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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大學第 32 屆第 13 次董事會議 

校務報告   
 

葉芳栢 2012 年 11 月 9 日 
 

汪董事長、各位董事，大家好： 

 

首先恭喜汪董事當選本校董事會董事長，在汪董事長的帶領下，董事會將有

另一番氣象。期盼董事會能繼續指導和支持本校各項校務的推動。 

「東海大學，生日快樂!」今年 11 月 2 日是本校 57 歲生日，從 10 月 23 日

起至 11 月 3 日有一系列的慶祝活動。校慶當天，在師生大顯身手以及啦啦隊加

油聲中展開一年一度的運動會，這是師生活絡筋骨和交流的最佳時刻。 

校慶系列活動中還包含 10 月 23 日及 28 日「盛樂之時-校友聖樂團與路思義

合唱家聯合音樂會」，可以重溫聖樂團的「天韻歌聲」，實為千載難逢的機緣。東

海大學聖樂團，成立於 1955 年，團員都是從全校教員與學生中嚴格考選出來，

當年美國紐約林肯藝術中心曾評定「東海聖樂團」為亞洲最佳大學合唱團之一，

是團員們最引以為傲的光榮紀錄。 

101 學年度東海大學第 13 屆傑出校友名單已出爐。當選的傑出校友：第 14

屆歷史系莊淑芬校友、第 18 屆政治系王文傑校友、第 18 屆生物系施明哲校友、

第 19 屆化工系吳大剛校友、第 20 屆建築系何肇喜校友。恭喜以上五位當選的傑

出校友，並已於 11 月 3日校慶校友返校餐會時接受表揚。 

本校注重環保綠能，落實節能減碳有成，校園通過國際認可 ISO 14001 環境

管理系統認證及獲環保署廢棄資源物管理「優等獎」。10 月 21 日金秋地球日，由

本校工學院研發的電動自行車、太陽能候車亭將啟動低碳校園，而甫獲文化部 500

萬補助全長三公里的藝術步道，也完工正式對外啟用。 

今年十月二十五日，中部十二所學校校長暨副校長在本校茂榜廳簽署「促進

臺中軟體園區發展學校聯盟簽署儀式」合作意向書。台中軟體園區學界聯盟，可

以讓中部多所學校結合所長，包括產學合作培育資訊人才、軟體資訊服務、雲端、

華人數位等發展更蓬勃。臺中軟體園區去年就完成都市計畫變更，今年五月動

工，預計明（102）年八月完工，將結合學校資源、研究人才、電腦公會及產業

界等能量，預估提供 5000 個工作機會，對大里、霧峰、太平的發展有很大幫助，

將帶動臺中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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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教學與研究 

本校 101 學年度第 1 學期註冊學生人數，大學部為 13,635 人、進修學士班

845 人，碩士班 1,827 人、碩士在職專班 818 人、博士班 240 人，合計 17,365 人。 

教育部核定本校於 102 學年度： 

(1)增設外國語文學系「英美文學組」碩士班及餐旅管理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2)應用物理學系學、碩、博士班及該系學士班二學籍分組分別更名為「材

料及奈米科技組」、「光電組」。 

(3)電機工程學系學士班學籍分組為「IC 設計與無線通訊組」、「奈米電子與

能源技術組」。 

國科會 101 年度專題研究計畫案，截至 101 年 10 月 22 日止，獲補助計畫件

數為 170 件，研究計畫金額 129,553,993 元。國科會 101 年度產學合作計畫案，

截至 101 年 10 月 22 日止，本校共有 10 件應用型獲補助，計畫金額 3,932,000

元。 

103 學年度增設調整系所審查案，共有三單位申請，國際教育合作處申請增

設「國際學院」、管理學院申請增設「國際經營管理學士學位學程」、體育室申請

增設「運動健康與休閒學位學程」，並訂於 101 年 11 月 13 日召開研究發展委員

會議審議申請案件。 

教學卓越計畫的「聆聽的藝術系列專題」，於最近舉辦演講： 

(1)10 月 3 日邀請九把刀演講。九把刀本名柯景騰，是本校 2005 年畢業的

34 屆社會學研究所校友。演講講題：「再一次戰鬥：關於夢想．挫折．愛情．

電影」，給予學弟妹莫大的勉勵與鼓舞。10 月 9 日中華民國第 50 屆十大傑出

青年選拔當選人名單公布，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藝術文化類」由九把刀獲得。

實至名歸，本校與有榮焉。 

(2)10 月 24 日邀請蔡詩萍先生，蔡先生是資深的媒體人。此次演講題目：「為

甚麼“大亨”都愛買媒體？！」內容精闢，吸引了許多有興趣的師生聆聽。 

102 年至 104 年第三期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書，申請重點以「提升就業競

