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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學校校務發展願景 

一、前言 

教育的目的，在於解決人們生活及生命中的各項問題，使每個個體都能發揮所長，

得以發展自我、成就他人、造福社會；得以享受快樂優質的生活；得以創造豐富有價值

的生命。本校於民國 61 年創辦，迄今已逾四十載。民國 67 年 2 月由宏國關係事業董事

長林謝罕見女士，以及宏傑關係企業謝氏昆仲，以「教育興國」為目標，秉持培育職場

英才之宗旨，實踐「取之社會、用之社會」之理想，積極捐資接辦學校，逐年興建館舍，

加強校內各項設備，增聘多方學有專精的精銳師資，提升學校軟硬體之多元條件，獲得

教育部以及社會各界人士的大力讚許與相當肯定。因辦學績優，民國 90 年 8 月奉准升

格改制為技術學院，在林謝董事長慈悲為懷的「德化校園百代樹人傳技藝，霖霑學子千

秋化育播書香」之辦學理念下，更名為「德霖技術學院」，就揭示了我們將以「德化學

子，霖霑社會」為教育的理念與使命：以「德化教育為內涵」，豐富厚實德霖學子的生

命成長、發展自我特質、養成寬廣深富的生命精神內涵；並以「務實致用為目標」，期

許德霖學子將所學專業運用在社會上，協助他人成長、造福社會人群。而本校也正是以

「品德教育為內涵、務實致用為目標」為核心理念，制定本校永續發展的策略與目標。 

改制以來，本校持續提升教學、研究及行政服務品質，積極進行全校性的教學制度

改革，推動品德教育之落實履踐，深化各項教學品質之改進措施，建構完善理想之教育

環境，連續 10 年擔任教育部青年發展署大專校院提升青年就業力計畫近年──北區召

集學校，並獲得「98-99 年度技職校院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98 年度教育部品德教

育績優學校」以及「102 年度教育部品德教育特色學校」等殊榮，這是一種肯定，也是

一種期勉，在這樣的堅實的基礎上，全體德霖教職員工生將朝向學校的培育目標與發展

遠景穩健前進。103 年開始更積極朝向改名科大、追求創新與卓越的科技大學目標邁

進。 

本校辦學旨在為德霖學子打造一條「學業」、「職業」與「志業」三業合一的技職

高速公路，培養學生專業知能，輔導學生做好職涯準備，強化學生就業潛能，使其擁有

永續就業的能力。因此，本校自我定位為一「教學型專業學院」，以培育養成學生就業

能力為重要目標，此目標與教育部：「加強與產業需求之緊密連結，落實技職教育務實

致用之特色，培養學生就業競爭力」之政策亦不謀而合(如圖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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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本校辦學宗旨圖 

二、學校發展簡史 

民國 55 年 2 月，為配合當時國家教育政策，培養術德兼修、手腦並用之工業專門

技術人才，達到工業興國與國家經濟發展之目的，由教育界先進萬紹章先生發起籌劃，

選購現址新北市土城區清化里為建校基地，妥擬設校計畫，於 57 年 8 月奉教育部准予

籌設。58 年 2 月成立董事會，推舉李景德先生為第一屆董事長，完成財團法人登記。

61 年元月核准立案，並正式招生，同時聘請巫光亞先生為首任校長。歷經四年經營，

因校務出現窘境，導致各科停招。65 年 6 月董事會改選，由丁有年先生為第二屆董事

長，聘請胡漢川先生為第二任校長，期能力圖中興校業，是為本校「草創時期」。 

67 年 2 月，宏國關係事業董事長林堉琪先生與夫人林謝罕見女士，暨宏傑關係企

業謝村田、謝隆盛、謝進旺、謝金朝等實業家，鑑於「教育興國」之社會使命感，毅然

捐資接辦，並奉准提前改組第三屆董事會，推選謝村田先生為第三屆董事長，敦聘陳增

福先生為第三任校長，訂定五年整建計畫，開創了「四海中興」的新契機，此為本校「重

建時期」。 

整建計畫在董事會全力挹注下，開始一科一館以及學生宿舍、聯合餐廳等重大設施

之興建。又基於資訊工業發展之需要，增設電算中心以充實教學設備。 

71 年陳校長請辭，繼之董事會改選，推選林謝罕見女士為第四屆董事長，敦聘謝

隆盛先生擔任第四任校長。第二期五年建校計畫相繼展開，增建有關運動場地、化學實

驗室以及語言教室，並全面綠化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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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年二年制夜間部成立，學校各項軟硬體設施，已顯具規模，並且與大韓民國慶

北工業專門大學結盟締約為姐妹學校。73 年與美國匹茲堡大學訂定兩校學術合作交流

協議，邁入學術國際化之林。79 年奉准設立二年制日間部。在謝校長隆盛先生的九年

校長任期，勵精圖治，廣闢校地，興建校舍，充實教學設備，貢獻甚巨，也奠定德霖今

日的堅實根基。80 年初謝校長因接任國家要職，從事憲政改革事務，為求專注於國家

事務，懇辭校長職務。 

80 年 10 月，敦請前文化大學校長鄭嘉武先生接任第五任校長，81 年校名奉准改為

「四海工商專科學校」並成立二專商科日間部。82 年 3 月，獲教育部評為進步最快速

的優良學校；6 月鄭校長嘉武請辭，改聘俞景蘧先生擔任第六任校長。84 年增設二專商

科夜間部，巍峨壯觀的體育館，以及美輪美奐的商科大樓也於此時落成啟用。 

88 年由前臺灣大學商學院院長張鴻章先生接任校長。90 年 8 月，學校因辦學績優，

受教育部及社會各界肯定，奉准升格改制為技術學院，乃以「德化學子，霖霑社會」為

目標，更名為「德霖技術學院」，並增設土木工程系、機械工程系、企業管理系等三系。 

90 年由本校土木工程系張裕民博士接任校長，在董事會大力支持下，持續充實各

項教學設備。91 年 3 月，堉琪樓落成，提供更便捷效率的行政服務；通識教育中心、

3D 數位設計中心、數位金融中心、高速上網中心、國際會議廳、餐旅實習教室等教學

中心，相繼啟用，為學校開啟了全新的氣象與契機。而學院部又增設了國際貿易系和財

務金融系，擴充到 5 個學系。92 年，陸續完成數位語言中心、光電空間資訊中心、外

語情境中心、嵌入式晶片中心及圖書館的整建，對本校的教學與研究，助益良多。 

94 年 11 月，張裕民校長任期屆滿，由本校電子工程科鄭建銓博士代理，持續推動

校務發展。 

95 年 4 月，公開向各界徵選校長，由遴選委員會選定，經董事會通過，自 7 月起

由前佛光大學校長趙寧博士接任本校改制後第二任校長。趙校長強調言教、身教、境教

之具體實踐，積極改善教學品質，著重教師研究能力之提升，打造一個充滿人文素養、

專業並進的創意校園，為未來升格科技大學奠下良好基礎。 

97 年 6 月底，趙寧校長請辭，由本校教務長鄭建銓博士代理校長，以平實作風、

踏實態度賡續推展校務工作，使本校在充滿競爭的教育環境中持續發展。 

97 年 11 月由校長遴選委員會選定，經董事會通過，教育部核備，自 98 年 2 月起

由前中臺科技大學校長陳富都博士接任本校改制後第三任校長。陳校長揭示「評鑑一等、

邁向科大、追求卓越」為校務目標，致力科大改名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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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年 6 月由本校學務長羅仕鵬博士代理校長，帶領全校師生獲得「98-99 年度技職

校院獎勵大學教學卓越計畫」和「98 年度品德教育績優學校」兩項殊榮。 

98 年 11 月公開向各界徵選校長，由校長遴選委員會選定，經董事會通過，教育部

核備，自 99 年 2 月起由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研發長/學務長、景文科技大學觀光餐旅學

院院長洪久賢博士接任本校改制後第四任校長。洪校長就任以來，積極推動教學卓越、

優質產學合作、落實全面品質管理、強化師資及提升教學品質、拓展國際交流，以「追

求卓越，永續經營」為目標，活絡師生的海外交換/研修/實習、國際合作交流與產學合

作，以及師生國際/國內競賽獲獎數、專業證照數等之快速成長，校務發展成效極為顯

著。100 年 8 月，增設空間設計系；101 年 8 月，增設創意產品設計系。102 年 1 月，洪

校長屆滿請辭，由本校教務長林清芳博士代理校長，積極執行專案評鑑及改名科技大學

各項指標之推動。 

102 年元月，公開向各界徵選校長，由校長遴選委員會選定，經董事會通過，自 102

年 6 月起由前醒吾技術學院校長、國立臺北科技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教授周家華博

士接任本校改制後第五任校長。周校長就任後即以「整合資源，創造績效，迎接專案評

鑑」為首要校務目標，積極向國內外爭取各項資源與合作，倍速的創造、創新各種績效，

成果斐然。其後，在董事會的大力支持下，與日本早稻田大學創意工學部、美國加州大

學蒙特瑞灣分校資訊傳播學院、德國多蒙特大學空間規畫學院、台灣熊建會、甲山林機

構、臺北凱撒大飯店、北京交通大學、天津商務職業學院等交流合作，展佈新局，開創

未來。102 年 10 月則在林謝董事長的發願、指導，以及全體教職員的努力下，更上一

層樓的榮獲「102 年度教育部品德特色學校」表揚。 

103 年 2 月，由本校副校長兼學務長羅仕鵬博士代理校長；103 年 3 月，公開向各

界徵選校長，由校長遴選委員會選定，經董事會通過，自 103 年 6 月起，由羅仕鵬博士

接任本校改制後第六任校長，帶領全校教職員工生為改名科大、永續發展，努力同心，

齊步前進。 104 年度向教育部提出改名科技大學申請，獲教育部同意籌備一年，繼續

向改名科大之路穩健邁進。 

 

三、學校現況分析 

本校座落於新北市土城區青雲路上，總校地面積為 125,660.85 平方公尺。校舍依山

而建，地勢高亢，林木蓊鬱，鬧中取靜，現代化校舍建築精實美觀，軟硬體設備充實完

善，誠為師生教研學習的絕佳環境。 

本校設置 11 個行政一級單位及 4 個學群、14 個系、2 個中心之教學單位，並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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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及調整組織架構，以因應校務發展。本校依校務發展需要適時修訂組織規程及員額

編制表，修正後均報請教育部核定後執行;目前行政單位及教學單位組織架構(如圖 1-2

及圖 1-3 所示)。 

 

圖 1-2  本校行政組織架構圖 

 

圖 1-3  本校教學組織架構圖 

(一)院、系、所及學生數 

本校日間部（含四技、二技及五專）共計 128 班，學生人數 5,059 人，進修部及在

職專班（含四技、二技及二專）共計 73 班，學生人數 2,281 人，全校日夜間部共計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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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學生總數 7,340 人(如表 1-1)。 

表 1-1  各系科班級、學生數一覽表 

學 

群 
系科 

學院部 專科部 

總計 
日間部 

進修部 

（含在職

專班） 

合計 日間部 

進修部 

（含在職

專班） 

合計 

班
級
數 

學
生
數 

班
級
數 

學
生
數 

班
級
數 

學
生
數 

班
級
數 

學
生
數 

班
級
數 

學
生
數 

班
級
數 

學
生
數 

班
級
數 

學
生
數 

休
閒
餐
旅
學
群 

餐旅管理系 9 378 11 384 20 762 9 398 2 66 11 464 31 1226 

餐飲廚藝系 7 361 3 111 10 472 1 24 3 73 4 97 14 569 

休閒事業管理

系 
9 447 7 258 16 705 -- -- 3 94 3 94 19 799 

 

 
25 1186 21 753 46 1939 10 422 8 233 18 655 64 2594 

商
管
學
群 

企業管理系 9 341 6 206 15 547 1 25 2 65 3 90 18 637 

不動產經營系 4 99 2 46 6 145 -- -- 2 70 2 70 8 215 

會展與觀光系 5 186 4 95 9 281 -- -- 1 40 1 40 10 321 

應用英語系 6 250 2 57 8 307 10 413 -- -- 10 413 18 720 

 

 
24 876 14 404 38 1280 11 438 5 175 16 613 54 1893 

電
資
學
群 

電子工程系 4 122 3 68 7 190 7 291 -- -- 7 291 14 481 

資訊工程系 7 265 4 131 11 396 -- --  -- 0 0 11 396 

電腦與通訊工

程系 
5 203 4 81 9 284 -- -- -- -- 0 0 9 284 

 

 
16 590 11 280 27 870 7 291 0 0 7 291 34 1161 

工
程
與
設
計
學
群 

機械工程系 4 163 6 201 10 364 7 251 -- -- 7 251 17 615 

土木工程系 4 126 2 81 6 207 10 333 -- -- 10 333 16 540 

室內設計系 6 233 4 101 10 334 -- -- 2 53 2 53 12 387 

創意產品設計

系 
4 150 -- -- 4 150 -- -- -- -- 0 0 4 150 

  
18 672 12 383 30 1055 17 584 2 53 19 637 49 1692 

合計 83 3324 58 1820 141 5144 45 1735 15 461 60 2196 201 7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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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歷年畢業生人數及進路分析 

本校自 65 學年度至 103 學年度日間部畢業人數共計 29,494 人。自 74 學年度至 103

學年度夜間部畢業人數共計 16,613 人。103 學年日夜間部畢業生總數為 1,586 人，其中

直接就業、服兵役及選擇繼續進修人數共 1,363 人佔 86%，其他(含待業)223 人佔 14%，

持續提供就業資訊與關懷畢業進路(如表 1-2)。 

表 1-2  本校 103 學年度畢業生人數及進路分析表 

項目 人數 比率 

就業或繼續現有工作 634 40% 

服兵役 539 34% 

繼續進修 190 12% 

其他（含待業） 223 14% 

畢業生總數 1586 100% 

(三)校務發展內外條件分析 

面對高等教育生存競爭日益激烈的艱困處境，本校積極思考如何發揮既有優勢，邁

向永續經營，曾就現有條件優劣、未來發展困境及因應措施進行 SWOT 分析並提出有

效策略(如表 1-3)，我們將積極籌改科大，以凝聚教職員工生能量，持續精進深化教學

研究品質，並與產業建立緊密的合作關係，培育具備優質就業競爭力的人才，提升學校

學術地位及良好口碑。目前校務整體發展將朝向追求「卓越與創新的科技大學」為發展

願景，配合國家產業發展，持續培育職場所需之專業技術、管理與服務人才為目標。 

表 1-3  校務發展 SWOT 分析與 TOWS 矩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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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校發展定位與目標 

在「德化學子，霖霑社會」之辦學理念的指導原則下，本校以「教學型專業學院」

為現階段學校定位，以「培育職場所需之中階技術管理、專業服務人才」為培育目標，

以追求「卓越與創新的科技大學」為發展願景，期望打造一個務實致用的技職教育環境，

讓今天的德霖學子，成為明天的職場達人，進而潤澤社會，回饋社會(如圖 1-4)。 

  

 

圖 1-4  本校發展願景與定位圖 

 

五、106-107 年度校務發展策略及規畫 

為達上述目標與願景，本校近年來積極推動各系加強與產業接觸，透過「地緣產

業優勢」、「社會資源特性」，並配合「本校發展願景」進行分析與規劃，積極與特色產

業進行連結，形成一個具有競爭優勢又符合國家經濟發展，並且與本校發展相符之價值

鏈，其相關結構(如圖 1-5)。因此，在課程規劃與教學執行上，積極邀請業界專家共同

參與，藉由長期互動，已與產業界建立良好關係，提供學生業界實習與職場體驗的機會。

在校外實習方面，國內外合作廠商超過 120 家頂尖企業，特別的是，本校更擁有跨足營

造、不動產、飯店之關係企業—宏國集團的支持，與台北凱撒飯店、墾丁凱撒飯店、台

北 101、山芙蓉酒店、中國蘇州酒店長期合作，從聯合招生、課程共構、業師教學、校

外實習、海外實習、輔導就業，形成招生至就業無縫接軌。近年來，也逐步推動海外實

習與師生國際文化交流等活動，加強學生國際移動的機會與開闊學生國際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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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德霖與特色產業連結分析圖 

本校目前既以「教學型專業學院」為定位，並以「培育職場所需之中階技術管理、

專業服務人才」並提升其就業力為目標；同時亦積極籌畫改名科大相關工作，強化體質、

提升學校競爭力，在校務發展策略上，自 102 年以來皆從「組織再造，提升效能，強化

體質」、「教師增能，厚植專業，提升能量」、「課程精進，務實創新，即戰藍海」、「學習

深化，德術兼備，開創新局」及「資源整合，優質校園，發展卓越」五個面向，進行學

群資源的整合、就業學程的推動、產學合作的擴展、產業學院的發展、專業實習的深耕、

技職再造的精進、職場英語的提升、國際視野的開拓、學生多元學習的提升、品德教育

的落實、校園空間的規劃與設備的建置，逐步累積學校辦學績效並與型塑本校辦學特色。

106-107 年度，將在改名科大的規劃與努力下，以「務實致用，精進卓越」為校務發展

計畫，透過「專業典範、活化教學」(教師面)、「厚植涵養、精進務實」(學生面)、「創

新課程、就業加值」(課程面)、「數位學習、資源共享」(資源面)及「務實致用、產業紮

根」(特色面)五個分項計畫，來落實本校「教學型專業學院」的定位，以及「提升學生

就業力」的目標；並另在「環境面」與「永續經營面」的厚實基礎上，進行全面、永續

的校務發展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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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106-107年度校務發展計畫 

本校從 95 至 101 年度，已透過階段性的「教學紮根」、「學生中心、教學活化、就

業導向」等各項措施，奠定良好的發展基礎，並規劃推動以就業為導向、整合產學能量、

精進教師專業、開發三創課程、拓展國際視野五大計畫主軸；102、103 年度更由教學

資源中心主導推動「教學深化──創新務實深化學習」計劃；104-105 年度，進一步藉

由與產業界間長期以來建立之良好互動，透過計畫推動「創新學習就業接軌」、「創新課

程就業導向」、「創新教學精進專業」、「整合產學技術扎根」、「精進實力放眼國際」，積

極連結新興產業，增進教師專業能力，擴大產學合作，期使學生畢業即就業、造就產業

好人才，樹立本校教學實務化、學用無落差之特色。106-107 年度，為更落實本校「教

學型專業學院」的定位，以及「提升學生就業力」的目標，以「務實致用，精進卓越」

為校務發展計畫主軸，透過「專業典範、活化教學」(教師面)、「厚植涵養、精進務實」

(學生面)、「創新課程、就業加值」(課程面)、「數位學習、資源共享」(資源面)及「務實

致用、產業紮根」(特色面)五個分項計畫的執行，期望活化教師教學專業能力，培育學

生品德涵養與實務能力，進而提升學生的就業力。同時也在學校整體環境(環境面)與行

政支援(永續經營面)上更加精益求精，以作為推動上面五個面向發展的堅實基礎(如圖

2-1)。 

 

 

圖 2-1  106-107 年校務發展計畫具體作法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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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總體目標及分項執行策略 

為達成學校自我定位及辦學目標之發展願景，本計畫規劃達成之總體目標及具體策

略、指標如下： 

 

分項計畫 1「專業典範、活化教學」規劃之總體目標 

(1) 召開「教師專業成長社群專責小組」會議，推動教師成長社群，分享教學經驗、教材    

製作與研究方法。藉由教師之定期聚會及交流分享，促進教師經驗傳承，協助教師精

進教學專業能力，激發研究能量、提升教學成效。同時督促教師成長社群產出效益，

如：編輯教材、參加競賽、申請專利或協助教師提升教學評量成績等，進行整體成果

檢核。 

(2) 辦理「優良教師經驗分享」活動，透過教學績優教師之經驗分享，提升教師教學能量，

並能將其教學設計理念、教材內容規劃及授課方式與技巧，透過教學分享傳承，使師

生皆能受惠。 

(3) 建構引導教師專業成長並回饋教學成效提升之教師評鑑制度，並加入教師適性發展之

選擇方案，召開教學考核小組會議；舉辦教師評鑑經驗分享及輔導座談，協助未通過

評鑑教師訂定自我改善計畫，定期評估各項成效之達成，確保評鑑未通過教師持續改

進機制。 

(4) 召開教學評量制度改進小組會議，完善教學評量制度及後續追蹤輔導機制，依課程、

學科設計專屬教學評量問卷，並建立統計分析系統；對於評量欠佳者，辦理教學優良

教師經驗分享，並透過微型教學演練、教學觀摩，以改進教師教學成效。 

(5) 辦理教學助理工作研習與培訓活動，完善教學助理制度，落實教學助理之功能，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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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助理協助教師教學準備工作之能力，全方位支援教師教學活動，協助教師教學及

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6) 推動微型教學觀摩，協助新進教師及教學評量欠佳教師做較大幅度的教學檢視及改

進；亦可由教師自發性的微型教學演練，增加教師同儕間彼此討論教學設計的機會，

藉以提升校內教學方法交流之風氣，增進教師教學效能。 

(7) 遴選「彈薪典範教師」與「獎勵優秀教研人員」。根據教師之教學、研究、輔導及服

務表現，配合教師評鑑，選拔彈薪典範教師，公開頒獎表揚並給予彈薪獎勵；另外，

針對國科會研究計畫、產學合作計畫與協同業界開發專利個案，提供參與教師獎助

金，以培養教學與研究能力頂尖之優質師資，獎勵優秀教研人員。 

(8) 辦理產業實務教學研習活動，邀請專家學者蒞校指導，與教師進行分享與交流，以拓

展教師實務教學能力，並進而完成產業實務課程單元教材，提供教師增進專業能力之

門徑。 

(9) 落實教師多元升等機制：鼓勵教師多元適性發展自我專業，提升教師教學、研究、實

務上的整體能量，除有助於教師自我專業的精進外，對於學生的多元學習有其實質助

益。 

106-107 年度校務發展計畫分項計畫 1【教師面】質化指標表 

面

向 
計畫執行策略 質化指標 

教

師

面 

1.1 

協助教師教學專業成長機制 

召開「教師專業成長社群專責小組」會議，推動教師成長社

群，分享教學經驗、教材製作與研究方法，協助教師精進教

學專業能力，激發研究能量、提升教學成效。督促教師成

長社群產出效益，如：編輯教材、參加競賽、申請專利或協助

教師提升教學評量成績等，進行整體成果檢核。 

1.2 

貫徹教師評鑑與結果追蹤

輔導機制 

召開系、校級教學考核小組會議，建構引導教師專業成長並

回饋教學成效提升之教師評鑑制度；協助未通過評鑑教師

訂定自我改善計畫，定期評估評鑑未通過教師持續改進成

效。 

1.3 

完善教學評量及結果處理

回饋機制 

召開教學評量制度改進小組會議，完善教學評量制度及後續

追蹤輔導機制；依課程、學科設計專屬教學評量問卷，並

透過教學優良教師經驗分享、微型教學觀摩，以改進評量

欠佳教師之教學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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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向 
計畫執行策略 質化指標 

1.4 

落實彈性薪資實施與教研

人員獎勵措施 

遴選「彈薪典範教師」與「獎勵優秀教研人員」並針對國科

會研究計畫、產學合作計畫與協同業界開發專利個案，提

供參與教師獎助金，以培養教學與研究能力頂尖之優質師

資，獎勵優秀教研人員。 

1.5 

提升教師產業實務與教材

開發能力 

辦理產業實務教學研習活動，邀請專家學者蒞校指導，與

教師進行分享與交流，以拓展教師實務教學能力，並進而

完成產業實務課程單元教材，提供教師增進專業能力之門

徑。針對產業實務課程單元教材實施班級，進行問卷調

查，了解教材使用對教學之效益。 

1.6 

落實教師多元升等制度 

推動教師以技術報告及教學實務等其他多元升等管道，鼓

勵教師適性適才多元發展，有助學生多元學習與成長。 

1.7 

強化導師輔導知能 

辦理導師輔導知能研習，強化學生問題處遇能力，提供學

生適性輔導。並於每學年辦理績優導師遴選及獎勵，提升

導師士氣，並舉辦輔導經驗分享，促進輔導經驗傳承、增

益導師輔導實效。 

106-107 年度校務發展計畫分項計畫 1【教師面】量化指標表 

面

向 
計畫執行策略 量化指標 

年度 

106 107 

教

師

面 

1.1 

協助教師教學專業成

長機制 

1.召開「教師專業成長社群專責小組會議」 1 次 1 次 

2.辦理「教師專業成長社群」活動 6 場 6 場 

3.辦理「教師教學成長研習」活動 4 場 4 場 

4.辦理「教學優良績優教師」遴選 1 場 1 場 

5.辦理「教學優良教師經驗分享」 4 場 4 場 

1.2 

貫徹教師評鑑與結果

追蹤輔導機制 

1.召開「系級教師考核小組會議」 1 次 1 次 

2.召開「校級教師考核小組會議」 1 次 1 次 

3.辦理「教師評鑑」 1 次 1 次 

4.舉辦「教師評鑑經驗分享/輔導座談」 1 場 1 場 

1.3 

完善教學評量及結果

處理回饋機制 

1.召開「教學評量制度改進小組會議」 1 次 1 次 

2.辦理「教師教學評量」 2 次 2 次 

3.辦理「教學助理工作說明會」 2 場 2 場 

4.辦理「教學助理工作研習與培訓」 6 場 6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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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辦理「優良教學助理」遴選 2 場 2 場 

