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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大學自立校以來，透過獨有的博雅學習與勞作教育，致力於社區服務、環境教育、公民參與、社會實踐、

產學合作與各項研發創新，與永續發展的精神高度契合。為進一步善盡大學的社會責任並落實永續發展的

目標，東海大學進一步成立了「大學社會責任策略發展委員會」，透過「USR 推動辦公室」與「校務研究

辦公室」建立全校性推動組織架構，在中長期校務發展計畫中更明確的指出以經濟永續、生態永續、社會

永續與文化永續作為推動永續發展的四大目標。

在四大永續目標的實踐上，本校則是透過教育、研究、組織環境與外部合作等四大核心面向，攜手利害關

係人，共同推動各項創新作法、累積創研能量，並建立多元合作平台與可持續運作機制，以期能解決人類

面臨的永續發展的各項問題，為社會帶來改變的影響力。

社會責任治理

成立大學社會責任策
略發展委員會，透過 
USR 推 動 辦 公 室 與 
IR 校 務 研 究 辦 公 室 
建立全校性推動組織
架構

四大永續

在校務發展計畫中，
更以經濟永續、生態
永續、社會永續與文
化永續作為推動永續
發展的四大目標

四大核心

遵循大學實踐 SDGs
指 南，逐 步 將 SDGs
與「教 育、研 究、組
織環境與外部合作」
四大核心鏈結

兩大主軸

博雅為本、科技為
用，與中長期校務
發展連結的永續推
動策略

東海大學社會責任策略發展委員會

使命

願景

組織

四大核心

利害關係人

實踐求真、篤信、力行的精神．研發促進社會進步的知識與科技
培育專業宏通多元開創的東海人

一所具有深厚博雅底蘊的創新卓越大學，校園友善溫馨，學習主
動多元

校務研究辦公室 社會責任計畫推動辦公室USR IR 

經濟永續 、生態永續、 社會永續、 文化永續

研究、教育、外部合作、組織環境

學生、 校友、 教職員、 社區、 政府、 企業

社會影響力

四大永續

實
踐
社
會
責
任
架
構

驅動數位轉型
新創人才培力

經濟

提升空汙意識
減緩氣候變遷

生態

青銀樂活共學
社區共融共好

社會

均衡城鄉發展
文資保存活化

文化

SDGs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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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樂齡生活與
科技創新中心

雲創學院

生態與環境
學院

地方創生學院

樂齡生活與科技創新中心

大陸社會暨管理研究中心

軟體工程與技術中心
智慧永續循環經濟研究中心
人工智慧中心、產業智慧轉型中心

達文西共學共創中心、創藝學院

創新創業中心、亞洲地方創生中心

社會 經濟

生態 文化

‧社區關懷

‧科技創新
   智慧雲端生理監控系統

‧人性設計
   安全友善環境

‧跨域整合︰跨領域智慧系統研究

‧金融與企業接班︰傳承知識平台

‧循環經濟研究

‧產業服務團隊與平台建構

生態與環境研究中心

生命科學研究中心

‧區域環境、教育中心、
   環境教育場域

‧綠能材料及生技醫藥研發

‧籌設生態評估專業團隊

‧啟動韌性校園研究(城市綠洲)

‧臺灣生態監測方法學習資訊網

‧理論與批評

‧創作與增能

‧內容與網結

‧服務與實踐

‧活力與創新

高齡教育、人文關懷、世代共學

生態與環境

東海生態農場

人文社會創新

文化資產保存

AI智慧製造
智慧創新：數位人文、雲端智慧生活
互聯網＋
國家型智慧機械產學

世代關懷

四大
永續

教育是解決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UN SDGs）的

關鍵，身為一所深厚博雅底蘊的創新卓越大學，

東海大學從教學、研究、組織環境與外部合作

（External Leadership）面向，辨識回應 SDGs 的機

會，同時擬定實踐 SDGs 的作法，戮力為永續發展

問題而努力，實踐社會影響力。東海大學遵循大

學實踐 SDGs 指南（Getting Started With the SDGs 

in Universities），擬定 SDGs 實踐架構，透過「檢

視現況」、「建立能力」、「鑑別優先順序」、「整

合與執行」、「成效檢視」與「揭露報告」等六

大步驟，逐步將 SDGs 與教育、研究、組織環境與

外部合作四大核心鏈結。

四大永續的精神（經濟永續、生態永續、社會永

續與文化永續），支持東海大學達成「一所具有

深厚博雅底蘊的創新卓越大學」願景，同時成為

全人教育的典範大學、創新人才養成的新創大學

以及國際化的卓越大學。我們讓四大永續成為東

海大學實踐永續發展目標的核心，從研究、教育、

組織環境與外部合作等四大原則鑑別可優先著力

的永續發展目標。

4



SDG1

消除貧窮

弱勢學生扶助

東海大學將學生視為重要資產，為有效協助弱勢學生順利就學，安心完成學業，提供學雜費減免、生活助

學金、獎助學金、弱勢學生助學金、教育部敢學急難慰問金、學生校外住宿租金補貼、緊急紓困金與勵學

基金等。

經濟弱勢學生經常因打工或經濟因素，無法專心課業或參與學習輔導，影響學習。東海大學透過從課業輔

導、實習機會、領袖培力、職涯規劃協助及服務實踐等方向，落實對弱勢學生整體學習歷程的協助，提升

弱勢學生競爭力。

輔導活動辦理  2018 2019

扶助弱勢學生
勵學基金說明會

參與人次 180 600

對勵學基金助學措施的了解程度 N/A 98.3%

扶助弱勢學生
勵學基金線上宣傳

勵學基金官方網站瀏覽人次 9,700 26,489

勵學基金 Line@ 宣傳人數 566 1,313

扶助弱勢學生
勵學基金

參與勵學基金之弱勢學生人次 1,350 2,138

設置「扶助弱勢學生勵學基金」專戶：運用本校社會資源會的募款平台，

設置「扶助弱勢學生勵學基金」專戶，108 年度已募得超過 660 萬元。

完善弱勢學生輔助機制：訂立「東海大學扶助弱勢學生勵學基金設置辦法」

    ，協助弱勢學生參與校內各類輔導與服務機制。

虛擬貨幣機制：勵學基金六大面向以虛擬貨幣 ( 東海酷幣 APP) 創新性方式幫

助學生，累積培力時數，在學習的同時也照顧其生活所需。由虛擬貨幣累積

機制的設計，增加一般學生參與意願，也激勵弱勢學生參與培訓的意願。

進展與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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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導活動辦理  2018 2019

扶助弱勢學生
勵學基金說明會

參與人次 180 600

對勵學基金助學措施的了解程度 N/A 98.3%

扶助弱勢學生
勵學基金線上宣傳

勵學基金官方網站瀏覽人次 9,700 26,489

勵學基金 Line@ 宣傳人數 566 1,313

扶助弱勢學生
勵學基金

參與勵學基金之弱勢學生人次 1,350 2,138

國際關懷

「東海大學齊飛青年服務團」，由本校具有服務

熱忱之學生，經由服務學習、方案設計、志工訓

練及領導知能等培訓課程，培育出具有關懷體貼

特質的同學，協助關懷校內弱勢學生，並帶領團

隊從事社區服務學習與社會實踐。在亞洲基督教

高等教育聯合董事會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 的支持下，展開了為期

3 年 (2018-2021) 的海外服務學習計畫，與泰國清

邁的三處非營利組織合作，為當地的弱勢兒少提

供服務。

108 年暑假期間，齊飛青年服務團前往泰國清邁，

與當地的蒙納學生中心及新天學生中心合作，服

務這兩家機構所照顧的弱勢兒少。東海大學學生

依據自己所學專長及兒少的需要，為這兩個機構

設計多元有趣的課程，協助蒙納學生中心搭建一

間浴室。透過這樣的合作，我們建立了海外服務

學習的推動機制與學生團隊，並與當地非營利組

織建立合作關係，未來將得以展開持續性的服務

行動。

▲ 2019 暑期泰國清邁兒少關懷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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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G2

消除飢餓

校園安心飲食文化

東海大學推動校園安心飲食文化，邀請國內知名

餐飲團隊「對味廚房料理實驗室」（The MATCH 

Kitchen Laboratory）於校內進駐，斥資千萬共同

改造東海大學校園餐廳飲食文化進展。「對味廚

房料理實驗室」曾於 2017 年推動國內國中小學

「校園營養午餐改革行動 - 午食對味計畫」，為

全國小學設計一百道營養午餐食譜。2018 年正式

將其校園飲食能量擴散至高等教育學府，與東海

大學首度於大學校園內推動，大學校園使用「四

章一 Q」的安心認證食材以及餐餐五蔬果的健康

飲食菜單，共同為東海師生提供更多元美味的校

園飲食。 

食農教育

開放校園場域實踐食農教育

東海大學為維持與在地居民良好關係，每年提供

東海有機農園租借服務 ，提供附近居民借用校

園以友善農法方式進行耕種。農園以禁用化學農

藥、有毒物質，僅栽種一般花卉蔬果，禁止種植

高莖或喬木類植物為主，以戶籍的為基準 ( 一戶

1 次租借 )，期限為一年。

東海大學生態農場 為實踐場域推動食農教育，創

育農業協作人才，並推動特色食農課程與課程模

組，提供東大附小、附中學生配合其課程進行戶

外教學。和福華飯店建立合作協定，除推動農場

會員制度，提供生鮮蔬菜，亦提供其房客至東海

校園進行生態文化深度體驗及親子活動。

東海大學校園提供社會參與之實踐場域：包括生

態解說教室、生態農場、食農教育之實踐場域等。

生態解說教室部分，結合專業及通識課程，培育

校內學生獲取攀樹教練資格 (4 位生科系學生已獲

取教練資格 )，除在攀樹體驗場域教導外，亦在

企管系老師指導下以此技術進行創業實作。

▲ 學生販售生態農場栽種的農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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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支持型
農業的建置 參加公私立單位辦理的市集活動，直

接向社區民眾推廣食農教育

通識教育中心開設「農創美學、人文實

踐」課程、東海美食育基地開設「田園

美學工作坊」及中榮日照中心實踐社區

食農教育推廣，培養第一批種子教師

啟動「影像食誌行動」，內容紀錄友

善農人的初衷與行動，透過長輩對料

理的記憶和手藝詮釋食材，引領兒少

青年參與分享會，與樂齡長者共同學

習，達到全人培力的目標

規劃生態料理共食廚房課程，以小農

及社區夥伴為師並帶領 5 位學生設計

課程，透過環境探索與料理體驗，連

結土地與人之間的情感

食農教育
種子教師

社區農業推廣

東海大學聚焦在當地居民對推動社區支持農業、

創造團結經濟、食安、空汙與水資源問題的需求，

增進民眾對於「空汙危害、農地閒置荒廢與糧食

安全問題、河川汙染與東大溪環境治理」的覺醒，

推動「誠食．好氣」計畫，深化學校與社區的合

作關係，打造永續城市，就食農議題課程，與本

校鄰近大肚山上農民合作，號召愛護土地的學生

孩子捲起袖子一起投入，期望達到「自由耕種、

收成共享」理想境界，將理念傳遞給在地農民與

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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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G3

健康與福祉

健康促進

2019 年樂活校園•健康東海系列活動 ~『健康博覽會』於 11 月 20-21 日盛大舉辦，本次活動目的主要為

提昇全校師生對自我健康管理之意識與行動力，今年廣邀校內外相關衛生單位、醫療院所及社區資源協辦，

免費提供師生健康檢測、諮詢服務及體驗活動。今年服務項目有：口腔健康檢測與諮詢、膚質檢測、把脈

問診、髮質檢測、睡眠新概念、用藥安全、肺功能、IN BODY 身體組成分析與諮詢等。

無菸政策

東海大學自 106 年起全面實施無菸校園，全面啟動校園禁菸措施，並不設立任何吸菸場域。東海大學擁有

幅員廣大的校園，在師生努力的共識下，設立「校園菸害防制小組」持續推動各項工作，包括：建立支持

性環境、發展個人健康技能、強化社區行動、重新定位健康服務、多元創意行銷等重要工作。

醫療 AI

台中榮總、東海大學、台灣人工智慧學校三強跨域聯手，結合醫療專家、醫療大數據、AI 技術、運算資源，

聯手成立智慧醫療共同發展平台。此次合作包含「人才培育」、「研究發展」、「臨床應用」、與「健康照護」

四大面向。台中榮總有約 3500 位醫療專業人員，人才培育將以東海大學雲創學院開發的課程為基礎，共同

發展以解決問題為導向的智慧醫療學位學程。研發成果期望能結合台中榮總院內既有系統與院內品管標準作

業流程，真正導入及落實臨床應用。對於健康照護，研究成果預期結合雲端平台、醫材產業開發的IOT裝置，

即時收集與分析非住院病人或一般民眾的健康相關數據，提供智慧醫療相關照護服務，促進國人健康與提

升生活品質。

▲ 提供師生健康檢測及體驗活動 ▲ 提供師生健康諮詢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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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健康宣傳計劃

