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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景與策略

校務發展

本校的使命為實踐求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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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大學的發展願景為成為一所

具有深厚博雅底蘊的創新卓越大學，校

園溫馨友善，學習主動多元。在此願景

下，本校以三個目標作為努力的方向。

此三個目標分別為：一、成為全人教育

的典範大學；二、成為創新人才養成的新

創大學；三、成為具國際化的卓越大學。

本校擬定四大發展策略，並透過六個發

展構面，擬定並統整教學與行政單位的

行動與計畫。

願景 目標 內涵

一所具有深厚博
雅底蘊的創新卓
越大學

全人教育的典範大學
結合數位科技與跨域整合的發展趨勢，在承繼優質校園環境特色與博雅精神的基礎上，培育學生發展專
業知識，亦兼顧人文與美感的養成，期能培育學生尊重生命與關懷環境，具備服務精神與公民責任。

創新人才養成的新創大
學

建構一個健全的新創生態系統（Entrepreneurial Ecosystem），以使學生在創新與新創（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IE）的思維與精神上，發展主動學習的能力，訓練溝通、思辨、與問題的解決，持續
發展開創、實踐、與團隊合作的能力

國際化的卓越大學
希望成為東西交流的平台，透過師資國際化、生源國際化，以及各種國際間的交流活動，使不論本地生
或外籍學生的學習與生活，能夠融入多元文化，發展全球視野，以成為世界公民為目標。

實踐求真、篤信、力行的精神，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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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人教育的
典範大學

六 大 發 展 構 面

構面一

基礎與專業

構面二

品格與領導

基礎知識
跨域學習

世界公民
僕人領袖

構面三

研究與發展

構面四

國際鏈結

特色強化
社會影響

多元學生
全球教師

構面五

優質環境

構面六

高效經營

永續校園
友善環境

精實管理
永續經營

使命 Mission

目標 Goal

願景 Vision

創新人才養成的
新創大學

具國際化的
卓越大學

策略 Strategies

策略一(S1)
專業宏通

策略二(S2)
創新研究

策略三(S3)
接軌國際

策略四(S4)
智慧校務

總體環境
‧社會‧科技‧經濟

國內環境
‧高等教育供過於求
‧人才供需失衡
‧大學國際評比表現

外部環境分析

‧招生
‧學生學習
‧研究與創新
‧國際化程度
‧基礎建設
‧財務結構

內部環境分析

校務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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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創生態系統

專業宏通

專業宏通以全人教育為指引，專業宏通策略著重在學生的品格與領導、基礎與專業的養
成，目標在養成學生具備僕人領袖的態度與格局，以及跨域整合所需的專業利基與跨域
學習的自主思考能力，形塑本校獨特的辦學特色。兩種語言（外語及電腦語言）、三項
學習（博雅、跨域、數位）以及四個永續（文化、社會、經濟、生態）為專業宏通策略
下的發展重點。

接軌國際

將以國際化校園與國際網絡鏈結作為主要發展方向。前者將在本校既有國際化優勢與特
色之上，持續發展校園，吸引外籍師生進入，成為東西方多元文化交流之平台；國際網
絡鏈結則針對校內師生，除語言能力與國際視野的培養外，發展國際鏈結，提高師生國
際移動力。

創新研究

創新研究策略以文化、社會、經濟、生態等作為四個永續為發展主軸，著重在東海大
學的特色強化與社會影響。在特色強化上，為提升學術聲望，本校將以各院/系領域
專業與研究成果為基礎，針對高齡、生農醫材、濕地、與永續環境等社會關鍵議題，
以及智慧機械、物聯網等重大經濟與科技發展趨勢，推動並協助跨領域/整合型特色
研究之進行。

智慧校務

智慧校務策略的目的在提供智慧、友善的教、學、研環境，支持學生學習、學術研究
、國際化發展，並以高效經營、精實校務、完善內控、以及效率經營，提升行政效能
，健全財務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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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願景

兩種語言：
‧外語
‧程式語言

三項學習：
‧跨域學習
‧專業學習
‧博雅學習

策略1
專業宏通

策略2
創新研究

四個永續：
‧社會
‧經濟
‧文化
‧生態

‧國際化校園
‧國際鏈結
‧國際職場實習

策略3
接軌國際

‧住宿學習
‧創客空間
‧雲端服務

策略4
智慧校務

目標3  具國際化的卓越大學
目

標
1 

 全
人

教
育

的
典

範大學
目標2  創新人

才
養

成
的

新
創

大
學

創新研究

智慧校務

校務發展發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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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深耕計畫

為能將東海大學打造成為一所具有

深厚博雅底蘊的創新卓越大學，本校所

提出的高教深耕計畫，是一個以校務發

展計畫為基礎，銜接現有學生學習問題

與未來社會與產業需求的創新計畫。

第一階段，我們推動博雅學習再深

化、由專業到跨域、創新學習生態系統、

及社會創新與實踐等四大分項計畫，並

接軌校務發展計畫中兩種語言 ( 外語及

程式語言 )、三項學習 ( 博雅、跨域、數

位 ) 與四大永續 ( 生態永續、社會永續、

經濟永續、文化永續 ) 的精神，發展議

題導向、共學共創學習模式，希望能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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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階段全力推動全校博雅學習人

才培育體系，培育全校所有學生，使之

都具有博雅素養，擴散博雅學習成效(博

雅 +)；在跨域學習部分，將專業實習課

程與主題式專題擴散與深化到產業實

踐場域中實務問題的解決 ( 產業 +)；在

數位學習部分，建置全校性 AI 學習環

境、設計與發展完整的 AI 學習課程體

系，培育學生具備應用 AI 知識與技能，

與未來產業科技應用接軌 (AI+)。
社會創新與實踐

在地連結 地方創生 社會培力 大學社會
責任

大三大四

大一大二

第一階段
(107年-108年)

第二階段
(109年-111年)

兩種語言
三項學習

深化成效

社會

‧數位學習環境
‧共學共創
‧產業鏈結
‧創業扎根

創新學習生態系統

‧企業導師
‧課程領航
‧產學課程
‧創新創業

產業+

‧AI課程
‧AI證照
‧AI產學
‧AI人文

AI+

‧僕人領袖
‧住宿學習
‧虛擬貨幣
‧博雅歷程

博雅+

‧大學院
‧跨域創新學院
‧專業課程轉型
‧跨域課程

由專業到跨域

‧博雅教育
‧語言能力
‧通識素養
‧運算思維
‧國際鏈結

博雅學習再深化

經濟 文化

生態

校務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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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雅教育

