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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  言 

為促進辦學績效，健全學校財務運作及管理，以追求永續發展，本校

依「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以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為基

礎，擬定年度財務規劃報告書，以彰顯基金運作績效。本報告書以本校中

長程計畫中所列「優質教學」、「創新研究」、「深耕在地」及「服務社會」

理念為基礎，期能朝系系有亮點、院院有特色之「深化教學與務實研究並

重之大學」方向邁進。本規劃書先說明校務基金概況，分為設立宗旨、組

織概況和基金歸類及屬性；其次說明本校 109 年度教育績效目標，分為教

學目標、研究目標、服務社會目標、校園資訊服務目標及其他目標；接續

說明工作重點和預期效益，分為整體校務發展、各行政單位及教學單位；

再對本校未來三年財務狀況進行預測。其中，本校 110 年期初現金及定存

有 15 億 7,214 萬 3 千元，加上當期經常門現金收入 13 億 936 萬 8 千元  ，

減去當期經常門現金支出 12 億 3,020 萬元，再加上當期動產、不動產及其

他資產現金收入 6,279 萬元，減去當期動產、不動產及其他資產現金 9,605

萬 9 千元，110 年度期末現金及定存為 16 億 1,804 萬 2 千元，加上期末短

期可變現資產 1,491 萬 2 千元，減去期末短期須償還負債 3 億 29 萬 9 千元，

110 年度期末可用資金預測有 13 億 3,265 萬 5 千元。 

此外，說明各項工作重點項目可能遭遇的困難與風險及因應方式，最

後說明本校校務基金投資項目規劃。期能在有限資源下，兼顧教學與學習、

研究與產學、國際化、校務行政與永續校園，及社會服務等各面向發展。 

貳、 校務基金概況 

一、設立宗旨 

為促使學校預算之編製與執行有較大之自主與彈性，並注重整體經營

績效，提高資源使用效率，注入新思維，引進新活力，一改過去完全依賴

政府經費補助興學之作法，吸收可投入教育之社會資源，減輕政府財政負

擔，本校自 88 年 7 月起實施校務基金。冀望校務基金之實施，能促使本校



 

4 

 

積極有效遂行教學研究，達成培育專業人才、提昇文化、服務社會之辦學

目標。  

為因應 90 年 12 月 21 日修正之「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設置條例」（以

下簡稱設置條例）第 10 條但書規定，有關推廣教育等 5 項自籌收入不受預

算法、會計法等限制，爰經教育部報奉行政院核定自 93 年度起，國立大學

校院校務基金年度預算書區分為「適用預算法編送版（A 版，政府補助及

學雜費等收入，不含 5 項自籌收入）」、「不適用預算法編送版（B 版，即 5

項自籌收入）」及「全部版（C 版）」等 3 版。惟實際執行結果，雖可達到

設置條例第 10 條但書規定之經費執行彈性，但卻使預算編製及執行更形複

雜；且屢遭立法院與審計部質疑未能完整表達校務基金預算及財務報表。

經教育部詳加檢討結果，報奉行政院 98 年 7 月 6 日院授主孝三字第

0980004182 號函同意，自 99 年度起予以合併為一個版本，以完整表達學校

預（決）算及財務狀況之全貌，並適度簡化預（決）算編製作業之負荷。

另因應設置條例於 104 年 2 月 4 日修正通過，明定校務基金來源分為政府

循預算程序之撥款及自籌收入二類，爰經教育部函報行政院主計總處 104

年 5 月 12 日主基作字第 1040200370 號函同意將各預算書表有關「政府補

助及學雜費等收入」與「5 項自籌收入」，修正為「政府補助收入」及「自

籌收入」表達，以符設置條例修正意旨。 

二、組織概況 

    依據「國立聯合大學組織規程」，本校置校長 1 人，綜理全校校務；副

校長 2 人，襄助校長推動校務；設置 12 個一級行政單位及 7 個學術單位，

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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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一級行政單位及學術單位現況表 

項目 單                                  位 

一級行 

政單位 

教務處:掌理註冊、課務、招生、進修教育、教學發展及其他教務事項。 

學生事務處:掌理生活輔導、課外活動指導、衛生保健、生涯發展與諮商及軍護教學

等事項。 

總 務 處:掌理文書、事務、營繕、出納、採購、保管、能源管理及其他總務事項。 

研究發展處:掌理學術研究發展、國際及兩岸交流、產學合作、創新育成及推廣教育

等及大學自我評鑑與認證等事宜。 

圖 書 館:負責蒐集教學研究等資料，提供圖書服務。 

體 育 室:負責體育教學與體育活動等事宜。 

資 訊 處:負責提供教學、研究、行政等所需之計算機設備、網路及服務。 

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 : 負責提昇校園環境保護及維護工作場所                      

人員之作業安全與衛生。 

秘 書 室:辦理秘書事務。 

人 事 室:辦理人事管理事項。 

主  計  室:辦理歲計、會計並兼辦統計事項。 

校務研究室:負責管理校務資料並定期分析資料，提供政策制定者及主管改進之具體

建議。 

學術 

單位 

理工學院:掌理教學及研究。有1博士學程、2碩士學程、6碩士班、6學系，含材料與

化學工程博士學位學程、智慧綠能國際碩士學位學程、工程科技轉譯醫學

國際碩士學位學程、機械工程學系(所)、化學工程學系(所)、材料科學工程

學系(所)、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學系(所)、土木與防災工程學系(所)、能源

工程學系(所)。 

電機資訊學院：掌理教學及研究。4碩士班、有4學系，分別為電子工程學系(所)、電

機工程學系(所)、光電工程學系(所)、資訊工程系(所)。 

管 理 學 院：掌理教學及研究。有1碩士學程、1碩士在職學程、2碩士班、3學系，

分別為國際商業管理碩士學位學程、管理碩士在職學位學程、經營管理學

系(所)、資訊管理學系(所)、財務金融學系。 

客家研究學院：掌理教學及研究。有3獨立所、2學系、1中心，分別為客家語言與傳

播研究所、經濟與社會研究所、資訊與社會研究所、文化觀光產業學系、

文化創意與數位行銷學系、全球客家研究中心。 

人文與社會學院：掌理教學及研究。有1碩士班、3學系、1中心，分別為台灣語文與

傳播學系(所)、華語文學系、應用外語學系、華語文中心。 

設計學院：掌理教學及研究。有2碩士班、2學系、1學士學程，分別為工業設計學系

(所)、建築學系(所)、原住民學士學位學程專班。 

共同教育委員會：掌理全校基礎教學、通識教育、藝文活動等事宜。下設通識教育、

語文中心、藝術中心，分掌各該中心教學相關事項。                

三、基金歸類及屬性 

本基金係預算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2 款所定，凡付出仍可收回，而非用

於營業之作業基金，並編製附屬單位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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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教育績效目標 

積極爭取產、官、研、學各部門計畫，以利在現有的教學環境中，建

立院院有特色、系系有亮點之優質教學環境，落實教學內容、教學品質及

教學成效、以及著重於知識的傳授及觀念的啟發，更重視學生實務技能的

訓練，希望學生能做中學，並且能在學習過程中一點一滴的建立組織、思

考、解決問題、與表達等各方面的能力，更能由實務實作的過程中建立自

信心與正向能量。 

一、 教學目標 

(一)提昇師資水準與精進教學專業：建立教師學習交流平台，鼓勵教師成立

成長社群，凝聚專業同儕相互支持、關懷與學習，精進教師教學知能與

專業素養；提供教師在職進修補助，鼓勵並補助教師參加校外研習以及

舉辦教學研討會，以增進教學知能；落實教學評鑑制度與建立多元升等

機制，均衡重視教學、研究、輔導與服務，並鼓勵教師從事教學創新研

究，落實教學品保。另積極推動優良教學人才給予彈性薪資獎勵，以激

勵教師的教學熱忱。 

(二)強化學生就業競爭力：依據能力本位進行課程發展，課程製訂增納產、

官、學、研與畢業校友意見，使畢業學生所學的相關專業知能，符合

業界需求。舉辦各類型職涯輔導講座活動與工作坊，增進學生職場競

爭力。落實系所合作，強化畢業生追蹤以及企業雇主意見回饋機制，

作為系所課程改進的依據。 

(三)利用資訊系統，建立計畫性學習機制：(1)利用「UCAN 大專院校就業職

能平台」結合職業興趣探索及職能診斷，以貼近產業需求的職能為依

據，增加學生對職場的瞭解，並透過職能自我評估，規劃自我能力養成

計畫，針對能力缺口進行學習，以具備正確的職場職能，提高個人職場

競爭力。(2)「MAPA 性格及職業測評系統」施測，瞭解性格與職務適

配的結果，協助學生自我認識，及早訂定個人生涯規劃。108 學年度累

計輔導 2,741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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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充實教學與學習之環境與資源：充實教學設備，擴充「移動式攝影錄播

設備」以強化多功能教室數位教學場域，精進多功能遠距視訊教室、

磨課師錄影棚、多功能 PBL 討論教室、聯合講堂等多功能系列教室之

軟硬體，打造雲端教學多樣化，並將錄製教材置於雲端學習平台，讓

學生能隨時學習，完善本校師生學習環境，提供良好的學習空間、多

元的資訊媒體以及多樣化的資訊管道予本校師生；導入 Zuvio 雲端即時

反饋系統，增加學生課堂參與度與強化師生間之互動度，進而提昇學

生學習成效。另配合各學系教學研究需求，以現有館藏為基礎，提升

各學系單位之專業圖書，充實基本核心館藏，增加視聽多媒體與電子

資源(109 年 1-6 月新增中文圖書 2,533 冊；西文圖書 110 冊；電子期刊

89,187 種；電子書 5,434 冊，統計至 109 年 6 月總館藏量約 705,637 冊

/件)，協助教師教學與研究資源，建構數位化學習環境，推動非同步網

路課程，增進本校在高等教育市場的競爭力，提升圖書資訊服務品質，

滿足教學與研究之資訊需求。 

(五)強化國際學術交流，提升國際化品質：增進與各地區境外姐妹校互動

往來，校園國際化業務包含辦理國際間學生交換或短期實習研究、專

題演講或國際週等異國文化活動，同時發行國際報，並深入洽談與姐

妹校建立雙聯學制相關事宜；鎖定重點發展地區，製作海外招生手冊，

參加國際教育展，招收外國學生；促進國際化校園環境，編列外籍教

授到校講學之獎助預算等，亦鼓勵各系所赴海外姊妹校進行短期授課

或講學活動。 

(六)厚植學生基礎能力與強化學生自主與跨域能力：推動大一新生知能成長

營，透過大一新生對專業領域之深入探索，藉此培養新生對學系與學校

之認同感；強化學生中英文語言及程式設計基礎能力，以培育全人素

養；鼓勵學生考取證照，以強化就業競爭力；建立成績預警制度，輔以

補救教學與同儕教學機制，提昇學生學習成就；推動多元且彈性之修課

環境，鼓勵學生依據興趣與職涯規劃選讀跨領域學分學程，增進就業競

爭力，亦或選修微學分彈性課程，吸收多元面向的知能；導入業師協同

教學與指導專題製作，以豐富教學內容，培養學生實務能力；推動實習

http://www.nuu.edu.tw/UIPWeb/wSite/ct?xItem=118787&ctNode=20363&mp=23&idPath=9181_20363
http://www.nuu.edu.tw/UIPWeb/wSite/ct?xItem=118790&ctNode=20363&mp=23&idPath=9181_20363
http://www.nuu.edu.tw/UIPWeb/wSite/ct?xItem=118789&ctNode=20363&mp=23&idPath=9181_20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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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產業參訪，並舉辦實習輔導說明會，增進學生對企業實務的瞭解，達

到學用合一之目標。 

(七)加強學生活動輔導，培育學生德智體群美均衡發展：舉辦學生幹部講習

座談、實施校外住宿生訪視(年度訪視人次約 1,400 人次)、建立學生自

重人重法治觀念。推動多元導師，建立溝通管道。舉辦學生防震防災

演習(2 場次)，加強安全緊急應變能力之訓練，實施交通安全、深化學

生藥物濫用防制、關懷愛滋、事故傷害防治、性別平等、生命教育、

情緒管理、各項傳染疾病應變及預防之教育宣導，以維護學生身心健

康，建構一個有益於學習、教學與工作的安全健康的環境。 

(八)推動學生多元知能學習與行動學習：學生學習不侷限於教室，希望聯大

的學生透過校園生活的社團活動、工讀、住宿、師生關係、學習護照、

勞作教育(每周 1 堂課)、聯合講座、創造創意發明、駐校生活家典範陶

冶開發多元智能等，培養帶著走的生活能力，成為優秀生活家。 

(九)推動多元輔導(生活層、心理層、學習層)：從入學新生接受「勞作教育」

(每周一堂)開始，強化生活實做教育，搭配多元導師制度，促進師生互

動關係，重視校園文化建立，關心學生安全，實施交通安全、深化學生

藥物濫用防制、事故傷害防治教育、愛滋防治、健康促進、傳染病防制、

性別平等、生命教育、情緒壓力疏導教育宣導，建立溝通管道，學生個

別諮商及團體輔導，訂定績優導師獎勵辦法，建立學習預警機制，維護

學生身心健康及關懷學生學習成效，以達到全人關照。 

(十)推動學生社團多元發展，建立抓地力及校園特色文化：多元社團分自治

性、學藝性、體能性、康樂性、服務性等 5 大類社團屬性，各社團活動

內容豐富。開學初有新生導航、開學典禮等活動；畢業時有畢業生登山

授證典禮、時空膠囊封甕、轉甕祈福、社團動態展。 

(十一)以多項獎助學金協助學生就學與學習：學校訂有「獎助學金辦法」、「獎

勵優秀高中/職生就讀本校獎學金辦法」、「生活教育學習助學金實施辦

法」、「研究生獎助學金辦法」、「外國學生獎學金辦法」、「急難救助辦法」

及設置「學生辦理就學貸款書籍費預借實施要點」等多項方案，此外，

http://www.nuu.edu.tw/Site1/1-1.doc
http://203.64.184.25/san01/03/amychen/amy_1.doc
http://203.64.184.25/san01/03/amychen/amy_1.doc
http://www.nuu.edu.tw/~secretary/law/student%20affairs/4.pdf
http://www.nuu.edu.tw/~secretary/law/student%20affairs/4.pdf
http://203.64.184.25/san01/03/amychen/amy_11.doc
http://www.nuu.edu.tw/Site1/D_S2.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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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多種校外獎助學金提供學生申請，讓學生免除經濟因素困擾，專心