東海大學 USR 推動計畫以鄰近周邊社區做為實踐場域，並以食農、高齡友善、健康飲食、高齡兒少福利、

空汙等相關議題做為計畫發展核心。並結合校園內所推動飲食文化改革計畫相互合作，期以透過健康宣導

與場域實作中發揮東海大學社會影響力，藉以提供附近社區居民良好的生活。

2019 年 11 月 20 日下午在東海大學文理大道舉辦「青銀智慧行動車」啟動儀式，邀請東海社區長者共同參

與和體驗，為社區長者的健康把關與加分。東海大學青銀智慧行動車可檢測長者的部分重要生理數據，如

血壓、血氧濃度、肺活量、身體組成、握力、心律變異性以及平衡感等，透過青銀智慧行動車還能讓服務

彈性化，讓健康促進活動不會受到固定據點空間的限制，也讓運動有效化，配合檢測儀器與資訊平台，讓

健促活動更有標的性。

東海大學展現 AI 軟實力，獲經濟部工業局補助辦

理 108 年 AI 智慧應用新世代人才培育計畫，結合

資訊工程學系、雲創學院、推廣部等多方力量，

攜手台中榮民總醫院，進行為期 5 週課程。

▲ 台中榮民總醫院及東海大學、台灣人工智慧學校全面攜手
進軍醫療 AI

▲ 社區長者體驗青銀智慧行動車的運動器材

▲ 東海大學攜手臺中榮總培育醫療 AI 智慧人才

▲ 社區長者做體操

▲ 社區長者檢測生理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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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G4

教育品質

偏鄉教育 - 數位學伴

東海大學電子計算機中心承辦教育部「108 年數位學伴計畫」已邁入第十二年，由楊朝棟主任帶領計中教

學組團隊與師培中心林啟超老師承辦此計畫，帶領校內逾三十個系所上百位大學生輔導偏遠小學生，運用

資訊科技融入學習，以陪伴與學習為基礎，提升大、小學伴間的多元視野與學習。承辦此計畫至今，自

104 年起連續五年榮獲教育部傑出典範，並頒發「感謝狀」予東海大學，為偏鄉教育付出不遺餘力。

東海大學以基督教精神立校，重視品格、關懷與服務教育，數位學伴計畫是最好的實踐，每學期招募大學

伴時，都受到東海大學同學熱烈地迴響。偏鄉小朋友所缺少教學資源，藉由網路課輔的實施，打破時間與

空間的藩籬，藉此達到縮短城鄉資訊教育資源落差之目標。東海大學的學生也因接觸不同背景的小朋友，

學習如何關懷他人，並發揮所長，提早在大學階段就能夠服務社會，為下一代的教育貢獻一份心力。

▲ 大學伴線上陪伴教學現場

▲ 小學伴們科博館相見歡

▲ 小學伴上課現場

▲ 小學伴們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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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資源

本校有兩座圖書館，分別為第一教學區(總管)及第二教學區(管理學院分館)，

分別因應東海大學兩個校區校門，提供本校學生與教職員能享用多功能學習及

閱讀空間，並開放給校外民眾使用，民眾僅需持身分證明文件即可進入館內閱

讀。另本校也提供圖書館跨域學習服務系統，本校師生及一般社會大眾均可以

上圖書館官網線上學習選擇有興趣影音課程學習。

東海關懷營

東海關懷營長期協助大學生關懷自己的社會，到偏鄉服務小學與關懷社區。

108 年 7 月 25 日，東海關懷營暑期到南投縣中寮鄉帶領 6 校共 221 名學童，

接軌國際學童接軌國際、說英語、學法律知識，志工也藉服務學習領導與合作。

東海關懷營民國103年啟動，已連辦6年。計畫主持人東海大學教授許恩得說，

東海大學 3 月到 5 月展開志工培訓，再由各小學主任、校長擔任講員，指導志

工設計教案，教導小學生財務管理。

終身學習

本校推廣部素來注重對外推廣服務工作，針對有意願學習第二專長、跨域及有

意願多元學習學生、教職員與民眾設計三種多元豐富得學習主題：1) 藝術涵

養、2) 精進充實、3) 開拓視野等，並結合本校虛擬學院：樂齡學院、雲創學

院能量開課，藉以培育多元跨域之人才。東海大學電子計算機中心、推廣部攜

手於 2018 年 3 月 30 日與 AMAZON（亞馬遜公司）合作辦理 AWS Technical 

Essentials 課程，提供中部各企業、IT 人員在職訓練平台。

▲ 東海關懷營活動
    ( 照片：永康國小；文：蕭博陽、陳俊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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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G5

性別平等

國際女性科學日

為響應聯合國的「國際女性科學日」，提高公眾認識女性在科學領域的職業發展與科學成就，東海大學號

召台中女中和東大附中，共同參加全國各縣市大學協同在地高中在各地逾 30 個火車站串聯舉辦 「211 國

際女性科學日」系列科學活動。2018 年 2 月 11 日台中舉辦「台灣女生愛科學」活動，由台中女中 / 東海

大學在台中火車站舉行，宣揚女性科學家的價值。為提高女性學生學習科學的興趣，活動現場發送科學福

袋和女中學生自製的國際女性科學日鑰匙圈，吸引許多各年齡層民眾，享受愉快的科學知性時光，同時鼓

勵更多女性參與科技，促進女性在科學領域的職業發展。

女性生物學家典範座談

女性典範生物學家座談，二位師生檔的東海大學

校友，中研院劉小如研究員和東海大學林惠真特

聘教授，2019 年 10 月 22 日在東海大學共同分

享她們從學術研究走向生態保育工作，展現學者

履行社會責任的實踐和勇氣，她們分享在東海的

學生生活、對學術的熱情、對自然的熱愛、對國

家社會的關切之情與一步一腳印的努力。

Conve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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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兒福利

本校依據國家生育政策擬定「東海大學教職員育嬰期間留職停薪辦法」，凡於

本校教職員工在校服滿六個月以上者，得申請育嬰留職停薪，每生產得申請乙

次，娩假期間不計算。留職停薪期間之年資於辦理成績考核、敘薪及退休時均

不予採計，留職停薪之申請及延長應經單位主管同意 ( 系務會議通過 ) 後，循

行政程序送會人事室陳請校長核准。

東海大學提供本校教職員子女就學減免政策，特訂定財團法人東海大學附屬高

級中等學校學雜費減免辦法，提供本校教職員子女本就讀東海大學附設幼兒

園、國中小及高中部優先就讀福利，讓教職員工能安心讓子女就近學習。

就讀高中部者 每學期可享減免新台幣 3,000 元整。

就讀國中部者 每學期可享減免新台幣 16,500 元整。

就讀國小部者 每學期可享減免新台幣 26,019 元整。

就讀附設幼兒園者
每月月費減免新台幣 4,000 元整，一學期共減免新台幣
18,000 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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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G6

淨水與衛生

水資源管理

東海大學水源主要來自於自來水與地下水，透過建築節水、節水設備、抗漏行動與耐旱植物作法，減少水

資源消耗與浪費；同時透過建築的雨水與污水分流，以及廢水處理場的中水回收，提升水資源再利用；水

資源意識的提升上，我們針對校內師生與社區進行環境教育，提升水資源保育的環境素養。

水資源再利用管理

水資源意識
定期與不定期舉辦水資源宣導活動、環境教育館與東海小棧等，提升校園師生
與社區對於水資源的意識，進而轉化為實際的水資源行動

節水設備
優先採用節水標章的設備，包括水龍頭、蓮蓬頭、沖水馬桶、水龍頭與飲水機
等，整體設備使用省水標章超過 80% 以上

建築節水
採用綠建築（EEWH）評估系統及標章制度，針對新建大樓設置中水回收、雨
水回收與節水設備

耐旱植物
透過栽種耐旱喬木、灌木植物以及草地，且配合校園景觀分區栽種，減緩大量
水資源耗用

水資源回收
設置中水與雨水回收系統，擴大水資源回收再利用，將回收水用於草坪澆灌、
植栽滴灌與沖洗廁所等

抗漏行動
汰換老舊供水管路，降低漏水機率；同時在水塔裝置高水位警報預警器，防止
水溢漏與浪費

廢水處理
設置三個廢水處理廠，污水經過生化處理，符合放流水標準，同時進行中水回
收

水資源使用 2017 2018 2019

自來水用水量 ( 噸 ) (a) 198,945 340,515 192,447

地下水用水量 ( 噸 ) (b) 547,500 525,000 510,000

總用水量 ( 噸 ) (c)= (a) +(b) 746,445 865,515 702,447

備註：計算範疇不包含眷舍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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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節水

建築節水設計

建築節水是落實水管理重要的一環，東海大學採用我國訂定的綠建築（EEWH）

評估系統及標章制度，從基地保水、水資源與污水垃圾改善三大指標著手，讓

建築物具有保水功能，兼具軟性防洪特性；設置節水器具，進行雨水與中水回

收，增加水資源使用效益；分流雨水與污水，提升雨水再利用價值與降低污水

處理的負荷。目前東海正在發包與興建中的「綜合活動大樓」與「學生宿舍」，

興建完成將分別取得 EEWH 銀級 (Silver Level) 與合格級 (Qualified Level)。

耐旱植物

東海大學位於大度山坡上，擁有許多原生種樹木，校園建築規畫時儘量保留原

有樹木，樹木總數量約 15,000 棵，樹木成林均不必特別澆水。目前，植耐旱

喬木、灌木植物以及草地，總共約 37 種耐旱植物約 10,880 顆，耐旱植物栽種

率超過 72%。

東海大學校園現有樹林面積約佔校園土地的 36%，約 482,071 平方公尺，透

過耐旱植物與分區分區栽種，每一平方公尺每週減少用水量約 0.00225 公噸，

每年可省下 56,402 公噸用水量。

水資源相關指標 措施

基地保水指標 保水、儲留滲透、軟性防洪

水資源指標 節水器具、雨水、中水再利用

污水垃圾改善指標 雨水污水分流

▲ 綜合活動大樓 -EEWH 銀級

▲ 榕樹 ▲ 相思樹 ▲ 夾竹桃

▲ 學生宿舍 -EEWH 合格級

節水設備

兩段式
沖水馬桶 -
高水廂式

省水標章
水龍頭

省水標章
蓮蓬頭

兩段式
沖水馬桶

省水標章
自動沖水
小便斗

總安裝數量 153 rooms 1,468 1,176 140 rooms 115

符合節水標
章數量

119 rooms 1,286 951 118 rooms 95

節水設備使
用率

78% 87% 81% 84％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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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大學污水處理流程示意圖

混合廢污水 攔污渠 調勻池 初級沉澱池 接觸氧化池

二級沉澱池中間抽水池紫外線殺菌燈放流水監視槽

放流渠

體育場草坪灌溉

廢棄污泥

污泥

濾液

污泥暫存區

濾液抽水井

合格污泥清運
廠商清運

調勻池

每日20噸中水回收
體育場草坪灌溉

曝氣沉沙抽油池 巴歇爾量水槽

初級沉澱池

二級沉澱池
污泥貯槽 污泥脫水機

放流水

回收水

污水處理與防治

廢水處理

東海大學校園位於水源區附近，擁有污水收集和

處理系統，以及專用的污水處理廠三座。生活污

水從校園內的建築物通過下水道進入校園的污水

處理廠，透過使用生化技術進行處理。處理後廢

水，部分經流量計量測後直接排放至承受水體；

另一部分為中水回收，再利用於草坪澆灌。

座別
管理學院 -

廢水處理廠 T02
第二教學區學生宿舍污水
處理廠 - 廢水處理廠 T03

男女生宿舍 -
廢水處理廠 T01

設計處理量 ( 噸 / 日 ) 216 480 328 

實際處理量 ( 噸/ 年) 7,956 25,773 27,2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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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水資源影響力

