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海大學	

學校特色說明	

本校 大的優勢來自於博雅與自由校風的傳承、廣大且傑出校友的資源、產業聚落
中心的環繞、精實與穩健財務的管理、以及完整且優良師資的結構。茲將本校既有特色
概述如後： 

一、 實踐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UN SD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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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年前，東海大學亨德教授為解決鄰近大肚山居民的水源缺乏與衛生問題，發起改
善大肚山飲用水運動，透過工作營帶領學生投入社會服務工作。這樣的精神與使命感，
深植東海大學這所基督教大學，如同引導學生學會對人及自然環境產生關懷，思考人
生的方向，進而發揮自身力量對社會做出貢獻。 

然而面對二十一世紀的新時代，「生態、綠能、永續」是人類共同的重要議題和
責任，「環境永續」更是必須正視與刻不容緩的課題，人們經由永續的深化，更加體
認心靈維護與綠色環境的重要性，以及確立綠色環境永續的美學觀。本校奠基於四大
永續之基礎，為呼應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SDGs），
並透過技術研發、教學創新及跨域合作方式整合校內、外永續科技與策略之能量，促
使本校成為具多元、包容與韌性之國際化教育與研究機構，並於 2022 年設立「東海
大學永續發展辦公室」。近年本校於永續發展的耕耘也獲得各界相當熱烈的回應，相
關排名與獎項如下： 
 參加「第三屆全國水環境大賞」，2022 年與台中市政府共同執行之「東大溪水環

境及鄰近區域改善計畫」榮獲有氧淨化獎及公共協力夥伴獎。 
 參加遠見雜誌舉辦第三屆 USR 大學社會責任獎，2022 年獲「綜合績效組」及「產

業共創組」中，榮獲楷模獎；「生態共好組」奪下首獎。 
 參加 TCSA 台灣永續獎，2021 年獲《台灣永續典範大學獎》、《社會共融領袖

獎》以及《大學永續報告獎》白金級之殊榮。2020 年獲《台灣永續典範大學獎》、
《大學 USR 永續方案獎》金級以及《大學永續報告獎》金級之殊榮。2019 年獲
《大學永續報告獎》銅牌獎。 

 參加天下 USR 大學公民調查，2021 年獲私校第五、環境永續面向私校第一。
2020 年獲私校第三、環境永續面向私校第一。 

 參加 THE 世界大學影響力排名（University Impact Rankings），2022 年在國
內非醫學類私校中連續三年第一，全球排名 101-200 名，本校在「SDG 6 淨水
與衛生」、「SDG 7 可負擔能源」、「SDG 12 責任生產與消費」與「SDG 17 全
球夥伴關係」表現不凡，反應本校在節能減碳、智慧校園、減緩氣候變遷以及各
項社會服務的卓越成效。 



 參加天下雜誌 Cheers 大學辦學績效成長評比，2021 年與 2019 年皆獲 TOP20
之一。 

 參加 2021 年 TSAA 台灣永續行動獎，即獲《社會共融》、《經濟發展》、《環
境永續》面向四金一銀之殊榮。 

 榮獲 2021 年第四屆「臺中市低碳永續城市傑出貢獻獎」。 
 參加 2020 年國家永續發展獎，獲教育類獎項入選。 
 參加 THE Golden Age 大學排名－ 有潛力大學獲全球總排名 251-300、全國

第十大。 
 本校於 2020 年 8 月 17 日核准通過「東海大學校園永續生態場域」為環保署環

境教育設施場所（109 環署訓證字第 EC108001 號）。 
 參加遠見雜誌 2020 年 CSR 企業社會責任獎獲大學 USR 傑出方案－生活共榮組

首獎。 
 參加 2019、2020 年大學社會實踐博覽會獲 佳社會實踐獎、 佳動態實踐獎

以及特定主題影片健康福祉類首獎。 
 參加 2019 年遠見雜誌臺灣 佳大學排行獲綜合類第十二、國際化第二。 
 榮獲教育部 2019 年友善校園獎－卓越學校。 
 本校以校園節能減碳、東海生態農場分別獲得 2016 年第二屆、2018 年第三屆

