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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論 

 

【98 年評鑑內容】 

在大學中，建築教育是一個專業教育，它的成長和發展需要專業界和教育界的關注與督

促，因此，評鑑的工作便非常重要。 

 

本系在學校的督導之下，依序教育部時程進行評鑑工作。自不同專家學者的意見中瞭解

本系的優缺點，有些不足之處是我們一直想要調整或改善的，但在客觀環境條件的限制，

下常常不易完成，需要以更靈活的思考與行動策略來突破。對於一些本系優良的傳統，

在大環境的變動之下，加以保持也是相當有挑戰性，對於某些教育理念的堅持是需要更

多教學同仁、系友與業界先進的支持與鼓勵。 

 

東海建築系的發展有其特殊的環境和條件，在台灣時常被當作建築教育發展的重要指標，

也因此我們更加兢兢業業，所有師生莫不以高品質的建築專業能力與當代創新思維為努

力的目標。評鑑結果的優缺點對本系師生有重要的鞭策作用，我們正面面對自己的缺失

與短處，也積極培養具備時代性的建築教育理念，並逐步落實在教學方法與內容當中。

東海建築系的師生樂於以評鑑工作作為成長的紀錄。 

 

 

一、系所之歷史沿革 

 

東海大學建築系成立於民國 49年(1960)，由校園設計者之一的陳其寬教授擔任創系系

主任，當時稱為「建築工程學系」，實施四年制的建築專業教育。後因體認到四年難以

傳授完整的專業教育，乃於民國 63年(1974)改制為五年，並更名為「建築學系」，畢業

授與「建築學士」學位。在陳其寬教授之後，有胡兆煇、漢寶德、詹耀文、張樞、洪文

雄、黃業強、曾成德、羅時瑋、劉舜仁、陳格理、關華山、邱浩修等教授相繼主持系務，

系上在教學、研究、服務與系所行政事務方面更加完善。本系致力培養建築設計專業人

才，著重於學生建築「設計創作」 與「人文思考」，並強調創意思考與表現。 

 

民國 69年(1980)，繼成功大學之後，本系成立國內第二個建築研究所，旨在延續、擴

大建築專業的訓練，涵括都市設計，故有關都市理論、設計等成為主要課程內容與訓練

方向。民國 81年(1992)成立招收大學非建築科系畢業生為對象的「學士後建築碩士組」

(B組)，研讀年限為 3~4 年，畢業後同樣授與「建築碩士」學位，可考取建築師證照。

此舉不僅擴大了本系的教學任務，更加強了碩士班與大學部建築教育的一體感。民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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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年(2000)再成立以建築設計為主的「建築設計組」(C組)，目標在培育具前瞻性與創

造力的設計人才。所務工作由游明國、王錦堂、關華山等教授相繼主持，民國 84年（1995）

研究所正式併入建築系中，成為系內碩士班。 

 

民國 96年（2007）建築系歸併於新成立的「創意設計暨藝術學院」，院中設有與系上研

究工作相關的「建築研究中心」，以及新設的「創藝媒體中心」。此外，「中華東海建築

文化協會」則為畢業系友所組成的社團法人，期以為社會大眾提供專業服務。 

 

【表 1-1-1】建築系現有編制 

招生員額 

大學部 40~45人/年 

(教育部 35人員額+外籍生與僑生) 

碩士班 26人/年 

專任教師員額 16人 

兼任教師現況 
支援設計課程 29人（上下學期分開） 

支援專業課程 12人 

行政支援 
專任行政助理 4人 

短期約聘 2人 

經費 
經常性經費 102學年 1,051,000元，103學年 926,760元 

設備性經費 102學年 1,200,000元，103學年 636,000元 

 

二、系所自我評鑑歷程 

 

本校希望借重評鑑工作來提升教學品質與成效，故在十多年前即開始進行系所自評工作。

本系曾分別於 1996年（洪文雄教授主持）、2001 年（曾成德教授主持），2004年（劉舜

仁教授主持）、2007年（羅時瑋教授主持）、2009 年(陳格理教授主持)進行過自我評鑑

工作，近兩次評鑑重點如下： 

(一)2007年評鑑工作 

2007年的自我評鑑內容和程序皆依高教評鑑中心的規定，對於校內各系進行評鑑測試，

此次評鑑雖屬模擬性練習；在行政程序與格式資料整理上皆慎重的態度處理，資料呈現

更較前幾次評鑑周全詳實。評鑑委員亦依評鑑中心要求由校方聘請學界、業界重要代表：

胡寶林教授、林洲民建築師和呂理煌教授等。評審後委員們的評語與建議都成為系上歷

次會議中，重要的研商依據與評估，督促本系不斷地自省與改進。 

 (二)2009年評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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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的評鑑彙整 95 年至 97年教學歷程資料，將報告分成兩部分：主文(評鑑資料)

與附件資料(補充主文內容說明)，分冊裝訂。主文內容：第一章導論、系況簡介(系務發

展、評鑑工作歷程、對前次評鑑工作的意見與回應)，第二章自我評鑑主體(教育目標、

特色，自我改善機制，課程設計與教學內容，學生學習與事務，研究與專業表現，畢業

生表現等)；第三章著重在現況檢討與說明；第四章總結，提及本系對評鑑工作的重視

與期待。附件資料中則包含：各種會議、成果、報告和統計方面的紀錄，供委員們的查

證與參考。98 年實地訪評意見分為兩部分，一為「實地訪評前問題釐清表」【表 1-2-1】

與「訪評意見與改善建議」【表 1-2-1】。 

98 年實地訪評評鑑委員：王維仁教授、吳光庭教授、傅朝卿教授 

【詳附件 1-1】 

【表 1-2-2】98 年度評鑑計畫_訪評意見與改善建議 

評鑑 

項目 
訪評意見 改善建議 

目 

標 

、 

特 

色 

與 

自 

我 

改 

善 

【系所共同部分】 

該系目標皆能配合該校及學院的發展目標，培

育具人文素養、視野開闊、有獨立思考能力及

創意之建築專業人才，並能依系教育目標擬定

學生應具備之核心能力以及欲達成此核心能

力之課程。但學生是否在實質上能確實擁有核

心能力，尚須有檢核之機制。在學習空間集中

及良好的設計環境氣氛下，該系形塑相互學習

觀摩的氛圍，學生學習態度顯得積極，同儕相

處亦為融洽。 

【學士班部分】 

該系學士班的教育目標明確而有其特色。長久

以來持續維持教學目標與教學成果，誠屬不

易。但如今時代進步，其他大學也相繼進步改

變，建築專業化的趨勢，也愈來愈明顯。該系

在目前的基礎下，也必須繼續提升設計教學之

專業化，以利賡續保持目前的優勢。 

【碩士班部分】 

碩士班分 A、B、C 三組，A 組以研究為主、

BC 組以專業為主，惟 BC 二組之學生背景不

同，故宜於相同教育目標下，針對非建築背景

【系所共同部分】 

如何使學士班學生於畢業後有

意願回母系就讀碩士班，以繼

續發展及提升其設計水準，是

未來發展必須思考的一部分。 

【碩士班部分】 

1.宜突顯主軸專業研究（包括

設計），以提升碩士班的設計

與研究水準。 

2.宜針對 B組非建築背景之學

生，訂定所要達成之核心能

力、深度與品質之明確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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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B 組學生，訂定其須具備之核心能力、深度

及品質等相關指標。碩士班分 A、B、C三組，

其設置目標正確，但以其教學與研究內容來

看，多半偏重於設計，專業研究的內容相對不

足。 

課 

程 

設 

計 

與 

教 

師 

教 

學 

【系所共同部分】 

該系課程架構依循目標擬定，合理而完整，課

程主軸以建築設計為主，國內相關建築系所之

設計課能一週上二次者不多，能做到實屬不

易，值得嘉許。該系重視設計教學，且教師皆

熱心教學，獲得不錯的成果。雖然該系重視人

文素養與設計，但課程設計也不能忽略技術性

部分。目前該系 16位專任教師中，缺乏工程

技術性專長的教師，技術相關課程（如結構、

構造）稍嫌太少，且課程中在工程類別之學分

數似嫌不足，宜略為增加調整。該系有放眼東

亞建築之企圖，東亞各國幅地廣大，各種方案

基地動輒數十公頃，其中涉及都市計劃、區域

計劃之問題極多，如要學生逐鹿他國，似宜增

加都市及區域計劃相關課程。此外，全球性生

態之惡化已有不容忽視之警訊，目前未見該系

於課程上之因應措施。目前該系與景觀學系、

工業設計學系皆隸屬於創意設計暨藝術學

院，但該系的課程設計與教師教學，與景觀學

系、工業設計學系毫無關聯，似有浪費人力資

源與空間之虞。 

【碩士班部分】 

建築問題應能在現實環境脈絡中考量，故碩士

班所討論之問題宜具實質性，不宜過於孤立。 

【系所共同部分】 

1.宜增聘 1位結構、構造方面

專長之教師，如此該系的師資

結構與課程架構將更臻於完

整。 

2.宜略為增加工程類方面課程

之學分數，以使學生均衡發

展。 

3.宜於建築設計規劃課中加入

全球性生態惡化之課題；並增

設都市區域計劃相關課程，以

利符應教育目標及世界潮流。 

4.未來宜與景觀學系及工業設

計學系交流，共同研究策劃三

系可合開課程與合聘教師之

可行性，整合教學領域與空間

設備，以拓展三系可共同使用

之資源。 

【碩士班部分】 

研究所設計教學中，宜加強結

構與構造以及綠建築方面的設

計研究，如此更符合時代需求。 

學 

生 

學 

習 

與 

【系所共同部分】 

  該系為五年制，畢業最低學分數為 161 學

分，且建築設計課程即占 60學分，對建築專

業設計教育的養成有相當大之助益。 

  以設計工作坊（studio）為核心的設計課

【系所共同部分】 

1.宜針對原有系館空間進行必

要的修繕，除能保有既有的空

間特性外，亦能符合建築法規

及空間品質；例如設計 stud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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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生 

事 

務 

程，使學生互動學習熱絡，成效卓著。若能加

強支援學生長時間駐留工作坊生活需求的設

施設備及維護管理，可望使該校 studio 成為

國內建築設計教育的重要典範。設計學習主

題，近年加入城鄉的真實空間之田野研究，供

學生感受走出學院的校外學習體驗環境，可強

化師生互動，惟宜強化碩士班各組及與學士班

間之共同參與。 

  該系教師教學相當投入、認真負責，師生互

動良好，所準備之教學綱要內容亦紮實豐富。

學生對課程的大架構學習計畫表示高度肯

定，但僅藉由年度「系大會」表達學生對課程

的調整意見，似稍有不足。 

  該系課餘學習活動豐富而多元化，其中包括

設計工作營、國際論壇、校內競圖、跨校評圖

等活動，形成深厚的人文學習氛圍和增進師生

交流機會，但其中國外工作營雖立意甚佳，但

可能造成部分學生因經濟負擔，而減損其學習

機會。 

  該系之教學及研究空間均嫌不足，原有系館

雖形成頗具特色之學習環境，但已相當老舊且

不符合現行建築法規精神，系館保養不易至有

漏水及淹水之現象，實有進行檢討之必要。 

【碩士班部分】 

  碩士班研究生分為 A、B、C 三組，依專長

訓練分組學習，提供不同領域進階學習環境，

教育目標明確，成效頗佳，但各組學生的互動

學習，似可尋求進一步交流的可能性。 

工作環境的改善，建議校方宜

提供具體設備設施的強化計

畫（如照度、溫濕度調整、出

入口監視及夜間局部門禁、個

人儲物櫃增設等）。 

2.宜改善電腦教學空間及設備

置於桌上對教學產生的干擾。 

3.宜增購圖書館書籍並延長開

放時間（開放天數及夜間時

間），同時加強電腦室出圖服

務，以滿足學生學習需求。 

4.宜加強學生實習機制的建

立，俾利學生實務能力之提

升。 

5.宜規劃碩士班與學士班縱向

聯結的交流學習，例如設計課

主題開放畢業班共同參與，以

利學生之聯繫與交流。 

【學士班部分】 

1.設計工作營的課外學習，宜

增加低消費地區的工作營計

畫，提供大多數學生參與學習

機會。 

2.宜向校方建議提供足夠之學

生工讀費，或藉由聘用學生參

與圖書館管理及電腦室之夜

間延長開放等方式，增加學生

工讀之機會。 

【碩士班部分】 

宜強化碩士班各組間橫向學術

交流，進而促進跨領域學習之

可能性。 

研 

究 

【系所共同部分】 

  該系共有 16 位專任教師，依據所提供的資

【系所共同部分】 

1.該系強調設計實作為主軸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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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專 

業 

表 

現 

料及教師研究成果出版目錄，95 至 97 學年度

共計發表學術期刊論文 9篇、會議論文 22 篇、

專書 18 本及其他 35篇，合計達 84篇，平均

每人每年約有 1.75篇學術著作；而國科會專

題研究計畫有 9案及產學合作計畫 19案，總

金額達 2,434.54 萬元，平均每人每年有 0.58

案計畫、50.72 萬元；其研究成果與專業表現

之成果尚可。 

  該系 16位專任教師，加上 1位新進教師，

共 17位，執行學術性研究於 95、96、97 三年

共 84件，有關國科會研究方面 95、96、97 學

年共 9件，國科會及產學合作研究全額 2,434 

萬元。惟此設計主軸教學工作壓力與該系之產

學合作成果上似產生競爭現象。 

  該系目前為國內少數建築系中保持以設計

為發展主軸，並能維持五個年級每年級 6學

分、每週 10小時小班教學之規模，該系師生

皆對此主軸特色有共識執行教與學，對建築設

計教育之理念具有頗高執行力。 

  該系 95、96、97 年之教學與鄰近社區互動

及服務較少。 

【碩士班部分】 

  該系碩士班每年共計招收 33名，每位教師

指導學生人數不等、差異懸殊，最高三年累計

指導人數達 24 人，顯見指導人數有集中於少

數教師現象。 

  由於該系為系所合一單位，碩士班研究生分

為 A、B、C三組，除 A 組以學術研究為主外，

其餘二組均以設計實作為主，除鼓勵教師將研

究成果出版外，亦可鼓勵其爭取應用性計畫或

產學計畫，結合教學活動，並以展覽方式展現

成果。 

  由於該系碩士班分為 A、B、C 三組，學生

來源、背景與最後的論文形式亦不相同，雖然

心的作法，建議結合產學合作

計畫的爭取，並舉辦各種設計

成果展覽，以提升社會的影響

力。 

2.該系研究量受設計教學壓力

影響而偏低，建議適度增聘兼

任教師以減輕專任教師授課

負擔，以進行與系所目標相符

之研究成果的發表。 

【學士班部分】 

建議大三、大四教學結合學生

設計實習與社區互動，增加學

生實務經驗。 

【碩士班部分】 

1.教師每年指導研究生數宜訂

定上限，以減輕教師的研究生

指導負擔，並適當地分配研究

資源。 

2.宜將碩士班 A組研究生參與

研討會論文發表及 B、C組研

究生舉辦設計成果展覽，納入

畢業條件規定。 

3.該系建築設計之教學特色在

資源有限的條件下，仍能有此

發展，殊為難得，宜進一步爭

取校內、校外之支持，對「設

計教學」做方向性之研究。 

4.宜強化碩士班三組間之學習

互動，增進彼此的研究交流，

以利視野之拓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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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生互動良好，教師對研究生的投入也相當

多，但仍應強化三組學生間的學習互動。 

畢 

業 

生 

表 

現 

【學士班部分】 

  基本上該系畢業生之設計能力表現應與在

校培育目標相符合。惟學生畢業後進入職場，

依雇主反應意見，部分畢業生因在校時專業技

術課程，如結構、法規、景觀等之能力不足，

於涉入職場初期出現許多困難。 

  畢業生對學習期間該系重視設計之主軸相

當瞭解，使對設計有興趣之學生有事半功倍之

效，且配合興趣發展；對設計較無興趣學生，

在學期間有適應困難，甚有因此流失學生之情

形。 

 畢業生考取建築師執照 95年 9位、96 年 15 

位、97年 21位，有逐年增加之趨勢，但仍以

工作一段時間後之畢業生為主，考取建築師資

格後真正執行業務之人數似有限。 

【碩士班部分】 

  碩士班依學生不同興趣及背景分三組招

生，但學生來自該校大學畢業學生仍少。 

  碩士班 B 組招收非建築背景學生，在校學

習亦如 A 組建築背景學生一樣以設計能力培

養為主，惟即使其歷經三年半學習後，學生建

築設計程度及自信似不會比學士班程度高。 

【系所共同部分】 

1.宜配合系所既有高年級實務

性教師排課，加強具實務經驗

開業建築師之授課以及安排其

職場（事務所）之實習機會，

以強化其畢業後進入職場之適

應力，以及建築應用性。 

2.宜針對雇主反應意見，加強

專業技術課程，使學生學以致

用。 

【碩士班部分】 

宜針對非建築背景之 B組學生

於畢業後建築程度與自信不足

之問題，研擬相關對策，並據

以實施，以提升其競爭力與自

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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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次評鑑重要內容 

 

今年的評鑑工作仍依循歷次評鑑工作的模式進行，資料彙整期程以 100 學年度至 103 學

年度，共計彙整 4 個學年度之行政、學務等重要基本資料，成為此次評鑑主要架構內容。

在既定架構之外，將更多著墨本系未來發展方向、計畫研究與教學模式，除基本的文字

描述外，將彙整歷年基礎資料在本文與附件文件中以表格化呈現方式，讓委員們在短時

間內可快速、深入了解東海建築系現況經營、未來規劃、立足亞洲與國際交流等脈絡發

展；冀希委員給予更多的提點與指導。本次評鑑內容重點說明： 

  (一)主文： 

       壹、導論：此章描述歷次評鑑時間與重點摘要，主要呈現前次 98 年(2009)評鑑過

程與內容進行改善建議及後續改善計畫的落實，作為此次評鑑計畫的參

考依據。透過98年評鑑內容可對照檢視此次教學成果呈現方向與發展，

避免重複贅述。 

       貳、評鑑計畫：此章節呈現今年評鑑重要成果內容：系所發展，教育目標，課程規

劃，師資結構與專長，學習資源、學碩士生學習成果與畢業生生涯追蹤

等教學、活動與行政庶務執行成果。 

                 東海建築系歷史悠久，系所發展與教學教育一直跟隨前人奠定之基礎持

續發展；為回應社會與全球趨勢改變，將社會變革、國際與亞洲視野引

入課程教育之中，並同步發展國際交流、國際生招生、課外活動與多元

化學習，引發學生自主性學習，強化學生社會與國際競爭力。 

       參、總結：在最後的篇章裡，以 SWOT 分析出本系在校內與校外的優勢與劣勢，

針對本系教學現狀、對外發展與未來規劃做一整體性的研析評估，讓本

系在下個階段中有更明確的規劃方向。 

  (二)附件： 

     【附件 1-1】98 年度評鑑計畫_委員實地訪評問題釐清表 

     【附件 2-1】國際交流：演講、研討會、建築營、工作坊、國際實習、姊妹校交換 

     【附件 2-2】研究所課程與畢業規範 

     【附件 2-3】東海大學教學評量實施辦法、教師評鑑準則、新聘教師評估辦法、自

我評鑑辦法 

     【附件 2-4】設計課評圖、展覽與活動 

     【附件 2-5】其他課程：課程架構、演講、參訪、工作營 

     【附件 2-6】東海大學建築系_系大會學生問卷與學生回覆意見 

     【附件 2-7】100-103 學年師資概況 

     【附件 2-8】教師師資研究與專業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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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2-9】建築系教師教學評量數值 

     【附件 2-10】會議紀錄：系務會議、課程委員會 

     【附件 2-11】數位工坊創建計劃與儀器設備之維護與管理方式 

     【附件 2-12】課外活動、系學會活動 

     【附件 2-13】東海建築系暑期實習辦法 

     【附件 2-14】獎學金辦理辦法 

     【附件 2-15】學生學習成效：學士班、碩士班 

     【附件 2-16】系友成就與發展現況 

     【附件 2-17】東海大學建築系畢業生服務狀況調查表 

     【附件 2-18】98 年與 104 年系所評鑑比較表 

 【附件 2-19 】教育部補助大學校院建築改進計畫_東海建築系 

 【附件 2-20 】東海大學建築系 _碩士班建築設計 碩士班建築設計 (丙)組國際化

教育策略、執行步驟、與成效總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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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系所評鑑計畫 

 

一、 教育目標 

 

東海大學創校之初，擁有高度的創造性與實驗性精神：勞作制度、通才教育、圖書館開

架制度、學生榮譽制度等，在我國教育史上都是前所未見的創舉。 

 

近兩任校長以「求真、篤信、力行」校訓為基礎，綠色博雅教育為精神，積極地在教育、

學術和服務三方面努力向上提昇。大學以「專業養成」、「人文素養」、「服務」、「創新」

與「國際視野」為重要教育標的。本系依此為重要發展軸向，透過教學與行政執行，回

應學校訂立之教育目標；除建築專業的基本培育，帶領學生感受空間、環境、校園與城

市體驗，更多強化學生的國際視野與本身的自我覺醒，期待學生在畢業後能順應台灣社

會環境與全球變遷，透過專業執行完成自我實踐。 

東海大學建築系的設立宗旨是在培育建築設計專業人才，使其成為社會建設與發展的重

要推動者與執行者。 

 

1-1系所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 

 

本系依循東海大學以及創藝學院之教育目標，以培養具備相關素養的專業建築人員為基

礎訂定了以下五項目標： 

(一) 具備構築知能與空間環境美學之建築人員 

(二) 具備專業倫理、工作熱忱負責之建築人員 

(三) 具備人文、自然關懷胸襟之建築人員 

(四) 具備以創新思維解決問題能力之建築人員 

(五) 具備領導溝通與團隊合作能力之建築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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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1】學校、院、系之教育目標 

 

本系自創系以來，琢磨於建築專業養成與技術培育方式，透過密集設計課程積極建立學

生對於美學、空間尺度和區域整合等能力；並透過不同時期的專業課程傳授，建構學生

基礎知能，逐步建立獨立思辨、解決問題之能力。近年為回應當代建築設計模式轉變，

本系陸續建置設計相關數位設備，讓學生透過實地操作，熟悉、了解設計與數位製造連

結關係，無論在知與行上，透過不同專業課程與活動，建立學生設計核心基礎能力。國

際視野與多元文化的素養以培育具有高度整合、溝通與專業表達能力之設計與藝術創作

人才。 

除建築專業與技術基本能力建立，每學年本系邀請相關領域之專業師資至本系開設創意、      

技術、結構等相關課程，創造多元學習，提升競爭力。 

 

 

建築專業除建構學生基本知識與技術外，對於人、環境、生活等議題的關切與感知亦同

等重要，才能創造和諧之美善環境與城市輪廓。東海大學位於臺灣台中市，為建立學生

對台中的在地關懷與情感；透過設計課程、專案研究將學生帶入城市實體空間之中，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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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體驗城市沿革、脈絡與再造意義，以設計實作提出個人對於城市空間的想像，甚至

部分提案亦已完成實踐，引導學生在人文與地方上產生在地關懷，整合學習知能與專業

技術。 

 

【表 2-1-2】系所教育目標以及學生應具備之核心能力關係圖 

 

 

 

 

 

 

 

 

 

 

 

 

 

 

 

 

 

 

 

 

依據此五項教育目標，本系訂定出四個畢業生應具備的核心能力：  

 

(一) 紮實的設計思考與空間整合能力 

本系的專業教育以「建築設計」為訓練之核心，培養學生獨立思考的創作精神，並落實在建

築空間美學的整合表現上。因此，所有專業課程皆規劃來支援建築設計課程，核心設計課採

取每週兩次共 12 小時的設計課程，為全國建築系中最高的設計教學時數，學生在投入持續高

強度的設計思考與空間整合能力訓練之後，皆能具備紮實的建築設計專業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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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深厚的環境意識與社會人文思想 

建築專業是綜合性的學問，和日常生活息息相關。因此，教學不能侷限於建築知識的累積，

還要有生活的教育及精神的培養。密切的師生互動正是實踐這個理想的最佳方式，所以東海

建築系從創系以來一直堅持小班制。由於這樣的堅持，大學部每年級的平均人數為 35 人，碩

士班三個組別也只有 26 人，專任老師與全系學生(包括碩士班)的比例在 1:15 左右，由此強化

了系上的教學成效，這是其他學校少有的。 

 

建築系同學在富含深厚人文氣息的東海校園環境中學習，加上系內外豐富多樣的人文社會課

程與小班式教學，長期在思辨表達與環境熏陶浸潤下，逐漸累積出豐富的人文精神和藝術涵

養，超越建築僅是工程或空間技術的範疇，而能對社會議題、生活環境提出自身的關切與觀

點，這是培養出能真正領導社會的「建築人」，而不只是建築師之重要基礎。 

 

(三) 跨領域的務實創新能力 

面對未來的社會變動，例如永續環境、數位科技與人口都會化的持續改變，建築與設計人才

應具備橫向跨領域協同合作，以新的思維實際發掘真實議題，並有動手解決問題的能力。東

海建築系以人文空間設計能力為底藴，除了與創藝學院其它四系(工業設計系、景觀系、美術

系、音樂系)常有跨系之協同教學外，更積極藉由院主導進行跨院課程開設和產業資源結合，

尋求空間性的社會創新機會。另一方面，目前也開始著手邀請許多實務界具有開創性之建築

與跨領域專業者，進入本系開設課程，協同進行設計課教學，使師生都能與時俱進地接觸並

回應當代社會核心需求。 

 

 (四) 國際化視野與國際競爭力 

本系自創系以來，即在教學方法上援用西方建築教育中，開放且重視獨立思考的創作理念，

專兼任師資中大多數亦師承於國外頂尖之建築院系，體現在教學成果上為學生之能力與眼界

易於與世界接軌，深受外國名校的肯定，因此大學部畢業同學有相當比例，申請進入歐美或

其他地區頂尖建築研究所繼續深造。 

 

另一方面，在核心課程之外，本系也因應國際化需要開設許多國際性課程，包含近年諸多跨

國國際設計工作營(東海-橫濱 YGSA 建築研究所國際工作營、東海-米蘭理工學院威尼斯工作

營...等)，也不定期邀請國外教師開設選修課程，例如暑期在義大利羅馬的異地教學（東海羅

馬建築營)，與西班牙聖保羅大學、國立新加坡大學、印度孟買大學、泰國朱拉隆功大學等各

姐妹校的交換學程，以及暑期海外實習補助，特別在海外實習部分同學們多選擇到國際上優

秀之事務所實習(例如荷蘭 MVRDV、英國 Peter Cook、日本 SANAA、團紀彥、隈研吾、平

田晃久...等)。這些經驗讓本系之學生能有更開闊的國際視野與未來豐沛的求學與工作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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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系所發展方向與特色 

邁向反省思辨與務實創新的建築教育 

東海建築系之於台灣，是一個獨特的存有，創系主任陳其寬先生、漢寶德先生、洪文雄

先生等多位領導本系教育者，立下台灣建築教育的人文典範，各時期師資皆是一時之選，

設計教學全力以赴，在建築基本技術的紮實訓練下，重視設計思辯與方法，並堅持人文

思考的核心價值；這樣的學習密度氛圍使得 50 餘年來畢業系友在建築相關專業上均備

受社會肯定，甚至超越專業本身的影響力。然而，本系過去數十年的對台灣建築界產生

的正向影響全面開花結果的同時，回到現今教育本身所面對的新挑戰不可謂不大，包括

學生學習模式與工具改變、各種設計觀點方法的多元選擇、人才競爭的國際化、學術與

實務嚴重脫節的考核制度、資本市場對建築專業的偏差需求等因素，當然建築教育本身

無法在短時間內回應這些糾結問題，但是釐清「不變」(承先)與「變」(啓後)的教學內

涵，是東海建築繼續往前邁進的迫切任務，更是當代台灣眾聲喧嘩之建築教育下的「根

本」。 

 

臺灣建築環境受國際發展影響，在技術、設計模式上不同以往，臺灣社會少子化，造成

大專院校招生人數逐年下降與招生不足的情形每況愈下；面對這兩項國際與台灣社會衝

擊，依據本系的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東海建築系除逐年檢視、調整系所發展與教學方

向，透過滾動式檢討，回應每學年系所招生與國際間建築發展情形。目前本系發展計畫

與重點如下： 

(一) International Study (國際學習)：與國際間的連結與交流 

隨著世界的科技發展，網路交通與訊息更迭，產生快速交換，國際間因此脈動趨勢，已

在教育領域進行國際交流。本系自 2005 年「亞洲真實國際研討會」、2006 年「東海建

築在羅馬」與「漢寶德國際建築講座」、「陳邁國際建築講座」是一連串國際交流的開始，

發展至今已和多所國際院校建立姊妹校與教學資源共享關係。每年辦理之例行性建築營、

交換學生、國際實習等，亦有不定期合作的威尼斯雙年展、米蘭世界博覽會等國際活動；

藉此開啟學生國際視野，創造專業國際觀。國際交流發展前，本系已深耕亞洲地區數年，

開啟亞洲城鄉文化研究，與國內學者、業界專業人士協同合作，致力臺灣發展成為亞洲

建築研發中心，將建築專業推展至亞洲、國際，深根臺灣。 

(二) Critical Sustainability  (環境意識)：探索全球在地化下的環境意識與策略 

永續、綠色、節能已成為社會持續發展的必然條件，建築為極度的耗能產業之一，確實

是設計者須要肩負起基本的社會責任，學習如何面對在地的特殊性，來建立建築與環境

之間的協調關係、系統策略與操作方法，成為當代設計的核心價值。而目前台灣建築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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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向以設備技術(如太陽能)與建築法規(綠建築指標)來「規範」建築的環境效能，仍是

相當消極的底線做法，從設計角度來看，反而可能扼殺了建築師善於整合空間形式、材

料、構築系統來達到環境友善的美學創新能力。 

 

環境問題的根本在於對土地、自然、與文化失去基本的尊重與敏銳度，建築教育裏頭需

要深切反思，建築長久以來被現代建築思潮物化為「獨立作品」的後遺症，今天應從基

礎設計課程的觀念培養起，持續讓學生感受、建立建築乃環境母體一個不可分割部分的

概念，並循序漸進地傳遞在地環境系統知識，使同學們意識到台灣作為海洋島國性格在

氣候與生態上的獨特性，以及對於在地文化的尊重。了解到目前作品思維的侷限性之後，

思考如何在建築形態學、設計系統、建造流程上，重新發問、重新想像，並真實地將環

境價值、新的設計思維帶入建築的形成當中，會遠比規範式的綠建築指標來的積極有效。

建築專業遠比其他產業對環境影響衝擊巨大，因此需要比各領域更具備環境意識與敏感

度，解決永續問題的決心與創意。 

(三)Social Innovation (社會創新)：建立真實議題「想像」與「協作」設計教學文化 

平行於環境意識的再造，建築設計活動必須要根植於社會與文化的真實理解，也就是對

人與群體的持續關注，然後付諸空間的介入行動來改變與改造，觸發人與空間有意義、

有創造力的連結關係。建築教育在當代另一個重要任務之一就是培養年輕建築人除了專

業知識外，要有充分的想像能力與協作能力，藉由空間設計行動來擾動「社會創新」。 這

可分為兩個層面進行： 

1.第一是透過不同年級適合的設計課程，由有經驗的師資，實質引導學生在所處的校園

乃至於城市，進行空間創造與實踐，建立對所處土地和城市的情感認同、提出不同觀

點與實際動手完成的自信心。例如本系蘇睿弼老師受台中市都市發展局專案委託合作

設立「中區再生基地」，針對台中沒落的舊城區空間再造議題，連續三年進行舊市區

巷弄空間的各種城市活化行動，過程中本系高年級與研究所學生多次結合設計課教學，

參與其中的都市設計提案與公共空間營造，調研過程中經由歷史空間記錄分析、社區

居民與商家的互動，使學生們從實質環境的脈絡中找尋異質觀點，提出基於現實問題

但超越真實限制的創新設計方案，當中也有學生們親身實踐完成的公共空間再造作品，

未來本系教學上將持續進行類似的實地操作(On-site practice)。 

2.第二是針對高年級教學目標，邀請非學院實務界的外部相關專業者(例如結構、材料、

社造專家、都市設計…)，業師帶入真實的建築構築、城市空間的問題和社會創新機

會，與系內教師進行時間長短不等的協同、甚至協作設計教學，進行教學設計方法的

發想與專業論述的辯證，形成「協作」的教學文化，啓發學生從真實環境中再思考的

習慣，一方面解決與實務過度脫節的問題，另一方面有機會引導實務進行創新路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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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像，發揮「建築學」對社會上建築發展的正面影響。 

 

【表 2-1-3】系所發展方向與特色和實行策略之關係圖 

 

 

 

 

 

 

  

 

 

 

 

 

 

 

 

 

 

 

參考系所發展方向與特色，本系持續地以舉辦工作營和交換學生的方式建立亞洲連結；與

台中市舊市區中區再生基地合作，思考如何以創新的手法和社會聞人關懷的態度進行城市

再生等。除此之外，系所也在課程、師資、活動等實際施行上提出相對應的策略。以下分

為三大類： 

 

(一) 課程縱橫整合 

(1)設計與製作數位化：設計課程與數位工具之結合 

因應設計與製作模式轉化，本系一方面延續傳統建築教育模型、圖面的手繪製作，另一

方面引入現代建築業界採用之數位設計製作儀器，並於今(104)年成立的「數位自造工坊」，

將原有的手作製作模式加入數位化製造，開啟新的課程修習與設計製作，與業界同步發

展，培養現代設計與製作模式。 

(2)專業課程模組化：創造策略性課程教授模式 



 

17 

 

本系大學畢業學分為 161 學分，本系大學部學生應修學分較於他系學生相對繁重，另建

築系學生除應有的課程修習，大多數的時間花費於另一重要學習課程-建築設計習作；

鑑於近年建築設計模式與知識養成方式逐漸改變，為提升學生的學習意願與效果，並和

設計習作課程相結合。本系課程委員會經研商，檢討既有的課程修習，以同類型、同原

理之相關課程串組結合，建立模組，同模組授課教師自成一組團隊，進行溝通協調，在

原有課程架構下，調整課程教學模式與內容，使相關課程間有銜接與比較之機會，並配

合與輔助設計課之教學。目前進行整合中的課程模組包含「歷史理論」、「數位設計製造」

以及「結構構造技術」三個區塊。 

(3)增加主題性活動辦理：引發學生自主學習、學習方式彈性化 

除本系每年辦理之「東海建築在羅馬」、「異地教學計劃」、「漢寶德國際建築講座」、「陳

邁國際建築講座」等例行性活動。透過每年持續辦理主題性工作營、研討會等課程，增

加學生課外學習機會、國際學生交流，引發學生自動學習，透過活動傳遞國際間最新建

築動態與時勢。 

 

