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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大學第 33屆第 2次董事會議 

校務報告 

 

湯銘哲 2014年 04月 14日 
 

曾董事長暨各位董事，大家好： 

 

首先，感謝汪前董事長和卸任董事過去一年的指導與支持，也恭喜新任的曾

董事長，以及幾位新董事加入董事會。今天是第 32 屆第 2 次董事會，我想藉著

這個機會向曾董事長和各位董事報告學校（2013.2.1-2014.1.31）這一年來的辦學

情形： 

去年 2 月我第一次參加學校的導師會議，即以「「莫忘初衷-我要當大學老

師」與全體導師共勉，期許大家一起努力，提升東海。我認為我會接受校長職務，

是因為我認為教育不分國界，我們為人類社會做事，總要盡到最大的價值。我希

望以東海為平台，將東海塑造成最好的 model，成為他校學習模仿的榜樣。如此，

我們的貢獻並不只限於在東海大學。當校長最高興的一件事，就是可以把不可能

變成可能，並讓這些夢想成真。 

一、辦學報告 

◎外界評比 

去年 5 月間，未來事件交易所以「台灣最好大學」、「台灣的大學社會貢獻

度」及「台灣的大學國際化」3 項目，針對公立大學和私立大學分別評鑑。本校

獲評台灣最好的私立大學。這是前人努力所累積的成果，我們是非常有福氣的。

我們要繼續努力，把事情做好。 

根據Cheers雜誌去年11月的調查報告指出，本校獲選「2014年度3000大企業

經理人最想就讀EMBA」私校第一名，且超越部分國立大學，往年亦曾多次進入

前十大排行榜。本校是中部地區成立最早、歷史最悠久的EMBA，已彙集了700 餘

位卓越人才，形成一個匯聚各產業精英的網絡平台。這幾年在課程上創新及因應

產業需求，開設實務及生活美學等課程，並增聘業界師資(CEO)與本校老師共同

開課， 強化學生實務與理論相結合，維持優良的教學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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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綠色博雅」 

去年8月，我們在一級主管會議中將學校定位「綠色博雅」大學。這不但有

其歷史考量以及文化特色，也是一個創意和創新。東海大學1955年創校，即以博

雅教育起家，是一所以博雅教育為基礎的大學，也就是所謂的small liberal-arts 

university。「博」，講的是廣博，是宏通器識的意思；「雅」，就是希望培養的學生

都具有優雅氣質，亦即教養的培植。我們將「博雅」和抱持「綠色環保」的態度

相互結合，稱為「綠色博雅」。 

目前我們已在進行「綠色博雅」logo設計徵選比賽，並申請「綠色博雅」

專利。  

◎GREEnS 研究計畫（全球環境暨永續社會發展計畫） 

在董事會的支持下，GREEnS跨領域計畫進行得極為順暢和成功。大家開始

有了合作，研究的合作、開課的合作，大學多元化的風貌已然形成。而且衍生許

多附加價值，爭取到外界不少大型計畫。在GREEnS跨領域計畫執行下，本校不

斷朝著永續環境、永續經濟和永續社會方向發展。相位未來可以成為政府非常重

要的智庫，甚至產生很好的永續策略，為國家、為社會做出最大的貢獻。 

GREEnS跨領域計畫中，有一個關於高齡化社會與產業的方案，原本只是一

個研究計畫，但現已拓展成一個跨領域的課程。此課程獲得教育部認定是臺灣跨

科技人文整合的一個亮點課程，並列為全國推動的最好例子，同時也讓去年的跨

科技人文整合課程在東海舉辦。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綠色環保」的理念獲得一位善心老太太的認同，響

