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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度校務發展年度經費支用計畫書 
第一部分 學校概況及 108-110（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 

壹、 學校校務發展概況及願景 

一、 學校基本資料 

(一)組織架構 

本校行政單位有四處(教務、學務、總務及研發處)、三室(秘書、人事及會計室)、

三中心(電子計算、推廣教育及教學資源中心)及圖書館；學術單位有三學院(財金、管

理及資訊學院)、十二個系、二學程、通識教育中心及體育室。 

另附設有進修學院及進修專校。 

本校組織圖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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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圖書軟體資源 

本校圖書館依據相關圖書館法令配合學校發展，支援全校教學單位所

需之基本資源並建立特色，簡列如下：  

1.統一管理全校教學研究資源，規劃全校圖書資訊整體發展與服務等事

宜，以達資源整合共享目的並符合各教學單位之特色發展。設有「圖

書館委員會」成員 22 人，由全校一級單位代表及學生代表組成，校長

為主任委員，討論圖書審議年度預算及館重大變革事宜。另由各教學

單位推派教師代表各一人共組「圖書規劃委員會」，由圖書館館長為召

集人，討論各教學單位每年圖書資料費配額及運用方式。每月召開館

務會議討論業務執行問題與解決。  

2.統籌寬列全校圖書資料費及圖書館各項經費，維持館藏量之合理成長

及提升服務品質，訂立「圖書館館藏發展政策」以商管、資訊類為館

藏特色，積極配合各教學單位課程規劃及學科研究。以商管、資訊及

英語文類紙本圖書為專業館藏。每年紙本圖書預算之 20%保留做為發

展全校性紙本圖書之用，各教學單位介購紙本圖書之實際配額及比例

依據七項指標 (成立歷史、師生指數、學位授予指數、專業學分數、購

書平均書價、借書率、執行率 )計算。訂有「圖書館電子資源選訂原則」

以規範電子資料庫、電子期刊、電子書、線上學習系統、題庫系統及

網路教學課程等型態之電子資源選介與續停訂原則。  

3.提供多元化之讀者服務，包含：外借圖書視聽媒體流通服務、跨館借

還書及文獻複印服務、免實體證件以生物特徵認證首創「指靜脈借書」，

並提供「智慧預約、便利取書服務」，方便師生線上預約在架圖書，跨

館取書及在全臺灣一千多處智能櫃取書還書服務。提供學習共享空間，

如：自習區、討論室、論文指導室；學習個人空間，如：OA 自修座、

網路電腦座、有線電視座。館內有影印及列印服務、參考諮詢服務、

導覽服務、圖書協尋服務，典存全校各單位歷年活動成果陳列於特藏

室。為推廣利用圖書資源，定期舉辦主題展覽、有獎徵答、講座與研

習等活動，並經營臉書社群網頁及粉絲專頁，建立與讀者互動與交流

之平台。  

4.本校圖書館網站資源豐富，並不斷更新與充實，包含：館藏目錄查詢

系統、讀者查詢系統、新書查詢系統、電子資源整合查詢系統、期刊

查詢系統、二手書服務資訊網、熱門館藏排行榜、讀者借閱排行榜、

悅書人資訊網、圖書館線上新生導覽、越南資訊網、電子發行圖書館

悅讀季刊，並自行開發與維護機構典藏資料庫，數位化本校出版品、

學位論文及各單位舉辦之學術活動等影音或靜態資源。  

5.為擴大師生可用之圖書資源，本校參加「臺灣學術電子書暨資料庫聯盟」、

「八芝連圖書館館際合作組織」等跨館合作組織，積極推展館際及其



3 

他資料服務單位之合作事宜，促進圖書資源之共建與共享，整合內外

部資源降低購置成本，並推廣利用以發揮圖書資源之效益。  

6.本校圖書館圖書資源現況，如下表： 

107 學年度全校圖書資源累計表(108/07/31) 
 

 

 

 

(三)教學設備 

1.一般教學設備 

本校教學設備統計如下表所示： 
項目 間數 教學設備 

普通教室  77 電腦、單槍投影機 

特別教室 
電腦教室 14 

100 

電腦、教學廣播系統 
共同專業教室 12 專業教學設備 

院系專業教室 74 專業教學設備 

2.特色專業教室教學設備 

以下依序列出電算中心、資訊學院、管理學院、財金學院及通識教育中心，

具有特色之專業教室，說明其配置之主要軟硬體設備及與課程之配合情形。 
(1)電算中心教學設備 

電算中心教學設備一覽表 

系別 專業教室 
名稱 主要軟硬體設備 件(套)數 與課程之配合情形 

電算中心 電腦教室 
C405 

型號：HP EliteDesk 800 G4 
CPU：i7-8700  
RAM：16G DDR4  HD:1TB    
獨顯：P620 60 

 

多媒體應用與製作、商業
套裝軟體、網頁設計、數
位行銷、電子商務產學
班、商業軟體應用、程式
設計、電子商務、資料庫
實務春季班、行銷實務產
學班、數位行銷經營產學
班 

WIN 10，Office 2016 ,2019 
Adobe Design Premium  CS6 
TQC 考試系統 
MOCC 考試系統 

電算中心 電腦教室 
C406 

型號：ThinkCentre P330 
CPU：i7-8700  
RAM：8G DDR3  HD:1TB 
獨顯：P620 60  

WIN 10，Office 2016 ,2019 
TQC 考試系統 

電算中心 電腦教室 
C501 

型號：HP prodesk600 G3  
CPU：i7-7700 3.6G  
RAM：8G DDR4  HD:1TB 

64 
 

大一英文(一)、電子商
務、商業軟體應用(一) 、 
商業軟體應用、商業軟體
應用(一)  

學年度 
圖書 

（含電子書） 
期刊 

（含電子期刊） 視聽資料 電子資料庫 合計 

單位：冊 單位：種 單位：件 單位：種 單位：冊件種 
107 439,708 61,466 15,583 244 517,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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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別 專業教室 
名稱 主要軟硬體設備 件(套)數 與課程之配合情形 

WIN 10，WIN 7，Office 
2016 ,2013,2010 
TQC 考試系統、MOS 考試軟體 
MOCC 考試系統 

電算中心 電腦教室 
C505 

型號：Verithon M6630G 
CPU：i7-4790 3.6G 8M 84W 
RAM：4G DDR3  HD:1TB 64  WIN 10，WIN7， 
Office 2010,2013,2016 ,2019 
TQC 考試系統 

電算中心 電腦教室 
C504 

型號：ThinkCentre M920t 
CPU：i7-8700  
RAM：8G DDR3  HD:1TB 64 

 

大一英文(一)、華文打字
外籍班、商業軟體應用
(二)春季班、程式設計與
運算邏輯 WIN 10,Office 2016 ,2019 

TQC 考試系統 
電算中心 電腦教室 

C506 型號：Verithon M6640G 
CPU： i7-6700 3.4GHz 
RAM：4G DDR4  HD:1TB 

60 
 

商業軟體應用(一)外籍
班、電子商務、電子商務
外籍班、商業套裝軟體、
研究方法(一)產學班、程
式設計、商業軟體應用合
金甲、會計程式設計、企
業資源規劃、程式設計與
運算邏輯四 67、網路行
銷、商業軟體應用(一)春
季班、商業軟體應用 

WIN 10,Office 2016 ,2019 
ERP.  
TQC 考試系統、MOCC 考試系
統 

教學設備圖片 

  

電腦教室 C501 電腦教室 C504 

(2)資訊學院教學設備 
資訊學院教學設備一覽表 

系別 專業教室 
名稱 主要軟硬體設備 件(套)

數 與課程之配合情形 

資訊管理
系 

A316 電腦教
室 Intel Core i7 3770 3.4Ghz  8GB 62 動態圖像設計、影像處

理實務、作品集設計甲
乙合、系統分析與設計
實務、計算機概論、數
位學習導論、高等作業
研究、資訊安全、電腦
網路管理、高科技行銷 

Intel Core i7 3770 3.4Ghz  8GB 
(老師機) 1 

交換器(Juniper EX2200) 3 
機櫃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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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別 專業教室 
名稱 主要軟硬體設備 件(套)

數 與課程之配合情形 

教學廣播系統(金偉) 1 
講桌 1 
個人電腦桌(每張雙人桌) 31 
個人電腦椅 62 
中央空調 1 
窗型冷氣 3 
合金鋼高架地板系統 1 
Windows 7 professional 63 
Office Enterprise 2016 63 
Windows 10  63 

Microsoft SQL Server 2014 63 

Visual Studio 2015 Professional 63 

Android Studio 63 

Android Eclipse. 63 

Adobe C6 Web Premium 63 
資訊管理系 A306-1 思科

網路/資訊安
全暨專題製
作實驗室 

Apple MacBook Pro(CI7 2.9GHz 
8GB) 32 

專案管理、網際網路與
物聯網、研究方法、
Hadoop與Spark雲大數
據處理台、Android 行
動程式設計實務、財金
資料分析實務 

Apple iMac 27 吋(CI5 3.1GHz 
8GB) 2 
Apple iMac 27 吋(CI5 3.2GHz 
8GB) 8 

液晶顯示電視牆 8 

電視牆控制伺服器 1 

HP 5500-24G EI 交換器 2 

Cisco Catalyst 2960 交換器 2 

落地式機櫃 1 

數位講座 1 

吸頂式喇叭 4 

無線擴大機 1 

無線基地台 1 

不斷電系統、網路佈線工程及電
源佈線工程 1 

監視系統 1 

電腦辦公桌 22 

辦公椅 30 

白板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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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別 專業教室 
名稱 主要軟硬體設備 件(套)

數 與課程之配合情形 

擴音設備 1 

筆電防盜固定鎖 32 

講桌 1 

桌子 6 

Windows 10 作業系統 42 

Ubuntu 作業系統 42 

Office Enterprise 2016 42 

Mac OS 作業系統 42 
資訊科技系 智慧型系統

實驗室 C304 
 

UIP 互動創新開發系統開發平台 1 數位邏輯、計算機組
織、物件導向程式設
計、嵌入式系統概論、
嵌入式系統程式設
計、智慧型機器人、資
料庫管理系統、手機應
用程式設計、網路程式
設計等相關課程、實務
專題(一)(二) 

UIP 互動創新開發系統 1 

智慧型互動式開發裝置 9 

物聯網教學套件 22 

穿戴式實驗控制平台 8 

雲端智慧型協同合作互動感測器
設備 20 

智慧型互動式開發裝置Microsoft 
Kinect 9 

ZEBEE 無限定位實習 3 

嵌入式系統平台 16 

RFID 教學系統平台 7 

8051 控制板 2 

PSOC 開發環境套件 12 

嵌入式教學平台 5 

個人電腦 15 

無線智慧型自走車模組 13 

無線感測元件主機系統 10 

無線感測套件 30 

RFID 門禁、控制系統 1 

RFID 智慧型設備管理 1 

Adroid 6410 實驗平台 6 

組合式機器人 4 

RFID Reader 教學組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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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別 專業教室 
名稱 主要軟硬體設備 件(套)

數 與課程之配合情形 

模擬器 20 

3.5G 通訊模組 1 

FPGA 實驗板 3 

FPGA 實驗板 13 

擴充模組 16 

嵌入式學平台擴充 6 

擴充模組 20 

程控電腦-Raspberry Pi 控制 36 

醫療照護與應用軟硬體 14 

單槍投影機 1 
多媒體設計
系 

虛擬攝影棚
A505 

TriCaster Mini 新媒體多 M/E 製
作導播系統 1 實攝影棚實務、影片製

作概論、進階影片製作 
 SANYO 50 吋液晶電視 1 

電腦 1 

電動馬達背景架 1 

色溫可調攝影燈 3 

口袋型電影攝影機 2 

數位照相機 CANON EOS 2 

數位照相機專業攝影器材設備 1 

揚聲器專業用監聽喇叭 2 
麥克風無線雙軌領夾式麥克 JTS 
US 903D 無線雙軌 1 
麥克風超指向麥克風 Fostex Mc 
35 超指向 1 

綜合擴大機功率擴大機 1 
教學設備圖片 

  智慧型系統實驗室 C304 虛擬攝影棚 A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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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06-1 思科網路/資訊安全暨專題製作實驗室 A316 電腦教室 

(3)管理學院教學設備 
管理學院教學設備一覽表 

系別 專業教室 
名稱 主要軟硬體設備 件(套)數 與課程之配合情形 

管理學院 中正樓 403-1 
智能學習教
室 

自動控制系統實驗裝置 1 教育訓練與生涯發
展、遊程規劃與設計、
時尚經營管理概論、策
展規劃與管理、服務作
業管理產學班、策展規
劃與管理 

雲端資源管理平台 1 
視訊影像處理器 1 
電源時序控制主機 1 
中央控制主機 1 
觸控顯示器 12 
數位講桌 1 
多點式視訊會議系統 1 
高清直錄播主機 1 
高清追蹤攝影機 1 
高清攝影機 1 
收納系統櫃 1 
白板 9 

企業管理
系 

百齡樓 102 
焦點團體室 

收音麥克風 2 創業與創新管理、行銷
企劃實作 前級混音機 1 

6 迴路耳機放大機 1 
電腦 12 
電腦 5 
手提電腦 1 
15 吋螢幕 11 
ESS 電子化調查系統軟體 1 
17 吋液晶螢幕 3 
液晶電視 1 
單槍投影機 1 
螢幕-掛壁式(含懸掛吊架) 1 
燒錄器(外掛) 2 

國際貿易
系 

篤信樓 B121 
貿易模擬操
作教室 

液晶螢幕個人電腦 60 國際物流實務春季
班、貿易法規(一)產學
班、跨境電商物流產
學班、跨境電商實務
產學班、專業證照模
擬實務外籍班、華語
文進階(二)外籍班、國
貿資訊系統專題研究
外籍班、實務專題(一) 

液晶螢幕個人電腦(Acer Power 
FH) 60 
廣播教學系統 1 
單槍投影機 1 
跨境電商平台-AR 擴增實境內容
模組 1 

跨境電商創新創業 AR 製作及教
學雲端平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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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別 專業教室 
名稱 主要軟硬體設備 件(套)數 與課程之配合情形 

Sim Wish 模擬系統 1 
海運進口報關系統 1 
XML 報關 1 
通關作業系統 1 
84 吋面板寬螢幕-掛壁式 2 
86 吋觸控式大螢幕 1 
WGTS 環貿通軟體 1 

應用外語
系 
 

綜 405 
外語檢測教
室 

電腦 61 大一英文(一)、影視製
作概論、設計專題企劃 教學廣播系統 1 

擴大機 1 
DVD 放影機 1 
電視機 1 

行銷管理
系 

中正樓 C102 
會議模擬專
業教室 

數位講桌 1 旅行業經營管理、觀光
休閒產業管理實務、顧
客關係管理、觀光休閒
產業行銷、會展場地規
劃與管理、專題講座、
論文研討、行銷管理、
觀光學概論 

互動多媒體編輯軟體 1 
無線互動投影機 1 
單槍投影機 1 
磁性玻璃白板 1 
會議桌椅(60 人) 1 

行銷管理
系 

中正樓 C103 
整合行銷專
業教室 

桌上型電腦 61 數位行銷、航空票務與
管理、電子商務、行銷
決策模擬系統、流通管
理概論、賣場經營與管
理、財務報表分析、計
算機概論 

ABACUS 航空電腦訂位系統 網路版 
IBM SPSS Statistics  網路版 
3D 超商經營互動教學軟體 1 
會聲會影 X6 教育授權 1 
會議展覽管理系統 1 
Power Choice 決策軟體 50U 
FancyDesigner 軟體授權 60U 
教學廣播系統 1 
單槍投影機 1 

教學設備圖片 

  
外語檢測教室 A405 貿易模擬操作教室 B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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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學習教室 C403-1 焦點團體室 B102 

(4)財金學院教學設備 
財金學院教學設備一覽表 

系別 專業教室 
名稱 主要軟硬體設備 件(套)數 與課程之配合情形 

財務金融
系 

A105、A106
室 
綜合大樓線
上金融資訊
專業教室  

電腦 61 衍生性金融商品、投
資學、財務管理、基
金管理、國際金融、
基礎理財規劃、證券
投資分析、財金資料
分析、財務數學、財
金統計應用、財金大
數據分析、產業分
析、統計學、金融行
銷、空堂時提供同學
借用(參與競賽或報
告)、教師成長社群上
課 

KISS 財富軟體 1 
XQ 全球贏家系統 1 
台灣股市虛擬交易所 1 
大陸股市虛擬交易所 1 
外匯虛擬交易所 1 
基金虛擬交易所 1 
銀行實務模擬系統 1 
銀行即時匯率報價與銀行存款利
率資訊系統 1 

ERP 軟體 1 
SPSS 19 1 
Eview 9 1 

R 軟體(統計軟體) 1 
金融證照模考系統 1 

會計資訊系 中正樓 505室 
電腦教室 

會計師工作輔助幫手(10 項) 60 電腦審計、會計資訊

系統、企業資源規劃

配銷模組、程式設

計、企業資源規劃財

務模組、企業資源規

劃系統進階 

大帳省 ERP8.1 60 

電腦審計軟體 ACL V10 40 

鼎新 WORKFLOW ERP 軟體(22
模組套餐) 

1 套無

限人版 

SAP ERP/ECC6.0 系統 60 

V-POINT主管資訊系統(鼎新EIS
主管資訊系統，包含銷售模組、
財務模組，2NAMED USER) 

1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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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別 專業教室 
名稱 主要軟硬體設備 件(套)數 與課程之配合情形 

財政稅務
系、 
不動產投資
與經營學位
學程 

又新樓 608室 
稅務資訊專

業教室 

單槍投影機（固定） 1 商業套裝軟體(一)-外
籍班、中級會計學
(必)、程式設計(必)、
消費稅(必)、綜所稅
(必)、稅務申報系統
(必)、不動產登記實務
(必)、建築概論(選)、
建築與室內設計(選) 

錄放影機 1 

DVD 光碟機 1 
雙卡錄放音機 1 
電腦 51 
會計審計軟體 1 
王代書軟體 51 

財金學院 百齡樓 103室 
財金證照培

訓中心 

個人電腦 31 無。 

作業軟體 WIN7，Office 2010 31 

光纖多媒體教學廣播系統（外接
式）（老師機*1+學生機 * 30） 1 

伺服器 1 
穩壓器 1 
網路交換器 2 

教學設備圖片 

 
 線上金融資訊專業教室 A105 財金證照培訓中心 B103 

(5)通識教育中心教學設備 
通識教育中心教學設備一覽表 

系別 專業教室名稱 主要軟硬體設備 件(套)數 與課程之配合情形 
通識教育 
中心 

 

文化藝術教室
(又新樓 411室) 

教師用電腦：real player SP、
KM  player、office、spyware 
doctor 7.0 

1 
無。 

單槍液晶投影機 1 

DVD 影音機 1 

HI-FI 錄放影機 1 

實物教材提示機 1 

幻燈機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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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別 專業教室名稱 主要軟硬體設備 件(套)數 與課程之配合情形 
通識教育 
中心 

生命體驗暨禮
儀專業教室(四
合院 112 室) 

教師用電腦：KM  player、
office 

1 
大學閱讀、性別關係
與人際溝通、人際溝
通外籍班 

單槍投影機 1 

影音機 1 

錄音機 1 

音場處理器 1 

實物教材提示機 1 
通識教育 
中心 

綜 406 語言教
室 

教師用電腦：KM  player 、
real player、office 2007、
power dvd 

1 
華語聽力外籍班、日本
文化與社會議題、日本
會話與風情、職場實務
英語、初階日語(一)、
字彙與閱讀、接待英
語、基礎日語、進階口
語表達 A 班、大二英文
(一)、職場英語合資甲 

電腦語言教學主機 1 

耳機 65 

DVD 數位光碟機 1 

S-VHS 錄放影機 1 

教學提示機 1 

LCD 單槍投影機 1 
通識教育 
中心 

綜 409 語言教
室 

教師用電腦：media player、
TQC 題庫練習系統(2003
版)、TQC 測驗系統、TQC
輸入輔助教學暨認證系統
v2011 

1 

大一英文(一)、大二英
文(一)、程式設計與運
算邏輯、 

學生用電腦 64 

教學廣播系統 1 

VDR 數位錄放影機 1 

教材提示器 1 

視訊轉換器 1 

數位化語言教學系統 1 

教學設備圖片 

  文化藝術教室 D411 生命體驗暨禮儀專業教室 B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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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生來源分析 

本校日間部新生來源除有以推薦甄選(含外加原住民、離島生)及聯合登記分發(含

外加原住民、退伍軍人、僑生、體育績優)招生管道入學的學生外，還有高中生申請

入學、技優甄審入學、身障生單獨及聯合甄試、外國學生申請入學及陸生分發入學的

外加名額學生。108 年度各系註冊人數、新生畢業學校之種類及區域分布之分析如

下： 
1.新生入學管道分析：108 學年度教育部核定日四技招生人數與各管道新生註冊人數

分析表如下。 

系別 
教育部核定

招生人數 
推薦甄選

入學人數 
聯合登記分

發入學人數 
體優甄試

入學人數 
繁星計畫甄

選入學人數 
外加 
名額 

合計註冊

人數 

會計資訊系 83 35 43   18 96 
 財政稅務系 80  43 31  1 16 91 

財務金融系  145 75 60  2 10 147 

財務金融系 
不動產金融與投資管理組 

40 8 24  1 9 42 

保險金融管理系 77 31 43   9 83 

企業管理系 145 72 58  3 28 161 

企業管理系時尚經營管理組 43 24 18   6 48 

流通管理系 84 42 34   9 85 

流通管理系連鎖加盟組 71 20 39   3 62 

行銷管理系 155 78 65  1 19 163 

行銷管理系國際會展與觀

光休閒組 
100 54 35  4 10 103 

國際貿易系 95 43 42   6 91 

應用外語系 105 50 47  1 
 

11 109 

應用外語系日文組 45 17 23  1 2 43 

資訊管理系 145 67 56  2 18 143 

資訊科技系 102 29 55  1 16 101 

多媒體設計系 106 54 44   16 114 

總計 1621 742 717  17 204 1682 

  資料基準日：108 年 10 月 2 日 

 
2.新生來源畢業學校分析：108 學年度日四技新生畢業學校分析表如下。 

序號 畢業學校 
108 108 學生 108 累計 107 106 105 

學生數 數排名 百分比 學生數 學生數 學生數 

1 私立育達家商 223 1 12.42% 178 140 95 

2 國立宜蘭高商 79 2 16.82% 62 58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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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畢業學校 
108 108 學生 108 累計 107 106 105 

學生數 數排名 百分比 學生數 學生數 學生數 

3 私立金甌女中 64 3 20.39% 75 52 66 

4 私立景文高中 59 4 23.68% 65 67 49 

5 私立復興商工 57 5 26.85% 36 34 23 

6 國立基隆商工 55 6 29.92% 75 89 109 

7 市立士林高商 54 7 32.92% 57 81 105 

8 私立二信高中 52 8 35.82% 45 45 39 

9 私立振聲高中 47 9 38.44% 57 49 49 

10 私立清傳高商 45 10 40.95% 25 17 29 

11 市立淡水商工 44 11 43.40% 45 46 61 

12 市立松山家商 43 12 45.79% 36 39 99 

13 市立三重商工 42 13 48.13% 37 42 50 

14 私立稻江高商 42 13 50.47% 32 11 13 

15 私立治平高中 39 15 52.65% 31 33 36 

16 私立稻江護家 39 15 54.82% 11 8 7 

17 私立格致高中 37 17 56.88% 24 10 27 

18 私立靜修女中 34 18 58.77% 54 34 19 

19 私立泰北高中 33 19 60.61% 33 27 14 

20 私立新興高中 32 20 62.40% 24 36 50 

21 台北市幼華高中 31 21 64.12% 34 33 35 

22 市立內湖高工 30 22 65.79% 39 46 48 

23 私立育達高中 27 23 67.30% 33 33 30 

24 私立淡江高中 27 23 68.80% 27 10 20 

25 私立樹人家商 24 25 70.14% 29 24 16 

26 國立花蓮高商 24 25 71.48% 28 12 40 

27 國立基隆海事 21 27 72.65% 28 14 17 

28 市立鶯歌工商 20 28 73.76% 24 26 35 

29 私立大同高中 19 29 74.82% 17 24 26 

30 私立協和祐德中學 17 30 75.77% 23 9 11 

31 私立竹林高中 15 31 76.60% 22 17 23 

32 私立醒吾高中 15 31 77.44% 19 20 17 

33 市立大安高工 15 31 78.27% 9 7 13 

34 市立雙溪高工 15 31 79.11% 5 12 8 

35 市立瑞芳高工 13 35 79.83% 27 14 10 

36 國立羅東高商 13 35 80.56% 16 43 33 

37 財團法人南山高中 13 35 81.28% 13 13 19 

38 私立穀保家商 11 38 0.8189415 12 1 1 

39 私立智光商工 11 38 0.8250696 10 9 5 

40 市立壽山高中 11 38 0.8311978 10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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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畢業學校 
108 108 學生 108 累計 107 106 105 

學生數 數排名 百分比 學生數 學生數 學生數 

41 市立新北高工 10 41 0.8367688 19 17 7 

42 市立中壢高商 8 42 0.8412256 18 21 10 

43 市立金山高中 8 42 0.8456825 7 7 6 

44 市立泰山高中 8 42 0.8501393 3 2 3 

註： 105 學年度需累計至 44 所，106 學年度則須至 50 所，107 學年度則至 43 所，

108 學年度則至 44 所，此結果顯示新生來源有逐漸擴散現象。 

3.新生來源畢業學校類別分析：108 學年度新生高職類學校區域(北、中、南、東)及學

生數統計表如下。 

序號 畢業學校 108 
學生數 

108 學生 
數排名 區域 

1 私立育達家商 223 1 北部 

2 國立宜蘭高商 79 2 東部 

3 私立金甌女中 64 3 北部 

4 私立景文高中 59 4 北部 

5 私立復興商工 57 5 北部 

6 國立基隆商工 55 6 北部 

7 市立士林高商 54 7 北部 

8 私立二信高中 52 8 北部 

9 私立振聲高中 47 9 北部 

10 私立清傳高商 45 10 北部 

11 市立淡水商工 44 11 北部 

12 市立松山家商 43 12 北部 

13 市立三重商工 42 13 北部 

14 私立稻江高商 42 13 北部 

15 私立治平高中 39 15 北部 

16 私立稻江護家 39 15 北部 

17 私立格致高中 37 17 北部 

18 私立靜修女中 34 18 北部 

19 私立泰北高中 33 19 北部 

20 私立新興高中 32 20 北部 

21 台北市幼華高中 31 21 北部 

22 市立內湖高工 30 22 北部 

23 私立育達高中 27 23 北部 

24 私立淡江高中 27 23 北部 

25 私立樹人家商 24 25 北部 

26 國立花蓮高商 24 25 東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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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畢業學校 108 
學生數 

