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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
，連結「產業」與「校園」
，充分展現學校務實
創新特色，提供教師與學生最佳教學與學習情境。
回顧這 50 餘年的辦學期間，本校積極發展教
學特色、奠定技職教育的教研品質，並以學生為本
位，規劃提供各項學習策略，精進學生學習成效，
追求卓越的校務發展績效不遺餘力。但因應近年來
外在環境的影響，高等教育環境面臨嚴峻挑戰，加
上少子化的衝擊，在生源有限的情況下，如何強化
學校發展特色，確保校務發展與社會趨勢脈動之關
連、如何精進學生學習表現、如何提升辦學行政效
率且有系統性整合校內資源及追求校務永續發展，
成了各大學積極構思的議題，亦為本校現階段辦學
所面臨的重要課題。
有鑑於美國大學的校務管理是推動校務研究
之先驅，以證據為本位（evidence based）的決策模
式，善用數據資訊提供的實證性，影響了亞洲各國
校務資料蒐集及決策模式。國內由教育部、台灣校
務研究專業協會(TAIR)、台灣評鑑協會，以及高教
評鑑中心等單位積極推動相關校務研究工作，教育
部於 104 學年度實施協助各校推動校務專業管理機
制，輔導各校成立專責單位、以數據為本的決策模
式，及透過問責報告以公開透明的方式揭露校務資

本

訊傳播給大眾，以有效發揮校務研究功能，促進各
校於民國 54 年（1965 年）創校，時為「正修

校校務治理績效。

工專」
，擇定高雄澄清湖畔創建本校，取《大

學》
「正心」
「修身」之宏旨，特定校名為「正修」
，

其中，校務研究的問責制度（Accountability）

民國 92 年改制「正修科技大學」。以「止於至善」

是各校推展績效自評重要的一環，利用一系列詳實

校訓及「務實創新‧追求卓越」之理念將學校定位

的數據、完備的指標，進行長時間縱向資料的比較

為「具有務實與創新之產業教學型大學」
，積極配合

與分析，提供實證性分析以作為管理決策的重要依

國家經建政策及工商資訊發展需要，在既有教學研

據，進而增強辦學透明度、回應各相關責任方的訴

究基礎與產學合作技術之下，融合「創新」與「務

求提供支援。本校於 106 年進行第一版的問責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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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蒐集與彙編，其內容涵蓋「學校基本資料」
、
「教

提供學生更多元化的學習模式，藉由數據分析作為

師教學研究」
、
「學生學習輔導」
、
「學制與課程規劃」
、

精進本校課程發展之規劃，滿足學生更多元之學習

「產學合作」
、
「招生資訊」
、
「財務資訊」
、
「國際化」

需求。

以及「校務發展與特色成果」共 9 大面向、26 項指
標，透過各項數據指標的自我評鑑，形成綜合性的
總結報告，以精進本校整體校務發展績效。

本校近年來亦持續增廣「理論與實務並重」及
「科技整合」之使命，致力培養學生實務能力，強
化教師實務研發，與業界緊密合作進行相關研究發

在「學校基本資料」部份，簡要介紹本校行政

展，教學面部份積極推動實務整合課程，培育實務

與教學組織架構，並彙整各部學生數、教職員分佈

研發技能之技職教育目標，作為本校教研發展特色

狀況，以及學校空間與資源設備使用情形，以了解

之一，故針對「產學合作」面向蒐集相關數據統計，

本校整體師生結構與學習資源。

及教師專利、技術移轉等成效評估，了解現階段本

「教師教學研究」部份因本校積極推動教師多
元創新的教學型態，強化教師各項實務經驗與專長，

校產學合作成果與未來發展趨勢。
「招生資訊」則是因應目前少子化的影響以及

有效提升其整體實務教學品質，並鼓勵教師能多元

整體高教環境的快速變遷與競爭之下，在有限的生

跨域合作、增進教師同儕間的專業成長學習，以達

源總量中穩固其招生人數及高比例的註冊率，以確

強化教師教學專業知能與教學技巧，故將以教師教

保整體校務運作，故蒐集分析全國出生人數與預估

學表現、專業教學發展及教研獎勵等項目為主要統

未來學生人數，並更進一步以本校招生管道、生源

計分析指標，作為本校教師教學研究成效之自我評

及註冊率等指標數據進行分析，做為精進本校相關

估。

招生策略之決策參考。
「學生學習輔導」以分析學生在校的各項學習

「財務資訊」則是彙整各項財務收入與支出使

輔導活動、學生在學穩定度、競賽表現、考取專業

用情形，以了解本校整體財務的結構與資金流動、

證照比例，及相關學生實習情形，以檢視本校多元

使用之允當性。
「國際化」面向主要是針對目前強調

教學輔導及輔導學生專業證照取得之成效，並探討

學生的國際移動力等能力表現，彙整本校外語課程、

畢業生流向追蹤、薪資分佈，了解本校畢業生就業

學生修課、檢定通過，以及相關國際交流辦理情形，

情形，以做為校方在課程設計及業界實習等相關課

做為本校精進學生國際化之能力與提升國際觀涵

程活動規劃，能更貼近產業所需，培育符合業界所

養之依據。

需之實務人才。

最後，
「校務發展與特色成果」部份，總整本校

在「課程規劃」面向，因應未來大學以學生為

近年來各項自我品保、獲獎紀錄，以及發展特色，

學習主體，整體課程學分規劃將更重視跨領域及實

以審視本校校務發展績效與整體發展策略的一致

作課程，以及透過數位教學資源的多元學習型態，

性，並做為未來校務治理與規劃的決策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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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教學設施方面，校地總面積 8.9 公頃，校
舍總面積為 207,957.59 平方公尺(62,907.17 坪，含

學校基本資料

租用)，教學建築物包含：綜合大樓、體育室、幼兒

本

館、學生活動中心、工業工程與管理館、人文大樓、
校組織目前包括行政單位 12 處、1 部、2 室
及 1 中心，教學單位 3 學院 19 系(所)及 2 中

心。現有學制包括：研究所博士班、碩士班、碩士
在職專班、四技日間部、四技進修部、四技在職專
班、二技進修部、二技進修學院以及進修專校。全
校學生數在 105 學年度達 18,836 人，其中以四技日

園、電子工程館、土木工程館、妝彩系(化學工程)

機械工程館、機械實習工廠、圖書科技大樓、電機
工程館、南校區教學大樓、管理學院大樓、幼兒保
育館、生活創意大樓及產學共榮園區大樓(第 1 期)
等 18 棟建築物、發展典範科技大學所進行中的「產
學共榮園區」第 2 期新建工程，以及南、北棟停車
場與文山宿舍。

間部學制學生為多數，占全體學生人數的 51.84%。
105 學年度專、兼任教師人數分別為 428 人(包含專
任專業技術人員 42 人、專案教師 4 人)及 665 人，
專任助理教授以上師資占全體專任教師 83.02%，具
2 年以上業界工作實務經驗之專任師資共 241 人、
至業界研習或深耕服務共 157 人。

目前全校現有 81 間普通教室、221 間專業教
室、48 間教學專用電腦教室與 43 間視聽教室。普
通教室均配置數位多功能數位講桌與單槍投影設
備，e 化教學設備配置率達 100%，足以提供教師更
豐富多元的教學資源及便利的教學環境。

教職員結構部分係依校務整體發展編配，滿足
行政單位及學術單位發展所需。惟為因應社會、經
濟、人口等環境之變遷，除聘任多專長教師外，並
積極鼓勵教師修習第二專長，支援相關系所，有效
分配教師資源。行政單位員額編制則以整體編配為
原則，行政人力均可充份協助教師教學、研究及學
生輔導等支援，有助校園整體教學成效之提升。此
外，為符合目前產業發展趨勢，設立多個特色科技
中心，以結合產業或社區需求，有效發揮教研功能。
未來亦因應人口結構改變，少子女化之社會趨勢，
適度精簡人事成本，妥善配置人力，以達永續經營
之目標。各學系的設立均能配合產業發展趨勢，且
能適時調整系所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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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人數
• 進修部：

 全校學生數與班級數
本校學院分別有工學院、管理學院及生活創意
學院等 3 個學院，共計 19 系及 2 個學位學程，全
校班級數共計 405 個班級。全校學生數自 95 學年
度的 15,632 人，至 105 學年度增加為 18,836 人，

105 學年度招收進修部四技新生錄取人數為
1,564 人（含外加名額），註冊人數為 1,521 人（含
外加名額），其新生入學主要以單獨招生入學人數
居多。105 學年度招收進修部二技甄選入學新生錄
取人數與註冊人數均為 664 人；碩士在職專班考試

整體學生人數呈現正成長趨勢(如圖 1)。

入學錄取與註冊人數為 68 人；營區在職進修專班

 各學制學生人數

甄選入學錄取為 70 人，註冊人數為 68 人。

依據各學制統計，大學部日間四技學生數占總

• 附設進修院校：

學生人數約 51.84%，大學部進修學制學生數占總學
生人數約 46.21%。並以 105 學年度新生入學方式與

105 學年度招收進修專校二專新生錄取與註冊
人數均為 895 人（含外加退除役甄選 3 人），甄選

註冊人數(依部別)說明如下：

入學學生 803 人，申請入學學生 89 人。
• 日間部：
• 產學專班：
本校 105 學年度招收日間部四技新生錄取人
數為 2,359 人，註冊人數為 2,186 人。主要新生入
學來源為推薦甄選入學及聯合登記分發入學為主。
另本校 105 學年度招收日間部博、碩士班新生部份，
博士班考試入學錄取 3 人註冊人數 3 人；碩士班推
甄及考試入學共錄取 142 人、註冊人數合計 132 人。

105 學年度招收日間部四技產學攜手專班、產
碩專班，錄取人數為 222 人，註冊人數為 172 人；
進修部產學訓專班錄取人數為 30 人、註冊人數為
28 人，進修部產學攜手專班錄取人數為 100 人，註
冊人數為 99 人，合計 127 人。

學年度

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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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統計日：校務基本資料庫(每年 10 月)
歷年全校學生人數變化情形

教職員人數
師的聚焦程度越高。本校以 102 至 105 學年度數據

 專(兼)任教師數

資料統計，整體全校生師比平均約為 25、日間生師
105 學年度各院專任教師為工學院 153 人，管
理學院 96 人，生活創意學院 144 人。其中，工學
院專任教師以教授及副教授為主，管理學院與生活
創意學院以副教授及助理教授為主。近年來生活創

比平均約為 17。對照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總量發
展規模與資源條件標準」，科技大學全校生師比數
值應在 27 以下，日間生師比數值應在 23 以下，本
校皆在其標準規範內。

意學院師資成長最多，顯示本校以工學院起家，而
生活創意學院教師之成長係反應出本校近年的系

 職員人數

所發展重點與招生趨勢(詳如表 1)。
105 學年度本校職工總人數 421 人(不含計畫人
兼任教師部份，105 學年度統計結果共 665 位

員)，其中正式編制之行政人員為 255 人，約聘人員

教師。其中，以通識教育中心、休閒與運動管理系

為 166 人，職工人數自 100 學年 344 人至 105 學年

以及應用外語系的兼任教師人數偏多，主要係因應

增加為 421 人，並以約聘僱為主要聘用方式。職員

多元的通識教育課程，提供學生有更多的通識課程
選擇；而應用外語系及休閒與運動管理系，因教授
全校英文及體育之基礎科目較多，故外聘兼任教師

年齡以 31~40 歲之人員為主要分佈，約占全體職員
人數 44%，顯見本校職工人力年齡分佈尚屬年輕；
職員工作年資則以 5 年以下為多數，約占整體職員
人數的 52%。

人數相對高於其它系所。

 平均每職員服務教師與學生數
表 1 專任教師職級統計 (單位：人)

本校每職員平均服務專任教師數由 100 學年度

學年度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教授

49

55

64

69

68

68

平均服務 1.24 人至 105 學年度降至平均服務 1.02

副教授

145

150

147

146

143

163

人，顯見可充份支援教師教學、研究及輔導，對學

助理教授

122

127

134

132

139

122

術環境效能之提升有相當助益。

講師

110

100

89

84

82

75

合計

426

432

434

431

432

428

資料統計日：校務基本資料庫(每年 10 月)

 生師比
生師比是學生人數與教師人數的比例，通常值

每位職員服務全校學生數為 45.34 人，單以日
間部學制平均服務學生數為 23.81 人。不論日間學
生或全校學生，其比例皆逐年下降，顯見本校行政
人力在對學生輔導及各項業務支援上有較佳的人
力配置。

越低，代表教師與學生的互動越密切，學生受到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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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舍與宿舍
 校舍與校地面積
本校教學設施方面，校地總面積 8.9 公頃，校舍
總面積為 207,957.59 平方公尺(62,907.17 坪，含租
用)，教學建築物包含：綜合大樓、體育室、幼兒園、
電子工程館、土木工程館、妝彩系(化學工程)館、學
生活動中心、工業工程與管理館、人文大樓、機械工
程館、機械實習工廠、圖書科技大樓、電機工程館、
南校區教學大樓、管理學院大樓、幼兒保育館、生活
創意大樓及產學共榮園區大樓(第 1 期)等 18 棟建築
物、發展典範科技大學所進行中的「產學共榮園區」
第 2 期新建工程，以及南、北棟停車場與文山宿舍。

