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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大學第 172 次校務會議 

校務報告 

 

 

各位委員，大家好：   
                                                   程海東 2007.5.22 

  隨著光陰的腳步，本學期逐漸進入了尾聲。海東非常感謝各位委員熱

心與會，共同討論校務，使得各項業務得以順利推動。 

   首先，海東向各位委員報告好消息：恭喜日前物理學系施奇廷老師榮

獲「中央研究院年輕學者研究著作獎」，是所有得獎人中唯一私立大學的

老師，非常難得。期盼大家共同努力繼續提升師資素質與研究能量。還有，

全國體育比賽的捷報！本校游泳隊在「96 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游泳項

目乙組競賽，拿下團體組「200公尺自由式接力」與個人組「50公尺自由

式」兩面金牌，創下本校有史以來在全國游泳競賽項目最好的紀錄！ 

   本校新成立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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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見此一新學系的前

瞻願景備受矚目。本校電機工程學系未來將以「無線通訊」、「程式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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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許師生同仁互勉邁進，持續開創東海新頁。 

由校方幾個單位合辦的「春天‧生命‧光與影」系列演講已圓滿完成，

並將產生以東海「勞作教育」為主題的紀錄片，特此感謝黃勞作指導長淑

燕老師的規劃推動。接著登場的兩場東海講座是：5 月 23日李太楓院士的

「Bye-bye Planet Pluto!」5 月 30 日張系國教授的「如何成為有創意的

人」。精采可期，歡迎大家前往聆聽。 

本校「註冊費收費審議小組」建議 96 學年度學雜費調整 3%，經過 5

月 7日晚上舉辦對學生公開說明會，聽取並彙整學生意見後，學校業已提

報行政會議(校內決策會議)討論議定，並在 5 月 10 日依規定程序函報教

育部申請 96學年度學雜費調整。 

     海東謹將本校校務分為：「教學合作與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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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各

位委員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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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教學合作與研究 

1. 本校除積極推動國際交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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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年4月16日（星期一），本校與國立

台東大學簽訂合作協議書。兩校基於平等互惠原則選派交換學

生，每學年以二名為原則（學生可申請交換一學期或一學年）。

兩校簽訂的協議書有效期限五年，得依實施情形協議換約或終止

合作關係。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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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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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辦理「96年度教育部與國科會目標導向合作研究試辦計畫『中、

小學數理師資培育』整合型研究計畫申請，每校只能提出一項計

畫申請，本校由數學系、師培中心與教育研究所多位教師共同研

擬「碩士級數學教師培育計畫」，並由數學系提出申請，本計畫為

三年期計畫，若通過將自96年8月1日開始執行。 

5. 提供系所充分資訊辦理自我評鑑工作，同時也預為因應 98年教育

部系所評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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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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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教學卓越計畫進度    

    日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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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卓越不只是個教育部補助計畫，

而是該永續經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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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於 3/31（六）– 4/1（日）參加東吳大學在該校城中區舉辦

的全國「教學卓越計畫聯合成果發表會」，進行圓滿順利，由學生

裝扮成乳牛加強宣導作用頗具特色，吸引了全場目光。會後由相

關單位收集當日所拍攝的照片、影片及媒體報導的新聞、圖片等，

已於 4/30寄送至教育部高教司。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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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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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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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排定時間為 6/8（五）下午 13：50～17：30。各

子計畫等相關單位刻正著手籌劃教育部實地考評場地安排等前置

作業中。 

參、校園重大工程施作情形 

    最近大家若走到「東海湖」，一定會發現整座「東海湖」有些改變了。

基於「親水」，而非「玩水」的理念，施作「湖畔紅磚堤岸部分拆除、湖

邊步道鋪設細碎石、架設救生圈及警告標示、增設洗手台」等，這種方式

是國內公共藝術實行16 年來，首度以「減法」取代「加法」，同時也是

第一次以「生態考量」的公共藝術工程，備受文建會重視且撥款補助，希

望藉此作品為指標，引領國內相關工程新的發展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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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教學區管理學院大樓」新建工程進行一切順利，今年5月全部

完工。目前已將基地周邊甲種圍籬撤除，建物主體內部即將施作隔間、安

裝燈具及玻璃、地板洗石等細部事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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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園內重大工程進度表: 

1. 管院大樓─完工待勘驗。 

2. 音樂系館暨美術系館─音樂系 A 區 3 樓樑版鋼筋組立、B 區 2 樓

牆、柱封模。美術系 C區 3樓底板灌漿、D區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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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教師宿舍暨退休教職員宿舍─建築師事務所已依 1 月 3 日校建會

專業委員意見完成修訂圖說，並於 5月 16 日召開會議審議修訂。 

5. 體育場─設計上大體定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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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教學區基礎工程─道路及排水第二期新建工程，原得標廠商

來文解除本工程契約，近期再重新辦理工程招標作業。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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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辦理工程合約及開工前協調會議。 

 

肆、國際學術交流   
 

  無論向外爭取經費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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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佛羅里達大學助理副校長等人來訪 

美國姊妹校佛羅里達州立大學助理副校長王緒斌教授及工業與製

造系張春教授於本年5月6日訪問本校。該校與本校工工系已進行

數年的雙聯學位計畫，成效頗佳，擬擴展與其他系所合作。    

3. 2007年美國國際教育者協會年會(NAFSA) 

美國國際教育者協會年會是目前全世界最重要的國際學術交流活  

動之一。2007 年 NAFSA 年會於本年 5月 27日至 6 月 1日假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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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尼蘇達州 Minneapolis 舉行。今年由銘傳大學統籌台灣參展各校

的文宣製作，由教育部負擔教育展攤位費用及文宣費。今年計有

20 餘所大專校院參展，本校將派員參加該教育展，亦藉此參展機

會與諸多姊妹校代表面晤及交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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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且提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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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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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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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協助新生在長期與學測奮戰後，能夠到國

外走走，動動筋骨，增長見聞，提早做大學四年的學習規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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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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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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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可說是「創新動

力計畫」的一部分。其活動及名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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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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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園裡，有聆聽不完的演講，以及表演藝術月一連串的活動；還有百

花競放，在和煦的空氣中飄盪著淡淡的清香。5月的東海，真是熱鬧。此

外，6月的畢業典禮中，我們將慶賀近四千名學生步出校門成為東海大學

引以為榮的校友。 

 

  謹此，海東祝福各位委員 

 

  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