(二) 多元創新策略 

(4)教學師資流動化與年輕化： 

系上教師共計 16 位專任教師，分 14 位長期專任、2 位短期聘任(二年一聘)與每學年約

有 30~40 位為數不等的兼任教師組成教學團隊，支援本系設計課程與特殊課程；本系專

任教師大多具有國外建築專業涵養，透過設計與其他課程可將各國不同建築技術養成方

法與文化帶入課堂，創造不同學習氛圍。 

a.專任師資_系上目前有 16 位正式專任老師，其中 2 位為短期專任；考量本系未來 5 年

陸續有老師退休，正面臨師資更替的交接期，未來將積極尋覓符合本系發展

特色之專長教師，師資任用將著重於：(a)國際經驗，(b)實務與多元能力，(c)

年輕化。 

         目前系上教師大多有國外進修深造經驗，遍及美、英、德、日、比利時等國，

反映出本系師資豐富多元的國際背景，透過教學可將各國各校建築教育特色

與精神帶入到教育工作中，致使專業教育充滿包容性和創意性。 

b.短期專任師資_為保持建築專業的流動性與新觀念引入，依循傳統仍維持 2 位短期專

任教師委任；透過 2 年一聘週期持續引入中生代、新生代不同領域(建築、文

創、文化資產)之頂尖人士，其學歷可為講師級專業工作者，透過每年一位教

師輪替，保持師資的活絡發展、多元教學與師資年輕化，開創新的建築視野。 

c.兼任教師_聘任學界學術頂尖之外校教師或具有豐富實務經驗建築師至系上開課，增

加課程專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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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設計課程主題化：針對不同學年，提供不同設計學習架構 

       大學部教學以「創新學習情境」的教學方式落實到各年級設計課程中；一、二年級以「體

驗」和「互動」學習為主，高年級則以「團隊合作」和「創意思考」學習，逐步強化設

計教學之實效。研究所則依大學畢業專業分為 A-城鄉規劃與研究組、B-學士後設計組、

C-建築設計組，共三組。其中研究所 C 組為配合國際交流與增進學生專業之全球化，施

以全英文教學。 

 

(三)在地化與國際化視野 

(6)建築研究中心：建立建築專業合作平台與在地專業深根 

本系建築研究中心為專業學術外的另一重要合作平台，透過運作機制，與公部門、業界

建立合作關係，提供專業資源與技能協助，與系上教師串聯組成研究小組，結合各方資

源，增加研究機會；強化本系建築專業與對外的服務性與影響性。 

「中區再生基地」為本系自 2012 年至 2014 年間與台中市政府合作案所成立之舊城區發

展中心，致力舊市區再生願景、發展策略與規劃，並結合本系設計課程，透過系上教師、

學生帶領台中市民認識舊城區。未來將尋求更多合作平台，積極參與城市脈絡研擬、規

劃，與台中都市發展計畫相互配合。 

(7)國際交流_亞洲：建立亞洲連結【詳附件 2-1】 

因應日漸加劇的全球化與中國經濟影響，亞洲城市與區域發展顯著變化，臺灣在地理位

置上位居東亞核心。本系 8 年多前開始關注亞洲建築環境變遷，透過歷年研究，與鄰近

地區、亞洲專家學者，以自我的研究成果議題，進行學術研討，並集結亞洲產學資源，

逐步建構臺灣成為亞洲設計、研究與論述重要發聲地，期間與亞洲各校產生之連結，也

成為本系教學研究資源之一。 

本系「亞洲連結」迄今已進入第 9 年，分別與泰國、印度、新加坡、馬來西亞、大陸等

亞洲國家建立合作與姊妹校關係，除聘請當地師資來系進行教學、舉辦國際工作營、透

過學生交換、實習等機制，增進雙方師生學術交流。 

(8)國際交流_國際：國際院校協同教學【詳附件 2-1】 

為強化國際資訊流通，建立學生國際化學習，本系辦理一連串國際交流「東海建築在羅

馬」、「異地教學計劃」、「海外實習」、「漢寶德國際建築講座」、「陳邁國際建築講座」等

活動，邀請國際知名學者、建築師來台進行演講教學，並與國外學院建立姊妹校協同教

學關係，訂定交換學生、實習等合作約定。 

a.西班牙聖保羅大學「1+1 雙聯碩士學位」：透過國際學術交流，聖保羅大學自動聯繫，

欲與本系發展姊妹系合作關係；日前已簽訂「1+1 碩士學位認證條約」，以本

系研究所 C 組為主，透過一年在台灣與一年在西班牙當地進行雙向學程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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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考核認證後，即可領取雙校建築碩士學位。認證條約簽訂，一可節省國外

就學申請程序，二則節省修業時間，讓學生可提早進入業界。 

b.建築工作營：寒暑假時間由系上老師帶領學生組成建築營、工作營團隊，親赴比利時、

印度、羅馬、威尼斯等國家進行建築考察與設計交流。今(104)年將新增米蘭

建築營(米蘭世界博覽會)。建築營的辦理形式不拘，有例行性工作營，或視

當年度活動需求、邀請合作等情形進行工作營規劃，如威尼斯、米蘭則屬年

度需要或一次性工作營；羅馬建築營自 2006 年開始辦理，逐年辦理，業已完

成 10 屆。 

d.國際師資與招生：本系由引入國際師資開始逐步發展國際交流，至今已有國際工作營、

國際實習、國際學生交換等活動進行【表 2-1-2、表 2-1-3】。另國際師資的引

入，可強化本系原有教學架構。面對台灣社會的少子化衝擊，本系接下來可

能面臨招生不足之窘境，透過國際交流，檢視國際生學習反應；目前已積極

對大陸、馬來西亞等國學生展開招募，並考量逐年增加招募人數。 

 

【表 2-1-4】已簽訂國際交流合作事宜： 

國家 學校 合作交流 

泰國 朱拉隆功大學(INDA 國際學程) 交換學生：每學年 2 名。 

泰國 藝術大學 建築學院 交換學生：每學年 2 名。 

印度 孟買大學 KAVIA建築學院 交換學生：每學年 2 名。 

新加坡 新加坡大學 交換學生：每學年 2 名。 

西班牙 聖保羅大學(CEU) 
1.交換學生：每學年 2 名。 

2.簽訂「1+1 碩士學位雙聯合約」。 

馬來西亞 拉曼大學 交換學生：每學年 2 名。 

 

除了國際學生的招募和交換之外，本系自 99 年教育部補助大學校院建築教育改進計劃

開始將國際化教育的部分持續推動，並擴展至更多不同國家與城市，舉辦不同性質的

工作營，強化亞洲及歐洲知名學府部分師生之間的交流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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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5】國際交流_工作營、建築營：【詳附件 2-1】 

 

 

 

 

 

 

 

 

 

 

 

 

 

 

 

 

 

 國家 活動 時間 

亞洲 

新加坡 新加坡大學交流工作營 100 年 12 月 

大陸 
雲南大理無止橋計畫 100 年 7 月 

北京清華兩岸大學生主題交流營 101 年 7 月 

泰國 

印度 

四校聯合國際工作營（東海、泰國朱拉隆功、

泰國藝術大學、印度孟買 KRVIA） 

102 年 1 月 

泰國 
三校聯合國際建築營 

（東海、泰國朱拉隆功、泰國藝術大學） 

102 年 4 月 

印度 孟買大學 KAVIA建築學院異地教學計畫 101 年 2 月、102 年 1 月 

尼泊爾 21世紀尼泊爾生態別墅區規劃設計工作 103 年 12 月 

國際 

義大利 東海建築在羅馬建築營 

100 年 7 月、101 年 7 月 

102 年 7 月、103 年 7 月 

104 年 7 月 

義大利 威尼斯建築營(威尼斯雙年展) 101 年 8 月、103 年 7 月 

比利時 魯汶暨聖尼可拉斯異地教學。 103 年 3 月、104 年 3 月 

義大利 米蘭建築營(米蘭世博) 10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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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所辦學特色： 

  1.大學部： 

    (1)強化整合設計課程： 

      每年招收 35位國內新生及數位外籍生(103 年約 41位新生)，由 16 位專任老師

和 41位兼任教師負責教學，每位老師指導 8~10位學生；每周一下午和週四全

日，共計每周上課 12小時，同時間全系各年級共同修習，創造全系師生共同討

論的熱絡設計氛圍。小組教學可讓每位學生有足夠自我表達時間，師生間更多

討論從概念邏輯、空間形式到建築系統的原理，建立緊密的小組、師生的互動

學習關係。 

本系設計修習時數（60個學分）及畢業學分數占全國大專院校之冠，授業時數

繁重，卻奠定學生深厚建築基礎知識與設計能力。 

    (2)提供多元創新課程： 

       a.以充分的人文課程來培育、激發學生們在創意上的思考和表達；邀請相關領

域之產、學界頂尖人士，至本系開設專業、創意等有關於建築與設計相關領

域之人文學分，多元課程是本系教學另一的重要特色。 

       b.針對國際實習、建築營、工作營等活動，建立應有之歷史與空間理論：設計

美學經濟、羅馬和佛羅倫斯的建築和都市設計:從古代到現代，加上建築創作

之輔助課程：建築攝影、點陣空間：數位時代空間閱讀與重現等課程。 

    (3)重視學習環境：  

       a.系上每位學生均有個人作業空間，含繪圖桌和置物櫃；各年級有明確工作範

圍與場地界定。系圖書室建築多樣的設計圖書與設計相關期刊等相關資料，

減少在大圖書館資料搜尋的複雜性，是學生課後孕育和滋養設計創意的發源

地。 

       b.建築系隸屬本校創藝學院，與院內其他各系(工業設計系、景觀系、美術系和

音樂系)有著良好互動關係。因院內各系所在藝術創作屬性雷同，系所建立跨

領域課程，讓學生可以共同學習，相互合作，如三系、四系聯合設計展覽製

作，因課程產生彼此連結，這樣的互動可延伸至課餘之後。 

       c.東海大學校地廣大，校園中著名文理大道、合院式教室與路思義教堂，乃極

具歷史與特色之建築物，創校時校園規劃的空間理念，中西方建築精神的融

合嘗試，皆為學生學習建築精神向度的絕佳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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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碩士班：【詳附件 2-2】 

       研究所依大學畢業專業分為 A-城鄉規劃與研究組、B-學士後設計組、C-建築設計

組三組。 

       (1)A組(城鄉規劃與研究組)：延續大學基礎知識，擴大建築專業訓練，探討城鄉、

都市與建築等人文議題，創造人文關懷環境設計。設計課程以論文擬撰為

主，透過學習提出建築形態、評論等方法論述，並依興趣選擇「設計論文」

或「學術論文」。 

       (2)B組(學士後設計組)：招收非建築系畢業學士，一系列密集建築設計練習，透

過三年修課深化學生建築涵養，奠定建築重要基礎；除每週 12小時設計

課程之外，需修習大學部專業課程 40學分以及在暑假修習兩門共 6學分

之設計課程，之後完成事務所實習與設計論文始得畢業，反映本系在專業

教育上的重視性。 

               ※課程安排為三年半，學生多為三年半至四年畢業。 

       (3)C組(建築設計組)：本組自 2000年成立，自 2013年起改制為一年制國際學程。

開創性實驗建築策略研究學程，僅需一學年之校內課程修習；建築領域應

具備之創作、設計、專題研究等課程研習，帶領學生進入國際進行跨國、

跨域之異地教學、國際校際聯合建築營、海外實習、海外交換等。以專業

化、國際化之跨域合作，所有課程以全英語教學，建構國際化學習的新式

教學模式。本學程前期籌備二年、完備後推行一年，共計已發展三年，策

略模式已趨完善。 

 

1-3系所教育標的之專業、博雅學習 

東海大學教育目標除著重在各學系專業養成之外，近年來為回應社會與世界脈動的快速

變化，建立通才教育學習-博雅學習；受全球暖化、資源耗損等各種環境衰竭影響，以

永續發展、人文關懷作為重要發展軸向，結合校內眾多師生組成跨領域學習網絡，成立

「綠色博雅學院」，教育方向為： 

(1) 博雅教育擴充至全校學程： 

學生以跨領域創新的思維，分析並解決問題的能力  

導引學生發掘自己的專長，結合外部能量，為社會服務  

(2) 延伸博雅教育、深化綠色永續專業 

強化學生對永續生產/經濟、社會、環境的認知、技能和共同解決永續議題的能力 

培育綠色成長所需的綠領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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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6】學校、系所之博雅學習核心能力 

單位 學校 建築系 

博雅 

學習 

一、主動學習 

二、溝通、思辨與解決問題 

‧建築結構、營造、設備等工程技術系統知識 

‧建築理論之論述能力。 

‧擅長專業上數位工具之應用。  

三、人文與美感 ‧社區、都市設計規劃之能力。 

四、尊重及關懷生命 ‧建築順應友善自然環境的知能。 

五、服務精神與公民責任 ‧體認專業倫理、法律及社會責任。 

六、全球視野與多元文化 ‧東西建築的基礎知識與鑑賞力。 

七、開創實踐與團隊合作 ‧設計整合、解決問題、開發創意之能力。 

‧建築專業實務經營管理之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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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7】系所教育目標、核心能力與發展方向對應表 

 

 

 

 

 

 

 

 

 

 

 

 

 

 

 

 

 

 

 

本系以建築知識、設計專業養成，為教學推展首要目標。近年來世界關注的全球化發展、

在地人文、人道關懷等議題，已逐步融入教學內容之中；在學程上調整教學模式，透過

空間介入、城市規劃、異地教學讓學生們真實進入城市環境，實地學習。在課程與教學

化上與校方共同致力通才學習，以行動深化博雅教育。 

 

 

1-4系上師生對於系所教育目標之了解 

本系教育目標訂立係透過系務會議、課程委員會等，召集系上老師共同研商訂定之，爰

此本系教育目標亦為全系教師共同教育理念。關於短期聘任與學年兼任教師，在合作關

係確認之際即針對教學方向、系上教育理念認同等問題，選擇理念相符者進行合作，確

保本系教育發展之一致性。 

 

本系大學部或研究所學程皆有明確課程規範與設計操作方向；每學期開始之初召開全系

開學茶會，說明系上發展目標，介紹專任教師、學期兼任老師、國際交流學生、系上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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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方向與核心目標、學期課程、各年級設計題目、系學會重要公告等。透過課程教師在

課堂上清楚傳達課程目標與方向，學生可清楚理解各課程之授業理念、目標與預期成果，

在學習中逐步扣合本系教育目標，凝聚師生共識。本系亦透過網頁訊息更新，展示本系

最新訊息、本系教育理想與方向。並透過各種活動辦理：演講、研討會、建築營、國際

交流等，更多地實踐本系教育目標與發展，讓教育理念成為起而行的實踐計畫。 

  

學期末學生會再舉辦一次期末系大會，讓學生和老師會藉此機會溝通、檢視本學期系在

教育工作（包括師資、課程、教學和環境設備方面）上的狀況與問題，同學對系上有任

何疑義與建議之處，可透過系大會提出，再透過系務會議進行後續之溝通討論。每學期

期初與期末的師生系大會，是系上最好的師生交流時刻，讓學生與老師共同面對教學、

學習問題，尋求解決對策，在此過程中師生對於系上教學目標與發展方向，能有更多理

解與認同。                                                                                                     

 

1-5自我評鑑機制與組織運作  

 

本系課程由召集人邱浩修(系主任)和系課程研發委員會/學術研發小組和各年級課程召集人

由 1-1章節所述之教學目標及核心能力進行規劃設計。在教師教學，學生學習之後在每個學

期填寫兩次教學評量問卷；每學年的系大會由系學會和課程召集人進行意見蒐集與整理後，

進行師生之間課外的溝通，討論範圍涵蓋教學方向到教學空間等事項；另外本系在平時皆有

例行性的系務會議和課程委員會對於教學進行品質的檢討及改善。經由這些回饋機制反覆修

正課程內容和教學目標，以達到不斷修正和進步的教學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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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8】教育目標、核心能力與課程改善流程圖表 

 

東海大學為系所運作、教師教學與校內自我評鑑訂立了「東海大學教學評量實施辦法」、

「東海大學教師評鑑準則」與「東海大學自我評鑑辦法」等評量準則，並成立自我評鑑

指導委員會與校評鑑委員會，評鑑類別與項目如下【詳附件 2-5】： 

 

(1)校務評鑑：教務、學生事務、總務、研究發展、推廣服務、國際教育、圖書、資訊、

體育教育、人事、會計及學生參與等事務進行整體性之評鑑。 

(2)院系所及學位學程評鑑：教育目標、課程、教學、師資、學習資源、學習成效及畢

業生生涯追蹤與整體改善機制等項目。 

(3)通識教育評鑑：理念、目標與特色、課程規劃與設計、教師素質與教學品質及自我

改善機制等項目。 

(4)其他評鑑：經由本校校評鑑委員會決議需接受評鑑之本校校務相關項目與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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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大學教學評量實施辦法」：為針對系上師資進行學生學習回饋與校內考核。 

教師教學評量：為每學期中、期末依學院、課程屬性進行兩次電腦問卷調查，對象為     

全系教師，透過學生評核依據，除可了解教師授課情形，亦可同步檢視課程內容與學

習狀況，適時調整課程教授模式。 

「東海大學教師評鑑準則」與「新聘教師評估辦法」：以校內任職三年以上專任教師為

對象，自 100 年起三年一評，藉以提升教師教學、研究、服務與輔導之績效。 

「東海大學自我評鑑辦法」：全校性大評鑑約 5~6 年辦理一次，校內評鑑由 12 位委員負

責，系所評鑑則由 3~5 位委員擔任(4/5 以上由校外人士擔任)。評鑑程序：a.自我評鑑計

畫書面審查，b.提請校評鑑委員會審議，c.評審委員實地訪評前提出「待釐清問題」，d.

實地訪評，e.評鑑結果公告 2 個月內提交自我改善計畫，f.評鑑辦公室編纂全校自我評

鑑結果報告書。前項評鑑自 1996 年迄今，本系業已完成 4 次評鑑作業。 

 

本系師資、教學除配合校方完成既定評鑑，每學期召開為數不等的系務會議、課程委員

會，定期檢視系上發展、課程規劃與傳授、教師教學現況困境等問題，隨時檢討更新，

迴避教學死角。系學會運作是另一教學檢討機制，學生可透過系學會或系大會召開時傳

達對於系上行政、教學與師資的任何問題與建議；可於會議中及時說明，或列入下次會

議檢討要項。 

 

 

1-6結論 

本系發展與教育與博雅目標訂立，依循著校方推動宗旨，致力培育學生成為一個人文、

藝術與國際觀兼具的專業人才，創造東海師生在教育、教學方向上的獨特性；並積極與

國際連線，將國際資源引入，讓學生在學期間能獲取最新國際訊息與最先進的建築知

識。 

 

教學評鑑自 1996 年起，5~6 年一次，2007 年起依據高教評鑑中心規範持續進行，透過

校內自我評鑑指導委員會與校評鑑委員會協助與指導，本系相關評鑑模式已趨完善，除

例行性評鑑，本系定期召開之系務會議、師生系大會與各種可能的討論研究，製造師、

生間教學反應與回饋機會，並藉以滾動式檢討系上教務發展與教學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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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課程設計 

 

核心專業能力的錨定 

以大學部而言，本系長久以來之建築專業訓練目標，一直以透過密集設計課程(每週 12

小時，全台建築系最高) 的操作思考，將建築統合性的基礎知識，例如繪圖表達能力、

空間形式組織、材料構築認識、結構系統邏輯等。中低年級以專任教師為核心，各年級

藉由共同題目循序漸進地針對不同設計重點進行習作，嚴格地要求各個年級學習上能有

一定的美學敏銳度、空間整合能力與熟練度。高年級則以兼任老師為主體，依各教師專

長與特色提供多樣的空間議題、設計方法、空間尺度與複雜性的獨立設計課(Optional 

Studio Units)；逐漸引導學生能夠進行獨立性、系統性、本質性的思考，強化解決問題

的邏輯、協調與執行力，並開始密集接觸建築理論與實務課程，在各種論述(Discourse)

與真實(Critical Reality)之間的相互辯證中，期待每位學生找尋各自相信的觀點位置而投

注熱情、找尋創意。這個 Core Studio 配合 Unit 的教學架構，因其有效性行之有年，並

廣被台灣各校五年制建築系所採用，依據主事者與教學師資團隊對於建築內涵與價值認

知，在操作方式上與實質授業內容或許有所差異，但以高時數設計課來統合建築技術與

知識，並高強度地持續練習，養成學生心到、手到的設計習慣，磨練具備「核心建築知

識」與空間能力的學習耐性，仍是本系堅持成為優秀建築專業者必要的基本功夫。 

課程內涵方向的進化 

今天的建築專業基本能力在設計技術與工具，乃至於建築內涵的思考層次上，需要更積

極地轉變與進化。在面臨全球化訊息流通扁平化、政經勢力板塊與人才挪移的競合、環

境變遷及能源短缺的生存壓力、區域文化的衝突融合，這些社會效應所衍生的產業、都

市、空間之新議題，皆需要新的工具、方法與思維，透過更多元的跨領域創新，重視區

域合作，以及運用新技術來分析理解，提出解決新問題的作法和實際構築的能力。簡而

言之，建立能夠回應當代建築、環境議題的技術運用、思考模式與空間美學的基本能力，

是本系大學部需要從根本課程與師資逐步建立的改革目標。 

2-1課程規劃之設計架構與運作 

本系自 99 年「教育部補助大學校院建築教育改進計畫」開始進行一系列循序漸進的建

築教育的進化。以國際化的專業教育特質為方針，以繼續提升學生的專業建築設計為重

點；課程的調整、教學活動的多元，拓展學子視野、思維與專業之能為策略。本系依此

計畫在海內外實習機制、海外交換、師資強化和多元化、新的專業課程 (數位軟體及實

務界專業經驗的導入)上持續地注入新的能量。尤其在國際化方面在 101 學年度的計畫

說明中進一步的開拓「亞洲視野」，於亞洲地區的國家如泰國、印度、新加坡等地區持

續的引入教學資源和增加如工作營等合作交流機會。【詳附件 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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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在課程總體規劃上，在大學部和研究所( B 組)維持每周 12 小時的設計課程，希望

透過密集的訓練與適當壓力，激發學生在設計上的更多潛能；透過國內、外事務所實習，

讓學生將理論與實務相互結合，專業更深紮根。在基礎專業課程方面，考量原有課程架

構的細瑣與繁重，將相關課程模組化，在原有課程架構中，改變教學內容順序與模式，

與設計課程相互搭配，讓知識性課程可逐漸融入設計思考與應用中。另本系順乎目前國

際趨勢與社會發展，將最新學習議題帶入課程，如數位化學習的點陣空間、參數設計，

由原有的 2D 與 3D 繪圖課程進行整合，啟動新的繪圖課程(BIM)模式。國際化的學習：

異地教學、國際建築營等，在在可看見系所教學模式逐步轉型。 

(一) 大學部 

東海建築系大學部向來以培養全面完善能力與競爭力的學生為根本，使從這裡畢業的學

生未來無論是在專業領域或是學術領域上皆能有前瞻而出眾的發展。在各個專業訓練上，

東海建築特別強調設計能力的掌握。這包含了獨立思考、邏輯推演、人文素養及社會及

未來敏感度的培養。因此在課程規劃之設計架構上，依據 1-1 章節之教學目標和核心能

力為基礎，我們發展出一系列紮實的課程。其中以 1-2 章節中提及的系所發展方向(核

心課程：思考/構築、環境意識、社會創新、和國際學習) 為基礎來進行課程的規劃與設

計。 

 

本系課程從專業基礎訓練、設計創新至國際化學程，循序推進。大學一~三年級課程多

為必修，系內集體授課為主，建立學生基礎教育與核心能力，以培養養班級認同與團隊

情感，課程選擇彈性較小。四~五年級則多為共同選修課程。前三年基礎訓練引導學生

自我探索、培養興趣；四、五年級時學生大多已了解自我興趣與關切議題，可依其興趣

與喜愛跨年級、跨系或選擇院通識等相關課程，選課自由度高，藉此訓練學生獨立思考

與多元探索能力。在課程的規劃方面，主要分為五大類： 

 

(1) 核心設計課：為中低年級之設計課程。主要為培養紮實的設計邏輯思考、基本空間

組織能力、基礎構造知識、以及對建築史的認識。 

(2) 專題設計課：為高年級之設計課程。學生在經過前三年核心能力的訓練之後，開始

思考對環境和社會的關懷，結合多元設計方法進行不同議題的探討。 

(3) 數位課程模組：數位工具的產生，將建築教學帶入新的數位學習時代，本系今(104)

年成立數位自造工作坊，增加教學與數位工具的聯合應用外，更調整原有設計基礎

訓練模式，由原本低年級研習的 2D(AutoCAD)製圖課程，與高年級的 3D(BIM)製圖

整合，提升繪圖效率，讓設計產出符合時代需要且有效率的執行；其他如參數設計、

點陣空間等課程，亦是回應現代數位建築、數位製造的應用學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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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永續創新課程模組：建築的基本訓練固然重要，但對於永續思維和環境、社會/ 跨

領域議題之關懷才是真正能讓建築設計落實到現實生活中。本系與工業設計系、美

術系、景觀系、音樂系係屬創意藝術學院；為活絡院內學生交流與合作，各系老師

依年度教學計畫不同，辦理三系或四系設計課程聯合教學，透過不同專業領域分工，

從發想、研究到製作，合作完成學期主題作品，並以展覽方式在系館或校園呈現；

透過團隊合作，學生可學習溝通與分工之技巧。除此之外，系上教師更透過本系蘇

睿弼老師與台中市政府進行之合作連結「中區再生基地」計畫，與系上、院所多項

課程相互搭配，透過各式課堂等教學模式將學生帶入城市，進行最直接的場域實作。 

(5) 國際化課程模組：發展本系在「101 學年度教育部補助大專院校建築教育改進計畫」

中提及之發展計畫。在課程方面持續充實亞洲課程內容；另以增加海內外實習、海

外交換、異地教學、舉辦各類工作營等方式持續邁向國際化教育。【詳附件 2-19】 

 

【表 2-2-1】大學部課程規劃表 

 

 

 

 

 

 

 

 

 

 

 

 

 

 

 

 

 

 

 

【表 2-2-1】103學年度日間學士班創意設計暨藝術學院建築學系必修課程表 

  科   目  學 第一  第二  第三  第四  第五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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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學年  學年  學年  學年  學年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基礎

課程  

中文 (11001) 4 2 2          

英文 (16036、 16037) 6 2 2 1 1        

歷史 (13001) 2 2           

公民文化 (53001) 2    2        

軍訓 (01001)             

體育 (02001、 02002)             

勞作教育 (00002)             

通識

必修

科目  

人文學科(99001) 

14 
通識四領域必選其中三領域。 

至少選修14學分。 

 

社會學科(99007)  

自然學科(99008)  

文明與經典領域學科

(99009) 
 

學系

必修

科目  

建築設計習作(一 ~九 ) 

(32277、 32278、 32279、

32280、 32281、 32282、

32019、 32020、 32021) 

48 6 6 6 6 6 6 4 4 4   

世界建築史(一、二) 

(32299、32301) 
4  2 2        

建築史 (二 )A

群組任選 2 科  

近代建築史(一、二) 

(32290、32302) 
4    2 2      

中國建築史(一、二) 

(32288、32300) 
4     2 2     

建築物理(一、二) 

(32289、32303) 
4   2 2       

課程 (二 )B 群

組任選 1 科  建築設備：環控系統

（一、二）(322293、32305) 
4       2 2   

基地計劃(一、二) 

(32291、32306) 
4     2 2     

基 地計畫 (二 )、  

建 築計畫 B 群組 任

選 1 科  建築計劃(32046) 2       2    

建築表現法(32011) 4 2 2          

建築概論(32012) 2  2          

建築構造(一、二)  

(32304、32292) 
4   2 2        

電腦繪圖(32057) 2    2        

結構學(32032)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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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結構系統(32039) 2      2      

數位媒材(32286) 2      2      

建築實例分析(32048) 2      2      

建築理論(32124) 2       2     

都市計畫學(32052) 2       2     

都市設計概論(32051) 2        2    

營建法規(32069) 2        2    

建築師實務(32070) 2         2   

畢業設計(32317) 6          6 
修 畢建築 設計 (一

~九 )始可 修習  

   必修學分數  132 14 26 13 17 12 16 10 8 6 6    

   選修學分數  29 
1.選修學分中 1/3 以上需為本系選修課程 (98.11) 

2.「本系學生須符合英文檢定辦法之規定」為畢業條件之一

(99.04) 

3.本系學生須完成建築實習，未完成者不能畢業。  
   畢業學分數  161 

 

選修課程部分為配合系所發展方向之重要規劃，主要分成四個類型： 

a.人文     b.數位(技術)     c.永續     d.創新實務 

【表 2-2-2】100~103 學年度東海建築系選修課程 

課程名稱 類型 學年度 年級 老師 

建築攝影 b 

100學年(上) 

2-5 阮偉明 101學年(上) 

102學年(上) 

當代建築議題 d 
100學年(上) 4-5 

曾成德、

龔書章 

101學年(下) 4 曾成德 

建築型態與空間構成 b 100學年(上) 2-5 蘇睿弼 

設計‧美學‧經濟 d 100學年(上) 4-5 戴育澤 

綠色設計方法 c 100學年(上) 4-5 吳佳芳 

建築資訊模型(BIM)Revit  b 100學年(下) 4-5 黃銘璋 

生態建築與細部案例分析 c 100學年(下) 3-5 蘇睿弼 

羅馬和佛羅倫斯的建築和都市設計:從古

代到現代 
a 

100學年(下) 3-5 

黃業強 101學年(下) 3-5、研 B 

102學年(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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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繪圖 b 
100學年(下) 2-5、研 B 

黃業強 
101學年(下) 研一 B 

建築理論（二）：建築典例分析 a 

100學年(下) 研 B 

林昌修 101學年(下) 研 B 

102學年(下) 研 B 

數位構築與美學 b 100學年(下) 4-5 邱浩修 

建築理論(一)：建築基本元素 
a 

101學年(上) 

研 B 林昌修 102學年(上) 

 103學年(上) 

都市漫遊 a 101學年(上) 4-5 程宗賢 

室內設計史 a 101學年(上) 3-5 陳佩瑜 

設計的商品化創新 d 101學年(上)  江柏儀 

點陣空間：數位時代的空間閱讀與重現 b 
101學年(下) 4 

凌天 
102學年(下) 4-5 

環境行為學 a 101學年(下) 2 關華山 

數位媒材 b 101學年(下) 4-5研一 凌天 

參數皮層與數位組織 b 102學年(上) 4-5研 B 凌天 

永續社區 c 102學年(下) 4-5 關華山 

不動產經營 
d 

102學年(下) 4-5 羅時瑋、

彭康建 

建築照明與燈光設計實務 d 102學年(下) 3-5 林靖祐 

REVIT b 102學年(下) 4-5 黃銘璋 

當代建築思潮 d 103學年(上) 3-5 徐純一 

城市性與策略式設計 d 103學年(上) 4-5 高政軒 

 

 

(一)研究所 B_學士後建築設計組 【詳附件 2-2】 

學士後建築碩士組是第一個為已經於其他領域畢業，想再進修自身建築設計能力以及創

意的學生，提供的一個三年半專業學程。這三年半的專業課程中，主要著重在設計工作

室課程以及囊括各層面的專業必修課程。另外再搭配人文素養方面，建築理論、建築史

或建築技術等選修課程。學士後建築的必修課程，完整承襲大學部超過半世紀深厚傳統

的紮實設計訓練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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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2】碩士班 B 組課程規劃表 

(二)研究所 A_城鄉規劃與研究組 【詳附件 2-2】 

以更進一步的研究探討都市與建築規範涵構為主要方向課題，並延伸了大學部的核心架

構以及深厚的建築設計涵養方向。在兩年的課程訓練當中，包含兩個都市計劃與設計的

工作室課程、三個核心(必修)課程以及在建築史、建築理論、環境行為學、建築技術等

領域進行課程選修；並依循系上發展目標，進行亞洲文化、城鄉等亞洲議題之國際交流

與研究。 

在第一年的課程中，學生必需修選兩門都市設計工作室課程。這兩門課著重在以啟發與

創意性的思考及專業領域的技術，來解決特定的國家在全球化之下，區域建築規範的訂

定以及重新構建的議題。除此之外還須在另外三門必修課程中選擇其中兩門作為建築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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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領域上的輔助：都市理論、環境行為學以及建築理論與評論。 

在完整的兩年課程安排設計中，讓學生在建築專業視野上擴展到亞洲等海外地區，無論

是在城鄉或地域性的建築材料、技術與人文社會的組構議題，都能有更深入的研究及理

解。期許學生透過這樣子的課程設計為自己在未來無論是公眾或私人，或慈善事業，或

國際之人道關懷，成為亞洲、世界城鄉與都市發展中有力的一角，為專業奉獻一己之力。 

(三)研究所 C_碩士班建築設計組 

碩士班建築設計組 成立於 2000 年。此一研究所的學程主要以實驗性建築的策略與模型

設計來回應當今變動中的世界經濟體、文化以及空間涵構。 

除了提升設計技術之外，本組學生被要求要拓展視野到自己的建築本科系領域以外的學

科做研究探討，讓這些研究學科可以再回饋於建築本科，使其在之後發展跨領域、跨文

化的海外建築設計層面上，能有更完善的規劃面向。根據這樣的基礎為發展策略，建立

出一個「研究推導設計」之方法學，幫助學生利用研究結果作為根本，發展建築模型，

而非依照傳統的美學與機能兼具的設計方法來發展建築原型；此學程在課程與相關活動、

議題辦理上具有依定之前瞻性與開創性。 

研究所 C 組國際學程【詳附件 2-19】 

以 96學年度第二學期時系主任羅時瑋老師確認「國際化教育」之系所發展目標，在

「99-101學年度教育部補助大學院校建築教育改進計劃」的持續推動之下。已循序漸

進的由亞洲重點建築學校的連結、主導建立亞洲建築與都市空間論述實踐之學術平台，

推動至研究所丙組轉型為全英語之國際學程。依此進行教育目標與學習核心的擬定和執

行步驟與成效檢討。其中選定的學校目前有印度孟買大學 KRVIA 建築學院、國立新加

坡大學(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建築系、泰國朱拉隆功大學建築學院、泰國藝術

大學建築學院，以及西班牙聖保羅大學(CEU San Pablo)建築學院之雙聯碩士學程。自 104

學年第一學期開始實施。 

 



 

36 

 

【表 2-2-3】碩士班 A、C組課程規劃表 

 

 

 【表 2-2-4】103學年度日間碩士班必修課程表 

  科   目  
學

分  

第一  

學年  

第二  

學年  

第三  

學年  

第四  

學年  

第五  

學年  
備   註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研究所 A_城鄉規劃與研究組             

必修

科目  

亞洲城鄉規劃與研究 

(32390) 
2 2           

城鄉規劃與設計〈一〉 

(32226) 
6 6           

城鄉規劃與設計〈二〉 

(32310) 
6  6          

城鄉設計及論文 (32244) 8   4 4        

城鄉規劃與研究方法 

(32391)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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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討論Ⅰ (32392) 1   1         

專題討論Ⅱ (32393) 1    1        

 必修學分數  26              

 選修學分數  14  

畢業學分數  40  

研究所 B_學士後建築設計組             

碩

士  

B 

組  

必

修  

必

修

科

目  

論文設計 (32039) 6      6      

個別研討 (32341) 6      6      

建築設計(一) (32294) 6 6          

無擋修規定  

建築設計(二) (32311) 6  6         

建築設計(三) (32295) 6   6        

建築設計(四) (32312) 6    6       

建築設計(五) (32296) 6     6      

暑期實習 (62037) 1           

暑期授課  建築設計 I (32170) 2           

建築設計 II (32245) 4           

碩

士  

B 

組  

補

修

科

目  

補

修

科

目  

建築構造(一) (32304) 2  2          

建築構造(二) (32292) 2   2         

電腦繪圖 (32057) 2 2           

建築理論(一)：建築基本元素

(32329) 
2 2           

建築理論(二)：建築典例分析

(32330) 
2  2          

建築物理(一) (32289) 2 2           

建築設備：環控系統(一) 

(32293) 
2 2           

建築物理(二) (32303) 2    2       

二科任選一科  建築設備：環控系統(二) 

(32305)  
2           

結構學 (32032) 2   2         

建築結構系統 (32039) 2    2        

近代建築史(一) (32290) 2   2         

世界建築史(一) (32299) 2 2           

世界建築史(二) (32301) 2  2         
三科任選二科  

近代建築史(二) (3230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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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建築史(一) (32288) 2           

中國建築史(二) (32300) 2   2         

基地計畫(一) (32291) 2 2           

基地計畫(二) (32306) 2  2         

四科任選二科  
建築計畫 (32046) 2           

都市計畫學 (32052) 2           

都市設計概論 (32051) 2           

數位媒材 (32286) 2   2        
二科任選一科  

數位構築與美學(32400) 2  2         

建築師實務 (32070) 2      2      

 必修學分數  49              

 選修學分數   1.B 組除必修科目外另須補修 40 學分. 