 學生住宿需求/申請人數/實際住宿人數
本校宿舍區分為正修宿舍與文山學園(租賃)兩
棟宿舍，文山學園為 2 人套房，正修宿舍以 4 人雅
房為主。自 104 學年度起，因改建友善寢室、寧靜
寢室、無障礙寢室及新增境外生寢室，床位數稍有
增減，以 105 學年度而言，兩處宿舍總床位為 1,498
床，整體宿舍床位申請入住率達 9 成左右、校外賃
居人數至 105 學年度達 1,500 人次。另外，對於校
外賃居學生的住宿管理品質方面，本校自行建置「居
住現況調查」資訊系統，讓全校學生上網填報賃居
狀況。

學習資源
 圖書收藏冊數

個樓層皆有閱覽空間供師生閱讀使用，全館共提供
1,280 個圖書閱覽座位。因應師生不同學習需求，及

本校圖書館總館藏量共有 45 萬餘冊(件)，包含

日益多元化的資訊傳播型態，提供各種不同視聽空

圖書、期刊、電子資源等，在中、外文各類圖書收藏

間與設備服務，包括資訊共享中心、小團體視廳室、

部份約 30 萬冊，其中，所藏之中文圖書約 24 萬餘

遊戲谷以及 i 學堂等空間，以支援本校師生研究教

冊，並以應用科學類 77,684 冊為最大類別，以體現

學與學習，打造完善舒適的自學環境，使師生能透

本校為科技大學之特色，且整體總館藏量每年均有

過視聽媒體與資訊設備的結合，提升教學與自我學

3%以上的增幅。

習成效。

隨著資訊科技及網際網路的蓬勃發展，本校致
力發展行動學習環境與數位館藏資源，提供近 11 萬
種的線上資料庫、電子期刊與電子書等三大類電子
資源服務，積極朝向智慧雲端圖書館邁進。

 圖書館舍空間
本校圖書館位於圖書科技大樓，館舍面積共
11,000 平方公尺，包括地下一層、地上四層，每一

 普通/電腦教室使用情形
本校針對資訊教育投入大量硬體資源與建設，
除圖書資訊處設置有 6 間電腦教室供全校電腦共同
課程教學使用外，依照各系所專業課程所需，自行
建置電腦教室做為專業課程、證照檢定，以及實驗
研究使用。截至 105 學年度全校有 16 個系所擁有自
行建置的電腦教室，合計有 48 間電腦教室，教學用
電腦主機計有 2,697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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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教學研究與服務

學

生的學習成效與教師的教學息息相關，如何
適當引領學生學習，大學教師責無旁貸，近

年來本校教師教學方式多以「多元性」及「適配性」
的教學策略，致力活用創意教學、應用翻轉教室理
念以創新教學策略，以激發學生學習動機提高師生
教學品質。
教師透過實施「創意教學」落實多元教學模式
及活化課程型態，運用各種創新教學、活潑生動的
教學氣氛，引發學生學習興趣；並鼓勵教師於教學
過程運用「PBL 問題解決導向教學法」
，藉由實務問
題解決導向之創新教學策略，引領學生思考實務問
題並演練解決問題的操作技能，深化實務基礎建構
或實務操作之技能演練。
在教師專業成長與研究部份，積極推動教師產
學合作，提升研發創新能量，並藉由與企業產學合
作的經驗累積，拓展教師多元跨域合作；並分年規
劃實施教師赴產業實地服務或研究、深度/深耕研習，
鼓勵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深耕服務及專業證照考取，
落實實務教學，以精進技職教育目之標。
此外，為提供不同系所教師之間的互動交流與
跨域學習管道，鼓勵教師自發性組成教師專業成長
社群，透過辦理教師教學成長社群，多元主題的討
論與分享，提升教師同儕間專業領域的經驗交流，
促進教師專業能力提升，落實教師同儕教學分享機
制，增進教師教學專業知能與教學技巧。
106 年度問責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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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教學
 教師授課情形
本校教師聘約規定，教師基本鐘點為教授 8 小

占 1%。近 5 年來教學評量不佳(評量分數 3.5 分以

時、副教授 9 小時、助理教授為 10 小時、講師為 11

下者)教師數均在 1%以下，接受輔導之教師達 100%，

小時。100 至 105 學年度教師平均授課時數，除教授

顯見本校教師教學輔導措施成效良好，至 105 學第

平均授課時數低於現行基本鐘點外，其他職級均高

1 學期已無教學評量不佳之教師。

於該職級教師基本鐘點。此外，為確保進修回流教
育教學品質，校內專任教師須於進修部學制授課，
其進修部專任教師平均授課時數約授課 2 門課程。

 教師教學評量
本校於 100 學年度修訂以學生學習成效之教學
回饋意見調查問卷，且從 102 學年度起，教師教學
評量統計結果剔除缺課嚴重學生資料，第 3 週至第
10 週缺課 1/3 以上者，雖採計填答率，但視為無效
問卷，以更客觀處理學生填答教學回饋意見。
以 5 點量表統計 100 至 104 學年度「教師教學

教學評量不佳課程數由 100 學年度的 74 門課
至 104 學年度減少為 36 門課，且針對前一學年度課
程評量不佳之教師進行輔導，並於當年度全數改善。

 教師評鑑結果與追蹤輔導
本校教師評鑑自 95 年 8 月 1 日起開始辦理，並
僅計算編制內講師以上之專任教師，其考核項目比
重分為教學(50%)與服務(50%)，總分為 100 分，80
分為評鑑及格。且每 3 學年進行一次總評，採計其
連續 3 個學年度之教學服務成績考核平均成績
(70%）
，加上 3 個學年度之研究成績(30%）
，80 分始

評量」
，平均分數落在「4.5~5.0」之間占 11%、
「4.0~4.5」

為及格。自 100 至 104 學年度每年通過評鑑之教師

之間占 79%，
「3.5-4.0」之間占 9%，以及「3.5 以下」

人數約 400 人左右，平均通過比率約為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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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產業研習情形

程」
。並從教學評量 5 點量表回饋分析得知，整體學

本校教師赴產業研習之人數，自 102 至 105 學
年度共 409 人。並自 105 年度起適用新制「推動專
任教師產業研習研究實施要點」
，由各系於每學年度
規劃教師赴產業參與深度實務研習、實地服務或研

習滿意度平均皆達 4.2 以上，學生自評參與課堂討
論情形，整體平均數由 3.83 逐漸提升為 3.98，顯見
創新教學融入課程能提升學生學習品質。每學年各
種創意教學課程平均開課數占全校實際開課總數的
8.5%(詳如表 2)。

究(含深耕服務)。

 創新教學(創意、PBL、翻轉及其他)融入課
程
為鼓勵教師藉由實務問題解決導向之創新教學
策略，引領學生思考實務問題並演練解決問題之操
作技能，近 4 年來積極推動「PBL 創新教學融入課
表2
學年度
創意教學課程總數(A)

創意教學課程統計

100

101

102

103

104

412

496

590

648

637

創意教學課程總時數

1,207

1,419

1,657

1,802

1,871

全校實際開課數(B)

6,062

6,271

6,494

6,842

6,953

占全校實際開課數(C=A/B)

6.8%

7.9%

9.1%

9.5%

9.2%

資料統計日：每年 7 月

教師專業與研究發表
【教師職級與專業表現】
 教師職級結構
本校具博士學位教師自 100 學年度 237 人至 105

本校具助理教授以上資格之教師自 100 學年度

學年度提升為 252 人，占全體教師人數 58.88%。近

316 人至 105 學年度提升為 353 人，占全體教師人

年聘任新進教師皆以具有博士學位的教師為優先聘

數 82.48%。近年新聘任之教師皆以具博士學位之助

任，惟本校創校 50 餘年，早期聘任教師目前多為副

理教授以上教師為優先聘任，且持續鼓勵現有講師

教授以上資格，且多已屆退休年齡，無升等需求，故

進修或升等，以提升本校專業師資結構。

非博士學位教師比例尚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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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具實務工作經驗

105 學年度具實務經驗或技術證照之專任師資

職級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講師

合計

專職2年以上

27

64

49

27

167

兼職4年以上

11

27

26

9

73

35

125

84

48

292

具技術證照

資料統計日：校務基本資料庫(105 年 10 月)

 教師參與校內專業知能研習

表 4 教師專業知能研習辦理情形
研習類型
資訊科技
教學創新
諮商輔導

場次/
人次

103 學年度

104 學年度

教師除了不斷累積專業教學知能外，亦需多方
進修、學習其他相關領域知能，以提升教師自我教

場次

13

38

學軟實力。故本校提供充沛的研習管道與資源，積

人次

635

1,312

極鼓勵教師參與各類知能研習活動。每學年依據教

場次

18

14

人次

1,172

1,047

場次

97

71

人次

3,867

3,654

資料統計日：每年 7 月

 教師實務經驗

師需求提供 100 場以上各類教師專業知能活動與講
座，整體教師參與人數達 6,000 人次(詳如表 4)。
每學年度由圖書資訊處規劃「資訊軟體研習」
、
「互動數位教學媒材課程」、「資訊安全個資安全訓
練」等資訊科技研習供教師進修；提升教師教學創

對於技專校院教師具備實務經驗之規定，各界

新知能方面，由教務處規劃邀請校外專家指導數位

多持正面肯定之看法，並認為教師實務經驗之提升，

教材製作研習、創新教學技巧與方法講座及校內教

對凸顯技職教育務實致用特色，及降低學用落差具

學績優教師分享教學經驗，以促進教師教學專業與

有相當大之成效，且具實務經驗之教師比例越多，

提升教學內涵；在強化教師輔導功能方面，學生事

代表學生在校所學更能獲得實務知識並貼近業界實

務處每年根據導師之輔導需求，辦理導師輔導知能

務之能力。本校 105 學年度具 2 年以上業界工作實

研習相關活動，提供本校教師、導師及輔導人員可

務經驗之專任師資共 240 人、具技術證照之專任師

獲得多元化的輔導概念，藉以提升教師們的專業輔

資共 292 人(詳如表 3)。

導知能。

 教師專業證照

 教師專業成長社群

本校專任教師 100 學年度擁有證照數 1,086 張，

教師教學成長社群之推動，其目標欲提供教師

至 105 學年度增加到 1,746 張，增加幅度達 60%。

能有更多教學與多元學習對話與討論之交流管道，

整體專任教師具備證照的比例約為 70%，教師在取

社群主題包括共同專業領域課程研討、教學方法及

得專業證照方面皆有大幅提升。

技術討論、跨領域知識整合以及其他教學相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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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教師成長社群個數及參與人次
學年度
社群
個數

參與
人次

100

101

102

103

104

非跨領域社群

42

25

19

0

0

跨領域社群

48

44

42

30

32

社群個數合計

90

69

61

30

32

工學院

204

168

143

60

62

管理學院

74

166

135

105

120

生活創意學院

160

122

188

76

68

師培、通識中心

51

47

37

21

30

參與人次合計

489

503

503

262

280

資料統計日：每年 7 月

研究等。透過同儕之間相互觀摩、經驗分享或議題
討論等互動，達到增進教師專業成長與提升教學內
涵，進而激發教學創意。本校從 103 學年度起全面
實施跨領域教師成長社群，以多元角度開啟彼此對
話與討論，交流不同專業領域之教學經驗，以形塑
校內同儕教師教學專業學習之組織文化(詳如表 5)。

【教師研究發表及多元升等】
 期刊論文發表
100 至 105 年度教師發表期刊總計 1,463 件，其
中以其他類（即非屬 SCI、SSCI、EI、TSSCI、SCIE
及 A&HCI）605 件最高，A&HCI 最少，僅有 2 件。
SCI 及 EI 以工學院發表件數最多，分別為 382 件及
193 件。

 專書及著作
100 至 105 年度教師發表專書總計 163 件，以
生活創意學院 76 件最高，進一步以系所來看，則為
應用外語系發表專書數量較多為 28 件，其次為企業
管理系 21 件。

 研討會論文
100 至 105 年度教師研討會論文發表總數 2,558
件，以工學院教師 1,195 件最高，因工學院成立較
早，國際性專業期刊、文獻索引系統較為完備，使工
學院教師有較多的發表機會。再者，以各系所分析，
其機械工程系發表研討會論文篇數最多為 323 件，
其次為電子工程系為 201 件。

 教師多元升等
100 至 104 學年度共計有 90 人次通過教師升
等，並以著作方式升等的教師居多有 53 人，占總升
等通過人數 59%。若以升等教師職級來看，升等為
副教授人數居多，共有 48 人，占整體升等人數的
53%。

 擔任校外專業委員與服務
100 至 104 學年度本校教師參與校外專業委員
次數平均約為 550 次，平均約有 154 人，占全體教
師 36%。校外專業服務次數平均約為 268 次，平均
人數約為 105 人，占全體教師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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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教研獎勵
【教師彈性薪資實施情形】

教育等論文著作、發明專利或執行產學計畫等有具
體表現者。100 至 105 年度獲研究績優獎勵教師共

本校採用彈性薪資方案留任頂尖優秀教學研究
人才，期望透過此彈性薪資制度延攬及留任頂尖教
學、研究之特殊優秀教研人員，以提升本校整體教
學及研究成果之表現。本校於 99 年 9 月 6 日通過

計 651 人次，為「教師教學研究服務獎勵」制度中
占最高人次與獎勵金額，並以工學院 329 人次最多，
約占獎勵人次 51%，獎勵金額以工學院 16,437,986
元最高。