東海大學以「博雅學習」作為教育

核心，全人教育為教育願景，並以學生

軟硬實力的養成為培育目標。由於博雅

素養需要時間涵養，博雅教育需要場域

的薰陶，如何在校園中結合社團、工讀、

住宿學習等，潛移默化地使學生成長，

並讓博雅教育內化成為東海創新教學的

DNA，是學校落實博雅學習與全人教育

的重要努力方向。本校整合學務處課外

活動組、住宿輔導組、勞教處、通識中心、

博雅書院及校牧室，共同建構一個浸潤

式學習環境以厚實學生博雅底蘊，並包

含三大運作體系：持續深化博雅書院培

力體系，並以博雅導師與同儕社群擴大

校內影響力；統整領袖培育機制與場域，

建立博雅學習再深化培育體系；精進勞

作教育領袖培育機制，推動服務學習。

博雅書院

博雅書院培力體系：博雅書院承
襲創校以來小班教學的方式，透過知識

學習、博雅講堂、生活實踐與國際交流

等完整機制，深化書院學生之博雅素

養，同時發展具有特色之博雅學習高階

課程，連結校友及產業合作夥伴，分享

書院經驗並擴大影響力。我們亦鼓勵

自主跨域學習，透過博雅書院完整培力

體系。藉由書院生必修的自主學習方案

(Active Project Learning, APL)， 建

立學生自我認知，強化團隊合作模式、

跨領域與跨地域學習。

領袖培育機制與場域：成立學生
發展暨領袖培育中心，統整全校學生僕

人領袖社群的培育機制與課程，包括基

礎培力 (L0)、進階培力與社群實踐 (L1)、

主題式培訓與場域實踐 (L2)、高階培力

(L3)，各階段課程皆有其對應的核心能

力、博雅素養，與培育路徑。住宿學習是

東海博雅教育相當重要的一環，106 學

年起透過住宿主題村的推動，結合各宿

舍分別開設不同主題領域的住宿學習。

僕人領袖培育架構

東海住宿主題村

以藝術村為例，本校以「東海．藝起來」為主題，舉辦「國際公共藝術創
作營」，邀請 Filin Gheorghi 等五位國際藝術家和五位國內藝術家，現場
同步創作 10 件作品，主題結合東海大學傳承創校的人文精神與自然文化
景觀，讓東海的師生們能參與及實習公共藝術創作，樹立二校區的精神象
徵和新的里程碑

‧Communication 溝通表達 基礎培力
全體新生

培育對象與進階體系培育核心能力與內容 培育核心能力與內容

‧Community engagement 社會實踐
‧Creativity and Innovation 創意創新Level 3

‧Characters 品格特質
‧Critical thinking 思辨與邏輯
‧Community engagement 社會實踐
‧Creativity and Innovation 創意創新
‧Cross-cultural understanding 尊重多元

Level 2

‧Characters 品格特質
‧Collboration 團隊合作
‧Community engagement 社會實踐
‧Christ centered spirit 基督立校精神

Level 2

Level 1

高階培力
C-Level 核心成員

主題式培訓&場域實踐
學生社群領袖與主題村幹部

進階培力&社群實踐
ALPHA/社團/棟長/勞作幹部等全校領袖社群

挑戰巔峰   +   實踐與發表   +   第五級領導力

戶外冒險   +   創新啟動營   +   主題式培訓   +   實踐與發表

東海風   +   進階培力   +   暑訓/幹訓   +   社群實踐

大學入門   +   大學引導   +   新生村與成長工作坊

校務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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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作教育領袖培育：勞作教育是
東海立校以來深具特色的教育方式，除

原有的基本勞作教育與助學勞作之外，

特別加入了「核心課程」及「加值課程」：

包含工作態度、自我管理、團隊合作等

核心主題，以及學校歷史、人物、建築、

景觀及生態等特定主題，透過知識帶入

勞作現場，深耕勞教服務領導力。「東海

大學齊飛青年服務團」是校內具有服務

熱忱學生所組成，培育具有關懷體貼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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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飛青年服務團近年來舉辦各種志

工活動，如偏鄉助學、淨灘淨山、原住民

擺攤等活動，也帶領服務團遠赴海外進

行國際志工學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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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視野

東海大學以學生與教師兩大族群為

目標對象，提升本校之國際移動力。本

校具備多元化的師生背景，多年來打造

友善校園環境，讓各國學生能在校園中

感到安心。未來，持續打造友善校園環

境外，本校將在境外生穩定學習的基礎

上，進行全校境外生各學習相關單位之

整合，逐步達成全球視野與國際交流，

營造多元互動國際化校園。

提升學生國際移動力：補助本地
學生 Outbound 交換與雙聯學習，降

低學生經濟壓力，與更多海外姊妹校建

持續打造國際校園環境，促進雙
聯學位學習：持續增聘國際師資，發展

各項本地生與境外生共班學習之全英授

課學程。積極推動校級雙聯計畫鼓勵學

生厚實英語實力，供有意出國深造學生

具更多元的學習規劃，增加學習動力。

發展境外生與本地生共學網絡：
針對本地生與境外生之國際化需求，發

展境外生與本地生共學網絡，同時配合

國際村的住宿學習，鼓勵境外生與本地

生共組團隊、參與僕人領袖培育；另結

合 AI 領域課程與團隊，引導境外學生

融入本地生的創新創業團隊，激盪新創

火花。

立連結，並推動多元化雙聯學制，增加

學生交換與海外學習機會；同時，推動

姊妹校學生 Inbound 交換學習，吸引

海外學生，並發展和更多學校的合作關

係。

增進教職員參與國際交流誘因：
定期出席教育者年會及高等教育論壇

外，積極尋求與不同國家合作契機，藉

由辦理高教能量輸出之教師研習活動

等，爭取教職員交換及短期交流、學術

交流等，促進教師進行雙邊研究，提升

國際能見度。

‧語言無障礙與雙語化校園
‧全英語授課學程

‧姐妹校境外生交換
‧教職員教學與研究雙邊交流

‧本地學生國際移動力
‧雙聯學位交換

‧AI/創新創業
‧博雅書院
‧國際村住宿學習
‧境外生海外實習

境外生
Inbound
學習

本地生
Outbound
交換

境外生
多元培育
機制

友善化
國際校園
環境

東海大學

本地學生

境外學生 境外教師

本地教師

校務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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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學習