108 學生 
數排名 區域 

27 國立基隆海事 21 27 北部 

28 市立鶯歌工商 20 28 北部 

29 私立大同高中 19 29 北部 

30 私立協和祐德中學 17 30 北部 

31 私立竹林高中 15 31 北部 

32 私立醒吾高中 15 31 北部 

33 市立大安高工 15 31 北部 

34 市立雙溪高工 15 31 北部 

35 市立瑞芳高工 13 35 北部 

36 國立羅東高商 13 35 東部 

37 財團法人南山高中 13 35 北部 

38 私立穀保家商 11 38 北部 

39 私立智光商工 11 38 北部 

40 市立壽山高中 11 38 北部 

41 市立新北高工 10 41 北部 

42 市立中壢高商 8 42 北部 

43 市立金山高中 8 42 北部 

44 市立泰山高中 8 42 北部 

註：北部：包括臺北市、基隆市、新北市、桃園市及新竹縣。  
    中部：包括臺中市、苗栗縣、臺中市、南投縣、彰化縣及雲林縣。  
    南部：包括高雄市、臺南市、嘉義縣、屏東縣及澎湖縣。  
    東部：包括宜蘭縣、臺東縣及花蓮縣。 

4.有效招生策略： 

在當前學生來源逐漸遞減的教育環境下，本校針對新生入學管道、學生畢業學校種

類及新生區域分布分別提出適當之招生策略。 

(1)新生入學管道： 

 因應多元的新生來源，本校系科調整策略如下： 

A.調整部分系科之招生名額： 

調降招生較困難系之招生名額，將其名額移至招生較佳之系。 

B.取消分組招生： 

如保險金融管理系擬取消分組招生，改為以系招生。 

C.系增設分組及更名招生： 

如於財務金融系下增設「數位金融組」。保險金融管理系更名為「風險管理與

財富規劃系」 

(2)學生畢業學校種類： 

A.加強與高中職策略聯盟學校之相互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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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增大學端與高中職端之活動交流，提升與加深高中職校學生對本校之良好印

象，有助於高中職校學生畢業時對本校之志願選填。 
B.強化本校招生系別與高中職校之科別對接 

高中職校多數本系科學生仍有繼續升學相關領域之趨向，相關系科對接可多吸

引相關領域群(類)高中職學生就讀本校。 
(3)新生區域分布： 

A.招生活動火力主要集中北部區域之高中職校： 
本校因位處台北市，有交通與地利之便，就讀學生多為北部區域之高中職校。

因此相關招生活動如升學博覽會、升學說明會、入班宣導與模擬面試等招生活

動，本校參加招生活動頻率與招生教師數密集度仍續以北部區域為主。 
B.招生活動兼籌並顧東部區域及少數中、南部區域之高中職校 

本校仍有東部區域及少數中、南部區域之高中職校學生就讀，因應少子女化趨

勢，此些區域重點學校之學生仍須兼籌並顧，不容小覷。 
基本資料趨勢發展（學生人數、教職員人數、全校生師比等資料），參考附表 1、2。 
 

二、 近年辦學績效及特色 
 本校推動系、院、校三級教學品保之 PDCA 循環，並且立基於教師面、學生面、和課

程面之三構面交互推動，以期改善教學品質進而提升學生學習成效。綜觀此三構面交互推

動的核心主軸均聚焦在引進產業界能量、提升教師專業知能、推動教師掌握產業新知，並

且落實於教學現場之實務教學為主。根據此三構面落實教學品保 PDCA 之辦學績效及特色

如下圖所示。 

落實教學品保 PDCA 之辦學績效及特色 

各項之實際執行成效說明如下： 

1.引進產業界能量－業師協同教學、產業界專家共同規劃課程、產業學院、就業學程：在

「配合社會需求，發展跨領域知能」、「結合產業需求，加強產學鏈結」之目標下，藉由

連結重點產業之人才培育，針對業界具體人才之需求，以就業銜接為導向，執行「產業

學院」及「就業學程」計畫，除遴聘合作企業業界專家到校參與教學外，並共同盤點課

程實施調整，以增進學生專業與實務知能，深化實務能力，自 105 學年度至 107 學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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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申請通過 21 件產業學院計畫，參與學生人數 471 位、合作企業 117 家，總金額 1,470

萬元，及 5 件就業學程計畫，參與學生人數 84 位、合作企業 49 家，總金額 300 萬元，

有效降低學用差異，達到學生畢業即就業之成效。 

105-107 學年度產業學院申請成果表        (單位：新台幣萬元) 
學年度 件數 學生人數 合作廠商 金額 

105 9 145 51 (晶華酒店、星巴克、台新銀行等) 630 
106 5 121 35 (萬泰物流、陽信銀行、亞太電信等) 350 
107 7 205 30 (屈臣氏、新竹物流、大昌華嘉等) 490 
合計 21 471 117 1,470 

105-107 學年度就業學程計畫統計表        (單位：新台幣萬元) 

學年度 件數 學生人數 合作廠商 金額 

105 4 67 39 (新光人壽、關貿網路、天仁茶葉等) 240 

106 1 17 10 (戰國策、就肆電競、翰林出版等) 60 

合計 5 84 49 300 

 

2.提升教師專業知能－教師精進研習工作坊、教師成長社群：鼓勵教師導入創新教學模式

及教材教具設計，舉辦教師專業知能研習與工作坊，藉由教師成長社群，發揮相互學習

功能，帶動整體教師教學成效。105 學年至 107 學年共推動 54 個社群，累計研習場次 50

場，參與教師人次達 4,185 人次。 

3.推動教師掌握產學新知－深度研習、深耕計畫、產學合作：自 105 學年度至 107 學年度，

辦理 6 場「自辦校內」教師實務深度研習及 5 場「主辦跨校」教師實務深度研習，共計

90 位校內教師及 53 位校外教師參與；另有 9 位教師完成為期半年或一年的教師赴企業深

耕服務。此外，本校積極邀請園區業界專家到校協同教學與舉辦實務講座，協助教師建

立實務專家人脈，強化業界與教師互動機制與機會，開拓未來產學合作、學生實習、學

生就業之管道，並利用產學合作計畫或寒暑假赴產業學習，強化實務經驗，創造多贏成

果。 

4.落實教師績效評量－依屬性推動績效評量、優良教師暨優良課程獎勵、一分鐘回饋：教

師績效評量分為教學、研究、輔導及服務三類群組，教師依專長屬性，選擇自己的群組

並努力達成績效目標。94 學年度起學校訂定「教學傑出及優良教師遴選與獎勵規定」，至

今累計有 185 位教師獲獎，105 學年至 107 學年獲獎人數分別為 15、14 以及 15 人。。於

103 學年度起獎勵「教學優良課程」，105 學年至 107 學年優良課程數共計有 1,210 門，優

良課程教師有 713 人。為讓學生於課後有反思機會、且提供即時反饋給教師，自 105 學

年度推動「一分鐘學習回饋活動」，期以該項活動強化師生互動，以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5.推動業界專家協同教學－為落實教學以產業實務為導向，讓學生之專業與業界需求接軌，

本校訂定「德明財經科技大學業界專家協同教學實施規定」，引進業界師資參與教學並豐

富教學內容，藉由業界師資協同教學，共同設計規劃實務性課程，培育學生實務操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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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授課教師全程參與課程設計與規劃，藉由業師分享實務經驗與產業新知，增進實務

知能並了解相關產業脈動，提升教師教學品質。105 學年至 107 學年課程數共計 463 門，

業師參與人次共 1,079 人次，授課總時數 7,749 小時。 

6.推動跨領域學習－跨領域學分學程、跨領域暨產業實務專班：以「教學務實連結-跨域整

合產業接軌-資源共享」為核心，透過跨領域專班、模組化課程、跨領域暨產業實務專班，

達到教師教學實務專業成長、學生多元技能學習之目標。自 103 學年度至 107 學年度，

管理學院、資訊學院以及財金學院，完成學分學程人數分別為 160 人、16 人以及 263 人。

除持續推動跨院學分學程，並成立「金融科技(FinTech)專班」和「冷鏈國際流通專班」

以提升學生就業競爭力。 

7.適性化分級課程－適性分班、英文分級編班：由於新生入學管道多元，故透過商管與非

商管學群學生的成績分流與英檢，進行適性分班與英文分級編班作業，以建構利於因材

施教的教學環境。此外，本校亦針對未曾修習經濟學與會計學之學生，開設暑期加強輔

導班及學期專班，藉此以增強學生學習興趣與自信心。 

8.會考制度－推動校、院、系三級會考、課程進度同步化：為掌握不同學生於同一科目之

學習成效，實施共同會考制度，透過共同進度統一命題等方式，將課程進度與考試同步

化與標準化，自 100 學年度至至 107 學年度，參與會考課程數為 723 門，班級數共有 4,312

班。 

9.推動大四全學年度實習和學產雙導師制度－縮短產學落差、就業輔導：遵循教育部技職

再造計畫之指導策略，縮短學用落差，培養學生實作能力，提升就業競爭力。本校自 99

學年度起即以「實務實習」之方式積極推動校外實習，100 學年度起，逐步規劃「9 學分

必修之專業實習」課程；自 103 學年度起依各系之專業屬性，推動全校「9 學分必修或選

修之全學期校外實習」；自 105 學年度起全面實施「18 學分全學年校外實習」，使學生培

養與職場接軌之能力，實現「提前卡位、順利就業、就業上手」之產學接軌的教育目標。

105-107 學年度學生參與全學年實習(大四必修上學期「專業實習(一)」與下學期「專業實

習(二)」)共計 4,943 位，與本校合作之實習廠商共計 2,039 家，產業面擴及銀行、保險、

證券，物流業、資訊電腦、電子商務、遊戲產業、國際貿易等，如等知名企業。如中信

銀  行、新光銀行、王道銀行、永豐銀行 陽信銀行、板信商銀、富邦人壽、南山人壽、

新光人壽、國泰人壽、  元大證券、仁寶電腦、大眾電腦  、精英電腦、神腦國際、三商

電腦、華經資訊、遊戲橘子數位科技、網龍科技、竹間智能科技、博暉科技、亞太電信、

統智科技、上奇科技 威策電腦、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  、信

義房屋  、永慶房屋、大愛電視台、TVBS、王品集團、統一星巴克、天仁茗茶、PChome、

大昌華嘉、新竹物流、中菲行等。 

 

 

105-107 學年度全學年實習廠商與學生人數統計表 
學年度 實習廠商數 實習學生數 平均每家廠商提供職缺數 

105 714 1,668 2.34 
106 664 1,633 2.46 



20 

學年度 實習廠商數 實習學生數 平均每家廠商提供職缺數 
107 661 1642 2.48 
平均 680 1,648 2.42 

學生到產業界實習之成果，亦可透過雇主滿意度來呈現，105 與 107 學年度雇主滿意度全

校平均皆在 80%以上，顯示全學年必修實習對學生專業能力和雇主肯定度均呈穩定發展。

105-107 學年度各系與全校的實習雇主滿意度如下表所示。 

 

105-107 學年度各系大四實習生之雇主滿意度 

畢業實習後留任情況，各系留任率經過實習廠商甄選、輔導機制運作下，留任率漸有提高，

顯示畢業即就業已有逐步成效。 

學年度 
系 

 
 

105 106 107 學年度 
系 105 106 107 

企業管理系 86.1% 80.8% 90% 保險金融管理系 71.7% 80.4% 97.3% 

行銷管理系暨國際
會展與觀光休閒組 87.6% 78.2% 87.3% 財務金融系 79.7% 84.3% 83.5% 

流通管理系 79.6% 66.5% 81.8% 財政稅務系 85.1% 84.0% 87.1% 

連鎖加盟經營管理
學程 87.5% 87.3% 85.9% 不動產學程 86.2% 82.6% 87.3% 

國際貿易系 85.7% 86.7% 79.5% 會計資訊系 90.8% 81.3% 77.8% 

應用外語系 84.4% 88.1% 86.4% 多媒體設計系 83.1% 90.0% 89.9% 

資訊管理系 82.4% 84.4% 80.2% 資訊科技系 78.4% 80.1% 84.3% 

全校平均 83.4% 82.6% 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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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107 學年度各系大四實習生之留用率 

 

10.職能專業證照－專業證照、就業接軌：各系均有訂定與職業類別相關之職能專業證照，

並且設定為學生之畢業門檻之一；在大學四年修習期間則透過課程與專業證照輔導，以

協助學生建立專業知能，並取得相關職能證照。在 105 、106、107 學年度全校共有 7,180、

5,773 及 6,400 張證照，包括 4,948、4,232、4,557 張職能專業證照。 

11.英語證照－一照在手、職場加分：為確保學生英語程度，本校設有英文畢業門檻，除開

設英檢加強班以加強學生英檢能力外，並於校園提供多種英檢管道，使本校學生英檢通

過率維持在 60%以上。 

學年度 
系 

 

 

 

 

 

 

 

 

 

105 106 107 
學年度 

系 
 

105 106 107 

企業管理系 36.1% 34.4% 45.9% 保險金融管理系 40.9% 53.9% 32.3% 

行銷管理系暨國

際會展與觀光休

 

31.9% 13.4% 23.8% 財務金融系 46.7% 51.3% 63.3% 

流通管理系 51.6% 25.5% 45.7% 財政稅務系 42.1% 55.3% 40.9% 

連鎖加盟經營管

理學程 
40.5% 51.5% 50.6% 不動產學程 48.9% 34.1% 61.4% 

國際貿易系 38.2% 28.4% 30.2% 會計資訊系 40% 37.7% 36.4% 

應用外語系 31.3% 34.1% 41.3% 多媒體設計系 27.9% 23.9% 23.1% 

資訊管理系 35.4% 60.2% 51% 資訊科技系 50.6% 37.8% 41.9% 

全校平均 40% 37.5% 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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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國際思維與多元文化－拓展國際視野、增強國際移動能力：因應資訊科技與全球化的發

展，本校標舉「國際素養」，並透過「國際思維與多元文化」課程，以培養學生的國際觀，

協助其理解及欣賞多元文化，以拓展其國際視野，增強其國際移動能力。 

13.適性輔導－學習預警制度、學習輔導措施、教學助理(TA)：本校設有學習預警制度和各

項學習輔導及心理輔導措施，並輔以教學助理(TA)機制，由教務處、學務處、與教資中

心分工負責，協助提升學生學習成效。本校學生輔導中心編制有 6 位專任心理師，4 位兼

任心理師及 1 位兼任精神科醫師，每學年學生心理輔導機制包含「心理健康高關懷學生

篩檢」、「啟航--全方位心理輔導線上心理測驗」、「自我成長相關議題」班級座談與「導師

輔導知能研習」。學習預警制度透過班級導師、授課教師與課程 TA 輔導，增進學生學習

效能。 

14.推動創新教學模式－鼓勵教師導入創新教學模式及推動資訊科技融入教學，以提升教師

多元教學能力，教學資源中心藉由辦理各項研習活動，協助教師認識 PBL 教學、翻轉教

學、遊戲式學習、ADDIE、STEAM、合作學習、微型課程和深碗課程等創新之教學模式；

協助教師認識 MOOCs、SPOC 等線上課程規劃；推動行動載具和 APP 融入課堂以強化學

習互動模式等，以建立師生課程互動學習模式，落實以學生學習成效為主體的教學品保。

本校自 107 學年度起為鼓勵教師導入創新教學模式，於 108 年 1 月 16 日通過「德明財經

科技大學教學創新獎助規定」，對於應用教學創新和創新課程設計之教師提供適當協助與

獎勵。107 學年度共有 5 位教師、7 門課程獲得獎助。 

15.推動教師產業研習或研究－具體規劃、作法與管控機制： 

(1)將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列入相關規章、辦法或聘約： 

a.為推動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設立「德明財經科技大學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

究推動委員會」(以下簡稱產推會)，負責訂定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之作業規定，

以及教師至合作機構或產業進行研習或研究權益保障等相關事項。 

b.依「技術及職業教育法」第二十六條第一項與「技專校院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

實施辦法」第四條第一項之規定，訂定「德明財經科技大學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

究實施規定」。 

c.教師研習或研究期間，除保留職務、支付薪給、給予公假外，並事先簽訂契約書，

約定研習或研究起迄年月日、服務義務、違反規定應償還費用之條件、核計基準及

強制執行等事項。 

(2)為使教師貼近產業，提升實務教學及研發品質，本校鼓勵教師採取以下三種形式之

一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 

a.利用學期中或寒暑假赴國內或海外產業界進行實地服務。 

b.透過產學合作計畫案與產業界建立長期互動合作模式。 

c.參加各校與產業界共同辦理之國內或海外深度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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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師申請及審核認列機制： 
本校教師應於每年 4 月 15 日或 10 月 30 日前，將申請或認列相關資料送研發處彙

整並提人事室召開產推會審查。實地服務或研究執行前之申請應先經過系、院教評會

審議通過；實地服務或研究、產學合作計畫案及深度實務研習執行後之認列則須先經

過系、院、校教評會審議通過。 

(4)追蹤進度及管考機制： 

a.由本校研究發展處產學合作組負責執行管考相關作業。 

b.各類型計畫主持人應依實際執行情形進行進度檢核，凡計畫內容或經費執行進度落

後者，應敘明原因後送管考單位彙整，以利執行進度管控。 

c.各系應逐年進行週期內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形式、期程及人數之調查及盤點，

並於每年 7 月 31 日前將調查表彙送研發處登錄備查。 

d.本校教師任教每六年為一週期，屆期未依本規定赴產業研習或研究半年者，由研發

處提報名單，經產推會確認後，下一週期不得申請兼職、兼課、校內超支鐘點及晉

薪，直至完成後之當學年度終止。 
 

三、 校務發展願景 
(一)學校目標、定位、願景與辦學特色 

本校以「為國家培育適性的專業人才、為社會注入敦品的企業菁英」為辦學

宗旨與理念。以「發展優質精緻的商管學府、營造產學合一雙贏的環境、促進學

術與實務研究並重、培養專業與品格兼具的人才」為辦學目標，強調「品德第一、

專業為先」，戮力培育專業技能與職場倫理兼備之中高階人才。在教學方面，加強

培育學生專業能力，提升職場競爭力與對企業的貢獻度；在品格方面，注重學生

品格內涵等軟實力的養成，進而實踐負責、關懷、正義、團隊合作及公民素養等

品格。希望培育出樂觀進取、術德兼修的企業最愛人才。 
本校定位為「務實致用之教學型大學」，以「培養業界最愛之專業人才」為辦

學願景，發展特色為「專業為重、品格優先」，和「在地鏈結、產學雙贏」。以下

分述之： 
1.學校特色一：專業為重、品格優先 

德者成人之本，智者成才之源，德育及智育兩者都重要。本校以財經為專業，

將持續落實所有的畢業生皆具財經素養為教育目標，非財金學院學生修習「財經

基本素養」課程，將「財經基本素養」課程列為共同必修，鼓勵年輕學子達成財

務安全、寬裕與自由的理財目標。另以「嚴管勤教」為特色，校內設有全國唯一

的「品格教育中心」，學生均修習「勞作教育與服務學習」課程，培養學生基本做

人處事道理，將來成為企業可信賴的中堅幹部，而「品格優先」理念，符合當前

企業用人趨勢。本校除持續推動創新教學、加強各項專業知識與技能之培養、強

化專業實習、落實教學品保機制之外；並將積極推動並精進包含情緒管理、人際

溝通、團隊合作、基本法律知識及資訊應用能力、語言能力、簡報技巧、良好日

常禮儀及求知習慣、人文美學藝術、生態與環保、健康生活習慣、生命教育、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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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服務、偏鄉服務等學生日常生活品格，落實品格教育，培育業界需要的現代人

才。 
2.學校特色二：在地鏈結、產學雙贏 

為達成「為國家培養適性的專業人才；為社會注入敦品企業菁英」之辦學宗

旨，本校自 105 學年度起推動全學年必修的企業實習課程，3 年在學校，1 年在企

業，以加強就業接軌，全校 12 個系及 2 個學程，1642 位四年級學生，進入約 660
家企業實習，落實產學合一，提供學生探索職涯的管道，提前培養就業力。 

本校鄰近內湖科技園區，加上鄰近文湖線上的南港軟體園區及美麗華商圈，

在地鏈結有其地利優勢。內科企業家數超過 5,000 家，其中金融保險及不動產業

747 家，資訊及通訊傳播業 507 家、批發零售業與運輸倉儲業 2,005 家。南港軟體

工業區企業單位數為超過 400 家，其中金融保險業 65 家，資訊及通訊傳播業 76
家、批發零售業與運輸倉儲業 121 家，其企業性質皆與本校所設系所高度相關，

例如：內湖科技園區的批發零售業運輸倉儲及餐飲業，與本校管理學院各系(企管

系、行銷系、國貿系、流通系、連鎖加盟學程、應外系)的專業緊密相連，其金融

保險及不動產業，與本校的財金學院各系(財金系、會資系、保金系、不動產經管

學程、財稅系)專業環環相扣，其資訊與通訊傳播業則與本校的資訊學院各系(資管

系、資科系、媒計系)專業高度相關。本校長期深耕內科和南軟園區之產學合作，

並且鏈結師生共同參與。合作議題涵蓋「金融科技」、「資訊技術」、「行銷市調」、

「流通服務」及「文化創意」等不同領域；合作企業包括內科的王道銀行、友訊

科技、自由時報、遠通電收，南軟的雲鼎數位科技、勤創科技、關貿網路等鄰近

機構。 105-107 年度本校與內湖科技園區暨南港軟體工業園區共簽訂產學合作案 
58 件，合作企業 累計 28 家，簽約金額 1,215 萬 元 ；在學生專業實習部分， 
105-107 學年度與本校合作之鄰近企業累計廠商數為 458 家，實習學生為 1,043
人。為發揮務實致用的教學型大學特色，與業界共同培育優秀人才，本校持續推

動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相關執行方案，包含「校外實習深度精進計畫」、「亞洲矽谷

智慧流通專業人才培育計畫」、「國際冷鏈物流人才實訓暨認證輔導計畫」、「推動

建立 TM-Fashion 時尚經營管理實作基地計畫」、「全國時尚相關科系人才培育論壇

計畫」、以及「VR 萌芽與創客深焙教學計畫」，以落實「在地鏈結、產學雙贏」之

目標。 

(二) SWOT 分析 

本校分別就人口結構、教育環境、地理位置、區域資源、學校組織與規模等

因素進行 SWOT 分析，下圖為 SWOT 分析之結果彙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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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SWOT 分析 

 

 

 

 

 

 

 

 

 

 

 

 

 

 

 

 

 

 

 

 

 

 

 

 

 

 

 

 

 

 

 

 

 

(三)校務發展計畫策略關聯 

本校中程校務發展計畫架構表如支用計畫書第 28 頁所示，依據上述 SWOT 分

析之結果，分別以學校內部的優勢及劣勢與外部環境的機會及威脅進行可能的策

略組合，並為達成目標及願景所規劃未來年度之發展策略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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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校 SWOT 分析與中程校務發展計畫發展策略之關聯表 
SWOT
組合 

相關本校中程校務發展計畫 
辦學主軸 

發展策略 

S1+T1 

S2+O1 

主軸一：落實教學創新 

主軸五：建構創新精緻校園 

主軸六：提升行政效能 

主軸一： 

提升教師教學綜效、強固學生本職學能、

建構跨域學習環境、精進產學研發質量、

落實專業實務並重 

主軸五： 

強化教研及學習空間與品質 

主軸六： 

健全資訊環境、強化校務管理以精進教育

策略 

S3+O1 

W3+O1 

主軸二：精進學習成效 

主軸三：健全品格教育 善盡社會責任 

主軸四：強化產研實習 推動國際交流 

主軸二： 

落實教學品保、提升人文素養 

主軸三： 

促進身心發展、實踐社會責任 

主軸四： 

區域鏈結產學深耕、全面實習就業接軌 

T3+O2 

T3+S1 

主軸二：精進學習成效 

主軸四：強化產研實習 推動國際交流 

主軸二： 

策進多元招生 

主軸四： 

國際交流多元發展、職場應用終身學習 

S3+T1 

S3+W2 

主軸一：落實教學創新 

主軸三：健全品格教育 善盡社會責任 

主軸四：強化產研實習 推動國際交流 

主軸一： 

精進產學研發質量、落實專業實務並重 

主軸三： 

提升公民素養、落實性別平權、強化學生

自治、實踐社會責任 

主軸四： 

區域鏈結產學深耕、全面實習就業接軌 

W1+O3 

O1+T2 

主軸一：落實教學創新 

主軸三：健全品格教育 善盡社會責任 

主軸四：強化產研實習 推動國際交流 

主軸五：建構創新精緻校園 

主軸一： 

提升教師教學綜效、強固學生本職學能、

建構跨域學習環境、精進產學研發質量、

落實專業實務並重 

主軸三： 

提升公民素養、落實性別平權、強化學生

自治、實踐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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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OT
組合 

相關本校中程校務發展計畫 
辦學主軸 

發展策略 

主軸四： 

獎勵研究務實致用、全面實習就業接軌 

主軸五： 

強化教研及學習空間與品質 

S3+T2 

W3+S3 

主軸一：落實教學創新 

主軸二：精進學習成效 

主軸三：健全品格教育 善盡社會責任 

主軸四：強化產研實習 推動國際交流 

主軸一： 

提升教師教學綜效、精進產學研發質量、

落實專業實務並重 

主軸二： 

提升人文素養、策進多元招生、優化圖書

資源 

主軸三： 

促進身心發展、實踐社會責任 

主軸四： 

區域鏈結產學深耕、全面實習就業接軌 

W2+S2 

S2+O3 

主軸一：落實教學創新 

主軸二：精進學習成效 

主軸三：健全品格教育 善盡社會責任 

主軸六：提升行政效能 

主軸一： 

建構跨域學習、精進產學研發質量、落實

專業實務並重 

主軸二： 

策進多元招生 

主軸三： 

提升公民素養，實踐社會責任 

主軸六： 

強化校務管理以精進教育策略 
 

貳、 學校校務發展計畫 

一、校務發展計畫重點與內容 

本校中程校務計畫依據辦學宗旨與理念、願景、目標及定位擬定六大辦學主軸，

下設發展策略，請參閱德明財經科技大學 108-112 中程校務計畫架構表(支用計畫書第

28 頁)，並研擬相關具體行動方案，以及配合補助經費之來源，詳列於 108-112 學年度

中程校務計畫表(支用計畫書第 29-35 頁)，計畫重點及內容請參閱附表 5(支用計畫書第

79-90 頁)。 



28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108-112學年度中程校務發展計畫架構表 

辦學主軸  主軸一 
落實教學創新 

 主軸二 
精進學習成效 

 主軸三 
健全品格教育 
善盡社會責任 

 主軸四 
強化產研實習 
推動國際交流 

 主軸五 
建構創新精緻 

校園 

 主軸六 
提升行政效能 

             

發展策略 

 1. 提升教師教學
綜效 

2. 強固學生本職
學能 

3. 建構跨域學習
環境  

4. 精進產學研發
質量 

5. 落實專業實務
並重 

 1.落實教學品保 

2.提升人文素養 

3.策進多元招生 

4.優化圖書資源 

 

 1. 提升公民素養 

2.促進身心發展 

3.落實性別平權 

4.強化學生自治 

5.實踐社會責任 

 1. 獎勵研究務實
致用 

2. 區域鏈結產學
深耕 

3. 全面實習就業
接軌 

4. 國際交流多元
發展 

5. 職場應用終身
學習 

 1. 營造人文化及
無障礙環境 

2. 推動綠色大學
校園 

3. 提升安全優質
校園學習環境 

4. 強化教研及學
習空間與品質 

 1.強化行政 e 化 

2.健全資訊環境 

3.落實服務品質 

4.強化內部控制
制度 

5.強化校務管理
以精進教育策
略 

 

