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海大學第 188 次校務會議
校務報告
程海東 2011 年 5 月 24 日
各位委員，大家好：
從校長室的陽台往中庭右邊看去，萬綠叢中一株開滿藍紫色花朵的藍花楹從
屋頂邊竄上來。幾年前師生手植的樹，不但長高，也開花了。默默中給予我們莫
大的驚喜，靜靜地增添校園的美麗，也悄悄地傳達大自然的可愛。
狂賀！第 39 屆瑞士日內瓦國際發明展於 4 月 6 日至 10 日舉辦。本校暨東大
附中團隊於 2010 年英國倫敦國際發明展拿下兩金一銀佳績後，今年兩組團隊再
次參展，本次以九件作品參展，共獲得四金四銀一特別獎的優異佳績。參展團 26
人返國後，獲得全校師生熱烈歡迎。
99 年地方特考放榜，環工系系友表現有驚人成績，包含高普考及技師，錄取
人數達 14 人，繼 94 及 95 年各錄取 5 人次、96 年 7 人次，97 年 10 人次，98 年
14 人次，99 年再度維持亮眼的錄取成績。
東海音樂系歷年來一直是全國學生音樂比賽的常勝軍，今年(99)全國學生音
樂比賽結果出爐，本校音樂系表現亮眼，成績相當傲人。音樂系張志宇榮獲薩克
斯風組全國第一名，閻正天榮獲全國第三名，而木琴組周嘉慧榮獲全國第四名。
本校漢光國樂社於今年三月帶著滿滿的信心與精湛的技巧，代表東海大學至
南投草屯工商參加全國音樂比賽，在經過了一番激烈的競爭與精彩的演奏後，終
於在中部眾多大專院校中脫穎而出，榮獲第二名的佳績，為校爭光。
配合我國師資培育政策及中小學教育發展之需求，本校於 84 年 11 月奉教育
部核准成立培育師資班。本校整合校內外資源期以培育優質之中等師資，發揚勞
作教育優良傳統，培養團隊合作（team-work）能力。100 年度教師資格檢定考試
於 4 月 14 日放榜，本校師資培育中心應屆實習生錄取率為 84.9%，為歷屆最高，
遠高於全國通過錄取率 58.91%。
國研院國家高速網路與計算中心(NCHC)主辦第一屆國網盃 SCC (Student
Cluster Challenge) 競賽，本校資工系楊朝棟教授指導大四學生謝佳峻、駱彥
呈、鄭陳嶸、大三學生蘇奕偉、林子翔及大二生楊曜佑所組成的「THU-CS-HPC 隊」
，
榮獲佳作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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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國百年的全國美術展，整合台灣省政府主辦了 60 屆的「全省美展」，以
及國立藝術教育館主辦了 17 屆的「全國美展」而成。今年全國美術展分 10 類，
共有 1894 件作品參賽。4 月 30 日公布的得獎名單中，膠彩畫類本校美術系碩士
班與碩士在職專班畢業的校友表現傑出，囊括了金、銀、銅牌獎，分別獲得 20
萬、12 萬、8 萬元獎金。肯定了東海大學膠彩教育的成效。

壹、教學與研究
本校 99 學年度第 2 學期註冊學生人數（截至 4 月 25 日止）
，博士班 242 人、
碩士班 2,442 人、大學部 13,121 人、第二部 7 人、進修學士班 1,050 人，合計
16,862 人。
100 年度繁星推薦和甄試申請結果頗佳，預期此二塊多元入學名額佔總量管
制的 40％強。
境外學生（僑、陸、外國學位生或短期研修生）入學申請踴躍，校內正釐定
獎勵措施，在總量管制名額外之每一外加之境外學生均將給予彈性使用經費補
助。若因加添課程，校方亦外加學分數等。
本校工學院化學工程與材料工程學系(所)、環境科學與工程學系(所)、資訊
工程學系(所)等三個系所，再度於 100 年 3 月 19 日通過中華工程教育學會
（IEET）
99 學年度之工程認證，顯示本校教學卓越及邁向國際化的努力獲得肯定。通過
IEET 認證後，本校工學院畢業生將具備國際間認同的專業核心能力，如工程設
計、實驗及分析、解決工程問題、有效溝通、理解專業倫理及社會責任、終身學
習等。
推動 100 年度校務評鑑工作，本校於 4 月 11～12 日辦理校務自我評鑑實地
訪評，聘請賴明詔、高強、吳重雨、包家駒、劉水深、陳錦生、陳朝圳、張清風
等 8 位訪評委員蒞校訪視。
辦理系所評鑑後續相關事宜。100 年 5 月本校分析 95～97 年度教育部系所評
鑑追蹤評鑑結果，製作「追蹤評鑑待觀察系所分析報告」及「追蹤評鑑通過系所