教學創新與品質

東海大學建構滾動式教學創新推動

機制，幫助本校師生適應內外在環境變

化衝擊與科技日新月異發展，協助學生

從專業到跨域、從跨域到創新、從創新

到實踐，培養學生有能力解決未來世界

的真實問題。我們進一步導入「跨領域

AI 產業人才培育」，集結各院、系之領

域知識出發，並搭配 AI 技術，發展與建

構跨領域學習與研究之創新模式、機制、

與環境 (New)，與對增進社會與產業的

貢獻與影響力 (Real)，包括 ( 一 ) 厚植

學生基礎能力，提升學習成效；( 二 ) 建

構跨域學習環境，增加學習多元性與自

由度；( 三 ) 發展創新教學模式，提升教

學品質；( 四 ) 提升學生就業能力；( 五 ) 

跨領域 AI 產業人才培育。

落實與發展教學創新及提升教學品質

‧完善實習安全網
‧建立學生職場態度   
‧實習資訊平台及E化表單管理
‧強化校友產業實習與輔導能量

落實教學創新
提升教學品質

‧大一中文實踐應用
‧全面大二英文模組化
‧通識課程專業化
‧Al元素的全校性運算思維與程式設計

‧學院暨院系創新實驗計畫
‧跨域創新學院的啟航與領航
‧建構多元彈性跨越學習
‧院系課程轉型與接軌

‧促進產學合作與擴增實踐場域
‧跨學院、跨單位合作提升AI教研能量
‧產業與學院特色AI課程基礎、進階架構
‧打造智慧學習與體驗場域

‧智慧校園應用服務與加值
‧持續推動四大永續主題特色
‧強化資料蒐集與分析回饋
‧學習評量與循環改善
‧創新創業課程

厚植學生
基礎能力

建構跨域
學習環境

跨領域AI
產業人才培育

發展創新
教學模式

提升學生
就業力

校務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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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校園

智慧校園應用服務與加值：為因
應數位轉型與學習型態的改變，東海大

學 107 年完成建置智慧校園 (SMILE)

服務架構，提供智慧服務 (iServ)、智慧

管理 (iMan)、生活資訊 (Info)、智慧學

習 (iLearn) 與智慧環境 (iEnv) 等五大

領域應用程式服務，串建東海物聯網機

制，持續擴充各種數位學習環境軟硬體，

並引進已臻成熟的雲端與物聯網、人工

智慧 (AI) 等技術，建立更完善的智慧

校園。

數位行動到終身學習模式：透過
單一帳號整合架接五大模組包含學習、

生活、實習、服務、畢業求職等合計 15

個子系統，透過各項資料匯流並將資料

與數據納入東海 2.0 校務研究平台進

行分析，作為校務政策與教學改進參考，

並建構 iResume 履歷網與 THU 人才

網，匯集學生在校的各項數位校務記錄，

打造出在校實習、個人履歷彙整與產生，

及求職管道一條龍資訊服務，提供學生

便利的實習與就業職缺選擇。

SMILE 架構

智慧學習與教室
‧iLearn愛學網微課程、課中互動模組
‧教室環境感測

智慧服務
iServ

智慧管理
iMan

生活資訊
Info

智慧學習
iLearn

智慧環境
iEnv

數位生活與
學習環境

跨域創新
資源平台

智慧學習推動

數位行動
學習模式

智慧校園(SMILE)
‧AI軟體雲服務
‧數位學習環境軟硬體擴充

智慧服務
‧建立校務知識庫平台、網頁即時服務
‧導入智能校務服務機器人

東海LineBot
‧介接圖書資訊、活動資訊、校園導覽
‧校友服務

數位學習推動委員會
‧擴充數位攝影棚、多元學習共學空間
‧數位教材、線上課程、教師社群

參與單位

‧電算中心
‧圖書館
‧教資中心

校務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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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人才培育

東海大學跨領域 AI 人才培育的重

點有二：(1) 規劃全校性 AI 課程；(2) 建

置全校性 AI 學習環境，目標為協助院、

系「產業 +」教育轉化，並以產業連結為

原則，由產業需求思考、培育學生解決

產業真實問題，同時幫助產業轉型人才、

擴大至 AI 層面的應用。本校與大渡山

學會簽署三年「AI 合作框架協議」，透

過雙方共同投注經費，導入「AI 專案計

畫」在全人教育與專業學院的扎實訓練

的基礎上，結合創新的思維，發展與推

動跨足人文、社會、數位科技、設計的共

學、共創、共生的社群學習實踐場域。

為落實 AI 人才培育目標，以各院、系之領域知識出發，結合 AI 技術，設計培育動手實作與解決業界實際問題能力的課程。讓學生
具備專業知識 (Domain)，實作能力 (Hands on) 與 AI 技能，發展領域別 AI 應用，促進專業學門與 AI 技術融合，培養具產業接軌
能力之 AI 人才，擬從「產業連結面」、「教學研究能量面」、「課程推動面」、「學習場域面」、四個構面著手。

跨領域 AI 產業人才培育實施架構

1.雲創學院跨域產業+AI實務
2.AI專題與產業實習
3.AI深碗型課程
4.各院AI共同課程
5.全校共同必修AI基礎課程

1.工：智慧永續循環經濟
2.創：環境智能設計產學共創研究
3.管：智慧行銷跨領域學程
4.農：智慧化農牧產業鏈人才培育
5.理：AI智慧醫療
6.法：AI產業法律需求與發展
7.統：Data+數據科學
8.設：智慧產品設計

1.各學院與產業鏈結：產學合作
   計畫、實習與參訪、企業導師
2.大渡山協會：AI合作框架協議
3.AI產業人才培育：人工智慧學
   院與AWS合作
4.創新產業聯盟：手工具協會、
   板金協會與中部六大工業區

1.e-PBL教室與i-PBL教室
2.建置AI-PBL教室
3.圖書館智慧討論教室
4.AI體驗中心
5.Martech創新服務實驗場域

A 產業連結 B 教研團隊 C 課程轉化 D 學習場域

創新合作與聯盟 課程類別

參與院系所 智慧學習建設

校務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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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大學「跨領域 AI 產業人才培育」主要由
本校「大渡山 - 東海 AI 中心」統籌校內各院
系推動 AI 教育轉化計畫。從 109 年本校推動
AI+ 教育以來，除規劃全校性 AI 人才培育整
體課程架構外，為接軌產業應用端更與全球最
大雲端平台 AWS 合作，同時開設「AWS 雲
端服務認證與證照」課程，其中 AWS 證照考
取通過率從自 108-1 學期 6.5% 提升至 108-2
學期 21%。