辦學宗旨
與理念  為國家培養適性的專業人才  為社會注入敦品的企業菁英 

    
辦學願景      進步優質學府  業界最愛科大  

    
學校定位  務實致用的教學型大學  

 
 
 
 
 
 

   
辦學目標  (一)發展優質精緻的商管學府 (二)營造產學合一雙贏的環境 (三)促進學術與實務研究並重 (四)培養專業與品格兼具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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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程校務計畫表 
主軸一 落實教學創新(財金學院) 

計畫編號 具體行動方案（計畫名稱） 使用獎勵 
補助經費 

使用高教深
耕計畫經費 

1. 提升教師教學綜效 
A1-1-1(延續) 專業實習與就業媒合成果觀摩競賽–基礎面向  V 

A1-1-2(延續) 深化會計資訊專業創新多元教學–基礎面向 V V 

A1-1-3(延續) 多元化開設金融與保險課程–基礎面向 V  

A1-1-4(延續) 建構中高階理財人才培育中心–精進特色   

A1-1-5(延續) 深化不動產投資與經營專業教學–基礎面向 V  

A1-1-6(延續) 教師面之改善–基礎面向 V  

2. 強固學生本職學能 
A1-2-1(延續) 輔導學生取得會計及會計資訊專業證照–基礎面向  V 

A1-2-2(延續) 執行保險金融證照提升計畫–基礎面向   

A1-2-3(延續) 務實致用增能計畫–基礎面向 V V 

A1-2-4(延續) 提升學生財稅專業能力–精進特色 V V 

A1-2-5(延續) 提升學生不動產投資與經營專業能力–精進特色   

3. 建構跨域學習環境 

A1-3-1(延續) 理財與行銷跨領域學分學程–基礎面向   

A1-3-2(延續) 金融與國際商務學分學程–基礎面向   

4. 精進產學研發質量 
A1-4-1(延續) 精進院級「財金證照培訓中心」–基礎面向   

A1-4-2(延續) 提升教師財稅專業研發能力–基礎面向  V 

A1-4-3(延續) 提升教師不動產專業研發能力–基礎面向   

5. 落實專業實務並重 
A1-5-1(延續) 提升學生會計職場專業實務能力暨就業能力–精進特色  V 

A1-5-2(延續) 專業精進與學用合一計畫–精進特色  V 

A1-5-3(延續) 產學與校外實習增進計畫–基礎面向  V 

A1-5-4(延續) 師生實務增能計畫–精進特色  V 

A1-5-5(延續) 師生實務增能計畫–精進特色  V 

A1-5-6(延續) 師生實務增能計畫–精進特色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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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軸一 落實教學創新(管理學院) 

計畫編號 具體行動方案（計畫名稱） 使用獎勵 
補助經費 

使用高教深耕
計畫經費 

1. 提升教師教學綜效 

B1-1-1(延續) 教師面之改善–基礎面向 V  

B1-1-2(延續) 推動問題導向式的產業個案教學法-精進特色  V 

B1-1-3(延續) 
維護、汰換國貿模擬操作教室與商務情境教室電腦

設備；維護、更新及建置教學軟體-基礎面向 
V  

B1-1-4(延續) 改善與強化專業教學軟硬體設備-基礎面向 V V 

B1-1-5(延續) 
專業教室電腦汰換建置、教學設備與軟體更新及維

護-基礎面向 

V 
 

B1-1-6(延續) 改善與強化專業教學軟硬體設備-精進特色 V  

B1-1-7(新增) 建置多功能日本文化教室-精進特色 V  

B1-1-8(延續) 
連鎖企業門市情境教室—連鎖企業門市虛實整合

營運系統-精進特色 
  

B1-1-9 (新增) 建置時尚經營管理專業教室–基礎面向 V  

2. 強固學生本職學能 

B1-2-1(延續) 
各系舉辦專題成果發表會及參與校外專題發表競

賽-精進特色 

 
V 

B1-2-2(延續) 建置專業特色的整合行銷專業教室-精進特色   

B1-2-3(延續) 行銷與會展專業教學環境建置計畫-精進特色 V  

B1-2-4(延續) 建置碩士班研究室與專業教室-基礎面向 V  

B1-2-5(延續) 
擴充教學資源計畫暨維護電腦設備與軟體更新及

維護計畫-基礎面向 
  

B1-2-6(新增)  時尚經營管理TM-Fashion 實作基地–精進特色  V 

3. 建構跨域學習環境 

B1-3-1(延續) 跨領域實務專題製作與展演計畫 -精進特色   V 

B1-3-2(延續) 建構跨領域學習環境計畫-精進特色  V 

B1-3-3(延續) 培育跨領域之優質人力計畫-精進特色   

B1-3-4(延續) 冷鏈物流人才實訓暨認證輔導計畫-精進特色  V 

B1-3-5(延續) 建置智慧流通教學場域與產學鏈結合作-精進特色;   V 

B1-3-6(新增) 建置智慧環境教學計畫-精進特色 V  

4. 精進產學研發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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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編號 具體行動方案（計畫名稱） 使用獎勵 
補助經費 

使用高教深耕
計畫經費 

B1-4-1(延續) 師生實務增能計畫-精進特色  V 

B1-4-2(延續) 職場技能躍升計畫 -精進特色  V 

B1-4-3(延續) 師生實務增能計畫-精進特色  V 

B1-4-4(延續) 
以冷鏈實驗室為核心之流通服務業供銷情境營運

平台-精進特色 
  

B1-4-5(新增) 大數據分析與數位行銷應用-精進特色   

5. 落實專業實務並重 

B1-5-1(延續) 強化經營管理動態與模擬教學法-精進特色   

B1-5-2(延續) 貿易商品展模擬競賽-精進特色   

B1-5-3(延續) 主(協)辦經營管理相關競賽-精進特色  V 

B1-5-4(延續) 
主(協)辦或參與行銷、會展與觀光領域相關競賽與

活動-精進特色 
  

B1-5-5(延續) 專業證照輔導計畫-精進特色   

B1-5-6(延續) 專業證照輔導與補助實施計畫-精進特色   

B1-5-7(延續) 舉辦與鼓勵學生參加校內外語文競賽-精進特色   

B1-5-8(延續) 連鎖加盟創新創業競賽-精進特色   

B1-5-9(新增)  主(協)辦時尚經營管理相關競賽與活動–精進特色  V 

B1-5-10( 新
增) 專業證照輔導計畫–精進特色   

B1-5-11( 新
增) 推動跨域創新的參與式教學方法–精進特色 V  

主軸一 落實教學創新－資訊學院 

計畫編號 具體行動方案（計畫名稱） 
使用獎勵 
補助經費 

使用高教深耕
計畫經費 

1. 提升教師教學綜效 
C1-1-1(延續) 虛擬實境教學研發計畫-精進特色 V V 

C1-1-2(延續) 教師面之改善–基礎面向 V  

C1-1-3(延續) 
發展雲端運算、物聯網與行動應用服務創新教學與

實務技術應用-基礎面向 
V  

C1-1-4(延續) 
發展智慧網管與資安創新教學與實務技術應用-基
礎面向 

V  

C1-1-5(延續) 
發展金融科技與巨量資料分析創新教學與實務技

術應用-基礎面向 
V V 

C1-1-6(延續) 全面性師生創新教學並進能力精進計畫-精進特色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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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編號 具體行動方案（計畫名稱） 
使用獎勵 
補助經費 

使用高教深耕
計畫經費 

C1-1-7(延續) 多媒體設計創作教師能力精進計畫-精進特色   

2. 強固學生本職學能 
C1-2-1(延續) 強化校際競賽-基礎面向   

C1-2-2(延續) 電腦教室及實驗室汰換與建置工程計畫-基礎面向 V  

C1-2-3(延續) 學生證照輔導計畫-基礎面向   

C1-2-4(延續) 建置基本資訊實作技能認證計畫-精進特色   

C1-2-5(延續) 電腦專業教室與相關設備-基礎面向 V  

C1-2-6(延續) 擴建專題製作實驗室-精進特色 V V 

C1-2-7(延續) 繪畫能力提升計畫-基礎面向   

C1-2-8(延續) 教學環境暨專題實驗室升級改善計畫-基礎面向 V V 

3. 建構跨域學習環境 
C1-3-1(延續) 創客模式研究中心-精進特色 V V 

C1-3-2(延續) 建構 AI 金融科技跨領域學習環境-精進特色   

C1-3-3(延續) 擴建智慧型系統實驗室-精進特色 V  

C1-3-4(延續) 擴建雲端應用設計實驗室-精進特色 V  

C1-3-5(延續) 影視音數位匯流計畫-精進特色 V V 

C1-3-6(延續) 學習成果整合計畫-精進特色  V 

4. 精進產學研發質量 

C1-4-1(延續) 辦理實務研討會或學術研討會-基礎面向   

C1-4-2(延續) 行動資訊與未來生活創意空間精進計畫-基礎面向 V  

C1-4-3(延續) 資訊教師研發能力精進計畫-精進特色   

5. 落實專業實務並重 
C1-5-1(延續) 師生實務增能計畫-精進特色   

C1-5-2(延續) 師生銜接職場就業專業能力訓練計畫-精進特色   

C1-5-3(延續) 師生實務增能計畫-精進特色 V V 

C1-5-4(延續) 師生實務增能計畫-精進特色  V 

主軸二 精進學習成效 

計畫編號 具體行動方案（計畫名稱） 
使用獎勵 
補助經費 

使用高教深耕
計畫經費 

1. 落實教學品保 

2-1-1(延續) 更新普通教室教學設備-基礎面向 V  

2-1-2(延續) 推動校、院、系三級會考-精進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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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編號 具體行動方案（計畫名稱） 
使用獎勵 
補助經費 

使用高教深耕
計畫經費 

2-1-3(延續) 強化專業基礎能力輔導機制-精進特色  V 

2-1-4(延續) 精進教師教學能力-基礎面向  V 

2-1-5(延續) 促進教學同儕攜手成長-基礎面向 V V 

2-1-6(延續) 推動創新教學模式-精進特色 V V 

2. 提升人文素養 

2-2-1(延續) 增進語言與人文素養-基礎面向 V V 

3. 策進多元招生 
2-3-1(延續) 生源永續發展-基礎面向 V V 

2-3-2(延續) 回流教育招生計畫-基礎面向   

4. 優化圖書資源 
2-4-1(延續) 圖書資源融滲教與學-基礎面向 V V 

主軸三 健全品格教育 善盡社會責任 

計畫編號 具體行動方案（計畫名稱） 使用獎勵 
補助經費 

使用高教深耕

計畫經費 
1. 提升公民素養 
3-1-1(延續) 增進公民素養-基礎面向 V  

3-1-2(延續) 紮根品格教育-精進特色 V V 

2. 促進身心發展 
3-2-1(延續) 推動三級預防輔導工作-基礎面向 V  

3-2-2(延續) 推動健康促進系列活動-基礎面向 V  

3-2-3(延續) 綜合性運動技能與知能成長-基礎面向  V 

3-2-4(延續) 推動助學措施-基礎面向   

3. 落實性別平權 

3-3-1(延續) 性別平等教育推展工作計畫-基礎面向 V  

4. 強化學生自治 
3-4-1(延續) 強化學生自治功能-基礎面向 V  

5. 實踐社會責任 

3-5-1(延續) 發展社會責任方案-基礎面向 V  

3-5-2(延續) 高教深耕扶立專案-基礎面向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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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軸四 強化產研實習 推動國際交流 

計畫編號 具體行動方案（計畫名稱） 
使用獎勵 
補助經費 

使用高教深耕
計畫經費 

1. 獎勵研究務實致用 

4-1-1(延續) 教師改善教學計畫-基礎面向 V  

2. 區域鏈結產學深耕 

4-2-1(延續) 厚植教師實務能量落實產學合一-基礎面向   

3. 全面實習就業接軌 

4-3-1(延續) 全面實習務實致用-精進特色  V 

4-3-2(延續) 實務增能就業接軌-基礎面向  V  

4-3-3(延續) 畢業流向就業追蹤-基礎面向  V 

4. 國際交流多元發展 
4-4-1(延續) 推動國際交流多元發展計畫-基礎面向   

5. 職場應用終身學習 

4-5-1(延續) 職場應用終身學習計畫-基礎面向   
主軸五 建構創新精緻校園 

計畫編號 具體行動方案（計畫名稱） 
使用獎勵 
補助經費 

使用高教深耕
計畫經費 

1. 營造人文化及無障礙環境 

5-1-1(延續) 學生宿舍外掛電梯等設施改善工程-基礎面向   

5-1-2(新增) 綜合大樓電梯機能更新改善工程-基礎面向   

2. 推動綠色大學校園 

5-2-1(新增) 綜合大樓中央空調管理系統等工程-精進特色   

5-2-2(新增) 綜合大樓中央空調系統增設 200RT 冰水主機等工

程-基礎面向 
  

5-2-3(延續) 校園植栽美化工程-基礎面向   

5-2-4(延續) 全校大樓室內空氣品質改善-精進特色   

3. 提升安全優質校園學習環境 

5-3-1(延續) 校園階梯藝術氛圍營造工程-基礎面向   

5-3-2(延續) 
強化四合院等建築物耐震修復、結構補強措施及

校舍補照-基礎面向 
  

5-3-3(延續) 
強化圖書總館建築物整體更新外觀工程-基礎面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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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編號 具體行動方案（計畫名稱） 
使用獎勵 
補助經費 

使用高教深耕
計畫經費 

5-3-4(延續) 校區安全平面圖更新－基礎面向   

5-3-5(新增) 全校各大樓火警受信總機汰換－基礎面向   

4. 強化教研及學習空間與品質 

5-4-1(延續) 更新普通教室學生座椅-基礎面向 V  

5-4-2(延續) 建置創新未來教室-精進特色  V 

5-4-3(延續) 學生宿舍新建工程－基礎面向   

5-4-4(新增) 學生宿舍床組、衣櫃及書桌更新工程－基礎面向   
主軸六 提升行政效能 

計畫編號 具體行動方案（計畫名稱） 
使用獎勵 
補助經費 

使用高教深耕
計畫經費 

1. 強化行政 e 化 
6-1-1(延續) 提升行政及教學 e 化品質-基礎面向 V  

2. 健全資訊環境 
6-2-1(延續) 資訊安全及網路管理-基礎面向 V V 

6-2-2(延續) 汰換更新電腦教學資訊設備-基礎面向 V  

3. 落實服務品質 
6-3-1(延續) 提升教學及行政服務品質-基礎面向 V  

4. 強化內部控制制度 
6-4-1(延續) 落實內部控制制度-基礎面向   

5. 強化校務管理以精進教育策略 
6-5-1(延續 ) 強化校務專業管理與研究-精進特色  V 

 
二、校務發展計畫之規劃、組織分工與運作、管考及輔導機制 

本校中程校務發展計畫的規劃過程，首先由各行政與學術單位主管依據本校辦學

宗旨與理念、願景、目標、定位擬定辦學主軸及發展策略，以及參考學校事務發展委

員會議給予建議，研擬具體行動方案，再由各相關單位擬訂細步計畫。經中程校務發

展計畫會議、校務會議及董事會議審議通過。 

本校所訂定之中程校務發展計畫，提出「落實教學創新」、「精進學習成效」、「健全

品格教育 善盡社會責任」、「強化產研實習 推動國際交流」、「建構創新精緻校園」、「提

升行政效能」等六大辦學主軸。期望藉由中程校務發展計畫，強化本校的內在核心競

爭力，進而提升本校的外在競爭優勢。 
本校中程校務發展計畫經校務會議及董事會議審議通過後，各行政及學術單位依

計畫內所訂之行動方案，納入各單位年度工作計畫與預算中，經會計室複審確認之後，

依計畫具體行動方案執行。 



36 

每年 3-4月份及 10-11月份由秘書室負責追蹤管考，將各執行單位之成果區分為（一）

已執行、（二）執行中及（三）不執行三大類，予以列表追蹤；對於前述第（一）類

之已執行部分，檢視其預期成效所編量化與質化目標值之達成情形，如有未達標部分

由執行單位說明理由提會討論；第（二）、（三）類之未完成計畫執行的部分，由執

行單位說明理由，分析其預算及計畫所列量化、質化目標值之實際完成情形，同時列

入修正該單位下學年度中程校務發展計畫草案編列之重要參照指標，採取按學年度滾

動式管考機制，以落實 P.D.C.A 自我改善機制。 
 為達成校務發展與永續經營之目標，本校於 107 年度起執行高教深耕計畫，擬定

下列四項重點策略： 
(一)凸顯特色辦學，呈現經營績效 

少子化浪潮襲捲之下，本校以「務實致用的教學型大學」自我定位(支用計畫書第

24 頁)，加強發展「專業為重、品格優先」和「在地鏈結、產學雙贏」之辦學特色(支
用計畫書第 24-25 頁)，以增加學校競爭優勢，吸引學子就讀，減低少子化衝擊，促成

學校永續經營。 
(二)強化教學品保、提升教育品質 

良好的教學品質，能建立口碑，促使招生順利、降低輟學、轉學率。本校推動系、

院、校三級教學品保(支用計畫書第 18-19 頁)，加強自我審核及自我評鑑，並引入外部

評鑑認證(管科會及台評會)，以自我管控教育品質，落實校務永續發展。 
(三)有效分配、運用經費，支持校務發展 

本計畫所提各分項計畫皆經過系、院、校之逐級討論，依內控機制(支用計畫書第

69 頁)確認合理可行後才予以審核通過，每個月召開計畫執行成效管考會議，務期努力

達成預計效益，達成長久發展之目標。 
 (四)強化產學合作，提升就業率、促成經濟成長 

本校教師研究和學生實習、就業與內湖科學園區各廠商因地利之便，而有很好的

產學合作(支用計畫書第 25 頁)，本計畫希望擴大結合在地廠商之能量，對師生個人、

廠商研發能量、國家經濟發展皆具正面功效，對學校之永續發展亦深具助益。 
本校在高教深耕計畫和中程校務發展計畫之後續推動和管考詳述如下： 

(一)本校之高等教育深耕計畫係結合本校中程校務發展計畫後規劃推動 
本校為落實技職教育「務實致用的教學型大學」的自我定位，擬定高教深耕計畫

設定目標為：專業品格雙軌並進、學術實務研究並重、在地鏈結產學雙贏、和精緻優

質商管學府；其與本校中程計畫之辦學四大目標：(一)發展優質精緻的商管學府(二)營
造產學合一雙贏的環境(三)促進學術與實務研究並重(四)培養專業與品格兼具的人才

完全一致。不僅四大目標之結合推動，本校高教深耕計畫的對應策略與中程校務發展

計畫的六大辦學主軸其各項發展策略亦相契合。為確保高教深耕計畫四大目標之達成，

分別擬定各項推動策略，其對應策略之架構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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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結合中程校務發展之高等教育深耕計畫之組織分工與運作、管考及輔導機制 

高教深耕計畫係以「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之雙軌並進，且由校長領導全校

行政和學術單位全力投入進行規劃。計畫目標之擬定乃參酌學校事務發展委員會、校

內各委員會、學生會代表、和校外專家之諮詢意見，並植基於本校中程校務發展計畫

為規劃原則以達相輔相成之效。計畫之推動和各項策略以具前瞻、跨領域、和具體可

行，而能落實於教學現場並培育學生關鍵基礎能力和就業能力為主要考量。 

為確保達成本計畫之落實執行，依據品質管理循環(Plan-Do-Check-Act,PDCA)按規

劃、執行、查核與行動來進行活動與控管，以確保目標之達成，並進而促使品質持續

改善。本校管考機制包含「外部管考」與「內部管考」兩部分，外部管考機制由教育

部技職司執行；內部管考機制由秘書室、教學資源中心、教務處、學務處、研發處、

人事室和會計室分責控管目標計畫執行與財務經費控管，以有效達成計畫規劃、決策

落實、策略執行成效與進度考核等管考機制。 

「高教深耕計畫」由校長擔任計畫總召集人，主任秘書擔任副召集人，教學資源

中心主任擔任計畫執行長，依據「落實教學創新及提升教學品質」、「發展學校特色」、

「提升高教公共性」與「善盡大學社會責任」四大構面建立完善的分工控管制度，並

定期召開「高教深耕計畫推動小組會議」由各執行單位提報計畫執行成果，檢視進度

並適時檢討與修正，以達計畫預期之成效。整體之管考組織架構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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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深耕計畫為本校中程校務發展之重點，結合校務發展委員會，充分運用本校

學術、教學、研究與行政服務系統之資源，定期檢核計畫執行與管考、經費運用，繼

而評估整體績效。本校計畫推動管控小組分工為「落實教學創新及提升教學品質」由

教學資源中心主任與教務長共同擔任，「發展學校特色」由秘書室主任秘書擔任，「提

升高教公共性」由教學教資中心主任、人事室主任、和會計室主任共同擔任，而「善

盡大學社會責任」則由學務長與研發長共同擔任之；而各計畫均配置有專職組員及專

任助理，以協助計畫之執行與管考。此外，為達到本校辦學資訊公開化，由電算中心

管控「高教深耕專區」之網路平台，即時回饋計畫執行情形，藉由公開資訊網站，讓

全校師生與公共大眾瞭解本校特色與發展。 

校務中程發展計畫及高教深耕計畫追蹤回饋機制方面，根據「財務面」與「非財

務面」之相關配套措施如下： 

1.「財務面」：訂定計畫經費核銷及公文核章等流程，嚴謹管控計畫經費，提高經費運

用執行效率，並定期檢討各分項子計畫經費使用情形。 

2.「非財務面」：主要以內部流程面與資訊公開面為兩大方向。內部流程控管包含訂定

管考報表與定期召開工作執行會議與諮詢/檢討會議。管考報表設計涵蓋分項計畫說

明、計畫指標、作業程序與控管表格；工作執行會議定期追蹤計畫執行進度與成效，

並制定業務或工作報告之格式，以利各學院、系所查閱並確實執行與後續績效指標

之評估；而諮詢/檢討會議聘請外部專業諮詢委員、校友、業界代表、專家學者等到

校諮詢，並持續追蹤建議改善之後續辦理情形；辦理自我評鑑，針對評鑑委員訪視

意見，逐一修正調整並優化計畫內容，共同提升教學品質與學生學習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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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學校辦學特色與校務發展計畫關聯說明 
本校辦學特色與計畫關聯性及達成辦學特色之具體與精進策略彙整如下表： 

辦學特色
項目 達成辦學特色之具體、精進策略與計畫 

辦學目標
與 

校務治理 

一、 學校願景及發展策略。 
1.1 學校辦學願景：進步優質學府  業界最愛科大。 

1.1.1 進步優質學府：積極努力營造優質的教學與學習環境用以培育學生，並積極
營造優良學術氛圍，協助教師教學、研究與專業發展。學校的課程設計、教學
方法、行政管理、資源統整、校園營造和學校文化所建構的敎育環境，能符合
甚至超越使用者的教育、生活和學習需求，進而達到經營「優質科技大學」的
目標，並依此指標作為「校務經營管理」的重要依循方向。 

1.1.2 業界最愛科大：打造本校成為學生從畢業到就業無縫接軌之教學型大學特色，
積極推動品德教育，結合服務學習與友善的關懷，期使本校所培育出來的學
生，不僅擁有專業職能與就業競爭力，還要兼具良好品德與素養之軟實力，期
使本校成為 「業界最愛的科大」。 

1.2 發展策略：依據本校之辦學宗旨與理念，在辦學目標引導下，規劃六項辦學主軸
並擬訂發展策略如下： 

辦學主軸 發展策略 

一、 落實教學創新 
(1)提升教師教學綜效 (2)強固學生本職學能 (3)建構跨域學習環境  
(4)精進產學研發質量 (5)落實專業實務並重  

二、 精進學習成效 
(1)落實教學品保 (2)提升人文素養 (3)策進多元招生  
(4)優化圖書資源   

三、 健全品格教育
善盡社會責任 

(1)提升公民素養 (2)促進身心發展 (3)落實性別平權 

(4)強化學生自治 (5)實踐社會責任  

四、 強化產研實習
推動國際交流 

(1)獎勵研究務實致用 (2)區域鏈結產學深耕 (3)全面實習就業接軌 
(4)國際交流多元發展 (5)職場應用終身學習  

五、 建構創新精緻
校園 

(1)營造人文化及無障礙環
境 (2)推動綠色大學校園 (3)提升安全優質校園

學習環境 
(4)強化教研及學習空間與
品質   

六、 提升行政效能 
(1)強化行政e化 (2)健全資訊環境 (3)落實服務品質 

(4)強化內部控制制度 (5)強化校務管理以精
進教育策略  

 
二、 學校財務管理及內控機制。 

(一)特色：按季檢討管控預算。 
(二)具體與精進策略 

1 學校建立健全會計制度及內部控制程序，達到財務公開透明化之目標。 
1.1.有關財務報表之編製、揭露及各項會計處理，皆遵行本校會計制度，並使

全校對於會計事務之處理程序有所遵循。預算以每季檢討並管控。 
1.2.本校會計、出納人員之任用均符合私校法之規定任用，會計作業均依本校

會計制度辨理，並每學期不定期盤點銀行存款及有價證券二次，以達內部
控制管理。 

1.3.本校訂有財產物品管理準則，財產保管、維護與盤點方面均依照規定辨理，
嚴格執行財產之變動、保管、列帳等相關程序。保管組定期盤點財產，會
計室會同抽查盤點，以落實盤點制度。 

1.4.本校歷年財務報表均委任教育部公布合格會計師事務所簽證，並呈報董事
會及主管機關備案。同時公告於本校會計室網頁，提供各單位查詢，以達
本校財務資訊公開化、透明化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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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學特色
項目 達成辦學特色之具體、精進策略與計畫 

 (三)相關計畫：本校內部控制相關計畫如主軸六-提升行政效能-策略 4 強化內部控
制制度【計畫 6-4-1 落實內部控制制度】，五年財務計畫請參閱光碟
附件辦學特色項目一(二-1)。 

 
三、師資結構、人力配置、行政支援與服務。 

(一)特色：本校是為技職體系大學，是以除了共同科目教師外，任教專業科目教師
156 人，其中具有專業實務經歷者 92 人，比例達 58.97%，新聘專業科目教師則
均須具有實務經歷。 

(二)具體與精進策略 
1.本校定位為教學型技職體系大學，是以新聘教師以具實務經歷為其必要條件，
現職教師則鼓勵其以參與研習、赴業界實習等方式與實務界接觸，以落實為社
會注入敦品的企業菁英之目的，目前助理教授以上師資佔專任教師比率
79.57%。 

2.學術單位院級置有院長、院秘書各乙位，系則置有系主任及系秘書各乙位，另
依各系之業務繁重情形配置有專案教師協助系主任推動系務。 

3.本校行政單位有四處(教務、學生事務、總務、研究發展)、三室(秘書、會計、
人事)、一館(圖書)、三中心(電子計算機、推廣教育、教學資源)，各單位依組
織規程分工辦理，依法制定相關辦法、規定，並定有內控手冊及內稽制度，提
供教職員工及學生優質化的服務。 

