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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委員審查意見回覆表【請針對104年3月份「計畫書委員審查意見表」進行回覆】 

分享學校：德霖技術學院（填表）         教卓學校：龍華科技大學 

面向 編號 委 員 訪 查 意 見  意 見 回 覆 說 明  

一 

、 

教 

師 

面 

1 

教師評鑑與結果追蹤輔導機制建議朝向

多元化，以便適合各類教師。例如：教學

型、產學型、服務型、輔導型等。 

本校 103 學年度教師評鑑作業目前正持

續辦理中，會遵照委員建議，在進行追蹤

輔導時，依未通過教師之屬性及各評量表

配分與得分比例，適當安排績優教師或主

管(如教學特優教師、績優導師、產學研

究績效前五名教師、資深主管)協助輔導。 

2 

提升教師產業實務與教材開發能力計

畫，宜力求具體化及勿流於辦理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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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園

區廠商訪視已達 33 家以上；爾後，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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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04/105 年度各完成 2 門產業實務課程單

元教材，或有再提升之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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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另

有企管系、應英系、會展系亦積極推動實

務性教材開發。 

4 

建議學校舉辦產業實務教學研習坊之地

點，宜在業界，以提高教師對產業實務之

了解。 

為鼓勵教師與業界接軌，本校每年皆至業

界舉辦「產業實務教學研習坊」，102-103

年度至業界辦理研習坊有： 

研習主題 研習機構 研習期間 

苗栗縣觀光行銷策

略與溫泉會館經營

管理實務研習 

苗栗泰安湯悅

溫泉會館 

2014/6/25 

~ 

2014/6/26 

智慧生活之機器人

實務應用 

益眾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2014/7/9 

~ 

2014/7/11 

食品批發服務業經

營管理實務研習 

統祥股份有限

公司(統一企業

子公司) 

2013/7/18 

~ 

2013/8/1 

104-105 年度亦將持續辦理。 

5 

教師評鑑未通過之比率如何？有無不續

聘者？ 

(1) 本校 100-102 學年度教師評鑑未通過

之比例： 
學年度 受評教師(人) 未通過(人數/比例) 

100 202 (6 / 2.97%) 

101 195 (2 / 1.03%) 

102 202 (4 / 1.98%) 

(2) 本校 99 學年度有一位電子系教師，連

續三學年度未通過教師評鑑，經系校

教評會審議後不續聘並報部核定。 

註：表格如不敷使用，可自行增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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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彈性薪資除訂定教學表現門檻外，宜有以

教學表現為主之彈性薪資獎勵。 

(1) 本校特殊優秀人才彈性薪資實施要點

最近一次又針對要點條文進行修正

(104 年 4 月 29 日 103 學年第 2 學期

第 6 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2) 修正後之第三條條文將教師績效表現

明確分類成：實務教學類(共有 10 項)

及產學研發類(共有 7 項)兩大類，以

配合本校教學型技專校院之本質定

位。 

7 

學生校外實習之安排及參與比率宜加統

計。 

本校 102 學年度之校外實習統計，如下

表： 

學生校外實習 

102 學年度 時數 百分比 人數 

餐旅 167056 34.98% 85 

會展 20135 4.22% 24 

休閒 110488 23.14% 181 

廚藝 92701 19.41% 87 

企管 35860 7.51% 38 

電通 1600 0.34% 17 

應英 11768 2.46% 248 

營建 12992 2.72% 30 

資工 15273 3.20% 48 

電子 3200 0.67% 10 

空間 3040 0.64% 16 

不動產 3456 0.72% 13 

合計 477569 100.00% 797 

8 

協助教師教學專業成長機制，包括校選送

教師赴公民營機構研習、新進教師輔導、

組成教師成長社群。規劃各年度之社群屬

性，實施重點領域含通識及專業社群，具

體聚焦。惟，作為可再尋求積極性與突破

性。 

(1) 本校為增進教師專業成長，目前採取

下列措施： 

 逐年提升教師研習補助預算，目前

除全額補助教師至公民營機構研

習及國內發表學術論文外，更以部

分補助方式補助參與國外競賽或

學術交流。 

 列為教師評鑑加分項目，並提高兩

天16小時以上之研習計分。 

 指定新進教師專屬之輔導教師，使

其能迅速融入校園文化。 

 目前各專業系科及通識中心，依其

發展屬性成立教師成長社群。本年

度亦有跨領域社群，以強化不同專

業教師之交流。 

(2) 有關委員建議事項，在執行今年計

畫時會依本校學群發展屬性進行

聚焦，同時會再參考績優學校作法

進行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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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學 

生 

面 

1 

策訂學生學習及生（職）涯輔導機制，邀

請產業導師到校辦理學生職涯輔導活

動，作法應再具體化及突破化 

(1) 辦理業界專家職場模擬面試講座，指

導學生將所學的專業知識與技能結

合,以符合業界需要。 

(2) 邀請業師舉辦職涯座談會，個別輔導

面談，提供學生出路建言。 

(3) 邀請專業諮商師以適當測驗工具，協

助學生檢核職能學習成效。 

2 

培育學生跨系所整合創新技能計畫，僅以

辦理研習會、講座或競賽為主，宜加強學

生創新創業能力之基礎紮根培養 

感謝委員建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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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雙向職能學習依各系之專業所長與所搭

配產業型態，以各系辦理 UCAN 職能診

斷及定期辦理職能學習工作坊為主。建議

增加更積極性之作為 

(1) 辦理短期職場體驗營及企業參訪，學

生可以親身體驗職場現況、了解企業

的經營理念，檢視個人核心優勢及職

涯規劃。 

(2) 召開課程委員會，將測驗分析結果提

供各系科，作為課程規劃之參據。 

4 

職能學習工作坊之辦理對學生學習甚為

重要，可擴大業師協同教學及共同檢核學

生學習成效的可能性。 

辦理掌握才幹資產技能測驗、UCAN 職

能診斷與青年工作價值觀，檢核學生學習

成效，測驗分析結果提供各系科，作為學

生生涯輔導之參據。 

5 

建議訂定學校之核心能力，重點宜放在通

識領域，各系之核心能力宜在專業相關之

能力，項目宜聚焦，且配合課程學習達

成。 

感謝委員建議。擬依委員意見研議修訂本

校學生能力指標，校級指標為「基本素

養」，系級指標為「專業核心能力」。相關

修訂將循校內程序進行。 

6 

未見有課程與核心能力鍵結之說明。核心

能力達成率之追蹤統計？如何檢核？ 

(1) 本校各系科已建立系核心能力與課程

指標強度對應表(請見附件一)。 

(2) 本校已建置課程地圖系統，由學生修

課學習之能力養成，形成能力雷達

圖，提供學生自我檢核。後續將推動

系科訂定學生核心能力檢核辦法，以

引導學生透過修課、專題製作、參與

競賽……等，培養專業能力。 

7 

接受預警後接受輔導的比例可加以提升。 (1) 本校已於每學期初召開學習預警專責

小組會議，會後由各系代表轉知班級

導師，統計學生學習困難之科目，委

請課業輔導老師定期追蹤，並回報註

冊組。 

(2) 本學期起，已針對教師增辦學習預警

宣導說明會；下學期將廣邀預警學生

參加學習預警關懷說明會，藉以提升

接受輔導之比例。 

8 

創新，創業、跨域能力之培養，以每學期

3 場講座方式推動，較難有實效，宜考慮

以開課/學程方式推動。 

(1) 本校已有創新創意相關學分學程，如

創新及創業學程、創新美食觀光學程

等。 

(2) 將鼓勵相關系科開設創新、創業課程。 

註：表格如不敷使用，可自行增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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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課 

