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表1-共同績效指標
面向
一、落實
教學創新
及提升教
學品質

指標項目

學校：慈濟科技大學
衡量方式

1.學生專業 1.專業實務
實務技術能 技術能力提
力提升成效 升學生數

人

一、落實
教學創新
及提升教
學品質

1.學生專業 3.學生專業
實務技術能 技術證照張
力提升成效 數

張

一、落實
教學創新
及提升教
學品質

1.學生專業 2.專業實務
實務技術能 技術能力提
力提升成效 升之學生數
占所有學生
數比率

百分
比

107年

106年
現況值

單位
1602

0

目標值
1650

0

第一次
-

0

實際達成值
第二次
1835(護理系:1539人 1680
(1062、1071的4-7-2
表部分實習學生扣除
106年度、108年度實
習學生)
醫放系:37人
行管系:81人
科管系:80人
醫管系:98人

595.00

1144

目標值

108年
實際達成值
第一次
第二次
尚未有統計資料 917

109年

110年
實際達成值

目標值
920

第一次
599

930

111年
實際達成值

目標值

第二次
910

第一次
304

擬修訂目標值
--

目標值

第二次
471

940

-

--

0

532.00

1146

609.00

696.00

1148

827.00

637.00

1150

--

55%

0

56%

0

29.24

30%

19.76

28.77

31%

9.97

14.67

32%

-

--

一、落實
教學創新
及提升教
學品質

一、落實
教學創新
及提升教
學品質

1.學生專業 5.專業實務
實務技術能 技術能力提
力提升成效 升情形描述
(109年起適
用)

2.教師推動 1.採用創新
創新教學成 教學模式教
效之提升
師數

教育部於109年起 0
新增之衡量方式

人

17

17

-

-

-

97

0

32

-

46

-

46

學生完成專業科
目修讀後，輔以
證照輔導課程並
通過專業證照即
代表具有從事該
實務技術之能
力。各系以取得
之專業證照作為
認定基準，以利
學生適性發展、
就業接軌，及提
升就業力。

本年度受疫情影響，未
執行海外實習，在安全
原則下，仍積極推動校
外實習，108學年度全
校共有1384名學生進行
校內外實習，實習企業
數量共112間。 學生完
成專業科目修讀後，各
科系持續輔導學生考取
專業核心證照，為符合
時勢發展貼近市場需求
，調整並新增多項證照
輔導重點，如iPas證照
等，雖證照難度提高，
期望藉由長期輔導方式
進行，以提升考照率。

本年度受疫情影響，未
執行海外實習，在安全
原則下，仍積極推動校
外實習，108學年度全
校共有1384名學生進行
校內外實習，實習企業
數量共112間。 學生完
成專業科目修讀後，各
科系持續輔導學生考取
專業核心證照，為符合
時勢發展貼近市場需求
，調整並新增多項證照
輔導重點，如iPas證照
等，雖證照難度提高，
期望藉由長期輔導方式
進行，以提升考照率。

學生完成專業科目修讀後，
輔以證照輔導課程並通過專
業證照即代表具有從事該實
務技術之能力。各系以取得
之專業證照作為認定基準，
以利學生適性發展、就業接
軌，及提升就業力。

26

26

10

26

學生完成專業科目修讀後，輔以證
照輔導課程並通過專業證照即代表
具有從事該實務技術之能力。各系
以取得之專業證照作為認定基準，
以利學生適性發展、就業接軌，及
提升就業力。

學生完成專業科目修讀後，輔以證照
輔導課程並通過專業證照即代表具有
從事該實務技術之能力。各系以取得
之專業證照作為認定基準，以利學生
適性發展、就業接軌，及提升就業
力。

學生完成專業科目修讀後
，輔以證照輔導課程並通
過專業證照即代表具有從
事該實務技術之能力。各
系以取得之專業證照作為
認定基準，以利學生適性
發展、就業接軌，及提升
就業力。

-

2.教師推動 3.採用創新
創新教學成 教學模式課
效之提升
程數

課程
數

18

18

-

164

32

123

121

60

59

10

2.教師推動 5.修讀創新
創新教學成 教學課程學
效之提升
生總數

人

0

506

-

2678

730

2132

1606

1606

2120

444

109/10/06：依審查意見委員
建議第一項，第10點調整目標
值。(此項為教育部108年新增
之共同衡量方式)

資料採計區間為108 學年度下學期
，係因校務基本資料庫填報時程為
每年度3月份，待校務基本資料庫
填答完畢後更新正確值。

109/01/09：護理院原以實習人數；
健管院以取得證照人數作為評核基
準；於評估考量後，擬修正共同績
效衡量方式，以通過專業證照即代
表具有從事該實務技術之能力，全
校學生一致以取得專業證照人數作
為提升實務技術能力為基準。
109/10/06：護理學院原以實習人
數；健管院以取得證照人數作為評
核基準；於評估考量後，擬修正共
同績效衡量方式，以通過專業證照
即代表具有從事該實務技術之能力
，全校學生一致以取得專業證照人
數作為提升實務技術能力為基準。

--

17

8

28

25

26

17

8

28

25

--

一、落實
教學創新
及提升教
學品質

備註說明
資料採計區間為110 學年度上學期
，此衡量方式之資料計算未能於填
報截止日前完成，故採預估值呈
現。

109/10/08：「教育部於109年
起新增」

--

一、落實
教學創新
及提升教
學品質

目標值修正
說明
109/01/09：護理院原以實習
人數；健管院以取得證照人數
作為評核基準；於評估考量後
，擬修正共同績效衡量方式，
以通過專業證照即代表具有從
事該實務技術之能力，全校學
生一致以取得專業證照人數作
為提升實務技術能力為基準。
109/09/29：以108達成值為基
準，並逐年滾動式增加。(更
新校務基本資料庫3月填報之
108-1最新數值)

1100

751

365

1200

1100

--

109/01/16：參考108年達成指標
，修改109-111年目標值
109/10/06：為精進教師之創新
教學方法，本校於109-1學期將
創新教學分為前導、深化，讓已
執行過3次之教師，變更為執行
深化創新教學，朝向教學實踐研
究之方向執行。因此修正109111年度執行目標值。
110/01/11：於109-1學期將創新
教學分為前導、深化，讓已執行
過3次之教師，變更為執行深化
創新教學，朝向教學實踐研究之
方向執行。參考最新109-1學期
執行情形，修正110-111年度執
行目標值。
110/06/08：依實際辦理情形及
校基庫原則修正110-111年目標
值。
111/01/03：依實際執行情形修
正目標值.

107年移除重複教師後全年達成值
為67人;108年46人;109年26人。
110年依校基庫原則計算, 全年達
成值為25人次, 當年度1門課程因
修課人數不足未開課、1門因獲教
學實踐研究計畫取消辦理創新教學
計畫。

109/01/16：參考108年達成指標，修改
109-111年目標值
109/10/06：為精進教師之創新教學方
法，本校於109-1學期將創新教學分為
前導、深化，讓已執行過3次之教師，
變更為執行深化創新教學，朝向教學實
踐研究之方向執行。因此修正109-111
年度執行目標值。
110/01/11：於109-1學期將創新教學分
為前導、深化，讓已執行過3次之教師
，變更為執行深化創新教學，朝向教學
實踐研究之方向執行。參考最新109-1
學期執行情形，修正110-111年度執行
目標值。
110/06/08：110/5/20：依實際辦理情
形修正110-111年目標值。
111/01/03：依實際執行情形修正目標
值.

107年全年達成值為157班;108年
121班;109年59班。110年全年達成
值為25班, 當年度1門課程因修課
人數不足未開課、1門因獲教學實
踐研究計畫取消辦理創新教學計
畫。

109/01/16：參考108年達成指
標，修改109-111年目標值
110/06/08：依實際辦理情形
及校基庫原則修正110-111年
目標值；修課人數主要依教師
開課班級數而有所差異。
111/01/03：依實際執行情形
修正目標值.

107年移除重複人數後全年達成值
為2196人;108年2125人;109年1957
人。110年第一次達成值751人次,
第二次達成值365人次, 全年計
1116人次。

一、落實
教學創新
及提升教
學品質

2.教師推動 2.採用創新
創新教學成 教學模式教
效之提升
師數占所有
教師數比率

百分
比

6

6

0

39.92

12

0

19.74

9.6

10.92

4.05

9

6.88

3.29

10

9

--

一、落實
教學創新
及提升教
學品質

2.教師推動 6.修讀創新
創新教學成 教學課程學
效之提升
生學習成效
提升人數

人

385

-

2570

610

2058

1532

1532

2061

1906

1040

735

347

1152

1040

--

一、落實
教學創新
及提升教
學品質

2.教師推動 7.修讀創新
創新教學成 教學課程學
效之提升
生學習成效
提升人數占
所有修讀學
生數比率

一、落實
教學創新
及提升教
學品質

2.教師推動 9.創新教學
創新教學成 課程之教學
效之提升
及學習成效
提升情形描
述(含課程認
定方式、施
測工具
等)(109年起
適用)

一、落實
教學創新
及提升教
學品質
一、落實
教學創新
及提升教
學品質
一、落實
教學創新
及提升教
學品質
一、落實
教學創新
及提升教
學品質

3.學生跨域
學習能力提
升成效
3.學生跨域
學習能力提
升成效
3.學生跨域
學習能力提
升成效

1.修讀跨域
學習課程學
生人次_雙主
修
2.修讀跨域
學習課程學
生人次_輔系
3.修讀跨域
學習課程學
生人次_學分
學程
3.學生跨域 4.修讀跨域
學習能力提 學習課程學
升成效
生人次_其他

百分
比

72

76

教育部於109年起 0
新增之衡量方式

匯入資料有
誤! (輸入字
串格式不正
確。)

95.97

-

-

84

匯入資料有誤!
(輸入字串格式
不正確。)

95.39

95

97.22

429.28

95

97.87

95.07

96

-

--

0

-

-

依據各系所學生培
育目標與專業屬性
，並通過創新教學
補助及獎勵辦法審
查及執行之課程。
於每學期末進行所
有創新教學課程之
學生學習反應評量
，了解(1)學生對教
師創新教學之教學
目標設計、教學內
容規畫、教學方
法、教材教具應用
情形、學生學習評
量設計之評價。(2)
學生自評學習參與
程度，課程出席情
形、自學情形，及
本校無此指標資

學生學習反應評量需待 108-2學期採用創新教
109-1學期結束後統
學課程之教學評量總平
計。
均4.67，學生自評總平
均為4.68，質性回饋顯
示學生普遍認為創新課
程有別傳統教學模式、
課程內容活潑且多元、
翻轉教學有助學習、代
間學習可帶動學習氣氛
，課程中的討論活動亦
能激發思考；23門課程
學生學習成績總平均
80.5分。109-1學期待
課程結束後統計。

依據各系所學生培育目標與
專業屬性，並通過創新教學
補助及獎勵辦法審查及執行
之課程。於每學期末進行所
有創新教學課程之學生學習
反應評量，了解(1)學生對
教師創新教學之教學目標設
計、教學內容規畫、教學方
法、教材教具應用情形、學
生學習評量設計之評價。
(2)學生自評學習參與程度
，課程出席情形、自學情形
，及每學期末了解學生學期
成績。

109-2學期採用創新教學課程之教學 110-1學期未結束，內容待補充。
評量總平均為4.67，學生自評總平
均為4.68，質性回饋顯示學生普遍
認同採用多元教學方法使課程更有
趣、更能刺激個人學習動機，17門
課程學生學習成績總平均為77.2
分。

依據各系所學生培育目標 與專業屬性，並通過創新
教學補助及獎勵辦法審查
及執行之課程。於每學期
末進行所有創新教學課程
之學生學習反應評量，了
解(1)學生對教師創新教學
之教學目標設計、教學內
容規畫、教學方法、教材
教具應用情形、學生學習
評量設計之評價。(2)學生
自評學習參與程度，課程
出席情形、自學情形，及
每學期末了解學生學期成
績。

人次

本校無此指標
資料

0

0.00

本校無此指標資料

0

0.00

0.00

0.00

本校無此指標資料

0.00

0.00

本校無此指標資料

-

人次

本校無此指標
資料

0

0.00

本校無此指標資料

0

0.00

本校無此指標資
料

0.00

0.00

本校無此指標資料

0.00

0.00

本校無此指標資料

-

人次

0(此項為教育 0
部108年新增之
共同衡量方式)

121.00

230

0

102.00

240

214.00

56.00

240

99.00

37.00

240

-

2100

2740

420

尚無統計資料

605

615

434

112

630

227

585

650

-

人次

1710

料

-

3.學生跨域 5.學生跨域
學習能力提 學習成效提
升成效
升情形描述
(含課程認定
方式)

教育部於108年起 1.融入通識和作業 新增之衡量方式 必選修課程，開設

一、落實
教學創新
及提升教
學品質

4.開設創新 2.創新創業
創業課程及 課程數
學生學習成
效

課程
數

一、落實
教學創新
及提升教
學品質

4.開設創新 1.修讀創新
創業課程及 創業課程學
學生學習成 生數
效

人

0

30

【多媒體與美
學】、【創意與行
銷】、【健康促
進】等三個面向的
整合課程模組/學
程，使學生在第一
專長之外，習得第
二專長能力2. 健
康科技管理學院透
過校內外各專業領
域老師組成跨領域
專題家族，設定產
業實務方向，招募
不同系學生依興趣
選擇參與團隊。護
理系開設不同模組
課程，結合校外臨
床業師導入臨床案
例問題解決，學生
修畢模組課程後取
得模組證書，使學
生學習不同護理領
域專長。

0

45

-

-

111/01/03：依實際執行情形
109/01/16：參考108年達成指
標，修改109-111年目標值
110/01/08：參考108年達成指
標，修改109-111年目標值。
110/06/08：依實際辦理情形
及校基庫原則修正110-111年
目標值。
111/01/03：依實際執行情形
修正目標值.

