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海大學第 177 次校務會議
校務報告
校長 程海東 2008 年 10 月 28 日

各位委員，大家好：
送走夏季的炎熱，迎面而來的是秋高氣爽。新學期，新展望。隨著新生陸續
完成註冊，本校 97 學年度第 1 學期總報到率再創新高，達 96.77﹪(去年 96.1
﹪)，豐碩成果令人鼓舞，是同仁們努力參與招生的成果。註冊學生人數：研究
生 2,980 人（博士班 262 人、碩士班 2,718 人）
、大學部 13,051 人（含延畢生）、
第二部 95 人、進修學士班 1,478 人，合計 17,604 人。目前整體大環境招生不易
情況下，縱使排名前端的國立大學亦僅少數學校能達此水平，期許全體同仁再接
再厲，為東海締造理想的願景。
本校於 8 月 14、15 及 16 日在石門水庫福華渡假別館舉行年度一級主管工作
研討會。本次研討會中作了多項結論：如何因應系所評鑑進程與行政單位的支
援、如何減低全校必修/畢業學分數、如何實質規劃院/系之八個通識學分、如何
提升產學合作計畫質量、如何活化進修部招生種類、如何調整大學指考入學科目
計分要求、如何調整學校人力等等提升本校大學競爭力之重要議題。海東期盼各
項的整合實施，能夠具體提升學校向上的力量。
博雅書院於今年暑假招生，共選出 104 位書院生，亦有許多書院友參與。博
雅書院規劃執行博雅講堂、東海雅敘（大師經典漫談）
、博雅通識、智育活動等，
並注重生活學習。9 月 20 日於本校良鑑廳舉辦第一場博雅講堂大師演講，特別邀
請本校第二屆物理系校友劉全生教授（前台灣中央大學校長，現任美國馬里蘭大
學孔子學院院長），返校開講「東西大學之間五十年」
。
10 月 9 日本校與國家實驗研究院在第一會議室舉行學術合作簽約儀式，國研
院莊哲男院長特別致贈前一晚才由國家太空中心拍攝的東海大學衛照圖。國研院
的研究資源與能量相當豐沛，這對本校師生的研究發展有許多相輔相成的效益！
未來雙方將共用貴重儀器設備，並在科技研究合作、研究生訓練、合聘人員等方
面進行交流，期待各項合作能夠為台灣找到具有前瞻性的新興產業。
哈佛大學高等教育改革大師 Dr. Wilkinson 於 10 月 13 日在本校首站開講。
Dr. Wilkinson 是哈佛大學 Derek Bok Center for Teaching and Learning 主任，
該中心屬於世界級首屈一指的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在教學效能、教育品質提昇理
論和經驗研究有傑出的表現。Dr. Wilkinson 對博雅(Liberal 拉丁文源意指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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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教育)的定義和博雅教育的延伸以及卓越教學有精闢的見解，與會者獲益良
多。
海東在此先行預告：本校將於 11 月 4 日(星期二)與英國文化協會、高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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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合作基金會合辦第二屆「臺英高等教育研討會」(The 2 TWN-UK Higher
Education Conference)，會議地點在本校茂榜廳。屆時將邀集臺英雙方國際事
務主管、教授、學者及高等教育機構資深人員與會，針對臺英雙方學術研究、產
業實習合作、海外研習、學生招募經驗分享，以及有效的合作模式等議題進行討
論，期能藉此機會開啟更多未來雙方高等教育合作交流的契機。各位委員若有興
趣，請撥冗參加。

