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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大學第 183次校務會議 

校務報告  

 

校長 程海東 2010 年 3月 30日 

 

各位委員，大家好： 
 

每年這個季節走過第二教學區的木棉道，想必大家都會不由自主哼起那首校

園民歌「木棉道」：「紅紅的花開滿了木棉道，長長的街好像在燃燒，沉沉的夜徘

徊在木棉道，輕輕的風吹過了樹梢，木棉道我怎能忘了……」而我們最忘不了的

是農牧場的這條木棉道，它不僅伴著我們度過晨昏，更為往返的師生留下美好的

校園回憶。 

本校學生參加校外競賽，一獎再獎，獎不完，表現非常優異。同學們的努力

與創意、老師群的用心指導，深值嘉許：  

(1)由生命科學系大四學生賴柔潔、王淳宇、許智皓、陳易偉、曾廣瑜組成

的團隊，合力拍攝「艾氏樹蛙的一生」，以 Q 碰、螃蟹組、惡勢力為團名報名參

加國科會 2009 年「HOT！科學短片競賽」，獲第三名、獎金五萬元，「高美的居民

─螃蟹」與「青蛙王國─蓮花池」獲佳作、獎金各一萬元，是本屆獲獎最多的大

專院校團隊。 

(2)美術系研究所黃郁雯同學榮獲「2010 高雄獎」不分類遴選的 5名高雄獎

得主之一，獲 30萬元獎金、獎座及獎狀。 

(3)景觀系所學生近期共有 5 組學生參加四項比賽：「2010南瀛綠都心，迎春

花卉展-園景設計大賽」首獎景觀所郭月枝，雲林縣政府「農業首都獎－創意城

市城鄉競圖」入選獎大三吳睿哲、楊舒百、簡嘉緯、楊舒婷，內政部營建署主辦

的「高架橋墩美化國際學生競圖」佳作大三楊淳羽、「第四屆全國學生景觀設計

競圖」佳作大三林芝華。 

(4)98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建築師考試，本校建築系校友表現出

色，在建築師考試中大放異彩。今年共有 173位準建築師考取，本校建築系校友

獲錄取 15人，通過考試的人數占全部錄取人數 8.7%。由於本校建築系每年畢業

生的人數只占全國各學校畢業可考建築師資格總人數的 4%，此次建築系考試錄取

人數比例相當高，交出耀眼的成績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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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8 年地方特考放榜，環工系系友表現再度令人刮目相看，包含高普考及

技師，錄取人數再創新高，繼 94 及 95 年各錄取 5 人次、96 年 7 人次，97 年 10

人次，本年一共錄取 15 名，為近年最高的一次。此外，環工系系友歷年考取環

境工程技師人數也已突破 106 名，耀眼的成績在全國各校中堪稱名列前茅。 

本校共同學科暨通識教育中心陳以愛老師榮獲 98 年度全國傑出通識教育教

師獎。本屆全國公私立大專校院共推薦 87 位教師，從中評選出 4 位得獎人，陳

以愛老師即是其中之一，誠屬難得。得獎人獲得教育部獎狀乙紙、獎座乙座、獎

金新臺幣 30萬元，以表彰其對通識教育之長期投入、教學熱忱與成就。 

教育部 98年「體育專案評鑑」結果於日前公布，評鑑等級分為一等、二等、

三等，本校在 35 所大專院校中，榮獲一等殊榮。對於未臻完善的缺失，將繼續

努力改進，期望達到更好的成績，相信全校師生在努力課業之餘，能在健康的環

境中成長。 

本校法律學院為使學生盡早學習法院實務操作，俾便畢業後投入職場迅速發

揮能力處理法律案件，特於本學期開設「司法實習」課程。3 月 12日本校法律學

院與台中地方法院簽署司法實習合作協議，學生將分批至地方法院實習，兼具理

論與實務，為未來出路預作準備。 

壹、教學  

本校積極改進研究所碩、博士班招生試務工作，增設台北考區、簡化考科、

網路發售簡章、試務配套作業 e化、強化招生資訊系統網路服務功能以及平面媒

體與網路媒體招生宣傳。期能面臨少子化及高失業率的時代，可以在招生方面勝

出。 

博雅書院自創立一年多以來，博雅講堂和六藝活動等書院課程持續依循既定

目標在運作，3 月 3 日博雅講堂邀請英國牛津大學 Andrew Graham 院長蒞校，以

＂How to be a Whole Person＂為題在人文大樓茂榜廳舉行演講。現場座無虛席、

提問討論熱烈。 

由通識中心開設跨領域通識課程學術講座─「人與地球，台灣與世界」系列

課程講座，邀請校外專家學者進行跨領域的學習探討。海東在 3 月 4 日以「培育

二十一世紀人才：大學的責任」為主題演說，未來陸續邀請包含日本、美國及國

內多所知名大學、研究院學者蒞校分享，帶給學生不一樣的衝擊反思。目前選課

人數計有 30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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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99年度教學卓越計畫提撥 180萬元經費購置電子資料庫─中國基本古籍