6.實施「微型教學觀摩/研習」 20 場 20 場 

1.4 

落實彈性薪資實施與

教研人員獎勵措施 

1.召開「彈薪典範教師」與「獎勵優秀教

研人員」遴選會議 

1 次 1 次 

    

2.籌組校際教師成長團隊辦理校際優良教

師經驗分享 
1 場 1 場 

1.5 

提升教師產業實務與

教材開發能力 

1.辦理「產業實務教學研習坊」 4 場 4 場 

2.完成「產業實務課程」單元教材 2 門 2 門 

3.推動業界雙師協同教學(每系) 8 人次 8 人次 

4.落實教師教材數位化提高數位教學平台

使用率 
100 % 100 % 

5.推動教師參與數位教材與數位課程認證 1 門 2 門 

6.鼓勵教師參加校外專業知能研習 30% 以上 40% 以上 

7.辦理教師赴公民營研習 2 次 2 次 

1.6 

落實教師多元升等制

度 

1.推動多元升等，鼓勵教師多元精進 1 人 1 人 

1.7 

強化導師輔導知能 

1.辦理導師輔導知能研習 4 場次 4 場次 

2.辦理績優導師遴選及獎勵 1 次 1 次 

 

 

 

分項計畫 2「厚植涵養、精進務實」規劃之總體目標 

(1) 完善選課地圖機制，召開完善選課地圖修正機制會議，引導學生依職涯規劃所需職能

進行選課，提升學生學習動機。 

(2) 辦理職涯輔導、模擬面試、個別輔導面談等座談會，聘請校友代表、產業代表、學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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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參與課程規劃，修訂職涯規劃輔導制度，連結學生選課輔導，引導同學規劃課程

修習與選擇職涯進路。 

(3) 針對學習成效不佳的學生，落實學習預警制度及後續追蹤輔導。學期成績不佳者，授

課教師得依本校「補救教學實施辦法」辦理課後輔導；曠缺課過多及學習低落者，導

師及授課教師應適時加以輔導加退選部份科目或提出校內轉系（科）組申請，使學生

能適性發展。 

(4) 強化 e-Portfolio 與選課地圖之連結，提升 e-Portfolio 系統之學生使用率，促進學生運用

e-Portfolio 檢視學習成效，並藉由選課地圖與能力診斷分析，協助學生了解需加強之

指標能力，進而規劃在校之學習與選課。 

(5) 落實學生核心能力指標，修訂本校各學群、系畢業門檻與檢定機制，完善學生學習歷

程檔案功能，推動學生選課輔導及學習成效評估與回饋機制，確保學生學習成果與運

用。 

(6) 蒐集校友之雇主滿意度調查相關資料，整合至校友會網頁資料庫，建立回饋機制，確

認使用者需求，提供問卷設計、問卷填寫與統計功能，進而了解職場需求應具備之專

業能力，回饋課程設計。 

(7) 鼓勵學生展現創意與創新想法，將想要執行的計畫付諸行動，啟動學生自主學習動

能，透過企劃提案，培育創新課程、就業學生職場規劃力；辦理跨系的創新創業系列

演講、跨校的創新創業競賽，以強化學生跨領域的整合思維。亦將於系科鼓勵學生修

習「創業管理與企劃」與「創新行銷」課程，以培育學生創意創新、規劃組織與專業

知識等一般與專業能力。 

(8) 邀請專家學者蒞校，辦理職能學習工作坊，以培養學生的基礎能力及就業能力，並由

業師檢核學生的學習成效，作為課程設計、課堂活動之修正參考。 

(9) 提供學生多元學習面向，舉凡語言表達運用、博雅內蘊的涵養、品德教育的落實、服

務關懷的實踐及國際視野的開拓，以落實全人教育培育目標。 

106-107 年度校務發展計畫分項計畫 2【學生面】質化指標表 

面

向 
計畫執行策略 質化指標 

學

生

面 

2.1 

策訂學生學習及生(職)涯

輔導機制 

辦理職涯輔導、模擬面試、個別輔導面談等座談會，聘請校友

代表、產業代表、學界代表參與課程規劃，修訂職涯規劃

輔導制度，連結學生選課輔導，指引同學具體可行之職涯

發展進路，提升就業能力。辦理學生學習預警輔導，完成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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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向 
計畫執行策略 質化指標 

科基礎能力之訓練。 

2.2 

訂定學生核心能力指

標、畢業門檻及檢定機制 

落實學生核心能力指標，修訂本校各學群、系畢業門檻與

檢定機制，完善學生學習歷程檔案功能，推動學生選課輔

導及學習成效評估與回饋機制，確保學生學習成果與運用。 

2.3 

建立畢業生長期追縱及

結果回饋機制 

將校友之雇主滿意度調查整合至校友會資料庫，建立回饋

機制，確認使用者需求，提供問卷設計、問卷填寫與統計

功能，進而了解職場需求應具備之專業能力，回饋課程設

計。 

2.4 

培育學生跨系所整合創

新技能 

鼓勵學生展現創意與創新想法，啟動學生自主學習動能，

透過企劃提案，培育學生職場規劃力；辦理跨系的創新創

業系列演講、跨校的創新創業競賽，以強化學生跨領域的

整合思維。 

2.5 

進行雙向職能學習 

辦理大三UCAN共通職能施測解釋與諮詢，評估學生職場共

通職能，協助學生了解自我特質，確立學習目標和動機，

積極強化就業職能。邀請專家學者蒞校，辦理職能學習工

作坊，以培養學生的基礎能力及就業能力，並由業師檢核

學生的學習成效，作為課程設計、課堂活動之修正參考。 

2.6 

提升學生博雅內蘊及語

言表達能力 

實施中文能力檢測會考，了解學生能力分布狀況擬定輔導策略 

；輔導並辦理中文檢定證照考試，協助同學取得證照，提升職

場競爭力。舉辦讀書會並與圖書館辦理書香園地寫作比賽，以

提升學生閱讀、寫作能力。 

2.7 

強化公民品德教育 

強化學生公民素養與品德教育，辦理品德核心價值相關活動，

提醒學生於日常生活中落實品德規範；每學年辦理「愛在德霖

迎向未來」發願樹活動，塑造校園有愛友善優質文化；辦理法

治、春暉、性平、智財權等相關宣導活動，型塑良好現代公民

素質與形象；開設零學分公民教育課程，培養學生組織力、規

劃能力、執行力、溝通能力、團隊合作等核心能力。辦理「服

務學習成果校際分享」活動，與夥伴學校分享服務學習活動執

行成果。 

2.8 舉辦國際文化活動，認識多元文化，豐富學生國際文化相關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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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向 
計畫執行策略 質化指標 

開拓學生國際視野 驗，培養全球化思考與視野 

106-107 年度校務發展計畫分項計畫 2【學生面】量化指標表 

面

向 
計畫執行策略 量化指標 

年度 

106 107 

學

生

面 

2.1 

策訂學生學習及

生(職)涯輔導機制 

1.召開「完善選課地圖修正機制會議」 1 次 1 次 

2.辦理「職涯輔導」/「模擬面試」/「個別輔導面談」

座談 
28 場 28 場 

3.針對預警名單辦理各式補救教學及輔導，提升學

生學習成效(達成率) 
50 % 60 % 

4.辦理「學生學習預警輔導經驗分享」 2 場 2 場 

5.舉辦新生高關懷篩選施測 1 場 1 場 

6.辦理學生諮商輔導(心理健康、性別平等、生命教

育、生涯輔導、學生成長)活動 
20 場 20 場 

7.辦理「家庭學校一家親座談會」(每系) 1 場 1 場 

2.2 

訂定學生核心能

力指標、畢業門檻

及檢定機制 

1.辦理各項畢業門檻輔導班，提升學生通過率(每

系) 
3 場 3 場 

2.辦理資訊證照考試，提升學生資訊運用能力及通

過率 
4 場 4 場 

3.辦理英語證照考試，提升學生英語能力及通過率 4 場 4 場 

4.實施英語能力檢測會考 1 場 1 場 

5.辦理英語輔導補救教學營 4 場 4 場 

6.辦理英日語相關競賽 2 場 2 場 

7.辦理建置使用與職涯導師 e-P 功能解說 1 場 1 場 

8.輔導新生建置及舊生更新 e-P(建置率) 100 % 100 % 

9.辦理「e-Portfolio 競賽」 2 場 2 場 

2.3 

建立畢業生長期

追縱及結果回饋

機制 

1.辦理「畢業生流向調查」 1 次 1 次 

2.辦理「畢業生滿意度調查」 1 次 1 次 

3.辦理「雇主滿意度調查」 1 次 1 次 

2.4 

培育學生跨系所

整合創新技能 

1.辦理「創新創業講座」 6 場 6 場 

2.辦理「創新創業競賽」 1 場 1 場 

2.5 

進行雙向職能學

1.大三 UCAN 共通職能施測解釋與諮詢 1 次 1 次 

2.辦理「職能學習工作坊」 6 場 6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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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 

2.6 

提升學生博雅內

蘊及語言表達能

力 

1.實施中文能力檢測會考 2 場 2 場 

2.輔導並辦理中文檢定證照考試 1 場 1 場 

3.舉辦讀書會並與圖書館辦理書香園地寫作比賽 1 場 1 場 

2.7 

強化公民品德教

育 

1.辦理品德教育核心價值相關活動 4 場 4 場 

2.辦理發願樹活動 1 場 1 場 

3.辦理法治與智財權相關公民活動 6 場 6 場 

4.實行公民教育零學分課程 1 門 1 門 

 5.辦理行動導向服務學習活動(每系) 1 場  1 場 

 6.「服務學習成果校際分享」活動 1 場 1 場 

 

2.8 

開拓學生國際視

野 

舉辦國際文化多元活動 3 場 3 場 

 

 

分項計畫 3「創新課程、就業加值」規劃之總體目標 

(1) 落實課程大綱全面上網，將課程資訊公開於本校 Moodle 數位教學平台，以利課綱之

完整與一致，亦有利於學生的選課規劃。 

(2) 落實及精進課程規劃、執行、檢核與回饋之課程品保機制，召開課程評估小組會議，

健全各級課程委員會之功能，提供開課改善方針及成效評估。 

(3) 透過校外參訪、職場體驗實習，安排學生到業界參訪，協助學生印證課堂所學，增進

學生的實務經驗，有效協助同學了解所學之運用與職場趨勢之關連。 

(4) 辦理公務生涯發展講座及青年創業基礎養成等活動，讓學生了解公務人員生涯發展基

本職能的項目與內涵、青年創業基礎能力和知識，協助學生探索就業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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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持續改進學生校外實習品質，透過問卷調查、成果觀摩、開會檢討，即時反映學生校

外實習活動中遭遇的困難，並辦理實習成果觀摩與經驗分享，使學習成效得以傳承。 

(6) 辦理英語輔導課程，加強學生英語聽、說、讀、寫基礎能力，強化學生國內外就業競

爭力。完善英語聽力、口說、閱讀及寫作之數位線上課程，提供學生自我學習平台。 

(7) 強化通識課程，人文、多元、創意，激發學生創新思維，達到全人養成目標。 

106-107 年度校務發展計畫分項計畫 3【課程面】質化指標表 

面

向 
計畫執行策略 質化指標 

課

程

面 

3.1 

實施課程資訊公開機制 

落實課程大綱全面上網，將課程資訊公開於本校Moodle教學

平台，以利課綱之完整與一致，亦有利於學生的選課規劃。 

3.2 

建全各級課程委員會 

落實及精進課程規劃、執行、檢核與回饋之課程品保機

制，召開課程評估小組會議，健全各級課程委員會之功

能，提供開課改善方針及成效評估。 

3.3 

精進產業鏈結學用接軌課程 

辦理校外參訪、職場體驗實習、公務生涯發展講座及青

年創業基礎養成等活動，協助學生探索就業目標。 

3.4 

開設英語聽、說、讀、寫課程 

辦理英語輔導課程，加強學生英語聽、說、讀、寫基礎

能力，強化學生國內、外就業競爭力。 

3.5 

推動編撰創新教材，開設創意

課程 

鼓勵開設創新創意課程，藉由創新創意課程開設，提升

學生創意思考與實作能力；推動編撰創新教材，實施創

意教法，鼓勵教師編製符合學生程度之創意教材，並創

新教法以提升學生學習興趣與動機。 

3.6 

規劃專業基礎銜接與就業接

軌專精課程 

強化新生專業基礎銜接教育，辦理第一哩銜接課程，協

助新生瞭解系科專業發展方向，穩固學習基礎；規劃與

職場就業接軌多元化課程，辦理最後一哩就業專精學

程，引領學生規劃專業職能學習，以利與職場專業銜接 

3.7 

推動創新思維，全人學習 

規劃並統整分類通識核心課程：開設「創新思維、創意發

想」之分類通識課程，激發學生創意發想；強化「倫理與

人文關懷」、「職涯知能與發展」核心通識課程，提升學生

在倫理、人文關懷與職涯發展所需素養與職能；落實行動

導向服務學習課程之發展，以激發學生服務關懷情操與解

決問題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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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07 年度校務發展計畫分項計畫 3【課程面】量化指標表 

面

向 
計畫執行策略 量化指標 

年度 

106 107 

課

程

面 

3.1 

實施課程資訊公開機

制 

1.落實「課程大綱」公布 1 次 1 次 

2.各系檢討課程大綱並修訂公告(每系) 2 次 2 次 

3.各系辦理學生能力診斷與選課輔導(每系) 2 次 2 次 

3.2 

健全各級課程委員會 

1.設置院級課程委員會，健全課程三級三審

制 
100 % 100 % 

2.召開「校、系級課程評估小組會議」 2 次 2 次 

3.各教學單位辦理課程外審 100 % 100 % 

3.3 

精進產業鏈結學用接

軌課程 

1.推動教師團隊參與企業育成輔導 1 件 2 件 

2.辦理育成招商說明 1 場 1 場 

3.辦理育成成果發表會 1 場 1 場 

4.各系檢討改進校外實習機制(每系) 1 場 1 場 

5.辦理企業實習招募及媒合說明會 2 場 2 場 

6.辦理「校外實習成果展」 1 場 1 場 

7 辦理全校性教師輔導校外實習經驗分享

研習 
1 場 1 場 

8.辦理「職場參訪體驗」活動 20 場 20 場 

9.辦理職涯發展講座 20 場 20 場 

10.辦理「公務生涯發展」/「青年創業基礎

養成」活動 
4 場 4 場 

3.4 

開設英語聽、說、讀、

寫課程 

1.辦理「英語聽、說輔導課程班」 2 班 2 班 

2.辦理「英語讀、寫輔導課程班」 2 班 2 班 

3.5 

推動編撰創新教材，開

設創意課程 

1.鼓勵開設創新創意課程  2 門 2 門 

2.編撰創新教材，實施創意教法 10 冊 10 冊 

3.6 

規劃專業基礎銜接與

就業接軌專精課程 

1.各系辦理第一哩銜接課程(每系) 1 場 1 場 

2. 各系辦理最後一哩就業專精學程(每系) 1 場 1 場 

3.7 

推動創新思維，全人學

習 

1.辦理核心通識課程教學研討會 1 場 1 場 

2.辦理通識課程教學成果發表會 1 場 1 場 

3.辦理通識核心能力檢核與指標達成率檢

討會 
1 場 1 場 

4.規劃開設創新思維、創意發想之分類通識

課程 
2 門 2 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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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辦理創新思維，創意發想分類通識課程學

習成果發表會 
1 場 1 場 

6.建立「倫理與人文關懷」、「職涯知能與

發展」執行與評核機制 
1 場 1 場 

7.開設行動導向服務學習課程 6 門 6 門 

 

 

 

分項計畫 4「數位學習、資源共享」規劃之總體目標 

(1) 建置基礎學科之數位課程教材，協助教師將教學、教材數位化，以作為其他教師教學

之參考，提供學生自修或補救教學之管道。同時將檔案收錄於教學平台，提供他校學

生自修學習之用途。 

(2) 辦理基礎學科會考，了解學生學習問題，據以進行共同課程（或必修課程）之改革，

提供分級授課之參考，以利教師適性教學，提升學生基礎學科之學習成效。同時擇優

予以獎勵，以提升校園學習風氣。 

(3) 整合校園教學資源，建立校際資源分享措施。有效利用學校合法授權軟體，以提升學

生學習效率，促進學生自主學習；強化數位學習環境，提供本校與他校學生學習資源，

共同成長。 

(4) 辦理跨校選課、區域留學、跨校教學助理宣導活動，打破空間藩籬，運用資訊平台的

建置，達成區域夥伴學校教學資源流通共享的目標，提供學生多元化的學習視野，促

使學生在全方位的學習空間獲得自我提升。 

(5) 透過與在地高中職策略聯盟，提升雙方師資教學與實務能量，增進高中職學生學習成

效，並持續宣導技職教育理念與成果，共同提升技職教育教學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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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07 年度校務發展計畫分項計畫 4 【資源面】質化指標表 

面

向 
計畫執行策略 質化指標 

資

源

面 

4.1 

建置基礎學科數位教材 

建置基礎學科影音數位教材，將檔案收錄於教學平台提供學

生自修學習之參考，並藉由此課程使用次數之統計，了解資訊傳

達之狀況；辦理基礎學科會考，擇優獎勵以提升校園學習風氣。 

4.2  

建立校際資源分享措施 

整合學習資源，有效利用學校合法授權軟體，以提升學

生學習效率，促進學生自主學習；強化數位學習環境，

提供本校與他校學生學習資源，共同成長。 

4.3 

加強圖書館館際合作 

推廣圖書代借代還及雲端電子書閱讀競賽活動，推廣閱

讀與寫作；辦理「虛擬借書證」及「二手教科書服務」

平台推廣說明會，流通資源再利用。 

4.4 

深耕在地、高中職策略聯盟 

透過與在地高中職策略聯盟，協助精進高中職教師職

能，共同指導高中職學生實務專題製作，加強高中職學

生專業基礎銜接教育，增進其學習成效，持並續宣導技

職教育理念與成果，共同提升技職教育教學品質。 

106-107 年度校務發展計畫分項計畫 4【資源面】量化指標表 

面

向 
計畫執行策略 量化指標 

年度 

106 107 

資

源

面 

4.1 

建置基礎學科數位教材 

1.建置「基礎學科影音數位教材」 6 單元 6 單元 

2.辦理「基礎學科會考」 3 場 3 場 

4.2 

建立校際資源分享措施 

1.整合「校園教學資源」分享 1 次 1 次 

2.辦理「跨校選課」/「區域留學」/「跨校

教學助理」推廣 
2 場 2 場 

4.3 

加強圖書館館際合作 

1.辦理圖書代借代還及雲端電子書閱讀心

得寫作相關競賽活動 
2 場  2 場 

2.辦理「虛擬借書證」及「二手教科書服務」

平台推廣說明會 
2 場  2 場 

4.4 

深耕在地、高中職策略

聯盟 

1.辦理高中職蒞校參訪活動 12 場 12 場 

2.辦理高中職入班宣導活動 12 場 12 場 

3.協助高中職辦理教師職能精進研習 2 場 2 場 

4.辦理高中職教師創意教學競賽 1 場  1 場 

5.協助指導高中職推動專題製作 12 組 12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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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協助辦理高中職專題競賽 2 場 2 場 

7.加強高中職學生專業基礎銜接教育 1 場  1 場 

8 辦理高中職證照輔導班 1 場  1 場 

9.舉辦高中職暑期職場體驗營 1 場  1 場 

 

 

分項計畫 5「務實致用、產業扎根」規劃之總體目標 

(1) 執行一條龍式在地就業計畫，訂立協助學生至業界實習之機制與具體措施，與產業界

建立良好合作關係，由課程共構、業師教學，以至校外實習、海外實習，提供學生業

界實習與職場體驗。 

(2) 推動實務專題製作，以業界待解決問題作為學生實務專題，由產業專家、本校師生共

同研究發展，提升學生實務技能、就業競爭力，帶動業界待解決問題導向專題製作。 

(3) 辦理專題成果競賽及發表活動，藉由競賽的準備過程，引發學生主動發掘、思考、規

劃、執行的能力，使學生整合在校所學專業知識，結合校外實習所得，創新實務專題

製作，提高學生的學習成就。 

(4) 推動海外實習，開設海外實習課程，提升學生與國際就業市場接軌的職場競爭力。藉

由選送學生至海外企業實習，拓展國際視野、體驗文化差異，熟悉國際職場，既可留

任海外就業，亦可回國貢獻所學，分享海外經驗。 

(5) 積極推動學生參與海外國際競賽，提升學生在國際競賽上之能見度，發展學生務實致

用能力；落實競賽選手養成計畫，培育優質頂尖選手，赴海外參加國際競賽，強化學

生職場競爭力，回應社會及產業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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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07 年度校務發展計畫分項計畫 5【特色面】質化指標表 

面

向 
計畫執行策略 質化指標 

特

色

面 

5.1  

推展學生至業界實習 

執行一條龍式在地就業計畫，訂立協助學生至業界實習之

機制與具體措施，由課程共構、業師教學，以至校外實

習、海外實習，提供學生業界實習與職場體驗。 

5.2  

提升學生之職場競爭力 

開設海外實習課程，提升學生與國際就業市場接軌的職

場競爭力；進行「校外實習」資料分析，提供系科課程

設計及發展方向之參考；落實競賽選手養成計畫，培育

優秀選手，赴海外參加國際競賽，強化學生職場競爭

力。辦理英文履歷競賽及全國行銷企劃競賽，提升學生

職場競爭力。 

106-107 年度校務發展計畫分項計【特色面】畫 5 量化指標表 

面

向 
計畫執行策略 量化指標 

年度 

106 107 

特

色

面 

5.1 

推展學生至業界實習 

1.執行「一條龍式的在地就業」訓練 1 次 1 次 

2.推動「業界待解決問題導向專題製作」 2 組 2 組 

3.辦理「專題成果競賽及發表」活動 1 場 1 場 

5.2 

提升學生之職場競爭力 

1.推動學生「海外實習」 4 人次 4 人次 

2.進行「校外實習」資料分析 1 次 1 次 

3.推動學生參與「海外國際競賽」 2 人次 2 人次 

4.英文履歷撰寫競賽 1 次 1 次 

5.全國行銷企劃競賽 1 場 1 場 

在「環境面」上，由總務處總理其事，規劃六項計畫執行策略，分述如下： 

106-107 年度校務發展計畫【環境面】總體目標 

面

向 
計畫執行策略 總體目標 

環

境

面 

A.1  

維護校園景觀提升整體形象 

本校樹木覆蓋率極高，素有森林學園之稱，常為社區居民

遊憩之地。本校仍持續維護校園景觀美化，打造綠色永續

校園，加強友善、安全校園空間營造佈置，如製作符合校

園現狀標示指示牌；重新檢視空間整體規劃，以提供全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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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向 
計畫執行策略 總體目標 

師生及社區居民更優美舒適的活動空間。 

A.2 

興建餐旅大樓打造專業環境 

本校投入龐大經費興建餐旅教學大樓已臻完工，將逐步建

置、增購各項軟硬體教學設備，以提供全系師生更專業學

習的空間與教學設備。建築本體外的休憩空間更經過專業

設計師精心規劃，寬闊雅致，將成為土城地區新地標。 

A.3 

增購儀器設備提升教學成效 

每年編列約 8500 萬元經費採購各項圖書儀器設備，改善教

學及研究品質，並依據行政作業程序及預算經費之節流控

管等業務目標，有效提升教學、研究品質及效益。  

A.4 

礎硬體設施維護維護基礎硬

體設施確保使用品質 

全校各教室內 E 化講桌、投影機、布幕、冷氣等影體設施

之更新與保養維護以及校園無障礙設施的建置與改善，將

定期維修及更新，以提升教學與使用品質。 

A.5 

完善監視系統加強校園安全

管理 

強化監視器覆蓋率及正常運作，建置停車場、校園內各棟

大樓監視系統監控點增設及改善，以提升校園安全。人車

分道：預計在 106-107 學年度，進行人車分道第二階段改

善計畫，並針對校內活動頻繁區域重新檢討，朝向以人為

本的概念，減少人車衝突，加強人車安全。 

A.6  

改進校園電力及網路兼善節

能與通訊 

全校電力設備改善維護，兼顧功能與節能效益，如針對老

舊校舍替換節能LED燈管，落實綠色節能的目標；校園Wifi 

及網路頻寬改善，強化網路資訊安全，更便利e化時代教職

員工生的使用。 

另外，因應本校改名科大，整合提升四大學群空間與設備之需求也是未來年度的重

要工作，概述如下： 

四大學院 整體規劃與作法 

休閒餐旅學院 

因應新建「餐旅廚藝教學大樓」竣工，校園空間及資源將重新分配，

餐旅與廚藝系之既有設備將重新檢視，除某部份教學研究空間(例如

廚藝示範教室)保留外，其餘重新規劃至「餐旅廚藝教學大樓」，及

包括規劃籌設中之精緻農業系 

工程與設計學院 
為強化機械館空間及資源能更充分利用，預計在 105 學年度完成全

館空間調整。並為了使實驗場所能更活化使用，規劃於 106-107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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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將針對室內設計系(科)與創意產品設計系實驗場所整合，以

