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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大學第 231次校務會議 

校務報告 

張國恩 

2022年 5 月 31 日 

各位委員，大家好： 

六月適逢鳳凰花開，畢業季即將展開。在嚴峻的疫情下我們需要加強防疫並

注意自身健康照護。謹針對近期校園要事提出以下報告： 

【校園要事】 

一、 榮獲國家圖書館評選「111年臺灣學術資源影響力」三項獎項 

自民國 105年起，國家圖書館每年發布具影響力之期刊及大學得獎名單，以

表彰對學術有貢獻之單位。國家圖書館 3月 28日於國家圖書館藝文中心舉行「111

年臺灣學術資源影響力發布會」暨頒獎典禮，本年度共頒發六大獎項，期刊部分

包括期刊資源貢獻獎、期刊即時傳播獎、期刊長期傳播獎；學位論文部分則有學

位論文傳播獎、學位論文開放獎、學位論文資源貢獻獎。本校榮獲私立大學組「學

位論文傳播獎-全文授權數」第二名，「學位論文開放獎-全文被下載數」第四名，

以及「學位論文資源貢獻獎」第五名等三項獎項，本校由圖書館館長暨電子計算

機中心主任楊朝棟終身特聘教授親自出席領獎。 

二、 一舉奪下遠見 USR三大獎 東海成為大學推動社會責任大贏家 

遠見雜誌舉辦第三屆 USR 大學社會責任獎頒獎典禮，今年競爭相當激烈，

24座獎項獲獎率僅 15.6%。東海推動社會責任、實踐永續發展的成果亮眼，一舉

囊括 1首獎 2楷模共三項大獎，再創單一學校獎項數第二名紀錄！包括在「綜合

績效組」及「產業共創組」(AI 領航、ESG 前瞻-共創產業數位力與永續力)中，

榮獲楷模獎；在「生態共好組」(從東大溪到筏子溪 — 從 I到 We的水環境公民

行動)奪下首獎；在永續社會、永續環境和永續經濟三大面向的推動成果陸續獲

獎，也可以看出東海大學的 USR 不受限於傳統「社會責任」的框架，而是有步

驟、有系統的在各項永續發展議題上，積極整合內外部資源，從議題倡議、創新

方法到行動實踐，進而能持續創造社會效益與永續影響力。在歷屆遠見 USR 獎

的激烈競爭中，東海是唯一能在不同年度中連續獲得首獎肯定的大學，展現了在

整體校務治理架構下，應用數位 AI能量推動 SDGs 以實踐永續發展的卓越成果。 

三、 足球校隊榮獲大專足球運動聯賽公開男生組二級全國第三名 

中華民國大專校院 110 學年度足球運動聯賽於 110 年 12 月至 111 年 3 月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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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舉行，本校所參與的公開男生組二級參賽隊伍共為 16 校，其各校參賽選手當