庫，其收錄內容總量相當於三部四庫全書，為目前世上最大的中文電子出版物。

此資料庫已於 99年 2月正式上線，請師生多加利用。 

98學年度第 1學期全校教學助理考核成績，達 85分以上的優良教學助理包

括研究生及大學部，共計 88 人獲獎。於 3 月 23 日第一場 TA 教學成長工作坊公

開表揚頒獎。 

為推動校內學生自主學習風氣、鼓勵學生自組學習團體，透過同儕互動討

論，共同研讀課業及課外閱讀資料，提升學習成效、分享經驗知識，本學期持續

推動學生自主學習讀書會。 

貳、研究 

本校進行系所評鑑報告初稿申復作業：分析各校評鑑資訊、閱覽各校系申復

書內容及評鑑中心處理情形、3 月 16 日召開校務發展評鑑委員會議，並邀請曾擔

任教育部訪評委員的本校教師與會，共同審閱系所申復申請書，提供審閱意見。 

98 年度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件數，本校截至 99 年 3 月 17 止共計 188

件，研究計畫金額達 147,153,000 元；國科會補助產學合作計畫計 9 件，計畫金

額計 4,438,448 元。目前均仍有計畫在申請與審查中。國科會 99 年度專題研究計

畫申請案，本校共有 236 件計畫提出申請，申請件數較去年度增加 34 件。 

98 年度申請國科會專題研究計畫未獲核准的教師，可以申請補助撰稿費五千

元獎勵金，本獎勵金以每人補助一件計畫申請案為原則，共有 57 位教師獲補助，

撥款金額共計 28 萬 5 千元。 

為因應並配合執行國家建設與國防科技發展政策，提供相關管理技術服務、

促進我國產學合作及經濟發展，與漢翔航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簽訂策略聯盟協議

書，雙方同意簽訂策略聯盟且依平等互惠原則，誠實履行協議。 

本校今年度承接經濟部中小企業處補助案，育成中心獲得 200 萬元補助，目

前正進行簽約作業。隨著補助款成長，服務的廣度及深度也將更為精進。 

 
參、校園工程與校產 
 

為了給予學生更舒適的閱讀與討論空間，2 月 4日已發包男生宿舍 19棟自習

室空間建置，一樓開闢討論室，提供同學討論報告、活動、簡報練習；二樓閱讀

自習室，讓同學可以閱讀、自習、思考，每個空間都提供網路設備。此項工程已

於 3月 10日完工，請各位委員轉告同學們善加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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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重大工程進度 

 

1.學生宿舍第一期─99年 2 月 26日辦理初驗，缺失改善中。 

2.教師宿舍暨退休教職員宿舍─a.甲乙丙棟外牆吊線。b.6-7 樓泥水粉刷及輕 

隔間牆施作。c.水電管道間消防管路施作。d.樣品屋廚房、浴室壁磚施作。 

3.全校環境影響評估委託服務─已於 99 年 2月 2 日函送修正後環境影響說明 

書至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繼續審查。 

4.體育場─進行細部規劃設計，待全校環境影響評估案完成後辦理發包。 

5.附屬中學第三期校舍(學生宿舍)新建工程─a.磨石子地磚施作。b.天花板施 

作。c.中庭施作。d.玻璃、門片安裝。e.樓梯扶手施作。f.工務所圍籬拆 

除。  

6.附小校舍新建工程─基礎開挖。 

 

乙、校產 
 

1.本校購買與承租國有財產土地，國有財產局台中辦事處已派員到校完成現場

會勘，唯須按行政程序辦理公告後，並請立法院財政委員會審核。 

2.擬出售東海別墅新興路 1巷 3號校產，已彙整所需相關文件簽請學校同意，

發文教育部審查。 

3.價購本校校區內與民間人士共有持分之 8筆土地案，經彙整全部文件後，再

行文教育部審查。 

 

