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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大學第 178次校務會議 

校務報告   

 

                                              校長 程海東 2008年 12月 30日 

各位委員，大家好： 
 

  在夜裡，在風中，耶誕燈飾彩色繽紛。聖誕週系列活動登場，校園洋溢著無

比的溫馨與歡樂。12 月 24 日耶誕夜，許多師生、民眾守候在路思義教堂外的草

地、以及奧柏林廣場。子夜時分， 100 聲鐘鳴響遍校園，像是向世人昭告耶穌

誕生的佳音。海東在這裡也要向各位委員報佳音：「經過學校同仁的努力以及董事

會的支持，本校『教職員工福利儲金退撫制度』及『約聘人員參加勞退新制』已

孕育成功，確定要在 98 年 8 月 1 日誕生了！」 

    面臨全球知識經濟競爭的年代，高等教育學府係肩負國家社會知識創造與傳

遞的基地重責。因此，在本月 23 至 24 日在金門技術學院舉行的 97 學年度全國

大學校長會議，特以「人才變革，形塑創意國家；道德重建，共創有品社會」為

主題，談論與強調高等教育的經營應具有全球化的思維高度與在地化的關懷理

念，全力發展一個 3C(creativity-character-contribution)的高等教育產出─即以與國

際接軌的創新性教學研究，培育具競爭力的優質人才，提升對國家社會的貢獻。

本校已具有優質的學習環境、前瞻的辦學理念，辦學成果亦獲各界的肯定。但在

面對國際與國內高等教育遽變與競爭的環境，為強化本校整體素質提升競爭力，

迎接挑戰，仍必須審慎思考本校之定位和發展策略。今天是 97 學年上學期最後

一次的校務會議，海東謹將「本校發展方向與策略」及「校務概況」向各位委員

報告： 

一、 東海大學辦學定位(Mission)： 

    本校創校以來，即重視人文教育，開全國大學風氣之先，實施通才教育，結

合專門與通才，相互補益而為大學教育的整體。在這一既有基礎上，為期能全方

位增進辦學績效，開拓大學高等教育新境界以適應多元社會發展需求，並迎接以

知識經濟發展為競爭主軸的新紀元，釐定本校四項辦學定位。 

1. 建置本校成為一所永續經營的卓越教育學府 

2. 促進「研究」和「教學」並重的平衡發展 



 2 

3. 強化職業技能、資源、人力對於社會及團體的服務 

4. 協助提升台灣的人文、經濟及社會各面向的發展 

二、 東海大學教育目標(Education Objectives): 

    大學教育的最終目標，在培育能在國際性多元化的工作環境中，有自信的承

擔社會責任及未來挑戰的終身學習者。本校教育的最終目標是培育學生具備如下

涵養的『理想畢業生』。 

培育學生具有： 

  1. 倫理道德與專業知能 

  2. 語文能力、資訊素養與人際互動技巧 

  3. 獨立批判思考、分析技巧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4. 欣賞人文藝術的能力與尊重生命的態度 

  5. 中道的價值觀及關懷服務的熱忱 

  6. 國際視野與多元文化的素養 

  7. 終身學習的意願及能力 

三、 策略： 

    為達成本校辦學定位及教育目標，現有體制如組織運作、制度、競爭力、教

學資源及設施等等，需作進一步檢討及改善。其主要的執行方針和策略如下：1.

組織再造 2.制度彈性化 3.教學成效 4.研究促進 5.資源分配 6.硬體建設 7.國

際交流 8.產學合作 9.開發資源 10.公關宣傳。 

四、 近期（1-3 年）規劃之具體執行事項 （部分項目仍在規劃或擬定階段） 

（一） 系所評鑑應確定下面幾項工作 

    1. 明訂院、系目標 

    2. 系所核心能力指標 

      3. 確立課程設計與能力指標得關連 

    4. 明訂學習成效 

       5. 畢業生就業促進和追蹤 

（二） 三級課程委員會之組成和落實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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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聘任校外委員（企業和校友） 

