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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大學第 33屆第 3次董事會議 

校務報告 

 

湯銘哲 2014年 06 月 20日 
 

曾董事長暨各位董事，大家好： 

 

蟬鳴響徹校園四面八方，像是賣力在彈奏田園交響曲，也彷彿是夏日

來臨前的真情告白。102學年第二學期即將結束，暑假轉眼來到。銘哲敬祝

曾董事長暨各位董事暑期愉快！ 

5月 13日上午本校在銘賢堂舉行職工在職訓練，銘哲偕巢副校長分別

與三百餘位同仁分享「博雅教育的理念及精神」以及「綠色博雅的理念與

實踐」等治校新願景，獲得相當的認同與支持。同日中午，行政團隊於語

文館與理、工、農、創藝、非屬系所專任教師座談，主題：「校務整體發

展說明」，同仁參與非常踴躍；5 月 15 日中午在第二教學區與文、管理、

社科、法律等學院專任教師座談。希冀以「溝通」推動校務，期能更加彰

顯「綠色博雅」前瞻新思維與「再造品牌」的核心願景 

東海大學學術文教基金會(TEFA)自 1998 年成立以來，宗旨主要是募

款，並以孳息所得協助母校推動學術發展。15年來，已陸續贊助母校各單

位逾新台幣一億元。TEFA 辦公室位址一直設置於台北董事會辦公室內。5

月 29 日遷回學校辦公，新址設在創意暨藝術學院一樓的 C117。不但與學

校各單位的互動有更多便利，對整體業務效率提升亦將有顯著效益。 

博雅書院於 6 月 1 日舉行「第三屆書院生啟航與祝福典禮」，並於 6

月 4日辦理 6年來的總結報告，請校外專家學者來校參與評鑑。其中傑出

校友賈培源先生此行返台，身兼兩個重要任務。除了參與博雅書院的評鑑

工作，並受邀 103 年畢業典禮的貴賓致詞。賈校友伉儷不遠千里返校，感

謝賈校友的奉獻與精神。 

金可國際集團董事長蔡國洲先生，是 EMBA 的傑出校友。6 月 3 日捐款

本校一仟伍佰萬元作為「大師講座暨學人宿舍」使用。金可國際集團董事

長蔡國洲感謝東海 EMBA 的教導，對提升公司的經營受益良多。蔡董事長

表示：「在東海，是我生命的另一個開始，而不是結束。」他希望自己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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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母校盡一份心意，並藉此捐贈拋磚引玉。對於未來學弟妹們的學習、活

動與成長能有實質助益。 

繼去年 6 月 4 日、5 日的「東海之貓」音樂劇，今年 6 月 8 日至 9 日

本校又推出「數位互動音樂劇場」的「東海與國王」。全劇內容由「國王

與我」原劇改編，融合音樂、戲劇、數位動畫與再利用藝術跨領域元素，

結合四門課程及六位指導教師帶領來自全校不同科系的同學，落實綠色意

識與永續多元跨領域精神，以創意演出屬於自己的環保音樂劇。 

一、【教學與獎項】 

本校 103 年度教學卓越計畫獲教育部 6,000萬元補助，本校累計補助

經費達 6 億 7 千 9 百萬元，是少數連續 10 年獲補助的學校，累計總補助

金額在全國公私立大學的前五名。自 94 年起，今年已邁入第 10個年頭。

103 年為「第 3 期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執行期的第 2 年(每期 4 年)。

教學卓越計畫第 1期強調「制度建置」、第 2期為「制度深化」，第 3期

轉為引導學校發展特色並提升學生就業競爭力，以達到「學用合一」的目

標。 

本校自 103學年度起修訂「菁英新生入學獎學金」為「優秀新生入學

獎學金」，降低獲獎門檻為 60 級分以上，分為 4 級，可獲得 4.5 萬至 32

萬不同類別的獎學金，不但讓更多學生受惠，也期能吸引更多優秀學生選

讀本校。 

為鼓勵本校成績優異學生提前修讀碩士班課程，預先規畫專業學習暨

學術研究方向，五年一貫攻讀學碩士學位，本校於 148次教務會議修正通

過，由「應向所屬學系申請」放寬為「得向相關系所」申請五年一貫攻讀

學、碩士學位，賦予學生與系所更多彈性，希望有利於本校碩士班留住優

秀學生。 

全球各國高速計算技術與應用突飛猛進，透過比賽培養國際人才成為

世界趨勢。國研院國家高速網路與計算中心深耕國內高速計算人才培育，

今年連續第四年舉辦全國學生叢集電腦競賽(Taiwan Student Cluster 

Competition, TSCC)。本校資工系師生榮獲 2014 全國學生叢集電腦競賽

季軍與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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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工業工程與經營資訊學系陳怡文老師與台東大學應用科學系陳以