以「智慧製造」、「智慧生態與環境」、「智
慧醫療」與「智慧建築與設計」等四大校級
AI 應用主題教研為發展重點，除支援「L3 產
業 +AI 學程」與「L4 產業 +AI 實務專題」課
程，亦整合校內外場域以 AIoT 共學共創展示
基地、台中榮總智慧醫療應用、「智慧種子屋」
(Smart Biophilic House)、東大溪及校內校園
做為示範場域連結，建構共學共創學習模式。
同時，結合本校校務研究辦公室 (IR) 掌握之
校務相關數據，建置 THU AIR (AI+IR) 解決方
案平台，精進全校 AI 課程之推動。

基礎
學習

55-60門課/年

產業
應用

跨域
學習

進階
學習

Al-L4：雲創學院跨域產業+AI應用類別

AI-L3：產業+AI學程

AI-L2：院AI共同課程

AI-L1：全校共同必修AI基礎課程

Al-L0：全校智慧學習環境

雲創選修

AI應用
案例實務

進階AI程式設計

運算思維與AI程式設計

數據科學介紹

理、工、農、文、管、社科院、創藝、法律、國際學院

機器學習與
深度學習

影像處理與
電腦視覺

自然語言處理
與知識圖譜

智慧農業智慧整療 智慧應用 智慧設計 智慧商業

新經濟學程 雲技術學程

跨領域課程
30-40門課/年

40-50門課/年

雲創學院3位專案教師、工學院(資工系為主)
、管理學院教師及業界專家

1. AI中心(6位專任工程師、業界顧問)

2.「AI教育轉化計畫」以及重點發展

4大校級計畫之種子教師培育

3. AI教師社群

4. AI能量與特色研究

5. 專業證照與進修

各院專任教師、AI專業教師，約30位教師，
並依課程需要，聘請業師，共同授課

19個院系，約60位教師

工學院、雲創學院、數位創新碩士學位學程
及教育研究所等教師支援3位專任教師、3位
專案教師、3位兼任教師 

AI教師支援與培力系統

IA for AI
Innovation & Application for Al

AI雲端學習教室

雲創學院
跨域產業+AI實務

產業+AI實務專題：
AI for Real Enterprise Projects

產業+AI學程 產業+AI學程：
Al for Industrial Applications

院AI共同課程 院共同課程：
Al for College Domain 

全校共同必修基礎課程
全校共同課程：
AI思維與程式設計
AI Thinking and Programming

AI產學合作

課程轉化

AIR基礎設施服務

Grafana Tableau
數據儀錶板 AIsec元件服務

L4

L3

L2

L1

‧智慧製造
‧智慧醫療
‧智慧生態
‧智慧建築

THU AIR 技術平台與全校性 AI 課程架構

校務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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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創學院
東海大學攜手亞馬遜AWS和台灣人工智慧學校
，成立全台首創跨領域「雲創學院」，發展「
雲端技術」與「新經濟」兩大學程。「雲端技
術」結合AWS技術與平台，訓練未來產業需要
的人工智慧、物聯網、大數據、及雲服務人才
。「新經濟」部分則注重科技帶來的產業衝擊
及可能產生的創新經營模式，Uber、Airbnb、 
Netflix等都是在AWS平台上顛覆傳統經營模式
的新經濟成功典範。雲創學院主要參與系所包
含資工、工工、電機、企管、資管及數學六個
學系，學生需以組隊方式進行畢業專題，並讓
非資訊領域的學生也能跨域解決業界實際問題
，2019年更有7位同學考取「AWS Certified 
Cloud Practitioner」國際證照。

大渡山-東海AI中心
東海大學與大渡山學會(DDS)簽訂「AI合作框
架協議」，挹注全校性AI課程發展，培育學生
從「AI+」到「產業+」之實作能力。發展重點
包括：1)成立「大渡山-東海AI中心」，建立產
業連結平台；2)結合院系專長發展領域別AI應
用，由產業需求著手，協助企業AI發展的「產
業+」，期許讓東海成為中部的AI Hub；3)「
Tunghai Promote」，藉由強化院系「產業+」
的教學口碑， 並與產業結合強化實習、就業，
形塑東海成為AI領域的卓越品牌。

AI體驗中心-圓廳
東海第一個AI體驗中心「圓廳」的落成，是一
個結合產業，並跨領域的人工智慧體驗、教育
場域。運用數位科技創新校園學習環境，提升
在校學子的AI核心能力。

AIoT Lab智聯網共創基地
東海大學打造AIoT實作與實踐之共學共創場域
，提供整合及多元的學習應用並鏈結產業。其
涵蓋智慧生態、智慧建築及智慧製造，共有三
個院、十個系所的老師們帶領學生藉由共學共
創的運作模式，讓教育與產業的鏈結順利銜接
。隨著AI的發展與技術應用的提升，包括機器
人技術、物聯網、智慧工廠及整合數據分析都
推動著產業往自動化及智慧化發展及轉型，未
來學生畢業後面臨的是更競爭且全球化的市場
環境，東海大學結合並深化「教育轉化」與「
產業鏈結」，透過AIoT Lab智聯網共創基地的
多元應用，使師生在共學共創的氛圍下成長，
在面臨未來多變的世界，也能保有良好的競爭
力。

2018 2019 2020

校務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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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接軌

創新創業生態系統

配合達文西共學共創中心、創新創

業中心、產學與育成中心的運作，推動

各種創新教學，以及具有正向社會影響

力的專案，培養學生有能力解決未來世

界的真實問題，以實踐本校校務發展計

畫中所「New」 and 「Real」的發展願

景。

108 年紅點設計概念排名，東海大
學獲得亞太地區所有大學院校的第
10 名

整合校內創新學習資源並發展東

海校園特色：達文西共學共創中心於

2016 年 7 月啟動，以議題導向式專案

的推動，整合校內創新學習資源與場域，

讓學生對創新創業的接觸從課程、活動

延伸到生活與體驗，讓更多創新創業的

種子在東海校園中發芽，並持續強化與

東海周邊社區、特色商家、有機小農、文

化工作者、非營利組織與社會企業的連

結，強化資源的互補與共享，建立共學、

共生、共創的「友善永續生活圈」與「創

新創業生態圈」。申請到教育部 108 年

度設計思考跨域人才培育苗圃計畫，成

效斐然。

創新創業氛圍的營造與引發
透過墊腳石課程、議題松、工作坊、工作營等不同的方式，提供各種創新創業所需各項學習資源，為學生
創業團隊提供對應所需輔導課程，也建立創業小聚、校內市集、成果展等不同的方式，提供創新創業團隊
互動交流、成果展示、外部連結與募資的機制。

