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海大學第 200 次校務會議
校務報告
各位委員，大家好：
校長 湯銘哲 2014 年 5 月 20 日

四月間，辦公室外面的林間樹梢不斷傳來「咯！咯！咯！」
。連著 3 個音的
叫聲很特別，這是「五色鳥」的叫聲。為整個校園帶來奇特的音效，卻也突顯「鳥
鳴山更幽」的意境。包容各種生態的天然環境，是東海美麗的特色之一！
本校建築系今年學測個人申請入學成績表現優異！大學繁星計畫有一位學
生學測成績達 75 滿級分，卻沒有陷入國立明星學校的迷思，早有生涯規劃，透
過繁星計畫選擇心目中最理想的學系-東海大學建築系。本校建築系秉承創系以
來的優秀傳統與創新教學，吸引全國各地優秀學子踴躍報考，今年在全班學測個
人申請入學暨繁星計畫創下平均級分 71 級分，是歷年來全校最佳的成績！
A 型舊宿舍群和東海校內的文、理、工學院一樣，是屬於東海大學自創校以
來所興建的第一時期建築物，延攬了最優異的學者來此任教，也為東海奠定重要
的學術歷史定位。但隨著時間的推演，學人的老去，建物的老舊，讓這個充滿人
文脈絡與歷史回憶的空間變成了閒置。但最近這一年，許多關心學校與認同博雅
教育的人士慷慨認捐整修，讓「文化聚落」成為未來這區域的新想像與新生命。
綠色博雅校園是未來發展的方向，活化校區空間則是很重要的策略，本校在 4 月
時於基督教活動中心展出景觀系學生十二組設計作品，主題是以教職員 A 型宿舍
區活化為景觀設計案。
本校生命科學系林惠真老師主持的「綠色博雅農場跨域創新創業扎根計
畫」，開啟了東海綠色博雅生態農場的建置與各項學習。勞作教育處並於本學年
輔導成立「綠色博雅農場團隊」，協助該計畫的執行。農場位於第二教學區的東
南角落。
「用吃改變台灣，成為世界唯一的有機島」是農場團隊的願景。無化肥、
無除草劑，只供給大地維他命。農地將一株株代表理想的小苗植入大地，每一滴
汗水都投入改變未來的允諾。
教育部為使社會各界得以瞭解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執行現況及成效，並促
成跨校間交流學習，特辦理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論壇。論壇聚焦於七大關鍵：
競爭力，基礎力、國際力、就業力、創新力、教學力、服務力、跨界力。規畫為
北區 3 場、中區 2 場、南區 1 場、東區 1 場。其中「創新力」論壇，由本校主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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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宜大學協辦。於 4 月 24 日在本校茂榜廳隆重登場，並同步在慈濟大學、宜蘭
大學、台東專科學校進行遠距實況連線。

一、【國際學院籌備處】
即將於下學年度成立的「國際學院」，籌備工作進入緊鑼密鼓，已於日前進
行 103 學年度個人甄選面試招生作業。國際學院預訂放榜後寄發「給考生的一封
信」，暑假期間將寄發學習書單（Reading list），讓國際學院生於正式進入東海
大學之前，能自主學習。此外，為了明年度的招生，也將同步寄信給各考生原屬
高中的校長，希望他們未來多加推薦學生到東海大學。
＊本地生
103 學年度本地生個人甄選錄取名單，正取生 22 名，備取生 8 名。最後一名
錄取者的總級分為 59（前標），英文級分 13（頂標）。考生分布區域：北部 9
名，中部 18 名，南部 3 名。如先前預測，中部地區是考生的主要來源。去年 12
月 Dr. Nadeau 與周主任特赴「立人高中」宣導，這次放榜名單中，立人高中計有
5 位錄取。未來將更加強與中部重點高中的聯繫。
＊外籍生
第一階段錄取 3 名。 （印尼 2 名，韓國 1 名）
第二階段計有 8 名申請，審查中。（聖露西亞 1 名，蒙古 2 名，泰國 1 名，印尼
3 名，馬來西亞 1 名）

二、【教學與獎項】
本校自 103 學年度起修訂「菁英新生入學獎學金」為「優秀新生入學獎學金」
，
降低獲獎門檻為 60 級分以上，分 4 級可獲得 4.5 萬至 32 萬不同類別的獎學金，
不但讓更多學生受惠，也期能吸引更多優秀學生選讀本校。
為鼓勵本校成績優異學生提前修讀碩士班課程，預先規畫專業學習暨學術研
究方向，五年一貫攻讀學碩士學位，本校於 148 次教務會議修正通過，由「應向
所屬學系申請」放寬為「得向相關系所」申請五年一貫攻讀學、碩士學位，賦予
學生與系所更多彈性，希望有利於本校碩士班留住優秀學生。
全國生物醫學學術聯合發表年會於 2014 年 3 月 15 日盛大舉辦，本校體育室
吳旻寰老師獲頒「102 年度杜聰明博士年輕學者獎」。吳老師從體育界跨到醫學
界，從物理治療再到藥理研究，卻毅然回到體育領域任教，爲運動科學領域提供
新的思維，而本校於 103 學年度成立運動休閒與健康管理學位學程，吳老師除擔
任體育課程教學外，亦協助規畫並擔任運動科學的相關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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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2 日起連續兩個周末，本校分別參加由教育部主辦的全國大專校院自治
組織及學生社團評選，獲得佳績。代表本校參與的學生會及如來實證社皆榮獲優
等，高雄地區校友會榮獲特優，總計榮獲 1 個特優及 2 個優等，創下東海大學歷
年來的最佳成績，也代表東海大學在學生自治及社團運作的成就。
在東海大學工業工程與經營資訊學系陳怡文老師與台東大學應用科學系陳
以文老師帶領下，兩校三位同學-林岳劭、楊佳蕙、張煜偉組成奈米競賽團隊，
參加科技部奈米尖端人才計畫舉辦的「2013 年度全國奈米科技創意應用競賽-大
專社會組」中，獲得銅牌獎殊榮。