爭力，強化學用合一」與「引導大學發展特色、推動國際交流、打造東亞高教重

鎮」為目標，本校經過多次會議討論，並決定計畫架構，教學卓越計畫總辦公室

及教學資源中心彙整各單位所提供資料，撰寫計畫書，經主管及多位同仁連日徹

夜努力完成計畫書後，於 10 月 15 日下午專人親送交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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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校園動態 

1. 第二教學區體育設施─已完成，採購會議辦理正式驗收。 

2. 東海北路與力行路交接處部分建築重建案─A 棟 3F 板樑組筋、B 棟 3F 柱牆

搗築。 

 3.本校校址因路名更改，門牌整編後新址為「台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四段 1727 

    號」。新、舊門牌並存期間為 101 年 7 月 1日至 103 年 6 月 30 日。 

參、100 學年度收支決算概況 

本校 100 學年度決算業經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查核完竣，將出具無保

留意見查核報告。本校 100 學年總收入 26 億 6,629 萬 5,411 元、經常門支出 22

億 9,036 萬 3,515 元，收入及經常支出結構詳圖一及二。此外，固定資產支出總

計 2 億 7,064 萬 2,826 元，其中房屋建築及工程 6,671 萬 1,211 元、 圖書儀器

及設備 1億 8,797 萬 5,668 元、電腦軟體 1,595 萬 5,947 元。若以學校可動支經

費來看，學校可支配的收入，（不含指定用途捐款、特定用途捐款、附屬機構結

餘及研究計畫收入）約 19 億 5,200 萬元，用在必要性經常支出約 17 億 525 萬元，

佔可支配收入的 87.36%；扣除償還銀行借款 1,810 萬元及用在建築工程及重大修

繕工程經費約 6,148 萬元後，如此 100學年本校的資金結餘約有 1億 6,795 萬元。 

 

圖一：100 學年度收入結構 

 

 

 

 

 

 

 

 

 

 

 

 

 

 

100學年收入決算

26 億 6,63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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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100 學年度經常支出結構 

 

 

 

 

 

 

 

 

肆、獎項 

每年一度的英國發明展於101年 10月 27日舉行頒獎，今年大會以國際創意、

工業、消費、休閒及設計共 5大項進行評分，同 1件作品可以跨類得獎。今年本

校輔導兩組發明團隊學生報名參與，分別由資管系陳澤雄老師與資工系楊朝棟老

師指導，奪得一金三銅。 

(1)資管系的團隊由黃尹姿與蔡旻珊等同學代表參展，展出的作品為電子冰

盤，一舉奪金！兩位同學表示，透過團隊所有成員的努力，順利榮獲金牌，過程

中遭遇的困難由團隊各不同領域的同學解決，獲得許多寶貴經驗。 

(2)資工系的團隊由黃冠龍研究生代表參展，展出的作品：雲端基礎設施環

境具動態資源分配方法的綠能虛擬機器管理系統、VoC 和 MIFAS 三套系統，共奪

得 3面銅牌佳績。 

10 月 24 日學術審查委員會通過 100 學年度特優教學獎、教學創新獎、優良

導師獎等 20 位獲獎者、全校課程改進計畫 6 位教師、學務處「導師社群建立與

學生輔導工作之強化」等 7 位教師，共 33 位獲得 101 年度教學卓越計畫彈性薪

資獎勵。 

一、100 學年度教學創新獎、特優教學獎、優良導師獎，共 20 位老師（不包 

100學年支出決算 
22 億 9,036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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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專任和助教）： 

