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海大學第 198 次校務會議
校務報告
各位委員，大家好：
湯銘哲 2013 年 12 月 17 日
12 月 10 日聖誕啟明，頓時學校的燈飾全亮了起來。夜空下，校園內的聖誕
裝飾迎風搖曳，閃閃爍爍，像是眨著眼俏皮地對我們說：
「聖誕節的腳步近了。」
12 月是一年中最後一個月，也是傳遞思念和祝福的月份。別忘了向親朋好友送上
一份關懷與問候。今天的校務會議是本學期最後一次，祝各位委員聖誕快樂，新
年如意！

一、【博雅書院】
博雅書院已邁入第六年。10 月 27 日舉行第六屆始業式，期許第六屆書院生
能立下承諾，認真經營大學生活與書院生活。大一新生體驗活動是建立群體與團
隊意識的開端，書院希望透過這樣的方式，讓書院生學習合作與分享，在大學生
活和人生之路能建立起團隊與夥伴的合作模式。「一群好夥伴、好朋友可以走得
更久、更遠」。
博雅書院經常舉行活動、雅敘、夜談。12 月 6 日，台大陳嫦芬教授率台大學
生一行三十餘人造訪博雅書院，下午在習齋雅敍「認識職場素養」，晚上參加博
雅夜談。此次博雅夜談由東海傑出校友鄭清和學長演講「小米與 F4」。夜談前在
書院長辦公室用餐―綠色博雅餐，大家對永續環境的執行有相當多的討論。

二、
【校慶暨建堂活動】
本校路思義教堂今年歡度 50 歲生日，最近榮獲入選臺灣宗教百景。真是喜
上加喜。傳奇人物周聯華牧師今年高壽九十三，在 10 月 16 日以「路思義家族與
教堂的故事」為主題在系列活動中首先開跑。回憶五十年來許多東海大學成長蛻
變的軌跡，精神矍鑠，記憶驚人。周牧師說起故事娓娓道來，行雲流水。並與在
場多位老中青師生互動，而周牧師最大的期待，則是 The Luce Chapel is not only to
be seen, but to be heard. 震聾啟瞶，才是教堂在學校中最適切的角色。
創校即來東海任教的美籍練馬可教授，此次應邀返回東海，為立校 58 年和
路思義教堂 50 年的慶祝活動增添無比光采。現年 81 歲的練老師在東海培育人才
33 年，練老師說：「我這一生沒什麼驚世大作，我的大作就是我的學生。」還有
他也說過：「生命不會永遠美好，但永遠有趣。」真是經典的兩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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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 日校慶運動會，在大、中、小學生的表演與競賽中蓬勃展開。還有許
多校友，包括畢業 50 年的第 5 屆校友特地返校為學校慶生。運動可以增加身體
多巴胺分泌，產生良好因子，讓人更健康、更聰明。希望東海人都能規律運動，
擁有健康的體魄，一起邁向綠色博雅大學，為社會貢獻心力。

三、
【提升教學品質】
(1) 102 學年度『教學優良獎』
：中文系彭錦堂老師、外文系劉美惠老師、歷
史系王政文老師、英語中心幸雅各老師、生科系關永才老師、數學系陳
文豪老師、工工系張書文老師、電機系蔡坤霖老師、國貿系吳立偉老師、
企管系吳祉芸老師、資管系林盛程老師、政治系黃信達老師、經濟系戴
中擎老師、社工系陳琇惠老師、畜產系陳珠亮老師、餐旅系張亦騏老師、
美術系張惠蘭老師、音樂系陳玫君老師、建築系彭康健老師、法律系石
佳立老師、通識中心潘兆民老師，共 21 位為 102 學年度『教學優良獎』
得獎人。
(2) 『教學傑出獎』
：日文系林珠雪老師、應用物理系施奇廷老師、資工系林
祝興老師、會計系黃政仁老師、社會系陳正慧老師，共計 5 位為 102 學
年度『教學傑出獎』得奬人。
恭喜以上得獎的老師。