中包含眾多體育資優保送生，競爭水平更甚一般組。在激烈競賽中，本校足球隊

過關斬將通過預賽，在 3月 6日複賽中脫穎而出，取得晉級 8決賽資格後，最終

於決賽中榮獲全國第三名。本校足球校隊並非足球專長生所組成，成員長期來自

各系所，且分別來自不同國家地區，在多元文化背景、科系專業的球員與經理合

作下，造就本校足球隊多元堅強的實力，亦展現本校國際化的特色。 

四、 援助烏克蘭學生來台讀書 東海已錄取 18人 

政府援助烏克蘭學者來台、學生來台讀書，在教育部、外交部及中研院協助

下，多所大學已展開行動。本校成立「烏克蘭獎學金」，幫助烏克蘭學生「遠離

戰火、來台求學」計畫，原擬錄取 10 人，因在波蘭華沙之烏克蘭學生們反應熱

烈，國際面談申請來台的烏克蘭學生均很優秀，目前已錄取 18 名烏克蘭學生，

包括 1名博士生、6名碩士生、11名大學生，預計到台後先學華語，再分別到政

治研究所、外文系英語教學組、華語教學學程、GMBA、企管系、財金系等系所

讀書。本校獲壽圓文教基金會董事長黃秋雄捐贈新台幣 1,600萬元、雷虎生技股

份有限公司捐贈美金 2萬元、生科系榮譽講座教授楊金山捐贈美金 1萬元以及校

友陳祥文與許碧雲賢伉儷捐贈美金 2千元等，將會再繼續籌措所需要的經費。 

五、 工業設計系大學部第 13屆畢業生謝易成榮獲本屆 3件德國 IF設計大獎 

德國 IF設計大獎( IF Design Awards)被公認為卓越設計的象徵，為全球設計

品質認證。2022年得獎名單中，本校工業設計系大學部第 13屆畢業生謝易成團

隊的「Carrefour impact」、「Jin Jhan - Smart Greenhouses」及「iDrip Coffee - Every 

Drip is Science」這 3 件作品從全球 57個國家 11,000 件作品脫穎而出。謝易成先

生目前擔任 3+2 Design Studio 的設計總監，自創業至今 12年工作經驗，服務超

過 120家廠商，同時協助許多中小企業轉型成功，近期也投入國際觀光工廠產業

鏈升級。前年榮獲第 12屆 IDA國際設計獎，去年獲選臺北設計獎之公共空間設

計類社會創新獎，近年來已累積至少 66座國內外設計大獎。 

六、 科技大樓 ST020電腦教室全新啟用 

電算中心在 4月溫書假期間完成「科技大樓 ST020電腦教室設備更新」案，

全面更新 ST020教室 76台個人電腦，為電腦教室引進新一代的 Intel i9-11900 處

理器，並搭配 16GB 記憶體與 1TB 固態硬碟，將提升電腦執行速度與能源使用

效率，對於高效能繪圖計算與人工智慧教學環境提供更加強大的硬體支援，大幅

升級師生教學與研究時需要的計算能力。ST020 教室設備已於 4 月 11 日正式啟

用，為繼上學年完成 ST021電腦教室 71台主機更新，又一重要教學研究設備改

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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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音樂系學生參與 110學年全國學生音樂比賽成果豐碩 