應節能減碳，答應捐款2400萬元（分6年，一年400萬元 ），贊助校內的大型「電

動巴士」，這是我們「綠色博雅」的魅力回響。 

◎教學 

*經過這一年來的推行各院系亮點計畫，各系所找出自己的特色與亮點，透

過創新的思維，轉化老師的態度與觀念以培養學生創新的能力，引領學生適性學

習並協助學生就業。本校導入翻轉教室、問題導向（PBL）教學模式及 MOOCs

教學模式等三項創新教學模式來提升東海大學整體教學品質，以及學生學習的意

願及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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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應用物理系為了提供學生更好的學習品質，與MIT麻省理工大學自去年

暑假簽署合作，聯合建置開放式網路教育課程【edX網路開放式課程】。凡本校

應用物理系學生，即可同步與麻省理工、哈佛、劍橋大學等世界名校學生透過網

路一起正式修課，未來也將推廣到其他科系。本次合作是透過第五屆物理系校

友，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物理系終身教授陳敏博士的牽引，本校成為MIT

開放式課程在台灣的伙伴學校。 

陳敏教授回憶當年母校提供給他的獎學金，對他有非常大的鼓勵作用，為

回饋母校，去年 12 月 30 日舉辦「東海大學與 MIT 麻省理工聯合網路課程 edX

發表會暨獎學金捐贈儀式」，自 102 學年度起捐獻獎學金設立「陳敏先生 MIT 獎

學金」，連續五年共 20 個名額，每個名額台幣 5 萬元，捐贈總額達一百萬元，用

以獎勵修習 edX 網路課程之優秀學生。 

*本校102學年度增設： 

(1)餐旅管理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2)外國語文學系碩士班新增英美文學組 

另外，物理學系調整更名為應用物理學（含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其

中學士班物理組更名為材料及奈米科技組、應用物理組更名為光電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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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獲教育部補助為「推動大專院校教師多元升等試辦學校計畫」試辦學校，

為凝聚校內教師共識，建立教學升等質性評量，重喚教師教學熱情，成立教師多

元升等研擬小組，擬訂具東海特色之教師多元升等制度。 

*本校系所評鑑重點將從原本的「教師本位」轉為「學生本位」的績效責

任，亦即從「教學」導向的評鑑轉為「學習」導向的評鑑，更加強調學生學習成

效的品質保證，從「過程面」及「結果面」進行評鑑，以引導系所依據學生學習

成效評估機制，落實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提升教學品質，確保學習成效。 

 

◎博雅書院制度化 

已創立 6 年的博雅書院，去年 12 月在校務會議中獲得通過制度化，正式納

入學校的組織。我們不僅要延續博雅書院所締造的美麗光景，還將以博雅書院為

基礎，推動全校博雅學習，並協助通識中心開課事宜。博雅書院的運作經驗，是

我們在推動全校博雅教育上的優勢，我們必須珍惜，並以它作為推動的原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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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雅學習 

有關全校博雅學習的推動，在與系所溝通的過程中真的讓我學到了不少，

一方面是了解到系所在運作上的困難，另一方面也透過溝通來讓各系更了解全校

博雅教育推動的方向、目標以及作法。目前已擬定加強通識教育、住宿學習及跨

領域課程。推動時所需要的是人文教育、跨領域學習以及國際視野的拓展。這是

我們在幫學生強化未來職場就業的能力。 

在跨領域這個部分，工學院以及創藝學院整合出了一個數位創意學程，希

望在後續整合的過程中，還能擴張到文學院的文化創意學程的部分，這樣必能發

展為東海大學最有亮點的學程之一。 

◎ 五個學制註冊率 

102 學年度學生人數 17,094 人；大學部 13,605 人；碩士班 1,707 人；博士

班 230 人；進修部 750 人；職(碩士) 802 人。 

學校共有 5 個學制，下面有五個圖表顯示 6 年來的註冊率： 

1. 日間學士班的註冊率。 

2. 博士班的註冊率。 

3. 進修學士班的註冊率。 

4. 碩士班和碩士專班因大勢所趨，註冊率不是很理想，有努力的空間。日 

後加強五年一貫的獎勵辦法，以及試辦系所課程的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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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策略和招生 