2.畢業學分 49 學分,外加補修學分共 89 學分。(98.11) 畢業學分數  49 

研究所 C_碩士班建築設計組             

必修

科目  

建築創作 (32425) 6 6           

專題研究 (32426) 4  4          

設計論文 (32440) 3  3          

專題設計 (32411) 6    6        

 必修學分數  19              

 選修學分數  8  

畢業學分數  27  

 

 

2-1-1 設計課程 【詳附件 2-4】 

為培育具國際觀與全方位設計能力之建築人才，自創系以來設計課程一直是本系發展重

點，大學設計課 54 學分(畢業學分 161)、研究所 A 組 12 學分、研究所 B 組 42 學分(畢

業學分 49)、研究所 C 組 12 學分(畢業學分 27)，在畢業學分中佔有重要比例，可知此

課程之重要性。 

(一)大學部： 

大學部的建築設計課程分成兩個階段。一到三年級為第一階段，著重于建築設計的基本

能力養成。從一比一的身體尺度掌握到住所、集合住宅、運動中心、展演館、電影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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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的類型建築設計；以小規模區域或單體建築設計為主，以不同主題模擬設計，達到美

學與空間整合能力的熟稔應用。 

 

第二階段(高年級)則讓學生發展自己的興趣領域為目的，以兼任教師專業分為數種研究

課題、組別，提供多樣選擇；從更深入研究建築形態、建築材料、結構系統、綠建築設

計到涉足數位建築與材料領域等。將設計尺度擴大，空間複雜化，重疊機能，創造較多

變因之設計模式，強化學生邏輯整合、問題解決、獨立思考與執行等能力。近二年加入

數位製作模式學習，設置數位自造工坊。老師們因自身的學識與專長不同，設計題目方

向迥異不盡相同，同學在學期之初可依個人興趣自由報名選組。另設計課程同時與許多

歷史及理論課程相互搭配，以形塑學生全面性的專業能力。 

(二)研究所：  

研究所 A 組設計課程以論文撰述為研究核心，透過大學既有的建築養成與課程練習將

建築設計思考、分析、評判與方法論，有方法、邏輯的擬撰。論文分為「學術論文」與

「設計論文」，設計論文又分為理論設計與實務設計兩種；冀希學生透過論文研究練習

學術思考、方法分析與專業整合等能力。有助於未來規劃書、設計準則等相關論述提案。 

 

研究所 B 組因招收學生非建築背景，為建構學生應有之建築基礎，以一系列紮實設計

課程為訓練核心。每一位學生在最後一個學期，會被要求與畢業指導教授密集地針對個

人的畢業設計議題作各式的研究討論，並且在評圖結束之後展示及出版學習成果。另學

生亦需在此之前完成建築師事務所實習時數，方能取得學位。 

 

研究所 C 組設計課程主軸為「研究推導設計」，除了「建築創作」與「專題設計」兩門 

設計課外，還加上「專題研究」課程，藉此參與主題國際設計工作營以及國際競圖，提

升學生之國際視野與能力，並從文化交流與城市環境脈絡的研究理解中，回應自身建築

與都市設計的各種不同議題面向。 

 

綜理來說，本系設計課程為因應建築人文、社會環境與政策轉變，透過設計主題回應國

際與社會議題。近年來更加強學生在地與人文關懷的深化，除課堂授課，教師們亦透過

不同主題操作帶領學生進入實體城市空間進行參訪，深入設計主題核心，以實地體驗代

替想像，用真實感受融入規劃設計。另本系自 2012 年起與台中市政府合作「中區再生

基地案」，活絡台中中區舊城為核心目標，透過老屋調查、街廓改造、空間再生與產業

活化等操作。系上部分教師以此基地為課程核心，配合計劃案執行與設計課程，將學生

帶入舊城環境，以親自體感城市氛圍，並經討論、規劃、創造等設計手法介入改變現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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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況，適時與當地產業產生連結。 

    

【表 2-2-5】設計課程_期末評圖 【詳附件 2-4】 

時間 事件 邀請評審 

101/05/17 

~20 

畢業評圖_96級畢業

設計 

 

林東憲 林東憲建築師事務所主持人 

彭文苑 Zaha Hadid 事務所建築師 

龔書章 交通大學建築研究所所長 

王俊雄 淡江大學建築系教授 

林聖峰 實踐大學建築系主任 

梁井宇 北京暘城建築主持建築師 

陳正達 北京 Atelier FCJZ事務所主持人 

李綠枝 大藏聯合建築師事務所主持人 

孟  岩 北京都市實踐 URBANUS主持建築師 

郭旭原 郭旭原建築師事務所主持人 

黃光廷 文化大學建築系教授 

王明蘅 成功大學建築系教授 

王維仁 香港大學建築系教授 

支文軍 上海時代建築主編 

潘  冀 潘冀聯合建築師事務所主持人 

102/01/17 
期末共同發表_大四

設計 
 

102/05/16

~ 19 

畢業評圖_2013年東

海大學建築系 

黃恩宇 台北科技大學建築系教授 

葉熾仁 葉熾仁建築工作室主持人 

梁業琦 銘傳大學建築系教授 

劉國滄 打開聯合工作室主持人 

NARENDRA DATTATRAYA DENGLE (The Academic Chair, The 

Goa College of Architecture, Goa, India) 

汪文琦 台南藝術大學建築系教授 

邱文傑 大涵學乙設計工程公司主持人 

邱國維 新加坡國立大學建築博士 

陳林蔚 東海大學建築系教授 

劉舜仁 成功大學建築系教授 

何欣怡 成功大學建築博士 

徐業勤 會元設計諮詢有限公司主持人 

張景堯 張景堯建築師事務所主持人 

蕭俊碩 Istudio 主持人 

謝銘峰 朝陽科技大學建築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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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豫漳 禾磊設計顧問有限公司主持人 

黃聲遠 黃聲遠建築師事務所+田中央設計群主持人 

曾成德 交通大學建築系教授 

喬全生 AECOM 中國區總裁 

薛孟琪 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博士 

102/06/09 

~06/16 

畢業研究發表_2013

東海建築 

Rohan Shivkumar 孟買建築師和城市設計師 

何炯徳 元智大學藝術與設計系教授 

 

地點：松山文化創意園區製菸工廠 

102/06/13 

畢業評圖(研 C) 

A Ganj Game in 

Taichung 

Davia Tseng 

Steven Roe 

羅時瑋 東海建築系教授 

102/06/15 期末評圖_大一 
林冠華 中原大學建築學系教授 

鍾昀青 實踐大學專任教授 

102/06/27 
聯合評圖_碩士班 B

組、交通大學碩士班 
 

103/05/16 

~18 
畢業評圖_大學部 

陳玉霖 陳玉霖建築師事務所負責人 

黃明威 黃明威建築師事務所負責人 

謝宗哲 亞洲大學數位媒體設計學系教授 

甘銘源 大藏聯合建築師事務所建築師 

黃惠美 大尺設計建築師 

漆志剛 淡江大學建築系教授 

薛承倫 成功大學教授 

何震寰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建築系教授 

莊熙平 國立交通大學教授 

蕭有志 實踐大學建築系教授 

Stephen Roe 逢甲大學建築系客座教授 

103/06/12 

~15 
期末評圖_大一  

103/06/15 

~16 
期末評圖_大二  

103/06/20 期末評圖_大四  

103/12/20 

畢業論文口試審查

_100級研究所 B組 

楊家凱 建築師 

漆志剛 淡江大學建築系教授 

葉熾仁 建築師 

104/01/15

、17 

期末評圖_大二 

「住宅：由抽象到實

方  瑋 成功大學建築系教授 

林彥穎 林彥穎建築師事務所、十方設計建築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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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 朱弘楠 金以容建築師事務所建築師 

黃少妤 東海大學建築系教師 

104/01/15

、19 

期末評圖_大三 

「台中都市生活願景

廣場」 

 

104/01/18 
期末評圖_大四、大五 何炯德 元智大學藝術與設計系教師 

吳佩玲 東海大學景觀系教授 

 

2-2課程規劃設計與實務之連結 

 

依照 101 學年度建築系教育改進計畫之架構【詳附件 2-19】中所述之延伸，本系在課

程規畫設計與實務之連結部分主要分為三大部分： 

 

(一) 強化專業課程：聘請業界之師資，將實務界的專業知識提早帶入核心設計課程及

其他必選修課程之中，例如聘請具有結構專長之師資直接開設設計課，或在適當

年級開設與設計課搭配之選修課，讓設計能真正結合真實的構築系統之中；其他

如開設專業建築與法律實務課程、綠建築課程等；並舉辦各類之專業研討會或演

講，鼓勵課堂學生參與聆聽及討論。 

(二) 中區再生基地合作：在高年級之專題設計課程中與台中市「中區再生基地」合作，

利用其資源與人脈連結在當地進行設計議題的探討，真實的走入城市，了解居民

想法與城市歷史，讓學生在面對都市更新與舊建築再利用相關議題時，不再只是

紙上談兵，而是實際接觸並提出創新和永續解決方案。 

(三) 海外實習/交換課程：本系在研究所學程中規定實習時數，鼓勵學生自行尋找或由

老師引介到海外事務所實習。實習完之後填寫心得與在系上進行經驗分享會，鼓

勵學弟妹也往海外爭取實習機會；事務所也可以提早和學生培養默契，甚至在學

業完成之後，部分學生會選擇進入實習過之事務所工作，提前建立與實務界的連

結。 

 

2-3課程規劃與設計之內容的實行方法與成效 

 

以章節 2-1 課程規劃表之課程模組為主要方向之實行方法： 

(一) 核心設計課 

設計技能是建築專業的重要基礎，設計創意的落實需倚靠專業學科的輔佐，致使知

行合一、相輔相成。為完備學生建築專業養成，本系雙向進行設計與其他專業學科

教授，學科教授依年級分層，循序漸進：一年級為「基本設計」，啟發多數未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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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設計思考的新生有更開放多元的想像，並配合「建築表現法」學習概念呈現的視

覺表達；二、三年級進入循序漸進的建築空間設計，尺度與複雜度由簡而繁，建立

學生紮實的空間、機能、與結構合理性的基本處理能力與創造力，亦配合「歷史與

理論」的中國建築史、近代建築史、「科學與技術」的建築物理、建築構造等必修

課程，逐漸培養人文與實務的參照知識； 另本系大學部一、二年級尚有校訂基礎

及通識課程：中文、英文、資訊教育、歷史和公民文化等課。 

(二) 專題設計課 

四、五年級則進入訓練學生獨立思考的階段，設計課程的安排上讓兩個年級學生

共同混合上設計課，多由兼任師資擔綱，藉以提供更多元的師資選擇，其他課程

有「環境與都市」的都市設計理論、亞洲傳統建築，與「相關專業訓練」的數位

構築與美學、動產住宅操作檢討；五年級下學期則以「畢業設計」進行綜合建築

能力的思考與演練。 

(三) 數位課程模組： 

從低年級到高年級，循序漸進包含 數位呈現/ 數位製造基礎、電腦繪圖與建模

(3D>2D)、數位媒材與 BIM 應用、參數式設計/數位構築技術、數位創新設計專題 。 

(四) 永續創新課程模組：跨域/社會創新專題、永續思維專題。 

(1)跨系聯合設計習作：創藝院的成立，拉近了本系與其他創藝學系之間的距離，

本系的大一學生在彭康健老師的主導下分別在 97學年度與工業設計系進行 3週

的『「我不在奧柏林，就是在德耀路上」-當建築遇上工設』共同習做；98 學年

度與工業設計系、景觀系以「哪裡沒關係」為題，進行 1 個月的跨系實驗教學

計畫；99 學年與工業設計系、景觀系聯合設計教學，由姚仁祿教授命名「從東

海出發，七步成詩」，進行 3 週的聯合訓練。103 學年與工業設計系、景觀系與

音樂系以「仲夏夜之夢」為題進行兩周設計操作，於本校茂榜廳辦理成果發表。

同學彼此之間的討論、溝通、聯繫、合作與學習是最重要的，所以合作內容以

「一起動手做」為主，合夥成為必要條件，甚至需長時間的再一起工作、相處，

所激盪出來的能量事不可思量的。同工、協調、實驗，學生打散重組，這個教

學計畫是重組，而不只是合作，是為創藝院的共同教學工作進行了不斷的嘗試，

未來有希望會成為較固定的共同教學課程。 

(2)與台中市中區再生基地進行合作教學。開發社會創新專題與高年級之專題設計

課結合，進行舊市區再生之議題探討與實踐。 

(3)高年級開設永續環境與建築相關課程 

(五) 國際化課程模組：亞洲城市與文化專題、海外交換、海內外實習、國際設計工作營。 

與國際之間的交流一直為本系近幾年發展之重要事項，在 99-104 年期間延續「教

育部補助大學院校建築教育改進計畫」，持續拓展與不同國家之大學建築系舉辦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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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工作營【詳附件 2-19】與異地教學之活動。其中屬課程部份分為兩大項： 

 

(1)海內外實習：【詳附件 2-13】 

本系已將實習活動納入研究所課程以及畢業門檻限制。實習單位協助提供本系

同學校外實習機會，使同學能確實了解建築的實務工作，並經由實際的操作讓

同學更能將理論和實務相互印証，進而更全面而完整的了解建築專業的本質與

內涵。學生可以在實習期間培養敬業精神及職場專業倫理，海外實習則可以認

識吸收不同國家之文化。甚至影響其畢業後就業或進修學業之選擇：例如直接

進入其實習單位工作，或是畢業後進入海外研究所就讀，進而在國外就業。 

 

(2) 異地教學 ─「東海建築在羅馬」之相關課程 

本系提供許多國際化與跨領域的學習教育課程，如行之有年的「東海建築在羅馬」

與康乃爾大學羅馬分校的異地教學，已成為東海建築的重要課程；或是各種豐富

的暑期工作營及海外實習學程，促進學生國際化視野。為了能在羅馬有更完整的

參觀行程，學生必須修習以下課程。讓異地參觀教學有更高的品質。 

 

 

【表 2-2-6】「東海建築在羅馬」歷史導覽課程 

學年 課程名稱 教師 

100(上)、101(下)、102(下) 

103(下) 
世界建築史(一) 

陳格理 

100(下)、102(上) 世界建築史(二) 

100(暑)、101(暑)、102(暑)、

103(暑) 
義大利的建築和城市文明 

黃業強 100(暑)、101(暑)、102(暑)、 羅馬：歷史城市的空間補綴與增生 

100(下)、101(下)、102(下) 

103(下) 
羅馬和佛羅倫斯的建築和都市設計古代到現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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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7】建築系課程架構_大學部(必修、必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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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8】建築系課程架構_大學部(選修) 

 

(二)研究所： 

碩士班 A 組透過城市、社區規劃與競圖的實務操演與城鄉理論學習，實踐設計對城市、

建築議題之想像。B 組為非建築背景畢業之學生，在課程研習上有較多規範，修習年限

也較 A、C 組多一年半，共計 3.5 年(大多學生約 3 年半到四年完成學業)；學分數為 49

個必修、30 個大學部補修學分，以建構建築基礎為核心訓練，另需在畢業前完成建築

事務所實習時數，完備建築訓練。C 組為建築實驗性與國際化課程，為開發學生多元學

習力與設計潛能，設計課程外加入「建築構造研究」、「數位空間分析」或「數位構築」

等課程，回應當今數位化時代來臨，透過異地教學、專業實習、海外交換學生等機制，

創造國際化學習環境【表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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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 C 組國際化之實行方法與成效檢討 

 

(1). 自 103 學年度本丙組正式轉型為全英語國際學程後，雖然有利吸引東海建築畢業

生、陸生與外籍學生申請本組就讀；唯也面臨國內本地生報考人數急遽縮減之招生問題。

為此除自動調降本組國內招生名額(自 10 名減為 7 名)外，近期亦計畫強化「數位空間

分析」與「數位實構築」之核心課程特色，並結合與西班牙聖保羅大學設計雙聯建築碩

士學程特色之招生，以吸引本系及外校優秀畢業生報考就讀本組之意願。 

 

(2). 由於部份國內本地生及陸生礙於英語能力無法如外籍生流利，常影響全英語授課

之學習效果，因此多數老師之上課教材仍須以中英對照雙語編寫。唯此一問題目前並未

造成教學上之重大困擾，自 103學年度本丙組正式轉型為全英語國際學程後，目前全英

語教學狀況已逐漸上軌道，大部分本組學生均能順利完成一年密集課程學位。而且外籍

生及陸生申請選讀本學程之趨勢已逐漸成熟，尤其雙連建築碩士學程應可吸引更多國內

外學生報考就讀本組之意願。 

 

大學教育是培育建築界的基礎人才，完備的建築基礎能力，對環境有基本的應變與適應

力。研究所則依不同組別特性，加重學生對於建築環境、城市議題的理解，以思考、創

意和執行力突破困境，透過設計研究與論述尋求創新的解決之道。並透過異地教學、國

際實習與在地創作，串聯地域文化與創新思維，具設計具社會意義的獨特設計作品。 

 

【表 2-2-9】建築系課程架構_研究所(必、選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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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程課程規劃設計的執行與品質管理機制 

 

本系設計課程一~三年級與研究所設有設計課程召集人，由召集人與年級教師共同召開之

課程會議訂定當學期設計課程目標，亦透過會議檢討課程教學中的困難與問題，共同研商

解決之道。大學部四~五年級設計課程，為考量設計的獨立與創意，設計課程目標與方向，

以授課老師獨立訂定運作之，讓師生有更多自由討論、運作空間；如遇無法消彌之問題，

學生仍可透過大學部設計課程總召集人或系學會陳述設計課程疑義。 

 

不論設計課程或本系其他課程，校方在期中、期末會以電子問卷方式，讓學生透過勾選回

饋教師教學狀況，藉以了解學生學習、教師教授等情形。評比結果以重要紙本文件方式直

接交由系主任了解，可針對分數較低者，進行協商、溝通，或配合校方辦理之教學輔導課

程。本系亦有學生自治組織與學生代表，在學期期初與期末系大會開會前，學生可透過學

會調查表對於課程、教師、教學、行政與系所庶務，提出問題、需求與希望解決之方向，

此份資料會在系大會、系務會議或課程會議上公開討論之【表 2-2-9、2-2-10，詳附件

2-6】。 

 

【表 2-2-10】建築系師生學習研討會議 

系大會 時間 會中提出之議題 

101學年度(下) 

系大會 

102//06/03 1.近幾年東海學生畢業設計之深度與廣度檢

討？ 

2.專題課與畢業設計其差異性與關聯性研討。 

3.教師人選改變幅度甚大，改變為何? 

4.設計課程(四組)分組邏輯為何？期待學生學

習什麼？ 

5.東海建築的人文與核心精神？ 

6.教室不足，木工房重新啟用的可能？ 

7.系主任票選，學生參與民主流程的可行性？ 

8.畢展、系學會、建築營經費由學生負責，是否

有更好的方法？ 

102學年度(下) 

系大會 

103//5/19 1.構造課課程內容，希望增加工地實地見習與

discovery影片。  

2.希望系上能辦一些跨年級競圖、跨校工作營的

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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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表現法和建築素描課之餘，增加 graphic 

design課?或者與建築素描合併。 

4.關於大四和大五選組問題，遴選方式，作品

集？抽籤？ 

5.是否能辦理大四、大五 studio的說明會。 

6.專題課是否能提前到大四? 

7.對於畢業設計，被當者一個是否有為自己辯護

的機會? 

8.老師們對東海畢業設計的願景。 

9.能否建立一個老師和學生平時交換意見的平

台?  

103學年度（下）

系大會 

104/4/16 A.下學期師資公佈 

B.設計課以外課程： 

1.細部構造不錯，希望延續( 1,9 ) 

2.數位輔助工具與表現法結合( 9 ) 

3.獨立 gh課程( 12 ) 

4.都計( 9,15 ) 

5.希望能有跨領域課程(建築、電影、音樂

等等)（19） 

 

C.設計課： 

[ 教學建議 ] 

 

1.希望各年級訓練目標明確（20） 

2.希望課程經過完整規劃，包含操作時間及空

間量（2） 

3.英文授課影響學習效果，能否不收非中文語

言交換生？(12) 

4.評圖變質，往往沒有方向（14） 

 

[ 大四大五 ] 

1.大五設計與畢業設計如何拿捏？

(12,17,29) 

2.大四大五增加方向（例如：理論基礎,議題,

20150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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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 

3.希望數位組能根據能力有不同教學方式

（19） 

 

[ 教師 ] 

1.希望教師能在他專精的領域教學 

2.教師上課以情緒性字眼攻擊學生，甚至不讓

同學 present，是否適任？(2) 

3.形而下的討論，只論美醜，在建築訓練裡有

辦法被評價嗎？(14) 

4.對於不適任教師，能以何種方式替換？ 

5.教師聘任機制有何標準(27,29) 

 

[ 未來 ] 

1.東海建築系的目標為何?我們的定位如何？

與其他學校相異為何？（8,27） 

 

 

除上述學校例行性與系內較正式的調查、陳述方式，學生亦可在各課堂中、系辦或電子

郵件提出疑義與看法，系內主任、課程召集人與教師將盡力釋疑與調整，保障應有的教

學品質。另學校輔修機制，本系亦列其中，惟建築系有課程與擋修限制，外系選修學生

較少；本系學生終日競競業業於設計課程，輔修外系情形亦不多見。 

 

學生透過各式管道對老師、課程進行檢視與意見申訴，考量溝通過程受情緒、心情影響，

因言詞失當產生師生間的誤會與對立；鑒此，本系師生系大會主要由系主任率各課程召

集教師與學生面對面會談，或透過書面彙整直接交由系主任。學生意見透過系主任、課

程召集人進行第一階段把關，刪略過於激動言詞或不當指述；後續於課務會議、系務會

議上與各教師進行教學與觀念溝通，避免因不妥適的溝通過程形成更大的誤會。目前執

行之狀況良好，本系師生透過系大會能積極理解雙方之期待，並化為改善教學之重要參

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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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師資教學 

 

本系教學方向以前進國際、立足亞洲、在地經營為三大發展主軸，系上教師各具專業，

除精研自身專業外，並應用其專業能力協助系務與教學推動，與系所發展方向同步前進，

甚至成為方向發展之主導。 

 

3-1系所目前教學師資數量、結構、學術專長與學習需求概況 

 

本系目前共有 16 位專任教師，考量教學活絡與新領域知識傳授，其中 2 位專任教師為

短期聘任(兩年一聘)。另本系依每學年授課目標與學習方向，聘任 30~40 位為數不等的

兼任教師【表 2-3-1】，大多具有社會實務經驗，並在其領域具有相當之權威，協助設計

課程與相關專業課程授課。另本系與國際有著頻繁交流，不論在課程、演講，或是寒、

暑期工作營、建築營，都有相當多的外國教師，在國內、外進行教學協助；設計課程外

籍教師則是由本系聘任，教師以一學期或一學年方式來臺支援。如 100 學年度下學期聘

任日本建築師田井幹夫；101 學年下學期聘任之印度孟買大學 KRVIA 建築學院助理教

授 Rohan Slivkumar。 

 

本系專任教師大多擁有國外學習經驗，或是在國內具有一定的專業涵養與特殊專長，能

在不同的領域展現專業，不論是表現技法、建築史學、原住民文化、都市空間、城鄉計

畫，甚至在建築領域逐漸崛起的數位建築、數位設計等，系上都有完整的師資因應教學

需求。另本系依據逐年教學目標與方向的改變，以短期專任聘任與學年兼任機制，將建

築、設計與創意等相關設計領域師資，透過整合、分配，讓學生大學與研究所期間在各

式的設計專業與知識有充分的學習；對於建築、設計、城市與環境等議題，有充足的涉

獵，以完備建築專業與實務所需。 

 

本系近年推動國際化教學，與國際教師交流密切，在各式課程、活動中共同合作；外籍

教師不論在成長背景與專業養成上，與臺灣教師不同，對於建築、設計的專業解析亦有

另一套學習認知；學生在課程、活動參與中，可藉此了解外籍教師建築專業體認、當地

建築與城市操作思維和各國的人文風情，透過不同國情之外籍教師，建立學生對於國際

脈動的認識與情感。 

 

 

【表 2-3-1】建築系現有師資概況(103學年) 

專任教師員額 1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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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教師 0人 

兼任教師現況 
支援設計課程 29人（上下學期分開） 

支援專業課程 12人 

專任師資專業領域結構 

(整合性) 

建築設計 16人 

科學與技術 7人 

歷史與理論 8人 

都市與環境 6人 

專任師資級職結構 

教授 5人 

副教授 2人 

助理教授 7人 

講師 2人 

 

【表 2-3-2】建築系 100-103年師資概況【詳附件 2-7】 

師資 學年 師資數 師資 

專任教師 

100學年 16 陳林蔚老師 補 林芳怡老師 缺 

101學年 16.5 凌  天老師 補 吳佳芳老師 缺 

103學年 16 薛孟琪老師 補 阮偉明老師 缺 

短期專任外籍教師 

100學年 1 田井幹夫(下學期) 

101學年 1 Rohan Shivkumar（下學期） 

104學年 1 Lain Satrustegui（1學年） 

長期國際工作營聘請

外籍教師 

 

100學年 2 Jan Gadeyne、Luca Galofaro（羅馬營） 

101學年 2 Jan Gadeyne、Luca Galofaro（羅馬營） 

102學年 3 
Jan Gadeyne、Luca Galofaro（羅馬營） 

Andrea Vercellotti（威尼斯雙年展工作營） 

103學年 3 
Jan Gadeyne、Luca Galofaro（羅馬營）  

Andrea Vercellotti（米蘭世博工作營） 

 

兼任教師 100學年 30 

常慧芬、湯博鈞、黃明威、黃郁文、黃聲遠 

葉世宗、戴育澤、羅曜辰、龔書章、曾成德 

曾  瑋、趙文弘、王志仁、方俊凱、柯貴勝 

張廷營、陳吉安、陳瑞笛、黃明璋、陳鴻勝 

余佩瑛、施正之、洪大為、陳水添、陳俊言 

葉朝憲、劉建志、趙奕翔、鄭定乾、盧澤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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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學年 35 

曾成德、曾  瑋、趙文弘、王志仁、方俊凱 

柯貴勝、張廷營、陳吉安、陳瑞笛、黃明璋 

陳鴻勝、余佩瑛、施正之、洪大為、陳水添 

陳俊言、葉朝憲、劉建志、趙奕翔、鄭定乾 

盧澤彥、王  喆、江柏儀、林玲如、洪育成 

姜樂靜、陳姵瑜、黃光廷、黃寶億、歐陽勤、

賴明正、陳冠帆、劉銘鋒、劉冠宏、謝佑祥 

102學年 36 

王志仁、方俊凱、柯貴勝、張廷營、陳吉安 

陳瑞笛、黃明璋、陳鴻勝、余佩瑛、施正之 

洪大為、陳水添、陳俊言、葉朝憲、劉建志 

趙奕翔、鄭定乾、盧澤彥、陳冠帆、謝銘鋒 

劉冠宏、謝佑祥、毛軒宇、吳忠寬、何欣怡 

林靖祐、許育嘉、陳永興、謝文泰、王明顯 

林雋怡、陳柏豪、曾功達、解富財、蔡昱偉 

賴人碩 

103學年 26 

陳鴻勝、余佩瑛、施正之、洪大為、陳水添 

陳俊言、葉朝憲、劉建志、趙奕翔、鄭定乾 

盧澤彥、劉冠宏、謝佑祥、王明顯、林雋怡 

陳柏豪、曾功達、解富財、蔡昱偉、賴人碩 

徐純一、高政軒、張銘恩、黃少妤、楊秀川 

鄭博仁 

 

 

3-2系所師資研究與專業服務表現 

 

本系教師多具有國外學習經驗與深厚專業涵養，透過進修、研究、教學與帶領學生參

與國際交流中，不斷提升自我專業視野，展現於課程、論述與校外專業服務上，不論

在校內、外部皆有顯著成果【表 2-3-3、2-3-4】。設立於創藝學院下之「建築研究中心」

與本系系友共同設立之「中華東海建築文化協會」，以學術研究為發展基礎；與本系教

師相互配搭，教師可視需求以個人或專業團隊接受邀約與專案委託，以審查委員、策

展人、顧問、計畫主持人、研究團隊和社團法人等模式，提供公部門、業界、學術界

之建築設計、城市規劃、文資保存等專業諮詢與技術服務【詳附件 2-8】。 

 

系上教師無論校內或校外，一切有關建築學術性與專業性服務都非常重視，各教師受到

專長、興趣與時間安排影響，教師們校外服務項目與次數比重不一；另因教師術業各有

專攻：林昌修老師、蘇睿弼老師擅長於都市規劃、街區再造等城市議題；關華山老師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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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於原住民族文化保存與傳承，與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有著緊密合作；羅時瑋老師與郭

文亮老師則推展現代建築相關議題與社團法人；邱浩修老師與凌天老師積極結合設計與

數位製造技術；蘇智鋒老師與黃業強老師每年寒暑假的國際工作營，係影響對外界服務

需求。無論在演說、評審、委員等角色擔任，教師們都積極以自身涵養協助專業與公共

事務推展。 

 

【表 2-3-3】建築系教師學術研究成果  

 100 學年度 101學年度 102學年度 103學年度 總計 

學術期刊 15 9 5 6 35 

論文 10 5 7 4 26 

專書 4 4 1 2 11 

研究調查計畫 8 9 13 5 35 

展覽 1 1 1 1 4 

其他 5 4 5 3 17 

合計 43 32 32 21  

 

【表 2-3-4】建築系教師校外服務統計表 

 100 學年度 101學年度 102學年度 103學年度 總計 

學

術

性

│

演

講 

郭文亮 - - - 2 2 

陳格理  8 - - 8 

邱浩修 6 4 2 3 15 

邱國維 1 1 1 1 4 

黃業強 2 - 2 5 9 

蘇智鋒 - 2 1 1 4 

蘇睿弼 2 8 5 5 20 

專

業

性

│

評

審

、

委

員 

林昌修 1 1 31 16 49 

郭文亮 2 2 1 2 7 

羅時瑋 2 - 3 1 6 

關華山 6 14 9 6 35 

蘇智鋒 6 6 6 1 19 

蘇睿弼 - 1 4 5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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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教師以自身專業全力輔佐、跟隨系所方向；在教學上竭盡心力，並積極運用資源協

助發展，創造與相關單位合作之關係。近期具代表性計劃案與活動「東海建築在羅馬」、

「PAAU 亞洲城鄉與建築論述平台」、「無止橋計畫」、「中區再生基地」與「當代數位工

具應用」課程等。「東海建築在羅馬」2006 年由本係開始自辦，近年有教育部計畫經費

投入協助，歷時 9 年。工作營時間在每年暑假之初，由本系 2~3 名教師帶領十幾位學生

共同前往羅馬，進行城市、建築參訪與設計創作工作坊。透過當地大學教授與建築師引

領的城市、建築觀摩後，進行五天分組設計創作，讓學生與當地建築師近距離學習設計

與電腦模擬技巧，並透過討論、作品發表訓練學生英文口語表達。一連串密集的導覽、

講堂與設計創作訓練，讓學生們學習在有限的時間內快速了解城市，並清楚表現設計構

想與論述。將近一個月的外地生活，讓師生、同儕之間產生互依賴，透過不同學校的學

生加入，亦讓學生們在無法迴避的日常生活中，學習面對團體生活與人際溝通。 

 

「PAAU亞洲城鄉與建築論述平台」為四校聯盟之建築工作營，由東海建築研究所、泰

國藝術大學建築學院、泰國朱拉隆功大學建築學院、印度孟買大學卡爾維亞建築學院與

國立新加坡大學建築學院共同合作；旨在針對亞洲城鄉都市空間發展近況等相關議題有

更深入之了解。由教師帶領學生進行為期一週之分組混合工作營教學，透過引導深入瞭

解舉辦地域之發展與城鄉風貌，並觀摩其他參與本次活動之亞洲著名建築學校教學成果，

達到國際學術交流之效益。PAAU工作營自 102 年第一屆辦理，地點在臺灣宜蘭；103年

在印度孟買，今年(104)則預定於泰國進行城鄉探索。 

 

