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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一流大學，具博雅
底蘊的創新卓越大學

學生具備兩種語言

學生經歷三種學習

推動社會、經濟、文化
生態四種永續學術發展

私校第一
本校校友院士達11人，為私校最多
，更擁有超過12萬校友，成為凝聚
向心力與提升研發能量基礎

全國第3名
外籍專任教師占所有老師比例達7％
，國際化師資比例高，蔚為特點

306個
與國外及兩岸建立姊妹校數量，提
供學生國際交流強勢資源

133.90公頃
校地面積廣闊，平均每位師生可
分享的生活與學習空間達82平方
公尺，全國各校中首屈一指

（博雅、跨域與數位學習）

(外語、程式語言)

34 個學系
日間學士班

35所
碩士班

13所
碩士在職專班

14所
博士班

3 個學系
進修學士班

文學院、理學院、工學院、管理學院、
社會科學學院、農學院、創意設計暨藝
術學院、法律學院及國際學院

國際職場實習發展中心、達文西共學共
創中心、創新創業中心、樂齡生活與科
技創新中心、智慧製造與創新營運中心
、社會實踐暨都市創生中心、地方創生
中心、大渡山-東海人工智慧中心

個

生命科學研究中心、生態與環境研究
中心、智慧永續循環經濟研究中心、
兩岸社會經濟與管理研究中心、軟體
工程與技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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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東海

財團法人東海大學 ( 簡稱為東海大

學 ) 創立於 1955 年，校址座落於台中

市西屯區，是台灣最早實行通才教育及

勞作教育的大學，也是第一所在台灣非

改制升格設立且現存的私立大學。

做為一所基督教大學，東海大學的使命

為實踐「求真、篤信、力行」的精神，研

發促使社會進步的科技與知識，培育專

業、宏通、多元、開創的東海人。據此，

本校願景期以成為一所具備溫馨友善

校園，學習主動多元的創新卓越大學。

認識東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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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沿革
十九世 紀 末 期，美國基督教 會 在

中國大陸地區先後設立了 13 所基督教

大學，對華人高等教育有著極大的貢

獻；民國 39 年，臺灣熱心教育之教會

人士聯名向美國紐約中國基督教大學

聯 合 董 事 會 (The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Colleges in China) 建請於