109/01/16：參考108年達成指 107年全年達成值為91.03%;108年
標，修改109-111年目標值
為94.31%;109年為96.63%。110年
第一次達成值應為98％，第二次達
成值預估為95%，全年達成值預估
為97%。
*此衡量方式之資料計算未能於填
報截止日前完成，故採預估值呈
109/10/08：「教育部於109年 現。
110-1學期未結束，內容待補充。
起新增」
*此衡量方式之資料計算未能於填
報截止日前完成，故採預估值呈
現。

--

匯入校庫表4-6，資料採計區間為
108 學年度下學期。

--

匯入校庫表4-6，資料採計區間為
108 學年度下學期。
匯入校庫表4-6，資料採計區間為
108 學年度下學期。

--

1.融入通識和作業必選
修課程，開設【多媒體
與美學】、【創意與行
銷】、【健康促進】等
三個面向的整合課程模
組/學程，使學生在第
一專長之外，習得第二
專長能力2. 健康科技
管理學院透過校內外各
專業領域老師組成跨領
域專題家族，設定產業
實務方向，招募不同系
學生依興趣選擇參與團
隊。護理系開設不同模
組課程，結合校外臨床
業師導入臨床案例問題
解決，學生修畢模組課
程後取得模組證書，使
學生學習不同護理領域
專長。

1.融入通識和作業必選
修課程，開設【多媒體
與美學】、【創意與行
銷】、【健康促進】等
三個面向的整合課程模
組/學程，使學生在第
一專長之外，習得第二
專長能力2. 健康科技
管理學院透過校內外各
專業領域老師組成跨領
域專題家族，設定產業
實務方向，招募不同系
學生依興趣選擇參與團
隊。護理系開設不同模
組課程，結合校外臨床
業師導入臨床案例問題
解決，學生修畢模組課
程後取得模組證書，使
學生學習不同護理領域
專長。

(此項為教育部108年 4
新增之共同衡量方
式)

62

55

1.融入通識和作業
必選修課程，開設
【多媒體與美
學】、【創意與行
銷】、【健康促
進】等三個面向的
整合課程模組/學程
，使學生在第一專
長之外，習得第二
專長能力2. 健康科
技管理學院透過校
內外各專業領域老
師組成跨領域專題
家族，設定產業實
務方向，招募不同
系學生依興趣選擇
參與團隊。護理系
開設不同模組課程
，結合校外臨床業
師導入臨床案例問
題解決，學生修畢
模組課程後取得模
組證書，使學生學
習不同護理領域專
長。

4

目前「健康促進」課程模組，運
作正常，且搭配USR計畫－社區關
懷與高齡健康促進，課程和相關
教學活動的開設符合原先規劃外
，另外的「創意與行銷」和「多
媒體與美學」的課程模組，因為
橫向聯繫不足，實際推行遇到瓶
頸。 健康科技管理學院透過校內
外各專業領域老師組成跨領域專
題家族，設定產業實務方向，招
募不同系學生依興趣選擇參與團
隊。護理系開設不同模組課程，
結合校外臨床業師導入臨床案例
問題解決，學生修畢模組課程後
取得模組證書，使學生學習不同
護理領域專長。

4

目前「健康促進」課
程模組，運作正常，
且搭配USR計畫－社區
關懷與高齡健康促進
，課程和相關教學活
動的開設符合原先規
劃外，另外的「創意
與行銷」和「多媒體
與美學」的課程模組
，因為橫向聯繫不足
，實際推行遇到瓶
頸。 健康科技管理學
院透過校內外各專業
領域老師組成跨領域
專題家族，設定產業
實務方向，招募不同
系學生依興趣選擇參
與團隊。護理系開設
不同模組課程，結合
校外臨床業師導入臨
床案例問題解決，學
生修畢模組課程後取
得模組證書，使學生
學習不同護理領域專
長。

5

目前「健康促進」課程模
組，運作正常，且搭配USR
計畫－社區關懷與高齡健
康促進，課程和相關教學
活動的開設符合原先規劃
外，另外的「創意與行
銷」和「多媒體與美學」
的課程模組，因為橫向聯
繫不足，實際推行遇到瓶
頸。 健康科技管學院透過
校內外各專業領域老師組
成跨領域專題家族，設定
產業實務方向，招募不同
系學生依興趣選擇參與團
隊。護理系開設不同模組
課程，結合校外臨床業師
導入臨床案例問題解決，
學生修畢模組課程後取得
模組證書，使學生學習不
同護理領域專長。

目前「健康促進」課程模組
運作正常，且搭配USR計畫
－社區關懷與高齡健康促進
，課程和相關教學活動的開
設符合原先規劃外，另「創
意與行銷」和「多媒體與美
學」的課程模組，因為橫向
聯繫不足，實際推行遇到瓶
頸。 健康科技管學院透過
校內外各專業領域老師組成
跨領域專題家族，設定產業
實務方向，招募不同系學生
依興趣選擇參與團隊。護理
系開設不同模組課程，結合
校外臨床業師導入臨床案例
問題解決，學生修畢模組課
程後取得模組證書，使學生
學習不同護理領域專長。

目前「健康促進」課程模組
，運作正常，且搭配USR計
畫－社區關懷與高齡健康促
進，課程和相關教學活動的
開設符合原先規劃外，另外
的「創意與行銷」和「多媒
體與美學」的課程模組，因
為橫向聯繫不足，實際推行
遇到瓶頸。 健康科技管理
學院透過校內外各專業領域
老師組成跨領域專題家族，
設定產業實務方向，招募不
同系學生依興趣選擇參與團
隊。護理系開設不同模組課
程，結合校外臨床業師導入
臨床案例問題解決，學生修
畢模組課程後取得模組證書
，使學生學習不同護理領域
專長。

目前「健康促進」課程模組，運作
正常，且搭配USR計畫－社區關懷與
高齡健康促進，課程和相關教學活
動的開設符合原先規劃外，另外的
「創意與行銷」和「多媒體與美
學」的課程模組，因為橫向聯繫不
足，實際推行遇到瓶頸。 健康科技
管理學院透過校內外各專業領域老
師組成跨領域專題家族，設定產業
實務方向，招募不同系學生依興趣
選擇參與團隊。護理系開設不同模
組課程，結合校外臨床業師導入臨
床案例問題解決，學生修畢模組課
程後取得模組證書，使學生學習不
同護理領域專長。

健康科技管理學院透過校內外各專業
領域老師組成跨領域專題家族，設定
產業實務方向，招募不同系學生依興
趣選擇參與團隊。護理系開設不同模
組課程，結合校外臨床業師導入臨床
案例問題解決，學生修畢模組課程後
取得模組證書，使學生學習不同護理
領域專長。

5

4

2

2

5

目前「健康促進」課程模 組，運作正常，且搭配USR
計畫－社區關懷與高齡健
康促進，課程和相關教學
活動的開設符合原先規劃
外，另外的「創意與行
銷」和「多媒體與美學」
的課程模組，因為橫向聯
繫不足，實際推行遇到瓶
頸。 健康科技管理學院透
過校內外各專業領域老師
組成跨領域專題家族，設
定產業實務方向，招募不
同系學生依興趣選擇參與
團隊。護理系開設不同模
組課程，結合校外臨床業
師導入臨床案例問題解決
，學生修畢模組課程後取
得模組證書，使學生學習
不同護理領域專長。
3

108

125

223

118

135

63

179

140

109/01/15：因108達成值高於
109目標值，而提高109、
110、111目標值
109/10/06：原107年訂定指標
為所有包含跨領域模組及跨領
域學程之修課人次，後經審視
，若只修讀單門跨域課程非屬
跨領域學習，故108年修訂指
標為：修讀跨領域學習課程學
生數=A+B(A跨領域課程+B跨領
域模組課程)。

原達成值從109學年度修正為部訂資料
採計區間為108 學年度下學期之數值
A+B(40+72=112)。
原107年訂定指標為所有包含跨領域模
組及跨領域學程之修課人次，後經審
視，若只修讀單門跨域課程非屬跨領
域學習，故108年修訂指標為：修讀跨
領域學習課程學生數=A+B
A跨領域課程：各院系所開設之跨領域
課程，修畢即算1人次。
B跨領域模組課程：1.全人教育中心：
單一模組系列課程，修畢其中2(含以
上)門課，即算1人次。2.護理系：單
一模組系列課程，修畢其中6(含以上)
學分，即計算1人次。

109/01/09：教育部更新衡量
方式

此項為教育部108年新增之共同衡
量方式

108/12/30：依107-108年達成
值調整
110/01/25：依教育部校務基
本資料庫109年10月新定義
「創新創業課程」調整。
108/12/30：依107-108年達成
值調整
110/01/25：依教育部校務基
本資料庫109年10月新定義
「創新創業課程」調整。
110/06/08：依本校「創新創
業課程」開設規畫微調目標值

部訂109年填報由《校庫匯入》：
表3-5 「創新創業課程」數，依據
109年10月校務基本資料庫(課程分
類)定義「創新教學課程」與「創
新創業課程」調整。
部訂109年填報由《校庫匯入》：
表3-5 「創新創業課程」數，依據
109年10月校務基本資料庫(課程分
類)定義「創新教學課程」與「創
新創業課程」調整。

--

--

108

107年移除重複人數後全年達成值
為1999人;108年2004人;109年1891
人。110年依校基庫原則計算, 第
一次達成值735人次, 第二次達成
值預估347人次, 全年度計1082人
次。
*此衡量方式之資料計算未能於填
報截止日前完成，故採預估值呈
現。

--

--

一、落實
教學創新
及提升教
學品質

109/01/16：參考108年達成指 依系統匯入原則，全年計25人次教
標，修改109-111年目標值
師執行創新教學, 佔全校243專兼
109/10/06：為精進教師之創 任教師的10.3%。
新教學方法，本校於109-1學
期將創新教學分為前導、深化
，讓已執行過3次之教師，變
更為執行深化創新教學，朝向
教學實踐研究之方向執行。因
此修正109-111年度執行目標
值。
110/01/11：於109-1學期將創
新教學分為前導、深化，讓已
執行過3次之教師，變更為執
行深化創新教學，朝向教學實
踐研究之方向執行。參考最新
109-1學期執行情形，修正
110-111年度執行目標值。
110/06/08：依實際辦理情形
及校基庫原則修正110-111年
目標值。

-

--

一、落實
教學創新
及提升教
學品質

4.開設創新
創業課程及
學生學習成
效

4.創新創業
課程學習成
效提升情形
描述(含課程
認定方
式)(109年起
適用)

一、落實
教學創新
及提升教
學品質

5.學生邏輯 2.運算思維
思考與程式 與程式設計
設計能力提 課程數
升成效

一、落實
教學創新
及提升教
學品質
一、落實
教學創新
及提升教
學品質
一、落實
教學創新
及提升教
學品質

5.學生邏輯
思考與程式
設計能力提
升成效
5.學生邏輯
思考與程式
設計能力提
升成效
5.學生邏輯
思考與程式
設計能力提
升成效

一、落實
教學創新
及提升教
學品質
一、落實
教學創新
及提升教
學品質

一、落實
教學創新
及提升教
學品質

教育部於109年起 0
新增之衡量方式

課程
數

0

3.修讀數位 人次
科技微學程
學生人數
(109年起適
用)
1-2.曾修讀
人
程式設計課
程學生數
(109年起外
部匯入)
5.運算思維
與程式設計
能力課程學
習成效提升
情形描述(含
非資通訊相
關科系執行
情形)(109年
起適用)

6.學生中文 抽樣人數
閱讀寫作能
力提升成效

人

6.學生中文 1.達成學校
閱讀寫作能 設定中文閱
力提升成效 讀寫作能力
提升目標之
人數

人

0

13

0

3

-

18

-

18

三分之一週次
(含)課程內容包
含創意思考、創
新實作、創業環
境、創業行銷，
智財管理等三創
元素，並經教務
處/開課單位審查
認定為創新創業
課程。

三分之一週次(含)課程
內容包含創意思考、創
新實作、創業環境、創
業行銷，智財管理等三
創元素，並經教務處/
開課單位審查認定為創
新創業課程。

強化學生創意思考及創
新實作能力、了解創業
環境、智財管理概念；
形成學生動手實作及跨
域小組合作之機會。課
程認定方式：三分之一
週次(含)課程內容包含
創意思考、創新實作、
創業環境、創業行銷，
智財管理等三創元素，
並經教務處/開課單位
審查認定為創新創業課
程。

強化學生創意思考及創新實
作能力、了解創業環境、智
財管理概念，形成學生動手
實作及跨域小組合作之機
會。／衡量本校學生人數及
開課基本人數，課程以三分
之一(含)內容涵蓋校基庫定
義之創新創業課程內容且授
課教師具創業實務經驗或設
計思考教學能力，並經開課
單位(課程內容)及研發處
(授課教師能力)認定即認列
為「創新創業課程」。

強化學生創意思考及創新實作能
力、了解創業環境、智財管理概念
，形成學生動手實作及跨域小組合
作之機會。／衡量本校學生人數及
開課基本人數，課程以三分之一
(含)內容涵蓋校基庫定義之創新創
業課程內容且授課教師具創業實務
經驗或設計思考教學能力，並經開
課單位(課程內容)及研發處(授課教
師能力)認定即認列為「創新創業課
程」。

強化學生創意思考及創新實作能力、
了解創業環境、智財管理概念，形成
學生動手實作及跨域小組合作之機
會。／衡量本校學生人數及開課基本
人數，課程以三分之一(含)內容涵蓋
校基庫定義之創新創業課程內容且授
課教師具創業實務經驗或設計思考教
學能力，並經開課單位(課程內容)及
研發處(授課教師能力)認定即認列為
「創新創業課程」。

20

20

37

21

11

34

強化學生創意思考及創新 實作能力、了解創業環
境、智財管理概念，形成
學生動手實作及跨域小組
合作之機會。／衡量本校
學生人數及開課基本人數
，課程以三分之一(含)內
容涵蓋校基庫定義之創新
創業課程內容且授課教師
具創業實務經驗或設計思
考教學能力，並經開課單
位(課程內容)及研發處(授
課教師能力)認定即認列為
「創新創業課程」。
22
-

109/10/06：教育部於109年起
新增，並修正創新創業課程認
定方式。
110/01/25：修正創新創業課
程認定方式。
--

0

-

-

0

-

-

20

195

0

30

278

378

40

280
--

350

400

-

-

500

-

-

555

275

540

575

0

495

590

-

0

0

-

-

0

-

-

學習Scratch基礎
程式後，讓學生
學習語言程式
Java，更進一步
的提升程式設計
的概念及邏輯，
並且更容易掌握
其他的語言程
式。

學習Scratch基礎程式
後，讓學生學習語言程
式Java，更進一步的提
升程式設計的概念及邏
輯，並且更容易掌握其
他的語言程式。

因教師異動，授課內容
與方向有所調整: 經由
一學期課程，同學學習
到以下能力：邏輯導
論、邏輯符號的認識與
實例、邏輯推理的方法
及應用、抽象化、演算
法設計、程式語言實
作、資料分析、資料蒐
集、資料表示、解析、
平行處理、樣式一般化

透過理論與電腦科學相關知
能的學習，培養邏輯思考、
系統化思考等運算思維，並
藉由資訊科技之設計與實作
，增進運算思維的應用能
力、解決問題能力、團隊合
作及創新思考能力，讓學生
可以運用所學，不管是自我
挑戰或團隊合作，落實透過
運算思維解決問題之資訊教
育目標。

