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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緣起 

 

 獻給東海大學 60 周年校慶的一份賀禮 

    光陰荏苒，東海立校在西元 2015 年將屆滿六十週年，期間孕育無

數英才。對於這所在立校時即被賦予神聖使命之大學，一群滿懷感恩在

此接受薰陶並殷切盼望能為這所學校付出的學生，希望藉由尋根計劃，

實地參訪東海創校所源自中國大陸各地之十三所大學，重新連結並共創

未來，以期將此行成果於六十周年校慶時，送給東海作為祝賀之禮。 

    此活動由東海社會系研究生陳廷宜發起並著手策劃，與師長、同學

討論後，決定以騎行單車的尋根之旅為號召，組成一群有志一同的夥伴，

為此活動增添意義及影響力。此想法提出後，獲校內師長的認同，並由

巢志成副校長擔任指導老師群之召集人。 

 

 東海大學與中國大陸十三所前身大學的歷史淵源 

從西元 1879 年聖約翰大學與上海創校，基督新教會在中國大陸設

立了十三所基督教大學，對高等教育有著極大的貢獻。 

西元 1949 年以後，各校被迫停辦，教育事業因而頓挫。西元 1950

年，負責襄助過去十三所基督教大學美國紐約「中國基督教大學聯合董

事會」(西元 1956 年改名「亞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聯合董事會」）建議，

希望一本過去培植中國大陸青年的精神，在台灣設立一所理想的大學，

以延續基督教在華的教育事業以及承繼中國大陸十三所教會大學的優

良傳統。 

西元 1952 年初，聯董會祕書長芳衛廉博士（Dr. William, P. Fenn）

專程來台考察，決定創立一所符合台灣需要且具有高度學術水準的國際

性大學。西元 1953 年 6 月，聯董會派美國奧柏林學院（Oberlin College）

前神學院院長葛蘭翰博士（Dr. Thomas W. Graham）為該會代表，偕

同芳衛廉博士來台成立建校籌備處及董事會，推舉杭立武博士為籌備處

主任及首任董事長。經過多方考量後，選定台中市西屯區大度山為本校

校地，並定校名為「東海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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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宗旨與團隊命名 

 

 宗旨：秉持東海校訓的精神，實踐開創的格言，建構兩岸教

育交流。 

    東海大學校訓為「求真、篤信、力行」，源自於教育理念「Truth，

Faith，Deeds—Truth attained through Faith expressed by Deeds」。

而「開創」是我們的格言。 

「求真」：對歷史背景進行深入了解，並藉著思考及討論，從中探索高

等教育的意涵、變遷及時代意義。 

「篤信」：對於東海大學文化價值深具信心，並相信東海大學過去的歷

史脈論中深藏著更多珍貴的傳統與價值。 

「力行」：有計劃地對前身大學進行實地探訪，深耕博雅教育理念，力

行大學永續發展思維的實踐。 

「開創」：除了探究歷史與現今的關聯，更期待繼往開來，以「開創精

神」建立兩岸教育交流合作更紮實的基礎。 

    亦即，秉持求真、篤信、力行的精神，探究東海與中國大陸十三所

前身大學過去的教育理念與辦學精神，進而促成兩岸學生於學習與生活

層面上的交流，以學生角度及學校夥伴關係，檢視當今高等教育面臨的

問題，並一同攜手實踐博雅教育之理想。 

 

 團隊命名：百刻旬踏 

百刻旬踏（諧音，Biker 尋踏）為團隊的名稱。百刻，即連結百種

時刻，代表這趟追溯東海大學歷史之旅，將藉由與今昔的各校師生接觸

互動，以學習寶貴經驗，為未來的教育環境創造新氣象。旬踏，則是以

東海六旬周年的「旬」字作為周而復始、開創之意，期許透過雙腳踏上

單車的行動，於中國大陸進行經驗及精神上的交流，同時蘊含著刻骨銘

心、築夢踏實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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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目標與執行方法 