客製化輔導校內新創團隊
108 年導入創業團隊技術鑑定 (Creative Readiness Level, CRL) 機制，提供創新創業各階段所需的輔導資
源，提供不同階段創業團隊所需的創業資源，並協助鏈結校內大型計畫與校外校友資源，輔導的數量與成
效皆有顯著提升。

創新創業教師社群的經營
鼓勵教師自主提出跨領域教學計畫，在原有專業課程上導入創新創業課程模組，定期舉辦教師社群聚會。
創新創業教師社群為本校創新創業教育帶出活力，培養具備設計思考、創新、創業家精神的跨領域人才，
促成東海市集、路思義野餐、Final Demo Day 的辦理。

學生主動參與跨域創新人數 106 年約 200 人 107 年 849 人 108 年 611 人
創新與創業課程修課人數佔全校比例 106 年 10% 107 年 12.8% 108 年 22.5%
輔導團隊數 106 年 12 組 107 年 25 組 108 年 55 組
國內外創新創業競賽獲獎團隊 106 年 10 組 107 年 17 組 108 年 28 組

師生創新創業培育機制

根據已完成建構 CRL 培育機制下，提供

學生各階段之輔導資源機制。未來將以

「跨領域專案型導向師徒制」讓團隊可

以長期的運作下去，持續優化專案品質，

並創造更多的創業契機，同時透過舉辦

競賽、創新博覽會、成果展等機制，累積

與擴散校內創新創業的能量與成果，逐

步強化現有創新創業課程的質與量。

創業扎根到新創加速

文學院
文化創意學分學程

管理學院
創業組織與領導組
創意與創業碩士學程

工學院
創業家精神與行動學程

農學院
教育部生技產業創新創業課程

創新創業中心 達文西
共學共創中心

產學與
育成中心

五大創業學程

創意
創新
創業
社會實踐

加值課程

加值課程

教師增能工作坊

教師社群

校務發展

7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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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願景與策略   博雅教育   創新學習   產業接軌   社會實踐



校務發展

提升學生就業力

東海大學藉由教務處實習制度的推

動，結合就業輔導暨校友聯絡室所執行

的師友計畫，追蹤畢業生流向及雇主滿

意度之調查，同時執行國際職場實習專

案，規劃招生、行前說明會和成果宣傳

與培訓活動，共同協助學生與台灣企業、

外國企業交流，拓展實習合作企業。

建置東海大學實習資訊平台：實習

資訊平台著重於專業實習課程之資訊

管理與輔導機制之落實，教師得於線上

填寫實習機構的評估及實習輔導訪視

的記錄，學生可將實習過程的相關學習

資料上傳，行政人員則能運用平台更新

及管理學生實習資訊，並可於平台內檢

索全校各單位合作之實習機構動態資

訊。透過全校學生校外實習作業流程與

全校學生校外實習資訊平台之建置，有

效掌握全校實習業務辦理情況。以院為

基礎推動職輔，全校 90% 系所開設有

職輔相關課程。

邀請校友及企業擔任企業導師：持

續提升築夢師友計畫，擴大邀請校友及

EMAB 學生擔任企業導師。目前本校企

業導師皆由校長親自頒發證書，學生也

要經過正式的「拜師」程序，並搭配專

題實作課程，強化學生問題解決能力與

對產業實務的理解，亦請業師協助職涯

輔導及就業 / 實習的媒合。本校已經在

EMBA 正式成立「企業導師社」，透過

社團的運作，可以持續邀請更多 EMBA

同學和校友加入企業導師的行列，業師

的輔導經驗也可以累積，發揮最大的職

涯輔導功能。

※鏈結學校、學生、教師、實習機會的多功能平台※

東海大學實習平台+THU人才網

‧查詢/新增實習機構評估紀錄
‧線上登錄輔導訪視紀錄
‧線上評核學生實習學習成效

‧查詢實習職缺
‧繳交實習合約、家長同意書
‧上傳實習日誌、個人實習計畫書、
　成果報告等

‧登錄實習職缺資訊
‧登錄各類徵才訊息

‧國際處：實習職缺媒合與宣導
‧就友室：本校實習職缺
‧各院系：維護學生實習資訊
‧國際職場實習中心：跨校實習職缺/
　海外實習行前講習

實習學生 實習機構

行政單位 學校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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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永續主題研究
東海大學主題研究聚焦在四個永續

的特色來強化社會影響力，也希望藉著

研究能量與產出，驅動教學以發展本校

「創新學習生態系統」，強化教學與研

究相互支持，創新教學與跨域學習相長。

近兩年來本校四大永續主題整合性計

畫獲得教育部、科技部、文化部等單位

補助計畫金額超過 1 億元，顯見校內跨

域教學研究整合已有初步成效，亦是持

續推動教學創新的重要支持性力量。

3,884萬元

生態永續方面獲教育部相
關補助經費

1,260萬元

社會永續方面獲得三個大學
社會責任實踐計畫補助經費
( 含 USR Hub)

3,140萬元

經濟永續方面獲科技部補
助經費

3,756萬

文化永續方面獲得文化部、
教育部、臺中市、科技部、
中衛中心等補助與委託計
畫經費

結合四大永續主題之研
究成果，推動跨域創新
學院

四大永續主題的跨域教師社群，在累積相當的教學研究成果之後，已成立雲創、樂齡兩個跨域創新學院，未
來將陸續推動成立生態環境、地方創生等跨域創新學院。就教師面來說，過去要進行跨領域主題研究並不容
易，但搭配教師社群與跨域創新學院的運作，跨領域教師得以聚焦在同一主題，同時在教學、研究、產學與
社會實踐等面向進行交流合作，無論是跨領域共時教學、共同申請整合型研究計畫或合作發表論文，都可以
聚焦四大永續主題，累積更豐碩的教學與研究能量。

整合現有校級研究中心，
推動跨域整合研究

四大永續主題皆有對應之校級研究中心，或新設校級專案研究中心，整合跨域教師團隊，推動四大永續主題
之研究。在經濟永續方面獲科技部補助計 3,140 萬元，未來持續朝數位轉型、智慧製造與創新營運發展；社
會永續方面獲得三個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補助，未來著重高齡福祉主題研究，並建立社區關懷之跨領域研
究團隊；生態永續方面獲教育部相關補助共計 3,884 萬元，未來將積極投入火炎山、高美濕地、藻礁、空氣
汙染等多項研究議題；在文化永續方面，獲得文化部、教育部、臺中市、科技部、中衛中心等補助與委託計畫，
金額共計 3,756 萬。未來持續以人文創新、文化永續為主軸，經營校內東海小鎮等學習實作場域，並積極投
入地方創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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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主軸研究成果