程 

面 

1 

建議具體實施學生實習制度及輔導，並檢

視實習學生與畢業學生數之比例，及企業

留用人數，落實職場無縫接軌。 

(1) 本校已於 100 年 1 月訂有「德霖技術

學院學生校外實習辦法」暨「德霖技

術學院 校外實習委員會設置要點」；

從 102 學年度起，全面推動校外實習。 

(2) 依委員建議，將於本計畫增列 5.2.2「進

行校外實習資料分析」，以檢視校外實

習學生之企業留用率、續職率、從事

相關行業比例……等等。 

2 

開設英語聽、說、讀、寫課程 4 班 60 名

學生，作法稍嫌保守。 

本計畫每學年開設英語「聽、說」、「讀、

寫」班各 2 班，每班授課總時數 36 小時，

每班招收學生 30 名以上，參與學生至少

120 名。 

3 

英語輔導課程可注意追蹤其輔導成效，視

其成效調整其方式與內容 

感謝委員建議。英語輔導課程將對學生進

行前測及後測，依成績成長率檢視學生之

學習熟悉度，並由「多益英語測驗」、

「CSEPT 大學校院英語能力測驗」、「全

球英檢」追蹤學生成績，了解學生參與輔

導課程之成效。 

4 

建議學生考取證照項目，宜與課程結合在

一起，以達成各系科畢業門檻所規定為優

先授課，而不宜以取得證照張數為考量。 

本校除了全校性的英語能力與資訊能力

畢業門檻之外，學生必須擁有各系專業證

照(請見附件二)，各系依需要將證照輔導

融入課程，優先授課，以彰顯學生在專業

上的學習成效，提升就業競爭力。 

5 

宜有院級課委會，使系課委會之課程規劃

有領域相近之院級同儕審核。 

將配合本校改名科技大學相關籌備事

宜，修訂本校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增列

院級課程委員會。 

6 

跨域學分學程數嫌少；現有 4 個之修課人 

數如何？ 

本校依「學程實施辦法」持續檢核系科辦

理學分學程之績效，計畫書中所列 4 個學

分學程之辦理情形下表： 

學分學程名稱 修課人數 備註 

創意發明學程 0 

符合本校「學程實施辦

法」第 12 條之終止條

件，已提案本學期課程

委員會審議。 

智慧擴增實境

科技應用於創

意產品設計學

程 

0  

創新美食觀光

學程 10  

行銷與溝通學

程 
7  

 

7 

如能建構產學合作之教學模式，可使學生

有較長期的場域實習，提升學生實務能

力。 

本校民間產學合作計畫案，100 學年度有

109 件、101 學年度有 138 件，102 學年

度倍數成長至 226 件。在簽訂產學合作案

時，鼓勵教師協同業師教學，培養良好互

動，爭取學生長期實習之機會。 

註：表格如不敷使用，可自行增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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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資

源 

面 

1 

建置基礎學科數位教材每學年建置 3 單

元及舉行會考，屬基本面，作法稍嫌保

守。 

加強建置基礎學科影音數位教材的作法: 

 每年度建置影音數位教材6單元。 

 每年度建置基礎學科會考題庫450

題。 

每年度舉辦基礎學科會考 6 次。 

2 

學校可善用集團資源創造更多的學習資

源，提供給教師成長及學生學習。 

本校學生除了至宏國集團凱撒飯店連鎖

關係企業實習之外，亦可至企業合作夥伴

單位實習，如：本校不動產經營系與甲山

林建設；空間設計系與李祖原建築師事務

所、龍采室內設計；營建系與台北 101

營建團隊-熊建會皆建立產學合作關係。

不但能促進教師成長，亦可提供學生至該

產業實習。 

3 

學校推「服務學習」1 項為教學特色，建

議將此一教學成效分享校際，以擴大校際

老師與學生參與。 

依委員建議，本計畫將增列 2.1.3「服務

學習成果校際分享」活動，與夥伴學校分

享本校服務學習活動之經驗與收穫。 

4 

基礎學科數位教材，跨校分享度高，可由

區域合作學校分工製作並共享，使資源更

有效利用。 

基礎學科影音數位教材將提供北區校際

線上資源共享平台(www.ctle.ntut.edu.tw)

及透過本校教學資源中心社群網路服務

(goo.gl/AwBYOL)，提高教材能見度及使

用率，促使教學資源共享，造福學子。 

5 

跨校選課、區域留學、跨校教學助理推廣

等，每年才辦理 1 場，可加強推廣，並訂

定較可行之機制。 

(1) 感謝委員意見。本計畫每年將辦理 2

場「跨校選課、區域留學、跨校教學

助理推廣」宣導活動。 

(2) 每學期期初教務會議對全校教師進行

宣導，期初幹部會議對學藝股長進行

宣導，由學藝於班會課轉知全班；同

時於校內網頁、電子看板加強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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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特

色

面 

1 

計畫書未強調特色面之具體作法。應針對

學校發展特色於教卓計畫投入資源並擴

大作為及影響。 

(1) 本計畫在特色面之校務研究課題，以

「推展學生至業界實習」及「提升學

生之職場競爭力」為方向。 

(2) 依委員建議，將增列 5.2.2「校外實習

資料分析」，將本校校外實習學生之留

用率、續職率、從事相關行業比例、

學習回饋…等資料進一步分析，透過

實習學生資料的分析與追蹤，掌握業

界發展趨勢，作為課程調整、學校自

我分析、改善與發展的參考。 

2 

計畫書未具體提出校務研究議題。 (1) 本計畫在特色面之校務研究課題，以

「推展學生至業界實習」及「提升學

生之職場競爭力」為方向。 

(2) 依委員建議，將增列 5.2.2「校外實習

資料分析」，將本校校外實習學生之留

用率、續職率、從事相關行業比例、

學習回饋…等資料進一步分析，透過

實習學生資料的分析與追蹤，掌握業

界發展趨勢，作為課程調整、學校自

我分析、改善與發展的參考。 

3 

建議宜建立企業合作夥伴關係資料庫，善

用資料庫資源，落實教師實務教學及學生

實務學習。 

現階段本校合作廠商包含盛群半導體、訊

碟科技、燿華電子、東茂電機、晟鈦科技、

龍生工業、大同齒輪等 59 家公司，邀請

學有專精的業界專家講授實務課程，除了

讓學生印證學校課程所學，增進學生的實

務經驗。 

4 

校外實習 102 年 797 人數，未知短、中、

長期實習之分佈情況？比例仍可提高。 

(1) 依本校「校外實習辦法」，學生實習包

含暑期制、學期制、學年制。102 學

年度學生暑期實習人數 172 人，學期

實習人數 272 人，學年實習人數 353

人。其分布情況如下圖所示： 

 

 

 

 

 

 

 

 

(2) 依據本校「學生校外實習辦法」，於

102 學年度入學之學生，全面推動校

外實習，故校外實習之比例將大幅提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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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單位核心能力表 

系所名稱 專業核心能力指標 

營建科技系 
1.專業學理 
2.專業實務 
3.資訊能力 

4.外語能力 
5.專案管理 
6.工程倫理 

7.法律知識 
8.整合創新 

機械工程系 

1.人文陶冶 
2.資訊能力 
3.外國語文 
4.邏輯思考 

5.基礎科學 
6.職業倫理 
7.工程知識 
8.專業技術 

9.設計規劃 
10 統計分析 
11 整合創新 
12 報告發表 

電子工程系 

1.基本學養 
2.問題分析 
3.實務技巧 
4.設計開發 

5.領導管理 
6.邏輯思維 
7.市場分析 
8.專業倫理 

9.外語溝通 
10 資訊技術 

資訊工程系 

1.合作學習 
2.外國語文 
3.人文關懷 
4.工程知識 

5.邏輯思考 
6.解決問題 
7.規劃設計 
8.資訊能力 

9.掌握趨勢 
10 報告溝通 
11 職業倫理 
12.整合創新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1.應用工程知識 
2.電腦網路技術 
3.多媒體技術 

