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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大學第 230 次校務會議 

校務報告 

張國恩 

2022年 3 月 22 日 

各位委員，大家好： 

新學期已展開，又到了春暖花開的時節，感恩我們在疫情下的生活逐步趨於

平靜，校園亦充滿了綠意盎然的新氣象。先就近期校園要事提出以下報告： 

【校園要事】 

一、華語教學中心林碧慧助理教授 榮獲 2021年臺灣對外華語優良教師華育獎 

    本校國際暨兩岸合作處華語教學中心資深教師林碧慧老師，榮獲台灣華語文

教學學會 2021年臺灣對外華語優良教師「華育獎」，並於 110年 12月 18日在國

立臺灣大學和碩講堂授獎。林碧慧助理教授於 2013 年自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博

士班畢業，其專業研究領域為認知語言學、古典小說、紅樓夢、華語文教學、華

語師資培育，並致力於「語文教學」研究及「華語文教學」工作，在中部多所學

校中文系、通識中心等單位開設相關課程；其教學內容極受學生歡迎並多獲好評。 

二、外文系法語連結專業教學會師並帶領學生獲第三屆法語口才競賽第二名佳績 

    由東海大學與中華民國法語教師協會共同辦理「將法語連結專業的教學會

師」培訓活動，於 110 年 11 月 12 日至 13 日首度在東海大學舉行。本次的培訓

內容包括工作坊和學術交流，並為如何在台灣各大學推動此類與專業連結之法語

教學提出初步思考方向。110年 12月 18日由法語教師協會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舉行的「第三屆法語口才競賽」，由本校外文系許樂山老師及本屆法語實習生 Ath

élie Gonthier帶領學生參賽，其中進修部美術系五年級學生陳政揚在朗誦、答

辯和辯論比賽項目中的精采表現，榮獲本次競賽第二名的佳績。 

三、建築系與社會系研究生 獲臺灣學博碩士論文研究優等獎 私校中一枝獨秀 

    臺灣學博碩士論文研究獎助頒獎典禮於 12月 28日舉行，本校建築系碩士趙

書儀、社會系博士生盧韋理同獲優等獎，在近百位公私立大學申請者中，成為唯

二的私校獲獎者。該論文研究獎助是國立臺灣圖書館為了鼓勵各大學校院博、碩

士研究生進行臺灣學研究設立的，歷年獲獎者幾乎是公立學校研究生，今年本校

是唯一獲獎的私校，且博士及碩士論文均取得優等獎，實屬不易，顯見本校在教

學及研究具有實質量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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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111年職涯輔導補助計畫 獲教育部補助件數全國第一 

    本校推動職涯輔導獲教育部與各界肯定，繼 108年獲得教育部頒發「績優職

輔學校組」金等獎，110 年教育部補助計畫件數全國第一，111 年獲補助件數再

創佳績。111 年度獲教育部青年署「青年職涯輔導召集學校」、創新類及教材類

補助計畫等，補助總件數再次獲得全國第一，補助金額近 500萬元，顯示東海大

學於職涯輔導績效深獲肯定，各計畫將有助於未來提供學生多樣化的職涯輔導機

制。 

五、管理學院產業智慧轉型中心聯合藍濤亞洲及中部科學園區、臺灣科學工業同

業公會共同舉辦【大科技、大金融、大經濟，2022 全球金融脈動趨勢焦點對談】 

    東海大學管理學院產業智慧轉型中心與藍濤亞洲及合辦單位：中部科學園區

管理局、臺灣科學工業園區科學工業同業公會，攜手於 2021 年 12 月 20 日，舉

辦【大科技、大金融、大經濟，2022全球金融脈動趨勢焦點對談】，透過視訊方

式，邀集專家學者及企業界人士在線上共同探討「科技發展帶動新一波的經濟變

革，如何理解脈動現象並匯集優勢，將是未來強化競爭力的關鍵」議題，彼此交

換經驗與觀點，圓滿落幕。 

六、應用物理系師生 獲得全國科學教具創意設計競賽中區第一名殊榮 

    本校應用物理系老師王昌仁與大學部張淮智同學於 110年 12月 26日參加在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所舉行的「全國第四屆科學教具創意設計競賽—中區決

賽」，獲得第一名的殊榮，參與競賽的作品為「瓶中造霧」。此競賽今年由中華民

國探究與實作學會主辦。全國計有 76 隊報名，分北、中、南三區競賽。今年中

區計有 24隊參與競賽，競爭堪稱激烈。 

七、工設系學生榮獲國產木材設計競賽「創意家具類」金獎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花蓮林區管理處在二二八連假期間，於大農大富平

地森林遊樂區遊客中心辦理「花揮材能--國產木材設計競賽」決選及展出，東海

大學工業設計系再創佳績，由教授陳明石指導的學生張景程、李冠緹，以作品

「再‧見林田山」，獲得獎金陸萬元；而另一組同學徐子芸及林芯辰以「山田」

獲得入選獎。 

八、《2022遠見 USR獲獎名單》首度評選 USR綜合績效 東海榮獲佳績 

    《遠見》於 3/4公布「2022第三屆《遠見》USR大學社會責任獎」入圍名單，

共計 154件參賽報名。首階段初選後，傑出方案類有 27校 36件入圍、綜合績效

類有 12校入圍，總計 48件入圍者。得獎名單出爐，本校拿下 3項獎項，榮獲「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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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績效 一般大學組」楷模獎、傑出方案「生態共好組」首獎(從東大溪到筏子溪，