向學。 

(十二)防疫應變與教學訓輔機制：成立緊急防疫應變小組、制定防疫計畫、

建置防疫諮詢窗口、架設防疫網頁專區、執行校園防疫措施、宣導政府

防疫政策與防疫資訊、防疫物資管理運用、防疫宿舍規劃、境外生課業

與生活輔導以及遠距教學軟硬體設備。 

(十三)本年度預計培育高等教育人才 7,806 人，預估新生註冊率為 91%。 

(十四)加強推動學校實驗(實習)場所安全衛生觀念、降低災害:舉辦 「實驗

(習)場所安全衛生教育訓練」，內容包含「本校環安衛中心簡介及實驗

室安全衛生管理」、「實驗室安全衛生概論」、「危害通識及化學危害預

防」及「實驗室化學品處理與災害緊急應變」共計七小時，以期學生

及同仁進入學校實驗(實習)場所前，即有基本的安全衛生觀念與知識，

並藉以預防實驗(實習)課程中意外的發生。 

(十五)以校務研究(IR)分析學生學習與輔導成效，提供各業務單位據以改進

業務與進行管考之實證資料，包含招生、學習成效、學生輔導、畢業

生成就等各面向之校務資訊；統整與學生學習與發展相關校務資訊，

協同業務單位向相關校級會議進行改善治理之提案。 

二、研究目標 

(一)促進學術研究風氣、創造研發效益：配合校務推展策略，適時修訂本校

學術研究相關之制度與法規，協助本校教師爭取外部更多研究資源，鼓

勵本校教師及研究人員將其研究成果發表於國際著名期刊，並依研發成

果與技術移轉管理辦法規定，有效管理及運用本校同仁之研究發展成

果，創造實質研發效益。 

(二)擴展師生國際視野，提升本校國際知名度︰編列相關預算，鼓勵師生參

加國際性學術活動，系所參與考評認證，建立教學品保制度，與國際同

步，促進本校師生在教學與研究方向與國際接軌。另外亦鼓勵各教學及

研究單位對外爭取資源，辦理國內外國際學術研討會或競賽等，加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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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學術交流，與國內外知名學府建立姊妹校或合作夥伴關係，建立本校

知名度。 

(三)增進研究創新能力，強化高等教育水準：調整教學課程，落實理論與實

務並重之教學機制，增進研究創新量能，並與國外姐妹校建立兩校修習

學分承認機制，持續推動國際合作、海外實習，增進學習領域寬廣度，

配合教育多元化、專業化之發展，推動技術整合計畫，促進產、官、學

合作，提昇科技水準。 

(四)充實研究資源：透過圖書與期刊之相關研究資源、電子資源之建    

立、多元館際合作管道及各項研究設備之充實等方式提升各項研    

究資源，並整合圖書館館藏查詢系統，讓使用者簡易擷取電子書    資

源；建立數位學習平台，提供數位學習平台上課功能，107 年 8 月至

108 年 4 月數位平台上課次數已達 487,074 人次。 

(五)推動整合型群體研究計畫、建立研究特色：由於資源之獲取不易，本校

秉持跨領域整合理念，於研究規劃上推動整合型之群體研究計畫，藉由

計畫配合款補助措施，鼓勵教師踴躍研提各項研究計畫，期能藉由點之

突破，帶動面之發展，建立本校全方位之研究特色，爭取大型之國內與

國際研究計畫，以提昇本校學術研究水準與建立研究地位並塑造本校特

色。針對世界及國家未來產業發展趨勢擬定學校之重點研究方向；推動

跨領域、跨聯合研究室的整合；提昇現有研究中心之研發能力與研究績

效。 

(六)改善研究環境、提昇教師研究風氣：強化研究發展處的組織功能，提昇

行政服務品質，強化研究空間功能，使實驗室兼具教學與研究功能，訂

定研究績優相關獎勵措施，提供教師研究之實質獎勵，補助教師修改英

文論文費用，增加論文發表數量和提升論文品質。設置講座教授制度，

除激勵校內教授外，並借助校外髙學術聲望教授的經驗，強化教師研發

能力，建立突破創新之關鍵性技術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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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提供產發訊息與推動訓練計畫：收集技術新知與產業發展資訊，公布本

校網頁及提供教師知悉，期藉以開發新技術，使產業發展與學術研究得

以結合。 

(八)擴展合作研究管道，豐富研究成果，強化本校辦學特色：與校外醫療(醫

學)研究機構合作，積極從事多邊合作研究計畫之規劃與成果管理，並

促成跨學門之專業人才交流與關係網絡之維繫。 

(九)統整校務資訊，根據校訂關鍵績效指標(KPI)進行各學院年度績效核算，

提供校方扶強助弱之決策參考；協助辨理參加世界大學排名之評估與策

略規劃。 

三、服務社會目標 

(一)提昇推廣教育學習環境：充實教學資源及提昇教育品質、加強教學與行

政業務 e 化之成效、建構多元學習環境與機會，為終身學習與提昇回流

教育之品質提供優質環境。 

(二)整合各項資源，推動終身學習教育理念：妥善運用學校資源並結合地

方、政府之資源，順應社會之需求，規劃多元之課程，落實回流教育及

推動終身學習之理念。 

(三)推動產學合作，協助產業人才培訓：針對地方產業特性，以彙集需求方

式規劃產業包班，提供在職訓練，厚植產業技術能力，並協助以隨班

附讀方式滿足高技術人才個別、特殊之需求。 

(四)本年度預計辦理兩岸學術交流、樂齡大學、產業新尖兵計畫、非學分班

推廣教育認證班等推廣教育課程。。 

(五)建構與地方產業結合：先了解地方（苗栗縣）產業之內容，評估學校可

與合作或指導之產業，連繫相關系（所）提供可對外服務、檢測等工作。 

(六)推動教師參與產學合作計畫 

1.鼓勵教師至產業職場訪問或體驗，促進雙方產學合作之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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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鼓勵教師申請科技部、經濟部等政府機關及民間單位之產學合作計

畫。 

3.鼓勵教師與廠商合作爭取政府補助之大項計畫，並積極參與產業服務

及技術交流。 

4.建立建教合作機制，指導學生赴業界實地學習。 

5.推動教師及學生之專利申請及推廣專利實用化。 

6.106 年度起實施「產學合作績優教師獎勵要點」鼓勵各院系教師參與各

項產學合作計畫。 

(七)積極推動產學合作 

1.建構與竹南園區、銅鑼工業區及其他外圍廠家之雙向交流，連結廠商

性質與本校系所，提供各院系所與廠商相關資料，請廠商提供院系所

師生參觀訪問、學生工讀和就業機會。 

2.鼓勵教師以技術服務或共同開發產品方式協助企業。整合校內外專家

人力、設備、空間及行政資源，協助中小企業升級，提升地區產業能

量。 

3.建立師資專長、實驗室設備等資料庫，提供產業界利用並供相關研究

領域教師參考，以媒合廠商與對應專長之教師，促成技術合作案件。

製作技術服務手冊，對地區性企業實行技術服務與技術教育調查，以

了解地區性產業之困境與需求。 

4.協助政府機構舉辦宣導之研討會，如科技部主辦之研討會（年度計畫研

發成果保護及推廣說明會）、勞委會航發中心等之人才檢定工作、各項

技能檢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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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推動校園創業與育成業務 

1.爭取跨部會及地方政府資源，執行創新創業育成方案計畫，培育中小

企業申請 SBIR、SIIR 等研發補助計畫，輔導師生申請戰國策、U-start

創新創業、U-start 原漾等創新創業計畫。 

2.辦理創新創業、創客等相關研習與展覽活動，鼓勵學生創意思考，學

以致用，推動校園創意、創新、創業風氣。 

3.媒合培育企業，取得本校創業相關之空間、設備、人力、技術支援，

培育在地產業。 

(九)推動大學善盡社會責任 

1.配合地方政府政策、鏈結社區組織與跨部會資源，跨界合作推動各項

計畫與工作，建立苗栗大學城，永續在地經營。 

2.建立終身學習管道關懷社會需求，開辦樂齡大學、輔導偏鄉學習、推

動青年洄游、語言保存等。  

3.開辦社會創新、實作分享、問題導向實作學習課程，推動社會實踐微

學分與跨域學習課程，鼓勵師生參與社會議題，推動社會的創新創

業，帶動地方創生經濟。 

4.盤點並發掘產業或社區困境與需求，協助在地產業傳承文化、改善現

有技術、協助申請政府資源、導入關鍵技術等。 

5.落實人才培育，擴大推動業師協同教學、媒合實習課程、實作分

享、跨域學分學程，以及校園創新創意創業等作法，帶動城鄉發

展，再造社區風華，創造在地價值。 

6.公開校務資訊，使各利益關係人瞭解本校辦學特色及營運狀況，並促

進本校收集各利益關係人回饋意見及大數據，驅動校務治理之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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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校園資訊服務目標 

(一)提升校園網路服務品質：建置網路流量管理設備，提升教學研究與校務

運作之穩定性與效率。校園無線網路全面升級至 802.11ac 標準，增加校

園無線網路含蓋率，以提升使用者端行動裝置存取速度，師生在校園任

何地方可經由 WiFi 上網，突破場域學習的限制。配合 ISMS 資安防護

管理，提供師生快速安全的電腦網路，雲端應用軟體平台維護，提供網

路豐富的學習資源，做為線上教學、網路電話、視訊會議、校園網路電

台等網路應用之基礎建設。 

(二)升級與 E 化校務系統：新一代教學相長資訊系統，以最新之網路系統平

台工具，提升系統之相容性及運行效能，並整合校內網頁資源，建置校

園單一入口管理系統，簡化帳號管理。規劃新一代教學相長資訊系統之

第二階段「行政端」，將現有行政端 Client-based 架構汰換為 Web-baswd

架構，可提升資訊安全系統維運便利性及使用方便性。 

(三)校網站平台智慧化：配合國家發展委員會推動『ODF- CNS15251 為政

府文件標準格式』及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推廣『網站無障礙規範 2.0 版』

等數位發展指標訂定計畫，加強數位流通能力及弱勢照顧，避免因數位

落差產生結構性的障礙。並配合智慧化、標準化、主題化等網路 2.0 概

念，讓校內外使用者可透過本校入口網站快速便利取得相關資料與連結

其他網站。新網站管理系統設計採自適應架構，使用者查詢資料不再受

限電腦設備，透過任意行動載具，皆可方便的讀取或維護網站資料，師

生可使用行動智慧化的方式即時快速地傳達各類資訊或公告。 

(四)強化資通安全：持續推動資訊安全管理制度，符合 ISO27001:2013 及教

育體系資通安全暨個人資料管理規範；配合個人資料管理制度推展，辦

理校園演講、內部稽核、管理制度文件調整修訂、請第三方外部做稽核

輔助及矯正等諮詢作業。預計於 108-1 學期申請教育機構資安驗證中心

之第三方驗證(本校教務處註冊組)，營造校內可信賴之個人資料保護及

隱私環境，逐步將資訊安全管理制度推行至全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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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其他目標   

(一)二坪校區老舊宿舍及場館整修，積極利用圖儀計畫及校務基金，自 105

年起逐年修繕二坪校區老舊建築，至 109 年止已投入六千餘萬元，改善

立德、K2、K3、公弢樓、建築一館及產創大樓廁所，在防水防漏方面，

已更新立德樓、公弢樓及建築一館屋頂防漏，全面更新立德樓老化窗戶

並增設排水立管，在運動場館部分，已將操場鋪面全部更新，另於 109

年於體育館全面裝設廂型冷氣，以增加場館舒適性。 

(二)校園綠美化、生態多樣性環境塑造等，以建構優質永續的校園。另適時

配合校務發展整體規劃檢討，合理分配校園使用空間，尋求更多元化

利用，促進校產有效使用增加效益。對於全校電能及水資源使用可以

透過網路及手機達到即時監控的目標，另一方面為降低尖峰用電情

況，利用夜間抽水將水塔補足以減低尖峰之電力需求；此外在 106 年

起配合教育部太陽光電計畫，全面出租校區大樓屋頂，建置 2.5MW 之

太陽能發電系統，一方面增加校務基金收入，再則也可以降低頂層室

內之溫度進而降低冷氣負荷達成節能目標，而且更減緩屋頂層之老化

速度 109 年規劃二期太陽能發電設施預計增價 700KW 發電量。 

(三)提高水資源再運用，利用建築物地下筏基龐大的水容量，將中水回收暫

存於閥基之中，並利用夜間離峰電力抽取用來澆灌植栽，使八甲校區

達到廢水零排放之目標，此外八甲校區設置 40 頓二坪校區設置 20 頓

雨水回收系統，從樓頂分流並收集雨水，除了可以防範低樓層因雨水

宣洩不及，造成雨水溢流之外，也達成水資源之再利用及節能減碳之

目標。 

(四)為增進學生生活機能，對於住宿空間的需求與日俱增，故本校於第二（八

甲）校區規劃興建第六學生宿舍，預計於竣工後將增加 712 個床位，減

少學生於兩校區間奔波上課，並持續穩定兩校區學生餐廳、景觀餐廳、

便利商店、生活百貨、書局等營運正常化，加強履約管理，增設郵局

ATM 及郵務代辦業務、銀行提款機、自動販賣機、洗衣(烘乾)機等校園

生活便利之服務。交通部分，配合公車進校園政策與苗栗客運合作，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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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車接駁範圍擴增至高鐵、台鐵車站及苗栗市區，擴大師生生活圈之範

圍，增進生活機能，以滿足服務全校師生之需求。 

(五)爭取外部資源改善校園環境部分，107 年獲台中水保局資助建設大學湖

環護步道舖面及伯公廟休憩廣場總經費達 400 萬元以上、108 年第二期

工程於茶園增設埤塘及景觀工程總經費達 500 萬餘元，此外也獲得內政

部建築研究所補助總經費達 400萬(含自籌款)於 108年度在八甲校區建

構綠屋頂式之空中花園，除了達到節能減碳目標之外，亦會是苗栗地區

首件綠屋頂之示範及教育場域，使本校能帶頭做到善盡社會責任之目

標，另 108 年獲得曾仁祝校友捐贈 100 棵樹齡 10~20 年之茄冬樹增添

校園綠意及景觀。 

(六)確保本校工作場所安全及教職員生健康，至少每 2 個月(3 小時/乙次) 特

約從事勞工健康服務之職業醫學科專科醫生，與環安衛中心人員一同協

助工作場所之安全衛生設施及環境改善及確保全校教職員生健康等業

務。 

(七)本校八甲校區污水處理廠委託專業之代操作廠商，設置具有甲級專責人

員證照之代操作人員，並於每年六月及十二月定時檢驗進、放流口水

質，確保污水處理廠處理效率及符合法規要求。 

(八)實驗室有害廢棄物清運處理： 

1.清運部分：委由具有專業清運許可之公司進行清運。 

2.處理部份：學校機關則統一由成大環資中心處理實驗室產出      

之有害廢棄物。 

(九)室內空氣品質：本校圖書館為第一批公告場所(103 年 1 月 23 日公告)，

需設置室內空氣品質專責人員，室內空氣品質維護管理計畫書及每六個

月巡檢紀錄及每二年的定檢申報，並公布檢驗測定結果及作成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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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度工作重點及預期效益 

一、整體校務發展 

(一)整合智慧橘綠科技(i2GO Tech) 