提供免費飲用水

東海大學致力於打造溫馨友善的校園環境，提供學生、教職員工、社區居民與

參訪者免費的飲用水，總共設置 249 台飲水機。為確保飲用水安全與品質，廠

商定期每月維護飲水機、教學行政區派工讀生不定期巡檢維護與學生宿舍區由

住輔組協助巡檢維護。

根據飲用水管理條例施行細則，大腸桿菌群須小於 6 CFU/100ml，我們定期每

三個月進行水質抽檢化驗並公佈於飲水機上，確保安全用水。同時，落實節水

節電，在行政區及部分教學區飲水機皆設定時裝置，在使用頻率不高的環境下

( 晚上 12:00 至早上 6:00)，暫停提供飲用水，減少能源浪費。

水教育與意識

水污染防治

東海大學從設計面、管理面與技術面推動水污染防治，包括水源水質控管、飲

用水、實驗室廢液、污水收集與處理、雨水與污水分流、管線管理等措施。

廢水排放標準 SS COD BOD

Regulatory standard
放流水標準

30 100 30

Influent raw sewage
原廢水檢測值

1.6 71.4 15.4

Treated effluent
處理過後的水質

<1.5 28 6.1

水污染防治措施

項目 作法

設計面

˙ 建築設計納入雨水與污水分流

˙ 自來水蓄水池設計離地面 30 cm，避免遭受污染源感染，並
且遠離化糞池

˙ 管線設計採用不同顏色標示，避免接錯管線

管理面

˙ 實驗室高濃度廢液集中管理放置高濃度廢液暫存中心，並委託
合法廠商進行妥善處理

˙ 實驗室低濃度廢液則由實驗污水廠處理達到放流水標準後放流

˙ 飲用水定期委外廠商進行維護保養，同時進行水質檢測

技術面

˙ 自來水經過自來水公司的淨水處理流程，符合飲用水水質標準

˙ 地下水源設置前處理設備

˙ 設置污水收集和處理系統，以及專用的污水處理廠，符合廢水
排放標準

▲ 東海生態營 - 東海湖夜間生態觀察 ▲ 東海生態營 - 利用 D 型網撈取水生昆蟲

水環境教育

˙ 專業證照訓練：自 1989 年起，東海大學開始承辦甲級與
乙級廢水處理人員訓練班，採取付費開班授課。近三年廢
水班每年參訓人次約 600 人。

˙ 東海生態營：由東海大學生態與環境研究中心辦理，結合
生科系教授與實驗室，舉辦高中生生態營隊，提升生態素
養，包括東大溪水生昆蟲觀察與紀錄及 FBI(Family-level 
biotic index) 的水質檢測計算。

˙ 東海小棧：透過改建校內閒置空間 - 東海小棧，開設生態
與水環境相關的六大模組課程，每兩週會有一天舉辦 2-3
場次的生態工作坊或演講，開放給社區與校外人士，啟發
環境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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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
水資源保育

˙ 台中東大溪：東大溪上游有夜市商圈排放的生活汙水，
重度汙染的水質，影響水域生態及校園周遭環境。東大
溪整治計畫，是臺中市政府水利局主導、東海大學無償
提供土地·2.6 億前瞻經費，整合校內師生投入流域調查
工作，公私部門協力進行溪流整治。

˙ 新竹頭前溪：東海達文西共學共創中心前進《新竹頭前
溪》參與生態調查、文史調查研究、資料平台建置；同
時擔任助教，透過工作坊方式輔導居民學習用手機紀錄
生態，上傳到 iNaturalist。

取水技術

˙ 透過微藻廢進行中水回收：工學院院長張嘉修講座教授
帶領工學院跨域教師，結合人工智慧、環境永續、循環
經濟技術等創新作法，建立「智慧循環永續經濟」教學
與研究團隊。「智慧永續循環經濟」以校內東海湖為示
範場域，建立廢水處理的養藻池系統，處理牛乳加工場
放流水，產生乾淨的再生水。

▲ 校內「生態、綠能、永續」展覽

水資源意識

˙ 環境教育學程：因為環境教育法實施，理學院推動環境教
育學分學程，針對全校學生開授 25 個學分課程 ( 核心課
程 7 學分、選修課程 18 學分 )，協助學生申請環境教育
行政人員認證。

˙ 校內展覽：透過東海大學藝術中心，舉辦「生態．綠能．
永續」展覽，邀請邀請校內師生參與，透過不同角度思考
自然環境問題，包括：「東大溪水環境及鄰近區域環境改
善計畫」與「以校內東海湖為示範場域，透過 AI 科技優
化水質與環境」。

˙ 環境教育場域：校內「東大溪水文化暨生態教育館」通過
行政院環保署的環境教育設施認證場所，館內呈現東大溪
水文、人文、多樣的生物及生態資訊，規劃四條導覽路線，
開放給校內外民眾參觀，推廣環境保育。

 東大溪整治 -
   東海大學進行生態調查研究

 新竹頭前溪 -
學生協助周遭社區居民使用
手機紀錄生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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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
水資源保育

˙ 台中東大溪：東大溪上游有夜市商圈排放的生活汙水，
重度汙染的水質，影響水域生態及校園周遭環境。東大
溪整治計畫，是臺中市政府水利局主導、東海大學無償
提供土地·2.6 億前瞻經費，整合校內師生投入流域調查
工作，公私部門協力進行溪流整治。

˙ 新竹頭前溪：東海達文西共學共創中心前進《新竹頭前
溪》參與生態調查、文史調查研究、資料平台建置；同
時擔任助教，透過工作坊方式輔導居民學習用手機紀錄
生態，上傳到 iNaturalist。

取水技術

˙ 透過微藻廢進行中水回收：工學院院長張嘉修講座教授
帶領工學院跨域教師，結合人工智慧、環境永續、循環
經濟技術等創新作法，建立「智慧循環永續經濟」教學
與研究團隊。「智慧永續循環經濟」以校內東海湖為示
範場域，建立廢水處理的養藻池系統，處理牛乳加工場
放流水，產生乾淨的再生水。

倡議與合作

當地：東海大學與台中市政府簽署「水環境改善計畫合作
意向書」，共同整治東大溪水質

區域：東海達文西共學共創中心與台灣生態學會共同執行
新竹市環保局主辦的「頭前溪生態調查、文史研究
與資料平台建置」

國家：與經濟部水利署第三河川局共同倡議「河川日」，
承辦「全國河川日論壇」

全球：東海大學生態與環境研究中心自 99 年起迄今，每年
與臺灣大學、日本琉球大學、印尼 Bogor Agricultural 
University、泰國 Prince of Songkla University 以及中
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合作辦理國際海洋田
野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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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G7

可負擔及清
潔能源

能源管理

提升能源效率

東海大學導入 ISO 50001 (2018) 能源管理系統作為校園整體節能與減碳的管理工具，透過該標準的能源審

查流程，鑑別能源效率不彰與浪費的標的，擬定能源改善計畫。同時，開發智慧校園電力監測系統 (iCEMS)

與雲端智慧綠能管理系統 (iGEMS)，監控與蒐集建築大樓與數據中心的電力使用數據，擬定節能改善方案。

在整體能源效率提升上，東海大學聚焦在「建築節能」、「數據中心」與「供電品質」。採用台灣綠建築

評估系統，提升建築物能源效率，新建大樓則是優先申請綠建築標章；數據中心則是建置 iGEMS 系統，透

過主機虛擬化與汰換不斷電系統等措施，有效降低能源消耗。

THU 能源管理作法

建築節能

˙ 綠建築標章：採用台灣綠建築 (EEWH) 評估系統作為新建築大樓的標章申請，同時也
作為既存建築大樓的能源效率提升

˙ 節能設備：將老舊建築物內照明設備 ( 燈具 )、空調設備、廁所設備與熱水器，汰換
為具有高效率、節能標章或環保標章的設備

˙ 監控系統：建置智慧校園電力監測系統 (iCEMS)，透過安裝數位電錶收集用電資訊，
瞭解各建築物用電情況，鑑別可節電標的，進行節能改善

˙ 電源管控：教室全面安裝電源管控系統，控制教室內的數位化講桌、空調與照明等
相關用電設備，有效節約能源

˙ 維護制度：空調設備定期保養及清洗濾網並設定空調溫度為 26 度 C

數據中心
˙ 機房能源管理：開發雲端智慧綠能管理系統 (iGEMS)，針對數據 / 資料中心的設備

進行用電資料收集，找出高耗電的設備，降低整體用電量與提升機房能源使用效率
(Power Usage Effectiveness, PUE)

供電品質 ˙ 電力損失：更換高壓供電系統，避免傳輸過程造成電力損失，提昇能源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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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節能

建築節能是落實能源管理重要的一環，東海大學採用我國訂定的綠建築

（EEWH）評估系統及標章制度，從日常節能 ( 外殼、空調、照明節能 ) 與指

標著手，讓建築物具有節能效益。目前正在發包與興建中的「綜合活動大樓」

與「學生宿舍」，興建完成將分別取得 EEWH 銀級 (Silver Level) 與合格級

(Qualified Level)。過去興建完成的舊大樓，亦遵循 EEWH 綠建築指標的精神，

優先從照明與空調進行能源提升計畫，目前此兩項設備安裝具有能源標章達

80% 以上。

建築節能

˙ 綠建築標章：採用台灣綠建築 (EEWH) 評估系統作為新建築大樓的標章申請，同時也
作為既存建築大樓的能源效率提升

˙ 節能設備：將老舊建築物內照明設備 ( 燈具 )、空調設備、廁所設備與熱水器，汰換
為具有高效率、節能標章或環保標章的設備

˙ 監控系統：建置智慧校園電力監測系統 (iCEMS)，透過安裝數位電錶收集用電資訊，
瞭解各建築物用電情況，鑑別可節電標的，進行節能改善

˙ 電源管控：教室全面安裝電源管控系統，控制教室內的數位化講桌、空調與照明等
相關用電設備，有效節約能源

˙ 維護制度：空調設備定期保養及清洗濾網並設定空調溫度為 26 度 C

數據中心
˙ 機房能源管理：開發雲端智慧綠能管理系統 (iGEMS)，針對數據 / 資料中心的設備

進行用電資料收集，找出高耗電的設備，降低整體用電量與提升機房能源使用效率
(Power Usage Effectiveness, PUE)

供電品質 ˙ 電力損失：更換高壓供電系統，避免傳輸過程造成電力損失，提昇能源使用效率

▲ 智慧校園電力監測系統 (iCEMS)

▲ 雲端智慧綠能管理系統 (iGEMS)

THU 能源使用量 2017 2018 2019

用電總用量 (kWh) 18,719,000 17,571,200 16,945,000

瓦斯總用量 (M3) 323,090 343,065 329,170

汽油總用量 (L) 8,571 9,490 16,401

柴油總用量 (L) 8,582 9,038 14,908

校園總樓地板面積 (M2) 238,375 238,375 238,375

THU 主要能源設備 照明 空調 電腦 冰箱

總數量 (a) 27,284 3,214 6,895 306

節能設備總數量 (b) 22,100 2,666 6,172 232

節能設備安裝率 (c)= (b)/ (a) 81% 82% 89%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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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一 直接排放