分析報告」，分析結果顯示，系所須確實依據實地訪評報告書改善建議逐項擬定
改善計畫，且已有具體成果者，始達「已改善」標準，否則該項可能評定為「部
分改善」。各年度追蹤評鑑認可結果為「待觀察」之系所，改善計畫評為「部分
改善」項目普遍在 6 項(含)以上。請本校各待觀察系所日文系學士班、碩士班、
歷史系碩士班、哲學系碩士班及法律系碩士班，妥為因應 100 年度下半年追蹤評
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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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補助「99 年度獎勵特殊優秀人才計畫」案，本校推薦 50 位研究表現
績優教師，全數獲得獎勵，獎勵月數共 10 個月，本校獲補助金額共計 476 萬元。
100 年度國科會獎勵特殊優秀人才計畫申請案已開始受理申請，研發處統計全校
教師學術表現後，將依照本校訂定之作業要點及實施細則公布遴選。
100 年 4 月 13 日召開 99 學年度第二次研究發展委員會，審查本校 102 學年
度增設碩、博士班及調整博士班申請案，審查通過：
(一)國際貿易學系更名為「國際經營與貿易學系」
(二)外國語文學系增設「碩士班英美文學組」
(三)管理學院增設「創新與服務管理博士學位學程」
(四)政治學系增設「兩岸事務與國際關係碩士在職專班」
(五)餐旅管理學系增設「碩士在職專班」
(六)教育研究所增設「博士班」
(七)管理學院「管理碩士在職專班」與企管系「高階企業經營碩士在職專班」整
併為管理學院「高階經營管理碩士在職專班」
以上個案均經程序完成，送今日校務會議審議。
為延續「東海大學 K-16 深耕 4E 節能減碳教育研究」，本校向國科會申請接
續性研究計畫並已通過審核，計畫名稱為「以問題導向學習模式發展 K-16 節能
減碳教育成效評估及教具研發」
，計畫時程自 100 年 4 月至 102 年 12 月的 3 年期
計畫，期望透過完整且連貫性的執行，更落實校園節能減碳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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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驗缺失改善中確認中。
3.第二教學區體育設施─4 月 21 日校建會討論設置地點，並請建築師進行細
部規劃設計。
4.全校環境影響評估委託服務─東海總字第 10024004110 號，向行政院環保
署申請撤回該審查案件。
5.附小校舍新建工程─粉刷、門窗、水電及景觀施工中，申請使用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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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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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東獲邀於今年 4 月 2~7 日參加本校大陸姊妹校廈門大學建校 90 周年校慶，

另帶領林研發長、圖書館朱館長、推廣部詹主任等一行四人，訪問福建福州大學、
福建師範大學、華僑大學，商討未來具體合作計畫、雙方教師學術合作交流事項
及交換學生計畫。
國際合作協議：
․泰國 Payap University 校長 President Pradit Takerngrangsarit 於今年 4
月 18~19 日蒞臨本校簽署學術交流協議書。成為本校第 5 所泰國姊妹學校。
․日本名古屋音樂大學高橋肇校長及金山正一教授於 5 月 3 日蒞校訪問並簽署學
術交流協議書。該校為音樂專門學校，未來將與音樂系先以互補性的交流為開
端，例如邀請名古屋音樂大學打擊樂團，或派本校音樂系的管絃樂團互相交流。
․日本青山學院大學（Aoyama Gakuin University）預定於今年 5 月底與本校簽
約。青山學院大學為日本關東地區著名之私立大學之一，位於東京都澀谷區，
