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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

董事會運作事項之作業程序與規範，均依據教育部核定之章程規定辦理，行使私立學校法所列董事會職權項目。102 年 12 月
23 日修訂「財團法人東海大學捐助章程」經教育部核定並據以施行。有關董事會之組成、職權及運作情形分述如下：

 (1) 組成：董事會之董事總額為 15 人，董事長 1 人，由當屆董事互選之；董事每屆任期為 4 年，連選得連任。

 (2) 職權：掌理董事 / 董事長 / 監察人之選聘及解聘、校長遴聘之人事權、學校財源籌措與運用、重要財務處決與發展、重要
校務計畫及規章之審核與執行監督、學校改制等重大決定。

 (3) 運作：董事長召集董事會議，會議每學期至少舉行 2 次；決議載明於會議紀錄，並分送各董事、監察人及其他列席人員，
列為重要檔案，於法人存續期間須永久保存。

校務會議

依據大學法第十三條及本校組織規程第二十二條設立校務會議，並訂有「東海大學校務會議章程」，議決校務重大事項，包括
校務發展計畫及預算、組織規程及重要章則、教學單位之設立 / 變更 / 停辦、教務 / 學務 / 總務 / 研究事項、教師評鑑、會議提
案或校長交議事項等。

  (1) 組成：本校校務會議章程第二至六條明定會議組成之成員及產生方式；包括當然委員、選任委員、職員及學生代表。選
任委員不得低於總委員數 1/2；學生代表為總委員數 1/9。

  (2) 運作：校務會議原則上於每學期開始後一個月及結束前一個月召開，議決事項及會議紀錄皆上載於本校會議紀錄系統，
供教職員生閱覽。

本校行政決策
組織架構

• 各級行政主管依組織系統及業務職掌，實施內部授權與分層負責。為維持行政決策溝通管道暢通，定期召開行政會議、系所主
管會議，追蹤列管組織決策速度。

• 行政會議橫向整合行政及教學各一級單位，為本校主要決策會議，學期中每兩週召開一次會議，討論重要校務、行政及校長交
議事項。

• 邀請學生實質參與校務政策及校園重大議題討論，行政決策過程廣納多元看法，充分落實校園民主。

決策組織與架構

東海大學在校務發展計畫藍

圖下，建立完整行政決策組織與

運作結構，並配置妥適人力，組

成堅實校務經營團隊。同時，提

供學生參與校務治理管道，並建

立校務治理之檢核機制；在嚴謹

的內部控制管考與精實作業推動

下，以校務研究成果落實自我評

估與調整，持續提升整體校務發

展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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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考機制與內控內稽

為確實掌握校務發展與治理之

進度，本校透過自我評鑑 ( 校務評

鑑、院系所及學位學程評鑑、通識

教育評鑑等 ) 進行管考，管理學院

更通過商管學院促進協會 (AACSB)

評鑑認證，工學院亦持續參與工程

教育 (IEET) 認證。此外，針對中長

期校務發展計畫、教學卓越計畫、

高教深耕計畫，以及各項政府部門

補助之全校性整合型計畫 ( 如科技

部之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教

育部之大學社會責任 USR 計畫等 )，

都制定有嚴謹的檢核與管理機制。

另外，透過內控與內稽，持續精進改

善行政單位之各項作業。

內部控制制度

 (1) 組織：內部控制委員會由秘書室作為業務承辦單位，由校長擔任召集人。

 (2) 成效：本校自 99 年 10 月開始實施內部控制制度，99 年 10 月完成內部控制制度手冊。109 年 1 月 10
日第 3 次修訂，修訂總則、廢止「內部稽核實施細則」及增修 164 項作業。本校設「內部制度宣導」專區，
供本校教職員工查詢。

