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東海大學近年學校各項績效表現 

【2019 年】 

1. 團體榮譽 

(1) 東海大學榮登德國紅點概念設計獎亞太地區前 10大學校。 

(2) 東海大學圖書館榮獲 108年度國家圖書館頒發「全國圖書書目資訊網金量獎」。 

(3) 東海大學獲頒 108年教育部友善校園卓越學校獎。 

(4) 東海大學 iGEM 團隊首次參加國際基因合成生物工程競賽榮獲銀獎。 

(5) 東海大學榮獲 108年度教育部體育績優學校獎。 

(6) 東海大學參加教育部 2019 生醫產業與新農業創新創業獎競賽榮獲全國佳作、最佳潛

力獎與最佳人氣獎。 

(7) 東海大學榮獲「108年度全國大專院校職涯輔導成果績優學校」最高榮譽金等獎。 

(8) 東海大學榮獲 108 年教育部數位學伴計畫「傑出帶班老師獎」全國第一名、「傑出大

學伴獎」全國第三名。 

(9) 國家圖書館公布「臺灣學術資源影響力」成績，東海大學在學術熱點獎（書目點閱數）
為私立大學第一名、學術貢獻獎（綜合指標）為私立大學第二名，學術傳播獎（全文授

權數）為私立大學第三名，在「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各項評比共獲得五大

獎。 

(10) 東海大學高教深耕計畫再獲肯定，108年加碼 300萬元經費獎勵獲 1億 2,658萬元獎

勵，至今已連續 15年獲得教學卓越獎勵。 

(11) 東海大學攜手台灣板金經營協會與微軟 AI 研發中心攜手形成「板金 AI 戰略聯盟」並

與五家具代表性板金業者共同成立「板金 AI 國家隊」。 

(12) 東海大學及臺中榮總和台灣人工智慧學校三方簽屬合作合約，跨域聯手進軍醫療 AI。 

(13) 東海大學與台灣手工具工業同業公會簽署手工具產業+AI合作備忘錄。 

(14) 東海大學與日本富士通雲端科技、台灣富士通三方簽署行動雲服務合約。 

(15) 東海大學 USR計畫參與大學社會實踐博覽會獲得「最佳社會實踐獎」與「最佳動態實

踐獎」雙料獎項。 

(16) 107 年度下半年校務評鑑 4 大項目「校務治理與經營」、「校務資源與支持系統」、

「辦學成效」以及「自我改善與永續發展」等全數通過。 

(17) 「台灣最佳大學排行榜」東海大學入選「綜合大學二十強」名列私校第三，及「私校二
十強」名列第七（扣除醫學大學私校前三名）。 

(18) 東海大學路思義教堂獲頒國定古蹟證書。 

(19) 東海大學與美國羅德島大學校長延續簽訂兩校學術交流協議。 

(20) 東海大學管理學院與美國羅格斯大學簽訂 3+2雙聯學位。 

(21) 東海大學邀請中部地區七所大學共同成立「中部地區大學社會責任計畫跨校聯盟」。 

(22) 東海大學締約華盛頓中學，雙方簽署夥伴學校合作意向書雙向交流造福學生。 

2. 教職員榮譽 

(1) 2019年全球論文高被引學者東海大學工學院院長張嘉修獲殊榮。 



(2) 東海大學社工系教授曾華源榮獲衛生福利部特殊貢獻獎殊榮。 

(3) 東海外文系法籍許樂山教師指導學生參加第一屆法語教師協會及法國在台協會主辦之
「Taïwan2019premièreéditionGrandConcoursd’Eloquence第一屆辯誦競賽」榮