臺中市低碳永續城市傑出貢獻獎，東海生態農場榮獲「臺中市城食森林基地永續
營運」優選。 

圖 1-1  本校獲 2022 年遠見雜誌舉辦第三屆 USR 大學社會責任獎 

二、 博雅與住宿學習：培養學生品格與領導力 

東海以「通才教育」開創台灣高等教育典範，1955 年開始推動勞作教育，2009
年成立博雅書院，2012 年進一步設置「博雅學習委員會」，推動全校博雅學習並訂
定 8 項博雅學習核心能力。近年來本校持續整合各項課程、資源與機制，從品格實踐、
語言與溝通、人際互動、文化素養等博雅核心能力著手，推動僕人領袖培育課程計畫、
主題村住宿學習計畫，並進一步連結原有的勞作教育體系、通識中心課程建置「博雅
學習歷程平台」，擴大並深化博雅教育，使東海學生在專業學習之外，具備博雅人文
特質的內在力與軟實力。以培育體系為例，每年爭取進入僕人領袖團隊的人數不斷增
加。僕人領袖訓練課程每年超過 2,000 人次自願參與，從 2013 年至今已有近萬人次



接受培訓。成立「學生發展暨領袖培育中心」，致力於學生「軟實力」之培養與「內
在生命」之轉化，培養學生具備東海創校風範與精神之博雅核心能力；建構學生僕人
領袖培育課程發展平台與架構，發展僕人領袖培育各階段核心課程理念與內涵，結合
校牧室的靈性教育強化學生內在生命承載力，與通識中心的課程資源體系，統整全校
學生社群領袖的培育發展課程；發展僕人領袖培育實踐場域與支援體系，深化與創造
多元社群實踐場域，協助既有學生社群組織轉型創新，提供學生領袖實踐舞台，讓學
生能從培力實踐建立自我實現價值，培養強韌的抗壓性，與面對問題處理的穩定度，
並藉由培育課程與實踐場域的訓練發展，給予學生不單只有片段知識，而是擁有創造
與連結能力，發掘與開發學生潛能，培育學生回應未來社會快速變遷所需具備的內在
力與軟實力。博雅教育轉化與深耕的整體性相關機制如圖 1-2。 

圖 1-2  博雅教育轉化與深耕 

三、 豐富多元的教學體系與學習場域：科技與人文的對話與融合 

東海大學具備九個學院，包含文學院、理學院、工學院、管理學院、社會科學院、
農學院、創藝學院、法律學院等八個專業學院，以及以國際化教學環境與跨領域學程
為目標的國際學院，本校共有 9 個學院、36 個學士班、5 個進修學士班、38 個碩士
班、15 個碩士在職專班以及 14 個博士班。多元且完整的專業領域，讓各院、系在各
自專業領域上，進行跨領域合作，也讓東海大學充分地具備以永續發展為主軸的必要
條件。 

 
 



四、 人才培育及跨域學術研究重鎮：產官學結合的跨領域研發園區 

近年來大台中區開發迅速，本校座落大台中交通樞紐位置，臨近國道一號台中交
流道、國道三號龍井交流道、高鐵台中烏日站、清泉崗國際機場、台中港等，對外交
通聯繫便捷流暢，並與台中工業區、台中航太園區、台中軟體工業園區、中部科學園
區、教學醫院等為鄰，產業涵蓋了傳統產業、光電產業、軟體產業、航太工業、生技
產業、臨床醫療。本校藉由地利之便，積極參與科技研發，推動跨領域產學合作案，
為人才培育及跨領域學術研究的軸心重鎮。本校積極整併跨領域教師之教學與研究能
量，並強化校級研究中心的功能，校級研究中心匯集不同領域的專業教師，聚焦於各
項具有前瞻性的研究議題，如智慧生態、雲端數位創新、生技創新等主題，除積極爭
取各項教育部、科技部、農委會、經濟部等政府單位中大型整合型計畫外，也透過與
中部工業區、中部科學園區、台中軟體園區等廠商的緊密合作，以產學合作、技術授
權或共同研發方式，協助企業解決問題，提升其創新研發能力。目前本校有生命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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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中心以及生態與環境研究中心等五大校級研究中心，另有國際職場實習發展中心、
創新創業中心、樂齡生活與科技創新中心、社會實踐暨都市創生中心、亞洲地方創生
中心以及大渡山-東海人工智慧中心等六個專案計畫中心(如圖 1-3)，逐年積累各領域
研究能量，帶動經濟永續、社會永續、文化永續以及生態永續等四大永續之相關議題
推動與整合，奠基於四大永續之基礎，本校今年成立「永續發展辦公室」，並著手規劃
本校之永續發展白皮書，使本校發展能更緊密連結 SDGs 永續發展目標。 

