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海大學第 31 屆第 2 次董事會議
校務報告

林董事長、各位董事，大家好：
程海東 2007.6.15

今天是董事會第 31 屆第 2 次會議，海東藉著這機會向連任的林董事長
及新任的董事先生們致以賀忱。過去三年來，承蒙董事會的愛護與支持，
使本校各項校務得以順利發展。海東時刻記取治校的初衷和願景，並且深
信在董事會持續的支持，以及學校同仁的攜手努力，將再締造東海的新高
峰。
本學期開始，為使本校行政單位同仁汲取新知、增進與他校經驗交
流、建立人脈網絡、強化專業素養，各行政單位每學期安排所屬同仁參訪
他校相關業務。從今年 5 月初執行，已陸續有：人事室、勞教處、會計室、
圖書館、事務組、營繕組、出納組、環保組、校牧室等單位赴他校參訪，
截長補短，檢討改進。同仁反應熱烈，獲益頗多。
咚！咚！咚！5 月 17 日，本校人文大樓廣場在雨中傳出日本沖繩的太
鼓聲。這是日本「琉球風車」第三度到本校表演。除了太鼓，還有傳統舞
蹈：「EISA」（是沖繩民眾在祭祖時的舞蹈）。「琉球風車」的團員包含
沖繩國際大學、琉球大學，以及沖繩大學的學生。其中，沖繩國際大學和
沖繩大學是本校的姊妹校。此項活動跨越彼此語言的隔閡，是國際交流與
學習的實證。雨，不但沒有阻撓民眾駐足圍觀的興致，更無法澆息表演團
員的熱情。文化的激盪在雨中持續著…
本校積極推動國際交流，亦開創國內高教校院學術合作，以提升學生
的學習動機與成效。今年 4 月 16 日，本校與國立台東大學簽訂合作協議
書之後， 5 月 15 日本校政治學系與國防大學舉行首次正式交流會談。國
防大學目前規畫的合作對象中，本校是唯一的私立大學。國防大學是培養
國軍幹部的最高學府，若能與本校政治學系建立學術合作，將有利於兩校
在戰略與國際事務的探討、全民國防理念的推動、以及國防安全研究能量
的整合。
校園內師生、眷屬共同關切的議題：「工業區飄來的惡臭味」。本校
一再向環保局嚴正反映，屢次在環保局會議中表達維護師生、居民及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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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淨空氣的堅定立場。海東也多次在「台中市政府與各大專校院推動市政
建設座談會」針對改善工業區惡臭味提案。經過校內同仁、眷屬的嚴厲抗
議，台中市環保局允諾與本校在 6 月 15 日(星期五)下午 2 時於工業區污
水處理廠舉行會議，共同研商徹底的解決之道。此外，中部科學園區可能
帶來西屯區「砷」的空氣含量。本校環境科學與工程學系已著手檢測，並
添購 2 組 PM10 高量採樣器及 2 組總懸浮微粒高量採樣器，以便長期有效
監控空氣含砷量，並同時與中科管理局密切合作協商徹底改善措施。
海東謹將本校校務分為：「教學與研究」、「教學卓越計畫進度」、

「校園重大工程施作情形」、「國際學術交流」、「推廣教育」等，向林
董事長、各位董事報告。

壹、教學與研究
教育部 96 年度大專校院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訪視，本校於 6 月 1 日
受訪完畢，本次訪視重點為：學校智慧財產管理組織、學校電腦軟體使用
情形、校園網路管理機制、圖書館藏管理機制、教科書著作權使用管理機
制、智慧財產權的宣導。訪視委員依資訊網路管理、圖書資訊、智慧財產
權、學生事物等類別分組審查，會中除聽取簡報、與本校相關行政人員座
談外，並與教師及學生晤談，確實瞭解本校辦理情形，並對本校校園網路
資訊管理讚譽有加，然仍有許多本校必須宣導改進之處。
1. 95學年度教師「特優教學獎」共推薦專任教師12名，兼任教師1
名。經提96年5月1日學術審議委員會議討論結果，選出專任教師
得獎人7名，得獎人為柯安男教授（化學系）、謝登隆副教授（國
際貿易學系）、陳思照副教授（音樂學系）、王業立教授（政治
學系）、張文貴教授（資訊工程與科學系）、武自珍副教授（社
會工作學系）、郭文亮講師（建築學系）；選出兼任教師得獎人1
名，得獎人為郭長松兼任講師（音樂學系）。
2. 研發處與電算中心共同規畫「學術研究成果資訊系統」，第一階
段業已開發完成，功能包含：研究計畫、研究獎勵、學術著作、
學術活動與獲獎、學術服務與產業互動等資料的建置；第二階段
亦積極開發中，功能包括：各類學術研究獎勵線上申請作業、各
類學術資料的統計及查詢等。
3. 提供系所充分資訊辦理自我評鑑工作，同時也預備因應 98 年在本
校由教育部委託評鑑協會所辦理的高等教育系所評鑑，做事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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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檢討和改進。本校研發處已著手建置本校評鑑資訊系統，第
一階段系統開發內容包括：
(1)移植教育部校務評鑑資訊系統中同質學校量化資訊，並提供
計算、分析功能，俾利各系所掌握在全國同質校系之間的競
爭力。
(2)提供教育部系所評鑑及本校自我評鑑相關資訊，如評鑑時程
、更新資料、問題討論等，使系所掌握評鑑最新動態。
(3)提供評鑑指標相關資訊，包括指標的意涵、最佳實務及建議
準備的參考資料等，協助系所完整呈現該系系務資訊。本系
統預定於 7 月上線。
4. 本校創意設計暨藝術學院的組織已經成立，96學年度正式掛牌運
作，包含的科系有：音樂系、美術系、景觀系、工設系、建築系，
雖都是現成的科系，卻十足是一個蘊含創意和氣質的學院。另外
新成立的「電機工程學系」，在本校甄試推薦會議中即躍為考生
熱門志願選項 (排名第三，僅次於建築系及工設系)。本校電機
工程學系未來將以「無線通訊」、「IC 設計」等為主軸，同時
也將進一步與中科、台中工業區締結合作關係，構築東海另一特
色領域。