「無止橋計畫」為香港無止橋基金會重要計畫活動，援建團隊由中國大陸、香港、美國

等地高校建築科系師生組成工作營；針對地區特性，考量當地地理環境、自然資源、地

域建材等條件，以參與式設計方式進行橋樑設計，最後以志願者駐地進行實地營建方式，

協助地方搭建完成橋樑。本系自99年起由關華山老師帶領助理與系所研究生共同參與，

歷年陸續有系上教師協同參與。無止橋計畫有別於國際交流之工作營與建築營模式，以

另一種個貼近地方的社會、志工服務，在極偏鄉地區利用有限的人力、資源完成地方、

人民最需要的橋梁或環境設施，對於在都市生活習慣，享有豐富社會資源的學生來說，

不論在生活上、專業運用上都造成相當大的挑戰，卻也讓學生有進入「人道建築」的思

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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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5】國際化與亞洲城鄉研究之工作營、活動 

 

2014年「東海建築在羅馬」 

 

2013 年「東海建築在羅馬」 

 

2014年「PAAU亞洲城鄉與建築論述平台」 

 

2013 年「PAAU亞洲城鄉與建築論述平台」 

 

2011年「西邁(埃洞村)無止橋」計畫 

 

2011 年「西邁(埃洞村)無止橋」本系工

作團隊 

 

「中區再生基地」則有本系蘇睿弼老師與台中市政府之合作規劃案，蘇老師將公務資源

與學校教學進行結合，以設計課模式將師生引入舊城區中，進行導覽、參訪、設計規劃、

演講、工作坊展覽等活動，漸進式擾動中區街廓與當地居民，喚起市民對於舊城區與環

境感知，促進民眾參與。「中區再生基地案」成功在當地創造議題與擾動，期間帶領數

位日本學者、建築師進入此空間共同研討，透過國際視野進行城市再造工作【表 2-3-6】。

現在與台中市政府為期三年之合作，已暫告一段落，地方活絡工作仍持續進行中，本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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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將引入其他資源繼續進行，並擴張討論、規劃範圍，或擴及其他區域，繼續深根台

中城市、建築再造計畫。 

電腦繪圖課程為本系 103 至 104 年力求轉型的基礎課程，為回應當代設計工法與數位工

具的日新月異，本系調整從低到高年級電腦繪圖(AutoCAD)課程，加入 BIM (建築資訊

模型)系統，並搭配數位製造工具，讓大學部學生在低年級就有機會操作數位工具，運

用在核心設計之中，在今年初完成「數位自造工坊」空間，諸多儀器依照經費狀況逐步

採購中，建置更完善更符合國際水準的數位化製造環境，期待讓學生有更專業的學習空

間，完備當代之數位學習。 

 

透過表列與附件 2-1、2-5 資料可知本系教師致力於教學事務推展；除學期基本課程安

排，寒暑假期間亦有國際建築營、異地教學工作營、海內外實習等活動，多數活動由系

上教師帶領學生親自參與，藉此建立師生間緊密情感與學習切磋，並在國際學術上的專

業與技術上有更深之交流，共同建構師生國際合作視野。 

 

【表 2-3-6】「中區再生基地」活動表列與照片 

時間 活動名稱 

臺中市舊市區再生計畫-第一年 

101/03 中區再生基地成立 

101/05 

「重生‧日出的城市」研討會暨「中區的過去、現在、未來」特展 

邀請日本攝影家-淺川敏先生拍攝中區 

日本建築師-渡邊誠先生來訪 

101/07 
「找回老台中的驕傲-文化 X建築」講座 

南夜晚風-老歌經典 風華再現 

101/11-12 中城再造競圖比賽 

臺中市臺灣第一省城適居方城步行空間改善計畫 

102/03-05 步行天堂-社區規劃培力計畫 

102/04 〈大墩報〉創刊號-青創趣 

102/05-08 步行天堂-實地參與式工作坊 

102/06 〈大墩報〉第貳刊-傳家寶 

102/08 
〈大墩報〉第參刊-職人藝 

步行天堂-謎徑漫遊臺中舊城區逃脫遊戲 

102/09 

~103/02 
Face Off-南夜舞廳復興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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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臺灣第一省城適居方城步行空間改善計畫（後續擴充） 

臺中市民生藝文步道整合計畫 

103/03-05 西城漫步-走讀工作坊 

103/04 〈大墩報〉第肆刊-巷弄美食在中區 

103/04-06 中城自造-步行天堂自力營造工作坊 

103/05 中城舊厝味-協力式老屋設計營 

103/05-09 光合西城-民生好逗陣工作坊 

103/06 〈大墩報〉第伍刊-中區漫遊總動員 

103/06 Taichutopia Carnival-臺中烏托邦嘉年華 

103/07 紅點建築沙龍 

103/07-08 
臺中好巢講堂-臺中好痧／建築好樣／中菲好咖／臺中好行／好味廚房／春水

找茶 

103/11 

〈大墩報〉第陸刊-舊城臉書大放送＋中區建築大集合 

〈樂樂民生〉創刊號 

臺中自轉計畫 

大墩報第柒刊-舊城踏踩鈴蘭通 

103/12 大墩報第柒刊-舊城踏踩鈴蘭通 

 

101/05「中區的過去、現在、未來」特展 

 

101/05 南夜晚風-老歌經典 風華再現 

 
102/09~103/02 Face Off-南夜舞廳復興計劃 

 
103/04-06中城自造-步行天堂自力營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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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6 Taichutopia Carnival-臺中烏托邦嘉

年華 

 
103/11 臺中自轉計畫 

 

 

 

3-3教師評量執行情形 

 

校方每學期會針對授課教師進行二次教學評量，由學生透過電子問卷進行【表 2-3-7】，

藉此評量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之成效，評量成果會轉交至系主任，系主任可根據其評量

數據與教師進行約談或教學討論。另本系設有多重師生交流與問題解決管道，如各年級

設計課程召集人、系學會、系辦與課堂課程教師，都是學生提出問題之窗口，另定期辦

理之課程會議、系務會議、系大會，讓教師或學生皆能有共同討論、研商之空間，消彌

教學隔閡，創造教學相長之風氣。 

 

校方另有「東海教師評鑑準則」【詳附件 2-3】，針對教師個人進行教學、研究、服務和

輔導等歷年成果考核，三年一期，作為教師升等評量基準。學校不論在學生學習、教師

教學皆有周全的考核評量，讓學校、系所、教師與學生透過評量機制定期檢視教學成果，

建立最佳的學習模式與關係。教師因三年一評升等機制，在教學與個人研究上有明確之

標的性，促使提升個人專業涵養與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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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7】100-103 學年教學評鑑評量值 【詳附件 2-9】 

 教師

提供

明確

的授

課大

綱 

授課

內容

充分

準備

/與

教學

大綱

相符 

課程

教材

與內

容充

實/ 

符合

教學

目標 

提升

專業

知識 

教師

授課

方法

能引

發學

習興

趣且

幫助

學生

有效

學習 

教師

重視

學生

反應

/師

生互

動良

好 

教師

依據

教學

大綱

並親

自授

課 

教師

不遲

到不

早退

並上

足授

課時

數 

教師

評量

方式

能反

映教

學重

點 

整體

而言

/我

對此

課程

滿意 

優

劣

百

分

比 

平 

均 

分 

數 

103 

學

年

第

一

學

期 

建築系 

A+B 86.0 86.0 87.3 86.1 86.6 88.3 87.1 93.2 87.2 87.5 

86.5 

D+E 0.0 0.0 0.5 0.5 7.1 0.0 0.0 0.0 0 0.9 

平均 86.9 87.4 86.4 86.4 85.1 86.3 85.9 87.0 86.6  

創意 

學院 

A+B 92.5 92.4 92.4 90.7 93.1 94.4 94.2 90.6 91.3 92.4 

92.7 

D+E 0.7 0.3 0.3 0.7 1.1 0.2 0.0 1.4 1.0 0.6 

平均 92.8 92.8 92.8 92.3 93.6 93.8 94.3 90.1 92.0  

全校            93.0 

102 

學

年

第

一

學

期 

建築系 

A+B 97.2 96.3 97.2 97.2 96.9 98.2 97.2 96.3 97.2 96.9 

93.1 

D+E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0.0 

平均 93.5 93.0 93.5 93.8 92.2 93.6 93.4 92.5 93.3  

創意 

學院 

A+B 98.0 98.2 98.6 95.7 98.9 99.2 99.1 98.6 97.5 98.0 

93.8 

D+E 0.4 0.4 0.3 0.7 0.1 0.0 0.0 0.0 0.2 0.2 

平均 93 93.0 83.0 92.1 94.7 95.4 95.7 92.7 93.6  

全校 A+B           93.2 

102 

學

年

第

二

學

期 

建築系 

A+B 85.2 83.3 82.8 75.3 82.5 86.2 88.2 81.3 77.3 82.6 

83.8 

D+E 3.5 4.2 3.2 7.9 6.3 4.0 2.3 4.2 7.5 4.3 

平均 84.6 83.3 83.5 80.5 84.4 86.3 87.0 82.7 80.4  

創意 

學院 

A+B 88.7 88.4 88.2 80.4 88.0 90.2 90.2 87.5 84.8 87.4 

87.9 

D+E 1.6 2.0 1.5 3.2 2.3 1.5 1.4 1.9 3.1 1.9 

平均 88.0 87.8 88.0 85.2 88.5 89.4 89.5 87.4 86.3  

全校            87.2 

101 

學

年

建築系 

A+B 90.0 89.4 90.5 83.0 89.0 92.5 89.4 83.7 83.3 88.0 

88.0 

D+E 3.0 2.3 2.1 3.7 2.7 1.6 2.0 2.4 3.2 2.4 

平均 87.8 88.1 88.2 85.6 89.1 90.0 90.3 85.9 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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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學

期 

創意 

學院 

A+B 87.3 87.5 88.8 82.0 88.2 90.0 89.8 86.7 84.5 87.4 

88.4 

D+E 1.7 1.7 1.6 3.2 1.8 1.5 1.4 1.6 2.6 1.8 

平均 87.8 88.1 88.7 85.6 89.3 89.9 89.9 87.8 86.6  

全校            86.3 

101 

學

年

第

二

學

期 

建築系 

A+B 83.4 82.6 83.9 76.6 83.0 84.9 84.1 80.4 77.5 82.2 

85.3 

D+E 4.3 6.0 4.7 9.3 6.2 2.3 5.1 3.6 8.0 4.9 

平均 85.6 85.1 85.7 82.1 85.5 87.4 86.9 84.2 82.8  

創意 

學院 

A+B 88.6 88.1 89.3 82.4 88.9 89.4 89.1 88.0 86.0 88.0 

88.0 

D+E 1.9 2.3 1.8 3.7 2.3 1.3 1.9 1.6 3.3 2.0 

平均 87.8 87.8 88.3 85.6 88.7 89.2 88.9 87.7 86.7  

全校            86.3 

100 

學

年

第

一

學

期 

建築系 

A+B 89.3 89.2 91.2 82.2 88.4 92.0 91.2 85.5 83.4 88.0 

87.5 

D+E 0.5 1.1 0.2 2.0 2.8 1.1 0.7 2.4 1.6 1.6 

平均 89.3 88.1 89.1 85.5 87.4 89.6 90.7 85.4 84.8  

創意 

學院 

A+B 85.0 85.7 86.5 76.7 85.0 87.8 88.0 83.4 79.6 84.0 

86.0 

D+E 3.9 4.1 3.7 6.4 3.9 3.2 2.7 4.3 5.9 4.3 

平均 86.3 86.3 86.9 82.7 87.0 88.1 88.8 85.3 83.5  

全校            85.5 

100 

學

年

第

二

學

期 

建築系 

A+B 85.7 87.2 89.6 82.2 85.9 89.1 89.5 81.5 81.8 85.4 

85.8 

D+E 2.2 2.4 2.4 3.3 2.3 2.4 2.2 3.9 5.1 2.9 

平均 85.5 86.1 86.6 83.9 87.1 88.1 89.0 83.9 82.8  

創意 

學院 

A+B 86.4 86.2 87.8 80.9 86.4 88.1 89.3 84.3 82.1 85.4 

86.6 

D+E 2.3 2.5 2.5 4.5 2.7 1.9 1.8 3.4 4.5 2.9 

平均 86.6 86.7 87.1 84.2 87.6 88.4 88.8 85.9 84.4  

全校            85.9 

 

 

3-4教師教學設計、多元方法應用及評量成效 

 

透過每學期學校提供之教師教學評量考核，可作為下一學年度師資與課程調整依據，藉

此檢視教師授課能力與課程之配搭，教師運用能力與資源，力求呈現最完善之課程教授

能力。本系教師評量成績與其他學系教師相比，普遍略低，係因本系專任教師接擔任設

計課程教師，設計課為本系重要專業課程，作業繁重，課程要求上亦較嚴苛，學生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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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回應於教師教學評量上。本系教師因學術養成背景略有不同，教學模式各具特色： 

一、講授者的多元化  

1.本系教師：本系 16 位專任老師是系上教學工作的基本骨幹，每學年 30~40 位不等

的兼任老師，是充實系上教學內涵的重要支持者。 

2.評圖老師：本系對各年級聘請設計作業的評圖老師非常積極，不論是正草圖或是

正圖的評審都非常重視；每年畢業設計連續多日的評圖大會更是全系學

生一起學習的重要機會。大學部外聘評圖委員一學年平均在 50~60 多位

之間，碩士班則依狀況不同，每年約在 20 多位左右。 

3.演講者：本系一學年皆由系上教師或學生會邀約校外人士來系演講，類別和議題

眾多，有建築師、學者、作家、電影工作者、藝術家、劇場設計者、導

演等，其中亦有不少為本系系友情義協助；另近年推動之國際交流，國

外講者比例逐年增高，增加國外新知識的引入。 

二、專業能力：教師專業能力各有所長，反映於教學、研究與相關服務上，如都市規劃、

建築史學、電腦運用、數位設計、環境發展與建築設計等；其中以建築設計最甚，

近乎每位專任與兼任教師皆具備此項專業，以因應本系龐大設計課程需求。 

三、興趣長才：系上教師在建築專業外，另有與專業能力相輔之興趣，如建築攝影、文

史保存、城市記憶、文化行政等；教師們在興趣培育上亦投入相當心力，系上有時

視課程需要借重教師們興趣長才，開設相關輔佐課程。 

四、多元化學習：本系設計課程一周有 12 小時教學，面對長時間與密集的教學期程，教

師們竭盡心力在不變的課程架構中，創造學習樂趣，如旅行教學，師生一起進行區

域旅行，透過旅行探索城市語彙與地方建築，感受環境；在文字知識之外，本系亦

開設手作課程，帶領學生動手學習。不論是城市旅行或是手作課程，本系教師盡力

創造起而行的建築學習環境，帶領學生以行動進行設計創作。 

在課堂課程，本系教師透過自身專業與資源，不定期邀請與課程相關之專業人士進

行專題教授或演講，或透過實地參訪，讓學生更快進入課程專業知識之中，加深學

習印象【詳附件 2-4、2-5】。 

五、教學媒材使用：教師們透過各種教學媒材，加強學生課程學習印象或技術，今年始

設立完成之「數位自造工坊」，即配合數位設計與數位製造課程等數位課程設置。在

設計課與其他課程。教師們亦透過建築現場解說建築結構、各式建築材料等教材，

讓學生可真實觸碰、了解。 

六、相關資源：系上教師與歷屆畢業生在公部門、業界、學術界與國際間，皆具有一定

的人際網絡與資源（經費、人脈、調查研究、國際交流等），透過相互串接連結，與

畢業生的支援協助，亦是構成或影響課程內容之重要因素。創藝院在 103 學年開設

兩門院課程，亦與本系課程有相輔相成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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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來說，本系老師在教學工作上的負擔甚重，每學期授課時數（或加上行政主管減免、

獎勵減免等）多達規定時數的上限，有時甚至遠遠超過。學期課餘與寒、暑假期間亦有

多種活動安排；不論是短期的研討會、異地教學；或是較長時間國際交流：羅馬建築營、

國際工作營，系上教師皆親身帶隊參與，傾心盡力完成系上教學各項事務推展。 

 

 

3-5系所提升教師教學、研究、服務與輔導之成效 

 

本系定期舉辦系務與課程委員會會議，在教學、服務與輔導層面進行公開溝通與研商，

並透過每學期教學目標，鼓勵教師調整課程內容與教學模式。系上除既定之「漢寶德國

際建築講座」與「陳邁國際建築講座」，不定期邀請之國際學者或業界頂尖人士進行演

講或專業交流，提供系上師生與邀請者有近距離切磋專業之機會；講者經驗與案例分享，

教師們可於之中獲得重要設計與教學創思，以應用於個人研究與日後教學。系上教師亦

積極參與校方所辦理之教師工作坊，透過工作坊的分享，學習專業受業之外的管理、帶

領、自主學習等通才教育知能；讓教師們在專業教授之外，更懂得帶領與管理的重要性，

創造與學生併肩前進的和諧關係。 

 

因系上國際活動頻率逐漸增加，不論國外學者來台的講座、研習，或是帶領學生親赴國

外工作營、建築營，甚至適時的引入國際資源與知識進入課程之中，在在考驗著老師對

國際建築趨勢與議題的涉獵；因著國際化比重增加，教師們對於自我的國際視野與國際

知識，加速自身國際化腳步，以面對更多的國際交流與庶務處理。 

 

校方除辦理教學座談與工作坊，在著作、教學成就上，亦有獎勵機制，鼓勵教師將研究、

教學成果轉化為著作，擴大影響力；並舉辦全校老師「特優教學獎勵」評選，程宗賢老

師、蘇智鋒老師與陳林蔚老師分別於 100 年、101 年與 103 年獲得「優良教學獎」；羅

時瑋老師獲「台中市優良教育人員」獎項；彭康健老師自 101~103 年獲得多項教學與服

務學習獎【表 2-3-8】，代表本系老師在教學方面的努力成果獲得肯定。 

 

【表 2-3-8】本系教師得獎紀錄 

教師 時間 獎項 

邱國維 
103 103 年度科技部特殊優秀人才獎勵 

104 104 年度科技部特殊優秀人才獎勵 

凌天 100 「結構地景_烏克蘭基輔 2012 歐洲盃國際競圖」優選 

陳林蔚 103 東海教學優良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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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宗賢 100 東海大學特優教學獎 

彭康健 

101 產學合作特優獎 

102 東海大學教學優良獎 

102 
「夢谷啼明鳥-東海生態藝術步道」 

文化部第四屆藝術介入空間最高金額補助 

103 教育部 103年服務學習獎勵計劃課程教案大專校院組佳作 

103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服務學習獎勵—績優課程教案 

103/02

~04 

「看不見的空間-台中市龍峰國小環境空間修建服計畫」 

教育部 103年「服務學習獎勵計劃」課程教案大專校院組佳作獎 

羅時瑋 101 台中市優良教育人員 

關華山 103 產學研究優良獎 

蘇智鋒 101 東海大學優良導師獎 

 

新進教師的輔導策略 

本系有兩名短期專任教師，兩年一聘為主，本系藉由新進教師不斷引入不同之教學模式

與設計創意，提升教學活力。爰此系上每學年都有教師甄選與新聘工作，為讓新進教師

對本系有基本認識，老師剛進入本系的第一個學期，僅給予較基本的教學課程，使其有

足夠時間建立共事情感，逐步的瞭解系上在教學與運作上的方式和重點，特別是師生間

的關係。第一年結束後，新進老師會擔任某一年級導師，並代表系上參加學院或校方會

議，使其在教學、輔導、研究、服務方面的工作與責任有著完整的認知，有效發揮其專

長，回饋於教學之中；學校亦有「東海大學博士級新進專任教師獎勵辦法」(詳附件 2-5)

配套方式，鼓勵新進教師更多投入教學與校務運作之中。 

 

【表 2-3-9】本系教師參與學校辦理之之教師工作坊 

學年度 主題 參與教師 

100學年上 100學年度新進教師知能研習營 陳林蔚 

101學年上 

101年度新進教師交流暨歡迎茶會 羅時瑋、凌  天 

大學幸福哲學：正向心理學在高等教育上的應用 林昌修 

101學年度下學期新進教師座談 Rohan Shivkumar 

102學年上 

大學教育可以帶給學生什麼加值效益? 林昌修、邱國維 

102學年度新進教師迎新交流茶會 
羅時瑋、邱國維 

薛孟琪 

樂教與樂學-談課堂學習氣氛之營造 薛孟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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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工坊(一)景觀~設計多彩視界 薛孟琪 

翻轉教室社群：「如何讓學生真正有熱情與動機『學

習』？-- 在台大電機的新思維、新方法、新系統」 

薛孟琪 

102學年下 白色工坊的文藝復興 
關華山、羅時瑋 

 

103學年上 

教師社群講座-藝術治療系列之「藝術想像與情緒關

照」 

彭康健 

特色教學亮點計畫期中分享暨深度匯談 羅時瑋、陳林蔚 

103學年下 通識講堂：建築之心-陳其寬與東海建築 羅時瑋、彭康健 

 

 

3-6結論 

 

本系不論在教師甄選、課程規劃與系所發展皆經過本系整體教師群充分的會議研商、討

論，始得進行，力求教學與系務同步發展。設計課程在既定架構中，依循目前社會、國

際間建築發展模式訂定教學方向，並加入世界設計趨勢，聘請與設計議題之專業相近學

者、業界頂尖人士擔任。教師們日常各忙於教學與研究工作，但在周間設計課程、期末

評圖與招生之際，透過系上重要會議、模組會議或是三、兩教師共同討論【詳附件 2-10】，

對於開課課程與教學配搭提出個人看法，最後透過會議決議或由討論共識，公布執行之。

整體而論，系上教師與系上有強烈之凝聚力，對於學生、教學與系發展，皆具共識，致

力將系務與專業教學往更理想之方向推進。 

困難與挑戰 

(一)本系有相當繁重之設計與其他相關課程，在授課之外亦有各式學術行程安排，如國

際工作坊、建築營、研討會等重要活動辦理，教師們在教學與活動上親力親為，親

自帶領學生參與；不論活動籌辦或執行期間，本系教師皆需利用課餘與個人研究時

間進行，因此亦影響了教師個人研究作業與著作發表。 

(二)近年來本系積極擴展國際事務，於國際間已建立足夠之人際與學術網絡，惟受限於

教學、人力與經費因素，系上教師需選擇性參與國際活動與邀約，學生亦受限於家

庭經濟因素，無法自由選擇實習國家與國際活動，可能因此錯失較佳學習機會。 

(三)學校教育係屬較封閉式學習教育，建築專業卻是社會建設的一大核心，等同於社會

事業；如何讓學生在學期間建立足夠社會服務精神與社群意識，端賴系所發展目標

之設立，本系近年積極參與台中舊城區再生計畫，冀希透過教師親身帶領，激發學

生國族情感，參與在地文化之建構。目前「中區再生基地」與台中市政府三年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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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計畫已暫告段落，未來如何繼續活化中區舊城，並與工務單位產生連結，帶領學

生共同創造更大的”再造”效應，亦是本系刻正面臨關鍵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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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習資源 

 

 

無論在軟、硬體或知識理論等教學資源上，本系透過師資、教材的引入、更新，提供系

上師生最貼近現今建築領域、社會趨勢的知識與技能學習；除此之外，地方發展、社會

創新與世界潮流亦是本系努力拓展的學習方向，致力本系成為一個卓越的教學中心。在

課程設計與硬體建置方面皆為回應當代數位設計的製造需求，「數位自造工坊」的建置

增加了建築技術與知識的傳遞，藉以完備建築學習。本系系圖書館，具有豐富館藏，提

供學生另一閱讀與自習的角落，讓學生浸淫在建築書欉之中，耳濡目染；開放的階梯式

工作室，讓各年級在同一軸線上共同努力，透過不同樓層簡單界定年級範圍，在若有似

無的界線領域中，界定出年級的差異，打開交流學習籓籬。 

 

本系教師多由國外學成歸國，歷屆畢業校友已在業界、學術界奠定深厚基礎，在國內、

國外匯聚相當之影響力與人際網絡。本系近年積極擴展國際關係、海外交流，積極帶領

學生連結國際資源，讓學生在學期間透過活動、實習與國際接軌，開創師生國際視野外，

增加學生畢業後之競爭力與選擇權。 

 

 

4-1學生學習輔導策略 

 

在大學部、碩士班新生入學前，學校與本系會以紙本郵件或電子郵件等方式進行通知，

相關訊息亦同步在系上與社群網站公告，讓新生能及時獲得重要入學訊息；開學後召開

之新生說明會或全系大會，在課程安排、選課、師資、設計課方向和系上發展等系務介

紹皆有清楚介紹，讓學生在學期開始前即對系上學期課程、施教方向有明確概念，快速

地營造學習氛圍。本系設計課程每周 12 小時學習時數，較長的時數安排是為創造師生

間更多的設計對話與研究討論；一對一的長時間教學，讓各組教師能清楚掌握每位學生

的學習狀態，當學生有設計障礙或進度落後時，能及時給予協助。學生同儕間亦因長時

間相處，逐漸建立深厚情感，教師亦可透過同儕了解較有狀況學生之狀態與生活，及時

輔導。每年級班級導師即為當年級設計課程召集人，導師為接續設計教師進行學生輔導

的第二防線；因各年級設計召集人，對於學生學習狀況與表現皆能概略瞭解，俾利適時

介入。如遇在生活、情緒或感情層面無法輔導的學生，將由學校學務處設置之「學生輔

導諮詢中心」由專業人員進行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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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近二、三年積極對原有課程架構進行檢討：原有課程架構課程種類繁多，且修課時

數較長，考量課程應扣合當代建築思維與新專業知識引入，且在建立基本專業知識原則

下，盡量減少修課時間，讓學生有更多的時間進行設計創作與個人進修。因此衍生「課

程模組」模式，同性質之課程、教師匯聚一組，共商授課模式與時間安排。「課程模組」

的組成，讓系上教師重新思考課程與課程間的關聯性，以最低修習時數創造最高學習效

果；以 103 學年大二生設計課程為例，下學期設計題目為木造建築，而必修的構造課程

亦談及木構建築的力學與結構性，兩造課程的相互配搭，理論課程知識可同時應用於設

計思考上，加深學生對木造建築的印象與創造。另外數位化課程亦重新安排，電腦繪圖

原本課程進度為低年級先學習 2D 製圖(AutoCAD)，高年級再學習 3D 建模；因當代建

築思維與製圖模式改變，本系刻正研商學生直接進入三度空間思考操作的可能性，如現

建築業界使用日漸重要的 BIM 建築資訊模型，其作業模式導向 3D 製模後再分割出 2D

圖面，再結合數位製造工具如雷射切割、CNC 數控機具、3D 列印等，這些新的軟硬體

媒介讓當代建築空間的思考與生產方式產生改變，系上目前開始重新檢討原有的教學架

構與執行程序以符合當代建築生產之需要。本系學生對於各學科的教學目標與內容的瞭

解途徑： 

(一)開學茶會、系大會：課程與系所發展目標說明【表 2-4-1】。 

(二)網路平台：課程大綱、目標、書籍、作業及考試，登載在學校的網站（教學平台）

上，學生可自由的上網瀏覽。 

(三)課堂：教師在課程首日講述課程大綱與內容，或將授課的內容印成資料在課堂上發

給學生，使學生更能瞭解學習的重點和意義，並可解答學生們提出的問題。 

(四)學長、姊傳承：系上各年級學生之間交往非常密切，學長姊常會將一些已經上過課

的講義、考古題、書籍和資料轉送給學弟妹，藉著這些資料，學生常能瞭解老師授

課的內容重點和教學目標。 

 

【表 2-4-1】建築系迎新會、開學茶會 

學年 時間 會議內容 

100學年度(上) 100/09/06 創藝院迎新餐會、新生啟航禮 

100學年度(下) 101/04/26 碩士班新生報到-學程說明會 

1.各組學程召集人說明課程內容 

2.學長姐經驗傳承 

3.分發學生手冊與注意事項 

101學年度(上) 101/09/17 開學茶會： 

1.大掃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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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開學典禮 

3.各年級設計課(隔間)；大五設計課分組(大評

圖室) 

101學年度(下) 102/04/25 碩士班新生報到-學程說明會 

1.各組學程召集人說明課程內容 

2.學長姐經驗傳承 

3.分發學生手冊與注意事項 

102學年度(上) 102/09/09 開學茶會： 

1.大掃除 

2.開學典禮 

3.四、五年級設計課-題目說明、分組選老師 

4.一~三年級設計課、導師時間。 

102/10/01 碩士班 B組迎新會 

102學年度(下) 103/04/24 碩士班新生報到-學程說明會 

1.各組學程召集人說明課程內容 

2.學長姐經驗傳承 

3.分發學生手冊與注意事項 

103學年度(上) 103/09/22 開學茶會 

1.系學會時間 

2.老師介紹 

3.捐款公司致謝頒獎。 

4.主任、黃老師、教官時間 

5.設計發題 

103/09/24 新生歡迎會 

103學年度(下) 104/05/21 碩士班新生報到-學程說明會 

1.各組學程召集人說明課程內容 

2.學長姐經驗傳承 

3.分發學生手冊與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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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學年開學茶會 103 學年開學茶會 

 

(一)學習輔導：本系對學生的學習輔導可分成開學前、學期中和期末三個階段： 

   1.開學前：學生選課協助，在大學部這項工作特別是對轉系生或轉學生，他們因為

年級和課程的差異皆會遇到衝堂和修課順序上的疑慮，這時系主任、導師

和有過相同經歷的學長就會給他們一些建議，讓他們妥善的處理好選課上

的困擾。 

            研究生而言，在每年的新生報到時，各組的召集人（導師）均會對該組的

新同學舉行一次課程的說明會，交給大家一份系上特別編訂的「學生手冊」

【詳展示資料，附件 2-2】，手冊中詳列各種資料。同時並解答新生們的問

題，特別是學程中的修課方式、助學金的申請等事項；以及一份該組全學

期的重要活動表-行事曆，讓同學們在一開學就熟知各項事務並對課程工作

有所準備。此外與會的學長姐會從旁告知過往修課經驗並提供租屋資訊等

生活上的協助。 

  2.學期中：.學校的考試預警制度，期中考後老師會上網公布成績不理想的學生名單，

校方會主動通知數科皆被預警與預警學科的學分占總學分數 1/2（有被退

學危機）的學生、其家長、導師和系主任。此時，該生的導師則會與學生

進行溝通，瞭解學習問題的癥結，並提供若干參考性建議，如對學習困擾

的處理、休學、退學分等方式，其目的無非是想為學生的學習生涯提供一

些警示和建議。 

  3.期末：期末學習輔導較偏消極性，主要是由班級導師針對一些修習建築不感興趣或

學習能力不佳的學生提出一些補救的建議，如轉學、轉系、退選、重修等

的忠告，其效果常因學生的家庭因素而受到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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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生活輔導(全學期)： 

  1.大一家長日：七年前本系率先在本校舉辦大一學生家長日，今已成為全校性活動。

家長日是邀請大一新生的家長在秋季開學後的第二個月到學校來與系上

的老師（大一的授課老師和導師）見面，藉著老師們的報告與彼此的交談，

家長瞭解到其子弟在學校的學習和生活狀況，老師也會從家長那裡知道學

生們的一些反應，這是瞭解大一新生在學習與生活一個很重要的時機。此

時不一定有問題要解決，但卻是預防學生在生活與學習上出現困難或問題

的最佳時刻。 

  2.學生活動：學生在學期中的課餘活動反映著他們的日常生活與學習狀況之間的平衡

性。系上對於系學會或學生會辦理的活動，相當支持且關注，如迎新聚會、

耶誕舞會和建築夏令營等，在生活輔導工作上，本系以旁觀者的方式給予

協助、指引，讓學生們有足夠的發揮空間。 

  3.生活關注：大學生生活的紊亂和多樣化是普遍的現象，建築系學生更是嚴重；生活

事務的紛擾，多出自於學生們的大意與疏忽，如意外事件、感情問題、經

濟失衡、偷竊遺失等，由小事演變成大事前的關注與叮嚀，正是系上老師

（導師）和教官在生活輔導工作上的重責。 

  4.意外處理：學生各種意外的處理是本系老師，特別是各年級導師的大事。學生們在

忙碌的課業下，常在不經意時出現各種意外，車禍和做作業時的外傷已是

常事；在醫院中處理醫療事務，面對家長的說明和對班上同學的安撫，輔

導工作中以此最為辛苦。 

 

(三)國際生輔導： 

學校與本系近年進行國際交流有成，在大學部、研究所皆有招收國際生，亦有短期交換

之國際生。系上由蘇智鋒老師負責各姊妹校交換合約與雙連學位合約之擬定與簽約，英

文課程選定與安排。行政事務則由助理專門負責，協助國際生來台接機、課程選修、生

活之食衣住行等輔導。國際生未來台前，本系助理便透過電子郵件寄送臺灣、東海大學、

本系等相關訊息予國際生，國際生也會在信件中提問，透過電子書信往返，國際生在來

台前已對臺灣、東海與建築系有初步之認識。國際生未進入校園前，住宿等生活相關事

務已大致安排妥當；國際生來台後，系上助理會安排曾出國交換或將去交換之本系生與

國際生互相認識，以利國際生快速進入本地生活。本系教師、學生亦捐獻其床墊、被子、

枕頭，提供交換生使用，減少學生開支，在每年使用後皆會送洗清潔，保持寢具之完善。

系上無論教師、行政助理及至學生，對於國際生的生活、學習皆願意給予最大之協助，

讓國際生在學期間能愉悅的面對新環境的生活與學習，進而對東海大學、台灣留下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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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美好的印象。 

 

4-2系所學習資源與管理維護 

 

系所的學習資源分為幾個面向：學習資源、行政人力、硬體設備、等提供學生全面的學

習協助與資源使用。 

 

學習資源的多元化 

(一)海外交換 

與西班牙聖保羅大學、國立新加坡大學、印度孟買大學、泰國朱拉隆功大學、泰國

藝術大學等各姐妹校的交換學程，由幾個月到一學年不等的交換學程了解各個不同

建築系的差異。藉由交換之後回到系上有更多不同的想法和對未來職業或進修之選

擇。 

(二)參訪活動： 

  建築系課程不僅止於課堂中的授業解惑，更需要透過實務、實地參訪，讓學生將課堂

知識與實作理論進行結合，加深學習印象，課程教師會依授課進度與內容，在不同時

間帶領學生至校內或鄰近地區進行不同場域之參觀；如「建築構造」實地參觀工地施

作情形，學生們於會後撰寫參觀報告並進行討論；「城鄉規劃與設計一」與「都市設

計概論」課程則進入到都市與鄉村區域中，進行觀察體驗，讓學生們從中獲得實際體

驗，加深城鄉規劃概念，以充實在設計時的周詳性；「木構造建築」與「臺中大都會

歌劇院設計與施工」為與「建築結構」課程相關之特別開設專題課程，透過相關案例

實地參訪觀察，藉以了解現階段最新的建築構造與設計樣態，增加同學的學習心得和

經驗。 

 