透過理論與電腦科學相關知能的學
習，培養邏輯思考、系統化思考等
運算思維，並藉由資訊科技之設計
與實作，增進運算思維的應用能
力、解決問題能力、團隊合作及創
新思考能力，讓學生可以運用所學
，不管是自我挑戰或團隊合作，落
實透過運算思維解決問題之資訊教
育目標。

透過理論與電腦科學相關知能的學習
，培養邏輯思考、系統化思考等運算
思維，並藉由資訊科技之設計與實作
，增進運算思維的應用能力、解決問
題能力、團隊合作及創新思考能力，
讓學生可以運用所學，不管是自我挑
戰或團隊合作，落實透過運算思維解
決問題之資訊教育目標。

教導學生如何使用python
語法，python的重要性，
增強對程式設計的概念及
思維

-

280

0

277

280

263

0

280

--

0

280

-

281

280

283

283

0

140

-

前後測達成率需於
110年才會有數值

147

前後測達成率需 0
於110年才會有
數值

151

0

0

168

219

0

一、落實
教學創新
及提升教
學品質

7.學生專業 抽樣人數
（職場）外
語能力提升
成效

0

一、落實
教學創新
及提升教
學品質

7.學生專業
（職場）外
語能力提升
成效

人

2.達成學校 百分
設定專業(職 比
場)外語能力
提升目標之
人數占所有
(抽樣)學生
數比率
7.學生專業 1.達成學校 人
（職場）外 設定專業(職
語能力提升 場)外語能力
成效
提升目標之
人數

0

0

760

匯入資料有
誤! (輸入字
串格式不正
確。)

匯入資料有誤! (輸
入字串格式不正
確。)

52

-

-

0

-

533

760

匯入資料有誤!
(輸入字串格式
不正確。)

0.00

-

-

0

54

0.00

0.00

60

83.27

0.00

108/12/30：修正開課數字為 部訂109年填報由《校庫匯入》：
五系二院及全人教育中心、前 表3-5 「運算思維與程式設計課
目標值為全人教育中心
程」數，資料採計區間為109 學年
度上學期。依據109年10月校務基
本資料庫(課程分類)定義調整。
109/10/08：「教育部於109年
起新增」
110/08/16：因達成值超出原
定目標值故修正目標值
109/10/13：109年起由外部匯
入

-

182

-

65

-

第一次的達成值為107學年入學學
生前後測進步率。因110學年度入
學學生只進行前測，並尚未進行後
測，故填報110年第二次達成值為
0。
108/12/30：抽樣學生人數為 第一次的達成值為107學年入學學
280、比率不一致、需更改
生前後測進步率。因110學年度入
110/01/18：每年「抽樣人
學學生只進行前測，並尚未進行後
數」預設280人，又因每年提 測，故填報110年第二次達成值為
升比率需滾動式增加，故此指 0。
標提升人數依比率調整(如109
年280人*54%=151人)
110/06/08：因第17點審查意
見，故調整目標值
110/06/08：因第17點審查意
見，故調整目標值

--

552

透過兩次寫作給
與測試、全校四
技新生、及全校
四技大三生 改變
傳統老師單一授
課方式，除文本
講授，並新增分
組報告、專家講
座、戶外教學與
學習單寫作、縱
向提升課程深度
，並開拓學生視
野，會後學習單
寫作，亦加強訓
練學生理解與表
760

透過兩次寫作給與測
試、全校四技新生、及
全校四技大三生改變傳
統老師單一授課方式，
除文本講授，並新增分
組報告、專家講座、戶
外教學與學習單寫作、
縱向提升課程深度，並
開拓學生視野，會後學
習單寫作，亦加強訓練
學生理解與表達能力。
上學期施測前測中 僅能
填報數值

依檢測成果思考該如何
進行補救措施，藉以改
善並提升學生的國語文
基礎閱讀與寫作能力。
在前測及後測之間，已
辦理1場的專題講座、
一次校外教學及撰寫回
饋單，以提升學生的基
礎知識與思辨能力，以
延伸觸角，作為生活運
用的智慧。

透過兩次寫作給與測試、全
校四技新生、及全校四技大
三生 改變傳統老師單一授
課方式，除文本講授，並新
增分組報告、專家講座、戶
外教學與學習單寫作、提升
學生學習興趣，並透過活動
後寫作，確實了解戶外教學
之成效。

透過兩次寫作給與測試、全校四技
新生、及全校四技大三生 改變傳統
老師單一授課方式，除文本講授，
並新增分組報告、專家講座、戶外
教學與學習單寫作、提升學生學習
興趣，並透過活動後寫作，確實了
解戶外教學之成效。

0

608

760

1445

透過兩次寫作給與測試、全校四技新
生、及全校四技大三生 改變傳統老師
單一授課方式，除文本講授，並新增
分組報告、專家講座、戶外教學與學
習單寫作、提升學生學習興趣，並透
過活動後寫作，確實了解戶外教學之
成效。

461

透過兩次寫作給與測試、 全校四技新生、及全校四
技大三生 依據課堂主題，
新增分組報告，以引導並
培訓學生多元語文表達能
力，明顯發現學生透過團
隊合作，於彙整資料、切
中主題、分析寫作與上台
口語報告能力之進步。

760

0

20

152

匯入資料有
誤! (輸入字
串格式不正
確。)

29.64

-

158

25

190

匯入資料有誤!
(輸入字串格式
不正確。)

36.59

前後測達成率需 202
於110年才會有
數值

30

0.00

0.99

37

34.39

60.74

42

第一次的達成值為107學年入學學
生前後測進步率。因110學年度入
學學生只進行前測，並尚未進行後
測，故填報110年第二次達成值為
0。
教育部於109年起新增之衡量方式

--

-

1091218指標說明修正：原為「所
有( 抽樣)人數」，改為「抽樣人
數」(更明確化說明)。另每年抽樣
人數預設760人，又因每年提升比
率需滾動式增加，故此指標提升人
數依比率調整(如109年760人
*30%=228人)

--

0

教育部109年由《校庫匯入》：表
4-2-11「曾修讀數位科技微學程學
生人數」，資料採計區間為109 學
年度上學期。
資料採計區間為109 學年度上學期
，由《校庫匯入》：表4-2-11 曾
修讀程式設計課程學生人數

--

--

50

依據校務基本資料庫109年10月定
義「創新創業課程」：學校得依不
同科系屬性及學生學習需求，開設
具適當之設計思考、創新實踐課程
或其他創新自造學習活動之創新創
業課程，開設以啟發學生創意思維
及創新想法為主軸之創業課程，增
進校園創意及創業精神，且授課教
師應具創業實務經驗或設計思考教
學能力。

109/10/08：「教育部於109年 教育部於109年起新增之衡量方式
起新增」
，資料採計區間為109 學年度上學
期。依據109年10月校務基本資料
庫(課程分類)定義調整。

--

0

一、落實
教學創新
及提升教
學品質

-

-

--

6.學生中文 2.達成學校 百分
閱讀寫作能 設定中文閱 比
力提升成效 讀寫作能力
提升目標之
人數占所有
(抽樣)學生
數比例
6.學生中文 4.學生中文
閱讀寫作能 閱讀寫作能
力提升成效 力成效提升
情形描述(含
施測工具、
抽樣方式
等)(109年起
適用)

一、落實
教學創新
及提升教
學品質

2

-

-

110/06/08： 因第18點審查意
見，故調整目標值
--

228

0

6

304

497

280

319

-

110/06/08：因第18點審查意
見，故調整目標值

--

提升目標之人數認列方法為(以下
二項之一):
1. PVQC的每項測驗(共5項)達到70
分以上。
2. 若學生施測未達每項70分以上
，將以第二次的施測總分與前一次
施測的總分做對比，需高出上一次
總分數的5%。
10901第二次填報值為第一項通過
測驗達70分以上之學生數。正確提
升人數須待第二次施測比對方能填
入。
另因該年度入學的新生為該年度的
目標值。每年度皆針對該年級學生
進行施測，致每年度達成值會依實
際通過人數更新。如:於107年入學
之五專新生，屬107年之目標值，
並於108、109、110、111年皆進行
測驗，故需統計通過人數之數值後
修正107年(新生時)之達成值。

一、落實
教學創新
及提升教
學品質

一、落實
教學創新
及提升教
學品質

一、落實
教學創新
及提升教
學品質
一、落實
教學創新
及提升教
學品質

一、落實
教學創新
及提升教
學品質
一、落實
教學創新
及提升教
學品質

一、落實
教學創新
及提升教
學品質

三、強化
教學支持
系統

7.學生專業
（職場）外
語能力提升
成效

4.學生專業
(職場)外語
能力成效提
升情形描述
(含施測工
具、抽樣方
式等)(109年
起適用)

8.優化師資
質量及改善
生師比推動
成效

生師比(全校
加權學生數
，包括進修
學院、專科
進修學校學
生數除以全
校專任、兼
任師資數總
和)(生師比
由總量小組
匯入，依本
部「專科以
上學校總量
發展規模與
資源條件標
準」之定義
計算)
9.專任教師 專任教師具
業界實務經 備業界實務
驗提升成效 經驗比率

0

生/每
師

1.完善教師 2.相關措施
教學支持系 及成效提升
統
情形描述
(109年起適
用)

16.0:1

-

0

-

0

0

16.5:1

-

0

-

14.77

護理學院及醫管系
使用PVQC醫護類專
業級測評系統，而
科管系及行管使用
PVQC商業與管理類
專業級測評系統。
(1)於新生入學時進
行PVQC Specialist
Tier 1(等同於CEFR
之 A2基礎)前測，
於畢業前進行後
測。 (2)依前測成
績為基礎值，新生
達10%，之後逐年遞
增。 (3)定義”外
語能力提升”：通
過率達上列目標。
(4)達標率：通過人
數/當年度受測人數
14.4:1

護理學院及醫管系使用
PVQC醫護類專業級測評
系統，而科管系及行管
使用PVQC商業與管理類
專業級測評系統。(1)於
新生入學時進行PVQC
Specialist Tier 1(等
同於CEFR之 A2基礎)前
測，於畢業前進行後
測。 (2)依前測成績為
基礎值，新生達10%，之
後逐年遞增。(3)定義”
外語能力提升”：通過
率達上列目標。(4)達標
率：通過人數/當年度受
測人數*100%

為更清楚的說明專業英文
(PVQC)的檢測成果，實施單位
將目標值做了部分的調整，說
明如下: 1. PVQC的每項測驗
(共5項)達到70分以上。 2.
若學生施測未達每項70分以上
，將以第二次的施測總分與前
一次施測的總分做對比，需高
出上一次總分數的5%。 相關課
程融入專業英文相關內容，期
待透過潛移默化的方式，加強
學生的專業英文能力。每學年
也舉辦相關的專業英文校內競
賽，並自其中挑選優秀的學生
參加全國專業英文競賽，護理
專業的學生在近年的校外比賽
中醫護類專業英文詞彙大賽中
均有優異的表現。根據學生在
前測及後測的量化數據得知，
學生的專業英文有逐漸進步的
趨勢。

護理學院及醫管系使用PVQC
醫護類專業級測評系統，而
科管系及行管使用PVQC商業
與管理類專業級測評系統。
(1)於新生入學時進行PVQC
Specialist Tier 1(等同於
CEFR之 A2基礎)前測，於畢
業前進行後測。 (2)依前測
成績為基礎值，新生達10%
，之後逐年遞增。 (3)定義
”外語能力提升”：通過率
達上列目標。 (4)達標率：
通過人數/當年度受測人數
*100%

護理學院及醫管系使用PVQC醫護類
專業級測評系統，而科管系及行管
使用PVQC商業與管理類專業級測評
系統。(1)於新生入學時進行PVQC
Specialist Tier 1(等同於CEFR之
A2基礎)前測，於畢業前進行後測。
(2)依前測成績為基礎值，新生達
10%，之後逐年遞增。 (3)定義”外
語能力提升”：通過率達上列目
標。 (4)達標率：通過人數/當年度
受測人數*100%

護理學院及醫管系使用PVQC醫護類專
業級測評系統，而科管系及行管使用
PVQC商業與管理類專業級測評系統。
(1)於新生入學時進行PVQC
Specialist Tier 1(等同於CEFR之 A2
基礎)前測，於畢業前進行後測。 (2)
依前測成績為基礎值，新生達10%，之
後逐年遞增。 (3)定義”外語能力提
升”：通過率達上列目標。 (4)達標
率：通過人數/當年度受測人數*100%

護理學院及醫管系使用
PVQC醫護類專業級測評系
統，而科管系及行管使用
PVQC商業與管理類專業級
測評系統。(1)於新生入學
時進行PVQC Specialist
Tier 1(等同於CEFR之 A2
基礎)前測，於畢業前進行
後測。 (2)依前測成績為
基礎值，新生達10%，之後
逐年遞增。 (3)定義”外
語能力提升”：通過率達
上列目標。 (4)達標率：
通過人數/當年度受測人數
*100%

15.52

17.46

14.2:1

17.72

17.78

14.0:1

教育部於109年起新增之衡量方式
，其中提升目標之人數及抽樣人數
的計算方式有所調整

--

-

109/01/09：依現況修正
109/10/07：依現況修正。

--

百分
比

10.專業及 1.聘任曾於 人
技術教師比 國際技能競
率提升成效 賽獲獎之選
手或業界技
術精湛之大
師為專任教
學人員或專
業實作之指
導人員(包括
專技教師、
技士、技佐) 課程
10.專業及 3.曾於國際
技術教師比 技能競賽獲 數
率提升成效 獎之選手或
業界技術精
湛之大師課
程數
10.專業及 2.聘任曾於
百分
技術教師比 國際技能競 比
率提升成效 賽獲獎之選
手或業界技
術精湛之大
師為專任教
學人員或專
業實作之指
導人員(包括
專技教師、
技士、技佐)
人數占全校
專任教師人
10.專業及 5.針對曾於
技術教師比 國際技能競
率提升成效 賽獲獎之選
手或業界技
術精湛之大
師之聘任情
形(含校內聘
用法規、聘
用對象描述
及任教課程
描述)(109年
起適用)

0

44%

0.00

66.67

59%

0.00

68.35

85%

68.75

67.90

85%

69.41

67.37

75%

--

0

0

-

0

1

0

0

1

0

0

2

0

0

2

109/01/09：依現況修正
110/01/22：110/01/22：依現
況修正
110/06/08：依現況修正

-

本校應聘之教師為具有學歷及具有
實務經驗專任者。

--

0(此項為教育 部108年新增之
共同衡量方式)

0(此項為教育部108 0(此項為教育部108 0(此項為教育部 0
年新增之共同衡量方 年新增之共同衡量方 108年新增之共
式)
式)
同衡量方式)