1874 年創立，1949 年設立大學部，也是一所以基督教信仰為教育基礎的大學。
․本校與大陸 985 重點大學東南大學、西安交通大學，211 重點大學中央財經大
學、東北林業大學，及直屬大陸國務院的華僑大學等 5 所學校，於 3~5 月進行
簽署校際學術合作協議。
外賓來訪
․台灣傅爾布萊特學術交流基金會執行長李沃奇（William Vocke）博士於 4 月
13 日來訪，鼓勵本校師生參與傅爾布萊特交換計畫，前往美國從事教學、研
習及文化交流，希望透過人員、知識和技術的交流，促進美國和台灣人民的相
互了解。
․福建三明學院馬國防書記等一行 9 人於今年 4 月 14 日蒞臨本校訪問，希望與
本校建立學術合作交流關係。
․澳洲姐妹校新南威爾斯大學材料科學系陳立業教授於 5 月 5-6 日來訪。陳教授
應博雅書院邀請，於 5 月 5 日晚上做一場演講；5 月 6 日與本校物理系、化學
系、化材系、電機系主任們，及通識中心代表一起座談，商討兩校雙聯學位計
畫之學分承認事宜。
․5 月 6 日，美國德州大學達拉斯分校（UTD）管理學院院長 Prof. Hasan Pirkul
及全球工商管理碩士班主任 Prof. Bobby Chang，來本校訪問商議雙聯合作計
畫。
․美國密西根大學 Flint 分校（University of Michigan- Flint ）彭建中教授
（本校經濟系校友）於本（100）年 5 月 6 日率領該校 12 名管理學院學生來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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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姊妹校北京大學由周其鳯校長帶領師生藝術團隊近 80 人，於 5 月 12 日親臨本
校音樂系演奏廳演出。北大學生藝術團隊由合唱團、舞蹈團、民樂團和交響樂
團 40 位學生組成，本校亦安排打擊樂社團、熱舞社、爵士樂社團、音樂系絃
樂四重奏、音樂系打擊樂團等共同演出，充份達到兩校學生之間的深入交流。

肆、推廣工作
近年來，本校推廣部承接許多政府機關委訓課程，包括採購專業人員訓練
班、交通部觀光局委訓領隊及導遊職前訓練班、職訓局產業人才投資計畫……由
於辦訓績效良好，並獲公共工程委員會評選優等辦班單位。今年首度代表學校取
得探索之美標案合作資格，全期活動共計 4 個梯次，各梯次研習 7 天，每梯次 150
位大陸台商子女參與。
國際化、自由化已蔚為時代潮流。為因應來自四面八方的挑戰，業界極需貿
易人才、及協助有志投入國貿業務人士或從業人員提昇專業技能能力，本校規畫
「國際貿易經營實務班」課程並向國貿局爭取補助經費。
為提升對企業的服務與拓展企業人脈資源，本校開始協助企業辦理事業單位
人力資源提升計畫，目前已有韶陽科技委託規劃中階幹部管理相關課程，計有專
案管理、問題分析解決、進度及研發管理等七大主題。
本校於今年年初爭取到營建署委訓「建築物室內裝修專業技術人員講習」課
程，此為中部地區唯一取得本講習資格培訓單位，報名及詢問狀況踴躍，預計 7
月份開課。
臺灣佳能（股）有限公司委託本校辦理管理幹部領導訓練班已於 4/23 開班，
該公司共計派訓 30 位培訓幹部參與本課程，本次為該公司連續第三年委託本校
辦理，辦訓績效深獲肯定。
本校與採購協會合辦的 APS 採購從業人員訓練班目前為止以培訓近百位學員
結業，由於反應良好，因此預計開設高級採購班即將招生，對象為股票上市公司
高階人員。

伍、結語
為了以更多元的方式重燃新生代對藝術的熱情，由學生自主性創立的表演藝
術月，如今已堂堂邁入第 18 個年頭！今年表月系列活動為期一個半月至 6 月 9
日閉幕，歡迎各位委員撥空一起參與充滿藝術氛圍的各項活動！謹此，海東敬祝
各位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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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事順心，身體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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