「全國學生音樂比賽」是由教育部所屬國立台灣藝術教育館承辦，日前成績

揭曉，本校音樂學系學生表現傑出，成果豐碩，囊括多項優異獎項。今年在聲樂

組獨唱部分，「女高音獨唱大專 A 組」中榮獲特優第一名、特優第二名、優等

第五名及優等；「女中低音獨唱大專 A 組」中榮獲優等第三名；「男高音獨唱

大專 A 組」榮獲優等第三名、優等第四名及優等；「男中低音獨唱大專 A 組」

榮獲優等第四名、優等之佳績。此外，鋼琴組獲得「鋼琴獨奏大專 A 組」優等；

弦樂組拿下「低音提琴大專 A組」優等；「中提琴大專 A 組」榮獲優等及甲等；

「大提琴大專 A 組」獲得甲等。本校音樂系不僅在專業領域表現優異，對音樂

教育推展、培育的優秀人才更是不遺餘力，學生傑出的表現深受各界肯定！  

八、 終身特聘教授楊朝棟榮獲 2021年「李國鼎穿石獎」殊榮 

中華民國資訊學會 2021年「李國鼎穿石獎」於 4月 24日年會上頒獎，由李

國鼎科技發展基金會秘書長萬其超頒發獎牌給獲獎者，全國僅兩位資工領域教授

獲獎。「李國鼎穿石獎」取“滴水穿石”終年不斷，長期專注之意，為中華民國資

訊學會激勵國人對於資訊領域之長期投入，卓有貢獻，並感念李國鼎先生對國內

資訊科技之提倡所設置。本校資訊工程學系終身特聘教授楊朝棟榮獲此殊榮，為

此獎項二十多年來，首位獲獎的私立大學教授。楊教授為現任圖書館館長暨電子

計算機中心主任，擁有完整經歷外，並具有豐碩的研發能量。 

九、 榮譽講座教授兼副校長張嘉修 「生物學與生物化學」領域全台第一 

2022 全球頂尖科學家排名學術網站 Research.com 日前公布，本校榮譽講座

教授兼副校長、也是成功大學化工系講座教授張嘉修以論文引用指數（H-index）

104的佳績，位列「生物學與生物化學」的頂尖科學家世界排名第五百八十名，

也是全台之冠。Research.com 透過 Google Scholar（學術搜尋）和 Microsoft 

Academic Graph（微軟知識圖譜）的資料檢視全球十六萬六千八百多名「生物學

和生物化學」的領域科學家，並以領域內貢獻、H-index、獎項與成就等項目共

篩選兩萬三千餘人進行排名。 

十、 智慧淨零與永續服務聯盟同步啟動 東海攜手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協助

企業解決 ESG關鍵議題 

2015 年聯合國公布了永續發展目標 SDGs 以來，大學與企業的社會責任逐

漸聚焦於各項永續議題，伴隨著 COP26 及行政院公布的氣候變遷因應法及淨零

排放路徑，環境永續成為許多企業立即必須面對的問題。在現場超過 50 家企業

的見證下，東海大學於 4 月 28 日與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會共同簽署「大學永

續發展倡議書」，並宣布啟動「智慧淨零服務聯盟」和「企業永續影響力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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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學研社攜手解決當前 SDGs 與 ESG關鍵議題。 

  本校呼應 SDGs，以生態永續、社會永續、經濟永續與文化永續為四大主軸，

串連校務發展、教學、研究與服務，以教育成為創造共好社會的願景，實踐大學

的永續角色；未來並將持續推動「行政革新」、「跨域典範」、「永續發展」、「國際

接軌」，使東海大學成為「未來大學」的典範。 

  本校預計成立東海大學永續發展辦公室，負責建立東海大學環境特色研究中

心、營造綠色大學、建立跨領域永續人才培育基地、推動各項永續倡議與企業輔

導等四大工作目標。期望未來雙方的合作能產生加乘效果，持續深化在地連結，

攜手社區與企業，促進產業共創、社會共榮及生態共好，並解決未來永續發展的

各項關鍵議題。 

十一、 2022世界大學影響力排名出爐 東海居國內非醫藥類大學第一 

4 月 28 日英國泰晤士報高等教育（THE）機構公布第四屆「2022 世界大學

影響力排名」(Impact Rankings)，今年總計有 1,406間參與學校參與總排名，相

較前一年增加 289間學校，競爭相當激烈。國內成功大學、台灣大學分別擠進全

球百大為國內一、二名，東海大學、陽明交大、臺北醫學大學並列國內第三名，

為全球 101-200名。相較去年本校整體表現皆有進步，在國內非醫學類私校中，

連續三年第一。 

十二、 應用物理學系施奇廷、吳桂光 榮獲教育部「教學實踐績優計畫」 

本校應用物理學系教授施奇廷、吳桂光共同主持之教育部教學實踐研究計畫

「線上課程對學生自學能力強化之成效研究」，獲選 109 年度績優計畫。本年度

共有 94 件計畫獲獎，其中數理學門僅有三件，物理應用學系計畫能在全國數理

學門中脫穎而出，難能可貴。計畫搭配的系列課程包括高中先修課程「科技與物

理」與「基礎應用數學」，以及搭配哈佛大學、MIT 等世界名校網路課程之「基

礎物理榮譽課程」共三門課，是應用物理學系長久以來推動的特色：透過網路學

習與實體課堂的輔導，以增進學生的自學能力與興趣。計畫與系列課程的核心目

標，是「讓學生學會如何自我學習」，這種教育模式，也有助於弭平社會與產業

界對高等教育所詬病的「學用落差」問題，學生走出校門後能很快學會職場所需

的知識與技術。 

十三、 攜手科博館迎戰科普數位新時代 導入 AR VR AI 新媒體科技編撰科普

教材 

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與本校於 5月 2日進行科普教育交流，雙方達成三項協

議，將針對今年科學節的火星任務舉辦、科普電影放映前導讀推廣以及科普教材

研發進行合作。2016 年科博館與本校簽署合作協議書，讓科學普及度更為廣闊、

更於教育界向下扎根，多年來已有無數的合作案例。至今有數十位來自科博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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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員至本校授課相關生命科學、地球科學、人類學等課程。近年，則有科學