(三)國內外的教學活動：【詳附件 2-1、2-4、2-5】 

 (1)異地教學：本系與國際學校合作辦理多項異地教學課程：東海建築在羅馬、與卡

爾維亞建築學系(KRVIA)異地教學計劃、比利時異地教學等都是系上持續發展之

教學計劃；另「無止橋計畫」則較屬於社會服務式之異地學習。前述各項異地教

學大多屬於與國際院校共同合作執行；但「東海建築在羅馬」為本系自辦之異地

學習工作營，每年暑假以一個月的時間，租用康乃爾大學在羅馬的教學設施（教

室、繪圖室、圖書室和電腦室）與宿舍，在羅馬及附近地區對學生實施異地文化、

歷史、生活、建築與城市發展的探索和學習，讓學生實地體認他種文化的發展與

影響，從而豐富個人的生活經驗，強化對周遭建築環境的敏感度，累積並激發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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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創意潛能。 

 

 (2)交流工作營：  

本系延續 99 年教育部改進計畫之國際化目標，在海內外舉辦多次交流工作營。藉

由跨國之工作營培養學生團體合作和領導能力。工作營大致區分為固定舉辦和不定

期舉辦之工作營兩種。 

 

固定舉辦之工作營： 

1. 大學部：異地教學─東海建築在羅馬 

每年定期舉辦之東海建築在羅馬除了歷史導覽課程之外，亦會在當地舉辦工作

營藉由實際探訪位於羅馬的基地，在康乃爾大學羅馬分校之建築工作室進行討

論、工作和評圖的活動。 

2. 研究所 A 組：無止橋計畫、雲南昆明理工 

(1)「無止橋計畫」：為香港無止橋基金會重要計畫活動，自 2007 年起已在中

國大陸內地安徽、陝西、四川、甘肅、貴州及雲南多處農村地區、偏遠山區援

建 19 個無止橋項目。援建團隊由中國大陸、香港、美國等地高校建築科系師

生組成工作營；針對地區特性，考量當地地理環境、自然資源、地域建材等條

件，以參與設計方式進行橋樑設計，最後以志願者駐地進行實地構築方式，協

助地方搭建完成橋樑。本系自 99 年起開始參與本計畫。 

(2)「碩士班城鄉規劃與設計組/雲南昆明理工聯合異地工作營」 

欲透過與昆明理工大學建築系師生之交流，二校研究生可據之進一步從「可持

續規劃設計」之四個面向：經濟、社會文化、自然可持續與提高居民生活品質，

一方面以「城市閱讀」對雲南部份村落，或台灣部分定村落進行歷史考察，以

及現今村鎮結構分析，著力提出可行之軟硬體方案與計畫，以提供可能之業主

及建築師、規劃師參考，達到「建教合作」之效。同時帶給研究生面臨實務議

題之機會，由此特殊經驗鍛鍊其處理現實之紮實能耐。兩校輪流於各自城市主

辦。 

3. 研究所 B 組：研究所 B 組在一年級升二年級的暑假定期舉辦暑期構築工作營。

地點由國內至海外皆有。藉由實際接觸基地，當場討論和實際在基地上構築讓

研究生的學習更貼近真實。 

 

【表 2-4-2】碩士班城鄉規劃與設計組/雲南昆明理工聯合異地工作營歷年舉辦明細 

時間 名稱 地點 老師 
參與 

學生 



 

74 

 

時間 名稱 地點 老師 
參與 

學生 

096/05 

東海大學/荷蘭 Delft 大學、台灣

大學城鄉、昆明理工大學、北京

工業大學、西南科技大學建築系 

「瀘沽湖國際設計工作營」 

瀘沽湖 

東海老師：關華

山 

碩班 A 組計

8 人 

荷蘭 Delft 大

學：Jurgrn 

Rosemann教授、 

碩、博生計

7 人 

昆明理工：翟輝

教授、呂彪、黎

楠講師 

碩班計 3 人 

台灣大學城

鄉：夏鑄九所長 
碩班計 5 人 

北京工業大

學：戴儉院長 
碩班計 3 人 

西南科技大

學：李長奇院長 
碩班計 4 人 

097/04 
編輯出版該營本系師生之成果「瀘

沽湖摩梭村落的可持續規劃」一冊 
東海 關華山 碩班生 8 人 

099/05 

東海大學/昆明理工大學 

東海大學建築系碩士班「一 A城

鄉規劃與設計」--麗江束河紅山

村旅遊社區發展規劃 

麗江束河

紅山村 

陳格理老師、關華

山老師 

碩班 A 組計

13 人 

昆明理工：翟輝教

授、張欣雁講師 

碩班 10人 

大學生 16

人 

100/11 

東海大學/漢陽大學建築系

/昆明理工大學建築系 

東海大學建築系碩士班

「一 A城鄉規劃與設計」---

蘭嶼國際設計營-「東清部

落環境改善、美化」、「朗

島傳統聚落與家屋保存、

活化再利用規劃、設計」 

臺東蘭嶼 

東海：關華山教

授 

碩班 A 組

計 5人 

漢陽大學：申媛

惠助理教授 

碩班計 8

人 

昆明理工大

學：翟輝教授、

張欣雁講師 

碩班計 7

人 

101/12/22 

~102/01/0

1 

「碩班一 A 城鄉規劃與設計」雲

南大理沙溪古鎮設計異地實習交

流計畫 

雲南大理

沙溪古鎮

及昆明理

關華山老師 
碩班 A、C

組共 9人 

昆明理工大 碩班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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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名稱 地點 老師 
參與 

學生 

工大學建

築工程學

院建築系 

 

學：翟輝教授、

張欣雁講師 

人 

102/12/2

5 

~12/30 

東海大學/昆明理工大學建築系

「設計交流營」：石岡區客家銀髮

族健康照護與療育社區環境營造 

演講:雲南藏族鄉土建築 

     雲南佤族、獨龍族鄉土建築 

     雲南古橋 

東海建築

系、石岡鄉 

昆明理工大學建築

系翟輝院長、呂

彪講師、黎南講

師 

碩班生 14

人 

關華山老師、陳

格理老師、邱國

維老師 

碩 A 計 5

人 

大四計 6

人 

103/12 

東海大學/昆明理工大學建

築系 

尼泊爾加德滿都台灣基督

教團體服務處及其未來開

發基地(建築設計(九)及

城鄉規劃與設計(ㄧ)之基

地 

尼泊

爾 

關華山老

師、邱國

維老師 

碩 A

計 3

人

、大

學

部 2

人 

昆明理工大

學建築系翟

輝院長 

 

【表 2-4-3】研究所 B 組暑期構築工作營列表 

時間 地點 經費 

88 年暑假 宜蘭空間與營建文化 暑期設計

營 

指導老師：羅時瑋、郭文亮 

募款 

89 年暑假 宜蘭空間與營建文化 暑期設計

營 

指導老師：羅時瑋、郭文亮 

募款 

91 年暑假 時間：2002/8/6-9/7 

地點：南投縣中寮鄉龍安-內城村 

募款 



 

76 

 

指導老師：羅時瑋、張登堯 

93 暑假 時間：93/8/11-9/19 

地點：南投縣埔里鎮桃米坑 

指導老師：羅時瑋、曾瑋 

募款 

94 年暑假 

 

埔里靜觀部落-莎布的家 

指導老師：羅時瑋、曾瑋  

募款 

95 年暑假 

 

埔里靜觀部落 

指導老師：曾瑋   

95 年度教育部補助大專

學生協力地方推動永續

校園計畫 

96 年暑假 

8/1-10/5 

 

藝之森--九九峰藝術生態園區 

計畫主持人：羅時瑋老師 

指導老師：張登堯老師 

國立美術館計畫經費 

98 暑假 「當代建築思想與理論-SIZA 在

亞洲專題」 

異地教學計畫  韓國首爾 

指導老師：曾瑋 

募款 

99 暑假 花蓮縣吉安鄉 

指導老師：張登堯老師 

教育部3年建築教育改進

計畫補助 116,460 元 

100 暑假 花蓮縣吉安鄉 

指導老師：張登堯老師 

教育部3年建築教育改進

計畫補助 103,020 元 

101 暑假 花蓮縣吉安鄉 

指導老師：張登堯老師  

教育部3年建築教育改進

計畫補助 113,418 元 

102 暑假 台北都市更新處的陽明山自來水

廠員工宿舍更新案。簡稱為 URS 

M27。URS 27M/山仔后空間再

生。3 年計畫。 

指導老師：關華山老師、陳漢儒

老師、廖烱昇老師 

募款+亮點計畫補助約 3

萬元。 

103 暑假 台北都市更新處的陽明山自來水

廠員工宿舍更新案。簡稱為 URS 

M27。URS 27M/山仔后空間再

生。3 年計畫。 

指導老師：關華山老師、陳漢儒

老師、廖烱昇老師 

募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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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暑假 東海建築-米蘭理工大學米蘭世博

會（台灣館）設計工作營 

指導老師：邱浩修、謝宗諺 

募款 20 萬。 

校長室聯董會經費 30 萬 

 

4. 研究所 C 組： 

a.主辦理第一屆「亞洲城鄉與建築論述平台」論壇及工作營，與泰國朱拉隆功

大學建築系、泰國藝術大學建築系、印度卡爾維亞大學建築系、國立新加坡大

學建築系與本校建築系共同參與，工作營直接在設計規劃地，進行實地訪查、

調查研究與環境規劃，讓學生們透過自我觀察，提出問題，然後進行規劃設計；

每年由姊妹校輪流在當地主辦：102 年臺灣宜蘭、103 年印度孟買、104 年泰

國曼谷。透過不同的地域與人文，讓學生們靈活運用設計所學，創造良善之環

境與建築設計。 

b.與比利時魯汶/盧可聯合建築學院合辦『東海建築暨比利時魯汶/盧卡聯合建

築學院(KULeuven/LUCA)都市設計共同「專題設計」課異地教學計畫』，以進

一步加強增進本系與歐陸名校間之學術交流與合作。本工作營由

KULeuven/LUCA 建築系碩士班設計課指導老師 Chotima Ag-ukrikul 及 Burak 

Pak 與東海建築系蘇智鋒老師共同策劃工作營專題設計教學、專題演講、與策

展等活動。 

 

 

5. 不定期舉辦之工作營：【詳附件 2-1】 

a. 103/07/12~20，由葉朝憲老師帶領學生與湖南隆回縣湖南大學建築學院共

同辦理「2014兩岸三地多校聯合設計工作營：營建美麗建築村」，過程包

括了環境調查、參訪、演講和交流工作，本系學生藉此對學習工作有了較

新的體認。 

b. 103/12/06~15，由關華山老師領隊，助教及學生共 7 人前往尼泊爾，參與

與昆明理工大學建築學院共同舉辦之「21 世紀尼泊爾生態別墅區規劃設

計工作營」透過環境認識、調查與交流工作，讓本系學生得以深入了解多

元文化的趣味與深度，更從和他校學生的交往中認識到本身在學習上的優

缺點，成為自我成長上的一個助力。 

c. 103/07/14~09/03，由本系林昌修老師帶領碩士 B 組學生與文化大學海青班

景觀系學生進行「URS27M 臺北郊山都市再生創新行動」逐步建構空間

的方式結合社區與學生，進行策略式空間改善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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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共同學習 

院方、校方亦在教學上尋求更多的發展與突破，如創藝學院在 103 學年開設二門院

所課程，提供院內學生與其他院所學生跨系、跨院選修，創造更大學習領域。加入

工作坊設計，為中介性實驗課程，邀請跨系老師、與專業人士共同任課，鼓勵各老

師所帶設計習作課分組學生進行課程選修。課程目標旨在激發學生學習熱情，培養

行動學習與實作，結合理論與實務運用，創造多元學習議題；透過由院所開設，可

擴大、整合多元學習社群，創造跨域教學與串連資源共享。 

 

 【表 2-4-4】跨領域課程 

課程名稱 開課年級 開課單位 學分 授課教師 

創意網絡策展城市 I(基

礎), II(進階) (creative city 

network curating I, II) 

大學部三年級以上 

碩、博士班 

創意設計暨

藝術學院 

3 蘇睿弼、張惠蘭 

蘇  民、吳佩玲 

城市自造實驗 I(基礎), 

II(進階) (city fab-lab I, II) 

大學部三年級以上 

碩、博士班 

創意設計暨

藝術學院 

3 邱浩修、羅際鋐 

呂佳珍、謝昆霖 

 

 

  (五)成果展示： 

  本系在充實教學資源之餘，也很重視對教學成果和經驗的累積與傳承，以便讓未能參

與該次活動的學生有機會了解那些教學活動的內容：  

(1)101/02/25~03/31，本系學生設計展「生活提案展」，中山創意基地。 

(2)101/06/20~30，2012年畢業設計展，中山創意基地。 

(3)103/01，大學部設計展「向七期學習」，本系系館。 

(4)103/06/14~18，東海建築 x中原建築 2014 畢業設計聯展，松山文創園區。 

(5)103/09/22~24，99級設計展「開始畢業」，本系系館。 

開創多元學習資源，藉以培養學生學習興趣、學習能力與提升學習成效，希望學生能透

過接觸與體悟，進而自我要求；利用各種機會（書籍、網路、討論、書寫、圖繪、思考）

以累積漸進的方式提升自己專業學識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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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人力 

本系行政助理共計 5 位，校內編制 4 位；鑒於本系有大量的數位媒體設備，不論在課堂

上或是課餘時間皆需提供學生學習與創作上的支援，編制內 4 位專員與助理已有既定之

行政業務，已無法抽身管理龐大的數位設備，故經本系教務會議決議，另聘請專案助理

協助數位設備管理。 

 

【表 2-4-5】系辦行政資源 

姓名 工作職掌 

羅順真 人事聘任、教師升等、大學部課程安排、各式辦法(規定)整理 

會議業務、經費報支等交辦事項 

陳淑禎 碩士班業務、國際交流協助、公文二級登記桌、募款業務(含獎學金申請) 

評鑑資料蒐集、經費報支等交辦事項 

陳秋美 系圖書館管理、系友資料蒐集 

李舲 學生事務、大學部招生及考試事務、系館空間環境管理、教學評鑑 

邱佩儀 電腦、儀器設備採購、電腦室管理、勞安業務 

 

 

 

硬體設備 

本系自創系以來，一直在空間、設備與圖書資訊方面，儘可能提供最佳的條件以支持教

學活動。除因應設計教學、研究和「資料即時取得」的特性所設置全校最具規模的系圖

書室；本系一直維持著創系以來所堅持的每位學生皆有繪圖桌（空間）的學習環境，以

增加同學在系館工作的頻率和意願，促進課堂內外師生互動機會。近年本系積極發展數

位與媒體設備，搭配實作並發展相關的論述與操作模型。 

 

本系教學重點在建築設計，學生的繪圖空間、討論空間、電腦室的運用與圖書資料的齊

備是本系建置硬體時的首要考量。系上學生的繪圖空間大致足夠，較缺乏小型評圖、討

論空間和展示空間。本系目前有容納 40 人的電腦教室一間，及容納 25 人的電腦工作室

二間，放置雷射切割、雕刻機等數位製造設備之「數位自造工坊」工作室一間，出圖室

一間，學生可以在系內利用區域網路連線出圖。礙於系上經費有限，目前所發展的電腦

輔助設計，皆以個人電腦為主。目前本系的主要設備如下： 

(一)圖書設施： 

建築系圖書館佔地 35 坪，提供完全開放式的借閱環境。系上圖書室每年經費編列約

10-20 萬元不等(總圖每年建築系圖書經費約 80 萬)元。因為經費有限，且為快速獲得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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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設計發展趨勢，部分經費已採購最新設計期刊為主，致使其他採購書籍成長不快。圖

書室另一項重要資源為學生畢業設計作品集與論文，亦是學生使用較多的部份。系上圖

書的採購與雜誌的訂閱由全系師生建議，由事務委員會成員視當年經費決定。由於本系

以設計教學為主，除館藏書籍，並有各種圖面資料(如各重要城市之地形圖、都市計畫

圖、台灣中部地區航照圖等)【表 2-4-2】。圖書室的服務重點在於方便師生查找資料及

提供討論的空間，因此圖書館的閱覽區不提供個人研究小間，而以多人討論的大桌為主。

因為學生使用過期期刋的頻率甚高，因此館內的過期期刋不裝訂成冊，便於複印與拍照。

館內有黑白影印機 2 台、電腦、掃瞄機及彩色印表機 1 台，可供資料查詢、掃瞄及複製。

本系圖書館的資料早已電腦化，是目前本校最具服務規模的分館。 

 

圖書資料日漸龐大，逐漸壓縮原有學生研究、討論空間；本系已針對此問題進行研擬，

將部分圖書分門挑出，積極尋覓其他可能之陳列空間；讓圖書室空間有足夠空間提供學

生、教師討論、研究，創造舒適且愉悅之閱讀學習空間。 

 

 

【表 2-4-6】系所圖書館館藏統計表  

類別 冊數 

目前有中文圖書 3,812 冊 

外文圖書 4,002 冊 

論文，政府出版品 5,772 冊 

中文期刊(6種)及參考書 2,123 本 

外文期刊(11 種)及參考書 1,549 本 

東海畢業學生作品集，畢業紀念冊 800冊 

光碟(VCD, DVD 等) 322套 

錄影帶，錄音帶 292件 

圖集 5 本 

地形圖 1,295 張 

 

(二)數位媒體設備：【詳附件 2-11】 

系上個人電腦共計 80 台，每位專任教師有專屬個人電腦，另有供全系師生使用的 PC

教室 1 間、電腦輔助設計教學繪圖室 2 間、影像實驗室與出圖室各 1 間。全系個人電腦

皆有區域網路連線，亦可無線上網： 

1.PC 教室：個人電腦 31 台，單槍投影機一台，並有廣播教學連線系統，此規模是針對

小班電腦教學設立。上課時段外，提供學生電腦實作練習與出圖之用，開放

時間為上午 10：20~12:10，下午 2:10 至隔日清晨 1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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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電腦輔助設計教學繪圖室：其中一間設有投影機一台及 A3 雷射印表機一台，供電腦

輔助設計課上課及工作使用。一間 10 人，一間 15 人，每間均設有有線網路

設備及 A3 雷射印表機。學生個人電腦亦可連至系上區域網路，共享系上所

有的列印及出圖資源。 

3.出圖室：出圖室有大型 A0 繪圖機兩台，A3 雷射印表機 3 台及 A3 彩色噴墨印表機 2

台，供全系師生列印資料及圖面。 

4.繪圖軟體：業界使用率最高的 AutoCAD 繪圖軟體為一通用的繪圖軟體，並不是專供

建築使用的軟體。在系館的區域網路範圍內，除提供 AutoCAD 繪圖軟體外，

也提供本系黃業強老師研發的 TAD CAD 建築專用繪圖軟體，以提高繪圖的

效率；其餘如影像處理、3D 建模軟體一應俱全，本系近兩年亦將 BIM 繪圖

系統(Revit)放入教學之中。 

5.影像實驗室：目前有供影相處理的個人電腦、掃瞄機、幻燈片掃瞄機、DVD 放影機、

錄影帶錄放影機及 3D 照相機各一台，供本系師生做影像擷取、影片編輯、

逆向工程操作等使用。本系老師們及圖書館收集許多珍貴幻燈片及錄影帶，

在轉換成數位檔案的工作中，本實驗室發揮很大的功能。 

6.數位自造工坊：配合電腦輔助設計教學，工坊現有雷射切割機與 CNC 車床；近期增

購 3D 列印機，增加學生以數位動手實作機會。所有機具皆放置在一樓新工

坊中，提供全系師生使用，對設計課的教學提供很大的幫助。 

 (三)個人工作空間及相關設備： 

本系教學以設計為主，學生繪圖與討論空間佔系館最大比例，每個學生均有一張繪圖桌

和儲存櫃。系館內有一間大評圖室及五間小教室供設計討論及小班教學使用，系館內有

多處可貼圖之討論空間，可供全系設計課 21 個設計小組同時進行。近年來設計課程多

輔以單槍投影，因此在評圖室與各小教室共裝有九台單槍投影機和螢幕，在會議室和一

樓教室中另裝有 45 吋大型液晶電視及電視架一組供教學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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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7】建築系平面配置與空間示意 

建築系 1F平面圖 

 

 
小教室 1                                  小教室 2 

 
小教室                                   教室 

教室空間共計：103.45 m2
 

小教室 

小教 

教 

室 

大評 

圖室 

數位工坊 

教師

研究

小間 
小教 

典藏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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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藏室 39.75 m2
 

 

系館內小吧檯 12.33 m2
 

 

大評圖室 120.22 m2
 

 

大一工作室 180 m2
 

 
大二工作室 180 m2

 

 
研究所 B組工作室 227.7 m2

 

 

 

數位自造工坊 

 

教師研究小間 

建築系 2F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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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圖書室 73.54 m2
 

 

研究所 AC組工作室 233.40 m2
 

 

會議室 93.45 m2
 

 

教師研究室，17間 194.82 m2
 

建築系 3F平面圖 

會議室 
系辦 

教師

研究

小間 

 

系 

圖 

書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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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教室 73.54 m2
 

 

出圖間 28.82 m2
 

(五)其他設備：配合教學活動，本系另有以下設備供師生使用 

   紅外線測距儀 1 台         雷射水平儀 1 台 

   小型雷射測距儀 1 台       手提式擴音機 5 組 

 

(六)演講及評圖用擴音設備一組包括： 

   高頻無線雙頻接收器 3 台   混音器 1 台 

   擴大器 1 台               1000 萬畫素數位相機 1 台 

   數位電視盒 1 台           手提式螢幕 1 台 

   硬碟式錄影機 2 台         幻燈機 4 台 

   實物投影機 2 台           膠片投影機 3 台 

   看片箱 2 台               熱幅射計 1 台 

   照度計 1 台 

電腦教室 出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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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各種供教學與學習使用設備，在數量上尚且足夠；但在學校有限的資源並逐年減少

的圖儀經費、業務費項下【表 2-4-4】，目前僅能維持最低限度的設備維護，對於有迫切

需要的更新（如電腦軟體、電腦設備）則無法及時供應，以長時間來看將影響到各設備

對於教學的服務性。 

【表 2-4-8】100-103 學年圖儀、經費 

學年度 學生人數 圖儀經費 經常性經費 

100學年度 285人 1,121,000 1,043,000 

101學年度 269人 1,162,000 1,034,700 

102學年度 255人 1,200,000 1,051,000 

103學年度 249人 636,000 926,760 

 

系所管理與設備維護【詳附件 2-11】 

本系組織章程中清楚將系務分工，各設備的管理與維護都有清楚的責任歸屬。系上的經

費分成彈性、維護設備及業務等大項，並於系務會議作報告。支用過程由師生提出申請，

經系主任核可後報校方支用。經費的運用一方面配合系館的使用添置相關設備，另一方

面以教學需要項目優先使用。本系現有三位助理，一位助教及一位專案助理(系上聘任)，

均能配合系務工作努力表現稱職。 

 

(一)系圖書室 

  1.職責：依本系組織章程，系圖書室的管理屬事務委員會的職責，由事務委員會組長

召集圖書管理小組，負責決定圖書的採購、流通方式與資料淘汰。 

  2.管理：圖書編目工作目前皆由總圖負責，流通則由本系專人負責，所有的圖書資訊

都可經由系上的圖書管理系統加以查詢及流通，也可從總圖查詢系統查詢。圖書館

的開放除上班時間外，週一至週三晚上並由工讀生負責開放到晚間 10:00。 

 

(二)電腦設備 

  1.職責：本系目前有專任老師負責全系資訊設備的發展、管理、採購、汰換及軟體升

級等決策。 

  2.管理：網路的運作與第一級維修則由專案電腦助教負責；系上研究生及大學部熟悉

電腦系統同學則組成服務小組，負責電腦室開放時間的管理與維護。PC 教室及出圖

室的開放除上班時間外，晚上從 7:00開放至凌晨 1:00，週末視需要開放，由負責

老師及助教監管系統運作。兩間電腦輔助設計教學繪圖室由服務小組負責管理，24

小時全天開放。影像實驗室、雷射切割與雕刻工作室由專任老師管理，系上師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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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記使用。學生出圖及全系的列印工作透過網路計張，由電腦助教負責設定帳號與

列印計費。 

(三)其他設備 

  1.職責：依本系組織章程，全系儀器設備的採購與更新汰換，由事務委員會負責。 

  2.管理：除電腦設備與特定老師專用設備外，其他設備在採購後由系辦行政助理負責

管理。目前一般教學設備如紅外線測距儀、雷射水平儀、投影機、幻燈機、錄影設

備、擴音設備、小型木工機具、工地安全帽等，全系師生可依學習需要向系辦登記

使用。 

 

(四)系館監視系統 

本系學生常全天候在系館工作，為維護系館內的安全及各項設備的使用正常，系館內裝

有監視系統，專職老師及助教可在遠端透過網路監視系館內狀況及各項設備運作情形。 

 

 

獎助學金與工讀機會【詳附件 2-14】 

學校、創藝院與本系針對學生學習、實習、研究與經濟需要，訂定數項獎學金獎勵制度，

竭力協助學生學習期間足夠之經濟資源。依據需求本系有提供學術研究之「東海大學建

築系學生研究成果發表獎勵辦法」、「東海大學建築系學生學術研究成果獎勵辦法施行細

則」；為鼓勵學生增加設計經歷、海外實習與國際交流設置「東海大學建築系競圖獎助

金」、「東海大學建築系海外學習獎學金辦法」；亦有系友關切系所教育發展與學生學習，

提供畢業設計與海外學習獎助學金「台北市南港扶輪社、劉翼先生獎學金-東海大學建

築系畢業設計獎學金辦法」、「思源獎學金-東海大學建築系海外學習獎學金暨特別貢獻

獎學金辦法」，併同「東海大學建築系清寒獎助學金申請辦法」以清寒學生為優先補助

對象。 

 

創藝院設有「創意設計暨藝術學院學生學術研究成果獎勵辦法實施細則」可增加學生學

術研究之案件申請，提高補助比例；校訂之「東海大學碩士班新生甄試第一名獎學金」

為各系所碩士班甄試、考試第一名，第一學年上下學期各發給獎學金伍萬元。 

 

由於教育部配給各校的獎助學金逐年銳減，影響在校生的工讀機會。本系研究生工讀安

排，輔以學生生活經費為出發點，藉此發揮學生的能力與專長，主要為圖書館與電腦室

的工作安排，並支援老師處理教學事務。本系學生致力在設計課程學習，對於其他課程

學習表現較為平穩，加上本系教師對於專業課程要求甚嚴，致使本系學生在校方提供之

學習獎助學金申請部分，較無競爭機會。爰此本系透過系友捐獻與業界募款，努力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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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資源，以輔助學生各式學習需要。 

【表 2-4-9】100-103 學年獎助學金補助情形 

獎助學金名稱 100 學年 101學年 102學年 103 學年 

海外實習 

教育部學海築夢

計畫 
 

周霓、盧浩業 

羅皓、林思頻 

(日本)4人共

獲補助

344,250元 

朱家威、楊家輔 

(義大利)2人

共獲補助

214,760元 

黃郁晴、沈毓容 

劉楷峻、何知原 

陳韋婷、陳宇群 

王維傑(日本) 

7人共獲補助

253,323，與學

校 50,750之 0%

配合款，共

304,073元 

蘇聖峯、葉晴

(倫敦)2人共獲

96000元 

 

林佳美(瑞

士)48000元 

 

陳品兒(波

蘭)48000元 

教育部 3 年建築

教育改進計劃獎 

錢竑達、楊詠
臻(倫敦)共補

助 66000元 
 

陳彥呈、高暄
雅(日本)共補

ˇ住 49000元 
 

曾子嫚、黃宇
涵、吳建緯(倫

敦)共補助

119400 元 
 

李立丞(四

川)5000元 
 

倪嘉駿(北

京)17000元 

王馨儀(日

本)28454元 

謝依容(日

本)28454元 

蕭瑋佑(日

本)28454元 

林峻緯(荷

蘭)45195元 

許桓輔(荷

蘭)45195元 

黃祿聰(德

國)38759元 

何嘉珍(德

國)38759元 

游喻婷(上

海)18931元 

林子文(北

京)18574元 

林詩潔 18574

元 

蔡治隆(上

海)18931元 

陳儷文(日

本)28355元 

註：補助機票費 

  

東海大學優秀新

生入學獎學金 

 林拓(倫敦)2

萬 

 

陳協志(日本)2

萬 

李庭威(倫

敦)41000元 

 

謝奕辰(日

本)16200元 

鍾柏賢、黃于
僑 ( 南 京 ) 各

12000元 
王 蓁 宜 ( 北

京)13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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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 佳 瑋 ( 上

海)23000元 

張 庭 維 ( 北

京)14000元 
黃 廷 葳 ( 東

京)12000元 

 

獎助學金名稱 100 學年 101學年 102學年 103學年 

海外實習-協助推薦至大陸系友事務所-補助機票 

系友事務所補助

機票 

吳書羽、李冠誼 

(上海會元計) 

姚樹全、劉育

廷(上海司亞

DCI建築設計) 

 

陳韻如(上海

會元設計) 

  

 

獎助學金名稱 100 學年 101學年 102學年 103學年 

海外姊妹校交換 

教育部學海飛颺

計畫 
 

丘育瑄(國立
新加坡大學)
機票補助 

 

陳昱超 
陳傳文(西班

牙聖保羅大
學)6 萬 

 

陳韋至、劉威
廷、梁筠竺、
黃筠琪(西班
牙聖保羅大
學)各 4 萬 

 

 

系發展基金(募

款)101學年暑假

起-補助機票為

主 

 
洪韻雅思源

獎學金 2 萬 

盧德昕、林彥

廷(印度孟買

大學 KRVIA

建築學院)每

人各 23,000 元 

王蓁宜(國立新

加坡大學)2 萬 

 

獎助學金名稱 100 學年 101學年 102學年 103學年 

「東海建築在羅馬」 

教育部教學卓越

計畫 

彭信文 8.5萬 

楊家甫 14.5萬 

陳韋志 8.5萬 

黃郁晴 8.5萬 

蘇聖峯 4萬 

葉晴 4萬 
18人*3 萬＝54

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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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大維 4萬 

蕭凱元 4萬 

林佳美 4萬 

教育部 3年建築

教育改進計劃獎

（99-101學年） 

高安佑(泰國
朱拉隆功大
學)29,400 元 

 

王禹翔(泰國
朱拉隆功大
學)32,000 元 

 

簡良霖(泰國
藝術大學
功)32,000 元 

 

李舲、吳沛璇

(印度孟買大

學 KRVIA 建

築學院)每人

各 31,531 元 

  

教育部 3年建築

教育改進計劃獎

（99-101學年） 

陳采彤 10 萬 

曹毅豪 10 萬 

吳崇豪 10萬 

李庭威 10萬 

X X 

系發展基金(募

款) 

彭信文 8.5萬 

楊家甫 2.5萬 

陳韋志 3.5萬 

黃郁晴 3.5萬 

賴季葳 12萬 林建宏 9萬 

 

獎助學金名稱 100 學年 101學年 102學年 103學年 

「碩士組暑期實作設計營(建築設計 II)」 

教育部 3年建築

教育改進計劃獎

（99-101學年） 

補助材料費 

103,020 

補助材料費 

113,418 

  

系發展基金(募

款) 

 

 
 

補助材料費 

10萬 

米蘭世博實作

工作營： 

曾驛程、程韋

慈、吳銘基、邱

宇辰、許賀捷、

莊晟弘、白浩

廷、江孟佑各

2.5萬元，共 20

萬元。 

東海亮點計畫   
補助材料費 

3萬 

 

東海聯董會捐款    米蘭世博實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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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 工作營： 

30萬元 

 

獎助學金名稱 100 學年 101學年 102學年 103學年 

研究生田野調查獎補助 

教育部3年建築

教育改進計劃

獎（99-101 學

年） 

鄭詩穎(馬來
西亞吉隆坡)  

2 萬 

教育部3年建

築教育改進

計劃獎

（99-101 學

年） 

  

 

獎助學金名稱 100 學年 101學年 102學年 103學年 

系發展基金（募款） 

清寒獎學金 103

學年起 

補助材料費 

103,020 

補助材料費 

113,418 

 吳崇豪、張佳

瑋 

熱心公益獎學

金-103 學年起 

 

 
 

陳為鴻，各 5

萬 

 

其他-阿姆斯特

丹建築工作營   

 陳政宏、梁筠

竺、蕭凱元各

2 萬 

註：各獎學金辦法請參考「附件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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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系所課外學習活動與實習作法 【詳附件 2-12】 

 

課外學習活動： 

本系各學程學生有著繁重的學程學分數，透過密集的教育學習，激發學生對於各式知識

強烈的學習力與積極。建築知識的涉獵相當廣大，設計模式、思維與操作手法日新月異，

為因應不斷更新的知識學習，在既定學程框架中，本系除定期辦理的「漢寶德國際建築

講座」與「陳邁國際建築講座」，亦不定期邀請業界、學術界專業人士進行專題演講，近

年外籍人士邀請比例逐年增加。透過校際與國際合作，與國內、外大學院校合作辦理各

式論壇、研討會、工作坊等合作參與活動。 

 

「東海大學漢寶德國際建築講座」設立之目的，是在漢寶德先生 70壽慶的時刻，在東

海大學設立一個永久性的建築講座，藉由漢先生的風範與名望，邀請國際建築界中舉足

輕重、秀異突出、令人寄望的學界人士來台講學，與台灣的建築界交流互動。本系藉此

國際學術研討活動期望將建築領域之學術研究、教育學習與專業應用予以連結產生宏大

效應，經由當代國際知名建築師豐富的教育經歷及獨特跨領域域觀點為前導，帶領同學

更深入瞭解、體驗建築文化範疇的多元性與建築形式的豐厚內涵，冀望提升並強化本系

學生學習接收國際設計新觀念與建築專業應用知識的內涵程度與設計水準。 

 

【表 2-4-10】漢寶德國際建築講座 

93.09.25 Professor of Columbia University 

Graduate School of Architecture 

Mr. Stan Allen 

專題演講：Practice and 

Pedagogy 

執業與授業 

95.4.1 Professor 

of  Architecture and Visual 

Theory in the Bartlett School of 

Architecture at UCL 

Mr. Jonathan Hill 

專題演講：「建築的行動」

（Actions of Architecture） 

博士教育論壇：引言主講「繪

圖的研究觀」「Drawing 

Research」 

100.4.9 英國倫敦 Llewelyn Davies Yeang 綜

合設計事務所合夥人 

楊經文博士 

專題演講：Deep Green Design 

and Masterplanning 

漢寶德先生 80大壽系列演講 

104.3.17 智利 Pezo von Ellrichshausen 建築 專題演講：Finite Format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rchitecture
https://en.wikipedia.org/wiki/Visual_Theory
https://en.wikipedia.org/wiki/Visual_Theory
https://en.wikipedia.org/wiki/Bartlett_School_of_Architecture
https://en.wikipedia.org/wiki/Bartlett_School_of_Archit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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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

