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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大學第 232 次校務會議 

校務報告 

張國恩 

2022 年 10 月 25 日 

  各位委員大家好，謹針對近期校園要事提出以下報告： 

 

【校園要事】 

一、 攜手中華電信推動淨零碳排 落實綠色永續校園 

東海大學繼與 Google、中華電信聯手打造東海成為中部第一所結合 Google 雲端

平台及 Google 數位人才探索計畫的大學後，10/14 上午更與中華電信簽署「永續發

展暨雲端技術合作備忘錄」，內容涵蓋環境監控、智慧製造等面向的 AI 大數據、科

技與環境永續的建築、景觀韌性設計，以及「東海碳中和園區（Smart Zero Zone）」

推動的節能低碳與資源循環等相關領域。未來，將由東海大學負責規劃研究，中華

電信提供資訊及雲端平台服務技術的發展及支援，以共同培育 AI 智慧人才，並加速

台灣產業數位轉型、佈局 ESG 淨零碳排為終極目標。 

二、 同以色列海法大學跨國共創 ESG 商管教育 

2020 年東海大學和以色列海法大學（University of Haifa）締結為姊妹校，並成

立「東海聯盟」（TungHai Alliance），近期共同合作客製化創新課程，於暑假期間在

以色列當地辦理「暑期創新學術東海大學專班」，內容涵蓋綠色創業、企業個案討論、

參訪、業界對談等模組，共計有 23 位年齡 20 多歲到逾 60 歲的東海學生至以色列參

與專修班課程。10/13 上午在東海大學舉辦成果發表記者會，由師生分享此行學術交

流的能量與成果。未來，將開展東海 EMBA 班到海法大學的國際拓展課程，並規劃

推出全台大學首度與以色列海法大學合作的 1+1「永續創新」雙聯學位碩士學程。 

三、 建築系師生設計永續「智能種子屋」獲得日本 Good Design Award  

東海大學建築系由邱浩修老師所帶領的研究設計團隊，兩年前獲得東海大渡山

學會 AI 中心校級計畫的資助，透過 AIoT 智慧物聯網科技來探索未來建築永續目標

的「智能種子屋建置計畫」(SEED House: Living in Equilibrium with Environmental 

Intelligence)，計畫以三大居住概念：綠色生活、遠距共生、智能空間，各別提出城

市與鄉村智能住宅的兩棟建築原型，獲得 2022 年日本優良設計獎 Good Design Award

的殊榮！該獎為全球四大設計獎之一，素有「東方設計奧斯卡」獎的美譽，由公益

財團法人「日本設計振興會」於 1957 年開始舉辦，是日本唯一對綜合類別的設計作

品進行公開評鑑的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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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同家樂福跨域合作 培育永續農業與健康人才 

東海大學攜手家樂福跨域合作，為產業轉型超前部署，於 10/3 簽署「永續農業

與健康人才培育合作備忘錄」，發揮 CSR+USR 的力量培育綠領人才，本校也成為全

台第一所與企業結合並同時培育永續畜牧人才的大學。MOU 合作內容包含推動永續

農業與健康人才培育、共同推動動物福利、產學雙方定期互訪進行技術交流學習、

拓展產業合作研究計畫、合辦產業研討會及相關技術交流座談會。未來雙方也將朝

向共同推動第一支產學合作「動物福利標章鮮奶」的目標邁進，並共同投入培養動

物福利管理與稽核人才，讓本校農畜專業教育，結合家樂福的企業永續人才經營概

念，為東海的學生加值，創造就業競爭力。 

五、 產學與育成中心培育「艾博生技抗體股份有限公司」通過國科會第 2 次園區審

議會獲准中科投資案 

東海產學與育成中心培育企業「艾博生技抗體股份有限公司」，透過育成中心輔

導協助進駐中部科學工業園區管理局，於 9/28 經由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科學園區