文老師帶領下，兩校三位同學-林岳劭、楊佳蕙、張煜偉組成奈米競賽團

隊，參加科技部奈米尖端人才計畫舉辦的「2013年度全國奈米科技創意應

用競賽-大專社會組」中，獲得銅牌獎殊榮。 

工業設計系應屆畢業生詹宏祿今年的畢業作品餐巾桌（napkin table），

以折疊式吊床發想，將餐巾兩端各繫在情侶脖子用餐，上月下旬將作品上

傳世界知名的線上設計雜誌《Designboom》，獲得英國《每日電訊報》以

及 ABC NEWS 等國際媒體報導，成為另類台灣之光。 

東海大學工業工程研究所團隊 6 月初參加國際工業工程學會

（Institute of Industrial Engineers, IIE）舉辦的 2014 年行動 APP

競賽，打敗美國、中國、韓國，勇奪第一！這也是台灣學生第一次在此比

賽中獲得冠軍。 

二、【GREEnS計畫】 

4月 14日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司長楊鎮華，帶領工作團隊共二十

七人蒞臨本校訪視。楊司長除肯定「高齡化社會與產業」課程計畫的創新，

也關切學生的學習成效。教育部諮詢委員與審查委員對本計畫提出好評與

可以再強化的各種意見。整個活動過程獲得教育部長官高度正面的肯定。 

GREEnS衍生的永續研究計畫與產學合作(例) 

 102學年度「跨科際問題解決導向課程計畫」A類計畫：

「高齡化社會與產業」跨科際學分學程課程群組推動計畫(三年期) 

 農業生技、醫藥生技產業創新創業人才培育計畫(四年期) 

 區域性有害物質之鑑識、風險評估與溝通管理模式的建

立：以烏溪流域為例—水環境有害物質之風險評估、溝通與決策管

理：以烏溪流域為例 

 102-103 年度營建署「彰化海岸生態環境調查監測計畫委

託案」 

 國家型能源計畫第二期:智慧電網與太陽光電產業媒合與

國際合作(三年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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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中科學園區與台積電之健康風險評估與污染減量策略

(三年期) 

 漢翔航太公司綠色供應鏈建置計畫(三年期，簽約中) 

 中部科學園區低碳加值化提昇計畫(三年期，簽約中) 

 寶成工業永續經營人才培訓計畫 

 中鋼集團中龍鋼鐵公司資源整合計畫(洽談中) 

三、【校園動態】 

4月 20日本校成立福東巷社區為垃圾不落地的示範觀摩社區，以及該

社區周邊景觀美化設計。並於 4 月 29 日舉辦全校住宅區全面垃圾不落地

執行方案說明會。 

重大工程進度 

(1)東海北路與力行路交接處部分建築重建案：消防變更。 

(2)學生宿舍興建案─規劃中。 

(3)棒壘球場休息區校舍新建工程-建造申請中。 

(4)教師宿舍暨退休教職員宿舍─保固作業。 

(5)現有校舍申請補領建築執照及整建設計監造─資料補正並 

已送審。 

四、【國際交流】 

銘哲於 6 月 11 日至 6 月 17 日應邀赴日本橫濱出席國際大學校長協會

第十七屆國際大學校長會議「XVⅡ Triennial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esidents(IAUP)」，並參訪東京東海大學、國際基

督教大學及早稻田大學三所姊妹校。  

締結姊妹校： 

1.韓國明知大學與本校之合作備忘錄洽談中。 

2.日本山口大學與本校續約事宜進行中。 

3.本校與同濟大學、廣州大學已完成交流協議書簽署，將開始展開學生交 

流計畫。 

4.中國礦業大學、上海大學、北京交通大學三校協議書草案已報部核准。

該三校屬於大陸 211 等級的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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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中國集美大學、浙江傳媒學院、華東政法大學三校協議書草案已獲教育