海

大

學

陳

邁

國

際

講座」的目的乃在藉由陳先生的典範與風範，邀請國際建築界中秀異突出，潛力深厚的

專業建築師來台與台灣的建築專業界互動，為台灣建築界建立與世界建築專業實踐的領

導者交流之平台。 

 

【表 2-4-10】陳邁國際建築講座 

94.5.28-29 Toyo Ito & 

Associates 主持人 

伊東豐雄 

專題演講：近期作品介紹與分享 

96.12.15-16 Balmond Studio 主

持人 

Cecil Balmond 

專題演講 

 

 

(一)研討會： 

  本系常舉行各種會議來提升教學活動的內涵和擴大教學研究範疇；每年都會辦理

各種會議：國際性會議、建築專題會議，學生可依自己的興趣與能力參與服務或聽

講，從中獲得寶貴知識。 

(加上漢寶德和陳邁國際建築講座資料) 

 (1)101/04/27~28，亞洲都市、建築論壇，東海大學。 

 (2)101/11/24~25，建築＆都市參數思考與創作國際研討會，東海大學 

  (3)103/09/15~19，2014年文化資產青年論壇暨國際工作營計劃「〝Weaving Urban 

Heritages into Sustainable City〞— 織理都市文化資產成就永續都市」，東海大

學、中區再生基地。 

師事務所主持人 

Mr. Pezo Mauricio和 Ms. Sofia 

Ellrichsausen 

104.4.10 挪威TYIN Tegnestue建築師事務所主

持人 

Mr. Yashar Hanstad 

專題演講：Process, Methods 

and Aesthetics 

 

104.6.2 Cornell University 

建築系助理教授 

Ms. Jenny Sabin 

專題演講：Matter Design 

Computation: Cells, Bits 

and Ato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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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10】100-103 學年工作營演講、演講場次 【詳附件 2-1、2-12】 

 100 學年 101學年 102-學年 103學年 

國內 國外 國內 國外 國內 國外 國內 國外 

工作營 4 4 1 5 4 5 4 7 

演講場次 7 11 5 10 7 10 14 10 

演講者人次 7 13 5 13 7 12 14 12 

學生會活動 2場 2場 16場 29場 

 

(二)演講、電影賞析：【詳附件 2-12】  

  系上每一學期都有系上辦理之演講，或由學生會舉辦的演講、電影欣賞活動與 AnyTalk，

是學生最喜歡的課外資源之一。 

 

(三)學長姐經驗分享會 

近年學生海外實習與交換學生頻率增加，為刺激學生學習與交流意願，建立學生國

際宏觀視野，加場辦理海外學習分享會，分享學長姐與同儕海外學習經驗： 

1.100/10/27，LONDON+TOKYO 國際建築實習分享會，楊詠臻、錢竑達(倫敦 TonkinLiu 

Architects) 、高暄雅、陳彥呈(東京 Atelier Tekuto)。 

2.102/01/10，國際交換學程分享會_印度，李舲、吳沛璇。 

3.102/10/03，日本海外實習分享交流，周霓、盧浩業、羅皓、林思頻。 

4.102/10/17，義大利、英國海外實習分享交流，朱家威、楊家輔、林拓。 

5.102/10/24，中國海外實習分享交流，姚樹全、劉育廷、陳韻如 

6.102/10/31，國際交換學程分享會_印度，洪韻雅。 

7.103/10/26，日本海外實習分享交流-陳宇群、陳韋婷、謝奕辰 

8.103/10/23，日本海外實習分享交流-劉凱俊、何知原、黃郁晴 

9.103/11/13，國際交換學程分享會_西班牙 CEU，陳傳文、陳韋志、劉威廷、梁筠

竺、黃筠琪 

10.103/12/18，英國倫敦實習分享交流-陳大為、葉怡慧、李庭威 

 

(四)系學會舉辦之演講及共同研習會 

系上課外學習氛圍實行有成，學生自治組織「學生會」依循系上課外學習模式，透

過系上教師或業界學長姐協助非專業議題之演講，設計課程教師跨刀支援之午餐設

計分享會 AnyTalk，與學生會自辦之共同設計研習會(THUArchWorkshop)、電影分

享會(THUMovieForum)，亦有與創藝院學系共同合辦之聯合聖誕派對。透過課外學

習引發學生自我意識覺醒，讓學生們嘗試尋求更多元的學習可能。系學會辦理之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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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 

1.100/12/13，「初秋/東京 輕熟‧旅」，周派瑞老師。 

2.102/10/08，五年前後，趙奕翔、謝佑祥老師。 

3.102/10/29，兩岸之間，徐伯瑞老師。 

4.102/11/18，西陸之內，王家宏老師。 

5.102/12/17，光"駭"建築，林靖佑老師。 

6.103/05/23，奇幻世界，李彥儀老師。 

7.103/05/27，UTOPIAMAP x 群眾自選，蘇民老師。 

8.103/06/03，媒介化的社會與藝術的未來，王柏偉老師。 

9.104/10/21，形上/形下 > < 領域/跨領域，莊熙平 

10.104/11/03，在印度建築的門檻上談黎明之城與 DUSTUDIO，印度建築師 

   DharmeshVikramsinh Jadeja。       

11.104/11/04，消失的建築，漆志剛老師。 

12.104/11/27，閾 限，林友寒老師。 

13.104/12/4，Research Design 研究式設計，何震寰老師。 

14.104/12/16，風景構築術，船橋彰。 

15.104/03/02，Architecture as a part of Natural Circulation，SUEP末光弘 

   和＋末光陽子。 

 

實習作法【詳附件 2-13】： 

寒暑假的事務所實習，是本系一直堅持的重要實務操練，大學部與研究所皆設有實習時

數下限，依據本系實習辦法，大學部及研究所學士後建築組 ( B 組) 各須修習 240 小時

( 0 學分)，360 小時 ( 3 學分) 之寒暑假實習。實習單位可為建築師事務所及其他相關產

業( 營造業、木作工作室、建設公司等) ，經過系上審核後即可生效。實習地點可以為

國內及海外部分：台海兩岸三地、日本、歐洲、美洲等。學生可以自行尋找，或由老師

引介到單位進行實習。在實習期間，本系會發給實習單位雇主回饋意見表，此成績考核

表意在了解同學的工作狀況以及其在實習單位的學習狀況、表現，並給予本系教學可改

進之建議。在實習後繳交回系上。再依意見表進行檢討評估工作。 

 

 

4-4系所教師輔導學生生活與生涯計畫 

 

本系學生畢業後有就業、升學與建築師考試三大標的，升學、就業再分為國內、國外之

別；不論是在學生或是畢業生本系在每一階段都會提供學生對於未來升學、就業願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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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與協助： 

1.課堂說明：每學期新生入學與開學之際，或是每年的大一家長日，系主任會這些場合

中對新生與在校生針對目前建築產業發展狀況、畢業後的出路和事業的類

型進行概況說明，還有系友們目前在社會各階層表現讓學生們認識到未來

生涯發展前景。教師們會在課堂中敘述自己畢業後的發展歷程，學生可從

中蒐集生涯規劃訊息。 

 

2.演講分享會：系學會和系上的老師會在每個學期中，邀請國外在學系友，或產學界有

成就之系友至系上為學生講述他們的工作經驗與發展歷程，特別是他們從

學校畢業後的種種狀況，學生可在分享會中直接提說自己的遭遇與困難，

透過系友經驗獲得更好的解套方式【詳附件 2-5、2-12】。 

3.評圖觀摩：每年的畢業評圖，系上都會邀請部分畢業系友回來擔任評圖工作，結束時

的講評，與自己當年在同一評圖室中受到的啟發及成長串聯，加上系友現

階段的輝煌成就，皆成為在校生最好的學習典範與激勵。 

4.寒暑假實習： 學生在就學期間寒、暑假之際，須至各事務所進行實務實習，在實習

過程中與事務所和業界已有連結，學生在實習期間也可因實務操作更了解

自身的興趣與未來方向。近年本系與國際院校交流熱絡，加上系上教師的

國外學術背景與學長、姊國外事務所經歷，學生至國外實習機率增加，亦

可預備未來就職生涯經歷與機會【詳附件 2-15】。 

5.學長姊經驗：學生可借重歷屆學長、姊在國外進修、就業經驗，獲取資訊，經評估選

擇適宜自己的升學、就業途徑。 

6.教師協助：國外院校入學申請，系上教師會幫忙學生撰寫推薦信函，以期學生能順利

就讀；系上教師會依學生本身個性與特質進行分析，給與學生升學就業建

議，在能力範圍內協助尋找合宜的外國事務所。每年年底的建築師考試，

亦是建築系學生重要的奮鬥目標，系上教師盡力在專業知識上給予支持，

幫助學生早日考取。 

7.產學合作：本系歷史悠久，畢業生遍佈臺灣各鄉鎮與海外城市，開業建築師亦不在少

數，本系逐步與海內外開業建築師取得聯繫，研商產學合作事宜，103 年本

系邱主任與創藝院羅院長親赴大陸與海外開業系友餐敘，席間提及合作事

宜，透過系上教師協助，篩選出事務所所需人才，在學生畢業後可直接進

入事務所工作，一來畢業生可無縫接軌出社會工作事宜，二來透過系上教

師評估、篩選，可挑選出最合適事務所屬性之設計人才，減少學習磨合。

以目前系上與產學界關係，學生在畢業後無論選擇就業或升學，皆能獲得

最好的資訊與幫助，減少探索過程的疑慮與徬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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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結論 

 

本系在學生在學學習與未來升學就業輔導上，近年來已有顯著成效，加上歷年畢業設計

的模型槍團傳統，學長姐、學弟妹、同儕之間透過設計、模型製作相互協助、成長，開

放性的工作室亦讓學生保持著良好互動的關係之一，可在日常生活中相互切磋砥礪。現

有學生的學習，無論校內、國內、國外的學習資源與實習機制已有基礎性的架構建置。

學習資源的下一階段將朝向更多元化與精緻化的學習方向進行，期以更有效率的學習架

構與方法，建立兼具傳統與現代的學習模式。硬體設備，目前在教學供需上尚且夠用，

但部分器材已超過使用年限，仍無法汰換，是對於未來學習的一大隱憂，本系目前面臨

的問題： 

1.經費遞減：系上教學設施發展受到分配經費刪減影響，儀器設備大多僅能維持保養與

維繫使用階段，書籍採購逐年遞減，目前僅維持最新期刊採購更新，以長

時間來思量，在未來教學與發展上影響甚大。 

2.行政人力不足：系上行政人力目前員額配 4 人，雖較部分他系人力充裕，但由於建築

系師、生庶務繁重、活動頻繁，行政人員本身有既定業務工作進行，在系

所活動頻繁之際，需另撥出工作時間進行活動與業務支援。 

3.典藏空間不足：系圖書室空間因期刊書籍、學生論文與設計作品集逐年增加，目前已

無多餘陳列、收存空間，圖書室空間使用已達上限，雖然目前積極尋闢新

的收藏空間，但系館空間使用已達飽和，已無法騰出新的儲藏空間。 

           本校創藝學院中的研究單位「建築研究中心」與本系的設計課有很密切的

合作關係（特別是碩士班），該中心在本系無固定的工作場域，對於過去的

研究資料與成果亦無法妥善收存。 

4.空間飽和：系館空間已呈現使用上的飽和狀態，學生工作空間尚且夠用，因秉持著每

個人皆有一工作空間為原則，學生人數較 30年前創系時，呈倍數增加，每

人可分配到的工作空間甚小，在設計創作與模型製作上，稍嫌狹隘；如遇

學生人數再提高，則會造成空間使用不足。 

           本系專任老師都有一間個人辦公兼研究室，空間不大僅夠老師一人使用，

當老師在教學或研究工作上需與學生、助理進行商研、或設計討論時，空

間即顯狹隘。換言之，本系在支援教師進行研究工作的空間明顯不足，且

建築的設計討論卻是時刻發生的師生連結。 

5.系館老舊：本系系館已近 40年歷史，館舍的使用逐漸顯現問題，尤其是建築本體排

水，每當颱風或梅雨季節，容易造成系館外部積水與內部漏水，在學生學

習與管理維護上產生一大隱憂，因本系無多餘經費可用於館舍修繕，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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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其毀壞，有時甚至影響教學。 

6.校園活動參與：本系除學業課程繁重，系上教師、學生亦利用課餘時間辦理各式學習

活動，無論課程與課餘活動學生皆積極參與其中，致使本系學生除大型團

體校際活動之外，較無其他時間可參與學校活動 

 

 

空間改善計畫： 

針對上述因系館老舊以及教學需求所產生之空間問題，目前本系已擬定短、中、長期改

善計畫將逐步實施。 

(1)短期(一年)：整修學生之工作室、大評圖室與教學教室。更新家具，並進行屋頂綠建

築工法加蓋。 

(2)中期(五年)：與工設系合作，於本系館與工設系館之間規劃增建 1.數位創新工坊 2.

展示空間 3. 中、大型研究室、教室。 

(3)長期(十年)：轉型成立建築學院，另建新院館。 

 

五、學習成效 

 

本系大學部學程 5 年，以建築基礎知識傳授與紮實的設計操作為主；碩士班三組術業各

有專攻(A 組：城鄉環境組；B 組：學士後碩士組；C 組：建築設計組)。大學部學習成

果在設計作品、競圖、跨系創作與畢業生國外就學、就業等都是重要的學習成果。研究

所除 B、C 組學生與大學部學生以設計作品呈現為主，A 組則著重在論文撰寫與發表。 

 

 

5-1學士班學生學術、專業能力學習成果 

 

大學部學生在五年的學習期間，有著不同階段的學習訓練，低年級(大一~大四)以紮實

設計操作為學習重點，此階段學生需面對不同議題與設計習作教師。操作議題從木構造

到最具議題性的數位建築，學生都會經歷實際習作；本系每學年聘任在建築領域中具有

特殊專業的建築師或業界頂尖人士協助設計課程，學生在設計操作時，不是紙上談兵的

習作訓練，隨著年級與操作的熟悉度增加，教師透過旅行教學、現地實作讓學生學習將

設計更真實的付諸實踐，本系蘇睿弼老師與台中市政府合作的「中區再生基地案」提供

了學生在這幾年設計課程中最好的實地操演，部分學生作品得以真實地完成於基地中。

另部分學生透過教師的指導、鼓勵，參與國內外各式競賽、志工服務，成果顯著；畢業

設計為本系大學部及研究所 B 組最重要之專業成果發展‧經過嚴格之專業學習，培養

學生能夠獨立思考、訂定議題來探討建築的可能性。其結果反應在畢業設計展及相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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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外競圖。大學部競圖成果：100 學年獲獎：9 件、101 學年獲獎：6 件 (其中楊詠臻

同學以其畢業製作《滲透旗後巷》榮獲英國專業建築雜誌 Architectural Review 主辦之第

一屆「ar’全球建築畢業設計競圖 (Global Architecture Graduate Awards」優選)、102 學年

獲獎：9 件、103 學年(上)獲獎：4 件【表 2-5-1，附件 2-15】。 

 

【表 2-5-1】大學部競圖成果 

時間 活動名稱 類別 學生 

100/06 
台北市建築師公會百年全國建築及相關設計

科系學生作品競賽 
優選 陳昱超 

100/07 2011海峽建築新人獎 

金獎 顏秀羽 

銀獎 林俐伶 

銅獎 
鄭楷婷、翁任均

曾宏文 

100/09 

2011海峽兩岸學生競圖「繭與簡-未來都市/

個人居住型態」(潘冀聯合建築師事務所主

辦) 

佳作 趙晟翔 

100/09 

2011年全坤建設文教基金會「2030年台灣未

來都市集合住宅」競圖-「Aqua Dwellings 水

返腳 ─ 與水共生的新型態住居」 

首獎 林俐伶 

100/09 2011年校園欣力菁英大賞-老屋生活101 銅獎 賴可謙 

100/10 
美國匹茲堡國際發明奬(INPEX)- 「隨環境變

化的自動調光LED燈」 
金牌獎 江德邦 

100/10 全國大學建築設計新人獎 佳作 曾宏文 

101 第三屆海峽建築新人獎評選結果 佳作 黃奎元 

101 2012大學建築系畢業設計國際特展 入選 楊詠臻 

101/10 全國建築金質獎 佳作 楊詠臻 

101/10 

英國專業建築雜誌Architectural Review主

辦之第一屆「ar’全球建築畢業設計競圖」

(Global Architecture Graduate Awards)-

滲透旗後巷 

優選 楊詠臻 

102 
Shelter Linternation Architectural 

Design Cometition (Japan) 

Honorable 

mention 
林青萱 

102 第十五屆全國大學建築設計新人獎  佳作 曹毅豪、蕭瑋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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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6 102年全國中正盃大學暨中學校際籃球賽 第五名 黃敬隆 

102/08 
「兩岸建築新人獎」-Floating Terrain : 

Adaptive Soft Infrastructures 

第二名 

（優等） 
蕭瑋佑 

102/09 
103年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中區網球錦標賽

一般男生組團體賽 
第二名 楊育丁 

102/10 

Rethinking The Future/International 

Architecture Thesis Award (India)國際建

築畢設獎 

優選 
蕭怡茵、謝依容 

蕭瑋佑、傅及硯  

102/10 
全球畢業設計競圖-「RehaBAMBOO-勒戒時序

與竹構生產機制」 
20名決選 謝依容 

102/11 2013 YTA台灣建築系所學生競圖 佳作 歐陽君年 

103 台北建築師公會2014全國學生設計作品競賽 佳作 許珈翎、方恩 

103 
SuperSkyScrapers Elevator Annual 

Competition(USA) 
特別獎 段曉雯、莊嘉駿 

103/07 
2014年Re-Thinking the Future國際設計競

圖景觀類 
第二名 姚樹全 

103/08 
2014遠東建築新人獎 季軍 鍾柏賢 

入圍2014遠東建築新人獎決選 入圍 洪浩哲、陳政宏 

103/10 2014第37屆時報文學獎-新詩獎 評審獎 陳顥仁 

103/10 
第16屆國家建築金質獎—全國大學建築設計

新人獎 
佳作 陳韻如 

104/02 2014遠東建築新人獎 新人獎 
鍾柏賢、洪浩哲 

陳政宏 

104/05 
第十六屆全國大學建築設計新人獎-「土法鏈

亢_糖鐵北港線再造」 
佳作 陳韻如 

 

本系在教學過程逐步建立學生在國際化與在地化等觀念議題的建立，並於設計課程或課

餘時間辦理各種國際講座、工作營與在地議題操作，讓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就能獲得目前

建築國際發展最新趨勢與操作方法；在地化則帶領學生從認識自己所在地區，進而延伸

到家鄉、國家，建立學生對於國家土地的情感與認同感。近年越來越多的學生選擇自海

外歸國、或畢業後直接留在國內考取國家證照，以自身所學，回饋家鄉與國家；爰此本

系建築師考取比例逐年提高，歷年考取人數計 319 人，100-103 考取人數 63 人【詳表

2-5-2，附件 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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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5-2】100-103 年建築師考取名單 

2011 年錄取 謝佑祥 大學部 謝偉士 碩士班 A組 

 陳建廷 大學部 呂俐蓁 碩士班 A組 

 翁銘宏 大學部 黃明彥 碩士班 A組 

 留銘男 大學部 郭小琿 碩士班 B組 

 洪偉哲 大學部 游朝舜 碩士班 B組 

 周一心 大學部 黃信豪 碩士班 B組 

 陳明偉 大學部 劉立業 碩士班 B組 

 詹舒晴 大學部 賴彥仁 碩士班 C組 

 鍾喬鈞 大學部 聶子修 碩士班 C組 

 沈鴻濤 大學部 李敏誠 碩士班 C組 

 王銘顯 大學部   

 林雅琇 大學部   

2012 年錄取 張見梅 大學部 陳柏翰 碩士班 A組 

 丁  宏 大學部 戴祖亮 碩士班 A組 

 李瑋哲 大學部 林鈴釧 碩士班 A組 

   吳政隆 碩士班 A組 

   陳正杰 碩士班 C組 

2013 年錄取 王美娟 大學部 陳愛蜜 碩士班 A組(肆業) 

 常慧芬 大學部 林亞築 碩士班 A組 

 陳興吾 大學部 蕭立田 碩士班 A組(肆業) 

 黃文誼 大學部 方  薇 碩士班 C組 

 譚泳蓁 大學部   

 黃琬雯 大學部   

 林冠宇 大學部   

2014 年錄取 丘育瑄 大學部、碩士班 C 組 楊宏祥 碩士班 A 組、博士班 

 王旭東 大學部 鄭韻如 碩士班 A組 

 莊文豪 大學部 陳豐文 碩士班 A組 

 黎陛玉 大學部 陳漢儒 碩士班 B組 

 曾雅欣 大學部 王  喆 碩士班 B組 

 陳柏升 大學部 陳昀詩 碩士班 B組 

 申章漢 大學部 游承翰 碩士班 B組 

 王彬如 大學部 蔡長恩 碩士班 C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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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沛齊 大學部 戴冠儀 碩士班 C組 

 陳盈材 大學部   

 翁任均 大學部   

 周融駿 大學部   

 何彥徵 大學部   

 

 

5-2碩士班學生之學術、專業學習表現 

 

本系研究所分為三類組：A 組城鄉環境、B 組學士後碩士與 C 組建築設計，課程傳授與

深究議題不盡相同，讓學士畢業生可以自我能力與未來發展選擇較適切自己的組別繼續

進修。研究所三組皆有一召集人，統籌學生與教學事務，各組發展方向亦由三位召集人

與系主人達成共識後執行之。 

A 組(城鄉環境組)：A 組以立足台灣，建立亞洲視野為主要發展，進行關於亞洲、城鄉

與亞洲城鄉等議題，由老師親自帶領學生參與工作營、志工服務或是

聯合辦理研討會；對於亞洲城鄉進行探討與規劃，甚至以實際行動進

入偏遠鄉鎮進行環境改善習作，如與香港無止橋協會合作之「無止橋

工作營」，與昆明理工大學共同舉辦「21世紀尼泊爾生態別墅區規劃

設計工作營」，透過活動學習與在地文化接觸讓學生對於亞洲各城市

產生情感連結與關懷。 

畢業門檻要求：1. 本學程須繳交符合校方規定格式之「紙本論文」。

2. 所有學生畢業前，需參照【東海建築碩博士班英文檢定輔導辦法】

通過本系所要求之外文能力檢定標準，未達檢定標準者須選修校內語

言中心或本系碩士班開設之英文選修課程達四學分(含)以上。 

B 組(學士後碩士組)：本組學生招收非建築背景之學士，以未來能持續於建築領域中繼

發展為首要目標，學生選取本組亦是對於未來有此規劃。本組學生需

於三年半完成大學五年之建築基礎訓練，確非僅止於課堂課程，每年

研一暑假由老師帶領學生在台灣各地進行暑期工作營、研二暑假需要

至相關事務所實習【表 2-5-4】。 

                另外，本組學生在大學訓練過程中已有各自之專有領域之學術涵養，

面對新階段的建築與設計操練習作時，可透過既往的學術訓練與知能，

創造更多元的設計想像，不會僅囿限於既定的觀念框架，學習成果也

較大學部學生多元化。 

畢業門檻要求：1. 所有研習本學程的研究生除需修習完規定的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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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計課程與補修大學部相關專業技術課程外，尚需要在學程的最後階

段完成論文設計始得結業。2. 所有學生畢業前，需參照【東海建築

碩博士班英文檢定輔導辦法】通過本系所要求之外文能力檢定標準，

未達檢定標準者須選修校內語言中心或本系碩士班開設之英文選修

課程達四學分(含)以上。 

C 組(建築設計組)：本組在 5、6 年前已開始進行雙語教學，為國際化學程進行預備學程，

101 學年起開始施行全英語課程教學，讓學生在課堂上即以英文邏輯

進行思考溝通；透過交換學生、國際競圖、異地教學與西班牙姊妹校

簽訂的雙學位認證，逐步完備本組的國際化學程。另本組部分課程與

A 組共同上課，加強亞洲文化的認識，完善學生自身的國際化涵養，

兼具國際與亞洲視野。 

畢業門檻要求：1. 本學程須繳交符合校方規定格式之「紙本論文」。

2.所有學生畢業前，需參加一次以上(含一次)與建築或都市設計相關

之國際競圖。3. 所有學生畢業前，需參照【東海建築碩博士班英文

檢定輔導辦法】通過本系所要求之外文能力檢定標準，未達檢定標準

者須選修校內語言中心或本系碩士班開設之英文選修課程達四學分

(含)以上。 

 

【表 2-5-3】100-103 年研究所競賽成果 

時間 活動名稱 類別 學生 

100 「2011 A+創意季設計競賽」 首獎 曾功達(碩士班) 

101/09 

美國丹佛社會議題設計基金會國際月競圖

-No Foundations, No Grid: Home for the 

Transitory  

優選 林佑年(碩士班) 

103/03 
2013年優良碩士論文獎-建築歷史與理論之

研究 

建築歷史與

理論之研究

組 

黃迺棣(碩士班) 

 

【表 2-5-4】100-103 年研究所參與之工作營、活動 

時間 項目 年級 事項 授課/邀請教師 

100/07 工作營 碩士班 參與雲南大理無止橋計畫 關華山 

100/09 研討會 碩士班 
新加坡、泰國設計作品發表交

流 

蘇睿弼 

陳格理 

101/07 工作營 碩士 B組 花蓮縣吉安鄉聖安村「宏銘木 張登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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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工廠空間改造」 

101/12 工作營 碩士班 

「一 A城鄉規劃與設計」雲南

大理沙溪古鎮設計異地實習交

流計畫。 

蘇睿弼 

102/01/22~

02/05 
工作營 碩士 C組 

KRVIA四校聯合國際工作營（泰

國朱拉隆功、泰國藝術大學、印度孟

買 KRVIA） 

蘇智鋒 

102/07 工作營 碩士 B組 

台北都市更新處的陽明山自來

水廠員工宿舍更新案-URS 

27M/山仔后空間再生。 

關華山、陳漢儒

廖烱昇 

102/09/06~

09/13 
工作坊 碩士 A組 

2013海峽兩岸建築院校學術交

流工作坊。 
邱國維 

102/12 研討會 碩士 C組 

2013第一屆「亞洲城鄉與建築論

述平台」宜蘭國際工作營暨論壇

(1stPAAU Workshop+Forum 

2013) 

蘇智鋒 

103/07 工作營 碩士 B組 

台北都市更新處的陽明山自來

水廠員工宿舍更新案-URS 

27M/山仔后空間開發工作坊。 

陳漢儒、劉真蓉 

蘇峻毅 

103/12/10~

12/24 
研討會 碩士 C組 

2014 第二屆「亞洲城鄉與建築

論述平台」工作營暨論壇-專題

研究異地教學計畫。 

蘇智鋒 

104/03/12~

04/01 

異地 

教學 
碩士 A、C組 

東海-魯汶暨聖尼可拉斯

(KULeuven/LUCA)建築及都市

設計共同「專題設計」課異地

教學 

蘇智鋒 

 

5-3碩士班學生數量與品質 

 

研究所三組以小班教學，為維持精緻化與完善師生溝通之教學氛圍每班學生人數約 10

人左右，每年招收人數約 26 人。研究所各組召集人以自我的專長與網絡資源，盡可能

在學習上創造各種學習之可能，無論在課程授課、論文指導、設計學習與國外工作營、

異地教學，皆親自帶領，與學生共同學習。且研究所就讀年齡較大學部學生稍長，因在

學期間的緊密教學相長，師生關係也如師亦友的情誼。在論文指導部分，除研究所各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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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集人之外，研究生可以本身選擇的議題屬性，選擇本系專任教師或兼任老師指導，系

上不會特別設限學生指導教師，讓學生得以在畢業論文與畢業設計習作上能充分發揮；

本系研究所 A 組自 71 年起，迄今計有 279 篇論文完成；B 組自 84 年起，迄今計有 143

篇論文(設計論文)；C 組自 91 年起，迄今計有 71 篇論文；自 100 學年至 103 學年，共

計 96 篇(A 組 41 篇，B 組 23 篇，C 組 32 篇)【詳表 2-5-5，附件 2-15】 

【表 2-5-5】100-103 年研究所論文表列 

時間 論文名稱 學生 指導老師 

碩士A組： 

101/1/11 台東市街都市發展與變遷之研究 陸俊元 關華山 

101/6/20 現代性的詮釋－光復新村戰後現代生活實

踐 

林芊合 郭奇正 

102/1/9 臺中市集合住宅高層化發展之研究

（1983-2000）：從文心路軸帶到綠園道軸

帶的轉化 

陳伯豪 羅時瑋 

102/1/11 都市街道時空情境與搶奪犯罪之關連性研

究—以台灣某都市為例 

黃迺棣 蘇智鋒 

102/6/11 山坡地大學校園無障礙環境之初探-以東海

大學為例 

張博涵 陳格理 

102/6/20 島嶼型民宿的空間及經營型態之研究-以澎

湖馬公、湖西、白沙、西嶼地區為例 

林彥君 羅時瑋 

102/6/21 蘭嶼雅美族傳統家屋的延續 王泰斌 關華山 

102/12/27 從中國製造到中國創造-以工業遺址的文創

產業植入--探討上海城市再結構過程 

王詩瑜 郭奇正 

103/1/06 玻璃產業與新竹都市空間發展之變遷 李思盈 羅時瑋 

103/1/06 台南府城老師新生之氛圍空間研究 詹謹菱 羅時瑋 

103/1/10 媒介妳像-當代偶像劇符號消費之女性空間 蔡佩娟 羅時瑋 

103/6/2 鄰里單元規劃理念在海峽兩岸之發展變遷

研究 

周為天 郭奇正 

103/6/18 美式文化影響居民生活空間型態變遷分析 鄭詩穎 關華山 

103/6/18 塗鴉現象於台北西門町之空間滲透與商業

活動影響 

朱厚先 蘇智鋒 

104/1/13 台中市替代空間之研究 林園淳 羅時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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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1/20 台中舊市區都市型態與空洞化 許志斌 蘇睿弼 

104/6/29 社區邁向可持續發展之個案研究—以花蓮

豐田社區為例 

周彥豪 關華山 

104/6/29 馬尼拉都會的源起與演化 趙于嫺 關華山 

104/6/29 
論商家與拾荒者之互動關係-以台中市中區

為例 
陳大中 蘇智鋒 

104/6/29 
由空間型構檢視都市街道空間網絡變遷與

產業分布關連性研究-以台中市為例 
林敬凱 蘇智鋒 

104/6/30 
退休教師的住居用後評估：H大學退休宿舍

個案研究 
何鴻明 關華山 

104/6/30 台中都會禪寺的公眾空間研究 郭邦宇 羅時瑋 

101/1/11 台東市街都市發展與變遷之研究 陸俊元 關華山 

碩士B組： 

100/12/17 看見阿里山/森林鐵道”車站”設計 劉呂吉 程宗賢 

100/12/29 蘭花培育中心-與自然共構的觀光溫室 張瑋玲 吳佳芳 

100/12/29 金門無限島-生態淨化潮汐公園 蔡季蓉 劉舜仁 

100/12/29 
「鉅型城市：混血之詩」台北中央車站空間

重整計畫 
謝宗諺 劉舜仁 

100/12/29 
A Method of Transcribing Everyday Life- A 

Love Story in Kaohsiung Pier 2 Art Center 
陳儀軒 

郭文亮 

林昌修 

100/12/29 補破網-札根行為之修補儀式 林可欣 
方俊凱 

林昌修 

101/06/14 
跨界－從都市到自然/捷運三重站自行車休

閒空間系統設計 
張紘瑞 邱浩修 

102/01/03 
一釐米的百萬年-以時空切片定義自然場域

之大禹嶺遊境設計 
陳昀詩 邱浩修 

102/01/03 自由吟唱的容器-蘭嶼朗島村天主教堂建築 林怡辰 關華山 

102/01/03 
新。天空。墓園-探討都市中生者與死者的

和諧共存 
蕭怡茵 林昌修 

劉冠宏 

102/01/03 小南門藝術基地 賴冠鴻 
林昌修 

劉冠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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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1/03 一號宿舍：逢甲校外學生宿舍的公共與私密 李立丞 郭文亮 

102/01/03 
海/界：古寧頭歷史海域規劃暨遊客觀光碼

頭設計 
林宛儀 邱浩修 

102/5/25 接區－建國市場重劃 王啟浩 林昌修 

102/5/25 勤美百貨店的綠色植入術 王姿婷 林昌修 

102/12/14 「土」城-都市舊社會設施重生 黃祿璁 趙亦翔 

102/12/14 癮 游喻婷 劉冠宏 

102/12/14 新北投溫泉地景重塑 何嘉珍 邱浩修 

102/12/14 抵家-一種與土地和諧共存的群居生活 朱瑩涓 謝佑祥 

102/12/14 積地 林子文 劉冠宏 

102/12/14 從歸零那刻開始-追憶的火葬場 蔡治隆 邱浩修 

102/12/14 漫計畫-安平新舊之後再延續 胡睿玟 方俊凱 

103/5/24 Living Museus-翻開Qais的無字地書 林詩潔 邱浩修 

103/5/24 地景化公共基礎設施 丁奕理 邱浩修 

103/12/20 
台北市精神性水岸休憩空間設計-以永福橋

下為例 
楊  婕 趙亦翔 

103/12/20 歐若波洛斯之城：墾丁核三廠的死與新生 盧浩業 劉冠宏 

103/12/20 西安路一段242號 周  霓 劉冠宏 

103/12/20 
海安異都（意識與現實之間-海安路巨型架

構之想像） 
林浩瀚 方俊凱 

103/12/20 無所。不在。 陳儷文 劉冠宏 

103/12/20 陶工藝-鶯歌仁和窯再生計畫 林思頻 邱浩修 

103/12/20 國立台北故宮博物院增建設計 劉宇軒 方俊凱 

104/6/16 
異質 / 藝質都市介面-寶藏巖藝術村入口

停車塔 
陳宇同 林昌修 

碩士C組： 

100/12/17 
代謝建築-Metabolic Architecture –藻類

減碳策略 
莊雅婷 

郭文亮 

林昌修 

100/12/17 開心農場-都市光騰自耕機制 賴可謙 吳佳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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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12/17 捕捉者的工廠-登山車樂園 蔡昱偉 吳佳芳 

