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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大學第 225 次校務會議 

校務報告 

王茂駿 

2020年 12月 22 日 

各位委員，大家好： 

即將迎接聖誕節，今年我們以「2020 愛你愛祢」為主題，2020 年是很不容

易的一年，疫情影響進出公共場所受到限制，國際局勢動盪，全世界都感到不安。

聖誕節系列活動已於 12月 8日「聖誕啟明」儀式正式揭開序幕，包括裝置藝術、

聖誕音樂會、工設週以及平安夜等歡迎大家帶著親朋好友一起到共襄盛舉，感受

濃濃的聖誕佳節氣息。先就近期校園要事提出以下報告： 

【校園要事】 

一、連續六年榮獲教育部數位學伴計畫 「傑出大學伴」、「傑出帶班老師」獎 

    本校承辦教育部「109年數位學伴計畫」自 104年起連續六年榮獲教育部傑

出典範，109年本校參選學生與教師全數獲獎，承先啟後，績效超群！中文系王

加憫同學更榮獲「傑出帶班老師獎」全國第一名，深受教育部高度肯定，為偏鄉

教育付出不遺餘力。落實「生命陪伴生命，生活教導生活」的核心價值，提升大、

小學伴間的多元視野與學習。 

二、「2020 全國智慧製造大數據分析競賽」產官學研合作 提攜優秀人才 

    由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及教育部共同指導東海大學辦理的「2020全國智

慧製造大數據分析競賽」，於 10月 17日在本校附屬高級中等學校小學部活動中

心展開決賽與頒獎。本次競賽共吸引來自全國 37所大學校院，27 個不同領域專

業系所及 35間企業團隊，共 148隊團隊報名參加，刷新歷屆參與隊伍數量新高。

而參與師生來自多元、跨領域的專業，也是本競賽另一個相當鮮明的特色。 

三、中研院攜手本校政治系以學術專業提供修憲建言 

    本校政治學系與中央研究院政治學研究所於 10月17日在本校茂榜聽共同舉

辦「第十一屆半總統制與民主學術研討會」，特別邀請現任立法院院長，同時也

是政治學系系友的游錫堃院長蒞臨指導。本次大會主題為「臺灣半總統制的新局

與前瞻」。特別的是，本次研討會是在年初總統暨立法委員大選之後，受疫情影

響下，首次針對憲政體制所舉辦的大型會議，且國內正處於開啟修憲的憲政時

刻，深具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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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GOLF 聯盟首場校園講座在東海 接軌產業與人才 

    為了促進大學教育與產業專業能力接軌，由友達光電、仁寶電腦以及緯創資

通等企業，主動發起的「GOLF學用接軌聯盟」於 10月 28日與本校合作舉辦首

場校園講座活動「產業趨勢接軌未來人才：企業巡迴校園講座」，邀請聯盟企業

主管走入校園與學生面對面對談，讓學生對產業人才需求趨勢能有更深入的了

解，活動受到學生熱烈歡迎。 

五、藏諸秘府—創校六十五週年校慶珍藏展 

    圖書館響應 65 週年校慶系列活動，於圖書館一樓主題展示區舉辦「藏諸秘

府—東海大學創校六十五週年校慶珍藏展」。10月 30日上午舉行展覽開幕式，

此次特展展出 1983 年前駐外大使孫邦華先生捐贈予東海的諸多珍藏品，目前藏

品皆保存於「佩蓉館」，本次展覽是這些藏品首次移地在東海師生面前公開亮相

展出。 

六、管理學院茅博勵校長講座基金：僕人領導論壇暨工作坊 

    管理學院於 10 月 31日在本校銘賢堂舉行茅博勵校長與吳曉庄博士講座：常

勝領導力系列--僕人領導論壇暨工作坊。本次論壇邀請在企業界具有影響力的五

對基督徒夫妻檔以講座的形式，分享在世界各主要職場上成功領導企業及組織、

長期彰顯僕人領導的生命故事、跨越東西文化、世代交替、職位責任，探討僕人

領導之精髓。 

七、「創思空間與智慧圖書二重奏」 管院分館啟用全新服務 

    本學年啟用二校區管理學院之多元討論空間「創思坊」，圖書館管院分館之

「無人自助借書站」，開啟全新創意智慧服務，為東海大學 65週年校慶增添人工

智慧亮眼成績。11 月 1日為全新的空間與服務進行工程奉獻典禮。期望管院分

館走向智能化場域，成為智慧校園中的智慧圖書館。 

八、65 週年校慶 傑出校友、校友特別奉獻 返校受贈表揚 

    11月 1日舉辦校慶首日系列活動下午在路思義教堂舉辦 65週年校慶典禮暨

第二十一屆傑出校友表揚大會，今年選出十位傑出校友受獎人，肯定校友在學

術、各領域優異的表現。另外今年校慶典禮中，舉行「特別奉獻」典禮，感謝熱

心響應興建綜合活動大樓、挹注資源推動 AI 跨域、勵學基金輔助弱勢學生、成

立物理系「石林紀念基金」、電腦設備資源、提供會計系海外實習獎學金等諸位

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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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創校 65周年校慶校友感恩餐會 -全球校友相見歡 

