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海大學第 190 次校務會議
校務報告
程海東 2011 年 12 月 27 日
各位委員，大家好：

寒夜中，麋鹿不迷路。約農路上今年來了幾隻「麋鹿」
（用樹木的枝幹編織），
身上的燈飾閃閃亮亮，像是不斷向往來的師生發出祝福語：「聖誕快樂，新年如
意。」其中還有「鹿爸爸」、
「鹿媽媽」
、「鹿寶寶」，一家人和樂融融，象徵萬事
圓滿，全家平安。
平安夜，東海校園一向是本校師生、周遭大學學生和鄰近居民的最愛，每年
都是熱鬧滾滾。今年更是現場湧入近一萬五千名的民眾，在這感恩的夜裡與我們
一起分享溫馨的喜悅。今年台中市耶誕節大串聯，由台中市文化局、台中教會發
展策略聯盟、Good TV、台中旌旗教會、本校學生會、東海教會和校牧室等聯合
舉辦。本校是大台中山海屯的最後一站，台中胡市長也親臨現場。今年的活動超
過十個區域的大小主場活動。整個校園充滿了歡樂，最後大家在路思義教堂 100
響的鐘聲中，迎向未來。
今年本校有 5 位獲選為第 12 屆傑出校友：沈維強校友（第七屆化學系，1965
年畢業）
、黃維仁校友（第十六屆社會系，1974 年畢業）
、蔡錫津校友（第十九屆
化工系，1977 年畢業）、張志誠校友（第十九屆外文系，1977 年畢業）、王存國
校友(第廿四屆會計系，1982 年畢業)。恭喜這五位傑出校友帶給母校榮耀。另外，
曾當選第十屆傑出校友的馬來西亞姚迪剛先生，更於今年 7 月獲教育部吳部長親
頒「三等教育文化專業獎章」，表彰姚校友長久以來投注文化教育，促進台灣與
馬來西亞文教交流的貢獻。顯見本校國內外校友表現都相當優異。
11 月 2 日是東海大學紀念建校的日子，今年更適逢東海大學香港校友會成立
二十五週年。這個特別的日子，對於東海大學和香港地區的校友來說，都是值得
大肆慶祝的。海東承蒙邀請到香港參加 56 週年校慶暨香港校友會 25 週年的慶祝
晚宴。香港校友會會長袁英傑當場宣布，將晚會及 25 週年特刊籌集的二十五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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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台幣，全數捐獻給母校，作為母校的發展基金。全場響起了熱烈的掌聲，海東
對於校友們的心意表達了深深的感謝。校友們也紛紛上台，為校慶獻唱。
本校新進教師宿舍暨教職員退休宿舍落成奉獻典禮，已於 11 月 2 日校慶這
一天舉行。新落成的新進教師宿舍暨教職員退休宿舍共有三棟，計有 60 戶。希
望教師宿舍的落成，提供教師優質的生活環境，吸引更多優秀教師進入東海。同
時也感謝退休教授，對東海奉獻心力。另外，第二教學區戶外體育設施工程案已
和廠商訂約，預計 101 年 5 月 30 日完工；東海北路與力行路交接處婦女會、超
商等建築重建案，亦將於明年初開工。
長期以來，校方不斷向環保局和工業局反映和陳情工業區惡臭的嚴重性，但
都未獲如期的改善。12 月 23 日，同學們發起「東海反工業區臭氣聯盟」大遊行。
這是近十年來同一所大學的學生與教授為了捍衛自身權益，一同走上街頭。主要
訴求是「工業區不肖廠商立即離閞」、「經濟部工業區應負起管理責任確實監督
區內廠商」、以及「市政府對過去錯誤的發展政策進行通盤檢討，重新擬定新的
都市規畫政策」。我們希望工業區早日還給本校清新和乾淨的空氣。

壹、 教學與研究
教育部自 101 學年度開始試辦「風雲再起-鼓勵成人就讀大學方案」，透過
改變入學方式，擴大成人參與高等教育的機會。教育部表示此方案一改以往學
測、指考或統測的測驗成績作為選才的方式，而由大學校院依學系性質及擬招收
的學生特質，設計適當選才方式，建立與強化非正規教育與正規學制的銜接機
制，進以擴大成人參與高等教育的機會，滿足社會人士不同的進修需求，一圓大
學夢。教育部核定本校的名額如下表：