• 建立中部高中聯盟，主動出擊 

• 結合教務處，國際處，學務處及各院積極參加海外教育展 

• 廣邀兩岸高中校長參加今年（3/7-3/10）本校舉辦的兩岸高中校長論壇  

◎名人開講 

除了卓越校友講座，以及博雅書院的雅敍、夜談，為了改變全校教職員同

仁的思維，能以開放的心胸吸取更多更新的知識，我陸續邀請一些專家學者來校

演講，傳遞新思維與新知識。 

*去年傑出校友姚仁祿先生於3 月27 日應邀回母校與一級行政主管暢談

「創新與創意—東海大學2.0」，和大家一同分享大學教育創新。 

*去年 5 月 9 日系所主管會議中，邀請傑出校友陳鳳山教授來談論”Lean 

University”，組織精實應如何進行。組織制度的瘦身，也要思維的瘦身，去年 7

月 23 日陳校友又應邀對全校職員工演講。期使全校同仁在處理業務中能以更精

簡的思維和方法去工作，學習將工作做得更好，進而讓整個學校的運作更有效率。 

*去年10月8日，邀請清華大學馮達旋副校長以「企業與學術：21世紀的新

典範」為主題對系所主管演講，提出企業無法大量進行R與D（Research & 

Development），研究型大學要幫助企業進行R與D，這是21世紀企業與大學面臨

21世紀企業與大學面臨的新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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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與創業 

本校連續九年獲得教育部的教學卓越計畫，本校自 94-102 年共計獲得 6 億

1900 萬元補助。這些補助款用在各子計畫的活動，以及學校軟硬體設備，同時

我們也著重在「創新與創新」的發展，鼓勵本校學生於在學期間走出校園、勇敢

創業，培育本校學生創新與創業精神。我們積極對全校師生推動 innovation 和

entrepreneurship program。創新不是點綴品，而是同學們未來在社會上求生的工

具。創業精神(entrepreneurship)是一個利器，老師扮演的角色本身就是一種

entrepreneur。 

去年暑假訪美期間，與推動全校創新和創業精神有成的美國姊妹校美國史

蒂文斯工學院（Steven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洽談，他們答應推動小組的三位

大師來東海免費為我們的老師開課，講授如何幫助學生具備創新、創業能力。 

今年 1 月 6 日-7 日，美國史蒂文斯工學院教授 Dr. Christos Christodoulatos

與蘇贊良教授（本校化工系 25 屆校友）來校進行「創新與創業」工作坊(Academic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這將影響並帶領 GREEnS 日後發展。未來本校

即將成立「永續創新研究中心」或「產學合作中心」，即以此為參考藍圖，進行

規畫、運作。 

◎寶成公司產學合作 

東海的教學與研究有相當的水準，但是在產學合作、社區服務，以及如何善

用企業和社會資源這些方面，比較不足。這些方面，我們必須加強。在一次聚餐

時，聽到寶成公司一直在尋找與學術界的合作。寶成有 50 萬員工在海外，其中

35 萬在大陸，他們曾鎖定的目標是大陸的清華大學。聚餐那天才發現原來遠在

天邊，近在眼前的東海大學，很可能是最好的合作伙伴。 

在多次簡報和會談中，寶成公司有意將位於台中市區的萬寶大樓（含土地）

捐給學校，但因產權問題，事涉甚廣，又很複雜，學校需要時間仔細評估，才能

決定是否接受。在培訓工作方面，則已為寶成公司海外人員規畫課程。接著就是

化材系和工工系與寶成公司洽談產學合作研究計畫。 

◎農牧場 

東海大學的鮮乳，長期以來都是用品質和服務贏得消費者認同。有計畫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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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行銷模式，可避免夏冬兩季的供需波動。新鮮宅配與服務到家的方式，更獲得