「彈性薪資實施辦法」至 105 年度共執行 6 年。獲
得彈性薪資教師以工學院教師最多達 46 人、管理學

 競賽績優

院共 17 人、生活創意學院 13 人以及通識教育中心

為鼓勵本校專任教師積極指導學生參與各項校

6 人。截至 105 學年度，整體優良教師彈性薪資獎勵

內外學術競賽，以達成技職教育目標，100 至 105 年

補助總經費達 1,777 萬元。

度獲得競賽獎金教師共計 326 人次，以工學院 178

【教師教學研究與服務獎勵】

人次為最多，約占獎勵人次 55%，獎勵金額以工學

本校為鼓勵專任教師從事教學、研究與服務，

院 3,465,134 元最高。

 優秀研究人才

特訂定「正修科技大學教師教學研究服務獎勵辦法」
，
以有效提升教師教學品質，其獎勵類型共分為「教
學績優」、「服務績優」、「研究績優」以及「競賽績
優」等四項。

 教學績優

100 至 105 年度科技部獎勵優秀研究人才計 28
人次，以工學院 25 人次最多，約占總獎勵金額 89%，
獎勵金額仍以工學院教師最多共 7,041,960 元。

【教師教學補助措施】

100 至 105 年度獲教學績優獎勵教師共計 326

為協助教師提升教學成效、強化教師學術研究

人次，以工學院 140 人次為最多，約占獎勵人次的

內涵，並鼓勵教師積極從事研究發展與產學合作、

43%，獲獎金額以管理學院 1,381,725 元最高。

專案計畫或專利，本校提供補助經費挹注，其補助

 服務績優

類型有「編撰教材與製作教具補助」、「改進教學方
案」
、
「研究案補助」
、
「研習與進修」
、
「著作案」以及

100 至 105 年度獲服務績優獎勵教師共計 443
人次，以工學院 236 人次居多，約占獎勵人次 53%，
獎勵金額以工學院 1,422,923 元最高。

 研究績優
研究績優主要鼓勵教師發表學術性或有關技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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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等送審」等項目，平均每一學年度規劃補助經
費約 1,300 萬元，以促進本校教師教學品質與師資
素質提升。

在學生專業學習部份，近年來積極推動協助學
生取得職場所需之核心專業證照，協助開設資訊基

學生學習輔導

礎專業、外語及各系所核心技能為主的專業證照輔
導班，鼓勵獲取優質專業核心技術證照，最近五年
平均全校學生取得證照人數比率皆超過 50%。學生

本校核心能力（Core abilities）依據學生特質制
定四大校核心能力(Core LIST)，以做為培育學生基
本素養與能力的指標，包含：語文表達與溝通
(Language Expression and Communication)、資訊素養
與科技(Information Literacy and Technology)、實務技

競賽榮譽部分，為強化學生專業核心技能與實作能
力，以組成跨領域整合團隊方式，鼓勵師生踴躍參
與國內外競賽。在近五年當中，除國內外競賽參與
人數穩定成長外，國際發明展已累積獲得 161 面金
牌、150 面銀牌、125 銅牌，深獲各界的肯定。

能與創新(Practical Skills and Innovation)及團隊合作
與倫理(Teamwork and Ethics)，並以四大校核心能力，
建構學生能力指標，做為學生學習成效評量之一。

此外，為縮短學用落差並與產業接軌，自 102 學
年度起日間部入學新生全面將校外實習課程列為必
修課程，105 學年度應屆畢業生畢業前修習校外實

其中，Core LIST 與本校所推動的「31 證照」概
念相輔相成，透過培養「語文表達與溝通」能力，協
助學生取得「英文證照」
；透過培養「資訊素養與科
技」能力，協助學生取得「電腦技能證照」
；透過培

習課程比例達全面實習之 100%目標。各系「實習委
員會」增加了業界委員的參與及強化實習運作機制，
如實習機構參與實習課程規劃、實習機構評估及篩
選機制等，以確保學生實習課程之品質。

養「實務技能與創新」
，協助學生取得「專業證照」
。
在學生生涯、職涯輔導資源方面，協助學生進
此外，學生能力指標則分為三大能力面向（GPS）
-G 通識力（General abilities）
、P 專業力（Professional
abilities）
、S 展現力（Soft Power）
，各自再分為 4 大
項目與 8 項能力指標，並依據院/系（所）核心能力
訂定學生學習成效指標。

行生涯定向、興趣探索，以及透過教育部「UCAN 職
業興趣探索及就業職能診斷」平台資源，引導學生
勾勒在校四年大學學習藍圖，激發學習意願與動機，
領航學生發展自我專業職能。校友及職涯發展中心
亦規劃相關職涯探索、職涯市場剖析、就業輔導等
方式。並辦理企業參訪、產學合作、校園就業博覽
會；從正式課程或非正式課程中獲取自我職場能力，
使學生儲備職涯認知，在與產業接軌時能更具競爭
力。在畢業校友部份，定期實施畢業生流向追蹤及
就業行別、薪資水準等調查，以了解本校畢業生職
涯進路表現，做為學校各項課程、職涯輔導等機制
的調整依據。
106 年度問責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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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學習投入與實務學習
【在校學習參與度】

【校外實習】

 學生自評學習投入之表現

 校外實習機構場所及實習人次

101 至 104 學年度全校學生在自評出席狀況，

本校於 102 學年度各系全面推動校外實習課程

整體學生自評課堂出席次數「全勤」比例最高，顯見

列為必修課程，且多數系所實習課程規劃於上學期

學生課堂出席狀況良好。

實施，於 105 學年度畢業之實習率達 100%，並持續

在學生自評「課業投入與準備」部分(含課前預
習及課後複習)，其統計結果為以投入「1 小時以下」
者比例為最高，顯見本校學生課前預習或課後複習
時間投入偏低。

協助各系擴展實習機構交流與實習工作崗位、強化
校外參訪、校外實習等方式，提供職場學習機會。另
設立學生實習績優獎勵金，鼓勵學生赴業界實習取
得職場實戰力，增強實務技能並體認職場環境，103
至 105 年度共遴選 62 位學生頒發實習績優獎勵金。

整體學生對於自我「課堂參與」部份以 5 點量
表統計整體參與滿意度發現，自 101 學年度 3.83 分
的滿意度至 105 學年度提升為 3.98 分，顯示本校學

【專業證照與競賽】
 學生技術證照統計

生能參與課堂討論，多數學生能積極參與及投入課
堂中的各項學習活動，與教師有良好的學習互動關

全校學生由 100 至 104 學年度取得技術證照人
數統計，於 104 學年度已達到 5,104 人，占全校學

係。

生人數的 51.61%，顯示學生對於自我的證照取得資

 學生學習歷程檔案建置情形
本校針對「GPS 學生學習歷程檔案」平台，於

格，具有正向的學習態度。。

 學生參與競賽類型與人數

每學期規劃多項宣導活動，積極推廣平台與使用輔
導說明，並透過各項輔導與建置教學，強化學生對
「GPS 學生學習歷程檔案」平台的認知，逐步建立
個人學習成長過程，強化個人生涯定向，並有效規
劃自我學習計畫，進而改善學習成效。以 102 至 105
學年度資料統計，學生於學習歷程檔案使用率平均
達 67%，並提供畢業校友畢業之後 5 年內仍可登入
使用該平台資料與相關功能，以提供畢業生編輯、
輸出個人數位履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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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提升對外競賽的成效，本校遴聘業界專家評
審比賽作品，並提供諍言與指導；在校內組成跨領
域整合團隊，持續研討與改善；同時訂定參加學術
性競賽活動獎助辦法，以推動技能競賽拔尖活動。
截至 105 學年度已累積有 161 面金牌、150 面銀牌、
125 銅牌，深獲各界的肯定。

學習穩定度與輔導
【學生關懷輔導】
 導師輔導工作
本校對專任教師積極參與導師工作相當重視，
提供多元的導師實務資源協助與相關考核，透過學
生對導師關懷滿意度調查，瞭解學生需求與落實導
師工作，讓學生受到最好的照顧與輔導。在學生對
導師關懷滿意度問卷面向包含導師之班級經營、學
生互動、學生校園生活的瞭解、學生生涯規劃，以及
性別平等觀念，共計 15 個題目，問卷以五點量表的

 學生缺曠與輔導
以 102 至 104 學年度缺曠數據統計，以影像顯
示科技學位學程、化工與材料工程系兩系比例最高，
再者為建築與室內設計系、應用外語系以及創意產
業經營學位學程，以上系科其學生缺曠率平均每人
達 10 節曠課數以上。為降低學生曠課率，本校自 104
學年開始於學期第 4 週起每隔 2 週針對曠課每累積
10 節之同學進行晤談，以縮短啟動關懷輔導機制，
透過缺曠晤談以期導師能適時介入瞭解同學缺課原
因，並加以輔導協助解決其缺課問題。

方式進行填寫。導師於學生作答期間可由本校訊息
網得知問卷中各題目統計結果。由系統統計出各班
級「學生對導師關懷滿意度調查」平均分數。103 至
105 學年度學生對導師滿意度問卷調查，整體平均
分數為 4.09 分。

 轉介輔導學生資料統計
本校學生輔導中心透過自編之「正修人情緒關
懷量表」
，協助學生覺察自己的情緒指數，進而篩選
出高關懷群，透過介入關懷了解學生情況，視需求
提供諮商輔導服務或相關資源，以期能早期介入，
有效提早進行個別心理檢測與照護。自 100 至 105
學年度轉介至學生輔導中心進行晤談前三系所為幼
兒保育系、企業管理系以及資訊管理系；前三大接
受輔導之學生來源分別為主動求助者占整體的 48%、
導師/任課老師轉介占整體 18%，以及學生情緒篩檢
占整體 13%。

106 年度問責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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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外活動與助學措施
【學生參與課外活動】
 學生生/職涯輔導活動
本校積極引導學生自我成長探索與定性輔導，

本校目前社團依屬性共可區分為 5 種類型，分
別有「學術性社團」占 23%、
「服務性社團」占 16%、
「康樂性社團」占 13%、
「體育性社團」占 20%，以
及比例最高的「自治性社團」占 28%。

並建立學生優質品德教育內涵，以多元學習模式提
供學生獲得有價值的學習與體驗，培育學生多元才
能、厚植學生生/職涯軟實力之發展。每學年度約辦
理近 1,300 場次的生/職涯活動供學生自由選擇參加，
參與學生達 10 萬人次參與。

學生社團數由 100 學年度的 66 個社團，至 104
學年度發展增加為 79 個社團，並提供相關經費資源
協助社團活動運作，並搭配服務學習時數積極推動
社團發展。本校學生社團與學生會於每年 3 月份參
加由教育部主辦的「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評選」

對於多元創新的品德教育融入生活教育的部份，
每學期規劃不同活動屬性，提供學生在專業課程學
習外，透過非正式課程活動中獲得學習品德教育的

與「全國大專校院學生會成果競賽」活動屢獲佳績。

 補助學生社團經費
本校社團經費補助來源主要有「學生事務與輔

機會。

導工作計畫經費」(補助款與配合款)與「私立技專校
推展學生生涯定向、職涯探索部分，辦理多元
輔導活動以協助學生探索生涯興趣，針對學生不同
階段的需求，規劃各項輔導活動與工作坊，藉由多
方位實用性的學習方式提升學習能量，培養學生提

院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
，每年經費達 600 萬元左
右，以協助社團健全發展，並透過社團博覽會的成
果發表方式，鼓勵全校學生參與社團，培養專業領
域之外的多元能力。

早規劃自我生涯發展。

 學生社團參與社會公益活動
在學生職涯就業輔導部分，透過辦理相關創業
達人座談會、職場競爭力之致勝關鍵術、職涯啟航贏向未來、雇主講座座談、社會新鮮人之求職術、國

學生社團參與公益服務以環保教育與服務、協
助社會弱勢族群、支援社會公益大型活動與偏鄉教
育服務等面向，將社會服務與校園志工連結，使志

家考試講座座談等講座以及企業參訪活動，提供豐

工在團隊合作執行中，充分學習公共參與及關懷弱

富職涯輔導資源，使學生能著手規劃個人職涯藍圖，

勢，體驗大專青年應有的「社會責任」
，藉由志工服

有效發展多元職涯路徑，儲備個人職場就業核心能

務的過程，獲得不同於課堂專業學習的事物與經驗。

力。

本校配合公益社會團體有愛心手足慈善會、無

【社團參與及服務學習】

障礙協會、捐血中心、伊甸基金會、弘道老人基金會

 全校社團與學生數

智學校、特殊學校等，公益活動內容包含弱勢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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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公部門單位合作有教育局、社會局、環保局、啟

 志工服務學習

關懷、課後輔導以及教育優先區中小學校營隊等。
本校志工表現優異深受外部各機關單位肯定，每學

為實踐本校「止於至善」校訓，並落實人本關

年接受邀請擔任志工活動場次平均約有 200 場次，

懷之服務精神，以培養學生健全價值觀及完善的社

服務人數近 2,000 人次。

會關懷與公民意識，啟發更深刻之學習省思，凡大
一新生均需修習相關課程，以落實校園與社區、個
人與社會之實際連結、學以致用。每學年度均有超

表 6 學雜費減免一覽表
減免項目

過 2,500 位學生修習服務學習之課程。
減免金額

軍公教遺族(全公費)

學雜費全免

軍公教遺族(半公費)