以整合智慧橘綠科技 i2GO Tech (integrative, intellectual, green and 

orange technologies) 為主軸下，將以橘色科技厚實醫學工業領域，以實踐人

本關懷健康照護，綠色科技追求環境永續經營為強化目標。 

1.年度工作重點如下: 

(1)厚實醫學工業領域 

①.成立醫研主題研究團隊。 

②.成立醫研中心。 

③.成立跨領域學分學程。 

(2)建立智慧化永續校園 

①.永續校園。 

②.優化智慧管理。 

③.智能生活應用系統。 

④.資源回收再利用。 

⑤.導入新能源科技。 

2.預期效益 

(1)成立醫研主題研究團隊 5 隊。 

(2)成立醫研中心 1 個。 

(3)成立跨領域學分學程 3 個。 

(4)建置環湖原生植物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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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建置水資源管理系統。 

(6)設置智慧化無人櫃台。 

(7)開發智慧生活手機 APP。 

(8)建置中水回收系統。 

(9)校園露臺綠屋頂美化。 

(二)提升教學品質 

為呼應現今社會及產業快速變動，提升教師教學品質與深化學生學習

是迫切之工作，本校將以「強化創新教學、建構跨領域學習環境」與「提

升學習品質、深耕就業競爭力」為二大主軸目標進行規劃，希冀達到促進

學生誘發終身學習動機、進行深度學習、強化問題解決能力、建立多元跨

域與文化思維能力之目的。 

1.年度工作重點如下: 

(1)厚植學生基礎能力 

建構多元且適性化的語文學習環境與教學思維，開設資訊運用基礎

課程及應用工程程式設計課程。 

(2)培養學生就業能力 

加強產官學研之鏈結，與產業共同規劃設計實務專題課程；精進與

推動校外實習課程並完善實習機制。 

(3)建構跨領域學習環境 

由院整合系所課程，修正課程地圖，統籌師資調度及招生規劃。推

動跨領域及產業學分學程與專題實務課程，並透過特色核心實驗

室，強化專業與實務操作能力；促進產學鏈結，疏通學校與產業間

之人才運輸管道。 

(4)建構創新創業生態環境強化核心產業人才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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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業結盟，進行產學合作、教學實習、實務訓練等；實務應用、成

果擴散。 

2.預期效益 

(1)修讀邏輯思考與運算相關課程之學士班學生比率提升至 50%以上。 

(2)修讀跨領域學程，或第二專長學（課）程或問題導向實作課程之學

生比率提升至 50％以上。 

(3)導入業師協同教學之「雙師課程」系所比率每年成長 5%。 

(4)必修課開發創新教材或教法之比率提升至 15%以上。 

(5)配合政府核心產業(如 5+2 產業)政策，開發課程或建構教學實驗室數

每年成長 10%。 

(6)參與創新創業課程學生數及投入創新創業教師數每年成長 10%。 

 (三)厚實研究能量 

本校設有研究中心與聯合研究室，聯合研究室以成員能長期（五年

以上）持續研究，並以能促進合作研究風氣為宗旨；而研究中心係以

整合校內資源、提升學校研究能量、發展學校重點特色及永續經營為

目的。 

1.年度工作重點如下: 

(1)激化研究中心/聯合研究室/主題式團隊之多元研發合作。 

(2)衍生產學研鍊結之跨領域研發生態系統。 

(3)開展跨機構醫研合作之廣度與深度。 

(4)形成區域型主題式研究聚落。 

(5)促成科技部大專學生研究計畫數之提升。 

(6)建立學術研究倫理教育課程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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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預期效益 

(1)研發團隊計畫件數成長至 30 件。 

(2)科技部研究計畫數量 92 件。 

(3)建立醫研合作研究達 6 件。 

(4)教師申請校外單位移地研究 3 位。 

(5)大專學生研究計畫達 38 件。 

(6)增修本校學術倫理教育法規 2 個，鼓勵教職員參與學術倫理教育課

程。 

(四)落實社會責任 

強化學校與區域連結合作，落實大學社會責任，培育對在地發展能創

造價值的學生。 

1.年度工作重點如下: 

(1)促進產業發展 

①.盤點產業需求。 

②.推動產業關懷團隊。 

③.業師協同教學。 

④.協助業界申請政府資源。 

(2)強化在地連結 

①.發掘在地特色。 

②.連結教學與社會議題。 

③.連結地方政府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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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實踐社會關懷 

①.開辦樂齡大學。 

②.推動青年洄游。 

③.輔導偏鄉學習。 

(4)推動社會創新 

①.推動創新創業工作坊。 

②.推動社會實踐微學分課程。 

③.推動 USTART 計畫。 

2.預期效益 

(1)組織粉末冶金產業聯盟。 

(2)組織教師產業關懷團隊 1 隊以上。 

(3)推動業師協同教學。 

(4)協助申請 USR 計畫。 

(5)協助申請地方政府計畫，及政策推動政策。 

(6)每年開辦樂齡大學。 

(7)每年申請青年洄游計畫。 

(8)每年辦理輔導偏鄉學習。 

(9)每年開辦創新創業工作坊。 

(10)每年開辦各種訓練課程(包含：學分/非學分班)，提供在職訓練與進

修機會。 

(11)每年申請 USTART 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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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培養全人發展 

藉由教育學生具備：「身心健康、學習能力、團隊合作習慣、倫理道德

觀念、溫暖關懷的心與自我實踐信念」等六大特質來成為一個全人，進而

成為一位對國家社會有益的人。 

1.年度工作重點如下: 

(1)身心健康 

①.強化導師輔導知能。 

②.推展生命教育。 

③.舉辦健康促進活動。 

(2)學習能力 

①.辦理多元課外活動、培養學生學習能力。 

②.能力啟發、定向輔導。 

(3)團隊合作 

①.拓展生涯視野、實踐服務利他。 

②.舉辦多元活動、建構聯大特色。 

(4)倫理道德 

①.性別平等教育。 

②.舉辦品德月活動。 

(5)溫暖關懷 

①.志工培力、友善校園。 

②.校園及社區志工服務。 

(6)自我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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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能力完備、職涯啟航。 

②.多元智能、自我探索。 

2.預期效益 

(1)每學年辦理 8 場輔導知能演講活動。 

(2)每學年 4 場次生命教育非正式課程與活動。  

(3)每學期舉辦健康促進種子研習會。 

(4)每學期辦理 1 次社團幹部研習會，3 場學生社團成長工作坊。 

(5)推動獎助學生參與服務學習(一)及(二)課程。 

(6)每年辦理「為經濟弱勢學童募集耶誕禮物」等活動。 

(7)辦理性別平等教育推廣活動，及性別平等相關專題演講，每學期 2

場次。 

(8)舉辦友善校園週活動。 

(9)每學年至少進行 30 場次守護天使志工訓練與活動。 

(10)「NUU 職涯導航平臺」提供能力之盤點，「賈桃樂學習主題館--聯

大分館」幫助學生做最佳職業適配及職涯發展規劃。 

(11)每學年舉辦四個梯次初級急救員訓練班。 

(12)每學年舉辦四個梯次捐血活動。 

(六)優化基礎建設 

本校積極更新教學設施及軟硬體設備，建置優良的學習環境以提升老師

教學與學生學習品質為目標。 

1.年度工作重點如下: 

(1)智慧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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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行動知識學習，善用圖資智慧學習。 

②.校網站平台智慧化。 

③.建構智能生活應用系統。 

(2)舒適校園：生活機能提升。 

(3)安全校園：強化環境保護。 

(4)綠色校園：建構永續環境。 

2.預期效益 

(1)智慧行動網站建置。 

(2)建置行政虛擬桌面。 

(3)完善綠能機房。 

(4)增加 20 門/年自學課程及 Youtube 教育類資源。 

(5)公車進校園。 

(6)興建學生第六宿舍。 

(7)污水場放流水朝向 100%全回收再利用。 

(8)推動教室能源管理。 

(9)建置浮島式太陽能光電及魚菜共生系統。 

(七)推動國際交流 

本校積極推動國際交流，主要的策略面向包括提升國際交流、開拓國

際學位生、開發新的國際合作模式、強化校內跨文化溝通認知等。 

1.年度工作重點如下: 

(1)提升國際交流品質: 增加姊妹校數量及國際交流數量。 

(2)開發新國際合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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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增加海外實習計畫。 

 ②.研擬其他學院之雙聯學位。 

 ③.推動本校生申請雙聯學位。 

(3)開拓國際學位生市場:強化新南向國家招生宣傳，簡化境外生申請流

程，檢視現有境外生輔導機制。 

(4)強化校內跨文化溝通認知與能力  

①.參與教育部國際化品質認證計畫、培訓世界青年志工。 

②.鼓勵學生參與國際事務，建設校園國際文化。 

2.預期效益 

(1)姊妹校合約總數達 140 所以上。 

(2)雙聯學位合約總數達 4 間/科系(所)以上。 

(3)境外生(學位生)人數達 130 人以上。 

(4)外國(境外)來校修讀非學位生達 90 人以上。 

(5)學生赴海外參加國際研討會、競賽、短期研習、學期交換達 300 人

以上。 

(6)學生境外實習達 35 人以上。 

(7)參與教育部國際化品質認證計畫。 

(8)教師參與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論文達 80 人次以上。 

(八)精進校務績效 

1.年度工作重點如下: 

(1)建置 IR 資料倉儲及其視覺化分析介面，以擴大校務資料公開與 IR

研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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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提供各單位資料分析服務，以協助教學品管、系所評鑑及精準決策。 

(3)訂定單位關鍵績效指標，修定教師評鑑與優良教師遴選制度。 

(4)加強計畫及預算管理，妥適控管財務運用 

2.預期效益 

(1)完成 IR 資料倉儲及其視覺化分析介面，建立授權機制，提供各單位

以符合資訊安全與個資法接觸校務資料。 

(2)依相關作業要點適時提供各單位 IR 分析報告。 

(3)提出 IR 分析成果、提出改善現行策略之建議。 

(4)建立各單位 KPI 指標，以利行政之評鑑及考核制度，提升行政效率。 

二、各單位工作重點及預期效益 

(一)教務處 

    教務處為提供全校教學業務之服務，教務長室之下分設有註冊組、課

務組、綜合業務組、進修教育組以及教學發展中心等五個單位，業務涵蓋

學生學習、課程與教師教學等三大面向。以持續強化教務資訊服務，提供

全校師生便捷的 e 化行政服務，提高師生及校友滿意度為目標。 

1.年度工作重點如下: 

(1) e 化教務行政服務 

①.推動學生學籍、成績及相關證明文件申請的 E 化服務。 

②.項目盤點彙整、建置個人資料檔案清冊。 

(2)推動數位學習、強化 e 化教學:強化教學設備如資訊講桌、投影機、

投影布幕與板擦機等。 

(3)國內交換生與校際選課業務 

①.促進校際合作，鼓勵學生校際合作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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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增加合作學校數目，共享教學資源。 

③.推動彈性課程。 

(4)推展多元招生業務 

①.招生專業化發展。 

②.推動多元招生管道。 

③.訂定招生策略、辦理各項廣宣活動，深化本校對高中學校服務內容

及其影響力。 

(5)厚植學生基礎能力 

①.建構活潑化且具創新性的語文學習環境與教學思維。 

②.跨領域學分學程之模組化課程設計，辦理工作坊及相關競賽活動，

並實施成效回饋評估。 

(6)培養學生就業能力：輔導學生自主規劃個人學習計畫，強化自主學

習能力與學習動機。 

(7)建構跨領域學習環境 

①.加強產官學研之鏈結，與產業共同推動實務專題課程。推動校外實

習課程並完善實習機制。 

②.以學院為教學核心之課程整合。 

(8)發展創新教學模式:推動教師專業跨域成長社群，共同研議課程內容

及實務教學方向。 

(9)建構創新創業生態環境：打造「聯合創夢工坊」概念，營造創意創

業活力空間。 

(9)強化核心（5+2）產業人才培育:參與國際或全國性之跨領域實務競

賽，激發學生認知，強化跨領域學習。 



 

28 

 

(10)結合產業脈動，規劃多元課程 

①.規劃與他校或產業界連結合作互利模式。 

②.持續規劃多元課程以滿足在職人士提升專業知識所需。 

2.預期效益 

(1)提升行政 e 化服務品質，縮短各項申請證明文件流程，縮短辦理時

間，有效提高師生及校友滿意度。 

(2)改善學生學籍成績個資保存環境，加強資安，落實單位個資保護管

理機制，保障資料安全。 

(3)持續推動國內交換生與校際選課業務，促進國內校際合作，共享教

學資源與提昇學生學習動機與成效。 

(4)精實系所課程與建立彈性學分制度，使學生選課可更有計劃性與方

向性，可帶動系所課程革新。 

(5)持續推廣微學分彈性課程，鼓勵各院系所與通識教育中心，開設各

項主題式微課程，達到激發學生學習動機及校內資源共享之目的，

以符合學生的修課與學習需求。 

(6)整合教學資源，推動彈性、多元之跨領域學分學程，讓學習具有更

大的空間與自由，突破傳統學制、打破學科藩籬，讓學習能順應產

業之發展，提升學生進入就業市場之競爭力。 

(7)充實軟硬體設備，促進空間與資源之利用，推動線上課程與數位學

習，打造師生共學環境。 

(8)協助學生至業界實習、健全全校性實習輔導機制、鼓勵學生取得專

業證照、延攬業師協同教學、鼓勵跨域第二專長修讀、提倡專題實

務製作，激發學生關鍵基礎能力，以增進學生就業競爭力。 

(9)透過教師傳習輔導、校內外教師成長社群、績優教師獎勵制度、多

元評鑑與升等制度以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等，鼓勵教師改善教學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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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加強教師教學專業成長，精進教學知能與專業素養，並帶動全

校教師之正向成長力量以提升教學品質與成效。 

(10)落實校院系課程評估改善機制，執行課程、教學內容與實務、產業、

社會發展連結之具體措施，以完善課程教材品質，建構跨領域教與

學模式。 

(11)推動教學創新，深化學生學習效果，培育具備回應與改善數位經濟

與知識經濟時代真實問題之核心能力與多元智能的跨領域產業人

才。 

(12)建構苗栗地區教師夥伴學習同儕支持系統，精進優秀教師再成長，

建立在地教學互助圈，透過相關活動可激盪出創新的教學構想、與

精進教學能力。 

(13)增進各項招生試務工作管道執行效率，並透過招生管道的設計及招

生專業化知能的增進，提供弱勢學生及在地學生入學機會，達成本

校校園多樣性及恪盡在地責任。 

(14)藉由各類招生廣宣活動，增加本校在各高中職能見度與知名度，以

擴增優秀高中職學生至本校就讀之意願。 

(二)學生事務處 

學生事務處是本校綜理學生事務的部門，於學務長室之下分設軍訓

室、生活輔導組、生涯發展與諮商輔導中心、課外活動指導組與衛生保健

組(簡稱衛保組)等六個單位。 

在本校校訓誠敬勤新的引領下，本校學務工作以「教練」(coach)學生

為主要方式，在學生獲得專業技能外，將其訓練成一個「全人」。本校全人

教育目標是教育學生具備身心健康、具備自我學習能力、有團隊合作習慣、

會依循倫理道德守則、有一顆溫暖關懷的心，並利用此生自我實踐。 

1.年度工作重點如下: 