 
圖 1-3 校級研究中心及專案型中心 

  



五、 實踐關懷的勞作教育及服務學習：大學社會責任的新典範 

勞作教育是本校創校以來的獨特教育方式之一，更是國內各大學中率先倡導，
具開創性的教育制度；勞作教育分為「基本勞作」及「助學勞作」，由全校師生共同
關懷育我、教我的校園，培育學生具身體力行的服務精神，校內行政單位更設置有一
級單位的勞作教育處。面對高等教育的轉型，本校一直秉持著服務與力行的立校精神，
對於實踐大學社會責任不遺餘力，並結合博雅與勞作教育的推動，師生持續參與社區
服務與社會實踐，試圖與社區合作，解決問題，並達成目標。在社會服務及社會責任
上，我們已與台中市進行多項的社區服務，包含：教育部 USR 計畫 C 類「社區高齡
服務支持系統的實踐與共作」和 B 類「大肚山地方教育創生」、科技部「人文創新與
社會實踐計畫」（HISP）和「跨域永續『大』『地』創生-彰化人文發展與跨域治理」，
以及預計提出之大肚山的社區教學與台中工業區的綠色企業聯盟等。未來我們將更聚
焦於實踐場域的真實需求，以更完整的整合性行動方案、創新做法，具體解決場域的
各項重大問題，並進一步思考在未來國家社會長期發展脈絡下，東海大學所應該扮演
的角色與自我定位，與在地區域共學共創共生、對社會與地區更進一步貢獻力量，推
動大學的社會責任、透過實踐參與推動社會創新。 

六、 翻轉學習與產業+：大渡山-東海 AI 中心 

AI 浪潮正席捲全球，國內外各大公司如 Google, Microsoft, AWS, 廣達、英業
達、聯發科、台塑、友達等都積極投入相關研發。因應 AI 浪潮與產業數位化轉型，由
大渡山學會捐款與東海大學配合款的經費下，成立大渡山-東海 AI 中心（以下簡稱 AI
中心），AI 中心宗旨聚焦在「教育轉化」、「產業連結」兩項目標，以「產業+」的
概念結合上述兩項目標，使 AI 專案訓練出的學生能兼具產業知識（Domain 
Knowledge）和實務經驗（Hands -on Experience），可立即、有效的解決產業的實
際問題（Real Problem）。AI 中心以 AI 技術建構、跨領域學科交會、學界與業界融
合為目標推廣校內 AI 院系計畫，幫助系所發展 AI 相關課程內容、培育助教與研究生
實作能力，提升東海內部 AI 跨領域教師合作團隊解決業界實際問題。2 年來共有工、
理、管、農、法、創藝等 6 個院以及外文系、經濟系共 88 位教師參與，投注 20 個
AI 院系計畫，開課共 196 門，修課學生達到 6,506 人次。並使東海成為 AI 時代大中
部企業創新轉型的技術中心，對東海未來的科技形象、產學連結與產學合作、招生與
就業、局部系所轉型等都會有顯著的幫助與提升。本校更於 111 年度爭取到 AI 相關
政府部會計畫，分別為經濟部科研成果價值創造計畫-數位雙生精實生產管理系統開
發計畫 1 年 2,250 萬元，及文化部「藝境‧異遇」5G 數位內容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跨
域應用加值計畫 1 年 776 萬元。 