學雜費半額減免

現役軍人子女

學雜費減免 30%

低收入戶

學雜費全免

中低收入戶

學雜費減免 60%

特殊境遇家庭子女或孫子女

學雜費減免 60%

原住民籍學生

依部訂標準減免

身心障礙人士之子女或學生

【助學措施與工讀/獎助學金】
 學雜費減免
學雜費減免的助學措施每學期約有 2,000 多位
學生申請，占整體學生人數比例約 12%。從 100 年
開始，教育部修改了學雜費減免辦法，低收入戶學
生的學雜費全免，中低收入戶學生則減免 30%，106

學雜費全免

(極重度/重度)

年 2 月又將減免比例提高到 60%，有效降低經濟狀

身心障礙人士子女或學生(中度)

學雜費減免 70%

身心障礙人士子女或學生(輕度)

學雜費減免 40%

況不佳的學生學費負擔(詳如表 6)。

資料統計日：106 年 3 月
表 7 弱勢學生助學補助統計
學年度

100
人次

助學金

101

102

103

104

2,254

2,246

2,061

1,917

1,890

教育部補助金額

40,363,500

40,250,550

37,193,500

34,879,400

33,836,170

學校提撥金額

29,042,000

28,718,000

26,322,000

24,810,000

24,199,000

生活

人次

32

50

83

50

509

助學金

金額

192,000

300,000

498,000

990,000

11,934,000

人次

70

64

65

92

137

金額

325,000

313,000

358,000

523,970

1,049,000

人次

75

91

99

105

125

金額

937,500

1,137,500

1,237,500

1,312,500

1,562,500

人次

2,431

2,451

2,308

2,164

2,661

金額

70,860,000

70,719,050

65,609,000

62,515,870

72,580,670

緊急紓困助學金
住宿優惠
合計

資料統計日：每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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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弱勢學生助學計畫

金、校外活動及競賽獎助學金(非學術)、學術競賽活
動獎助學金、國際學術及學生交流獎助學金、繁星

自民國 96 年 8 月起特依據教育部「大專校院弱

入學獎學金、研究生入學獎學金、四技入學獎學金

勢學生助學計畫」訂定「正修科技大學補助弱勢學

等，平均每學年提供獎助學金達 4,500 名學生。

生助學措施實施要點」，補助項目包括「助學金」、
「生活助學金」
、
「緊急紓困助學金」及「住宿優惠」
，

除上述「弱勢學生助學計畫」及「就學助學金、

從 100 至 104 學年度申請人數每學年度平均達 2,000

獎助學金」兩項為本校提供協助學生最主要的就學

名以上，占全校學生人數比率約 14.27%，每學年度

獎助措施及獎學金補助之外，在 100 至 104 學年度，

總補助金額高達 6～7 千萬元(詳如表 7)。

每一學年度由本校從學雜費提撥獎助學金額度近七

 就學助學金、獎助學金

千萬元，獲獎助學金的學生人數平均達 7,000 人以
上，占整體全校學生總人數 35%以上。若再加上教

低收入戶學生、身心障礙學生、身心障礙人士

育部補助弱勢學生助學計畫助學金之金額，每學年

子女、失業家庭子女及原住民學生，符合上述身份

提供給學生的獎助學金整體約達一億元左右供使用。

且最近一學期學業成績平均 75 分以上以及操行成

 工讀助學金

績 75 分以上者，皆可提出申請，平均每學年度約補
助 200 多名學生。

教育部為協助學生在學期間藉由工讀機會，以
養成獨立自主精神，擴充學習生活領域，用以支援

此外，為鼓勵全校學生多元學習，增進專業能

學校進行各種適合學生從事之工作，特別專款補助

力與國際觀，更提供多項獎助學金，如外籍學生就
學助學金、優秀學生海外實習助學金優秀學生(幹部、

工讀助學金。遵循此原則，規劃工讀助學金，由系所
與各行政單位執行。此外，本校每年亦編列服務學

社團)獎學金、專業證照獎學金、專題製作優秀獎學

習助學金，作為工讀助學之用(詳如表 8、9)。
表 8 教育部工讀助學金統計
年度
教育部工讀助學金(元)

100

101

102

103

104

1,859,407

1,272,985

3,045,400

3,051,647

3,127,664

167

145

157

153

166

18,880

12,207

27,637

26,535

22,061

人數(位)
工讀總時數(小時)

資料統計日：每年 12 月
表 9 學校服務學習助學金統計
學年度
服務學習助學金(元)
人數(位)
工讀總時數(小時)

100

101

102

103

104

8,304,677

9,864,417

9,152,424

10,934,235

24,470,311

324

257

376

356

610

81,465

92,661

86,753

94,621

166,246

資料統計日：每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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畢業生就業調查
【畢業生流向調查】

 大學畢業後一年調查
99 至 103 學年度整體畢業生於畢業後一年全職

 畢業生人數統計與流向調查

就業率平均達 7 成以上。就各院別畢業生流向調查，
本校每年日間部、進修部及進修院校的畢業生
人數平均合計約有 4,600 名畢業生(如圖 2)。對於畢
業後學生職場表現與流向調查，於每年 7 月份由各
導師聯繫各班畢業生至「畢業生流向問卷調查平台」

以管理學院學生從事全職工作比例最高、工學院學
生從事相關工作之學生比例最高。此外，應用外語
系學生全職工作比例每年均為全校學生排行前二名，
顯示國際化之影響下，語言專長能力備受職場重視。

進行填報，調查時間為一個月。其次，於 8 月、10
月、12 月持續以滾動方式電訪追蹤，落實畢業生長
期追蹤機制，並加強輔導提供失業校友相關就業機
會及資源，以降低失業人數。
針對 99 至 104 學年度應屆畢業生進行流向調
查，整體數據顯示本校畢業生畢業後平均約有 6 成
以上具備就業能力，能立即投入職場工作。

【畢業生就業行別
及就業滿意度調查】
 畢業生就業行業類別統計
依據國內行業類別區分，本校日間部 102 及 103
學年度畢業後一年學生就業行業類別統計，主要以
「行銷與銷售類」為多數，其次為「休閒與觀光與旅
遊類」。

學年度

圖 2

全校畢業生人數統計圖

資料統計日：每年 10 月
106 年度問責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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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畢業生就業滿意度調查
自 99 至 103 學年度針對畢業生就業滿意度調
查，採李克特五點量表統計，整體滿意度平均分數
落在 4.2 至 4.5 之間，且就業滿意度逐年提升，顯見
本校提供之課程學習、教學設計、教學資源，以及就
業資訊的提供與訓練等各方面，皆受到畢業生相當
程度之肯定，並有效協助畢業生累積各項能力及提

【雇主意見回饋調查】
從 99 至 103 學年度畢業後一年之畢業生的雇
主滿意度調查，採李克特五點量表統計受訪雇主對
於本校畢業校友工作能力表現之滿意程度，整體雇
主滿意度分數落在 4.3 至 4.5 之間，顯見本校對於課
程的設計及業界實習等相關課程活動規劃，皆能有
效提升學生就業能力，培育符合業界所需之人才。

升其就業競爭力。
以 103 學年度雇主滿意度調查為例，雇主滿意
以 103 學年度畢業後一年之各系畢業校友調查
分析為例，整體各系畢業校友自評就業表現滿意度，
認為在校累積的各項能力或學校提供的教學、就業
資訊資源，對於日後投入職場工作表現的滿意度皆
給予 4.5 以上的分數。
再進一步依據在校各項能力養成進行統計，畢
業校友滿意度最高的前三項依序為學校提供的就業
資訊內容（M=4.60）
，其次，為學校提供的產業發展
訊息內容（M=4.57）
，再者，為學校提供的就業準備
訓練（M=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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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分數為前三的系所分別為觀光遊憩系、建築與室
內設計系，以及企業管理系。進一步依據各項工作
能力表現進行分析，雇主最肯定本校畢業校友之工
作表現前三項依序為專業知識與技術方面的表現
（M=4.59）
，其次，為學習態度方面的表現（M=4.57）
，
再者，為溝通表達能力與分析解決問題能力方面的
表現（M=4.56）。

推廣教育資源部分，提供社會人士再學習的機
會，積極開發與時代脈動同步的專業化課程，提升

課程規劃

產業競爭力。本校以多角化的經營策略，結合社區
資源，開辦利基特色課程，開發多元化課程類別，滿
足大眾需求，讓推廣教育課程更具競爭力。此外，亦

因應未來大學教育以學生為學習主體，自 106
學年度起日間部四技課程規劃其總畢業學分數為
128 學分，其課程結構包括：通識基礎必修課程、通

積極提供訓練課程給策略聯盟企業員工，善用學校
資源，營造優質學習環境，並加強課程推廣與宣傳，
強化各系專業技職特色。

識博雅選修課程、專業必修及選修課程，另外，為加
強職場相關教育，還包括品德與專業倫理、創意思
考訓練、生涯輔導等課程(各 2 學分 2 小時)，以培養
學生自主學習能力。對於本校以理工及管理學科背
景的學生為多數，透過規劃基礎及博雅正式課程拓
展通識教育內涵，積極培養學生人文及科技均衡發
展。
在實務課程部分，為深耕本校實務教學、發揮
學用合一的教學特色，積極推動課程教學能與產業
互動交流，以「職場導向、實務教學」為發展核心，
強化課程結構合理性以及教學設計整合性。此外，
為結合產業界專業實務與管理人才需求，以產學合
作方式，開設多門產業實作特色課程及跨領域學程
課程。
在數位學習與行動載具普及化的學習環境下，
多以學習者主動求學之模式，因此，藉由豐富、多元
的互動課程與學習資源，以滿足學生行動學習之需
求。本校在數位學習資源部份，導入 iLMS 行動學
習平台，整合線上課程、社群經營、學習歷程、課程
地圖與部落格於單一系統，並持續增加其教學內容
與平台服務，以提供師生便利且豐富的學習平台資
源。

106 年度問責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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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學分與跨領域課程
【課程學分結構】
 各系畢業學分門檻
配合學校教育目標進行相關課程規劃及運作機
制，推動課程與產業界互動的教學策略，並安排就
業導向實務課程，以「職場導向、實務教學」為發展
核心，強化課程結構實用性及教學設計完整性，結
合跨領域學程課程，落實課程與產業發展連結。整
體課程規劃主要特色有：

畢業證書外，還須具備語文、資訊及專業領域共 3 張
證照，以提升實用技術能力，增進就業競爭力。
語文證照部分，由語言學習中心每學期規劃英
文檢定測驗與開設英文檢定證照輔導課程，建立以
學生學習為主體之教學環境，學生在校除培養專業
領域技術能力之外，亦積極協助學生提升自我「英
語力」以符合職場就業需求。

 通識課程

(1) 通識課程創新：定期檢討符合產業需求、建立多

本校為鼓勵學生多元自主學習，除基礎及博雅

元審查機制、正向品格融入通識課程。規劃通識

的正式通識課程外，透過校內辦理相關活動，以非

課程地圖，建立學生通識核心能力之學習路徑。

正式課程形式拓展通識教育內涵，落實全人教育理

(2) 開設跨領域學程課程：積極培育工業技術人才、
商務管理人才，以及生創產業領域的專業人才。
(3) 永續課程發展機制：落實課程發展改善機制、精
進職能導向課程地圖，及強化實務技能課程規劃。

念。通識基礎課程為全校共同必修，藉以涵養學生
基本素養與能力，博雅課程規劃以人文學、社會科
學、自然科學及生命科學四大領域，每一領域至少
須選 1 門課程，再依自我興趣另選 2 門，合計 6 門
共 12 學分的通識博雅課程。

(4) 學校特色定位：人才培育適性分析、深化系所特
色發展定位、對應特色產業規劃相關實務課程。
105 學年度起入學新生需於畢業前至少修讀一
個跨領域學分學程，強化培養學生多元跨域知能。
以日間部四技畢業學分為例，各院平均畢業學分工
學院為 138 學分、管理學院各系平均畢業學分為 136
學分、生活創意學院各系平均畢業學分為 135 學分。

 證照畢業門檻
為培育務實致用人才，使達到「畢業即就業」
與「產學無落差」之目標，本校透過多元的學習與訓
練機會，強化學生實作能力與職場的連結，訂有「31
證照」畢業門檻，即本校畢業生畢業時除取得 1 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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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識博雅課程開課數依部、學院別學生數總量
彈性調整課程數以符合學生選課需求，日間部每學
期平均開課數為 125 門、進修部平均為 52 門，並規
劃學生於 1~3 年級完成修習通識博雅課程，每學期
以修習 2 門通識博雅課程為上限。
 藝文課程
本校藝文處以藝術教育為綱，讓學生定期參與
各類型之藝文活動，以培育學生人文藝術涵養，使
校園生活藝術化。從 100 學年度辦理 50 場次活動，
至 105 學年度共規劃辦理 58 場次藝文活動，持續提
供學生各類藝文活動的學習，以深化校園人文藝術