肆、國際交流 
 

2010越南教育展於 3 月 7日至 13日假越南胡志明市、峴港、河內及肯特等

四城市舉行，共計 33所大學院校參展。為拓展本校與越南大學院校，本校亦派

遣代表參加教育展。 

本校國際文化事務日益龐大，國際賓客也是往來熱絡，除了交換訊息、經驗，

也商談合作事宜。有鑑於本校國際交流活動日趨頻繁，為提供境外學生完善的輔

導及服務，將僑外組與國教室的業務整併為單一窗口服務。 

˙2月 23-24日，美國 Millikin University 副校長 Dr. Rich Dunsworth 及國際

教育中心主任 Dr. Steve Fiol 來訪並洽談合作事宜。 

˙2月 26 日，日本沖繩大學櫻井國俊校長、伊藤丈志教授、牧志麻衣子小姐

帶領 18 名沖繩大學學生來訪商談交流合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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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 27 日，日本沖繩國際大學國際交流中心副所長兼本敏先生及高橋先生

來訪。 

˙2 月 28 日，日本甲南大學師生訪問團一行 18 人來訪，將停留四天參與企

業參訪及三場講座。 

˙3月 4 日，澳洲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代表莊小姐來訪，與本校管理學

院黃院長會談合作事宜。 

˙3月 8日，英國 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藝術學院院長 Prof. Bashir Makoul

及國際關係室副主任余小姐來訪，與創藝學院系所主任商談合作之可能方案。 

˙3月 11 日，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劉迎秋院長率領該院代表一行八人訪

問本校，就「兩岸文化教育及產學合作之機制」為主題與本校座談，為未來雙方

學術與教育交流合作的可能性進行探討。 

˙3月 12 日，英國倫敦大都會大學藝術學院院長 Prof. Brian Falconbridge 來

訪，與創藝院系所代表商談暑期研習課程。 

˙3 月 16 日上午，印度－台北協會現任會長羅國棟（Pradeep KumarRawat

）先生來訪。 
 
伍、推廣工作 
 

本校推廣部去年實行節能措施，針對使用電力系統規劃各項節省能源方

法，並限定冷氣開機度數、抽換燈管、裝置感應……經與總務處初步核對，比較

去年 8月至 12 月，有節省近 30％的降幅，但近來電費上漲近 35％，推廣部亦將

再縮小用電範圍，尋求替代方案以為因應。 

隨著網路影音技術的成熟，已經有越來越多的求職者利用網路進行影片式

的自我行銷，用畫面與聲音強調個人優勢。基於新的趨勢及需求，本校特設英文

影音特訓班，結合英文演說、多媒體軟體製作、專業攝影工作者協助學員在求職

的道路上更具備優勢。 

本校推行多益訓練專案二年多來已漸獲肯定，日前即有雲林科技大學企管

在職專班委託本部協助該班學員規劃「新多益訓練專案」，將推出創新方案與作

法，持續拓展市場。 

配合教育部人力加值方案-品牌行銷管理實戰班，本校與洛赫比品牌學院合

作辦理，利用[故事行銷]方式進行招生，強調講師為英國人兄弟為台灣中小企業

創造品牌的經歷，造成極大的迴響。 

本校為多家企業量身規劃內部訓練課程，委訓企業包括福懋：科技商業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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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台灣航空電子：智慧財產權班，中龍鋼鐵：商用英文班，味丹企業：經銷商

管理班等。 

因應經濟局勢變化，本校在 3 月起規劃系列課程，包括企業管理師班、基層

幹部班、採購人員證照班、ifrs會計準則班、及 6 個法律系列課程，期能在經濟

復甦中為企業提供更佳學習機會。 

本校獲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評鑑優等，繼續辦理 99 年度「採購專業人員

訓練」，今年度將招訓基礎班六期(假日班四期、夜間班二期)。 

本校與長宏專案管理顧問公司策略聯盟合辦的第 12 屆「國際專案管理師證

照（PMP）培訓班」於 2月 7 日結訓。截至 2月 22日考取率已達 97% (29/30)。 

 

陸、結語 

 

凡是走過校牧室門前庭院，不論師生、遊客，都會抬頭仰望一棵高聳挺立的

樹木，那是「皇冠龍舌蘭」。昂然的花莖長出輪狀的花朵，像是一隻隻向上天招

呼的手掌，美極了！各位委員，若走過校牧室和郵局之間，請別忘了觀賞一下！ 

謹此，海東敬祝各位委員 

萬事順心，身體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