4.本校專任教師 230 人，兼任教師 239 人，職員工 129 人。 
(三)相關計畫： 

1.相關師資聘任，改善教師教學設備工具，以及教師赴業界實務實習計畫如主軸
一-落實教學創新-策略 1 提升教師教學綜效【計畫 A1-1-6、B1-1-1、C1-1-2 教
師面之改善】，以及主軸二-精進學習成效-策略 2 提升人文素養【計畫 2-2-1 增
進語言與人文素養。】 

2.行政支援與服務計畫如主軸六-提升行政效能策略 1~6 各項計畫(支用計畫書第
35 頁)。 

 
四、因應少子女化學校發展策略。 

(一)特色：在當前學生來源逐漸遞減的教育環境下，本校針對新生入學管道、學生
畢業學校種類及新生區域分布分，為持續保有招生質量兼備、落實人才培育銜
接、強化適性選才增加生源多樣性及提升招生審查機制品質與成效等特色，擬定
固本、扎根、開源及節流四大招生策略。 

(二)具體與精進策略： 
1.固本：型塑各系特色(軟硬體)、強化教學品質(品保) 、落實校外實習、縮短學
用落差。 

 2.扎根： 
2.1 積極參與招生宣傳活動，如升學博覽會、入班說明會、到校參訪、模擬面

試、演講、評審等。 
2.2 推甄、聯登報到時舉辦新生家長說明會。 
2.3 技優、推甄面試時增加系所特色說明及校園導覽。 
2.4 分配各系深耕兩所策略聯盟高中職校，強化互動。 
2.5 成立專案辦公室，提升招生審查機制品質。 

3.開源： 
3.1 提高外加名額註冊率：適當調整高中生申請入學及技優管道各系組學程分

配名額，適度調整書審/學測成績之配分比重(思考學生觀點)。 
3.2 積極招收境外學生：開設境外生專班、積極海外招生，如國貿系與會資系

招收越南專班。 
4.節流： 

4.1 強化輔導工作：減少休、退、轉學比，增加就學穩定率。 
4.2 增加對就讀科系向心力與認同感：安排數場職涯講座發揮系友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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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學特色
項目 達成辦學特色之具體、精進策略與計畫 

 (三)相關計畫：主軸二-精進學習成效-策略 3 策進多元招生【計畫 2-3-1 生源永續發
展】及【計畫 2-3-2 回流教育招生計畫】。 

教師教學
與 

學生學習 

一、 健全發展實務課程及多元學習機制。 
(一) 特色：整合本校財金學院、管理學院、資訊學院，務實推動跨領域學分學程，

並於 108 學年第二學期起，推動數位科技微學程，並辦理大四全學年實習。 
因應多元入學生源，針對大一入學前辦理基礎專業課程加強班與學院專班，奠
定專業基礎以利後續學習；亦有辦理拔尖考試，使程度較佳學生，能在通過考
試後抵免基礎科目，將時間保留下來修習其他科目。 

(二)具體與精進策略 
1.本校於課程規劃時，諮詢業界代表、學界代表、學生代表、畢業校友等之意見
回饋，適時檢討各系(碩士班)專業必選修科目之學分數，為使規劃之課程能與
產業之需求與發展趨勢有效接軌，各系(碩士班)已擴大參與層面，延聘校友、
校外專家與產業相關人士，擔任課程規劃委員，並召開課程規劃會議，以協助
確定系(碩士班)、學程之產業定位與學生進入職場所需具備之工作能力。 
本校級校課程規劃委員會，均聘請中大型企業高階主管為業界代表，透過本校
就業學程業界委員建議，修訂各系課程以培養業界需求之人才。 

2.本校自 105 學年起，大四學生需修習「專業實習」課程，於各系專業相關行業
進行為期一年之業界實習。 

3.本校學生除學習自身所就讀系之專業外，若有需求可申請輔系或雙主修進行跨
領域學習，如果時間有限無法完整修習輔系或雙主修所規劃的課程，亦可修習
本校各學院之跨領域學分學程，對有興趣之非本系專業課程進行學習。 
3.1 各學院跨領域學分學程如下： 

3.1.1 管理學院：冷鏈國際流通、電子商務、貿易商務、消金商品行銷、流通
服務、國際會展、社群經營行銷、時尚經營管理等 8 個跨領域學分學程。  

3.1.2 財金學院：金融與國際商務及理財與行銷等 2 個跨領域學分學程。 
3.1.3 資訊學院：數位行銷、財金資訊及虛擬實境等 3 個跨領域學分學程。 

4.德明財經科技大學亦與 MSU(Metropolitan State University)合作舉辦跨國雙學
位課程，大一至大三於本校修讀，大四至 MSU 就讀，兩校學分將互相承認，
學員大四畢業同時取得本校及 MSU 兩張畢業證書。  

(三)相關計畫：相關計畫：跨域學習計畫如主軸一-落實教學創新策略 3-建構跨域學
習環境相關計畫【財金學院計畫 A1-3-1 及 A1-3-2】、【管理學院計畫
B1-3-1 至 B1-3-5】及【資訊學院計畫 C1-3-1 至 C1-3-6】(支用計畫書
P.29-30、32)。 

 
二、 實習課程規劃、合作機構篩選、實習生權益保障及學習成效評估機制。 

(一)特色： 
1.落實教學與實務並重、推動大四生全學年實習以銜接就業：本校自 99 學年度
起，即積極推動「實務實習」相關課程；99 學年度至 103 學年度採雙軌制（選
修「實務實習」、必修「專業實習」）執行校外實習課程，並循序推展到 105
學年度全學年必修之「專業實習」至今，期以縮短「學用落差」，實現「提前
卡位、順利就業、就業上手」之產學接軌的教育目標，以創造學生銜接就業
之契機，105-107 學年度學生參與必修「專業實習」的人數分別為 1,668、1,634、
1,646 人，參與實習之機構分別為 714、664、661 家。實習機構雇主滿意度分
別為 83.4%、82.6%、85.6%，實習機構續用意願分別為 85.8%、86.0%、85.7%，
實習學生留用實習機構分別為 40％、37.5%、39.5%。 

2.完善實習規範，以達「提前卡位、順利就業、就業上手」之產學接軌教育目
標：專業實習訂有妥善的執行程序，包括實習組織、法規、課程規劃（核心
能力與工作具備知能）、實習機構評估與篩選、媒合說明、面試及分發、實習
替代方案（修課代實習）、實習輔導及訪視、異常處理（轉職、爭議申訴）、
返校研習及座談、成果發表、成績考評、實習效益評估（雇主、家長、學生
滿意度調查）及外部回饋、實習課程改善等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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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品格優先融滲於正式與非正式課程：為培育學生具備涵養品格與實踐禮儀能
力及服務學習與關懷社會能力，由通識教育中心規劃品格與公民素養、孝經、
生活禮儀、服務學習、智慧財產權與網路侵權、職業安全衛生概要等正式課
程，目前大一班級之「勞作服務學習」列為必修課程，藉此培養學生同理心
及關懷社會之品格素養。 

(二)具體與精進策略 
1.本校採階梯式進程方式逐步規劃推動學生校外實習： 

1.1 實務實習：各系以實務實習方式開設實習課程，結合理論與實務，使學生
瞭解職場環境、取得實務經驗，並培養職場倫理及工作態度，從「做中學，
學中做」中養成就業能力。本校自 99 學年度起，即逐步規劃校外實習課程，
從暑期課程、學期課程到學年課程。 

1.2 專業實習：本校自 100 學年度起，逐步規劃 9 學分必修之「專業實習」課
程，各系可依系務發展規劃或專業屬性考量，自行制訂全學期之校外實習
課程規劃，並自 103 學年度起全校各系全面推動全學期必修或選修之「專
業實習」課程。 

1.3 全面實習：本校考量近年來推動全學期專業實習之成效頗佳，遵循教育部
第二期「技職再造計畫」之「就業接軌」目標，縮短學用落差，培養學生
實作能力，以提升就業競爭力，並呼應企業的肯定與期盼，實現「提前卡
位、順利就業、就業上手」之產學接軌教育目標。自 105 學年度起施行「全
學年學生校外實習」，至今已有完善的實習課程規劃與配套措施。 

2 本校實習合作機構辦理實習之評估及篩選機制： 
2.1 各系可依系務發展規劃或專業屬性考量，自行制定校外實習機構評估與篩

選機制，以落實各系經營理念，並以保障學生學習之權利為最佳考量，積
極開發績優之實習機構，淘汰不適合之實習機構。如學生可自行申請較佳
之實習機構，亦應經由各系進行評估。 

2.2 校外實習機構評估方式，由各系安排專業老師依「工作環境」、「工作安全
性」、「工作專業性」、「體力負荷」、「培訓計畫」、「合作理念」、「薪資福利」
等評核指標，於校外實習前，拜訪實習機構主管並進行評估，評估結果良
好者並經系主任覆審通過後，得列為學生校外實習媒合對象。 

3 本校學習成效評估機制： 
3.1 實習成果發表：各系於學生實習過後，應安排相關活動對實習生之實習成

果進行評估與瞭解，並展現實習成果，使同學間有相互觀摩學習的機會，
藉以提升實習效益。相關活動規劃可採取實習成果觀摩展示、心得發表、
動態展演或論文競賽等方式，以對實習生進行實習成果評估，並獎勵實習
表現優秀同學。 

3.2 實習成績評核：各系對於校外實習課程，應安排各項學習之成績評量與考
核，以瞭解學生實習過程之成效。由於校外實習定位為正式修習課程，成
績合格授與學分，除工作記錄、校外實習報告外，實習期間之出勤狀況、
平常聯繫、學習進度等各項報告都應列入重要評核。實習成績由實習輔導
老師與實習機構共同評核，如可各占 50%，但顧及合理性及公平性之考量，
可由各系自行制定實習成計算方式。 

3.3 實習成效評量：各系於學生參與校外實習課程過後，應進一步評估實習課
程內容，藉由雇主、學生與家長三方之實習問卷調查分析之結果與建議，
評估實習課程內容是否適宜，並視情形調整實習課程，以提昇實習課程之
效益。 

(三)相關計畫：相關計畫如主軸四-強化產研實習推動國際交流-策略 3 全面實習就業
接軌【計畫 4-3-1 全面實習務實致用】。 

 
三、 培養學生通識及人文涵養相關措施。 

(一)特色：規劃並推動本校人文素養、品格素養、國際素養、科技素養、健康素養
等 5 項基本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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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具體與精進策略 
1.規劃通識教育課程為「語文通識課程」、「特色通識課程」、「核心通識課程」與
「博雅通識課程」，供全校學生修習。 

2.爭取教育部計畫，以教育部經費挹注各類通識課程之實施。從 102 學年度以
來，本校已爭取 4 個教育部計畫，其經費挹注之課程，詳如下表： 
（學）年度 計畫名稱 經費 挹注課程 

102 學年度 
強化人文藝術及社會科學之基礎應用人才
培育中程計畫－全校性閱讀書寫課程推動
與革新B類計畫 

796,543 大學閱讀 

104 年度 
教育部多元文化語境之英文學習革新課程
計畫—A 類：全校性一般英文共同必修課程
計畫 

2,540,000 大一英文 

104 學年度 教育部補助技專校院推動通識課程革新計
畫（A 類單門通識）—國際思維與多元文化 150,000 國際思維與

多元文化 

105 學年度 
教育部全校型中文語文教養課程革新推動
計畫—A 類：全校型中文語文教養課程革新
推動計畫 

 3,000,000 大學閱讀 

106 學年度 
106年度基礎語文及多元文化能力培養計畫
--全校型中文閱讀書寫課程革新推動計畫
(A 類) 

2,326,550 大學閱讀 

107 學年度 
106年度基礎語文及多元文化能力培養計畫
--全校型中文閱讀書寫課程革新推動計畫
(A 類) 

1,903,500 大學閱讀 

(三)相關計畫：相關計畫如主軸二-精進學習成效-策略 2 精進學習成效【計畫 2-2-1
增進語言與人文素養】。 

 
四、 提升教師實務經驗與實務教學能力策略（含符合技術及職業教育法第 26 條適用對

象專任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機制）。 
(一) 特色： 

1.財金學院：配合政策多元提升教師實務力與教學力。 
另鼓勵教師自我學習強化教學力 

2.管理學院：管理學院著重商管特色領域多樣性，除涵蓋各商管領域，並包含連
鎖加盟、國際會展與觀光休閒、時尚經營、日文、冷鏈物流及跨境
電商，增廣學生產業知能及總整能力。所聘任教師背景皆符合五管
領域及資訊相關專業，並積極進行各項專業研習、產業深耕服務及
第二專長學習等，使教師與業界與時俱進。 

3.資訊學院：資訊學院課程重點強調實作能力與先進科技如 AI、VR、Fintech 與
網路經營之學習，強化學生就業競爭力。是以積極鼓勵老師參與上
述科技之研習，同時教師依專業能力分組，俾能彼此交流，增進其
專業能力。 

(二)具體與精進策略 
1.辦理業界專家協同教學：遴聘業界專家協同教學實施引進業界專家參與教學以
增進專業與實務知能，深化技職教育之專業實務教學，培育具有實作力及就業
力之優質專業人才；協同教學業師之教學事項，包含教學設計及教材教具編
製、講授教學、指導實務專題、校外競賽、證照考試及其他相關教學活動。藉
由業界師資協同教學，共同設計規劃實務性課程，培育學生實務操作能力。授
課教師全程參與課程設計與規劃，藉由業師分享實務經驗與產業新知，增進實
務知能並了解相關產業脈動，提升教師教學品質。 

2.鼓勵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本校為貼近產業現況並建立產學長期互動模
式，提升實務研究量能及教學品質，鼓勵教師赴公民營機構進行研習服務及主
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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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相關計畫：相關計畫如主軸四-強化產研實習 推動國際交流-策略 2 區域鏈結產
學深耕【計畫 4-2-1 厚植教師實務能量落實產學合一】 

產學合作
與 

實務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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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特色： 
1.承接產官學研究計畫及辦理成果發表： 

1.1 協助各單位承接產學研究案，落實產學合一。 
1.2 辦理教師產學成果發表會，分享研發經驗及成果。 

2.協同合作機構提升教師實務能力： 
2.1 協助教師至合作機構或產業實地服務或研究。 
2.2 協助教師與合作機構或產業進行產學合作計畫案，或具有技術移轉、商品

化或其他對產業發展有貢獻之具體成果。 
2.3 協助教師參與學校與合作機構或產業共同規劃辦理之深度實務研習。 

(二)具體與精進策略 
1.為結合理論與實務拓展產學合作，本校研究發展處下設產學合作組，為產學交
流之窗口，協助各單位達成「健全技職體系實務教學，強化產學合作、促進國
家經濟發展及提昇國際競爭力」之需求，培養符合本校特色及因應國家建設需
求的管理、財金及資訊科技領域之優秀人才。 

2.本校除制定相關獎勵辦法外，並同時採取以下積極做法協助教師進行產官學研
究計畫： 
2.1 據教師專長與研究議題組成跨系教師研究團隊，以利申請各項產學合作計

畫。 
2.2 辦理「產官學合作計畫提案工作坊」，由外部業師和校內執案教師介紹政府

與企業計畫案資源及提案流程，並邀請執案完成教師分享經驗。 
2.3 辦理「產學案申請媒合對接工作坊」，由研發處邀請欲提案政府資源廠商，

進行廠商引介及媒合校內教師協助廠商提案申請政府資源媒合。 
2.4 編印年度產學特刊及辦理產學成果發表，以宣導本校研發能量，尋求企業

合作契機。 
2.5 推動兩岸交流活動、新南向國家交流活動，將產學研究案跨足多國研究。 
2.6 積極接洽企業與公(工)協會等機構簽署合作意向書，以媒合各式機構與本校

教師進行各種形式合作。 
2.7 協助教師參與經濟部「學界協助中小企業科技關懷計畫」及「中小企業即

時技術輔導計畫」、科技部「產學合作研究計畫」，以及教育部「技職再造」
方案等各項政府計畫之提案與執行。 

2.8 受理本校師生研發成果之專利申請及維護、使用授權、技術移轉、著作授
權、收益分配及其他相關服務事項。 

(三)相關計畫：相關計畫如主軸四-強化產研實習 推動國際交流-策略 2 區域鏈結產
學深耕【計畫 4-2-1 厚植教師實務能量落實產學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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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特色： 
1.本校之升等制度分為兩大類，一為學術升等、一為實務升等，實務升等除了原
有的技術報告外，以本校教學型、技術體系為本，另有教學實務報告及產學實
務報告升等。 

2.獎勵輔導雙軌並行，引導教師多元升等。 
3.辦理產學成果發表及多元升等之研習，以強化教師產學升等質量。 
4.建置並持續修訂相關法規，確保多元升等管道暢通。 

 (二)具體與精進策略 
1.本校在獎勵面及輔導面採取下列方案，以協助老師增進教學實務能力及提升參
與產學合作研究之意願： 
1.1 訂定「德明財經科技大學教學傑出及優良教師遴選與獎勵規定」，獲選為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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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傑出與優良教師者，除公開表揚外，並頒發獎牌乙座及獎金，獲獎教師
辦理教學觀摩活動，藉由教學演示及教學經驗分享，引導優質教學作為傳
承，以利全面提升教學品質。 

1.2 訂定「教師研究獎助實施規定」、「彈性薪資實施規定」、「獎勵優秀教學及
產學人才彈性薪資支給作業規定」及「產學績優教師遴選與獎勵實施規
定」，以獎勵本校以教學實務及產學合作見長之教師。 

1.3 訂定本校教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實施規定，鼓勵教師以產學合作計畫案
形式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 

1.4 將產學成果納入研究績效評量，給予產官學研究計畫執行教師加分獎勵。 
1.5 不定期舉辦教學知能精進活動及產學工作坊，以強化教師實務教學與產學

研究成效。 
2.積極辦理教學實務與技術報告之多元升等相關研習，透過資料撰寫及經驗分享
方式，鼓勵本校教師提出升等申請；105 學年度至 107 學年度共辦理 13 場多
元升等研習活動。 

3.規劃適量升等人數及修訂升等法規。 
3.1 多元升等實施初期，在制度運作漸臻成熟下，申請人數每學年以副教授以

下人數之 5%為總升等人數來規劃。 
3.2 持續檢討修正本校升等規定，以確保升等管道彈性多元化。 

(三)相關計畫：相關計畫如主軸四-強化產研實習 推動國際交流-策略 2 區域鏈結產
學深耕【計畫 4-2-1 厚植教師實務能量落實產學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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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特色： 
1.整合校內研究成果與資源，促進產、官、學、研合作關係之建立。 
2.提供教師專利輔導及專利商品化技術移轉服務。 

(二)具體與精進策略 
1.本校整合整體資源，鼓勵老師積極參與業界實務觀摩與學習，更獎勵師生投入
產學研究，以彰顯學校成為「培育財金、管理及資訊科技人才之搖籃」之特色。
近三年度之統計資料如下表： 

本校產官學研究計畫統計表 (106-108 年度) 
年度 106 107 108 

科技部 
件數 9 10 8 

金額(元) 6,785,000 5,115,080 4,850,000 

政府其他部會 
件數 7 3 3 

金額(元) 3,074,408 528,429 1,151,416 

私人企業 
件數 62 41 49 

金額(元) 34,071,019 19,231,251 33,056,548 

法人或其他單位 
件數 19 14 17 

金額(元) 7,022,162 4,245,152 4,696,726 
總金額(元)  50,952,589 29,119,912 43,754,690 

備註: 以上金額以技專資料庫填報資料為依據。 
(三)相關計畫：相關計畫如主軸四-強化產研實習 推動國際交流-策略 2 區域鏈結產

學深耕【計畫 4-2-1 厚植教師實務能量落實產學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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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特色： 
1.協助全校師生進行創新創業相關計畫提案。 



46 

辦學特色
項目 達成辦學特色之具體、精進策略與計畫 

2.利用獎勵機制促進本校研發與技術成果移轉。 
(二)具體與精進策略 

1.為掌握全球新創脈動，瞭解創業的趨勢與資源，讓教師及學生有更多機會培養
創新創業思維，同時也藉此瞭解臺灣在創新創業上的充沛能量，鼓勵研發成果
商品化，本校積極參與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執行教育部補助技專校院推動創新創
業計畫舉辦之各項活動，並成為偕同夥伴學校。此外，也鼓勵教師提出各項教
育部補助計畫案，例如「智慧創新跨域人才培育聯盟計畫」、「大專校院創新創
業扎根計畫（EC-SOS）」、「U-start 創新創業計畫」、「技專校院推動創新創業
計畫」，以及「大學產業創新研發計畫」等。 

2.重視教師研發能量，依「教師研究獎助實施規定」第三條規定：專利獎助內容，
發明專利獎助伍萬元、新型與設計專利獎助壹萬伍仟元；教師完成技術移轉或
授權金額達五萬元以上，納入學校帳戶並有正式簽約者，獎助金額為納入學校
金額之 15％。積極推動專利申請、技術移轉與授權之輔導，近三年無技術移
轉與授權之成效，專利申請成效如下： 

年度 發明專利 新型專利 新式樣 合計 
105 0 6 1 7 
106 0 4 0 4 
107 0 1 0 1 

3. 105 至 107 學年度本校辦理下列創新與創業活動，師生參與相當踴躍。 
舉辦年月 活動名稱 參與人數 
105.09 「FINTECH 校際總動員」金融科技創新專題演講 155 
105.10 創新思維下的未來商業 156 

105.10 台灣海洋休閒運動的現況與創新思維下的未來展
望 80 

105.11 畢業即失業？社會新鮮人創業須知講座 68 
105.11 微電影創作微妙微肖 98 
106.10 APP 融入教學實際應用工作坊 20 
106.11 EMA 創業管理分析師證照輔導班 130 
106.11 創業前的準備 31 
107.08 
107.09 跨境電商創新創業講座-Illustrator&Photoshop 23 

107.09 
107.10 

贏在起跑點，創業必修 
工商登記&財稅系列講座 47 

107.10 2018 電商創新店面 VR 提案講座及實作成果競賽 79 

107.11 2019 全國大專院校 B2B 跨境電商競賽-北區期中
分享交流會 193 

107.11 
107.12 跨境電商種子教師研習-GA 網站分析實作 61 

107.11 
107.12 社群臉書數位行銷研習 35 

(三)相關計畫：相關計畫如主軸四-強化產研實習 推動國際交流-策略 2 區域鏈結產
學深耕【計畫 4-2-1 厚植教師實務能量落實產學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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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輔導
及 

就業情形 

一、 推動產業學院等相關計畫，與產業共同培育人才，協助學生適性發展及提升就業
能力情形及成效。 

(一)特色： 
1.配合新興產業需求，推動跨領域特色人才培育：因應跨領域人才的需求，本校
特別加強特色課程及成立跨領域產學合作專班。 

2.引進產業界能量-業師協同教學、產業界專家共同規劃課程、產業學院、就業
學程：在「配合社會需求，發展跨領域知能」、「結合產業需求，加強產學鏈結」
之目標下，藉由連結重點產業之人才培育，針對業界具體人才之需求，以就業
銜接為導向，執行「產業學院」及「就業學程」計畫，除遴聘合作企業業界專
家到校參與教學外，並共同盤點課程實施調整，以增進學生專業與實務知能，
深化實務能力。 

(二)具體與精進策略 
1.加強特色課程，並成立跨領域產學合作專班： 
成立「金融科技(FinTech)專班」和「冷鏈國際流通專班」。「金融科技專班結合
資訊科技界，以大數據分析和雲端運算等技術，落實數位金融為應用領域，與
華南、彰化、陽信、板信等銀行及富邦期貨、玉山證券、群益期貨等企業，共
同規劃專班的基礎和進階課程，以 107 學年度為例，修習學生總數為 143 人，
其中包括一年級 53 人、二年級 41 人及三年級 49 人。「冷鏈國際流通專班」，
採雙師協同教學，於本校建構冷鏈實驗室，使學生除能透過學習理論與實務相
結合外，亦可透過即時體驗實作，增加實務運作能力，105 -107 學年度修習學
生總數為 225 人，其中包括 105 學年度 37 人、106 學年度 82 人及 107 學年度
106 人，為與實務接軌，上揭同學亦於相關新興產業及合作企業進行實習。 

2.就業輔導措施： 
2.1 本校職涯發展中心設有主任及組員二名，專責執行學生就業輔導與職涯發

展等輔導工作，協助在學學生能夠具備充分專業職能，了解自身的職涯興
趣，掌握產業發展現況與趨勢，預先做好就業力準備，以利畢業後與職場
順利接軌。 

2.2 職涯輔導理念，本校就業輔導推動機制與項目包括辦理各項職輔講座、舉
辦中英文履歷競賽、建立生涯歷程檔案、UCAN 大專校院就業職能診斷、
舉辦校友座談會、企業參訪、校外實習、產業學院計畫、就業學程計畫等。 

3.就業輔導推動機制： 
3.1 職輔講座：援引政府資源補助各學系辦理多場職輔講座（如：面談技巧、

職場禮儀、產業趨勢講座以及專業證照講座等），邀請業界高階主管、人資
主管與優秀校友提供學生各項職涯發展經驗及就業資訊相關之建議，並協
助同學建立正確的工作倫理觀與合宜的態度舉止及服儀，進而提升錄取機
會。 

3.2 中英文履歷競賽：每年辦理中、英文履歷撰寫競賽，鼓勵同學踴躍參與，
並指導及觀摩撰寫出符合業界需求的專業履歷表。 

3.3 生涯歷程檔案：學校設置「生涯歷程檔案」平台，提供系統化工具讓學生
組織學習過程中所產出的作品，強化自主學習成果展現，並詳實記錄大學
四年生活點滴，用以審查自我學習狀態，持續激發學習成長，於畢業後擁
有豐富的個人專屬履歷。 

3.4 UCAN 大專校院就業職能診斷：學校連結教育部「UCAN 大專校院就業職
能診斷」平台，提供學生進行職業潛能測試，並與學輔中心合作，提供測
後解說，讓學生瞭解自己未來可發展的職涯方向。 

3.5 校友座談會：各學系舉辦校友座談會，邀請校友回系上演講，介紹求職經
驗與職場體會，幫助應屆畢業生調整求職心態，充實求職技能。 

3.6 企業參訪：援引政府資源補助各學系辦理企業參訪，協助學生體驗企業實
務與規劃職涯方向，讓同學實際了解職場運作，融合課堂知識與實務之間
的差異與關連。 

3.7 校外實習：援引政府資源補助各學系辦理校外實習課程，儘早讓學生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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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涯之接觸探索，並在職場體驗過程中，隨著學習經驗的累積，提昇自我
效能，奠定未來正式就業機會的優勢，最終培養出大學畢業生之職場就業
力。相關的活動包括實習說明會、面試媒合與分發、實習輔導、實習評核、
實習成果發表等。 

3.8 產業學院計畫：援引政府資源補助，在「配合社會需求，發展跨領域知能」、
「結合產業需求，加強產學鏈結」之目標下，藉由連結重點產業之人才培
育，針對業界具體人才之需求，以就業銜接為導向，除遴聘合作企業業界
專家到校參與教學外，並共同盤點課程實施調整，以增進學生專業與實務
知能，深化實務能力。本校鼓勵教師踴躍申請計畫，105-107 學年度本校申
請成果如下： 

學年度 件數 學生人數 合作廠商 金額 

105 9 145 51 (晶華酒店、星巴克、台新銀行等) 630 

106 5 121 35 (萬泰物流、陽信銀行、亞太電信等) 350 

107 7 205 30 (屈臣氏、新竹物流、大昌華嘉等) 490 
合計 21 471 117 1,470 
3.9 就業學程計畫：援引政府資源補助，主要目的為鼓勵學校針對業界具體之