部同意，正進行兩校校長簽署。 

6.與比利時 ICHEC Brussels Management School、美國 Chattam University 

簽署總約及交換學生計畫。 

7.與日本武野藏大學洽談總約及交換學生協議中。 

五、【國際學院籌備處】 

即將於下學年度成立的「國際學院」，籌備工作進入緊鑼密鼓，已於日

前進行 103學年度個人甄選面試招生作業。國際學院預訂放榜後寄發「給

考生的一封信」，暑假期間將寄發學習書單（Reading list），讓國際學院

生於正式進入東海大學之前能自主學習。此外，為了明年度的招生，也將

同步寄信給各考生原屬高中的校長，希望他們未來多加推薦學生到東海大

學。 

＊本地生 

103學年度本地生個人甄選錄取名單，正取生 22 名，備取生 8 名。最

後一名錄取者的總級分為 59（前標），英文級分 13（頂標）。考生分布

區域：北部 9 名，中部 18 名，南部 3 名。如先前預測，中部地區是考生

的主要來源。去年 12 月 Dr. Nadeau 與周主任前往「立人高中」宣導，這

次立人高中計有 5位錄取。未來將更加強與中部重點高中的聯繫。 

＊外籍生  

第一階段錄取 3 名。 （印尼 2名，韓國 1名） 

第二階段計有 8 名申請，審查中。（聖露西亞 1名，蒙古 2 名，泰國 1 名，

印尼 3名，馬來西亞 1名） 

六、【5月 21日北捷事件】 

5月 21日北捷事件震驚全國，撕裂了大家的心。在所有人同感悲痛之

際，我們更需靜心省思是出了什麼問題。轉學不到一年的鄭同學來不及接

受本校的培育，便鑄下大錯，真的令我們感到無比遺憾，也因「有了遺憾，

要開始學習」。 

5月 22日，本校發表一封公開信，在痛心中堅定表達本校的愛與承擔。

這封信獲得大眾的鼓勵與感動，肯定東海大學的作為與風度。本校約有 200

多位學生自動於 5 月 23 日發起「愛東海」行動，以黃絲帶繫出蝴蝶結般

美麗的愛，喚起大家敞開心門，關懷身邊的人，並在禱告牆上放入每一位

同學的祈福。這群學生就是如此純潔、真誠、貼心，在悲痛中仍有滿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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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在挫折中，伸展溫暖的雙手，以愛串連每一位師生的心靈，為大家帶

來無限希望。 

本校在 5 月 26 日召開 521北捷事件跨領域研討小組會議，邀請犯罪心

理學專家、臨床心理學者、社會工作、社會學者等 13 位校內外學者與學

生代表，一起集思廣益，進一步檢討並擬出方案，做為後續面對並撫平校

園及社會惶惶不安的策略。此外，本校還提出安心輔導辦法，安慰鄭同學

的室友和同學，以防出現創傷後症候群。 

5 月 27 日，銘哲與蔡副校長分別前往台北及嘉義探望三位受害死者的

家屬，雖僅能表達萬一，致上的卻是最誠摯的慰問。我們的行動獲得家屬

的肯定，並期盼此舉能夠撫慰他們受創的心靈，以及提升堅強的力量。 

5月 28日，環工系鄧主任和老師攜帶 4本心靈書籍赴看守所探望鄭同

學。希望能發揮感化的力量，並希冀鄭同學知道悔改。 

6月 7日於 103 年畢業典禮中，銘哲再次重申以「愛」與「關懷」來面

對事件。並時刻思考如何教育學生、提升學生的正向思惟、教育學生化危

機為轉機。我們在此事件中重新學習，面對社會未來的挑戰。 

本校參加受害者公祭，以表誠意和慰問。 

6 月 6 日，張正翰先生公祭：蔡禎騰副校長和公關室陳昭如副主任代

表參加。 

6月 12日，李翠雲女士公祭：工學院王立志院長、環工系鄧宗禹主任

和陳鶴文老師代表參加。 

6月 15日，解青雲先生公祭：巢志成副校長、黃昆宗總教官、林銘熹

教官和巫素瑛教官代表參加。 

6月 20日，潘碧珠女士公祭：陳世佳學務長、廖厚翔組長、林本堅組

長和呂素卿主任代表參加。 

七、【結語】 

以上是這次會議的報告，再次感謝董事會支持各項校務的推展與鼓

勵，謹此敬祝曾董事長暨各位董事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