    創校 65週年校慶餐會於 11月 1日，在甫落成之風雨球場盛大舉行，本次盛

會以「博雅底蘊 成就東海」為主題，由本校主辦、就業輔導暨校友聯絡室承辦。

餐會中各界貴賓、師長、校友齊聚一堂。今年受疫情緣故，雖然海外校友返台受

影響，但各界校友仍踴躍參與，餐會近 800 位校友共同歡慶，讓餐會更添溫馨。 

十、創校六十五週年校慶運動大會 

    11月 2日舉辦創校六十五週年校慶運動大會，今年逢五擴大辦理，在活動

上更加精彩。開幕典禮有運動員創意繞場，教職員生創意裝扮爭取「最佳團體活

力創意表現獎」，競賽項目也很多元，包括教職員生各項趣味競賽、千人體操、

獵人啦啦隊、東大附幼表演、學生女子二千公尺及男子四千公尺大隊接力等。校

方也設團隊競賽總錦標、運動精神總錦標獎，以鼓勵師生發揮運動員精神。 

十一、國際移動來東海 臺美高教新里程 

    本校王茂駿校長與傅爾布萊特基金會執行長 Dr. Randall Nadeau 於 11月

12日簽署與「臺美高教聯盟(CSAT) 」合作協議，共同舉辦臺美暑期國際夏日課

程「Summer Mini-Semester」計畫，於 2021 年 5月 23日至 6月 25 日間，邀請

美國師生到本校國際學院進行移地教學，透過多校師生學術交流與多元對話，期

引領臺美學子跨越國界與制度的框架，提供更多元的探索與選擇機會。 

十二、科博館火箭發射 東海大學火星任務超級降落大賽 

    「火星任務競賽」自 2016年首次舉辦以來，參賽隊伍範圍從東海校內逐年

擴展為全國大賽。今年活動報名踴躍吸引了 80個隊伍參加競賽，11 月 14日開

幕儀式安排音樂表演及火箭發射揭開序幕。每個參賽隊伍還能現場製作固態小火

箭進行發射，非常刺激。本校和科博館除了舉辦競賽外，還在科博館進行許多科

學活動和市集，帶出全民玩科學的能量。 

十三、榮獲台灣永續典範大學獎暨三永續大獎 

    台灣永續企業獎 11月 18日於台北圓山飯店舉辦頒獎，本校榮獲三永續大獎

及最高榮譽台灣永續大學典範獎，本校由王茂駿校長、詹家昌副校長、校務研究

辦公室許書銘執行長代表前往領獎。所有參加評比的大專院校中，本校與台大同

時在三類獎項都獲得《金級》以上的殊榮。評審團指出，東海大學整合學術力量

與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連結，對校方具體作為與成效，深表驚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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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2020 全球前 1％論文被引用 本校張嘉修、陳維新再度蟬聯 

  專業資訊服務公司科睿唯安 11月 19日公布「2020年高被引學者名錄」 

(Highly Cited Researcher)，獲選人次前 3 多的國家為美國、中國大陸和英國，

台灣有 12名本土學者進榜。本校榮譽講座教授兼工學院院長張嘉修，以跨領域

項目連續 2年獲選殊榮；另一名學者陳維新也是本校榮譽講座教授，連續 5年入

選為工程領域高被引學者，為台灣學術界第一人。 

十五、樂齡生活與科技週暨 USR 動靜態成果展開幕 

《樂齡生活與科技週暨 USR動靜態成果展》於 11月 23日舉行開幕活動，活

動現場除了本次活動邀請衛福部政務次長李麗芬、臺中市政府社會局副局長陳坤

皇、東海社區志工隊長李嵐潔及東海、福瑞社區的長者共同參與。本校則由校長

王茂駿、副校長詹家昌、樂齡生活與科技學院院長王篤強、東海 USR 子計畫負責

人卓逸民、陳鶴文教授，及計畫參與教師蔡瑞明教授等校內師生，一同為成果展

揭開序幕。 

十六、建築所國際競圖再下一城 取得世界第三 

由本校建築研究所進階建築設計組的學生鄭翔仁、李育亭、葉佳安組成的

「Marshambhala」團隊，在建築系邱國維助理教授的指導下，參加美國舉辦的火

星城市設計®挑戰 2020-極端環境下的城市農業(Mars City Design® Challenges 

2020 URBAN FARMING on MARS)，11月 23日公布名次，本校獲得火星建築

(MARSCHITECTURE)類別的全世界第三名。 

十七、入選 109年國家永續發展獎-教育類獎項 

    行政院國家永續發展委員會為鼓勵全民參與永續發展工作，落實永續發展在

地化及生活化目標，特舉辦「109年國家永續發展獎」選拔，11月 25日於行政

院大禮堂頒發教育類、企業類、民間團體類及政府機關類等 4大獎項，總計 11

個得獎單位及 10個入選獎單位，本校獲選為教育類入選獎單位之一。再次證明

本校在國家永續推動之成果，廣受國際及各界之肯定。 

十八、東海、資誠、磐石會三強攜手「POST-e（超 E）學程」始業式 

    東海、資誠、磐石會三強攜手「POST-e（超 E）學程」11月 27 日舉辦始業

式，隆重登場。管理學院院長陳鴻基積極溝通下，促成本校與資誠會計師事務所、

磐石會三強合作，東海校內也整合多個學院的優質師資群共同參與課程設計與授

課，催生出超 E學程。本學程超脫傳統框架、超越環境限制，將「POST-e（超 E）」

內化在課程中，期待所有學員以此為起點，超越自己、超越極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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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舉辦「2020 大學院成果展」中英跨域創新課程 