貳、教學卓越計畫進度
今年 4 月，海東接受台視「發現新台灣」節目特別製播「卓越計畫．
學習進化－東海大學卓越進化論」單元。節目裡，除了大篇幅報導本校擁
有美麗的校園環境與優良傳統制度，也讚揚教學卓越計畫的執行成效，可
謂「教學拼卓越、師生同進化」。海東認為，教學卓越不只是教育部補助
的計畫，而是應該永續經營的，本校未來仍將持續推動卓越教學的多元化
「開創」與「創新」作為。
1. 教育部於 4/17（二）在教育部五樓會議室舉行系列性主題第三場
記者會，由本校與暨南大學同日辦理，展示「教學助理」成效及
特色。記者會進行圓滿成功。
2. 為瞭解 95 年度各校辦理「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執行成效，教
育部於 4/3（二）舉行 95 年度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自評報告填
寫說明會，會中向各校詳細說明自評報告撰寫方式，本校已於 5/7
（一）依相關格式提供自評報告乙式 25 份及電子檔 3 份。

3

3. 5/27 -6/1，本校副校長林振東教授赴美國參加 2007 年美洲教育
展（NAFSA），此項活動為目前全球三大教育展之首，參加人員多
逹數千人，是推展本校國際化發展的重要活動。
4. 教育部為查核 95 年度各校辦理「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具體執
行成果，於 5/7（一）舉行「95 年度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實
地考評行前說明會，說明考評作業相關程序，每校考評時間以半
天為原則，本校已在 6/8（五）下午 13：50～17：30 接受教育部
訪視委員的實地考評。

參、校園重大工程施作情形
「第二教學區管理學院大樓」新建工程進行順利，今年5月土木機電主
體全部完工。目前已進入驗收階段並進行內部設施的裝備。「第二教學區
管理學院週邊設置汽機車停車場及增設人行步道工程」預計今年暑假全部
完成。96學年度開學，管理學院師生即可進駐。相關配套措施，如：接駁
車、餐飲設施等問題，已在緊鑼密鼓執行中。
「第二教學區管理學院工程完工奉獻典禮」在今天上午11時10分舉行
並圓滿完成，帶給東海大學約7000坪優質的教學研究空間。
校園內重大工程進度表:
1. 管院大樓─完工；6 月初辦理工程初驗。
2. 音樂系館暨美術系館─音樂系 A 區 4 樓樑版鋼筋組立、B 區 3 樓
牆、柱封模。美術系 C 區 4 樓樑版鋼筋組立及柱筋綁紮、D 區 4
樓柱筋綁紮。
3. 學生宿舍第一期─請建築師加速施工圖說繪製及儘速取得建築執
照，已辦理廠商登記，廠商資格呈核後擇期辦理召開審核會議。
4. 教師宿舍暨退休教職員宿舍─原定 5 月 16 日召開校建會專業委員
修訂審議，因委員人數不足暫予延期。
5. 體育場─設計上大致定案，因配合「學生宿舍第一期」「教師宿
舍暨退休教職員宿舍」新建工程之累計開發面積，是否需辦理環
境影響評估後再行檢討。
6. 第二教學區管理學院週邊設置汽機車停車場及增設人行步道工程
─辦理工程合約及現場放樣會勘。

