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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2016年初，涵㨗懷著無比莊重的心情，宣誓就任國立東華大學第 7

任校長。持續秉持東華創校精神，從文化、科學、教育的創新願景，與深

化產學合作、強化國際移動、優化教育實驗的實踐面向，共同整合本校 8

個學院資源，落實跨領域教育夥伴團體願景，發展培育菁英為核心價值的

創新東華。上任迄今，積極致力於校務的推動與改革，感謝所有同仁的支

持與愛護，僅就相關重點校務及發展主軸，向各位委員進行說明，再請給

予批評指正。 

本校現有在學生人數共計 10,154名，分別為博士班 18所 346人；碩

士班 42所（含碩士學位學程）1,582人，碩士在職專班 14所（含經營管

理碩士-現役軍人營區在職專班）567人；學士班 39學系（含個學位學程

及法律學士學位學程原住民專班）7,659人。教職員工計有 872人（不含

延攬科技人才 9人），分別是專任(案)教師 494人（含專案教師 30人、客

座講座教授 1人、講座師資 2人）；職員工 378人（含稀少性科技人員 5

人、研究人員 2人、助教 2人、公務員 76人、技工工友 47人、駐衛警 8

人及校務基金工作人員 238人）。 

二、 校務重點工作推動辦理情形 

(一) 制定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  落實在地實踐行動力 

為使校務執行有更明確具體的目標可依循，本校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

以 5年為期進行規劃，定期檢視，以確保計畫之達成。配合地區需求及高

教政策，於參酌校務諮詢暨自我評鑑指導委員之建議，並透過行政會議及

擴大行政會議廣徵主管意見後，制定 106-110學年度中長程校務發展計

畫。依據本校立校精神與理念，設定具體校務發展目標：營造特色大學環

境，形塑永續多元文化、創造卓越創新研究，完備學習教學體系、提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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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專業發展，建立教師成長系統、重視學生生涯發展，增強學生學習縱

深、結合自然人文資源，重視東部平衡發展、及加強國際學術交流，拓展

全球合作平臺等六大目標，並分別對應校務行動策略，以落實未來 5年校

務重點工作。 

由於全球化與國際化等世界趨勢的轉變、教育政策及教育環境的持續

革新，近年高教政策為強化大專校院與區域城鄉發展之在地連結合作，實

踐其社會責任，積極推動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東華過去在提升高教的公共

性、社會責任及接軌國際部分與在地特色未高緊密連結。故承接六大校務

發展目標，形成核心理念：「東華 4.0創新跨域教學 深耕在地實踐」，透過

以東部地區豐富人文環境資源為實踐場域與素材，結合農業、觀光、環

境、原住民、藝術、文化及教育等題材，善用獨特之自然及人文環境優勢

與資源，鼓勵創新教學與跨域學習，帶領師生走出校園。以東華學術專業

連結社區產業，透過從地方、教育、實踐三位一體的展開，培養學生具備

跨域跨界的實作能力與國際思維，升級「東華 4.0」邁向新世代的教育課

題。 

(二)整合教學資源  鼓勵跨領域學習 

為強化培養學生第二或多元專長，鼓勵教師跨領域教學合作，由 2位

以上不同專長領域教師共同設計跨領域的整合性與創新共授課程，並共同

出席開課。推動以來，選修學生對於此類跨領域整合的創新課程，均給予

極高的評價。另修訂學程實施辦法，放寬跨域實務導向或就業相關學程之

學程總學分下限至 15學分，強化學生實作或校外實習機構實習需求。 

而自 96學年度起推行以學程為主的課程架構設計，主修領域之學分

數以不超過 76學分為原則，讓學生有外修的空間，並能在 4年內至少完

成一個主修及一個副修，且兼具跨領域能力以適應持續變遷的社會型態。

數年來，學生修讀他系學程為副修學程比例達 25%以上，修讀第二主修

（雙主修）者亦較實施前大幅成長，每年約有 20至 30餘人獲得第二主修

（雙主修），顯示透過課程模組化、學程化設計，整合教學資源及順應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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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社會分工的發展，可培育跨領域能力的優質人才，並提升學生升學或