達校園資源整合運用之目的 

商管學院 

將持續不斷檢視各項教學軟硬體設備，亦同步予以更新維護，並積

極規劃建置電子看板、雲端 e 化等教學系統，配合學院專業課程的

規劃，針對部份專業教室進行空間改造及維護，力求提供更優質的

教學空間 

電資學院 

預計 105 學年度完成電資館全館空間調整，並規劃於 106-107 學年

度全面檢討館內所有技能檢定考場軟硬體配置，並計畫與館內專業

實驗場所進行整合，提高教學研究設備與空間使用效率 

在「永續經營面」上，則有賴於會計、稽核、人事等管控機制的籌畫與把關；並能

將學校辦學校績效回饋於社區、社會大眾，本校在 106-107 年度有下列整體規劃： 

106-107 年度校務發展計畫【永續經營面】總體目標 

面

向 
計畫執行策略 總體目標 

永

續

經

營

面 

B.1 

執行內部稽核作業提升行政

效能 

依相關辦法規定，每學期召開內部稽核小組會議及執行內

部稽核作業，落實執行稽核作業，提升行政效能。為使內

部同仁對稽核作業、流程、重點有所了解，不定期舉辦內

部稽核教育訓練，提升內部人員對稽核工作的重視與認

識；亦擇期舉辦內部稽核行動工作坊或經驗交流觀摩會，

以精進內部稽核工作內涵與準確度。 

B.2 

精算全校人力配置比例配合

校務發展 

每學年進行各單位人事員額評估、降低生師比，均衡提升

各系專業教師配置與聘任，以達到全校教職員工作配置有

效及平衡，校務行政得以順利推展。 

B.3 

妥善資源分配落實永續經營

的財務規劃 

每學年依校、學院、系之工作計畫及發展目標編列預算，

並由審查小組嚴格審查，建全財務收支狀況，為校務永續

發展之基礎。 

B.4 

辦理推廣教育提供教學服務 

與公會、協會合作辦理學分班，提供在職者進修機會以及

社會大眾自我充實，終身學習機會；開辦樂齡大學，提供

長者快樂、健康、充實的學習管道與環境。而因應產業變

化，開辦產業需求相關課程，持續辦理產學攜手合作計畫，

以及辦理產學合作專班，共同培育產業所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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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校務發展總體計畫組織分工與運作 

校務發展總體計畫推動小組 

序號 類  別 姓  名 現  職 於106-107年度計畫擔任之具體工作性質、項目及範圍 

01 召 集 人 羅仕鵬 校長 統籌校務發展計畫整體業務 

02 協同召集人 林清芳 
副校長兼 

教務長 

 

 

規劃及督導校務發展計畫整體業務 

03 委 員 陳鴻進 研發長 
1.協助規劃及統籌校務發展計畫業務執行 

2.各分項指標執行進度控管 

04 委 員 李建德 學務長 規劃學生面計畫執行方針 

05 委 員 朱莉美 
教學資源中心

主任 
協助規劃教師面及資源面計畫執行方針 

06 委 員 林益彰 
教務處 

課務組組長 
協助規劃課程面計畫執行方針 

07 委 員 賴淑芬 語言中心主任 
1.規劃及辦理拓展國際特色面相關課程及活動 

2.修訂外語畢業門檻與檢定輔導機制 

08 委 員 張遵偉 
資訊工程系 

主任 
規劃及辦理特色面相關活動 

09 委 員 林憲陽 人事室主任 
1.規劃實施教師評鑑及輔導機制 

2.辦理彈性薪資及教研人員獎勵措施 

10 委 員 黃燿麟 
資訊圖書中心 

主任 

1.執行資訊畢業門檻與檢定輔導機制 

2.執行資訊平台整合與升級 

11 委 員 林郁欽 
通識教育中心 

主任 

1.規劃與執行通識領域教師成長社群 

2.規劃與執行校內基礎學科會考 

3.規劃與執行課程面「行動導向服務學習課程」 

12 委 員 范秀滿 會計室主任 規劃校務發展計畫經費編列、使用及核銷 

13 委 員 林昇立 進修部主任 規劃與執行推廣教育相關課程與活動 

14 委 員 凌烽生 總務長 規劃校務發展計畫環境面執行方針 

15 委 員 于毅生 主任秘書 協助執行內部稽核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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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管考及輔導機制 

計畫

管考 
管考方針 

管考

機制 

規範校務發展計畫執行進度之督導與管考 

(1)管考機制流程圖 

A.成立 106-107 校務發展推動小組，設置召集人由校長與協同召集人研發長擔任，

進行期初自我評估，以實際了解各項校務改進需求，研擬計畫執行策略與具體

作法。 

B.訂定計畫施行時程表以落實計畫項目，定期召開會議，針對計畫執行遭遇之困

難提供解決方案。 

 

 

圖 2-2  計畫管考機制圖 

 

(2)各項管考組織與工作職掌說明 

A.校務發展總體計畫推動小組：依據「北區技專校院教學資源中心之計畫綱要」，

定期追蹤與檢討計畫執行成效，為本計畫之最高決策與督導單位。 

B.計畫管考小組：負責監督與管考各分項計畫之執行進度，召開會議檢討、考核

各分項計畫之執行進度及成效，提報表送校務發展總體計畫推動小組審議。 

C.經費稽核小組：負責審視各計畫之經費運用情形與支用合理性，召開會議審查

各計畫之經費使用情形。 

D.研究發展處：將各計畫執行單位之工作項目及預期成效，列為該單位之關鍵績

效指標(KPI)，設有管考資料填報系統，定期召開工作進度檢討會議，對執行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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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不佳之計畫啟動預警制度，並提報「計畫管考小組」、「經費稽核小組」審議。 

 

四、校務發展總體計畫預期綜合效益 

 

 
圖 2-3  執行計畫預期綜合效益圖 

 

計畫執行對「學校」之預期綜合效益 

1. 強化教學資源中心功能，推動區域夥伴學校校際溝通平台，辦理跨校選課、區域留學、

跨校教學助理、全英語學習園區推廣活動。 

2. 建置基礎學科之數位課程教材，將檔案收錄於教學平台提供學生自修學習之參考，提

升學生基礎學科能力，亦提供夥伴學校交流分享。 

3. 整合校園數位教學資源，有效利用學校合法授權軟體，提升學生學習效率，促進學生

自主學習，並建立校際資源分享措施。 

4. 強化數位學習環境，整合全校教學資源，提供本校與他校學生學習園地，共同成長，

促進校際教學資源交流。 

5. 選定特色產業，積極導入產業資源，邀請合作廠商協同授課；落實合作廠商之評估機

制，並篩選優良實習廠商，確保學生校外實習成效。 

6. 鼓勵系科專業教師赴業界夥伴廠商深度研習，學習業界關鍵技術，將隱性技術轉化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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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性教材或教具，深化學生就業技能，強化學生職場競爭力，達到人才供需平衡、產

學雙贏的目標。 

7. 持續改進學生校外實習品質，透過問卷調查、成果觀摩、開會檢討，即時反映學生校

外實習活動中遭遇的困難，並辦理實習成果觀摩與經驗分享，使學習成效得以傳承。 

8. 推動海外實習，參與海外國際競賽。開設海外實習課程，提升學生與國際就業市場接

軌的職場競爭力。落實競賽選手養成計畫，培育優秀選手，赴海外參加國際競賽，建

立國際聲譽。 

9. 藉由資本門的挹注，購置高流明數位投影機，取代目前教學教室的老投影機，改善簡

報及影片投影效果，提升教學品質。 

計畫執行對「教師」之預期綜合效益 

1. 協助教師精進教學專業實務能力，促進校內外教師經驗傳承，以期提升教師教學品

質，激勵教師教學與研究之熱忱。 

2. 辦理產業實務教學研習活動，邀請專家學者蒞校指導，與教師進行分享與交流，以增

進教師實務教學能力，完成產業實務課程單元教材，提供教師增進專業能力之門徑。 

為鏈結教師產業實務，本校積極投入經濟部工業局之 104 年度產業園區廠商升級轉型

再造計畫-「製程改善暨物聯平台建置前導計畫」，依學群分類，主動拜訪土城/樹林工

業區廠商，了解其需求，爾後，將進行廠商諮詢輔導、人才培訓、協助園區廠商研提

政府計畫、成果發表等，全校各學群與教師皆戮力以赴。 

104 年度本計畫已規劃餐旅系與休閒系完成 2 門產業實務課程單元教材；此外，另有

企管系、應英系、會展系亦積極推動實務性教材開發。 

3. 聘請業界專家蒞校協同教授實務課程，使課程教學內容與產業結合，優化實務教學以

提升學生實務技能。將業界所需技術轉化為教材或教具，深化學生就業技能，強化學

生職場競爭力，以達到產學雙贏的目標。 

4. 獎勵優秀教研人員，鼓勵教師積極投入教學改進及產學合作，並針對國科會研究計

畫、產學合作計畫與協同業界開發專利個案，提供參與教師獎助金，以培養教學與研

究能力頂尖之優質師資。 

5. 鼓勵教師專業成長社群辦理專業領域課程研討、教學方法分享、教材教具研發並產出

自編教材；擴增校際教師專業成長社群，進一步推動跨校、跨領域知識整合研究，促

進教學、專業知識之經驗分享、傳承及交流，達成精進教學品質之目的。 

6. 鼓勵教師配合教學領域及科系發展重點特色，至公民營機構研習，將產業趨勢融入課

程，積極爭取校外公民營機構之研究案，藉以增進教師業界實務能力，增進教學品質。 

7. 舉辦校內基礎學科會考，測驗結果可提供分班授課之依據，亦可提供授課教師進行課



德霖技術學院 106-107 年度校務發展計畫 

31 

程設計、教材篩選及擬定教學目標之參考，以提升教學效果。 

8. 建立各級教學考核機制，落實評鑑未達標準教師之輔導。啟動校系兩級教學考核機

制，落實輔導成效追蹤及輔導措施之改進，使教師成為兼具專業能力與教學技巧之良

師。 

9. 完善教學助理制度，選拔、奬勵優良教學助理，落實教學助理之功能。藉由培訓課程

與工作考核，精進教學助理協助教師教學準備工作之能力，全方位支援教師教學活

動，協助教師教學及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計畫執行對「學生」之預期綜合效益 

1. 辦理職涯輔導、模擬面試、個別輔導面談，使學生了解校系培育目標、課程規劃及職

涯進路，激發學生學習動機，加強學生之基礎學科能力，以利規劃辦理課後續學習輔

導，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2. 落實學生學習成效評估，訂定學習成效評估項目與檢核機制，促進多元教學與評量，

並將評估結果回饋至學習輔導、教師教學評鑑、課程與教學改進及職涯輔導等各方面。 

3. 舉辦中文、英文及微積分等基礎學科能力會考，採用競賽獎勵方式，激勵學生學習，

促進學生學習動機與良性競爭，有效帶動校園學習風氣，提升學生基礎學科能力，以

利銜接專業學科，提升學習成效。 

4. 辦理職能學習工作坊，增進學生專業職能，使學用無落差，並使學生能建立正確的職

場倫理與工作態度，並加強學生溝通表達、人際互動及團隊合作等職場共通職能，使

學生畢業後能儘速融入職場環境。 

5. 推動在地就業計畫，訂立協助學生至業界實習之機制與具體措施，與產業界建立良好

合作關係。由課程共構、業師教學，以至校外實習、海外實習，提供學生業界實習與

職場體驗，使學生了解職場文化、現況以及產企業需求。 

6. 強化 e-P 與選課地圖之連結，提升 e-P 系統之學生使用率，促進學生運用 e-P 檢視學習

成效，並藉由課程地圖(選課地圖) 與能力診斷分析，協助學生了解需加強之指標能

力，進而規劃在校之學習與選課。 

7. 提升校友資料建置率，加強校友連繫，定期更新校友現況，並邀請校友返校座談、傳

承經驗，提供在校學弟妹職涯規劃參考及在校學習建議，協助訂定學習及生涯計畫。 

8. 落實校友與雇主調查，分析調查結果作為課程規劃、教學提升及職涯輔導之參考，並

藉此與產業界加強合作，引入產業導師制度，提供就業諮詢，協助學生進行職涯規劃，

進而增進就業媒合，提升學生就業率。 

9. 提升各系課程地圖完整性，並完成專業證照及專業職能之選課地圖，並強化指標能力

分析功能，協助學生選修課程及學生職涯進路規劃之建議，引導學生選課自主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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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學校依辦學特色(基礎面向與精進特色)與校務發展計畫關聯

說明 

本校 106-107 校務發展計畫已如上所述，其與辦學特色六大項目──辦學目標與校

務治理、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產學合作與實務研究、學生輔導及就業情形、辦學績效

與社會責任、國際化，息息相關。茲就辦學特色說明本校執行概況與規劃，再就其與校

務發展計畫之關聯進行說明。 

(壹)學校辦學特色執行狀況分項說明 

一、辦學目標與校務治理(精進特色) 

(一)學校願景與發展策略 

近年來，本校積極推動各系與雙北在地產業及集團關係企業密切接觸，進行多項產

學合作。在課程規劃與教學執行上，邀請業界專家共同參與，藉由長期互動與產業界建

立良好關係，提供學生業界實習與職場實務體驗的絶佳機會。本校擁有跨足營造、不動

產、飯店等關係企業──宏國集團的大力支持，從聯合招募、課程共構、業師教學、校

外實習、海外實習，到輔導就業，達成無縫接軌。基於上述，為達到學「追求卓越與

創新的科技大學」的學校願景，以提升學生就業競爭力為目標，本校致力以「德霖品

德教育，發善願行善事」、「務實致用教學、拓展就業藍海」、「善用宏國資源、打造就

業領航」及「德霖產學契合、在地就業深耕」等四項發展特色並擬定具體發展策略，

其架構與具體作法如下(如圖 3-1 所示)。 

 

 

 

 

 

 

 

 

 

圖 3-1  學校整體發展策略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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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校財務管理與內控機制 

1. 學校財務管理機制與現況 

本校財務狀況穩健，學校主要收入來自學雜費收入近一年來約佔總收入 76%、補助

款收入約佔總收入 13%、其餘收入約佔總收入 11%，主要支出用於經常門支出約佔總支

出 90%、資本門支出約佔 10%，近兩年規劃新建教學大樓總工程款含專業設備約 7 億 5

千萬元經費來源以往年賸餘款支應，依據會計師查核報告書剩餘撥充權益基數在 103

學年度約有 18 億 7 千多萬元，因此財務規劃仍然以「穩健踏實」為原則，並配合學校

中長程規劃，以永續發展為整體為根基，進行各項軟硬體建置計畫；同時秉持「開源、

節流」之目標，提升財務資源運用效能。 

本校在 103-105 年度學校年度校務發展計畫經費來源穩定，104 年全校總收入為

74,500 萬元，全校總支出為 56,858 萬元，量入為出(如表 3-1)。校外獎勵經費主要來自

教育部各類獎勵補助計畫，包括私校獎勵補助計畫、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計畫等，其餘為

學校自籌經費，其中私校獎補助計畫金額約 2,790 萬元，占學校總支出比率為 4.9％，

占學校總收入比率約 3.7％；另外，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計畫約 1,054 萬元，占學校總支

出比率約 1.9％，占學校總收入比率 1.4％；而學校自籌經費共 1,286 萬元，占學校總支

出比率約 2.3％，占學校總收入比率約 1.7％。上述 104 年度學校年度校務發展相關經費

總計共 10,750 萬元，占學校總支出比率為 18.9％，占學校總收入比率 14.4％，整體經費

來源與補助比例堪稱穩定，學校整體財務狀況健全(如表 3-2)。 

本校前一(學)年度(104 年度)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支用情形

及近三年執行私立技專校院獎勵補助經費情形，如表 3-3 及表 3-4。 

表 3-1  本校前一(學)年度(104 年度)學校總支出、收入一覽表 

 
前一(學)年度學校總支出(E) 前一(學)年度學校總收入(F) 

學校 附設機構 學校 附設機構 

經費 

(單位：萬元) 
56,858  74,500 

 

統計時間：104 年 1 月 1 日至 104 年 12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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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本校前一(學)年度學校校務發展一覽表 

 

前一(學)年度學校校務發展 

總計
(A) 

學校自
籌經費

(B) 

教育部各類獎勵補助計畫(C) 
其他政府
部門獎勵
或補助經
費(D) 

私校獎
勵補助
計畫 

典範
科技
大學
計畫 

教學
卓越
計畫 

區域教
學資源
中心計

畫 

其他 

經費 

(單位：萬元) 
10,750 1,286 2,790 - - 1,054 4,668 952 

占學校總支出比率 

(單位：%) 
18.9 2.3 4.9 - - 1.9 8.2 1.7 

占學校總收入比率 

(單位：%) 
14.4 1.7 3.7 - - 1.4 6.3 1.3 

統計時間：104 年 1 月 1 日至 104 年 12 月 31 日 

表 3-3 本校前一(學)年度(104 年度)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支用情形 

使用範圍 經費(單位/萬元) 備註 

教師人事經費 259  

教學研究經費 552  

學生助學及輔導經費 26  

軟硬體設備經費 2,232 含配合款 

工程建築經費 -  

總計 3,069  

統計時間：104 年 1 月 1 日至 104 年 12 月 31 日 

表 3-4  本校近三年執行私立技專校院獎勵補助經費情形(單位：萬元) 

年度 經常門 資本門 經資門比例 總計 

103 797 2,126 27.3:72.7 2,923 

104 837 2,232 27.3:72.7 3,069 

105 901 2,403 27.3:72.7 3,304 

小計 2,535 6,761 27.3:72.7 9,296 

按照本校中長程規劃編列預算，(詳如表 3-5、3-6 之 105-109 學年度各項經費收支預

估表)經常門支出方面主要因應提升改善師資素質及強化研究服務等需求，在資本門方

面配合本校重點特色發展，主要因應充實各學系設備、圖書等需求，同時秉持「取之學

生、用之學生」之理念，並依據本校各項作業規範與制度配合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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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105-109 學年度各項經費收入預估表         單位：千元 

經費項目       學年度 105 106 107 108 109 

經費來源 

學雜費收入 540,038 534,110 499,559 471,627 467,443 

推廣教育收入 7,135 7,142 7,149 7,157 7,146 

產學合作收入 26,664 27,183 28,813 30,541 32,373 

補助及捐贈收入 65,041 65,073 65,106 65,138 65,171 

財務收入 11,400 10,830 10,289 9,774 9,285 

其他收入 19,632 18,651 17,718 16,833 15,990 

收入合計數 669,910 662,989 628,634 601,070 597,426 

累積賸餘數 1,109,075     

經費總計餘(絀)數  994,678 940,770 869,914 787,859 

經費來源合計 1,778,985 1,657,667 1,569,404 1,470,984 1,385,285 

 

表 3-6  105-109 學年度各項經費支出預估表         單位：千元 

經費項目       學年度 105 106 107 108 109 

經費需求 

經常門方面 

人事費 389,700 382,138 374,733 367,483 360,384 

經常門支出 242,306 232,975 223,437 214,739 207,387 

經常門經費需求合計 632,006 615,113 598,170 582,222 567,771 

經常門餘（絀）數 37,904 47,876 30,464 18,848 29,655 

資本門方面 

建築物/土地 65,000 15,000 15,000 15,000 15,000 

設備/圖書 87,301 86,784 86,320 85,903 85,528 

資本門經費需求合計 152,301 101,784 101,320 100,903 100,528 

經費需求總計 784,307 716,897 699,490 683,125 668,299 

經費總計餘（絀）數 994,678 940,770 869,914 787,859 716,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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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學校內控機制 

本校依法建置各項規章制度外，並配合教育部推動「內部控制制度」建立，即於

99 年 11 月 24 日制訂本校「學校內部控制制度(第一版)」手冊，並於 100 年 4 月 25 日

由校長聘任具相關業務專業之本校專任教師 1 名擔任內部稽核人員，為更落實與強化內

部控制制度稽核業務，至 104 學年度已聘任專任教師 7 名擔任內部稽核人員。 

自 100 學年度起，積極推動本校內部控制制度與執行內部稽核作業，並辦理 3 場內

部控制、內部稽核教育訓練(內部控制制度觀念及稽核技巧、內部控制制度觀念及稽核

推行、風險評估)，對象為本校所有行政人員、主管及稽核人員，檢討強化現有內部控

制作業，全面檢視各項業務內部控制作業，訂定合宜之內部控制制度及風險評估，以確

保業務執行之安全可靠，提升營運效能。 

為因應業務需求並精進內部控制制度及順利運作，各行政單位所屬權責業務例行監

督並審視不斷檢討修正各項作業流程、表單及辦法進行增修，至 104 年 6 月 18 日已修

訂學校內部控制制度手冊(第三版)。 

本校內部稽核人員根據本校內部稽核作業實施細則所列之職權，將稽核工作範圍分

成：（1）例行性稽核；（2）專案性稽核；（3）盤點現金、銀行存款及有價證券等三項。

例行性稽核係依據各單位風險評估表，經稽核會議討論，選具中、高風險之作業，查核

各單位勾選作業之營運事項執行成果，以訂定年度稽核計畫。專案性稽核係以各單位運

用教育部獎勵補助款經費為稽核對象，稽核項目為經常門及資本門，分期中、期末進行

稽核。 

(三)師資結構、人力配置、行政支援與服務 

1. 專任教師數、師資結構及全校師生比 

本校現有專任教授 9 名、副教授 55 名（含 1 名副教授級專技人員）、助理教授 65

名（含 9 名助理教授級專技人員）、講師 71 名（含 1 名講師級專技人員）、軍護教師 3

名，共計 203 名，合格兼任教師 173 名。本校新聘師資以具實務經驗為最優先考量，聘

任職級上除負責專科部教學外，均以助理教授以上之專技人員或具實務經歷之博士師資

為主。為提升專業師資，104 學年度增聘 6 位專任教師，105 學年度更增聘 4 位具實務

經驗之專任教師，配合教師多元升等及資深教師優退措施，可預期的是本校師資結構及

專業素質提升，在師資結構提升成效上，本校助理教授以上師資比例已提升至 105 學年

度之 64.50%。 

本校全校生師比為 25.66，日間生師比為 21.14 (以 105/08/01 師資及 105/03/15 學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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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計算)。近幾年各職級專任師資分佈情形如表 3-7 所示，圖 3-2 列出本校 101-105 學年

度助理教授以上師資比例圖。 

表 3-7  各職級專任師資一覽表 

學年度 教 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講 師 合 計 

101 10 61 55 86 212 

102 9 65 62 85 221 

103 10 64 63 84 221 

104 10 57 67 77 211 

105 9 55 65 71 200 

105學年度 

百分比 
4.5% 27.5% 32.5% 35.5% 100% 

備註 
101-104 學年度師資人數以每年 10 月 15 日之基本資料庫數字 

105 學年度師資人數以 105 年 8 月之人數為基準 

 

 

圖 3-2  助理教授以上師資比例圖 

2. 人力配置 

本校目前各處室及教學單位行政支援人力共 125人(如表 3-8所示)，配合校系發展、

入學方式多元及外在教育環境的快速變遷，針對行政人力質量，在質的方面，本校均定

期辦理職員工有關服務態度、公文、性騷擾防治、電腦資訊……等研習訓練，同時也鼓

勵職員工同仁參加校外舉辦之職能訓練；在量的方面，因應少子化衝擊，行政人力將進

59.43%

61.54%
61.99%

63.51%

64.50%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101-1 102-1 103-1 104-1 105-1

助
理
教
授
以
上
師
資
比
例

學期

本校101-105學年度專任助理教授以上師資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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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總量管制，同時落實職員考核，逐年依學生人數遞減情形及趨勢進行人力管理，以利

在行政人力質量方面提供並確保良好的行政服務。 

表 3-8  行政人力一覽表 

學年度 職員人數 

102-1 125 

102-2 125 

103-1 122 

103-2 124 

104-1 125 

104-2 125 

105-1 125 

3. 行政支援與服務 

(1)教學圖書、儀器與設備 

為配合本校師生教學研究學習，並兼顧休閒活動所需，本校圖書館館藏發展以工程

與設計、電資、商管、休閒餐旅四大學群及通識教育為主，本校圖書館目前圖書館藏量

共 308,274 冊(含圖書、電子書、期刊合訂本及視聽資料)、期刊 22,416 種(含紙本與電子

期刊、報章)，光碟及資料庫 90 種等豐富之館藏資源(如表 3-9，表 3-10，表 3-11 所示)。

館藏量每年穩定持續增長，除圖書質與量的增加外，亦重視多媒體視聽資料及電子資源

的蒐集。 

表 3-9  102-104 學年度圖書館館藏統計表 

學

年

度 

圖書館收藏冊數 非書資料 現期書報 

中文     

圖書 

外文 

圖書 

電子資料 

視聽   

資料 
報紙 

期刊 

期刊 

合訂本 

光碟

及線

上資

料庫 

電子  

書 
中、日文 西文 電子期刊 

102 150,509 24,668 92 90,622 6,361 83 473 75 21,348 10,976 

103 156,809 26,105 90 94,297 6,590 83 498 81 21,730 11,914 

104 162,680 26,105 90 100,985 6,590 83 498 82 21,753 11,914 

而在設備增置與提供服務方面，主要根據使用者需求為考量，因此在館際合作交流

與網路線上服務，提供更多元的資源與貼心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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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0  102-104 學年度圖書館增購重要設備一覽表 

學年度 重     要     設     備     與     現     況 

102 多媒體個人電腦 20 台 

103 
多媒體團體欣賞區 3D 液晶電視及藍光播放器 4 組、多功能會議室投影

設備、無障礙檢所區電動升降書桌 1 張 

104 多媒體團體欣賞區 3D 液晶電視及藍光播放器 4 組 

表 3-11  圖書館網路線上服務項目表 

服 務 項 目 服        務        內        容 

1.圖書館活動公告 
隨時公布本館最新訊息及館務動態包含系科、全校借閱及電

子資源使用率或影展、藝文等活動推展公告。 

2.館藏查詢 

(1) 圖書查詢 

(2) 期刊、學報、期刊合訂本查詢 

(3) 視聽資料查詢 

(4) 電子書、電子期刊、線上資料庫整合查詢(含校外連線) 