 增進姊妹校之連結 

 以學生身分「回訪」中國六所大學 

以學生身分代表東海大學回訪共六所大學，分別為四川大學、華中

師範大學、南京大學、浙江大學、華東政法大學及北京大學，以示

對彼此關係之重視。此外，參與的學生須於行前了解各校的歷史背

景與現今治校方針，於回訪期間則為實地走訪，須帶著問題意識相

互參照及嘗試進行批判性思考，以實踐學生自主性的校外學習。 

 邀請對方參加東海大學六十周年校慶   

團隊也藉此回訪機會，親自邀請六所學校之主管單位參加東海大學

於二零一五年十一月二號的校慶活動。 

 提高東海大學能見度 

 完成十四天，共一千四百公里的單車壯遊 

歷時三十天的回訪行程當中安排為期十四天的單車壯遊（約一千四

百公里），讓外界看見東海大學之活力。 

 舉辦記者會 

過程前中後預計將舉辦三場記者會，利用媒體做為傳達予社會大眾

的媒介，藉此讓百刻旬踏團隊在媒體上曝光，間接提升東海大學的

能見度與形象提升。 

 累積文化交流之經驗 

 舉辦座談會 

回訪過程中，於其中三所學校舉辦座談會，並邀請校內具相關經驗

的教師共同參與，宣揚東海大學之教育理念。 

 學生交流 

彼此分享學校特色及學生的學習經驗，藉此認識彼此校園文化與教

育經驗，以期未來發展出更貼切務實的合作管道與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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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進度與規劃 

本活動的規劃與執行進度大致分為三期：草創期、籌備期及執行期 

 

 執行期 

預計規劃活動執行期程為 2015 年 7 月 12 日到 8 月 10 日，共 30 天。

預定至參訪之學校，舉辦兩岸高校交流座談與拜訪，如下表: 

*預計 TEFA 執行長往返上海與北京，公關室代表一名將至北京大學籌辦記者會  

參訪學校 日期 形式 受邀教師 

四川大學 7/13 座談會 巢志成、童元方、高少凡 

華中師範大學 7/15 拜訪 巢志成、童元方、高少凡 

南京大學 7/17 座談會 巢志成、童元方、高少凡 

浙江大學 7/20 拜訪 顧野松 

華東政法大學 7/23 拜訪 潘兆民 

北京大學 8/7 座談會 湯銘哲、巢志成、高少凡、卓逸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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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線規劃 

目前設定走訪之大學為： 

四川大學、華中師範大學、南京大學、浙江大學、華東政法大學及北京

大學。 (詳細行程規劃見附件二) 

 

 路線簡介 

台中東海大學→台北桃園機場→成都市四川大學→武漢市華中師範大

學→南京市南京大學→杭州市浙江大學→上海市華東政法大學→北京

市北京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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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外指導專家群(按姓氏筆畫排序)  

群益證券  刁維仁 首席代表 

上海高迪建築  史南橋 董事長 

華中投資  林一銘 董事長 

滬士電子  吳禮淦 董事長 

奧美集團大中華區  莊淑芬 副董事長 

巨大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羅祥安 執行長 

東海大學學術發展文教基金會  謝永祿 執行長 

 

伍、  活動時間與地點 

 活動時間 

2015 年，7 月 12 日至 8 月 10 日，共 30 天。 

 活動地點 

 成都市、武漢市、南京市、杭州市、上海市及北京市 

陸、  主辦、指導與贊助單位 

 主辦單位 

百刻旬踏籌畫小組 

 指導單位 

東海大學創校 60 週年慶祝活動規劃工作小組 

 總召集人    

巢志成 副校長 

 校內指導教師群 

國際處    高少凡 國際長 

總務處    郭奇正 總務長 

文學院    童元方 院長 

博雅書院  卓逸民 書院長 

校牧室    李貽峻 主任 

就友室    潘兆民 主任 

工工系    王偉華 教授 

 主要贊助    

財團法人東海大學學術發展文教基金會(TEFA) 

 共同贊助   (歡迎認同之企業團體或個人贊助) 

華中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捷安特 羅祥安執行長  

金可國際集團           

社團法人世界和平會 

Strategic Sports Limited 

第三屆經濟系校友 陳維滄學長 

東海大學社會資源發展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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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預期效益 

 

近期效益 2015年 7 月~8 月 

【增進姊妹校際連結】 

透過雙向互動，使東海大學與中國大陸六所大學增進彼此信任感，以作為後續合

作之基礎。 

【提高能見度】 

希望藉由此計畫，提高東海大學的能見度，讓更多人對東海大學留下印象，並進

而認識以及持續關注。 

【文化交流】 

藉由此次計劃，以增進兩岸青年對彼此文化的認識，比較彼此文化的異同，並將

成果作紀錄保存，為往後更進一步的交流與合作埋下種子。此外，也期望透過此

次計畫，加深校內師生對東海大學辦學精神的了解及認同，以支持此活動的延續，

也作為東海大學未來發展擬訂務實方針之參考。 

----------------------------------------------------------------------- 

未來效益 2016年~ 

【增進姊妹校際連結】 

期望能開創兩岸博雅教育的交流平臺，及促成推動雙聯學位等合作模式，以達雙

邊跨地域、跨領域學習的交流與合作，擺脫現有的學習框架，開展教育新思維。 

【文化交流】 

期望透過兩岸青年之間的交流及認識，建立兩岸學生間自主學習，促進兩岸文化

與教育之交流合作，以學習作為基礎。 

【提高影響力】 

若能將平台擴大，與更多的中國大陸大學合作，則能串起更多元的校際交流網絡，

提高東海大學在中國大陸的能見度，以期吸引更多優秀中國大陸學生到東海大學

就讀。希望透過此計劃讓大家認識東海博雅教育，帶起社會對高等教育的反思，

並逐步實現綠色博雅大學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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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團隊成員 