節和理學院合作的火星任務、文化部推動博物館及藝術 5G科技跨域應用計畫。

未來期待雙方在人才培育、資源共享、科普推廣及研究等更上一層樓。 

十四、 李定國院士受物理系之邀 讓師生一窺自然界群體行為之奧妙 

李定國院士受本校應用物理系邀請，以「物理現象中湧現的新穎群體行為」

為題，給東海師生一場精采的大型演講。群體行為最近受到重視，因為它存在於

物理世界(例如磁性，超導現象)，也存在於自然生物界(例如水中魚群有群體游

動，空中鳥群有群體飛舞)，以往為因為群體行為屬於複雜系統，無法以物理定

律解釋，近幾十年物理學家漸漸對於複雜系統建立簡化之模型，才開始能一窺群

體行為之奧妙。今年的諾貝爾物理獎即是頒給三位對於處理複雜系統有卓越貢獻

的物理學家。李定國博士為本校應用物理系榮譽講座教授，因解釋高溫超導體現

象有卓越成就，於 2018 年獲得中央研究院院士之榮譽，是國家基礎科學研究之

重要推手。 

十五、 東海 5/16起全面實施遠距教學至學期末 

近期 COVID-19 本土個案確診人數快速增加，我們努力對東海這個大家庭的

每一份子做到最大的保護。在住宿安排和課程進行方面，也一直有最妥善的安排

和即時的調整。本校已依教育部最新公告的各項原則，自 5 月 16 日起實施全校

遠距教學。防疫期間，同學們的課程學習不會中斷，對同學的住宿安排和各種照

顧也仍然持續。本校行政同仁們竭誠為大家服務，並於學校首頁開闢防疫專區，

提供防疫安心懶人包等資訊供全校師生及時查詢。 

十六、 校園國際化邀請聖文森大使演講：「將教育作為一種外交方式」 

聖文森及格瑞那丁駐台大使柏安卓(H.E. Ambassador Andrea Bowman)女士

與 Shebby Ann Dennie 參事於 5月 9日拜訪本校並舉辦線上演講，分享在擔任大

使的這段時間，如何運用所學促進台灣與聖文森的雙邊交流，希望能夠藉由自身

實際的經驗分享提昇本校師生國際化視野。過去幾年，因為臺灣政府的支持，共

有約 230 名聖文森的學生來台就讀，並順利於台灣大學畢業完成學位。2021 年

起，東海大學與聖文森大使館一同推動「精英培育計畫」，提供獎學金於 5 年內

共 40 名聖文森學生來東海深造，一年至多可推薦 8 名學生來本校就讀。柏安卓

女士希望藉由此計畫，未來能夠鼓勵更多的聖文森學子來台深造，畢業後不管在

台灣或是聖文森，都能進一步促進臺灣與聖文森之間的交流合作。 

十七、 日文系學生與日本大學生的線上課程交流活動 

日文系開授的「日語討論與表達（二）」課程(授課教師為內田良子)，與日



 

 