4.通訊技術 
5.工程基礎知識 
6.團隊與溝通 

7.服務與關懷社會 
8.終身學習 

企業管理系 

1.人際溝通 
2.解決問題 
3.團隊合作 
4.創意創新 

5.規劃組織 
6.服務態度 
7.資訊科技 
8.外語基礎 

9.管理專業知識 
10.管理專業技能 
 

會展與觀光系 

1.溝通表達 
2.團隊合作 
3.問題解決 
4.原創與進取 

5.規劃與組織 
6.自我管理 
7.自我學習 
8.電腦運用 

9.英語會話 
10.商業分析 
11.實務實作 
12.適性抗壓 

應用英語系 

1.英語聽說 
2.英語讀寫 
3.兒童美語教學 
4.觀光商務 

5.跨文化理解 
6.資訊能力 
7.問題解決 
8.職場溝通 

9.團隊合作 
10.多國語言 

餐旅管理系 

1.資訊能力 
2.外語能力 
3.整合創新 
4.專業實務 

5.溝通表達 
6.邏輯思考 
7.職業倫理 
8.專業知識 

9.領導技巧 
10.解決問題 

休閒事業管理系 
1.休閒基礎觀念 
2 休閒專業能力 
3 服務提供能力 

4 活動規劃能力 
5 管理能力 
6 法律觀念 

7.實務經驗 
8.外語能力 
9.資訊能力 

餐飲廚藝系 

1.溝通表達能力 
2 邏輯思考能力 
3.問題解決能力 
4.整合創新能力 

5.領導統御技巧 
6.廚藝技術能力 
7.餐飲專業知識 
8.餐飲外語能力 

9.餐飲資訊能力 
10.餐飲職業倫理 

不動產經營系 

1.人際溝通 
2.解決問題 
3.團隊合作 
4.創意創新 

5.規劃組織 
6.服務學習 
7.資訊科技 
8.外語基礎 

9.專業知識 
10.實務技能 

空間設計系 
1.專業規劃設計 
2.專業基礎學理 
3.實務能力 

4.整合創新 
5.資訊能力 
6.外語能力 

7.專業倫理 
8.溝通表達能力 

創意產品設計系 
1.設計規劃 
2.設計學理 
3.實務能力 

4.整合創新 
5.資訊能力 
6.外語能力 

7.職業倫理 
8.溝通表達能力 
9.人文陶冶 

通識教育中心 
1.團隊合作 
2.公民意識 
3.科學涵養 

4.藝文賞析 
5.人際互動 
6.創發整合 

7.語文表達 
8.職涯知能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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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各系專業畢業門檻表 

系科名稱 畢業門檻 

營建科技系 
技能檢定丙級技術士證照 1 張(五專：2 張) 

技能檢定乙級技術士證照 1 張(五專：免) 

機械工程系 需取得系「專業認證課程評分標準」所訂之各項條件，累積分數達 60 分以上(含) 

電子工程系 技能檢定乙級技術士或同等級以上證照 1 張 

資訊工程系 電腦軟體應用乙級，CCNA，SCJP，或經由系上認定之同等級證照 1 張。 

電腦與通訊工程系 需具有 3 張證照 ：國際證照 、乙級證照 、丙級證照各一張 

企業管理系 
「技專校院師生取得民間職業能力鑑定書」網站公告之有關行銷廣告、行政管

理、會計財務、或資訊 e 化證照至少 1 張 

會展與觀光系 
取得「系訂相關證照、專業競賽或專業研習積點(分)一覽表」所訂之各項條件，

累計 10 點(分)以上(含) 

應用英語系 全民英檢中級初試及格或同等級英語能力檢定以上 

餐旅管理系 餐旅服務技術士證照與系認可之餐旅相關專業乙級證照各一張 

休閒事業管理系 需取得系「專業技能檢定證照種類及名稱一覽表」所訂專業證照 4 張以上 

餐飲廚藝系 系認可之專業證照表中之證照 1 張以上 

不動產經營系 系認可之專業證照表中之證照 1 張以上或國家公務員考試、專技高普考合格 

空間設計系 需取得一張專業證照 

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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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計畫簡介 

一、計畫緣起與目的 

【請說明計畫形成的原因與過程，以及欲達成之具體目標。】 

本計畫以「專業典範、活化教學」、「厚植涵養、精進實務」、「創新課程、就業加值」、「數位學

習、資源共享」、「務實致用、產業扎根」為發展理念，定位本校為「教學型專業學院」，提升教師教

學專業能力、培育學生品德涵養與實務能力，進而提升學生就業競爭力。  

(一)全程計畫之總體目標 

 
圖6  104-105年全程計畫具體作法圖 

為實踐上述理念，本計畫規劃達成總體目標如下： 

1. 專業典範、活化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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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內容規畫及授課方式與技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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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開系、校級教學考核小組會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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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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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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厚植涵養、精進實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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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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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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創新課程、就業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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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校外參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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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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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數位學習、資源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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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務實致用、產業扎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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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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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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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校推動及執行計畫之組織架構圖 

【請以圖表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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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校發展重點與特色教學資源 

【請具體條列說明學校發展重點與具特色之軟、硬體設備等教學資源，例如：圖書期刊數、
視聽、實驗及實習設備等。】 

1.學校發展重點 

 
圖3 本校教學理念與目標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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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4 本校發展願景與定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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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近年來積極加強推動各系與產業接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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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積極與特色產業進行連結，形成一具

有競爭優勢又符合國家經濟發展、且與本校發展相符之價值鏈，相關結構如下圖： 

 

圖5 德霖與特色產業連結分析圖 

因此，在課程規劃與教學執行上，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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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校95至101年度，已透過階段性的「教學扎根」、「學生中心、教學活化、就業導

向」等各項措施，奠定良好的基礎；未來104-105年度，將進一步藉由與產業界間長期以

來建立之良好互動，透過本計畫的推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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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本校目前發展特色與成效： 

配合學校特色之發展，茲摘要說明本校目前執行成效： 

(1)客製化彈性教學，瞄準產業人才缺口 

為使學生畢業後順利職場接軌，本校師資、課程、設施、教法模擬業界情

境，引入業界資源以縮短就業磨合期。因此，本校導入最新之「客製化彈性教

學模式」，積極結合產業需求，提升就業競爭能力。本校深化業師聯合教學，從

課程共構、雙師教學、校外實習、輔導就業，各階段皆緊密相連。充分顯現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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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階段性推動各項教學精進計畫之績效。近3年成功執行的產學融入教學案例有

: 

a.連續3年與台灣電路板協會合辦「電路板產業基礎工程暨管理人員培訓計畫」

，已超過80位學生榮獲協會認證，21位學生直接就業，成效斐然。 

b.連續5年執行經濟部「產業人才扎根計畫」，合作廠商15家，超過100位學生全

程參與，更有35位學生獲得每人5萬元的高額產業獎學金。 

c.92學年度起申辦勞委會「雙軌訓練旗艦計畫」，100-102學年度共培訓794位訓

練生，透過每週2日在校上課、4日天在企業實習之雙軌模式，學用相輔，就

業率高達8成。 

d.積極提出並通過執行就業學程計畫，100-102學年度共執行22件，皆與產業發

展緊密結合，推動實務致用的課程，吸引許多學生修習。 

e.103學年度起，本校與開明高職、王品餐飲集團合作申辦產學攜手合作計畫，

透過產業間的策略結合，實施彈性課程與教學模式，使學生得以兼顧升學與

就業之需求。 

f. 103學年度起本校與三井日本料理規劃辦理產學合作專班，並結合其他相關產

業合作，從規劃開班、招生宣導、課程規劃，到業師協同教學，均能緊扣產

業需求，目前共有2個專班，114名學生參與，透過理論課程與實務實習、職

場需求的緊密結合，藉以達到務實致用與就業導向之教學目標。 

(2)堅實連結關係企業，優化就業競爭力 

本校由宏國集團興辦，跨足營造、房地產、飯店等產業，在相關企業的配

合下，保障本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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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更積極拓展全國產學合作