    11 月 28日舉辦高教深耕計畫「2020大學院成果展」在本校基礎科學館求真

廳及上方廣場隆重舉行。今年的成果展是由理學院、工工系和博雅書院同學總計

24組共同參與，活動流程不僅有各組的上台口頭報告、主題影片欣賞、成果展

示區，還有學期作品的欣賞區。期待學生在過程中獲得不同的體驗及收穫，接著

銜接專業培育跨域課程，為後續專業延伸及未來終生學習做準備。 

二十、108 學年度榮譽生、書卷獎暨優秀學生獎學金聯合頒獎典禮 

    12月 1日由教務處、學務處主辦，校牧室協辦的「108學年度榮譽生、書卷

獎暨優秀學生獎學金聯合頒獎典禮」在路思義教堂隆重登場。108學年度榮獲榮

譽生計有 462名、書卷獎 401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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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炳崑先生紀念獎助學金由陳一夫先生頒獎；任江履昇

女士紀念獎學金由王明純校友頒獎，勉勵孜孜不倦的學子們。 

二十一、李詩欽校友捐贈高效能雲主機 東海迎接 5G、IoT、AI、Cloud 新時代 

    現任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同業公會理事長兼英業達集團董事的李詩欽先生

為本校第 12屆校友，本著提攜學弟妹的赤忱與對東海濃厚的情感，決定透過本

校學術發展文教基金會(TEFA)指定贈送價值近 1500萬元的高效能雲設備給母

校。12 月 8日舉行捐贈典禮，本校升級後的高效能雲端基礎建設平台，預估每

年可為本校增加價值新台幣 1578萬元的產能。 

二十二、109學年度教師獎勵頒獎典禮 

    12月 10日於路思義教堂舉辦「教師獎勵頒獎典禮」，活動在畢律斯鐘 65聲

鐘聲後揭開序幕，共計 330餘位師生共同參與。109學年度，本校經過嚴實謹慎

的審查程序選出教學與研究均表現卓越的 7 位終身特聘教授、16位特聘教授、

具備教學創新能力及成果的特優傑出教學獎 1位老師、教學傑出獎 5位老師、教

學優良獎 23位老師，研究表現卓越的學術著作傑出獎 10位老師、產學合作特優

獎 2位老師、產學合作績優獎 4位老師，以莊重的頒獎典禮，賦予受獎老師最高

的榮譽。 

【校園工程】 

目前校內幾項重點工程，報告進度如下（參考總務處資訊）： 

1. 綜合活動大樓新建工程： 

   109.11 辦理工程招商登記及遴選作業；110.01 預定取得建照；110.02 預定   

辦理工程發包；111.09預定工程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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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學生宿舍新建工程： 

  109.05.08 詳細設計審查通過；109.08.26 都市計畫審查紀錄處理中；   

109.09.08水保計畫核准，製作合訂本；109.09.18加強坡審、地質敏感調查

申請；109.11.13 辦理工程招商登記；110.01.底預定取得建照；110.03預定

辦理工程發包；112.03預定建築體完工；112.06預定冷氣、傢俱完工。 

3. 美術系工坊新建工程： 

109.04.30 辦理工程發包；109.05.13 得標廠商辦理工程開工登錄作業；  

110.01.15 預定辦理變更設計取得許可 (含水土保持計畫及加強山坡                       

地雜項執照審查)；110.10預定工程完工；110.12預定取得使用執照。 

 

4. 體育館建築整修補助案： 

   建築物整修工程 108.10.25 由境向聯合建築師事務所承攬設計監造； 

109.07.30 由大順營造有限公司以新台幣 15,283,000 元整得標；109.08.06

召開開工協調會議；109.09.01開工；109.09-12召開工務會議，解決施工等

問題，目前工程進度 43%。 

5. 補領使用執照工程：學生宿舍 35 棟補領使用執照案；109.08.31 女舍 21 棟

無障礙電梯完工，辦理使用許可申請中。 

6. 校舍建築物補領執照：一般校舍 19棟補領使用執照列管相關工程；109.06.16

休閒中心補請建照申請取得國有土地使用同意書。 

7. 體育館新建工程-棒壘球場休息區：已完工，取得使用執照。 

8. 風雨球場工程：已完工付款，申請編列 375萬元作為本案建築材料補貼。 

【結語】 

以上是這次會議的校務報告。茂駿謹此敬祝各位委員 

安康喜樂，以馬內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