壹、教學
97 年 6 月 9 日教育部蒞臨本校進行
「96 年度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實地考評」
作業，並於人文大樓藝術中心舉行靜態成果展。當天本校針對教學卓越計畫各項
執行成效進行簡報，亦安排考評委員及與會人員實地參觀本校語言學習區、圖書
館館院分館、創藝實習中心等教學設施，並於當天下午 4 點進行綜合座談。各子
計畫將依照 96 年度教育部實地考評的意見，作為檢討和改進，提出具體方案並
列入 97 年度計畫書。
97 年 8 月 5 日教育部來函指示，本校「96 年度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執行
成果」業經考評通過，並核定補助 97 年度教學卓越計畫經費 5,700 萬元，這是
本校連續 4 年獲得補助，顯示本校教學卓越計畫執行與成果持續獲得肯定。感謝
總計畫室同仁的努力，各子計畫主持人、子子計畫主持人、以及助理們的辛勞。
本學年內本校教室將全部裝設單槍、網路等電子化設施。另外，通識教育的
改革也正持續進行中。
日前系、所主管會議中討論諸項有關教學議題，列舉如下：各系、所和院需
擬定教學目標和能力指標，並和院方及校方目標相連；各系、所和院之課程委員
會等需落實課程之規劃，以達所訂之目標和能力指標。課程大綱訂定經程序完
成，並由校方規劃之模式上網填寫；訂定並落實執行教學評量較弱之教師輔導辦
法；訂定並落實執行預警學生之輔導（教學資源中心將設有專區，負責規劃和推
行）
。

貳、研究
「東海大學研發能量啟動專案」研究計畫申請案，已於 97 年 10 月 23 日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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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審議小組核定支持 4 案，並將在本學期進行第二輪申請，請踴躍參與提案。
本校 98 年教育部系所評鑑工作進程，經提 97 年 8 月 14 日一級主管會議充
分交換意見後，著手規劃整體評鑑工作，並於 9 月組成評鑑工作小組， 10 月 1
日召開會議決定各項工作草案，包括評鑑工作分配、評鑑對象、評鑑經費使用規
劃、訪評委員聘任事宜及訪評程序等，並已於 10 月 9 日提請評鑑委員會議決議。
評鑑工作將依預定行程展開。
國科會 97 年度專題研究計畫申請案，本校共提出 184 件申請計畫（仍有些
計畫陸續在申請與審理）。本校通過新核定的計畫為 114 件，通過率為 61.95%。
114 件專題研究計畫再加計多年期計畫（68 件），以及扣除淨轉出計晝（4 件），
本校通過國科會補助的計畫總件數共為 178 件，金額達 123,721,000 元。另外，
國科會 97 年度補助開發型產學合作計畫申請案、應用型產學合作計畫申請案，
本校共有 4 位教師提出，其中 3 位教師獲得國科會補助。
97 學年度本校遴選出建築系與生科系為重點系所。並有 3 個學系(工工系、
社工系、資工系)獲得「種子經費」支持，以增加開拓產學合作及研發能量。
育成中心輔導進駐廠商-萬代福影城撰寫「建構並執行電影文化資產修復之
標準作業程序計畫」計畫書，業已通過審查，獲得國科會補助。本校未來將積極
依循此模式輔導進駐廠商尋求政府各方資源。此外，本校今年再度向經濟部中小
企業處申請育成中心經費補助。期盼順利成功。

參、校園重大工程施作情形
本校擬訂於 11 月 1 日(六)下午 2:00 於音樂系館暨美術系館舉行「第二教學
音樂系館暨美術系館完工奉獻典禮」
，海東歡迎各位委員當天一起到農牧場木棉道
旁，共同慶賀造型獨特、曲線優美的「雙系館」之誕生。
管院大樓已完成屋頂防水測試，標示牌部分待修正；教師宿舍暨退休教職員
宿舍─機電及消防相關文件用印中；音樂系隔音工程─0、1、2 樓琴房在施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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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以下數項工程正在進行中：學生宿舍第一期、第二教學區基礎建設道
路及排水第二期工程、人行步道鋪設石板磚、污水管路埋設。以及.東海大學附
屬實驗高中學生宿舍已取得建照，進行招標作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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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國際交流
今年 7 月本校與北京大學簽署交換學生計畫協議。97 年第一學期本校開始
派學生赴北大交換學習。另外，本校與日本國立千葉大學合作案，經兩校代表互
訪商談，於今年 9 月簽署學術交流合約並協議明年春季開始互派交換學生。
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訪問團一行 8 人，由該校張國有副校長帶領於 10 月
16-17 日來訪，加強與臺灣相關大學的聯繫。透過座談，加強雙方的瞭解，建立
未來的合作基礎。本校積極推動國際教育工作，已樹立良好口碑。除了兩岸的交
流日益增多，國外學術單位也紛紛來訪與合作：