(5) 報紙清單 

(6) 網路資源查詢 

3.讀者服務 

(1) 讀者意見信箱 

(2) 身心障礙讀者服務 

(3) 線上資料薦購 

(4) 讀者個人借閱記錄查詢 

(5) 線上預約、續借 

(6) 滿意度及問卷調查 

(7) 圖書館活動線上報名 

4.線上參考服務 

(1) 線上留言與諮詢 

(2) 圖書館利用教育 

(3) 轉學考考古題庫 

(4) 資訊檢索使用指導 

5.電子資源檢索 

(1) 電子書、電子期刊、資料庫等電子資源線上檢索 

(2) 德霖學報數位典藏 

(3) 各種檢索點查詢 

6.館際合作 

(1) 聯盟合作館查詢 

(2)「全國學術電子資訊資源共享聯盟(CONCERT)」 

(3) 全國文獻傳遞服務系統(NDDS)使用 

(4) 「北區技專校院教學資源中心圖書資源共享聯盟」代借 

代還服務 

7.網路資源使用 
(1) 校外連線使用各項電子資源及使用指導 

(2) WWW 全球資訊網連結服務 

圖書館為滿足全校師生教學、研究與學習需求，於 103 年 7 月搬遷至現址(綜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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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規劃明亮學習空間與多媒體研究空間，營造良好學習環境。 

(2)校園資訊網路建置 

本校十分注重資訊網路方面的建設，以期提供校內師生於教學、研究與產學合作等

方面完整支援。校園網路主幹為 Gigabit 光纖線路，網路架構如圖 3-3。網路防護措施除

佈建 IPS（Intrusion Prevention System 入侵防禦系統)外，並透過其防禦政策禁止 P2P 軟

體，杜絕非法軟體下載以達到保護智慧財產權。 

本校對外之 TANET 線路頻寬為 400MB，在學生宿舍網路部份，本校與中華電信租

用 75 條 10M/2M ADSL 線路，充份滿足本校師生之需求；校園並提供無線網路服務，傳

輸速率為 54Mbps，涵蓋率達 97%以上。 

 

圖 3-3 校園網路主幹光纖線路架構圖 

另外在軟體服務方面，除每年編列預算購買教學所需最新版本軟體外，也與部分軟體廠商

簽訂軟體全校授權公約，確保本校職員生合法軟體的使用權。 

在提倡終身學習及學習 e化的趨勢下，98學年度起建置 e-Portfolio (學習歷程檔案)，

以記錄同學在學期間的學習歷程，並於畢業時，可印出個人化的電子履歷；於 100 學年

度更新版本後，併入學生資訊入口網，101 學年度進一步整合了 UCAN 平台與課程地圖

的學生登入帳號，讓同學在學習歷程、課程地圖與 UCAN 之間無縫接軌，完成 UCAN

個人就業職能與相關教、學務系統個人資料之查詢。能力雷達圖協助同學檢視自我經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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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學習所獲得之就業力成績單（就業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並隨時掌握歷年學習成

長之軌跡，有效行銷自我、做好生涯規劃及就業之準備。此外，中心也在每年補助款的

挹注之下舉辦學習歷程製作競賽，透過活動鼓勵學生彙整學習過程所產生的資料，將自

己最好的作品在線上呈現、分享社團經驗、閱讀感想或專業的研究心得等，並在第二階

段評選時模擬求職面試過程，讓專業經理人給予學生更多的就業指導，透過學習歷程的

整合，除了可方便同學將來回顧在德霖的求學歷程，不斷更新充實內容更可發展成未來

求職或升學的履歷表。99 學年度起，將學生證結合至悠遊卡，以增加遠端服務功能；

另外也建置了數位教學平臺，提供同學線上同步學習，讓學習已不再限於書桌或電腦螢

幕之前，更簡單的影音資料發佈與分享管理的平台，讓教師與學生穿越時間與地點的限

制進行行動學習。 

校務系統含蓋線上公文系統，整合傳遞交換、公文製作、線上簽核流程、稽催管制、

檔案管理與資料庫管理以及電子表單於一體，由系統自動產生收發文號，將外收文及內

發文納入公文管制流程，讓資料不流失，使行政更有效率。並以超強而完善的公文服務

功能，協助縮短公文辦理時程，加速資訊溝通速度。提供更具整合性、時效性、安全性

之公文管理，配合 WEB 查詢功能，主從式架構，提供公文流程稽催管制功能，使每一

步流程都記錄在資料庫中隨時可進行查詢，並導入新版人事會計總務系統，將行政系統

整合至各類校務資訊服務，提供全校教職員生完整、安全、便利之校務資訊環境。資訊

安全方面更導入資訊安全管理制度並通過相關資安認證，更有效落實資訊安全管理工

作。 

(3)總務行政支援與服務 

本校總務運作建立各項表單，依法進行採購作業並嚴謹驗收，簡化各項申請流程，

提升服務效能；有效管理維護校產、校舍、設施設備及整體環境，使其正常運作並提供

全校教職員工生安全、健康、友善、便利的校園工作及學習環境。歷年來持續在維護校

園整體的美綠化以提升學校校園整體形象、增購儀器設備以提升教學研究成效、維護基

礎硬體設施設備、加強校園安全管理、改善校園電力及通訊設備等工作上有所精進，並

負責規劃執行教學大樓的新建工程，在環境面上為校務整體發展奠定厚實的基礎。近年

亦配合校務發展所需，積極推動總務行政電腦化，以提升行政支援與服務工作的效益(如

圖 3-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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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  總務行政電腦化的實施 

 

(四)因應少子女化學校發展策略 

因應少子女化的現實趨勢，本校積極形塑學校特色與口碑，落實加強學生專業實務

能力，以提高本校知名度爭取學生就讀，主要從行銷、宣傳、紮根、固本四哥方面著手，

相關具體作法如下(如圖 3-5 所示)： 

1. 強化系實務特色課程教學：加強與業界互動，透過同學參與產學合作案及專題製作，

磨練實務技能，擴大辦理業師協同教學，厚植職場見識及建立正確職場工作態度，

並加強辦理學生校外實習，以營造系科特色與學生未來就業優勢。 

2. 落實國中、高中職扎根活動：與上游生源學校進行多樣化接觸，並加強各項合作措

施。 

(1)國中部份-除了針對老師、學生及家長的宣導活動外，並針對鄰近國中協助技藝性社 

團的推動。 

(2)高中職部份-除招生宣導外，另外提供高職同學專業技能檢定輔導、專題製作指導、

專業競賽指導、面試技巧輔導及開設雙師協同教學。 

3. 加強校系特色行銷作為：發動各系校友協助招生工作，並透過各國高中畢業就讀本

校的學生，協助招生宣傳工作，向原就讀國、高中學弟妹宣傳就讀本校之優勢，同

時於 FB 上宣傳各系之特色活動，增加曝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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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加強媒體廣告宣傳-：針對各系科特色設計宣傳文宣，並利用各種媒體管道，進行

廣告郵寄、報紙廣告刊登、面紙廣告發送、信箱派報等宣傳。 

 

圖 3-5  本校招生具體策略圖 

二、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基礎面向) 

(一)健全發展實務課程及多元學習機制 

1. 實務課程規劃與辦理情形 

103 學年度起配合教育部第二期技職教育再造策略六──實務課程發展與師生實

務增能計畫之辦理，全面推動本校各系檢討修訂系科課程規劃，結合產業策略聯盟夥伴、

企業資源，發展實務課程教學及辦理師生實務增能相關活動。 

為協助系科發展實務課程規劃與教學，本校行政單位於各工作階段之具體支援措施

如下： 

(1)「系(科)定位」階段 

具體措施 支援單位 

(1)協助系科了解產業發展趨勢及專長領域相關行業屬性之職場就業機會分

析，了解專業領域之職場低、中、高階人力供需情形。 
研發處 

(2)提供學生入學成績落點分析，協助系科了解學生素質及調查臨近區域內性

質相近系科之人才位階培育定位，找出針對本校學生之適性人才培育特性。 
教務處 

(3)提供教師學歷專長及業界實務背景資料，協助完成教師專長背景分析。 人事室 

 

(2)「與產業合作夥伴策略聯盟」階段 

具體措施 支援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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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體措施 支援單位 

(1)協助媒合系科與業界，推動產學實質互動交流，辦理教師廣度研習，尋找

與系科定位相符之業界廠商。 
研發處 

(2)推動系科訂定業界合作夥伴遴選準則，尋求與定位相符廠商建立合作夥伴

關係，規劃未來合作項目。 
研發處 

 

(3)「把專業核心能力轉化為課程」階段 

具體措施 支援單位 

(1)建立系科實務課程發展機制，產學共同研商將職場所需工作能力轉化為系

科專業核心能力指標，並進一步將專業核心能力指標對應至課程，並融入

教學內容。 

教務處 

(2)推動開設產業實務導向課程，邀請合作夥伴業界專家協同教學。 研發處 

(3)建立定期檢核課程制度，檢討課程與專業核心能力之對焦性，及與系(科)定

位之適切性。 
教務處 

本校學生平均修習實務課程時數比例統計如表 3-12。（105/6/30 報部資料） 

表 3-12  102-104 學年度學生平均修習實務課程時數比例統計表 

學年度 

全校平均每生修習 

實務課程時數(A) 

全校平均每生修習 

課程總時數(B) 

修習實務課程 

時數比例(A/B) 

102 26.8 43.2 62.0% 

103 26.8 43.8 61.2% 

104 27.1 43.4 62.4% 

2. 推動實務課程具體策略與作法 

為達成技職教育務實致用、培育產業所需人才之目標，本校以「務實致用教學、拓

展就業藍海」為發展特色之一，積極推動系科尋找畢業生就業藍海、定位就業職場與職

務，進一步結合產業資源發展實務課程，職能培訓融入課程教學，以縮短產學落差，強

化學生就業競爭力。本校推動實務教學具體策略與作法如下： 

(1)緊密連結產業協會：積極鼓勵院系與專業領域相關產業公會、協會進行交流合作，

以掌握產業發展脈動，並扎根業界廠商，拓展產學合作。 

(2)專業實務情境教學：積極建置各種情境教學空間，將專業實務情境融入教學，營造

學生職場氛圍，使學生學習與產業實務能確實接軌。 

(3)鼓勵創新專利發明：鼓勵師生結合產業需求，提出能解決業界實務問題的創新研發，

並申請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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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海外見習國際移動：積極拓展海外實(見)習機會，辦理海外參訪交流及國際論壇等

活動，開闊師生視野，提升國際移動力。 

(5)CEO領航職涯定向：邀請業界主管辦理專題講座、職涯規劃及產業趨勢座談等活動，

幫助學生瞭解產業發展及職場實務，協助學生適性規劃涯職。 

 

 

 

 

 

 

 

 

 

圖 3-6  推動實務課程具體策略與作法圖 

(二)實習課程規劃、合作機構篩選及學習成效評估機制 

本校自 98 學年度起推動各系開設必修或選修校外實習課程，至民國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課程委員會通過全校各系 102 學年度入學四技學生課程表全面納入「校外實習」

必修課程。為落實學生校外實習之推動，本校訂有「德霖技術學院學生校外實習辦法」、

「德霖技術學院學生實習委員會設置要點」與「德霖技術學院實習課程實施要點」，並

設計校外實習課程學生滿意度問卷及實習機構滿意度問卷，對於學生校外實習情形進行

績效評估，據以推動各系研議相關改進措施，102-104 學年度各學群學生參與校外實習

人數(如表 3-13 所示)。 

表 3-13  102-104 學年度各學群學生參與校外實習人數統計 

學年度 

 

學院      學制 

102 103 104 

全學年 

人數 

非全學   

年人數 

全學年 

人數 

非全學 

年人數 

全學年 

人數 

非全學 

年人數 

休閒餐旅

學群 
四技日間部 205 184 368 195 245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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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管學群 四技日間部 - 229 - 266 - 97 

工程與設 

計學群 
四技日間部 - 93 - 139 - 120 

電資學群 四技日間部 - 78 - 165 - 78 

合計 205 584 368 765 245 654 

(三)培養學生通識及人文涵養相關措施 

為培養學生通識及人文涵養，深化通識素養與培育目標，實施下列措施： 

1. 提升學生對中文學習興趣與強化中文寫作能力 

(1)強化通識基礎學科「實用中文」課程指導學生撰寫自傳，學生將自傳上傳至學習歷

程檔案(e-portfolio)，並實施「閱讀心得寫作」強化學生寫作能力。 

(2)辦理中文會考，訂有「中文寫作能力競賽實施要點」，藉由全校性會考方式，透過

競賽讓學生在同儕競爭氛圍下，以及獎勵金(品)的激勵下，提升學生的參與及學習

動機。 

(3)通識教育中心與資圖中心圖書館合作設置「書窗寫作園地」網頁平台，每學期辦「圖

書資園閱讀心得寫作比賽」並在「書窗寫作園地」展出競賽得獎作品。 

2. 通識課程辦理多元通識教育活動，深化通識素養與提升學習興趣 

(1)強化服務人群與關懷社會：執行「關懷社區弱勢族群」與「環保與生活服務學習」

計劃。 

(2)強化現代公民素養：定期辦理「德霖藝術季系列活動」、「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品

德弟子規背誦比賽」、「職涯知能與發展活動」與「綠色能源工作坊」等教學活動。 

   

德霖藝術季 

「愛像什麼」活動現場 

通識公民素養計畫 

「節能綠活圖」 

中文會考成績優良同學 

與師長合影 

(四)提升教師實務經驗與實務教學能力策略(含聘用具實務經驗教師與推

動教師定期產業研習研究機制) 

1. 訂定法規鼓勵教師參與實務增能研習及證照考取並遴聘實務經驗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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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發展技職務實致用目標及建立本校特色，每年本校均補助教師參與專業增能研習

(討)並獎助教師考取專業證照，新聘專任教師時更以具多年實務經驗之教師為優先考量，

在本校遴聘具實務經驗教師之機制上，已訂定健全法規，相關法規、主要條文及對應容

如表 3-14 所示﹕ 

表 3-14  本校遴聘具實務經驗教師之相關法規及主要條文 

法規名稱及主要條文 條文內容 

教師升等及聘任辦法第 16 條 

本校新聘教師，應視學校編制、系科發展、課程需要、師資

結構等因素，以決定是否遴聘。 

新聘專任專業或技術科目之教師，應具備一年以上與任教科

目相關之業界實務經驗，惟於技術及職業教育法施行前已在

職之專任合格教師，得不受此限；其審查由本校各級教師評

審委員依據本校「專業或技術科目教師業界實務工作經驗審

查要點」規定辦理 

專業或技術科目教師業界實

務工作經驗審查要點第九點 

本校新聘之專業或技術科目之專任教師，於辦理聘任時，應

一併審查其業界實務工作經驗；新聘教師應填具「專業或技

術科目之教師業界實務工作經驗審查表」並檢附相關證明文

件，經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始得發聘。 

聘任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教學

辦法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專業技術人員，係指具有特殊專業實務、造詣或

成就，足以勝任教學工作者。 

本校 101-105 學年度增聘之專任教師中具三年以上實務經驗者達 80%，詳如表 3-15

所示，足證本校近五年來所增聘之專任教師皆具備多年實務經驗，可充分提供本校學生

實務學習。 

表 3-15  本校 101-105 學年度增聘之專任教師具實務經驗一覽表 
 

學年度 增聘專任教師人數 
具 3 年以上 

實務經驗人數及比例 

101 7 5 (71.42%) 

102 11 7 (63.64%) 

103 9 7 (77.78%) 

104 8 6 (75.00%) 

105 3 3 (100.00%) 

合計 35 28 (8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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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提升教師實務經驗與實務教學能力之具體作法 

為協助教師專業成長，提升教學品質與績效，本校積極成立教師專業成長社群，辦

理數位教材研習活動、優良教師經驗分享活動、課堂經營研習、微型示範教學，獎助教

師專業證照，選拔教學績優教師。其具體作法如下： 

項

目 
具體作法 特色說明 執行成效 

1 
教師專業成

長社群 

105 年度成長社群以創新、創意、

創業為目標，產出三創課程教材，

開設三創特色課程，培養學生創新

思考、創意實踐能力。 

104 年度共成立 10 個教師成長

社群，140 人次參與專業成長研

習，各社群皆有產出成效。 

2 
數位教材研

習 

推動教材數位化，介紹並購置

EverCam 影像、教材編輯軟體；辦

理 Zuvio 數位教學工作坊，介紹此

一雲端即時互動系統。 

105 年舉辦 2 場數位教材研習；

並提出「廣告學」、「生死學」、「創

意綠色餐旅行銷」三門磨課師課

程申請案。 

3 
優良教師經

驗分享 

每學年辦理四場優良教師經驗分

享活動，邀請八位當年度當選教學

績優教師進行教學經驗分享。 

102年至 104年共舉辦 18場優良

教師教學經驗分享，在教學技巧

與熱忱激勵上均有助益。 

4 課堂經營 

邀請他校優秀教師分享數位教學

平台的靈活運用，翻轉教室、磨課

師課程等創新教學方法的實踐經

驗。 

102 至 104 年共舉辦 9 場次，藉

由他山之石，提升教師教學及課

堂管理之成效，並促進學生學習

成效。 

5 
微型示範教

學 

每學期由各系系主任推薦教學優

良教師進行示範教學，增加教師同

儕間彼此討論教學設計的機會。 

102 至 104 年共 151 人次參與，

協助教師有系統的診斷、調整與

評估課程教學方式，增加教師討

論教學狀況的機會，進而改進教

學活動。 

6 
獎助教師專

業證照 

鼓勵專任教師積極參加專業技能

檢定認證，以提升實務技能，提高

教學品質。 

102 至 104 年，獲乙級或相當等

級 (政府機關 )之證照者共 24

張；英文證照 2 張；國際認證

157 張。 

7 
教學績優教

師遴選 

教學績優教師獎勵包括：「教學特

優獎」、｢教學優等獎｣及「教學優

良獎」。 

102至 104年共 30位教師獲得獎

勵與表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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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能低碳實務社群」周俊

三老師獲俄國阿基米德國際

發明展銀牌 

「建築物耐震評估與補強社

群」辦理「美濃地震看建築

物安全」專業研習 

「休閒餐旅產品創新社群」

劉緯武與鍾碧姮老師在 2016

捷克發明展獲金牌與銀牌 

教師專業成長社群質量大幅提升 

「Zuvio 數位教學工作坊」學員發問 「EverCam 教學應用」講師指導學員 

數位教材研習情況 

   

廚藝系郭士弘、孫志祥老師

分享課程設計與實施 

休閒系顏瑞琪老師 

經驗分享風采 

蕭漢良老師經驗分享 

現場熱烈迴響 

教師積極參與教學優良教師經驗分享 

   

林清芳副校長 

致送王延年學務長感謝狀 

與林湘沅副教務長、何台華

教授、呂冠瑩主任合影 

朱莉美主任致送王豐緒教授

感謝狀 

多元學習評量與課程經營管理活動講師陣容堅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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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燿麟老師微型示範教學 謝麗玫老師微型示範教學 

微型示範教學觀摩教師優秀教學 

三、產學合作與實務研究(精進特色) 

(一)學校推動產學合作之機制(含設置統整性專責單位及人員、聚焦學校產

學研發特色、鼓勵教師參與及媒合輔導作法機制等) 

1. 本校推動產學合作相關業務由研發處產學合作組負責，產學合作組除設有組長 1 人

外，尚有組員 1 人負責行政相關事宜。 

2. 「德霖產學契合，在地就業深耕」為型塑學校特色四大重要策略之一 

本校位處新北市，鄰近土城、中和、樹林等工業區外，位處台北及新北市雙北區域

中樞，交通便利，地緣關係緊密。雙北地區產業人才需求孔急，本校積極鏈結在地產業、

聚焦於產業人才缺口，規劃就業導向實務課程，以「德霖產學契合，在地就業深耕」為

發展特色，積極投入土城、樹林工業區及鄰近學校附近之民間企業機構之產學合作與技

術服務，近三年來(102-104 學年度)產學合作件數高達 612 件。專業教師群均參與產業科

技研究，於去年度通過 8 班產業學院補助，為企業培訓基礎人才，與產業共同培育業界

所需人才，以達產業在地育才、學生在地就學就業，以及本校與地區產業共榮的三贏局

面。 

本校推動之德霖產學契合，在地就業深耕包含五大執行重點︰(一)產學契合共同選

才 (二)協同規劃課程教材 (三)師徒傳承實務技能 (四)落實輪調職場實習 (五)優先聘

用在地就業。本校希望透過上述五項機制之推廣，吸引更多雙北地區之產業夥伴投入人

才培育工作，培育在地學子，發展在地經濟(如圖 3-7 所示)。 

3. 學群產學整合，發展自我產學研發特色 

本校推動產學合作策略強調重點特色與應用發展，其中休閒餐旅學群，針對「餐旅

管理、精緻廚藝、休閒運動、旅遊導覽」為產學合作之發展策略，商管學群致力於「服

務領航、商務齊揚、外語實習、觀光尖兵」為產學合作之發展內涵，電資學群以「智慧

生活技術」及「行動網路應用」為產學合作之發展策略，工程與設計學群以「精進精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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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具與營建實務應用技術」及「強化創意空間設計與生活商品設計能力」為產學合作之

發展策略。 

 

圖 3-7  德霖產學契合 在地就業深耕示意圖 

4. 成立技轉育成中心，媒合輔導教師參與產業實務研究 

本校除了訂定相關「獎補助教師研究實施辦法」、「獎助專任教師學術成果辦法」

及「教師升等及聘任辦法」等獎勵辦法，以鼓勵教師積極從事產學合作與技轉外，於

103 學年度成立技轉育成中心，104 學年度為強化產學合作組之功能，將中心與產學組

合併改為產學合作暨技轉育成中心，主動出擊，拜訪鄰近工業區 38 家廠商，媒合產學

研究，已獲得 104 年度基北團隊產業園區公開表揚；而教師在產學與技轉的件數與金額

皆有成長。 

本中心於 104 學年度開始輔導宏于電機有限公司申請國家磐石獎，經本校技轉育成

中心輔導下，該公司之國家磐石獎申請書已審查通過，並於 105 年 7 月 27 日通過實地

訪視，目前仍積極輔導中。 

   

宏于電機廠區全覽圖 磐石獎委員訪視 與樹林工業區蔡子清專員

拜訪宏于電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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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6  104 年度土城/樹林工業區訪視成果 

項次 廠商名稱 訪視日期 訪談重點 

1 
卡勒金屬有限

公司 
1040325 

該公司為金屬機械業，主要產品為金屬銘板、塑膠銘板、

壓克力面板、鋁合金外殼、IMD 面板及各式商標。需要製

程技術改善及產品開發，但希望由業界專職人員進行改

善，目前無產學合作之需求。 

2 
光弘機械股份

有限公司 
1040326 

該公司為機械彈簧機台製造廠商，需要製程技術改善及新

產品開發，希望學校派教授到該公司教育訓練該公司員

工，提升員工之專業知識與本質素養。 

3 
國格金屬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1040326 

該公司專注於金屬工藝開發和集成業務，產品為高端散熱

模組，目前需要熱管效能改善、水冷式散熱及創新散熱之

產品開發產學合作。 

4 
華裕精機工業

股份有限公司 
1040408 

該公司為金屬機械業，產品為五金製品、機械零配件，目

前需要 40 位畢業生，協助加工製造。 

5 
元緯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1040408 

該公司為金屬機械業，主要生產冷氣風扇，目前需要畢業

生，協助加工製造。 

6 
魔術食品工業

股份有限公司 
1040409 

該公司為食品加工業，主要生產 MOS 漢堡冷凍食品，目

前需要實習生或想打工的同學，協助食品製作。 

7 
訊德實業股份

有限公司 
1040409 

該公司為電子光電業，主要產品為 PCB 測試機，目前正

招募電子工程師，無產學合作需求的主因為公司經營是商

業機密緣故。 

8 
良容工業股份

有限公司 
1040409 

該公司為精密機械金屬零件製造業，主要產品為各式五金

零件、光學元件及紡織零組件之製造與組裝，目前正招需

學生校外實習，需要機械在校生或畢業生之人力。 

9 
永麗泰企業有

限公司 
1040421 

該公司主要產品為 3C 及汽車表面處理，需要學生至公司

工讀，培養儲備人才，目前產學合作需求為射出及噴塗製

程處理。 

10 
美正紙器股份

有限公司 
1040421 

該公司為包裝彩盒製作設計之文創服務業者，主要產品為

包裝彩盒，目前需要產品包裝設計之產學合作，也需要技

術人員及倉管儲備幹部，也希望能申請 SBIR 政府計畫。 

11 全智工業公司 1040421 
該公司為金屬機械業，主要生產電腦機殼，目前已與明志

科大及中華中學學生進行校外實習，目前無協助之需求。 

12 
旭順企業股份

有限公司 
1040421 

該公司為污水處理業者，主要以油水分離、污水處理及生

物法，處理餐廳、小吃街、冷卻水塔及空氣濾清，目前需

要工業設計製程改善及綠色餐廳規劃之產學合作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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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元璋玻璃股份