就業之競爭力。 

 (三)推動自主學習 提升學習效能 

為深化專業與教學知能，藉由教師個別指導方式，參與教師教學之培

力學習及訓練，以提升學生學習能力。105學年實施「自主學習培力獎勵

方案」，旨在培養學生自主學習能力，能主動尋找教師組成教學傳習團

隊，討論學習主題並訂定學習期程、學習目標及指導方式等內容，於學習

目標中說明欲深化的專業知識與教學知能。透過本方案，教師可將自身教

學經驗完整傳授予學生，且利用授課課程，提供學生教學演練場域；學生

可活用教學知識，實際演練授課技巧，且能汲取指導教師珍貴的教學經

驗，為未來的教學工作打下紮實的基礎，同時亦可獲得獎勵金補助。 

「跨域自主學習認證實施方案」則於 106學年度實施，學生於畢業前

需完成「服務奉獻」、「多元進取」及「專業成長」等三領域共計 120小

時，培養除專業課程外，亦能多方涉獵及培養不同領域的專業，增加就業

軟實力。藉由跨域自主學習平台建置，有效整合學校各方資源，以培養其

自主學習與創新思考、康健身心、互動溝通與解決問題、情藝美感、文化

素養與尊重差異、在地關懷與公民責任等六大核心能力，也期能藉此讓學

生畢業時能蓄滿能量，面對就業競爭力及未來各項挑戰。 

(四)強化教師專業發展 精進教學品質 

本校 106年度進用新進教師共 18名，為提供新進教師之協助輔

導，推動傳習方案，由資深優良教師擔任初任教師之輔導教師，提供初

任教師教學、研究、輔導學生、推廣服務等方面諮詢與指導。辦理新進

教師研習營，提供教學、研究、輔導學生、推廣服務等方面的諮詢與指

導，以達到經驗傳承之目的，並強化教師專業成長。 

鼓勵教師組成跨領域/跨校教師教學成長社群，推動以教學主題經驗

分享、教材教法創新、課堂行動研究及運用於教學之策略，營造永續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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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教師教學專業成長機制，達成增進教師教學效能及自我成長之目

的，塑造教師社群風氣，擴散社群效益，引導教師跟上現今高等教育趨

勢。 

推動於教師申請升等類別就其專業領域分為學術研究類、教學實務

類及應用科技類，並自 106學年度起實施教師多元升等方式及提高送審

教授職別通過分數。 

(五)開設全英學程  拓展國際交流  

本校現有境外合作單位 124個，分佈於亞洲、歐洲、美洲。截至 106

年 9月止，計有境外學生 842名，含外籍生 269名、僑生 402名、陸生

34名、交換生 137名，更與國內外 28個國家 93個單位簽署合作協議，

包含MOU、交換師生等。而為增進學生國際競爭力與國際移動能力，拓

展國際知能與全球視野，更積極推展全英語授課，105學年計有 21個系

所提供各具特色的全英語授課學程，吸引超過 45個國別外國學生來東華

就讀。透過全英學制課程與活動安排，提高本地學生使用英語之機會，

增加與外籍生修課及互動管道，於質量均有長足的進步。 

於 2018年規劃參與三大教育者年會：亞太教育者年會、北美教育者

年會及歐洲教育者年會，以擴大國際交流網絡。加強鼓勵本地學生參與出

國交換學習機會，積極媒合交流名額，俾利發揮最大化出國交流能量。另

持續穩定增加合作學校並落實交流項目，積極協助各院系發展院系級的交

流活動與策略聯盟，策進師生國際交流、協助與國外學術機構締約、合作

推動國際教育合作計畫、並安排學術機構人員互訪及交換學生。藉由辦理

暑期課程，透過華語課程、文化課程、專業課程、戶外活動及企業參訪安

排，吸引在臺境外學生與海外學生到本校學習中文、體驗中華文化，進而

未來成為本校的正式學生。 

 (六)爭取產學合作 創造學術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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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近年來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案之通過率高於全國平均值，透過

研究獎勵等措施，鼓勵教師積極爭取研究計畫及經費。106年度科技部及

教育部補助或委辦計畫計有 259件；建教合作計畫案 85件，合計金額為

412,099,755元。另外開設各類型推廣教育課程，105學年度學分班 6

門、非學分班 98門課程。育成中心計培育 24家廠商進駐，1至 6月投增

資額達 2,164,380元，營業額達 1,419,870元。整合東華資源，以任務導

向支援中小企業育成；建構完善培育環境，透過政府專案補助方式，協

助廠商進行研發能量的提升，藉此促成產學合作蓬勃發展。提供獎勵機

制，鼓勵教師積極爭取產學合作、建置產官學研各界更有效率及效能之

平台資源，帶動智財加值之效益。 

 (七)由下而上預算編列  建構責任中心運作架構 

基於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法規放寬財務運作限制、促進財務運用彈

性之立法意旨，本校除依規定核實編報預決算，統籌校務基金財務資源以

維繫校務穩健運作外，亦對預算編列分配程序、資本門預算管控機制，落

實自籌收入專帳設置等積極採行相關革新措施。 

鑒於當前國內外高等教育環境變遷之嚴峻挑戰，為合理配置校務基金

預算資源、提升運作效能，自 105年度起，於籌編 107年度概算作業時，

責成一級教學研究與行政單位以前一年度預算分配額度為基礎，彙整所屬

單位之年度概算需求，提報概算審查會議，由相關行政主管裁示概算額

度，再由主計室彙編報教育部。透過競爭型補助的審議機制及由下而上之

預算編列與分配程序，使第一線的教學研究與行政單位能本量入為出原

則，盤點所管業務之優先順序、合理調配預算資源，進而經由各一級教學

研究與行政單位主政概算簡報，強化其主導角色，以建構責任中心制之運

作，俾期有效提升校務基金營運效能。 

另實施資本門預算檢討再分配管控機制，除尚未經立法院審議通過之

新興資本支出及新增計畫預算、經簽奉核定之重要資本支出計畫或有特殊

重大原因需保留展延者外，分配予各處、室、院、中心等一級單位之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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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執行預算總額，於期限內未達執行率目標值者，按其實際執行率與目標