獲第一名。 

(4) 東海企管系金必煌教授帶領的東海大學戈壁 14挑戰隊團，於玄奘之路商學院戈壁挑戰

賽勇奪「沙克爾頓獎」及「奮進獎」。 

(5) 東海大學 EMBA師生及校友所組成東英扶輪社成為首創全台第一個 EMBA 扶輪社。 

(6) 大專校院 108年度教職員工網球錦標賽東海大學榮獲長青組冠軍。 

3. 校友及學生榮譽 

(1) 東海大學第十二屆物理系校友朱建華博士榮獲美國醫藥物理學會終身成就獎。 

(2) 中區大專院校管理個案競賽東海大學企管系碩士班、大學部勇奪雙冠軍。 

(3) 東海大學建築系吳昰賢同學榮獲「ACARA 亞洲建築新人戰」銀獎，於日本決賽 12國

之中脫穎而出。 

(4) 東海大學工工系博士生陳治圩榮獲「智在家鄉」數位社會創新競賽優等獎。 

(5) 東海大學外文系大三學生張豐富同學入選亞洲‧矽谷創業英雄營。 

(6) 東海大學電機系吳昱儒同學榮獲 108年度中華民國粉體及粉末冶金優秀論文獎學金。 

(7) 東海大學工設系王怡婷系友入圍 2019台北美術獎。 

(8) 第 24屆大墩美展，東海大學美術系研究生及系友勇奪膠彩類第一名（陳麒文）、第三

名（陳霈芸）、入選（黃世昌）。 

(9) 第 37屆桃源美展，由東海大學美術系系友黃世昌榮獲膠彩類桃美獎，研究所陳霈芸榮

獲第三名、系友高美專榮獲膠彩類佳作、藍寅瑋榮獲膠彩類入選，版畫類由大學部潘

奕愷榮獲第三名。 

(10) 東海大學美術系 2019 新北市美展表現亮眼，榮獲膠彩類第三名、膠彩類入選共 4 名

及雕塑類入選 1名。 

(11) 東海大學美術系系友黃世昌榮獲 2019年「中山青年藝術獎」水墨類第三名。以及美術

系研究所的張躍懷同學，榮獲水墨類入選。 

(12) 東海大學華語中心參加全國外籍生華語演講比賽，黃明鴻同學勇獲優選。 

(13) 東海大學路思義合唱家榮獲全國學生音樂比賽優等。 

(14) 東海大學音樂系合唱團受邀參與臺中國家歌劇院歌劇《諸神黃昏》演出。 

(15) 東海大學 EMBA勇奪第七屆全國 EMBA羽球賽全冠王獲得三連霸冠軍。 

(16) 東海大學女子桌球隊獲興大盃桌球賽團體冠軍。 

(17) 東海大學 108全大運東海大學勇奪 3銀。 

(18) 東海大學運動休閒與健康管理學位學程學生吳明佑，代表中華民國參賽「2019年亞洲

健力錦標賽」獲得蹲舉金牌、臥舉銀牌、硬舉銀牌及總和銀牌。 

(19) 東海大學壘球代表隊榮獲大專校院壘球錦標賽第三名。 

(20) 東海大學運動休閒與健康管理學位學程學生李曈，獲得「108 年國大專校院運動會」

高爾夫球個人項目中，奪得銀牌。 
(21) 東海大學男子籃球賽榮獲全國大專籃球聯賽一般組亞軍。 

【2018 年】 



1. 團體榮譽 

(1) 東海大學榮登德國紅點概念設計獎亞太地區前 15大學校。 

(2) 東海大學網路聲量奪冠獲「全台最美校園」美譽。 

(3) 東海大學參加教育部 2018生醫產業與新農業創新創業獎競賽榮獲全國金獎。 