三、【GREEnS 計畫】
4 月 14 日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司長楊鎮華，帶領工作團隊共二十七人蒞
臨本校訪視。楊司長除肯定「高齡化社會與產業」課程計畫的創新，也關切學生
的學習成效。教育部諮詢委員與審查委員對本計畫提出好評與可以再強化的各種
意見。整個活動過程獲得教育部長官高度正面的肯定。
GREEnS 衍生的永續研究計畫與產學合作(例)


102 學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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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科際學分學程課程群組推動計畫(三年期)


農業生技、醫藥生技產業創新創業人才培育計畫(四年期)



區域性有害物質之鑑識、風險評估與溝通管理模式的建立：以烏

溪流域為例—水環境有害物質之風險評估、溝通與決策管理：以烏溪流域
為例


102-103 年度營建署「彰化海岸生態環境調查監測計畫委託案」



國家型能源計畫第二期:智慧電網與太陽光電產業媒合與國際合

作(三年期)


台中科學園區與台積電之健康風險評估與污染減量策略(三年



漢翔航太公司綠色供應鏈建置計畫(三年期)



中部科學園區低碳加值化提昇計畫(三年期，待簽約)



寶成工業永續經營人才培訓計畫



中鋼集團中龍鋼鐵公司資源整合計畫(洽談中)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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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名人開講】
2008 年的盛夏，大家為《海角七號》又哭又笑；2011 年夏末，則感動於《賽
德克巴萊》帶來的沉痛激盪；2014 年初春，再度為電影《KANO》引爆熱血沸騰。
這位感動許多國人，喚起並燃燒大家熱情的魏德聖導演於 3 月 21 日接受東海大
學管理學院 EMBA 邀請，以「不要想著贏，要想著不能輸」為題，與師生分享心
得、創作理念！
5 月 5 日，博雅書院第一堂領導與創意講堂，邀請知名導演李崗分享歷時五
年完成《阿罩霧風雲》的拍攝過程。透過 90 分鐘紀錄片播放，以及分享的方式
進行，和本校師生一起了解台灣的開拓史。李導演並強調真誠比真相重要，因為
歷史無法回到過去，重要的是藉由用心的拼湊還原。
5 月 6 日系所主管會議邀請本校第十一屆傑出校友張圖南教授演講（美國南
加州大學物理與天文系教授）。他以大學課程規畫的新思維，全方位的永續教育
為主題，談到課程內容如何在選修、必選及必修之間得到平衡點。張教授闡述成
功的博雅書院及通識教育，需要所有教學單位的全力支持。
外交部常務次長史亞平女士接受本校政治系之邀，5 月 9 日在茂榜廳與學生
暢談「公眾外交與青年參與」，讓大家了解參與外交不是只能透過官方的管道，
現在有許多 NGO 組織及個人團體皆能為台灣外交盡一分心力。她鼓勵青年能盡
量使用網站資訊，與世界各國青年交流，與國際接軌。外交部近年協助青年朋友
參與國際事務的相關活動，例如「國際青年大使」、「外交小尖兵」、「國際青
年臺灣研習營」、及獎助學金等。

五、
【校園動態】
4 月 20 日本校成立福東巷社區為垃圾不落地的示範觀摩社區，以及該社區周
邊景觀美化設計。並於 4 月 29 日舉辦全校住宅區全面垃圾不落地執行方案說明
會。
重大工程進度
(1)

東海北路與力行路交接處部分建築重建案：消防變更。

(2)

學生宿舍興建案─規畫中。

(3)

棒壘球場休息區校舍新建工程-建造申請中。

(4)

教師宿舍暨退休教職員宿舍─保固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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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國際交流】
美國羅德島大學校長大衛·杜利(David M. Dooley)及商學院副院長 Dr. Shaw
K. Chen 接受教育部國際及兩岸教育司邀請來臺進行國際合作交流，特地於 4 月
22 日來校訪問，羅德島大學於去年與本校簽訂 3+2 及 2+2 雙聯學位計畫之後，兩
校交流熱絡。第一屆羅德島大學暑期海外研習活動於去年七月展開為期一個月，
學生受到羅德島大學師生們的盛情招待，不僅讓學生體驗並了解美國文化，亦讓
兩校師生之間有更多的分享及學術交流。今年，第二屆暑期海外研習活動即將展
開。本校國際教育交流向前更邁進一大步。
締結姊妹校：
1. 韓國明知大學與本校之合作備忘錄洽談中。
2. 日本山口大學與本校續約事宜進行中。
3.本校與同濟大學、廣州大學已完成交流協議書簽署，將開始展開學生交流計畫。
4.中國礦業大學、上海大學、北京交通大學三校協議書草案已報部核准。該三校
屬於大陸 211 等級的高校。
5.中國集美大學、浙江傳媒學院、華東政法大學三校協議書草案已獲教育部同
意，正進行兩校校長簽署。
6.與比利時 ICHEC Brussels Management School、美國 Chattam University 簽署總
約及交換學生計畫。

七、【結語】
時序更迭，看過校園內的山櫻花、杜鵑花、羊蹄甲，再來就是相思樹和鳯凰
花登場。隨著光陰的腳步，102 學年已漸漸接近尾聲。此次是本學期的最後一次
校務會議，感謝各位委員熱誠參與並協助推動各項校務。銘哲謹此敬祝全體委員
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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