․教學創新獎 

呂珍玉（中文系）、施奇廷（物理系）、汪碧涵（生科系）、林盛程（資

管系）、黃信達（政治系）、柯耀宗（工設系）。 

․特優教學獎 

呂芳懌（資工系）、林財丁（國貿系）、龍鳳娣（化學系）、江丕賢（外

文系）、朱惠玲（餐旅系）、陳淑美（教育所）、程宗賢（建築系）、

魏元珪（哲學系兼任）。 

․優良導師獎 

阮美惠（中文系）、林宜靜（生科系）、林祝興（資工系）、吳祉芸（企

管系）、黃聖桂（社工系）、林万登（餐旅系）、何郁如（景觀系）、

蔡常斌（社會系助教）。 

以上 20 位老師每位核發彈性薪資每月 5000 元，共 6個月，每人總計 3萬元。 

二、全校課程改進計畫，共 6位老師： 

中文系：周玟慧、劉榮賢、黃繼立。 

體育室：林春梅、陳俊豪、蕭新榮。 

以上每位老師每月 5000 元*12 個月，總計 6萬元。 

三、學務處—導師社群建立與學生輔導工作之強化，共 7位老師： 

羅文聰（資工系）、陳以愛、王崇名（通識中心）、李成（法律系）、邱浩 

修、郭奇正（建築系）、許書銘（企管系）。 

以上每位老師每月核給 6000 元，共 6個月，總計 36,000 元。 

＊恭喜以上獲獎老師！ 

伍、國際交流 

芳栢與國教處王良原組長於今年 10月 11 日至 10 月 14 日應日本北星學園大

學姊妹校邀請參加 50 年校慶活動並參訪交流。 

芳栢於 11 月 4日至 11 月 8日應中國北京音樂學院邀請參加「2012 海峽兩岸

青年音樂文化研習營」，擔任總領隊與本校音樂系師生前往演出，並洽談兩校簽

訂姊妹校、進行交換學生等學術交流。 
 
【外賓來訪】 

 

. 1.Humanitarian Affairs Asia 機構代表 Janice Leong 於 10 月 24 日來訪，洽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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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年世界大學生領導者研討會（University Scholars Leadership  

  Symposium）擬於臺灣舉辦相關宣傳訊息。 

 2.大陸集美大學音樂學院院長等 6人於 10 月 26 日來訪，除拜訪本校音樂系

外，並洽談兩校合作事宜。 

 3.美國波特蘭州立大學國際處主任 Sally Mudiamu 於 11 月 8日來校拜訪，洽

談雙邊可發展合作項目。 

陸、推廣工作 

10 月 6日開課的第二屆「自耕自食－自然農法」吸引許多專業的農民前來參

加，由推廣無農藥、無肥料種植的秀明自然農法講師詹武龍老師授課，以永續的

農業觀點及農耕方式，培養健康安全的農作物並維護美好的生活環境。 

本校開辦第七屆「高效談判與協商實戰班」，已於 10 月 12 日開課並結業，

課程主要教導學員對外商業談判的策略與技巧，理論架構佐以實例的上課方式，

深獲學員好評。 

本校與台灣藝術治療學會合作辦理「藝術治療學士學分班─發展心理學」課

程，因符合現代人追求心靈成長的需求，招生以來報名頗為踴躍，於 10 月 27 日

順利開課。 

第 6 屆「造園景觀工程實務基礎班」預計 12 月 8 日開課，於 10 月 18 日即

繳費額滿共計 32 人，因應學員要求緊急加開第 7 屆，訂於 12 月 23 日開課，已

於日前開始招生。 

勞委會職訓局為加強企業教育訓練推出充電起飛計畫，上學年度本校已執行

10 餘家，今年在努力衝刺下增加南投久允工業、東毓油壓、台中工業區內冠球印

刷、國睦工業、鐿鈦科技、彰化百和工業、英發企業等近 20 家企業、本校將依

公司需求規畫各種訓練課程。 

柒、結語 

運動場上的加油，競賽的衝刺，就像在人生的道路上，我們也是不斷往前奔

跑，達成目標。秋天乍涼還暖，請多加留意天氣的變化，免受風寒。 

芳栢敬祝汪董事長暨各位董事 

 

萬事如意 

身體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