(4) 東海生態農場榮獲「臺中市低碳永續城市傑出貢獻獎」。 

(5) 東海綠領袖團隊榮獲臺中市「四健會尬看麥」成果發表競賽季軍。 

(6) 東海大學榮獲「107 年教育部數位學伴計畫」、「傑出大學伴」與「傑出帶班老師」

獎。 

(7) 「107年大專校院職涯輔導成果評選」東海大學職涯獲銅獎及個人組金獎。 

(8) 東海生態農場榮獲「臺中市城食森林基地永續營運」優選。 

(9) 東海大學教師通過教育部「大專校院教學實踐研究計畫」18件計畫申請。 

(10) 東海大學社會責任計畫（USR）勇奪網路人氣獎。 

(11) 東海大學獲科技部資安研發計畫績優團隊獎殊榮。 

(12) 遠見雜誌台灣最佳大學排行，東海拿下全國第 12名，重返私立大學領先校群。 

(13) 東海大學與亞馬遜 AWS攜手打造全台首創雲創學院。 

(14) 管理學院榮獲 AACSB 國際認證名列全球前 5%頂尖商管學院。 

(15) 東海大學榮獲教育部 107年度深耕計畫 1億 2,358萬元高額補助。 

2. 教職員榮譽 

(1) 資工系楊朝棟特聘教授榮獲資訊月傑出資訊人才獎。 

(2) 資工系楊朝棟特聘教授榮獲科技部工程司「107 年度產學合作計畫成果發表暨績效考

評會」簡報優良獎。 

(3) 中文系周芬伶教授獲金鼎獎、台中文學貢獻獎。 

(4) 工工系翁紹仁老師帶領團隊獲科技部「產學合作計畫成果發表暨績效考評會」產學成
果海報展示特優獎。 

(5) 電機系翁峻鴻老師獲科技部「科學工業園區人才培育補助計畫」殊榮。 

(6) 電機系林士弘老師獲頒「優秀青年工程師獎」。 

(7) 應用物理系施奇廷教授榮獲 2018年「物理教育獎」。 

(8) 電機系林士弘老師榮獲 107年度台中市 SUPER 教師殊榮。 

(9) 軍訓室厲復龍教官獲交通部 106年度「路老師金質獎」。 

(10) 軍訓室吳孟勳教官獲「第 16屆金舵獎」。 

(11) 唐啟華教授新書獲選「2017年度十大高見之書」。 

(12) 107 年全國大專杯教職員保齡球錦標賽續獲佳績：男子公開組雙人賽榮獲第二名（張

睿昇、李光臨），男子公開組個人全項賽第五名（李光臨）、男子公開組盟主賽第五名

（李光臨）、第八名（張睿昇）。男子長青組體育室退休老師蔡和成榮獲個人單局最高

分，個人全項第六名暨盟主賽第三名。 

(13) 教職員網球隊勇奪男子甲組殿軍。 

3. 校友及學生榮譽 



(1) 東海大學校友于君方、杜維明、錢嘉陵及何德仲榮膺中研院新科院士，中研院院士累
計 11名，為私校之冠。 

(2) 校友李福登獲頒亞太餐旅教育學會終身成就獎。 

(3) 建築系校友史南橋榮獲 2017 中國設計年度人物及入選第十一届「HallofFame 名人

堂」。 

(4) 東海大學蔡國洲傑出校友當選台灣省商業總會理事長。 

(5) 美術系研究生黃怡華獲 IFA 國際美術協會-國際交流特別賞。 

(6) 建築研究所建築設計組挑戰百隊菁英，進入 2018全球仿生設計競賽前八強。 