審議會第 2 次會議，通過中科分公司投資金額為新台幣 2,000 萬元！艾博生技研發抗

體及檢測、診斷試劑等產品，透過自有及產學合作之專利融合瘤篩選技術，提供快

速客製化之抗體委託開發與生產服務(CDMO)。該公司由畜產與生物科技學系特聘教

授謝長奇擔任輔導老師，為其培育研究室，孵化相關技術，培養東海農學院學生人

才，並建立產學合作，協助訓練研發人員，確立抗體藥物之生產流程，其專利技術

可應用在醫學、檢驗、學術研究、環境淨化等領域，符合中科朝向高附加價值生物

技術產業的發展。目前亦積極建置新廠房，持續投入產品研發及專業技術，提升國

際競爭力。下一階段將進入 IPO 程序，預計在明年達成募資 6 億元，以完成新創事

業上市櫃準備之目標。 

六、 第二十三屆傑出校友遴選結果出爐！ 

東海大學第 23 屆傑出校友遴選於 9/21 舉辦，本屆傑出校友遴選委員會會議結果

出爐。今年報名相當踴躍，遴選作業競爭相當激烈，歷經各界推薦、評選，由唐堂(中

研院士)、巫信弘、李志翔、劉克非、王恭、江清流、黃將修、楊瓊瓔、楊朝棟、王

慶華等 10 位傑出校友獲選(依畢業年排序) ，獲選的校友皆具有豐富經歷與專業成

就，堪為學弟妹的典範。 

七、 建築學系《地景中未完成的協議－臺灣改裝》將代表參加｢第 18 屆威尼斯建築

雙年展-臺灣館｣ 

由國立臺灣美術館主辦，主題為「未來實驗室 (The Laboratory of the Future)」的

｢第 18 屆威尼斯建築雙年展-臺灣館｣徵選活動，今年共計有 5 個團隊參與競逐，9/14

公布結果，最後由東海大學建築系主任曾瑋所率領的團隊以提案《地景中未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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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議－臺灣改裝》獲選，評審團認為其擁有深度調研臺灣風土文化的行動力，其對