5

0%

0.00

0.6%

0.00

0.6%

0.00

0.00

0

0

10

0

0

10

-

109/01/09：新增設定值
--

0.00

0.00

1.2%

0.00

0.00

1.2%

-

--

教育部於109年起 教育部於109年 新增之衡量方式 起新增之衡量
方式

教育部於109年起 教育部於109年 新增之衡量方式 起新增之衡量
方式

-

-

教育部於109年起新
增之衡量方式

教育部於109年起新
增之衡量方式

-

-

-

-

依本校專業及技術
教師遴聘辦法聘任
專業及技術教師擔
任教學，指其專長
或技術，足以擔任
特殊專業科目或實
習、實驗之技術科
目教學之教師，且
該學門確實無法遴
聘具教育人員任用
條例第十六條、第
十六條之一、第十
七條、第十八條所
規定之教師資格者
為限，但在該專業
技術領域確具有特
殊造詣成就之具體
事蹟，且依本辦法
第三條、第六條規
1.提供教學助理資
源及強化輔助知
能。 2.安排新進教
師之輔導教師，協
助了解教學資源措
施。 3.提供教師教
學獎補助資源及教
學知能／專業技能
／專業社群，並配
合教學評量、考核
，獎勵教學教師與
結合彈性薪資獎勵
制度。 4.鼓勵及獎
勵教師進行教學實
踐研究，科技部或
教育部相關教學。
5.辦理/鼓勵教師參
與多元升等研習，
強化外審學者專家
資料庫，提升教師
申請多元升等意
願。

依本校專業及技術教師
遴聘辦法聘任專業及技
術教師擔任教學，指其
專長或技術，足以擔任
特殊專業科目或實習、
實驗之技術科目教學之
教師，且該學門確實無
法遴聘具教育人員任用
條例第十六條、第十六
條之一、第十七條、第
十八條所規定之教師資
格者為限，但在該專業
技術領域確具有特殊造
詣成就之具體事蹟，且
依本辦法第三條、第六
條規定完成聘任者，不
在此限。

依本校專業及技術教師遴
聘辦法聘任專業及技術教
師擔任教學，指其專長或
技術，足以擔任特殊專業
科目或實習、實驗之技術
科目教學之教師，且該學
門確實無法遴聘具教育人
員任用條例第十六條、第
十六條之一、第十七條、
第十八條所規定之教師資
格者為限，但在該專業技
術領域確具有特殊造詣成
就之具體事蹟，且依本辦
法第三條、第六條規定完
成聘任者，不在此限。

依本校專業及技術教師遴聘
辦法聘任專業及技術教師擔
任教學，指其專長或技術，
足以擔任特殊專業科目或實
習、實驗之技術科目教學之
教師，且該學門確實無法遴
聘具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十
六條、第十六條之一、第十
七條、第十八條所規定之教
師資格者為限，但在該專業
技術領域確具有特殊造詣成
就之具體事蹟，且依本辦法
第三條、第六條規定完成聘
任者，不在此限。

依本校專業及技術教師遴聘辦法聘
任專業及技術教師擔任教學，指其
專長或技術，足以擔任特殊專業科
目或實習、實驗之技術科目教學之
教師，且該學門確實無法遴聘具教
育人員任用條例第十六條、第十六
條之一、第十七條、第十八條所規
定之教師資格者為限，但在該專業
技術領域確具有特殊造詣成就之具
體事蹟，且依本辦法第三條、第六
條規定完成聘任者，不在此限。

依本校專業及技術教師遴聘辦法聘任
專業及技術教師擔任教學，指其專長
或技術，足以擔任特殊專業科目或實
習、實驗之技術科目教學之教師，且
該學門確實無法遴聘具教育人員任用
條例第十六條、第十六條之一、第十
七條、第十八條所規定之教師資格者
為限，但在該專業技術領域確具有特
殊造詣成就之具體事蹟，且依本辦法
第三條、第六條規定完成聘任者，不
在此限。

依本校專業及技術教師遴
聘辦法聘任專業及技術教
師擔任教學，指其專長或
技術，足以擔任特殊專業
科目或實習、實驗之技術
科目教學之教師，且該學
門確實無法遴聘具教育人
員任用條例第十六條、第
十六條之一、第十七條、
第十八條所規定之教師資
格者為限，但在該專業技
術領域確具有特殊造詣成
就之具體事蹟，且依本辦
法第三條、第六條規定完
成聘任者，不在此限。

-

1.109年度第一學期提供
169位教學助理資源及強化
輔助知能，教資中心辦理
系列課程包含數位學習平
台教育訓練、教學助理經
驗分享、文書處理、影片
剪輯等，亦遴選優良教學
助理給予公開表揚。2.人
事室於109年8月4日辦理進
教職員工職前講習課程。
3.提供教師教學獎補助資
源及教學知能／專業技能
／專業社群，並配合教學
評量、考核，獎勵教學教
師與結合彈性薪資獎勵制
度。4. 本校109年通過一
案教學實踐研究計畫。5.
人事室將於109年10月15日
辦理教師多元升等:產學研
發之技術報告升等經驗分
享會。

1.109年度第一學期提供170
位教學助理資源及強化輔助
知能，教資中心辦理系列課
程包含數位學習平台教育訓
練、教學助理經驗分享、文
書處理、影片剪輯等，亦遴
選優良教學助理給予公開表
揚。2.人事室於109年8月4
日辦理新進教職員工職前講
習課程。3.提供教師教學獎
補助資源及教學知能／專業
技能／專業社群，並配合教
學評量、考核，獎勵教學教
師與結合彈性薪資獎勵制
度。4. 本校109年通過一案
教學實踐研究計畫。5.人事
室辦理教師多元升等技術報
告經驗分享會4場，共計122
人參與。

1.提供教學助理資源及強化
輔助知能。 2.安排新進教
師之輔導教師，協助了解教
學資源措施。 3.提供教師
教學獎補助資源及教學知能
／專業技能／專業社群，並
配合教學評量、考核，獎勵
教學教師與結合彈性薪資獎
勵制度。 4.鼓勵及獎勵教
師進行教學實踐研究，科技
部或教育部相關教學。 5.
辦理/鼓勵教師參與多元升
等研習，強化外審學者專家
資料庫，提升教師申請多元
升等意願。

"1.110-1學期提供169位教學助理資
源及強化輔助知能，教資中心辦理
系列課程與活動包含數位學習平台
進階教育訓練、文書處理和影片剪
輯等，亦遴選優良教學助理給予公
開表揚，並舉辦優良教學助理經驗
分享會。 2.110年8月才會舉辦。
3.提供教師教學獎補助資源及教學
知能／專業技能／專業社群，並配
合教學評量、考核，獎勵教學教師
與結合彈性薪資獎勵制度。 4.人事
室辦理教師多元升等技術報告經驗
分享會2場，共計38人參與。"

"1.110-1學期提供167位教學助理資源
及強化輔助知能，教資中心辦理系列
課程與活動包含數位學習平台進階教
育訓練、串流媒體工具使用教學和聲
音溝通表達訓練，亦遴選優良教學助
理給予公開表揚，並舉辦優良教學助
理經驗分享會。 2.110年8月3日舉辦
110學年度新進教職員工職前講習，計
有28人參加。 3.提供教師教學獎補助
資源及教學知能／專業技能／專業社
群，並配合教學評量、考核，獎勵教
學教師與結合彈性薪資獎勵制度。 4.
人事室辦理教師多元升等技術報告經
驗分享會4場，共計79人次參與。"

1.提供教學助理資源及強 化輔助知能。 2.安排新進
教師之輔導教師，協助了
解教學資源措施。 3.提供
教師教學獎補助資源及教
學知能／專業技能／專業
社群，並配合教學評量、
考核，獎勵教學教師與結
合彈性薪資獎勵制度。 4.
鼓勵及獎勵教師進行教學
實踐研究，科技部或教育
部相關教學。 5.辦理/鼓
勵教師參與多元升等研習
，強化外審學者專家資料
庫，提升教師申請多元升
等意願。

--

--

本校應聘之教師為具有學歷及具有
實務經驗專任者。

三、強化
教學支持
系統

三、強化
教學支持
系統

三、強化
教學支持
系統

2.建置校務
研究專業管
理制度（
IR）並回饋
招生選才及
精進教學成
效

2.建置校務
研究專業管
理制度（
IR）並回饋
招生選才及
精進教學成
效

2.建置校務
研究專業管
理制度（
IR）並回饋
招生選才及
精進教學成
效

1.校務研究
專業管理制
度(IR)建置
情形

0

3.校務研究
專業管理制
度(IR)經費
運用情形(含
整體投入經
費)(109年起
適用)

為落實校務經
營管理制度、
提升教學品質
，搜集校務決
策所需指標資
料，建置校務
專業管理整合
資訊平台，針
對學生事務、
學習表現及教
師教學成果等
，依需求建置
資料視覺化分
析模型，供各
單位進行議題
分析及校務經
營與管理之決
策參考依據

教育部於109年起 教育部於109年 新增之衡量方式 起新增之衡量
方式

4.校務研究
專業管理制
度(IR)運用
情形及成效
(含回饋招生
選材及精進
教學)(109年
起適用)

教育部於109年起 教育部於109年 新增之衡量方式 起新增之衡量
方式

三、強化
教學支持
系統

3.建置校內
畢業生流向
追蹤機制並
回饋精進教
學成效

畢業滿1年流 百分
向調查填答 比
比率(填答人
數/畢業生總
人數)

0

三、強化
教學支持
系統

3.建置校內
畢業生流向
追蹤機制並
回饋精進教
學成效
3.建置校內
畢業生流向
追蹤機制並
回饋精進教
學成效
3.建置校內
畢業生流向
追蹤機制並
回饋精進教
學成效

畢業滿3年流
向調查填答
比率(填答人
數/畢業生總
人數)
畢業滿5年流
向調查填答
比率(填答人
數/畢業生總
人數)
畢業生流向
回饋精進教
學成效提升
情形描述

0

三、強化
教學支持
系統

三、強化
教學支持
系統

二、提升
高教公共
性
二、提升
高教公共
性

二、提升
高教公共
性

二、提升
高教公共
性

1.經濟或文
化不利學生
進入國立學
士班技專就
讀比率逐年
1.經濟或文
化不利學生
進入國立學
士班技專就
讀比率逐年
提升情形
(私立學校
2. 經濟不
利學生獲得
輔導或協助
之比率提升
成效
2. 經濟不
利學生獲得
輔導或協助
之比率提升
成效

-

0

IR規劃招生選材、課程
分析及學生學習歷程等
方向之相關校務系統的
資料庫，並作資料庫欄
位盤點、連結建立、建
置中介資料庫等相關資
料。另依教育部全國性
校務研究資料庫需求，
進行學籍、個人、父
母、升學及畢業生基本
等資料相關表冊，作欄
位需求串接、清洗處理
作業。 為提升校務研
究人員專業及了解校務
研究國際發展趨勢，校
務研究人員參加台灣評
鑑協會主辦「2018日本
東京校務特色經營暨校
務發展研究交流考察
團」。

為落實校務經營管理
制度、提升教學品質
，搜集校務決策所需
指標資料，建置校務
專業管理整合資訊平
台，針對學生事務、
學習表現及教師教學
成果等，依需求建置
資料視覺化分析模型
，供各單位進行議題
分析及校務經營與管
理之決策參考依據

為落實校務經營
管理制度、提升
教學品質，搜集
校務決策所需指
標資料，建置校
務專業管理整合
資訊平台，針對
學生事務、學習
表現及教師教學
成果等，依需求
建置資料視覺化
分析模型，供各
單位進行議題分
析及校務經營與
管理之決策參考
依據

為落實校務經營管理制
度、提升教學品質，搜集
校務決策所需指標資料，
建置校務專業管理整合資
訊平台，針對學生事務、
學習表現及教師教學成果
等，依需求建置資料視覺
化分析模型，供各單位進
行議題分析及校務經營與
管理之決策參考依據

-

教育部於109年起新
增之衡量方式

-

-

-

0

教育部於109年起新
增之衡量方式

0

-

0

-

85.14

為落實校務經營
管理制度、提升
教學品質，搜集
校務決策所需指
標資料，建置校
務專業管理整合
資訊平台，針對
學生事務、學習
表現及教師教學
成果等，依需求
建置資料視覺化
分析模型，供各
單位進行議題分
析及校務經營與
管理之決策參考
依據

本年度已完成校務研究平台
(校務研究系統)建置，提供後
續校務研究議題的資料分析基
礎。目前已完成的進度為校務
研究平台主機架設(Windows
Server)、資料庫伺服器架設
(MS SQL Server)、並且已經
完成校務系統與校務研究平台
的資料庫轉換。 現階段根據
此平台，開始進行議題所需資
料的整合。第一個主要議題是
學生學習成效，第二個主要議
題是招生選材。目前已經開始
進行學生學習成效議題的規劃
，預計將會在學生學習成效的
主議題架構之中，完成三個以
上的子議題資料系統模型，供
各單位進行分析與決策參考。
此外109學年度配合國立暨南
大學提供之高中學習歷程資料
庫，將另行完成學生高中與大
學階段的學習歷程分析。

本年度已完成校務研究平台(校
務研究系統)建置，提供後續校
務研究議題的資料分析基礎。
目前已完成進度為校務研究平
台主機架設(Windows
Server)、資料庫伺服器架設
(MS SQL Server)並且完成校務
系統與校務研究平台的資料庫
轉換。 現階段根據平台，開始
進行議題所需資料的整合。第
一個主要議題是學生學習成效
，第二個議題是招生選材。目
前已經開始進行學生學習成效
議題的規劃，預計將在學生學
習成效的主議題架構之中，完
成三個以上的子議題資料系統
模型，供各單位進行分析與決
策參考。此外109學年度配合國
立暨南大學提供之高中學習歷
程資料庫，將另行完成學生高
中與大學階段的學習歷程分
析。

為落實校務經營管理制度、
提升教學品質，搜集校務決
策所需指標資料，建置校務
專業管理整合資訊平台，針
對學生事務、學習表現及教
師教學成果等，依需求建置
資料視覺化分析模型，供各
單位進行議題分析及校務經
營與管理之決策參考依據

1.強化校務研究
專業人員能力提
升。 2.建置互動
式的資料分析模
型並優化視覺呈
現結果。

1.本年度已完成 3人次
校務研究專業研習(1月
於中山大學、7月於交
通大學)，並新聘專業
資訊人員進行教育訓
練。 2.採用Microsoft
PowerBI作為互動式視
覺化介面設計，已經完
成系統測試，目前針對
學生學習成效主議題進
行規劃，預計此議題將
會有三組以上的資料分
析模型

1.本年度已完成 3人次
校務研究專業研習(1月
於中山大學、7月於交
通大學)，並新聘專業
資訊人員進行教育訓
練。 2.採用Microsoft
PowerBI作為互動式視
覺化介面設計，已經完
成系統測試，目前針對
學生學習成效主議題進
行規劃，預計此議題將
會有三組以上的資料分
析模型。

