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海大學第 187 次校務會議
校務報告
程海東 2011 年 3 月 29 日
各位委員，大家好：
本校行之有年的植樹周在今年的 3 月 10 日至 17 日舉辦，又適逢 2011 的「國
際森林年」，顯得格外有意義。當我們荷起鋤頭，在紅土裡種下一棵新生命的同
時，也植入了未來的一片美景。
100 學年度招收大陸地區學生招生名額，經教育部核定本校 16 個學系學士班
共 52 名、10 個碩士班共 10 名，合計 62 名。本校將確實依照招生計畫所提的學
生輔導機制，審慎規劃與陸生相關措施或輔導，並注意比例原則及社會觀感，以
維護本地學生權益。
本校工業設計系參加 2011 台北燈會的花燈製作，此花燈以 2011 年全球根除
小兒麻痺活動為主軸，在國父紀念館的國際燈區展出。整體設計執行由工業設計
系主任陳明石帶領研究生製作，經本校學生的創意激盪，最後完成兼具推廣教育
意涵與造型獨特的大型花燈。
今年 99 年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建築師考試榜單中，本校建築系的
畢業生中有 18 人上榜，這是建築系畢業生又一次對專業工作生涯的肯定和邁進。
第 23 屆梁實秋文學獎，外文系友大放異彩。本校外文系三位系友胡守芳女
士（17 屆）、蔡孟璇女士（35 屆）及謝孟宗先生（45 屆）分別獲得譯文組評審
獎及散文創作類評審獎等殊榮。
本校歷史系傑出系友林載爵先生(15 屆)於今年在台北書展基金會所舉辦的
第十九屆台北國際書展中，獲頒法國文藝特殊貢獻勳章（即通稱的騎士勳位），
肯定林載爵系友在台灣積極推廣法國文學以及法台間文化交流的重大貢獻。
台東有一群多數為單親家庭或隔代教養的孩子，前年他們的家園遭逢了八八
風災的衝擊。這些孩子內心的傷痛，找不到方法表達，直到遇見了非洲鼓。3 月
5 日，11 位原鄉的表演者接受本校博雅書院之邀，在路思義教堂前用他們的雙手，
藉由非洲鼓敲敲打打的節奏，為心中找到出口的頻率，演奏具有生命力的樂章。

壹、教學與研究

1

教育部於 100 年 1 月 22 日公布 100 年度獎勵大學「教學卓越計畫」審核結
果：全國共 31 校上榜，本校今年為第 6 年榮獲補助，補助金額為全國校院前五
名，補助款為新台幣 7 千 5 百萬元，六年來補助經費累計已達 4 億 8 千 400 萬元，
顯示本校追求教學卓越以及整體校務發展獲肯定。
本校 100 學年度各系所一般碩士班考試招生，預定招生名額 508 名（一般生
471、在職生 37），計有 2,518 人報名（一般生 2,427 人、在職生 91 人；其中台
北考區 575 人，占 22.83％、台中考區 1,943 人，占 77.16％）
，較 99 學年度（3,427
人報名）減少 909 人。
近年來因大學林立及少子化影響，轉學生報考人數亦有遞減趨勢，為增加考
生報考意願及質量提升，經本校 100 學年度轉學生招生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審議
通過：1.簡化本校 100 學年度轉學生招生考試科目數及計分方式、2.推行學系聯
合招生、3.取消報考三年級考生於報名時需同時寄繳歷年成績單審查學分之規
定、4.考試筆試科目採選擇題命題方式者以畫卡作答讀卡閱卷、 5.開放轉學生
招生考試歷屆考題等議題。期望 100 學年度轉學生招生考試，能提高考生報考意
願及質量之提升，並可縮短閱卷時間及降低經費支出。
本校 99 年度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件數，截至 100 年 3 月 14 止共計 195
件，研究計畫金額達 158,525,000 元；國科會補助產學合作計畫計 15 件，計畫金
額計 7,937,202 元。目前均仍有計畫在申請與審查中。
近 3 年來本校國科會研究計畫比較數據：
件數及金額 96 學年度
件數

97 學年度

98 學年度

99 學年度

181

195

195

172

國科會
專題研究計畫

金額

125,144,000 137,572,000 146,169,000 158,525,000

件數

5

3

9

15

金額

1,873,000

1,388,000

4,438,448

7,937,202

國科會
產學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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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補助「99 年度獎勵特殊優秀人才計畫」申請案，業經核定，本校推薦
50 位研究表現績優教師，全數獲得獎勵，本次獎勵月數為 10 個月，本校獲補助
金額共計 476 萬元。
本校專利業務，目前已由研發處及育成中心積極推展，協助多位教師與專利
事務所洽談，包括物理系：簡世森、蕭錫鍊(目前有專利申請中)、張晃偉，化學
系：龍鳳娣(有兩個技術欲申請專利)、吳雨珊、張柏齡、賴英煌，工設系：柯耀
宗(有三個專利申請需求)、王中行，食科系江文德等教師，部分教師因研發內容
已公開，基於時程壓力正積極進行簽訂保密協定。