外包交通工具

廢棄物處理

教職員宿舍

瓦斯爐

緊急發電機（柴油）

交通工具（汽、柴油）

農用機具（汽、柴油）

酒精燈（乙醇） 化糞池

學校邊界

冰水主機（冷媒）

冰箱（冷媒）

冷凍庫（冷媒）

乙炔鋼瓶（乙炔）

滅火器（二氧化碳）

用電設施（電力）

台電公司

CO CH /N O HFCs

範疇二 間接排放 範疇三 其他間接排放

2 2CO /CH /N O2 24

CO /CH /N O2 24 CO /CH /N O2 24

4

再生能源

東海大學校園內有太陽能、風力發電與微水力三種再生能源發電方式，目前

每年平均發電量約 17,506 kWh。在 2021 年，東海大學規劃建置發電容量至少

800 峰瓩 (kWp) 太陽能發電系統，安裝於校內八棟建築大樓，包括中正堂、圖

書館、學生宿舍 72 棟、學生宿舍 73 棟、管理學院、化材系館、科技大樓、

食品加工廠等建築物屋頂。

能源影響力

政府在低碳或潔淨能源政策

再生能源技術發展上，東海大學化學

系助理教授王迪彥與台大教授陳俊

維，臺灣科技大學教授黃炳照所組

成之跨校際之「新世代能源研究團

隊」，首度把石墨烯和矽結合，把

太陽能轉變成氫能，有望製成再生

能源發電電池，太陽光吸收率比既

有技術高 20%。這項科研成果近期

登上能源國際期刊「Advanced Energy 

Materials」。

碳管理

東海大學自 2012 年起，組織溫室氣體盤查工作小組，由環工系主任率先帶領

學生組成「環保先鋒隊」，執行校園溫室氣體 盤查工作，各單位配合縝密的

盤查作業，確實掌握學校內溫室氣體盤查數據及排放量，並於 2013 年通過

ISO 14064-1 溫室 氣體盤查外部查驗，同時設為基準年，後續則持續遵循 ISO 

14064-1 原則，由東海大學落實自我管理與資訊揭露。

2017 2018 2019

再生能源使用量 (kWh) 17,506.80 17,506.80 17,506.80

THU 碳盤查邊界

▲ 陳俊維教授 ( 左邊 ) 與王迪彥助理教授 ( 右
邊 ) 共同出席科技部結果說明會 （照片：
經濟日報）

▲ 楊朝棟教授 ( 左一 ) 分享東海大學雲端智慧綠
能管理系統

產業提升能源效率服務

中華電信舉辦的 AI 雲端平台與應用

服務發展論壇，東海大學楊朝棟教授

分享校園內建構的智慧服務、智慧管

理、生活資訊、智慧學習與智慧環境

等雲端創新應用，由於要求技術到

位、軟硬配合與服務有感，所以透過

友善圖形介面，師生不僅方便接收交

通動態、空氣品質、學習管理等資

訊，校方也順利在智慧節能取得明顯

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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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東大溪設置微水力發電設施

▲ 東海大學循環經濟模式

協助新創公司低碳經濟與科技創新

東海大學張嘉修教授 ( 工學院院長 ) 致力於開發以微藻 (microalgae) 進行 CO2

減量及再利用為主軸的生物固碳、生質能源與生物精煉 (biorefinery) 技術，不

但能以最自然且無污染的方法減碳，並朝向利用減碳產生的微藻料源，生產第

三代生質燃料及延伸高價產品之方向邁進，與中鋼公司、中油公司、工研院、

花蓮石資中心、綠茵生技公司、中央畜牧場以及納諾科技公司合作，開發微藻

煙道氣 CO2 減量技術、微藻生質能產製技術及微藻高價產品生產技術 ( 如色

素、DHA、EPA、水產養殖飼料等 )，並建立畜牧廢水創新循環經濟模式，擁

有豐碩之學術成果與產業合作績效。

社區提升能源效率

臺中市政府與東海大學以公私協力合作方式，推動「東大溪水環境及鄰近區域

環境改善計畫」，為落實環教功能，設置微水力發電設施及環教步道，讓學子

在走覽東大溪水域景觀時，可一併了解環境與生態保護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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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G8

就業與經濟成長

職涯輔導

東海大學職涯輔導從職涯探索為出發點，增進學生自我認知且主動進行態度之改變，發展對職涯的重視，

榮獲「108 年大專校院職涯輔導成果評選─績優職輔學校組」最高榮譽金等獎。

• 以院為基礎推動職輔，開設職輔相關課程，全校高達 90%

• 多達 40 位教師 ( 含職員 ) 經由 CPAS 職涯適性測驗諮詢師取得諮詢師證照

• 建構職涯跨領域導師制度全校達 92%，協助在校生、準就業生及畢業校友職場接軌

「企業導師」東海舉辦此活動已經邁向第 8 年，累積超過百位海內外校友菁英企業導師，透過實務職場經

驗來引導學生，未來進入職場後能有傑出表現。EMBA 高階經營管理碩士在職專班成立企業導師社團，對於

擔任導師的校友們於 EMBA 會館，在 2019 年 8 至 11 月進行一連串培訓，透過各自專長對學弟妹有專業暨

熱情的引導方式。

▲ 企業導師與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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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權益維護

東海大學推動友善校園政策，營造不同宗教信仰、性別及年齡師生與職員能不

受任何歧視、言論攻擊等。另本校也設立性別平等委員會及申訴評議委員會，

隨時掌控校內歧視與不平等事件，有助於即時掌握與事件問題解決。

東海大學與往來、雇傭與外包商制定廠商管理辦法，建立本校與往來廠商之健

全合作關係並有效管理廠商。依據本辦法第十四條規動，來往廠商所屬供應

商，應確實督導該職員或工人依政府勞工 安全衛生法、營造安全衛生設施標

準、消防及電氣安全等相關法令規定施作，做以保護自己與他人。

東海大學制定本校教職員工 ( 含約聘 ) 薪酬給付政策，特定敘薪辦法不受限於

性別、種族、族群不同，僅針對職等與年資進行調整。

▲ 校長王茂駿偕同相關單位主管與行政同仁進行溝通與交流

友善溫馨工作環境

為迎接新學年，校內定期「行政同仁講習」，透過全校同仁齊聚一堂的機會，

於開學前針對學校發展、處室業務進行說明及宣導。講習尾聲，由校長王茂駿

偕同相關單位主管與行政同仁進行座談，透過雙向溝通及交流互動，讓彼此經

驗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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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G9

工業、創新與基
礎建設

產學合作

板金 AI 戰略聯盟

迎戰AI世代，東海大學於108年12月23日下午舉辦「板

金 AI 戰略聯盟暨國家隊成立典禮」，會中由東海大學、

台灣板金經營協會與微軟 AI 研發中心攜手形成「板金

AI戰略聯盟」，期盼成為板金產業智慧轉型的推動平台。

此外，大渡山 - 東海 AI 中心並與五家具代表性板金業者

（台中精機、台華精技、明昌國際、迎盛公司、炬將科

技），共同成立「板金 AI 國家隊」，透過結合五家公

司的行業別專業與經驗、學界研發能量、世界級軟體公

司技術，共同研發板金產業的智慧轉型解決方案，真正

落實產業轉型的實踐。

東海大學產業創新聯盟

成立「東海大學產業創新聯盟」，結合中部科學園區、

台中工業區、台中精密機械科學園區、大里工業區，以

及豐洲科技工業區等中部六大工業區廠商，共同促進中

部產業的轉型與發展，並使更多學生透過產業實習或社

區實踐來接軌實務、築夢踏實。打造人工智慧與物聯網

學習環境，建置互動體驗場域，提高學生學習動機，並

架構相關 AI 平台，協助企業應用 IOT、雲計算、大數據

與 AI 等科技，推動數位轉型。

▲ 板金 AI 戰略聯盟，東海大學校長王茂駿 ( 左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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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衍生企業

東海大學目前衍生企業共計 5 家，近三年（2016-2019）成立約 3 家。東海大

學作為一所綜合型大學，除了以學術教育做為教學重點發展外，實務也不可或

缺，透過衍生企業作為系所實踐場域。

產學收入

東海大學建立「創新創業生態系統」，結合「產學與育成中心」、「創新創業

中心」以及「達文西共學共創中心」，整合前育成、後育成各個階段之功能，

並建構完整的共學、共創人才培育平台，協助校內師生進行產學合作與創新創

業。透過達文西共學共創中心持續推動議題小聚、議題導向黑客松以及創新創

業主題村之經營等各項活動，作為推動創新創業及產學合作之平台。近 5 年產

學合作收入逐年提升，108 學年度成長達 3 億以上。

▲ 路思義校企有限公司

▲ 路思義校企股份有限公司成立

▲ 東海國際顧問有限公司 ▲ 東海生創股份有限公司

路思義校企股份有限公司由副校長詹家昌歷經一年半以上的規劃與協調，找出

多位志同道合且對母校熱誠的 EMBA 校友，以及聘任母校多位跨域的副校長、

院長、教授等擔任顧問，拼構出路思義校企有限公司未來藍圖。此校企公司未

來將發揮許多功能，例如校內各系所合作、產學合作、學生實習、鏈結校友，

未來公司的收益將會部分投入公益的活動，也強化東海大學的公益形象。更因

為公司除了捐贈十分之一的股權給學校外，亦將公司每年盈餘的百分之二十回

饋學校，對學校的財務將有所助益。

項目 103 學年度 104 學年度 105 學年度 106 學年度 107 學年度

產學合作收入
 ( 萬元 )

26,271 23,642 26,082 29,980 30,8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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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G10

減少不平等

性別平等委員會

東海大學於 91 年設置性別平等委員會，93 年 12 月校務會議通過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以下簡稱性平會）

組織章程。性平會業務歸屬秘書室，設委員 21 名，由校長、教務長、學務長、總務長、人事室主任、主任

秘書、學生諮商中心主任為當然委員，並得聘具性別平等意識之教師 5 名、職員工友 4 名、學生 5 名組成；

其中女性成員應占半數以上。

身心障礙學生協助

東海大學自九十一年起成立資源教室，設置專職輔導老師，負責協助身心障礙學生面對生活、學業、心理

及就業等各樣的困惱與壓力，並提供學生學習所需之輔助器材及設備，也提供讀書、休閒及學生互動的空

間，希望藉此協助身心障礙學生順利適應大學生活及學習，並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

策略 工作措施

健全性別平等教育組
織運作

˙ 強化組織會議與業務運作，分為「學習環境與資源、課程教材與教學、防治
輔導、校園性別事件審查」等 4 個小組

人身安全及無性別歧
視環境之建構

˙ 營造校園性別友善之學習及職場環境
˙ 協助教職員工平衡工作及家庭，落實家庭照顧者支持體系
˙ 設置哺乳室、增加身障及懷孕師生使用停車位、簽訂校外合法托兒機構提供托

兒措施
˙ 加強安全設備維護、照明設備更新、保全防護系統建置
˙ 劃分 21 個校園安全責任區檢查

加強宣導性別平等教
育觀念

˙ 辦理行政同仁講習、新進教師研習活動、性別平等教育性教育性侵害性騷擾或
性霸凌防治宣導講座

˙ 通過「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要點」，保障教職員工生享有性別地位之實質平等

推動性騷擾或性侵害
防治機制與預防宣導

˙ 加強師生對性騷擾或性侵害通報與處理之能力
˙ 聘請專家學者、專業性平律師等共同調查處理校內事件
˙ 透過校園安全活動、校園安全手冊、校安電子報、大一全民國防教育課程以及

危安處理機制研習等，進行性騷擾及性侵害防治宣導

性別平等教育課程與
教學研究

˙ 積極規劃及開設性別意識培力課程，推廣及深化性平觀念
˙ 鼓勵師生撰寫性平論著，並針對性別平等研究計畫予以獎勵

參與性別平等教育之
社區推展活動

˙ 鼓勵校內教師積極參與校外單位之性別平等教育服務
˙ 以性平經費補助校內、外相關推廣活動，並辦理女性影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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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工作措施

健全性別平等教育組
織運作

˙ 強化組織會議與業務運作，分為「學習環境與資源、課程教材與教學、防治
輔導、校園性別事件審查」等 4 個小組

人身安全及無性別歧
視環境之建構

˙ 營造校園性別友善之學習及職場環境
˙ 協助教職員工平衡工作及家庭，落實家庭照顧者支持體系
˙ 設置哺乳室、增加身障及懷孕師生使用停車位、簽訂校外合法托兒機構提供托