，與國內知名企業合作，如：晶華酒店、君悅大飯店、台北W飯店、圓山大飯

店、王品集團、海霸王餐廳、洋蔥餐廳、台北健身院、東森山莊渡假村、統一

超商、手信坊、丹堤咖啡、嘉聯益科技、燿華電子、晟鈦公司、璟騰滾珠、義

美聯合電子、中華民國展覽暨會議商業同業公會、台灣電路板協會…等上百家

企業。讓學生所學與產業需求一致，真正實行產學接軌，成為培育企業幹部之

搖籃。 

(3)吸取國際經驗、國際社會接軌 

在國際化的風潮中，外語能力已被視為企業拔擢人才的重要條件，本校為

因應時代潮流，培育學生外語能力，開設英日語精英班、辦理英語及日語的能

力認證，並透過全英語國際交流學習活動、國際文化體驗營等，積極提升國際

化並與國際社會接軌；在學校方面，自2003年起與姊妹校美國蒙大拿等大學共

同推動學術交流合作；2004年起與日本多家溫泉飯店簽訂學生海外實習合約，

以拓展學生國際文化視野並吸取國際經驗；2010年起與香港理工大學酒店與旅

遊業管理學院簽訂學術交流與備忘錄，2011年起與美國Lawrence Tech University 

進行學術文化交流並簽訂兩校合作交流備忘錄及瑞士B.H.M.S. (Business & 

Hotel Management School) 進行師生學術交流活動，2011年起遴選學生至新加坡

實習以及畢業生至新加坡工作，展開國際學生的實質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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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培育六大新興產業優質人力、國際競賽得獎連連 

因應我國六大新興產業、十大重點服務人才之殷切需求，本校致力於培育

觀光餐旅與會展人才。多年來在國慶晚宴上，由本校學生與凱撒飯店共同打造

不同凡響的宴會典範。自民國93年起，本校餐旅系即安排學生赴日本半年以上

的實習，為全國最早送學生赴日本實習的科系，迄今已有60多位學生赴日，連

續四年獲得教育部學海築夢計畫肯定，榮獲六百萬元以上的獎助，傲視全國，

近年更將海外實習地點拓展至新加坡等地。本校與香港理工大學簽訂國際交流

協議，該校之酒店及旅遊業管理學院學術地位居全球第一，聲譽卓著，院長Prof. 

Kaye Chon特蒞臨本校簽約，展開實質合作。本校餐旅系與廚藝系落實競賽選手

養成計畫，優秀選手接連參加全國競賽和國際競賽，近年榮獲獎項超過70件，

更於99學年-102學年參加國際競賽「2011香港國際美食大獎」、「2012新加坡

國際美食大賞」、「2013馬來西亞國際金廚爭霸賽」、「2014 FHA 新1加坡國

際美食大賽」一舉獲得19面獎牌，成果斐然。 

102-103 年度學生參加重要競賽榮獲大獎一覽表 

系科 參與競賽名稱 獲得名次 

餐旅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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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健行好棒盃餐旅技能全國公開賽托盤技能組 冠軍 

2014 第四屆餐飲經營管理模擬競賽 第一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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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 2 銀 

2013 遠東餐廚達人賽 季軍 

廚藝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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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 維益-弘光盃全國大專母親節蛋糕裝飾競賽 亞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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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閒系 

2013「波蘭國際發明展」 
銀牌獎；銅牌獎； 

大會特別獎 

2013 全國大專校院撞球聯賽男子公開組 9 號球雙打與個人賽 第一名 

2013 全國大專校院撞球聯賽 9 號球-男子一般組團體賽 第一名 

應英系 2013 全國技專校院英語自我介紹影片競賽 第二名 

企管系 

第二屆海峽兩岸大學生企業經營模擬大賽 銀奬 

全國大專院校三創行銷企劃書競賽 亞軍 

2014 飛利浦校園 TOP 徵才競賽，擊敗台灣大學、中央大學、中興

大學等知名大學，獲選全國前五名；並參加該公司「實務銷售總

決賽」榮獲第三名 

第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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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科 參與競賽名稱 獲得名次 

會展系 
2014 全國資訊設計應用與觀光運動休閒實務專題競賽 優勝 

2013 第一屆海洋盃全國食品創新創業網路行銷競賽 特優 

資工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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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全國智慧型機器人大賽雙足機器人舞蹈大賽 第一名 

光電系 綠色能源科技創意應用競賽及展示會 金牌獎 

電子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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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通系 2014 年全民 e 化資訊運動會 全國賽 第一名 

機械系 
2014 全國「電動自行車」創意設計與製作競賽 亞軍 

2013 全國電動自行車創意設計與製作競賽 第二名 

營建系 2013 抗震盃國際邀請賽 耐震獎 

空設系 

2015 第 3 屆特立家居盃全國室內設計競圖 銀獎 

2014 第 8 屆全國大學院校室內設計系/空間設計系學生競圖競賽 優選 2 件 

2014 第 3 屆全國室內設計/空間設計畢業展 優等 

基於本校特色、優勢與潛力，以及先前的教學扎根、教學活化與就業導向計畫執行之

良好基礎，接著持續推動104-105年計畫，俾能充分培植優質產業人才，精進學生的就業力

，成為業界優秀生力軍，並達畢業即就業之目標。 

正因如此，教師的教學專業能力與實務專業素養，對於技職教育教學品質的優劣相對

更加重要。為提升教學品質，並期進一步強化學生學習成效，教師本身必須持續加強並深

化其教學專業能力與實務專業素養。同時，學校也扮演著推動者的重要角色，發揮督促、

協助、輔導與激勵的功能，使教師能在教學歷程中不斷地成長，將所學之教學與實務專業

傳授予學生，並激勵教師常保教學之熱忱與活力，同時影響學生，使學生提高自我學習動

機。藉由師生之良好互動，協助學生進行職能診斷，引導學生發掘其職業性向與興趣，為

其職涯進程做好萬全準備。 

為提升本校教師教學專業成長，讓學生能在教師專業教學與銜接產學之前瞻性特色課程設計

下學習，使學生擁有職場上所需之專業技能後，能如甘霖般潤澤社會、回饋社會，以呼應本

校「德化學子，霖霑社會」的辦學理念，依此制定 104-105 年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計畫。

為達成「厚實專業、職場加值」的目的，本計畫之發展執行重點將以「教師面」、「學生面」、

「課程面」、「資源面」、「特色面」五個構面為規劃執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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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配合計畫之特色教學資源 

表3 特色教學資源表 

 教學空間 設備資源 配合各項計畫辦理活動項目 

1. 

電腦/考照教室 

電腦 

硬體廣播系統 

數位教材製作軟體 

線上學習教材軟體 

教師面： 

TA 培訓 

學生面： 

深化EP/ UCAN教育訓練與輔導 

學生資訊畢業門檻輔導 

課程面： 

資訊畢業門檻輔導課程 

資源面： 

建置基礎學科影音數位教材 

 
 

 

2. 

微型教學室 

E 化講桌 

錄音錄影設備 

單槍投影設備 

數位攝影器材 

無線麥克風 

教師面： 

新進教師研習、微型教學研習 

教師知能成長社群 

教師教學專業成長研習 

教學優良教師經驗分享 

多元學習評量、課堂經營管理研習 

TA 工作研習 

教師評鑑制度論壇、彈薪制度座談 

   

3. 