臺灣創辦大學，以延續基督教在華教育

事業之優良傳統。聯董會經過多方考量

後，選定於臺中市西屯區大肚山創立「東

海大學」，並敦請美國副總統尼克森蒞

臨動土典禮，禮聘曾約農先生為首任校

長。民國 44 年東海大學招收第一屆新

生，錄取 200 名。

創校之初，東海大學所擁有的開創精神，如勞作制度、通才教育、圖書館開架制度、學生榮譽制度等，在教育史上都是前所未見

的創舉。此後，東海大學逐年增設各學院、系所及中心，並由吳德耀博士、謝明山博士、梅可望博士、阮大年博士、王亢沛博士、程海

東博士以及湯銘哲博士分別接任第二至八任校長。2016 年，王茂駿博士接任第九任校長。

1953 年 東海大學建校籌備處及董事會成立，選定台中西屯區大肚山建校。

1955 年 東海大學正式招收第一屆新生，草創初期設立文、理學院兩大學院，首創全國勞作制度、通才教育與圖書館開架制度。

1958 年 成立第三學院工學院，因應台灣加速工業化時代來臨。

1972 年 擴大招生、成立夜間部與實習農牧場。

1976 年 增設商學院，共擁有四個學院、三個研究所與十八個學系。

1980 年 增設農學院、法學院，學生逐年增加擴增。

1993 年 法學院正式更名社會科學學院，為中部地區最完整的社會科學研究重鎮。

1995 年 致力提昇學術能量、加強國際交流、成立跨領域研究中心、增添改善教學研究之軟硬體設施。

2004 年 擴大校區發展第二教學區、正式興建管理學院大樓、音樂系館暨美術系館、新生 / 教職員宿舍。

2006 年 創意設計暨藝術學院正式成立，為第七個學院。

2009 年 增設法律學院，共擁有八個教學學院。

2014 年 增設國際學院，為本校第九個學院。

2016 年 由王茂駿博士接任第九任校長，以「卓越東海」為治校理念，「發展東海成為一流的創新卓越大學，擁有溫馨友善的校園環境」為東海願景。

2017 年 臺中市文化資產處以「路思義教堂及鐘樓」將路思義教堂與畢律斯鐘樓登錄為臺中市定古蹟。

2018 年 成立雲創學院，積極投入發展 AI 人工智慧。

2019 年 路思義教堂升格為國定古蹟授證。

2020 年 通過「校園永續生態場域環境教育認證」，積極推動環境教育學習，創造跨世代福祉及資源循環利用之永續、低碳、綠色生活。

校徽四大象徵

藍色：象徵汪洋碧海、雄偉純潔

白線：光芒逐漸上升，至於無窮，象徵我校之精神

三鏈環：代表校訓，相環相扣，互為一體

十字架：象徵基督教的崇高精神。

關於東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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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醫暨材料科學國際博士學位學程
生物多樣性國際研究生博士學位學程
華語文教學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高齡健康與運動科學學位學程

數位創新碩士學位學程 表演藝術與創作碩士學位學程

日間學士班：34學系、3學程

進修學士班：3學系、1學程

碩士班：35所、4學程

碩士在職專班：13所

博士班：14所、2學程

6處、8室、2中心、

3學院、圖書館、

博雅書院、附中、推廣部

教　務　處
學生事務處
總　務　處
勞作教育處
研究發展處

會計室
校牧室
公共關係室
國際教育合作處
就業輔導暨校友聯絡室

雲創學院
樂齡與科技學院 
電子計算機中心 
生態與環境跨域創新學院
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中心

推廣部
博雅書院
附屬實習農牧場
附屬高級中等學校

圖書館
體育室
軍訓室
秘書室
人事室

國際經營管理學位學程
運動暨健康管理學士學位學程 國際企業管理碩士學位學程永續科學與工程學位學程

董事會

校　長

副校長

中文系(所) 外文系(所) 日文系(所) 歷史系(所) 哲學系(所) 英語中心
華語文教學國際學位學程(碩)

應物系(所) 化學系(所) 生科系(所) 應數系(所) 生醫暨材料科學國際學位學程(博)
生物多樣性國際研究生學位學程(博)

化材系(所) 環工系(所) 資工系(所) 工工系(所) 電機系(所) 數位創新學位學程(碩)

企管系(所) 國貿系(所) 會計系(所) 統計系(所) 財金系(所) 資管系(所)
高階經管專班EMBA(碩) 國際企業管理學位學程Global MBA(碩) 

經濟系(所) 政治系(所) 社會系(所) 社工系(所) 行政系(所) 公共事務碩士專班 教研所

畜產系(所) 食科系(所) 餐旅系(所) 運動休閒與健康管理學位學程(進)
高齡健康與運動科學學位學程

美術系(所) 景觀系(所) 工設系(所) 音樂系(所) 建築系(所) 表藝學位學程(碩)

法律系(所)

國際經營管理學位學程(學) 永續科學與工程學位學程(學)

文 學 院

理 學 院

工 學 院

管理學院

社 科 院

農 學 院

創藝學院

法律學院

國際學院
研究

國際職場實習發展中心
達文西共學共創中心

創新創業中心
樂齡生活與科技創新中心
智慧製造與創新營運中心
社會實踐暨都市創生中心

亞洲地方創生中心
大渡山-東海人工智慧中心

生命科學研究中心
智慧永續循環經濟研究中心
軟體工程與技術中心
兩岸社會經濟與管理研究中心
生態與環境研究中心

104學年度 106學年度 109學年度

103學年度 105學年度 107學年度

行
政
單
位

教
學
單
位

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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