• 教育部USR計畫A類-大肚山兒少青跨世代全
• 人培力創能發展計畫
• 教育部USR計畫類-誠食夥伴、好氣社區
• 教育部USR計畫C類-青銀共創、樂齡樂活
• 科技部-人文創新與社會實踐計畫
• 中衛中心-城鄉活化政策及地區盤點建議研析案

科技創新:智慧雲端監控
社區關懷、高齡教育、地方創生

綠能材料及生技醫療研發、
生態與環境、台灣生態監測方法學習資訊網

• 農委會-火炎山生態教育館委託營運服務
• 教育部-人文及社會科學知識跨界應用能力培育計

畫紅土學院:城市農園的實踐與創新
• 教育部-醫藥生技產業教學實習推動中心計畫
• 教育部-農業生技產業教學實習推動中心計畫
• 教育部-生醫產業與新農業跨領域人才培育計畫
• 科技部-多重壓力下之桃園藻礁生態系現況與對生

態系服務衝擊評估

人文社會創新、服務與實踐

• 教育部-大學校院創新創業中心示範學校計畫
• 教育部-創新創業課程開設與發展計畫
• 科技部-跨域永續「大」「地」創生-彰化人文

發展與跨域治理
• 臺中市政府-2018年臺中學國際研討會委託服

務案
• 教育部-人文社會學術創新計畫-地方創生跨人

才培育及訓練場域建置計畫

產業服務團隊與平台建構、
AI智慧製造、智悲創新跨域整合

• 科技部+公司-強化區域合作推動中南部智慧
機械及航太產業升級計畫

• 科技部-新興科技創新營運模式-台灣智慧製
造創新營運中心(TIMS)

• 科技部-運用人工智慧、互動設計與邊緣計算
於航太產業智慧製造之研究

• 教育部-多元文化跨國產業實習計畫

文化永續
活力創新

社會永續
社區關懷

生態永續
有機共生

經濟永續
平台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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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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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攬優秀人才 獎勵優秀人才 特聘教授遴選

補助人次
補助彈性薪
資金額

補助人次
補助彈性薪
資金額

補助人次
補助津貼 ( 彈
性薪資 ) 金額

104 學年度 15 1,350,000 40 5,959,680 13 0

105 學年度 32 2,427,000 41 5,642,400 18 1,380,000

106 學年度 41 1,551,000 41 5,605,750 19 1,053,000

107 學年度 47 1,524,000 40 5,416,800 23 997,200

108 學年度 65 2,589,000 44 6,042,200 22 89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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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學術研究

年度
主領域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工程與科技 179 191 192 185 162 137 138 131 190 250

自然科學 163 151 168 155 160 118 127 123 183 264

藝術與人文 5 9 3 10 9 13 8 10 11 11

社會科學與管理 61 61 48 70 59 59 61 74 77 72

生命科學與醫學 112 119 120 153 119 111 106 111 157 210

總計 371 379 386 420 372 313 309 322 416 559

年度
主領域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工程與科技 1045 1205 1449 1868 2091 191 2 2111 2129 2394 2653

自然科學 1300 1416 1559 1961 2235 2206 2455 2479 2852 3241

藝術與人文 24 43 22 37 33 48 56 54 63 97

社會科學與管理 314 358 382 486 443 451 495 495 566 739

生命科學與醫學 1085 1318 1585 1628 1862 2070 2127 2106 2234 2573

總計 2716 3075 3538 4113 4551 4572 4823 4803 5316 6073

 

2011-2020 年不同學科領域論文被引用次數 ( 採計當年度前 8 年發表者 )

2011-2020 年不同學科領域論文發表數

( 資料來源：Scopus，資料更新至 110/6/27，以上發表論文含期刊論文、研討會論文、叢書論文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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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類型 年度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1,099 件

7 億 4,608 萬元

近五年科技部補助研究計畫

科技部研究計畫 
( 含其他補助 )

件數
207 216 215 227 225

金額（萬元）
12,544 13,658 14,736 16,627 17,043

95 件

9,624 萬元

近五年科技部補助產學計畫

科技部產學計畫

件數
15 19 19 18 24

金額（萬元）
1,361 1,844 1,870 1,964 2,585

96 件

1 億 4,197 萬元

近五年科技部補助整合型計畫

科技部整合型計畫
( 含私校能量 )

件數
19 32 20 10 15

金額（萬元）
2,575 4,182 3,026 1,891 2,523

774 件

4 億 4,410 萬元

近五年其他產學合作計畫

其他產學合作計畫

件數
114 115 119 197 229

金額（萬元）
6,703 6,988 6,260 12,036 12,113

337 件

6 億 7,364 萬元

近五年教育部補助計畫

教育部計畫
( 含教卓及深耕 )

件數
47 54 65 88 83

金額（萬元）
9,005 9,179 11,791 18,626 18,763

87 件

9,839 萬元

近五年農委會補助研究計畫

農委會研究計畫

件數
13 11 16 27 20

金額（萬元）
1,311 1,450 1,295 3,413 2,370

2445 件

21 億 3,919 萬元

近五年全校產學與補助計畫

總計

件數
404 421 467 566 587

金額（萬元）
33,355 34,097 39,030 53,708 53,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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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研究與產學合作獎勵和補助

為支持教師研究能量，並拓展其學

術生涯發展，本校建構完備的學術獎補

助支持機制、人才延攬機制、深化產學

合作鏈結機制以及多元教師升等審查

機制，以期厚實本校創研能量。

類別
學年度

項目
104 105 106 107 108

學術
研究

學術著作獎勵 4,861,350 5,074,740 4,977,320 4,645,970 5,476,730

主持研究計畫獎勵 5,201,934 5,113,210 4,677,506 2,000,420 1,387,769

減授鐘點獎勵
( 含新聘教師減授鐘點 )

10,024,740 10,932,840 11,707,380 11,766,600 14,015,307

延攬及獎勵特殊優秀人才 7,309,680 8,069,400 7,156,750 6,940,800 8,631,200

計畫配合款補助
( 含整合型研究計畫補助 )