未來建築的想法揉雜了臺灣充滿韌性的適應特色，將代表臺灣於 2023/5/20~11/26 進

駐義大利普里奇歐尼宮參展。 

八、 東海、中華電信、Google 打造中部雲端人才 Hub 

東海大學、中華電信、Google Cloud 共同打造東海成為中部第一所參與 Google 

Cloud 「雲端人才搖籃計畫」並使用 Google Cloud Platform (GCP)的大學，未來將為

中科大廠和精密園區等高科技產業，培育具有運用雲端服務能力的人才並建置人才

資料庫。本校位處中部科學園區、精密園區等周邊地緣優勢，將整合校內 AI 中心及

光點計畫之推動，成為上至中部科技大廠，下至中小學教師的雲端人才培育基地。

光點計畫透過產學策略聯盟，開設「智慧製造」、「韌性設計」、「淨零碳排」三

個專業領域班，導入 AI 大數據、敏捷式智慧製造、科技與環境永續的韌性設計、碳

中和零排碳等專業跨域課程；由中華電信提供師資培訓協助、系統搬遷上雲規劃與

諮詢等服務，透過 GCP 和 Google Cloud 雲端計算基礎課程 (GCCF; Google Cloud 

Computing Foundation)，培育 AI 智慧人才，加速台灣產業數位轉型、佈局 ESG 淨零

碳排。 

九、 全國大專校院職涯輔導學生心得競賽 獲獎數全國第一 

東海大學自 106 年起承接青年職涯輔導中區大專校院召集學校，至今已邁向第 6

年，日前辦理「111 年全國大專校院職涯輔導主管會議」以「疫常時代 職涯新態」

為主軸，安排 AI 專題演講、職輔論壇、Youth Talk 青年短講。會中也頒發全國大專

校院職涯輔導學生心得競賽獎項，東海大學學生表現優異，在本屆比賽中獲獎數為

全國第一。獲獎同學分別為影音類第三名—凃佳均(工業設計碩士班畢業生)、影音類

佳作—羅心妤(資訊管理學系畢業生)；圖文類佳作—洪耘潔 (經濟系畢業生)、圖文類

評審獎佳作—陳暄云(東海大學政治系三年級)，每篇獲獎作品皆充分展現學生在接受

各項職涯輔導過程與活動帶領上的收穫。 

十、 Google Cloud 推出「雲端人才搖籃計畫」本校為中部唯一產學合作學校 

Google Cloud 8/31 宣布推出「雲端人才搖籃計畫」，首波與元智大學、東海大學

以及高雄科技大學三所大專院校共同推動雲端學程，並協助導入  Google Cloud 

Platform (GCP) 應用平台，預計三年讓 1,500 位學生通過受國際認可的 Google 

Cloud 雲端基礎認證，取得認證的學生也將列入 Google 人才庫，並成為 Google 

Cloud 合作企業夥伴未來徵才的優先考量對象。此計畫將分兩階段進行，第一階段

將完成  Google Cloud 雲端運算基礎課程  (GCCF; Google Cloud Computing 

Foundation) 所有規劃及種子教師培訓，涵蓋大數據、人工智慧與機器學習等重要應

用領域；第二階段將開辦正式學程，培育對象以合作院校之大二學生為優先，並同

步進行 Cloud Digital Leader (CDL) 與 Associate Cloud Engineer (ACE) 兩項同樣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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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認證的進階課程，提供有志深造雲端產業的學子更多選擇。此外，Google Cloud 

更將透過與合作學校導入 GCP 應用、建置數位課程的雲端資源、促進資訊系統雲

端化等作法，協助學校進一步建置完善的雲端教學環境。 

十一、 亞太暨台灣永續行動獎頒獎 榮獲三金三銀二銅 連兩年大學之最 

2022 年亞太暨台灣永續行動獎於 8/12 在台北世貿一館盛大舉行頒獎典禮，邀請

副總統賴清德以及總召集人簡又新等貴賓擔任致詞嘉賓及頒獎人。東海大學繼去年

獲得四金一銀之後，今年再度獲得三金三銀二銅的佳績，以”AI Technology for SDGs”

獲得金獎，另獲得三銀一銅；在台灣永續行動獎方面，則囊括「水環境教育 1+1>2」、

「永續影響力共創平台」兩項金獎；「從勞作教育到永續公益助學」則獲得銅獎。東

海連續兩年都是全國大專院校中獲獎最多的學校，代表本校對於 SDGs 的投入與承

諾再次獲得最高的肯定。近年來東海累積學研能量，推動四大永續構面的倡議與行

動，在永續校務治理的架構下，有步驟、有系統的從議題倡議、創新方法到行動實

踐，都能展現出積極性、創新性與影響性，是我們能夠持續獲獎的關鍵。今年在生

態永續構面獲得 1 金 1 銀、經濟永續 2 金、社會永續 2 銀，文化永續則獲得 1 銀 1

銅，四大永續構面都有獲獎，顯示東海將 SDGs 結合中長期校務發展的永續校務治

理策略，在多項議題都能創新突破並展現卓越成效。 

十二、 謝長奇教授發表可分辨呼吸道融合病毒的快篩試劑 受邀參加亞洲生技大展 

東海大學近年產學與技術研究發展成果豐碩，受邀參加 7/28~7/31 於台北南港展

覽館舉辦的 2022 年亞洲生技大會暨展覽（BIO Asia-Taiw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and Exhibition）。本校畜產與生物科技學系特聘教授謝長奇帶領的艾博生技抗體股份