(1)訓練學生具備身心健康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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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建構安心校園。 

②.舉辦健康促進活動。 

③.食品安全把關。 

④.強化導師輔導知能。 

⑤.進行心理衛教。 

⑥.建構專業諮商系統。 

⑦.推展生命教育。 

(2)訓練學生具備自我學習能力 

①.辦理學生社團工作坊、社團幹部研習會等相關培訓課程，增進學

生社團軟實力。 

②.能力啟發、定向輔導。 

③.能力增值、學習再造。 

④.加強學習輔導。 

(3)訓練學生具備團隊合作習慣 

①.拓展生涯視野、實踐服務利他。 

②.規劃辦理學校大型活動，包括新生活動、校慶系列活動及畢業系列

活動，並引導學生從規劃、執行、考核等面向辦理活動。 

③.透過社團評鑑及辦公室美化、整潔競賽，培養學生責任心與做好

社團傳承，並選出代表隊參與全國社團評鑑。 

(4)訓練學生具備倫理道德觀念 

①.性別平等教育。 

②.防治藥物濫用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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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交通安全宣導。 

(5)訓練學生具備溫暖關懷心胸 

①.強化弱勢關懷。 

②.校園及社區志工服務。 

③.志工培力、友善校園。 

④.關懷校外賃居學生。 

⑤.配合教育部帶動中小學與教育優先區計劃，鼓勵學生申請至偏鄉中

小學進行服務，並輔導學生社團組織服務團隊至苗栗縣內老人院及

育幼院進行社會回饋服務。 

(6)訓練學生具備自我實踐信念 

①.打造展現自我舞台。 

②.能力完備、職涯啟航。 

③.能力印證、自我實現。 

④.特殊教育、量身打造。 

⑤.突破自我、增進效能。 

⑥.多元智能、自我探索。 

2.預期效益 

(1)培養具備誠敬勤新價值觀的全人。 

(2)創造各式舞台，使學生自我實踐。 

(3)強化社團功能。 

(4)強化導師功能。 

(5)以不斷創新改進的學生事務工作對學生進行社群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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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總務處 

總務處負責全校區之建物維護管理、採購事務、校園安全、公文收發、

收支出納及能源管理等事務，於總務長室之下分設事務營繕、採購保管、

出納、文書及能源管理等五組。  

總務處以建立一個綠色、智慧、方便及舒適的校園，提供教學、研究

及學習所需的優良環境，同時也兼顧在各項能源使用上達成節能減碳的目

標，努力使本校成為一個具有安全、舒適、方便而且可以永續經營的優質

綠色大學。 

1.年度工作重點如下: 

(1)校園公共設施與建物管理維護 

①.對既有公共設施定期巡檢與修護。 

②.建築物定期辦理安全檢查。 

(2)配合校務發展需求辦理各項營繕工程 

①.第二（八甲）校區第六學生宿舍興建工程。 

②.第二（八甲）校區第六學生宿舍工程公共藝術設置計畫。  

③.二坪校區蓄水池興建。  

(3)強化校園安全 

①.改善校內車輛、人行動線環境。 

②.強化校園門禁管制及落實安全巡邏機制。 

(4)校園環境綠美化塑造及建構優質永續的校園。 

①.運用現有工友外勤班辦理校園植栽景觀整理維護。 

②.運用校外資源，支援校園綠美化業務。 

(5)強化採購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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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辦理採購教育訓練及建立採購人員輪調制度。 

②.推動共同供應契約網路訂購及綠色採購。 

③.推動電子領標、投標，減少機關及廠商人力及時間成本。 

(6)友善採購流程 

①.採購業務標準化作業流程及控制重點資訊上網。 

②.簡化採購管理程序。 

③.檢討採購業務相關表單。 

(7)全面空間規劃 

①.清查及建立全校校舍、校地空間資訊。 

②.合理分配使用校園校舍空間。 

③.完善校舍、校地空間管理規範。 

(8)活化校產使用 

①.調整土地使用分區，提高土地利用價值。 

②.調整奉准報廢財物標售方式，增加校務基金收益。 

③.與政府及民間合作，建立地區性特色環境、產業與文化校園。 

(9)老舊宿舍更新 

①.住宿需求調查與可行性評估。 

②.更新工程規劃、協調及設計。 

③.宿舍合理調整及提高空間使用率。 

(10)生活機能提升 

①.豐富校園生活機能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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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提升校園餐飲服務品質。 

③.推動公車入校園方案。 

(11)出納業務管理 

①.持續推行 E 化業務。 

②.加強內稽內控管理。 

③.強化帳務流程接收與傳送之作業時間管理。 

④.提升出納、薪資資料庫系統管理效能及安全性。 

⑤.整合各個出納相關作業系統資料。 

(12)公文作業管理 

①.公文寫作教育訓練。 

②.公文檔案管理系統操作教育訓練。 

③.鑑定本校私立時期公文檔案之保存價值，並建立檔案目錄。 

(13)建構永續校園 

①.環湖原生植物廊道。 

②. NUU Bike。 

③.校園露臺綠屋頂美化。 

(14)優化智慧管理 

①.強化電能管理系統。 

②.增設水資源管理系統。 

③.優化校園路燈自動控制。 

④.推動教室能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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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建構智能生活應用系統 

①.建置校園無人化智慧服務櫃台。 

②.開發智慧生活手機 APP。 

(16)強化資源回收再利用:建置落葉堆肥區。 

(17)導入新能源科技 

①.建置浮島式太陽能光電及魚菜共生系統。 

②.推動大學湖恆溫熱泵示範(Geothermal heat pump)。 

2.預期效益 

(1)校園公共設施與建物管理維護 

藉由定期巡檢與安全檢查，適時進行維護及評估改善，確保設施正

常運作與安全，延長設施使用壽命。 

(2)配合校務發展需求辦理各項營繕工程，辦理各項重大興建計畫，強

化師生員工生活環境品質。 

(3)強化校園安全，確保教職員生安全。 

(4)校園環境綠美化，塑造及建構優質永續的校園。期望在有限經費、

人力之下，建立永續發展的綠色大學，提升教學品質與效果。 

(5)辦理至少 1 場全校性採購教育訓練及檢討採購人員職務，辦理業務

輪調，健全財務秩序。 

(6)辦理至少 1 場全校性共同供應契約作業說明會，以達成教育部「機

關綠色採購績效評核」執行績效優等目標。 

(7)派員參加主管機關之電子領標、投標訓練，以達成教育部「公開取

得電子報價單」電子化投標比率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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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訂定各類型採購業務標準化作業流程及建立各種採購作業範例，提

高作業效率。 

(9)不定期檢討、修訂本校現行採購規定及簡化採購管理程序，並建立

代理制度。 

(10)配合相關單位需求調整採購業務相關表單，以符合法規及業務單位

實際需求。 

(11)辦理全校空間清查 1 次及空間資料庫更新；校舍、校地空間資訊揭

示本校網站。 

(12)合理分配使用校園校舍空間 

①.清理、收回低度利用校舍，改列校控管空間。 

②.規劃專案計畫辦公室，鼓勵教師爭取大型計畫。 

③.各院系提出創新自造計畫，優先提供空間及設備供學生作為創意實

作與實踐空間。 

(13)完善校舍、校地空間管理規範 

①.檢討校舍、校地用途規劃，以符合中央政策及本校中長期計畫需要。 

②.檢討本校場地使用相關規定及作業表單。 

③.檢討本校公共空間借用及安全管理規範。 

(14)調整土地使用分區，提高土地利用價值 

①.盤點本校各土地使用分區，提高土地可利用性。 

②.部分交通使用土地之道路用地，依實際狀況建請主管機關變更。 

(15)奉准報廢財物由現行集中彙整至一定數量後，修改為逐件、現地標

售方式，以增加校務基金收益，並減輕工友人力負擔。 

(16)與政府及民間合作，建立地區性特色環境、產業與文化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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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二坪山西校區空地清理，結合地方政府共同開發。 

②.二坪山第一機車停車場，評估市場發展潛力，活化利用。 

③.八甲校區茶園土地收回後，與茶農、產銷班或農會合作建立特色商

品，增加收益。 

(17)住宿需求調查與可行性評估 

①.調查現住戶對於教職員宿舍滿意度及建議事項，參與規劃，凝聚

共識。 

②.進行經濟與工程可行性評估，擬定最有利執行方案。 

(18)更新工程規劃、協調及設計 

①.擬定水、電、瓦斯、空調管線更新規劃設計。 

②.核定設計圖說及預算爭取。 

③.協調宿舍更新次序。 

(19)宿舍合理調整及提高空間使用率 

①.宿舍借用房間調整，集中住戶於部分樓層，減省能源及管理費用。 

②.放寬借用規定或騰空樓層後，調整為研究生、外籍生使用，增加收

益。 

(20)豐富校園生活機能設施 

①.穩定二校區便利商店、生活百貨、學生餐廳、景觀餐廳、書局等

業者經營，爭取優良廠商進駐。 

②.穩定洗衣、烘衣設備服務；爭取洗衣部廠商進駐。 

③.增加自動販賣機、咖啡、飲料店、休閒用品進駐。 

(21)提升校園餐飲服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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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持續改善餐廳設施，標示清晰、營造溫馨、優質用餐環境。 

②.輔導廠商經常更換菜色，餐飲口味與餐飲選擇種類更多元。 

③.確保食物、餐具、環境與作業人員衛生度。 

④.確保學生餐廳的餐飲價格比校外餐飲價格更為優惠。 

(22)推動公車入校園方案 

①.增加編號路線公車行駛至八甲校區。 

②.提高同學搭乘行駛至南苗及苗栗火車站人數，減少賃居校外學生騎

乘機車。 

③.完善校園周邊候車設施，行車資訊更即時。 

(23)持續推行 E 化業務 

①.透過不斷 E 化、求新、求進步的過程中迅速提供優質及人性化之

資訊服務。 

②.提供網頁各項查詢功能，俾利行政單位查詢業務。 

③.提供學生服務，感受出納學雜費 E 化之便利。 

④.省略電話詢問的行政資源浪費及訊息通報遺漏的情形。 

(24)加強內稽內控管理 

①.提供多元化之繳費服務管道，並兼顧內稽內控。 

②.提升行政效率、服務品質、顧客滿意度。 

③.人員密碼管控，明確權責歸屬，程式軟體設置管控及稽核點以避

免風險。 

(25)縮短付款時程及受款人能得到最即時的 e-mail 通知及網頁查詢，以

提升服務品質及滿意度。 



 

39 

 

(26)提升出納、薪資資料庫系統管理效能及安全性。 

(27)整合各個出納相關作業系統。 

(28)藉由公文寫作教育訓練，使全校同仁熟練公文撰寫，提升簽辦公文

之效率。 

(29)由公文檔案管理系統操作之教育訓練，使同仁能熟悉操作公文檔案

管理系統，減少紙本公文簽核。 

(30)鑑定本校私立時期公文檔案之保存價值，並建立檔案目錄。 

(31)環湖原生植物廊道 

環湖原生植物廊道將以低建築廢棄物的概念設置，不用混泥土僅採

用環保磚鋪設。 

(32)NUU Bike 

推動 NUU BIKE 可以有效提升校園綠色移動率。 

(33)校園露臺綠屋頂美化：讓綠屋頂的節能功效能夠以可視化的介面方

式呈現。 

(34)電能及水資源管理系統：取得足夠資訊做為全校用電/用水規劃之根

據。 

(35)校園路燈自動控制：加入日照參數路燈自動控制系統，可以降低整

體佈線量。 

(36)教室能源管理 

於理工學院由於教室分佈面積較大，擬改採用插卡與排程共構之系

統，並加入遠端監測，可以由遠端關閉請假老師之教室。 

(37)校園無人化智慧服務櫃台 

擴充並優化原系統功能，讓介面更方便操作，並增加設置地點，減

少學生兩校區內奔波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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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智慧生活手機 APP。 

(39)規劃一個兼具美觀與實用之落葉堆肥區，有其重要示範意涵。 

(40)浮島式太陽能光電結合魚菜共生系統 

魚菜共生可以淨化部分水質，也可以降低浮島太陽能系統在大學湖

水域的突兀性。生產之蔬菜可以無償提供學校餐廳，推動低碳飲食。 

(41)大學湖恆溫熱泵示範(Geothermal heat pump)。 

(四)研究發展處 

本校研發處掌理學術研究發展、國際及兩岸交流及大學自我評鑑與認

證等事宜。研發長室之下分設三組二中心，分別為研發企劃組、計畫管理

組、國際及兩岸事務組、創新育成中心和產學與推廣教育中心，為規劃與

推動本校之學術研究相關事項、國際及兩岸事務、創新育成和產學與推廣

教育。 

    延續既往累積之動能與研發能量，開拓未來發展，持續建構優質研究

學習環境及國際化校園，完備獎勵措施與提升本校學術著作地位，擴展國

際學術活動，提升外國學生及僑生雙向交流及就讀人數，整合現有資源，

配合本校國際化、提升學術研究及成為醫學工業大學之中長程計畫目標而

努力。 

1.年度工作重點如下: 

(1)參與專業機構認證(IEET 等)，設置校際聯絡人。 

(2)建立完善之系所辦學考評及自我評鑑制度 

①.內部評量作業(訂定期程、自評報告審查、自評意見改善等)。 

②.外部評鑑作業(外部評鑑委員名單、擬訂規範事項、相關說明會、

自評報告寄送、實地訪評作業等)。 

③.評鑑研習及管考(評鑑研習、改善執行、期中管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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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促進研發團隊成長：辦理研究中心績效考評及盤點聯合研究室之研

究人力。 

(4)強化跨領域研究 

①.推動各學系間的整合性研究。 

②.整合醫研主題相關校內外研究內量。 

(5)落實區域型研究力整合 

①.協助教師申請政府機關或法人機構移地研究之補助。 

②.訂定教師國外移地研究之相關經費補助措施。 

(6)激勵學生研究風氣和健全學術研究倫理典型 

①.訂定獎助補助研究計畫相關經費之機制與作業要點，鼓勵學生爭

取科技部大專學生研究計畫數。 

②.訂定相關機制與作業要點，鼓勵學生參與各類型專題研究計畫。 

(7)提升國際交流品質 

①.增加姊妹校數量、增加海外大學蒞校交流數量、增加本校學生赴

海外參加國際研討會、競賽與交流活動數量及積極爭取校外國際

事務相關計畫。 

②.舉辦校內國際性講座及工作坊。 

(8)開發新國際合作模式：增加海外實習計畫、研擬其他學院之雙聯學

位及推動本校生申請雙聯學位。 

(9)開拓國際學位生市場：強化新南向國家招生宣傳，簡化境外生申請

流程，檢視現有境外生輔導機制。 

(10)強化校內跨文化溝通認知與能力：參與教育部國際化品質認證計畫

及培訓世界青年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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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促進產學合作 

