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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大學第 197次校務會議 

校務報告   
 

 

各位委員，大家好： 

湯銘哲 2013年 10 月 15日 

 

沐著淡淡的月光，走在涼涼的夜晚，整個校園籠罩在秋高氣爽中。隨著註冊

的完成，本校 102學年度第 1 學期註冊學生人數，大學部為 13,661人、進修學

士班 763 人，碩士班 1,748人、碩士在職專班 823人、博士班 242人，合計 17,237

人。今天是 102 學年度第一次校務會議，除了舊委員的續任，也歡迎新委員的加

入。感謝大家的參與，心手相連，共同努力推動校務工作。 

一、【東海大學定位為綠色博雅大學】 

今年的一級主管暨新任系所主管會議於8月2日-5日在金門大學舉行，討論的

議題： 

單元一：建構六十週年的東海大學。子題一：東海大學的現況、願景與挑戰

＜財務面＞；子題二：適當調整人力，增進職工職能；子題三：東海大學品牌提

升規劃；子題四：走一條東海的藍海路。 

單元二：博雅教育與教育部辦學評鑑方針的契合。子題一：高等教育的新思

維；子題二：博雅書院的作法與博雅大學的推動。 

單元三：國際化發展策略。 

此次會議的共識：東海大學定位『以「博雅教育」為底蘊的『綠色博雅大學』，

訂出執行的準則(road map)。校、院、系的教育目標必須一致，將「博雅教育」

以及「GREEnS」的內涵納入各院的教學目標之中。目前已經在規劃東海校務發

展的中、長程計畫書，我們會慢慢把它做好，未來也還會有很多討論的空間。 

藉著在金門開會期間，全體與會主管並轉往廈門參訪本校的兩所姊妹校：廈

門大學、以及華僑大學廈門校區，此行收穫良多，並增進兩姊妹校的情誼與擴大

合作機會。此次的一級主管會議往前邁開一大步，是開創之舉，也具有歷史性的

意義。 

二、【教與學】 

9月 3日-6日是新生訓練活動，今年的大學入門是第四年了。今年以「我」

與「我們」為主題，著重在創新與引導的啟發學生心靈部分。課程配合「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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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探索；現在沒有，可以追求；沒有經歷，可以開始行動」的精神，希望讓

新生更瞭解自己，對生命有更深的體會。活動並將大學教育的核心價值融入課程

與活動之中，協助新鮮人團體交流，建立關係、發現自我。看著這些來自各方、

原本素不相識的大學新鮮人卻如此迅速融和在一起，真令人感到欣慰。希望他們

都能夠在這個校園內快樂求學與生活。 

本校102學年度錄取日間學士班新生人數共計3,542人（去年3,578人），註冊

人數3,379人（去年3,314人）。除境外學生，本國學生（不含外加管道）註冊率

為97.66%（去年96.76%）。茲分類如下： 

 

入學 

管道 

考試

分發 

繁星

推薦 
個人申請 

成人

就讀

方案 

四技

二專

甄選 

四技二專

技優甄審 

身心障

礙甄試 

運動

績優

甄審 

僑生 
外國

學生 

大陸地

區學生 

錄取數 1,431 291 1,460 3 14 2 17 1 173 74 76 

註冊數 1,382 284 1,442 2 14 2 15 1 114 49 75 

報到率 96.58 97.59 98.76 66.67 100 100% 88.23 100 65.89 66.21 98.68% 

 

本校應用物理系為了提供學生更好的學習品質，與 MIT麻省理工大學自暑假

開始簽署合作，聯合建置開放式網路教育課程 edX。凡本校應用物理系學生，即

可同步與麻省理工、哈佛、劍橋大學等世界名校學生透過網路一起正式修課，未

來也將推廣到其他科系。此次合作是透過第五屆物理系校友，美國麻省理工學院

(MIT)物理系終身教授陳敏博士的牽引，將大學的主要價值－學習，帶到一般大

眾面前。暑假中，物理系 20 位學生和老師已與陳敏博士一起進行首波小規模嘗

試，在 edX 完成註冊選課後開始利用網路上課、繳作業、參加測驗的整套課程，

為未來的長遠計畫奠定基礎。預期本校將成為 MIT開放式課程在台灣的伙伴學校。 

本校優良傳承的博雅教育精神，造就了許多傑出的校友，以物理系而言，除

了陳敏教授，還有前國立中央大學校長劉全生教授，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錢嘉陵

教授及前國家理論中心主任暨南加州大學物理系主任張圖南教授。本校推動的博

雅教育與博雅書院將結合開放式課程的虛擬書院，預期能為東海大學特色教學注

入新活力。 

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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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董事會的支持下，GREEnS 計畫(全球環境暨永續社會發展計畫)自 101年