有限公司 
1040423 

該公司為電子、光電、材料及綠能跨領域生產業者，主要

產品為防爆玻璃、電控液晶調光玻璃、太陽能建築系統整

合、太陽能光電結構玻璃、強化玻璃、綠建築結構玻璃、

防火玻璃、隔音玻璃等，無學校產學合作之需求。 

14 
毅太企業股份

有限公司 
1040423 

該公司為金屬機械業者，主要產品為衛浴廚房設備，無學

校產學合作之需求。 

15 
伍智金屬企業

股份有限公司 
1040424 

該公司為金屬加工代工廠，產品為零附件、各行業加工機

械及設備、五金工具，未來想朝智慧自動化加工生產，目

前已多年與本校機械系學生進行學生校外實習，目前無產

學協助之需求。 

16 
新美光股份有

限公司 
1040424 

該公司為油墨專業製造廠，產品為溶劑型油墨、網版油

墨、凹版油墨、凸版油墨、水性印墨、網版印墨、凹版印

墨、凸版印墨、UV 油墨、網版油墨、凸版油墨、平版油

墨，希望學校增設化工或材料應用系，產業需求很大，急

需化工人才新血加入，希望與本校進行學生校外實習，目

前無產學協助之需求。 

17 
燿華電子股份

有限公司 
1040427 

該公司為 PCB 印刷電路版業者，主要生產高密度 PCB 層

板，希望學校派學生到公司進行學生校外實習，目前無需

學校產學合作之需求。 

18 立壕有限公司 1040429 

該公司為 PU 裝飾建材廠商，深圳廠房新完成，希望學校

提供空間設計及行銷人才新血加入，已與中國科大王明川

（台灣室內設計專技協會 TnAID 理事長）有多年產學合

作，目前無他校產學協助之需求。 

19 
久翔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 
1040429 

該公司為中央餐廚業者，主要供應團膳，希望學校協助菜

色研發，進行相關產學合作，另外也需要學生到公司進行

學生校外實習或工讀。 

20 
龍榕金屬有限

公司 
1040430 

該公司為金屬機械業者，主要產品為鋅、鋁合金壓鑄；鋅、

鋁合金模具設計、開發，需要學生到公司進行學生校外實

習或工讀，無學校產學合作之需求。 

21 
全球傳動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1040504 

該公司為金屬機械加工業者，主要產品為滾珠導螺桿設計

開發與加工製造，因 4 個月後，廠房會從土城，搬遷至樹

林，之後才會討論有無產學相關之需求，目前不需學校協

助。 

22 
益弘企業股份

有限公司 
1040504 

該公司為工業用布加工業者，主要產品為工業用布、尼

龍、黏扣帶縫製與製造，因紡織業沒落，目前已準備修業，

思考轉型，故之後才會討論有無產學相關之需求，目前不

需學校協助。 

23 
捷流閥業股份

有限公司 
1040506 

該公司為金屬機械業，主要產品為各類型閥門模具設計、

開發與製造，需要產品開發之產學合作，也需要學生到公

司進行學生校外實習或工讀，亦有申請 SBIR 政府計畫案

之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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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廣銘企業股份

有限公司 
1040506 

該公司為染整業者，主要產品為染整織品，因這種產業用

水量極大，且使用後之水因酸鹼度關係，極難回收再利

用，所以是用水大戶，需要學生到公司進行學生校外實習

或工讀，目前不需學校協助。 

25 
光滿工業股份

有限公司 
1040508 

該公司為鋼材二次加工業者，主要產品為螺絲、螺帽、螺

絲釘、及鉚釘等製品，因產業面臨大陸業者競爭，毛利與

成本壓力大，需要學生到公司進行學生校外實習或工讀，

目前不需學校協助。 

26 
七星化學製藥

股份有限公司 
1040508 

該公司為化學藥品製造廠，希望學校增設化工或材料應用

系，產業需求很大，急需化工人才新血加入，希望與本校

進行學生校外實習，目前無產學協助之需求。 

27 
奇鈺精密鑄造

股份有限公司 
1040508 

該公司為金屬製造業，產品主要為脫腊鑄造及金屬製品，

公司已與明志科大、新北、南港及木柵高工學生進行校外

實習，目前無協助之需求。 

28 
龍鼎精密有限

公司 
1040511 

該公司主要是接少量單的鋁鑄造件代工廠，雖自動化機具

少，但江董事長經驗豐富，建議可聘為業師到校授課，後

續推動學生校外實習。 

29 
圓展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1040512 

該公司主要是視聽設備品牌廠，因公司發展完整，在技術

及行銷均很成熟，目前無協助之需求。 

30 
錦美特殊印刷

有限公司 
1040512 

該公司為印刷廠，提供客製化印刷服務，公司未來將轉型

為文創印刷，需要新產品咖發有關化學材料及文創產品設

計之人才，希望與學校進行學生校外實習。 

31 
合宏展工業有

限公司 
1040512 

該公司為機械設備廠，提供自動化設備生產製造與設計服

務，公司缺乏行銷及展示說明人才，希望與學校進行產學

專班之合作。 

32 
皓澤精密有限

公司 
1040519 

該公司為精密機械金屬零件製造業，主要產品為各式五金

零件、光學元件及紡織零組件之製造與組裝，目前正招需

學生校外實習，需要機械在校生或畢業生之人力。 

33 
崧豐股份有限

公司 
1040519 

該公司為塑膠製品製造業，產品為資訊、通訊類等塑膠零

組件，如手機、GPS、耳機、筆電、醫療器材，目前需要

模具、品管及射出成形相關人力，預計之後安排機械系主

任親自拜訪，洽談產學合作及學生校外實習事宜。 

34 
玄鋒超硬工業

股份有限公司 
1040608 

該公司為金屬製造業，產品為鎢鋼長板、鎢鋼短板、鎢鋼

鋸片、鎢鋼指接刀、鎢鋼薄板，目前以客製化產品為主力，

大陸南京廠主要生產讚頭，目前不需學校協助。 

35 
大業汽車精品

股份有限公司 
1040608 

該公司為汽機車用品零售業業，產品為汽機車改裝零配

件，可以從研發、設計、製造、包裝、行銷一貫化作業，

目前需要設計及行銷人才，另外希望學校提供學生校外實

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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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華山彩印股份

有限公司 
1040608 

該公司為印刷業，產品為各式紙類印刷產品，目前想轉型

為自有品牌，需要文創美編設計與行銷通路相關人才，希

望本校提供學生校外實習。 

37 
志禾工業股份

有限公司 
1040629 

該公司生產線機台為半自動化，加工過程需要作業員操

作，導致成本增加，需要改善機台加工及組裝之自動控制

化，改善良率並能降低成本，但因後續持續連絡得知，該

公司因預算關係，仍用現有方式生產。 

38 
富華傢俱有限

公司 
1040630 

該公司專精於鋁製辦公家具之研發、設計與製造，觀察市

場之需求，因鋁製加劇具清量化及耐重之優點，故逐漸取

代傳統家具，目前需要本校老師協助推廣與行銷，並有意

申請 SBIR 計畫。 

(二)健全教師與產業合作技術研發、從事應用實務研究及教師多元升等機

制 

1. 健全教師與產業合作技術研發、從事應用實務研究之機制 

本校推動產學合作技術研發及從事實務性研究之作法為獎勵與評鑑並行，主要透過

獎勵教師研究辦法與教師評鑑辦法，以及其他配套措施(例如教師升等必須在 5 年內執

行特定金額的實務性研究案或特定移轉金額的技術移轉，教師校外兼課也必須通過前一

學年的教師研究類評)。其獎勵機制及具體作法如下： 

(1)修訂相關辦法及獎勵機制 

修訂『德霖技術學院獎助教師研究實施辦法』、『德霖技術學院學術成果獎助辦法』、

『德霖技術學院專任教師升等評審辦法』等相關辦法，積極鼓勵教師承接各項研究計畫

案，並於計畫進行時給予經費補助及相關獎助，實質獎勵教師積極從事產學合作研究、

專利技轉，以提升研究績效。 

(2)具體措施 

A.成立教師專業成長社群，激勵教師繼續提升產學合作研究的質量。 

B.舉辦產學成功案例分享，鼓勵資深教師大手牽小手，研提整合型研究計畫。 

C.編撰產學研發能量手冊，協助教師掌握在地產業動態。 

D.產學合作研究計畫導入學生實務專題，鼓勵學生餐與研究計畫，以提升學生專業

實務能力。 

E.舉辦專利技轉工作坊或研習會，協助教師有效推展研發、專利、技轉之成效。 

F.定期追蹤績效管考，督促自我定位與成長，強化產學合作之量能。 

2. 健全教師多元升等機制 

在教師多元升等機制上，本校已修正『教師升等及聘任辦法』，除『學術研究型』

升等方式外，另配合本校技專院校務實致用之發展，又增列『應用研究型』升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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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提供教師較多升等方式之選擇，同時針對順利升等之講師更發給獎勵金，實質獎勵講

師升等，提升本校助理教授以上之師資比例，另為配合本校教學型大學定位，為使本校

教師升等制度更多元，擬再建構『實務教學型』升等制度，以推動教學實務報告代替專

門著作送審教師資格，以多元升等機制有效提升教師教研專業，增進教學成效。 

另外在『實務教學型』升等這部分，教師具有優秀之教學實務或創新成果，亦再規

畫得以教學著作(含教學研究著作或大學以上教科書)為代表作提出升等，本校預計針對

『實務教學型』升等方式進行法規修訂、實務教學型升等之宣導與說明、建置外審人才

資料庫等進行工作規畫，本校多元升等類型及推動措施如圖 3-8 所示。 

 

圖 3-8  健全教師多元升等機制圖 

(三)學校推動產學合作之成效及智慧財產成果及其應用效益 

1. 本推動產學合作與智慧財產經營管理的運作及成果如下： 

本校規劃持續與鄰近之土城、樹林等工業區廠商，推動產學合作計畫及專利技轉，

104 年進行訪視鄰近工業區廠家為 38 家廠商，顯示本校深耕在地產業，帶動本校整體

研發動能，在推動技術研發及商品化方面，有關跨領域整合之產學合作研究具體績效，

今年本校已申請經濟部(SBIR)案號：1Z1042033，『新型鋁合金智能整合系統家具研發計

畫』小型企業創新研發計畫，補助金額為 770 萬元，此計畫由本校機械系進行產品硬度

與強度測試，空設系協助辦理新系統家具元組件，會展系協助建材五金家具參展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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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管系進行市場調查、通路研究、品牌行銷等。 

藉由此計畫案之執行，將帶給本校電資學群、工程與設計學群、商管學群、休閒餐

旅學群等四大學群，機械系、營建系、室設系、創設系、電子系、資工系、電通系、企

管系、會展系、應英系、不動產系、休閒系、餐旅系及廚藝系等十四系科極佳的技術研

發及商品化產學合作之機會，今年將持續由各學群與鄰近工業區持續進行訪廠與產學合

作，進而導入學研與政府資源，提升中小企業廠商升級之工程與製程技術。 

  

 

本校於 104 年度基北團隊產業園區產學合作成果發表會中演講、公開受獎及廠商互動情形 

本校近三年來積極推動產學合作及專利技轉等實務性研究與計畫案，無論在件數與

簽約金上都有成長。在產學合作執行成效方面，本校已將產學合作列為各教學單位績效

以及教師評鑑之重要考評項目，近三年民間產學合作件數持續逐年增加，金額成長將近

3 倍，顯示全校教師努力成果。如表 3-17 所示： 

表 3-17  101-104 學年度產學合作計畫統計表 

學年度 件數 金額 

101 121 894 萬 

102 158 1,200 萬 

103 220 2,505 萬 

104 234 2, 670 萬 

2. 本校智慧財產經營管理成果及其效益 

本校亦積極推展專利技轉業務：103 學年度技轉案件共有 3 件 30 萬元；104 學年度

技轉案件有 14 件，經費達 197 萬，成長顯著，如表 3-18 所示。技術服務成果工作項目

及產出說明，如表 3-19 所示。 

表 3-18  103-104 學年度技術轉移案 

項次 學年度 系科 教師 技轉專案案名 金額(元) 合作廠商名稱 

1 103 電通系 尚立人 
多跑道自動感應計分暨

及實排名技術 
50,000 

台灣嵌入式記晶片系統

發展協會 

2 103 
通識中

心 
趙榮輝 

利用太陽能充電之具有

警示單元德嬰幼兒安撫
130,000 

光能節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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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置技術 

3 103 機械系 王宣勝 電動自行車充電系統 120,000 正瑜企業有限公司 

4 104 
通識中

心 
趙榮輝 

利用太陽能充電之多功

能傘具裝置技術 
170,000 

光能節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5 104 
通識中

心 
趙榮輝 

太陽能多功能指揮棒裝

置技術 
200,000 

光能節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6 104 企管系 呂冠瑩 麥飯石隨手袋包之結構 150,000 曜基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7 104 餐旅系 劉緯武 用於濾杯之導流結構 120,000 福璟咖啡豆專賣店 

8 104 餐旅系 鍾碧桓 食物夾具模組 160,000 米契爾手製麵包坊 

9 104 休閒系 張佩婷 瑜珈磚 150,000 丞輝科技有限公司 

10 104 資工系 陳鴻進 
智慧型插座之電源資訊

量測技術 
250,000 看見整合科技有限公司 

11 104 電子系 黃朝嘉 超音波量測系統之技術 100,000 呈振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2 104 電子系 陸念華 
短型光纖碳針之製作技

術 
158,000 建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3 104 機械系 王宣勝 
LED 燈散熱器系統模具

開發技術 
120,000 鉦昌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14 104 機械系 王岱淇 快速環剝刀 100,000 
維勝特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 

15 104 營建系 陳建成 
結構物版面電熱模組製

作技術移轉 
100,000 

立泰高新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16 104 機械系 陳宗傑 
多段式自動下降捲連式

防煙垂壁專利技術 
100,000 

中華災害防制顧問股份

有限公司 

17 104 空設系 洪逸安 
具有不同指示照明作用

之光源裝置 
100,000 易設計創意整合中心 

 

表 3-19  技術服務成果工作項目及產出說明表 

 績效指標 產出量化值 效益說明 

產

出

項

目 

促進技術服務與產學交流 園區廠商需求訪視 38 家 學界深入輔導 38 家 

廠商諮詢輔導 廠商諮詢輔導 6 家 
進行 6 家以上的短期諮詢輔

導，尋找廠商升級契機 

辦理園區廠商人才培訓課

程 

共辦 3 場次，計 12 小

時，參與人數達 95 人 

104 年 8 月 12 日於土城工業

區服務中心 2 樓會議室，『主

奴式 PLC在工業 4.0之應用』

等等 

申請政府研發計畫-經濟

部(SBIR)小型企業創新研

發計畫 

補助金額為 770 萬元 

104 學年度獲准案號： 

1Z1042033，『新型鋁合金智

能整合系統家具研發計畫』 

輔導廠商爭取國家獎項 105 年度國家磐石獎 
輔導樹林工業區宏于電機有

限公司 8/26 第 2 次訪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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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學校推動創新創業、鼓勵師生研發成果商品化、發展衍生企業之策略 

本校擁有雄厚的經營事業資源，遍及建築、金融、餐旅、文化、教育等領域，以為

推動產學合作之後盾，在相關企業的配合下，保障學生充分落實校外實習，如台北 101、

台北凱撒、墾丁凱撒、山芙蓉飯店、甲山林機構、甲桂林廣告公司等等。讓學生所學與

產業需求一致，實行產學接軌，成為培育企業幹部之搖籃。此外，在課程規劃與教學執

行上，亦積極開設創新創業課程，並邀請業界專家共同參與，進而提供學生業界實習與

職場體驗的機會，以因應目前高等教育畢業生失業情形日益嚴重之現象，有效輔導技職

生以就業為導向；本校先從系所調整轉型著手，以「創新創業」為科系的發展主軸，逐

步調整課程、實習與訓練重心，讓同學透過課程、專題、產學體驗與微型創業輔導，勇

於推銷自我，敢於進行創業，在學生層面上，可藉由「提升學生實務能力」、「提升學生

學習能力」、「增進學生品德能力」、「鍛練學生體適能」及「拓展學生國際觀」五個面向

來加強，使本校學生對於創新創業具有強烈的企圖心。 

同時也鼓勵師生研發成果，積極參與發明展，並將發明展得獎作品朝商品化方向邁

進，一方面可以解決畢業後的就業問題，另一方面也可以有效振興地方產業，帶動社區

繁榮。訓練學生行銷經營與創業技巧，鼓勵其創業。此外，精進畢業生就業輔導，創造

企業界愛用本校畢業生的口碑，從而締造學校的金字就業保障招牌，間接也能使同學具

有創新創業的就業概念。 

此外配合教育部鼓勵大專院校為建立辦學特色，提供師生教學實習機會，協助學校

研發成果商品化與技術移轉，鼓勵師生創業及協助產業創新，得透過人員借調、資金投

資、技術入股等方式推動衍生企業，本校遂建置兼顧學生就學、就業與創業的新教育模

式，發揮技職教育「做中學、學中做」實務特色，建立本校辦學特色，提供學生實習機

會，未來將透過教師評鑑及訂定獎勵辦法，協助學校師生研發成果商品化與技術移轉，

鼓勵師生創業及協助產業創新及發展衍生企業，使本校教學研究成果能為社會帶來正面

效益，為創造與創新知識經濟。 

本校推動創新創業、鼓勵師生研發成果商品化、發展衍生企業之策略相關作法如

下： 

1. 深化培育國際技術藝能競賽、發明展等各類競賽獲獎及校園智財研發 

辦理創新創意課程，啟發學生基本能力。 

辦理創新創意研習，深化學生創造能力。 

辦理創新創意專案指導，經由專案過程，深化培育國際技術藝能競賽、發明展等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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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競賽獲獎及校園智財研發的能力 

2. 成果具顯著成效之師生，以提升學生創新及就業力 

產學成果回饋致教學中，或於課堂授課補充教材、或於專題實作創新成品，或於產

學中直接帶領學生進行產學，貼近業界需求。 

3. 協助國際技術藝能競賽、發明展等各類競賽獲獎及校園智財研發成果具顯著成效之

作品商品化規劃 

協助各類競賽獲獎之團隊向外發展，向國際發聲。 

辦理聯合展覽，尋求商品化之媒合。 

4. 開設創業課程之規劃 

創業課程由通識化進而專業化。目前由本校通識中心開設創新創意課程，培養同學

博雅能力。在未來，將進一步委請各系開設創業課程每學年至少一門，使得學生創意得

以落實實現。 

5. 創業育成及協助發展衍生企業之規劃 

規劃產學合作暨技轉育成中心，協助本校創業團隊取得社會及政府資源，進行微型

創業。 

四、學生輔導與就業情形(基礎面向) 

(一)發揮學生職涯輔導單位功能，協助學生適性發展及提升就業能力 

本校有關學生職涯輔導相關業務，由研發處職涯發展組統籌規劃、辦理，整合諮商

中心、通識教育中心相關資源與專業，從學生自我探索、職涯課程開設、業界資源引介

提供學生全方面的生涯與職涯規劃。由『生涯輔導，職能探索』出發，從新生入學起即

展開生涯定向輔導，協助學生儘早建立學習目標，規劃在校專業學習方向，並建立學習

評估機制，協助學生自主規劃學習內容；在提升就業競爭力方面，透過『專業加持，夢

想起飛』策略，建立符合系科專業領域證照之輔導配套，並鼓勵學生跨領域多元學習；

另為啟發學生創意創新能力，並強化學生執行力，鼓勵學生參與專業競賽並給予經費補

助；為促使學生 3E 行動學習，訂定『雲端學習，職涯培力』方案，藉由建置雲端網路

學園，提供 e 化無障礙雲端學習環境，如圖 3-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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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9  從『生涯輔導，職能探索』出發培育專業硬實力關聯圖 

職涯發展組(原就業輔導組)從 92 年至 101 年擔任青輔會(即今之教育部青年署前身)

評選擔任大專校院提升就業力北區召集學校，連續十年被評為「績優」，輔導經驗豐富，

洵為職輔標竿，其針對本校學生職涯輔導規劃如圖 3-10 所示。 

 

圖 3-10  本校學生職涯輔導規劃圖 

本校在 106-107 年度校務發展計畫中，將「策定學生學習及升(職)涯輔導機制」、「訂

定學生核心能裡指標、畢業門檻及檢定機制」、「建立畢業生長期追蹤及結果回饋機制」、

「培育學生跨系所整合創新技能」、「進行職能雙向學習」列為學生面「厚植涵養、務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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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進」分項計畫的基本指標，並提出提升學生就業力的具體作法： 

1. 完善職涯進路選課地圖及輔導機制 

2. 辦理職涯輔導座談會 

3. 辦理多元輔導知能研習及職場模擬面試 

4. 訂定學生核心能力指標、畢業門檻級檢定機制 

5. 完善學生學習歷程檔案功能 

6. 建立畢業生長期追蹤及結果回饋機制 

7. 辦理創新創業系列講座及競賽 

8. 辦理學生職能診斷及職能學習工作坊 

(二)提供學生取得專業證照或通過外語能力檢定之相關配套措施 

本校為檢核學生專業學習成效，鼓勵學生在學期間努力考取證照，在畢業時達成擁

有「一證三照」──一張學位證書、一張專業證照，一張資訊能力證照(畢業門檻)，一

張語文能力證照(畢業門檻)──的目標。除訂定「德霖技術學院技能檢定及專業證照獎

學金實施要點」鼓勵學生外，各系亦積極推動證照融入課程與課後輔導，並制定學生外

語能力未通過檢定或未達畢業門檻之輔導措施及替代機制。落實學生學習輔導措施，包

含學習成就低落輔導、專業證照考照輔導，及就業與升學輔導等，以強化學生專業實務

能力。 

而在提供學生通過外語檢定興關配套措施，則有以下具體作法： 

1. 積極編列獎勵金 

為鼓勵本校非應英系學生取得更優異之英語證照，設分級 A2、B1、B2 獎勵金，鼓

勵非英語主修學生應考取得獎勵，增進自我英語學習成就。 

2. 設立英語學分抵免辦法 

為鼓勵本校非應英系學生獲取更高級數英語證照，設立英語課程學分抵免辦法，使

其獲取 B1 級以上英語證照之學生，能有抵免學分之機會，增加學生考取證照之動機。 

3. 積極廣開英語檢定輔導課程 

學生無法達成所需之證照目標，要求其應參加英語檢定輔導課程，針對英語基礎能

力加強輔導，並佐以英語檢定應試技巧訓練，以達到強化學生學習動機及成效之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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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03 學年度學生考取專業證照及通過外語檢定之情況如表 3-20 所示： 

表 3-20  102-103 學年度學生考取專業證照統計表 

區分 102 學年度 103 學年度 

乙級證照 302 232 

丙級證照 541 427 

國際證照 547 451 

語言類 671 708 

其他 2239 2558 

總計 4,300 4,376 

(三)建立畢業生長期追蹤機制，並將畢業生與雇主回饋意見納入課程改善

機制 

為能更確實了解校友畢業後之發展狀況與就業滿意度，提供本校各學系課程規畫、

教學及職涯就業輔導之參考依據，協助在校學生訂定學習及生涯規畫，並修正本校職涯

輔導策略，以提升學生就業力，本校每年皆針對畢業 1~4 年之就業校友為對象，進行校

友就業滿意度及雇主滿意度問卷調查，如圖 3-11 所示。其具體內涵說明如下： 

1. 畢業生滿意度調查問卷內容包括：能力與素養評估、專業課程對工作評估、在校所

學對工作評估、目前工作滿意程度及其他（各系自訂指標）等 5 項指標。 

2. 雇主滿意度調查問卷內容則包括；專業知識符合工作需求、工作效率與工作態度、

參與學習的意願、綜合滿意度及其他(各系自訂指標)。 

3. 校友畢業後連續調查流向 4 年，由各系會同畢業班導師，以電話聯絡校友，持續追

蹤關懷待業校友現況及適時提供就業輔導 

4. 本校職涯與就業輔導作業程序，以迴圈模式，依校友成就及就業滿意度回饋意見，

修正就業輔導策略及課程改善與協助在學學生訂定學習及生涯計畫。 

5. 畢業生及雇主滿意度調查結果回饋制課程、教學與職涯就業輔導機制如圖 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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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  畢業生就業與雇主滿意度回饋至課程品保機制圖 

(四)協助弱勢或特殊學生就學及就業輔導機制 

本校就各類型弱勢學生均積極加以聯繫，納入各類輔導的系統。如身心障礙、原住

民、經濟弱勢或特殊境遇學生，除了依據各類補助身份協助輔導外，並分別成立「資源

教室」及籌設「原住民學生資源中心」，除提供學生學業上更適切的輔導外，更成立「向

陽學社」身心障礙學生社團與「拉米斯」原住民學生專屬社團，協助學生在校園生活及

人際關係的融入與適應。在就學上，除體制內相關弱勢助學、獎助學金補助措施外，本

校亦提供其他輔導與協助措施：如辦理分期繳交學雜費彈性措施、遠地學生在住宿上可

依相關條例申請減免、經濟弱勢學生，依其身份條件可申請免費提供教科用書。針對不

同弱勢或特殊學生提供相關輔導及協助概述如下： 

1. 身心障礙學生照顧與輔導： 

依據「特殊教育法」、「教育部補助大專校院招收及輔導身心障礙學生實施要點 J '

成立「資源教室」及「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協助身心障礙學生在校園學習與生活環境