四、
【獎項】
賀喜旅美校友賈培源先生榮獲 The Museum of Chinese in America (MOCA)頒
發的終身成就獎（Lifetime Achievement Award）！銘哲於 11 月 13-15 日赴美國紐
約參加典禮，以表尊敬和祝賀。賈校友能有這般榮耀，母校與有榮焉。賈校友同
時也是本校創設博雅書院的重要推手。
本校秉持立校精神，將負責、合作、忠誠、勤勞等德性，透過每日勞作習慣，
導引「人」於掃除中精進內在，期使內在的潛能轉變或發展為真正的德性。近年
來，本校積極跨出學校藩籬，致力於將勞作教育的精神，推廣到鄰近中小學和社
區，與環保公私部門培養堅實的夥伴關係，培育了無數社會環境教育實作幹部，
並於11月22日榮獲教育部表揚為社會教育有功團體。成為高等教育首次並唯一獲
得102年度社教公益獎殊榮的學校。
本校推廣部辦訓績效深獲學員、企業及職訓局肯定，除持續派員參與 TTQS
（Taiwan Train Quality System，TTQS）培訓課程訓練外，所有作業及訓練方法並
依 TTQS 規範進行，今年再度獲頒 TTQS 訓練品質評核系統銀牌獎。本校將再接
再厲，繼續朝訓練品質評核金牌獎邁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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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於 11 月 19 日偕同進駐企業-橘子布著色參加「育成先鋒‧加速創新-成
果交流暨榮耀頒獎典禮」，並獲邀領取「102 年經濟部中小企業處-亮點企業」獎
項。
學生諮商中心對於輔導工作的堅持與創新，近年內除了獲得校內師生的認同
與讚許外，今年更受到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的肯定，榮獲102年度「推行輔導工
作績優學校」。
本校建築系 2013 應屆畢業同學報名參加多項國際建築學生畢業設計作品比
賽，表現優異。由 Re-thinking The Future 舉辦的國際建築畢業設計獎（International
Architecture Thesis Award）
，本屆有六十多個國家的學生參與，共收到五百二十五
件作品。經來自印度、美國、奧地利、比利時、荷蘭、法國、哥倫比亞、瑞典等
多國建築專家的評審，選出二十八組設計給予獎勵，其中東海建築研究所與大學
部共有四組學生作品獲得優選，成績斐然。
由經濟部工業局主辦，台北市電腦公會承辦的 2013 年「第 11 屆黃金企鵝獎
－雲端服務創新競賽」，經過一個月由專家的審查與複賽，頒獎儀式於 11 月 1
日假高雄軟體園區進行，本校資訊工程學系參賽隊伍「棍子上的胡蘿蔔」，受到
評審委員肯定，獲得「最有潛力獎」的榮譽。
東海大學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三位102年畢業的同學-張弘煜、黃偉
傑、蔡佩珊，於大四時參加台灣化學工程學會舉辦的「102年度大學部學生程序
設計競賽」
，競賽題目為-異丙醇工廠之純化區製程，經化工學會教育委員會評選
通過，從全國各大專校院菁英中脫穎而出，一舉奪冠，獲得李國鼎獎第一名的殊
榮，第二、三名分別為台灣大學與台灣科技大學。三位學生於11月22日在台北舉
辦的第60屆化工年會中接受頒贈獎牌，並同時獲得新台幣伍萬元獎學金。

五、【
「3000 大企業經理人最想就讀 EMBA」私校第一名】
根據 Cheers 雜誌最新的調查報告指出，本校獲選「2014 年度 3000 大企業經
理人最想就讀 EMBA」私校第一名，且超越部分國立大學，往年亦曾多次進入前十
大排行榜。
本校是中部地區成立最早、歷史最悠久的 EMBA，已彙集了 700 餘位卓越人
才，形成一個匯聚各產業精英的網絡平台。這幾年在課程上創新及因應產業需
求，開設實務及生活美學等課程，並增聘業界師資(CEO)與本校老師共同開課，
強化學生實務與理論相結合，維持優良的教學品質。以及考量遠地求學學生需
求，採週間班與週末班並行，增加課程多元及選課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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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Cheers 雜誌十一月刊