7,666,224 9,723,170 9,192,026 9,668,337 9,695,557

出席國際會議、學術研討
會以及學報編輯補助 2,496,770 2,112,547 2,210,964

2,465,029
出 616,897
研 1,435,324
報 412,808

1,303,704
出 98,892
研 1,003,812
報 201,000

產學
合作

產學合作獎勵
( 含產學獎、專利申請補助、產
學計畫管理費獎勵 )

246,004 478,747 2,190,550 460,078 2,787,365

小計 38,666,709 41,394,084 42,890,985 37,947,234 43,297,632

學術著作獎勵：針對國際期刊論文發表、專書著作、傑出表演與作品競賽活動或獲獎情形，予以分級和獎勵。

主持研究計畫獎勵：針對教師執行科技部專題計畫或其他研究計畫結案後，予以獎勵。

減授鐘點獎勵：針對教師執行科技部研究計畫件數，或執行非科技部產學計畫金額，予以減授鐘點。另有新聘教師減授鐘點獎勵，鼓勵青年學者致力
研究。

計畫配合款補助：協助教師爭取政府機構、民營企業及非營利組織計畫補助經費，針對計畫中學校自籌款項予以補助。

申請整合型研究計畫補助：補助「申請未獲通過之整合型計畫」與「本校發起之整合型計畫」，協助團隊得持續研究。

新進教師研究計畫補助：補助新進教師未順利申請到之科技部或中央級部會研究計畫，得以持續進行研究，俾利未來修正後提出申請。

出席國際會議補助：鼓勵教師出席國際會議發表著作，若未獲教育部或科技部補助，可向學校提出機票等補助。

校級研究中心管理費回饋獎勵：鼓勵校級研究中心致力特色研究，積極爭取校外經費，予以較高比例之管理費回饋。

各單位學術研討會補助：鼓勵教師辦理學術研討會，增加校外學者來校進行學術交流，提升本校學術研究地位。

學報編輯補助：為提升學報品質並爭取收錄於人文暨社會類學報，除核配各學院補助額度外，亦開放學報編輯補助。

學術研究與產學合作獎勵和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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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產學及補助計畫

2020 年高被引學者名錄 東海大學
榮譽講座教授張嘉修、陳維新再度
蟬聯

專 業 資 訊 服 務 公 司 科 睿 唯 安

(Clarivate Analytics) 於 2020 年 11

月 19 日公布「2020 年 高 被引 學 者 名

錄」(Highly Cited Researcher)，自全

球各領域中選出備受肯定的自然科學

家與社會科學家，獲選者論文被引用次

數在同學科排名前 1%；獲選人次前 3

多的國家為美國、中國大陸和英國，台

灣則有 12 名本土學者進榜。東海大學

榮譽講座教授兼工學院院長張嘉修，也

是國立成功大學化工系講座教授及日

本神戶大學客座教授，以跨領域 (cross 

field) 項目連續兩年獲選殊榮；而陳維

新是國立成功大學航空太空工程學系

特聘教授，也是東海大學榮譽講座教授，

其連續 5 年入選為工程 (engineering)

領域高被引學者，為台灣學術界第一人。

張嘉修教授
於 1993 年獲得美國加州大學爾灣分校博士學位，投入生化工程領域近 30 年，近年來更聚焦於微藻生

技與工程以及循環經濟之研究，在微藻固碳減廢及循環經濟技術居世界領先地位，連續兩年獲得高被引

學者的肯定。張嘉修共發表超過 510 篇 SCI 期刊論文，被引用次數近 25,000 次，h-index 為 79(Web 

of Science)，且擁有 50 個專利，並獲得包括美國醫學暨生物工程學會會士 (AIMBE Fellow)、國際生

物程序學會會士 (IBA Fellow)、亞洲生物技術聯盟執行委員會委員 (AFOB Executive Board)、科技部

特約研究員、東元獎等國內外重要學術獎項及榮譽。

陳維新教授
五度蟬聯高被引學者，1993 年獲得台灣國立成功大學航太博士學位，投入能源領域近 30 年，主要專

長為生質能、氫能、潔淨能源、能源系統等綠色能源與燃料技術。近期更積極在能源系統上應用人工

智慧 (AI) 與大數據分析，以建立並優化綠色循環能源系統。曾獲科技部傑出研究獎 ( 二次 )、李國鼎金

質獎、李國鼎榮譽學者、中國工程師學會傑出工程教授獎、國際知名期刊 Applied Energy( 二次 ) 及

Bioresource Technology 高被引論文獎等國內外重要學術獎項及榮譽。陳維新共發表約 300 篇 SCI

期刊論文，被引用次數達 9000 次，其 h-index 為 53(Web of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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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發展

社會實踐

整體社會責任實踐藍圖及目標

「社會責任」一直是東海立校以來

承襲博雅學習、勞作教育、社會參與的

重要 DNA，體現在本校對 USR 與人社

相關計畫的積極參與，也建立了全校性

整合推動機制。在逐年推動各項整合型

社會創新與在地實踐計畫的過程中，配

合校務發展計畫的願景及推動方向，本

校對於未來如何能夠持續推動 USR 的

藍圖也逐步清晰。配合社會永續、文化

永續、經濟永續與生態永續主題的推動，

東海大學將推動 USR 的願景訂定為「博

雅為本、科技為用，發展四大永續教學

研究與社會實踐」，並以 USR Hub 將

校內推動 USR 計畫能量串聯、聚焦，並

擴善至種子計畫促使萌芽。

東海大學整體社會實踐推動藍圖與目標

‧擴大課程連結與師生參與
‧建立創生知識體系
‧社會參與及典範移轉
‧成立地方創生學院
‧建構社會實踐生態系統

長期目標與推動策略

多元創新與實踐

國際連結與擴散

創生人才培力基地

‧全校性博雅學習
‧整合服務學習平台
‧SHS/公民陶塑/紅土農場

‧第一期USR計劃
‧人社計劃/大地計劃
‧成立樂齡學院
‧社會責任報告書

‧台日國際合作平台
‧亞洲地方創生中心
‧成立永續環境學院
‧多元實踐場域連結

103-105

深耕聚焦

永續推動

多元行動

Step 1 106-108
Step 2

109-110
Step 3 111-112

Step 4

跨域整合與聚焦學年度

學年度

學年度

學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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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發展