100/12/17 豬窩-生態農場輪耕機制 簡良霖 吳佳芳 

100/12/17 Living Pattern-都市建築的退場生態 李建鋒 吳佳芳 

100/12/17 魚米織鄉 徐曼琪 吳佳芳 

101/06/14 
城市．程式 白名剛 劉舜仁 

101/06/28 都市的果實：農耕都市的居住型態 王禹翔 吳佳芳 

101/06/28 
水紋與地景的交織：生態社區的活動介面 楊曉珊 吳佳芳 

101/06/29 
社會性第三空間－文化繁衍場 黃貞懷 蘇智鋒 

101/06/29 
遊戲復原－微微奇想場域拼貼 林依潔 蘇智鋒 

101/06/29 
地下莖城市－一場關於傳統市場的質變 黃子軒 蘇智鋒 

101/06/29 
獨立發聲練習曲 林祐年 蘇智鋒 

101/06/29 
消費理財之喚醒空間 蘇  恒 蘇智鋒 

101/06/29 
身體自主－肉體與距離 楊子賢 蘇智鋒 

102/01/11 都市空間的光影市集 呂宗曄 
蘇智鋒 

吳佳芳 

102/01/14 都市感官場域裡的游離物件 何瑋晨 蘇智鋒 

102/01/14 虛實間的沈靜流域 吳宓思 蘇智鋒 

102/6/13 美他弗利亞 傅偉哲 

蘇智鋒 

Rohan 

Shivkumar 

102/6/13 都市生態系統 劉昱良 

蘇智鋒 

Rohan 

Shivkumar 

102/6/13 水作為介質-城市與身心淨化空間之場域 陳冠銘 

蘇智鋒 

Rohan 

Shivkumar 

102/6/13 戲弄街坊〈書法書寫都市空間〉-藝啟來 李惠敏 

蘇智鋒 

Rohan 

Shivkum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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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6/13 

  
在都市擴張之外-台中城市的記憶玩具 邱育瑄 

蘇智鋒 

Rohan 

Shivkumar 

102/6/13 

  
台灣新移民的城市海綿 顏秀羽 

蘇智鋒 

Rohan 

Shivkumar 

102/6/13 

  
頂寮里參與過程發展規劃 吳泰霖 

蘇智鋒 

Rohan 

Shivkumar 

102/6/13 印尼新移民：城市，空間和生活 林福漢 

蘇智鋒 

Rohan 

Shivkumar 

102/6/13 緩慢-人與自然之間 何思佑 蘇智鋒 

102/10/14 
廚餘樂園-以易經觀點重新組構台中廚餘回

收系統 
楊博文 蘇智鋒 

103/6/19 城市陰翳-台中中區邊緣即興景觀 陳宗霖 邱浩修 

103/6/19 時丨差-解鎖關於中區的記憶片段 施懿恩 邱浩修 

103/6/19 
快閃運動-台中公園的紀念性空間佔領與再

詮釋 
陳昱超 邱浩修 

103/6/19 都市靜域-台中中區即興擾動 楊俊宏 邱浩修 

103/6/19 團圓-台中中區分享空間 游翎 邱浩修 

103/6/19 
遺落拾光-一個椅子的實驗來訴說被我們遺

忘的 故 事 
張湘涵 邱浩修 

103/6/19 記憶的殘骸-台中第一廣場空間影像再現 廖緯為 邱浩修 

103/6/19 
Disembodied Heads – Architecture as a 

tool for Learning 

Michael 

Fortunato 

Perkins 

蘇智鋒 

104/6/16 
從原始操作到數位化構築-HDPE人造雲空間

裝置 
陶  瑋 邱浩修 

104/6/16 
從原始結構到參數設計：布料結構 |臆想|

繭空間的空間性 
林雨潔 邱浩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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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6/16 

尼 加 拉 瓜 再 生 鋁 板 空 間 設 計 研 究 

Recycling Aluminum Pavilion in 

Nicaragua 

Dora 

Haydee 

Chavarria 

邱浩修 

104/6/16 從原始構造到參數設計—羽毛的木屋 梁景俐 邱浩修 

104/6/16 從原始構造到參數設計-竹-環-造 施懿媛 邱浩修 

 

在課餘時間，本系研究生也會參與系上教師之計畫，當研究助理。助理會有提供研究津貼。 藉

由協助計畫，提早開始參與實際的案子如何進行；也得以認識校外資源，提早接觸業界或政

府機構之運作。 

 

 

【表 2-5-6】100-103年研究生參與研究計畫清單 (-畢 為已畢業之學生/研究生) 

  學年度 補助單位 主持人 計畫名稱 助理 

1 100 台中市政府 蘇睿弼 
臺中市舊市區再生計畫研究

案 

賴可謙-畢、簡心昱-畢 

2 100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

員會 
彭康健 

藝術介入空間「夢谷啼明鳥-

生態藝術步道」 

林詩翔-畢、王威翔-畢 

3 100 教育部 關華山 
100學年度教育部補助大學校

院建築教育改進計畫 

無專任助理 

4 100 
財團法人樹谷文化

基金會 
郭奇正 

「瘦砂生態暨先民生活體驗

園區」建置計畫子計畫一：景

觀總顧問 

林岳震-畢、林芊合-畢  

5 100 
財團法人樹谷文化

基金會 
關華山 

「瘦砂生態暨先民生活體驗

園區建置計畫」-子計畫二：

台灣史前干欄建築研究與原

生建築復原計畫 

蕭雅菁-畢 

6 100 臺東縣蘭嶼鄉公所 關華山 

. 101年度蘭嶼鄉傳統家屋修

復及環境整治計畫/部落傳統

家屋修復調查測繪與工事記

錄 

林佳雯-畢 

7 101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關華山 
蘭嶼雅美族野銀、朗島傳統聚

落保存可行性評估研究計劃 
林怡辰-畢 

8 101 新竹縣政府文化局 郭奇正 

新竹縣縣定古蹟芎林鍾屋夥

房修復及再利用計畫委託專

業服務案 

 林岳震-畢、林芊合-畢 

http://arms.thu.edu.tw/v1_a06_p01.php?no=100577
http://arms.thu.edu.tw/v1_a06_p01.php?no=100577
http://arms.thu.edu.tw/v1_a06_p01.php?no=100574
http://arms.thu.edu.tw/v1_a06_p01.php?no=100574
http://arms.thu.edu.tw/v1_a06_p01.php?no=100460
http://arms.thu.edu.tw/v1_a06_p01.php?no=100460
http://arms.thu.edu.tw/v1_a06_p01.php?no=101180
http://arms.thu.edu.tw/v1_a06_p01.php?no=101180
http://arms.thu.edu.tw/v1_a06_p01.php?no=101180
http://arms.thu.edu.tw/v1_a06_p01.php?no=101180
http://arms.thu.edu.tw/v1_a06_p01.php?no=101587
http://arms.thu.edu.tw/v1_a06_p01.php?no=101587
http://arms.thu.edu.tw/v1_a06_p01.php?no=101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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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01 教育部 關華山 
教育部補助大學校院建築教

育改進計畫 

曾韋翔-畢 

 

10 
101 科技部 陳格理 

大學生對圖書館卡座式閱覽

桌的喜好性研究 

孫孟寧、黃懿嫺 

11 102 文化部文化資產局 關華山 
2014年文化資產青年論壇暨

國際工作營計畫 
蕭雅菁-畢 

12 102 台中市政府 蘇睿弼 
臺中好行，西城漫步-臺中市

民生藝文步道整合步道 

許志斌 

13 102 新竹縣橫山鄉公所 郭奇正 
橫山鄉建豐礦坑遺址暨客家

生活環境營造規劃設計案 
林岳震-畢、林芊合-畢  

14 102 臺東縣蘭嶼鄉公所 關華山 

102年度蘭嶼鄉傳統家屋修復

及環境整治計畫第三期修復

計畫「部落傳統家屋修復調查

測繪與工事記錄」 

蕭雅菁、王泰斌、林怡

辰-全畢 

15 102 
東海大學-教學亮

點 
羅時瑋 

創藝學院102學年度院系所發

展重點獎勵計畫 
無專任助理 

16 102 
東海大學-教學亮

點 
羅時瑋 

（創院）核心課程培力學習計

畫 

無專任助理 

17 102 臺中市新社區農會 蘇睿弼 

臺中市文化創意產業亮點計

畫-新社花卉休閒街區資原調

查計畫 

簡心昱-畢 

18 102 科技部 羅時瑋 

中台灣銀色健康照護及療癒

社區發展之研究,-中台灣銀

色健康照護及療癒社區發展

之研究(1/2) 

林彥君-畢 

19 102 台中市文化資產處 郭奇正 

臺中市市定古蹟原梧棲派出

所及宿舍群調查及修復再利

用計畫 

 林岳震-畢、林芊合-畢 

20 102 
東海大學--教學亮

點 
羅時瑋 

創藝學院創意學用城市行動

計畫 

無專任助理 

21 103 教育部--創藝學院 羅時瑋 

『綠色互動音樂劇』共同習作

方案：創新藝術-設計課群先

導實驗 

無專任助理 

22 103 
東海大學--教學亮

點 
陳林蔚 

建築創新設計思考工具與溝

通技巧之教學改進計畫 

陶瑋、林雨潔、黃于

僑、蕭凱元 

23 103 教育部-創藝學院 羅時瑋 
參數式城市介入行動課程群

組計劃 

林敬凱、林博偉 

http://arms.thu.edu.tw/v1_a06_p01.php?no=101524
http://arms.thu.edu.tw/v1_a06_p01.php?no=101524
http://arms.thu.edu.tw/v1_a06_p01.php?no=101244
http://arms.thu.edu.tw/v1_a06_p01.php?no=101244
http://arms.thu.edu.tw/v1_a06_p01.php?no=102581
http://arms.thu.edu.tw/v1_a06_p01.php?no=102581
http://arms.thu.edu.tw/v1_a06_p01.php?no=102479
http://arms.thu.edu.tw/v1_a06_p01.php?no=102479
http://arms.thu.edu.tw/v1_a06_p01.php?no=102599
http://arms.thu.edu.tw/v1_a06_p01.php?no=102599
http://arms.thu.edu.tw/v1_a06_p01.php?no=103493
http://arms.thu.edu.tw/v1_a06_p01.php?no=103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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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103 科技部 邱浩修 

3D快速原型技術(RP)用於以

形態演效為基礎的參數化建

築設計之方法架構研究(I)* 

黃懿嫺 

25 103 科技部 羅時瑋 

中台灣銀色健康照護及療癒

社區發展之研究,-中台灣銀

色健康照護及療癒社區發展

之研究(2/2) 

吳敏豪(屬於關華山教

授之子計畫兼任助理) 

 

 

 

5-4結論 

 

本系無論在大學部或研究所操作上，以國際視野、社會議題與認識各國文化為最重要發

展軸心，冀希學生在學習過程中對於自我發展，在地情感，人文關懷與現代設計、建築

發展有基本之觀念建立。在未來升學、就業上能依循在學期間所接受的觀念與訓練延續

發展，賦予自我與專業更大的使命感。 

本系有著多元的教學型態，課堂學習因應教授內容進行演講、影片分享、經驗交流或校

園探索；設計課程教學有著教學旅行、跨系聯合設計、異地教學、國際工作營、工作坊

等學習模式，可增加學生學習興趣。學生在旅行、國際合作等交流過程中，認識不同地

域人土民情，以專業揉合地域文化，創造特有的地方文化建築。近年本系系友運用自己

的專業深植台灣各地方，以建築進行家鄉深耕計畫，在自己家鄉創造具有國際視野與環

保意識的現代建築；在地化與愛鄉情懷透過網路的探討，逐步在網路、國際間嶄露頭角，

這也提供本系畢業生另一思維；立足台灣，放眼國際，或是發展國際再回歸家鄉都有 

歷屆學長姐的經驗與腳步，提供本系在校生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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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生涯追蹤  

 

6-1 畢業生生涯追蹤機制落實情形 【詳附件 2-16】 

 

本系成立於民國 49 年，歷史悠久，迄今畢業生人數趨近 2 千人。為落實系友追蹤與聯

繫，自 3、4 年前本系針對畢業系友資料進行通盤檢視與調查，以當年留於系上資料的

電子郵件寄送相關問卷；幾經確認無任何回覆後，再以資料電話或同期畢業同學取得聯

繫方式，透過電子郵件、電話等進階追蹤，取得畢業系友聯繫方式與目前發展狀況。如

遇重要活動或是問卷調查協助時，皆以電子郵件通知系友，邀請返系參與；問卷調查部

分回收率較低，鑒因建築系無論在產、學界，皆有繁重的事務，系友亦多忙碌於此，故

問卷回復率較低；活動參與卻相對熱絡許多。 

 

本系在 1998 年 3 月在台中成立了一個以服務系友為主的社團法人組織：「中華東海建築

文化協會」。該組織重要工作之一是將建築系系友資訊與建立關聯性；藉由系上活動訊

息傳遞，與不定期舉辦的系友聚會、餐敘，系友之間可很快了解系上情形，系上也可為

系友的活動或工作上的需要(例如徵人啟事)提供必要的協助，同時鼓勵系友對系上活動

的回饋性捐款。另因本系部分系友停留海外留學與就業，亦使系友追蹤與聯繫更顯艱難；

本系在有限能力範圍內，盡力與畢業系友保持聯繫，建立網絡關係。 

 

 

6-2 畢業生整體學習成效與評估機制  

 

畢業生升學與就業表現 

 

(一)實習制度與畢業就業關聯 

本系之實習制度讓學生經由實習地點、單位性質之多元性，進一步提早思考畢業後就業

與升學之選擇。 

 

(二)升學與出國深造： 

調查目前畢業生學歷調查，第一次發出 1,500 份問卷，因回收率狀況不佳，在不同時間

點陸續寄出兩次，回收有效問卷計 240 份。其中碩士比例(85％)高於博士比例(15％)，

歐美碩士進修人數(72％)多於亞洲(29％)，博士則亞洲比例較高(亞洲 54％，歐美 46％)，

其中在 205 位碩士中，198 位繼續發展建築專業領域，1 位景觀系與 6 為都市設計【表

2-6-1】 



 

114 

 

 

在學期間設計習作課程繁重，學生在畢業設計全力衝刺之際，在校時較無心力預備後續

就業或升學等事宜；因學生在就學和就業之間會有一些遲疑和變動，大多學生會在正式

畢業後，以 1~2年時間預備就業、升學思考，以較充裕時間進行學校、事務所性質分析

與作品集準備。因校方推動博雅的學風，本系發展的國際交流與國際趨勢影響，本系畢

業生國外升學比例逐步升高，半數以上屬英、美與歐盟著名建築學院，可知本系對於學

生之訓練與畢業生的學習呈現皆得到國際院校認可，在紥實的設計習作中建立應有的設

計概念與國際競爭力。本系近四年國外申請入學學生約計 36 名【表 2-6-2，詳、附件

2-15】。 

 

(三)建築師錄取率 【詳附件 2-16】 

畢業生另一項學習成效指標則為建築師證照考取，過去東海建築系學生因學歷程、自我

期待與有大量系友在國外工作等原因，畢業生較少著墨於國內建築師考試，卻致力在各

領域或國際間，追求更多的專業可能。近年來有不少學生在國外唸書，或工作幾年後即

回到國內繼續從事建築相關領域工作，加上國族、地方文化的意識抬頭，畢業系友更多

投入建築師考試，考取人數比例相對提高，對於台灣建築領域與本系之產、學串聯，確

是一大好消息。進一步分析發現，考取建築師資格的系友多是已畢業 4~6 年的學生。換

言之，他們已在建築業界工作一段時間，顯示學生在畢業後尚需一段實務經驗以扣合在

校期間建立的基礎知能。在建築師事務所中應該還有很多本系畢業生正在努力的工作，

並準備建築師專業考試，他們對建築專業工作的執著和熱忱正反映著本系在教育工作上

努力的成果。 

 

【表 2-6-1】畢業系友學歷調查(240份有效問卷) 

 美國 英國 臺灣 日本 人數總計 

博士 11 5 18 1 35 人(15％) 

碩士 129 19 55 2 205 人(85％) 

 

【表 2-6-2】100-103 年畢業生國外升學概況 

學

年 

畢業 

年度 
學生 錄取學校/單位 

100

學

年 

97年 曾令理 
美國古柏聯盟建築碩士(全額獎學金)/ 在Harvard 

Graduate School of Design 擔任 Fabrication Lab-3D TA 

97年 鄭環海 美國紐約Parsons設計學院燈光設計碩士 

98年 白千勺 英國建築聯盟建築碩士/現任Zaha Hadid Architects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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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101

學

年 

95年 李堉涵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建築碩士 

96年 白澍法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建築碩士 

97年 鄭以謙 美國康乃爾大學建築碩士/現職丹麥樂高(LEGO)公司 

97年 陳向威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建築碩士 

98年 吳濟安 美國密西根大學都市設計碩士 

98年 林芯儀 日本武藏野美術大學基礎設計系碩士 

98年 陳泓宇 美國南加州建築學院建築碩士 

99年 莊欣諭 德國威瑪包浩斯建築學校建築碩士 

100年 謝宗諺(研) 義大利Domus Academy建築碩士 

102

學

年 

92年 賴芷儀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建築碩士 

93年 林穎禎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建築碩士 

97年 林哲仲 美國紐約 Pratt設計學院建築碩士 

97年 曾令理 美國哈佛大學設計學院設計碩士 

98年 何冠儀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建築碩士 

99年 林俐伶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建築碩士 

103

學

年 

96年 蔣幸娥 美國古柏聯盟建築碩士 

98年 曾韋翔 挪威貝爾根建築學校建築碩士 

98年 黃聖揚 英國倫敦大學巴特雷建築學院建築博士 

100年 曾子嫚 
西班牙 Institute of Advanced Architecture of 

Catalonia (IAAC) 

100年 曾宏文 英國建築聯盟建築碩士 

100年 羅晨綺 丹麥皇家藝術學院建築碩士 

100年 邱俊華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建築碩士 

101年 林拓 英國大都會大學建築碩士 

101年 楊詠臻 英國建築聯盟建築碩士 

104

學

年 

99年 吳思穎 美國密西根大學建築碩士 

100年 王棋任 英國建築聯盟建築碩士 

100年 劉彥均 美國雪城大學建築碩士 

101年 傅偉哲 美國哈佛大學設計學院建築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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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年 傅及硯 英國建築聯盟建築碩士 

101年 蕭瑋佑 瑞士聯邦理工學院建築碩士 

101年 李舲 挪威貝爾根建築學校建築碩士 

102年 陳昀詩(研) 荷蘭台夫特大學都市設計碩士 

102年 吳沛璇 英國大都會大學藝術碩士 

 

畢業系友的發展 

本系有著嚴謹的教學訓練，畢業學生專業工作認真努力，很受建築設計相關行業歡迎；

畢業生在建築專業領域就業率超過五成，無論在專業工作上或是相關領域上的執著、衝

勁、表現與國內外競賽成果，為系上帶來不少名聲。近年來畢業系友不僅在國內獲獎，

作品及表現更在國際間嶄露頭角【表 2-6-3、附件 2-16】 

 

【表 2-6-3】畢業系友獲獎紀錄 

時間 活動名稱/事務所 類別 系友 

2010年 
穫頒美國亞裔商業促進協會"2010年傑出美籍亞裔

商業人士", 

傑出 

人士 
黃金樺 

2012年 中華民國斐陶斐榮譽學會第 17屆 
傑出 

成就獎 
姚仁祿 

2012年 
紐約 2013Architizer A+ Award 高層辦公室項目評

審票選與網路票選/大元建築及設計事務所 
雙首獎 姚仁喜 

2014年 
美國建築師協會 AIA（American Institute of 

Architects） 

榮譽 

院士 
姚仁喜 

2014/01 黃聲遠個展-「TOTO GALLERY．MA」美術館 個展 黃聲遠 

台灣住宅建築獎 

2007年 第 1屆台灣建築獎/元根建築工房 
最佳住宅

建築獎 
吳俊毅 

2009年 
第 2屆台灣建築獎/何東光建築師事務所+behet 

bondzio lin architekten 林友寒建築師 

設計特別

獎 
林友寒 

2011年 
第 3屆台灣建築獎/何東光建築師事務所+behet 

bondzio lin architekten 林友寒建築師 

單棟住宅

建築類 
林友寒 

台灣建築獎 

2010年 
第32屆台灣建築獎/大元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蘭陽博物館 
建築獎 姚仁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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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屆台灣建築獎/黃聲遠建築師與田中央聯合

建築師事務所/櫻花陵園D墓區納骨廊 
佳作獎 黃聲遠 

第32屆台灣建築獎/廖偉立建築師事務所 

基督救恩之光教會 
佳作獎 廖偉立 

2011年 
第33屆台灣建築獎/大元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實踐大學體育館及圖資大樓 
佳作獎 姚仁喜 

2012年 
第34屆台灣建築獎/竹間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國立台灣歷史博物館 
佳作獎 簡學義 

2013年 

第35屆台灣建築獎/大元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法鼓山農禪寺 
建築獎 姚仁喜 

第35屆台灣建築獎/伊東豊雄、宗邁建築師事務

所、陳信樟建築師事務所、大涵學乙設計有限公

司/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 

佳作獎 莊學能 

遠東建築獎 

2011年 第6屆遠東建築獎/大元建築工場/高鐵新竹站 佳作獎 姚仁喜 

2012年 

第7屆遠東建築獎/大元建築工場/蘭陽博物館 傑出獎 姚仁喜 

第7屆遠東建築獎/黃聲遠建築師與田中央聯合建

築師事務所/羅東小鎮生活廊帶 
佳作獎 黃聲遠 

2013年 

第8屆遠東建築獎/黃聲遠建築師與田中央聯合建

築師事務所/羅東文化工廠 
傑出獎 黃聲遠 

第8屆遠東建築獎/大元建築工場/法鼓山農禪寺 佳作獎 姚仁喜 

ADA 新銳建築獎 

2013年 
第1屆ADA 新銳建築獎/楓川秀雅建築室內研究室 

空心磚計畫 
首獎 楊秀川 

2014年 

第2屆ADA 新銳建築獎/王喆+陳柏安+呂思蓉+陳

宣名/方間雲亭 
入圍 王喆 

第2屆ADA 新銳建築獎/都市山葵/層之家 入圍 方瑋 

中華民國傑出建築師獎 

1997年 第3屆中華民國傑出建築師獎 
規劃設計

貢獻獎 
姚仁喜 

2005年 第7屆中華民國傑出建築師獎 
規劃設計

貢獻獎 
黃聲遠 

http://www.google.com.tw/url?url=http://femf.feg.com.tw/feada/news/%3FrecordId%3D14&rct=j&frm=1&q=&esrc=s&sa=U&ei=CviIVKD6FsPbmAWJuYDgBw&ved=0CDYQFjAF&usg=AFQjCNHmdPMm8M3m11-7_FyoT8dH77Xho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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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 

第8屆中華民國傑出建築師獎 
規劃設計

貢獻獎 

廖偉立 

龔書章 

第9屆中華民國傑出建築師獎 
規劃設計

貢獻獎 
姜樂靜 

2008年 第10屆中華民國傑出建築師獎 
規劃設計

貢獻獎 
莊學能 

2013年 第13屆中華民國傑出建築師獎 
規劃設計

貢獻獎 
陳永興 

2015年 第14屆中華民國傑出建築師獎 
規劃設計

貢獻獎 

郭旭源 

黃惠美 

 

 

6-3 企業雇主對於畢業生之學習成效意見【詳附件 2-17】 

 

本系利用系友組織（中華東海建築文化協會）或電子郵件寄送「企業滿意度及意見問卷」，

進行調查，約 1,500 份問卷中，回收 41 份有效問卷；回收問卷數雖然比例過低，但畢

業系友與業界詳細填答；另透過演講系友、評圖委員與兼任教師，徵詢他們對系上在教

學、研究和服務上的看法與想像，皆成為本系系所發展與教學方向之參考依據： 

(一)東海畢業生聘任情況：東海畢業生因完整的建築訓練與豐富的創意，業界接受度相

當高，調查顯示一直聘用東海畢業生之事務所比例約 35%。 

(二)工作性質：「建築設計」比例最高，佔 26.5%，3D 製圖 15%、施工製圖 14.2%、規

畫工作 14.2%、結構計算 7%、監工跑照 7%、經營管理 5%、其他 5%。 

(三)工作表現-優點：本系畢業生在工作表現上，「有創意」佔總比利 18%最高，其次是

反應快 12%、努力學習 10.7%、合作態度良好 10.7%、學識能力佳 9.3%、善於表達

8.6%、主動參與 8.6%、熱誠和善 6.4%、有領導力 5%等。 

(四)工作表現-缺點：難與人合作 23%、學識不足 13%、不遵守規範 13%、拙於表達 10%、

學習態度不佳 8%、工作不夠勤奮 7.5%、其他 7.5%、易犯錯難改正 5%、工作能力

差 3%、缺乏創意 3%、反應力不足 3%、主動性不足 3%、主體思想未確定 3% 

(五)學生表現-基礎知識：缺乏施工知識27%、法規知識太淺18.8%、結構知識不足16.5%、

環境認知不足 11.8%、基本課程知識不足 7%、理論觀念淡薄 5.9%、其他 4.7%、缺

乏創意理念 2.3%、缺乏永續觀念 2.3%、3D 繪圖能力不足 0%、數位能力不足 0%。 

(六)學生表現-課程加強：建立學生成熟的心智 24.1%、強調東海建築教育的特色 17.7%、

加強學生的獨立性 14.5%、多與他校接觸 12.9%、鼓勵學生參加競圖 8%、加強數位

教學 3.2%、其他 6.5%、多聘請國外老師 3.2%、增加學生的國際視野 1.6%、增強學



 

119 

 

生的外語能力 1.6%、增加圖書設備 1.6%、了解國際與台灣建築師的執業環境 1.6%、

使命感，動機 1.6%。 

由上述分類比較可知，本系學生在事務所工作內容仍以規劃設計為主要發展；工作表現

上在設計、創意思考、3D 與數位製圖等能力深獲業界喜愛，且足以面對事務所實務操

作。在工作表現上難與人合作比例高達 23%，係因學生在學期間設計操作因時間與製作

進度關係，多數時間為自己獨力完成，進入事務所後的設計合作能力相對較低；系針對

此種狀況進行改善，在設計課程中加入合作學習，如大一跨系聯合設計課程、國際合作

設計工作坊等，為改善學生合作、溝通之能力。 

 

另對於本系教學專業與畢業生能力與認知上，業界有下列幾點建議： 

(一) 構造與材料課程能與設計課程充分結合。 

(二) 空間感覺薄弱，因數位工具產生，學生在想像能力與實際空間尺度運用上需加強。 

(三) 學生具有一定水準的創作力，但建議能有整合能力的全面性。 

(四) 國際觀、人文素養、在地關懷與社會價值觀念建立。 

(五) 重視國際化，卻不西化。 

 

針對上述業界之建議，本系改善策略為： 

(一) 透過課程模組化，考量於設計課加強結構、構造之基本認知。自 102 學年度起於

二、三、四年級開始執行，成效顯著。 

(二) 透過實習與業師顧問制度的導入，加強建築整合能力。 

(三) 開設「建築社會倫理」與「社會創新」相關課程。強化建築師的社會角色與意義。 

(四) 近年國際化朝亞洲連結交流共同教學，以期建立自身文化的主體性。 

 

 

6-4 系友與母系合作提升畢業就業力情形 

 

網路社會崛起，人與人的溝通更加快速，親人、朋友與群體透過社群網絡即時的消息露

出與更新，產生快速連結，網路是雙向載體，可以接收與發送訊息。本系的消息、演講

與活動等動態原透過海建築系官網露出，近年加上 FB 社群網站的風行，本系也創造了

「TAIWAN TUNGHAI ARCHITECTURE 東海大學建築系」與「東海大學建築系所 

Department of Architecture, Tunghai University」兩社群。前者由系辦與部分系上教師擔

任管理者，訊息露出以系上活動為主；後者作為系友平時聯絡、溝通與訊息交換之用，

系友活動、人才需求、個人見解等消息可發布於此，前述相關訊息亦可透過官網連結至

系友資源網亮出。無論是傳統的電訊、電子郵件聯絡，或是近年興盛的社群網絡即時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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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更新；本系透過各種方式與平台建立畢業生、在學生、系所、教師四方的消息與情感

串連，產生最大連結效應。 

 

大多畢業系友與系上有著密切聯繫，在適當時候會邀請系友回到系上辦理演講、參加評

圖等活動；每一個學期本系教師或學生會會邀請幾位在實務界活躍的系友或剛回國的系

友來系上進行演講與分享，講述他們在國外求學經驗、工作狀況與作品特色，或是提出

國外建築設計發展與趨勢，或是在國外求學的經驗。在演講與評圖過程中，畢業系友藉

以分享他們在專業上的追求過程。在每年畢業設計的評圖會中，每天的評圖委員有一半

以上是由本系畢業系友擔任，除提供專業上的協助，在情感交流上一有別於其他教師，

多了份學長與學弟妹之情誼。凡此總總，成為學生畢業前對於未來專業工作和生涯規劃

中的參考資訊。 

 

業界有許多自行開業系友，對於暑期實習、畢業後工作機會提供上，都願意優先採用東

海建築畢業學生。系友們在平日接觸與交流之中，了解系上動態與發展加上系友本身亦

是透過東海的紮實訓練與自我精進，得以成就今日事業；情理之間與特殊連結，皆願意

提供機會給系上學生。系友間豐富的社群網絡與歷年累積國外資源，在系上推動國際化、

在地化之際，提供系上最好的資源協助，熱絡的提供意見 

 

 

6-5 結論 

 

本系已有近 50 年之歷史，畢業系友人數與日俱增，在早期未建立系友聯繫機制，直至

近年透過學校就友室、系友組織-中華東海建築文化協會、畢業系友等方式，逐步建構

系友聯絡名冊。本系系友畢業後發展，多數皆選擇海外深造或就業，近年部分系友於大

陸地區開設事務所，部分系友選擇回國服務，且投入建築師考試的人數亦逐漸增加，得

以顯見本系推展之國際化與深根地方的教學效應逐步產生。 

 

另，畢業系友在學習成效上透過業主反映有：施工、法規、結構、環境認知等知識能力

的不足，這部分本系已針對課程架構進行檢討，並聘任校外較具專業之建築師或學者，

進行課程教任，務使學生在建築專業上能更臻完備。畢業系友聯繫名冊已於近二年初步

建構完成，邱浩修主任與羅時瑋院長亦積極拜訪國內、外系友事務所，建立系上學生寒

暑假實習與畢業就業等合作機制，目前實習合作已有階段性成長，畢業生就業亦持續進

行媒合，並積極商研合作典範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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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友與系上的關係一直是本系極為重視和經營的項目。系友在社會上的表現，不但代表

著系上的教學成就，也影響著社會大眾對本系的認知與觀感。本系除了積極的利用系友

會的力量將系友們結合在一起，也將系友們的表現化為激勵學生的一股學習動力。此外，

系友們回到系上演講或示範皆成為課堂外學生最佳的學習機會，系友們對系上的建議也

成為系上不斷精進提升的重要來源。 

 

系友聯繫工作困擾: 

(一)難以維繫與系友間有效聯繫，年輕系友因就學、就業與工作轉換，變換較多，在變

換之際未能更新消息與通知他人；年紀較長的系友則會因住家地址的變更而失去聯

繫。 

(二)同年級系友多散居各地，在同一地點的系友因不同級數，不夠熟悉而不易組織起來，

應嘗試進行縱向的聯繫。 

(三)系友間因為工作和家庭的因素，不易歸結出共同的時間，結合起來進行一些對系上

的回饋性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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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整體改善 

 

7-1 行政管理機制運作與定期自我改善之情形 

 

系上在教學、軟硬體設備上與學生庶務上皆有管理機制予以應對，目前系上行政管理要

項： 

(一)課程：系上課程已有既定架構運作，但每年可視授課情形、教學需求與兼任教師聘

任等因素，調整課程項目與內容；但建築設計習作、建築史論、建築物理等主

結構課程不變，以保持建築專業訓練基礎功夫。課程基本上先由系上教師在每

個學期的系務會議中提，經不斷的討論，逐步修正課程問題。透過學生們在系

大會中提出的課程問題，班級導師、課程召集人與系主任除親自參與會議討論，

亦將學生意見反映於系務會議當中，列為修正參考。在課程問題指導上，他校

的課程研習經驗與校友畢業後的學習經歷，都能提供系上更完善的執行方向與

重要參照。 

(二)教學：系上學生如有教學與學習困擾可在第一時間即時反應於系上導師、系主任或

系辦；學校每學年的電子問卷與教師評分，亦提供授課教師與系上進行教學檢

討與改善。設計課長時間與緊密相處的過程，加上學習風氣改變，師生隔閡漸

漸減少，老師不再是威嚴的樣子；因長時間相處，在閒暇之餘總能愉快閒談，

這樣的過程即是師生之間最好的教學溝通。 

(三)人力：本系有 16 位專任教師與 4.5位行政人員，雖較部分系所人力稍多，但在人

力的支援上卻仍然吃力，主因系上每學期除既定之活動與課務作業，另是每學

年發展目標與對外合作關係，不定期辦理國內、外學術交流與教學活動；此舉

可增加本系師生在學術與個人專業上的學習、精進，卻也消耗部分行政人員與

教師有限的工作時間。 

(四)空間：系上專屬的系圖書室與電腦等相關硬體設備，由兩位專員負責管理；考量學

生課餘時間趕圖與創作，即發展學生管理員系統，在非上班時間，由學生輪班

負責管理，一來增加學生使用便利，二可訓練學生責任感與管理能力，三可協

助經濟上有需求之同學。 

(五)綜合性：綜合性改善機制由學校主辦每隔三年的教師自我評鑑，和校際性由高教中

心所做的教學評鑑。前者以教師本身自訂的特質（教學、研究或綜合）為主，

將教學、研究與服務作一比例區分，而各自加以計量性的比較分析。因計算方

式特異，其結果較不易產生明顯的影響性。由上級教育單位所推動的大學評鑑

工作，對建築系在教學、課程、師資和環境設備方面的整體性影響較大，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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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它的結果明顯的會影響到學校當局對系所的重視性和發展性。 

自我改善情形： 

本系依據每個時期的社會、國際狀況與學生學習狀態，調整系所發展方向與教學目標，

卻仍保有當年創系理念與教學堅持，承先啟後，改善分析如下： 

 

(一)課程方面： 

1.課程模組建立：依據系務會議與課程會議討論，將性質相通之課程合併建立模組

模式，在課程開設部分，同模組課程可依學年與教師授業狀況，調整授課時間與

年級。  

    2.增加通識、人文和跨院系的課程：「創藝學院」成立之後，院內各系對課程上的互

通已有共識，在 103學年開設「創意網絡策展城市 I(基礎), II(進階) (creative city 

network curating I, II)」、「城市自造實驗 I(基礎), II(進階) (city fab-lab I, II)」二門院

通識課程。  

    3.特別課程開設：台灣公共工程為創造更多設計可能與建築的可看性，近年開始展

開國際競圖，吸引許多國際大師來台創作：台中國家歌劇院(伊東豐雄)、亞洲大

學現代美術館(安藤忠雄)等；透過專門議題課程開設，與課堂教師分析、講解，

讓學生們可以近距離學習大師作品與設計思維。 

(二)教學方面： 

1.多元教學：透過演講、參訪、旅行教學等教學課程模式安排，增加教學上的多元

性，讓課程教學不侷限於校內或課堂之中，產生不同學習經驗。 

    2.工作坊與研討會參與：工作坊與研討會的參與，學生在交流過程中可檢視自我學

習成果；因與他校或國際學生共同學習，在討論互動中可激發學生的求知慾，並

產生不同國家的文化與建築學識交流，建立國際視野與關懷。 

    3.參與國際競賽：競圖比賽過程學生需學習尋求、嘗試問題的各種解決方式，是學

生提煉設計技巧與實作的最佳試煉場，一種現實與理想的自我實踐；團體競圖則

讓同儕與學長姐、學弟妹間有了密切的交集。 

    4.師資分面：透過系上兩位短期專任教師與每學年兼任教師聘任，活絡系上教學更

替，亦可針對教師特殊專長開設課程或系列演講。另畢業校友的協助也是本系兼

任師資重要憑藉。 

    5.獎學金設立：為鼓勵學生主動參與學習，系上設置多樣獎學金制度，配合各式活

動進行，讓有心參與活動之學生，不會因自身經濟因素所困；獎學金的設立，讓

學生在參與活動或競賽時更有奮發向上的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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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教學空間與設備方面 