 至中國大陸騎行名單(共 21人) 

 

 台灣行政處理團隊名單(共 3 人) 

組別 姓名 系級 

行政組 莊承訓 生科四 

行政組 丁致豪 工工三 

行政組 何宜恩 會計三 

 

計劃聯絡人：陳廷宜  

手機 : +886-989-211753  

信箱 : chen381014@gmail.com 

  

組別 姓名 系級 組別 姓名 系級 

發起人 陳廷宜 社會碩二 行政組 林裕能 環工三 

秘書組 賴慈宜 財金四 行政組 黃薇樺 化生二 

秘書組 王小玥 行政二 公關組(組長) 林冉 行政二 

會計組 康庭毓 財金四 公關組 郭俊麟 法律二 

行政組(組長) 周秉詮 社工二 公關組 陳少卿 經濟二 

行政組 李欣燕 行政二 宣傳組(組長) 楊姍霓 社工二 

行政組 張顏釗 歷史一 宣傳組 陳翊端 生科四 

行政組 黃靖文 中文三 宣傳組 黃怡嫣 財金四 

行政組 蔡秉軒 社工二 宣傳組 陳君平 物理二 

行政組 薛宇辰 電機二 宣傳組 蘇良委 行政二 

行政組 林哲閱 財金一    

mailto:chen381014@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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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 預算 

 團隊總預算(A) 

經費項目 金額 

記者會費用 $30,000 

座談會開銷 $20,000 

文宣宣傳費用 $146,500 

Biker 團隊移動 $1,012,739 

騎行保障費用 $588,000 

師長差旅費 $262,200 

師生行前差旅費 $65,800 

合計 $2,125,239 

 

 自備款(B) 

經費項目 金額 

生活費與交通費 $315,000 

合計 $315,000 

 

 需學校支持之經費∶(A)-(B) =$1,810,239  

*註: 詳細項目見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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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一【預估經費細目表】 

 計畫經費需求(A) 

主項目 經費項目 單價 數量 總額 備註 

記 

者 

會 

費 

用 

記者會 $10,000 3 $30,000 
台北，台中， 

北京各一場 

記者會費用 小計 
 

$30,000   

座 

談 

會 

開 

銷 

座談會印刷費 $18,000 1 $18,000 
包含紅布條、簽到本、活

動手冊 

雜項支出 $2,000 1 $2,000 
場地費、文具耗材、 

茶水等 

座談會開銷 小計   $20,000   

文 

宣 

宣 

傳 

費 

用 

禮品 $7,500 6 $45,000 $7500(份)*6 所學校 

文宣宣傳設計製

作 
$70,000 1 $70,000 

包含版費、排汗衫、 

會旗、名片等 

文具費用 $1,500 1 $1,500 
 

影印費 $30,000 1 $30,000 
全彩企劃書及 

成果報告書 

文宣宣傳費用 小計   $146,500   

Biker 

團 

隊 

移 

動 

住宿費 $18,000 21 $378,000 
以連鎖旅店計價 

$600(日)*30 日 

餐費 $6,000 21 $126,000 $200(日)*30 日 

交通費 $20,000 21 $420,000 
包含機票、動車、 

火車、公車、捷運 

保險費 $1,559 21 $32,739 以三商美邦保費計算 

台灣出差費 $1,000 6 $6,000 
$1,000(次) 

*3 次台北往返*2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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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項費用 $50,000 1 $50,000 
 

Biker團隊移動 小計   $1,012,739   

騎 

行 

保 

障 

費 

用 

騎行保障費用 $28,000 21 $588,000 

$28,000(位)*21 位學生 

包含自行車租借、機動

車、補給品、移動器具等 

騎行保障費用 小計   $588,000   

師 

長 

差 

旅 

費 

四川住宿費 

7/12，7/13 
$1,200 10 $12,000 

$1,200(日) 

成都：2 日*5 位師長 

華中住宿費 

7/14，7/15 
$1,200 6 $7,200 

$1,200(日) 