肆、國際學術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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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向外爭取經費或多元化執行國際化教育兩方面，96年度是「國
教室」歷年來最豐碩的一年，多項計畫在熱烈執行中。
1. 申請教育部96年度「獎勵大學校院擴大招收外國學生補助計畫」補
助，獲得新台幣220萬元補助款。另申請96年度「教育部補助國內
大學校院博士班研究生出席國際會議」補助案，亦獲部分補助。
2. TVT Program
國際教育合作室為了藉由東海國際化校園環境的優勢，讓國籍不
同、文化不同的外籍生與本國籍的學生進行語言與文化的交流，
並且提升學生的世界觀和國際競爭優勢，特別開設 TVT (Tunghai
Visiting Tutor)課程，聘請外籍學生擔任 Language Tutor，負責輔
導學生英語方面的課業，供學生提問、練習對話及作業指導，扮
演輔助、引導的角色。一方面在課堂外協助學生外語學習，另一
方面在校園內輔助英語化學習環境的推動。
3. Millikin University 師生來校進行異地教學
美國姊妹校Millikin University 教育學院師生於今年5月16–30日
至本校，做為期2週異地教學與實習課程，由該校Professor Anne
Matthews 及Professor Nguzi Onuora 帶領數名學生與本校教育研
究所學生一起上課，本校教育研究所亦將此次合作課程定為該所
之專題討論課程(一學分)，全程以英文授課。此外，並安排至東
大附小及附中做英文教學實習、文化課及校外參訪。此係該校第2
次與本校合作異地教學活動(去年1月首次合作)。
4. 今年更進一步推出與姊妹校美國加州州立大學 Sacramento分校
(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Sacramento) 合作暑期語言與文化課
程。協助新生利用入學前的假期，一方面強化語言的能力與增加
文化的接觸；另一方面協助新生能夠到國外增長見聞，提早做大
學四年的學習規畫。這項課程對象為大一新生，歷時三周，由本
校專人全程陪同。課程涵蓋語言、文化、活動、參觀、以及大自
然的洗禮。此次名額只有40名，活動日期訂於今年7月20日至8月
12日。己決定入學東海大學者，本校提供獎助金申請。
5. 本校於今年 2 月與美國馬里蘭大學(University of Maryland)簽署學
術交流合作合約及暑期海外研習約定，預定今年 7 月開始派學生
赴美研習，課程內容以認識美國政府及政黨運作為主。
6. 比利時根特大學校長 Professor Paul Van Cauwenberge 及漢學系主
任 Professor Bart Dessein 等 2 人於今年 5 月 27 日至 6 月 1 日訪華。
由本校安排台灣的所有參訪活動，訪台期間訪問成功大學、台灣
大學、台大醫院過敏免疫中心、中央研究院、中華佛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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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故宮博物院等，訪問行程一切圓滿。
為使本校職員工同仁能有機會參與國際化活動，今年暑期學生活
動首次開放職工申請擔任「帶隊代表」。這是本校推動「創新動力計
畫」的一部分，其活動及名額如下：
(1) 2007 海外榮譽學程研習-Millikin University Program， 名額 2
名。
(2) 2007 復旦大學台灣大學生暑期「江南之旅」夏令營，名額 1
名。
(3) 2007 厦門大學第五屆兩岸大學生「閩南文化研習會」，名額 1
名。

伍、推廣教育
本校「推廣部」數年來都為學校獲得可觀的資源並建立良好的社
會關係，幾項創新的表現如下：
1. 得標「經濟部水利署－政府採購專業人員基礎訓練班」兩班。
2.

接受勞委會職訓局委託辦理「96 年產業人才投資方案」，通過 99
個訓練班次，預計訓練人次達 2,000 人次，學費收入約 1,500 萬
元。在職勞工報名本方案可獲政府學費百分之八十補助。目前本
案已開設 43 班，其中企業包班 33 班，共計 864 人次，2,057 小
時。本案執行至 5 月底共計將開設 50 班，執行成效良好。

3. 獲交通部觀光局委託辦理中區「96年領隊人員職前訓練」九班及
「96年導遊人員職前訓練」六班，自5月15日起開始受理報名。訓
練對象為已取得領隊人員或導遊人員證照者。
4. 推出設計類課程－室內設計實務基礎班、室內設計工程實務班。
5. 大專畢業生多媒體網頁設計班、職場新鮮人企劃實戰班、職場新
鮮人理財入門班。
4 月 19 日由勞委會職訓局補助本校辦理徵才博覽會，共有 70 家廠商
參與東海此項徵才博覽會。有許多應屆畢業生前往諮詢及參閱，為未來前
進社會新鮮人預做準備。6 月 16 日畢業典禮當天，還另有一場徵才博覽會，
這是學校貼心的服務。
鳳凰花開，驪歌輕吟。在淡淡的離愁中，浮漾出濃濃的溫馨。 海東誠
摯邀請林董事長和各位董事一起參加明天的畢業典禮，共同歡送近 4000
名畢業生鵬程萬里。
謹此，海東祝福林董事長、各位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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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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