人力需求，以就業銜接為導向，教師用心規劃學程課程，尋求適合之廠商，
充分與學生說明與溝通，學生了解自己參與學程所能得到之收穫，珍惜學
習機會而能夠有所成長。 

 
                就業學程計畫統計表        (單位：新台幣萬元) 

學年度 件數 學生人
數 

合作廠商 
金額 

105 4 67 39 (新光人壽、關貿網路、天仁茶葉等) 240 
106 1 17 10 (戰國策、就肆電競、翰林出版等) 60 
合計 5 84 49 300 

(三)相關計畫：如主軸四-強化產研實習 推動國際交流-策略 3 全面實習就業接軌【計
畫 4-3-1 全面實習務實致用】、【計畫 4-3-2 實務增能就業接軌】及【計
畫 4-3-3 畢業流向就業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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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特色： 
1.專業證照： 

1.1 課程設計，採用「課證互綁」，以提升證照通過率 
1.2 訂定獎勵辦法，採用「證勵相隨」，以激勵學生取得專業證照或參加專業競

賽獲獎。 
1.3 鼓勵產業學院及就業學程計畫主持人協助開設相關專業證照輔導課程。 

2.外語能力檢定： 
2.1 英文分級 
2.2 會考分析 

(二)具體與精進策略 
1.提供學生取得專業證照之相關配套措施 

1.1 以各系所專業課程及證照加強班雙管齊下輔導學生取得專業證照，學生若
沒通過測驗由老師或安排 TA 實施補救教學。 

1.2 建置專業證照模考系統，定期維護及更新題庫內容，搭配相關課程協助同
學考取專業證照。 

1.3 訂定「證照考試與專業競賽獎勵辦法」，以獎勵學生取得專業證照或專業競
賽獲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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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以個案教學及延攬業師協同教學，輔導學生證照考試，期能證能合一，實
務增能，產學接軌。 

2.學生通過外語能力檢定之相關配套措施 
2.1 本校與忠欣公司合作，於大一學生開學後第二週舉行多益前測考試，並依

據成績將學生分入 A、B1、B2、C 四種程度班級，以利分級教學。後測於
大一第二學期期中考舉行，除作為學生期中考成績外，並據以進行大二英
文教學分班。 

2.2 大一英文與大二英文之期中考與期末考均舉行會考，且以多益題型測驗學
生，務使其熟悉多益題型，以利其爭取高分多益證照。本校於每一學期亦
會對會考結果進行分析，除藉以觀察學生成績進步與否，亦藉以探求其英
文實力強弱之所在，以作為改進教學之憑據。 

2.3 學生通過外語能力檢定之相關配套措施詳訂於下表 5 個法規中。 
法規名稱 措施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英文檢定證照申
請加分要點 鼓勵參加英檢證照考識，予以加分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學生抵免校訂共
同英文學分實施要點 

 鼓勵考取高分英檢證照，予以抵免
學分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英文課程分級教
學實施規定 

 規定大一學生須參加本校通識中
心安排之前後測英檢，除用以分級
分班外，亦可藉此考取英檢證照。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英日語文基本能
力認證項目及通過作業規定 

規定多種英日檢作為英日文畢業門
之檢測工具，並鼓勵以 TOEIC、
JLPT 為主，同時擴大其參檢項目，
使學生早日通過本校英日文畢業門
檻。 

2.4 凡本校日四技新生需於畢業前通過至少一項英文能力檢定測驗。 
2.5 本校通識中心開設英檢加強班，協助同學通過外語能力檢定。 

(三)相關計畫： 
1.輔導專業證照相關計畫如主軸一-落實教學創新-財金學院-策略 2 強固學生本
質學能【計畫 A1-2-1~A1-2-5】、管理學院-策略 1、3、4、5【計畫 B1-1-3、B1-1-4、
B1-1-5、B1-1-8、B1-1-9、B1-3-2、B1-3-5、B1-4-4、B1-5-5、B1-5-6、B1-5-8
及 B1-5-10】、資訊學院-策略 1、2【計畫 C1-1-6、C1-2-3、C1-2-4 及 C1-2-8】
(請參考支用計畫書 P.29-32)。 

2.學生通過外語能力檢定相關計畫如主軸二-精進學習成效-策略 2 提升人文素養
【計畫 2-2-1 增進語言與人文素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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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特色：辦理畢業生流向調查及在學課程滿意度調查，落實回饋機制，提供學術單
位進行課程規劃檢討並予以調整，以發掘問題，持續精進，提升辦學品質，及畢
業生就業競爭力。 

(二)具體與精進策略 
1.畢業生流向調查：每年配合教育部推動之「畢業生流向調查」，由各畢業班導
師連繫各班同學，調查其畢業後動態（含升學、就業、兵役、準備考試…等）
後彙報予職發中心整合。尚未就業者，則持續關心並提供廠商求才資訊給學
生，以提高就業機會。隔年三月初再次調查並修正畢業生動態資訊。 

2.畢業生流向追蹤問卷調查：教育部規劃逐年追蹤畢業滿 1 年、3 年及 5 年學生
流向情形，並設計公版問卷題項，學校配合負責追蹤蒐集與定期匯報追蹤結果
至「大專校院畢業生流向追蹤問卷系統平臺」，以利教育部蒐集全國資訊。 

3.雇主滿意度調查：每年更新各畢業班同學的就業動態後，針對已就業者，辦理
雇主滿意度調查，調查學生畢業後之就業情況，是否學以致用；調查結果將回
饋至各學系，做為擬訂課程與實習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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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就業滿意度調查：為了解畢業生畢業後進入職場就職或升學及了解畢業生對於
在學課程之滿意度等狀況，作為日後教學、課程規劃之參考依據，並減少學術
與企業間供需認知的落差，幫助校友順利就職或升學，因此每年進行畢業生就
業滿意度暨在學課程滿意度調查。 

(三)相關計畫：如主軸四-強化產研實習 推動國際交流-策略 3 全面實習就業接軌【計
畫 4-3-3 畢業流向就業追蹤】。 

 
四、協助弱勢或特殊學生就學及就業輔導機制。 

(一)特色：健全身心及學業發展，營造友善學習環境。 
(二)具體與精進策略 

1.為了使同學安心就學、修習學業，順利取得學位。提供經濟補助協助同學安全
就學、健全身心及學業發展、並從入學制度、在學輔導及經濟扶助三面向建立
完善弱勢生協助機制。 
1.1 入學制度：根據教務處弱勢生員額給予後續經濟扶助。 
1.2 在學輔導：提供身障生就業轉銜輔導：(1)個別就業輔導、諮詢服務。(2)生

涯索--職前成長團體。(3)職場體驗--職缺講座。(4)職前準備--特教生轉銜輔
導。 

1.3 經濟扶助：提供(1)教育部各類減免。(2)助學貸款。(3)清寒工讀生。(4)宿舍
弱勢生住宿減免。(5)愛心免費餐券。(6)還願獎學金。(7)弱勢助學金。(8)
急難救助金。(9)生涯助學金。(10)課輔工讀金。 

(三)相關計畫：協助弱勢或特殊學生就學及就業輔導相關計畫如主軸三-健全品格教
育 善盡社會責任-策略 2 促進身心發展【計畫 3-2-4推動助學措施】。 

辦學績效
與 

社會責任 

一、 學校專任教師辦理及參與學術／專業活動情形。 
(一)特色：透過獎勵辦法激勵教師於研究、研習及實務教學之推動。透過公平、公

開、公正之原則，鼓勵教師研究風氣、拓展專業領域並提升實務教學品質。 
(二)具體與精進策略 

本校積極鼓勵教師參與學術活動，參與情形成果說明如下： 
年度 105 106 107 

教師研習 1,733 人次 2,451 場人次 3,276 場人次 

期刊論文 121 篇 79 篇 32 篇 

研討會論文 177 篇 80 篇 49 篇 

專書 52 本 36 本 13 本 

專利 7 件 4 件 1 件 
 (三)相關計畫：相關計畫如主軸四-強化產研實習 推動國際交流-策略 1 獎勵研究務

實致用【計畫 4-1-1 教師改善教學計畫】。 

 
二、 學生技術證照取得、競賽參與及獲獎情形。 

(一) 特色： 
1.專業課程輔導學生取得「專業證照」。 
2.鼓勵學生積極參與校外競賽，落實「理論與實務結合」。 
3.發展專技證照競獎，精進社團多元學習。 

(二)具體與精進策略 
1.依各系專業屬性，訂定與職業類別相關之職能專業證照，並且設定為學生之畢
業門檻之一；在大學四年修習期間則透過課程與專業證照輔導，以協助學生建
立專業知能，並取得相關職能證照。在 105 、106、107 學年度全校共有 7,180、
5,773 及 6,400 張證照，包括 4,948、4,232、4,557 張職能專業證照。詳細資料
請參閱光碟附件辦學特色項目五(二-1)。 

2.推動專題製作課程、鼓勵學生積極參與校外競賽：落實「理論與實務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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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養實務操作能力，推動專題製作課程，以提升學生思考力、實作力及問題解
決能力。又為深化學生的基本能力及專業能力，成為產業界所需之專業人才，
鼓勵學生積極參與校內外競賽，透過學生專業能力與校際間的交流互動，達到
專業技能觀摩。105-107 學年分別參加競賽 278、378、269 次，與系所專業相
關分別為 218、288、187 次，其中國際競賽 105 學年 8 次、107 學年 3 次，獲
獎次數分別為 236、304、133 次。學生競賽參與及獲獎情形詳細資料請參閱光
碟附件辦學特色項目五(二-2)。 

3.社團參與全國社團評鑑，獲獎情形請參閱下表： 
獲獎項目 社團名稱 獎項 

106 年大專校院學生會成果競賽暨觀摩活動 學生會 特優獎 
簡報獎 

106 年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評選暨觀摩活動 企管系 特優獎 
吉他社 特優獎 

107 年大專校院學生會成果競賽暨觀摩活動 

學生會 特優獎 
行政傑出獎 
立法傑出獎 
選制傑出獎 
財物傑出獎 

107 年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評選暨觀摩活動 財金系 優等獎 
熱音社 優等獎 

108 年大專校院學生會成果競賽暨觀摩活動 學生會 特優獎 
行政傑出獎 
立法傑出獎 

108 年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評選暨觀摩活動 舞研社 特優等獎 
企管系 優等獎 

(三)相關計畫： 
1.輔導專業證照相關計畫如主軸一-落實教學創新-財金學院-策略 2 強固學生本
質學能【計畫 A1-2-1~A1-2-5】、管理學院-策略 1、3、4、5【計畫 B1-1-3、B1-1-4、
B1-1-5、B1-1-8、B1-1-9、B1-3-2、B1-3-5、B1-4-4、B1-5-5、B1-5-6、B1-5-8
及 B1-5-10】、資訊學院-策略 1、2【計畫 C1-1-6、C1-2-3、C1-2-4 及 C1-2-8】
(請參考支用計畫書 P.29-32)。 

2.輔導學生競賽相關計畫如主軸一-落實教學創新-財金學院策略 1、2、5【計畫
A1-1-2、A1-2-3、A1-2-4、A1-2-5 及 A1-5-3】、管理學院策略 2、5【計畫 B1-2-1、
B1-5-3、B1-5-4 及 B1-5-8】、資訊學院策略 2、3【計畫 C1-2-1、C1-2-3、C1-2-4
及 C1-3-2】(請參考支用計畫書 P.29-32)。 

3.學生社團相關計畫如主軸三-健全品格教育 善盡社會責任-策略 5 實踐社會責
任【計畫 3-5-1 發展社會責任方案】。 

 
三、系所品質保證機制（如系所人才培育目標、核心能力與課程、系所師生教學與支

援系統、畢業生流向等）。 
(一)特色：以「學生學習為中心」之教學模式為目標，遵循 PDCA 自我檢核，並配

合外部評鑑，以強化教學品保機制。 
(二)具體與精進策略 

1.系所人才培育目標： 
本校自我定位為「務實致用的教學型大學」並以「為國家培育「專業技能」與
「職場倫理」兼備之中高階人才」為辦學宗旨，自 100 學年度實施教學品質保
證制度，由上至下以落實推動校級、院級、和系級三級教學品保系統。透過蒐
集業界、畢業生、和家長等之相關回饋建議，持續調整校、院、和學術單位之
教育目標、基本素養、與核心能力。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校級教學品保會議，
105-107 學年度共計召開 8 次校級品保會議，持續進行教學品質的檢核與改善，
本校教學品保作業流程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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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核心能力與課程： 
2.1 在課程的規劃與實施面，各學術單位在參酌產業發展趨勢與職場需求，以

及根據學校定位與特色，並且以貫徹落實校、院級教育目標和院級核心能
力為圭臬，訂定核心能力指標與進行課程規劃。為確保教學面能與產業接
軌，在校、院、系所課程規劃委員會議召開時，均有業界代表、學界代表、
和學生代表與會，提供各方意見供各級課程規劃委員會議參考。 

2.1.1 推動業界專家協同教學課程：為落實教學以產業實務為導向，讓學生之
專業與業界需求接軌，引進業界師資參與教學並豐富教學內容，共同設
計規劃實務性課程，藉由業師分享實務經驗與產業新知，增進實務知能
並了解相關產業脈動，提升教師教學品質。105 學年至 107 學年課程數
共計 463 門，業師參與人次共 1,079 人次，授課總時數 7,749 小時。 

 
105-107 學年度業界專家協同教學統計表 

學年 105 106 107 合計 
課程數 114 130 219 463 
業師人次 320 240 489 1,079 
授課總時數 2,978 1,490 3,281 7,749 

 
2.1.2 推動跨領域學習課程：透過跨領域專班、模組化課程、跨領域暨產業實

務專班，達到教師教學實務專業成長、學生多元技能學習之目標。自 103
學年度至 107 學年度，管理學院、資訊學院以及財金學院，完成學分學
程人數分別為 160 人、16 人以及 263 人。除持續推動跨院學分學程，並
成立「金融科技(FinTech)專班」和「冷鏈國際流通專班」以提升學生就
業競爭力。 

2.1.3 獎勵「教學優良課程」與推動「一分鐘學習回饋活動」：本校訂有「優
良課程獎勵實施規定」，105 學年至 107 學年優良課程數共計有 1,210
門，優良課程教師有 713 人。為讓學生於課後有反思機會、且提供即時
反饋給教師，自 105 學年度推動「一分鐘學習回饋活動」，藉以強化師
生互動及學生學習成效。105 學年第 2 學期至 107 學年調查資料發現，
教師教師上課時施行 1 分鐘回饋活動的次數增加，有助於學生對於課程
內容的理解，非常同意者的比例逐年提升(由 25.0%上升至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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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強化課程教學 

2.2.1 本校鼓勵教師導入創新教學模式及教材教具設計，舉辦教師專業知能研
習與工作坊，藉由教師成長社群，發揮相互學習功能，帶動整體教師教
學成效。105 學年至 107 學年共推動 54 個社群，累計研習場次 50 場，
參與教師人次達 4,185 人次。 

105-107 學年度教師教學方法精進研習活動列表 
學年 活動場次 參與教師數 滿意度 
105 12 1,459 4.58 
106 17 1,522 4.44 
107 21 1,204 4.62 

2.2.2 推動創新教學模式，鼓勵教師導入創新教學模式及推動資訊科技融入教
學，以提升教師多元教學能力，推動行動載具和 APP 融入課堂以強化
學習互動模式等，以建立師生課程互動學習模式，落實以學生學習成效
為主體的教學品保。本校自 107 學年度起為鼓勵教師導入創新教學模
式，於 108 年 1 月 16 日通過「德明財經科技大學教學創新獎助規定」，
對於應用教學創新和創新課程設計之教師提供適當協助與獎勵。107 學
年度共有 5 位教師、7 門課程獲得獎助。105-107 學年度通過獎助教師
製作教材教具審核共 12 案。 

2.3 教學品保問卷調查核心能力之檢核：本校持續推動品保機制，確保各系的
教學品質與提升教學成效，最終達成系教育目標與完成培訓學生具備系之
相關核心能力。過程中希望藉由教學品保委員及品保相關問卷所得到的意
見調整相關策略與做法，並將所得之意見交由全系教師作教學上的修正以
及系課程規劃委員與校外課程諮詢委員課程修改課程的依據。107 學年度
教學品保問卷-課程與核心能力對應之調查請參閱光碟附件辦學特色項目
五(三-1)。 

3.系所師生教學與支援系統 
3.1 本校為落實課程實施，有效提升教學品質，以達成學習者導向之教學目標，

教學支援系統共有德明入口網站（Takming Information Portal, TIP）以及德
明 e 學院。本校 TIP 支援教務單位之課程查詢和選課等功能，教師於教學
規範中，檢核該課程與系級核心能力之關聯，以落實自主教學品保。教師
於上課期間落實教材上傳和學生出席點名制度；本校於 101 年 4 月導入數
位學習系統「德明 e 學院」，於 107 年 11 月進行數位學習系統「德明 e 學
院」升級作業，落實高教深耕計畫四大目標之「落實教學創新」，提供本校
師生數位教學，線上交流、學生課程管理之平台。 

3.1.1 數位學習系統「德明 e 學院」：本校 107 年度第 2 學期開始配合教務處
規定開放全校教師將教材上傳至「德明 e 學院」。並於 108 年 1 月 23 日
舉辦德明 e 學院練功坊，邀請系統廠商對本校老師進行教育訓練，全校
共 77 位老師參加，滿意度為 4.54。目前已有 148 門課程使用本系統。 



54 

辦學特色
項目 達成辦學特色之具體、精進策略與計畫 

3.1.2 因應數位時代潮流，為活化教學，促使學生學習方式多元化，推動資訊
科技融入教學，本校建置德明 e 學院，積極鼓勵教師自製數位化教材，
透過網路不受限於時空，讓學生於課前、課中或課後均可自主學習，提
供師生更便捷的學習管道。本校於 106 年度起持續推動教師課程中運用
Zuvio、Kahoot 等工具，以獲得學生即時之回饋，有效提升教學之品質。
至 108 年 5 月，共 33 位老師積極使用 Zuvio 即時反饋系統進行課程互
動。採用創新教學模式之教師數比率由 106 年度的 9.0%，提升到 107
年度的 30.0%。修讀創新教學課程學生涵蓋率由 106 年度的 86.0%，提
升到 107 年度的 88.0%。 

3.2 為落實學習成效，本校設有學習預警制度和各項學習輔導及心理輔導措
施，並輔以教學助理(TA)機制，由教務處、學務處、與教資中心分工負責，
協助提升學生學習成效。學生輔導中心編制有 6 位專任心理師，4 位兼任
心理師及 1 位兼任精神科醫師，每學年學生心理輔導機制包含「心理健康
篩檢活動」、華格納線上心理測驗「啟航--全方位心理輔導線上心理測驗」、
「學習相關議題」班級座談與「導師輔導知能研習」，學習預警制度透過班
級導師、授課教師與課程 TA 輔導，以增進學生學習效能。 

3.3 教學助理(TA)輔導機制：本校依各系所教學活動之需求，每學期提供 50 名
教學助理供教師申請，協助教師教學及學生學習功能，在學生學習的過程
中，因應不同需求與困難，提供專業的輔導諮詢，以協助改善學生的學習
狀況。自 105 學年度至 107 學年度，已有 304 名教學助理、362 班、222 位
教師申請教學助理，教學助理班級對教學助理問卷平均分數達 4.18。本校
教學助理的培訓擴增質量流程如下圖所示。 

 
 
 
 
 
 
 
 
 
 

教學助理質量擴增圖 
 

3.4 專業學習之輔導機制：本校推動基礎課程輔導班、專業基礎課程適性編班、
分級(試題)會考、學院基礎科目專班、以及新生「學習弱勢輔導加強班」，
落實適性揚才及教育機會均等之目標。依照統測專業科目（二）成績排序
編班，對於非商管群學生(例如：外語群、餐旅群、高中等)，則編在同一班，
讓授課教師能因材施教。針對非商管群學生，未曾學習過經濟、會計等科
目，另外開設經濟、會計等學院專班，透過專班老師細心指導這些基礎學
科，以期能提升學生基本的商管知識，減少學習落差。藉由專業科目適性
編班，達成「老師好教、學生易學」以激發不同程度學生潛能。 

4.針對實習雇主、家長、學生滿意度調查之情形，提供學術單位進行課程規劃檢
討並予以調整，並修訂實習參考手冊，持續對實習課程建立改善機制，檢核實
習作業及效率，以發掘問題，持續精進，提升辦學品質。 

5.實習機構之遴選應針對職場環境、產業需求、人才標準及系所教育目標與核心
能力進行遴選，並應具有專業相關性，以創造競爭優勢，為評估實習課程內容
是否適宜，於各系學生參與校外實習課程後，透過雇主之實習問卷調查分析（外
部回饋）意見之結果與建議，提供學術單位（各系），各系另應針對「外部回
饋意見」提報因應策略」，同時列入本校目標管理項目進行成效評分，並視情
形調整實習課程，以提昇實習課程之效益。 



55 

辦學特色
項目 達成辦學特色之具體、精進策略與計畫 

5.1 本校校外實習之實習雇主對於實習學生具備核心能力之滿意度調查如下： 
5.1.1 實習雇主對於實習學生具備核心能力之滿意度 

各學系雇主對於實習生具備該系核心能力的滿意度，以「保金系」表現
較佳，滿意度 93.6%，平均分數 4.45 分，其次是「媒計系」，滿意度 86.4%，
平均分數 4.21 分。全校整體核心能力滿意度為 73.1%，平均分數 3.94
分。 

 
 
 
 
 
 
 
 
 
 
 
 
 
 
 
 
 
 
 
 

實習雇主對於實習學生具備核心能力之滿意度 
 

5.1.2 實習學生對於校外實習體驗具備核心能力之滿意度 
各學系學生對於校外實習體驗是否具有系核心能力滿意度，以「保金系」
(滿意度為 95.7%，平均分數 4.6 分)表現最佳，其次為「財金系」(滿意
度為 90.3%，平均分數 4.5 分)，再者為「不動產」(滿意度為 86.4%，平
均分數 4.4 分) ，企管系(滿意度為 86.5. %，平均分數 4.3 分)、媒計系(滿
意度為 81.4%，平均分數 4.1 分)居第四及第五順位。全校整體綜合滿意
度 74.0%，平均分數 4.1 分。 

 
 
 
 
 
 
 
 
 
 
 
 
 
 
 

實習學生對於校外實習體驗具備系核心能力滿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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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持續追蹤畢業生流向及在學課程滿意度調查，以暸解畢業生發展情形，提供學
術單位程改進之依據，提升教學品質及畢業生就業競爭力。 

(三)相關計畫：如主軸四-強化產研實習 推動國際交流-策略 3 全面實習就業接軌【計
畫 4-3-1 全面實習務實致用】。 

 
四、學校以自身特色長期耕耘，實踐社會責任，對在地區域或社會之貢獻度（如對區

域產業、教育、長期照護、社區文化或城鄉等議題投入之學校能量）。 
(一)特色：營造社區關懷服務，扎根品格社會責任。 
(二)具體與精進策略 

1.為擴展學生國際視野、關懷公共議題、體驗人文生命、發展社團特色、推廣鄉土
教育以及社區關懷，培育正確愛護環境及生態知識之觀念，並結合校園及社區資
源回饋予社區民眾的方針，規劃辦理「菲律賓國際志工服務」、「菲律賓-聖誔
鞋盒」、「飢餓三十暨竉物日」、「社區教學營」、「生態營(星象營)」、「動
物保護服務」等社會服務、社區關懷活動。另為實踐社會責任、經營友善校園之
目的，本校也特別針對鄰近國中小學之弱勢兒童(由各小學輔導室安排需受輔導之
兒童名單)，輔導其課業並關心其生活、學習狀況，並於每年暑假辦理暑期課輔，
協助社區弱勢兒童輔導。相關執行成效請參閱光碟附件辦學特色項目五(四-1)。 

2 於校外則以建立「內湖品格共同圈」為目標，透過與周遭學校合作，共同創造
品格實踐的環境，鼓勵學生由被動的接受生活與知識，轉而為積極主動的參與
生活，並以行動打造自身品格與優質品格校園，將德明科大品格教育的發展目
標及內涵，融入大朋友所帶領的活動中，從過程讓雙方去體會和反思，每學年
至少舉辦 3 場次以上，以本校附近 4 所小學(文湖、西湖、麗山、碧湖)為主要
合作對象，以「大手牽小手-品格向前走」為活動主題，透過「玩遊戲行品格、
看話劇知品格、聽故事學品格」等多元方式，讓學子瞭解品格特質並進行交流
分享，每學年參與人數 500 人次以上，近 3 年服務統計資料請參閱光碟附件辦
學特色項目五(四-2)。 

(三)相關計畫： 
1.主軸三-健全品格教育 善盡社會責任-策略 5 實踐社會責任【計畫 3-5-1 發展社
會責任方案】。 

2.主軸三-健全品格教育 善盡社會責任-策略 1 提升公民素養【計畫 3-1-2 紮根品
格教育】。 

國際化 

一、 外籍學生招收及輔導機制。 
(一)特色： 

1.積極持續參與國外教育展及會議，實地走訪國外學校，建立與當地校友會互動
關係，提升本校於國外教育界知名度。 

2.推動廠商媒合，讓就學等於就業。 
3.以正向關懷照顧本校外籍生，建立正向回饋招生循環。 

(二)具體與精進策略 
1.本校外籍生 108 學年度總人數 439 名，包含日本、韓國、印尼、馬來西亞、越
南等國學生。為配合政府「新南向」政策，近年來努力招收新南向國家學生，
並落實生活照顧，以因應現今少子化及國際化之趨勢。因此具體與精進策略如
下: 
1.1 積極參與國外教育展與國際長會議，藉由參加會議與教育部長官以及各學

校進行交流，了解國外學生求學需求，以及各校招生焦點，以便與他校差
異化方式招收學生。 

1.2 實地於國外走訪高中及專科學校，深入了解國外學校需求，探訪校際之間  
的合作可能性，以調整招生市場的方向。 

1.3 積極辦理外籍生活動，強化外籍生與學校之間的關係，並以外籍生非正式    
溝通管道將學校正面形象傳回家鄉，讓未來更多外籍學生指定報名本校。 

1.4 外籍生校友會對本校有情感依存關係，本校定時以校慶邀約校友回娘家，
持續建立正向溝通回饋，讓外籍生校友與本校關係更緊密，成為海外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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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一環。 
1.5 積極媒合廠商與學生之間的關係，讓外籍生在就學時生活上有所依靠，並

同時成就本校名聲，未來讓更多外籍生嚮往就讀本校。 
1.6 外籍生在台就學前會在華語班學習華語，以便將來考取華語證照，藉由與

華語班建立密切關係，已華語班直接引薦學生至本校就讀，將成為本校招
生重要管道。 

1.7 藉由強化外籍生同學會關係，將學校正面形象傳達至國外，使在學學生主
動推薦親朋好友加入本校，讓外籍生加入學校是一種榮耀。 

2.本校以學務處生輔組為外籍生輔導專責單位，協助境外學生在學之各項輔導事
宜，   生輔組下設僑生暨外籍生輔導員一名、宿舍輔導員一名及各系輔導教官，
負責宿舍安排、證件申請、醫療保險、請假、生活管理、校外活動、聯繫通報、
緊急事件處理及其他協助事項。 