華中：2 日*3 位師長 

南京住宿費 

7/16，7/17，7/18 
$1,200 9 $10,800 

$1,200(日) 

南京：3 日*3 位師長 

浙江住宿費 

7/19，7/20 
$1,200 2 $2,400 

$1,200(日) 

浙江：2 日*1 位師長 

上海住宿費 

7/22，7/23 
$1,200 2 $2,400 

$1,200(日) 

上海：2 日*1 位師長 

隨隊騎行師長住

宿費 

8/1-8/9 

$1,200 9 $10,800 

$1,200(日) 

隨隊騎行老師： 

9 日*1 位師長 

北京住宿費 

8/7，8/8，8/9 
$1,200 12 $14,400 

$1,200(日) 

北京：3 日*4 位師長 

四川機票(往返) 

7/12 台北-四川 

7/14 四川-台北 

$13,000 2 $26,000 
$13,000(位)*2 位師長

(以港龍航空估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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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進南京出機

票 

7/12 台北-四川 

7/19 南京-台北 

$12,000 3 $36,000 
$12,000(位)*3 位師長

(以港龍航空估價) 

浙江機票(往返) 

7/19 台北-浙江 

7/21 浙江-台北 

$13,000 1 $13,000 
$13,000(位)*1 位師長

(以港龍航空估價) 

上海機票(往返) 

7/22 台北-上海 

7/24 上海-台北 

$12,000 1 $12,000 
$12,000(位)*1 位師長

(以港龍航空估價) 

山東進北京出機

票 

8/1 台北-濟南 

8/10 北京-台北 

$14,000 1 $14,000 $14,000(位)*1 位師長 

北京機票(往返) 

8/7 台北-北京 

8/10 北京-台北 

$13,000 4 $52,000 
$13,000(位)*4 位師長

(以港龍航空估價) 

7/14 成都-武漢

動車 
$3,200 3 $9,600 $3,200(位)*3 位師長 

7/16 武漢-南京

動車 
$1,000 3 $3,000 $1,000(位)*3 位師長 

交通費 $1,000 12 $12,000 

$1,000(位)*12 位師長 

包含公車，計程車 

之移動費用 

四川餐費 

7/12-7/14 
$300 15 $4,500 

$300(日) 

四川：3 日*5 位師長 

華中餐費 

7/15-7/16 
$300 6 $1,800 

$300(日) 

華中：2 日*3 位師長 

南京餐費 

7/17-7/19 
$300 9 $2,700 

$300(日) 

南京：3 日*3 位師長 

浙江餐費 

7/19-7/21 
$300 3 $900 

$300(日) 

浙江：3 日*1 位師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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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餐費 

7/22-7/24 
$300 3 $900 

$300(日) 

上海：3 日*1 位師長 

隨隊騎行師長餐

費 

8/1-8/10 

$300 10 $3,000 

$300(日) 

隨隊騎行師長： 

10 日*1 位師長 

北京餐費 

8/7-8/10 
$300 16 $4,800 

$300(日) 

北京：4 日*4 位師長 

保險費 $500 12 $6,000 $500(位)*12 位師長 

師長差旅費 小計   $262,200   

師 

生 

行 

前 

差 

旅 

費 

探路機票 

6/12 台北-上海 

6/16 北京-台北 

$8,200 2 $16,400 $8,200(位)*2 位師生 

香港校友拜訪機

票 
$9,000 2 $18,000 $9,000(位)*2 位師生 

探路交通費 $6,100 2 $12,200 

$6,100(位)*2 位師生 

包含上海-杭州、 

杭州-上海、 

上海-南京、 

南京-北京高鐵 

香港校友拜訪交

通費 
$500 2 $1,000 $500(位)*2 位師生 

探路住宿費 $2,400 2 $4,800 $600(日)*4 日 

香港校友拜訪住

宿費 
$1,200 2 $2,400 $1,200(日)*1 日 

探路餐費 $1,000 2 $2,000 $200(日)*5 日 

香港校友拜訪餐

費 
$1,000 2 $2,000 $500(日)*2 日 

雜項支出 $1,000 7 $7,000 
$1,000(份)*7 份 

包含禮品、印刷費等 

師生行前差旅費 小計   $65,800   

 
總計 

  
$2,125,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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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隊自籌經費 (B) 

經費項目 金額 

生活費與交通費 $315,000 

合計 $315,000 

 

 需學校支持之經費∶(A)-(B) =$1,810,239  

 

 

 

 

 

 

 

 

  



17 

 