圖 1-4 全方位的東海 AI 計畫 

基於 AIOT 技術，AI 中心協助製造業數位轉型與產業升級，聚焦於建構資料驅動 
(Data Driven)、AI 致能 (AI Enable)、雲端核心 (Cloud Base)的產業智慧升級解決方
案。合作的應用包括板金、工具機、手工具製造等，應用包括機台資料聯網與分析、
智能辨識、預防性維修、瑕疵檢測、自動量測等。AI 中心與五家板金業者及微軟 AI
研發中心成立「板金 AI 國家隊」。從初始五家板金業者出資，並提供 Domain Know-
How, Data 與實驗場域，至結合行業知識、學界研發能量與軟體技術組成戰略聯盟，
整合東海校內教授與全職研發團隊聯手業界技術夥伴，以及產業領域專家，共同促進
板金與精密機械產業之智慧轉型。並申請經濟部 SMB 計畫，協助 15 家製造業者，在
關鍵製程導入數位化，透過生產管理可視化與智慧化應用，進而提升國際競爭力。今
年 AI 中心更以「雙生精實生產管理系統開發計畫」，爭取經濟部科研成果價值創造
計畫，推動潛力團隊衍生高成長潛力新創公司，落實精實管理與數位合一。而醫療 AI
是台灣下一個發展契機，AI 中心與台中榮民總醫院(中榮)合作，以「Zoe：AI+HI 智
慧重症照護診療系統與跨院實踐新模式」為題，成功爭取到科技部為期 4 年的大型整
合計畫「臨床資料庫與 AI 之跨域開發及加值應用」，將對台灣醫療品質、全民健康照
護、醫療醫材產業做突破性提升。同時，AI 中心與推廣中心合作申請 AIGo 計畫，於
2020 年開設中榮醫療專班、2021 年開設彰基醫療專班，積極推廣人才培育。 

另，由行政院科技會報辦公室、教育部指導東海大學辦理的「全國智慧製造大數
據分析競賽」，本競賽使用真實生產線蒐集到的數據，當作參賽者分析的資料素材，
是國內少數講求實戰演練的大數據分析競賽。自 107 年競賽開辦以來已超過 1,600 人
次參與，贊助廠商包括上銀科技、漢翔航空、公準精密、東台精機、永進機械、均華
精密、明昌國際。在競賽中也有許多團隊解出超乎預期的成果，例如：第一年上銀科
技的題目，學子的演算法算出 95%正確率，比該公司內部計算的 90%更佳優異 5%，
上銀立刻網羅該團隊提供工作機會。2021 年共吸引全國 38 所大專校院，涵括 29 個
不同領域系所及 20 間企業團隊，共 118 隊 382 人報名參賽， 終選出 31 隊進入決
賽，爭奪 220 萬元總獎金，學生除了可從中獲得實戰經驗，產業的問題更可以由全國
大專校院以及業界所組成的團隊共同解決找出 佳解決方案。 



七、 實踐創業扎根：共學共創學習模式與新創生態系統 

東海大學創新創業中心主要功能為強化前育成階段之各項功能，並有效連結內外
部的議題與資源，發展出一個不同於過去的多元創新創業培育模式。本校致力於扮演
產業與學界中媒合的角色，攜手產學合作，建構有利於創業、培育中小企業之環境，
由經濟部加工出口區管理處指導、東海大學舉辦第二屆「2021 約農盃創新創業競賽」，
本次共吸引 53 隊參賽（大專組 42 隊、新創組 11 隊），相較第一屆增加兩倍參賽團
隊，可見創新創業議題持續發酵、茁壯中。開設創新創業相關的銜接課程與整合課程，
這部分亦將可透過教務處的協助，進一步連結各系所現有的專業課程，以及校內業相
關學程，搭配達文西創業基地與產學育成中心共同運作，全力推動校內由創新到創業
的各項課程、活動、與輔導機制，深化各項創新創業所需的資源，並能建構完整的創
新創業生態系統與育成輔導機制。整體來說，希望能以創新創業中心為核心，整合現
有創業學程與校/院/系研究中心，並在前育成與後育成階段，分別結合高教深耕與原
有的產學育成中心，建構出未來推動創新創業教育的整合性推動單位，並能和各個行
政單位、教學單位緊密合作，扮演創新創業扎根的策略規劃與推動角色。創新創業中
心並不會主導現有學程以及院系課程的推動，但透過銜接課程和整合課程的規劃，我
們能夠讓上述課程激盪出更多創新的火花，也能引入業師輔導機制，強化與產業/市場
的驗證與連結，協助校內師生取得各項外部創業輔導相關資源，補足創新創業所需各
項資源，讓這些創意創新構想能夠逐漸開花結果。如圖 1-5 所示。 

圖 1-5 創業扎根到新創加速 

  



八、 國際移動 

本校持續增聘外籍師資，推動教師多國化，提供專業之 EMI 課程。同時連結新興
市場開拓生源，推動本地師生與國際師生之交流，發展校內多元文化。本校深耕印尼
並於當地設置印尼東海教育中心推廣高等教育外，亦配合「教育部新南向培英專案」
獎勵招收東南亞及南亞國家優秀大學講師來臺攻讀碩博士學位。此外，國際學院辦理
Mini-semester 計畫，打造招生、國際交流及增開英語課程三面向多贏，亦為打造國
際化校園之重要環節之一。校內由「雙語教學推動辦公室」協助雙語教學的推動，提
升校園語言學習環境之設備，除有利於吸引國際學生來臺留學或研習，亦可提升國內
學子國際視野。 