之適應，資源教室辦理相關活動及業務服務內容包括個別輔導與團體輔導、支持服務、

課業輔導及協助同學、設備器材及輔具申請、獎學金申請以及舉辦多元活動──包含轉

銜會議、生涯輔導、職涯探索、人際關係、兩性相處等等。105 學年更與智能障礙家長

總會合作申辦「生涯轉銜與自我決策」課程，為提供智能障礙學生的就業輔導課程。 

2. 特殊境遇家庭學生之照顧與輔導： 

每學期初經由學務處課外活動組及諮商中心處獲得特殊境遇家庭、身心障礙學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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冊後，提醒各班導師及輔導教官視學生需求情形面談關懷輔導。另建立班長及幹部反映

同學特殊狀況，介入關懷輔導，期能於持續輔導中使學生能安心就學。學生個人或家庭

突遭變故，致使家庭經濟主要來源收入困頓無助時，秉持「救急不救貧」之原則，給予

適時之救助，幫助學生繼續學業，特訂定本「德霖技術學院緊急符合助學金實施要點」。

本校學生就學獎助委員會逐年提高編列預算，為協助家庭經濟困難學生能安心就學。 

3. 原住民學生之照顧與輔導 

本校為原住民設有專屬之社團「拉米斯(LAMIS) 」為布農族語的「根」的意思，

由此為名就希望我們的原住民學生與學校的關係就像是大樹的根一樣，透過相互相依及

資源的結合，一根根綿密的根結合成一棵碩大的樹，緊密的團結依靠。社團宗昌在於提

升大專原住氏學生對自我族群認同、傳承傳統文化精神、找回原住民學生的自信、推廣

原住民傳統風俗並發揚光大。本校今年更積極向原住民委員會申請成立原住民學生資源

中心，並獲得核准成立及補助 40 萬元的經費來提升本校原住民的各項照顧，預計未來

對原住民學生的課程學習及原住民社團發展產生重大助益。 

4. 經濟弱勢學生之照顧與輔導 

政府各類助學措施提供弱勢學生經濟扶助，本校積極從新生入學「錄取新生歡迎會」

及透過導師、班長、電話、E-mail 、公告、並請臺灣銀行行員至校協助學生辦理校內

就學貸款對保手續等各種管道宣導與協助辦理各類助學措施，旨在幫助弱勢學生毋須顧

慮學費，專心向學，提供之各種就學協助，使其安心就學。配合教育部規定辦理「弱勢

助學金」針對家庭年所得 70 萬元以下、利息所得 2 萬以下及不動產 650 萬以下，幫助

家境困難學生順利就學，102 學年度計有 436 人次、103 學年度計有 331 人次、104 學年

度計有 330 人次辦理。又配合教育部辦理「大專校院弱勢助學計畫」提供低收入戶學生

校內宿舍兔費住宿，本補助款項將由各系(科)使用獎助學金支應，俾幫助家境困難學生

順利就學，102 至 104 學年度計補助人次，合計 1755,000 元。 

5. 提供無性別差別待遇之學習機會 

舉凡本校學生皆可參加各社團活動，本校辦理之各項比賽或活動，皆歡迎學生自由

參加，不因性別上的不同而有差異。此外，本校諮商中心針對校內學生極力推動多元性

別平等教育活動，藉由各種活動形式，如講座、工作坊、影展等，搭配各種主題，如多

元性別、性侵害防治、性別與法律、性別影展、反親密關係暴力等，強化學生的性別意

識，近三學年度計 26 場、1793 人參加，力求在學校達到無性別差別待遇之友善校園環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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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辦學績效與社會責任(精進特色) 

(一)學校專任教師辦理及參與學術/專業活動情形 

1. 鼓勵教師辦理及參與學術及專業活動之機制 

為鼓勵教師積極爭取辦理及參與學術與專業活動，本校設置相關辦法及提供多項獎

勵措施(如圖 3-12 所示)，如制訂相關獎勵辦法獎助教師研究、教學及進修，包含：(1)

獎補助教師研究實施辦法 (2)獎助專任教師學術成果辦法 (3)獎助教師取得專業證照辦

法 (4)專任教師改進教學獎助辦法 (5)專任教師製作教具獎助辦法 (6)專任教師編撰教

材獎助辦法 (7)教學績優教師獎勵辦法 (8)教學評量實施辦法 (9)教師進修辦法 (10)教

學單位舉辦研習(討)會暨教師參加研習(討)活動辦法。 

本校同時針對校系特色發展，檢討修訂本校各項獎勵補助辦法，提高獎勵補助金額

及比例，以強化教師專業，同時提高教學績優、專業證照、指導學生競賽、教具教材、

研究、著作、專利等獎助金額比例，鼓勵教師將研發成果融入教學，增進教學成效及研

究能量，本校近三年教學研究獎勵補助經費共 15,599,275 元。 

 

圖 3-12  鼓勵教師學術專業成長機制圖 

2. 專任教師辦理及參與學術活動情形 

本校教師辦理及參與學術活動，包括： 

(1)舉辦或參與國內外相關研討會 

(2)學術成果之發表 

本校教師之學術研究表現以學術論文、專書呈現，102-104 年度研究及著作件數統

計如表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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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1  102-104 年度研究及著作件數統計表 

項目 102 年度 103 年度 104 年度 

研究件數 104 190 171 

著作件數 290 271 268 

合計 394 461 439 

 

   

慢活都市與適宜住宅國際

專家高峰論壇暨研討會 

The 3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obile, Ubiquitous, and Intelligent 

Computing.論文發表 

雲端發展趨勢與應用 

高峰論壇 

教師參與學術研討會情形 

3. 專任教師辦理及參與專業活動情形 

(1)舉辦或參與教師專業成長活動 

推動辦理教師教學成長社群，促進教師教學經驗分享與傳承，目前本校共有通識領

域教師成長社群 3 群，專業領域教師成長社群 7 群，共 10 群。 

(2)舉辦或參與課堂經營經驗分享 

辦理教師課堂經營經驗分享，提升教師教學品質，102-103 學年度共辦理 5 場課堂

經營經驗分享活動，參加教師達 291 位。 

(3)舉辦或參與微型教學觀摩互動 

本校建置有微型教學教室，100-103 學年度辦理教師微型教學場次共計 229 場次，

參與人次近 700 人。 

(4)舉辦或參與績優教師教學觀摩 

本校每年辦理教學績優教師遴選，選拔教學績優教師，並舉辦教學觀摩與經驗分享；

100-103 學年度教學績優教師經驗分享參與人數成長如圖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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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3  教師經驗分享參與人數成長圖 

(5)專業研發展體表現 

鼓勵教師結合產業需求，提出能解決業界實務問題的創新研發，並申請專利。具體

成果概述如表 3-22： 

表 3-22  本校教師(師生)創新專利研發成果概述表 

學院 專利/發明名稱 實例摘要 

休閒餐旅 

學院 

 可切換筷匙使用之餐具 
 可切換成容器提耳使用之湯匙 
 具醒酒功能之酒杯 
 具空調切換功能之機櫃 
 計次訓練錐 
 重量感應訓練盒 
 可伸縮撿球器 
 多功能領隊旗 
 瑜珈磚 

  

具醒酒功能之酒杯 瑜珈磚專利實體 

商管 

學院 

 麥飯石隨手袋包之結構 
 耳機之結構 
 可攜式電子裝置保護套 
 可抽換式竹炭隨行杯   

「耳機之結構」專利證
書 

「可攜式電子裝置之
保護套結構」專利證書 

電資 

學院 

 溫度感應省電電風扇 
 夜間感應發光面紙盒 
 主動式無線藍牙擴音器 
 穴道電壓偵測系統 
 車距警告系統 
 感應按鍵 
 具有身分識別的串流資料保護系
統及方法 

 瓦斯爐的警報裝置及使用法 

  

感應按鍵專利實體 
東京世界創新天才發明展
金牌獎作品-主動式無線藍

牙擴音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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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專利/發明名稱 實例摘要 

工程 

與 

設計 

學院 

 新拌混凝土坍度試驗用錐形模具 
 一種新拌混凝土坍度量測裝置 
 高耐火低熱傳導之複合材料 
 輕質骨材多區段溫控旋轉鍛燒窯 
 具有不同指示照明作用之光源裝置 
 模組化造型建築結構 
 一種適合高齡者使用之湯匙 
 壓電式可自供電之手持照明裝置 
 鐵粉錫基複合焊錫合金球及其覆晶

植球之方法 

  

輕質骨材多區段溫控 
旋轉鍛燒窯實體 

模組化造型建築結構
專利證書 

本校教師亦積極參與國際競賽，取得相當亮眼的成績。 

張佩婷老師榮獲 2014 年俄羅

斯「阿基米德國際發明展」

金牌和特別獎 

洪逸安老師榮獲德國紅點

Red Dot 設計獎 2015Award 

 

 

 

 

 
 
 

趙榮輝老師榮獲香港創新科

技國際發明展金牌及特別獎 

本校教師參與國際專業競賽成果概況 

(二)學生技術證照取得、競賽參與及獲獎情形 

1. 學生技術證照取得情形 

本校各系積極推動證照融入課程與課後輔導，以達成一人三照之目標，其中一為專

業證照，一為資訊能力證照(畢業門檻)，一為語文能力證照(畢業門檻)。區分英語系及

非英語系畢業門檻，並制定學生外語能力未通過檢定或未達畢業門檻之輔導措施及替代

機制。落實學生學習輔導措施，包含學習成就低落輔導、專業證照考照輔導，及就業與

升學輔導等，以強化學生專業實務能力。(如表 3-20) 

2. 學生參與專業競賽及獲獎情形 

本校各系已全面將專題實務相關課程納入必修課程，並鼓勵教師將產學合作成果融

入教學，學生藉由專題製作過程參與產學合作計畫，使學生由「做中學、學中做」，使

學用無縫銜接。本校各系每年編列專題製作經費，補助學生製作專題成果，此外教務處

亦編列有「補助師生參加校外專業競賽」年度預算，補助優秀專題成果參與國內外各項

競賽。本校各系積極輔導與鼓勵學生參與校外專題製作與專業技能競賽，102 至 103 學

http://rbm.dlit.edu.tw/ezcatfiles/b023/img/img/805/18755.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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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工程、休閒餐旅、商管、及其他領域相關專題製作及專業技能競賽，學生獲獎無

數，成果斐然，如表 3-23 所示。 

表 3-23  102-103 學年度本校學生參與競賽與獲獎統計表 

區分 102 學年度 103 學年度 

大陸、港、澳地區 4 1 

國內 351 231 

國際（外） 14 26 

教育部 12 10 

總計 381 268 

 

   

電子系沈林學志同學參加華

義國際舉辦 2013PBIC 國手選

拔賽榮獲冠軍 

機械系參加 2012 年第七屆盛

群盃 HOLTEK MCU 創意大

賽榮獲優勝與獎金 11000 元 

廚藝系蔡靜君同學參加 2014

年 FHA 新加坡國際美食大賽

榮獲拉糖藝術-銅牌 

   

休閒系同學參加 2013 波蘭國

際發明展，獲得銀牌獎、銅

牌獎及大會特別獎 

空設系同學 2015 特立家居全

國室內設計競賽銀獎 

企管系同學參加 2013 全國大

專院校三創行銷企劃書競賽-

亞軍 

3. 學生參與專業相關研究獲補助情形 

為激發學生創意潛能，積極鼓勵大專生申請科技專題研究計畫，本校學生參與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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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專題研究計畫情形如表 3-24 所示。 

表 3-24  100-104 年度本學學生參與科技部大專生專題研究計畫一覽表 

序號 核定計畫編號 指導教授 學生姓名 專題計畫名稱 

1 
100-2815-C-237 
-001-E 

廖文淵 潘泓嘉 
結合 Android 手機與 ZigBee 之雲端智
慧家庭生活空間系統 

2 
100-2815-C-237 
-002-E 

張遵偉 蘇鈺龍 
使用資料探勘技術結合 QR Code 設計
購票系統模型 

3 
100-2815-C-237 
-003-H 

張宏生 林翊潔 餐旅業虛擬通路之行銷策略探討 

4 
101-2815-C-237 
-001-H 

張宏生 謝育庭 
職涯轉換或職能轉換-廚師轉任教師
之生涯歷程探討 

5 
101-2815-C-237 
-002-E 

尚立人 莊家豪 
具殘電量偵測之電動自行車太陽能
快速充電站研製 

6 
102-2815-C-237 
-001-H 

陳慧如 詹美玉 
第一線服務人員對工作特質之認知
與服務性向關係之研究 

7 
102-2815-C-237 
-002-E 

林憲陽 吳瑞山 
懸臂式壓電雙晶片振子發電功率影
響參數之實驗探討 

8 
102-2815-C-237 
-003-E 

錢威 洪執善 
手持設備之互動式影音導覽系統設
計 

9 
102-2815-C-237 
-004-E 

曾憲威 林羿丞 可攜式智慧型熱量消耗感測器 

10 
102-2815-C-237 
-005-E 

陳鴻進 翁俊郎 
基於單晶片之 I2C 介面在溫度控制器
上的應用 

11 103-2815-C-237-001-H 李培銘 劉韻慈 
職場偏差行為、內部行銷知覺對離職
傾向影響之研究-以會展產業從業人
員為例 

12 103-2815-C-237-002-H 殷育士 楊雅馨 
台灣旅行社之組織承諾、知識分享與
組織公民行為關聯性研究 

13 103-2815-C-237-003-H 江敬晧 李馥均 
休閒遊憩活動遭遇毒蜂螫叮之預防
與自保 

14 103-2815-C-237-004-E 沈誦修 林岱融 生物機制密碼按鍵 

15 103-2815-C-237-005-E 吳占鰲 莊富勝 互動式電子賽馬 

16 103-2815-C-237-006-E 陳鴻進 蕭民揚 
基於 PC 之 I2C 界面用於監控單晶片
群組資料交換之研究 

17 104-2815-C-237-001-H 張惠欽 賴瑋哲 
吉祥圖像立體模型平面化應用於個

性化產品之應用 

18 104-2815-C-237-002-E 沈誦修 鄭禮文 手機 APP 螢幕開鎖 

19 104-2815-C-237-003-H 李培銘 吳宜蓁 

消費者知覺風險、衝動性購買行為與

抱怨行為關係之研究-以會展產業消

費展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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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學生參與其他競賽及獲獎情形 

本校為鼓勵學生均衡發展，鼓勵學生參與社團活動、志工服務與運動競賽等多元活

動。訂定有運動代表隊競賽成績優秀獎學金實施要點、重點運動項目績優單獨招生入學

獎助金實施辦法、運動績優與推展運動有功獎勵實施要點、學生運動代表隊運動競賽成

績優秀獎勵實施辦法、運動績優學生生活輔導要點、運動代表隊組訓管理要點、運動發

展籃球項目績優選手獎助學金實施要點、校運動代表選訓要點、運動代表隊選手學業成

績加分實施辦法，因此，獲選入本校運動代表隊之學生均能認真接受各代表隊教練的用

心指導，而本校各運動代表隊教練雖皆為本校體育教師兼任，但皆具有其專長亦將該隊

選手視同子女般的照顧，也正是如此，本校各代表隊選手除了在接受運動技能的指導外

亦能感受到教練在生活及學業等各方面的關懷及照顧，而在各年度的校外競賽中皆能盡

力表現，以求用最好的成績來回饋學校及教練在平日的支持與愛護。表 3-25 為本校各

代表隊在近三年參加校外運動競賽的獲獎項目一覽表： 

表 3-25  學生參與校外運動競賽獲獎項目一覽表 

運動代表隊 得獎學年度 得獎成績 

撞球隊 

102 

大專校院撞球錦標賽及撞球聯賽共獲： 

冠軍 1、亞軍 1、季軍 1、第五名 2、第六名 1、

第七名 1。 

103 
大專校院撞球錦標賽及撞球聯賽共獲： 

冠軍 1、亞軍 5、季軍 2、殿軍 2 

104 

大專校院撞球錦標賽及撞球聯賽共獲： 

冠軍 1 名、亞軍 2 名、季軍 3 名、殿軍 2 名、第

五名 1 名、第七名 1 名 

田徑隊 

102 

大運會、大專田徑公開賽及新北市青年盃、台北

市中正盃、青年盃田徑賽，共獲： 

冠軍 1、亞軍 3、殿軍 1、第五名 1、第六名 1、

第七名 1、第八名 1 

103 

大運會、大專田徑公開賽及新北市青年盃、台北

市中正盃、青年盃田徑賽，共獲： 

亞軍 1、季軍 1、殿軍 1、第五名 2、第六名 4 

104 

大運會、大專田徑公開賽及新北市青年盃、台北

市中正盃、青年盃田徑賽，共獲： 

亞軍 1、季軍 3、殿軍 2、第五名 2、 

第七名1 

跆拳道隊 
102 大運會：第五名 1 

104 大運會：亞軍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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籃球隊 

102 大專籃球聯賽第五名 

103 
大專籃球聯賽第四名、城市盃大專籃球錦標賽，

大專男子組冠軍 

104 經國紀念杯全國籃球錦標賽社會男子組殿軍 

排球隊 102 大專排球聯賽第七名 

啦啦隊 
103 

全國啦啦隊錦標賽：混合組第三名、一般組第六

名 

104 全國啦啦隊錦標賽：公開金字塔組第二名 

舉重隊 104 大運會：公開男生組 69 公斤級第三名 

 

(三)學校針對社會需求辦理推廣教育學分班或樂齡大學開班情形 

本校基於技職教育目標與針對社會人士進修需求，以既有多元進修推廣教育管道，

積極推廣進修教育，整合成為鄰近地區最完善之終身教育推廣中心。透過本校各系與公

民營機構合作，加強進修推廣教育品質與功能，提供業界人士在職進修機會，以提升產

業人力素質。 

1. 本校辦理推廣教育之理念 

(1)以本校師資、設備為基礎，結合校外具實務專長師資，規劃學分班及非學分班。配

合各產業技能及社會經濟發展快速進步，完善規劃多元及實用性的成人教育課程，

提供社會人士進修機會。 

(2)推動高等技術及職業教育的回流教育，與產、學界建立推廣教育夥伴關係及策略聯

盟。 

(3)結合學校與社區資源，發揮大學推廣教育功能，鼓勵學員克服學習困難，分享學員

學習成果與學習樂趣，建立卓越推廣服務品質，推廣終身學習理念。 

2. 本校辦理推廣教育之成果 

(1)非學分班 

已開辦各類課程如：不動產經紀營業員證照班、電腦繪圖實務班、國際禮儀接待員

乙級證照班、City & Guilds 咖啡師證照班、City & Guilds 國際行銷管理師認證培訓班、

美國 AH & LA 餐旅服務業督導 CHS 國際認證培訓班、CIW 網路高級工程師認證班、

德州儀器 MSP430 平台軟體開發工程師訓練班、單晶片丙級監評人員認證班等。未來將

持續提升推廣教育教學品質，結合專任教師及業界專家共同開設產業所需之專精課程，

持續擴展推廣教育非學分之各類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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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學分班 

開設推廣教育學士班隨班附讀及產學專班，提供在職有志進修者或預備升學之高職、

專科畢業者，或具同等學歷(力)者，繼續充實其專業知識。 

A.雙軌訓練旗艦計畫專班 

雙軌訓練旗艦計畫專班經過 12 年推行雙軌制職業訓練之成果，訓練生(學生)於完

成訓練後，已與該企業融為一體，就業十分有保障。本校 100-103 學年度雙軌訓練計畫

訓練生人數與前期相較呈穩定成長，而且培訓成果也獲得合作事業單位與家長之支持與

肯定。本校的畢業生扣除升學、服役者，有 76% 畢業生順利就業或留在原職場繼續任

職。 

B.產學攜手合作計畫 

教育部產學攜手合作計畫，是以結合高職與技職校院為縱向之進修管道，在不同階

段以各種模式結合產業資源，達成學校與產業界攜手合作，培育技術人才能符合產業人

力之質與量的需求。103 學年度本校與開明高職、王品餐飲集團合作申辦餐飲管理產學

專班。 

C.產學合作專班 

產學合作專班係以達到產學相輔，培育學生職場技能、畢業即就業之目標。103 學

年度本校與三井日本料理、統一午茶、爭鮮、順成、乾杯等合作辦理專班。本專班從規

劃開班、招生宣導、課程規劃到業師協同教學，所有合作廠商皆派員參與，理論課程與

實務實習並重，以期達到務實致用與就業導向之教學目標。 

3. 開辦樂齡大學情形 

104 學年度本校開辦樂齡大學，課程共分四大類： 

(1)高齡相關課程：現代人生死探索與人文關懷、活躍老化策略、女性生命歷程與價值； 

(2)健康休閒課程：健康體適能、旅遊觀賞與學習、環境毒物與保健； 

(3)生活新知課程：綠能與生活、科技新知； 

(4)學校特色課程：休閒遊憩、台灣特色地景、海洋環境與變遷、食食照護樂活出遊食

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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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長主持樂齡大學開訓典禮 樂齡大學上課一隅 樂齡大學校外參訪 

開辦樂齡大學狀況 

(四)學校對於推廣教育學分班各班別所授課程之專任師資比例 

本校辦理推廣教育課程之師資比例，係依據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實施辦

法」第五條之規定，推廣教育師資應具有專科以上學校教師、專業技術人員或專業技術

教師資格。目前本校開設各種推廣教育學分班所聘用師資完全符合下列規定： 

1. 學分班至少應有三分之一時數，由本校專任師資授課。 

2. 非學分班至少應有五分之一時數，由本校專任或兼任師資授課。 

 

六、國際化(精進特色) 

為有效推展國際化，本校致力於推動本校師生參加海外交換、研修，使師生具備國

際移動能力及國際觀；同時並成立專責組織『國際與兩岸交流組』以積極吸引國外學生

到校，並提供本校學生更多機會培養國際素養、知識及語言能力。為達成上述目標，本

校擬訂之具體方案及策略如下： 

(一) 成立專責組織：本校於 104 學年度已修正組織規程並經教育部 105 年 07 月 07 日

臺教技(二)字第 1050089244 號函准予備查，自 105 學年度起於研究發展處下增設

『國際與兩岸合作組』，提供專責單位負責國計畫相關業務之推動。 

(二) 訂有『教師進修辦法』及『教學單位舉辦研習(討)會暨教師參加研習(討)活動辦法』，

補助教師國外進修或參與國外研習(討)或交流活動，104 年度共補助 3 位教師國外

進修，每學期各補助新台幣 50,000元；補助 16位教師國外參加研討會或技術交流，

總補助經費達 263,805 元。 

 

(一)外籍學生招收及輔導機制 

本校外籍生歷年大致皆為 10 位上下，104 學年度有 10 位，分別來自印尼、馬來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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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緬甸、越南、澳門、大陸及美國；外籍生包括僑生及陸生之輔導皆由學務處生活輔

導組協助，舉凡各類證件的申請，健保卡、工作證、居留證及獎學金申請，都有專人協

助辦理。本校並於 2015 年設立「國際及兩岸交流中心」以規劃及推動本校國際及兩岸

之合作事務、階段性合作政策及招收國際(含大陸及港澳地區)學生，所以將更能有效拓

展外籍生招生及輔導業務。 

(二)辦理國際學術交流及學術合作活動，或與境外大學實質交流合作或學

術研究情形 

1. 與境外大學互訪、交流並辦理各項交流活動 

本校先後與美加地區的美國蒙大拿州立大學、堪薩斯衛斯理大學、西來大學、東華

盛頓大學及加州州立大學蒙特瑞灣分校、羅倫斯科技大學；澳洲地區的墨爾本大學；歐

洲地區的瑞士 BHMS 商業及飯店管理大學、德國多蒙特大學；非洲地區的奈及利亞克

文南；亞洲地區的香港理工大學、香港公開大學、河內工業大學、東都培訓專科學校、

日本早稻田大學、日本別府大學；大陸地區的東北電力學院、北京首都體育學院、大連

輕工業技術學院、暨南大學、雲南財經大學、海南外國語學院、福建師範大學、福建職

業技術學院、浙江寧波大紅鷹職業技術學院、山東威海職業學院、江西科技師範學院、

北京交通大學、天津商務職業學校等名校互訪、交流或簽訂交流合作關係及辦理各類國

際交流活動，如大師開講系列活動、國際學術性研討會、暑期海外研修、海外研討會、

參訪和研習等活動，以豐富多元的活動內涵。 

2. 辦理國際學術交流及學術合作活動 

本校各學群舉辦國際交流相關活動如表 3-26 所示。 

表 3-26  本校各學群舉辦國際交流相關活動表 

學群 國際交流及合作活動 

休閒餐旅

學群 

●101 年瑞士旅館學校代表產業說明會暨簽訂 MOU 

●102 年馬來西亞 Universiti Putra Malaysia 餐飲服務和管理系 Abu Bakar 博士

主講「Trends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103 年度荷蘭專業私人管家 Mr. Thijs van der Meer 主講「Butler Service in the 

21st Century」 

●103年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之Department of Marketing, Entrepreneurship ,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的 Yu-Chin Hsieh 博士主講「CUSTOMER SERVICE & 

GRACIOUS HOSPITALITY」 

●103 年文華東方酒店客房餐飲張梧雨經理「專業旅館管家之職場生涯規劃」

專題演講 

●103 年日本東京製果學校益山洋三大師開講及技術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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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管學群 ●101 年芝加哥 Lawrence Tech University Dr. Vaz 院長開講 

