由台北市建築師公會舉辦，今年恰逢其創會 50 週年，

別具意義。本競圖評審由主辦單位禮聘國內建築、室內、景觀設計相關領域之建

築師、專家、學者擔任，參賽者入圍後再經口述簡報一決高下，本校同學表現獲

得評審青睞，脫穎而出，顯示建築系教學與培育方式深獲業界人士肯定。 

【結語】 

    以上是這次會議的報告。感謝大家今天的參與，希望各項議題透過良性溝通

達成共識，齊心合力推動校務工作。校慶相關活動，也請大家踴躍參與。 

茂駿謹此敬祝各位委員 

身體健康，以馬內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