1.強化校務研究專業人員能
力提升。 2.建置互動式的
資料分析模型並優化視覺呈
現結果。

招生選才部份，
利用校務研究專
業管理制度，透
過新生來源的各
類變項與入學後
表現的相關性，
提供學校各系決
策者訂定未來招
生選才的依據。
為了解教師創新
教學成果與學生
學習成效，透過
教學方法之應
用、教學評量之
設計與學習反應
評量等資料進行
分析，了解教師
執行創新教學之
教學成果與學生
學習成效之相關
因素。

為了解教師創新教學成
果與學生學習成效，透
過教學方法之應用、教
學評量之設計與學習反
應評量等資料進行分析
，了解教師執行創新教
學之教學成果與學生學
習成效之相關因素。教
學評量與學習反應評量
等待109-1學期結束後統
計。招生選才專案公室
目前己辦理3場招生策略
工作坊、學習歷程相關
研習技高端2場、技職端
2場、尺規設計分享講座
3場、與技高端對話8
場、及相關說明會2場。
目前各系正進行評量尺
規的草案訂定作業，11
月初會進行試評，試評
後的結果方可進行資料
分析。

為了解教師創新教學成果
與學生學習成效，透過教
學方法之應用、教學評量
之設計與學習反應評量等
資料進行分析，了解教師
執行創新教學之教學成果
與學生學習成效之相關因
素。教學評量與學習反應
評量等，需待109-1學期
結束後統計。招生選才專
案公室目前己辦理7場招
生策略工作坊、學習歷程
相關研習技高端2場、技
職端2場、尺規設計分享
講座4場、與技高端對話
33場及相關說明會3場。
目前各系正進行評量尺規
的草案訂定作業，110年
度計劃會進行試評，試評
後的結果方可進行資料分
析。

78%

0

82.67

本年度已完成校務研究平台(校務研
究系統)建置，提供後續校務研究議
題的資料分析基礎。目前已完成進
度為校務研究平台主機架設
(Windows Server)、資料庫伺服器
架設(MS SQL Server)並且完成校務
系統與校務研究平台的資料庫轉
換。 現階段根據平台，開始進行議
題所需資料的整合。第一個主要議
題是學生學習成效，第二個議題是
招生選材。目前已經開始進行學生
學習成效議題的規劃，預計將在學
生學習成效的主議題架構之中，完
成三個以上的子議題資料系統模型
，供各單位進行分析與決策參考。
此外109學年度已配合國立暨南大學
提供之高中學習歷程資料庫，另行
完成學生高中與大學階段的學習歷
程分析。110年度將持續與

本年度已完成校務研究平台(校務研究
系統)建置，提供後續校務研究議題的
資料分析基礎。目前已完成進度為校
務研究平台主機架設(Windows
Server)、資料庫伺服器架設(MS SQL
Server)並且完成校務系統與校務研究
平台的資料庫轉換。 現階段根據平台
，開始進行議題所需資料的整合。第
一個主要議題是學生學習成效，第二
個議題是招生選材。目前已經開始進
行學生學習成效議題的規劃，預計將
在學生學習成效的主議題架構之中，
完成三個以上的子議題資料系統模型
，供各單位進行分析與決策參考。此
外109學年度已配合國立暨南大學提供
之高中學習歷程資料庫，另行完成學
生高中與大學階段的學習歷程分析。
110年度將持續與

為落實校務經營管理制
度、提升教學品質，搜集
校務決策所需指標資料，
建置校務專業管理整合資
訊平台，針對學生事務、
學習表現及教師教學成果
等，依需求建置資料視覺
化分析模型，供各單位進
行議題分析及校務經營與
管理之決策參考依據

-

1.本年度已完成 3人次校務研究專
業研習(4/1參加大學社會影響力躍
升研習會、4/16掌握關鍵深植學校
競爭力研習會)，並新聘專業資訊人
員進行教育訓練。 2.採用
Microsoft PowerBI作為互動式視覺
化介面設計，已經完成系統測試，
目前針對學生學習成效主議題進行
規劃，預計此議題在110年將會有二
組的資料分析模型，目前已完成
『104-109年度全國統測』資料分析
模型。

1.本年度已完成 3人次校務研究專業
研習(4/1參加大學社會影響力躍升研
習會、4/16掌握關鍵深植學校競爭力
研習會)，並新聘專業資訊人員進行教
育訓練。 2.採用Microsoft PowerBI
作為互動式視覺化介面設計，已經完
成系統測試，目前針對學生學習成效
主議題進行規劃，此議題在110年有二
組的資料分析模型，已完成『104-109
年度全國統測』、「102-109本校統測
資料」資料分析模型。"

1.強化校務研究專業人員 能力提升。 2.建置互動式
的資料分析模型並優化視
覺呈現結果。

招生選才部份，利用校務研
究專業管理制度，透過新生
來源的各類變項與入學後表
現的相關性，提供學校各系
決策者訂定未來招生選才的
依據。 為了解教師創新教
學成果與學生學習成效，透
過教學方法之應用、教學評
量之設計與學習反應評量等
資料進行分析，了解教師執
行創新教學之教學成果與學
生學習成效之相關因素。

為了解教師創新教學成果與學生學
習成效，透過教學方法之應用、教
學評量之設計與學習反應評量等資
料進行分析，了解教師執行創新教
學之教學成果與學生學習成效之相
關因素，得出109-2學期採用創新教
學課程之教學評量總平均為4.67
分。招生選才專案公室目前己辦理1
場學習歷程檔案相關說明會。目前
各系已完成各管道(高中申請入學、
甄選入學、技優甄審)評量尺規草案
，即將使用評分輔助模擬系統進行
試評作業，試評後的結果方可進行
資料分析。此外，預期透過多元的
教學方法和評量方法，使學生具備
課程專業知識外，也從中培養學生
團隊合作、溝通、解決問題等能力
，讓學生重新掌握學習主動權，以
促進學生學習成效。109-2學期學生
自評總平均

為了解教師創新教學成果與學生學習
成效，透過教學方法之應用、教學評
量之設計與學習反應評量等資料進行
分析，了解教師執行創新教學之教學
成果與學生學習成效之相關因素。招
生選才專案公室目前己辦理1場學習歷
程檔案相關說明會、1場評量輔助工具
說明會、北一區入校輔導1場、2場招
生策略工作坊、與技高端對話18場。
目前各系已完成各管道(高中申請入
學、甄選入學、技優甄審)評量尺規，
預計於今年12月底進行尺規最後確
認。目前各系皆已使用評分輔助模擬
系統進行試評作業。110-1學期創新教
學課程之教學評量總平均、學生自評
總平均及質性回饋，將於110-1學期結
束後補充。

招生選才部份，利用校務 研究專業管理制度，透過
新生來源的各類變項與入
學後表現的相關性，提供
學校各系決策者訂定未來
招生選才的依據。 為了解
教師創新教學成果與學生
學習成效，透過教學方法
之應用、教學評量之設計
與學習反應評量等資料進
行分析，了解教師執行創
新教學之教學成果與學生
學習成效之相關因素。

80%

0

80.67

80%

--

--

預計111年1月17日辦理

--

-

109/10/07：
--

百分
比

0

0

0

0

80.27

78%

0

72.87

80%

0

71.05

80%

-

109/10/07：
--

百分
比

0

0

0

0

0

65.04

78%

0

63.31

80%

0

67.34

80%

-

109/10/07：
--

教育部於108年起 教育部於108年 新增之衡量方式 起新增之衡量
方式

-

教育部於108年起新
增之衡量方式

-

1、2.運用IBM SPSS
Statistics 22、Excel Pivot
Tables進行分析，雇主調查針
對不同年齡填答者採用單因子
變異數分析與Scheffé事後檢
定分析，畢業生調查觀察
102、104、106學年度各題項
變化趨勢。3.畢業生整體平均
月收入以40,001至 43,000元
最多，106學年度(畢業滿1年)
人數在31,001元以上相對最高
，102學年度(畢業滿5年)人數
在43,001元以上相對最高。4.
對畢業生最有幫助的學習經驗
依序為校外業界實習、專業知
識及知能傳授、校內實務課
程。5.分析報告在108年12月
18日及28日公告校內信件及學
校網頁，回饋各系科作為改善
現況之參考。

1年級學生三 人
代家庭無上
大專校院人
數

(私立學校免
填)

-

私立學校免填

(私立學校免填)

私立學校免填

-

1年級經濟或 百分
文化不利學 比
生人數占1年
級學生人數
比率

(私立學校免
填)

匯入資料有
誤! (輸入字
串格式不正
確。)

匯入資料有誤! (輸
入字串格式不正
確。)

(私立學校免填)

匯入資料有誤!
(輸入字串格式
不正確。)

匯入資料有誤! (輸入字
串格式不正確。)

-

581

650

尚無統計資料

472

1.經濟不利
學生獲得輔
導或協助人
數

人

2.經濟不利
學生獲得輔
導或協助人
數占所有經
濟不利學生
人數比率

百分
比

0

550

1.應用構面分析
與信度(Cronbach
α)確認校自訂之
雇主滿意度問卷
信效度。 2.應用
統計分析，觀察
各提項103、
105、107學年度
各題項變化趨
勢。 3.分析畢業
生薪資結構成長
趨勢。 4.分析畢
業生「學習經
驗」間的關聯情
形。 5.研究結果
作為學校進行課
程規劃與學生職
能養成之重要依
(私立學校免填)

109年2月19日辦理
「108-2學期學生就業
輔導委員會」，系科提
出將畢業生流向追蹤及
雇主滿意度調查問卷題
項依據歷年調查結果調
整為各系版本。9月9日
辦理「109-1學期學生
就業輔導委員會」，線
上系統開始進行今年度
問卷調查，並持續請各
系針對問卷結果，在系
務會議上做成教學或課
程改進。

109年2月19日辦理「1082學生就業輔導委員會」
，系科提出將畢業生流向
追蹤及雇主滿意度調查問
卷題項依據歷年調查結果
調整為各系版本。9月9日
辦理「109-1學生就業輔
導委員會」，系統上線開
始進行問卷調查，同年11
月13日完成畢業生流向追
蹤調查；12月30日完成雇
主滿意度調查。問卷結果
邀請校外專家做成分析報
告並提供各系在系務會議
上做成教學或課程改進。

1.應用構面分析與信度
(Cronbach α)確認校自訂
之雇主滿意度問卷信效度。
2.應用統計分析，觀察各題
項於104、106、108學年度
之變化趨勢。 3.分析畢業
生薪資結構成長趨勢。 4.
分析畢業生「學習經驗」間
的關聯情形。5.研究結果作
為學校進行課程規劃與學生
職能養成之重要依據。

110年3月9日辦理「109-2學期學生
就業輔導委員會」，公告畢業生流
向追蹤與雇主滿意度分析報告，並
與各系針對畢業生流向追蹤與雇主
滿意度調查機制、各系版本問卷題
項、平台使用改善建議等進行討
論。

統計結果在12月22日公告，預計在111
年1月17日辦理「110-1學期學生就業
輔導委員會」將分析報告與詳細資料
回饋系所，同時檢視調查機制與問卷
題項、平台使用經驗等進行討論，追
蹤系所在後續系務會議上的處理情
形。

1.應用構面分析與信度
(Cronbach α)確認校自訂
之雇主滿意度問卷信效
度。 2.應用統計分析，觀
察各題項於105、107、109
學年度之變化趨勢。 3.分
析畢業生薪資結構成長趨
勢。 4.分析畢業生「學習
經驗」間的關聯情形。5.
研究結果作為學校進行課
程規劃與學生職能養成之
重要依據。

0

0

(私立學校免填)

-

-

(私立學校免填)

-

(私立學校免填)

無KPI匯入資料實際值
取得設定

無KPI匯入資料實際值
取得設定

(私立學校免填)

無KPI匯入資料實際值取得設定

無KPI匯入資料實際值取得設定

(私立學校免填)

-

110/01/22：依據現況修正
110/06/08：本年度學校應追
蹤畢業學年度為「108學年度
畢業滿1年、106學年度畢業滿
3年、104學年度畢業滿5年」
畢業生流向

--

--

--

500

201

519

500

0

574

600

-

109/01/09：依教育部衡量方
式修正現況
--

85%

0.00

30.45

87%

0.00

24.69

50%

無KPI匯入資料實際值
取得設定

46.67

50%

無KPI匯入資料實際值取得設定

52.85

55%

-

109/01/09：依教育部衡量方
式修正現況

--

依台評會109.1.16來信修正108年達成值
分母說明：
1.同一教育階段所就讀之相當年級已領有
助學金者，除就讀學士後學系者外，不得
重複申領。
2.經濟不利學生人數計算標準︰以學校報
送至教育部「大專校院學生助學措施系統
整合平臺」及「大專校院弱勢學生資格查
核系統之資料為依據。
3.每年僅匯入一次。
4.完善計畫各項輔導獎勵措施以學期為計
算期間，故第一次實際達成目標將於1092學期結束後統計，目前暫無資料。

二、提升
高教公共
性

二、提升
高教公共
性

二、提升
高教公共
性

二、提升
高教公共
性

二、提升
高教公共
性

二、提升
高教公共
性

二、提升
高教公共
性

二、提升
高教公共
性

2. 經濟不
利學生獲得
輔導或協助
之比率提升
成效

3. 落實辦
學公共性之
責任，健全
學校治理及
生師權益保
障，並建構
3. 落實辦
學公共性之
責任，健全
學校治理及
生師權益保
障，並建構
校務資訊公
開制度並逐
年提高辦學
資訊公開程
3. 落實辦
學公共性之
責任，健全
學校治理及
生師權益保
障，並建構
校務資訊公
開制度並逐
年提高辦學
資訊公開程
度

4.經濟不利
學生輔導或
協助成效提
升情形描述
(含相關機
制)(109年起
適用)

1.校務資訊
公開項目數

教育部於109年起 教育部於109年 新增之衡量方式 起新增之衡量
方式

數量

3/5

-

5/5

教育部於109年起新
增之衡量方式

5/5

-

5/5

-

5

本校完善計畫之四大核心
價值「以學習取代工
讀」、「提高在校學習時
數」、「輔助學習及相關
經費」、「職涯規畫與輔
導」，以六大目標協助我
校弱勢學生「課業輔導之
協助」、「職涯規劃與輔
導」、「就業機會媒
合」、「跨域學習」、
「拔尖培力」、「社會服
務培力」，期待弱勢學子
能減輕生活經濟壓力，提
高在校學習效益，進行
「全方位、跨領域」的課
內外學習，且達到畢業即
就業，真正有效社會階層
流動。 建立各項輔導措施
及獎勵機制之管考量化指
標，追蹤參與同學的質化
指標，另請導師及課師提
供輔導學生之回饋，另請
教學及行政單位針對活動
提供回饋單表。