有限公司，參展發表之研發成果包含使用羊駝生產的單域抗體（奈米抗體），在未來

醫用治療與檢測領域可全面發展，展現東海產學研發之實力。第一輪募資共計募得

七千多萬元，日前購置的豐原生產工廠已進入整建，預計年底投入生產，主要以生

產動物用檢測試和快篩試劑為主，目前開發的是可同時分辨新冠病毒、A 型流感、B

型流感與呼吸道融合病毒的快篩試劑。另一方面公司也申請智慧工廠進駐中科智慧

製造中心，將以生產人用標靶抗體藥物為目標，期許成為抗體供應鏈與多元抗體產

品的優質廠商。 

十三、 導入特斯拉敏捷式智慧製造課程 培育 AI 科技人才 

疫情衝擊下，邁入智慧製造 4.0 的台灣機械產業，更符合 2050 碳中和目標下的

碳排淨零政策，將作為台灣未來推動的核心產業。除了台成清交培育半導體人才外，

身為台灣智慧製造重要關鍵推手的東海大學，則鎖定智慧製造人才培育，111 學年度

起推出的光點計畫，由資工系、工工系、電機系，以及雲創學院跨域合作打造特斯

拉敏捷式「智慧製造」等課程，培育一流 AI 製造人才，為台灣另一個兆元產業開創

嶄新的契機。計畫將在校內大一升大二的學生中，甄選出 15 人進入「智慧製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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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人每年提供 12 萬新台幣的獎學金，提供最前瞻的、務實的課程計畫，並帶動企業

雙向合作，建立教育新典範，培育一流人才，以幫助中部智慧製造業向上升級的蓬

勃發展。 

十四、 彭仁傑、施明哲及唐堂三位校友榮膺中研院第 33 屆新科院士中研院院士 

    累計 14 名 為私立大學之冠 

中央研究院 7/7 揭曉第 33 屆 19 位新科院士暨名譽院士名單，其中「數理科學組」

新科院士彭仁傑(第 12 屆物理系傑出校友)，「生命科學組」新科院士施明哲(第 18 屆

生物系傑出校友)、唐堂(第 20 屆生物系傑出校友)三人皆為東海大學校友，東海為此

感到榮耀與驕傲。中研院院士為學術最高榮譽，過去已有 11 位傑出校友獲得院士榮

耀，如今再添 3 位新科院士累積至 14 位院士，不僅打破東海紀錄，更是國內私立大

學之最，未來將邀請傑出院士返回母校擔任學術講座，並推動辦理東海中研院院士

系列演講。 

十五、 應用物理系施奇廷教授 榮獲大專校院教師媒體素養教案設計競賽第二名 

為有效防制假訊息傳播及銜接 108 課綱核心的「媒體素養能力」，教育部委託銘

傳大學舉辦「110 學年度大專校院教師媒體素養教案設計競賽」，東海大學應用物理

系教授施奇廷以「讀懂科學新聞、破解謠言與迷思」教案主題榮獲第二名。評審認

為此教案「著重科學新聞及其謠言訊息破解，議題主軸明確，課程互動性高，並善

用網站工具，以強化學生查找資料對照科學新聞的能力」。教育部未來也將邀請獲獎

教師參與教材教案編撰及教師培訓工作坊，透過交流分享，提升教師媒體素養課程

設計及創新教學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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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綜合活動大樓新建工程： 

 時程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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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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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07.10 

111.09.21 

111.09.30  

111.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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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成擋土鋼軌樁打樁 

滯洪池內、外隔牆，實施 PC 澆置工程 

完成基地開挖 

完成邊坡噴凝土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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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執行避雷及電氣接地工程、水保工程擋土牆及截水溝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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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06.09 

111.06.24 

111.07.28 

111.08.09 

111.09.16 

111.09.29 

AB 棟三樓底板澆置。 

CD 棟三樓底板澆置。 

AB 棟四樓底板澆置。 

CD 棟四樓底板澆置。 

AB 棟五樓底板澆置。 

CD 棟五樓底板澆置。 

 冷氣採購。 

112.06.14 完工。 

112.08.14 取得使用執照。 

 目前進度：33%，AB 棟六樓底板預訂於 111.10.26 澆置，CD 棟六樓底板預訂於

111.10.26 澆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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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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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5.28 五大管線審查通過，取得施工許可。 

110.09.14 開工 

111.05.30 如期完工 

111.07.23 原訂取得使用執照 

 目前進度：完工待董事會用印申請使用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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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