(三)相關計畫：如主軸四-強化產研實習 推動國際交流-策略 4 國際交流多元發展【計
畫 4-4-1 推動國際交流多元發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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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特色：與多所外國知名學校建立姊妹校或簽訂合作計畫。 
(二)具體與精進策略 

本校與美國明尼蘇達州州立曼徹普立敦大學、美國聖道大學、日本星城大學皆有
學生實質交流之活動。為鼓勵學生參與國際體驗，與美國明尼蘇達州州立曼徹普
立敦大學（Metropolitan State University，簡稱 MSU）完成『雙聯學位學程』」。
並與美國聖道大學(University of the Incarnate Word)與日本星城大學(Seijoh 
University)等姊妹校合作，促成學生至該校作「學分交換」，此外，本校預計在
108 年度與美國漢弗萊斯大學(University )訂定合作計畫。 

(三)相關計畫：如主軸四-強化產研實習 推動國際交流-策略 4 國際交流多元發展【計
畫 4-4-1 推動國際交流多元發展計畫】。 

 
三、強化國際交流，薦送優秀教師（學生）至國外研究（學習）之具體方案及現況。 

(一)特色：藉由至國外進修及實習經驗強化學生語言能力、人格養成、文化知識教育
等各方能力。 

(二)具體與精進策略 
1 本校與 MSU 合作辦理雙聯學位，成果如下： 

1.1 105 學年度赴 MSU 雙聯學位 19 人，美國聖道大學 3 人，韓國水原大學 1 人，
日本東北文教大學 2 人。106 學年度赴 MSU 雙聯學位 16 人，日本東北文教
大學 6 人。107 學年度赴 MSU 雙聯學位 18 人，韓國鮮文大學 1 人。108 學年
度: 赴 MSU 雙聯學位 10 人，日本星城大學 4 人。 

2 鼓勵優秀學生出國進修實習: 
2.1 105 學年度：3 月-8 月 國貿系 4 位同學赴紐西蘭 Farmer Corner Ltd 實習。 
2.2 5 月-6 月 國貿系 38 位同學赴中國大陸體驗學習(教育部青年發展署推動大

專院校鼓勵學生赴海外進行國際體驗學習試辦計畫-台灣出口商品國際物
流追蹤)。 

2.3 106 學年度：2 月-8 月國貿系 4 位同學赴紐西蘭 Farmer Corner Ltd 實習。
106 年 8 月-107 年 2 月不動產系 3 位同學赴加拿大 Clara Yu Personal Real 
Estate Corporation 實習。 

2.4 107 學年度：7 月-12 月不動產系 4 位同學赴加拿大 Clara Yu Personal Real 
Estate Corporation 實習。 

2.5 108 學年度：7 月-8 月不動產系 3 位同學赴菲律賓不動產開發及物業管理實 
   習。8 月-11 月不動產系 9 位同學赴加拿大 Clara Yu Personal Real Estate 

Corporation 實習。 
(三)相關計畫：如主軸四-強化產研實習 推動國際交流-策略 4 國際交流多元發展【計

畫 4-4-1 推動國際交流多元發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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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提升學生國際移動力之具體措施。 

(一)特色： 
1.鼓勵各系推薦優秀學生參與海外研習，體驗文化並從世界學習經驗 
2.協助學生申請學海系列獎學金減輕經濟負擔提升出國意願。 

(二)具體與精進策略 
1 本校國貿系陳麗慧老師 105 學年度成功申請「教育部青年發展署推動大專校院
鼓勵學生赴海外進行國際體驗學習試辦計畫」，計畫內容提供學生赴海外進行
學習體驗，計畫內容及執行過程備受青發署肯定。 

2.學海飛颺、學海惜珠及學海築夢獎學金申請人數: 
2.1 學海飛颺及學海惜珠獎學金雙聯學位學生：105 學年 19 人，106 學年 16 人，

107 學年 18 人，108 學年 8 人。 
2.2 申請學海築夢獎學金海外實習學生：105 學年 4 人，106 學年 7 人，107 學

年 4 人，108 學年 12 人。 
  (三)相關計畫：如主軸四-強化產研實習 推動國際交流-策略 4 國際交流多元發展

【計畫 4-4-1 推動國際交流多元發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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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109 年度整體發展經費支用計畫 

壹、 前一(學)年度整體發展經費支用情形及辦理成效 

一、 前一(學)年度經費支用情形 

           (一)學校過去經費執行相關說明 

    學校經費執行目標為提升師資的擴充、教師的進修研究、硬體設備的採購及改善、

軟體資源的升級。依據教育部當年度所訂原則，並符合本校年度中程校務發展計畫重

點，於專責小組會議中訂定年度獎補助經費支用規劃原則，各單位依據教育部及本校

所訂原則，於年度預算中編列獎補助計畫經費。經費使用原則如下： 

           1.教師人事經費：支應當年度新聘教師薪資，其教師應符合校內專任教師基本授課時

數之規定；無授課事實之教師、公立學校或政府機關退休至私校服務，領有月退俸

之教師，其薪資應由學校其他經費支付；支應現職專任教師彈性薪資，依據本校彈

性薪資辦法辦理。 

           2.教學研究經費：支應於編纂教材、製作教具、推動實務教學、研究、研習、進修、

升等送審之用途等，考量公平、公開、公正之原則，訂定支用或申請相關辦法，並

經校內各專責單位召開相關會議通過後公布實施並確實執行。 

           3.學生事務及輔導經費： 

             經常門獎勵補助經費用於辦理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工作，其中至多 1/4 得用於部

分外聘社團指導教師之鐘點費。 

             其餘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工作經費使用，比照「教育部獎補助私立大專校院學生

事務與輔導工作經費及學校配合款實施要點」辦理。 

               依「教育部獎補助私立大專校院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經費及學校配合款實施要點」，

經常門得購置學生社團活動所需單價在 1 萬元以下之非消耗品。 

此部份經費使用項目由學務處統籌規劃辦理。 

           4.軟硬體設備經費：學校為發展辦學特色、提升教學研究品質或加強學校環境安全衛

生、資訊安全及節能工作之推動，得以獎勵、補助經費支應購置軟硬體設備。軟硬

體設備品項提出申請後，由研究發展處進行彙整，圖書館、總務單位及會計室進行

初步檢視，檢視後由電算中心召開電子諮詢委員會議，完成審議並釐清相關問題，

最後由專責小組會議討論定案。 

(二)內控管理機制 

    本校內控制度訂有獎勵補助經費作業，其規劃、收款、支用、專帳與管理皆訂有

作業程序及內部控制重點，並依「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

申請要點」及「教育部補(捐)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執行，每年實施相關

之風險評估及內控制度作業層級自行評估，並接受稽核小組安排之內部稽核，且依稽

核建議做改善，並依教育部規範之獎勵補助經費內部稽核報告格式於截止日前完成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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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稽核資料與出具報告書。 

獎勵補助款占比及學校自籌款占比之經資門比率，並包括整體經費執行率， 

參考附表 3。 

 

二、 前一(學)年度校務發展辦學特色及經費支用辦理成效 

過去校務發展辦學特色及經費支用，對學校教學品質、研究能量有助益之代表性及特

色之成果項目，以表格化、數據化具體敘明，含辦學特色、預期成效、實際執行成效、

未達成預期成效原因分析及投入經費狀況，參考附表 4。 

 

貳、 109 年度整體發展支用計畫 

         一、109 年度各項經費配合校務發展計畫執行內容及預期成效 

 
整理 109 年各項經費支用於校務發展計畫各主軸之情形如下表：             

主軸名稱 品項優先序 支用金額 支用百分比 

主軸一 落實教學創新 資本門：11-01 至 11-04、11-06

至 11-07、11-11 至 11-29，金

額共計$10,723,660。 

經常門：16-01 至 16-02、16-06

至 16-07 金額$9,454,102；18-01

金額$60,000；金額共計

$9,514,102。 

$20,237,762 53.13% 

主軸二 精進學習成效 資本門：12-01 至 12-03，金額

$45,832；13-01 至 13-05，金額

$2,760,000；金額共計

$2,805,832。 

經常門：19-01 至 19-11 金額

$2,265,600。 

5,071,432 13.32% 

主軸三 健全品格教育

善盡社會責任 

資本門：11-05 金額$66,300；

14-01 至 14-14，金額$753,250；

金額共計$819,550。 

經常門：16-08 金額$942,320。 

1,761,870 4.63% 

主軸四 強化產研實習

推動國際交流 

經常門：16-03 至 16-05，金額

共計$3,500,000。 

3,500,000 9.19% 

主軸五 建構創新精緻

校園 

 0 0.00% 

主軸六 提升行政效能 資本門：11-08 至 11-10、

11-30，金額$3,559,000；15-01

7,516,400 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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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15-05，金額$1,333,000；金

額共計$4,892,000。 

經常門：16-09 金額$60,000；

19-12 至 19-14，金額

$2,564,400，金額共計

$2,624,400。 

合計  $38,087,464 100% 

 

    學校以特色發展為基礎，支用於主軸一經費最高佔 53.13%，規劃之校務發展計畫分項

計畫內容、各項經費預估及預期成效，參考附表 5。 

 

二、整體發展經費使用原則及相關說明 

     本校經費分配原則與程序，皆依照「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

核配及申請要點」以及「德明財經科技大學整體發展經費專責小組組織章程」，過程嚴謹、

公平、公正、公開，務使經費達到最適分配與運用。茲以資本門與經常門分別說

明：  

     (一 )資本門經費分配原則與程序－依據校內專責小組會議決議作為協商的基準。 

資本門申請案之審議流程，須由各申請單位經單位之會議討論後提出「資本門品項申

請表」、「資本門軟硬體需求表」及「院說明表」，於專責小組會議中討論，依各需求單位所

提出的發展重點特色及其效益來分配，並需結合各單位五年計畫一併考量。另於會議中建

議以下列幾項作為優先採購之原則： 

      1.以發展學校重點特色為優先考量。  

      2.全校資源整合共享者（教學、研究）。 

      3.圖書、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設備。 

      4.除提升教學儀器設備並可爭取產學合作所需之設備。 

      5.延續性之專案設備、新增系所及各單位重置之需求者。 

      6.以學院概念整合經費運用並參考各單位績效表現之比例分配，經費分配原則如下： 

   (1)資本門總預算首先支應全校電腦教室整合汰舊換新部分。因每年需汰換之電

腦金額佔資本門經費比例頗高，故將由電腦實習費來分擔電腦教室汰換二間。  

   (2)餘額再由各教學單位依下列原則分配之。  

          日間部班級數 (無班級數單位採平均班級數 )佔 40%，KPI 指標佔 60%。KPI

指標項目採計最近一次之目標管理「各單位每一權值得分」，108 年度目標

管理內容如下：   

 

 

 

 



62 

 

 

分配預算至各學院，由院長統籌進行規劃。  

 

     (二 )經常門經費分配原則與程序－依據專責小組會議決議擬訂經常門各項目百分比，說

明如下。       

      1.改善教學、教師薪資及師資結構，依教育部規定至少 60%，本校預估達 75.61%，

依本校「教師獎助規定及相關實施規定」為依據進行審查，申請案件需先經各教

學單位教評會審議通過，再經學術審查委員會審議通過提校教評會複審，所有教

學單位、學審會委員及校教評會委員對申請案件均以審慎、公平及客觀之態度進

行審議。  

        2.學生事務與輔導相關經費：依教育部規定至少 2%，本校預估達 5.50%。  

     3.行政人員相關業務研習及進修，依教育部規定至多 5%，本校預估支出 0.35%，行

政人員之研習以本校「職員在職進修暨研習規定」為審查依據，申請案由單位主

管認可後交由人事室彙整後提人事評審委員會審議。  

 

 

指標 項目
獎勵補助經費

核配權值%

校訂權

值
單位 擬定目標標準 負責計算單位

1提升教師實務經驗 10.40 10 百分率 100% 人事室

2招收境外學生人數 無 4 人數 各系新生核定人數×10%後四捨五入 教務處行政組

3學生就業比率 7.37 7 百分率 平均三年歷史績效×110% 研發處職發中心

4學生新增英語及技能檢定證

照數
無 1 張數

平均三年單位歷史績效×30%×110%+

平均三年校績效×70%×110%
研發處職發中心

5學生新增參與競賽得獎數 無 1 張數
平均三年單位歷史績效×30%×110%+

平均三年校績效×70%×110%
學務處課指組

6教學品保外部回饋意見查核

與行動方案
無 3 分數  100分 教學資源中心

7雇主滿意度 無 1 5分量表 平均三年歷史績效×105% 研發處職發中心

8會考科目數 無 2 科目數

修訂後；校訂科目+院訂科目+各系專

業必修科目(開設兩班以上且排除服務

學習類、實習類、講座類及實務專題

類課程)

教務處行政組

9跨領域學分學程學生數 無 2 學生人數 班級數×1 教務處行政組

10選修開班目標符合率 無 4 比率 單位比率1.5 教務處行政組

11註冊率 無 8 百分率 100% 教務處綜合業務組

12就學穩定率 無 2 百分率 100% 教務處行政組

研究指標 13產學合作金額 4.42 4 金額萬元
平均三年單位歷史績效×30%×110%+

平均三年校績效×70%×110%
研發處產學組

14導入創新教學模式 無 2 分數 70分 教務處行政組

15設計跨域學習課程 無 2 分數 100分 教務處行政組

16推動創新創業課程 無 2 分數 100分 教務處行政組

55

教學指標

高教深耕指

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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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作業進度表           

日期 項    目 

108 年  

8/13（二） 召開第 1 次專責小組會議，規劃 109 年度獎勵補助經費分配 

8/14~10/1 

一、各系、通識中心與體育室召開系務會議規劃申請品項，繳

交系會議紀錄、經常門品項申請表、資本門品項申請表、「資

本門」軟硬體需求表及獨家產品採購說明書(含電子檔)與

各院。 

二、各院召開院務會議決定資本門品項之優先序填寫各院說明

表，將全院經常門品項申請表、資本門品項申請表、「資

本門」軟硬體需求表、獨家產品採購說明書、系、院會議

紀錄及各院說明表 (含電子檔)繳交研發處。 

**圖書館與學務處將資本門品項申請表、「資本門」軟硬體需

求表、獨家產品採購說明書、會議紀錄及各院說明表 (含電

 
10/2~10/13 圖書館、總務單位及會計室檢視各單位品項 

10/14~10/26 電算中心召開電諮會 

11/14（四） 召開第 2 次專責小組會議，完成 109 年度獎勵補助經費規劃 

11/12~11/23 總務單位及會計室最後檢視各單位品項 

11/24~11/30 彙整並裝訂支用計畫書報部（依據預估獎勵補助經費編列） 

109 年  

3/2 前 
各單位依據 11/30 報部之資本門品項，提供規格書、報價單及

獨家產品採購說明書 

3/11 109 年度獎勵補助經費金額核定 

3/11 
依核定金額通知各單位召開會議確定 109 年度資本門品項（核

定金額＜預估金額，刪減原編列品項） 

3/13-3/18 總務單位及會計室檢視各單位品項 

3/19 召開第 3 次專責小組會議 

3/31 彙整並裝訂支用計畫書報部（依據核定獎勵補助經費編列） 

 

(四)相關組織會議資料與成員名單  

      1.專責小組組織辦法、成員名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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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明財經科技大學整體發展經費專責小組組織章程條文如下(107 年 11 月 07 日修訂)： 

         第一條（成立宗旨） 

依據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技專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請要點並在配合技專校院

發展學校特色的基礎下，特設立德明財經科技大學整體發展經費專責小組（以下簡稱

本小組），並訂定組織章程(以下簡稱本章程)，以規劃、申請、執行、管控及核銷教育

部整體發展獎補助經費相關事務之協調與辦理。 

第二條（小組職責） 

本小組之職責如下： 

一、為確認與運作經費申請程序、經費分配原則及經費審核程序等事項。 

二、依學校整體發展規劃提報教育部獎補助經費支用計畫。 

三、資本門、經常門項目分配之合理性及相關經費變更事項。在維持總金額不變原

則下，支用計畫書所列項目、規格、數量及細項改變者，應經由會議通過。 

四、確認獎勵補助經費執行清冊核銷之各項內容。 

五、其他與教育部整體發展獎勵補助經費相關事項之審議。 

第三條（小組代表） 

本小組由 29 至 33 人成員組成，以校長為召集人，副召集人為研發長，教務長、學務

長、總務長、研發長、會計主任、人事室主任、電子計算機中心主任、教資中心主

任、圖書館館長、各學院院長、通識教育中心主任、體育室主任為當然委員。各教

學單位經由系務（中心）會議正式推舉產生教師代表一位為選任委員，研發處學術

推廣組組長為執行秘書，選任委員任期為一年，每一學年度改選之，連選得連任一

次。 

委員不得為當年度內部專兼任稽核人員。 

相關業務承辦人員及相關單位主管，必要時應列席本小組各次會議。 

第四條（會議之召開） 

本小組會議之召開每學年至少二次；必要時得由校長召開不定期會議。本委員會議之

決議，應有三分之二以上委員出席，出席委員二分之一同意行之。當選任委員無法

出席時，不得有代理情形。校長未能出席會議時，則由研發長代理主持。 

第五條（會議記錄） 

申請教育部獎補助經費之運用時，需檢附本小組會議記錄等相關資料。 

第六條（章程修訂） 

           本章程經行政會議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108 學年度專責小組成員名單如下：           

          

編號 
單位 姓名 職級 專責小組職稱 備註 

001 校長室 徐守德 教授 召集人   

002 研究發展處 陳百盛 副教授 副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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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單位 姓名 職級 專責小組職稱 備註 

003 教務處 林倫豪 副教授 委員   

004 教學資源中心 賴淑芳 副教授 委員   

005 學務處 柯志堂 副教授 委員   

006 總務處 沈明鑑 副教授 委員   

007 會計室 林淑芬 主任 委員   

008 人事室 谷麗娟 主任 委員   

009 電算中心 黃志泰 副教授 委員   

010 圖書館 陳維華 講師 委員   

011 管理學院 潘昭賢 教授 委員   

012 財金學院 翁順裕 教授 委員   

013 資訊學院 侯君溥 教授 委員   

014 通識中心 朱介國 副教授 委員   

015 體育室 陳一進 副教授 委員   

016 會資系 李美雀 副教授 委員   

017 財稅系 倪仁禧 副教授 委員   

018 保金系 李仁傑 教授 委員   

019 財金系 蘇守梅 副教授 委員   

020 國貿系 鄭竹均 副教授 委員   

021 行銷系 林聖偉 副教授 委員   

022 企管系 吳文彬 副教授 委員   

023 流通系 張欽智 副教授 委員   

024 應外系 尤登煌 副教授 委員   

025 資管系 劉崑義 副教授 委員   

026 資科系 李後燦 副教授 委員   

027 媒計系 廖崇政 副教授 委員   

028 通識中心 黃美玉 講師 委員   

029 體育室 沈莉青 助理教授 委員   

030 研發處學術組 黃小玉 助理教授 執行祕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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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責小組會議資料，請參閱光碟附件-專責小組會議紀錄。 

      2.內部專兼任稽核人員組織辦法、成員名單如下。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兼任稽核人員設置要點條文如下(108 年 04 月 29 日修訂)： 

一、德明財經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實施內部稽核，協助董事會、校長檢核內部

控制制度，依據教育部「學校財團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內部控制制度實施辦法」第

16 條及本校內部稽核實施要項第 3.1 條之規定，訂定本校兼任稽核人員設置要點（以

下簡稱本要點）。 

二、本校之兼任稽核人員應依規定對本校內部控制進行稽核，以衡量本校對現行人事、

財務與營運所定政策、作業程序之有效性及遵循程度，並不得牴觸會計職掌；其職

權如下： 

(一)本校之人事、財務、營運等活動之事後查核。 

(二)現金出納處理之事後查核。 

(三)學校現金、銀行存款及有價證券之盤點。 

(四)財務上增進效率與減少不經濟支出之查核及建議。 

(五)專案稽核事項。 

三、本校置兼任稽核人員 1 人及兼任副稽核人員 1 至 3 人、協同稽核人員 9 至 15 人，組

成稽核小組。 

(一)兼任稽核人員及兼任副稽核人員之產生，由行政單位提名具會計師資格或取得

內部控制人員資格證書或具企業管理專長之本校編制內專任教師至少 5 人，簽

請校長圈選並聘任之，直屬校長指揮，依本校內部稽核實施要項，執行稽核工

作。 

(二)兼任稽核人員、兼任副稽核人員及協同稽核人員之任期均為一年，期滿得連選

連任。 

(三)協同稽核人員為無給職，由本校各學院推選以曾任校內行政、教學主管或具有

商業、資訊、會計審計、財務專長之本校編制內專任教師，簽請校長圈選並聘

任之，由兼任稽核人員召集並指揮，依本校內部稽核實施要項，協助執行稽核

工作。 

四、兼任稽核人員及兼任副稽核人員，得依稽核任務輕重，簽請校長核定酌減若干基本

授課鐘點。 

五、協同稽核人員之工作績效，得列入本校教師個人績效評量加分之重要依據。 

六、本要點經行政會議審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訂時亦同。 

 

       108 學年度稽核小組成員名單如下： 

         

編號 職稱 所屬單位 職級 姓名 

1 稽核人員 企管系 助理教授 魏鸞瑩 

2 副稽核人員 國貿系 講師 林光炫 

3 副稽核人員 流通系 講師 黃美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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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職稱 所屬單位 職級 姓名 

4 副稽核人員 財稅系 講師 陳映霏 

5 協同稽核人員 國貿系 助理教授 簡貞玲 

6 協同稽核人員 企管系 助理教授 劉綠萍 

7 協同稽核人員 行銷系 副教授 陳燕鑾 

8 協同稽核人員 行銷系 教授 王淑滿 

9 協同稽核人員 應外系 副教授 廖熒虹 

10 協同稽核人員 會資系 助理教授 葉詩品 

11 協同稽核人員 財稅系 副教授 林惠雪 

12 協同稽核人員 財稅系 助理教授 高楷璇 

13 協同稽核人員 財金系 副教授 林容竹 

14 協同稽核人員 財金系 助理教授 洪千惠 

15 協同稽核人員 資管系 講師 徐翠琇 

16 協同稽核人員 資科系 助理教授 顏嘉良 

17 協同稽核人員 資科系 助理教授 江政杰 

 

依經費支用原則具體規劃支用措施，參考附表 6~9。 

 

參、 前一年度支用計畫書審查意見之回應說明及改善情形（參考附表 10） 

肆、 109 年度整體發展經費支用設備規格說明書及項目明細表（參考附表

11~19） 

附錄：高等教育深耕修正版計畫書及校務發展計畫書之光碟電子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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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附表 1：學校類型及近三年學校基本資料表(人事室、教務處、總務處) 
年度 

項目 
核配 109 

學校類型 

科技大學 技術學院 專科學校 專案輔導學校 學生數未達一千五百人之學校 

    

 

依指標核配 採定額獎勵補助 

  

年度 
項目 106 107 108 

學生人數 7,952 7,496 6,991 

教職員人數 
專任教師 237 228 230 
兼任教師 277 259 239 
職員 133 130 129 

全校生師比 21.2 21.2 20.3 

校地及校舍面積 

校地面積 60,832 平方公尺 60,832 平方公尺 60,832 平方公尺 
校舍面積 68,558 平方公尺 68,558 平方公尺 68,558 平方公尺 

每生平均校地面積 7.65 平方公尺 8.12 平方公尺 8.70 平方公尺 
每生平均校舍面積 8.62 平方公尺 9.15 平方公尺 9.80 平方公尺 

全校新生註冊率 69.81% 80.34% 87.14% 
備註： 
1. 學校類型：請學校依所屬類型於該類型打勾，屬多類型之學校請複選，其中學生數未達一千五百人之學校，請選擇核配方式欲依指標核配或採
定額獎勵補助，報部後不得修正，其他類型之學校不須填列該欄位。另依要點第三款第三目規定專案輔導學校僅核給補助經費。 

2. 若有其他基本資料，請逕行增加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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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附表 2：前一（學）年度學校年度校務發展（含私校獎補助、其他補助計畫、學校經費）一覽表(會計室) 

 

前一(學)年度學校年度校務發展 前一(學)年度學校 
總支出(E) 

前一(學)年度學校 
總收入(F) 

總計(A) 學校自籌經

費(B) 

教育部各類獎補助計畫(C) 
其他政府部

門經費(D) 私校獎補助
計畫 

高等教育深耕
計畫 其他 學校 附設 

機構 學校 附設 
機構 

經費 157,442,686 24,966,894 34,713,356 48,903,478 46,060,855 2,798,103 831,938,171 0 1,000,096,336 0 
占學校總支出比率 18.92% 3.00% 4.17% 5.88% 5.54% 0.34% － － － － 
占學校總收入比率 15.74% 2.50% 3.47% 4.89% 4.61% 0.28% － － － － 

 
備註： 
1. 總計(A)＝(B)＋(C)＋(D)，請填入「學校前一(學)年度執行校務發展計畫經費」，包含學校自籌、教育部各類獎勵補助計畫、其他政府部門獎勵

或補助經費等經費。(其他：請學校檢視獲得教育部補助計畫中與學校校務發展關聯性較高且屬全校性之補助計畫填入，若無則可免填。) 
2. 學校自籌經費(B)：為學校支應學校當年度校務發展之相關經費。 
3. 占學校總支出(收入)比率(%)＝各項經費/總支出(總收入)×100%。 
4. 前一(學)年度學校總支出(E)：請填入前一(學)年度總支出；前一(學)年度學校總收入(F)：請填寫前一(學)年度總收入。 
5. 統計時間：107年1月1日至107年12月31日或107年8月1日至108年7月31日止。 

 

參考附表 3：106～108 年度私立技專校院獎勵補助經費執行情形 

年度 

獎勵補助款 自籌款 

總計 已支用經費 執行率 資本門 經常門 資本門 經常門 

金額 比率 金額 比率 金額 比率 金額 比率 

106 30,083,855 70% 12,893,081 30% 3,047,706 70% 1,289,308 30% 47,313,950 47,313,950 100% 

107 23,872,161 70% 10,230,926 30% 2,439,968 70% 1,023,094 30% 37,566,149 37,566,149 100% 

108 20,926,443 50% 20,926,443 50% 2,194,252 51% 2,092,645 49% 46,139,783 46,139,783 100% 

備註：總計＝獎勵補助款資本門及經常門之金額＋學校自籌款資本門及經常門之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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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附表 4 ：前一(學)年度校務發展辦學特色及經費支用情形 

辦學 
特色 

計畫編號 
計畫名稱 

預期成效 
(目標) 實際執行成效 

未達成預期成

效之原因分析 

投入經費 

總經費 
(萬元) 

使用獎勵補助 
經費(萬元) 

使用獎勵補

助經費比率 

落實教

學創新 

A1-1-2 
深化會計資訊專

業創新多元教學

(會資系)-基礎面

向；延續 

質化： 
1.增進學生職場競爭力。 
2.增進考取會計相關證照實力。 
3.增進教師教學能力。 
量化： 
1.參與業師協同教學或演講學

生數至少 300 人次。 
2.畢業一年內之就業率達80%以上。 
3.設計至少一門 PBL 課程。 

1.業師協同教學或演講學生共

424 人次。 
2. 107 學年度畢業畢業人數

142 人，實際就業人數:81
人、服役22 人、其他38人
及升學1人，就業率68.07%。 

3. PBL課程共1 門。 
 
 
 