推動 USR 的藍圖獲得董事會與校內師生高度支持，我們已成立「大學社會責任

策略發展委員會」與「大學社會責任計畫推動辦公室」，通過相關辦法並啟動運作。

未來 USR 計畫以及本次 USR Hub 的申請都列為高教深耕計畫重要推動策略，並

與其他子計畫共同推動以提升計畫推動的成效，並期望能發展具有「東海特色與精

神」的 USR 計畫。為有效執行全校性社會創新與在地實踐相關計畫，本校建置相當

多激勵與深化制度和措施，用以協助支持 USR Hub 及 USR 計畫等之推動，包括激

勵參與與表揚制度、課務發展支持措施、人員生涯發展制度、深化校園認同措施等

等。

此外，從校務發展計畫、高教深耕到 USR 整

體推動體系，我們希望能建立一個可以支持學校永

續推動各項 USR 計畫的機制，各個 USR 種子型計

畫得以成長茁壯，各項萌芽 / 深耕型 USR 計畫的

成果也可以在校園內扎根，並成為全校教學創新與

社會實踐的養分，上述的機制應完整包括從規劃、

組織、執行、評估等各面向。

編製社會責任報告書

社會責任策略發展委員會

師生代表 場域代表 專家代表

USR計畫推動辦公室

USR國際型USR Hub USR一般型

執行策略與行動

專題活動 校內課程 實踐場域

‧推動本校整體USR策略方向
‧確保各項行動確實執行

‧篩選、培育、推動校內USR萌芽型計畫
‧USR萌芽型計畫之成果擴散
‧USR萌芽計跨域交流分享

‧計畫中各項數據蒐集與建構
‧內外部資源連結與整合
‧建立完整循環、回饋與改善機制
‧進行全面績效評估

‧場域經營與深耕
‧國際合作夥伴創新教學、研究、實踐模式之發展
‧中部大學USR聯盟之經營

‧主動揭露各項社會責任、永續發展相關資訊
‧提供USR計畫循環改進的參考

‧問題導向的創新學習方式
‧強化學生跨域學習能力，培養解決社會問題
的新創人才

‧與在地夥伴共學共創

‧薪資彈性調整
‧計畫人員職涯發展

‧教師評鑑2.0制度
‧多元升等辦法
‧彈性薪資制度

‧學術減授終點制度
‧行政減授終點制度
‧多元跨域開課制度
‧課程公開說明制度
‧跨領域共時授課獎勵制度

‧校務發展方向
‧校內共識活動
‧教師成長社群
‧成立學生工作隊

人員生涯
發展制度

課務發展
支持措施

激勵參與
表揚制度

深化校園
認同措施

東海大學 USR 永續推動機制

學校支持 USR Hub 發展之具體制度與配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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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實踐場域

東海大學以整合、深耕、與開拓為

基本精神，建置共學、共創、共生創新

教學實踐場域，整合校內創新創業資源

與社會創新能量，深耕在地社區，並開

拓外部資源，發展校內校外實踐場域，

讓學生透過問題解決導向學習，學習辨

識、分析、與解決真實問題，培養創新創

業與社會實踐的能力。

建置典範校園學習

107 年將校內原有閒置空間改建成東海小棧，作為實習場域，使學生在校園中培養社會創新創業能力。當學生修畢
一定學分後，並完成東海小棧規劃的商品開發、行銷實作課程後，可進一步到東海協助規劃經營的校外社區或實踐
場域。
108 年推動東海小鎮計畫，也與南投竹山的小鎮文創合作，除了原有小棧創新學習場域的經營，更透過與校內
USR 與人社計畫團隊的資源整合，發展一連串創新創業、社會創新、地方創生的課程，東海大學成為地方創生人
才的培育基地。

深耕東海大學校園

生態解說教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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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海大學生態農場：推動食農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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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擴大推動產學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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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專業實習聯盟平台 (Gift)：本校國際職場實習中心亦與政府單位、企業廠商合作，建立跨校實習合作平台「全
球專業實習聯盟平台 (Gift)」，開拓更多海外實習機會。AI+ 與產業 + 的推動，更促進本校與有志於應用 AI 技術
的廠商，進行協同開發與合作，共同培育產業 AI 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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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置典範校園學習

107 年將校內原有閒置空間改建成東海小棧，作為實習場域，使學生在校園中培養社會創新創業能力。當學生修畢
一定學分後，並完成東海小棧規劃的商品開發、行銷實作課程後，可進一步到東海協助規劃經營的校外社區或實踐
場域。
108 年推動東海小鎮計畫，也與南投竹山的小鎮文創合作，除了原有小棧創新學習場域的經營，更透過與校內
USR 與人社計畫團隊的資源整合，發展一連串創新創業、社會創新、地方創生的課程，東海大學成為地方創生人
才的培育基地。

深耕東海大學校園

生態解說教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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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海大學生態農場：推動食農教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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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擴大推動產學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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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專業實習聯盟平台 (Gift)：本校國際職場實習中心亦與政府單位、企業廠商合作，建立跨校實習合作平台「全
球專業實習聯盟平台 (Gift)」，開拓更多海外實習機會。AI+ 與產業 + 的推動，更促進本校與有志於應用 AI 技術
的廠商，進行協同開發與合作，共同培育產業 AI 人才。

共享平台

東海大學成立全台第一個以學生為

主，結合大學募款與社群經營之群募平

台，培育引導學生勇於跨出舒適圈，讓

學生能學習透過平台訓練自己利用影

音、文字的技巧為自己想要實踐的方案

或學習計畫進行對外的宣傳與資金的

募集。東海大學群眾募資平台分 5 個類

別 ( 公共服務、創新創業、團隊組織、夢

想挑戰及學生活動 ) 供學生提出申請計

畫。

博雅學習各類社會創新實踐平台：

推動生活共享平台、校園群眾募資平台

結合 Story 故事平台，讓學生可找到實

踐自我的外部資源或透過共享經濟達

成價值創造，促進在地、互助共創的創

新實踐。

生活共享平台

群眾募資平台

市府

THU Bot 溝通平台 博雅學習歷程平台 說故事平台

商圈

校內消費

社區扶助虛擬貨幣學生培育與生活共享平台

職涯輔導軟實力 服務實踐

學生使用虛擬貨幣App，培養
博雅力、累積服務時數、申請
信用評等徽章與證書、成績單
與學歷證明

大學審核學生各項活動成果，
並透過虛擬貨幣平台記錄學生
活動歷程於區塊鏈上

虛擬貨幣平台以區塊鏈上之加
密憑證產生網頁證書連結，推
送至學生的LinkedIn履歴證明

企業透過區塊鏈，取得學生同
意閱讀該證書之權利

餐食補助

學習型實習

THU Meal plan課業輔導

Story 故事平台

校務發展

8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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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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