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海大學第 194 次校務會議
校務報告
葉芳栢 2012 年 12 月 18 日

各位委員，大家好：
今天是本學期最後一次校務會議。感謝這段時間各位委員的熱誠參與以及協
助，共同推動各項校務。雖是短短幾個月，我們一起努力完成許多工作。芳栢在
此誠摯向各位委員致以謝忱。
今年十月二十五日，中部十二所學校校長暨副校長在本校茂榜廳簽署「促進
臺中軟體園區發展學校聯盟簽署儀式」合作意向書。台中軟體園區學界聯盟，可
以讓中部多所學校結合所長，包括產學合作培育資訊人才、軟體資訊服務、雲端、
華人數位等發展更蓬勃。臺中軟體園區去年就完成都市計畫變更，今年五月動
工，預計明（102）年八月完工，將結合學校資源、研究人才、電腦公會及產業
界等能量，預估提供 5000 個工作機會，對大里、霧峰、太平的發展有很大幫助，
將帶動臺中經濟發展。
本校博雅書院已邁入第五年了。博雅書院於 10 月 28 日舉行「第五屆博雅書
院始業式系列活動」，除歡迎第五屆書院生加入書院家庭，立下書院學習誓言。
同時也向書院生家長們介紹書院的學習歷程及成果。本屆系列活動有 120 名第五
屆新生、108 位新生家長及 24 位第一屆畢業書院生等，共計超過 300 人，一同參
與。
2012 年「第二屆 21 世紀世界華文文學高峰會」，11 月 17 日、18 日於本校
召開。合辦單位有新地文學季刊社，台灣藝文作家協會，東海大學文學院、博雅
書院及中文系。本屆高峰會議以兩岸中壯代作家為主，海內外作家齊聚一堂，彌
漫濃濃的文學氣息。馬總統親臨勉勵，並贈送紀念書予本校以茲紀念。可謂難得
一見的文學盛會。
內政部正積極推行「火炬計畫」。本校與移民署於 11 月 22 日簽訂策略聯盟，
東海大學獨特的「國際週」已行之有年，期望先藉由國際週的各項活動合作，讓
新住民子女實際體驗世界各國的風土民情，使國際化的教育向下紮根，徹底落實
火炬計畫中的多元文化生活體驗課程。期能透過合作交流的方式，發揮更具體的
實質功效，將官方業務便民化，採取團體預約方式，協助申辦各項在台居（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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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案件，簡化學校的行政作業。雙方未來將在資源共享、人才培訓、專題講座、
案件申請等層面進行合作。

壹、教學與研究
國科會 101 年度專題研究計畫案，截至 101 年 11 月 16 日止，獲補助計畫件
數為 175 件，研究計畫金額 134,588,651 元。國科會 101 年度產學合作計畫案，
截至 101 年 11 月 16 日止，本校共有 15 件應用型獲補助，計畫金額 6,189,000
元。
101 年度整合型計畫獎勵申請案，經學術審查會議通過國貿系林灼榮教授及
中文系周玟慧助理教授申請案，每人各補助 10 萬元整。
教育部核定本校於 102 學年度：
(1)增設外國語文學系「英美文學組」碩士班及餐旅管理學系碩士在職專班。
(2)應用物理學系學、碩、博士班及該系學士班二學籍分組分別更名為「材
料及奈米科技組」、
「光電組」
。
(3)電機工程學系學士班學籍分組為「IC 設計與無線通訊組」、
「奈米電子與
能源技術組」。
本校於 11/13 召開研究發展委員會議審查 103 學年度新增及調整系所申請
案，通過國際處增設「國際學院」案及管理學院增設「國際經營管理學士學位學
程」案。環工系申請增設「環境管理與科技綜合研究中心」案則緩議。體育室申
請「運動健康與休閒進修學士班學位學程」之提案，經本校研究發展委員會委員
通訊投票，通過體育室於 103 學年度辦理「進修學制學士班運動休閒與健康管理
學位學程」
。
本校「台灣－義大利國際職場專業實習計畫」（Taiwan－Italy International
Internship Program，簡稱 TIP）連續三年獲得教育部高額補助，而且推動績效受
到各界高度肯定。第三屆國際職場實習生，在計畫主持人會計系許恩得老師及楊
芳欣助教帶隊下，本學期初已前往義大利佩魯賈（Perugia）展開五個月的實習，
學生除了在企業實習，並深入當地體驗與學習文化差異。