兒措施
˙ 加強安全設備維護、照明設備更新、保全防護系統建置
˙ 劃分 21 個校園安全責任區檢查

加強宣導性別平等教
育觀念

˙ 辦理行政同仁講習、新進教師研習活動、性別平等教育性教育性侵害性騷擾或
性霸凌防治宣導講座

˙ 通過「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要點」，保障教職員工生享有性別地位之實質平等

推動性騷擾或性侵害
防治機制與預防宣導

˙ 加強師生對性騷擾或性侵害通報與處理之能力
˙ 聘請專家學者、專業性平律師等共同調查處理校內事件
˙ 透過校園安全活動、校園安全手冊、校安電子報、大一全民國防教育課程以及

危安處理機制研習等，進行性騷擾及性侵害防治宣導

性別平等教育課程與
教學研究

˙ 積極規劃及開設性別意識培力課程，推廣及深化性平觀念
˙ 鼓勵師生撰寫性平論著，並針對性別平等研究計畫予以獎勵

參與性別平等教育之
社區推展活動

˙ 鼓勵校內教師積極參與校外單位之性別平等教育服務
˙ 以性平經費補助校內、外相關推廣活動，並辦理女性影展等

資源教室輔導

無障礙校園

東海大學非常重視身心障礙學生的服務，為使身心障礙學生在校園能無障礙的

學習，過去成立『校園無障礙推動小組』，邀請建築系、景觀系教授及身心障

礙學生代表擔任委員，定期與總務處召開校園無障礙討論會，並逐年編列預算

改善身心障礙學生的宿舍、上課教室及主要的生活動線。目前，無障礙空間改

善由總務處主責，可至「修繕暨工程管理系統」填報，營造友善學習校園。

學年度 編號 工程項目 進度

108 學年度 1 創意學院無障礙電梯設置案 申請政府補助改善

2 男餐前停車場格線重劃 已完成施作

3 男餐無障礙廁所 已請男餐管理者重新安排

4 男宿 30 棟旁斜坡 已請營繕組製作告示牌說明學
校規劃

5 男宿 7 棟旁廣場路面凹凸不平 已完成施作

6 女宿無障礙寢室門寬不足 已完成施作

7 女宿門口積水問題 已請營繕組研擬改善方案

8 學生活動中心無障礙電梯評估 已請營繕組研擬改善方案

生活
輔導

心理
輔導

學業
輔導

社會
適應

轉銜
輔導

同儕協助：提供障礙程度較嚴重的學生報讀、錄音、筆記抄寫、生活照顧、陪伴等協助。
工讀機會：提供經濟困難或有意願工作的學生工讀機會，協助資源教室的運作與管理，及服務障礙程度較嚴重的學生。
心理支持：提供情感支持及關懷，並建立同儕人際網絡。

聯誼餐敘：每學期定期舉辦聯誼及餐敘活動，增進師生及同學之間的互動交流。
自強活動：每學年定期辦理學生自強活動，鼓勵身心障礙學生走向戶外，培養互助合作的精神。
服務學習：定期與東海大學附小資源班聯誼及協助身心障礙體驗營活動，提供身心障礙學生服務學習的機會。
校際交流：定期與大專校院資源教室合辦活動，擴展身心障礙學生人際互動網絡，並建立資源教室輔導人員聯絡網。
社團組織：由資源教室學生成立「身心障礙權益促進社」，提供身心障礙學生學習領導及溝通協調的能力。

1

2

3

課業加強：提供需要學習協助的學生課業加強輔導，由任課老師或學長姐指導。
輔導會報：每學期定期召開輔導會報，透過團隊共同討論及經驗交流的方式，擬定具體可行的輔導策略。
圖書借閱：資源教室每年定期訂閱各類雜誌、報紙及購買各類叢書、DVD，可供資源教室學生閱讀或借閱。

新生轉銜：每學年定期舉辦身心障礙新生轉銜輔導會議，瞭解學生的個別需求。
就業轉銜：每學年定期舉辦身心障礙畢業生就業轉銜輔導會議，提供就業資訊及後續就業服務。

1

2

3

個別諮商：依學生個別差異及問題類別，提供個別諮商與輔導，協助解決學生所遭遇的問題。
團體諮商：學生諮商中心每學期都會安排各類的團體或工作坊
心理測驗：學生諮商中心有提供性格特質、興趣 / 性向、心理健康 / 生活適應及人際關係等各類心理測驗。

1

2

1

2

3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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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G11

永續城市

友善校園

校園古蹟與歷史建築

東海大學校園內的國定古蹟、市定古蹟、歷史建築與校園文化景觀，皆免費對外開放民眾參觀，部分採預

約制。未來，東海大學將循文化資產保存之修護程序，維護校內具文化價值的建築與景觀，讓民眾瞭解東

海大學建築的構築美學。

東海大學校園內古蹟與歷史建築

東海大學教堂 國定古蹟、台中市定古蹟 週一、週三、週五與週六

畢律斯鐘樓 台中市定古蹟 24 小時開放

原藝術中心 歷史建築 預約方式

衛理樓 歷史建築 每周二與周四開放

文理大道 校園文化景觀 24 小時開放

 國定古蹟 - 東海大學教堂

    ( 榮登 20 世紀全球十大優美建築殊榮 )

▲ 校園文化景觀 - 文理大道 ▲ 畢律斯鐘樓 ▲ 原藝術中心 ( 照片：趙建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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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

東海大學有總館及管理學院分館兩座圖書館，皆開放供民眾免費使用，只要換證

即可進入使用圖書館資源。每樓層均設有友善、便利及無障礙廁所，以及飲水

機供民眾使用，也為便於行動不便同學上下樓及輸送書籍並設有大型電梯一部。

▲ 東海藝文地圖 (THU Art and Culture Map)

▲ 東海大學藝文中心 -「與偶同行
   - 東海皮影 35 年」展覽

▲ 東海 43 號 - 展覽

圖書館藏書 2017 2018 2019

閱覽座位數 (Number of seats) 1,502 1,400 1,448

紙本圖書收藏冊數 ( 冊 ) 1,066,950 1,081,405 1,093,470

期刊總數 62,094 67,095 77,540

電子資料可使用量 ( 不含電子期
刊 )

692,124 801,776 871,207

視聽資料 ( 件 ) 53,916 52,821 52,558

藝文空間

校內有多處藝文展示空間，以「東海大學藝術中心」（Tunghai University Art 

Gallery）為東海藝文重地，其他還包括「東海 43 號 - 創藝實習中心」（Tunghai 

No. 43 Art Space）、「美術系館 A+ 藝術空間」、「芳華廳藝術空間」微型的

展場。所有的藝文空間皆開放給校園師生及社區居民，提供一個免費藝術欣賞

和藝文參與的場所。

東海大學藝術中心 (Tunghai University Art Gallery ) 成立於民國 83 年 5 月，是

中部大專院校中，最早成立的藝術中心。每學年定期推出八至十個展覽檔期，

並於特定展覽期間安排導覽活動。

東海 43 號 - 創藝實習中心 (Tunghai No.43 Art Space) 除各項實習策劃展外，

還不定時地舉辦一些藝術相關活動，例如結合創藝市集的創意工作坊。「東海

43 號」將不只作為創藝育成空間，亦發揮校園遊憩功能，更期待與周邊產業

機制連接，形成校園文化休憩產業帶。

芳華廳藝術空間是位於東海大學社會科學教學大樓 (ST) 地下室的展覽空間，

為美術系學生實習展覽空間，統由美術系安排檔期、規劃管理，包括學生評鑑

展、畢業預展等。學期間學生的精彩展覽在此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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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開放空間

東海大學自立校以來，即採對外開放的規劃與設

計，除兩處校門管制車輛進出外，其他出入口全

天候開放。校園綠地 green spaces( 原始森林與植

栽區域 ) 佔校地總面積 80%，提供社區民眾、一

般遊客與來自海內外的觀光旅遊人潮，自由使用

校園開放空間、綠地及運動休閒設施。

本校另訂定戶外空間管理辦法，將運動場體育設

施、校園道路、農牧場、東海湖草坪、陽光草坪、

月光草坪等綠地，提供法人團體與機關單位辦理

相關競賽、路跑、健走與休閒旅遊活動；此外，

農牧場之牛、鹿、孔雀等可愛動物區，更提供一

般幼稚園、小學作為辦理戶外教學與親子旅遊之

活動場域。每年概估提供法人團體與機關單位辦

理 6 場路跑及健走活動、近 10 場各式球類競賽及

運動會活動、20 餘場戶外教學活動。

▲ 教堂草坪遊客活動 1  

▲ 東海湖東側草坪休閒活動

▲ 牧場乳牛  

▲ 教堂草坪遊客活動 2  

▲ 東海湖東側草坪路跑活動   

▲ 禽舍孔雀

▲ 教堂草坪遊客活動 3 

▲ 東海湖東側草坪健走活動

▲ 養鹿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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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外演出

每年定期舉辦音樂會及六大樂團 ( 管弦樂團、聖樂團、管樂團、歌劇團、電子

管風琴交響樂團及打擊樂團 ) 公演外，也會邀請國內外大師駐校表演、舉辦音

樂會，並與當地醫院 ( 台中榮總 ) 合作，於日間照顧中心開設音樂相關課程。

在 107 學年 (2018 年 8 月 ) 成立我國第一所碩士班音樂治療組，定期帶領學生

到當地區社區 ( 高中 )、進行音樂演奏活動，從 2019 年 9 月起每週到台中榮總

日照中心，服務失智長者，創造優質的樂齡生活。透過校內實作課程，赴當地

幼兒園進行音樂活動，協助幼兒園教師處理班級上有特殊需求或情緒困擾的兒

童，亦或邀請不同身心障礙類別兒童來進行音樂治療 ( 每學期 3 次 ) 。

▲ 前往台中榮總日間照顧中心表演

▲ 參與華格納歌劇《諸神黃昏》演出

▲ 前往當地社區 ( 高中 ) 進行音樂指導

▲ 台韓長笛音樂會（東海長笛團）

藝文與古蹟保存費用 2017 2018 2019

圖書館相關支出 ( 元 ) 76,744,927 66,616,738 65,567,002 

藝文相關支出 ( 元 ) 33,975,004 21,233,909 31,011,944 

建築保存、維護相關支出 ( 元 ) 22,891,430 37,710,793 40,509,673 

總支出費用 ( 元 ) 133,611,361 125,561,440 137,088,619 

2017 2018 2019

合唱團 - 場次 3 2 4

戲劇團體 - 場次 2 7 2

樂團 - 場次 8 12 7

音樂會 - 場次 31 40 47

老師個人音樂會 - 場次 34 53 44

演出總場次 78 114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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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鄉家長因缺乏親職相關知識，不知道如何處理

自己與孩子的情緒問題。本校音樂系張乃文助理

教授帶領六位音樂治療組研究生，前往台東北邊

的太麻里、南邊的關山兩處早期療育偏鄉服務據

點，以及台東市區的台東兒童發展中心，舉辦免

費的音樂治療親子團體活動，在三天的密集活動，

共計服務31個家庭。本次活動以「促進親子關係」

為主要目標。活動包括小朋友與主要照顧者家長

或爺爺奶奶，藉由手語歌學習親密互動、互相擁

抱，鼓勵孩子與照顧者之間的討論，增進親子交

流。

「東海皮影」起始於 1983 年 9 月，本校美術系在創系系主任蔣勳老師的帶引下，第一年的第一個學期，皮

影戲就已經納進了美術系的選修課程，迄今歷時 35 年，沒有間斷。許莉青老師擔任美術系此「民俗藝術」

課程至今已十餘年，多年來帶領學生於社區 ( 藝術街 )、校內及周邊國中小幼稚園提供皮影戲教學及公演的

推廣服務，並配合本校 USR 計畫，於社區及相關國中進行多次皮影藝術研習分享與展演，協力推行大學社

會責任的實踐

社區文化遺產保存 

「大地計畫」是由東海大學社會科學院及文學院共同合作執行的科技部計畫，以彰化西南偏鄉地區為場域，

希望能集合大學的專家學者群，為在地人口外移及產業問題提供一個政策及執行面上的幫助。該計畫針對

在地文化、民俗與傳統進行全面的調查與瞭解，希望能夠透過文化歷史的重建、人文的發展、在地人文教

育與地方產業的發展，改善農村人口外移嚴重與人口老化問題。記錄在地文化：「海牛」是早期彰化芳苑

載運蚵農前往潮間帶採蚵的牛隻，為全世界獨一無二的海牛耕蚵田文化，並由文化資產局認定海牛採蚵文

化為無形文化資產。

▲ 音樂治療工作營 - 研究生以吉他帶動
家長與小孩歡唱  

▲ 當地海牛

▲ 皮影展覽 ▲ 皮影展覽

▲ 採蚵文化 ▲ 漁村文化

▲ 音樂治療工作營 - 就地取材利用空瓶
裝水成為隨手可得的樂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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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銀獎作品 - 東海大學建築系賈昌建（照片：聯合新聞網）