內部稽核制度

(1) 組織：設置隸屬於校長之專任稽核人員一人，並設置內部稽核委員會，置委員 11 至 15 人，該委員會之
組成，本校法律顧問為當然委員、另由各院推選未兼任行政職且有行政資歷之專任教師一人及財務金融學
系與會計學系推薦二位具有財務、會計學領域之專業委員組成，負責稽核本校人事、財務、營運或關係人
交易事項及督導審查本校稽核人員依風險評估所擬訂年度稽核計畫，據以對各業務單位進行定期稽核或專
案稽核，以協助提升本校營運效能、資產安全及財務報導之可靠性。

 (2) 成效：106-108 學年度總共完成 76 項例行性稽核與 6 個專案稽核，稽核過程發現的作業缺失，各單皆
於期限內完成改善。

 

內部稽核種類 106 學年度 107 學年度 108 學年度

例行性稽核
總數量 24 26 26

通過件數 18 20 20

缺失件數 6 6 6

專案稽核作業
總數量 3 2 1

通過件數 1 0 0

缺失件數 2 2 1

自主檢查作業

總數量 1 1 1

自檢項目 454 438 444

制度面未符合項目 0 0 1

執行面未符合項目 9 9 11

內部控制制度缺失或異常事項

開出內控缺失改善追蹤單

回覆預防再發改善計劃及期限

追蹤改善

改善完成

結案
缺失追蹤回饋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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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資訊

東 海大學 106 學 年 總收 入 約

26.65億元、107學年約27.64億元、

108 學年約 28.6 億元，過去三個學

年平均收入約 27.63 億元，前三大

主要來源：學雜費收入、補助及受

贈收入與產學合作收入。在經常支

出上，106 至 108 學 年，分別 約為

25.3 億元、約 26.44 億元與 27.35

億元，將近六成主要使用於教學研

究及訓輔支出。為使學校永續經營，

東海大學依校務發展計畫各發展構

面、各學院及相關行政單位之發展

亮點計畫各行動方案之優先順序，

以及各計畫所擬定的短中程績效指

標，規劃各項投入資源。

27.63 億元   106-108 學年平均收入

26.36 億元  106-108 學年平均支出

1.27 億元        106-108 學年平均結餘

106 學年度 107 學年度 108 學年度
總收入 ( 億元 ) 26.65 27.64 28.60

經常支出 ( 億元 ) 25.30 26.44 27.35

結餘 ( 億元 ) 1.35 1.2 1.25

東
海
大
學
收
入
分
析

東
海
大
學
支
出
分
析     

單位：新台幣千元

項目 / 學年度
106 學年度 107 學年度 108 學年度

金額 佔比 (%) 金額 佔比 (%) 金額 佔比 (%)
學雜費收入 1,601,496 60.08 1,583,032 57.27 1,558,277 54.47

推廣教育收入 123,497 4.63 105,175 3.80 98,491 3.44

產學合作收入 299,805 11.25 332,017 12.01 322,480 11.27

其他教學活動收入 23,080 0.87 24,581 0.89 18,260 0.64

補助及受贈收入 413,311 15.51 508,641 18.40 537,091 18.77

附屬機構收益 21,436 0.80 21,631 0.78 14,663 0.51

財務收入 19,406 0.73 20,630 0.75 153,324 5.36

其他收入 163,412 6.13 168,525 6.10 158,270 5.53

合計 2,665,443 100.00 2,764,232 100.00 2,860,856 100.00

項目 / 學年度
106 學年 107 學年 108 學年

金額 佔比 (%) 金額 佔比 (%) 金額 佔比 (%)
董事會支出 2,318 0.09 2,617 0.10 2,373 0.09

行政管理支出 478,882 18.93 494,992 18.72 538,378 19.69

教學研究及訓輔支出 1,455,826 57.54 1,517,931 57.42 1,565,291 57.24

獎助學金支出 143,825 5.68 168,053 6.36 165,241 6.04

推廣教育支出 98,151 3.88 87,768 3.32 82,693 3.02

產學合作支出 271,160 10.72 303,210 11.47 300,447 10.99

其他教學活動支出 18,710 0.74 20,167 0.76 12,391 0.45

財務費用 10 0 0 0 0 0

其他支出 61,133 2.42 48,952 1.85 68,020 2.49

經常支出合計 2,530,015 100.00 2,643,690 100.00 2,734,835 100.00
學校收入與支出資料

 東海大學財務報告

校務治理

88校長的話 辦學成效與肯定 認識東海 實踐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 東海永續角色 校務發展 校務治理 附錄