大型視訊 

會議中心 

錄音錄影設備 

單槍投影設備 

數位攝影器材 

無線麥克風 

教師面： 

教師教學專業成長研習 

教學優良教師經驗分享 

TA 工作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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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空間 設備資源 配合各項計畫辦理活動項目 

4 

藝文教室 

E 化講桌 

錄音錄影設備 

單槍投影設備 

數位攝影器材 

無線麥克風 

藝文展示看板 

教師面： 

教師知能成長社群 

課堂實境教學觀摩 

雙師教學工作坊、產業實務講堂 

特色面： 

辦理專題成果競賽及發表活動 

   

5 

語言學習中心 

全民英語檢定學習評量系統 

全球英語能力分級檢定測驗 

Live ABC 英語學習資源庫 

Live ABC 英檢資源網 

Easy Test 線上學習測驗平台 

課程面： 

語言畢業門檻輔導課程 

開設英語聽、說、讀、寫課程 

   

6 

迷你劇場 

電腦 

E 化講桌 

單槍投影設備 

表演舞台 

投射燈光 

音效控制室 

特色面： 

國際文化週 

   

7 
中西餐 

廚藝教室 

示範台 

工作台 

調理台 

中式炒爐、西餐爐 

冷藏/冷凍櫃 

攪拌機 

油炸機 等 

特色面： 

推動海外實習 

參與海外國際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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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學空間 設備資源 配合各項計畫辦理活動項目 

 
 

 

8 

實習旅館 

實習櫃檯 

服務中心 

休息區 

課程面： 

推動校外實習參訪 

特色面： 

推動海外實習 

   

9 

實習旅行社 

32 吋液晶電視 

旅行社模擬櫃檯 

世界掛圖 

課程面： 

推動校外實習參訪 

特色面： 

推動海外實習 

 

  

10 

服務營運管理

實習室  

發票機、電子顯示器 

POS 進存系統、電子錢櫃 

玻璃展示櫃、格子櫃 

學生面： 

辦理創新創業競賽 

特色面： 

帶動業界待解決問題導向專題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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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計畫基本指標成效表 

面

向 
計畫基本指標 

計畫所訂執行策略 

及預定達成目標 
實際辦理情形 計畫預期效益 

一
、
教
師
面 

1.1 協助教師教學專 

業成長機制 

【請條列說明計畫執行

工作項目，以質量化指標

為主，若有其他項目亦請

補充】 

1.召開「教師專業成長

社群專責小組」會議，

每年 1 次。 

2.辦理「教師專業成長」

社群活動，每年至少 6

場。 

3.辦理「優良教師經驗

分享」活動，每年至少

4 場。 

 

【請條列質/量化說明，若

屬活動性質，亦請註明活

動日期、參與夥伴校數及

參與總人數】 

1.104 年 5 月 14 日召開

「教師專業成長社群專

責小組」會議，參與總

人數 15 人次。 

2.104 年度共辦理 44 場

「教師專業成長」社群

活動，參與總人數共計

690 人次。 

3.104 年度共辦理 8 場

「優良教師經驗分享」

活動，參與總人數共計

402 人次。 

【請加以說明計畫執行

所獲得之實質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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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行教師評鑑與 

結果追蹤輔導機 

制 

1.配合校系發展，定期

修正檢討教師評鑑制

度，每年 1 次。 

2.召開「系級教師考核

小組」、「校級教師考核

小組」會議，每年 1 次。 

3.舉辦「教師評鑑」經

驗分享/輔導座談每年 1

場。 

1.104 年 7 月 9 日召開

「系級教師考核小組」

會議，參與總人數共計

30 人次。 

2.104 年 7 月 23 日召開

「校級教師考核小組會

議」會議，參與總人數

共計 20 人次。 

3.104 年 8 月 13 日召開

「教師評鑑經驗分享 /

輔導座談」會議，參與

總人數共計 30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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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實教學評量及 

   結果處理回饋機 

   制 

1.召開｢教學評量制度

改進小組」會議，定期

修訂各學科領域教學評

量問卷，每年 1 場。 

2.定期精進｢教學評量」

與｢教學資源平台」資訊

系統。 

3.辦理教學助理 TA 研

習活動與培訓課程，每

年辦理 6 場。 

4. 實施｢微型教學觀

摩」，每年辦理 20 場。 

1. 104 年 3 月 12 日、4

月 15 日召開「教學評量

制度改進小組」會議，

參與總人數共計 15 人

次。 

2.104 年度共辦理 9 場

教學助理 TA 研習活動

與培訓課程，參與總人

數共計 906 人次。 

3.104 年度 3 月 4 日至

10 月 14 日共實施 42 場

｢微型教學觀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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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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貫徹彈性薪資與 

   教研人員獎勵制 

   度 

辦理彈薪典範教師與獎

勵優秀教研人員遴選，

每年 1 次。 

1.104 年度將辦理「彈薪

典範教師與獎勵優秀教

研人員遴選」會議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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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辦理「產業實務」教

學研習坊，每年 4 場。 

2.完成「產業實務課程」

單元教材，每年 2 門。 

1.104 年辦理「產業實務

教學研習坊」4 場，參

與總人數共計 293 人

次。 

2.104 年完成「產業實務

課程單元教材」2 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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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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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學
生
面 

2.1 策訂學生學習及 

   生(職)涯輔導機制 

【請條列說明計畫執行

工作項目，以質量化指標

為主，若有其他項目亦請

補充】 

1.完善各教學單位職涯

進路選課地圖及修正機

制，每年辦理 1 次。 

2.各教學單位辦理職涯

輔導座談會、多元輔導

知能研習及職場模擬面

試，各系每年辦理 2

場，共計 28 場。 

3.辦理「服務學習成果

校際分享」活動，每年

辦理 1 場，共計 2 場。 

4.辦理「家庭學校一家

親座談」，各系每年辦理

1 場，共計 14 場。 

5.辦理「學生學習預警

輔導經驗分享」，每年辦

理 2 場，共計 4 場。 

【請條列質/量化說明，若

屬活動性質，亦請註明活

動日期、參與夥伴校數及

參與總人數】 

1.104 年度共辦理 28 場

「職涯輔導/模擬面試/

個別輔導面談座談」活

動，參與總人數共計

1171 人次。 

2.104 年度共辦理 14 場

「家庭學校一家親座談

會」活動，參與總人數

共計 5366 人次。 

3.104 年辦理「學生學習

預警輔導經驗分享」3

場活動，參與總人數共

計 120 人次。 

【請加以說明計畫執行

所獲得之實質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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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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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學生學習預警

輔導，完成學科基礎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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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提升 e-Portfolio 系統

功能與使用率，辦理學

生 e-Portfolio 製作競

賽，每年 2 場。 

2.定期檢核各系核心能

力指標、核訂機制及畢

業門檻。 

1.104 年辦理

「e-Portfolio 競賽」2

場，參與總人數共計

455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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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定期更新校友現況，

畢業生流向調查（每系/

暑假期間），每年辦理 1

次。 

2.落實校友與雇主就業

滿意度調查（畢業 1-4

年校友及雇主調查，每

年 12 次/成功訪問 50

％），每年辦理 1 次。 

3.畢業生資料庫之分析

回饋修正課程，每年辦

理 1 次。 

1. 定期更新校友現況 

2.104 年度落實校友與

雇主就業滿意度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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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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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培育學生跨系所 

   整合創新技能 

1.辦理「創新創業」系

列講座，每學期 3 場，

104-105 年合計 12 場。 

2.辦理跨校「創新創業」

競賽，每年辦理 1 場。 

1.104 年度共辦理 8 場

「創新創業講座」活

動，參與總人數共計

412 人次。 

2. 104 年度辦理「創新

創業競賽-大學商圈創

新創意整合行銷提案競

賽」，參與總人數共計

100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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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辦理「大三 UCAN 共

通職能施測解釋與諮

詢」，每年 1 次。 

2.辦理職能學習工作

坊，每學期 3 場，

104-105 年合計 12 場。 

1.104 年度共辦理 7 場

「職能學習工作坊」活

動，參與總人數共計

320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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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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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課
程
面 