①.實施「國立聯合大學產學合作績優教師獎勵要點」，鼓勵教師投入

產學合作。 

②.成立跨領域輔導團隊，挖掘產業需求。 

③.聚焦特色產業組織產業聯盟，如粉末冶金、陶瓷與主題式觀光產

業。 

④.提升科技部「產學合作研究計畫」件數。 

⑤.提升各類型專案計畫（不含科技部及財團法人聯合工商教育基金會

補助計畫）件數及經費。 

(12)活化創意創業 

①.輔導團隊參加 Ustart 創新創業計畫。 

②.爭取育成計畫相關補助，協助地方產業創生。 

(13)推廣繼續教育 

①.依據需求規劃各種訓練課程。 

②.持續推廣樂齡大學課程。 

③.推廣隨班附讀。 

④.辧理兩岸交流活動，擴展大學姐妹校。 

(14)落實社會責任 

①.爭取大學社會責任實踐計畫。 

②.捲動社區，鏈結政府、社區團體等資源。 

③.協助師生社會參與，推動終身學習場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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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預期效益 

(1)完善之系所辦學考評制度 

①.評鑑結果反映辦學狀況，檢討優缺。 

②.審查意見提供教學之參考運用。 

③.藉考核機制實行，回饋與修正，改善辦學方式。 

④.持續推動自我評鑑，內化自省與考核機制，提升辦學品質。 

⑤.落實自我考核，確保學生學習成效。 

(2)促進研發團隊成長 

①.整合校內資源、提升學校研究能量。 

②.發展學校重點特色。 

③.建立多元研發合作。 

(3)強化跨領域研究 

①.強化與整合各系特色研究與教師技術發展，聚焦學校重點研究。 

②.以醫研相關主題為軸，整合校內外研究能量，開創醫療科技產業

合作的良好模式。 

③.建立跨產學、跨校及跨領域的資源分享機制。 

④.引入企業積極參與學術應用研究，培植企業研發潛力與人才。 

(4)落實區域型研究力整合 

①.拓展與其他研究單位的合作機會。 

②.強化產業生態角色之鏈結關係。 

③.推動研發聯盟及整合性跨領域產學合作，共同提升地區產業創新

發展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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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激勵學生研究風氣 

①.培育學生具備專業能力、創新精神並提昇從事學術研究之興趣與能

力。 

②.提升本校學生從事研究之質與量。 

③.培育更多專業且能跨領域發揮之優質人才。 

(6)提升國際交流品質 

①.強化國際交流，提高海外大學蒞校交流人數。 

②.推動本校學生參加國際競賽與國際學術研討會。 

③.增加學生赴海外參加國際交流活動。 

(7)開發新國際合作模式 

①.增加本校學生海外實習人數。 

②.拓展並與海外學校建立雙聯學位，持續每年選送本校生就讀雙聯

學位。 

③.開放國際學生來臺蒞校實習或本校安排與校外合作的學術或產業

單位。 

(8)開拓國際學位生市場 

①.強化東協與南亞國家招生宣傳，增加本校境外學生人數。 

②.改善國際學位生招收條件，制定僑生獎學金辦法與開設特色應用

華語及英語通識課程。 

(9)強化校內跨文化溝通認知與能力 

①.強化行政流程，簡化國際事務行政流程。 

②.檢驗國際事務合作計畫成效，提升學生跨文化溝通認知與能力。 



 

45 

 

③.鼓勵學生參與國際事務，建設校園國際文化。 

(10)增加政府各單位研發補助計畫之案量及金額，協助國家產業發展。 

(11)提升各類產學合作及技術移轉案。  

(12)繼續推動兩岸學術交流，並擴大宣傳，提高招收陸生人數。 

(13)協助師生鏈結政府、社區團體等資源，落實社會參與，推動終身學

習場域。 

(14)運用育成既有經驗優勢結合地方特色，持續精進創新、創意與創業

之輔導績效。 

(五)圖書館 

國鼎圖書館以結合現代美學設計的館舍空間，做為苗栗地區藏書量最

豐富，資通訊設施最完備的圖書館。館長室下分設有讀者服務組、採編組

及系統管理組，同仁以最高的服務熱誠，提供「行動知識、智慧學習、多

元館藏、優質服務」作為發展之目標，努力成為師生及社區民眾「築夢」

的新天堂。 

1.年度工作重點如下: 

(1)活化館內空間提升入館率 

①.鼓勵教務處通識課程排課盡量利用館內視聽空間，節省空調耗能。 

②.規劃師生專題研究、設計作品展示場域，觀摩學習激盪創新創意。 

(2)持續優化館內服務品質 

①.舉辦或參與增進職能與服務熱誠之工作坊。 

②.改善圖書館無障礙空間設施，重視弱勢族群的需求，提供更人性

化的服務。 

(3)強化校內服務並擴展新服務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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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公車站或便利超商附近設置 Little Library(漂書書屋) 。 

②.宿舍設置 Reading Corner (gathering space)或 K 書區。 

(4)擴大在地鏈結服務嘉惠社區居民 

①.擴大與縣內其它圖書館館際合作。 

②.提供銀髮族免押金等優惠措施。 

③.鼓勵縣民申請圖書證。 

(5)強化館藏資源 

①.逐年增加圖書資料經費，採購各系所教學、研究所需之圖書、期

刊。 

②.加強圖書館與院系所的聯繫和互動，以擴展館藏資源的蒐集利用，

並提升圖書館專業服務形象。 

③.參與圖書館聯盟及館際合作組織，節省經費獲得更多的資源，擴展

資料使用的範圍，提昇館藏質與量。 

④.充實客家文化、原住民研究資源等特色館藏，提升館藏使用率。 

⑤.發展各學院系所學科重點核心期刊館藏，建構迅速完善的期刊資源

服務。 

⑥.透過國內聯盟機制，合作採購資源，共購共享，有效運用經費，並

加入開放式課程(Open Course)及磨課師(MOOCs)等課程，拓展電子

資源。 

(6)建置符合國際化標準書目記錄 

①.進行嚴謹的書目品質控制與維謢，以維持書目之正確性。 

②.隨時吸收編目規則，維持與他館書目資料之一致性，以提昇館藏使

用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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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加強與系統廠商、採購書商之溝通，以維護書目轉檔品質問題。 

④.上傳本館原編書目資料至 OCLC 與 NBINet。 

(7)強化軟硬體服務，建構資訊素養教育環境 

①.升級虛擬化主機硬體架構，改善虛擬化主機的使用效能。 

②.提升各項軟硬體統穩定性，降低停機率。 

③.主動親近讀者，辦理不同類型電子書推廣活動(新生導覽、電子書

教育訓練等)。 

④.改善分散式電子資源多站入口，持續建置資源探索服務整合式查詢

平台，提供一站式檢索服務。 

⑤.持續改善數位學習平台並開發提供 App 等行動載具之使用介面，

強化行動學習與應用。 

(8)提升數位學習平台功能，支援翻轉教學，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①.強化師生操作介面及平台支援性。 

②.提升課程資料保存時效及安全。 

③.增加同儕互評機制提升教學回饋。 

④.提升資訊分享及社群活動。 

⑤.改善各瀏覽器介面之支援功能。 

⑥.適時增加自學課程及 Youtube 教育類資源。 

(9)優化核心業務，打造優質服務，發展行動學習 

①.加強優化圖書館服務系統，提升圖書館作業效率。 

②.增購及建置自助式或互動式服務系統，節約人力負擔，進一步提

升館務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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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強化對各行動裝置之支援。 

④.強化線上教材之類型的支援。 

⑤.提升教學互動。 

2.預期效益 

(1)節省全校能源消耗，提升學生入館率。 

(2)提升館員之服務熱誠，讓圖書館成為師生喜愛的心靈休憩空間。 

(3)美化校園創造新亮點，提升學生接觸書籍之方便性。 

(4)提升學校對社區的服務參與度，增加學校的能見度。 

(5)提昇館藏使用效益與價值，推展館藏資源多元利用。 

(6)充實各學科領域相關資源之電子資源館藏，豐富學生更多元的課後

學習資源。 

(7)持續充實本校電子書數位資源，成為學生學習的雲端書庫，營造處

處可學的學習環境。 

(8)參加國內外書目資料合作編目聯盟，不僅節省編目時間與成本，可

將館藏書目與國際學術研究單位共享，更可提昇館藏國際能見度。 

(9)提升虛擬主機的硬體效能，降低主機實體處理器的負載率。 

(10)擴充儲存空間及備援系統，強化異地備援及復原機制。 

(11)應用數位資源與圖書館所建構的資訊素養環境，增進師生之資訊素

養使用能力與教研能量，進而提升學術競爭力。 

(12)強化視聽區服務品質及效能，以利師生利用各項學習資源。 

(13)進行操作介面人性化，以圖形化介面及簡化設定流程。 

(14)提供完善的伺服器備份機制及網路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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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提升師生間互動與分享，教育無國介零距離，達到隨時隨地均可學

習之環境。 

(16)強化各瀏覽器之支援完整性，以求功能穩定。 

(17)增加自學課程及 Youtube 教育類資源，以強化教學品質，學習領

域，及多方向發展之空間。 

(18)強化各項圖書館服務系統，提升圖書館作業效率，結合延伸之服務

應用，提供多元化之服務環境。 

(19)優化圖書館各項網站架構，提升網站的實用性及便利性。 

(20)全面支援目前大眾所使用之行動裝置。 

(21)提升各項教材格式之支援性。 

(22)強化同步教學。 

(六)體育室 

體育室職掌全校性體育教學、運動競賽活動及體育運動場館營運等業

務，體育主任室下分設教學組、活動組、場地器材組等三組。在校方對於

體育教育的全力支持下，將持續努力，堅持優良傳統，持續推行體適能、

游泳及專項運動技能教育，發展多元及全人體育課程。 

1.年度工作重點如下: 

(1)體適能檢測站設置完備。 

(2)試辦全校教職員工國民體適能檢測。 

(3)辦理體育教師教學知能研習。 

(4)辦理大專體育運動總會及單項運動協會之證照研習課程。 

(5)開授多元體育課程:專項選課開課項目隨運動場館設施及設備之增

加，開授多元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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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培訓辦理校內體育運動競賽及活動 

①.培訓系學會辦理校內系級體育運動競賽與活動。 

②.培訓運動性社團辦理校內體育競賽活動。 

③.培訓運動代表隊辦理校內體育運動競賽與活動。 

(6)豐實校園體育活動 

①.開放或延長運動場館之使用時段，鼓勵師生從事運動休閒活動。  

②.規劃辦理全校性路跑及健行日活動。 

③.持續辦理校內新生盃、校長盃體育運動錦標賽。 

(7)主辦或承辦全國性運動錦標賽：爭取辦理全國性運動錦標賽。 

(8)運動場館運動人口倍增計畫：研擬運動行銷策略與方案及開授相關

運動推廣課程。 

(9)改善與維護現有運動場館設備 

①.第一(二坪山)校區「網球場基礎掏空修補」預算及完成修繕工程。 

②.第一(二坪山)校區蓮荷水世界游泳池教學環境改善工程。 

2.預期效益 

(1)體育教學 

①.透過體育課程教學，引導學生「站出來，動起來」，達到培養運動

習慣與休閒興趣。 

②.透過體育教學品質提升策略，增加學生學習滿意度。 

③.體育教師學術研究質量提升。 

④.教職員工運動參與，進而改善健康狀況及增加工作效能與豐實休

閒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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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體育活動 

①.透過學生社團及校隊承辦或協助辦理校內外各項體育活動，拓展各

院、系對於體育活動的重視，促進學生參與運動的動力。 

②.藉開放及延長學校運動場館之使用時段，提升教職員工生參與運

動並培養樂趣，促進終身運動習慣，進而達到健康之目的。 

③.建立運動代表隊組訓文化，為校爭取最佳榮譽。 

(3)體育場館與設備 

①.整修第一校區老舊運動場館，進而提升體育教學品質及友善運動

環境。 

②.藉體育運動設備更新，增加教職員工生參與意願。 

③.建置第二校區運動場館，提供更完整及優質之教學環境與設施。 

(七)環境保護暨職業安全衛生中心 

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心主要負責校園實驗室環保及安全衛生相關業務，

以防止校園環境汙染。中心設有主任一人、組長一人、留任人員一名及約聘人

員二名分別具有環保(甲廢水、室內空品)、職安證照(甲安、乙安)、職護資格專

任人員，另委外廢水代操作廠商人員具有甲廢水證照。依據政府法令訂定環保

與安衛法規外，並督導、協助校內各教學、研究及行政單位執行環保及安衛工

作。 

1.年度工作重點如下: 

(1)強化環境保護管理 

①.污水處理場運作與再利用。 

②.室內空氣品質管理。 

(2)持續推動校園安全衛生管理系統。 

(3)強化教職員工生環安衛教育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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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辦理實驗室(場所)毒化災及緊急應變演練。 

(5)訪查實驗室安全衛生。 

(6)管理實驗室化學藥品。 

(7)辦理職場身心健康保護措施。 

(8)綠色優質校園。 

2.預期效益 

(1)透過不斷教育訓練、宣導及定期查核，提高校園環境保護及安全衛

生落實度，降低事故風險。 

(2)藉由作業場所安全衛生訪查，以促進改善作業場所安全，提升本校

各實驗(習)場所之安全衛生自主管理能力，加強保障作業場所師生之

安全與健康。 

(3)推動本校綠色校園工作，提升師生愛護環境珍惜資源的環境教育意

識。 

(4)透過實驗室（場所）緊急應變演練及教育，強化學生遇到災害時之

緊急應變能力。 

(八)資訊處 

    資訊處在資訊長室之下分設教學推廣組，校務資訊組，網路服務組三

組，由計算機管理委員會督導。資訊處期許打造聯合智慧校園，建置穩定

且高效率的資訊設備環境，加強本校教職員生數位資訊應用能力，以在地

化的方式提升學校能見度，透過各類資訊學習平台與世界接軌，加強學生

國際化觀念，同時提供穩定、效率、便捷且安全的校園網路使用環境，並

提供專業評估與數據分析，協助學校進行各項決策。 

1.年度工作重點如下: 

(1)創新教學，提升數位教學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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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深廣社會服務，配合校外機構認證考試及支援偏鄉課輔教學。 