決策組織與架構   財務資訊   人力資本   安全校園   精實校務



人力資本

員工組成與分佈

東海大學將人力視為一種資源運

用，加以評估是否發揮資源效益，透過

分析改進創造資源之最高價值，並以健

全人事制度、延攬優秀人才、提高教職

員素質、精進行政服務品質及謀取教職

員工福利為目標。

108 學年度，專任教師數為 534 人，

各級職師資分別為：教授 151 人、副教

授 171 人、助 理 教 授 173 人、講 師 32

人及助教 7 人。為配合校務發展與各系

所課程需要，另有一年一聘具有相關學

術專長之兼任教師共 708 人，其福利與

義務和其他專任教師不同。而各單位職

員與技工 / 工友分別為 396 人及 17人，

皆為本校正式員工。

2020 年 - 原住民及身心障礙員工人數

應進用人數 已進用人數 缺額人數 進用率 (%)

原住民 22 22 0 1%

身心障礙 22 24 0 1.09%

108 學年度 - 教師 / 職員人數分布

類別 依雇用類型 依性別 依年齡

專任 兼任 男性 女性 30 歲以下 31-50 歲 51 歲以上

教授 151 90 201 40 0 36 205

副教授 171 97 193 75 0 83 185

助理教授 173 241 263 151 4 286 124

講師 32 280 145 167 13 189 110

助教 7 0 3 4 0 3 4

職員 396 5 120 281 54 177 187

技工 / 工友 17 0 16 1 0 4 13

備註：專任教師聘任區分初聘、續聘及長期聘任三種；初聘為一年，續聘第一次為一年，以後續聘每次均為二年。

人才招募與留任

本校教職員人力評估過程由校長

帶領教職員人力規劃小組，依各單位教

職員專業與人力所需及教學行政業務

量，規劃配置或增聘人員。本校各學系

教學單位之專任教師聘任，經由校長主

持「教師延攬規劃委員會」討論協商，

相關徵聘單位及院長必須出席說明師

資需求規劃及徵聘資格，並經由本校人

事室公開徵選，三級三審的教評會審核

通過後方可正式聘任。本校提供教職員

在職進修之機會與管道，每年辦理職工

升等作業，提供表現優秀之職工升遷管

道，亦透過單位輪調等方式，活化組織

人力。

配合本校高教深耕計畫之跨域創

新學院逐年成立，逐年新聘優秀年輕教

師，開設各項跨域創新課程，改善教師

結構，並提升教學品質。近三個學年度

總共新聘教師 129 位，生師比分別為

21.27%、20.54%、20.41%，呈 現 逐 年

下降趨勢。未來本校將進一步擴大國際

師資的招募，主動延攬知名國際學者，

增聘國際師資，以厚植國際聲望與國際

教育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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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進教職員人數及比例

類別 性別 年齡 105 學年度 106 學年度 107 學年度 108 學年度

教師

男性
30 歲以下 0 2 2 1
31-50 歲 11 16 26 21
51 歲以上 7 5 5 7

女性
30 歲以下 0 2 1 1
31-50 歲 16 10 12 12
51 歲以上 1 1 4 1

總人數 ( 位 ) 35 36 50 43
新進率 (%) - 6.96 10 8

類別 性別 年齡 105 學年度 106 學年度 107 學年度 108 學年度

職員

男性
30 歲以下 10 9 1 2
31-50 歲 5 3 1 2
51 歲以上 0 1 0 0

女性
30 歲以下 17 33 2 9
31-50 歲 10 11 2 0
51 歲以上 1 0 0 0

總人數 ( 位 ) 43 57 6 13
新進率 (%) - 14.4 2 3

新進率定義：當學年度新進總人數 / 當學年度最後一天在職人數 ( 每年 7/31 人數 )