貳、獎項
每年一度的英國發明展於 101 年 10 月 27 日舉行頒獎，今年大會以國際創意、
工業、消費、休閒及設計共 5 大項進行評分，同 1 件作品可以跨類得獎。今年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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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輔導兩組發明團隊學生報名參與，分別由資管系陳澤雄老師與資工系楊朝棟老
師指導，奪得一金三銅。
(1)資管系的團隊由黃尹姿與蔡旻珊等同學代表參展，展出的作品為電子冰
盤，一舉奪金！兩位同學表示，透過團隊所有成員的努力，順利榮獲金牌，過程
中遭遇的困難由團隊各不同領域的同學解決，獲得許多寶貴經驗。
(2)資工系的團隊由黃冠龍研究生代表參展，展出的作品：雲端基礎設施環
境具動態資源分配方法的綠能虛擬機器管理系統、VoC 和 MIFAS 三套系統，共
奪得 3 面銅牌佳績。
101 年 11 月 30 日學術審議委員會議評審結果，通過陳文豪副教授（理學院
應用數學系）
、陳永峰助理教授（共同學科暨通識教育中心）
、郭宗愷教授（創意
設計暨藝術學院音樂學系）、陳秋政助理教授（社會科學學院行政管理暨政策學
系）
、許曉芬助理教授（法律學院法律學系）
、黃淑燕副教授（文學院日本語言文
化學系）、盧錫祺助理教授（農學院食品科學系）等 7 位專任教師為 101 學年度
特優教學獎得獎人，恭喜以上獲獎教師。
11 月 26 日台中市環境保護局函知本校榮獲 101 年度「績優環境清潔維護遊
憩區」優良管理單位獎項；今年度該獎項分數採計除公廁外，另加入例假日路思
義教堂周邊環境整潔之評核，整體分數卓越，故與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土牛客
家文化館、麗寶樂園及霧峰林家花園同列大台中遊憩區示範單位。
本校協助 4 家進駐企業(儷諮國際有限公司、天使馬戲團有限公司、首傑藝
術事業有限公司與瓊華工作室)參與「101 年度微小型企業亮點計畫甄選」，全數
脫穎而出獲評審肯定，預計 12 月 11 日協同企業至台北接受頒獎。

參、校園動態
⊙東海北路與力行路交接處部分建築重建案－AB 棟 RFL 樑、版模組立, A2F、B1F
電線拉設。
⊙美術系工坊新建工程－11 月 30 日送校園建設暨環境保護委員會討論程序。
⊙101年11月20日起，師生們不斷從校園內聞到臭味，本處環安組已逐日將訊息通
報環保局及工業區服務中心。並於11月29日發總務通知本校一二級教學單位及
一級行政單及教職員工住宅區，籲請大家一同來護衛校園，並舉發臭味污染事
件。
⊙上班時間師生們如發現有不舒服的臭味，請聯絡環安組2359-0284，下班後請
直接撥環保局報案電話0800-066-666，另請Email至ep@thu.edu.tw環安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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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本組將加強登錄並反應校園空氣品質。

肆、100 學年度收支決算概況
本校 100 學年度決算業經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查核完竣，出具無保留
意見查核報告。本校 100 學年總收入 26 億 6,629 萬 5,411 元、經常門支出 22 億
9,036 萬 3,515 元，收入及經常支出結構詳圖一及二。此外，固定資產支出總計
2 億 7,064 萬 2,826 元，其中房屋建築及工程 6,671 萬 1,211 元、 圖書儀器及設
備 1 億 8,797 萬 5,668 元、電腦軟體 1,595 萬 5,947 元。若以學校可動支經費來
看，學校可支配的收入，（不含指定用途捐款、特定用途捐款、附屬機構結餘及
研究計畫收入）約 19 億 5,200 萬元，用在必要性經常支出約 17 億 525 萬元，佔
可支配收入的 87.36%；扣除償還銀行借款 1,810 萬元及用在建築工程及重大修繕
工程經費約 6,148 萬元後，如此 100 學年本校的資金結餘約有 1 億 6,795 萬元。

圖一：100 學年度收入結構

100 學年收入決算
26 億 6,63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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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100 學年度經常支出結構