教育、培植學生跨域學習，並將文化藝術融入通識

【跨領域修課統計】

課程-表演藝術，透過全面且多元表演藝術之展演型
式及內涵，提升學生對表演藝術的欣賞能力，積極

本校在輔系、雙主修等修習人數尚不普及，100

營造藝術校園氛圍，提供學生多元學習藝術之機會。

至 104 學年度學生修習「輔系」以企業管理系最多

 與高中職課程銜接機制

為 10 人，再者為建築與室內設計系 8 人，平均每一
學年約有 8 人次學生選修輔系。修讀「雙主修」人

為了解高中職現有課程發展現況以及各項輔導

數自 100 至 103 學年度僅工業工程與管理系、數位

機制，建立高中職端與本校教師的溝通管道，使本

內容科技管理學位學程兩系學生修讀，合計為 5 人，

校教師更進一步了解系科專業基礎課程發展。以 105

104 學年度並無學生修讀雙主修。申請「校際選課」

學年度統計資料而言，其參與執行高中職課程銜接

的學生人數在 100 學年度有 108 人、101 學年度有

機制共有六個系，合作的高中職學校達 15 所學校。

45 人、102 學年度有 22 人、103 學年度有 12 人，

其銜接課程綱要之規劃，針對相關(類)群科合作

至 104 學年度僅有 5 人，人數逐年降低。

學校進行討論課程銜接單元，提供學生於專業課程

跨系跨學分學程部份由各學院統籌辦理，以整

學習能順利銜接，進而發展課程銜接教材作為教師

合各學院師資專長、教學資源、學生學習領域及培

課後輔導補充教材及補救教學之用。具體作法由系

養第二專長。在工學院部份開設光電半導體製商、

科銜接課程負責老師著手進行高職學校相關群科科

節能 LED 照明光電應用及數位建築實務應用等 12

主任及授課教師諮詢合作事宜，並至各高職學校了

個學分學程，管理學院開設行銷企劃、台商跨國經

解銜接課程綱要及授課內容，草擬銜接課程內容大

營管理及電子商務等 8 個學分學程，生活創意學院

綱，以提供後續課程內容參酌討論，廣邀高職學校

開設觀光旅遊專業英文、婦幼膳食營養照護、文化

教師蒞校共同研討與訂定銜接課程內容，並針對內

創意商品設計、化妝品科技事業行銷管理及旅運服

容之適當性及可行性進行評估檢討，最後依據銜接

務管理等 18 個學分學程，以提供學生多元跨領域整

課程授課大綱及內容檢討結論，開發編撰銜接課程

合實務學程課程之訓練，自 100 至 104 學年度修習

數位教材或發展課程應用教具。

學分學程人數達 22,685。
「跨院或跨系課程整合」課程以各學院負責規
劃開設，自 100 至 104 學年度平均每學期約開課 39
門，修課人數平均達 2,000 人(詳如表 10)。
表 10 「跨院或跨系課程整合」辦理情形
學年度
開課數
修課人數

100

101

102

103

104

26

28

32

47

60

1,176

1,446

1,334

2,527

3,719

資料統計日：每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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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並推動學校專任教師和業師共編實務性教材，
持續提升教師實務知能，藉以與產業界密切聯繫，
創造產學合作機會。

 產業實作特色課程
本校針對產業碩士專班開設「產業實作特色課
程」
，於 103 學年度納入正式課程，並逐年增加開課

【實務課程】

類型與課程數，以提供學生多元修課選擇。結合產
業界專業實務與管理人才需求，透過產學合作方式

 就業學程

增進產業實作特色課程。103 學年共開設 17 門相關

就業學程規劃係由校內授課教師講解課程理論
部份，搭配一位業界師資傳授實務技術，並結合校
外參觀使學生更瞭解產業界現況與需求，強化就業
媒合機制。100 至 104 學年度開設就業學程共計 79
件，課程總數達 386 門。

課程、修課人數為 162 人，104 學年度開課數增加為
22 門，修課人數為 145 人。

【師資培育課程】
 專任教師結構

 業界專家協同教學

師資結構方面，分別有 2 位教授與 3 位副教授，

本校業界專家協同教學實施方式分成「標準協

共計 5 位專任教師。其中，3 位為國內師範校院的教

同教學(六週)」
、
「短期協同教學(三週)」
、
「專題演講

育博士，分別具有教育行政、教育哲學、青少年發展

(2 小時)」以及「畢業專題指導」四種，以加值學生

與輔導等專長。另 2 位教師則是具有美國的博士學

實務技能與就業競爭力。自 100 至 104 學年度，平

位，一位為課程與教學的專長，另一位則為教育心

均每學期約有 1,335 門課採「雙師（學校專任教師與

理學的專長。

業界教師）授課方式」進行，由專任教師的「理論講

 課程學分與修課人數

解」與業師的「實際產業應用說明」
，豐富課堂教學
內容，並與產業需求密切接軌，達到理論與實務並
重的教學目標，提升學生務實致用的學習成效(詳如
表 11 業界專家協同教學課程數/課程時數統計
學年度
課程數
授課時數

100

101

102

103

104

896

1,333

1,485

1,372

1,588

4,046

5,512

7,903

6,843

6,393

資料統計日：每年 7 月

依據教育部核定名額本校每年招收師資生為 58
名，在校課程修習至少需包含專業必修 18 學分及專
業選修 26 學分，教育基礎課程及教育方法課程超修
科目學分數可列入選修課程科目學分數計算。
近年來本校通過教師檢定人數約 15 至 40 人之
間，如以應屆畢業生人數計算通過教師檢定的及格
率，大約在 40%至 60%之間，與國內私立科技大學
中等學校教育學程學生教師檢定及格率約略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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雲端數位學習
 iLMS 數位教材數及使用情形
本校 iLMS 行動學習平台是整合線上課程、社

進修部網路課程則以二技學制為主，開設於單

群經營、學習歷程、課程地圖與部落格於單一系統，

日到校上課班級，並因應在職人士進修需求，整體

提供教師、學生簡潔的學習操作平台。各學年度總

開課數及修課人數亦呈現微幅成長，學校另排訂 6

開設課程數平均約在 7,300 門以上，教師上傳數位

週節次，供當學期網路課程修課同學返校參加課堂

教材電子檔案數量達 5 萬件教材數，全校學生登入

教學討論，其平均網路課程修課學生比例為 48%。

iLMS 平台瀏覽使用教材次數達 2 百萬次以上的瀏

 磨課師課程資源

覽人次。
MOOCs(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 又 稱 為

 網路遠距教學課程資源

「磨課師」，也就是「大規模開放式線上課程」，透

本校日間部網路遠距教學課程，自 100 至 104

過網路把課程開放給大量線上使用者參與學習。學

學年度共開設 262 門，課程內容以通識課程及專業

習者經註冊課程後，可觀看教師的教學影片，並輔

共同知識課程共 37 類課程為主。每門課程每兩週執

以測驗及作業與學生互動交流，教師可以透過線上

行同步視訊會議線上 Office Hour，由授課教師主持，

學習平臺掌握學習者的學習成效。103 至 105 學年

每位同學須參與視訊會議就兩週課程進行討論。

度本校共開設 6 門磨課師課程，修課學員人數從
3,400 多人成長至接近 7,700 人，平均完成修課學生
數比率為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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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推廣教育
【產學專班】

【民眾職業訓練課程】

 產學攜手暨雙軌專班

 在職(失職)職業訓練課程

為縮短學校育才與產業需求之落差，本校配合

近年來本校辦理失業者職業訓練班以托育人員

教育部「產學攜手合作計畫」
，期望經由產學合作及

專業訓練班為主，在充裕的教學師資與設備環境下，

產學聯盟等措施，結合共用雙方資源，發揮「做中

提供完善的訓練課程。本校亦接受公共工程委員會

學、學中做」特色，達成務實致用之目標，培育產業

委託辦理工程從業人員品質管理教育訓練班級回訓

實務性人才，共創雙贏局面。自 97 學年度起招收產

班、內政部營建署委託辦理工地主任訓練班級回訓

學攜手專班學生，其辦學績效優良，深獲教育部、家

班等課程，平均每學年度在職訓練課程部份約開設

長、學生與事業單位的認同與支持 (詳如表 12)。

21 門、修課人數 714 人，失業在職訓練課程部份約

 技能檢定術科輔導班

開設 11 門、修課人數 529 人。

本校針對校、內外人士辦理技能檢定術科輔導

【社區終身學習課程】

班，以協助學習專業技術能力並取得專業證照，提
升就業競爭力。校內開設班級數與修課人數皆逐年

 市民學苑課程

提升(詳如表 13)。
本校開設市民學苑課程包含社區休閒、藝文推
廣班，如音樂欣賞班、美術欣賞班、社區繪畫班、書

表 12 產學攜手暨雙軌專班辦理情形

法班以及肢體表演等。自 100 至 104 學年度統計其

(每學年度上學期人數計算)
學年度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班級數

23

22

29

34

31

34

修課人數

530

549

711

918

820

936

資料統計日：每年 10 月

課程學員人數發現逐年呈現遞減趨勢(詳如表 14)。

 推廣教育學分班
本校辦理推廣教育學士及碩士學分班，以本校
現有學制招收隨班上課之校外人士，多半修課學員
因工作需要或考取專業證書而進修相關課程，或提
升自我學習專業課程。

表 13 技能檢定術科輔導班辦理情形
學年度
校內
校外

班級數
修課人數
班級數
修課人數

102

103

表 14 市民學苑課程辦理情形

104

21

31

50

學年度

100

101

102

103

104

725

932

1,439

班級數

6

2

0

27

35

36

37

34

195

47

0

1,589

1,910

1,831

1,712

1,477

資料統計日：每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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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員人數

資料統計日：每年 7 月

並加速其研發成果之產出，各系教師可將研發成果
依據校內辦法申請發明、新型、設計等專利以保障

產學合作

研發成果，並與廠商合作將技術移轉於產業界，活
化研發成果，達到產學交流成長，促進產業技術升
級及提升本校產學競爭力。

本校創校之初以理工科系為主，奠定穩固的產
學研發基礎，並以親產業環境之產業連結大學為定
位，強化校內外資源及產官學資源整合，協助產業
技術升級及研發。並在本校研究發展處負責統籌整
合相關資源與推動之下，成立各專責科技中心以促
進產學合作執行能力，提升產學合作績效，並依各
系特色及技術發展與大高雄地區產業全面對焦，使
學校教育能與產業技術結合，建立區域產學連結之
特色。
在執行政府、企業及法人等其他機構所委託研
究、(檢)試驗、委訓等產學合作金額部份，近 3 年產
學合作總經費每年均超過三億元之成果。此外，本
校近五年內四度榮獲技職體系「爭取企業機構產學
經費與效率」績優校院第一名，84 至 105 年 11 度
榮獲中國工程師學會頒發產學合作績優單位獎，101
年榮獲教育部「研發經費來自企業金額」、「開創智
財收入」績優校院，整體產學績效深獲各界肯定。
未來本校產學合作策略將持續推動校內先期型
產學計畫，累積教師產學經驗，並強化教師產學媒
合機制，以產學教學、優質企業交流、開辦就業學程
及產業學院等方式與業界建立更緊密的互動關係，
推動各系及各科技中心跨領域合作，籌組產學研發
與創新團隊或建立跨校研發團隊為重點，強化產學
創新研發、成果應用及人才培育成效，提升整體產
學合作績效，並促進整體研發成果能產生最大效益

106 年度問責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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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學合作與研究計畫
本校每年產學合作成果豐碩，自 100 至 105 年

 產學合作計畫執行情形

度產學合作來自政府單位之件數平均每年約有 128
為與產業技術密切結合，整合院、系、所及學
程之產學研發能量，聚焦區域產業發展趨勢，發展
學校產學連結特色，除了透過研究發展處及產學研
發總中心協助推動產學實務連結業務，另設置超微
量研究科技中心、營建科技中心、工程研究科技中
心、電機科技中心、產業策略發展中心及休閒產業

件，金額約在 1 億至 1.5 億元之間。公民營合作案
件數占最多數，每年產學金額占整體金額自 100 年
度的 44%，至 105 年度已逐年提升為 58%左右，顯
示本校與區域產業合作關係愈趨緊密。其他單位之
產學合作金額則僅占整體金額 10%以內，合作件數
約為 65 件左右(詳如表 15)。

創新中心等 6 個科技研發中心， 其中有 4 個中心為
TAF 認證實驗室。以科技中心為核心，與各系所產

本校教師投入產學計畫執行之人數至 105 年度

學研發能量結合下，緊密與區域產業連結，以技術

達 185 人，占整體專任教師約 45%左右，其中，以

服務產業並促進產業成長，提升技術能力與產學競

工學院教師與產學連結較密切，生活創意學院及管

爭力，持續發展研發與產學合作特色重點，落實科

理學院較難爭取產學計畫，未來將以跨院連結方式

技整合的技職教育目標。

共同投入產學計畫為推動產學之方向。每年本校產
學合作之單位以公民營企業占最高比率，每年平均
約有 500 家的合作數量(詳如表 16)。
表 15 產學合作件數與金額統計

年度
件
數
(件)
金
額
(元)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政府單位

181

138

115

124

111

97

企業單位
法人及
其他單位

444

502

391

610

684

977

46

61

40

69

59

118

政府單位

154,766,562

113,942,252

154,034,000

130,843,000

100,241,029

91,200,740

企業單位
法人及
其他單位

143,081,771

122,165,086

128,750,000

147,055,000

163,862,140

165,728,725

23,461,510

20,315,312

9,695,000

10,726,000

16,892,138

26,330,938

資料統計日：每年 12 月
表 16 產學合作企業數與參與教師人數統計
年度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產學合作企業數

400

428

348

513

608

662

教師參與人數

124

145

138

144

170

185

資料統計日：每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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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部專案研究執行情形
除了論文著作與專利，能爭取獲得科技部專案
計畫的件數與經費，也是一所大學科研能力的展現，
本校 100 至 105 年度教師承接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
數與金額，以工學院執行科技部補助各類計畫案(含
一般型研究計畫、產學合作研究計畫及各類專案計