(7) 日文系陳立捷同學獲「2018海峽兩岸大學生日語演講比賽」冠軍。 

(8) 景觀系學生參加國際競圖大賽獲得佳績。 

(9) 「2018臺灣美術新貌獎」美術系學生、系友表現亮眼。 

(10) 電機系學生榮獲中華民國粉體及粉末冶金優秀論文獎學金。 

(11) 中區大專院校管理個案競賽企管系碩士班、大學部勇奪冠亞軍。 

(12) 廈門銀行台灣高校實習計畫成果東海大學兩隊勇奪優勝。 

(13) 路思義合唱家獲全國學生音樂比賽榮獲特優。 

(14) 學生會榮獲 107年全國學生會成果競賽特優獎。 

(15) 社工系蔡志偉同學獲選第二十五屆傑青獎社團領袖。 

(16) 東海大學 EMBA籃球社奪下第六屆全國 EMBA籃球賽全國冠軍。 

(17) 東海男子籃球代表隊榮獲全國中正盃籃球賽冠軍。 

(18) 會計系吳季錦同學榮獲 107全大運女子桌球單打冠軍。 

(19) 榮獲福興盃全國網球錦標賽亞軍。 

(20) 橄欖球社勇奪高雄市體育季七人制橄欖球錦標賽社會組殿軍。 

【2017 年】 

1. 團體榮譽 

(1) 連續三年榮獲「教育部數位學伴計畫」、「傑出大學伴」與「傑出帶班老師」獎。 

(2) 工設系表現亮眼，再度獲得2017Reddot及IF設計大獎。 

(3) 入選教育部大學社會實踐計畫，成績居私校之冠。 

(4) 東海榮獲「臺灣最具影響力學術資源」5獎項。 

(5) 本校教師獲106年全國服務學習績優教案獎。 

(6) 榮獲教育部委辦擔任大專職涯輔導中區召集學校。 

(7) 工工系獲臺灣醫療品質協會頒發，「醫療品質教育貢獻卓著感謝獎」。 

(8) 東海大學奪海峽兩岸創新創業競賽首獎。 

(9) 電算中心東海雲服務取得雲端安全聯盟CSASTAR認證，為全球第一所取得此證書的大

學。 

(10) 創新創業能量大躍進–TopMaker競賽傲視全國：由創新創業相關學程參與的教育部

「大學校院創業實戰模擬學習平台TopMaker補助方案」，師生參與程度踴躍，全國大

學院校191隊伍中60名的補助名額，東海大學奪下8隊伍的補助名額，在眾院校中獲補

助之冠，東海大學提案獲選率高達近7成。 



(11) 人才培育有功，科技部表揚東海大學電機系。 

(12) 生命科學系大腸癌研究成果獲國際頂尖細胞（Cell）期刊引用。 

(13) 生輔組兵役緩徵業務，榮獲內政部役政署評鑑「績優學校」之榮譽。 

(14) 2017年動物行為生態研討會-生科系學生表現亮眼：東海大學生命科學系生態組學生於

2017年1月23日及24日舉辦的動物行為生態研討會表現亮眼，在近305篇論文作品脫

穎而出：五組論文宣讀獲得佳作；三組壁報展示獲得優勝、一組獲得佳作，是全國大專

院校獲獎最多的科系。九篇獲獎作品，有三件是大學部學生畢業論文，與研究生同台

競賽並獲獎，表現優異。 

2. 教職員榮譽 

(1) 華語中心張芮君老師榮獲2016年台灣對外華語優良教師「華育獎」。 

(2) 翁紹仁老師榮獲台中市SUPER老師殊榮。 