●101 年芝加哥 Lawrence Tech University Dr.Moore 院長開講 

●101 年美國伊利諾香檳大學商學院院長 Dr.Clarke 大師開講 

●日本別府大學語言學習與文化研習交流營 

●103 年與蒙大拿大學交流研習會 

●103 年美國蒙大拿大學 Dr. Sanusch 大師開講 

電資學群 ●The 3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obile, Ubiquitous, and Intelligent Computing 

工程與 

設計學群 

●100 年海峡两岸土地學術研討會 

●101 年「第七屆兩岸四地土地學術研討會」 

●102 年慢活都市與適宜住宅國際專家高峰論壇暨研討會 

●102 年德國多特蒙德大學空間規劃學院院榮譽教授/德國空間規劃科學院 

●院士/「歐洲規劃院校協會」（AESOP）創始人 Prof. Klaus R. Kunzmann「餐

旅空間設計」開講 

 

   

瑞士旅館學校代表合照 Dr. Clarke 大師開講 德國 Prof. Klaus R. Kunzmann 

「餐旅空間設計」演講 

 

(三)強化國際交流，薦送優秀教師(學生)至國外研習(學習)之具體方案及

現況 

1. 提供學生海外實習 

獲得日本熊本縣阿蘇司高原溫泉 VILLA PARK HOTEL、別墅花園飯店、銀水莊溫

泉飯店、北海道鶴雅餐飲集團、新加波 M Hotel、皇家公園飯店、河景飯店、烏節大酒

店、國敦飯店、Amara Hotel、Riverview Hotel、AQUEEN Hotel、Furama Riverfront Hotel、

Stuggard Blackforest Botique S Café、Arena Country Club、Watson’s、關島 Tony Roma’s 餐

廳、香港灣仔 atalunya 餐廳、TIG、馬來西亞 Club Med 等機構提供學生海外實習機會，

以及提供史瓦濟蘭王國訪問團至本校體驗會展教育，期能藉由多元化交流計畫，與國際

全面接軌，擴大在教學與學習方面進行國際合作。100~103 學年共有近百位學生參與海

外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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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阿蘇の司ビラパーク 

ホテル簽約選送學生實習 

新加坡實習學生 

與西班牙主廚合影 

新加坡樟宜機場實習 

2. 積極參與國際競賽 

本校各系均積極輔導與鼓勵學生參與專題製作與國內外專業競賽，餐旅系與廚藝系

更落實「競賽選手養成計畫」，培育優秀選手願赴國外參加國際競賽，屢獲佳績，獲獎

無數，參見表 3-27 所示。 

表 3-27  選參學生參與國際競賽獲獎一覽表 

系科 參與競賽名稱 獲得名次 

餐旅系 

2015 年馬來西亞餐廚大賽-無酒精組 特金 

2015 年馬來西亞餐廚大賽-餐桌擺設 銀牌獎 

2015 年馬來西亞餐廚大賽-雞尾酒組 銀牌獎 

2014 馬來西亞 Battle of the Chefs 2014 雙人餐桌擺設 團體銅牌 

2013 日本沖繩第九屆總務大臣盃全國泡盛大賽-花式賽 
總務大臣最優秀賞 

等 8 座大獎 

2013 第 16 屆金樽盃國際調酒大賽-水果切雕組 季軍 

2013 金爵獎國際調酒大賽 2 銀 

2011 年香港國際美食大獎 1 銀 5 銅 

2011 遠東盃餐廚達人賽 餐服潛力獎 

2010 馬來西亞「烹爐大觀國際廚王爭霸賽」 特金牌 19 面 

廚藝系 

2015 台日城市國際烹飪比賽 亞軍 

2015 馬來西亞吉隆坡廚藝比賽  1 銅 2 佳作 

2015 香港國際美食大獎  銅牌獎 

2015 UIBC 世界盃青年西點大賽 銅牌獎 

2014 FHA Culinary Challenge  2 銅 

2014 FHA 新加坡國際美食大賽 1 銀 5 銅 

2014 六協盃亞洲青年廚師刀工藝術大賽 3 銅 

2014 馬來西亞檳城廚藝競賽 13 面獎牌 

2013 馬來西亞國際金廚爭霸賽 1 特金、3 金 

2013 第五屆全國餐飲服務廚藝競賽 2 金牌 

2013 第七屆遠東餐廚達人賽 季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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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科 參與競賽名稱 獲得名次 

2012 新加坡國際烹飪挑戰賽 3 面銅牌 

休閒系 

2015 年烏克蘭國際發明展 金牌 

2015 年第 29 屆日本東京創新天才發明展 銀牌 

2013「波蘭國際發明展」 
銀牌獎；銅牌獎 

大會特別獎 

企管系 第二屆海峽兩岸大學生企業經營模擬大賽 銀奬 

資工系 

2015 亞洲機器人運動競技大賽-人型機器走迷宮項目 第一名 

2015 亞洲機器人運動競技大賽-自行車摸黑 A、B 組項目 第一名 

2015 亞洲智慧型機器人大賽-自走車摸黑 B 組項目 第一名 

2015 亞洲智慧型機器人大賽-機器人賽跑 B 組項目 第一名 

2014 亞洲機器人運動競技大賽 第一名 

2014 日本國際創新發明展 一金一銀 

電子系 

2014 韓國首爾國際發明展 一金一銀一銅 

2014 馬來西亞 ITEX 國際發明創新科技展 銀牌 

2013PBIC 國手選拔賽 第一名 

本校商管學群為融合企業資源，培養學生務實致用的專業能力，更於 103 年 4 月

26 日辦理「2014 年貿易會展模擬競賽」。競賽項目分成參展企劃書、展位裝飾設計、展

位商品陳列、全英文簡報、活動表演、商務溝通模擬、貿易知識問答等七個領域。來自

兩岸貿易會展相關領域學校，包含本校及實踐大學、崑山科技大學等 17 所台灣大專校

院，以及大陸的蘇州經貿職業學院、山東外國語文學院、上海杉達學院、上海金融學院、

昆明學院、廣州大學華軟軟件學院、衡水學院等 7 所校院，超過 800 位莘莘學子參加，

共同競逐於本校，是為貿易會展教學領域的年度大事。 

1. 薦送學生參與短期海外研習交流及志工服務 

每年選送學生至姊妹校蒙大拿大學、日本別府大學，參與文化季國際志工服務活動，

100~103 學年共有 100 人次分別至美國、日本參與研習及交流活動。 

2. 執行國際化補助計畫 

本校連續獲得教育部輔助執行「國際化獎助專案計畫」、「國際合作與交流計畫」、「學

海築夢計畫」、「教育部輔助辦理技專校院提升學生外語能力專案計畫」等，均有助於本

校推動國際合作業務。更可喜的是，103 學年度，本校餐旅系首次申請教育部「學海飛

颺計畫」，旋即獲得通過，學生得以出國進修學分，開始另一扇通往國際的大門。本校

獲執行國際化補助計畫如表 3-28 所示。 

表 3-28  本校獲執行國際化補助計畫一覽表 

年度 計畫名稱 經費 經費來源 

100-102 學海築夢計畫 3,875,228 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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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03 提升學生外語能力計畫 2,384,000 教育部 

100-104 國際合作與交流計畫 2,724,000 教育部 

103 學海飛颺計畫 1,440,000 教育部 

104 大專校院學生國際體驗學習計畫 630,000 教育部 

104 學海築夢計畫 1,200,000 教育部 

104 學海飛颺計畫 1,080,000 教育部 

 

   

義大利 ICIF 廚藝學校參訪 
參訪法國香檳區

Moet&Chandon 酩悅酒莊 
美國蒙大拿海外學習 

3. 薦送優秀教師參與國際學習 

本校訂有『教師進修辦法』及『教學單位舉辦研習(討)會暨教師參加研習(討)活動

辦法』，補助教師國外進修或參與國外研習(討)或交流活動，104 年度共補助 3 位教師國

外進修，每學期各補助新台幣 50,000 元；補助 16 位教師國外參加研討會或技術交流，

總補助經費達 263,805 元。另也鼓勵老師以參展方式與國際接軌，如 102 年香港「像這

樣子的生活」呂振光+陳順築、102 年韓國首爾市立美術館參展「轉動藝台灣」等。 

(四)提升學生國際移動力之具體措施 

「國際視野的開拓」與「職場英語的提升」揭示本校特色發展國際化的重要項目。

在國際化時代的來臨，本校早已積極建構外語學習環境、提升師生外語能力，並積極加

強國際交流合作、推動海外實習、志工服務、國際競賽等，協助學生掌握國際發展資訊，

以厚植學生的職場競爭優勢，並培育具有國際視野的優質世界公民。 

除了在法規制度上為國際化的推動奠定發展的基礎外，本校更以「強化外語教學」

為基礎，「精進實力放眼國際」為發展特色，集合許多單位資源，共同推動國際化發展

目標，提升學生國際移動力。 

另外，也鼓勵並獎勵老師向公部門提出海外體驗或學習計畫，並融入課程家學之中，

藉由課程與海外體驗的結合，開拓學生國際視野、提升其向國際移動的動機與能力。本

校辦理國際化相關方案及工作分工組織，如表 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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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9  本校辦理國際化相關方案及工作分工組織表 

負責單位 推動方案 工作重點 

研發處 國際交流合作 1.重點聯盟 

2.逐步漸進 

3.互惠合作 

4.多元整合 

語言中心 強化外語教學 

建構外語教學環境 

1.培養學生基礎英語文溝通表達能力 

2.輔導英檢證照取得以強化學生就業或升

學的競爭力 

3.培養學生基本職場英語能力以符合國

內、國際職場之需求 

4.培養學生進階專業英語能力，提升其就

業力並拓展其國際視野 

商管學群 

休閒餐旅學群 

電資學群 

工程與設計學群 

推動學生多元學習 1.海外競賽 

2.海外遊學(交換學生) 

3.海外實習 

4.海外志工服務 

5.國際文化活動 

(貳)學校辦學特色與校務發展計畫之關聯性 

在 102 年校務發展計畫書中，本校訂立的近程目標為完成本校系科班調整以及相關

規劃工作，持續規劃興建餐旅廚藝教學大樓，以及 101 學年度成立創意產品設計系。以

工程學群、不動產學群、商管學群及休閒餐旅學群四大學群為主軸，積極進行各學群跨

系之資源共享整合規劃，完成師資、課程、設備、空間等方面資源整合。並以「學生中

心、教學活化、就業導向」為主軸，推動專業能力養成與職能養成完整雙迴圈機制，落

實課程規劃與產業接軌，發展具有系科本位精神及成果導向之教學內涵。 

在中程目標上，則依總量管制原則繼續進行系科班調整作業，並進行國際企業系更

改系名之規劃。為達成改名科大基本門檻，預定民國 103 年申請專案評鑑。另持續推動

校園資訊化作業，設置 e 化、m 化的學習情境，增購電子圖書媒體，提升無線網路覆蓋

率，以及對於數位語言中心的設立與運作，數位教具教材的製作與開發，並推動「學習

創新就業接軌、創新課程就業導向、精進專業創新教學、整合產學技術扎根、以及精進

實力放眼國際」五大主軸，結合區域產業之資源，以提升學校整體競爭力，成為技職教

育之典範。並針對工程、不動產、商管及休閒餐旅四大學群進行整合規畫。(在學群整合

上，參照訪視委員以及學校系科班調整、資源整合等面向綜合規劃，104 學年調整為工

程與設計、電資、商管以及休閒餐旅四個學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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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長程發展目標方面，則是「從教學、研究、行政效能三方面進行革新，並結合區

域產業之資源，以提升學校整體競爭力，成為技職教育之典範。積極追求卓越與創新，

儲備改名科大之能量，完成改名科技大學目標，達到永續經營之恆常願景。」 

105 年的今日，檢視以上目標皆已陸續完成：在各項校務推動踏實精進的基礎上，

於 103 年申請專案評鑑後，獲得行政、12 個專業系科一等佳績，達到申請改名科大門檻；

更於 104 年 8 月獲准籌備一年改大的肯定，104、105 年度是本校關鍵發展的時期，本校

擬定踏實可行並具前瞻性的校務發展計畫，在全校教職員工生將同心齊力下昂首邁進，

為完成改名科技大學目標、達到永續經營之恆常願景持續努力前進。106-107 年度本校將

面臨更劇烈的高教環境變革衝擊，但在 104、105 年因應改名科大努力發展中，已累積了

更厚實的基礎，我們也將更同心協力朝向精進卓越的永續願景邁進，106-107 年度學校辦

學特色與校務發展計畫關聯，如表 3-30。 

表 3-30  學校辦學特色與校務發展計畫關聯表 

106-107 年度校務發展計畫：務實致用精進卓越 

六大辦學

特色項目 
型塑特色重點作法 

校務發展 

計畫面向 
校務發展計畫推動目標 

辦學目標

與 

校務治理 

(精進特色) 

學校願景與發展策略 

教師面 1.5 提升教師產業實務與教材開發能力 

學生面 

2.4 培育學生跨系所整合創新技能 

2.5 進行雙向職能學習 

2.7 強化公民品德教育 

2.8 開拓學生國際視野 

課程面 

3.3 精進產業鏈結學用接軌課程 

3.4 開設英語聽、說、讀、寫課程 

3.7 推動創新思維，全人學習 

資源面 4.4 深耕在地、高中職策略聯盟 

特色面 
5.1 推展學生至業界實習 

5.2 提升學生之職場競爭力 

學校財務管理與內控

機制 
永續經營面 

B.1 落實執行內部稽核作業、發揮內部

稽核功能 

B.3 落實永續經營之財務規劃，資源分

配結合校務發展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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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資結構、人力配

置、行政支援與服務 

資源面 4.3 加強圖書館館際合作 

環境面 A.1 維護校園景觀提升整體形象 

A.2 興建餐旅大樓 

A.3 增購儀器設備提升教育成效 

A.4 基礎硬體設施維護 

A.5 加強校園安全管理 

A.6 改善校園電力、通訊設備 

B.2 精算全校人力配置比例 

永續經營面 

因應少子女化學校發

展策略 

課程面 

3.3 精進產業鏈結學用接軌課程 

3.6 規劃專業基礎銜接與就業接軌專精

課程 

資源面 4.4 深耕在地、高中職策略聯盟 

特色面 
5.1 推展學生至業界實習 

5.2 提升學生之職場競爭力 

教師教學

與 

學生學習 

(基礎面向) 

健全發展實務課程及

多元學習機制 

課程面 

3.1 實施課程資訊公開機制 

3.2 健全各級課程委員會 

3.3 精進產業鏈結學用接軌課程 

3.4 開設英語聽、說、讀、寫課程 

3.5 推動編撰創新教材，開設創意課程 

3.6 規劃專業基礎銜接與就業接軌專精

課程 

3.7 推動創新思維，全人學習 

資源面 4.2 建立校際資源分享措施 

實習課程規劃、合作

機構篩選及學習成效

評估機制 

課程面 

3.1 實施課程資訊公開機制 

3.2 健全各級課程委員會 

3.3 精進產業鏈結學用接軌課程 

特色面 
5.1 推展學生至業界實習 

5.2 提升學生之職場競爭力 

培養學生通識及人文

涵養相關措施 

學生面 
2.6 提升學生博雅內蘊及語言表達能力 

2.7 強化公民品德教育 

課程面 3.7 推動創新思維，全人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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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教師實務經驗與

實務教學能力策略

(含聘用具實務經驗

教師與推動教師定期

產業研習研究機制) 

教師面 

 

1.1 協助教師教學專業成長機制 

1.2 貫徹教師評鑑與結果追蹤輔導機制 

1.3 完善教學評量及結果處理回饋機制 

1.4 落實彈性薪資實施與教研人員獎勵

措施 

1.5 提升教師產業實務與教材開發能力 

1.6 落實教師多元升等制度 

課程面 
3.3 精進產業鏈結學用接軌課程 

3.5 推動編撰創新教材，開設創意課程 

產學合作

與 

實務研究 

(基礎面向) 

學校推動產學合作之

機制 

教師面 
1.5 提升教師產業實務與教材開發能力 

1.6 落實教師多元升等制度 

永續經營面 B.2 精算全校人力配置比例 

健全教師與產業合作

技術研發、從事應用

實務研究及教師多元

升等機制 

教師面 

1.4 落實彈性薪資實施與教研人員獎勵

措施 

1.5 提升教師產業實務與教材開發能力 

1.6 落實教師多元升等制度 
學校推動產學合作之

成效及智慧財產成果

及其應用效益 
課程面 3.3 精進產業鏈結學用接軌課程 

學校推動創新創業、

鼓勵師生研發成果商

品化、發展衍生企業

之策略 

學生面 2.4 培育學生跨系所整合創新技能 

課程面 

3.3 精進產業鏈結學用接軌課程 

3.5 推動編撰創新教材，開設創意課程 

3.7 推動創新思維，全人學習 

學生輔導 

與 

就業情形 

(基礎面向) 

發揮學生職涯輔導單

位功能，協助學生適

性發展及提升就業能

力 

學生面 

2.1 策訂學生學習及生(職)涯輔導機制 

2.2 訂定學生核心能力指標、畢業門檻

及檢定機制 

2.5 進行雙向職能學習 

課程面 

3.3 精進產業鏈結學用接軌課程 

3.6 規劃專業基礎銜接與就業接軌專精

課程 

提供學生取得專業證

照或通過外語能力檢
學生面 

2.2 訂定學生核心能力指標、畢業門檻

及檢定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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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之相關配套措施 課程面 3.4 開設英語聽、說、讀、寫課程 

建立畢業生長期追蹤

機制，並將畢業生與

雇主回饋意見納入課

程改善機制 

學生面 

2.3 建立畢業生長期追縱及結果回饋機

制 

2.5 進行雙向職能學習 

協助弱勢或特殊學生

就學及就業輔導機制 

教師面 1.7 強化導師輔導知能 

學生面 2.1 策訂學生學習及生(職)涯輔導機制 

辦學績效

與 

社會責任 

(精進特色) 

學校專任教師辦理及

參與學術/專業活動

情形 

教師面 

1.1 協助教師教學專業成長機制 

1.3 完善教學評量及結果處理回饋機制 

1.4 落實彈性薪資實施與教研人員獎勵

措施 

1.5 提升教師產業實務與教材開發能力 

學生技術證照取得、

競賽參與及獲獎情形 

學生面 
2.2 訂定學生核心能力指標、畢業門檻

及檢定機制 

特色面 
5.1 推展學生至業界實習 

5.2 提升學生之職場競爭力 

學校針對社會需求辦

理推廣教育學分班或

樂齡大學開班情形 

永續經營面 
B.4 推廣教育持續提升教學服務品質與

績效 

學校對於推廣教育學

分班各班別所授課程

之專任師資比例 

永續經營面 
B.4 推廣教育持續提升教學服務品質與

績效 

國際化 

精進特色

面) 

外籍學生招收及輔導

機制 

教師面 1.7 強化導師輔導知能 

學生面 2.1 策訂學生學習及生(職)涯輔導機制 

辦理國際學術交流及

學術合作活動，或與

境外大學實質交流合

作或學術研究情形 

學生面 2.8 開拓學生國際視野 

特色面 5.2 提升學生之職場競爭力 

強化國際交流，薦送

優秀教師(學生)至國
學生面 2.8 開拓學生國際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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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研習(學習)之具體

方案及現況 
特色面 5.2 提升學生之職場競爭力 

提升學生國際移動力

之具體措施 

學生面 2.8 開拓學生國際視野 

特色面 5.2 提升學生之職場競爭力 

(參)欲達成辦學特色之整體推動策略 

為了因應少子化帶來生源不足、辦學財源短缺的衝擊，學校只有健全自我的體質、

組織，訂定發展性、前瞻性、卓越性、永續性的目標與策略，才能在競爭激烈的環境中

屹立不搖、穩定成長。辦學特色既已形成，即表示已達到某一績效，然而校務的推展，「沒

有最好，只有更好」，因此，策略的奏效並不表示成效的滿百，我們永遠有精益求精、追

求卓越的空間。本校依據國家政策、社會現況、科技發展趨勢、就業市場變化、學生特

質等各項因素，推動校務發展，分別由「組織制度面」、「教師面」、「學生面」、「課程面」

以及「行政資源面」五個面向，分析、思考、擬定永續發展策略及執行方向，並評估其

績效。五大面向的重要性及主要推動方向分別簡要說明如下： 

(一) 組織制度面：主要是進行組織再造，並建置完善法規制度，在行政組織上，針對

校系發展需求，進行單位增（縮）編，同時針對十年教職員人力進行精算，以提

供學校投入發展參考；在教學組織上，檢討實際招生狀況，進行系科班調整，確

認學群整合與運作，配合改名科大實現，成立研究所；在制度面上，建置完善的

各項法規，如教師評鑑制度、彈薪獎勵、教研績效獎勵、進修、升等、安置、年

終績效考核……等辦法，讓組織運作配合績效考核以達成預期目標。組織制度面

的調整、精進，是聚焦在「辦學目標與校務治理」的辦學特色上，是學校永續經

營的重要基礎。 

(二) 教師面：落實教師專業成長為理念，將透過「創新教學，厚實專業」、「薪傳激勵，

典範良師」、「適性評鑑，優化教學」等執行策略，推動各項教師專業精進措施，

有效提升本校教師教學專業，以期達到『落實教師教學改進，有效提升學生學習

成效』、『激勵教師專業成長、輔導不適應或淘汰不適任教師，塑造優質校園教學

文化』及『配合校系教學優先定位，辦理技術報告升等，激勵教師致力於實務性

研究與教學改進，持續提升教學能量，增進教學品質』等目的；本校以提升教師

專業為目標規劃各項獎勵及教師評鑑制度，期使教師在教學上具備成就感，進而

以更積極主動態度提升自我專業，另外本校亦積極鼓勵教師融入地區產業，不定

期與鄰近產業進行交流，提高實務性研究及教師深耕服務機會。在教師面上的整

體策略推動，將有助於教師教學、學生學習、產學合作與實務研究，並投入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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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回饋社會的一項優質動能。 

(三) 學生面：學生是教育、教學工程與活動中的主體，技職體系的教育目標，是培育

「技術專業本位、務實致用導向」的產業尖兵，因此對於學生的培育，更要瞄準

國家政策、產業發展趨勢、就業環境需求、自我發展特質，才能使學生學有專精、

熱愛工作、回饋社會，達到教育的終極目標。因此，校務發展方向在學生面上，

將聚焦於學生自我生職涯的探索、專業學習的規劃、公民素質培育上。在整體學

生面的規劃上，本校仍以品德教育、公民教育、全人教育作為核心，而以提升學

生專業力、就業力、國際移動力做為充實的內涵，而欲達此目標，除了相關機制

的規劃、執行、考核、修正外，教師的投入與引導、課程的務實與多元，也是校

務發展中至為重要的一環。另外對於弱勢學生的輔導與協助，一直是本校著力至

深的部分，營造友善平等尊重校園，並給予實質適性輔導與協助，也讓本校校長

在 104 年獲得推動友善校園有功人員的表揚。 

(四) 課程面：課程為學生學習的內容，也是其能力養成的素材，必須具備務實、創新、

前瞻、實用、永續、精進等特質，因此課程規劃及課程地圖的修正、課程開設、

建置與成效評估，都是校務發展各個期程的重要工作。本校也根據上述產業需求、

就業環境、社會期待、學生發展特質等現況，擬定培養「務實致用」、「成物濟人」

的技職達人的三創課程策略，整合學群資源，以回應並落實本校以「品德教育為

內涵、務實致用為目標」為核心理念。 

(五) 資源面與環境面：在行政面上，進行全面 E 化，以提升行政效能，支援回饋教學、

輔導工作為目標，同時積極推動內部控制制度及各項稽核計畫、持續辦理行政職

員工職能訓練，強化其行政職能。而在資源面上，對內則著重在校園空間總體規

劃，對外則著重在爭取企業資源的引進，期望做為校務永續發展的堅固基石。另

外也透過北區資源中心、高中職校策略聯盟、關係企業、國際交流等，援引外在

資源的投入與合作，活化、強化、優化、深化學校整體發展的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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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前一年度校務發展計畫審查意見之回應說明與改善情形 

一、委員的肯定與鼓勵 

學校自我定位為「教學型專業學院」以培育學生就業能力為主要目標，透過「地緣產業優勢」

「社會資源特性」以及「學校發展願景」擘劃校務發展策略，整體而言，規劃內容務實完整，

發展方向明確可行。 

感謝委員的肯定。 

學校跨域整合資源，成立四個學群，各具特色，發展策略，配合學校「教學型專業學院」定

位，培育專業人才，立意正確。 

感謝委員的肯定，本校將持續配合學校「教學型專業學院」定位，發展四個學群之

特色。 

學校有宏國集團支持，從聯合招募、課程共構、業師教學、校（海）外實習到輔導就業，達

成無縫接軌，形成特色，有助達到 5Pro 預期成效。 

感謝委員的肯定，本校將繼續與宏國集團緊密合作，使學生與產業無縫接軌。 

學校四大學群擬定具體發展藍圖，包括發展特色、發展策略及具體方案，層次分明，落實「專

業化」、「全人化」以及「國際化」之核心辦學理念。 

感謝委員的肯定，本校將持續落實「專業化」、「全人化」以及「國際化」之核心辦

學理念。 

本計畫在基礎面向「提升學生中文寫作能力」；精進特色面「精進職場外語能力、推動海外

實習……等」，都是切合學校現階段的發展需要。 

感謝委員的肯定，本校也在「提升學生中文寫作能力」及「精進職場外語能力，推

動海外實習」等面向上持續精進努力，相關措施及績效如下： 

一、提升中文寫作能力之相關措施及績效： 

為提本校學生對中文學習興趣與強化中文寫作能力，本校實施下列措施： 

(一)大一實用中文課程指導學生撰寫自傳，學生將自傳上傳至學習歷程檔案(e-portfolio)，

每學年上傳率達 94.6%。 

(二)大一實用中文課程實施「閱讀心得寫作」以提升學生中文寫作能力，104 學年度總

計有 266 篇學生優良閱讀心得寫作作品。 

(三)辦理中文會考，訂有「中文寫作能力競賽實施要點」，藉由全校性會考方式，透過

競賽讓學生在同儕競爭氛圍下，以及獎勵金(品)的激勵下，提升學生的參與及學習

動機。104 學年度會考成績前後測分析，第二學期及格率為 46.8%高於第一學期的

37.4%。 

(四)通識教育中心自 101 學年度起與本校資圖中心圖書館合作設置「書窗寫作園地」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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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平台，辦理「圖書資園閱讀心得寫作比賽」。並於 102 學年起迄今(104 學年度)，