▲ 築生講堂社會住宅競賽活動 ( 照片：大紀元時報 )

東海大學建築研究中心

東海建築研究中心為東海大學之建築學術研究機構，與東海建築系及中華建築

文化協會之間維持著一個互助平衡的三角架構關係。互為支持與合作機構。中

心研究領域包括：人與環境關係、設計與理論、城鄉研究與規劃、歷史保存再

利用、數位建築，近年校內建築系與東海建築研究中心老師，參與協助校內與

校外單位 ( 政府 ) 進行文化資產 ( 遺址、古蹟、歷史建築 ) 保存與修復、景觀

調查與高齡住宅。

校內
2018-2019 臺中市定古蹟路思義教堂及鐘樓修復及再利用計畫

2018-2019 國定古蹟路思義教堂 ( 含畢律斯鐘樓 ) 修復及再利用計畫

校外

2018-2021 臺中市歷史空間再造計畫專案管理委託

2017-2019 全國石滬保存調查計畫

2017-2018 療癒性環境應用於高齡社會之評估研究

在可負擔住宅 (affordance house) 議題上，東海大學公共事務碩士在職專班學

生賴秀如（LAI,SHIU-JU），碩士論文探討「影響臺北市社會住宅政策執行因

素之探討」（The Study on the Implementing Factors for Social Housing Policy 

in Taipei City），針對社會主宅政策提出建議。此外，東海大學學生也參加築

生講堂 (Archiculture Forum Society) 的社會住宅競賽，獲頒銀獎的賈昌建（東

海大學建築系）則從大陸土樓研究群眾的生活行為，他將許多公共空間以錯位

方式設計，讓居民在同一個空間中享有不同的生活氛圍，一樓公設並同時容納

青年創業、幼兒玩耍與老人聊天所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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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通勤

永續運輸

電動巴士
校方編列龐大預算執行電動巴士環校園接駁，每日
108 班次。108 學年搭乘人數總計 332,304 人。

校車共乘
校園教職員眷舍區推動九人座校車共乘方案，鼓勵教
職員共乘運具

自行車
協調於校門出入口周邊規劃建置 iBike 自行車站點，提
供師生使用自行車進入校園。

設置充電站 設置電動摩托車的充電站

人行道
規劃完善校園步道，執行校園人車分道，人行道長度
約 9.6 公里

公車進入校園 爭取台中市政府 354 號電動公車進入校園，鼓勵師生
使用大眾運輸工具通勤

▲ 電動巴士環校園接駁

▲ 人行道無障礙設施

▲ 72 棟宿舍交誼廳

▲ 九人座校車 - 共乘

▲ 台中市 354 號公車

▲ 人車分道

▲ 女生宿舍韻律教室

▲ 電動車充電站

▲ iUbike 自行車站點

▲ 綠地人行道

▲ 73 棟宿舍廚房

▲ 校園人行道分佈圖

校園人行道

規劃校園步道系統，執行校園人車分道，並於部分重要教學活動場域，建置禁

止車輛進入之人行優先空間，確保步行者之用路安全。也建置完善無障礙步道

提供年長者與身心障礙族群更友善的校園空間。

校內宿舍

東海大學除針對編制內專任教職員工，提供 421 戶的宿舍外，也針對學生設置

將近 5,200 左右床位，各區均設有：教官及值班老師、宿舍自治幹部 ( 棟長 )、

及志工服務團隊等，共同服務住宿學生，並附設公共空間設備供學生自主學習

使用。本校全體新生均安排住校，讓初到陌生環境的新生能順利融入大學生

活。我們將住宿學習以主題村的模式呈現，包含新生村、SOAR House，Love 

Home，藝術村，智慧服務村，科技健康村，Alpha Go 村。讓學生一起共事，

共學，共食與共享，學習如何與他人相處，學習打造生活的環境，學習勇敢與

體驗，學習自我探索與成長探索自我，豐富大學生活。針對身心障礙、家境清

寒學生享有保障住宿權，並依據「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辦理，提供低

收入戶學生校內宿舍免費住宿；另提供中低收入戶學生校內宿舍優先住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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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活動大樓 - 銀級綠建築 ▲ 新建學生宿舍 - 合格級綠建築

校園綠建築

東海大學採用我國所訂定的綠建築（EEWH）評估系統及標章制度，該標準自

1999 年 9 月開始實施，為僅次於英國、美國及加拿大之後，第四個實施具科

學量化的綠建築評估系統，同時也是目前唯一獨立發展且適於熱帶及亞熱帶的

評估系統。目前正在發包與興建中的「綜合活動大樓」與「學生宿舍」，興建

完成將分別取得 EEWH 銀級 (Silver Level) 與合格級 (Qualified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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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G12

責任消費與生產

道德採購

東海大學依內政部訂定之「優先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團體或庇護工場生產物品及服務辦法」辦理，優先

採購身心障礙福利機構或團體、庇護工場所生產之物品及其提供之勞務，支持優質、透明且公平的交易，

促進身心障礙者就業，以達到自力更生，提升消費與生產的責任感。每學期的大型會議 ( 例如校務會議 )，

皆向公益團體購買餐盒，諸如瑪麗亞社會福利基金會、台中市愛心家園等。

綠色採購

東海大學積極依循政府採購法暨機關優先採購環境保護產品辦法，優先採購具環保標章、環保效能、再生

材質、可回收、低污染、省能源、增加社會利益或減少社會成本，具有降低對有限資源之依賴、減少資源

之消耗、開發新種資源之使用或其他類似情形之綠色產品，逐步落實全校師生環保綠能採購的觀念。

愛心採購 2017 2018 2019

優先採購金額 ( 元 ) 181,445 171,350 158,676

本校教職員工愛心公益優先採購金額 ( 元 ) 0 12,750 66,000

合計 ( 元 ) 181,445 184,100 224,676

綠色產品項目 2017 2018 2019

電腦設備 4,590,950 3,399,974 2,086,150

衛生用紙 / 擦手紙及浴廁清潔劑 306,600 313,050 339,525

冷氣空調 174,182 410,900 140,000

辦公影印用紙 832,555 871,269 684,840

飲水機 1,009,548 1,151,688 1,459,218

投影機、電視機 38,000 1,054,566 241,860

節能燈管 18,094,845 341,957 3,244,415

電動巴士租賃 4,983,780 4,798,917 4,740,472

電動機車租賃 108,000 24,000 8,400

綠色採購總金額 30,138,460 12,366,321 12,944,880

綠色採購占比（綠色採購金額/總採購金額） 8.20% 5.31% 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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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2018 2019

一般廢棄物產生量 ( 噸 ) 952 924 1,007

回收再利用量 ( 噸 ) 78 68 70

掩埋垃圾量 ( 噸 ) 0 0 0

落葉回收再利用量 ( 噸 ) ( 推估量 ) 416 416 416

資源回收

東海大學推動環保，垃圾分類、減量，資源再利用，廢棄物分類宣導方面：勸

導校內師生加強資源回收觀念，並至各辦公室、學生宿舍宣導垃圾分類重要性，

做好垃圾分類愛護地球，推動環保，垃圾分類、減量，資源再利用。3C 產品

回收：使全校各單位辦理電子類財產廢品回收作業有所依循，除可落實財產管

理，並符合環保資源回收再利用之效益。

有機堆肥

東海大學校區廣闊，樹木成林，枯枝落葉所產生的廢的廢棄物數量極為龐大，

故設置有機堆肥處理場將其集中醱酵並回收再利用，不但對垃圾減量大有助

益，還可利用其所含的有機和養分改善土質之物理性質，並提高土壤肥力。

東海大學設置有機發酵廢棄物堆肥化資源回收再利用教學示範，推廣環保所重

視的 3R，即減量（Reduce）、再利用（Reuse）及再製（Recycle）生態農園，

不僅校園綠化也向當地社區居民推廣綠色自給有機生活理念，校園內亦建置

100 區塊有機農園，提供本校教職員生及鄰近社區民眾認養種植。

▲ 不免費提供塑膠提袋

▲ 校內餐廳提供可重複性使用餐具

▲ 不免費提供塑膠提袋

▲ 經落葉堆肥廠處理製成有機肥料，供當地民眾免費取用

▲ 土壤混合有機肥料栽種植物▲ 校內便利商店自備環保杯優惠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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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G13

氣候行動

氣候教育

防空汙保護教育人才

東海大學與國立彰化師範大學環境教育中心、台中環中扶輪社及社團法人台灣彩虹愛家生命教育協會共同

辦理「防空汙保護教育人才」培訓，邀集大學教師、醫師及環境專家共同策劃，並於 2018 年 9 月至 2019

年 1 月間進入中彰地區 20 多所國小校園，針對四年級的學童進行「防空汙保護教育」，藉此提升學童及

家長對於空汙的警覺與防護能力，影響人次 5,687 名。

空汙紀錄片巡迴影展

2018 年，東海大學成立空汙保護校際聯盟，聯合 9 所中南部地

區大專院校 ( 中國醫藥大學、中正大學、靜宜大學、朝陽科技大

學、逢甲大學、中山醫學大學、弘光科技大學、暨南國際大學

及虎尾科技大學 )，辦理「大專院校空汙巡迴影展」。2019 年，

第二屆空汙巡迴影展獲得群創教育基金會無償提供「浮塵之島」

影片公播及人力經費的資助，合作對象包括 9 所大專院校、2 

個學生會、4 個NPO 組織、3個社區(彰化大有社區青年創客村、

大雅忠義社區村籽、雲林麥仔簝書店 ) 合作舉辦共 19 場次之巡

迴影展，共計 1,369 人次參與，一起透過影像發聲，提升公民

意識，凝聚反空汙之影響力。
▲ 2019 空汙紀錄片巡迴影展

校園氣候行動分享社區

低碳飲食與友善農作

東海紅土學院計畫助理周明達先生與吳文軒先生，

長期深耕大學農場，協力通識專業課程之綠領人

才培育，及推動社區食農教育，將低碳飲食與友

善農作概念，傳遞至社區。同時，結合臺中市政

府低碳城市推動辦公室─城食森林行動書車，介

紹目前臺灣環境的變遷、友善種植以及低碳永續

生活價值的重要性。

▲ 紅土學院計畫吳文軒助理教
導民眾友善農作種植技巧與
經驗交流

▲ 東海大學學生共組農場行
銷團隊，於校內外推廣友
善蔬菜

41



▲ 空汙地圖

▲ 樸門體驗工作坊

氣候災害合作 - 當地與區域政府

韌性城市 - 宜居住宅法規

東海大學建築系邱浩修老師協助推動台中市政府宜居住宅相關法規之鬆綁與規

劃，營造低碳永續城市，考量臺中特有地方人文建築、物理環境特性 ( 如大臺

中之風道、園道、川道、臺中盆地等宜居特色 )，以及自然環境之限制 ( 如地震、

颱風等自然災害 )，並落實「以人為本」之原則，改善臺中市都市大樓鄰里關

係不佳等問題。

環境調適教育 

樸門 (Permaculture) 永續課程與工作坊

東海大學生態農場開設「樸門 PDC 認證開課」，邀請樸門永續設計專業設計師 

唐敏開授專業課程與工作坊，傳遞氣候調適的思維，規畫設計更貼近自然生態

的生活。這三年來，我們以行動實踐所學，每週回收社區的枯枝落葉，覆蓋菜

園土壤；把家裡的生廚餘，拿來做「厚土堆肥」。從「小地方」做起，讓校園

農場整體的生態環境，越來越豐富與多元；也進入社區分享居家「厚土種植」

對環境的好處，期盼更多人來友善土地與環境。

協助政府在氣候災害與預警

能見度與超細微粒監測分析計畫

台中市政府為解決空氣能見度不佳問題，環保局與行政院環保署合作，結合東

海大學、中央大學與中國醫藥大學組成的學術團隊，引用美國太空總署 NASA

的先進設備與遙測技術，共同推動「能見度與超細微粒監測分析計畫」，在東

海大學及環保署忠明測站設置監測分析點，進一步解析細懸浮微粒的物理化學

特性，找出汙染源及貢獻度，擬訂台中市空氣能見度改善策略。

空汙 PM2.5 數據蒐集

東海大學景觀系黃章展老師與電算機

中心主任楊朝棟老師團隊合作在東海

校園進行微型感測器布建，針對汙染

物質 PM 2.5 濃度數據進行收集與分

析，並將數據整合至台灣空氣品質大

數據監測平台。2019 年 6 月東海大

學與中研院資訊科學研究所合作，共

同更新台中市內國小校園內之空氣盒

子，由東海大學扮演協調角色，中研

院負責設備的經費與安裝，朝向永續

性合作關係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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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G14