人才延攬與留任

人才延攬與留任

延攬優秀人才 針對年齡在五十五歲以下的優秀教師，按月支給待遇，教授 ( 研究員 )：每月獎勵數額，以不超過八萬元為原則。副教授 ( 副研究員 )：
每月獎勵數額，以不超過六萬元為原則。助理教授 ( 助理研究員 )：每月獎勵數額，以不超過三萬元為原則。

獎勵優秀人才 針對學術研究、產學研究或跨領域研究績效傑出之教師，支給額外的獎勵。就其學術論著，執行科技部計畫、其他政府機關委託研究
計畫或產學合作計畫等成果為依據向科技部推薦申請獎勵。

特聘教授遴選 為鼓勵本校教授致力於提昇學術水準，爭取更高榮譽，特訂定「東海大學特聘教授設置辦法」。

105 學年度 106 學年度 107 學年度 108 學年度

延攬優秀人才
補助人次 32 41 47 65

補助彈性薪資金額 2,427,000 1,551,000 1,524,000 2,589,000

獎勵優秀人才
補助人次 41 41 40 44

補助彈性薪資金額 5,642,400 5,605,750 5,416,800 6,042,200

特聘教授遴選
補助人次 18 19 23 22

補助津貼 ( 彈性薪資 ) 金額 1,380,000 1,053,000 997,200 89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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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與退休 •編制內教職員除參加私校退撫儲金制及選擇加入個人增額提撥制外，本校自 98 學年起推行東海大學福利儲 金退撫制度，由個人提撥月支數額之 3%-6%，
學校亦同額提撥校提儲金，此項福利將增加本校教職員之退休金比其他私校增加 25% 以上。 

•另為能活化人力及照顧資深職員工，98 學年度訂定本校教職員工退休（職）撫卹資遣及辭職年積金給予辦法。

薪給福利制度 •本校歷年皆比照公教員待遇標準給付編制專任教職員工薪。 

•優於公校每月給予房屋津貼或交通費 500-1,940 元等。 

•2018 年比照公教標準調增薪資待遇 , 約聘人員同步調增待遇 3%。

其他福利 •住宿：提供教職員工宿舍 400 餘戶。 

•健康守護：編列經費將教職員工納入團體保險，並補助同仁健康檢查費用。 

•子女照護從 0 歲起：與優質托嬰中心簽約保障本校同仁子女受托優先權，並在校園裡附設幼稚園、小學及中 學，提供完善的子女照護。 

•比照公教標準補助子女教育費，完善的子女照顧環境。

離職教職員人數及比例（含屆齡退休）

類別 性別 年齡 105 學年度 106 學年度 107 學年度 108 學年度

教師

男性
30 歲以下 0 1 0 0
31-50 歲 3 2 4 9
51 歲以上 12 20 10 16

女性
30 歲以下 0 0 0 2
31-50 歲 8 4 3 1
51 歲以上 7 5 5 4

總離職人數 30 32 22 32
總離職率 (%) 6 7 4 6

職員工

男性
30 歲以下 8 7 3 4
31-50 歲 4 4 3 5
51 歲以上 3 1 1 3

女性
30 歲以下 13 13 5 9
31-50 歲 14 9 0 9
51 歲以上 8 6 1 9

總離職人數 50 40 13 39
總離職率 (%) 12 11 3 10

總離職率定義：當學年度離職總人數 / 當學年度最後一天在職人數 ( 每年 7/31 人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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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提升專任教師教學、研究、服務