貳、校內工程：
1. 學生宿舍第一期─工程保固中。

2.教師宿舍暨退休教職員宿舍─a.初驗缺失改善完成。c.追加減帳審核中。
3.第二教學區體育設施─設置地點確認中，並由黃豐國建築師事務所進行細
部設計。
4.全校環境影響評估委託服務─函請行政院環保署同意延至 100 年 6 月 30
日辦理審查。
5.附小校舍新建工程─粉刷、門窗、水電施工中。
6.東海北路與力行路交接處部分建築重建案─申請建築執照中。

參、國際交流
中國大連理工大學訪台代表團一行五人由歐進萍校長帶領，於 2 月 19 日來
訪，並與本校簽署學術交流協議書。大連理工大學為大陸「985 工程」重點大學。
外賓來訪
․印尼 BPK 高中代表訪問團一行 10 人於 2 月 20-24 日蒞臨本校訪問。BPK 高中為
印尼著名高中，已與本校簽署合作協議，計畫今年度推薦優秀學生至本校就讀。
․美國 Berkeley College 校董會理事 Mr. Jose Tavares 及國際學生中心主任 Dr.
Vinita Ittoop 透過駐紐約台北經濟文化辦事處文化組安排訪台，訪台期間於 2
月 23 日訪問本校，洽談交流合作事宜。
․大陸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楊國榮院長等一行四人於今年 3 月
2 日至本校訪問。訪談期間與本校文學院達成協議，雙方同意進行雙邊教師互
訪及研究交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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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姊妹校山口大學國際事務副校長 Prof. Matsuda 及國際學生中心主任 Prof.
Hattori 及黃鴻堅教授一行三人於 3 月 8 日來訪，主要洽談暑期研習及交換學
生計畫事宜。
․3 月 12-13 日法國姊妹校蒙貝利耶第二大學國際交流中心主任 Mrs Christine
Chambefort 來訪。除了解本校教學與學習環境以鼓勵蒙貝利耶第二大學的學
生前來東海研習之外，並商談兩校未來進一步合作之可能性。
․澳洲姊妹校 University of Queensland 商業、經濟、法學院 (Faculty of
Business, Economics and Law) Ms. Jodie Richter 於 3 月 17 日訪問本校，
來訪目的主要係與本校管理學院討論研究所雙聯學位計畫之學分認可事宜。

肆、推廣工作
本校順利得標「國家文官學院 100 年度各項公務人員考試錄取人員訓練及升
任官等訓練業務」
，本年度獲得預算 565 萬餘元。本案為一標兩年代訓權（100 年
度、101 年度）
，總計為 1,130 萬餘元。
為加強與縣市政府合作，本校近期規劃公務機關系列教育訓練課程，將密集
拜訪相關部門爭取合作機會。此外，本校接受台灣區手工會公會委託辦理 CEO 主
管班及基層幹部班，類似合作案將積極與相關公會洽辦。
生活中談判是無所不在的，談判對手之間是可以相互學習的。然而競爭與合
作之間的心態該如何轉折？思想如何打開與調整？這都可以從談判實戰中逐漸
建構。本校規劃「高效談判與協商實戰班」課程，已於 3 月 19 日開課。特別聘
請劉必榮教授創辦之和風談判學院講師，引導學員學會如何分析談判，以及出
牌、讓步、收尾、拒絕的藝術，與談判的心理、語言運用，成為對談判「知其然
也知其所以然」的高手。
為讓大陸台商子女瞭解台灣地理風情及歷史文化等多元化風貌，海基會每年
於暑假規劃梯隊讓台商子女回國體驗台灣在地生活，本校今年首次取得本標案辦
理資格，共計 4 個梯次，希望藉由室內講習及戶外導覽的課程，讓台商子女除了
能認識台灣史地及學習正體字外，更能深入瞭解台灣文化最精髓的部分，包括台
灣美食及台灣經濟奇蹟初體驗等，多樣化的課程內容希望能帶台商子女不一樣的
暑假生活。
本校與中華人事主管協會合作規劃第 15 屆「專業秘書暨行政管理師認證
班」。本認證課程特邀具有多年秘書實務經驗的名師群，從內在專業面、效率面
及溝通面，到外在的秘書形象打造，除了提升祕書的關鍵職能並成功打造企業與
個人公關，成為上司眼中無可取代的得力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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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與創新企劃學院合作第八屆「TBSA 商務企劃能力檢定培訓班」已於 2
月 26 日開課。本課程提供企劃理論、架構及實際撰寫企劃書的學習，是應屆畢
業生提升就業力的最佳進修選擇。
由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委託本校辦理 99 年度「採購專業人員訓練班」
，經
本校認真執行及參訓學員的肯定，獲工程會評選為優等辦訓單位，可續辦 100 年
度採購人員培訓，今年度預計 4 月份開課，預計全年度可為推廣部創造 250 萬營
收。

伍、結語
這一年的冬末春初，冷氣團似乎來得特別多。但校園內的羊蹄甲、杜鵑花依
然怒放，花枝招展。希望各位委員在繁忙的授課、工作之餘，也別忘了來一趟校
園賞花之旅！
謹此，海東敬祝各位委員
萬事順心，身體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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