(3) 資工系楊朝棟老師指導碩士生劉人豪榮獲105年中華民國資訊學會「碩博士最佳論文獎」

佳作。 

(4) 生科系林惠真老師與溫國彰老師，榮獲營建署評鑑優等之榮譽。 

(5) TQC企業人才技能認證成績亮眼，通過率達9成。 

(6) 體育室網球國手吳建志，助師生獲全國教職員冠軍暨福興盃殿軍。 

(7) 東海教職員網球隊隔35年再度奪冠。 

(8) 教職員羽球隊榮獲男甲團第三、女團第四和混雙第一。 

(9) 106年全國大專杯教職員保齡球錦標賽續獲佳績：男子公開組再次獲得團體第四名。另

榮獲男子公開組個人第五名（張睿昇）、個人男子單局最高分（陳健忠）、個人全項賽

第三名（張睿昇）。而男子長青組（參加成員:體育室退休老師蔡和成、圖書館賀新持）

亦獲得個人賽第五名（蔡和成老師）。 

3. 校友及學生榮譽 

(1) 東海大學建築系友黃聲遠卓越貢獻榮獲國家文藝獎。 

(2) 生科系系友楊嘉棟博士榮陞行政院農委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主任。 

(3) 工設系作品「竹肢足」榮獲2017金點新秀設計獎雙冠王。 

(4) 工設學生展創意，榮獲「2017大古鐵器設計大獎」多項獎項。 

(5) 美術系學生，奪「海峽兩岸文創旅遊商品設計大賽」一等獎。 

(6) 「2017高雄獎」美術系系友和學生表現優異：美術系2位校友獲得首獎，為105年6月

甫畢業之校友：鍾佩蓉（101級學士班）及廖敏君（97級進修學士班畢業、102級碩士

班畢業）。另外，入選23名中則有4位為美術系系友或在學學生，水墨、膠彩類為葉采

薇（96級學士班）、林莉酈（88級大學部、98級碩士班）；油畫、壓克力類為鄭薇（104

級碩士班在學）；新媒體類為陳肇驊（103級碩士班在學）。 

(7) 建築系應屆畢業生榮獲台北市建築師公會畢業設計學生競圖首獎及佳作。 

(8) CRIS團隊「智慧動態類比排程系統」榮獲2017海峽兩岸暨港澳青年創新創業訓練營競

賽第一名殊榮。 

(9) 東海大學CRIS團隊榮獲「第二屆京台青年創新創業大賽」優勝。 

(10) CRIS團隊榮獲北京銀行盃中國•北京創新創業大賽季二等獎。 



(11) 國際學生創意設計大賽工設系勇奪國際組織特別獎。 

(12) 音樂系系友楊書涵榮獲第十屆費特伯格（Fitelberg）國際指揮大賽首獎。 

(13) 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東海成績亮眼榮獲三銀三銅。 

(14) 全國EMBA羽球賽冠軍。 

(15) 中區EMBA高爾夫聯誼賽冠軍。 

(16) 足球隊獲大專校院足球聯賽全國第三名。 

(17) 大專女子籃球聯賽榮獲全國第四名。 

(18) 高考榜上建築師，東海建築表現亮眼：105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建築師於二