六、
【校園工程】
臺灣大道四段西向東大路及國際街口及東向新興路及東大路口之 BRT 站體工
程已陸續動工。由於施工地點需刨除路面分隔島設置圍籬，以致快慢車道路幅縮
減，造成車流壅塞回堵，同時影響機車待轉與安全。本校已函文請市政府加派人
力疏導交通及做好安全警示，以改善車流，確保安全。敬請協助轉知師生同仁，
施工期間行經該路段注意行車安全，尖峰時段避免壅塞，請盡量繞道行駛。
(1)東海北路與力行路交接處部分建築重建案―
1 A.B 棟周邊景觀整理.
○
2 停車場施做.
○
3 遮陽板施做.
○
4 室內清潔.
○
(2)學生宿舍興建案―重新辦理競圖。
(3)棒壘球場休息區校舍新建工程-建造申請中。

七、
【國際學院】
1. 東海大學國際學院為台灣第一所全英文教學的 Global leadership honors
program，將於 103 學年度開始招生。為讓各界及校友可以上網了解國際學
院的內容，建置國際學院專屬網站，提供本校與國際學院的介紹、學程課
程內容、國際合作、招生方式及聯絡資訊等詳細的內容。網站風格以穩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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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為設計理念，利用東海校園及師生照片營造活潑校園氣氛，搭配清晰
易讀的使用者介面設計，呈現網站內容。本網站已於 11/1 校慶前準時上線。
2. 國際學院將是東海未來招生和教學的亮點，有關國際書院師資名額來源，
由學校總量管制下予以調配，目前可望由學院中規劃一些名額，目前已有
眉目。12 月中旬，國際學院院長抵達東海，再詳細研擬課程及師資問題。

八、
【國際交流】
本校於 12 月 11 日舉辦第八屆海峽兩岸名校兩岸事務負責人「兩岸高校深
化合作與交流展望--推進兩岸教育、文化、文創交流及資源共享合作」研討會。
大會特別邀請文化部李應平次長以「臺灣文創新契機」為題發表專題演講。本次
會議有二個主題論壇，主題論壇(一)：”兩岸高校交流發展現況、困境與展望”；
主題論壇(二)：” 深化兩岸高校合作與交流：持續推動兩岸高校雙聯學位、建
立兩岸同源聯盟、兩岸高校之文化、創意、產業人才之培養與合作”。
12 月 12-14 日的行程在金門，並赴金門大學交流座談、訪問金門縣議會等。
藉由一系列的論壇以及文化采風參訪活動，使得兩岸學者及兩岸事務負責人有更
多機會熟識彼此多樣文化，以促進未來於學術、文創合作交流及發展的可能性。
國外來訪貴賓頻仍，本校締結姊妹校，也持續增加中：
(1) 與美國 Claflin University 簽訂 MOU 及 Exchange student program，締結
姊妹校。
(2) 與美國 Sam Houston State University 合約已簽署完成。
(3) 10 月 28 日與馬來西亞雙威大學洽商兩校合作交換學生計畫，及研擬合
作辦理暑期研習營，該校擬送 10 名學生參與明年本校主辦的暑期營。
(4) 與日本昭和女子大學的合約已簽署完成，並展開姊妹校交換學生。
(5) 本校與西班牙 San Pablo CED 大學簽訂 MOU。
(6) 大陸北京師範大學與本校簽署交流協議，協議書草案內容雙方已達共
識，將進行協議書草案報部核可。
(7) 通過企管系、工工系與美國羅德島大學(University of Rhode Island)簽訂
3+2 雙聯學制合作計畫案。

九、【結語】
歲末年終，吃過冬至湯圓，大家元氣滿滿。感恩過去，展望未來，相信各位
委員也都定下新年新希望。祝福每位同仁朝向目標，努力以赴。
銘哲謹此敬祝各位委員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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