與輔導績效，以改善整體辦學品質， 本

校 100 學年度訂定「東海大學教師評

鑑準則」與「東海大學教師評鑑施行 細

則」，評鑑對象為於本校服務滿四年以

上專任教師，針對教學、研究、服務與輔

導等四大項目進行教師整體表現之評

鑑。本校教師評鑑考量到不同學院之多

元性，除有全校性共同基準之外，各學

院依照其教學研究之特色並參考教師

評鑑的精神，再自訂各學院之考核指標

與評分標準。評鑑結果作為教師升等、

續聘、不續聘及獎勵之重要參考。 

透過教師評鑑的機制，校內教師可

以透過不同項目的權重的選定，思考自

身的定位與發展方向，也可以檢視自身

的教學研究成效並檢討改進。以教學來

說，除了教學評量的結果之外，也包括

了教學與專長符合程度、授課時數、教

學負擔度、數位教學平台使用情況、特

殊教學表現等指標。搭配教師評鑑制度

的推動，近年來本校教師教學與研究表

現都有相當的提升。

學年度
項目

105 106 107 108 小計

教授

應評鑑人數 46 25 21 26 134

通過評鑑人數 44 25 21 26 132

未通過評鑑人數 2 0 0 0 2

副教授

應評鑑人數 69 32 41 42 215

通過評鑑人數 58 25 35 40 189

未通過評鑑人數 11 7 6 2 26

助理教授

應評鑑人數 53 23 24 25 144

通過評鑑人數 39 11 16 18 101

未通過評鑑人數 14 12 8 7 43

講師

應評鑑人數 17 8 3 4 35

通過評鑑人數 9 3 1 3 19

未通過評鑑人數 8 5 2 1 16

整體教師

應評鑑人數 185 88 89 97 528

通過評鑑人數 150 64 73 87 441

未通過評鑑人數 35 24 16 10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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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校園

東海大學秉持教育部推動「校園安

全衛生管理系統」的精神，由校長親自

簽署「職業安全衛生政策」，依循 Plan-

Do-Check-Action 動態管理循環，致

力於安全衛生之持續改善。

安全的工作環境

東海大學依職業安全衛生法設置

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及環境保護暨職

業安全衛生中心，委員共計 29 人，其中

勞工代表比例超過三分之一，每學期至

少召開 4 次 ( 含以上 ) 會議，並廣徵各

學院 ( 系、所 ) 對實 / 試驗場所及各工

作場所安全衛生空間及設備改善之建

議，以確保各實驗或工作場所空間及設

備的安全，防止職業災害發生。

1) 職業安全衛生委員會：審議、協調
及建議職業安全衛生有關業務之組織。

2) 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中心：
負責擬訂、規劃、督導、推動並指導本

校適用職業安全衛生法之單位實施安

全衛生管理事項之組織。

制訂職業安全衛生政策
協調、建議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
審議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實施計畫
審議作業環境監測計畫、監測結果及採行措施
審議健康管理、職業病預防及健康促進事項
審議各項安全衛生提案
審議自動檢查及安全衛生稽核事項
審議機械、設備或原料、材料危害之預防措施
審議職業災害調查報告
考核現場安全衛生管理績效
審議承攬業務安全衛生管理事項
其他有關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事項

職業安全
衛生委員會

主任委員
校長

環境保護暨職業
安全衛生中心

總務長
理學院院長
工學院院長
農學院院長
創藝學院院長
法律顧問
職安衛人員
健康暨諮商中心
護理人員
選任委員
勞工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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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提昇本校教職員及學生之「職場
安全與衛生」的知識、技術與態度，東
海大學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及職業安
全衛生教育訓練規則規定，於每學年度
開學前，對新進及在職教職員生舉辦實
驗場所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及 GHS 危害
通識暨化學品分級管理教育訓練，每兩
年舉辦一次急救人員安全衛生教育訓
練課程、每三年針對特定化學物質 ( 含
有機溶劑 ) 業務主管辦理一次在職教
育訓練班、不定期辦理肌肉骨骼人因性
危害預防宣導課程及針對長期暴露於
噪音作業環境 ( 平均 8 小時日時量平均
音壓級在 85 分貝以上區域 ) 之教職員
生，執行聽力保護計畫，以維護師生安
全與健康。新生於進入實驗 ( 習 ) 室或
研究室正式實驗 ( 習 ) 或研究前，由各
系 ( 場 ) 所實驗場所任課老師針對各別
實驗 ( 習 ) 或研究性質，先對新生施以
必要之安全衛生課程，並予測驗，測驗
通過者方可正式修實驗 ( 習 ) 或研究學
分課程，並備置安全衛生教育訓練簽到
紀錄簿影本一份，送環境保護暨職業安
全衛生中心存查。此外，藉由開設大一
至大四各學系學生都能選修的「安全衛
生概論」課程，使學生們對於生活上之
危害因子有所認知，且可養成合於規範
之行為，保護自己免遭職業和生活上的
危害。