長期客戶及消費者的肯定。前陣子發生一連串食安問題，本校農牧場產品 102 年

12 月 11 日送中央畜產會的檢驗報告（包括：抗生素、磺氨劑均未檢出），完全

符合食品安全衛生規範。 

去年重組實習農牧場管理委員會的人事，並聘請畜產學系吳勇初教授擔任執

行秘書，盈餘已比往年逐漸增加。本校農牧場年度盈餘，皆做為學校教學資源使

用。 

◎強化募款組織 

大學主要經費來源是學費，但學費是有限的。而資源若能好好運用，則為

無限。學校會不斷有新的方案。都需要經費。募款不能止於校友，還要尋求企業

界。因此我們要強化募款制度，並讓募款單位更形強大有組織。 

去年 10 月承蒙汪前董事長禮讓，我接下 TEFA 董事長之職。未來的校務基

金由校長帶領團隊去做。TEFA 與校內的募捐委員會從此成為生命共同體。募款

是一門學問，也是藝術。我們的募款文化尚未形成，募款是一種開創性的工作。

學校的募捐委員會回歸就友室，負責小額及定期募款，TEFA 則以企業及巨額募

款為主。相信未來會有來自各界捐款的挹注，協助各項校務的推動。 

◎文化聚落 

去年在宿舍區散步時，發現有許多荒廢的房子。房子不住，就容易壞掉。於

是我有了一種想法，計畫在國內、國外募款所得用來整修廢棄的房舍。我們要多

延攬大師級人物駐校。2015 年會有很多大師坐鎮，希望能有好房子供他們住宿。 

目前已確定有三棟進行整建，另外有三棟也找到捐款。照這樣的進度，或許

兩年內就可以將宿舍區的舊宿舍完成整修。配合周遭的乳品小棧、綠之心、邦華

會館、陳之藩教授紀念書房，以及東海大學創藝實習中心，這些將形成一個既文

藝又具特色的文化聚落。 

◎國際化 

本校在國際交流方面，一直持續在努力。訪客絡繹不絕，各方面都有大幅

成長。國際化的腳步越來越快，也越走越寬廣。 

Trinity University是一所「博雅教育大學」，對本校多年發展博雅教育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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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英語授課的成果深持肯定。經嚴謹篩選。本校未來將成為該校屬意的締盟姊 

妹校，和本校進行交換生以及2＋2雙聯學位計畫。 

 

 102 年姊妹校締結數量共 12 間，包括： 

1. 歐美暨大洋洲地區 4 間 

2. 東北亞地區 3 間 

3. 東南亞地區 1 間 

4. 大陸、港澳地區 4 間 

 102 年接待外賓來訪次數為 720 人 

1. 歐美暨大洋洲地區 24 人 

2. 東北亞地區 125 人 

3. 東南亞地區 74 人 

4. 大陸、港澳地區 497 人 

5. 100-102 學年外賓來訪數量成長率為 278% 

 

 

 

 

 

 

 

 

 102 年接待訪問學者 7 人 

 UB 訪問學者 2 人 

 大陸、港澳地區訪問學者 5 人 

 102 年度 Outgoing 交換生數量共 151 人 

1. 歐美暨大洋洲地區 41 人 

2. 東北亞地區 57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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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東南亞地區 0 人 

4. 大陸、港澳地區 53 人 

5. 100-102 學年度之 Outgoing 交換生成長率為 31.89%  

 

 

 

 

 

 

 

 102 年度 Incoming 交換生數量共 370 人 

1. 歐美暨大洋洲地區 20 人 

2. 東北亞地區 28 人 

3. 東南亞地區 10 人 (建築系交換生) 

4. 大陸、港澳地區 231 人、研修生 81 人 

5. 100-102 學年度之 Incoming 交換生成長率為 102.7%  

 

 

 

 

 

 

 

 

 102 年短期團數量 205 人 

1. 歐美暨大洋洲地區 21 人 

2. 東北亞地區 36 人 

3. 大陸、港澳地區 8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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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02學年度境外生新生報到人數統計 

 