3.1 實施課程資訊公 

   開機制 

【請條列說明計畫執行

工作項目，以質量化指標

為主，若有其他項目亦請

補充】 

1.建立全校課程大綱檢

討修訂機制，每年辦理

1 次。 

2.各教學單位加強辦理

課綱公告及宣導工作。 

3.各教學單位辦理學生

能力診斷與選課輔導。 

【請條列質/量化說明，若

屬活動性質，亦請註明活

動日期、參與夥伴校數及

參與總人數】 

1.104 年度為提高課綱

的內容完整與一致性，

且有利於學生選課規

劃，將課綱公布於各校

教學資訊分享平台，落

實課程大綱全面上網公

開原則。 

 

【請加以說明計畫執行

所獲得之實質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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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強化各級課程委員會

功能。 

2.每學年檢討修訂系專

業課程規劃。 

3.每學年檢討精進專業

課程模組。 

4.落實課程永續品保機

制。 

1.104 年度由校、系進行

成立課程委員評估小

組，進行檢核課程機

制，於每學期定期評估

課程資訊內容是否完

備，並提供改善方針及

回饋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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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動校外實習參 

   訪 

1.辦理「職場參訪體

驗」，每年辦理 6 場。 

2.精進各系業界實習課

程規劃，提升校外實習

課程品質，各系校外實

習課程達成率 100%。 

3.辦理「公務生涯發

展」、「青年創業基礎養

成」活動，每年 2 場。 

4.辦理校外實習成果

展，每年辦理 1 場。 

1.104 年度共辦理 8 場

「職場參訪體驗」活

動，參與總人數共計

355 人次。 

2.整合並擴大校外職場

實習，辦理公務生涯發

展講座，深化職場軟實

力培養，充分促進學生

就業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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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辦理「英語聽、說輔

導課程」班，每班招收

30 名以上學生，每學期

1 班，104-105 年合計 4

班。 

2.辦理「英語讀、寫輔

導課程」班，每班招收

30 名以上學生，每學期

1 班，104-105 年合計 4

班。 

1.104 年度共辦理 2 班

「英語聽、說輔導課程

班」活動及 2 班「英語

讀、寫輔導課程班」活

動，參與總人數共計

184 人次，並持續加強

學生基礎英語能力，強

化學生國內外就業競爭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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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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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資
源
面 

4.1 建置基礎學科數 

   位教材 

【請條列說明計畫執行

工作項目，以質量化指標

為主，若有其他項目亦請

補充】 

1.建置基礎學科影音數

位教材，每學年建置 6

單元。 

2.辦理基礎學科會考每

學期 3 場。104-105 年

共 6 場。 

【請條列質/量化說明，若

屬活動性質，亦請註明活

動日期、參與夥伴校數及

參與總人數】 

1.104 年度建置基礎學

科影音數位教材共建置

6 單元。 

2.104 年度共辦理 5 場

「基礎學科會考」活

動，參與總人數共計

3047 人次。 

【請加以說明計畫執行

所獲得之實質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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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整合校園資源分享。 

2.辦理跨校選課、區域

留學、跨校教學助理

推廣活動，每學期辦

理 1 場。 

1.104 年度將辦理整合

校園資源分享。 

2.104 年度共辦理 2 場

「北區教學資源中心業

務宣導說明會」活動，

參與總人數共計 133 人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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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
特
色
面 

5.1 推展學生至 

   業界實習 

1.執行一條龍式的在地

就業計畫，每年辦理 1

次。 

2.推動業界待解決問題

導向專題製作，每年 2

組。 

3.辦理專題成果競賽及

發表活動，每年 1 場。 

1.104 年度共辦理 8 場

「一條龍式的在地就業

計畫」活動，參與總人

數共計 514 人次。 

2.104 年度共辦理 8 組

「業界待解決問題導向

專題製作」活動，參與

總人數共計 630 人次。 

3.104 年度辦理 1 場「專

題成果競賽」，參與總人

數共計 29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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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推動「海外」實習，

每年選送學生赴海外實

習 4 人次。 

2.進行「校外實習」資

料分析，每年辦理 1 次。 

3.培訓學生參加國際競

賽，每年至少 2 人次。 

4.辦理英文履歷撰寫競

賽，每年辦理 1 場。 

5.辦理全國行銷企劃競

賽，每年辦理 1 場。 

1. 104 年度「海外實習-

日式飯店、旅館實習及

國際職能實習」，共計

29 人次。 

2. 104 年度進行「校外

實習」資料分析，辦理

1 次。 

3. 104 年度培訓學生參

加「日本国際料理人コ

ンテスト、馬來西亞餐

廚大賽」之國際競賽，

共計 11 人次。 

4. 104年度辦理 1場「英

文履歷撰寫競賽」，共計

26 人次。 

5. 104年度辦理 1場「全

國行銷企劃競賽」，共計

45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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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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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 3 4 5 

特色指標：教務研究 

策略藍圖 

   
研究題目 

 任
務 

 
一條龍式工程人才培育之研究 

 

利
害
關
係
人
滿
意
度 

 
1.強化學生知識與實務能力 

2.縮短教學與產業落差 

3.提升學生就業競爭力 

4.增強學生工作滿意度 

5.提高雇主滿意度 

 

策
略
主
題
｜
積
極
作
為
（
程
序
） 

 
發展智慧製造

技術，協助產業

升級工業 4.0 

1. 與業界共構

課程 

2. 開發與設計

智慧應用晶

片。 

3. 研擬產學合

作專班 

提升物聯網研

究發展能量 

1. 開發感測物

聯網下物流

運送系統。 

2. 開發雲端技

術應用系統。 

3. 配合產業發

展趨勢，創造

智慧生活，建

立雲端資料

中心，提供雲

端服務，數位

生活與行動

生活等雲端

應用。 

籌組智慧應用

與設計製造團

隊，服務中小企

業 

1. 與寶元數位精

密股份有限公

司合作，運用

該公司生產控

制 器 之 製 鞋

機，設計工業

用針車機伺服

驅動系統。 

2. 與旭正隆股份

有限公司聯合

開發具遠端監

控功能工業用

排風扇驅動系

統 

3. 與瑞帝股份有

限公司聯合開

發智慧家庭系

統。 

開辦「模具設計

與製造」及「網

路佈線檢測」實

用技能培訓班 

1. 針對缺工率

高之「模具製

造」及「網路

佈線檢測」，

為業界開產

業專班。 

2. 藉由契合式

實用技能培

訓班，推動工

程產業人才

培訓，縮短青

年專業力與

產業需求之

落差。 

3. 帶動產學雙

向互動，培育

業界中長期

技術人才。 

積極爭取辦理

政府推動之人

才培育補助計

畫 

1.推動學生藉

由此種互動

機會赴業界

實習。 

2.配合鄰近廠

商成立二專

機電整合建

教班、「電腦

輔助設計與

製造」產業專

班。 

3.邀請學有專

精的業界專

家為學生講

授 實 務 課

程，除讓學生

將學校課程

所學的內容

相 互 印 證

外，同時也可

以增進學生

的實務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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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 8 

13 14 

 

學
習
與
成
長
｜
教
職
員
工
生
（
準
備
） 

 
積極鼓勵教師

參加校內外研

習，提升專業技

能 

1. 辦理跨領域

教師實務研

習。 

2. 辦理專業證

照種子師資

培訓班。 

3. 選派教師赴

業界深耕服

務。 

增進教師課堂

經營能力與優

質教學內涵 

1. 辦理數位教

材 製 作 研

習。 

2. 鼓勵教師成

立教師專業

成長社群，

提升教師研

究、教學質

量。 

3. 辦理微型教

學觀摩，獲

教師授權後

於校內網頁

公開分享。 

鼓勵學生參加

國內外實習與

競賽 

1. 規劃完善的

實習辦法與

流程。 

2. 規劃完善的

選手訓練計

畫。 

3. 持續強化學

生 外 語 能

力。 

4.提供學生完

善的輔導措

施。 

培育學生成為

國家前瞻 4G 人

才 

1.訓練務實導

向基礎網路

施作人員。 

2.培養基礎技

術的網路硬

體模組檢修

製造人才。 

3.培育優秀的

網路應用人

才。 

建構產學合作

之教學模式 

1.提供學生較

長期的場域

實習，提升學

生實務能力。 

2.鼓勵教師協

同 業 師 教

學，培養良好

互動。 

3.本校學生可

至宏國集團

凱撒飯店連

鎖關係企業

及企業合作

夥伴單位實

習，獲得更多

學習成長機

會。 

 