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人數統

105 學年度 106 學年度 107 學年度 108 學年度

實驗場所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人數 515 525 477 292

GHS 危害通識暨化學品分級管理教
育訓練人數

495 505 417 279

學生安全衛生教育訓練人數 3,230 4,546 2,363 2,353

安全衛生概論修課學生人數 264 263 未開課 未開課

急救人員安全衛生訓練 0 95 47 39

107 學年新進教職員生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

108 學年新進教職員生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

109 學年新進教職員生安全衛生教

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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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的健康管理

本校 2020 年共辦 理 9 場 醫師臨

場服務，每場次約 3 小時，共計 72 次

諮詢，並提供教職員全額或部分健檢費

用補助。若檢查結果有特殊狀況，立即

通知同仁複檢，本校將依據教職員工健

康異常及健檢資料趨勢分析結果擬訂健

康促進計畫，辦理各項活動並逐年追蹤

成效調整計畫。2020 年以健康體位 ( 含

代謝症候群防治 )、性教育 ( 含愛滋病

防治 ) 及菸害防制 ( 含無菸校園及藥物

濫用 ) 為健康促進活動主軸，並辦理多

場醫療保健、傳染病宣導及 CPR 急救

教育講座，以增進教職員工對於健康自

我管理覺察、知識、態度，加強急救知識

與技能，提升救人能力。

教職員工健康檢查補助

健檢項目 健檢對象 補助金額

一般及特殊體格 ( 健康 ) 檢查 適用職安法令教職員工生 ( 第 二 類事業人員 ) 全額

教職員工健康檢查

專任教職員工（含客座、講座、傑出校友講
座）、約僱人員、軍訓教官、其他編制外專
職人員（含推廣部、電算中心、募委會）、
本校退休同仁。

滿 50 歲同仁每年一次；未滿 50 歲同仁每二
年一次，補助 1500 元整。

健康促進活動成果
2017 2018 2019 2020

• 109 年完成一般及特殊體格 ( 健康 ) 檢查 185 人。
•安排職業專科醫師面談訪視共 72 人，含過負荷諮詢 9 人 。
•職業專科醫師進行 20 場所現場訪視、護理師健康指導共 216 人。
•職業專科醫師進行肌肉骨骼人因性危害訪視共 9 人。
•母性健康保護計畫訪視 8 人。
•庭園工噪音環測 85.9dBA，持續加強耳塞配戴，避免職業傷害。
•3 名員工因發生職災，進行 3 次復工評估。

醫師臨廠服務 ( 場 ) 9 6 6 9

員工接受臨場諮詢的人次 27 29 35 72

職場健康講座 ( 場 ) 74 85 70 75

職場健康講座參加人次 9848 9998 7448 9540

教職員工生之一般及特殊體格 ( 健康 ) 檢查結果

2017 2018 2019 2020

健康檢查受檢率 (%) 93% 100% 94.6% 88%

前四大主要異常的項目

1. 視力異常 94.2%
2. BMI 異常 52.6%
3. 三甘酸油酯異常 30.5% 
4. 腰圍異常 18.9%

1. 視力異常 90.6%
2. BMI 異常 51.3%
3. 總膽固醇異常 35%
4. 低密度膽固醇異常 22.6%

1. 視力異常 87.05%
2. BMI 異常 55.55%
3. 總膽固醇異常 44%
4. 低密度膽固醇異常 32.69%

1. 視力異常 89%
2. BMI 異常 51.61%
3. 總膽固醇異常 35.1%
4. 低密度膽固醇異常 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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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嬰假統計