提供安全與精確的數控程式設計，並結合多軸複合
化工具機彈性製造技術，深耕高附加價值產品的智
慧機械製造技術，目前已逐漸建立精密機械設計與
加工智慧化之產學特色。
打造亞太地區文物修護特色：本校文物修護中心

畫等) 占全校研究成果績效一半以上的比例，而管

致力於文化資產保存修復科技之研發，經過多年耕

理學院及生活創意學院亦維持穩定的研究績效。

耘已成為國內文物修復重要代表。且因與國際接軌
經驗豐富，已建立國際交流平台，積極促進文保人

為持續提升本校教師研究績效成果，自 100 學
年度起實施「教師執行各項計畫減少授課鐘點實施
要點」
，給予執行各類計畫成效績優之教師減少授課
基本鐘點之獎勵，並於 101 學年度通過「教師研究

才國際交流，拓展與國際企業進行跨國產學合作，
建立了多元的國際交流管道，在不斷推廣文化資產
保存修復的成果及相關經驗下，已逐漸打造臺灣成
為亞太地區文化資產保存修復重鎮。

績效榮譽狀頒發要點」
，使研究績效優良之教師可於
5 年內免教師評鑑。

建立環境及食品技術研發與檢測特色：本校超

在本校「教師教學研究服務獎勵辦法」等相關

微量科技中心首先建立國內環境及食品公害溯源系

獎勵措施的持續推動下，激勵教師踴躍投入科技部

統，已建立一套先期模式。對於新興污染物如抗生

補助之各類計畫申請案，積極爭取計畫經費與研究

素、熱解鎮痛劑、農藥、環境荷爾蒙及其他污染物的

資源，進而提升本校整體學術研究水準。

檢測，訂定開發流程及測試步驟、建立儀器分析參

 產學合作特色

數和最佳化條件，配合環境樣品進行方法測試。並
與高雄長庚醫院合作進行環境新興污染物與大腸癌

本校產學合作經過多年的推動、紮根與相關策
略的推動下，已逐漸建立特色，其中在精密機械、文
物修護及環境與食品等領域已具備相當規模及特色。
精密機械智慧化特色：利用智慧機械(機器人)、

相關性研究、血液與組織中多環芳香族碳氫化合物
嗨硝酸及亞硝酸鹽之方法開發、檢測與臨床表徵。
在食品方面則提供食品 TAF 認證檢驗服務，並加強
檢驗技術的開發，朝向提供即時、快速的檢驗成果，
同時蒐集國際最新資訊，針對未來可能規範之項目

物聯網、大數據進行先進製造與服務，帶動產業朝
向設備自動化、工廠智慧化、系統虛實化發展。並結

進行檢驗技術研發，藉以守護國人居住環境及食品
食用安全。

合航太與醫療器材產業，應用智慧機械聯網技術（包
括數據雲端化、設備自動化、系統虛實化）
、利用線
上量測系統、實體切削模擬驗證與虛擬誤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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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利
【教師專利與技轉情形】

 創新育成績效
本校每年以 3 億餘元的產學合作能量投入在八

 教師專利

大中心以及三大學院 21 個系所，以奠定整體研究發
以教師申請專利且已領證為統計範圍，自 100

展基礎，並於本校生活創意大樓設置「育成中心」及

至 105 年度本校整體專利件數維持一定的數量(詳如

新建「產學營運中心」
，積極將學校教學與產業實務

表 17)。其中，新型專利占大部份，發明專利由於審

技術結合、提供師生創新創業環境、簽訂策略聯盟

查較為嚴謹且時間較為長久，故數量較少。此外，通

合約或產學合作協議書：包括人才培訓、舉辦研討

過且領證之專利於民國 101 年開始皆有與產業界合

會、實習進修、諮詢顧問、檢測支援、貴重儀器使

作進行技術移轉，以促進學校與產業界之交流，將

用、產學合作、專利開發、技術移轉、以及提供實習

專利轉化為有實質可行的製造技術，再移轉給廠商

崗位及就業職缺等合作事項，建立多元與多面向的

或成立新創事業，提升專利活化之價值。對於已具

合作群體，以強化競爭優勢。

商品化技術的專利技術組合，確實最受到業界廠商
透過專責單位，有系統地強化產學合作之管道，

之青睞，除強化產業技術升級，亦增加本校研究能

有效整合商學、管理、工程科技、技術推廣及資訊等

量、提升整體教研績效。

相關能量，並結合技術授權中心，推動企業育成與

 教師技轉與授權

技術移轉相關業務。自 101 年度開始協助育成廠商

本校技術移轉件數每年皆有 40 件以上，其技術

進駐，於 102 年度其進駐率已達八成，並陸續調整

移轉金額亦有穩定之表現，並將技術移轉金回饋投

整體營運管理與進駐辦法，101 至 105 年度之間共

入於校內發展，以提升教師研發與教師教學成效，

育成廠商數達 94 家。

研發成果則融入於教師教學中，使學生能吸取寶貴
經驗，幫助學生瞭解產業需求，提升學生就業競爭
力。

表 17 發明及新型專利數統計
年度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發明專利

2

7

10

17

12

15

新型專利

41

48

31

49

53

43

專利數合計

43

55

41

66

65

58

專利授權數

0

5

6

8

5

7

資料統計日：每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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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生資訊
教育部為使高中職的學生能有更寬廣的升學
選擇，以發揮自我的興趣與專長，規劃出多種升學
管道。本校為技職體系之科技大學，學制的種類有
研究所、四技、二技、產學攜手專班、雙軌專班、進
修專班二專等，規劃多元學制以提供社會各教育階
段、年齡層、上課時段、入學方式等不同學習需求。
目前本校學生共有 18,000 多人，其中，博士班、
碩士班的學生來源，除其它大學應屆畢業生之外，
有相當多的學生是本校畢業生直
升研究所。
日間部四技學生來源以高中
生與高職生為主，進修部四技學生
來源近年來則以獨立招生為主要
招生方式，學生以高職生為主，少
數為高中生；進修部二技學生以二
專應屆畢業生為主，其中包含本校
學生直升；在職專班碩士班學生則
多以業界人士且具備產業界工作
經驗者。
全校各學制總註冊率自 100 學
年度的 71.94%，至 105 學年度全校
各學制總註冊率達 95.41%。隨著核
定名額逐年下降，但亦能將整體註
冊率達到 9 成以上，顯見本校對於
招生工作不遺餘力。
106 年度問責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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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出生人口與本校錄取情形
年度達到最高點 101,806 人，但 101 學年度減少了

 全國出生與報考人數統計

6,194 人，且錄取人數則逐年下降，105 學年度錄取
根據內政部統計處內政統計查詢網的資料顯

人數為 81,024 人，較前一學年度減少 8,298 人。

示，83 年 8 月至 84 年 7 月的總出生人口為 330,332
人，是此次統計之最高值(對應其就讀大專院校之

最後，以錄取率來看，所呈現出來的趨勢與前

102 學年度)，此後的全國出生人口數雖然期間有些

二項有所不同，96 學年度的錄取率為 58.8%，105 學

對應學年度人數稍有成長，但整體趨勢仍呈現下滑，

年度的錄取率為 63.8%，整體趨勢呈現微幅上升的

出生人口在 99 年 8 月至 100 年 7 月之間對應未來

現象。究其原因應是報考人數降低，但學校所需招

就讀大專校院入學年

生名額不減的情形下所產生的結果。

度為 118 學年度，人口
僅有 179,051 人，係出
生人數最少的一年。其
中，對應 106 學年度的
出 生 人 數 為 276,658

出生人數
350,000
320,000
290,000
260,000
230,000
200,000
170,000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入學學年度

人，較前一學年度的

圖 3

近年全國出生人口變化趨勢圖

301,323 人減少 24,665
人，又對應 109 學年度的出生人數為 248,528 人，
較前一學年度的 288,660 人減少 40,132 人，是整個

表 18 全國歷年報考人數及錄取率統計
學年度

報考人數

錄取人數

錄取率

96

153,255

90,148

58.8

97

161,941

98,412

60.8

依據技專校院招生策進總會的資料彙整 96 至

98

156,516

96,758

61.8

105 學年度全國報考四技二專的考生人數分析(詳如

99

161,292

99,397

61.6

100

169,038

101,806

60.2

101

156,577

95,612

61.1

102

145,452

93,500

64.3

103

148,336

93,841

63.3

104

143,143

89,322

62.4

105

127,050

81,024

63.8

統計期間出生人數落差最大的兩個學年度(如圖 3)。

表 18)，其報考人數自 96 學年度為 153,255 人，到
100 學年度增加為 169,038 人，但到了 101 學年度報
考人數則銳減至 156,577 人，之後各學年度報考人
數 則 呈 現 下 滑 趨 勢 ， 105 學 年 度 報 考 人 數 只 剩
127,050 人，較前一學年度減少 16,093 人。
再者，從錄取人數來看，與報考人數的增減趨
勢相當，96 學年度錄取人數是 90,148 人，到 100 學

32

｜正修科技大學 CHENG SHIU UNIVERSITY

資料來源：技專校院招生策進總會
說明：本表資料之招生管道包含四技二專推薦甄選、四技二專
技優入學及四技二專日間部聯合登記分發。

 各系組招生錄取最低分與最高分 PR 值
依據本校 104 及 105 學年度各系組在聯合登記

訊工程系在資電群。工業工程與管理系則是在商管
群的 PR 值表現較好；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則是在土
木群與設計群的 PR 值皆表現不錯；電子工程系是

分發管道中錄取分數分「總成績」及「專業」二類，

工學院中在兩個學年度變動招生群(類)別最大的

相對於全國所有校系組之 PR 值，此 PR 值計算的基

系，並在資電群的 PR 值表現較好。

準分為 10~100 共 10 等分。其中，部份招生(群)類有
更動者，如國際企業系之變動係因其國際經營組在
105 學年度不再招生，其他系組變動則考量學生來
源因素而調整。

管理學院中四個系 PR 值表現皆集中在商管群
的表現最好。生活創意學院中，與其系組性質最接
近的群(類)別招生之 PR 值較高的有時尚生活創意設
計系在設計群、觀光遊憩系在餐旅群、幼兒保育系

從 PR 值與招生群(類)別之間相互比較來看，工

在幼保群、化妝品與時尚彩妝系在生活群、休閒與

學院中各系組大多在與其系組性質最接近的群(類)

運動管理系在餐旅群、餐飲管理系在餐旅群。數位

別招生之 PR 值較高，如土木與空間資訊系在土木

多媒體設計系則是以商管群的 PR 值表現相對較好；

群、機械工程系在機械群、電機工程系在電機群、資

應用外語系分別在商管群、英語群及餐旅群招生，
各群(類)別的 PR 值表現大致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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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來源
 新生縣市分佈
依據本校日間部入學新生戶籍所在縣市統計，
其中，高雄市、屏東縣、臺南市、嘉義縣、臺中市、
台東縣為本校前六大新生來源，占整體新生人數的
90%以上，未來將針對地區差異擬訂招生策略，以有
效分配招生資源。

 新生身份別
以 105 學年度全校新生身分別統計分析，一般
生人數占 97.54%為主要身份類別，其次分別為身心
障礙學生占 1.14%、原住民學生占 1.07%、外國學生
占 0.12%、僑生占 0.05%、大陸學生占 0.05%，以及
退伍軍人占 0.02%。

 新生畢業學校來源統計
以日間部四技學制為例，進行本校學生畢業學
校來源統計分析，其前十大高中依序為私立中山工
商、私立樹德家商、私立立志高中、私立三信家商、
國立鳳山商工、市立中正高工、市立高雄高工、私立
復華高中、國立岡山農工、市立海青工商。

入學管道
 新生註冊率

 新生入學方式統計

本校學制眾多，對於不同學制皆有不同的招生

本校新生入學方式，以聯合登記分發近 6 年所

策略，全校整體新生註冊率近年來皆維持在 9 成以

累積人數為 11,960 人最多、單獨招生-一般單獨招生

上，整體招生策略有效體現於本校招生績效。

人數累積人數為 7,701 人次之、甄選入學累積人數
為 4,189 人再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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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財務狀況的穩健運作是學生安心就學的保

財務資訊
本校秉持穩健規劃財務之理念，遵循教育及

障，也是學校辦學之根基，故以財務結構的允當性、
短期償債能力及賸餘現金償還流動負債能力等項目，
藉以說明本校財務結構是相當穩健的，財務運作狀
況透明且禁得起利益關係人及社會大眾的檢驗。

會計相關法規，以支援教學、研究及維持校務發展
為宗旨，密切配合校務發展需求及本校內部控制制
度實施，規劃運用有限預算發揮最大效益，提供正
確會計及財務資訊，以利資源配置決策及校務推展，
達成健全校務發展整體目標。並將財務資訊揭露於
本校網站，以公開透明方式供社會大眾及校內教職
員生閱覽，以瞭解本校財務狀況及經營效益，並強
化對學校之信賴與監督。
在精進師生教學品質、學習環境及學習資源部
份，本校積極開發外部經費來源，除爭取教育部校
務發展計畫，例如獎勵科技大學及技術學院教學卓
越計畫、典範科技大學計畫及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計
畫，並積極辦理產學合作，從民間部門挹注更多教
學資源及提供學生實務學習機會，透過產官學界三
方合作與努力，本校學生得以獲得更優質的教育環
境及資源。
在財務收入來源與支出項目方面，學雜費收入
為學校辦學經費最重要的命脈，外部資源部份，產
學合作收入與補助及受贈收入也是本校辦學經費重
要來源；而教學研究及訓輔支出為本校辦學最主要
的支出項目，其金額約等於學雜費收入，實符合取
之於學生用之於學生之精神；此外，為推動學校執
行各項計畫使其校務運作更加順暢，相關行政管理
支出是第二大支出項目；而為推動實務教學並與業
界密切合作的產學合作支出也是本校重要支出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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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公開資訊
【財務收入來源與支出項目】