年度 

類別 

101 102 

錄取分發 報到 錄取分發 報到 

僑生 220 97(44％) 179 123(68％) 

外籍生 115 65(56％) 104 64(61％) 

陸生 48 44 81 80 

 

 

100-102學年度 

境外學位生人數統計 

 

項目 100 101 102 

僑生 345 396 418 

外籍生 98 146 190 

陸生 39 83 163 

總計 482 625 771 

 

二、未來願景： 

（一）精實人事制度 

本校現行專任行政職員(含編制內約聘)約 4 百餘位，占人事經費額度為私 

校最高，已和范教務長、林人事主任共同思考可行措施，並且未來行政單 

位員額一旦出缺，將採「遇缺不補」原則處理，教學單位亦請比照採行， 

以因應二年後「少子化」衝擊。董事會對此至表關切，學校將妥作配合。 

（二）有效整合全校資訊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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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責成蔡副校長領導、投入經費，著手推動「資訊整合」，以利行政資源 

整合，有效落實「人事精簡」方針。 

（三）修訂「系所主管遴選聘任」規章，以利裁量 

依本校目前「系、所主管遴選任期辦法」，各系所辦理遴選時，往往只 

選出一名人選即送請校長核聘，校長幾無其他徵詢意見之空間，將透過 

本次會議修法，遴選方式改採由系所推選至少二名人選送校長圈選核聘 

，以利作出對學校最好之聘任。另亦期許教學單位聘請之人才，能確實 

配合學校發展，彼此相攜努力，才有可能共同面對嚴峻挑戰。 

（四）持續「組織再造」工程 

「組織再造」目的並非裁廢組織，而是進行「組織精簡」，避免疊床架屋。 

例如有些一級單位可能調整為二級單位，或一級單位間可能整合為新部門 

等再造方向，皆將通盤考量。 

（五）國際學院的成立，已獲教育部核准。 

將於今年暑假開始招生，這是臺灣第一所以全英語教學的Global leadership  

honors program，也是未來招生和教學的亮點。 

（六）建構六十周年的東海大學，「東海60，夢想100」 

‧適當調整人力，增進職工職能 

‧提升東海大學品牌的規畫 

‧走一條東海的藍海路 

（七）審慎因應少子化對私立大學的衝擊： 

‧以博雅教育為特色 

‧加速國際化的腳步 

‧延攬陸生及僑生 

‧董事會以及校友的支持，是最好的後盾。 

（八）改變教育內容，爭取社會認同 

未來將提升「教學資源中心」功能，持續擬訂策略，激勵教師真正成為「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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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教師」引領學生獲取更好學習成果，對外也繼續延攬優秀師資以「講座」 

聘任，並提供良好教學研究環境，秉持基督教高等教育理念，爭取社會認 

同，期許挹注龐大捐獻與豐沛資源，讓教育內涵更具價值與意義。 

（九）興建體適能多功能體育館 

我們亟需一個體適能的多功能體育館，尤其冬天東海風大，多功能體育館 

對師生的身心發展很重要。這座多功能體育館估計大約需花費 4 億多元， 

董事會願意撥款 1 億 4 千萬元，學校自己要募款 2 億 8 千萬元。未來我們 

要積極與業界發展關係。 

（十）興蓋學生宿舍 

在興蓋宿舍的過程，我們計畫由學生參與。透過參與的過程，讓社會大眾 

知道綠色博雅的意義。如此可讓東海整個 branding 更上層樓。在這個方向 

上，我們希望能請來幾個高瞻遠矚、名氣大的校友一起幫忙。藉著宿舍的 

建造，再賦予我們新的生命力。這也是未來全校博雅學習的住宿學習相當 

重要的一部分。 

 
 
三、結語 
 

以上是我過去一年來辦學的綜合報告以及未來願景，請曾董事長暨各位董

事指教。董事會、校友會以及大學，若能做到「三位一體」，對於東海而言，會

是一個很堅強的力量，讓我們心手相連，同心協力往前邁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