值差額之百分比計算預算額度後，一律收回由校方參酌校務發展需要統籌

調度執行，有效強化預算執行效能。此外，落實教學研究單位自籌收入管

理費暨結餘款專帳設置，有效挹注外部資源以襄助校務運作。 

(八) 校友資源整合  建立良善關係 

校友是學校永遠的資產，本校為建立與校友間良善互動，積極輔導東

華校友總會重啟運作，並於行政大樓設置「校友總會辦公室」，有效增進

與校友總會間的溝通及交流。訂定傑出校友遴選辦法，藉由各學院、校系

友會、社會賢達人士等推薦，透過遴選委員會審核選拔，預定於畢業典禮

或校慶等公開場合頒獎表揚，適時安排傑出校友於學生集會之場合，傳承

其成功之心路歷程，或將其傑出事蹟刊登於校刊，作為後進學子之楷模。 

此外，不定期邀請校友返校，至系所分享職場經驗。運用校友之專

長，請其擔任職場輔導業師，培養在校生問題解決、溝通等相關能力。並

以校友為媒介，積極尋求業界交流，進行機構互訪，實務觀摩及實習提

供；以產業合作型態，結合地方特色，提供技術開發，共同創造附加價

值，提升校務。而隨著境外生畢業校友日益增加，亦將逐步建置畢業境外

生校友資料庫，協助各國畢業生發展校友組織，擴大國際連結及厚植國際

人才資源。 

 (九)綠能發展規劃 建置永續校園 

為維護良好教學環境與舒適的校園空間，逐步完善建置永續校園環

境，包括推動四省計畫，從省電、省水、省油及省紙活動，持續推動節約

能源行動。裝置太陽能板發電計畫，於部分建築物屋頂租用廠商裝設太陽

能板發電系統，約可發電量為 499KW/小時，年收租金約 32萬 5,600元收

益。執行垃圾不落地計畫，定時定點收取垃圾，做好垃圾分類、資源回收

工作，年初實施迄今，減少約 54萬元垃圾處理費用，另於期末學生宿舍回

收大量物品，公告免費提供教職員生眷屬領用，增加可用物資再利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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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推動校園綠能交通運輸，包括綠能巴士進校園，純電動低板公

車行駛本校與花蓮火車站；o-Bike無樁共享自行車，隨騎隨停，提供高度

便利性及節能減碳；u-car電動共享汽車進校園，設置 20個充電站，初期

規劃校區內放置 6輛電動共享汽車，供本校師生租賃使用。 

(十)爭取各項補助計畫 加值東華教學品質 

積極爭取教育部各項補助計畫，力求維持本校優良教學品質。106年

度已申請獲准補助計畫，計有獎勵大學校院辦理區域教學資源整合分享

計畫、教學創新試辦計畫、大學校院弱勢學生學習輔導補助計畫、特色

大學試辦計畫、大學學習生態系統創新計畫、大學校院提升校務專業管

理能力計畫等等，共獲核 5,350萬元補助經費，對於本校永續發展助益頗

多。 

三、結語 

本校從創立至今，歷經二十餘年的成長茁壯，即使面臨金融危機，教

研預算編列的縮減，仍然秉持創校之初「自由、民主、創造、卓越」的精

神辦學。全校師生多年的經營與努力，辦學績效亦受國際肯定，於英國

《泰晤士高等教育》期刊公布 2018世界大學排名，全臺 26校上榜，本校

首次進榜排名於 801-1000名間；2018年 QS亞洲大學排名，全臺 35校進

榜，東華排名 271-280名；《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2018年全球最佳大學排

行榜，臺灣 24校入榜，本校排名 1132名，為臺灣排名第 19名。 

於講求績效的高競爭時代，雖在各項資源之獲得，無法與他校等量齊

觀，但藉由健全的財務規畫，校務持續平穩成長，即使面臨少子化時代，

本校於 106學年度仍然保有 95.85%註冊率。今後我們將在學生學習成效與

學術研究上更卓越精進，在視野上更全球化，秉持著「學術國際化、服務

在地化」理念，持續推動學術研究與發展、學術合作與交流，厚植研發能

量，激勵學生自動自發正向學習，建立一所具有地方特色及競爭力之學

府，深耕東臺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