1.7 月 29 日吉林大學師生訪問團一行 19 人訪問本校，由學務處協助安排本校
學生交流。
2.中國「曾國藩研究會」考察團一行 11 人於 9 月 19 日下午來訪，由本校文學
院及歷史系協助接待。該訪問團此行目的為與本校進行曾國藩、曾約農學術
研究交流。
3.日本住友財團企劃部渡邊正博先生 9 月 24 日訪問本校，由法律系老師協助
接待，並鼓勵本校教師踴躍申請該財團提供的研究獎助金。
4.中國姊妹校復旦大學教學管理及教學研究考察訪問團一行 7 人於 9 月 25 日
來訪，本校郭教務長帶領各組組長與之座談交流。
5.馬來西亞吉隆坡聯邦直轄區國中華文教師訪問團一行 20 人於 10 月 1 日蒞校
訪問。除了參訪華語中心，也安排至本校附屬中學及小學參訪交流。
6.中國集美大學辜建德校長與宣傳部梁振坤副主任於 10 月 1 日下午來訪與本
校一級主管交流座談。
7.本校澳洲姐妹校新南威爾斯大學光伏及再生能源學院系主任 Dr. Richard
Corkish 於 10 月 9 日下午訪問本校，洽談兩校雙聯學位合作事宜。本校物理
系老師曾於今年暑期訪問該校，與 Dr. Richard Corkish 相談甚歡，希望進
一步商談雙聯學位合作（比照本校與 UNSW 材料科學系合作模式）
。
8.中國北大光華管理學院與本校管院於 11 月 15 日舉行兩校 EMBA 高峰論壇。

伍、產學合作與推廣教育
秀傳紀念醫院是彰化地區最大型醫療院所，該醫院於去年通過「CGS 國際禮
儀認證」（為亞洲地區唯一私立醫院通過），為提升公司中堅幹部管理及領導技
能，今年 8 月特別委託本校辦理「中階主管領導能力班」。足見本校推廣教育在
中部地區備受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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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很多人聽過、吃過伊莎貝爾的喜餅，它是國內喜餅業績優良廠商，今年
6 月首次委託本校辦理「產業人才投資計畫-顧客關係管理實務班」
，成效良好，
又於 9 月繼續開班。總共訓練伊莎貝爾店長及主管 80 位，深獲業者及學員好評，
並將於未來持續合作。
暑假期間，本校陸續接受政府機關職訓局「97 產業人才投資計畫」辦理日文
課程，觀光局委託辦理「97 年領隊人員職前訓練課程」
，公共工程委員會委託辦
理「採購人員基礎班及進階班」。此外，本校還接受許多民間企業委託開辦課程
如下：
大東樹脂股份有限公司委託開辦「商業英文」課程；本校與大甲永信藥品合
辦高階主管碩士學分班；與長宏專案管理顧問公司繼續合作 MCTS(微軟技術認證
專家)-Project 2007+國際專案管理實務潛能開發課程；與中華民國品質學會合
作辦理「服務業品質專業師證照班」；力麗集團委託本校針對基層幹部辦理「公
司稅務實務基礎」學分班課程；毓油壓工業公司為培訓公司基層儲備幹部，日前
主動委託本校協助規劃「管理幹部領導與執行才能班」課程。
達佛羅事業公司委託本校辦理「競爭力管理」學分班課程。張錦豐董事長對
學習成效感到極為滿意，並於 8 月底舉行謝師宴表達對所有老師及工作人員感謝
之意。綠點高新科技公司向來注重員工教育訓練，繼去年 PRO-E 課程及今年上半
年基層幹部領導能力班後，下半年更針對公司中階主管，委託本部辦理「全方位
管理幹部領導能力班」。這些都是本校產學合作成功的範例。

陸、結語
今年 11 月 2 日是本校校慶，自 11 月 1 日起我們有一系列慶祝活動，此次校
慶適值周末，歡迎大家來運動、聚餐、聽演講、見見舊朋友、認識新朋友，以及
各項交流與互動，一起歡度東海 53 歲生日。
謹此，海東敬祝各位委員
身體健康，萬事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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