(3)智慧行動網站建置。 

(4)升級與 e 化校務行政系統。 

(5)校園網路建設升級 

①.建置網路流量管理設備。 

②.無線網路全面升級至 802.11ac。 

(6)建置網路電話視訊會議系統。 

(7)普及雲端應用 

①.逐步添購或升級現有軟體，提升教學研究環境。 

②.行政及教學單位租用雲端主機。 

③.逐步建置行政虛擬桌面， 提升行政效能。 

(8)強化校園資訊安全 

①.透過最新教育體系資通安全暨個人資料管理驗證。 

②.辦理資安教育訓練。 

③.汰換網路服務伺服器防火牆，逐年導入反制分散式阻斷攻擊，確保

校園網路安全。 

④.資訊安全人員取得 3 張以上國際資安證照。 

(9)提昇個人資料保護意識 

①.通過最新教育體系資通安全暨個人資料管理驗證。 

②.辦理個資教育訓練。 

(10)推動校園行動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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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預期效益 

(1)擴大服務導向，提升行政效率。 

(2)資訊能力普及化。 

(3)校園網站改版。 

(4)升級與 e 化校務行政系統。 

(5)校園網路建設升級。 

①.提供更便捷多元的網路連線傳輸與資源共享存取方式，滿足與日俱

增的網路需求。 

②.保證重要服務的穩定品質與持續。 

③.提供師生家長更快速便捷的無線網路資源存取，滿足未來教學行

政的行動需求與即時性。 

(6)建置電話視訊會議系統 

即時、彈性、校園電話系統資源整合與高品質的視訊會議，進行異地

定點的擬真交流，減少時間成本並提升資訊共享效率。 

(7)完善綠能機房 

①.節省電費並提升機房安全性即可用性。 

②.雲端虛擬主機可減少實體主機數量，也就減少電費及空調耗能。 

(8)普及雲端應用 

①.提供學生 24 小時不受空間限制的實做練習環境，增加同學動手練

習的機會，提升學習效能。 

②.減少軟體授權費用支出，節約學校經費。 

③.行政虛擬桌面提供行政人安全的、不受時地限制的工作環境，提

升行政效能，也確保校務資訊的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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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強化校園資訊安全 

①.保護資訊處儲存資訊之存取的安全及可靠，確保全校資訊系統正

常運作。 

②.提供校園網路安全可靠、快速便捷的網路服務，阻絕外部攻擊，

保護校內重要資料、研發機密的安全。 

(10)提升個人資料保護意識 

①.導入個人保護管理制度。 

②.預計於 108-1 學期申請教育機構資安驗證中心之第三方驗證。 

③.藉由教育訓練以提升同仁對個人資料之保護與管理能力。 

(11)推動校園行動支付:提供除現金以外的付款方式，讓校園付款業務的

效率提高。 

(九)校務研究室 

本校校務研究室於 106 學年度 8 月正式成立，管理校務資料並定期分

析資料。設置主任一人，下設「資料統合組」及「資料分析組」兩組。本

校處於啟動校務研究初期，先著重於資料的蒐集與管理，然後再進入校務

議題分析。 

1.年度工作重點如下: 

(1)健全校務研究人力與組織。 

(2)持續資料分析服務。 

(3)完善校務研究資料庫。 

(4)拓展校務研究能力。 

2.預期效益 

(1)獲得穩定之技術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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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使校務研究室運作資源與功能相符，發揮學校所期望的功能。 

(3)校務研究可持續運作。 

(4)各單位定期與即時獲得貫徹 PDCA 所需資訊。 

(5)校務研究基本研究作業標準化，利於新進人員訓練與銜接。 

(6)提升與學生學習與發展分析研究之效率。 

(7)提升各單位關鍵績效指標核算之正確與公開。 

(8)產生新的校務研究議題。 

(9)校務研究室技術人員研究能力獲得提升。 

(10)本校教師參與校務研究之能力得以擴大。 

(11)本校校務研究成果全國可見度獲得提升。 

(十)理工學院 

理工學院設有機械工程學系、化學工程學系、材料科學工程學系、環

境與安全衛生工程學系、土木與防災工程學系、能源工程學系、材料與化

學工程博士學位學程、智慧綠能國際碩士學位學程及工程科技轉譯醫學國

際碩士學位學程等共九個系所單位，各學系均設有碩士班。 

本院將以能源科技、產業鏈結、智慧製造以及轉譯醫學為發展主軸，

持續精進教學與研究，充實理工科技的學研能量，致力於建立學院發展特

色，包括智慧橘綠科技(i2GO Tech)以及轉譯醫學兩大方向。除了教學研究的

發展方向外，本院並致力於社會責任的達成，與鄰近高中垂直整合合作，

輔導學生進入鄰近公司進行產業實習，與產業進行產學合作，參與產業技

術升級的工作。 

1.年度工作重點如下: 

(1)落實創新教學品質 

①.建構三創培育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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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課程－為培養學生創意、創新、創業等三創能力，「專題製作」

作為總整課程(Capstone Course)，使學生瞭解產業之發展，增廣學

生於各領域的知識，以激發學生創新與創意的觀念。 

②.培養學生實作及就業能力 

業師協同教學，精進實習課程－將「專題製作」列為必修課程，推

動校外實習課程，以縮短學用落差，證照考核制度改善。 

③.厚植學生基礎能力 

數理能力的強化，資訊應用能力的提升，解決工程問題之能力，國

際與多元語文溝通能力。 

④.強化智慧製造產業人才培育 

課程開發－規劃開設「機器人學」與「智慧製造」等新課程，建構

智能化教學實驗室，實作教學。 

⑤.發展創新教學模式 

新教材的開發－規劃開設「機器人學」與「智慧製造」等新課程

之數位教材，落實種子教師制度，影音教學輔助教學。 

(2)發展特色 

①.強化院特色課程:以學院為教學核心，建構院內特色實務課程。 

②.跨域整合與問題導向。 

③.輔導院內各教師建構社群，典範教學傳授。 

④.新世代的溝通能力 

計算機導論與 C 語言基礎、Matlab 程式設計、應用工程程式設計模

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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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善盡社會責任 

①.促進產業發展：協助在地桃竹苗以及中彰投相關產業發展與升

級，持續推動在地產學合作案粉末冶金、精緻農業輔導升級等案

以達到互惠共榮。 

②.強化在地連結：積極媒合校外產業界加入開發，鼓勵教師參與產

學合作以利與產業界接軌，締造業界發掘人才、學生提升就業能

力、學校培育永續專業人才，落實政府政策推動等多方共贏效果。 

2.預期效益 

(1)具體落實創新教學目標 

①.以產學合作、產業實習、產業參訪等方式，使學生熟悉產業環境，

開拓視野，做為提升就業力之基礎。 

②.運用網路與數位資源授課，鼓勵教師製作影音教材，提高同學興

趣與求學動機。 

③.以問題導向教學培養學生獨立思考與解決問題之能力。 

④.以學生參加國際會議發表論文，建立綜整能力，並提升語言能力

與國際觀。 

(2)提高實做課程比例 

(3)發展學校特色：以能源科技、在地產業推動、智慧製造以及轉譯醫

學為主軸，持續精進教學與研究，充實理工學院學研能量，致力於

發展學院特色。 

(4)強化區域產業鏈結：透過產學合作、產業參訪、產業輔導、簽訂合

作備忘錄、產業實習等方式，強化學校與區域醫療產業、粉末冶金

工業、精緻農業及陶玻工業之鏈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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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電資學院 

電機資訊學院設有電子工程學系、電機工程學系、光電工程學系與資

訊工程學系，提供電機資訊科技知識的學習場所，四系的研究所更是前瞻

電資科技的研發重鎮與高級研發人才的培育搖籃。將以醫學工業、區域產

業與永續環境為未來五年之教研亮點發展目標。 

1.年度工作重點如下: 

(1)建構創新創業生態環境 

①.強化課程。 

②.參與本校育成中心之相關計畫。 

(2)培養學生就業能力 

①.資訊能力。 

②.理性思辦能力。 

③.國際與多元文化視野。 

(3)強化核心(5+2)產業人才培育：建構十四間研究實驗室 

(4)發展創新教學模式 

①.創新教材。 

②.教師專業成長。 

(5)建構跨領域學習環境 

①.跨院系學分學程。 

②.專題製作課程。 

(6)協助產業開發創新技術：爭取業界計畫 

(7)持續辦理工廠訪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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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專題製作：規劃專題成果發表與業界接軌 

(9)產業實習：推動各類短期或長期之校外實習 

(10)促進產業發展：提供高年級學生更多產學合作與實習 

(11)強化在地連結 

①.節能技術與智慧系統的開發。 

②.跨域整合合作。 

2.預期效益 

(1)具體落實創新教學目標 

①.強化先進節能與 3C 智慧科技整合技術教學課程。 

②.建立跨院「智慧電網」學分學程。 

③.AI 智慧製造人才培育課程 

④.更具體展現新世代整合與智慧橘綠科技亮點符合政府推動政策-

強化核心(5+2)產業人才培育。 

⑤.持續加強以學生分組上課的實務專題課程，並鼓勵學生積極參與

大專畢業生創業服務計畫(U-star)比賽，更能達到創意創業培育人

才目的。 

⑥.業師協同教學可更加奠定教育課程銜接產業界 (支援學生實習)、

創造畢業生就業機會(活絡國家經濟)，有效培育永續光電專業人

才。 

⑦.鼓勵教師參與產學合作以利與產業界無縫接軌，締造業界發掘人

才、學生提升就業能力、學校培育永續專業人才等三方三贏效果。 

⑧.在大三與大四導入「專題製作」與「專題研究」為必修課做為

Capstone 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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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研究更加實用化 

①.以生醫電子結合區域醫院，具體實現科技轉譯醫學效能。 

②.結合苗栗周圍的科學園區，讓先進節能與 3C 智慧科技整合技術之

相關研究可有效鏈結並強化產、官、研產學合作為亮點發展。 

③.導入科技發展朝向永續環境(綠色科技)和人本關懷(橘色科技)為開

創主軸可更加厚實並活化研究動能。 

④.苗栗為農業大縣，農業生技與食品檢測之相關研究可有效鏈結在

地產、官、學、研共同合作達共贏效果。 

⑤.以強化產學合作為亮點發展，可使研究主題更實用並活絡在地產

業。 

(3)鏈結在地產業具體善盡社會服務責任 

藉由 AI 智慧製造、先進節能與 3C 智慧科技整合技術亮點推動以及落

實創新教學和活化研究動能，可促進在地產業發展並強化在地連結效

應。 

(十二)管理學院 

管理學院設有管理碩士在職學位學程(EMBA)、國際商業管理碩士學位

學程(IMBA)、經營管理學系（碩士班、學士班、進修學士班）、資訊管理學

系（碩士班、學士班、進修學士班）與財務金融學系（學士班、進修學士

班），教育宗旨為提供完善優良的學習環境，訓練解決問題的專業能力，培

育專業之管理人才，並期以企業家之精神激勵學生。將致力「智慧橘綠科

技，提升教學品質，厚實研究能量，落實社會責任，培養全人發展，優化

基礎建設，推動國際交流，精進校務績效」，培育敬業樂群、創新精進、具

有社會責任使命和擅長領導與管理的專業人才。 

1.年度工作重點如下: 

(1)聚焦智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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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建置智慧管理特色實驗室。 

②.建置團隊互動情境教室。 

③.提昇產官學合作能量。 

(2)強化產業鏈結 

①.擴展實習企業機會與推動專業証照。  

②.產業人才培育。 

③.提昇產學合作數量。 

④.建置智慧管理產學接軌中心。 

⑤.建置 EMBA 產學合作平台。 

(3)提昇國際移動力 

①.設計管院必修商用英文相關課程，並定期檢討。 

②.舉辦提昇學生英語能力活動。 

③.提昇全英文授課數。 

④.鼓勵學生赴海外交流。 

⑤.增加境外生人數。 

(4)善盡社會責任 

①.推動資訊志工團隊。 

②.推動偏鄉遠距課輔服務。 

③.地方產業扶助。 

④.在地人才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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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預期效益 

(1)空間及硬體設備之提升 

①.建置「智慧管理特色實驗室」，結合院內師資專長與知能，發展智

慧管理的相關創新應用。 

②.更新教學設備及建置 e 化教學系統，亦助改善本院教學環境及大

幅提升教學品質。 

③.智慧節能暨安全大樓建置達到最佳節能減碳之效果及給予本院師

生安全的教研環境。 

(2)教學之卓越 

①.藉由強化學生課業輔導，提升學生學習成效，提升教學滿意度。 

②.提升學生專題研究能力，提升學生專業知識、實務能力與國際視

野。 

③.推展跨領域(跨院系)專題課程，強化產學合作，深化培養學生運用

知識獨立解決問題、團隊合作與溝通等核心能力。 

④.推展跨領域學程，使學生接觸到多方位之背景知識。 

⑤.透過課程與教學之定期檢討與調整建立本院持續性的教學改善機

制。 

(3)研究能量之增進 

①.鼓勵突破性領域的研發。 

②.鼓勵各領域之整合性研究推展。 

③.鼓勵教師參加國際研討會。 

④.提高本院教師論文發表品質與影響力，增加論文的被接受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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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國際化之提升 

①.增進學生外語能力，就讀雙聯學位、短期交換生。 

②.提升教師英文授課能力，增加全英文授課數，可吸引更多外籍生

到本院學習。 

③.增加師生與姊妹校師生互動交流，擴展視野。 

(5)產學合作之深化以共創雙贏 

①.積極協助研究成果技術轉移或創投育成。 

②.產學互動，掌握研發先機。 

③.管理技術與地方產業結合，協助產品開發。 

(十三)客家研究學院 

客家研究學院下設二系三所一中心，包含文化觀光產業學系、文化創

意與數位行銷學系、客家語言與傳播研究所、經濟與社會研究所、資訊與

社會研究所及全球客家研究中心，由學院辦公室兼辦全球客家研究中心相

關業務。發展目標將以「在地文化」、「區域產業」、「創新設計」為推動主

軸，搭配中央積極推動「國家級臺三線客庄浪漫大道規劃」之各項產業施

政。以苗栗縣具有歷史性的茶陶二大特色產業為主，全方位產業多角異業

結盟為輔，將現有具客家獨特之茶陶與異業結盟產業，運用產官學技術提

升茶陶與多角異業結盟產業技術提高產能，並將臺灣客家文化實務產業導

入國際市場。 

1.年度工作重點如下: 

(1)客家研究學院第一中長程主軸計畫路線－「客家文化學習成效面」 

學院訂定實務領域之參考與理論的研討，並全程以「客家文化強化

學用合一」為依歸，極力協助與促成一所兩系教師帶領學生積極參

與各項研究與產學合作計畫案，藉著產學研究計畫之執行「客家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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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扎實就業成果」等作法，促進客家研究學院未來畢業學生就業競