類別 男性 女性

108 學年度有權利申請育嬰留職停薪人數 2 7

108 學年度申請育嬰留職停薪人數 0 5

預計於 108 學年度自育嬰留職停薪復職人數 (A) 0 1

108 學年度實際自育嬰留職停薪復職人數 (B) 0 1

復職率 (B/A) - 100%

107 學年度實際自育嬰留職停薪復職人數 (C) 2 5

107 學年度自育嬰留職停薪復職後工作超過 1 年人數 (D) 2 5

留任率 (D/C) 100% 100%

註：1、有權利申請育嬰留職停薪人數：為請過產假及陪產假的員工人數計算

        2、申請育嬰留職停薪人數：尚在育嬰留停期間總人數

職醫臨場服務 庭園工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教職員工生一般及特殊體格（健康）

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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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實校務

大學改革已經成為全世界的趨勢，

而精實管理被全球公認為有助於企業

或組織，改善經營體質和提昇效率的利

器。東海大學自 104 學年度開始推動精

實行動方案，在本校中長期計畫中，將

精實管理列為六大發展構面─「高效經

營」的主軸之一，包括：105 學年度成立

「精實行動推動辦公室」、106 學年度

將 5S*1 管理觀念帶入精實管理、107

年度成立「5S 推動委員會」、108 學年

度總共有 26 個團隊進入複賽等。

展望 109 學年度的精實行動，除了

持續推動和深化 5S 活動之外，也將繼

續強化第 6 個 S（安全）的推動，同時

規劃將環保暨職安衛生中心負責的「實

驗 室 SDS（Safety Data Sheet，安 全

資料表）更新」納入 109 年度 5S 競賽

評分項目。此外，也會將如何培養團隊

成員發現問題、分析問題與改善問題的

三大能力列為重點，讓 5S 更具深度與

廣度。

精實校務重要里程碑

學年度

第一期

• 改善行政單位流程

本校中長期計畫中，將精實管理列
為六大發展構面

104
19 個精實專案

精實行動

學年度

第二期

• 成立精實行動推動辦公室
• 提出五大願景

推展至全校各業務團隊，檢視工作
流程，消除浪費、提高效率、簡化
流程以及優化效能105

12 個改善主題

11 個改善主題

精實行動

第一期
精實行動

學年度

第三期
透過工作環境的整頓、物品擺放動
線的調整等觀念來增進工作效率

106
78 個改善團隊

精實行動

學年度

第四期

• 成立5S推動委員會

規劃5S評分和競賽活動，分成初賽
與複賽，由各群中選出優秀前4名的
團隊代表各群參加複賽107 6 個S (Safety安全)

精實行動

• 導入5S精實管理觀念
• 行政單位和教學單位同時
   展開

加入

學年度

第五期

• 76個5S團隊

26個團隊進入複賽，打造精實校務
DNA，讓東海成為學習型組織

108
精實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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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5S 活動源自於日本，主要包括「整理、整頓、清掃、清潔、紀律 / 教養」等 5 個部分，它被豐田汽車

等日本一流企業以及許多海外企業視為推動組織改善的第一步。5S 不僅有助於製造現場改善，也適用於事

務部門改善職場環境和效率。

5
• 培養同仁具備精實業務流程的能力。
• 建立效率、熱情、開朗、安全、安心、幸福的職場。
• 建立持續改善的職場文化。
• 建立東海大學獨特的競爭優勢。
• 恢復東海往日榮耀、創造東海新榮耀。

• 5S＋1S（安全）活動
• 流程作業改善活動

大願景 2 大主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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