本校完善計畫之四大核心價值
「以學習取代工讀」、「提高
在校學習時數」、「輔助學習
及相關經費」、「職涯規畫與
輔導」，以六大目標協助我校
弱勢學生「課業輔導之協
助」、「職涯規劃與輔導」、
「就業機會媒合」、「跨域學
習」、「拔尖培力」、「社會
服務培力」，期待弱勢學子能
減輕生活經濟壓力，提高在校
學習效益，進行「全方位、跨
領域」的課內外學習，且達到
畢業即就業，真正有效社會階
層流動。建立各項輔導措施及
獎勵機制之管考量化指標，追
蹤參與同學的質化指標，另請
導師及課師提供輔導學生之回
饋，另請教學及行政單位針對
活動提供回饋單表。

本校完善計畫之四大核心價值
「以學習取代工讀」、「提高
在校學習時數」、「輔助學習
及相關經費」、「職涯規畫與
輔導」，以六大目標協助本校
弱勢學生「課業輔導之協
助」、「職涯規劃與輔導」、
「就業機會媒合」、「跨域學
習」、「拔尖培力」、「社會
服務培力」，期待弱勢學子能
減輕生活經濟壓力，提高在校
學習效益，進行「全方位、跨
領域」的課內外學習，達到畢
業即就業，真正有效社會階層
流動。建立各項輔導措施及獎
勵機制之管考量化指標，追蹤
參與同學的質化指標，另請導
師及課師提供輔導學生之回饋
，另請教學及行政單位針對活
動提供回饋表單。

本校完善計畫之四大核心價值
「以學習取代工讀」、「提高
在校學習時數」、「輔助學習
及相關經費」、「職涯規畫與
輔導」，以六大目標協助我校
弱勢學生「課業輔導之協
助」、「職涯規劃與輔導」、
「就業機會媒合」、「跨域學
習」、「拔尖培力」、「社會
服務培力」，期待弱勢學子能
減輕生活經濟壓力，提高在校
學習效益，進行「全方位、跨
領域」的課內外學習，且達到
畢業即就業，真正有效社會階
層流動。 建立各項輔導措施
及獎勵機制之管考量化指標，
追蹤參與同學的質化指標，另
請導師及課師提供輔導學生之
回饋，另請教學及行政單位針
對活動提供回饋單表。

"本校完善計畫之四大核心價值「以
學習取代工讀」、「提高在校學習
時數」、「輔助學習及相關經
費」、「職涯規畫與輔導」，以六
大目標協助我校弱勢學生「課業輔
導之協助」、「職涯規劃與輔
導」、「就業機會媒合」、「跨域
學習」、「拔尖培力」、「社會服
務培力」，期待弱勢學子能減輕生
活經濟壓力，提高在校學習效益，
進行「全方位、跨領域」的課內外
學習，且達到畢業即就業，真正有
效社會階層流動。 建立各項輔導措
施及獎勵機制之管考量化指標，追
蹤參與同學的質化指標，另請導師
及課師提供輔導學生之回饋，另請
教學及行政單位針對活動提供回饋
單表。 完善計畫各項輔導獎勵措
施以學期為計算期間，故提升情形
將於109-2學期結束後統計整理

疫情升溫，因此部分實體輔導措施如
團體讀書會跟個人讀書會暫停實施。
夜間輔導課則依照授課教師規劃，辦
理線上輔導課。至九月開學之初仍採
線上學習，輔導措施亦施行線上輔導
，辦理線上讀書會。今年補助應屆畢
業之經濟弱勢學生參加國家考試報名
費，有一名醫放系畢業生國考成績優
秀獲得本計畫所提供之獎勵金。參加
本計畫的學生同意參與本計畫可減緩
其經濟壓力又可以增加讀書時間。

本校完善計畫之四大核心價
值「以學習取代工讀」、
「提高在校學習時數」、
「輔助學習及相關經費」、
「職涯規畫與輔導」，以六
大目標協助我校弱勢學生
「課業輔導之協助」、「職
涯規劃與輔導」、「就業機
會媒合」、「跨域學習」、
「拔尖培力」、「社會服務
培力」，期待弱勢學子能減
輕生活經濟壓力，提高在校
學習效益，進行「全方位、
跨領域」的課內外學習，且
達到畢業即就業，真正有效
社會階層流動。 建立各項輔
導措施及獎勵機制之管考量
化指標，追蹤參與同學的質
化指標，另請導師及課師提
供輔導學生之回饋，另請教
學及行政單位針對活動提供
回饋單表。

-

5/5

5

5

5/5

5

5

5/5

-

--

109/01/09：第一次填報時誤
植
--

2.校務資訊
公開平臺連
結

教育部於108年起 http://ir.tcu 新增之衡量方式 st.edu.tw/bin
/home.php

http://ir.tcust.ed http://ir.tcust.ed http://ir.tcus http://ir.tcust.edu.tw http://ir.tcust https://ir.tcust.
https://ir.tcust.edu http://ir.tcust.edu.tw/b https://ir.tcust.edu.tw/
u.tw/bin/home.php u.tw/bin/home.php t.edu.tw/bin/h /bin/home.php
.edu.tw/bin/hom edu.tw/bin/ home.php .tw/
in/home.php
ome.php
e.php

https://ir.tcust.edu.tw/

http://ir.tcust.edu.tw/ bin/home.php

--

3.私立學校
治理：健全
私立學校治
理情形(國立
學校免
填)(109年起
適用)

教育部於109年起 教育部於109年 新增之衡量方式 起新增之衡量
方式

3. 落實辦
學公共性之
責任，健全
學校治理及
生師權益保
障，並建構
校務資訊公
開制度並逐
年提高辦學
資訊公開程
度

4.學生校務
參與：強化
學生校務參
與情形(109
年起適用)

3. 落實辦
學公共性之
責任，健全
學校治理及
生師權益保
障，並建構
校務資訊公
開制度並逐
年提高辦學
資訊公開程
度

5.教師權益
保障：強化
教師權益保
障情形(109
年起適用)

4. 強化原
資中心運作
機制，提升
原住民學生
輔導成效及
建構族群友
善校園

1.原資中心
運作機制與
校內相關單
位合作機制
描述(未設有
原資中心者
免填)(109年
起適用)

教育部於109年起 教育部於109年 新增之衡量方式 起新增之衡量
方式

2.原住民學
生學習、生
活輔導機制
及其成效(含
休、退學改
善情形)描述
(109年起適
用)

教育部於109年起 教育部於109年 新增之衡量方式 起新增之衡量
方式

4. 強化原
資中心運作
機制，提升
原住民學生
輔導成效及
建構族群友
善校園

-

教育部於109年起 教育部於109年 新增之衡量方式 起新增之衡量
方式

教育部於109年起 教育部於109年 新增之衡量方式 起新增之衡量
方式

-

-

-

-

-

教育部於109年起新
增之衡量方式

教育部於109年起新
增之衡量方式

教育部於109年起新
增之衡量方式

教育部於109年起新
增之衡量方式

教育部於109年起新
增之衡量方式

-

-

-

-

-

-

-

-

-

-

依據慈濟學校法人捐助章
程第七條及第九條規定：
董事會置董事總額15人。
董事每屆任期4年，連選得
連任，創辦人為當然董事
，不經選舉而連任。各屆
董事改選時依董事總額加
推三分之一以上適當人員
為下屆董事候選人，並明
列於董事候選人名單後，
由現任董事從候選人中選
出足額之下屆董事。本法
人雖無相關規範，本屆董
事任期自107年04月02日起
迄今，均無董事長、董事
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
親、姻親擔任本校一級行
政主管。迄今，均無監察
人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
親、姻親擔任本校一級行
政主管。董事會每年向外
籌措補助經費以促進校務
發展，並訂有每年應募款
總額。

本法人第9屆董事共15
人，董事長-釋證嚴，
董事-蔡孜珠、許淑
芬、詹啟賢、蔡 堆、
閻 雲、顏博文、王端
正、林碧玉、林俊龍、
林欣榮、簡守信、趙有
誠、賴寧生、廖 群；
本屆均無董事長、董事
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
親、姻親擔任本校一級
行政主管。董事會依照
學校年度計畫不足經費
及未來校務發展所需之
經費，向外籌措以支持
學校。

本法人第9屆董事共15
人，董事長-釋證嚴，
董事-蔡孜珠、許淑
芬、詹啟賢、蔡堆、閻
雲、顏博文、王端正、
林碧玉、林俊龍、林欣
榮、簡守信、趙有誠、
賴寧生、廖群；本屆均
無董事長、董事之配偶
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
親擔任本校一級行政主
管。董事會依照學校年
度計畫不足經費及未來
校務發展所需之經費，
向外籌措以支持學校。

依據慈濟學校法人捐助章程第
七條及第九條規定：董事會置
董事總額15人。董事每屆任期
4年，連選得連任，創辦人為
當然董事，不經選舉而連任。
各屆董事改選時依董事總額加
推三分之一以上適當人員為下
屆董事候選人，並明列於董事
候選人名單後，由現任董事從
候選人中選出足額之下屆董
事。本法人雖無相關規範，本
屆董事任期自107年04月02日
起迄今，均無董事長、董事之
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
擔任本校一級行政主管。迄今
，均無監察人之配偶及三親等
以內血親、姻親擔任本校一級
行政主管。董事會每年向外籌
措補助經費以促進校務發展，
並訂有每年應募款總額。

本法人第9屆董事共15人，董事長釋證嚴，董事-蔡孜珠、許淑芬、詹
啟賢、蔡堆、閻雲、顏博文、王端
正、林碧玉、林俊龍、林欣榮、簡
守信、趙有誠、賴寧生、廖群；本
屆均無董事長、董事之配偶及三親
等以內血親、姻親擔任本校一級行
政主管。董事會依照學校年度計畫
不足經費及未來校務發展所需之經
費，向外籌措以支持學校。

依照慈濟學校財
團法人慈濟科技
大學組織規程，
第五章 第二十條
明定校務會議、
學務會議等，由
學生代表及其他
有關主管及人員
代表組織之。第
六章 第二十二、
二十三條，本校
輔導學生成立自
治團體，處理學
生在校實習、生
活與權益有關事
項，為保障學生
權益，增進師生
溝通效果，各項
會議得邀請學生

109年度有學生代表之會議(召
開日期詳如佐證資料)：校務
會議*4場；性別平等教育委員
會*4場；課程委員會*6場；學
生就業輔導委員會*2場 ；學
生事務會議*4場；膳食委員會
*1場；交通安全委員會*3場；
校園安全維護會報*1場；學生
獎懲委員會*3場；學生操行成
績審查委員會 *2場； 學生輔
導委員會*2場； 特殊教育推
行委員會 *2場； 學校衛生委
員會*1場； 原住民學生輔導
委員會 *2場； 總務會議 *2
場； 選送學生境外短期研修
審議委員會*2場；選送優秀清
寒學生境外短期研修甄選委員
會*1場；資訊及網路管理委員
會*2場；圖書館委員會*2場；
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小組委員
會*2場；學生會與師長有約*1

109年度有學生代表之會議：校
務會議*4；性別平等教育委員
會*4；課程委員會*6；學生就
業輔導委員會 *2；學生事務會
議*4；膳食委員會 *1；交通安
全委員會*3；校園安全維護會
報*1；學生獎懲委員會*3；學
生操行成績審查委員會 *2；學
生輔導委員會*2；特殊教育推
行委員會*2；學校衛生委員會
*1；原住民學生輔導委員會
*2；總務會議*2；選送學生境
外短期研修審議委員會*2；選
送優秀清寒學生境外短期研修
甄選委員會*1；資訊及網路管
理委員會*2；圖書館委員會
*2；校園保護智慧財產權小組
委員會*2;學生會-與師長有約
(校園咖啡館)*1

依照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
科技大學組織規程，第五章
第二十條明定校務會議、學
務會議等，由學生代表及其
他有關主管及人員代表組織
之。第六章 第二十二、二
十三條，本校輔導學生成立
自治團體，處理學生在校實
習、生活與權益有關事項，
為保障學生權益，增進師生
溝通效果，各項會議得邀請
學生代表出席。

110年度有學生代表之會議：校務會
議*3；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2；課
程委員會*4；學生就業輔導委員會
*1；學生事務會議*2；膳食委員會
*1；交通安全委員會*2；校園安全
維護會報*1；學生獎懲委員會*2；
學生操行成績審查委員會 *1；學生
輔導委員會*1；特殊教育推行委員
會*1；學校衛生委員會*1；原住民
學生輔導委員會*1；總務會議*1；
選送學生境外短期研修審議委員會
*1；資訊及網路管理委員會*2；圖
書館委員會*1；校園保護智慧財產
權小組委員會*1

110年度有學生代表之會議：校務會議
*5；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10；課程委
員會*7；學生就業輔導委員會 *2；學
生事務會議*4；膳食委員會 *2；交通
安全委員會*4；校園安全維護會報
*2；學生獎懲委員會*6；學生操行成
績審查委員會 *2；學生輔導委員會
*2；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2；學校衛
生委員會*2；原住民學生輔導委員會
*2；總務會議*2；選送學生境外短期
研修審議委員會*1；資訊及網路管理
委員會*2；圖書館委員會*2；校園保
護智慧財產權小組委員會*2

依照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 濟科技大學組織規程，第
五章 第二十條明定校務會
議、學務會議等，由學生
代表及其他有關主管及人
員代表組織之。第六章 第
二十二、二十三條，本校
輔導學生成立自治團體，
處理學生在校實習、生活
與權益有關事項，為保障
學生權益，增進師生溝通
效果，各項會議得邀請學
生代表出席。

本校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
薪資均比照本校編制內專
任教師薪資。 本校約聘教
師聘任辦法第七條第一項
第二款條文「支薪標準比
照專任教師同職級之最低
薪級支薪」及本校約聘專
案教師聘任及服務規則第
九條條文「專案教師之報
酬支給標準，比照本校專
任教師之待遇標準」。教
師評鑑項目均與教學、研
究、輔導、服務有關，於
教師升等未訂限期升等規
定，本校均以鼓勵教師升
等，不以限期升等為條
件。 本校教師升等程序均
依本校教師升等審查辦法
第十一條規定，進行三級
教評會審議及校外學者專
家審查。教師升等未獲通
過時，可進行申覆及申訴
程序。

本校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薪資
均比照本校編制內專任教師薪
資。本校約聘教師聘任辦法第
七條第一項第二款條文「支薪
標準比照專任教師同職級之最
低薪級支薪」及本校約聘專案
教師聘任及服務規則第九條條
文「專案教師之報酬支給標準
，比照本校專任教師之待遇標
準」。教師評鑑項目均與教
學、研究、輔導、服務有關，
於教師升等未訂限期升等規定
，本校均以鼓勵教師升等，不
以限期升等為條件。本校教師
升等程序均依本校教師升等審
查辦法第十一條規定，進行三
級教評會審議及校外學者專家
審查。教師升等未獲通過時，
可進行申覆及申訴程序。