 
 
 
 
 
 
 
 
 
 
 
 
 

2. 畢業「一年

內」就業率未

達80%之原

因： 
應屆畢業生就

業調查時間學

校統一在每年

9-10 月舉行，

離畢業時間猶

「未滿一

年」，有些學生

仍在尋找適合

工作階段。.
「其他」類共

38 人

(31.93%)，扣

除準備考試與

創業等 9人
(7.56%)與無

法聯絡到本人

或拒絕提供者

7 人(5.88%)，
真正待業者

22 人(18.49%)  

34.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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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學 
特色 

計畫編號 
計畫名稱 

預期成效 
(目標) 

實際執行成效 未達成預期成

效之原因分析 

投入經費 

總經費 
(萬元) 

使用獎勵補助 
經費(萬元) 

使用獎勵補

助經費比率 

落實教

學創新 

A1-1-4 
建構中高階理財

人才培育中心(財
金系理財與稅務

管理碩士班 )-精
進特色；延續 

質化： 
1.提升上課品質與學習成效 
2.提升教師教學能力 
3.鼓勵教師及學生應用中心軟

體，進行財金議題實證分析 
量化： 
1.個案與論文篇數 11 篇 
2.報考倍數 1.2倍 
3.CFP®開設課程數至少12門 (2
年)、修課人次100人(2年)、4E中

Education發證時數至少500小時。 

1.教師期刊論文發表5篇，研

討會論文1 篇，專書1本，

碩士班論文發表5 篇。 
2.報考107 學年度甄試人數11
位、考試人數8 位，共計19
位，為招生名額15 位之1.26
倍 

3.107學年CFP®開設課程數15
門，修課156人次。(含大學

部)；核發Education研習證

時數已達7,560小時(含大學

部)。 

無 25.5 22.5 88.25% 

落實教

學創新 

A1-2-3 
務實致用增能計

畫(財金系)-基礎

面向；延續 

質化： 
提升上課品質與學習成效 
量化： 
1.專業教室使用率達 70% 
2.專業教師每學年開設 4 門

專業課程 
3.辦理校外實習說明會及講習會各

1場、實習成果發表會1場 
4.合作廠商達25家以上 
5.配合校務政策發展計畫，執行

國際交流-粵台產業科技學院

專班相關業務：論文成果發表

會或競賽1 場、完成畢業論文

篇數至少達修課人數之

1.專業教室使用率達70% 
2.已開設專業課程4 門以上。 
3.辦理 2 場實習說明會及 1 場

實習成果發表會。 
4.107 學年合作廠商51家。 
5.粵台生 34 人，畢業論文 33
篇，完成畢業論文篇數達修

課人數之97%，並辦理一場

論文競賽。業師授課科目24
小時。 

6.107 學生專業證照通過張數

324 張。 
7. 投資理財軟體與系統已於 4
門課程結合使用。 

5.授課老師依實

際需求安排業

師協同教學時

數僅需 24小
時。 

165.9 165.9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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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學 
特色 

計畫編號 
計畫名稱 

預期成效 
(目標) 

實際執行成效 未達成預期成

效之原因分析 

投入經費 

總經費 
(萬元) 

使用獎勵補助 
經費(萬元) 

使用獎勵補

助經費比率 
90% 、業師協同教學至少30
小時以上 

6.專業證照通過張數300張 
7.投資理財軟體與系統結合4門
課程 (視當學期班級數而定) 

8.專業實務課程邀請業界師資

協同教學30 小時 
9.投資理財競賽3 隊獲獎 
10.英文能力培訓班1 班 

8.107 業師協同教學179小時。 
9.投資理財競賽共有9組獲獎。 
10.已辦理 2 班英文能力培訓

班。 
 

 

辦學 
特色 

計畫編號 
計畫名稱 

預期成效 
(目標) 

實際執行成效 
未達成預期成

效之原因分析 

投入經費 
總經費 
(萬元) 

使用獎勵補助 
經費(萬元) 

使用獎勵補

助經費比率 

落實教

學創新 

B1-3-5 
建置智慧流通教

學場域與產學鏈

結合作（流通系）

-精進特色;延續 

質化： 
1.完成跨領域「智慧流通領域」

人才培訓課程規劃 
2.新設「IoT 智慧流通技術實作」

及「智慧流通概論」課程 
3.建置「IoT 智慧流通實務應用

實驗室」一間 
量化： 
1.培育大學部班 20 位學生，成

為亞洲矽谷智慧流通領域之

整合性人才。 
2.與「跨領域專題指導社群」合作

質化： 
1.成跨領域「智慧流通領域」

人才培訓課程規劃 
2.107(上)新設「流通物聯網

應用」及「智慧流通概論」

課程 
3.建置「智慧流通實務應用

實驗室(B104)」一間 
量化： 
1.培育大學部班 20 位學生，

成為亞洲矽谷智慧流通領

域之整合性人才。 

無 334.7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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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學 
特色 

計畫編號 
計畫名稱 

預期成效 
(目標) 

實際執行成效 未達成預期成

效之原因分析 

投入經費 
總經費 
(萬元) 

使用獎勵補助 
經費(萬元) 

使用獎勵補

助經費比率 
將智慧流通課程教學融入社群

老師課程，指導學生校外專題

競賽獲獎至少 1件。 
3.「IoT 智慧流通實務應用實

驗室」校外參訪人數達 200
人次 

4.合作廠商 5 家 
5.產業合作案至少 1 件，金額

50 萬以上 

2.與「跨領域專題指導社群」

合作將智慧流通課程教學

融入社群老師課程，指導

學生校外專題競賽獲獎至

少 3 件。 
3.「IoT 智慧流通實務應用

實驗室」校外參訪人數達

358 次 
4.合作廠商 5 家(翔丰物流、

紘瑞國際、智信數位、瑪

里士、華宥企業) 
5.產業合作案 3 件，金額 197
萬 

落實教

學創新 

B1-4-1 
師生實務增能計

畫(國貿系) -精進

特色;延續 

質化: 
1.簽訂合作廠商備忘錄。 
2.每年開設業界協同教學課程。 
3 每年辦理實習職前講座。 
4.學生每年至合作機構實習。 
5.每年學生就業輔導追蹤調查。 
6.業界資源導入。 
7.跨領域學習有志學習跨境電

商的同學都能申請跨領域學

分學程並修習相關課程。 
8.結合產官學研四方資源，提供

技術指導學習契機以及學生

完整的教育網絡，創造三贏的

《國際參展人才培育業師協同

教學計畫》 
107-2業師協同教學部分已挪至

教資中心執行，本案刪除。 
1.每年開設業界協同教學課

程 3 門。 
2.協同教學之業界專家企業

主數 3 場。 
3.業界專家協同教學指導學

生，參賽和專題製作各別

件數 8 件。 
4.商品展競賽獲獎3 項30 人。 
 

無 

國際參

展人才

培育業

師協同

教學計

畫 
9.8 

 
 
 
 
 
 

國際參展人才

培育業師協同

教學計畫 
 
 
 

0 
 
 
 
 
 
 

國際參展人

才培育業師

協同教學計

畫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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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學 
特色 

計畫編號 
計畫名稱 

預期成效 
(目標) 

實際執行成效 未達成預期成

效之原因分析 

投入經費 
總經費 
(萬元) 

使用獎勵補助 
經費(萬元) 

使用獎勵補

助經費比率 
局面。 

9.成立內科跨境電商創新創業

中心並與台北市跨境電商創

新創業產學聯盟，培養電商及

創業人才，輔導電商物流企業

進行轉型。 
10.提升學校知名度。 
11.藉由執行業界師資協同教

學，本系形塑特色，並於教學

理論與實務並重，強化實務操

作能力，以培育職場所需之國

貿專業人才 
12.鼓勵系上師生積極參與各項

相關競賽，藉由競賽交流累積

並提升學生競爭力，歷年榮獲

諸多獎項。 
13.與修課學生定期會談，重視

學生之學習狀況、接受程度及

專業能力是否加強。 
14.設置「產學合作-實務實習-
畢業即就業」的運作與回饋機

制，良性帶動學生、教師與產

業界的多元合作關係，共創三

贏的市場利基。 
量化： 
1.簽訂合作備忘錄廠商數2 家。 

《跨境電商創新創業中心》 
1.產學合作案 12 件 
2.業界協同教學課程 3 門「跨

境電商物流」、「跨境電商實

務」、「跨境電商營運」 

3.實習職前講座1場 
4.每年至合作機構實習學生 45
名。(大四產學班) 

5.成立電商輔導團1 個 
6.成立電商創新創業中心1個 
7.鼓勵產學合作競賽(跨境電商

競賽)，參賽學生39 人，競賽

獲獎11 項16 人 
 

 
 
 
跨境電

商創新

創業中

心 
 

114.8 

 
 
 
跨境電商創新

創業中心 
 
 
 
0 

 
 
 
跨境電商創

新創業中心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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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學 
特色 

計畫編號 
計畫名稱 

預期成效 
(目標) 

實際執行成效 未達成預期成

效之原因分析 

投入經費 
總經費 
(萬元) 

使用獎勵補助 
經費(萬元) 

使用獎勵補

助經費比率 
2.每年開設業界協同教學課程2門。 
3.每年辦理1 場實習職前講座。 
4.每年至合作機構實習學生20 至

30 名。 
5.成立電商輔導團 1 個 
6.成立電商創新創業中心1個． 

 

辦學 
特色 

計畫編號 
計畫名稱 

預期成效 
(目標) 實際執行成效 

未達成預期成

效之原因分析 

投入經費 
總經費 
(萬元) 

使用獎勵補助 
經費(萬元) 

使用獎勵補

助經費比率 

落實教

學創新 

C1-1-1 
虛擬實境教學研

發計畫  (資訊學

院)-精進特色；延

續 

質化： 
1.落實教學創新 
2.建構跨域學習環境 
量化： 
1. 跨系/院修課人次 120 人以上 
2. 期末作品/成果展 1 場 
3. 參加競賽 8 隊 

質化： 
1.落實教學創新 
2.建構跨域學習環境 
量化： 
1.課程開設4 門 
2. 虛擬實境跨領域學分學程修

課人數120 人 
3.期末作品/成果展1場 
4. 結合多媒體科技創新創業專

題參與組數6 組 
5. 全國比賽獲獎10組 
6. 募資提案成功1組(產學合

作) 
7. 創業設立公司1組 
8. 學生參加創新創業募資媒合

會或比賽10 場 

無 742.8 513.7 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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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學 
特色 

計畫編號 
計畫名稱 

預期成效 
(目標) 

實際執行成效 
未達成預期成

效之原因分析 

投入經費 
總經費 
(萬元) 

使用獎勵補助 
經費(萬元) 

使用獎勵補

助經費比率 
9. 製作教育式虛擬實境互動相

關遊戲應用(電腦版)1 套 

落實教

學創新 

C1-1-3 
發展雲端運算、物

聯網與行動應用

服務創新教學與

實務技術應用(資
管 系 )- 基 礎 面

向；延續 

質化： 
1.落實教學創新 
2.厚植學生資訊專業實務執行的

能力 
量化： 
1.專題實作應用相關軟硬體設

備隊數 13 隊以上 
2.相關課程教學應用每學年3 門

課。 
3.舉辦相關課程產業實務協同教

學，每學年 1 門課。 
4.舉辦創新教學研習與師資培

訓，每學年 1次或相關以問題為

導向學習之實務課程教材開

發，每學年 1 門課。 

質化： 
1.落實教學創新 
2.厚植學生資訊專業實務執行

的能力 
量化： 
1.專題實作應用相關軟硬體

設備隊數 18 隊 
2.相關課程教學應用3門課。 
3.舉辦相關課程產業實務協同

教學1 門課。 
4.舉辦創新教學研習與師資培

訓1 次。 

無 700 7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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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學 
特色 

計畫編號 
計畫名稱 

預期成效 
(目標) 

實際執行成效 
未達成預期成

效之原因分析 

投入經費 
總經費 
(萬元) 

使用獎勵補助 
經費(萬元) 

使用獎勵補

助經費比率 

落實教

學創新 

C1-1-4 
發展智慧網管與

資安創新教學與

實務技術應用(資
管系 ) - 基礎面

向；延續 

質化： 
1.落實教學創新 
2.厚植學生資訊專業實務執行的能

力 
量化： 
1.相關課程教學應用每學年 2
門課。 

2.舉辦相關課程產業實務協同

教學，每學年 1 門課。 
3.舉辦創新教學研習與師資培

訓，每學年 1 次或相關以問

題為導向學習之實務課程教

材開發，每學年 1 門課。 

質化： 
1.落實教學創新 
2.厚植學生資訊專業實務執

行的能力 
 
量化： 
1.相關課程教學應用2門課。 
2.舉辦相關課程產業實務協

同教學 1 門課。 
3.舉辦創新教學研習與師資

培訓 1 次。 

無 36.9 36.9 100% 

落實教

學創新 

C1-2-6 
擴建專題製作實

驗室(資科系)-精
進特色；延續 

質化： 
1.精進學生資訊科技專長 
2.厚實本校舉辦全國大型資訊

相關競賽能力 
3. 強化學生參加校際專題競賽

之能量 
量化： 
1.研習人數 2 位以上 
2.群體型學習研討 1 場 
3.創新教學成果發表 2 場  
4.參加校際專題競賽隊數 12 場 
5.舉辦程式設計比賽 

1.研習人數 11 位 
2.群體型學習研討 1 場 
3.創新教學成果發表 2 場  
4.參加校際專題競賽隊數 14
場 

5.舉辦全國程式設計比賽 

無 47.0 26.9 5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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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學 
特色 

計畫編號 
計畫名稱 

預期成效 
(目標) 

實際執行成效 
未達成預期成

效之原因分析 

投入經費 
總經費 
(萬元) 

使用獎勵補助 
經費(萬元) 

使用獎勵補

助經費比率 

落實教

學創新 

C1-3-1 
創客模式研究中

心 (資訊學院)-精
進特色；延續 

質化： 
1.群聚VＲ產業能量, 提供完整人

力供應鏈與創客創業產業鍊 
2.以PBL課程思維模式, 導入本

校VR 課程規劃, 改善以學習基

礎為導向的課程 
3.跨院/系課程, 引導不同專業學

生深化了解未來VR的衝擊與應

用 
量化： 
1.校內全年實習1 組 
2.申請政府補助研究中心提案1案

(金額100 萬元以上) 
3.引進業界資源2 家 
4.實習參與學生8 人 
5.輔導創業2 家 
6.參加募資媒合會 1 場 
7.輔導成果參與招生3場 

質化： 
1.群聚 VＲ產業能量, 提供

完整人力供應鏈與創客創

業產業鍊 
2.以 PBL 課程思維模式, 導
入本校 VR 課程規劃, 改善

以學習基礎為導向的課程 
3.跨院/系課程, 引導不同專

業學生深化了解未來 VR
的衝擊與應用 

量化： 
3.引進業界資源2家 
4.實習參與學生8 人 
5. 輔導創業 1 家 
6. 學生參加創新創業募資媒

合會或比賽 10 場 
7.輔導成果參與招生 3 場 
 

1.校內全年實

習 1 組尚未達

成，原因為創

客中心建立

完成較晚，導

致學生都已

經自行找好

相關實習工

作。 
2.由於創客中

心於 107-2 學

期才完整成

立，因此尚未

提案成功。 

19.9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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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學 
特色 

計畫編號 
計畫名稱 

預期成效 
(目標) 

實際執行成效 
未達成預期成

效之原因分析 

投入經費 
總經費 
(萬元) 

使用獎勵補助 
經費(萬元) 

使用獎勵補

助經費比率 

精進學習

成效 

2-1-5 
促進教學同儕攜

手成長(教學資源

中 心 )- 基 礎 面

向；延續 

質化： 
1.教師互相交流教學經驗，提升

教學成效。 
2.業界師資協同教學，提升教師

實務知能。 
3.獎勵教學優良教師與教學優良

課程，提升教學品質與效果。 
4.藉由專家的經驗分享，使學生

增廣視野。 
5.增強教師適應新時代教學環境

的能力與開發創新教法的職

能。 
量化： 
1.每年教師專業成長社群 10 組。 
2.全校教學活動意見調查平均成

績達 4.0。 
3.「雙師協同教學」授課數：鼓

勵各系(學位學程)每年度至少

申請 2 門。 
4.「雙師協同教學」課程滿意度

問卷調查達 4.0 分以上(5 分量

表)。 
5.辦理教師教學精進研習活動滿

意度達 4 以上。 
6.辦理教學教法相關研習每年至

少 2 場。 

質化： 
1.107 學年度藉由三場教師成

長社群與雙師協同分享講

座，讓教師間互相交流，提

升教學能量。 
2.持續推廣課程融入業界專

家師資，提升教師實務知能。 
3.每學年辦理教學傑出及優

良教師遴選，每學期辦理優

良課程獎勵，鼓勵教師申

請，提升教學品質與效果。 
4.藉由業界專家授課時的經

驗分享，增廣學生業界實務

面之視野 
5.增強適應新時代教學環境

的能力、與開發創新教法的

職能。 
量化： 
1.107 學年度教師專業成長社

群共 18 組。 
2.107 學年度全校教學活動意

見調查平均高於 4 分。 
3.107 學年度「雙師協同教學」

授課數為 207 門課，各系(學
位學程)於 107 學年度至少

執行 6門課成為業界專家協

無 539.2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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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學 
特色 

計畫編號 
計畫名稱 

預期成效 
(目標) 

實際執行成效 
未達成預期成

效之原因分析 

投入經費 
總經費 
(萬元) 

使用獎勵補助 
經費(萬元) 

使用獎勵補

助經費比率 
7.優良課程數每年至少 145 門以

上。 
同教學。 

4.107 學年度「雙師協同教學」

課程滿意度問卷調查為 4.5
分。 

5.107學年度共辦理14場教師

教學精進研習，活動滿意度

皆達 4 分以上。 
6.107 學年度辦理教學教法相

關研習 7 場。 
7.107 學年度優良課程數共

471 門。 

精進學習

成效 

2-1-6 
推動創新教學模式

(教學資源中心)-精
進特色；新增 

質化： 
1.教師導入創新教學，建立師生

課程互動學習模式，提升學生

學習成效 
2.強化教師的教材教具設計能

力，擴散本校教材教具能量 
3.改善教師教學資源以及學生

學習環境。 
4.精進教師理解導入創新教學

模式之課程設計與教學模式。 
5.鼓勵本校教師落實教學創

新，提升教學品質。 
6.運用科技載具增加教師與學

生的互動，讓教師可以立即調

質化： 
1.教師導入創新教學，建立

師生課程互動學習模式，

提升學生學習成效。 
2.強化教師的教材教具設計

能力，以期擴散本校教材教

具能量。 
3.107 學年度第一學期升級

本校德明 e 學院，提升製

作教材效能，並改善教師

教學資源以及學生學習環

境。 
4.精進教師理解導入創新教

學模式之課程設計與教學

量化： 
3.107 學年度

教 材 教 具

申請案為 4
件，通過 3
件，將持續

辦 理 教 材

教 具 相 關

研習，鼓勵

教 師 提 出

申請。 

677.1 3 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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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學 
特色 

計畫編號 
計畫名稱 

預期成效 
(目標) 

實際執行成效 
未達成預期成

效之原因分析 

投入經費 
總經費 
(萬元) 

使用獎勵補助 
經費(萬元) 

使用獎勵補

助經費比率 
整教學內容或給予回饋，提升

教學效能。 
7.幫助教師教學、改變學生學習

模式。 
量化： 
1.教材教具設計和創新教學模

式相關研習活動至少 5 場次。 
2.各項研習活動、教學創新講座

滿意度達 4.0 以上。 
3.教材教具獎勵補助每年至少

5 件。 

模式。 
5.透過各項教學創新獎座，

鼓勵本校教師落實教學創

新，提升教學品質。 
6.107 學年度第一學期導入

Zuvio 即時反饋系統，期望運

用科技載具增加教師與學生

的互動，讓教師可以立即調整

教學內容或給予回饋，提升教

學效能。 
7.透過各項教師知能講座與

教學輔助工具研習，幫助教

師教學、改變學生學習模

式。 
量化： 
1.107 學年度共辦理教材教具

設計和創新教學模式相關研

習活動12場次。 
2.107 學年度教學創新講座

滿意度皆達 4.0 分以上，平

均 4.6 分。 
3.107 學年度教材教具獎勵補

助3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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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學 
特色 

計畫編號 
計畫名稱 

預期成效 
(目標) 

實際執行成效 
未達成預期成

效之原因分析 

投入經費 
總經費 
(萬元) 

使用獎勵補助 
經費(萬元) 

使用獎勵補

助經費比率 

健全品

格教育 
善盡社

會責任 

3-1-2 
紮根品格教育(學
務處品格教育中

心)-精進特色;延
續 

質化: 
教孝月系列活動、公民素養系

列活動、德明品格共同圈攜手

計畫…等。 
 
量化： 
1.各項活動滿意度達82%。 
2.參與人次達550人次。 

完成感恩節系列活動、教孝

月系列活動、公民素養系列

活動、品格教育志工培訓、

德明品格共同圈攜手計畫、

教育部品德教育深耕計畫、

品格教育微電影競賽、教育

部特色主題計畫等活動。 
1.感恩節系列活動：感謝小

卡募集 350 張，參與總人

次達 300 人次。 
2. 107 年度教育部特色主題

計畫-「德明品格共同圈」

參與總人次 466 人次，總

服務時數達 2,800 小時。 
3.攜手計畫－大手牽小手：

各場次之學童參與總數合

計 625 人。 
4.教孝月系列活動：巧克力

傳情 100 份、明信片回收

166 張、康乃馨發放 200
朵、參與總人次 466 人次。 

5.微電影競賽：參賽作品共

18 件。 
各項活動滿意度達 82%。參

與人次達 550 人次。 

無 97.8 19.8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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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學 
特色 

計畫編號 
計畫名稱 

預期成效 
(目標) 

實際執行成效 未達成預期成

效之原因分析 

投入經費 
總經費 
(萬元) 

使用獎勵補助 
經費(萬元) 

使用獎勵補

助經費比率 

強化產

研實習 
推動國

際交流 

4-2-1 
厚植教師實務能

量落實產學合一

(研發處產學合作

組)-基礎面向；延

續 
 
產官學研究計畫

業務推廣及成果

發表 

產官學研究計畫業務推廣及成

果發表： 
 
1.產官學研究計畫承接金額

4,500 萬元(每年增加 5%) 
2.辦理產學成果發表會 2 場 
3.遴選全校產學績優教師共 12
名，再從中遴選出全校前 3 名

頒贈獎盃及獎金。 

1. 107 年產官學共計 75 件，

金額約 3,009 萬元 
2.舉辦 2 場產學成果發表

會，共有 21 位老師分享

29 件產學成果。 
3. 表揚「107 年度產學績優

教師」全校共 12 名，其中

前三名另頒贈獎牌與獎金

(107/9/6)。 

教師承接產官

學計畫成效未

達預期之原因

分析: 
1.除極少數研

究 型 教 師

外，其他兩

類型之研究

比重皆只佔

總分 10%，

影響教師承

接意願。 
2.學校實施大

四全學年實

習後，屬短

期實習類型

產學案已難

找到適任且

有課餘時的

學 生 來 配

合。 
3.政府預算刪

減，致少數

教師已無案

可承接。 
4.專任教師退

6.5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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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學 
特色 

計畫編號 
計畫名稱 

預期成效 
(目標) 

實際執行成效 未達成預期成

效之原因分析 

投入經費 
總經費 
(萬元) 

使用獎勵補助 
經費(萬元) 

使用獎勵補

助經費比率 
休或離職人

數日增，致

可承接產官

學案之總人

數下降。 
5.專案教師以

支援行政為

主，幾乎無

承接產官學

案之意願。 
6.歷年產官學

案承接金額

並非呈現線

性 成 長 趨

勢。 
4-2-1 
厚植教師實務能

量落實產學合一

(研發處產學合作

組)-基礎面向；延

續 
提升教師實務能

力 

提升教師實務能力： 
每學期每系至少一名教師提出

至產業研習或研究之申請案。 

1. 107 學年度教師組團隊赴

企業深度研習共主辦執行

3 個計畫(跨校 3 場)，總計

約有 60 位本校老師參與

(校內 29 人，跨校 31 人)。 
2. 107 學年度遴選 3 位教師

赴企業深耕服務。 

無 94.7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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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學 
特色 

計畫編號 
計畫名稱 

預期成效 
(目標) 

實際執行成效 未達成預期成

效之原因分析 

投入經費 
總經費 
(萬元) 

使用獎勵補助 
經費(萬元) 

使用獎勵補

助經費比率 

強化產

研實習 
推動國

際交流 

4-3-3 
畢業流向就業追

蹤(職涯發展中

心)-基礎面向；延

續 

雇主滿意度調查： 
有效問卷回收份數至少 500
份。 

107 學年度雇主滿意度調查

有效問卷回收 599 份。 無 15 0 0.% 

 
畢業生流向追蹤調查： 
每學年畢業生流向追蹤率

100%。 

106 學年度畢業生追蹤率

100%。 
無 14.8 0 0% 

畢業生流向問卷追蹤調查： 
1.畢業後滿一年追蹤率 70%。 
2.畢業後滿三年追蹤率 60%。 
3.畢業後滿五年追蹤率 50% 

1.畢業滿一年的回收率為

78.41%。 
2.畢業滿三年的回收率為

73.02%。 
3.畢業滿五年的回收率為

65.454%。 

無 25.1 0 0% 

畢業生就業滿意度調查： 
有效問卷回收份數至少 500
份。 

有效問卷 596 份。 無 13.8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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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學 
特色 

計畫編號 
計畫名稱 

預期成效 
(目標) 

實際執行成效 未達成預期成

效之原因分析 

投入經費 
總經費 
(萬元) 

使用獎勵補助 
經費(萬元) 

使用獎勵補

助經費比率 

強化產

研實習 
推動國

際交流 

4-4-1 
推動國際交流多

元發展計畫（研發

處國際交流中心）

-基礎面向；延續 

1.每年締結姐妹校或簽訂合作

意向書 5 所 
2.參與兩岸暨國際院校交流活

動 10 次 
3.招收境外學生 50 人。 
4.安排赴兩岸及國際院校進行

交換，就讀雙聯學制或赴海

外研習之學生人數，每年 20
人。 

5.申請新南向國際產學專班每

學年 2 班。 

1. 締結雙聯姊妹校已有 2
所，簽訂合作意向書 6 所。 

2. 參與兩岸暨國際院校交流

活動 10 次。 
3. 招收境外學生 202 人。 
4. 安排赴兩岸及國際院校進

行交換有，就讀雙聯學制

或赴海外研習之學生人

數，故本年度共有 25 人。 
5.申請新南向國際產學合作

專班共有 5 班，此申請經

教育部審查結果不予補

助。 

無 321.9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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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附表 5：109 年度經費支用預估辦理成效一覽表 