　水中生態

東海湖水資源淨化及智慧養藻
廢水處理系統

東海大學結合 AI 技術、環境永續以及循環經濟

技術等創新手法，以東海湖為示範場域，規劃以

智慧科技優化水質與環境。第一年建構東海湖水

質偵測巡航小艇及規劃智慧養藻廢水處理系統，

即時提供東海湖水質精確資訊，並運用藻類讓東

海湖的湖水淨化及循環經濟，包括水產養殖、飼

料肥料等。第二年將導入智慧化技術改造東海

湖，使成為跨領域、循環、永續、共榮（融）的

智慧多功能觀光休閒與環境教育的地標，達生態

共享理念。

同時，此團隊技術未來將與業界整合 AIoT 技術，

實際應用在校外場域，做為未來技術模組化與擴

散的準備。

東大溪水文化暨環境教育館

東海大學提供既有建築空間，台中市水利局進行

設計與裝修，109 年 10 月底始雙方共同打造「東

大溪水文化暨環境教育館」，充分展現共創環境

保育、公私協力的典範特質；而此公私合力改善

區域環境的背後，也為學生提供了最好的環境教

育。

館內介紹並記錄東大溪整治過程，除水質改善設

施的建造，並將淨化水放流至校園內目前已乾涸

的既有灌溉溝─大社支線，恢復歷史水圳記憶，

另設置小型微水力發電設施，利用放流水重力流

進行發電，供應圳路沿線路燈使用，甚收節能減

碳之效，東大溪水文化暨環境教育館完整綜整水

文化推廣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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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海洋永續利用及相關研究

東海大學生態與環境研究中心自 99 年起迄今，每年與臺灣大學、日本琉球大

學、印尼 Bogor Agricultural University、泰國 Prince of Songkla University 以及

中央研究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合作辦理國際田野課程。課程地點安排於琉

球、泰國、印尼、綠島或蘭嶼等，課程內容不乏海洋研究，本校以生命科學系

劉少倫副教授為主要課程教師，帶領師生實地推廣海洋永續利用觀念。

其次，國際學院每年安排多次海洋生態的異地教學。除協助學生考取潛水專業

證照外，同時與菲律賓 University of San Carlos、KP Green-Japan 以及 Oxford 

University 等研究人員合作國際化研究議題，研究課題包含區域海洋浮游植物、

海草與紅樹林保育及碳足跡等，提供師生於實踐學習過程，深切體會到全球暖

化對於海洋生態的影響。

東海大學理工學院亦有多位教師致力於海洋生態研究，如生命科學系多位教師

共同執行桃園藻礁生態相關之整合型研究、或以台灣西部沿岸濕地生態為主要

議題，進行多元海域生態探索與調查研究。近期，生命科學系溫國彰副教授更

以全球暗礁海域鯊魚數量議題於 Nature 國際著名期刊上進行重大研究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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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G15

　陸域生態

校園動植物生態多樣化，致力保育原生物種

校園內生態多樣化，本校除曾出版《東海大學校園植物名錄》外，亦彙整所有校園物種介紹置於「東海大

學環境與服務教育網站」之「生態專區」     ，供校內外師生及民眾查詢與認識。

此外，校內有多位教師致力於陸域動植物研究，如生態與環境研究中心林宜靜教授為瞭解相思林的未來林

相變遷，近期設置種子收集網開始進行相關觀察研究。另鑒於本校多數林區種植年齡平均為 50 年以上，本

校總務處已與教學單位專業領域教師針對不同樹種特性，討論如何協助更新種源、如何透過自然演替方式

進行樹林重生，甚至進一步討論如何於校園內進行台中大肚山地區之原生物種植物復育工作，善盡本校於

環境議題之社會責任實踐。

紅土農場：永續土地利用與農業種植

東海大學紅土學院是校園內由師生共同經營的實驗農場。以「食

農」和「弱勢扶助」內涵為主軸，培養農育（東海農學堂農學知

識）、食育（綠領袖食農教案開發）以及文化兼備的學生，建立

一個農業、學校與社區共同分享的城市生活圈。

在紅土學院中，導引學生透過「做中學」，以探究、實驗、克服

的參與過程，融入人文社會的核心知識，開啟學生己身於對生命

的尊重，對生態的關懷，拓展在地視野，同時提升學習整合性。

此不僅是本校創校精神理想的實踐，更進而是推展土地、社會、

國家及地球之永續性理念，改變現行食物或農業種植體制，創造

一個對地球友善的新循環經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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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有機農園：與社區共同維護土地生態系統

校園永續生態場域環境教育認證

為將環境教育政策透過學習與教育過程，轉化為具體行動，以「東海綠活、環

境正義、永續環境發展」為理念，東海大學通過「校園永續生態場域環境教育

認證」    。本校以強化場域本身特色校園自然環境的優越性，以及校園歷史

古蹟聚落建築群文化保存特色，未來將增加「東大溪環境教育課程導覽路線」，

如森呼吸礫間淨化景觀區、大社支線前世今生巡禮、螢火蟲秘遊溪徑、諾亞方

舟棲地復育區等；讓更多民眾親近兼具人文、藝術、科技、生態、教育等 5 大

功能的東海校園。

東海大學自 2008 年以來，將環境教育

實習有機堆肥場規劃多個農作區，每年

定期開放西屯區民眾認養耕作，每年

3,000 元 / 畦    。有機堆肥場最初是用

以轉化傳統校園環境，以符合永續發展

之綠色生態循環目標，進行有機發酵廢

棄物堆肥化資源回收再利用；藉此農作

區域開放，使社區民眾有機會體驗有機

耕作，禁用化學農藥、有毒物質來栽種

花卉蔬果，共同維護土地有機及生態之

循環。

46



學生會體制

東海大學為保障與提升學生參與學校校務和決策，設置有學生行政中心、學生會、學生議會以及學生評議

會等體制，充分保障學生之權益。

與外部利害關係人合作密切

針對校外產業單位（如公司企業、手工具及板金協會、台灣人工智慧學校 AI 等）、政府單位（如教育部、

台中市政府、環保署以及農委會等）、非營利單位（如弘道老人基金會、空汙保護校際聯盟等）、醫療單

位（如台中榮民總醫院等）以及在地社群（如大肚附近國中小及社區關懷協會等），東海大學與外部利害

關係人共同合作相關政府政策以及推動產學計畫。

和平、正義
與強大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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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自由

東海大學校內師生之研究及學術自由，不受制度或特定領域之限制干預，師生

可探索各種領域知識，並建立研究成果的中立及可信度。學校持續以來更以獎

勵金回饋和減授鐘點方式，鼓勵教師踴躍提出並公開發表學術著作（期刊論

文）、研究計畫、產學合作以及其他研發成果等，如專任教師學術著作獎勵辦

法、專任教師學術研究獎勵辦法、產學合作計畫實施暨獎勵辦法等。

財務資訊公開

東海大學配合教育部規定，於學校網站公開本校之校務及財務資訊，如近三年

學校收入及支出分析等    ，適度展現財務透明、完整以及客觀性，讓社會大

眾對本校校務運作過程進行檢視、或提供學生和家長更多選校參考資訊，最終

透過此績效比較，達校際間良性競爭，成為學校改進之動力。

參與政策研究，提供具體政策建議

東海大學教師積極參與政策推動與研究，在推動方面，教師積極參與中央與地

方政府各委員會，針對個別專業領域提供具體政策建議以及個案審查意見，如

擔任內政部營建署國家公園計畫委員會委員、經濟部技術處 A+ 淬鍊計畫審查

委員會委員、國防科技審議小組委員、台中市政府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委

員等。在研究方面，尤以管理學院和社會科學院教師為最，針對部分現行政策

或社會經濟環境進行客觀觀察、數據統計分析，甚至發展出政策推動模組，以

適度提出政策修改建議，如「著作權保護與研發補貼政策對環境品質的影響」、

「異質廠商模型下的總體經濟與財政政策分析」、「建構電力部門低碳轉型政

策對產業發展衝擊之動態模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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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G17

致力於永續
的夥伴關係

協助 SDG 政策推動

綠色大學聯盟 - 推動 SDGs 與大學校務發展鏈結

為積極實踐塔樂禮宣言，東海大學參加臺灣綠色大學聯盟實現推動永續校園的願景，我們也透過參加世界

綠色大學評比，針對基礎建設、能源與氣候、廢棄物、水、運輸與教育面向上，持續推動不同專案，為環

境問題提出解決方案。目前，臺灣綠色大學聯盟正積極推動大學校務發展與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UN SDGs)

的連結，東海大學為該聯盟的會員，亦從校務發展上，辨識優先採取行動的 SDGs，擬定執行專案。

協助台中市政府進行 SDGs 與地方創生政策之規劃與推動

東海大學教師 ( 企業管理學系 許書銘副教授、政治系陳建仁教授 ) 協助臺中市政府執行「臺中市地方創生

社會責任與聯合國 SDGs 協作治理機制規劃研究」委託研究計劃，該計畫從 SDGs 出發思考各項地方創生計

畫推動，也透過該計畫將 SDGs 與企業的 CSR 及大學的 USR 連結，建立臺中市「SDGs 及地方創生專案管理

平台」。建立了臺中市各企業推動 CSR，以及臺中市各大學推動 USR 的協作平台，並結合兩大平台的運作，

以促進臺中市永續發展目標的達成。

▲台中市政府「地方創生專案管理平台」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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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雙語教育 SDGs 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工作坊

台中市政府 SDGs 高中生教育工作坊

台中市政府教育局舉辦「國際雙語教育 SDGs 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工作坊」

擴大學生的國際視野，探討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DGs)，藉由學習討論國際間

關注的 SDGs 全球性議題，引導學生培養適切的價值觀和永續素養。東海大學

協助舉辦此活動，校內國際學院永續科學與工程學程的學生，分享不同國家推

動永續發展議題的作法，讓高中生增加對國際議題的理解，從經濟、環境和社

會的角度思考如何以永續的方式回應複雜的環境。

SDGs 相關倡議與合作

參與永續發展目標聯盟 (A‧SDGs) 策劃之永續論壇

東海大學參與由永續發展目標聯盟 (A•SDGs) 策劃、台灣永續能源研究基金

會執行，全亞洲規模最大之永續會議 - 2020GCSF 第三屆全球企業永續論壇。

東海大學定期發佈社會責任年報，揭露呼應 UN SDGs 的作法與進展。在大學

USR 永續方案，東海大學以「社區高齡支持系統到開放式養生村的永續思維」

與「連結眾人成為空汙與食農改革的行動監測網」兩方案參賽，回應 SDG，

彰顯東海以地方智庫角色實踐社區永續發展。

找藍天聯盟

東海大學發起「找藍天聯盟」爭取空汙發聲權，與政府單位、中部地區大學、

產業界以及非營利組織合作，致力提高校內師生與社區對空汙議題的意識及

參與公眾事務的意願，總共有 3000 位跨校學生與 550 位大專教師參與對於中

部地區之固定空氣汙染源的關切。此聯盟代表分別晉見總統與副總統，針對

空汙作議題分析與主題訴求，同時在校園內進行空汙能源等議題之座談會、

紀錄片公開放映等活動。

空汙保護校際聯盟

2018 年，東海大學成立空汙保護校際聯盟，聯合 9 所中南部地區大專院校 ( 中

國醫藥大學、中正大學、靜宜大學、朝陽科技大學、逢甲大學、中山醫學大學、

弘光科技大學、暨南國際大學及虎尾科技大學 )，辦理「大專院校空汙巡迴影

展」。2019 年，第二屆空汙巡迴影展獲得群創教育基金會無償提供「浮塵之

島」影片公播及人力經費的資助，合作對象包括 9 所大專院校、2 個學生會、

4 個 NPO 組織、3 個社區 ( 彰化大有社區青年創客村、大雅忠義社區村籽、

雲林麥仔簝書店 ) 合作舉辦共 19 場次之巡迴影展，共計 1,369 人次參與，一

起透過影像發聲，提升公民意識，凝聚反空汙之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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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G 社會創新獎項