本校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薪資
均比照本校編制內專任教師薪
資。本校約聘教師聘任辦法第
七條第一項第二款條文「支薪
標準比照專任教師同職級之最
低薪級支薪」及本校約聘專案
教師聘任及服務規則第九條條
文「專案教師之報酬支給標準
，比照本校專任教師之待遇標
準」。教師評鑑項目均與教
學、研究、輔導、服務有關，
於教師升等未訂限期升等規定
，本校均以鼓勵教師升等，不
以限期升等為條件。本校教師
升等程序均依本校教師升等審
查辦法第十一條規定，進行三
級教評會審議及校外學者專家
審查。教師升等未獲通過時，
可進行申覆及申訴程序。

本校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薪資
均比照本校編制內專任教師薪
資。 本校約聘教師聘任辦法
第七條第一項第二款條文「支
薪標準比照專任教師同職級之
最低薪級支薪」及本校約聘專
案教師聘任及服務規則第九條
條文「專案教師之報酬支給標
準，比照本校專任教師之待遇
標準」。教師評鑑項目均與教
學、研究、輔導、服務有關，
於教師升等未訂限期升等規定
，本校均以鼓勵教師升等，不
以限期升等為條件。 本校教
師升等程序均依本校教師升等
審查辦法第十一條規定，進行
三級教評會審議及校外學者專
家審查。教師升等未獲通過時
，可進行申覆及申訴程序。

本校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薪資均比
照本校編制內專任教師薪資。本校
約聘教師聘任辦法第七條第一項第
二款條文「支薪標準比照專任教師
同職級之最低薪級支薪」及本校約
聘專案教師聘任及服務規則第九條
條文「專案教師之報酬支給標準，
比照本校專任教師之待遇標準」。
教師評鑑項目均與教學、研究、輔
導、服務有關，於教師升等未訂限
期升等規定，本校均以鼓勵教師升
等，不以限期升等為條件。本校教
師升等程序均依本校教師升等審查
辦法第十一條規定，進行三級教評
會審議及校外學者專家審查。教師
升等未獲通過時，可進行申覆及申
訴程序。

本校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薪資均比照
本校編制內專任教師薪資。本校約聘
教師聘任辦法第七條第一項第二款條
文「支薪標準比照專任教師同職級之
最低薪級支薪」及本校約聘專案教師
聘任及服務規則第九條條文「專案教
師之報酬支給標準，比照本校專任教
師之待遇標準」。教師評鑑項目均與
教學、研究、輔導、服務有關，於教
師升等未訂限期升等規定，本校均以
鼓勵教師升等，不以限期升等為條
件。本校教師升等程序均依本校教師
升等審查辦法第十一條規定，進行三
級教評會審議及校外學者專家審查。
教師升等未獲通過時，可進行申覆及
申訴程序。

本校編制外專任教學人員薪
資均比照本校編制內專任教
師薪資。 本校約聘教師聘任
辦法第七條第一項第二款條
文「支薪標準比照專任教師
同職級之最低薪級支薪」及
本校約聘專案教師聘任及服
務規則第九條條文「專案教
師之報酬支給標準，比照本
校專任教師之待遇標準」。
教師評鑑項目均與教學、研
究、輔導、服務有關，於教
師升等未訂限期升等規定，
本校均以鼓勵教師升等，不
以限期升等為條件。 本校教
師升等程序均依本校教師升
等審查辦法第十一條規定，
進行三級教評會審議及校外
學者專家審查。教師升等未
獲通過時，可進行申覆及申
訴程序。

本校原住民生820
人，已於102年設
置「原住民族學
生資源中心」設
置兼任主任一人
，專任組員二
人。 結合校內教
務處實習就業組
進行職涯興趣診
斷、職涯諮詢。
與教務處合作提
供學生期中預警
名單。 與學務處
生輔組合作提供
操行低於80分之
學生名單。
辦理共融讀書
會。 同儕伴讀計
畫。 針對學生生
活及學習困擾訪
談，進一步提供
學生適應環境解
決之道。

結合教務處及學務處原
住族學生基本資料建置
，使本校原資中心能更
加了掌握與解學生狀況
，針對成績落後及操行
落後學生進行會談了解
原因。

結合教務處及學務處原
住民族學生基本資料建
置，使本校原資中心能
更加了掌握與了解學生
狀況，針對成績落後及
操行落後之學生進行會
談了解原因。

本校原住民生820人，已於
102年設置「原住民族學生
資源中心」設置兼任主任一
人，專任組員二人。 結合
校內教務處實習就業組進行
職涯興趣診斷、職涯諮詢。
與教務處合作提供學生期中
預警名單。 與學務處生輔
組合作提供操行低於80分之
學生名單。

電算中心協助建立原住族學生基本
資料及調查原住民學生「所屬原
鄉」及「族語能力」之資料，以及
生活適應、 學習及輔導狀況等問卷
，以掌握學生狀況。

電算中心已建置原住族學生基本資料
及調查原住民學生「所屬原鄉」及
「族語能力」之資料，以及生活適
應、 學習及輔導狀況等問卷，學生填
答完成率83%。

本校原住民生820人，已於 102年設置「原住民族學生
資源中心」設置兼任主任
一人，專任組員二人。 結
合校內教務處實習就業組
進行職涯興趣診斷、職涯
諮詢。 與教務處合作提供
學生期中預警名單。 與學
務處生輔組合作提供操行
低於80分之學生名單。

於期中、期未考前三週 於期中、期未考前三週 辦理共融讀書會。 同儕伴 於期中考前三週辦理共學讀書會，
辦理讀書會，共計24場 辦理讀書會，並安排課 讀計畫。 針對學生生活及 共計辦理12場次，累計837人次參
，1452人次參加。
輔志工老師了解學生讀 學習困擾訪談，進一步提供 與。
書困難並教導正確的讀 學生適應環境解決之道。
書方法，108-2學期共
計辦理24場，累計1452
人次參與。109-1學期
共計辦理24場，累計
2023人次參與。

本法人第9屆董事共15人，董事長-釋
證嚴，董事-蔡孜珠、許淑芬、詹啟
賢、蔡堆、閻雲、顏博文、王端正、
林碧玉、林俊龍、林欣榮、簡守信、
趙有誠、賴寧生、廖群；本屆均無董
事長、董事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
親、姻親擔任本校一級行政主管。董
事會依照學校年度計畫不足經費及未
來校務發展所需之經費，向外籌措以
支持學校。

109-2於期中考前三週辦理共學讀書會
，共計辦理12場次，累計856人次參
與。 110-1學年期因疫情關係，讀書
會改為線上方式，於每週二下午
15:30-17:30，共計辦理12場次，累計
807人次參與。

依據慈濟學校法人捐助章程
第七條及第九條規定：董事
會置董事總額15人。董事每
屆任期4年，連選得連任，創
辦人為當然董事，不經選舉
而連任。各屆董事改選時依
董事總額加推三分之一以上
適當人員為下屆董事候選人
，並明列於董事候選人名單
後，由現任董事從候選人中
選出足額之下屆董事。本法
人雖無相關規範，本屆董事
任期自107年04月02日起迄今
，均無董事長、董事之配偶
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擔
任本校一級行政主管。迄今
，均無監察人之配偶及三親
等以內血親、姻親擔任本校
一級行政主管。董事會每年
向外籌措補助經費以促進校
務發展，並訂有每年應募款
總額。

-

--

--

-

辦理共融讀書會。 同儕伴 讀計畫。 針對學生生活及
學習困擾訪談，進一步提
供 學生適應環境解決之
道。

--

--

--

二、提升
高教公共
性

四、善盡
社會責任

四、善盡
社會責任

四、善盡
社會責任

四、善盡
社會責任

4. 強化原
資中心運作
機制，提升
原住民學生
輔導成效及
建構族群友
善校園

1.建構完善
的大學實踐
社會責任校
務支持系統

1.建構完善
的大學實踐
社會責任校
務支持系統

1.建構完善
的大學實踐
社會責任校
務支持系統

3.建構族群
友善校園情
形描述(109
年起適用)

1.整體校務
推動實際社
會責任之資
源投入及具
體成果(109
年起適用)

2.師生參與
實踐社會責
任成效提升
情形(109年
起適用)

3.推動大學
社會責任實
踐基地(USR
Hub)之資源
投入及具體
成果(無則免
填)(109年起
適用)

2.連結外部 結合學校教
資源協助在 研能量及社
地永續發展 會資源，促
進在地永續
發展之作法
及成效(109
年起適用)

教育部於109年起 教育部於109年 新增之衡量方式 起新增之衡量
方式

教育部於109年起 教育部於109年 新增之衡量方式 起新增之衡量
方式

0

0

0

0

0

0

-

-

-

-

-

-

-

-

教育部於109年起新
增之衡量方式

教育部於109年起新
增之衡量方式

0

0

0

-

-

-

-

-

-

-

-

-

-

辦理原住民文化
週，推廣全民原
教，強化全校教
職員生對原住民
文化有所體認。
辦理返鄉服務，
強化不同族群文
化認識，提供文
化交流平台。

學校作為東部唯一的
科技大學，在技職教
育和產業人才培育扮
演火車頭的角色。因
此本校將資源投入在
健康、農業、技職教
育領域。服務的目標
群族涵蓋老、壯、幼
三個世代，讓長者可
以透過學習與付出，
找到生命價值與保持
健康。讓青壯年習得
一技之長，返鄉工作
，達到地方創生之目
標。讓學童保有健康
和閱讀習慣，並達成
青銀共讀之成效。本
校善盡社會責任與聯
合國SDGs永續發展目
標相結合，其成果可
在大學社會責任實踐
基地計畫(USR Hub)分
別提出「大學鏈結社
區小學，培力優質良
好健康的新世代兒
童」、「望鄉．往鄉
．旺鄉：以地方學及
原民文化為底蘊的地
方創價平台」和「傳
承原生植物情，創生
在地新未來」等三
案。本校除了教育部
的補助款之外，將投
入校內自籌款協助三
案之運作，以及提供
相關設備與空間給教
師、學生實作和學。
其成果將直接改善社
區或者社會問題，提
升民眾或學生的相關
知識或者能力。未來
三案的成果可彼此分
享，成為社會創新與
社會企業的孵化器之
雛形。

本校將鼓勵師、
生、同仁合作投入
大學善盡社會責任
之活動，從正式課
程、微型課程、服
務學習、工作坊、
講座、營隊等多面
向投入。為了衡量
師生參與情況，以
及呼應本校「慈濟
人文」之特色，教
務處推動「慈濟人
文時數護照」，當
學生累積到足夠時
數，畢業時會頒發
慈濟人文證書，表
揚學生對於社會的
貢獻。在教師面，
鼓勵教師成立社群
，融入創新教學課
程。

本校除了跟國高中職成
立策略聯盟，也跟產業
端簽署合作備忘錄，建
構產業出題，學界解題
之合作模式。為了縮小
學用落差，在課程面將
導入業師協同教學，在
研究研發面，鼓勵教師
投入產學合作。在善盡
社會責任面，鼓勵師生
以實際行動和專業知識
改善社會問題。社會問
題是指政府和企業較少
觸及但需要資源挹注的
現象，大學透過知識創
新，在經費與人力允許
下做適度的先驅者，透
過實際作為發揮影響力
，進而倡議帶動政府與
企業投入相關資源。換
言之，本校結合產官學
三方力量，建構由下而
上的方案，打造示範據
點。

1.透過族服日鼓勵原住民族學
生穿著族服到校上課，以展現
本校原住民族文化特色、發揮
多元族群融合之友善校園。2.
於人事室前廊辦理原住民族傳
統樂舞體驗及原音重現、比手
劃腳、阿美族語及太魯閣族語
電子有聲書等闖關活動體驗原
住民族傳統文化，師生參與總
人次499人。 2.於109.7.207.23辦理「關山醫院醫療產業
參訪暨原鄉部落健康服務」活
動。本次活動服務長者包含閩
客及原住民，透過學習不同的
語言，更能與長者貼近，學生
回饋數據顯示，讓我學習到偏
鄉長者的健康照護經驗、有助
於我拓展所學之專業、能將學
校所學做實質的運用及讓我更
加了解部落服務，李克特量表
中皆達4.92分。共計119人次
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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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人事室前廊辦理原住民族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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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民族傳統文化，師生參與總
人次499人。 2.於109.7.207.23辦理「關山醫院醫療產業
參訪暨原鄉部落健康服務」活
動。本次活動服務長者包含閩
客及原住民，透過學習不同的
語言，更能與長者貼近，學生
回饋數據顯示，讓我學習到偏
鄉長者的健康照護經驗、有助
於我拓展所學之專業、能將學
校所學做實質的運用及讓我更
加了解部落服務，滿意度分析
皆達4.92分，共計119人次參
與。

辦理原住民文化週，推廣全
民原教，強化全校教職員生
對原住民文化有所體認。
辦理返鄉服務，強化不同族
群文化認識，提供文化交流
平台。

本校為建構完善的校務
支持系統，109-113年
校務中長程計畫將推動
大學社會責任訂為重要
發展項目，並且已成立
專責辦公室「志業整合
與實踐中心」鏈接USR
與慈濟相關單位，共同
合作推動相關業務。此
外，本校針對推動執行
USR教師給予「慈濟學
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
學教師評核指標」分數
，鼓勵教師積極投入，
並且可依照指標分數獲
得彈性薪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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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實踐中心」鏈接USR
與慈濟相關單位，共同
合作推動相關業務。此
外，本校針對推動執行
USR教師給予「慈濟學
校財團法人慈濟科技大
學教師評核指標」分數
，鼓勵教師積極投入，
並且可依照指標分數獲
得彈性薪資。

學校作為東部唯一的科技大
學，在技職教育和產業人才
培育扮演火車頭的角色。因
此本校將資源投入在健康、
農業、技職教育領域。服務
的目標群族涵蓋老、壯、幼
三個世代，讓長者可以透過
學習與付出，找到生命價值
與保持健康。讓青壯年習得
一技之長，返鄉工作，達到
地方創生之目標。讓學童保
有健康和閱讀習慣，並達成
青銀共讀之成效。本校善盡
社會責任與聯合國SDGs永續
發展目標相結合，其成果可
以作為其他地區參考之依
據。