爭力，期與業界無縫接軌。 

 (2)客家研究學院第二中長程主軸計畫路線－「客家特色文化紮根面」 

以客家研究學院特色的多元文化教育面向做為開端，進行學生客

家人文學習工程，並以客家文化的在地優勢以及臺灣的「客家文

化延展」為觸角，將課程引導成為多元文化的實踐場域，讓學生

學習達到臺灣多元文化與國際文化的相互鑲嵌，甚至是以多元的

文化融入科技的角度作為本主軸路線的規畫。 

 (3)客家研究學院第三中長程主軸計畫路線－「客創服務睦鄰延展面」 

使管理與科技的教學結合「客創管理科技應用」層面與內涵，切入

設計的觀點與文化創意的火花，讓教師與學生能夠在「設計文創展

現」的舞台上，更有著行銷與商務的整體教學運行，使得「科技文

化並進」於學用合一的產業發展上，透過「管理設計亮點」綻放學

習成效的光芒。 

(4)落實創新教學品質 

①.客家注入文化、文化融入科技 

客家研究學院近年來搭配客家委員會與海外客家組織(世界客家同

鄉會、世界客屬總會，與世界客屬商會等機構)，中國大陸(閩西、

粵東、贛南)，以及國家各部會(客委會、經濟部、文化部、農委會)

之連結，藉由國際客家文化產業活動，將苗栗客家文化推廣到世界

各地，積極鼓勵教師帶領學生積極參與國際客家文化產業活動。與

東南亞各國及中國大陸各客家族群地區，建立經常性互動關係，並

且鼓勵師生參加客家文化國際研討會，一同將苗栗地區之客家文化

推向國際。進行國際性客家文化及學生交流，除增加學校在國際上

的曝光率外，亦可增加學生國際移動能力。另外，透過國際認證的

參與來維繫與確保系所教育品質以及與國際接軌。利用「混成學習」

(Blended Learning, Hybrid Learning)，兼採兩種學習環境的長處，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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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與同學和老師之間的互動，延伸學習機會，加強學習成效。透過

逐步的、紮實的引導與實務經歷，創立自我品質管制與改進機制。 

②客家注入文化、文化融入產業 

Ⅰ.統籌規劃客家委員會與海外客家組織(世界客家同鄉會、世界客屬

總會，與世界客屬商會等機構)，以及中國大陸(閩西、粵東、贛南)，

以及國家各部會(客委會、經濟部、文化部、農委會)之連結之學術

與實務活動，鼓勵教師帶領學生積極參與，充實多元文化教學的元

素與內容，廣泛提升學生學習的接觸面與深度。 

Ⅱ.由學院規劃與協助強化新南向客屬交流圈，實質和東南亞各國與

中國大陸各客家族群地區，建立經常性互動關係，並且鼓勵師生

參加客家文化國際研討會。 

Ⅲ.將教學與研發的創新概念教學導入苗栗各類客家特色產業中，將

院課程規劃經過相關課程會議通過，加強多元文化應用的通識課

程，以及拓展學習知識領域的跨際服務。 

Ⅳ.以混成課程三成以上(>30％)但又不超過八成(<80％)的課程內容

在實務上進行。例如苗栗各類客家特色產業以一周上課時數原是

三小時，在混成課程的設計下，面對面上課的時數可能減少為一

個半小時，另外一個半小時則是拓展客創學習知識領域的跨際服

務，使學生在線上的學習。 

Ⅴ.由學院協助一所兩系的整體課程規劃，將學生學習能量結合與加

強苗栗文化與特色產業。 

(5)發展特色 

①.人文社會鋪陳、客家文化延展 

Ⅰ.計畫全力推動客家研究學院的專業學術課程，褪變為友院的特色與

異質創新的探索課程與內涵。 

Ⅱ.協助推動具聯大特色的跨際學術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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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持續深化苗栗地區 18 鄉鎮市的在地反饋課程，再結合客家研究學

院師生研發能量的強項，推出特色以學生為本的解決問題與跨際

與跨季人文、社會與科技溝通異質創造能力養成、各學院間教跨

際整合發展創新教學、鼓勵客家研究學院專業教師深化專業課程

人文關懷面向。 

IV.客家研究成立的基礎即在於「多元文化」的主張和前提，因此除

了客家文化之外，閩南和原住民文化的認識瞭解和推廣，乃至於

東亞各國文化。 

(6)善盡社會責任 

①.青創社會責任、設計文創展現 

I.透過活動、特展等方式，讓客家研究學院及全校學生瞭解多元文化

之意義和精神，培養本校學生接納多元文化，欣賞他族群文化之

開放心胸，進而培養包容不同意見、善於與人溝通之基本素養。 

II.在「客家文物館」舉辦定期舉辦客家文物展示之外，也透過特展，

舉辦閩南文化、原住民文化展示。 

III.透過特色產業展覽、工藝展覽，讓學生瞭解各族群經濟活動之特

色，以及各族群工藝文化之美。 

2.預期效益 

(1)客家研究學院針對科技與文化交會特色產業特色課程，乃基於客家

研究學院具有全國唯一的多元領域專長，由不同領域教師從專業角

度和通俗語彙切入，交會摩擦出智慧光芒，帶領學生領略客家文化

的內涵。 

(2)完成苗栗在地多元文化深耕傳揚、文化產業振興發展、文化觀光的

客庄體驗經濟、在地特色產業的一鄉鎮一特產 (One Town One 

Product，簡稱 OTOP)行銷推廣、客家在地文化與全球國際網絡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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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軌等面向重大使命，廣拓深耕發展的動力根源，取得相對自主的

競爭優勢。 

(3)強化如學生習得基礎設計能力與素養後，將設計與產業及行銷跨科

際結合，並於客庄實習課程中活用。這種兼具文化認同與學用合一

的教育方式，培育出客庄文化特色產業、觀光、行銷、與創意永續

經營之人才。 

(4)教師帶領學生積極參與，充實多元文化教學的元素與內容，廣泛提

升學生學習的接觸面與深度。 

(5)鼓勵師生參加客家文化國際研討會，一同將苗栗地區之客家文化推

向國際。 

 (十四)人文與社會學院 

人文與社會學院主要為培育具文化覺識、社會關懷及國際視野的人

才，以符應社會文化發展與需求。目前設有臺灣語文與傳播學系(簡稱語傳

系)、華語文學系(簡稱華文系)、應用外語學系及華語文中心。將以整合與

智慧橘綠科技(i2GO Tech) 為開創主軸而規劃六大重點發展領域，開啟新世

代之人文科技先鋒。在原有發展基礎上，將以醫學工業與在地文化為本院

未來五年之教研亮點發展目標。 

1.年度工作重點如下: 

(1)落實創新教學品質之策略 

①.培養學生就業能力，與二更商業視頻研究院、中時電子報及大漢

之音合作，增加文化機構實習機會。 

②.厚植學生基礎能力 

③.跨領域學習環境的建置 

④.積極發展創新的教學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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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發展特色 

①.在地文化產業：鼓勵課程與業界師資之結合，以厚植學生實務能

力之外，並了解產業的變遷，轉型與創新的經驗，學習其行銷傳

播策略。 

②.國際化的發展。 

(3)善盡社會責任 

①.促進產業發展方面：積極爭取產學合作機會，增加校外實作場域

的可行性。 

②.在地連結方面：加強校外實作之課程，以及建立與社區之深度聯

繫，並與在地高中保持密切合作。 

③.將與地方政府、學校及相關單位合作，培訓外配華語文能力養成

之師資人力，或以華語系所培訓之學生，投入輔助苗栗外配華語

文學習之輔導，讓華語系特色，成為可以結合地方需求，形成產

業可能。 

2.預期效益 

(1)建立學生多元學習管道，並加強學生跨領域技能訓練 

(2)培養學生社會關懷與人文素養 

(3)產學合作結合在地文化 

(4)提升學生就業能力 

(5)華語教學卓越 

(6)國際化提昇 

(7)創新課程數位研發 

(8)研究增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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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設計學院 

設計學院設有建築學系、工業設計學系及原住民學士學位學程專班，

以擁有專業知識、情意與美感並重之社會人才為發展願景，宗旨為培育設

計基礎與企劃分析能力、養成永續發展思維及設計創新能力、訓練銜接產

業之設計實務能力、孕育以人為本之思維與國際觀。並以人為核心，整合

地域產業、地域技術，建置完整設計教育體系，培育設計創新專才，期以

成為在地文創研究重鎮。 

1.年度工作重點如下: 

(1)創新設計: 以選修課程之模式加以推展。 

(2)在地文化之發揚:社區營造、社會實踐、文化景觀、深耕文化、文化

傳承為發展主軸，以相關課程加以推展 

(3)區域產業: 以傳統產業為主軸，製造具現代化之產品，並期望從中發

展新興產業。 

(4)永續發展之探討: 以綠建築、安全防災、生態環境為發展主軸，培育

設計人才具備經濟、社會及生態學三者永續經營之方針。 

(5)醫學工業: 將設計、科技與人性化結合，開發具介面使用性、設計心

理學與人因工程之產品。 

(6)落實創新教學品質 

①.建構創新創業生態環境  

強化校園師資及課程、創意創業培育、創課空間。 

②.培養學生就業能力  

建立特色核心之工坊、推動校外實習課程、精進實習課程、業師

協同教學。 

③.厚植學生基礎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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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語文溝通能力、國際多元文化視野、理性思辨能力、資訊能

力。 

④.強化產業人才培育：實作課程和建構教學實驗室。 

⑤.發展創新教學模式  

翻轉教學、創新教學、創新教材和教師專業成長。 

⑥.建構跨域學習環境：專題製作課程，畢業專題為必修課作為 Capstone 課

程。 

(7)發展特色 

①.強化產學合作:協助產業開發創新技術。 

②.推動國際交流 

推動國外設計學習專題、開設海外學習課程及辦理國際性工作坊。 

(8)善盡社會責任 

①.促進產業發展:相關產業發展與升級：品牌設計、通路佈局。 

②.強化在地連結:連結教學與社會，以永續在地經營、跨界合作，鏈

結區域組織。 

③.實踐社會關懷:以實作分享、跨域學習穿插於課程中體現社會關懷。 

④.推動社會創新:以跨域治理的概念，協助地方單位將縣內的空間與

場所轉作更合宜使用。 

2.預期效益 

(1)落實創新教學目標 

①.展現新世代整合與智慧橘綠科技亮點符合政府推動政策-強化核心

(5+2)產業人才培育。 

②.積極鼓勵學生參與國內外設計競賽或科技部大專生研究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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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業師協同教學可更加奠定教育課程銜接產業界(支援學生實習)、創

造畢業生就業機會(活絡國家經濟)，有效培育永續設計專業人才。 

④.積極媒合業界，締造業界發掘人才、學生提升就業能力、學校培

育永續專業人才等三方三贏效果。 

⑤.建立跨院系「設計與管理」學分學程。 

⑥.發展創新教學模式及建構跨領域學習環境，以翻轉教學、創新教

材及教師專業成長等嶄新思維納入現有課程發展。 

(2)實用化研究產出 

①.導入科技發展朝向永續環境(綠色科技)和人本關懷(橘色科技)為

開創主軸，期以厚實活化研究動能。 

②.強化產學合作為亮點發展，可使研究主題更實用並活絡在地產業。 

③.透過社會設計議題，培養學生人本、社會、環境關懷，型塑設計

社會。 

(3)在地產業鏈結與社會服務責任盡善 

促進在地產業發展並強化在地連結效應，進而回饋地方，美善在地。 

(十六)共同教育委員會 

共同教育委員會於本校的位階為院級教學單位，下設通識教育中心、

語文中心及藝術中心等三個系級教學單位，職掌全校性通識教育、語文及

藝術等課程與業務。 

本委員會在全人教育理念下，旨在培養現代公民素養和專業能力，並

養成終身學習的習慣，其中「全人」係指「完整的個人」，全人教育即是：

能夠提供一套兼具深度（專業）及廣度（通才）的學習過程，進而充分展

現完整的個人，透過培育博雅素養，實踐「知識探索」、「在地實踐」與「人

文關懷」的教育理念與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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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年度工作重點如下: 

(1)協助與關懷弱勢學生 

①.建立弱勢學生學習輔導及陪伴機制。 

②.協助弱勢學生學習。 

(2)提升教學品質：辦理通識教育論壇及研討會等活動。教師盤點，改

善專兼任教師比例。 

(3)落實全人教育:開設智慧財產權、性別平等、倫理道德教育與生涯規

劃等課程。 

(4)發展教學特色:.師資整合與共同授課。  

(5)開設南向課程 

①.編輯南向英語教材。 

②.開設系列南向課程。 

③.聘請南向英語兼課教師。 

(6)英語教學量化亮點 

①.英語教學成效追蹤。 

②.英語學習履歷。 

③.門檻多元認證。 

④.開設大數據相關之英語課程。 

(7)強化英語教學 

①.鼓勵學生參與研習活動。 

②.開設英文強化課程。 

(8)建構多元學習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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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辦理學生英文口語溝通能力研習活動。 

②.辦理英語文相關競賽。 

(9)英語教學設備更新: 爭取政府相關部門計畫，充實英語文學習軟硬體

設施。 

(10)優化藝文展覽講座:持續推動各項藝術作品展。 

(11) 優化藝文環境 

①.辦理聯大藝文季。 

②.藝術品典藏。 

③.成立藝術中心志工隊。 

2.預期效益 

(1)通識教育中心 

①.落實教學創新 

Ⅰ.厚實學生基礎能力。 

Ⅱ.培養學生關鍵基礎能力。 

Ⅲ.建立補救教學與課輔。 

Ⅳ.建立弱勢學生學習輔導及陪伴機制。 

Ⅴ.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Ⅵ.建構跨領域學習環境。 

Ⅶ.發展創新教學模式。 

②.提升教學品質 

Ⅰ.組織運作使業務制度化，提高行政效率與正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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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通識課程開課採線上表單申請，以提升效率與服務品質，減少人

為失誤。 

Ⅲ.完善的師資審查機制，新聘師資要求具有博士或助理教授以上並

符合專長的資格。 

Ⅳ.檢核績優通識課程的評選，並將績優通識課程經由嚴謹審查(三級

三審加外審)轉為核心課程，建置五大領域核心課程至少各十門，

以符合 105 學年以後入學生之需求。 

Ⅴ.推動聯合講座，學生跨院選修，增加知識廣度；推動大學導航課

程，協助大一新生入學得有明確學習方針，增進對校院系之認識

及未來職涯規劃；推動自主學習課程，學生於大學求學階段，得

以自主多元學習，增加學習與知識廣度。 

Ⅵ.實施大規模公開線上課程(MOOCs)導讀課程，建構接軌國際學

習。 

Ⅶ.實施專業/通識雙屬性課程制度，即學系專業課程具有通識特性

者，通過審查後可提供外系學生選修，增加學系開課多元性與使

專業教師能兼顧專業與通識教學。 

Ⅷ.推動核心通識課程共時授課，由專任教師搭配業界專業人才(業

師)共同授課，藉由實務性課程之設計，拉近教師與產業距離，培

養學生就業實力。 

③.培養全人教育 

Ⅰ.開設綠能、生態、防災及校園安全課程以建構優質校園氛圍。 

Ⅱ.推動核心通識課程校外參訪、演講與服務學習課程以提供優質活

動。 

Ⅲ.透過修習多元的課程，以厚植學生基本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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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開設智慧財產權、性別平等、網路言論法律、倫理道德教育與生