從我到「我們」的永續水環境公民運動)，以及傑出方案「產業共創組」楷模獎(從

雲端到 AI，建立產業數位轉型與永續競爭力共創平臺)。東海大學 2019 年底榮

獲教育部大學社會責任「最佳社會實踐獎」及「最佳動態實踐獎」。繼 2020年榮

獲遠見雜誌「第一屆大學 USR 傑出方案-生活共榮組首獎」後。今年再次以多項

入圍「2022第三屆《遠見》USR大學社會責任獎」並榮獲佳績。此外，東海大學

也連續兩年獲得 TCSA永續典範大學獎。 

九、2022東海大學植樹節 上百位校友認養植栽永續校園 

    2022年東海大學植樹節 111年 3月 12日上午於東大溪畔的相思林登場，逾

百名校友師生參與，認捐樹種植栽，除了為永續校園環境盡力之外，愛心所得捐

贈也將成為日後樹木的養護基金。董事長吳清邁、校長張國恩、臺中市政府水利

局主任秘書林志鴻、校友總會理事長李基正、全國各地校友和校內師生共襄盛

舉。在東海大學校友總會理事長李基正盛情邀約下提出「一人一萬、百人成林」

的認捐活動，有許多歷屆會長、理事長與校友踴躍參與認養。本次認養的植栽是

東大溪整建計畫中為持續東海大學相思林林木多樣化，校方採用多樣性原生種，

包括樟樹、苦楝、茄苳、烏桕、杜英等 17 種不同樹種，以維持鬱鬱蔥蔥的校園

風貌。 

十、111年免費「學測落點分析」服務上線 

    本校為加強對於高中升大學考生服務，109年起將「指考落點分析服務」擴

大成「學測、指考落點分析服務」，並與 104人力銀行合作推出「興趣落點預測」

以及「學長姐畢業後出路」，查詢東海大學各校系畢業生的升學地圖、就業地圖

與薪資行情等資訊，給考生三倍落點服務，提供最完整、最準確的線上分析系統，

協助考生掌握最理想之志願。 

十一、東海大學舉辦「花舞再現畫展音樂會」鼓勵學生適性發展 

    東海大學於 3 月 13 日下午 2 點在管理學院「豐邑‧豐藝」花園舉辦「花舞

再現畫展音樂會」。感謝豐邑建設捐贈「豐邑‧豐藝花園」，並邀請友達光電董事

長彭双浪率領技術長廖唯倫、永續長古秀華、數位長謝忠賢、研發副總洪泓杰、

資深協理林雨潔、資深處長李錦裕等高階主管組成的 WOW SAX樂團現場演奏薩克

斯風；以及 10 位事業有成後再學畫的校友共同舉辦聯合畫展，藉此活動，鼓勵

學生認識自己，發揮強項，找到適合自己的職涯。 

十二、東海大學發起烏克蘭學生「遠離戰火、來台求學」計畫 黃秋雄博士率先

響應捐助一千六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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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烏軍事衝突，烏克蘭人民傷亡慘重流離失所，東海大學率先推出「遠離戰

火，來台求學」安置計畫，協助需海外就學庇護的烏克蘭學子來台就讀，初步規

劃支助 10位學生，提供每人每年全額學雜費、生活補助及住宿等費用約 40萬元，

四年總金額為 1,600萬元，保障校內住宿、安排校內工讀及提供免費華語學習課

程，展現「Taiwan can help, Tunghai can help too.」理念。這個計畫已受到

來自美東紐約、美西北加州、南加州校友們的支持，亦將尋求教育部、外交部協

助，預計配合五月底前境外生招生期程辦理。 

    111 年 3 月 17 日東海大學召開記者會，壽圓文教基金會董事長黃秋雄博士

於當日知悉訊息後，第一時間即慷慨解囊認捐本項計畫所需之經費 1,600 萬元

整，藉此拋磚引玉，希望台灣能幫助更多烏克蘭學生在此困難時期來台念大學。

黃秋雄博士希望透過像東海大學這樣的人道救援計畫，將來能為烏克蘭培育出像

張忠謀這樣的傑出人才，發揮台灣的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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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年 1 月 25 日辦理工程招標作業，由彰慶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得標。

工程應於本校通知日起 693 個日曆天內竣工並取得使用執照，預計於 113 年 2

月完竣。工程案預計於 111 年 3 月 25 日上午 9：30 舉行動土典禮，之後工地圍

籬設置通知開工日期。 

2. 學生宿舍新建工程： 

    110 年 7 月 16 日開工：鋼軌樁圍令斜撐及基地開挖。110 年 8 月 25 日大底

灌漿後放樣。110 年 9 月 20 日基礎版鋼筋綁紮後灌漿 50cm。110 年 10 月 30 日

基礎板模板組立完成。110 年 11 月 20 日 1 樓樓地板組立完成。111 年 3 月 4 日

1樓牆筋綁扎、牆板組立。目前本工程進度 10.45%。 

3. 美術系工坊新建工程： 

    自 110年 9月 14日起開工，工程須於 111年 5月 11日前竣工，111年 7月

10日前取得使用執照。目前本工程進度 67.15%。 

 

【結語】 

以上是這次會議的校務報告。國恩謹此敬祝各位委員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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