   1.教學空間：本系教學空間已完全飽和，在周一與週四全系共同上設計課程時，有

時會有空間不足之狀況，透過學生工作室與部分系上公共空間的協助，已暫時補

足無法增加上課空間之窘境。 

   2.數位自造工坊建立：本系在有限的資源內，以系所部分經費與計畫申請，在今年

完成數位工坊建立，完備系上數位設計與製造課程。 

   3.增加展示空間：本系系館並沒有多餘的空間可供較長時間的展示活動；學生作品

成果展示，利用系館牆壁(展示時間較長)，或公共空間進行作品展示(展示時間

較短)，呈現年級設計課程的學習成果， 

    4.系友合作機制：本系將繼續增加與畢業系友的聯繫，透過與系上合作之系友與「中

華東海建築文化協會」間的活動關係，建立系友發展現況名冊。並與創藝院羅院

長計畫性的整合大陸、亞洲與國際開業系友，擬建立產、學合作機制，提供工作

需求、人才篩選、獎助學金捐款等相互合作機制。 

 

 

7-2 針對第一週期系所評鑑品質改善之計劃與落實情形 

 

\7-3 針對第一週期系所評鑑之改善建議，進行品質改善之計畫與落實的情形為何？對於

整體改善的內容，包括：行政管理機制運作與定期自我改善情形，依據教學評鑑、課程評鑑、產

業實習之各項回饋，進行品質改善之計畫與落實的情形及針對第一週期系所評鑑之改善建議，進

行品質改善之計畫與落實的情形等之說明，不在於分析，而是應以改善之計畫與落實的情形為主

軸，建議在內容上予以加強。 

本系在 98 年評鑑後至 103 學年期間對系所的各大項目進行調整修正。依據 98 年評鑑委

員之建議，分為五個部分進行對應之品質改善計畫與計畫的執行與落實之檢討如下表。 

 

(一)目標、特色與自我改善  

委員之改善建議 本系所對應之品質改善計畫 執行與落實〈追蹤至 103 學年〉 

【系所共同部份】 

如何使學士班學生

於畢業後有意願回

母系就讀碩士班，

以繼續發展及提升

 

 強化建築碩士班之師資、

內容與特色，以「研究導向設

計」為特色，建立獨特性並區

別本系大學部基礎教學。 

 

自 100 學年度起，推動本系建築

碩士班「建築設計組」(C 組) ，

轉型為以國際化教學內容為主

體，並以英文授課之碩士學程，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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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設計水準。  制從兩年改為一年密集課程，102

學年度並正式成立「國際學程」。

目前每年皆有本系優秀學生申請

就讀． 

  

已持續提供獎學金吸引優秀畢

業生就讀。 

  

 

【碩士班部份】 

1. 宜突顯主軸專

業研究（包括設

計），以提升碩

士班的設計與

研究水準。 

2. .宜針對 B 組非

建築背景之學

生，訂定所要達

成 之 核 心 能

力、深度與品質

之明確指標。  

 

 

碩士班城鄉規劃組(A 組)在

設計與其他課程方向上配合

系所之發展特色，近年朝向

「亞洲城市文化」與「生態都

市」兩個設計研究主軸。 

  

碩士班建築設計組(C 組)成

立國際學程，以數位分析、構

築為方向，應用在亞洲城市地

域性之議題。 

  

碩士班學士後建築組(B 組)

由學程召集人召集課程會議

來擬定核心能力及畢業指標。 

 

 

碩士班 A、C 組皆已尋覓適當師

資，訂定出學程之方向與課程規

劃，並從 103 年開始執行。 

  

碩士班學士後建築組(B 組)已訂

定該組之核心能力與目標，以及相

關專業課程之明確規劃，可由畢業

設計之水準呈現加以評估其成果。 

 

 

(二)課程設計與教師教學 

委員之改善建議 本系所對應之品質改善計畫 執行與落實〈追蹤至 103 學年〉 

【系所共同部份】 

1. 聘 1 位結構、構

造方面專長之教

師，如此該系的

師資結構與課程

架構將更臻於完

 

規劃中長期尋覓結構專長

之專任教師。短期可藉由設

計課程加強結構與構造之內

容。 

 

 

自 102 學年度起設計課程邀

請具備結構專長之設計師資，以

結構為主體進行設計思考，成效

良好學生接受度高。 

 



 

126 

 

整。 

2. 宜略為增加工程

類方面課程之學

分數，以使學生

均衡發展。 

 

 

擬將結構、構造相關課程模

組化，引入業界工程方面之

師資與內容，並與設計課程

相結合，加強學生工程之認

知。 

 

已擬定計畫讓各年紀設計課

導入工程及其他「專業顧問」，

在設計課過程中依據需求提供

專業知識與意見作為設計之重

要參考。 

 

仍持續尋覓具備結構專長，又

能教授設計課程之專任師資。 

 

3. 宜於建築設計規

劃課中加入全球

性生態惡化之課

題；並增設都市區

域 計 劃 相 關 課

程，以利符應教育

目標及世界潮流。 

4. 未來宜與景觀學

系及工業設計學

系交流，共同研究

策劃三系可合開

課程與合聘教師

之可行性，整合教

學領域與空間設

備，以拓展三系可

共同使用之資源。 

 

積極尋覓適當之師資開設

生態與城市相關之課程，研

究所部分並以此為發展核

心。 

 

本系大一『基本設計』課程

與建築系『建築設計實作』、

工設系『設計基礎』等進行

跨系合作教學。 

 

以教學卓越計畫為媒介，以

『GREEnS 永續生活設計展』

為主題，聯合展現創藝學院

各系課程之學習結果。 

 

 大學部陸續尋覓到兼任師

資，開設綠建築與生態課程。103

學年度另加入一位專任師資，教

授碩士班生態城市規劃與設

計，以及大學部都市設計課程。 

 

跨系合作自 98 學年度第 2 學

期起開始執行，至今 103 學年度

仍持續辦理中。 

 

自 97 學年度第 2 學期起開始

執行，至 100 學年度成為創藝學

院固定重要教學活動，至目前

103 學年度仍持續辦理中。 

 

空間與設備部份目前正與工

業設計系洽談，共同擬定兩系系

館間，增建共用工坊與教學空

間，以「數位創新」為主軸進行

資源共享。 

 

【碩士班部份】 

研究所設計教學中，

宜加強結構與構造以

及綠建築方面的設計

 學士後建築組與大學部

同，規劃中長期尋覓結構專

長之專任教師。短期可藉由

設計課程加強結構與構造之

103 學年度另加入一位專任師

資，教授碩士班生態城市規劃與

設計，以及大學部都市設計課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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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如此更符合時

代需求。  

 

內容。 

 

碩士班 A、C 組擬定往構築

與永續創新方向發展。A 組

著重在規劃與城市尺度之議

題，C 組則著重在數位技術與

構築方法，兩者相輔相成。 

 

 

103 學年度另加入一位專任師

資，教授碩士班 A 組生態城市

規劃與設計，以及大學部都市設

計課程 。 

 

103 學年度成立「數位自造工

坊」，支援 C 組朝向數位構築與

永續方向的設計研發，師資已安

排到位。 

 

 

(三)學生學習與學生事務 

委員之改善建議 本系所對應之品質改善計畫 執行與落實〈追蹤至 103 學年〉 

【系所共同部份】 

1. 宜針對原有系館

空間進行必要的

修繕，除能保有

既有的空間特性

外，亦能符合建

築法規及空間品

質。 

2. 宜改善電腦教學

空間及設備置於

桌上對教學產生

的干擾。 

 

 

 

擬先解決屋頂長期漏水之

問題，短期進行室內空間更

新修繕，中長期進行增改

建，以增加必要之使用空間。 

 

擬將電腦主機重新整理置

於桌面下，解決干擾問題。 

 

 

自 101 學年度總務處已補助

款項針對屋頂進行防水工程，雖

未完全解決漏水問題，但已大幅

改善。 

 

目前正擬定空間計畫申請與

啟動募款計畫，於明年度暑假開

始動工進行修繕。 

 

電腦教室電腦已於 101 學年

度全數移置桌面下，目前使用無

太大困擾。 

 

3. 宜增購圖書館書

籍並延長開放時

間，同時加強電

腦室出圖服務，

以滿足學生學習

需求。 

圖書之購置經費由學校所

核撥，每年預算幾乎固定較

難增購，但可更有效運用購

書經費。擬經調查優先購置

師生使用率較高之書籍，例

如專業建築雜誌與課程相關

自 102 學年度起開始清查圖

書之使用情形，增加閱讀頻率較

高書籍類別之購置，至今 103

學年度仍持續辦理中。系圖書館

曾於 101 年增加開放時段，但使

用頻率不高。目前恢復原有之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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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宜加強學生實習

機制的建立，俾

利學生實務能力

之提升。 

5. 宜規劃碩士班與

學士班縱向聯結

的交流學習，例

如設計課主題開

放畢業班共同參

與，以利學生之

聯繫與交流。 

 

之圖書，放置於系圖書館，

其餘藏書報請總圖書館購買

放置於總圖。開放時間則研

擬加長。出圖室更新出圖設

備，訂定完善之使用辦法，

鼓勵學生使用。 

 

碩士班學士後建築組已有

實習制度，大學部則將制定

專業實習課程，要求學生畢

業前完成一定時數之國內外

實習。 

 

可透過畢業設計作為平台

促進學士與碩士班相互交

流，畢業設計或一般設計課

程可鼓勵學生共同舉辦展覽

和出版。 

 

放時段。出圖室改善更新設備與

管理後，使用率有增加趨勢，應

持續追蹤改善。 

 

自 99 學年度起已訂定實習辦

法，大學部學生需修習 0 學分

200 小時之專業實習，目前成效

顯現，且每年皆有部分同學至海

外(日本、英國、荷蘭、中國) 優

秀之事務所實習，持續推動成效

之評估追蹤。 

 

目前正鼓勵學生自主籌劃共

同展覽與出版。 

 

【學士班部分】 

1. 設計工作營的課

外學習，宜增加

低消費地區的工

作營計畫，提供

大多數學生參與

學習機會。 

2. 宜向校方建議提

供足夠之學生工

讀費，或藉由聘

用學生參與圖書

館管理及電腦室

之夜間延長開放

等方式，增加學

生工讀之機會。 

 

可一方面透過提供獎助學

金支助學生至海外進行工作

營，一方面尋覓其他國家之

設計工作營的機會。 

 

學校總量管制甚至縮減工

讀金之預算，這部分實難推

行，會依照預算多寡持續維

持一定量之工讀機會，並針

對有經濟需求的學生提供其

他項目之獎學金，經費由募

款支付。 

 

 

開始增加與亞洲各國的學術

網絡連結，目前與泰國朱拉隆功

大學、藝術大學、印度孟買大學

與新加坡大學共同成立 PAAU

聯盟，每年輪流舉辦設計工作營

及研討會，可提供較便宜之參與

機會。103 年已設立系級之海外

實習(含工作營)獎助學金，並協

助學生積極向國際處申請出國

補助。 

 

已設立清寒及熱心服務性質

之獎學金協助同學。工讀部分增

加「數位自造工坊」的管理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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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讀機會。 

 

【碩士班部分】 

宜強化碩士班各組

間橫向學術交流，

進而促進跨領域學

習之可能性。。 

 

 

各組學程方向差異過大，但

藉由 A、C 組調整方向後，可

藉由共同的海外工作營，開

設共同課程，共同舉辦展覽

等等增加交流互動。 

 

 

碩士班 AC 組自 102 學年度起

每年之海外工作營皆共同參

與。去年一起至印度孟買大學

KRVIA 進行設計工作營。 

 

AC 組召集人已擬定課程發展

方向，鼓勵共同修習相關課程。 

 

 

(四)研究與專業表現 

委員之改善建議 本系所對應之品質改善計畫 執行與落實〈追蹤至 103 學年〉 

【系所共同部份】 

1. 該系強調設計實

作為主軸核心的

作法，建議結合

產學合作計畫的

爭取，並舉辦各

種設計成果展

覽，以提升社會

的影響力。 

2. .研究量受設計

教學壓力影響而

偏低，建議適度

增聘兼任教師以

減輕專任教師授

課負擔，進行與

系所目標相符之

研究成果的發

表。 

 

 

 

將針對個別老師之教學研

究方向，策略性尋覓適當之

產學合作以及展覽機會。特

別針對在地(台中)之都市議

題進行設計創新與實踐。 

 

研擬增聘足夠數量之專業

實務兼任師資，支援設計課

程之進行。並鼓勵新進教師

結合教學與研究之出版或展

覽計畫。 

 

 

自 100 學年度起本系專任教

師透過台中市都發局各項計畫

舊城區的更新計劃設立「中區再

生基地」，過去數年皆與本系各

年級之設計課程緊密結合，提出

諸多對於舊市區城市與建築再

生的創新提案，也透過成果的展

覽活動提升社會影響力，目前持

續合作當中。 

 

每年皆聘任足量之兼任設計

課師資，但研究能量並未明顯提

升甚至下滑。究其原因，主要近

年正值新進與退休教師之轉接

期，並有多位研究能量之教師皆

擔任一二級主管，且新教師多有

研究案以外之發展方向，導致出

版能量下滑，應重新擬定新的系

與教師個人研發能量的結合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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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並在制度上積極鼓勵助理教

授升等，例如每學年有一學期不

用帶設計課。 

 

【學士班部分】 

1. 建議大三、大四

教學結合學生設

計實習與社區互

動，增加學生實

務經驗。 

 

透過本系「建築研究中心」

成立之「中區再生基地」，以

及諸多政府城鄉風貌改進計

劃之資源，尋求「在地實踐」

之真實設計演練，與城市及

社區建立正向之互動、合作

與交流關係。 

 

自 100 學年度起開始執行，至

103 學年度多次利用中區再生

基地平台，進行空間之改造與再

利用，達成實務學習之目的，例

如 100 年再生基地之空間整

理、102 年之步行天堂計畫、103

年之樂樂民生計畫、104 年畢業

設計展改造中區銀行空間等。 

 

大四甚至進行跨國之實務設

計規畫案，如 103 年之尼泊爾休

閒活動區規畫等。未來每年亦將

持續進行類似增進實務經驗之

設計課安排。 

【碩士班部份】 

1. 教師每年指導研

究生數宜訂定上

限，以減輕教師

的研究生指導負

擔，並適當地分

配研究資源。 

2. 宜將碩士班 A 組

研究生參與研討

會論文發表及

B、C 組研究生舉

辦設計成果展

覽，納入畢業條

件規定。 

 目前學制僅城鄉規劃組進

行研究論文發表，其餘兩組

皆以設計論文畢業，原則上

尊重學生選擇指導教授之自

主性，以及教師決定指導學

生人數上限之自主性，並不

牽涉研究資源分配問題。 

 

擬召開研究所各組學成會

議明訂畢業條件規定。 

 

 各學程於 103 年度已根據核

心能力分別訂定清楚之畢業要

求門檻。其中舉辦展覽部分因畢

業時程不同與人數較少，需再討

論執行方式。 

 

3. 建築設計之教學

特色在資源有限

繼續深化本系設計教學之

能量，鼓勵適當之同仁將教

近兩年持續讓新進教師在教

學課程內容與研究方向相互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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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條件下，仍能

有此發展，殊為

難得，宜進一步

爭取校內、校外

之支持，對「設

計教學」做方向

性之研究。 

4. 宜強化碩士班三

組間之學習互

動，增進彼此的

研究交流，以利

視野之拓展。  

學經驗與方法轉為研究成

果。並爭取政府(如科技部或

文化部計畫)或民間機構(產

學合作)之各樣資源支持。 

 

已於「學生學習」部分回應 

 

合。例如彭康健老師結合設計課

程的「擦掉 - 東海湖計劃」以

及「夢谷啼鳴鳥計劃」，兩次爭

取到文化部「藝術介入空間計

劃」最高金額補助。有如蘇睿弼

老師之台中「中區再生基地」，

獲多次台中市政府都發局之支

持，進行舊城區再生、社區營造

結合設計教學之研究。 

其他老師亦有不同之資源。 

 

 

(五) 畢業生表現 

委員之改善建議 本系所對應之品質改善計畫 執行與落實〈追蹤至 103 學年〉 

【系所共同部份】 

1. 宜配合系所既有

高年級實務性教

師排課，加強具

實務經驗開業建

築師之授課以及

安排其職場（事

務所）之實習機

會，以強化其畢

業後進入職場之

適應力，以及建

築應用性。 

2. 宜針對雇主反應

意見，加強專業

技術課程，使學

生學以致用。 

 

 

 

大四、大五之設計課程維持

以兼任師資進行教學為原

則，確保實務經驗之延續與

傳承。 

 

啟動專業實習之畢業要求。 

 

開課內容多增加業界所建

議之必要專業知識技術。 

 

 

自 98 學年度第 2 學期起開始執

行，至今 103 學年度仍持續辦理中。 

 

自 100 學年度起開始執行 0 學分

實習制度。 

 

已陸續開設相關專業技術課程，

如： 

   (1) 建築資訊模型 (BIM Revit

實務) 

   (2) 設計美學經濟 

   (3) 設計的商品化創新 

   (4) 不動產經營 

   (5) 生態建築與細部案例分析 

   特別是跨領域課程，如： 

(1)  創意網絡策展城市 

(2)  城市自造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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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士班部份】 

宜針對非建築背景之

B 組學生於畢業後建

築程度與自信不足之

問題，研擬相關對

策，並據以實施，以

提升其競爭力與自信

心。  

 

將安排更堅實之設計師

資，並強化課程之密度與學

習效率，彌補學習時間較短

之缺點。 

 

將追蹤 B 組碩士班學生就

業後之後續表現，回饋至教

學課程安排。 

 

B 組師資近年在召集人努力下大

幅提升品質，每個暑假期間亦安排

學課程與實習，從畢業設計表現來

看，已經不亞於大學部畢業學生。 

 

追蹤 B 組畢業生之職涯安排，絕

大多數進入台灣之知名事務所任

職，根據事務所之回饋，。 

 

 

在 98年與 104年評鑑比較與執行現況的部分，則是分為六大項目進行比較與分析：【詳附

件 2-18】 

 

(一)系所教育目標與執行 

在 98 年評鑑後，本系針對系所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進行通盤檢討，依據原有發展目標

為基礎，並從專業能力、人文素養、環境關懷與社會責任此四大方向訂定更詳細且符合

現今系所發展的規範目標；並針對不同學制另外訂定設計課程與其他課程目標。在觀念

建立與溝通上讓學生與老師可透過系大會、課程委員會、系務會議等公開說明與交流。 

 

(二)課程規劃與管理 

在既有課程大框架中，將課程進行模組分類，一來可透過模組檢視現有架構課程比例關

係，二可透過模組將同質性較高課程進行教授順序調整，讓模組間課程配搭更能相輔相

成，如設計課程與結構課程間的呼應配搭，可讓學生將結構理論回應於規劃設計，在學

習上更多的學以致用。第二項重大突破是設計學院的成立，透過院整合院內系所的師資、

課程資源，共同開設跨領域學習課程，讓學生學習視野有更大擴展，不在侷限於自我專

業或單一應用上。 

 

(三)師資與專業服務 

專任教師仍維持於 16 位，兼任教師考量學生人數與小班制教學目標，設計課程每組人

數約 6-8 人，教師由 23 人增額至 25-30 人不等(視各學年學生人數聘任兼任教師)；教師

個人研究與論述較 98 年稍減，主要近年本系致力於國際交流，原本教師在寒、暑假可

專心論述、著作時間，但有一半以上需帶領學生參與國際交流、國際活動，此部分也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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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教師研究與論述著作。 

 

(四)學生輔導與學習資源 

學生輔導由年級導師與設計課教師，近年因應多元學習，學生輔導也透過更多機制積極

進行，配合學校辦理之迎新、家長日與輔導中心政策，與系上自我輔導策略：年級導師、

年級召集人、設計課程教師、系主任與系學會等，讓學生有更多管道進行意見與心靈交

流。另外，隨著社會風氣改變教師與學生連結逐漸打破傳統師徒嚴謹制度，系上教師與

學生皆有熱絡交談與學習交流。 

 

 （五）學生學習成效 

學生學習與競圖競賽因應本系近年來致力之國際發展，活動參與與得獎獎項逐步由國內、

亞洲推展至國際之間，透過國外雜誌得獎作品報導，東海建築於國際院校對已略有知名

度。 

 

 （六）畢業系友與母系合作 

考量近年畢業生畢業後多往海外就學與就業，與部系友於海外設立公司企業；為強化系

友與畢業生連結，近兩年根據系友公司職缺需求與畢業生就業需要，透過系上進行工作

媒合，此舉可加深三方聯繫關係。 

 

 

7-3 結論 

本系發展依循著傳統架構，依據現今社會、國際發展脈絡、學生招生狀態與 98 年教學

評鑑第一週期評鑑意見，進行階段性檢討修正，力求每一學年課程、教學與活動策劃皆

能更貼近本系教育目標與核心，建立建築、人文與社會關懷等涵養基礎；另透過國際參

與、交流，建立學生宏觀國際視野，了解世界先進設計技術與方法論，深耕自我設計技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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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與他校同質系所分析比較(SWOT) 

透過前章分析，本系在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制定上皆依循著校方、院目標進行延伸，並

配合系所發展方向微幅調整，期以更扣準建築教育之核心思考，反映於教學內容與課程

架構上。在課程設計、師資、學習資源、學習成效與系友連結等教學、行政事務上，本

系有其對應模式，透過校方的評量檢討，系務、系大會的會議討論，進行問題解決與尋

找新方法、新模式等，逐步汰換舊制度，創造新思維，力求學生在學期間能受到最完善

的訓練，建立應有的建築基礎知識、設計理論與方法思維。 

 

8-1 與他校同質系所分析： 

臺灣具有建築系所的院校共計 25 所，國立 9 所(大學 7 所，科大 2 所)，私立 16 所(大學

10 所，科大 5 所，技術學院 1 所)。 

 

【表 3-1-1】國內建築系所之院校表列 

類別 學校名稱 系所名稱 

國立

大學 

成功大學 建築學系 

交通大學 建築研究所 

臺北藝術大學 建築與文化資產研究所 

宜蘭大學 建築與永續規劃研究所 

聯合大學 建築學系 

臺南藝術大學 建築藝術研究所 

金門大學 建築學系 

國立

科大 

臺灣科技大學 建築系 

臺北科技大學 建築系 

私立

大學 

東海大學 建築學系 

中原大學 建築學系 

淡江大學 建築學系 

中國文化大學 建築及都市設計學系 

逢甲大學 建設學院 

中華大學 建築與都市計畫學系 

華梵大學 建築學系 

銘傳大學 建築學系 

實踐大學 建築設計學系 

南華大學 建築與景觀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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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立

科大 

華夏學校財團法人華夏科技大學 建築(工程)學系 

朝陽科技大學 建築系 

中華學校財團法人中華科技大學 建築系 

中國科技大學 建築系 

高苑科技大學 建築系 

技術

學院 
蘭陽技術學院 建築系 

 

【表 3-1-2】同質系所分析表 

類別 東海大學 成功大學 中原大學 逢甲大學  淡江大學 

1.學制 

大

學 
5 年 

4 年 ( 工程

組) 

5 年 ( 設計

組) 

5 年 5 年 5 年 

研

究

所 

2 年(A、C 組) 

3 年(B 組) 
2 年 2 年(2 類組) 2 年 

2 年(A、B、

C 組) 

2.學程類

組 

大

學 
建築設計 

工程組 

設計組 
建築設計 建築設計 建築設計 

研

究

所 

A：城鄉規劃與

研究 

B：學士後建築

碩士 

C：建築設計組 

設計組、規

劃組 

史論組、工

程組 

環控組、結

構組 

歷史理論組 

設計規劃組 
建築設計 

A：建築與

都市設計

組 B：建築

與都市理

論組 C：建

築設計組 

3.畢業學

分 

大

學 

161 學分 

(設計學分：48) 

4 年：138 學

分 

(設計學分：26) 

5 年：156 學

分 

(設計學分：41) 

160 學分 

(設計學分：40) 

156 學分 

(設計學

分：36) 

161 學分 

(設計學分：

36) 

研

究

所 

A：40 學分 

B：89 學分(40 補

修) 

36 學分 30 學分 32 學分 

設計課 32

學分 

理論及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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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7 學分 

 

術課程 40

學分 

必修 3學分 

4.必修課

程類別與

授課比例

% 

大

學 

1.建築設計

(51.06%) 

2.歷史與理論

(17.02%) 

3.科學與技術

(19.15%) 

4.環境與都市

(8.51%) 

5.相關專業

(4.40%) 

1.設計與表

現技巧

(55.3%) 

2.工程與技

能(21.0%) 

3.人文與都

市(16.5%) 

4.建築實務

與 實 習

(7.2%) 

1.建築設計

(31.25%) 

2.房屋科學

(25.63%) 

3.都市環境

(15.63%) 

4.歷史理論

(13.75%) 

5.其他

(13.75%) 

1. 建築設

計(23.07%) 

 

 

1.設計課程

(33.07%) 

2.專業課程

(38.53%) 

3.其他課程

(28.4%) 

5.師生比 

大

學

+

研

究

所 

1:8~1:9 之間 
1:10~1:15之

間 
1:7~1:9 之間   

 

前同質系所比較表列可看出，本系畢業學分、設計必修學分數上都較成功大學、中原大

學多，課程安排比重上亦可看出本系相當注重學生的設計教育；另，在課程分類上成功

大學與中原大學對於建築物的結構、設備有較多的課程研討。成功大學建築系設有地震

大樓與材料實驗室，進行建築材料研究與試驗。在師生比部分，本系與中原大學同屬私

立大學，在兼任教師聘任上有較大的調整彈性，介於 1:7-1:9 之間，成功大學則較高。 

 

在研究所課程部分，成功與中原大學因專任教師屬性與系所發展方向，在文化資產與建

築結構上有相當程度的課程傳授與發展；本系研究所雖有不同的名稱分類，但皆以現代

建築、城市空間規劃設計為主要發展，延續大學課程教育。綜觀來說，本系從大學至研

究所，一路帶領學生進行建築空間、城市紋理的綜整與在規劃，不論在單體建築、大空

間，乃至整體環境空間的規劃上，透過循序漸進的方式，讓學生模擬或實地操作，近年

更將設計學習環境拉到國外，結合國外院校師資與環境，與當地學生共同進行異地教學；

讓學生具有國內外學習與設計操作經驗，擴展個人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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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本系 SWOT 分析與系所發展策略 

 

    (一)優勢 

 

1 師資陣容國際化： 

系上 16位專任教師，與每學年 30~45位不等之兼任教師，設計課每組約 8~10 名學生，

每週 12小時的設計課，以小班精緻化教學進行設計教育，讓師生在教學與生活上有著

緊密接觸，教師亦透過身教傳承師徒式的教育精神。本系專任教師多於海外深造，教

學過程中將各國教育特色與文化風情帶入課程，讓學生體會多元文化與設計觀點。兼

任教師多聘請在業界與學界舉足輕重之重要人士，力求實務與理論的觀念契合。同時

也配合系所發展之國際化目標聘請多位海外師資前來任教。 

 

2.學生資質優異： 

本系新生皆為全國高中前 1/4的畢業生，優秀資質促使系上與教師訂定嚴謹的教學與

學涯計畫。本系尊重每位學生的差異性與獨立思考能力，重視同儕學習氛圍，因此在

部分專業養成上強調因才施教之重要性。 

 

3.特色的教學空間與校園環境： 

本系有著自己的系館空間，多數課程皆在系館教授，尤以設計課程。學生每人有自己

的工作空間；系圖有著豐富藏書，為學生提供週一至週五每天近 14小時的服務。專

任教師具有個人的研究室，讓學生隨時進行諮詢與溝通。 

 

4. 畢業生表現具高度社會評價，具國際競爭力： 

本系畢業系友在台灣建築業界，具有相當之執業比例，透過建築與專業表現，本系畢

業系友獲得社會認同度高。本系畢業生多數在畢業後選擇國外深造，近年系所課程加

入國際交流與教學課程，不僅擴展學生視野，亦增加學生國外升學率，其中歐、美 5

大或 10大名校錄取比例亦逐年上升，可見本系國際推展成效良好。同時系上也增加

許多海外實習、國際交換的機會。與部分亞洲、歐洲院校建立姊妹校，或教學合作關

係。為配合姊妹校交換生與國際學程，本系研究所 C組以全英文教學，訓練學生英文

思考模式。 

 

 

(二)劣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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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設備經費逐年減少，空間逐漸老舊： 

受到政府對私立學校教育補助款日益減少的影響，本系在設備資源上的財務支持已

呈逐年下降趨勢，教學設施目前僅能維持基本保養，器材面臨停止更新困境，更遑

論新系統新設施的引進，此現象將嚴重影響未來教學作為與學生學習發展。 

 

2.行政制度僵化阻礙開創： 

大學教育在培養社會未來的菁英，各系發展仍各有差異。大學各科系的發展本應依

其特色與需求而各有不同，建築系的需求應依科系類別與操作模式予以協助，但在

各系平等式的原則與作法之下，必然會犧牲如建築系等藝術類科系這樣力求創新和

實務兼具的科系。 

 

3. 教師教學負擔重，研發能量不足： 

本系教師除基本學分課程教授之外，重點科目設計課程因授課需求往往超過基本授

課時間，另系上安排各種寒、暑假與課外活動，皆由系上專任教師親力親為；不論

課程、活動皆需消耗本系教師、行政人員許多工作時間與私人時間，雖本系教師與

行政人力較其他系所多，但因活動、系上業務龐雜，本系教師與行政人員常處於不

足而相互補位狀態。 

 

4. 推展國際化卻因資源不足較難以聘任國際師資： 

系發展基金與學生獎學金多仰賴畢業系友與企業捐助，受到政府財稅政策的限制，

不論企業或私人因捐款條件、金額限制，其意願皆受影響。本系因系友多於海外就

業，緊密聯繫者人數有限，相對影響募款金額比例較低，加上每年系上積極辦理各

式教學活動，以活絡教學，活動經費多倚靠系務基金，故系務發展常因基金狀況而

限制。 

 

     (三)機會 

 

1.創藝學院推動院內科系課程與資源合作之跨領域整合： 

創藝學院的成立，匯聚了與藝術、創作相關之五系，無論在教師資源、教學規劃多

以院為核心，共同申請補助經費、開設跨領域課程，可擴大、整合相關資源，創造

更好的學習共享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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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耕耘現有國際網絡交流，以拓展亞洲視野，建立新國際觀： 

本系持續進行國際交流，目前以深耕亞洲地區，逐步推展至其他國際院校，近兩年

有其顯著成效；與泰國、印度、新加坡、大陸、西班牙等國家簽訂姊妹校合作，進

行教學交流與學生交換。對於系上教師自我提升、課程教學、學生學習，有相當之

助益。 

 

3.建築與設計產業轉型的創新趨勢： 

系友與教師人際網絡：畢業系友與系上教師的學識背景，在國內、外擁有與不同領

域之人際脈絡，連結串聯成豐厚的教學、學習網絡，對於系上教學、國際事務推展

皆有相輔相成之成效。 

 

4.業界系友的持續支持與協助： 

本系部分校友與系上維持緊密連結，在活動經費與教學上皆給予適時幫助；以自身

所學，擔任評圖委員、演講者、兼任教師等教學協助工作；或提供事務所工作機會、

獎學金鼓勵學生學習。系上經費有限，獎學金幾乎倚重系友認捐，系友支持可讓系

務推展更為順利。 

 

(五) 威脅 

 

1. 聘任制度僵化，使系內能結合實務與設計之專任師資缺乏，不利務實創新：在業界及國

際上有許多能夠結合專業與教學之師資，但聘任制度僵化，導致系上無法招攬更多專業

師資進入本系進行教學。 

 

2. .國內外各校競爭力提升快速：國際建築創作與製作模式的瞬息萬變，對於國外知識的

涉獵已不能停留於書本、國外期刊之間，加上各國逐步將國家建設開放國際競圖之競爭，

各國建築學生在學期間即使出渾身解數，透過各式競爭讓自己在國際間嶄露頭角，極力

取得優勢地位。 

 

3. 符合發展方向師資短期內尋覓困難：侷限於傳統教育思維與作為的行政系統，未能依循

現今社會發展模式調整變化，教學開創需有良好的硬體、師資等資源引入，礙於資金、

人力與環境，因此束縛著各種可能改變方式。長遠來看，這種狀況實危及到本系未來的

發展和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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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台灣建築環境逐漸飽和：經過前 10-20年的大量產出，台灣住宅建築已面臨飽和狀態，

供過於求，這也讓家長思考著學生未來的生涯規劃，直接影響系所選擇。台灣社會少子

化衝擊：台灣社會與世界各國一樣正面臨著少子化衝擊，台灣大學、科系林立，當少子

化與錄取率提高時，學生、家長對於院校與科系選擇性相對提高，以前非讀不可的可能

性大幅降低。另加上經濟條件己較過去優渥，部分學生選擇畢業後直接進入國外大學就

讀，並持續在國外進行其他升學計劃，這也影響著本系招生。 

 

 

系所發展策略： 

 

綜合本系之 SWOT 分析結果，本系擬訂之發展方向為：在既有設計思考、人文價值的教育

基礎之上， 以連結、共學、共享為方法，打造符合「永續」、「社會創新」與「國際化」之

建築教學網絡平台，擴大台灣建築教育在亞洲地區的影響力． 

 

短期策略：  

(1) 空間整建更新，更符合新教學精神  

(2) 開設社會創新相關課程，進行產學合作研發 

(3) 開放部分課程，連結社會專業人士共同學習，帶入資源 

(4) 持續推動亞洲網絡，與聘任國際化師資 

 

中期策略： 與管理學院、工學院合作，成立設計工程跨領域學位或學程 

 

長期策略： 研擬成立專業建築學院，擴大在亞洲建築教育之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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