 支出項目統計
本校在 100 至 104 學年度平均總支出約在 19 億

 收入來源統計

元且逐年增加之趨勢，其中，最主要支出為教學研

本校收入來源在 100 至 104 學年度平均收入約
20 億元，其中，主要收入為學雜費約占總收入 65%，
在 104 學年度達 14.6 億元，顯示本校招生情況穩
定；另產學合作收入平均約占 17%，惟 104 學年度
下降到 14.2%，此項收入來源可觀，說明本校重視實
務教學，強調與產業界合作；第三大項收入為補助

究及訓輔支出約占總支出 67%，說明本校相當重視
學生教學研究及輔導，此項收入與學雜費收入相當；
第二大項支出為行政管理支出約占 15%，係配合各
項行政及計畫之進行所產生之管理支出；第三大項
為產學合作支出約占 13%，惟 104 學年度下降至
10.11%，但金額仍達 2.12 億元。

及受贈收入，近幾年有成長趨勢，約占 14.13%，其
收入來源主要為教育部獎勵補助款、教學卓越計畫

 教學資源經費比

及典範科技大學計畫，說明本校辦學以學生學習為

經費比為每位學生享有的經常門費用，通常值

主體，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成效皆受到肯定與補助。

越高代表學校投入的資源也越多。本校自 100 至 104
學年度平均學生獲得教學資源經費約每人 11 萬元。

經費補助
自 95 年度至 106 年度連續 12 年榮獲教育部「獎

 各項計畫經費補助

勵科技大學及技術學院教學卓越計畫」經費補助合
近幾年本校持續不斷爭取外部各項競爭型計畫
的經費補助，每年約有 2 億元的補助經費成果，以
精進本校軟、硬體設備與教學環境，並提升教師專
業成長及發展學生多元學習。

計 5.8 億元，100-101 年度更榮獲教育部教學卓越計
畫全國最高金額之補助。「發展典範科技大學計畫」
自 102-106 年連續榮獲教育部經費補助合計 2 億
9,400 萬元 (詳如表 19)。

表 19 計畫經費獲教育部獎勵補助情形
計畫名稱

單位：元

103 年度

104 年度

105 年度

106 年度

私立技專校院獎勵補助

61,245,347

66,893,655

72,066,370

69,239,551

教學卓越計畫

55,000,000

55,000,000

55,000,000

55,000,000

典範科技計畫

60,000,000

60,000,000

60,000,000

54,000,000

2,050,004

1,200,000

1,200,000

50,000

178,295,351

183,093,655

188,266,370

178,289,551

區域教學資源計畫
合計

資料統計日：每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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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化
一直以來，本校積極營造友善環境、校園國際
化及多元化教學的經營，使行政與教學環境具備吸
引國際學生的優勢，依據學校發展特色對外招收國
際學生，除了利用獎學金制度外，持續加強校園軟
硬體設備與教學資源，以營造吸引更多來自各國的
外國學生、僑生、港澳生及陸生來校就讀的特色。
本校設置專責國際交流單位推動相關國際接軌
工作，整合全校性國際學術交流合作事務，並落實
國際文化與學術交流的教育目標，作為國際高等教
育橋樑，有效推動本校國際化，促進國際交流。並設
有「外籍生輔導組」及「境外事務組」
，務求發展國
際化教育，鼓勵具潛力之優秀國際學生至本校留學，
增進對國內學術研究；並積極拓展對外關係，促進
與外國政府、學校、文教機構及團體單位，進行教育
學術交流與合作的關係。
此外，為落實國際文化與學術交流的教育目標，
以及促進學生國際移動力及提升校園國際化，本校
積極推動相關國際學術交流合作事務，吸引國外學
者進入本校，進而衍生學術交流及簽署姊妹校的合
作機會；並協助提供資源、積極鼓勵教師參加國外
各類型會議，包括出國進修、客座及研習課程等。
未來，持續推動與新南向、歐美和海峽兩岸等
國家知名學府締結姊妹校，每年達 5 間以上學校與
本校締結，提升師生國際交流及跨國產學合作之機
會。透過國際合作計畫的執行，創造本校與各國當
地知名學府進行接觸、訪談，利用系所間的合作「共
享國際資源」
，提升本校國際辦學知名度。
106 年度問責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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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語授課與檢定
【外語課程與活動】

【外語檢定】

 使用英語教材課程數

 通過外語能力檢定人數

為提升學生語文學習能力，本校在每門專業課

目前本校設定的英文畢業門檻，以非應用外語

程部份，皆由授課教師編撰並校對、建立專有名詞

系學生英文畢業門檻為 CEFR A2 等級，相當於英文

中英文簡易對照表，以精進學生職場的專業外語應

檢定初級。此外，針對成績優異學生分別開設英文

用能力。在外語授課部份，100 至 105 學年度主要授

檢定中(高)級班，協助英文能力較佳的學生通過英文

課語言為英語的課程數總計有 3,852 門，平均占實

檢定，建立以學生學習為主體的教學環境，使學生

際開課總數的 10.61%。除了再持續發展以英語課程

在校培養各領域專業技術能力外，亦協助取得未來

授課外，並鼓勵學生能踴躍學習英語，以英文教科

職場上看重的語言相關證照。100 至 104 學年度參

書為學習教材，提升自我語文之能力。

加英檢測驗人數共 13,179 人次，通過英檢測驗人數

 外語授課課程數

共 9,052 人次，通過率為 68.69%。

本校從 96 學年度開始，鼓勵各系所專任教師以

為提升學生語文能力，自 104 學年度開始，透

全英語方式授課專業課程，除了能讓學生增進對本

過語言學習中心協助提供開設大一精英班，以輔導

科的專業知識，同時透過全英語化教學專業課程，

學生通過英文檢定中級為目標，實施至今，整體學

以精進學生的語文能力。自 100 到 104 學年度平均

生在接受完培訓課程後，約有超過 8 成學生可通過

近 30 門課程採用全英語化的教學方式進行授課。

中級檢定之成效。

由於多數外國交換學生是選擇修習管理學院的
相關課程，使得管理學院每學年全英語化教學專業
課程的課程數逐漸增加，尤其，經營管理研究所每
年申請來校就讀的正式學位外國學生人數持續增加，
亦使經營管理研究所的任課老師開始選擇全英語化
教學，以減輕外國學生在課程學習的壓力，並訓練
其他本地生的英語聽力與溝通能力。
此外，本校所開設外國語言課程部份，以英語
開設的課程數平均為 696 門，占 10.67%；日語開設
的課程數平均為 51 門，占 0.78%；最後，以西班牙
語開設的課程數平均為 3 門，占 0.04%最少。

38

｜正修科技大學 CHENG SHIU UNIVERSITY

外籍生
 外籍學生(學位生)

University 及泰國姐妹校東亞大學，每學期固定選送
短期學生至本校進行一學期研修課程。並且在政府

本校外國學生大多數來自於新南向的國家，包
含泰國、馬來西亞、越南、新加坡及菲律賓等國家，
另還有來自於日本、蒙古、烏克蘭、宏都拉斯、瓜地
馬拉、尼加拉瓜、美國、加拿大及莫三比克等國家之

正推動新南向政策之下，本校積極與印尼、泰國進
行短期生之交流，並為本校注入當地之多元文化與
特色活動，使本校師生在校園內充分了解來自新南
向國家的文化與語言。

外國學生。
本校日間部外國碩士班短期生部份，至本校進
整體外國學生人數，以就讀本校管理學院學士
學位為最多，並選擇以管理學院相關科系為主，如
國際企業系、資訊管理系以及金融管理系等科系。
生活創意學院的外國學生人數也有明顯增加，外國
學生多以應用外語系、觀光遊憩系及餐飲管理系選

行修課取得學分之碩士生交換，多以大陸地區姊妹
校學生為主，其主要原因為大陸地區姊妹校開放所
有學生申請各學制之交換生，而印尼與泰國等往來
較頻繁的姊妹校則以十天以下短期交流的碩士交換
生來訪方式進行。

擇就讀。若以工學院來看，外國學生主要選擇就讀
的科系，多落在建築與室內設計系、資訊工程系及
機械工程系等科系。

除了以修課取得學分方式進行的外國碩士短期
交流生之外，本校長年與日本關西大學、早稻田大
學、立命館大學、香川技術學院，以及馬來西亞

碩、博士班日間部外國學生則大多數就讀經營
管理研究所為主，以及資訊管理研究所、機電工程
研究所、營建工程研究所等系所。

 外籍學生(短期生)
外籍生交流部份包含短期交流以及短期外籍生，
短期交流大多來自日本與韓國的學生，短期外籍生
主要來自大陸、泰國及印尼等三個國家，其中以大
陸學生最多。本校整體每學年度約有 100 位以上的
短期學生來本校取得學籍，並參加修課取得學分之
方式進行短期生交換，或是進行一般學術參訪交流
活動。
本校與印尼及泰國持續進行雙方交流並穩定發

Universiti Tenaga Nasional 等校，定期進行國際交流
活動。每學期皆有來自不同國家的碩士短期生至本
校，與本校碩士班學生進行學術交流活動，在多元
學術交流機會下，不僅能夠提升本校學生專業知識
能力外，並能增進本校學生外語溝通能力。

 僑生及港澳生人數
目前招收大學日間部僑生狀況，從 103 學年度
開始，本校僑生人數大幅增加，主要原因為辦理僑
生產學專班（電子專門）
。除了僑生產學專班之外，
104 學年度開始陸續招收其他科系僑生，目前本校
僑生及港澳生來源，包含泰國、印尼、越南、馬來西
亞、香港及澳門等國家。

展，自 103 學年度起，本校印尼姐妹校 Bin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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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交流
【國際交流與合作】
 教師參與國際交流
本校教師進行國際交流方式多以國外學者來訪
及交流合作為多數，以時間長短與目的作為區分，
可分為參訪(包含於校內舉行專題演講)、短期交換生
之隨隊教師以及客座教授三種，其中，參訪形式為
本校主要的國際交流模式。
透過聘請國外學者來校訪問與考察、學術演講
或發表論文，促成國際交流與合作，建立實質合作
關係，提供教師在國際間增加互動機會。蒞臨本校
參訪的國家主要來自大陸與日本，其次為菲律賓、
泰國及印尼等東南亞國家，歐美國家則占極少數。
隨隊教師交流多與大陸與東南亞短期生一同前來。

學生出國擔任交換生，並且每年舉辦海外研習心得
分享及作品說明會，以追蹤學生國際移動力之成效。
國際發表則以碩士生為主，鼓勵本校碩士生於
在讀期間完成出國發表或參與國際研討會之投稿、
發表，以增進學生出國進修交流之機會。並訂定「補
助研究生出席國際研討會發表論文獎助辦法」
，以提
升研究生參與國際性會議之意願。
本校碩士班參與國際交流人數，以工學院碩士
生參與程度最高，管理學院碩士生次之，生活創意
碩士班學生則無學生參與國際交流，其原因為本校
工學院各系所成立時間較為悠久，碩士生人數較多，
參與國際交流的學生人數亦相對較多。

 辦理國際學術研討會

締結姊妹校部分，截至 105 年度為止共與 23 個

本校積極參與舉辦或以協辦角色共同規劃相關

國家共 155 所學校、機構簽訂姊妹校。平均每年維

國際學術研討會，其中，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in

持 5 間以上的姊妹校合作，顯見本校在姊妹校間的

Science and Technology」研討會是日本關西大學與其

交流維持及開拓新姊妹學校與機構的用心。

姊妹校間輪流舉辦之理工領域國際研討會，參與學

 學生國際進修交流
本校積極推動大學日間部學生能主動參與各項
海外進修學習活動，特訂定「大學部學生赴國外大

校 包 含 本 校 以 及 泰 國 的 第 一 學 府 -Chulalongkorn
University 、 Thammasat University 、 馬 來 西 亞
Universiti Sains Malaysia 和日本關西大學，而本校於
2010 年及 2014 年為主辦學校。

學(機構)研習獎助辦法」，以鼓勵大學部學生參與各
項海外研習機會。並開闢學生多元學習管道，強化
與姐妹機構之合作關係，與日本關西大學及神戶情
報大學院大學、菲律賓 Lyceum of the Philippines
University 及 New England College 與泰國 CPALL 集
團與正大管理學院開設「企業海外見習實務」及「菁
英海外雙聯」課程，每年辦理海外見習課程及選送

在 100 至 105 學年度之間，本校共辦理了 33 場
國際研討會活動，包含各院、系參與辦理的「全球商
業經營管理學術研討會」
、機電所與醫學工程學位學
程「機電暨醫學工程應用國際研討會」
、應用外語系
「 科 技 大 學 英 語 教 學 國 際 研 討 會 」、「 Waseda
University-Cheng Shiu University Joint Seminar on
Civil Engineering」等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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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且顯現亮眼的辦學績效；舉凡教育部綜合評鑑、
教學卓越獎勵、發展典範科技大學、產學合作績效