100 學年支出決算
22 億 9,036 萬元

伍、國際交流
芳栢與國教處王良原組長於今年 10 月 11 日至 10 月 14 日應日本北星學園大

學姊妹校邀請參加 50 年校慶活動並參訪交流。
芳栢於 11 月 4 日至 11 月 8 日應中國北京音樂學院邀請參加「2012 海峽兩岸

青年音樂文化研習營」，擔任總領隊與本校音樂系師生前往演出，並洽談兩校簽
訂姊妹校、進行交換學生等學術交流。

【締結姊妹校】
1.本校與大陸寧夏大學已簽署學術交流協議書，也將進一步簽署學生交流協議
書，學生交流協議書草案已通過教育部核可。
2.大陸西南大學為四川省的 211 重點高校，與本校簽署學術交流協議書及學生交
流協議書。
3.本校與大陸西安大學正進行續約事宜。
4.本校與貴州師範大學已談定雙方交流協議書，正進行簽約相關行政程序。本
學期聯董會訪問學者羅教授來自貴州師範大學，羅教授積極為兩校居中連繫，
希望明年秋季可以開始派學生交流學習。
【外賓來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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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集美大學音樂學院院長等 6 人於 10 月 26 日來訪，除拜訪本校音樂系
外，並洽談兩校合作事宜。
․美國波特蘭州立大學國際處主任 Sally Mudiamu 於 11 月 8 日來校拜訪，洽
談雙邊可發展合作項目。
․Education First 教育機構於 11 月 6 日拜訪本校洽談海外研習計畫。
․本校工工系王志鴻客座教授於 11 月 6 日代表美國 University of Rhode
Island 與本校討論兩校雙邊合作計畫。
․美國 Wayne State University 美術系主任於 11 月 7 日訪本校討論兩校雙邊
合作計畫。
․美國 Portland State University 國際處主任 Sally Mudiamu 於 11 月 8 日來校
洽談兩校短期研習與長期交換、雙聯學位的合作機會。
․華僑大學關一凡副校長等 3 人於 12 月 7 日來訪，與本校相關主管及國際
處負責人洽談合作事宜。另外，也與該校二位訪問學者及研修生座談。

陸、國際學院籌備
本校建置國際學院第 3 次籌備會議於 11 月 23 日召開，並達成下列具體決議：
通過國際學院全英語通識課程規劃朝聚焦東亞主題，跨領域整合五大通識課
程共 28 學分，「東亞經濟與社會」8 學分、「東亞人文精神與藝術」8 學分、「東
亞與全球生態環境變遷」3 學分、
「東亞與全球自然科學與科技發展」3 學分以及
「作為世界公民專題」6 學分，持續請通識中心及籌備處輔以配套選修課程規劃，
合併評估市場需求，發展適合本地生及境外學生共同學習之全英語通識課程。
考量未來國際學院學生海外學涯規劃，仍持續規劃與國外姐妹校發展聯絡，
如 3+1 合作計畫等，落實國際學院與國際課程接軌。
因應國際學院籌建進展，國際學院初期設置之學位學程「大學部國際經營管
理學位學程」及「建築系碩士班(建築創作組)學位學程」，將分別由創藝院及管
理學院推薦企管系周瑛琪主任及建築系蘇智峰教授擔任各該學程召集人。
國際學院籌備處擬於近期內邀集各學程召集人及相關單位就學程師資員額
調配及經費預算等進行討論，通盤統整後並於下一階段提報。有關國際學院專家
顧問群，建請創藝院及管理學院提供合適卓越校友名單由國際學院籌備處簽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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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推廣工作
本校發揚東海大學人文特色，近年深耕人文藝術領域課程有成，除美術、音
樂、攝影、美食、心靈成長等課程外，近期更規畫「經典音樂劇賞析」課程，希
望提供學員更多元親近藝術文化的管道，豐富人文涵養，本課程於 11 月 2 日開
課。
本校第 1 屆「造園景觀工程實務基礎班」學員謝應德，前年榮獲 41 屆全國
技能競賽造園景觀成人組第五名，今年捲土重來組隊參加全國技能競賽造園景觀
成人組，終因努力不懈完成夢想榮獲第一名。獲頒獎金 8 萬元、金牌一面及奬狀
乙幀。
本校「地政事務人員學士學分班」主要針對有意報考地政士（舊稱土地代書）
之人士開設，目前共開設土地登記、土地法、土地稅三門課程。授課師資為公務
部門具實務經驗之專業師資。自民國 69 年開設第一屆以來，今年已堂堂邁入第
70 屆，最新的一屆課程於 11 月 24 日開課。
捌、結語
約農路及篤信路的路旁、康敦樓和第二教學區都已裝點了聖誕燈飾，轉眼間
我們即將歡度聖誕佳節和迎接新的一年。芳栢敬祝各位委員
佳節愉快
新年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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