本校共有一件深耕型USR計
畫，以及三件USR Hub計畫
，以及運用高教深耕計畫
辦理微型大學社會責任活
動。本年度辦理研習、參
訪、工作坊、搭配課程活
動等共有37件活動，共38
人次老師投入。相較於過
往僅有USR一件為主軸，今
年更因為三件USR Hub，使
得教師人數提高15人次。
服務社區範圍也因此增加
花蓮北昌國小、花蓮中原
國小與花蓮偏鄉部落(如：
支亞干部落、馬立雲部
落、太巴塱部落、貓公部
落、磯崎部落、豐富部落
及撒固兒部落)地區。

本校共有一件深耕型USR計
畫，以及三件USR Hub計畫
，以及運用高教深耕計畫辦
理微型大學社會責任活動。
本年度辦理研習、參訪、工
作坊、搭配課程活動等。相
較於過往僅有USR一件為主
軸，今年更因為三件USR
Hub，使得教師人數提高。
服務社區範圍也因此增加花
蓮北昌國小、花蓮中原國小
與花蓮偏鄉部落(如：支亞
干部落、馬立雲部落、太巴
塱部落、貓公部落、磯崎部
落、豐富部落及撒固兒部
落)地區。

本校在大學社會責任實踐
基地計畫(USR Hub)- 「大
學鏈結社區小學，培力優
質良好健康的新世代兒
童」計畫，針對鄰近社區
公立小學，合作場域，以
四個面向辦理活動：遊戲
治療、親職教育與親子遊
戲成長營隊、兒童健康促
進與疾病預防系列活動、
中醫健康促進活動。「望
鄉．往鄉．旺鄉：以地方
學及原民文化為底蘊的地
方創價平台」計畫，針對
原住民小學球隊辦理「重
返棒球榮耀」活動，亦幫
助原住民兒童開設課後輔
助教學活動。

本年度配合USR計畫所開設
的課程有部落關懷與服務
實踐、食品保健功能與食
品安全管理、銀髮族健康
促進實務、心肺適能訓練
理論與實務等16門課程。
辦理 並爭取到相關政府的
計畫「透過原住民學生資
源中心輔導原住民學生成
效」、「跨領域瑞智樂活
技優實作教育計畫」等，
配搭高教經費所推動的活
動有國褔社區失智服務據
點參訪、世界咖啡館
(World Cafe)種子教師研
習、失智照護一條龍等。
新聞媒體曝光共獲得27篇
報導。完成建置健康樂活
培力中心，積極展現出本
校推動USR之特色。

原訂於5/18辦理之「族語新說唱」
爭霸賽，因疫情延期辦理。暑假欲
辦理之聯新國際醫療 智慧醫療參
訪、關山原鄉部落健康服務、花蓮
海線原鄉部落健康服務，因疫情取
消辦理。

110/10/19辦理「族語新說唱」，本次
活動滿意度五點量表平均達4.8以上，
本次活動共計師生209人參與，其中原
住民師生160人。問卷回饋顯示本次活
動有激發全校師生學習原住民族語以
及運用族語進行創作之動機，也因為
本次活動增進與原住民與非原住民學
生的互動，以提昇大家對原住民族傳
統文化的認識。 110/11/15110/11/20辦理原住民文化週，共計8
場動靜態活動，按問卷回饋數共計461
人次參與本次原住民文化週活動。"

辦理原住民文化週，推廣 全民原教，強化全校教職
員生對原住民文化有所體
認。 辦理返鄉服務，強化
不同族群文化認識，提供
文化交流平台。

本校激勵師生參與USR大學社會責任
計畫，制度設計與實際成效上，學
校獎勵制度會依照評核標準給予彈
性薪資獎勵，並且依照計計畫經費
比例給予績效評核指標分數之外，
亦會給予差假、經費及設備補助，
非工作日辦理(參與)計畫之相關服
務學習課程或活動，給予志工或專
業獎勵時數認證。計畫團隊榮獲校
外競賽獎項、參與大學社會責任成
果展，參與團隊教師給予嘉獎鼓
勵。

本校激勵師生參與USR計畫，制度設計
與實際成效上，學校獎勵制度會依照
評核標準給予彈性薪資獎勵，於110年
度參與USR計畫補助人數為7位教師，
並且依照計計畫經費比例給予績效評
核指標分數之外，亦會給予差假、經
費及設備補助。非工作日辦理(參與)
計畫之相關服務學習課程或活動，給
予參與USR計劃活動的教師志工時數累
積35.5個小時，專業與人文獎勵時數
257個小時認證、參與2021 USR
ONLINE EXPO、並且參與線上共同培力
系列課程五場次，有「USR的右轉彎」
等。辦理成果展，USR計畫團隊之失智
友善天使進行宣導及衛教，提升民眾
對失智症的了解及失智友善的策略，
參與民眾共412人次。

在大學社會責任實踐基地計
畫(USR Hub)分別提出「大
學鏈結社區小學，培力優質
良好健康的新世代兒童」、
「望鄉．往鄉．旺鄉：以地
方學及原民文化為底蘊的地
方創價平台」和「傳承原生
植物情，創生在地新未來」
等三案。本校除了教育部的
補助款之外，將投入校內自
籌款協助三案之運作，以及
提供相關設備與空間給教
師、學生實作和學。其成果
將直接改善社區或者社會問
題，提升民眾或學生的相關
知識或者能力。未來三案的
成果可彼此分享，成為社會
創新與社會企業的孵化器之
雛形。

本校USR計劃共26名跨校跨領域教師
參與，合計開設1門跨領域USR課
群：「活躍老化及健康促進」及15
門USR跨域及創新教學課程：「部落
關懷與服務實踐」、「失智症早期
介入照護」、「銀髮族健康促進實
務」等，共768位本校學生及45位社
區運動指導志工修課。於本校、花
蓮縣吉安鄉及秀林鄉設置6處失智社
區服務據點，師生結合課程及實習
，提供在地社區及部落失智者延緩
失智失能服務達6,126人次。透過創
新及實作課程培育學生成為失智友
善天使，至社區進行長者健康評估
及衛教，辦理失智友善宣導及高齡
健康促進活動共29場，社區參與人
數達2,399人。

本校USR計畫跨領域教師共開設1個課
群、1個微學程及14門跨域創新課程，
共666位學生修課。辦理高齡樂活人才
培訓課程，培訓15位社區活動帶領志
工。與花蓮縣衛生局合作，於本校、
秀林鄉、新城鄉共設置4處失智社區服
務據點，結合課程及長照實習，提供
42位社區失智者日托服務及延緩失智
失能活動，提供家屬喘息服務，4場辦
理家屬支持團體達78人次。與花蓮縣
吉安鄉、秀林鄉、新城鄉等鄉公所、
社區發展協會、慈濟醫院失智共照中
心產官學合作，辦理失智友善宣導及
高齡健康促進活動共18場次，總計參
與學生、教職員及社區民眾共1,742人
次。培育140位學生成為失智友善天使
，師生一同走入社區進行失智友善宣
導及衛教，共10場次。

學校作為東部唯一的科技
大學，在技職教育和產業
人才培育扮演火車頭的角
色。因此本校將資源投入
在健康、農業、技職教育
領域。服務的目標群族涵
蓋老、壯、幼三個世代，
讓長者可以透過學習與付
出，找到生命價值與保持
健康。讓青壯年習得一技
之長，返鄉工作，達到地
方創生之目標。讓學童保
有健康和閱讀習慣，並達
成青銀共讀之成效。本校
善盡社會責任與聯合國
SDGs永續發展目標相結合
，其成果可以作為其他地
區參考之依據。
在大學社會責任實踐基地

本校在大學社會責任實踐基
地計畫(USR Hub)- 「大學
鏈結社區小學，培力優質良
好健康的新世代兒童」計畫
，針對鄰近社區公立小學，
合作場域，以四個面向辦理
活動：遊戲治療、親職教育
與親子遊戲成長營隊、兒童
健康促進與疾病預防系列活
動、中醫健康促進活動。
「望鄉．往鄉．旺鄉：以地
方學及原民文化為底蘊的地
方創價平台」計畫，針對原
住民小學球隊辦理「重返棒
球榮耀」活動，亦幫助原住
民兒童開設課後輔助教學活
動。

本校將鼓勵師、生、同仁合
作投入大學善盡社會責任之
活動，從正式課程、微型課
程、服務學習、工作坊、講
座、營隊等多面向投入。為
了衡量師生參與情況，以及
呼應本校「慈濟人文」之特
色，教務處推動「慈濟人文
時數護照」，當學生累積到
足夠時數，畢業時會頒發慈
濟人文證書，表揚學生對於
社會的貢獻。在教師面，鼓
勵教師成立社群，融入創新
教學課程。

本校運用高教深耕計畫辦理微型大學社會
責任活動，「大學鏈結社區小學，培力優
質良好健康的新世代兒童」計畫，於北昌
國小深耕服務，針對「兒童中醫健康促
進、兒童健康促進與疾病預防、兒童心理
衛生保健、遊戲治療、親職教育與親子遊
戲成長營」，辦理32場次活動，「望鄉．
往鄉．旺鄉：以地方學及原民文化為底蘊
的地方創價平台」計畫，走訪8個花東部
落，訪問12位部落耆老或協會幹部，盤點
部落資源及條件，了解現今部落產生的問
題。協助及教導中原國小棒球隊學生完成
功課及解決課業上的問題。共計輔導214
人次。

今年度慈濟基金會以本校健康故事屋
概念，於花蓮靜思堂建置以健康為主
題為專屬兒童閱讀的親子空間，作為
推廣健康教育的活動場域，結合慈濟
醫學中心專業醫師、護理師、營養師
提供專業知識、與慈濟人文的花道課
程，提供民眾學習、增進鄰近社區互
動，還有親子共讀書袋交換計畫，讓
親子閱讀更具系統及延續性。與花蓮
縣政府文化局和社團法人聚落書坊文
教發展協會合作，培訓學生拍攝、剪
輯及後製，完成錄製8部繪本導讀影
片、14部親子閱讀講座。此外，職涯
探索與核心素養能力建構，培育資訊
科技與管理系、醫務暨健康管理系及
行銷流通管理系的學生擔任資訊志工
，運用教學平台簡易的程式設計課程
，帶入偏鄉小學運用遊戲來幫助他們
學習新程式語言和技術。

本校將鼓勵師、生、同仁
合作投入大學善盡社會責
任之活動，從正式課程、
微型課程、服務學習、工
作坊、講座、營隊等多面
向投入。為了衡量師生參
與情況，以及呼應本校
「慈濟人文」之特色，教
務處推動「慈濟人文時數
護照」，當學生累積到足
夠時數，畢業時會頒發慈
濟人文證書，表揚學生對
於社會的貢獻。在教師面
，鼓勵教師成立社群，融
入創新教學課程。

-

本年度配合USR計畫所開
設的課程有部落關懷與服
務實踐、食品保健功能與
食品安全管理、銀髮族健
康促進實務、心肺體適能
訓練理論與實務等課程。
並爭取到相關政府的計畫
「透過原住民學生資源中
心輔導原住民學生成
效」、「跨領域瑞智樂活
技優實作教育計畫」等，
配搭高教經費所推動的活
動有國褔社區失智服務據
點參訪、世界咖啡館
(World Cafe)種子教師研
習、失智照護一條龍等。
新聞媒體曝光。完成建置
健康樂活培力中心，積極
展現出本校推動USR之特
色。

本校除了跟國高中職成立策
略聯盟，也跟產業端簽署合
作備忘錄，建構產業出題，
學界解題之合作模式。為了
縮小學用落差，在課程面將
導入業師協同教學，在研究
研發面，鼓勵教師投入產學
合作。在善盡社會責任面，
鼓勵師生以實際行動和專業
知識改善社會問題。社會問
題是指政府和企業較少觸及
但需要資源挹注的現象，大
學透過知識創新，在經費與
人力允許下做適度的先驅者
，透過實際作為發揮影響力
，進而倡議帶動政府與企業
投入相關資源。換言之，本
校結合產官學三方力量，建
構由下而上的方案，打造示
範據點。

本校USR計畫與外部合作資源鏈涵蓋
產、官、學界，為進一步推動失智
友善及高齡健康促進支持網絡，與
花蓮縣政府、花蓮縣衛生局、花蓮
縣吉安鄉公所、慈濟醫院共照中
心、慈濟基金會慈善及醫療志業
體、中華民國有氧體能運動協會等
密切合作，於本校、吉安鄉及秀林
鄉，成立六處失智社區服務據點。
辦理一系列失智友善宣導活動及失
智友善天使培 訓，透過這些活動辦
理，讓社區民眾及商家了解失智症
，並鼓勵家屬帶患者去醫院接受評
估及診療。國際交流的部份結合教
育部新南向政策，透過慈濟基金會
菲律賓馬尼拉分會的 資源進行招生
，以及與印尼金光集團進行合作，
規劃菲律賓長照人才培育以及印尼
長照管理人才培育。

本校USR計畫與外部合作資源鏈涵蓋
產、官、學界，與花蓮縣政府、花蓮
縣衛生局、花蓮縣吉安鄉公所、慈濟
醫院共照中心、慈濟基金會慈善及醫
療志業體、中華民國有氧體能運動協
會等密切合作。慈濟基金會慈善110年
產學合作案為10件，如「慈濟人文心
素食儀教育推廣計畫」等，補助經費
共達10,099,000元。醫療志業體產學
合作案為12件，如「動物實驗計畫審
查系統」等，補助經費達1,486,800
元。國際交流的部份結合教育部新南
向政策，透過慈濟基金會菲律賓馬尼
拉分會的資源進行招生，以及與印尼
金光集團進行合作，規劃菲律賓長照
人才培育以及印尼長照管理人才培
育。

本校除了跟國高中職成立策
略聯盟，也跟產業端簽署合
作備忘錄，建構產業出題，
學界解題之合作模式。為了
縮小學用落差，在課程面將
導入業師協同教學，在研究
研發面，鼓勵教師投入產學
合作。在善盡社會責任面，
鼓勵師生以實際行動和專業
知識改善社會問題。社會問
題是指政府和企業較少觸及
但需要資源挹注的現象，大
學透過知識創新，在經費與
人力允許下做適度的先驅者
，透過實際作為發揮影響力
，進而倡議帶動政府與企業
投入相關資源。換言之，本
校結合產官學三方力量，建
構由下而上的方案，打造示
範據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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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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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USR Hub)分別提出
「大學鏈結社區小學，培
力優質良好健康的新世代
兒童」、「望鄉．往鄉．
旺鄉：以地方學及原民文
化為底蘊的地方創價平
台」和「傳承原生植物情
，創生在地新未來」等三
案。本校除了教育部的補
助款之外，將投入校內自
籌款協助三案之運作，以
及提供相關設備與空間給
教師、學生實作和學。其
成果將直接改善社區或者
社會問題，提升民眾或學
生的相關知識或者能力。
未來三案的成果可彼此分
享，成為社會創新與社會
企業的孵化器之雛形。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