6 
 

本的常磐大學(授課教師為平田亞紀)、愛知大學(授課教師為加治宏基)於 4 月 25

日及 27 日共同進行線上課程的交流活動。這學期課程為進行辯論型的討論課

程，將全班同學分成 12 組，各組自行決定主題並進行準備。同學們探討的主題

有「動物實驗的必要性」、「死刑制度的存廢」、「推活」、「臺灣、日本、香港的校

規」等。三間大學的學生混合編組，讓同學進行自我介紹、介紹東海大學，並針

對小組探討的主題詢問日本大學生的看法。 

十八、 台積戲苑在東海：崑劇「風情月意《玉簪記》」 

本校 5月 6日於銘賢堂演出崑劇「風情月意《玉簪記》」，由台積電文教基金

會贊助、臺灣崑劇團製作演出，為東海師生帶來了一齣浪漫又趣味的愛情喜劇。

崑劇是中國戲曲的劇種之一，具有淵遠流長的歷史文化價值。《玉簪記》為晚明

劇作家高濂所作，是崑曲的經典劇目。台積電文教基金會長期投入藝文推廣活

動，以「台積戲苑」支持與贊助深耕校園戲劇藝術，臺灣崑劇團在表演藝術領域

的耕耘亦是有目共睹。此次「台積戲苑」首度進入中部大專院校，東海師生得以

在校園現場充分體會崑劇的細緻又引人入勝之美。 

十九、 東海 X證基會 X磐石會 強強聯手 打造中部產業 ESG旗艦計畫 

5 月 20 日由本校校長張國恩與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

會（簡稱證基會）董事長林丙輝及磐石會副會長林正雄，並在立法院副院長蔡其

昌、證基會副總王甡、聚隆纖維(股)公司董事長周文東、新大開發(股)總裁黃坤

檳、元大投信董事長劉宗聖等見證下簽約，強強聯手打造中部產業 ESG 旗艦計

畫。 

  此一跨界結合，將提供更多創新啟發與思維，翻轉變革。有東海大學推動永

續發展之落實與學術研究產能，結合證基會多年人才培訓、公司治理評鑑等專業

服務，再鏈結磐石會在產業界不可撼動的卓越地位與經驗，三方共同攜手為 ESG

關鍵議題與目標，透過教育訓練，強化並提昇對 ESG的認知。而啟動 ESG 旗艦

計畫，使 ESG 能更積極落實的推動，讓 ESG 成為企業的 DNA。而專注運用永

續轉型提升企業價值，亦將是未來無縫接軌國際舞台的唯一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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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綜合活動大樓新建工程： 

 時程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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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1.25 完成評選及採購委員會議決標：彰慶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評定

為最有利標廠商，以 609,699,885 元決標。 

111.02.25 開工協調會（擬訂動土典禮日期及程序、開工日期、開工前籌備

事項）。 

111.03.25 辦理工程動土典禮。 

111.05.07 基地高壓設備改接。 

111.05.10 獲准開工（啟計工期 693日曆天）。 

辦理水保工程同意施工，111 年 5月 19日完成。 

申報主管機關放樣勘驗，111 年 5月 18日都發局核准。 

基地電桿設備清除及樹木移除，預計 111年 5 月 31日前完成。 

基地開挖打鋼軌樁，預計 111 年 6月 01日起。 

每週四上午 10時召開工務會議。 

113.04.05 完工（含使用執照取得）。 

 目前進度 

目前本工程進度 0.5%。 

預定進度：申報開工。 

實際進度：辦理水保工程同意施工，111 年 5 月 19日水利局核准。 

    申報主管機關放樣勘驗，111 年 5 月 18日都發局核准。 

遇到問題：列入標價清單內之校友捐贈項目（主場館地板），擬以進口材料漲

價，請學校追加款項。 

解決方案： 

(1) 感謝李世堯學長協助與校友廠商持續協調。 

(2) 如校友廠商無法依約定提供原價格材料，擬由建築師、營造廠在不減主

場館地板功能下，啟動材料變更作業。 

二、 學生宿舍新建工程： 

 時程摘要 

110.03.24 工程以 3億 5千 900萬元整發包。 

110.03.30 五大管線申請。  

110.04.27 開工動土典禮。 

110.05.05 基地放樣。 

110.07.15 開工核准。 

110.08.12 基礎開挖。 

111.05 家具打樣確認後請採購。 

111.05 冷氣採購。 

112.04 前完工。 

112.06 取得使用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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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進度 

目前本工程進度 21%。 

預定進度：111年 5月 4樓底板澆置 

實際進度：111年 6月 3日 A、B 棟 3樓底板澆置 

          111年 6月 9日 C、D棟 3樓底板澆置 

遇到問題： 

(1) 疫情，現場工人確診及隔離增加，影響派工。 

(2) 梅雨季影響樓層澆置。 

解決方案： 

(1) 完工時限按契約 700 日曆天列管，彰慶營造已提報趕工計畫，透過同步

工程趕工。 

(2) 建築師及學校加強督核營造進度，營造亦同步檢核工程釋疑、材料送審

及相關行政作業時程。 

(3) 建立 line 通訊群組平臺，由總務長、建築師、彰慶執行副總併同三方工

程相關人員建立即時溝通管道，並即時按權責解決問題。 

三、 美術系工坊新建工程： 

 時程摘要 

109.04.30 辦理工程發包，金額：1690 萬元 

109.06-110.03 變更設計（含水保、坡審及建照審查） 

110.03.19 取得變更設計建照 

110.05.28 五大管線審查通過，取得施工許可。 

110.09.14 開工 

110.05.30 完工 

111.07.23 取得使用執照 

 目前進度 

目前本工程進度 100%。 

預定進度：111.05 完工。 

實際進度：111.05.30 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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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