每學期辦理「雲端電子書閱讀心得寫作比賽」，每學期在「書窗寫作園地」展出競

賽得獎作品 16 篇，目前已展出 96 篇得獎作品，另外亦展出學生欣賞影音影片心得

之佳作作品。書窗寫作園地網址如下： 

http://lib.dlit.edu.tw/dlit/portal_t11_cnt.php?button_num=t11&folder_id=6 

二、「精進實力放眼國際」之具體績效： 

104 年度本校藉由學海築夢、學海飛颺、學海惜珠等計畫，推動學生海外實習，全

校參與人次共計 41 人次。 

學生於海外實習統計資料，如下表所示。 

104 年度學生海外實習統計表 

系別 國家 人數 類型 每週工作時數 實習待遇 

休閒系 日本 3 學期 超過 40 小時 獎學金 

廚藝系 日本 1 學期 40 小時 支薪 

餐旅系 日本 11 學期 40 小時 支薪 

休閒系 新加坡 10 學期 超過 40 小時 支薪 

廚藝系 新加坡 3 學年 40 小時 支薪 

餐旅系 新加坡 13 學年 40 小時 支薪 
 

舉辦「學生專題跨領域合作-創意主題構想競賽」及「微型創業提案計畫競賽」立意佳，

有助培育學生跨域團隊合作，提升實務技能及就業競爭力。 

本校在 106-107 年度校務發展計畫中，特色面「務實致用、產業扎根」分項計畫仍

以此為方向，一條龍式的產學契合在地就業計畫，由「實務課程」→「合作企業參訪」

→「實習、專題製作」→「競賽」→「引導就業」，以提升實務技能及就業競爭力並達

產學合作永續發展之目標。 
 

 

http://lib.dlit.edu.tw/dlit/portal_t11_cnt.php?button_num=t11&folder_i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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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德教育」為學校的教育核心內涵，是學校發展的兩大支柱之一，並已於98 年度、102 年

度分別獲得「品德教育績優學校」、「教育部品德特色學校」殊榮。讓校園充滿善與愛，

讓每個畢業生都能帶著善念與關懷踏入社會，注重職場倫理，很值肯定。 

感謝委員的肯定。「品德教育」的推動與深耕，確實為本校的發展基礎與發展特色，

除了在校園中持續並辦理相關活動外，也努力將其擴散到鄰近社區及社會上，具體策略

與作法包括：發願行善有愛校園、深耕品德核心價值、服務學習關懷奉獻、志工服務公

益參與、清淨家園環境保護。 
 

 

在102學年規劃並提出「產業學院契合式人才培育專班計畫」，103、104學年度分別獲教

育部補助8及2件產業學院計畫。 

本校仍積極推動產業學院計畫以提升學生實務能力，期望達到畢業即就業之目標。

105 學年度亦獲得教育部補助 6 件產業學院計畫。103 學年度修習產業學業計畫共計有

151 位學生，完成計畫學程有 83 位畢業生，約有 55%獲得產業學院計畫學程證書。學

程畢業生因男生服兵役暫時無法詳細調查就業率。但是從學生受合作廠商的歡迎程度看

來，仍可顯現產業學院計畫的價值。 

二、委員的意見與建議 

104-105 學年度校務發展計畫，包含3大基礎面向及2 大精進特色共五大主軸，20項執行工

作，每一主軸都詳述計畫理念、執行策略與具體作法，同時對應各作法之質、量性指標也

清楚呈現，有利於檢核績效達成的程度。校務發展計畫，層次條理尚稱清晰，計畫目標、

主軸及子計畫亦相當明確。美中不足的是，如能先以SWOT分析，找出學校的優勢、劣勢、

機會、威脅等，再進一步強化學校發展的重點與優先性，計畫的穩妥性更佳。 

本校近年來積極籌備改大各項工作，對於學校發展的優勢、劣勢、機會與威脅已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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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審慎評估與分析，並研擬出相關策略與具體作法，在 104-105 年度校務發展計畫書中

並未詳述，感謝委員意見，已在此次計畫書第 7 頁中增列，本校 SWOT 分析及相應具

體作法如下表所示： 

校務發展 SWOT 分析與 TOWS 矩陣表 

 
 

校務計畫方案內容大都是學校基礎運作面向，無法能看到學校未來長遠宏觀的發展願景。 

謝謝委員指正，本校自民國 61 年創校以來，一直服膺國家發展政策，培育國家、

社會、產業所需人才；民國 90 年改制技術學院以來，即揭示以「德化學子，霖霑社會」

為辦學理念，強化「品德教育」、「務實致用」之教學內涵」，踏實於教學、研究、行政

服務品質的提升，將自我定位於「教學型專業學院」，逐步往「卓越與創新的科技大學」

的發展願景邁進，並形塑自我特色：以涵養品德教育、強化務實教學、連結關係企業、

結合在地產業，以提升學生就業力為目標，對教育的熱忱與使命始終未變。學校未來長

遠宏觀的發展願景如此次計畫書第 32 頁所述，為達到學「追求卓越與創新的科技大學」

的學校願景，以提升學生就業競爭力為目標，本校致力以「德霖品德教育，發善願行善

事」、「務實致用教學、拓展就業藍海」、「善用宏國資源、打造就業領航」及「德霖產學

契合、在地就業深耕」等四項發展特色並擬定具體發展策略，其架構與具體作法如下圖

所示，以培養有品德、有專業，所為國家社會所用的人才，所有的基礎運作皆朝向此一

永續發展的目標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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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少子化衝擊，未來學生人數必然下降，尤其進修部學生影響更大，如何發展特色益形

重要，在校務發展計畫中應該特別再強化精進特色。 

(一)為了提高本校知名度以爭取學生就讀，相關具體作法如下：1.強化系實務特色課程

教學；(2)落實國高中職扎根活動；(3)加強校系特色行銷作為；(4)加強媒體廣告宣傳。 

(二)進修部為了減少少子化衝擊，並發展務實致用的特色，在 103 學年度起，積極推動

產學合作專班，本校遴選優良合作廠商提供給有需求學生實習，以求學用合一，同

時滿足學生經濟需求。104 學年度進修部學院部註冊率達到 76%，遠比 103 學年之

56%進步顯著。 

(三)在學校整體招生具體作法上，以四大策略精進招生成效，1.行銷：透過在校生及校

友加強行銷各系教學特色。2.紮根：協助輔導高職生面試推甄技巧與辦理技藝性交

流活動，落實與生源學校的交流活動。3.宣傳：加強各系的特色文宣設計與宣傳，

利用各種媒體管道宣傳各系的教學成果。4.固本：加強與業界合作，強化學生的實

務技能，提升學生未來的就業優勢。 
 

 

專科學生比重頗高，應該針對專科學生之教學、實習與就業輔導，有特別的執行計畫方

案。 

(一)本校專科部在課程與教學之規劃與四技部本就有所不同，專科部以培養學生具備產

業所需實作職能為主，說明如下： 

1.為顧及五專與高中職學生轉學學分相互抵免需要，五專前三年課程規劃比照高中職，

以部定之課綱標準為原則，奠定學生專業基礎。 

2.專四、專五時，融入各項專業實作及專題製作，加強學生專業實作技能。 

3.配合系科專業領棫之產業人力需求，本校廚藝系、應英系、土木系亦推動專科部學

生參與校外實習。 

(二)專科畢業生選擇繼續升學、或服兵役比率超過 90%，相對僅近 10%學生選擇就業。

故進路輔導分別依就業與升學兩方面規劃，具體方案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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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就業方面 

協助學生做好職涯規劃以提昇就業力，培養敬業樂群及高尚之職業道德﹐並建立正

確之職業觀念從事適性職業﹐發展個人潛能為國家社會服務，具體輔導方案如下： 

(1)職業觀念的培養：舉辦專家及企業人士專題演講及座談、增加校內及校外工讀機

會。 

(2)職涯態度的培養：舉辦人際關係、人生觀、工作態度等職場倫理之系列講座。 

(3)就業途徑的指導：舉辦考試甄選、他人推介、就輔機構媒合、自行應徵、履歷自傳、

面談技巧、工作權益及勞保法、相關福利法規等教育講座活動。 

(4)辦理就業博覽會或企業說明會：邀請多元化廠商在校園內設攤，進行面試選才作業，

爭取就業機會並瞭解就業市場趨勢，以及針對個別系科邀請相關企業到校進行用才

標準、企業文化等介紹說明，進而辦理現場面試。 

(5)獎勵學生考取專業證照：為鼓勵本校學生在學期間取得專業證照，或參加經核定之

專案培訓，特訂定「技能檢定及專業證照獎學金實施要點」，頒發高額證照獎學金，

以提昇專業技術能力，增強進入職場就業競爭力。 

2.升學方面 

學生將決定或已決定未來走向，依就業取向或升學進修取向分別輔導。對於想升學

進修者，舉辦國內進修講座及留學講座系列活動。具體輔導方案如下： 

(1)調查學生升學與就業意願。 

(2)協助升學準備：提供國內進修、國外留學資訊，辦理升學講座及說明會，提供各類

型學制升學考試資訊，協助同學選擇適合自身能力性向之學系報考。 

3.工讀服務 

利用暑假期間參加職場體驗活動，從一般在校生到畢業後之職場體驗機會，讓學生

在學校期間就能有管道到職場或公部門見習。工讀機會公告於研究發展處職涯輔導組網

站或連結職訓局、教育部青發署等政府部門公告之就業工讀機會。 
 

C3 適性評鑑優化教學，在「教學評鑑制度之修正」104 及105 年都列出指標為1，難道

每學年均要修正教學評鑑制度？而「教學評量績優教師」經驗分享，目標值為每年一次，

是否可以增加次數？而究竟如何分享？能否有更具體的作法？ 

(一)教學評鑑制度的修正，並無每學年變動，前一次修正之教師評鑑辦法及評量表適用

於 101-103 學年度之教師評鑑，已套用三學年，本校教師評鑑制度最近一次修正是

在 104 學年度由校務會議通過，在第一次辦理後可能仍有部分評量項目或計分需做

修正討論，本校已於 105 年 8 月 30 日舉辦教師評鑑評量及未達標準輔導機制之討論

會議，會中邀請行政單位主管、教師在校長主持下一一針對教師所提出之評量表問



德霖技術學院 106-107 年度校務發展計畫 

94 

題或建議進行討論。 

(二)為精進本校教師教學能力，教資中心每學期均邀請當年度獲得教學績優之教師，每

位進行一小時的教學優良教師經驗分享，希望透過創新教學觀念與技巧的引進、班

級帶領經驗及課程設計的分享，提升教師教學的能力與熱忱，並且透過教學績優教

師之經驗傳承，達到教師攜手成長，精進教學之成效。 

102-104 學年優良教師經驗分享活動一覽表 

序號 日期 系科 教師 分享主題 

1 1021029  廚藝系  孫志祥老師 樂活飲食與法式料理實作分享 

2 1021029  餐旅系  蕭漢良老師 
多元教學融入：以餐旅永續觀光餐旅課程

為例 

3 1021029  電通系  曾憲威老師 淺談大專學生實務教學與技能提升_ 

4 1021029  資工系  高玉馨老師 運用數位教學平台，進行分組教學 

5 1030626  企管系  黃秀鳳老師 超越教科書-誠心、用心、熱心_ 

6 1030626  應英系  王佩琳老師 英文繪本之創作與教學_ 

7 1030626  廚藝系  

郭士弘老師

VS 

孫志祥老師 

甜鹹比一比，法式蘋果塔 VS 法式鹹派_ 

8 1031106  餐旅系 蕭漢良老師 三創三心的教學體驗_餐飲廚藝系 

9 1031106  餐旅系  蘇金豆老師 創意思解--教育技術與教學 

10 1031106  電子系  盧勤庸老師 需求_創造學生需求 

11 1031106  電通系  楊萬興老師 找回失落的教學熱忱_ 

12 1040907  廚藝系  蕭漢良老師 技職體系教師之定位與價值 

13 1040909  餐旅系  蘇金豆老師 能源科技課程教學活動設計簡介 

14 1040909  資工系  王秀安老師 數位教材輕鬆做 

15 1040909  休閒系  顏瑞棋老師 FUN 鬆學習樂悠悠 

16 1040909  
通識教

育中心  
林珊妏老師 國文教學活動設計 

17 1040917  
通識教

育中心  
林郁欽老師 多元評量的課程設計與教學分享 

18 1040917  企管系  呂冠瑩老師 翻轉同時，記得轉念 
 

學校經歷40多年的變革與發展，具備一定的基礎，雖然校長、代理校長之人事更迭較頻

仍，但至目前為止，仍獲得98-99年度之「教學卓越」；98及102年度的品德教育績優學校，

辦學績效有若干的實績。但校長異動頻繁不是好事，顯見校務不是十分穩定。 

(一)感謝委員建議，本校前幾任校長係由校長遴選委員會及董事會遴選後報請教育部核

定，各任校長皆為社會賢達菁英，惟多為校外具校長資格之人員遴選到本校服務，

各有其生涯規畫，合先說明。 

(二)目前現任校長為本校校內資深主管接任，98-99 年度之「教學卓越」；98 及 102 年度

的品德教育績優學校均在其代理校長及學務長任任帶領全校同仁努力所獲得的殊

榮，其了解學校發展及文化，與董事會溝通聯繫暢通，自 102 學年度開始已帶領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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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接受專案評鑑、改名科大訪視籌備、統合視導訪視等重大校務推展工作，其校長

服務已近三年，在校務發展穩定度上不成問題。 

 

不動產學群與創辦人家族企業契合，未知有無實際合作，好好經營可以形成特色。 

(一)不動產關係企業──甲山林機構 

本校董事會宏國集團業界關係雄厚，在董事會的鼎力支持下，本校與國內知名不動

產業者建立產學合作關係，亦提供學生認識與進入大陸房地產市場之機會與管道。本校

於 100 年 6 月 15 日與甲山林機構簽訂產學合作協議，每年提供土木工程系、室內設計

系及不動產經營系學生暑期工讀機會、校外實習名額，並且提供優秀學生獎學金，同時

開設不動產實務專題講座；101 年 12 月 01 日與新北市政府地政局、102 年 4 月 15 日中

華民國不動產仲介經紀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102 年 11 月 14 日與永慶房屋、102

年 3 月 12 日與群義房屋、103 年 5 月 13 日與東森房屋簽約，在不動產界造成極大轟動。 

(二)營建設計關係企業──熊建會、李祖原建築師事務所等 

本校董事會與宏國建設、熊建會(台北 101 營造團隊)、李祖原建築師事務所、龍采

興業有限公司、大石建築師事務所、原堂室內裝修工程公司、朱有為建築師事務所等業

界關係密切，皆與本校建立產學合作關係，100-103 年度亦已提供土木工程系、室內設

計系及不動產經營系數十個學生暑期實習名額，提升學生空間設計之專業素養，由學生

校外實習工作表現之回饋，顯示本校學生優良的實務技能和工作態度。 

 

講師依然太多。 

本校在改善師資結構及鼓勵教師多元升等上不遺餘力，相關策略及激勵措施說明如

下﹕ 

(一)已修訂本校『教師升等及聘任辦法』，增列多元升等方案，提供教師升等更多選擇。 

(二)選定各系(學群)績優教師，進行升等規劃調查，補助有意願以多元方式升等教師參

與多元升等分享研習，104 學年度第二學期，共有 3 位講師以『應用研究型』方式

提出升等。 

(三)加發講師升等成功獎勵金，自 105 年度起講師成功升等，加發新台幣 15,000 元獎金。 

(四)101-105 學年度講師人數分別為 86、85、84、77、71 人，已逐年下降，助理教授以

上師資比例已逐年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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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大是所有技術學院急切的希望，目前僅餘幾所尚未改大，不能改大，總有難以跨越的

原因，跟董事會很有關係，德霖的原因呢？應針對改大不足的條件好好改進（特別是學

校財務有可觀的剩餘第44頁）。 

本校 104 年度申請改名科技大學，訪視委員在改大各方面條件之意見主要為校舍面

積、高階師資比例、產學研究及招生情形等，針對訪視意見，本校在 105 年度申請改大

籌備期間已逐步規劃改善。 

(一)校舍方面，已著手陸續完成相關校舍補照作業，並新建餐旅大樓，增加校舍面積。 

(二)師資方面，人事室規劃藉由鼓勵講師升等，新聘助理教授以上教師等相關措施，持

續提升本校高階師資比例。 

(三)產學研究方面，研發處已修訂相關獎勵機制辦法，並運用教師社群，及透過本校技

轉育成中心招商媒介，協助教師爭取產研合作案。本校 105 學年度產研案之質與量

均已有顯著提升。 

(四)招生方面，面對少子化生源短少，招生競爭激烈，本校在招生工作上擬訂具體作法

如下圖所示。本校 104 學年度全校註冊率達 77%，較前一學年度增長 7%。 

 

 

備註：統計時間-依教育部中華民國 105 年 2 月 24 日函文附件之審查意見進行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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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結語 

校務整體發展本來就是一個連續而不斷創新、精進的過程，其成敗良窳取決於學校

的教育理念與辦學目標；落實目標的計畫、策略與作法；執行計畫人員的能力、素養與

意志。本校以「德化學子，霖霑社會」為辦學理念，以「整合創新，永續精進」為校務

發展的方向，以「教學型專業學院」為目前定位，以「培育職場所需人才，提升就業競

爭力」為目標，以滾動前進的方式，務實推動、落實，逐步形塑學校自我的特色並展現

辦學的績效。 

(一) 形塑學校自我特色 

本校校務整體發展乃以「提升就業競爭力」為目標，在各項發展計畫執行下，逐步

形塑出本校「德霖品德教育，發善願行善事」、「務實致用教學、拓展就業藍海」、「善用

宏國資源、打造就業領航」及「德霖產學契合、在地就業深耕」四項發展特色： 

  

特色一 德霖品德教育，發善願行善事 特色二 務實致用教學、拓展就業藍海 

 

 

特色三 善用宏國資源、打造就業領航 特色四 德霖產學契合、在地就業深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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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歷年辦學績效 

1. 103 年榮獲教育部「技職教育再造計畫」4,496 萬元，分別為「精密模具技優人才培

育計畫(機械類群)」、「網路模組製造與建置人才培育計畫(電機與電子群資電類)」。 

2. 98-99 年榮獲教育部「教學卓越計畫」，獎補助金額為 4,903 萬元，95-97 年「重要特

色領域人才培育改進計畫」，獎勵金額 2,520 萬元。 

3. 99-103 年「北區技專校院教學資源中心計畫」，獎補助金額為 3,421 萬元經費，並以

「教學精進、厚植專業」、「豐富學習、深化成效」、「扎根精進、創新課程」、「務實

專業、放眼國際」為計畫主軸，定位本校為「教學型專業學院」。 

4. 103-104 學年度本校以就業銜接為導向，申辦「產業學院計畫」，共有 10 個系獲得

獎補助，共計 693 萬元，可培育具有實作力及就業力之優質專業人才。 

5. 自 92 年起，本校已連續 10 年擔任大專校院職涯發展資源中心召集學校，期間並連

續獲得青年發展署評定為「績優」召集學校，更於 97 年度「擔任資源中心召集學

校」年中考評榮獲第一名之肯定。 

6. 與日本阿蘇內牧溫泉 Villa Park 渡假大飯店、新加坡英寶曼機構簽訂建教合作契約

書，每年定期遴選優秀學生赴國外實習。同時，徵選學生至姊妹校蒙大拿大學參與

國際志工服務學習活動。 

7. 推動競賽選手養成計畫，補助參賽經費，並獎勵優秀得獎參賽學生，以實質鼓勵學

生參加國際競賽。學生獲獎無數，如：2012 新加坡國際烹飪挑戰賽勇奪銅牌、2013

馬來西亞國際金廚爭霸賽勇奪 1 特金與 3 金獎、2013 日本總務大臣盃全國泡盛調酒

大賽勇奪最優秀賞、2014 FHA Culinary Challenge 勇奪 2 銅牌、2014 馬來西亞 Battle of 

the Chefs 2014 雙人餐桌擺設競賽勇奪團體銅牌、2014 香港 International Invention 

Design Competition 榮獲銀牌、2015 年 FHM 馬來西亞吉隆坡廚藝比賽與來自世界各

國好手同場切磋之後，以優異的表現獲得評審委員的青睞，勇奪 1 特金、1 金、2

銀、1 銅、1 佳作等 6 面獎牌。 

8. 陸續完成各種情境教學空間，營造職場氛圍，如：未來智慧生活空間、展覽情境實

驗室、服務營運管理實習室、行銷創新管理實習室、機械實習工場、行動通訊網路

實驗室、體適能中心、實習旅行社、不動產銷售情境模擬中心、實習餐廳、房務教

室、中西餐專業廚藝教室、英語情境中心、迷你劇場、混凝土品控實驗室、材料檢

驗試驗室、空間設計實習事務所、多功能設計教室等。 

9. 持續辦理國際學術研討會及論壇，例如於 102 年舉辦「國際餐飲菁英論壇」，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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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 位餐旅系師生共同參與。103 年辦理「2014 年貿易會展模擬競賽」。競賽項目分

成參展企劃書、展位裝飾設計、展位商品陳列、全英文簡報、活動表演、商務溝通

模擬、貿易知識問答等七個領域。 

10. 教師參與國際競賽成果豐碩，如：102 學年度以「重量感應訓練盒」榮獲 2014 第

17 屆俄羅斯阿基米德國際發明展」金牌獎；104 學年度以「太陽能多功能指揮棒」

榮獲2015香港創新科技國際發明展金牌及特別獎、「兒童遊憩與起居空間」榮獲 2015

德國紅點設計大獎、「衝浪浮板」榮獲 2015 第 11 屆烏克蘭國際發明展金牌。 

11. 100-102 年度連續三年榮獲教育部「學海築夢計畫」，共計 343 萬元補助經費，並於

103 年度再度榮獲教育部「學海飛颺計畫」補助 108 萬元。 

12. 101-103 年度與甲山林機構、李祖原建築事務所、熊建會(台北 101 營建團隊)合作，

共同培育不動產專業人才。共超過百位學生至業界實習，打造實習、就業「一條龍」

的發展機會，更為不動產業培育具有發展潛力的菁英。 

(三) 持續精進推動校務發展計畫 

本校歷年來所培育之工商業技術人才已達萬餘人，畢業後服務於社會各行各業，對

工商企業界之發展與國家經濟建設有相當程度之貢獻。今後仍將一本興辦教育初衷，在

行政組織、教師教學、學生學習、課程規劃、資源環境各個面向上，努力精進，朝向永

續經營的目標。 

在行政組織上調整組織員額，持續修訂各項法規、落實內控制度，以健全校務行政

組織、推動校務務發展。 

在教師聘任上繼續延攬博士及助理教授以上之教師，尤其在是在業界實務上有所表

現者；並落實多元升等機制積極鼓勵教師在職進修或研究發展，增益自我專業職能；並

由校資中心規劃、辦理、提供教師各項教學專業成長措施，協助教師教學專業的成長。 

在學生學習及課程上，積極加強學生的專業知識技能及跨領域整合、創新創意、敬

業與服務之態度，使學生所學能為產業所用，縮短學用落差，使成為產業界所需的人才；

並以教學品保雙迴圈機制之運作，訂定學生學習成效評估指標，以學生學習成效評估結

果回饋至學習輔導、教師教學評鑑、課程與教學改進及職涯輔導各方面。同時強化學生

職涯定向與學習輔導，訂定學生學習預警機制，針對學習成就低落學生，提供適當的補

救教學與輔導。並推動產學實務融入課程教學，使學生與產業界密切聯繫，達到畢業即

就業之目標。 

在校園規劃上秉承既有基礎，逐年新建、修繕教學實驗空間及設備，規劃園圃，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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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花木，以達綠化美化之目標。在建教合作上，本著技職教育「以教授應用科學與技術，

養成實用人才為宗旨」，利用本校師資人力及各項軟硬體設備，加強與企業界交流，協

助教師進行科技部研究、專題計畫研究、建教合作，並輔導在校生取得證照及就業。 

在資源面上，著重內部資源的整合與創新，並援引外部資源的挹注與合作，以期校

務整體發展能量提升。 

為配合今後國家經濟發展，工商業人才之需求，實踐本校辦學理念與教育目標，本

校將按既定計畫逐步落實，發展為區域精緻的教學型專業學院，並朝向科技大學發展之

鴻圖，期能培育學術理論與實務經驗兼顧，職業道德與專業素養並重之人才，迎向充滿

挑戰的新世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