日學班

4系

18 名

東海大學

進學班

4系

25 名

2

中國文學系

5

外國語文學系

3

哲學系

5

景觀學系

5

資訊工程學系

5

經濟學系

5

美術學系

5

法律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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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推動系所「學生學習成效」評量機制之建立與強化，本校針對 99(下)
已完成初步評量分析報告的 28 個系所，將該「學生學習成效評量機制」執行報
告彙整成冊後，送請校外專家委員，進行意見審查。再辦理一個全校系所的工作
坊，提供各系進行經驗分享與交流，作為 100 學年度持續推動「學生學習成效」
評量機制建立與精進之改善依據。
本校哲學系以及歷史系、日文系、法律系，分別於 11 月 14 日和 11 月 17 日
完成追蹤評鑑。全校的校務評鑑於 11 月 30 日－12 月 1 日如期完成。另外，性別
平等教育評鑑和環境安全評鑑也在 12 月 2 日舉行完畢。感謝林研發長的盡心規
畫，研發處同仁的投入以及各單位主管和同仁的合作，使得各項評鑑得以順利完
成。
本校申請 101 學年度新增工業設計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日本語文學系」更
名為「日本語言文化學系」
（含學士班、碩士班）
、
「管理學院管理碩士在職專班」
更名為「管理學院高階經營管理碩士在職專班」
、
「數學系」更名為「應用數學系」
（含學士班、碩士班）、「國際貿易學系」更名為「國際經營與貿易學系」（含學
士班、進修學士班、碩士班）、企業管理學系高階企業經營碩士在職專班停招等
案均已獲教育部核定。
100 學年度研究發展委員會討論本校 102 學年度增設學士班（含學士後第二
專長學位學程）及調整學、碩士班（包括分組、整併、更名、停招、裁撤等）申
請案，表決結果如下：
(一) 通過「華語教學中心」歸屬於國際教育合作處。
(二) 通過物理學系更名為「應用物理學系」
，原學士班「物理組」與「應
用物理組」分組更名為「光電組」與「材料及奈米科技組」。
(三) 通過電機工程學系分為「IC 設計與無限通訊組」與「奈米電子與能
源技術組」兩組。
99 學年度教學創新獎勵得獎教師：數學系王道明老師（純數專題:初等數
論）
、生命科學系卓逸民老師（無脊椎生物學）
、生命科學系林惠真老師（大度山
生態學）
、統計系林雅俐老師（統計實務）
、工業工程與經營資訊學系翁紹仁老師
（系統模擬）、政治學系陳建仁老師（地方政府與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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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學年度特優教學獎得獎教師：外國語文學系江丕賢老師、化學系龍鳳娣
老師、資訊工程學系呂芳懌老師、國際貿易學系林財丁老師、教育研究所陳淑美
老師、餐旅管理學系朱惠玲老師、建築學系程宗賢老師、哲學系魏元珪老師。恭
喜以上各位得獎的老師。
本校申請國科會高瞻計畫：「節能減碳新興科技融入高中創新課程研究計
畫」
，自100年8月1日起至103年7月31日，為期3年，總經費8,478,076元。本研究
計畫整合東海大學與東海大學附屬實驗高中教學資源，以東大校園為綠色科學的
架構，發展節能減碳新興科技融入高中課程的模組設計。東大附屬高中位於自然
生態未受破壞的東海大學校區，透過原有的自然生態進行「生態教育」的課程。
並採融入式教學方式來建立「生態教育」的具體目標，喚起學生對生態的覺察，
珍惜生態的態度，以培養其行動能力，進行對生態環境的實踐。
近日本校與各機關團體簽訂各項協議書，進行學術合作。（1）與漢翔航空
工業(股)公司簽訂策略聯盟協議書；（2）與各大學簽訂中區保護研究參與者聯
盟合作協議；（3）與中科管理局簽訂協助中科管理局審查投資案協議書。
本校食科系 13 名在校生及畢業生考取 100 年專技高考食品技師，成績亮眼。
衛生署規定：食品業者應設立食品安全管制系統工作小組，小組成員至少一人須
具備食品技師證書。即自 101 年 5 月 8 日後食品業界均需執行 HACCP 管制系統，
且管制小組成員至少一人要有高考食品計師證書，方可營業。
本校美術系所助理教授吳繼濤榮獲第34屆吳三連獎，於11月15日在台北國賓
飯店公布得獎名單後，隨即進行頒獎儀式。
「吳三連獎」屬於「終身成就獎」
，性
質似國家文藝獎。
本校壘球代表隊，今年度參加公開組以及一般組的賽事。首先在公開組的賽
事橫掃各隊，順利奪冠，接下來也在一般組拿下亞軍的好成績。學校為獎勵獲獎
師生，特別製作獎盃在行政會議上頒贈，並勉勵代表隊隊員明年再接再厲，要有
奪下雙料冠軍的雄心。