 附件二【行程規劃】 

日期 天

數 

出發

城市 

出發

時間 

到達

城市 

到達

時間 

交通費 當天行程 公里

數 

7/12 1 臺北 8:00 成都 12:35  台灣桃園機場飛抵 

成都雙流國際機場 

 

7/13 2 成都 8:00 成都 9:00  9:00 抵達四川大學

（原華西協和大學） 

9:45 校園參訪 

14:10 座談 

 

7/14 3 成都 17:30 武漢 6:37 2027.5

元 

Z124 次列車， 

17:30 成都站開出，次

日晨 6:37 

到達武昌站。 

 

7/15 4 武漢 8:30 武漢 9:15  華中師範大學參訪 

（原華中大學） 

 

7/16 5 武漢 17:39 南京 21:15 830 元 華中師範大學參訪 

（原華中大學） 

晚間 17:39 

乘坐D3078次列車前

往南京， 

當晚 21:15 分到達。 

 

7/17 6 南京 8:15 南京 9:00  9:00 抵達南京大學

（原金陵大學） 

9:45 校園參訪 

14:10 座談 

 

7/18 7 南京 8:15 南京 9:00  南京大學參訪 

（原金陵大學） 

學生交流 

 

7/19 8 南京 12:12 杭州 13:36 587.5

元 

午間 12:12 點 

由南京南站乘坐

G281 次列車 

前往杭州， 

13:36 到達杭州。 

 

7/20 9 杭州 8:00 杭州 9:00  浙江大學參訪 

（原之江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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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 10 杭州 5:20 嘉興 17:00  騎行 86km 

7/22 11 嘉興 5:20 上海 17:00  騎行 89km 

7/23 12 上海 8:10 上海 9:00  華東政法大學參訪

（原聖約翰大學） 

 

7/24 13 上海 4:45 蘇州 17:30  騎行 102 

km 

7/25 14 蘇州 5:00 常州 17:30  騎行 99.8 

km 

7/26 15 常州 5:20 鎮江 17:00  騎行 82.5 

km 

7/27 16 鎮江 5:20 南京 17:00  騎行 83km 

7/28 17 南京 9:21 曲阜 11:21 1122.5

元 

早晨 9:21 

由南京南站 

乘坐 G112 次列車 

前往曲阜東站， 

午間 11:21 

到達曲阜東站 

 

7/29 18 曲阜 5:20 泰安 16:00  騎行 75.2 

km 

7/30 19 泰安 5:20 濟南 16:00  騎行 70.7 

km 

7/31 20 濟南 4:30 德州 17:30  騎行 124.1 

km 

8/1 21 德州 5:20 衡水 17:00  騎行 82km 

8/2 22 衡水 5:00 安國 17:00  騎行 97.9 

km 

8/3 23 安國 5:30 保定 16:00  
騎行 

57.3 

km 

8/4 24 保定 5:30 涿州 17:00  騎行 86.9 

km 

8/5 25 涿州 5:30 北京 17:00  騎行 81.8 

km 

8/6 26 北京 9:00 北京 10:30  北京大學參訪 

（原燕京大學） 

 

8/7 27 北京 8:00 北京 9:30  北京大學參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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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燕京大學） 

9:45 校園參訪 

14:10 座談 

8/8 28 北京 8:30 北京 9:30  北京大學參訪 

（原燕京大學） 

 

8/9 29 北京 8:30 北京 9:30    

8/10 30 北京  臺北  飛機 

12500

元 

返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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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三、【住宿城市簡表】 

天數 日期 抵達地點 校友食宿提供地點 

1-2 7/12-13 四川省成都市  

3-4 7/14-15 湖北省武漢市  

5-7 7/16-18 江蘇省南京市  

8-9 7/19-20 浙江省杭州市  

10 7/21 浙江省嘉興市  

11 7/22 上海市 

華新麗華集團總經理 

林昌助學長 

Cel：00286-13818807979 

12 7/23 上海市  

13 7/24 江蘇省蘇州市  

14 7/25 江蘇省常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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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6 

 

江蘇省鎮江市 

鎮江市丹陽市司徒鎮丹伏路 1 號 

海昌隱形眼鏡有限公司 

Tel：00286-51186208855 

16 7/27 江蘇省南京市  

17 7/28 山東省曲阜市  

18 7/29 山東省泰安市  

19 7/30 山東省濟南市  

20 7/31 山東省德州市  

21 8/1 河北省衡水市  

22 8/2 河北省安國市  

23 8/3 河北省保定市  

24 8/4 河北省涿州市  

25 8/5 北京市  

26 8/6 北京市  

27 8/7 北京市  

28 8/8 北京市  

29 8/9 北京市  

30 8/10 北京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