校務發展與特色成果

等，都名列前茅。於今年度在遠見雜誌所辦理的
「2017 台灣最佳大學排行榜」調查，本校更是在多
項指標中名列其中，本校在全國大學註冊率表現高

本校本著「止於至善」校訓以及「務實創新、
追求卓越」之理念，在既有教學研究基礎與產學合
作技術之下，融合「創新」與「務實」
，連結「產業」
與「校園」
，展現學校務實創新特色，以達「教學卓

達 96.11%，排名全國第五名，甚至超越多所國立大
學且評比為全國最佳科大排名第八名，另針對學校
整體辦學聲望，在私校技職體系中本校獲得第 6 名
的好評，各項表現傑出。

越、產學典範、永續發展」之目標。故整體校務發展
策略包含了卓越教學品質、完善全面輔導、通識藝
文涵養之全人教育、產學研發、組織效能之提升、資
源規劃之完善、國際交流及校務研究與管理等，其
目的為追求學校永續之發展。
為協助學校能在具體精確的資訊基礎上，做出
適切學校整體未來發展之策略，並有效率地運作校
務治理機制。本校設置「校務研究與管理處」負責分
析與闡釋有關學生學習成效、學校績效與環境資料，
將資料整理成可引用之資訊，提升教學品質、產業
發展與招生行銷計畫相關規劃，提供給學校進行決
策及評鑑之依據，並將校務資訊傳播給大眾，以發
揮校務研究之最佳功能。
校務研究精準掌握學校內外部的各項條件，據
以規劃校務發展計畫，擬定策略及提出行動方案。
為落實檢核其執行成效，本校規劃多元管考機制，
包括校務評鑑、院系所評鑑、IEET 認證、統合視導、
年度訪視、研發中心每季會報、內控稽核；針對校務
發展計畫，則有每學期對每一行動方案執行管考，
以確保計畫落實執行。
在整體發展特色方面，本校形象卓著、具優質
106 年度問責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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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務發展
【校務發展與自我品保機制】
 校務發展指標
本校校務發展計畫共分為「學校整體發展策略」
與「系所專業發展方向」2 大部份。
「學校整體發展

導網絡，領航職涯發展」、「增廣產學合作，提升研
發創新」、「強化國際交流，拓展國際視野」、「精進
通識知能，落實全人教育」、「建構優質環境，提升
藝文素養」、「提升組織效能，完善資源規劃」以及
「提升校務管理，永續學校發展」。

策略」係基於「止於至善」校訓、
「務實創新、追求
卓越」理念以及本校 SWOT 分析，以融入校園永續
發展之概念，進而擬定八項整體發展策略，每一項
發展策略由行政單位負責推動執行，各處室則依據
發展策略擬定行動方案，並依行動方案列出年度重
點工作。

「績效管考機制」部份，主要由本校「校務發
展委員會」負責規劃與督導，本校秘書處與校務研
究與管理處協助彙整績效考評報告與進行計畫滾動
修正，以確保計畫執行品質與執行成果符合學校發
展願景。計畫管考結果，亦將作為本校各項政策調
整、預算編列及後續計畫擬定之依據。

 內部稽核與自我品保
建置內部控制制度之目的，在使各級主管知悉
內控目標，並將其納入學校治理與辦學理念中；使
學校各階層人員具備職務操守、法制責任觀念及風
險意識，具備履行其所擔負職務之知識與技能，並
遵循工作行為準則。本校在內控制度依據人事規章，
建立內部組織架構，有效的人力資源管理，財務的
有效控管，及教務、學務、總務、研發、圖書資訊及
國際交流等營運事項都有明確之作業內容與程序，
並重視風險評估、風險分析及回應機制，建立持續
改善與回饋機制。
執行面上，強化內部稽核功能，協助董事會、
「系所專業發展方向」部份則由各系參酌八項

校長檢核內部控制制度之有效程度，衡量學校法人

策略，訂定發展方向、行動方案與年度重點工作。期

及學校營運之效果及效率，適時提供改進建議。99

望透過行政與系所單位共同努力，以達「教學卓越、

年內控制度建置後曾做 4 次修訂。103 年 7 月接受

產學典範、永續發展」之目標。本校八項整體發展策

教育部「推動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內部控

略包含「確保教學品質，永續卓越教學」、「完善輔

制制度訪視輔導」
。內控稽核小組每年擬定稽核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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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定至少 12 項次實施稽核。稽核項目均包括人事事

104 年 5 月自辦 2 學院、12 系所、1 學位學程

項、財務事項及教務、學務、總務、研發、圖書資訊

外部評鑑，依校務評鑑及自我評鑑行政相關工作實

及國際交流等營運事項。

施計畫規定，本校於期限內繳交自我評鑑實施報告，

並訂有本校自我評鑑相關辦法，以作為評鑑組
織、運作、作業流程之依循，並透過指導委員會委員
的遴聘以促進本校評鑑之運作，在各項自我評鑑計
畫之擬訂與評鑑指標之研議，指導委員、評鑑委員

經由教育部認定小組委員進行審查，審查結果系所
自我評鑑「認定」
。校務評鑑由台灣評鑑協會辦理，
並由該會聘請委員蒞校進行評鑑，評鑑結果本校校
務類「通過」
。

之遴聘，評鑑工作人員之研習，實地訪視之執行，整
體流程之完備，經費、人力等行政支援，都能嚴謹規
劃，並周延適切的確實執行，以確認本校有自辦評
鑑之能力。
本校於 102 年度進行大學校院師資培育評鑑，
本校在中等學校師資類科評鑑結果為 3 項通過、2 項
有條件通過，整體評鑑結果為「通過」
。同年度本校
工學院 7 系所參與 IEET 工程教育認證，包括土木
與空間資訊系暨營建工程所、電子工程系所、機械
工程系暨機電工程所、電機工程系所、工業工程與
管理系所、建築與室內設計系及資訊工程系所，全
數通過認證。
近期則有教育部委託社團法人台灣評鑑協會辦
理「104 年度科技校院校務評鑑及自我評鑑計畫」，
校務評鑑由教育部實地訪評，系所評鑑由本校自辦
評鑑。另工學院 7 系所參與 IEET 工程教育認證，則
不在自辦評鑑範圍。
本校於 103 年 10 月辦理內部評鑑，包括校務行
政及專業類 2 學院、12 系所、1 學位學程，並外聘
「具高等教育教學經驗之教師，或專業領域之業界
代表」為評鑑委員，內部評鑑將由委員提供「優點及
特色」及「建議事項」
，供受評單位持續改善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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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成果
【計畫成果與獲獎紀錄】
 教學成果與產學績效
本校以重視實務教學，發揮「學用合一」的技
職特色，提升師生之實務知能，近年來辦理多項與
業界接軌之相關計畫，並積極提升學生學習品質與
成效。
立技職體系 4 次第 1 名，1 次第 2 名；101 年教育部
在推動產學合作，拓展師生研發能量部份，為

產學合作績效評量，本校獲 2 項績優校院，進榜率

聚焦區域產業發展趨勢，發展學校產學連結特色，

於公、私技職校院中與台灣科技大學並列第 1。專利

本校設有產學研發總中心及 6 個科技研發中心，其

與技轉績效方面亦逐年成長，103-104 年度發明及新

中有 4 個中心為 TAF 認證實驗室。

型專利數共計 133 件，技術移轉件數共計 89 件，技

84-105 年度本校 11 次獲頒每隔 1 年可申請之
中國工程師學會「產學合作績優單位獎」
；96-100 年
度在「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公布大
專校院產學合作績效評量，
「爭取企業機構產學經費

轉金額合計 2,506.4 萬元。

 近三年特色成果
(1) 強化實務技能，厚植學生就業力

與效率」達頂標學校指標(需符合「爭取企業機構產

為強化學生實務技能，厚植學生就業力，本校

學經費與效率」、「企業部門資助產學合作經費」達

推動「31 證照計畫」
，要求學生畢業前擁有 1 張英文

頂標且經費大於 4,000 萬元之條件)中 5 年內榮獲私

證照、1 張電腦技能證照、1 張專業證照共 3 張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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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畢業證書。另外，加強推動學生參與多元技能競

另外，本校於 102 學年度各系全面推動校外實

賽，充實實務技能並促進專業知識之累積，培育產

習課程列為必修課程，於 105 學年度畢業之實習率

業應用與實務技術人才。學生取得證照部份，103 年

為 100%。並持續由校外實習中心，協助各系擴展實

度取得證照 6,819 張，104 年度取得證照 8,525 張，

習機構交流與實習工作崗位、強化校外參訪、校外

105 年度取得證照 8,007 張。

實習等方式，提供職場學習機會，另設立學生實習

參與競賽部份，103 年度取得國際發明展 33 面
金牌、21 面銀牌、16 面銅牌、12 面特別獎；104 年
度國際競賽取得 37 面金牌、34 面銀牌、43 面銅牌、
13 面特別獎；105 年度國際競賽取得 1 鉑金 31 金
35 銀 20 銅 6 特別獎。

績優獎勵金，鼓勵學生赴業界實習取得職場實戰力，
增強實務技能並體認職場環境，103-105 年度共遴選
62 位學生頒發實習績優獎勵金。
(2) 實務經驗導入教學，精進教學品質成效
本校為增進學生學習成效與教師專業成長，教

此外，在課程上以連結產業需求為主體，由院

務處設立「教學發展中心」( Center for Teaching and

系依產業需求發展特色，並依各系所修訂之課程證

Learning Development, CTLD )，提供教學諮詢與相

照地圖，強化學生基礎核心和實務研發能力，據以

關教學資源服務，改善教學品質，精進教學發展。定

持續推動實務課程，落實實務教學，將實務經驗反

期實施「期中教學回饋意見」與「教學評量」
，作為

饋至教學課程中。包括：「實施千人業師計畫」，每

改進教學之參考，以確保教學品質。

學期每位老師邀請 1 位產業界專家實施 2 小時課堂
之鐘點演講。「落實產業專家協同教學課程」，規劃
以全學期授課總時數之 1/3 為原則，採本校教師與
業界專家雙師資共同授課的方式，藉由業師豐富的
實務經驗與授課內容，實現理論與實務並重之教學
目標。「業師協助指導學生專題製作」，邀請業師協
助指導學生專題製作，達到全校每系每班每組專題
製作 100%都有業師參與外，並落實業師參與專題考
評機制，每系專題考評需邀請 1/3 的業師協助指導。

本校亦鼓勵教師參與教師教學成長社群，成員
可為同領域或跨領域教師夥伴，透過小組互動、同
儕切磋，提升彼此在教學及研究領域之成長。103105 年度成立 91 組跨領域社群，參與教師人數達 774
人次，每組社群邀請該領域之專家蒞校演講，藉由
業師分享的實務經驗，精進教師知能。105 年度起擴
大獎勵表現優異組別，由原先選拔 5 組卓越社群，
增加名額評選出 4 組卓越社群及 6 組績優社群，擴
增教師教學成長社群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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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為協助教師提升產學合作及實務能力，

生對課程與未來職場的關聯產生概念。目前各教學

本校鼓勵教師赴公民營機構實務研習。相關包括：1.

單位(含研究所)課程地圖與證照學習地圖建構已

深度研習：配合教學領域及重點特色，由二至五位

100%完成(http://120.118.215.118/csms/)，做為 103-

同校組成研習團隊，與公民營機構共同訂定研究主

105 學年度新生入學課程規劃依據。全校課程大綱

題，進行為期三週至八週之研究或實驗活動，並於

於加退選前上網率亦為 100%。以協助學生充份掌握

研習後將所學轉化為課程實務內容。2.深耕服務：教

選課相關資訊。

師至業界進行服務半年或一年可帶職帶薪之全職深
耕，於研習結束後，將成果融入教學活動，指導學生
實作專題，表現優良者，擇優敘獎。103-104 學年度
辦理教師赴公民營機構研習，深耕服務 30 案 30 人
次，深度研習 40 案 126 人次。

此外，本校提供師生利用行動載具使用及存取
相 關 資 源 ， 建 置 包 括 ： MVOD 行 動 電 影 院
(http://imod.csu.edu.tw/)、EBOOK 雲端書櫃及電子書
(http://csu.ebook.hyread.com.tw/)、iLMS 行動學習平
台(http://ilms.csu.edu.tw/)、CSUTUBE 正修影音平台

本校亦透過產學經驗交流建立長期互動合作

(http://csutube.csu.edu.tw)與 MOOCS 正修開放式課

模式，提升教師實務教學與專業研發之能力。以大

程平台(http://ocw.csu.edu.tw)等豐富行動學習平台，

手攜小手，跨域研發的機制，讓產學經驗豐富的教

提供師生利用行動載具使用及存取相關資源。

師結合不同系所之教師共同執行產學計畫案，藉此
達到經驗傳承與增加教師產學能量之成效。102-103
年辦理大手攜小手產學研發，共 14 件，與 14 家企
業簽訂產學案，共有 28 位教師及 14 位研究生參與
計畫執行。104-105 年度以產學跨域研發為主軸，培
育學生使具有專業實務技術藉以擴大產學合作成效。
104-105 年度共籌組 8 件跨領域產學研發團隊共同
合作發展多元成果，由 16 位不同系所教師與 8 家業
界共同合作組成研發團隊，共計指導 16 組實務專題
研究，辦理 8 場產學研發成果教育訓練，並衍生課
程相關教材 8 件。
(3) 提供數位學習資源與環境，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本校已具體訂定出系所學生所應具備之核心專
業能力、職場所需能力及通識能力，建構職涯導向
課程地圖，透過課程與證照學習地圖及 GPS 生涯學
習歷程檔案的橫向連結與縱向整合之引導，協助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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