月初由考選部公布放榜。建築系校友表現出色，在建築師考試中大放異彩，共有23位

成為準建築師，占全部錄取人數的8.01%。由於建築系每年畢業生的人數只佔全國各學

校畢業可考建築師資格總人數的4%，按照招生與畢業人數之比例計算，此次建築系考

試系友錄取人數比例相當高，交出了耀眼的成績單！（建築師考試採科別及格制，報

考人數4,093人，到考人數2,848人，錄取287人，及格率為10.08%。） 

【2016 年】 

1. 團體榮譽 

(1) 工設系獲2016德國紅點設計三大獎。 

(2) 工設系獲得美國傑出工業設計獎（IDEA）金獎及策展人大獎。 

(3) 「臺灣最具影響力學術資源」東海榮獲五獎項：最佳學術傳播獎—私立大學組第3名、

最佳學術曝光獎（I）—私立大學組第5名、最佳學術曝光獎（II）—私立大學組第1名、

知識分享獎（II）—私立大學組第5名、學術影響力獎—私立大學組第4名。 

(4) 獲台中市政府頒「低碳城市傑出貢獻獎」。 

(5) 參加教育部醫藥及農業生技創新創業競賽榮獲全國銅獎。 

(6) 獲教育部「105年數位學伴計畫」、「傑出大學伴」與「傑出帶班老師」獎。 

(7) 英國倫敦國際發明展東海大學暨東大附中學生團隊獲得三金。 

(8) 工工系醫管研究團隊獲全國醫管企劃競賽團體卓越獎。 

(9) 企管系經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認可擔任創櫃板之推薦單位。 

(10) 科技部績優產學技術聯盟，囊括創新服務與教育、經管與資服兩大獎。 

2. 教職員榮譽 

(1) 建築系劉克峰老師獲「2016第五屆台灣住宅建築獎：單棟住宅類」首獎。 

(2) 食科系王良原老師榮獲第26屆優秀農業人員。 

(3) 工工系翁紹仁老師研究團隊榮獲科技管理學會「科技管理獎」。 

(4) 全國大專校院軟體創作競賽東海資工系師生榮獲銅牌。 

(5) 全國校園創業營運計畫競賽企管系師生領軍團隊榮獲第三名。 

(6) 企管系周瑛琪教授獲管科會「呂鳯章先生紀念獎章」。 

(7) 第九屆國際展能節-身心障礙者職業技能競賽資工系呂芳懌老師指導之國手獲得金牌。 

(8) 全國大專院校教職員網球錦標賽榮獲首長組季軍和男乙組第七名。 

(9) 大專校院105年度教職員羽球錦標賽榮獲甲組亞軍。 



(10) 105年度全國大專杯教職員保齡球錦標賽榮獲男子公開組團體第四名。 

3. 校友及學生榮譽 

(1) 東海大學校友孫康宜榮膺中研院新科院士，已有七位優秀校友榮獲院士，為全國私校
之冠。 

(2) 校務顧問姚迪剛校友獲頒教育部二等教育專業獎章。 

(3) 東海傑出校友蔡國洲獲頒國立烏克蘭科技大學榮譽博士學位。 

(4) 運健學程學生榮獲「2016年第3屆日本真夏設計發明展」金牌獎。 

(5) 景觀系系友SWA景觀設計作品榮獲2016美國景觀建築師協會（ASLA）榮譽獎。 

(6) 金點新秀設計獎，工設系二項作品獲得工藝設計類獎及產品設計類奇想創造科技創新
獎。 

(7) 兩岸孫子兵法辯論賽東海代表隊榮獲御璽獎。 

(8) 音樂系碩士生王仁君獲電子琴國際大賽冠軍。 

(9) 社工系學生獲「尤努斯獎：第一屆社會創新與創業競賽」優勝獎。 

(10) 「105全國美術展」美術系98級碩士在職專班林宣余膠彩類金牌獎、美術系104級進修

學士班歐陽喬之膠彩畫類銀牌獎、美術系系友湯羽彤新媒體藝術類銅牌獎、進修學士

班系友黃世昌獲得膠彩類入選，碩士在職專班系友吳景輝獲得油畫類入選。 

(11) 學生會參加大專校院學生會成果競賽暨觀摩活動榮獲優等獎及選制傑出獎。 

(12) 建築系於2016全球仿生設計競賽台灣校園海選競賽中得名次入選世界賽。 

(13) 建築系學生獲「寶成運動產業創新園區設計競圖」首獎與銅獎。 

(14) 葫蘆墩圳全國景觀競圖景觀學系學生榮獲第一名。 

(15) 文化城中城－綠空鐵道規劃設計競圖，景觀學系研究生獲得「首獎」與「優選」。 