財
務
與
資
源 

 
由以下策略計畫之預算資源為基礎進行策略之規劃 

申請教育部「第

二期技職教育

再造技優計畫」 

進行產學合作

訓練，共同培育

學生成為專業

技術人才。 

教育部獎補助

款 

整合學群之教

學、空間、儀器

設備等資源，落

實產學合作，鼓

勵師生申請專

利，致力與業界

無縫接軌。 

校內款預算 

依 據 國 家 與

工、商、服務業

等各產業發展

之需要，配合政

府相關政策，以

團隊合作模式

累 積 研 發 能

量，並回饋教

學。 

申請「產業學院

計畫」等各項計

畫案 

藉由各項計畫

案 之 經 費 挹

注，培育學生成

為兼具專業理

論與實務能力

之人才。 

產學合作 

藉由業界待解

決問題導向專

題製作、技術轉

移及專利申請

等，鼓勵師生研

究，增加資金來

源。 

註：限 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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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題目 一條龍式工程人才培育之研究 

SWOT 分析 
 

 
Opportunities (外部機會) 

1. 政府重視電子、資通訊

產業發展，整體就業條

件佳。 

2. 政府重視基礎工業之

發展。 

3. 全球手持裝置與多媒

體應用產業，景氣持續

向上攀升，與本系主軸

課程相符。 

4. 推廣實習，提升學生實

務經驗。 
 

  

    

Weaknesses (內部劣勢) 

1. 學生本身抗壓性日益

趨低。 

2. 學生 50%以上皆需助

學貸款，經濟相對弱

勢，造成學生需付出更

多時間工讀，間接影響

學生學習成效。 

3. 學生入學成績多在中

後段，學習成效與表現

需要更多鼓勵與輔導。 
 

( － , ＋ ) 

  

( ＋ , ＋ ) 

  

Strengths (內部優勢) 

1. 課程規劃隨產業趨勢

修訂，培育目標明確。 

2. 教師教學認真，與學生

互動良好。 

3. 教師符合專業性，能依

學生特質授課。 

4. 學生學習歷程檔案建

置及使用情形良好。 

5. 學生學習與生活輔導

妥善。 

6. 教師團隊積極努力，爭

取各項校內外計畫案

及產學合作機會。 

7. 學校大力支持發展，投

入儀器與設備充足、空

間擴展，使用率高，有

利教學與研究。 

8. 學生在證照、競賽、升

學方面皆有亮眼表現。 
 

    
     

( － , － )   ( ＋ , － )  

 Threats (外部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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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因少子化衝擊，造成技

職體系生源減少。 

2. 十二年國教衝擊技職

體系。 

3. 競爭者多已改制為科

技大學。 
  

策略分析 (請運用 5W1H「人事時地物」說明) 

 
 

External 
 

 

W—O Strategies (扭轉策略) 

1. 與鄰近工業區簽訂備忘錄，締結合作

聯盟。 

2. 深根教師實務技能，師生共同參與校

內外及全國實務活動，攜手解決企業

研發癥結問題。 

3. 籌組「行動通訊」、「智慧節能」、「精

密加工」團隊，共同解決中小企業癥

結問題。 

 
 

  S—O Strategies (增長策略) 

1. 發展「雲端應用」、「節能控制」、「設

計製造」實務教材。 

2. 引入「雲端應用」、「節能控制」、「製

圖設計」產業關鍵技術，提升師生實

務能力。 
 

 

    
  Internal     

W—T Strategies (防禦策略) 

1. 與業界產學合作，提供學生實務專題

製作題材。 

2. 與台灣鐵路局合作，發展鐵道斷電偵

測系統。 

3. 與律源興業股份有限公司合作開發

數位化的電源供應器。 

4. 與中華電信公司，開發網路監控系統

之手持設備端應用開發。 
 

  S—T Strategies (進取策略) 

1. 發展現代化的「電腦輔助設計與製

造」與「機電整合與自動化」。 

2. 深耕「積體電路佈局設計與應用」與

「網路多媒體設計與應用」領域。 

3. 發展「手機嵌入式軟體技術」及「智

慧機器人」領域特色， 

4. 研究「網路技術與應用」與「行動通

訊技術與應用」，發表產出。 

5. 設計餐具、廚具、日用擺飾作品，朝

向文創品牌，展現理論與實務設計結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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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題目 提升學生之職場競爭力 

資料庫 

來源 
量化績效指標 

質化績效

指標 

學生至業

界實習 
0 

1.廚藝系日四技學生實習規劃為一年，本系學生百分之百於畢業前修

習校外實習課程。 

廚藝系遴選 30-35 家優良餐旅企業，讓學生充分學習。 

2.餐旅系 103 學年度校外實習學生共 129 人次、超過 218,000 實習時

數。實習廠商 20 家以上。 

3.工程學群： 

(1)102 學年度共計 48 位學生參加校外實習，總計實習 12,532 小時

數，且其中 26 人取 3 學分，3 位同學為 102 學年度下學期參加

校外實習取得校外實習學分，23 位同學為 102 學年度暑期連續

八週參加校外實習取得校外實習學分。 

(2)合作廠商包含盛群半導體、訊碟科技、燿華電子、東茂電機、晟

鈦科技、龍生工業、大同齒輪等 59 公司合作。 

(3)校外實習單位包含：萊薰閣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3 位、嘉聯益股份

有限公司 23 位、東貝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19 位、國眾電腦股份有

限公司 6 位、友訊資訊股份有限公司 1 位見習 

5.積極爭

取辦理政

府推動之

人才培育

補助計畫 

10. 建構產

學 合 作 之

教學模式 

15. 產學合

作 

 

 

 

推動學生

「海外」

實習 

1 

1.廚藝系： 

2.餐旅系 103 學年度選派學生前往日本-阿蘇之司溫泉飯店實習共 11

人次，新加坡實習共 10 人次 

3.應英系於 104 學年度參加海外實習學生，美國有 13 人、日本有 15

人，參與別府大學、蒙大拿大學之相關實習課程，包含日本 2 週、

美國一個月。並安排學生到日本みかさや旅館及美國蒙大拿博物館

實習，學習飯店之服務精神及經營方式，以及了解英語導覽解說之

方法及技巧。 

學年 實習地點 
實習時

間 
姓名 實習單位 

100 級 

新加坡 一年 吳鈺萍 Grand Mercure Roxy Hotel 

新加坡 一年 洪雅珊 Peach Garden 

新加坡 一年 張國威 Grand Mercure Roxy Hotel 

新加坡 一年 林瑋柔 Riverview Hotel 

日本 半年 陳韻如 阿蘇的司 

日本 半年 張士哲 阿蘇的司 

日本 半年 郭峻宏 阿蘇的司 

103 學年 
日本 半年 何承諭 阿蘇的司 

日本 半年 高登凱 阿蘇的司 

104 學年 

新加坡 一年 萬保杰 Catalunya restaurant 

新加坡 一年 吳耿榮 Peninsula Hotel 

新加坡 一年 林倇竹 Catalunya restaurant 

8.鼓勵學生

參 加 國 內

外 實 習 與

競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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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海外