       2. 落實課程設計、審核（含必修和選修科目） 

       3. 大綱建置（含必修和選修科目），非因任課老師而定 

       4. 系、所建置「課程地圖」 

       5. 課程與系所能力指標之關連 

（三） 通識教育之改革與發展 

為完整落實規劃本校 36學分之共同必修及通識課程（含語文 10學分，

共同必修通識 7 分，五大領域 11學分，及院/系規劃 8 學分）， 將成立

「東海大學通識教育改革發展工作小組」，針對本校通識教育課程作全盤

性的檢討與改進，其工作執掌如後： 

  1. 共同語文課程之規劃與審核 

  語文部分（中、英）由（中文系、英語中心）負責規劃，以提升全校

英語水準和推動國際化 

  2. 共同必修通識課程之規劃與審核：  

          資訊教育（資工系），歷史（歷史系），公民與文化（社科院＋通識中

心），以強化學生品格教育和就業能力。 

  3. 五大領域的檢討改進 

  4. 院/系通識之規劃審核 

（四） 系、所課程 

  1. 調降畢業學分至教育部之建議標準（128學分） 

  2. 調降各系必修和必選學分數，以便促進通識或跨領域或雙主修等 

  3. 調降各系所可授課之上限 

4. 上述各措施可達降低全校平均授課數之目的，以每學期不超授 4小時

為目標（但不含夜間/週末教學，並有特別個案彈性） 

（五） 進修學位班、推廣部之轉型 

  1. 進修部應該朝著多樣性之小班制推動，不斷更新科目吸引學生 

  2. 推廣部和各學術單位間之密切合作乃必須 

  3. 上述二項需擬定誘因和辦法配合發展 

（六） 國際交流和教育發展 

    1. 既有姊妹校的落實執行，如學生交換、交流，以及教師的合作互動 

  2. 爭取校外經費 

  3. 喚起系所對國際化之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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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教學資源中心扮演積極改進教學的角色 

  5. 博雅書院的發展，作為生活學習和通識再造等的搖籃 

（七）產學能量 

1.落實「PDCA循環」，提升系所競爭力 

2.設置研發能量啟動專案，鼓勵專任教師形成研發團隊，提升研發能量 

3.建立產學合作單一窗口，盤點產學能量、建立產學媒合平台及擴大宣

傳 

4.經費運用程序簡化與彈性化 

5.強化與建立各項產學合作獎勵措施 

6.建立各校級研究中心進退場機制 

（八）教職員福利與人力分配 

  1. 興建教師宿舍，提供新進優良教師短期住宿之福利 

  2. 推動教師職員福利儲金制度和約聘人員勞保制度 

  3. 調高教職員健檢金額 

  4. 落實董事會之精簡人力和解決勞逸不均之決議 

（九）校園建設  

  1. 力行路和附中路交口之開發 

  2. 男單身宿舍之更新或改為學生宿舍 

  3. 增建室外體育活動場地 

  4. 加建學生宿舍以達大學生兩年住校的願景 

  5. 逐年購買校內之國有/私有土地以求校園土地之完整性 

  5. 校園土地開發之可行性 

（十）內部稽核制度： 

       1. 建立對人事、財務、學校營運等實施自我監督 

       2. 供各項業務承辦人員遵循 

       3. 校內稽核人員執行稽核之依據 

 

五、校務概況 

    教學與研究 

  本學年度增設調整系所申請案，計有 6 個單位申請，已於 11 月 14 日召開研

究發展委員會討論，通過宗教研究所併入教育研究所、工業工程與經營資訊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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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在職專班更名「工業工程與經營資訊學系高階醫務工程與管理碩士在職專