08 月 01 日起執行，現已進入第 2 年，各計畫均有不錯的表現，也都朝著三年後

可以自給自足的目標努力。7 月 19 日於臺大集思國際會議中心舉辦期末成果展。

學校將持續發揚博雅教育精神，同時帶領大台中成為綠色發展基地和研究重鎮，

也促使台灣成為全球綠色研發體系的楷模與典範，推動全球環境永續發展。 

透過 GREEnS 計畫，校內老師們做出很多以往做不到的跨領域整合，也因

為跨領域的整合而開始對外爭取到許多計畫，金額共計 41,479,323 元。以下簡

單介紹幾個較大型計畫： 

（一）101-103 年度教育部「跨科際問題解決導向課程計畫」A類計畫：「高

齡化社會與產業」跨科際學程推動課程。 

（二）102年度教育部「高齡化社會與產業」跨科際人才培育課程示範計畫 

（三）102-103 年度營建署「彰化海岸生態環境調查監測計畫委託案」 

（四）102年度新竹林區管理處「火炎山生態教育館委託營運專業服務」 

四、【校園工程】 

本校美術系成立於 1983 年，為中南部第一所成立美術系的大學。今年 7 月

17日本校舉辦美術系工坊動土典禮，建地約 250坪的東海美術工坊，將規劃雕塑、

陶藝及複合媒材等立體形式的教學與創作工坊，並增加戶外講堂。興建總經費約

兩千五百萬，獲得文英基金會及聯聚建設大力贊助，讓藝文教育的生命力向下紮

根。當年本校以基督的愛與文藝精神立校，未來學校仍要朝著文藝復興的方向前

進，希望結合美術系及創意工坊注入更多人文氣息，推動博雅教育的新園地。 

目前校內幾項重大工程仍持續進行中，其狀況如下： 

(1)東海北路與力行路交接處部分建築重建案：雖已拖延，目前與建築師、

營造商溝通中，後續希望以獎勵刺激方式，盡速解決問題，完成工程。 

(2)東海大學綜合活動大樓─空間需求仍需討論。 

(3)學生宿舍興建案─已組成建築評選委員會。 

(4)棒壘球場休息區校舍新建工程─建照申請中。 

 

五、【國外校友拜訪與國際合作交流】 

銘哲今年 8 月赴美拜訪校友之旅，感謝汪董事長和就友室黃主任陪同部分行

程。此次赴美行程緊湊，19 天走過 9個城市，辦過 7場餐會。並拜會東海校友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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姊妹校，一一說明學校的現況，分享「綠色博雅大學」教育理念、願景、定位與

目標。各地參加的校友都對母校具有濃厚感情，也很認同本校的教育目標及理

念。許多校友深受感動，甚至流下欣喜的眼淚。大家期許為「綠色博雅大學」的

遠景逐步圓夢！ 

2013 年第五屆台灣─佛州高等教育交流發展會議，8 月 26 日在美國邁

阿密花園市聖湯瑪士大學(St.Thomas University)舉行，銘哲主持兩個分項會

議。台灣有九個大學校長、副校長，國際長參加。台佛兩地近 70 名代表與會，

交流熱絡。 

銘哲由高國際長陪同，於 10月 1日-3 日赴大陸參加姊妹校華中師範大學 110

周年校慶活動，以及參與該校主辦的「第二屆兩岸四地師範大學的願景與合作暨

大學校長論壇」，並擔任引言人。華中師範大學為本校 13 所基督教大學前身之一，

兩校於今年簽署交流合作協議，關係更加密切。 

2013年香港教育展於 9月 20日至 24日在香港培正中學辦理，為拓展在香港

招生機會，以及宣傳本校知名度，本校除了參加 89 所中學的結盟儀式，另與 69

所中學簽署合作協議書，以利後續能夠直接切入該地中學的宣傳招生。 

國外貴賓來訪熱絡，其間也締結一些姊妹校： 

(1) 南京理工大學與本校合作協議書，雙方已於 7月 6 日完成簽署。另社工

系也正進行與該校之學生交流協議書。 

(2) 本校與華中師範大學合作協議及學生交流協議書將與南京理工大學協

議書一併陳報教育部備查。 

(3) 102年 7 月 29日與馬來西亞雙威大學簽訂校級合作意向書。 

(4) 與美國 Claflin University 簽署 MOU 及 Exchange student program 合約。 

(5) 102年 9 月 27日美國 Trinity University 代表 Dr. Randall Nadeau 來訪，

與本校洽談 MOU 及 Exchange student agreement。 

第八屆海峽兩岸名校兩岸事務負責人研討會將以「兩岸高校深化合作與交流

展望」為主題，預定於今年 12 月 10 日~14 日由本校主辦，國立金門大學協辦。

將邀請大陸 21 所友校及台灣 21所友校，每校一名代表與會。 

六、【傑出校友與獎項】 

102 學年度東海大學第 14 屆傑出校友於 9 月 25 日選出五位傑出校友：潘犀

靈(13 屆物理)、陳博仁(15 屆生物)、徐 錚(15 屆工工)、吳安妮(19 屆經濟)及

潘世偉(20屆政治)(以上依畢業年排序)。恭喜這五位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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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企管系第 5 屆傑出校友廖述昌(1981 年畢)創立的台灣優質文創品牌-筌

美術，初秋連續於巴黎 Maison & Objet 家具家飾展及上海 Interior Lifestyle 國際時

尚家居用品展展出，除了在國際展會中大放異彩外，亦獲得國內外家居及文創設

計界肯定，分別以《打造幸福》、《台灣之美—原生守護》勇奪中國「年度家居風

尚大獎」及台灣「文創精品獎」。 

教育部師鐸獎今年首次頒發給大學教師，本屆大學有十一位獲獎者，其中九

位出自國立大學，本校音樂系郭宗愷教授為兩位私立大學的獲獎者之一，郭教授

春風化雨，被選為杏壇楷模，實為東海大學之光。 

七、【結語】 

今年是本校創校 58 年，也適值路思義教堂建堂 50年，歡迎大家一起來參與

各項慶祝活動，為歷史留下寶貴的見證。11月 2日校慶運動會中，讓我們在活絡

筋骨與同仁交流中，一起大步邁向「綠色博雅大學」。 

 

銘哲謹此敬祝各位委員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