國際競賽 
2 

1.廚藝系： 

100 學年 2012 新加坡國際烹飪挑戰賽 2 銅牌。 

102 學年 2014 馬來西亞烹爐大賽 2 金牌 

2014 新加坡國際烹飪挑戰賽 2 銅牌 

103 學年 2014 檳城國際沙龍廚藝挑戰賽 6 銅 1 佳作 

2015 年香港美食大賽獲 1 銅牌 

2015 泰國國際廚藝極限挑戰賽獲得 1 金 1 銀 2 銅 4 佳作 

2.餐旅系於 103 學年度選派學生分別參加中華發明創新學會主辦之

「2014 第五屆 IIIC 國際創新發明海報競賽」、香港國際貿易局主辦之

「2014 International Invention Design Competition」、馬來西亞廚師協

會主辦之「Battle of the Chefs 2014」，共 4 人次，獲得銀牌及銅牌等

佳績 

8.鼓勵學生

參 加 國 內

外 實 習 與

競賽 

 

註 1：量/質化績效指標項目請對應 " 策略藍圖 " 浮水印數字。 

註 2：資料庫來源名稱請根據貴校定義自訂之。 

註 3：表格如不敷使用，可自行增列，不限 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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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跨校教學資源共享之具體成果 

獲計畫補助學校應肩負促進全國技職教育整體教學品質之社會責任，並應積極投入各項跨校性

教學資源共享工作以使整體計畫效益得以擴散至全國技職校院，爰請學校就已提供他校(可含大學校

院)作為跨校教學資源共享之項目(例如特殊實驗室共享、跨校圖書借閱、TA 資源共享等)，填寫共

享機制及質、量化之具體成果： 

資源共享項目 共享機制或措施 
質化及量化之具

體成果說明 
資源共享之對象 

具體成果項次之撰寫，非必定

以分項計畫為單位 

推廣北區圖書資源（含電

子資源）共享機制 

A.圖書代借代還 
1.1 圖書代借代還推

廣活動： 

(1) 每學期辦理「圖

書代借代還」比

賽活動 1 場。 

(2) 每場活動參與人

數為 80 人以上。 

每學年提升「圖書代

借代還」借閱冊數達

30%，103 年為 629

冊，104 年需達到 818

件， 105 年需達到

1,064 件。 

請填寫本項資源開放分享之

對象或範圍，若係分享於區

域教學資源中心之各校，請

填列該區域之名稱即可 

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心

夥伴學校師生 

推廣北區圖書資源（含

電子資源）共享機制 

B.雲端電子書心得

活動 
2.1 雲端電子書推廣

活動： 

(1) 每學期辦理「雲

端電子書閱讀心

得寫作」比賽活

動 1 場。 

(2) 每場活動參與學

生人數為 80 人以

上。 

每學年提升電子書

借閱冊數達 50%，103

年為 346 冊，104 年

需達到 520 冊，105

年需達到 780 冊。 

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

心夥伴學校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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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廣北區圖書資源（含

電子資源）共享機制 

C.推廣虛擬借書證 
3.1 虛擬借書證推廣

說明會： 

(1) 每學期辦理「虛

擬借書證」推廣

說明會 1 場。 

(2) 每場參與人數達

80 人以上。 

每學期虛擬借書證

之核發件數成長比

率須達 20%，103 年

為 33 件，104 年需達

到 40 件，105 年需達

到 48 件。 

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

心夥伴學校師生 

推廣北區圖書資源（含

電子資源）共享機制 

D.二手教科書媒合

服務 
4.1 二手教科書推廣

說明會： 

(1) 每學期辦理「二

手教科書服務」

推廣說明會 1 場。 

(2) 每場參與學生達

80 人以上。 

每學期二手教科書

提供件數成長比率

須達 20%，103 年為

51 件，104 年需達到

62 件，105 年需達到

75 件。 

北區區域教學資源中

心夥伴學校師生 

註：表格如不敷使用，可自行增列。 



 

36 

伍、結語 

一、計畫執行之成果與綜合效益 

【請說明計畫執行之效益，如：對於學校、教師、學生等所帶來之效益。】 

 

圖7 計畫預期綜合效益圖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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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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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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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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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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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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園區廠商訪視已達 33 家以上；爾後，尚有廠商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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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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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設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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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實施教師評鑑機制，

激勵教師專業成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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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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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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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專業及通識課程地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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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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執行之困難與解決方案 

【請說明計畫於執行層面中，如何克服難題並達成計畫指標。】 

為達成本計畫「專業典範、活化教學」、「厚植涵養、精進實務」、「創新課程、就業加值」、「

數位學習、資源共享」、「務實致用、產業扎根」的目標，本校於104年3月起即發動全校師生，進行

計畫執行之前置作業，如：專業成長社群之申請、教學助理之培訓、各級委員會之設置，以及各項

活動質化指標之傳達，故於5月計畫啟動執行時，能快速達成第一期中心要求50%補助款的執行完成

率。然因第二期結案日期在11/10，距開學僅兩個月，又需顧慮會計室核銷審查作業，只能商請教師

儘早完成活動，以致活動非常集中，教師教學、研習皆需兼顧，負荷極大，雖然10月初已完成95%

的活動，但大量集中的核銷仍造成會計作業的困難，感謝本校會計室克服萬難，順利完成第二期核

銷。  

本次中心要求活動影音檔：每場講座、研習、研討會、座談會、工作坊皆要提供檔案上傳至Google

雲端平台(drive.google.com)，並請講者簽署北區技專校院教學資源中心講座錄影使用同意書。在執

行時較為繁複，錄影、簽署同意書亦增加了工作量，經過不斷地宣導和要求，終於與承辦教師達成

共識。在計畫辦公室逐週、逐系的嚴格控管下，各個單位皆能達成量化和質化指標。 

三、計畫執行之心得與總體檢討 

【請詳述自 104 年 1 月至 104 年 11 月底之自我檢測。】 

本校從草擬計畫、修正計畫至執行計畫，皆以「專業典範、活化教學」、「厚植涵養、精進實務

」、「創新課程、就業加值」、「數位學習、資源共享」、「務實致用、產業扎根」為目標，分別在教師

面、學生面、課程面、資源面和特色面等五大面向努力扎根，積極活化教學、促進教師學習成長、

創新課程、推動校外、海外實習及帶領學生參加國際競賽。 

由於本校全體師生上下一心、群策群力，已完成北區技專校院教學資源中心計畫書中之所有活

動，不僅達成計畫預定之量化指標，部份活動已超過預期目標。藉此計畫之推動，有效提升本校教

師教學內涵，增進學生職場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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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計畫執行之未來展望與構想 

【請以深化、特色、創新、永續等為宗旨，說明未來新期程計畫之展望。】 

105年計畫之執行，本校將持續以「專業典範、活化教學」、「厚植涵養、精進實務」、「創新課程

、就業加值」、「數位學習、資源共享」、「務實致用、產業扎根」為目標，不僅以達成或超越計畫預

定量化指標為目標，更著重質化的提升，加強產出效益。  

深化 

加強辦理教師數位教材研習活動、深耕教師專業成長社群、鼓勵教師參加校內、外相關專

業研習活動，增進教師產業實務與教材開發能力，提升教師教學專業技能，深化教師教學

內涵。 

特色 

積極推動校外、海外實習，使學生親身觀摩職場現況，了解職場實作新知；培養優質競賽

團隊，帶領學生參加國際競賽活動或國際發明獎，拓展學生國際經驗，提升學生就業競爭

力，發展學校特色。 

創新 

創新課程設計，辦理職場參訪體驗，增進學生實務經驗，了解職場趨勢；全面推動校外實

習，並藉由校外實習資料分析，掌握業界發展趨勢，作為課程調整之參考，使課程設計更

貼近職場需求，以增進學生職能發展與實務能力。 

永續 

以「專業典範、活化教學」、「厚植涵養、精進實務」、「創新課程、就業加值」、「數位學習

、資源共享」、「務實致用、產業扎根」為目標，促進教師學習成長，教學永續品保，養成

學生品德涵養與專業能力，培育國家所需職業技術人才、優質國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