面向 

工作計畫 經費預估 預期成效/目標 

主計畫名稱 子計畫名稱 工作內容 
獎勵補助款 高等教育 

深耕計畫 
其他 質化 量化 

資本門 經常門 

落實教

學創新 

(主軸一) 

提升教師 

教學綜效 

(第 21、

43、 78 頁 )  

A1-1-6、

B1-1-1、

C1-1-2 教師

面之改善(各

院) 

延聘具實務經驗之師

資，並鼓勵教師以多元

升等以調降生師比；進

行產業研習研究以提升

教師之實務經驗。(資本

門品項 11-01 與 11-02 筆

記型電腦) 

735,000 9,454,102  4,656,223 提升師資結

構貼近業界實

務，創造學產

無縫接軌。 

新聘 11位教

師；教師赴業

界實務實習 3

位。 

落實教

學創新 

(主軸一) 

提升教師 

教學綜效 

(第 45 頁 )  

B1-1-4 改善

與強化專

業教學軟

硬體設備

(企管系) 

各專業教室之硬體更

新、維修與零件更換，

實際需求更新或擴充各

教學軟、硬體資源，藉

以提升教學服務品質、

落實教學創新及建立系

科特色的目標。(資本門

品項 11-03 個人電腦) 

2,046,000    培養學生重

視人際關係

互動，提升人

際智商；教師

團體領導力

的養成；腦力

激盪的訓練

與執行；輿情

分析能力的

訓練；培育學

生理論與實

作兼具的就

業能力；促進

學校產學合

作機會。 

學生證照通

過至少 170

張；學生完成

實務專題組

數 15 組；學

生參與競賽 5

組；教室使用

時數達 8 小時

/週。 

落實教

學創新 

(主軸一) 

強固學生 

本職學能 

(第 85 頁 )  

C1-2-2 電腦

教室及實

驗室汰換

電腦教室及專題製作實

驗室設備汰換與更新建

置，配合課程開設與實

2,268,000    落實教學創

新；厚植學生

資訊專業實

通過專業證

照數 150 張；

提升使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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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工作計畫 經費預估 預期成效/目標 

主計畫名稱 子計畫名稱 工作內容 
獎勵補助款 高等教育 

深耕計畫 
其他 質化 量化 

資本門 經常門 

與建置工

程計畫 (資
管系 )  

作練習，支援資管系及

資院例行性課程上課用

途，提供學生實務實習

開發的環境，以建立系

科特色。(資本門品項

11-07 個人電腦) 

務執行的能

力。 

達 80%；增進

和廠商合作

及增加學生

實習機會每

學年 50 位學

生。 

落實教

學創新 

(主軸一) 

強固學生 

本職學能 

(第 90 頁 )  

C1-2-8 教學

環境暨專

題實驗室

升級改善

計畫 (媒計

系 )  

依多媒體發展趨勢，定

期維護、升級或擴增電

腦專業教室和實驗室之

軟、硬體設施，以滿足

本系之專業技能教授，

並建立應有之特色。(資

本門品項 11-15 個人電

腦) 

2,268,000   600,000 作品完整度

及成熟度提

升；教師汲取

業界最新經

驗作為教學

範例；結合雲

端行動載具

教學，提高學

生學習興

趣；所學軟體

版本可跟上

業界腳步；每

年舉辦研習

營，與他校技

術交流；參加

競賽打造學

校知名度。 

學生證照考

取率：50%；

產官學計

畫：件數-5

件、金額-100

萬；實務專

題：18 件；學

生作品件數

與參賽：50

件；電腦專業

教室使用

率：90%；專

題實驗室使

用率：80%；

實務專題實

驗室使用率

85%。 

精進學

習成效 

(主軸二) 

優化圖書

資源  

(第 124 頁 )  

2-4-1 圖書

資源融滲

教與學 (圖

書館 )  

順應人文與科技發

展趨勢，圖書資源含

紙本與電子書刊、電

子資料庫、線上學習

2,805,832 2,265,600 59,733 450,000 支援各教

學單位基

本教學研

究及學生

預計實體與

數位館藏年

成長量

10,000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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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工作計畫 經費預估 預期成效/目標 

主計畫名稱 子計畫名稱 工作內容 
獎勵補助款 高等教育 

深耕計畫 
其他 質化 量化 

資本門 經常門 

系統及多媒體視聽

資料等，圖書資源納

入授課內容的設計

規劃及各類學習活

動中，提升使用效益

並推廣利用。 (資本門

品項 12-01 至 12-03 圖書

館自動化品項；13-01 至

13-05 中西文圖書) 

課後自學

所需資源。 

圖書及視聽

資料借用率

達 60%；執

行關懷在地文

化，推動深耕

閱讀計畫，提

升校園閱讀

力，預期舉辦

專業知能工作

坊二場次35人

次。  

健全品

格教育

善盡社

會責任 

(主軸三) 

強化學生自

治、實踐社會

責任 

(第 138、

139 頁 )  

3-4-1、3-5-1

強化學生自

治功能、發展

社會責任方

案(學務處) 

促進校園意見溝通，落實

學生自治理念，培值優質

公民素養，增進服務精

神，提昇社團知能，培

育溝通能力及跨領域優

質人才，輔助學生自我

實現。透過「做中學、

學中做」的學習服務，

培養學生社會責任與社

會實踐的能力，體認服

務學習的全人理念。(資

本門品項 14-01 至 14-14

學生事務及輔導相關設

備) 

753,250 942,320  3,447,200 辦理強化學

生自治功能

活動，輔助學

生自我實

現。舉辦服務

學習志工訓

練課程，並向

國際推廣。  

辦理社會責

任實踐服務

學習教育推

廣活動及方

案，各項活動

滿意度達 83%

以上。 

強化產

研實習

獎勵研究

務實致用  

4-1-1 教師

改善教學

透過獎勵補助鼓勵

教師研究風氣、拓展

 3,500,000   透過獎勵

補助鼓勵

每學年申請

獎勵補助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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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工作計畫 經費預估 預期成效/目標 

主計畫名稱 子計畫名稱 工作內容 
獎勵補助款 高等教育 

深耕計畫 
其他 質化 量化 

資本門 經常門 

推動國

際交流 

(主軸四) 

(第 144 頁 )  計畫 (研發

處 )  

專業領域、提升教學

品質。  
教師研究

風氣、提升

教學品質。 

次 312 案，

逐年增加 5%。 

提升行

政效能 

(主軸六) 

強化行政 e

化(第 162

頁 )  

6-1-1 提升行

政及教學 e

化品質(電算

中心-各系) 

建置全校 e 化行政及教

學系統軟硬體平台，強

化行政系統控管效能，

提升高教公共性 辦學

資訊公開、行政及教學 e

化品質、公文處理績

效，階段導入全校數位

化辦公，節省人力及紙

本資源之消耗。(資本門

品項 11-30 無線基地台) 

875,000    推動本校教

學業務資訊

公開透明

化；強化教育

行政資訊透

明、公開、理

解、溝通、管

制等五大效

益。 

資訊公開透

明度達 80%。 

提升行

政效能 

(主軸六) 

健全資訊 

環境 

(第 170 頁 )  

6-2-2 汰換更

新電腦教學

資訊設備(電

算中心-各

系) 

汰換更新電腦教學及服

務之相關資訊相設備。

以維護教學品質。(資本

門品項 11-08 至 11-10 教

師電腦汰換；15-01 至

15-05 校園安全設備) 

4,017,000   2,210,000 汰換更新電

腦教學相關

資訊相設

備，以維護教

學品質。 

維持運作正

常，管控汰換

作業，達

90%，故障率

於 5%以下。 

其他 

項目 

   
3,472,960 2,684,400 

    

總計 － － － 19,241,042 18,846,422 59,733 11,363,423 － － 

備註： 
1. 面向：以校務發展計畫為本，規劃學校發展面向，如高等教育深耕計畫之落實教學創新、發展學校特色、提升高校公共性及落實社會責任、其

他面向…等。 
2. 主計畫名稱：若為高等教育深耕面向之主計畫，請與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書名稱一致。舉例說明若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書之落實教學創新面向，學

校提出「培養學生國際與多元文化視野」之工作計畫，其計畫亦為此表對應面向之主計畫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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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年度教育部私立技專校院「校務發展年度經費支用計畫書」審查意見回覆 

 

 審查重點 支用計畫書審查綜合意見 學校回覆－修正說明 
備
註 

第 

一 

部 

分 

1.校務發

展計畫

之明確

性及可

行性 

1.學校定位為「務實致用之教

學型大學」，以「培養業界

最愛之專業人才」為辦學願

景，發展特色為「專業為

重、品格優先」，和「在地

鏈結、產學雙贏」。 

1. 感謝委員審查意見。 

2. 本校以「務實致用之教學型大學」為自我定位，發展「專業為重、品格優先」，和「在

地鏈結、產學雙贏」的特色，朝「培養業界最愛之專業人才」之辦學願景而努力。 

 

2.由106-108學年度之數據可

知，學校近年招生狀況有逐漸

惡化情形。隨著少子女化 問

題日益嚴重，學校宜慎思

如何妥善規劃使用獎勵補

助經費提升教學與師資結 

構，以期強化學校競爭優勢。 

1. 感謝委員審查意見。 

2. 配合數位化及多媒體教學之需求，落實教學創新之推動及發展創新教學模式，逐步更新

教室電腦、單槍投影機及布幕，完善數位化教學設備，提供師生優質教學環境。 

3. 針對未曾修習過經濟、會計課程新生，於新生入學前的暑假，開設經濟學、會計學銜接

課程，讓新生能在開學前先接觸相關知識。 

4. 設置學院專班:針對高中申請入學學生及非商管類組學生設置學院(會計學、經濟學)專

班，請專班授課教師加強輔導學生，使期能跟上同儕程度，避免失去信心及學習興趣。 

 

3.經常門支用於獎助教師升等

以著作升等為主，藉由「實

務教學」或「應用研究」 升

等者較少，建議學校可再加

強推動高階技術產學合作，

鼓勵並協助教師投入實 務

教學或技術應用研究升等，

1. 感謝委員審查意見。 

2.  本校為推動教師多元升等規劃，積極辦理教學實務與技術報告之多元升等相關研習，透

過資料撰寫及經驗分享方式，鼓勵本校教師提出升等申請；每學年規劃 2 場次教學實

務或產學實務升等分享活動，105-107學年度共辦理 13 場多元升等研習活動。為鼓勵

並協助教師投入實務教學並鼓勵教師導入創新教學模式，每學期均持續辦理教學知能、

教學方法、教材教具…等相關研習課程，105-107學年度共計舉辦 50 場次。 

3.  本校訂有「德明財經科技大學教學傑出及優良教師遴選與獎勵規定」、「德明財經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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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查重點 支用計畫書審查綜合意見 學校回覆－修正說明 
備
註 

以發揮技職體系理論與實務

結合之教育特色。 

大學教師編纂教材暨製作教具獎勵及審查作業規定」及「德明財經科技大學教學創新獎

助規定」，獎勵優秀教學及產學人才以及對於應用教學創新和創新課程設計之教師提供

適當協助與獎勵。持續舉辦教學實踐研究計畫之申請與執案經驗分享，鼓勵教師申請計

畫，並期能鼓勵老師進而申請教學實務升等。 

4.  本校已修訂教師進修規定，鼓勵教師進行與專長相符或相關之專業訓練，教師可藉由訓

練將學理印證實務，並尋找與業界合作之機會，並可將此產學合作之成果運用在教師升

等以提升師資之結構。108 年度本校申請升等有 2 案，其中 1 案為教學實務升等，預估

109 年度以教學實務或產學實務升等比例應會再為提升。 

  4.各項規劃措施確實與校務發

展計畫具體連結，且明確可

行，惟永續規劃部分未明

確。 

1. 感謝委員審查意見。 

2. 為達成校務發展與永續經營之目標，本校於 107 年度起執行高教深耕計畫，並擬定四項

重點策略： 

A. 凸顯特色辦學，呈現經營績效 

少子化浪潮襲捲之下，本校以「務實致用的教學型大學」自我定位(支用計畫書第 24 

頁)，加強發展「專業為重、品格優先」和「在地鏈結、產學雙贏」之辦學特色(支用

計畫書第 24-25 頁)，以增加學校競爭優勢，吸引學子就讀，減低少子化衝擊，促成

學校永續經營。 

B. 強化教學品保、提升教育品質 

良好的教學品質，能建立口碑，促使招生順利、降低輟學、轉學率。本校推動系、

院、校三級教學品保(支用計畫書第 17-23 頁)，加強自我審核及自我評鑑，並引入外

部評鑑認證(管科會及台評會)，以自我管控教育品質，落實校務永續發展。 

C. 有效分配、運用經費，支持校務發展 

本計畫所提各分項計畫皆經過系、院、校之逐級討論，依內控機制(支用計畫書第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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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查重點 支用計畫書審查綜合意見 學校回覆－修正說明 
備
註 

60 頁)確認合理可行後才予以審核通過，每個月召開計畫執行成效管考會議，務期努力

達成預計效益，達成長久發展之目標。 

D. 強化產學合作，提升就業率、促成經濟成長 

本校教師研究和學生實習、就業與內湖科學園區各廠商因地利之便，而有很好的產學合

作(支用計畫書第 24 頁)，本計畫希望擴大結合在地廠商之能量，對師生個人、廠商研發

能量、國家經濟發展皆具正面功效，對學校之永續發展亦深具助益。 

請詳見計畫書第 36 頁。 

3. 在當前學生來源逐漸遞減的教育環境下，本校針對新生入學管道、學生畢業學校種類及

新生區域分布分，為持續保有招生質量兼備、落實人才培育銜接、強化適性選才增加生

源多樣性及提升招生審查機制品質與成效等特色，擬定精進之招生策略。請詳見計畫書

第 40-41 頁。 

2.辦學特

色與校

務發展

計畫之

關聯性 

1. 為擴展學生國際視野、關懷

公共議題、體驗人文生命、

發展社團特色、推廣鄉土教

育以及社區關懷，培育正確

愛護環境及生態知識之觀

念，並結合校園及社區資源

回饋予社區民眾的方針，規

劃辦理國內外社會服務、社

區關懷活動。 

1. 感謝委員審查意見。 

2. 本校位處於自然生態豐厚的內湖區域，民國 93 年起與荒野保護協會「綠色生活地圖」

推廣活動合作下，熟識大內湖地區的社福機構、六條自然生態步道、動物保護團體。本

校根據環境所需，近年來積極著手設計人與土地、人與環境產生連結的相關活動，規劃

內容如協助社福機構辦理相關活動、編製周邊自然步道摺頁及小書、帶領學生一同協助

毛小孩、協助教會服務遊民、提供社區小朋友社團才藝教學等活動。我們也嘗試與內湖

區公所合辦「參與式預算」，此外，為了擴展學生國際視野，也連續舉辦 8年的菲律賓

國際志工，與 3年的新加坡、印尼國際志工。透過實地參與過程，讓學生學習深入社區

瞭解所在環境、親近大自然，建立守護環境、愛護地球正確價值觀，藉由推廣、服務及

關懷探訪過程，讓同學了解社會多元面貌、培養國際觀與相關公共議題，並能從服務中

有所學習、落實本校以「友善社區服務學習」實踐大學社會責任之辦學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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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查重點 支用計畫書審查綜合意見 學校回覆－修正說明 
備
註 

2. 為實踐社會責任、經營友善

校園之目的，學校也特別針

對鄰近國中小學之弱勢兒童

（由各小學輔導室安排需受

輔導之兒童名單），輔導其

課業並關心其生活、學習狀

況，並於每年暑假辦理暑期

課輔，協助社區弱勢兒童輔

導。 

1. 感謝委員審查意見。 

2. 本校弱勢學童課輔，是由本校董事長個人出資，經由徵選、培訓後，委請本校學生以工

時方式，來輔導鄰近國中小學之弱勢學童課業，執行過程不僅本校學生更深入了解社會

相關層面議題，也學習如何貢獻自己力量、回饋社會。此外，接受課輔之學童，除了改

善課業成績，也能體會大哥哥大姐姐溫情，盡而有著向上學習之心。本課輔服務方式，

與文湖、西湖、麗山三所國小及西湖國中合作，已邁入第十一年，充份展現「大手牽小

手，學習一起走」之精神，也落實本校以「友善社區服務學習」實踐大學社會責任之辦

學特色。 

 

3.依「技術及職業教育法」第 26

條第 1項與「技專校院教師進

行產業研習或研究實施 辦

法」第 4條第 1項之規定，

訂定「德明財經科技大學教

師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實 

施規定」。雖已建機制，第

23-24頁並未說明目前執行

成效。 

1. 感謝委員審查意見。 

2. 108 學年度本校已任教滿 6 年，依法須於 110 年 11 月 20 日前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之

教師計 105 人，其中已完成赴產業研習或研究者為 40 人，正在進行實地服務或執行產

學合作計畫者 34 人，尚未啟動者(含屆齡退休)31 人，加總已完成暨進行中教師之達成

率為 70.47%。 

 

4. 經檢視修正支用計畫書【附

表 5】107年度經費支用預

估辦理成效一覽表，以校務

發展計畫發展面向說明經費

1. 感謝委員審查意見。 

2. 107年度經費支用預估辦理成效一覽表，以校務發展計畫發展面向說明經費規劃及訂定預

期成效目標(包含質、量化指標)。 

3. 由於教學研究設備於 11、12月完成驗收，致使教學成效無法於當年度呈現，質、量化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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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查重點 支用計畫書審查綜合意見 學校回覆－修正說明 
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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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及訂定預期成效目標，

其中之質、量化指標皆未呈

現於學校自評表執行成果檢

核中，兩者之間無法勾稽對

應，難以評核預期成效達成

情形。 

標皆無法呈現於學校自評表檢核。 

4. 109年度採購將更提早規劃，以於當年度投入教學使用，產出特色效益。 

5. 採購品項於當年度投入教學使用，則學校自評表執行成果檢核中，兩者之間即可勾稽對

應，評核預期成效達成情形。 

  5. 學校各系留任率經過實習廠

商甄選、輔導機制運作下，

留任率各有提高與降低，顯

示畢業就業仍有努力空間，

宜透過校務研究分析留任率

降低學系之原因，並據以改

進。 

1. 感謝委員審查意見。 

2. 為落實教學與實務並重，本校推動大四學生全學年實習，以縮短「學用落差」，實現

「提前卡位、順利就業、就業上手」之產學接軌的教育目標，創造學生銜接就業之契

機。105-107年度學生參與必修「專業實習」的人數分別為 1668、1,634、1,646 人，參

與實習之機構分別為 714、664、661 家，為達縮短學用落差、順利就業之目標，本校業

已辦理實習機構雇主滿意度、實習機構續用意願、實習學生留用意願等調查。 

3. 105-107年「實習機構雇主滿意度」分別為 65%、82.6%、85.6%，「實習機構續用意願」

分別為 85.8％、86.0%、85.7%，「實習學生留用實習機構」分別為 40％、37.5%、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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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此外，為瞭解各系畢業後就業情形，期以精進教學品質，降低學用落差，亦辦理 105 至 107

學年度畢業生流向調查，畢業後四個月就業率分別為 61.36%、59.8%、53.1%，而畢業後

一年分別為 70.8%、67%、(調查時 107年度畢業生未滿一年尚無數據)。 

 105 學年 106 學年 107學年 

實習機構雇主續用意

願 

85.8% 86% 85.7% 

實習學生留用實習機

構 

40% 37.5% 39.5% 

畢業生滿四月就業率 61.36% 59.8% 53.1% 

畢業生滿一年就業率 70.8% 67%  

5. 實習機構之遴選應針對職場環境、產業需求、人才標準及系所教育目標與核心能力進行遴

選，並應具有專業相關性，以創造競爭優勢，為評估實習課程內容是否適宜，於各系學生

參與校外實習課程後，透過雇主之實習問卷調查分析（外部回饋）意見之結果與建議，提

供學術單位（各系），各系另應針對「外部回饋意見」提報因應策略」，以落實 PDCA，

同時列入本校目標管理項目進行成效評分，並視情形調整實習課程，以提昇實習課程之效

益，縮短「學用落差」、提升「畢業生就業率」。 

6. 綜上比較，「實習機構之續用意願已高於學生留用意願，差距約 50％以上，歸究原因包

含學生進修與就業之選擇、實習機構聘用職級（正職或兼職）、待遇差距等，畢業後四個

月之就業率又約略高於留用實習機構約 10％，而畢業後一年之就業率又高於四個月就業

率約 8-9％，整體來說，畢業生畢業後一年大約有 30％之畢業生因進修、兵役等因素未

能及時就業，整體就業率約可達 70％，至於各系實習學生留用實習機構之漲跌互見，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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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憑為各系遴選實習機構之參考依據外，亦將依委員指導，透過校務研究分析留任率降低

學系之原因提供各系，以臻精進。 

6.所舉辦學特色項目不像是辦

學特色，很難看出什麼是辦

學特色。 

1. 感謝委員審查意見。 

2.  特色修改請詳見計畫書第 39-58 頁。 

 

第 

二 

部 

分 

1.前一年

度整體

發展經

費支用

成效 

1. 學校自評表顯示經常門部分

獎助項目在執行案次上呈現

較大落差，如編纂教材、製

作教具、研究、研習、升等

送審等項目。針對未能達成

原訂目標之計畫項目，學校

宜提出具體有效之改善對策

及方案，並訂定管控機制，

藉由 PDCA 持續改善機制強

化計畫執行效益。 

1. 感謝委員審查意見。 

2. 經常門部分獎助項目在執行案次上呈現較大落差，學校提出具體有效之改善對策及方案

如下：教學資源中心舉辦研習宣導教師積極參與編纂教材、製作教具與教學創新；研究

發展處舉辦研習協助教師參與產官學計畫案申請；宣導教師積極參與研習並取得相關證

照，希望藉此達成規劃與支用相符目標。 

3. 透過內部稽核訂定管控機制，藉由 PDCA 持續改善機制強化計畫執行效益。 

 

 2. 有關「『改善教學及師資結

構』部分子項目之實際執行

與原規劃差異不小」之狀

況，107年度實際執行亦有

類似情形，顯然學校提出之

改善機制尚未能發揮效果，

宜請持續追蹤與改善，以確

1. 感謝委員審查意見。 

2. 「改善教學及師資結構」中新聘專任教師薪資、提高現職專任教師薪資、現職專任教師

彈性薪資三部分，依規劃後金額執行，定能縮小執行差異。 

3. 其他各分項之預估執行案次，以過去三年度實際執行平均件數作為預估，努力縮小執行

差異。 

4. 最後透過內部稽核訂定管控機制，藉由 PDCA持續改善機制強化計畫執行效益，確保教

學改善的預期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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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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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教學改善的預期成效。 

3. 專責小組會議紀錄中，宜登

載應到人數、出缺席及列席

人數等資訊，以呈現依「專責

小組組織章程」第 4條規定

落實情形，並強化議事管理

功能。 

1. 感謝委員審查意見。 

2. 專責會議紀錄中，原已記載應到人數、出缺席人數。 

3. 將依委員意見加入列席人數，強化議事管理功能。 

 

4. 前一年度在強化產研實習部

分，其中教師承接產官學計

畫未達成預期成效。然，由

於學校辦學特色重點之一為

產研學習。故，學校應針對

未能達成原定目標之計畫項

目，提出具體有效之改善對

策及方案以連結下一年度績

效目標。 

1. 感謝委員審查意見。 

2. 因本校教學型教師占絕大多數(七成以上)，可投注於研究方面的心力與時間極為有限，

再加上市場經濟不確定性高，影響企業合作意願，故本校產官學案之件數與金額近幾年

並未呈現成長趨勢。為鼓勵更多教師進行產學研究，除現有相關獎勵辦法外，研發處已

於 108 學年度辦理完成三場研究工作坊(包含「產官學合作計畫提案工作坊」、「教育部

U-start創新創業計畫提案經驗分享」、「109 年度服務業創新研發計畫(SIIR)提案說明

會)」)，目前已有少數教師於參加工作坊後申請個別政府計畫(例如教育部 U-start創新創

業計畫提案)，或是與內科企業共同提案(例如服務業創新研發計畫(SIIR)。未來研發處將

持續規劃於 109 學年度辦理數場產官學多元合作取向工作坊，以期帶動更多教師投入產

學研究之風氣。 

 

2.下一年

度整體

發展經

1. 學校宜積極思考如何將獎助

表現優秀教師之經驗與知

能，擴散至獎助弱勢教師，

1. 感謝委員審查意見。 

2. 由教學資源中心與研究發展處舉辦多樣化研習活動，將表現優秀教師之經驗與知能，透

過研習交流提升弱勢教師學習，提升推動實務教學與研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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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規劃

措施之

妥適性 

並建立扶植培養機制，多鼓勵

教師參與學習及成長，以進一

步提升整體師資能量，進而

達到獎勵補助款功效之提

升。 

3. 本校獲選「教學傑出獎」及「教學優良獎」之教師，須參與「優良教師分享會」透過經

驗分享傳承教學經驗，以創造教學同儕攜手成長與教學相長之教學環境，鏈結教學經驗

傳承，強化教師整體教學能量。105 至 107學度辦理 8 場分享會，參與人次計有 1,006

人次，平均活動滿意度 4.6 分。 

4. 本校針對教學優良教師與教學優良課程建立獎勵機制，推動觀摩課程之研習與獎勵制

度，使教師互相交流教學經驗，提升教學成效。107學年度至 108 學度第一學期辦理 10

場觀課活動，參與人次計有 117人次，平均活動滿意度 4.8 分。 

5. 鼓勵教師參與學習及成長，以進一步提升整體師資能量，進而達到獎勵補助款功效之提

升。 

  2. 執行清冊【附件一】顯示約

有 85%之教學研究設備係於

11、12 月完成驗收，致使教

學成效無法於當年度呈現，

建議及早完成採購程序以於

當年度投入教學使用，產出

特色效益。 

1. 感謝委員審查意見。 

2. 108 年 10 萬元以上採購案，在 11 月以前完成採購驗收者金額達 1,142 萬元。 

3. 109 年之採購將更提早規劃，以提高採購效率。 

 

 

4. 依技術及職業教育法第 26

條規定，專業及技術教師每任

教滿 6年，應至合作機構或 

與任教領域有關之產業進行

研習或研究。建議學校參酌

「教育部獎勵補助私立技專

1. 感謝委員審查意見。 

2. 本校為增進教師赴產業研習或研究成效，准予教師以留職帶薪方式在學期中進行深耕服

務。在產學合作方面，除將產學成果納入研究績效評量，給予產官學研計畫執行教師加

分獎勵外，並訂定「教師研究獎助實施規定」、「彈性薪資實施規定」、「獎勵優秀教

學及產學人才彈性薪資支給作業規定」及「產學績優教師遴選與獎勵實施規定」，以獎

勵本校優秀產學人才，並鼓勵教師採產學合作計畫形式進行產業研習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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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院整體發展經費核配及申

請要點」第 9點第 5款相關

規定，藉由適當的獎助機

制，加強鼓勵並計畫性安排

教師前往與任教有關之產業

進行深耕服務或研究。 

3. 在資本門主要運用在教學及

研究設備（含圖書館自動化

設備、圖書期刊、教學媒體

等）（86.83%）；經常門則

著重於提升教師薪資

（54.11%）。此一經費規劃

有利於落實教學創新。 

1. 感謝委員審查意見。 

2. 資本門與經常門將依規劃內容實際執行，落實學校教學創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