(16) 工學院創業家精神與行動學程，參加三星innobomb社會創新創業競賽，榮獲社會創新

獎。 

(17) 資工系勇奪台灣學生叢集電腦競賽亞季軍。 

(18) 工學院創業家精神與行動學程Schooter團隊，獲經濟部搶鮮大賽「亞軍」及揪科APP

人氣王票選活動「殿軍」。 

(19) 台灣學生叢集電腦競賽東海資工系勇奪亞軍。 

(20) 餐旅系榮獲教育部「生涯學習心得競賽」個人組與團體組兩大獎。 

(21) 日本語言文化學參加淡江大學所舉辦之第六屆淡江盃全國日語辯論比賽，獲得亞軍。 

(22) 建築系近屆畢業生有15名今年錄取哈佛、哥倫比亞等知名建築研究所。 

(23) 104學年全國中等教育國語文教學演示競賽，師資培育中心學生榮獲實習生組第一名等

個獎項。 

(24) 104學年度大專院校籃球聯賽全國總決賽，東海女子籃球校隊勇奪全國第四名。 

(25) 橄欖球隊獲105年大專校院橄欖球錦標賽第二名。 

(26) 女子桌球校隊獲105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全國第二名。 

【2015 年】 

1. 團體榮譽 



(1) 總統頒紫色大綬景星勳章，羅芳華教授獲殊榮。 

(2) 工設系再獲紅點設計大獎。 

(3) 工設系榮獲多項金點設計年度最佳設計獎。 

(4) 東海大學參加教育部生技創新創業獎全國大賽表現優異。 

(5) 獲教育部生技創新創業獎全國總決賽醫藥生技銅獎與農業生技佳作獎。 

(6) 康寧首屆創新應用競賽東海工設系抱回首獎。 

(7) 東海大學「醫藥與生技領域」專利申請，榮登全國第9名。 

(8) 東海大學電競賽總冠軍美商曓雪贊助100萬體育發展基金。 

2. 教職員榮譽 

(1) 工工系翁紹仁老師獲頒「優秀青年工業工程師獎」。 

(2) 工工系劉仁傑老師與系友著書《世界工廠大移轉》榮獲104年度金書獎。 

(3) 電機系劉日新教授領導團隊榮獲美律電聲實作金質獎。 

3. 校友及學生榮譽 

(1) 外文系孫康宜校友榮膺美國藝術與科學學院院士。 

(2) 資訊管理系學生榮獲臺中市政府104年度「規劃研究設計報告獎助計畫」第一名。 

(3) 專班學生黃靖雅「第20屆大墩美展」膠彩類組第一名，2015研四李昕雨、研三周欣儀

勇奪「2015新北市美展」及「第33屆桃源美展」膠彩類的第一名大獎。 

(4) 「3D列印創新應用競賽」學生獲得銅牌獎、最佳人氣獎與UL特別獎。 

(5) 學生會參加104年學生會成果競賽暨觀摩活動榮獲優等獎。 

(6) 滬台大學生邀請賽本校女子籃球校代表隊勇奪冠軍。 

(7) 全國EMBA壘球賽冠軍。 

【2014 年】 

1. 團體榮譽 

(1) 路思義教堂獲選20世紀代表性建築，由美國蓋提基金會計畫保存20世紀全球的優美建

築，選出全球10處具代表性且值得保存的現代化建築。 

(2) 103年度教學卓越計畫獲教育部6,000萬補助，累計補助經費達6億7,900萬元，是少數

連續10年獲補助之學校，累計總補助金額在全國公私立大學排名前五。 

(3) 全國自治組織及社團評選東海大學創佳績，由教育部主辦的全國大專校院自治組織及
學生社團評選，代表本校參與的學生會及如來實證社皆榮獲優等，高雄地區校友會榮

獲特優，總計榮獲1個特優及2個優等，創下歷年來的最佳成績，也代表東海大學在學

生自治及社團運作的成就。 

(4) 獲教育部「機關或雇主推動員工帶薪學習制度」優等。 

2. 教職員榮譽 

(1) 數學系葉芳栢教授獲得103年教育部師鐸獎殊榮。 

(2) 化學系林文中榮獲「周大紓有機化學研究生論文傑出獎」。 



3. 校友及學生榮譽 

(1) 東海傑出校友姚仁喜榮獲美國建築師協會榮譽院士，獲此榮譽的亞洲建築師不多，姚
仁喜校友則是首位獲肯定的台灣建築師。 

(2) 社會學系優秀校友巫麗雪博士連獲三個博士論文獎。 

(3) 競技啦啦隊勇奪全國錦標賽冠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