東海大學國際職場實習發展中心承辦台灣社會企業永續發展協會「2019 第三

屆社會企業創業提案競賽」，競賽主題以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SDGs) 17 項永

續發展目標為企劃精神主軸，希望鼓勵青年學子與社會人士提出具有永續與社

會影響力的商業模式，一同進行社會創新。

SDGs 數據蒐集

跨國的合作研究 - 能見度與超細微粒監測分析計畫

台中市政府為解決空氣能見度不佳問題，環保局與行政院環保署合作，結合東

海大學、中央大學與中國醫藥大學組成的學術團隊，引用美國太空總署 NASA

的先進設備與遙測技術，共同推動「能見度與超細微粒監測分析計畫」，在東

海大學及環保署忠明測站設置監測分析點，進一步解析細懸浮微粒的物理化學

特性，找出汙染源及貢獻度，擬訂台中市空氣能見度改善策略。

空汙 PM2.5 數據蒐集

東海大學景觀系黃章展老師與電算機中心主任楊朝棟老師團隊合作在東海校園

進行微型感測器布建，針對汙染物質 PM 2.5 濃度數據進行收集與分析，並將

數據整合至台灣空氣品質大數據監測平台。2019 年 6 月東海大學與中研院資

訊科學研究所合作，共同更新台中市內國小校園內之空氣盒子，由東海大學扮

演協調角色，中研院負責設備的經費與安裝，朝向永續性合作關係發展。

▲ 協助台中市政府與 NASA 政府監測空汙數據

▲ 空汙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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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合作與研究

大潭藻礁生態研究 -SDG 14 Life below water

▲ 中部地區大學社會責任計畫跨校聯盟簽署

會議
▲ 東海大學校長王茂駿（右）與中衛發展中心總經理朱興華（中）和一般社團法人地方創生聯盟

AIA 代表理事木下齊，共同簽署臺日創生技術合作備忘錄

USR 中區跨校聯盟

地方創生議題國際合作

為借鏡日本地方創生經驗，財團法人中衛發展中心舉辦 2019 臺日地方創生高

峰會，邀集臺日產官學研各界，多達 300 位地方創生專家參加。東海大學、

中衛發展中心，及一般社團法人地方創生聯盟 AIA 更在會議中簽訂技術合作合

約，啟動未來臺日在地方創生議題的深度合作。東海大學長期關注社會的永續

發展，在創校時期即有工作營，而師生經常到國內外各地進行社區服務與整體

營造，台中市中區再造計畫就是產官學合作很好的案例。地方創生是未來校務

推動的重點領域之一，更是推動創新模式機制與環境 (New)、發揮學校對社會

的貢獻與影響力 (Real) 的具體實踐。

▲ 大潭藻礁生態研究

為了解觀塘工業區 ( 港 ) 興建第三天然氣

接收站威脅大潭藻礁魚類多樣性，東海

大學生命科學系、環境與生態研究中心

副教授溫國彰、中研院生物多樣性研究

中心助研究員林子皓、林千翔所組成研

究團隊。調查結果顯示，大潭 G2 和永安

皆為物種多樣性最高處，發現本次採樣

到的魚種不論是數量或是種類都大幅度

下降，也推論這幾年來沿岸開發已經降

低大潭藻礁魚類群聚。

東海大學邀請中部地區七所大學中國醫

藥大學、南開大學、弘光科技大學、逢

甲大學、國立台灣體育運動大學、國立

暨南國際大學及靜宜大學，於 2019 年 9

月 16 日共同成立「中部地區大學社會責

任計畫跨校聯盟」。八校均位於中部地

區、學術各有亮點與專長，且均執行教

育部大學社會責任（USR）計畫。藉由跨

校聯盟成立，將可更有效整合資源、合

作及資訊共享，強化大學社會責任執行

能量及人才培育，實踐聯合國永續發展

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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鏈結學生與 SDG

教育資源

為協助解決開發中國家許多孩子因家庭經濟因素被迫放棄升學，東海大學於

2018 年起與家扶基金會攜手合作「海外精英培植計畫」，5 年內提供 2000

萬元給 50 名家扶基金會扶助的海外優秀學子來台就讀大學，透過這項計畫，

東海大學每年提供 10 萬元獎助學金給每位受獎生。目前已有四位來自吉爾吉

斯、五位蒙古的家扶推薦生就讀東海大學，期許優質教育後，他們能回到故

鄉幫助有需要的人。

▲ 東海大學海外精英培植計畫

▲ 東海大學暑假清邁兒少關懷服務隊

學生服務 - 國際志工

清邁市是泰國第二大城，是清邁省的首府，也是泰國北部政治、經濟與文化的

中心。清邁省有為數不少的慈善機構，照顧成千上萬的弱勢兒少，這些兒少都

是因為家裡貧困或家庭功能不彰，被迫離開原生家庭與在地社區，從小就不再

有完整的家人及社區的支持網絡。為此，東海大學服務學習組組建服務團隊，

在亞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聯合董事會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 的支持下，展開了為期 3 年 (2018-2021) 的海外服務學習計畫，與泰

國清邁的三處非營利組織合作，為當地的弱勢兒少提供服務。

本校學生依據自己所學專長及兒少的需要，設計多元有趣的課程、協助學生中

心搭建一間浴室。為更加了解清邁弱勢兒少的家庭背景及困境，安排多次的機

構座談與家庭探訪，進一步了解機構運作機制與需求，以及清邁弱勢兒少的家

庭背景與文化脈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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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海大學永續科學與工程學士學位學程教師 John Jaime Perez  
Coca 帶領國際學院 21 位學生進行國際海洋生態研究

國際研究 - 海洋生態

東海大學國際學院於 2019 年 11 月 27 日至 12 月 3 日前往菲律賓宿霧，進行

第四次海洋生態的異地教學。與當地聖卡洛斯大學 (University of San Carlos) 生

物學系、KP Green-Japan 企業責任小組 (Corporate Responsibility Group) 與牛津

大學 (Oxford University) 基礎設施投資小組 (Innovative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in 3) Group) 等研究人員，推動國際化合作。研究課題包含該區域海洋浮游植

物、海草與紅樹林保育及碳足跡等，藉以了解全球暖化對於海洋生態的影響。

SDG 教育

結合本校校務發展計畫，東海大學致力推動經濟永續、社會永續、生態永續與

文化永續的教學與研究，除了培養跨領域師資團隊之外，也透過成立研究中心

與 4 個跨域創新虛擬學院來推動 SDGs 教育。以 2019 年為例，本校開設多元

課程對應特定 SDG 主題，學生可以由初階的基礎課程、中階的核心課程到進

階的專題課程，逐步認識、理解到實踐各項永續發展目標對應的真實問題，多

數進階課程亦有對應的實習實作場域 ( 例如東海小棧、紅土農場、東大溪、東

海湖或高美濕地等 )。在 SDGs 整體概念與意識提升上，我們透過共同學科暨

通識教育中心開授通識課程，建立學生基本概念與知識。

經濟永續呼應 UN SDGs 課程及論文

SDG 目標
108 學年度相關課程 期刊論文

發表篇數課程數 選修人數 開課情形

目標  4 197 門 9,996 人
包括照護物聯網、金
融科技應用與實務等

共 51 篇
共 33 篇

目標  8 103 門 4,897 人
包括機器人理財、雲
端創業與數位行銷個
案研討等課程

目標  9 74 門 2,345 人

包括新農業創業實
務、產業經營與策略、
資訊科技的商業價值
創造等課程

目標 12 85 門 3,038 人

包括新經濟與創新營
運模式、網路行銷與
網店經營管理實務、
智慧永續循環經濟等
課程

小計 459 門 20,276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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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日文系/台日社區交流課程

     時間│2019/12/29(日)9:00-12:00

     地點│東海大學HT302

     講師│曾士民引導師 (Eric)
來認識什麼是SDGs!! 

大家一同實踐USR!

來思考我可以做什麼!!

★2030 SDGs Game 為日本的社會企業Imacocollabo開發設計

★報名請洽日文系教師張瑜珊 ysc52@thu.edu.tw

SDGs Game
體驗學習工作坊

永續發展目標

2030

生態永續呼應 UN SDGs 課程及論文

「社會永續」呼應 UN SDGs 課程及論文

SDG 目標
108 學年度相關課程 期刊論文

發表篇數課程數 選修人數 開課情形

目標  3 435 門 17,961 人 包括環境保護政策專題、環境變遷與低碳生活、環境意識省察：戰碳不已等課程

共 504 篇
共 317 篇

目標  6 122 門 4,832 人 包括環境政策、資源枯竭與永續設計、生態評估調查技術等課程

目標  7 76 門 3,333 人 包括新能源技術的原理及實作、能源與環境生物技術、綠色能源法專題等課程

目標  8 103 門 4,897 人 包括台灣生態與環境、永續發展政策實踐等課程

目標 11 170 門 6,421 人 包括環境污染物鑑識技術、資源回收再利用特論、看見東海與環境倫理等課程

目標 12 85 門 3,038 人 包括資源回收及廢棄物處理、消費社會學：生態、美學與社會責任等課程

目標 13 341 門 17,648 人 包括環境評估、環境與政治、土壤與地下水污染整治概論等課程

目標 15 99 門 4,242 人 包括陸域生態系文獻選讀、陸域生態系文獻選讀、生態復育理論與工程等課程

小計 1,431 門 62,372 人

SDG 目標
108 學年度相關課程 期刊論文

發表篇數課程數 選修人數 開課情形

目標  1 48 門 2,498 人 包括社會救助與社會工作、兒童與社會工作、城市住宅問題與台灣居住正義探討
等課程

共 348 篇
共 223 篇

目標  2 175 門 8,354 人 包括高齡膳食服務、農食育中的語言實踐等

目標  3 435 門 17,961 人 包括高齡健康產業概論、銀髮樂園：無齡生活大翻轉、高齡休閒運動規劃課程

目標  4 197 門 9,996 人 包括從產地到餐桌的食物旅行、社區營造與農村產業等課程

目標  5 71 門 3,375 人 包括女性與台灣社會、性別教育等課程

目標  9 74 門 2,345 人 包括政府與企業、永續發展與交通政策等課程

目標 12 85 門 3,038 人 包括企業社會責任與倫理、社會責任專題研討等課程

小計 1,085 門 47,567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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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日文系/台日社區交流課程

     時間│2019/12/29(日)9:00-12:00

     地點│東海大學HT302

     講師│曾士民引導師 (Eric)
來認識什麼是SDGs!! 

大家一同實踐USR!

來思考我可以做什麼!!

★2030 SDGs Game 為日本的社會企業Imacocollabo開發設計

★報名請洽日文系教師張瑜珊 ysc52@thu.edu.tw

SDGs Game
體驗學習工作坊

永續發展目標

2030

「文化永續」呼應 UN SDGs 課程及論文

SDG 目標
108 學年度相關課程 期刊論文

發表篇數課程數 選修人數 開課情形

目標  2 175 門 8,354 人 包括友善農作入門、台灣歷史與古蹟、社會企業與地方創生、農創美學．人文實
踐等課程

共 42 篇
共 27 篇

目標 10 94 門 4,520 人 包括台灣社會與文化、多元文化教育與實踐、社會階層與流動等課程

目標 11 170 門 6,421 人 包括臺灣古蹟與文物、文化景觀理論與實務、台灣廟會文化探索等課程

目標 16 256 門 10,549 人 包括地方創生在地案例探討與實務、台日社區交流等課程

小計 695 門 29,844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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