班」、資工系學籍分組：「軟體工程組、數位創意組、資電工程組」、經濟學系進

修學士班停招等 4 案，再依序送校務會議與董事會進行審核。 

  本校榮獲教育部 96 年度大專校院產學合作績效評量績優獎勵經費 50 萬

元，。本獎勵金可支用於學校產學合作業務推廣相關事宜，包括延聘專業產學人

員人事費、業務費及設備費等。本校與廠商密切接觸，期望在招商、輔導進駐廠

商及學生創業等各項業務都能持續進步。近期已進駐廠商共有 11 家，其中 6 家

廠商的進駐簽約儀式，將在元月 12 日創新育成中心喬遷感恩茶會中舉行。 

    10 月 24 日本校與安侯建業會計師事務所(KPMG)、法國 CDVI 簽訂「國際職

場專業實習」合約，這項合作協議，將正式啟動本校與兩個國際企業「國際職場

專業實習」的合作關係。CDVI 總部設在法國，是全球 electronic locking and access 

control 第三大公司，可提供全世界 22 個分公司實習機會。透過這項合作協議的

簽訂，東海最先進的會計理論將結合公司實務經驗，提升雙方資源運用，共創雙

贏。CDVI 與東海大學之間的實習合作，將不只是夥伴(partner)關係而是親如家人

(family)般的聯繫。 

    本校向來以人文、藝術及創意著稱，今年 11 月 17 日創意設計暨藝術學

院舉辦「創意設計教育」高峰論壇。會中邀集了學學文創志業董事長徐莉玲、數

位時代總編輯詹偉雄、i Group 創辦人毛觀岳、浩漢設計公司總經理陳文龍、大可

意念傳達設計公司總監謝榮雅、大小創意齋總監姚仁祿、橙果設計公司總監蔣友

柏等設計界的名人。藉著創意大師的對談與互動，開拓學生視野，而非侷限在自

我的象牙塔。這是國內首度以「創意」為名的學院，呈現多元化的教學，提升學

生產學競爭力的新局面。 

    博雅書院旨在培育學生成為「通才」，亦即「完全的教育」或「全人的教育」。

除了課業，在活動方面以中國儒家倫理的六藝（禮、樂、射、御、書、數）為經

緯，統整所有的生活學習。唯有落實書院的各種生活學習，才能真正達到通識教

育的理想。自開學以來，書院已進行多項生活學習，並舉辦多場演講。12 月 19

日晚間，邀請台中市胡志強市長來校演講：「牛津大學求學與視野開拓經驗談」。 

東海大學附屬高級中學，今年 8 月 1 日更名為「東海大學附屬實驗高級中學」。

12 月 27 日是附中 50 歲生日，當初只是因應本校教職員子弟就讀的懷恩中學，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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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已茁壯成為走過半世紀的台中市知名高級中學。另外，附小增建校舍工程，已

辦理公聽會，並經 12 月 10 日校建會專業委員複核設計。附中第三期校舍(學生宿

舍)新建工程，也已於 12 月 18 日辦理工程招標。感謝張校長及李校長的帶領，附

中和附小辦學績效卓然有成，值得慶賀！ 

  國際交流 

  深受全球矚目的「Going Global 3 The UK’s largest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conference」於 12 月 3 日至 5 日在英國倫敦召開，這項全球性論壇已邁入第三屆。

本校是台灣頂尖大學校長代表團成員之一。此次會議主題有：體制的合作和夥伴

關係、學生流動和招生、就業和創業及國際化。在為期三天的會議中，除了一系

列演講，尚有小組討論、研討會和圓桌討論會。此外，還觀摩參訪多所頂尖名校，

收穫頗豐。海東結束英國之行，又轉往香港城市大學（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發表演講，並與城市大學校長郭位教授共同簽署學術合作協議，締結姊妹

校。雙方對於未來持續推動學術合作都寄予厚望！ 

  在與中國四川大學、中山大學簽署學術交流協議書，並含交換學生計畫的約

定之後，本校與大陸高校合作達 11 所，且多為大陸 985 與 211 計畫之重點大學，

對今後本校與中國學術交流有莫大助益。  

  澳洲姊妹校新南威爾斯大學材料科學系陳立業教授於 12 月 19 日來訪，與本

校相關系所主任會商繼續推動兩校雙聯合作計畫，並舉辦一場說明會。德國姊妹

校 University of Munster 管理學院 Prof. Dr. Gottfried Vossen 於 12 月 7-8 日訪問本

校，進一步洽商兩校交流計畫。 

  推廣合作   

  由於受到全球經濟不景氣影響，以中小企業為主的中部地區產業直接受到衝

擊。本校推廣部近期密集拜訪各中小企業以了解受衝擊的程度，及對未來經濟的

看法。初步了解在本年度中復甦機率不高，企業界首先會對教育訓練經費大幅刪

減。本校為維持年度業績，必須擬訂因應方案。目前本校規劃加強就業輔導系列、

政府委訓、及開發新課程等以為因應。 

為了提升學員多媒體電腦專業能力，本校與上奇科技合作，申請本校成為「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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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認證 Adobe Certified Associate(ACA)國際認證」考場，未來並將規劃一系列相

關課程。此外，有鑑於國內青年學子出國遊學風氣日盛，各大學推廣教育亦紛紛

辦理遊學團業務，本部因應市場需求正積極與旅行社洽談 EF 遊學團合作事宜，

預計於 2009 年暑假推出一系列行程，路線包含美國、英國、澳洲等國家，期望

能開創不同的辦訓路線，擴大學員服務範圍。  

因應證照時代來臨，目前本校針對國家 2008『機械零組件全球競爭力備增計

劃』，規劃了『機械設計工程師認證』課程。在證照不斷推陳出新的過程中，期

以最快的腳步跟上產業趨勢，以培育產業需求之菁英人才自許。 

  本校參加職訓局「97 年度第四季第三批委託民間機構辦理職業訓練—國民就

業準備職業訓練計畫」評選，其中「電腦輔助繪圖與設計班」獲得勝選，預計於

12 月初開課。另外，「97 年度第四季第三批委託民間機構辦理職業訓練—新興

職類訓練計畫」評選，其中「專案秘書及助理培訓班」獲得勝選，預計於 12 月

初開課。  

 
陸、結語 

    歲暮年終，又到了回顧過去與策勵未來的時候。有的人將自己的許願卡繫在

耶誕樹上，有的人在記事本裡寫下自己的願望。每個人在新的一年，都各自有新

的期許。祝福大家逐夢踏實。 

謹此，海東敬祝各位委員 

新年快樂，身體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