涯規劃等課程以培養全人教育。 

(2)語文中心 

①南向英文成為本校英語教學特色亮點。 

②學生英語文能力成為可追蹤量化之學習成效。 

③英文畢業門檻通過率逐年提升(多元認證方案實施後)。 

④學生英文聽說能力提升、英文簡報能力符合英語人士標準。 

⑤語言課程接地氣，學生英文學習滿意度提高。 

⑥多元文化系列課程及英語進階課程修課人數每學期達 200 人次以上。 

⑦第二外語修課人數每學期達 200 人次以上。 

(3)藝術中心 

①藝文展覽講座 

Ⅰ.擴展師生藝文素養。 

Ⅱ.培養藝文美學思維。 

Ⅲ.認識在地客家文化內涵。 

②表演藝術 

Ⅰ.提升本校師生藝術欣賞素養。 

Ⅱ.擴展藝術欣賞的能力。 

Ⅲ.培養藝文美學思維。 

Ⅳ.認識在地社區藝文活動。 

③藝文環境 

Ⅰ.培養「藝術即生活」的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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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認識校園生活的環境美學。 

④展演場地 

Ⅰ.提升各展演的內容。 

Ⅱ.提升各展演品質、擴展演出多元形式。 

Ⅲ.地景藝術作品可提升本校環境的優化，建立學校形像與聯大人的

認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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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財務預測 

 本校自 88 年 7 月起實施校務基金會計制度，包含預算編製、預算分配、

校務基金管理和財務經營機制，以有效運用經費及擴大校務基金財源，支

持學校建設，保障教學基本需求並提升教學品質，達到永續發展的目標，

現有 110 年度預算概要及 110-112 年度可用資金變化情形說明如下： 

一、110 年度預算概要 

(一)業務收支及餘絀之預計： 

1.業務收入 12億 3,450萬 8千元，主要係學雜費收入、建教合作收入、學

校教學研究補助收入及其他補助收入等，較上年度預算數 11億 9,717萬

9千元，增加 3,732萬 9千元，約 3.12％，主要係預計建教合作收入及其

他補助收入增加所致。 

2.業務成本與費用 13億 6,295萬 5千元，主要係教學研究及訓輔成本、建

教合作成本、推廣教育成本、學生公費及獎勵金、管理費用及總務費

用及研究發展費用等，較上年度預算數 13 億 2,304 萬 4 千元，增加

3,991 萬 1 千元，約 3.02％，主要係教學研究及訓輔成本及建教合作成

本等增加所致。 

3.業務外收入 7,623 萬 5 千元，主要係資產使用及權利金收入、利息收入

及受贈收入等，較上年度預算數 7,111 萬 3 千元，增加 512 萬 2 千元，

約 7.20％，主要係預計資產使用及權利金收入及受贈收入等增加所

致。 

4.業務外費用 3,796 萬 3 千元，主要係雜項費用，較上年度預算數 3,683

萬 7千元，增加 112萬 6千元，約 3.06％，主要係雜項費用增加所致。 

5. 業務總收支相抵後，發生短絀數 9,017 萬 5 千元，較上年度預算短絀

數 9,158 萬 9 千元，減少短絀 141 萬 4 千元，約 1.54％，主要原因如上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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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本年度收入及短絀、成本與費用圖表，詳見圖 1、圖 2 及表 2。 

教學收入

39.25%

租金及權利金收入

0.07%
其他業務收入

48.80%

業務外收入

5.44%

本期短絀

6.44%

收入及短絀

 
圖 1  110 年度收入及短絀 

 

 

圖 2  110 年度成本與費用及賸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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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110年度收入及短絀、成本與費用 

單位:新幣千元 

收入及短絀 110 年度預算 成本與費用      110 年度預算 

業務收入                       1,234,508 業務成本與費用       1,362,955 

 教學收入                     549,810  教學成本                     1,179,396 

 租金及權利金收入             1,032  其他業務成本                 36,495 

 其他業務收入                 683,666  管理及總務費用               138,020 

業務外收入                     76,235  研究發展及訓練費用           3,396 

本期短絀                       90,175  其他業務費用                 5,648 

                                 業務外費用                     37,963 

收入及短絀總額                 1,400,918 成本與費用總額                 1,400,918 

 

(二)餘絀撥補之預計：  

本年度預計短絀 9,017 萬 5 千元，無前期待填補之短絀，加回填

補累積短絀之撥用公積 9,017 萬 5 千元，期末待填補短絀計 0 元。 

(三)現金流量之預計：   

1.預計業務活動之現金流入 7,916 萬 8 千元，包括： 

(1)本期短絀 9,017 萬 5 千元。 

(2)利息股利之調整 520 萬元，係利息收入。 

(3)調整非現金項目 1億 6,934萬 3千元，其中提列折舊及折耗 1億 6,695

萬 4 千元；攤銷 376 萬 4 千元；遞延收入隨折舊費用之提列轉列其

他補助收入 185 萬 1 千元及受贈收入 152 萬 4 千元；流動負債淨增

200 萬元。 

2.預計投資活動之現金流出 9,605 萬 9 千元，係增加固定資產 9,286 萬 8

千元，以及增加無形資產 319 萬 1 千元。 

3.預計籌資活動之現金流入 6,279 萬元，係增加基金 6,279 萬元。 

4.預計本期現金及約當現金淨增 4,589 萬 9 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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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 10 億 6,864 萬 3 千元。 

6.預計期末現金及約當現金 11 億 1,454 萬 2 千元。  

7.預計期末定存 5 億 350 萬元。 

二、可用資金變化情形 

本校 110 年期初現金及定存有 15 億 7,214 萬 3 千元，加上當期經常門

現金收入 13億 936萬 8千元  ，減去當期經常門現金支出 12億 3,020萬元，

再加上當期動產、不動產及其他資產現金收入 6,279 萬元，減去當期動產、

不動產及其他資產現金 9,605 萬 9 千元，110 年度期末現金及定存為 16 億

1,804 萬 2 千元，加上期末短期可變現資產 1,491 萬 2 千元，減去期末短期

須償還負債 3 億 29 萬 9 千元，110 年度期末可用資金預測有 13 億 3,265 萬

5 千元。 

另其他重要財務資訊中期末已核定尚未編列之營建工程預算 2億 9,681

萬 3 千元，係「八甲校區第六學生宿舍新建工程」經 109 年 6 月 30 日臺教

高(三)字第 1090074984 號函同意調增總工程經費為 3 億 7,600 萬元，106 年

已執行 518 萬 7 千元，108 年已編列 7,400 萬元，預計 111 年以後編列 2 億

9,681 萬 3 千元。詳表 3 110 年至 112 年可用資金變化情形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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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國立聯合大學可用資金變化情形 

110 年度至 112 年度  
                                                                   單位:千元 

項目 110 年預計數(*1) 111 年預計數 112 年預計數 

期初現金及定存（A） 1,572,143  1,618,042  1,412,544  

加：當期經常門現金收入情形（B） 1,309,368  1,289,399  1,289,438 

減：當期經常門現金支出情形（C） 1,230,200  1,228,638 1,235,233  

加：當期動產、不動產及其他資產現金收入情形（D） 62,790  62,000  62,000  

減：當期動產、不動產及其他資產現金支出情形（E） 96,059  328,259  164,166  

加：當期流動金融資產淨(增)減情形（F） 0  0  0  

加：當期投資淨(增)減情形（G） 0  0  0  

加：當期長期債務舉借（H） 0  0  0  

減：當期長期債務償還（I） 0  0  0  

加：其他影響當期現金調整增(減)數(±)（J）(*2) 0  0  0  

期末現金及定存（K=A+B-C+D-E+F+G+H-I+J） 1,618,042  1,412,544  1,364,583  

加：期末短期可變現資產（L） 14,912  14,912  14,912  

減：期末短期須償還負債（M） 300,299  300,299  300,299  

減：資本門補助計畫尚未執行數（N） 0  0  0  

期末可用資金預測（O=K+L-M-N） 1,332,655  1,127,157  1,079,196  

其他重要財務資訊 

期末已核定尚未編列之營建工程預算 296,813      

  政府補助 0      

  由學校已提撥之準備金支應(*3) 0      

  由學校可用資金支應 296,813      

  外借資金 0      

長期債務 借款年度 償還期間 計畫自償率 借款利率 債務總額 X1 年餘額 X2 年餘額 X3 年餘額 

債務項目(*4)                 

註 1：現金及定存包括現金(含活期存款及自存入起三個月內到期之定期存款等)、流動金融資產項下存款期間三個月以上，一年內到期之定期存款與
投資項下存款期間一年以上到期之定期存款。 

 2：經常門現金收入包括政府補助收入與學雜費收入、建教合作收入、推廣教育收入、資產使用及權利金收入與受贈收入等自籌收入，並扣除不產
生現金流入之收入。 

 3：經常門現金支出係指支出效益及於當年之現金支出，如人事費、水電費、維護費及獎助學金等。 

 4：動產、不動產及其他資產現金收入係指各政府機關補助款屬指定用於增置動產、不動產、無形資產及其他資產等。 
  5：動產、不動產及其他資產現金支出係指支出效益及於當年及以後年度之現金支出，包括增置動產、不動產、無形資產及其他資 
     產等。 
 6：流動金融資產係指預期於一年內變現之金融資產，但不含存款期間三個月以上，一年內到期之定期存款。 

  7：投資係指採權益法之投資、非流動金融資產及其他長期投資等，但不含存款期間一年以上到期之定期存款。 

  8：長期債務係指償還期限在一年以上長期借款等。 

  9：其他影響當期現金調整增(減)數，係指經常門現金收支、動產、不動產及其他資產現金收支、流動金融資產淨增減、投資淨增減與長期債務舉
借及償還以外，其他影響期末現金之合計數。 

 10：短期可變現資產係指得於短期內轉換成現金之財務或經濟資源，包括：流動金融資產、應收款項及短期貸墊款。待結轉帳項， 
     但應排除屬指定用途捐贈款已提撥準備金之部。 
 11：短期須償還負債係指應於短期內支付現金之給付義務，包括：流動負債、存入保證金、應付保管款、暫收及 

 12：可用資金係指學校帳上現金及定存加上短期可變現資產並扣除短期須償還負債與資本門補助計畫尚未執行數，係在衡量特定時點學校可  運用
之資金。期末可用資金、以後年度經常門現金收支結餘與動產、不動產及其他資產現金收支結餘等支應期末可用資金、以後年度經常門現金收
支結餘與動產、不動產及其他資產現金收支結餘等支應。 

13：其他重要財務資訊至少應包括期末已核定尚未編列之營建工程預算及長期債務，係在衡量學校以後年度應(或很有可能)給付現金數額，其中由
學校可用資金支應之營建工程預算與長期債  務無法自償部分，將由學校期末可用資金、以後年度經常門現金收支結餘與動產不動產及其他
資產現金收支結餘等支應。 

 14：期末已核定尚未編列之營建工程預算係指可行性評估業經行政院或本部核定之營建工程，其截至當年底尚未編列完成之工程預 
    算數，該等預算數預計於以後年度編列。 

 15：前項尚未編列之營建工程預算財源：政府補助係指由本部或其他政府機關補助；由學校已提撥之準備金支應係指由不包含於現 
     金及定存內，已提撥之改良及擴充準備金或其他準備金支應；外借資金係指向銀行舉借長期債務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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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風險評估及因應方式 

一、風險因素一：少子化浪潮席捲高等教育 體系已影響到本校招生 

    根據教育部統計處資料顯示，受到少子化影響，大專校院

新生逐年遞減，各校招生將更競爭。教育部推估，107 學年度大

專校院新生約有 25 萬人，到 117 年將銳減至 15.7 萬人，10 年間將減

少近 10 萬人。110 學年度大專校院新生約有 20.4 萬人，由於本校

受限於地緣關係，附近工商業不發達，對學生的吸引力不若都會區學

校，未來招生也將更形艱困。首先衝擊管道之一的考試分發，近年有

些系所招到的學生分數已落於 PR40%處，預期不久後將會出現缺額；

另在技職體系部分今年本校有 3 個系首度出現缺額。令人憂心的是本

校 109 學年度學士班註冊率為 88.3%，碩士班註冊率則只有 72.2%，註

冊率均未達 9 成，造成為數不小的缺額，這將對本校的財務收入造成

深遠影響。 

因應方式： 

(一)應擴大及強化招生單位功能，協同校務研究辦公室、相關領域教師

等組成招生專業團隊，建立學生學習資料庫(含入學前成績、就學

時學業或非學業表現及畢業流向)，推動招生工作專業化，透過數

據研究研擬相關招生策略以提高學生報到率，另外技職體系部分則

應靈活調整招生類群，並發揮公立學校學費低廉的優勢，吸引學生

就讀。 

(二)應積極強化對企業和校友募款，可提供外籍生優厚獎助學金，以吸

引國際生就讀，提高國際化招生成效，以提昇本校國際化學校形

象。另可藉由募款金額，提高弱勢學生獎助學金，讓弱勢生不因經

濟因素而中斷學業，另也須健全導師制度關心學生學習情況，適時

予以協助，以降低休、退學率，以減少對本校財務收入影響。 

二、風險因素二：進修部學生註冊率逐年下降，影響學雜費的收入 

    本校進修部註冊率逐漸下滑，109 學年度進修學士班核定名額為

370 名，但只錄取 336 名，註冊人數則只有 254 名，比核定名額少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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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缺額佔核定名額 3 成以上。由於本校收入來源主要為教育部補助

款及學雜費收入，進修部生源的大量減少對本校學雜費收入影響甚巨。 

因應方式： 

除了加強進修部招生宣傳外，建議調整報名人數未達核定招生人

數系所之招生員額，將生額移撥給市場需求較高的系所，以活化生額

及避免生額的浪費，增加學校財務的收入。同時可考慮與業界合作增

設「產業發展學士學位學程」和國防部合作增設「國軍學士專班」，

俾增加本校進修部生員並可與產業界聯結。亦可考慮將部分生額撥給

管理學院的管理碩士學位學程(即 EMBA)，滿足多數校友進修碩士班

的願望，亦可增加學校財源的收入。 

三、風險因素三：二校區維護成本逐年提高 

      二校區維運所需經費龐大以及第二(八甲)校區第六學生宿舍興建經

費，均由校務基金支應，可運用資金進一步受限。 

因應方式： 

為維持本校教學品質及營運，除爭取各項工程經費補助外，也將積

極強化企業和校友捐款，並且持續進行開源節流之檢討，以降低學校營

運之風險。 

  

柒、 投資項目規劃 

    本校歷年來投資項目皆以存放金融機構為主。為配合本校發展資金分

配運用規劃，因此，目前仍以穩健投資方式，以存放金融機構為主要投資

項目。未來將發揮投資小組功能，持續為本校開拓自籌財源讓資金更加活

化應用挹注校務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