貳、國際交流
【合作協議】

本校 12 月 5 日與「日本留學支援中心」簽署合作備忘錄，藉由共同合作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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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日本籍學生至本校就讀。日本留學支援中心在日本推廣台灣留學教育，推動日
本國籍人士來台灣學習中文以及專業技能。未來在輔導日本國籍人士赴台灣留學
時，本校將成為指定推薦留學之大學。
【外賓來訪】

（1）日本姊妹校早稻田大學職員代表一行 6 人，由該校台北國際交流中心主
任陪同於 11 月 8 日（星期二）來訪，與本處同仁就外籍學生的輔導交換
意見，經驗交流。
（2）11 月 9 日（星期三）美國天普大學 Dr. Martyn Miller 來訪，舉辦天普大學
交換學生/雙聯學位計畫說明會。
（3）天津大學北洋合唱團師生團員共 38 人，於今年 11 月 12-14 日至本校訪
問，11 月 13 日於音樂系表演廳演出，11 月 14 日與本校音樂系師生互動
交流。
（4）大陸華僑大學劉斌副校長等一行五人於 11 月 16 日至本校訪問，針對未
來兩校合作訪問學者計畫及 3+1 學生短期研習計畫進行商議。
（5）福州大學推派法律系沈躍東副教授於今年 12 月 2 日至本校法律系進行訪
學計畫，並同時負責照護目前於本校就讀的 30 位福州大學研習生至學習
結束為止。
（6）12 月 19 日教育部在淡江大學舉辦「第一屆臺日大學校長論壇」，會後安
排與會日方代表約 30 人於 12 月 20 日上午訪問本校。
參、推廣工作
為因應各項勞動成本醞釀調整，提供企業人資主管充實相關課程，做好人力
盤點以及人事成本分析，以免因勞動成本驟然提高，影響企業競爭力。本校特別
開設『節省勞動成本的 40 個錦囊』，從法令及實務操作層面一一剖析如何兼顧
法令變動、勞工權益以及企業競爭力，創造三贏的局面。
隨著文創產業的風行，國人對人文藝術課程的需求也愈發殷切。本校特引進
在北部頗受歡迎的輕水彩， minmin 老師擅長用簡單的筆觸描稿，再用晶透的水
彩上色，一隻隻可愛的玩偶或日常生活的尋常小物，就在畫紙上輕盈靈動地跳躍
起來！「minmin 老師輕水彩魔法」課程一經推出，即頗受學員歡迎，已於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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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利開課。
本校已成功申請成為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證券期貨局，
「發行人證券
商證券交易所會計主管進修課程」進修機構，相關專業課程已正式招生，明年預
計招收四期，將視實際需求再申請增班。
美國 ETS 台灣區代表，忠欣股份有限公司協議於本校內設立「多益及托福 ITP
紙本測驗-東海大學協辦中心」。本校近期將至各高級中學拜會及規劃客制化課
程，及至大學部各教室張貼課程及說明會單張，希能創造相關測驗之學生客群。
台中市政府社會局「100 年兒童及少年福利機構專業人員核心及在職訓練」
專案，本校已順利得標，預計明年 2 月初開課。另外，本校正與 LTTC 財團法人
語言訓練測驗中心（全民英檢）洽談，於本校成立「中部師資培訓中心」，以培
訓全民英檢中高、中階專業教師。
本校與寶萊豐科技股份公司及中華民國電腦稽核協會，簽定合作備忘錄，雙
方同意合作「內部稽核人員進修」教育訓練課程。本課程將是中部地區首創，預
計將來可建立地區性之唯一課程與師資，前瞻性定可預期。
行政院勞委會為因應貿易自由化，加強輔導受 ECFA 影響之產業從業人員參
訓，自 100 年度開始推行充電起飛計畫，本校為協助受影響之事業單位發展人力
資本，並提升員工工作知能，特別針對受影響企業展開拜訪，目前計有力鵬希望
委由本校提報 101 年度充電起飛計畫，另有櫻花、橋椿金屬等企業評估中。
本校開設碩士學分班嚴重萎縮，為拓展報考研究所學生來源，業已由本校承
辦人員彙整過往 5 年各系所開設碩士學分班資料，近期將拜會各系所主任指導可
開設學分班之可能性，屆時敬請各學院院長及系所協助與指導。

肆、結語
吃了熱呼呼、軟ＱＱ的冬至湯圓，一股暖流掠過心頭。歡度了聖誕佳節，接
著開始倒數計時迎接新年的來臨。在歡樂的同時，相信每個人的心中於公於私已
經為新的一年列出了計畫。希望大家都能朝著目標前進，使生命更為豐盛，使工
作更有成就。謹此，海東敬祝各位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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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年如意，身體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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