國際學院於 103 學年度設置「國際經營管理學士學位學程」，105 學年度增設
「永續科學與工程學士學位學程」，110 學年度增設「國際學院不分系英語學士班」，
國際學院各項全英語授課學程打破不同科系/學程間的框架，培養博雅宏通、專業跨域
兼具的國際化人才。管理學院分別於 107 學年度增設「國際企業管理碩士學位學程
Global MBA」（全英碩士專班），108 學年度招收大學部不分系「國際菁英組 Global 
Elite Program」（大學部全英組），積極規劃與國外知名大學進行雙聯學位合作計畫，
為學生創造國際鏈結的學習價值。理學院於 109 學年度增設「生醫暨材料科學國際博
士學位學程」，同年，與中央研究院成立「生物多樣性國際研究生博士學位學程」，
本校提供境外生多元的學習管道，提升師生國際移動力。 

九、 與時俱進的系統平台與雲端服務：由數位生活到行動學習 

本校已建置校園資訊、教務、學務、師生資訊、學術成果資訊、總務、勞教、圖
書管理、財產管理、會計出納、公文管理、人事差勤及採購管理等系統，在行政及教
學方面幾已全面資訊化。本校並設置有功能齊全的多媒體設備，提供師生製作教學媒
體，全校教室已達 100%數位化，完成建構教學視訊網路及數位視訊教學設備。因應
雲端、大數據、物聯網、人工智慧科技潮流，本校持續努力提升全校網路通訊品質及
速度，同時以智慧服務(iServ)、智慧管理(iMan)、生活資訊(Info)、智慧學習(iLearn)
和智慧環境(iEnv)五大構面，建立東海智慧校園(THU SMILE)雲端服務與節能減碳的
高校典範，並增強校園網路與個人資訊安全暨相關資安品質認證，延續進行校務資訊
化，進而創造永續綠能校園及優質數位學習環境。隨著數位基礎設施漸趨完備後，學
習將是我們的核心。為了替住宿生營造流暢之數位學習環境，本校朝全國首見的「間
間有 AP」高規格邁進，兼具無線和有線上網功能，於 110 年 9 月引進支援有線／無
線連網的 AP 機種，並於開學前完成並啟用，以實現「優遊宿網、優學東海」價值主
張。由數位生活到行動學習，跨領域、跨單位的資源整合學習平台，一方面解決過去
全校師生在 Moodle 平台上的諸多限制與不便，另一方面，此資源平台可支援各類行
動設備（手機、平版電腦），打造無遠弗屆的教學環境，並提供全校師生隨時可用具備
行動學習功能的創課學習平台，並於防疫期間，能立即轉變傳統的授課方式，配合全
校視訊上課之政策，使學生學習權益不受影響，成為名符其實的全方位 E 化校園。 



十、 具向心力的畢業校友：私校最多的院士校友 

本校畢業校友已逾 13.4 萬人之多，分佈海內外，對母校的回饋源源不絕。本校
各系成立之系發展基金，皆是校友無私奉獻的表現。本校校友在各行各業多有傑出成
就者。其中，本校為私校中極少數擁有多位畢業校友獲得院士頭銜者，目前為止，本
校校友院士已累積 14 人之多，包括于君方(第 1 屆外文系)、林南(第 2 屆外文系)、于
寬仁(第 2 屆化學系) (2022 年 5 月 18 日於美國辭世)、杜維明(第 3 屆中文系)、錢嘉
陵(第 7 屆物理系)、孫康宜(第 8 屆外文)、鄭永齊(第 8 屆化學系)、吳春放(第 11 屆生
物系)、何德仲(第 13 屆化工系)、劉鴻文(第 16 屆化學系)、吳仲義(第 18 屆生物系)、
彭仁傑(第 12 屆物理系)、施明哲(第 18 屆生物系)、唐堂(第 20 屆生物系)。另外，除
為數眾多在國內外大學與研究機構工作的校友外，在各類產業有亮眼表現的校友更是
不勝枚舉。結合產官學校友的力量，提升本校研發能量，已成為本校優良傳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