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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本期(102 至 106 學年度)發展計畫之擬定、實施、
特色 

 
一、發展計畫之擬定 
 

為有效規劃本校未來 5 年發展方向，本期中程校務發展計畫之擬訂，係參考外在環境等

多種資訊，計有：國內外未來發展趨勢、技職教育產業環境與政策、其他學校發展經驗，

以及本校內在資源與需求，例如：本校教職員生意見、本校資源條件之評估及董事會期

望等，並以本校教育理念為依歸，逐步規劃而成。茲分述如下： 

 

(一)國內外情勢之變化 
 
1.服務業為主軸的未來產業發展方向。2.網際網路時代的全球化及國際化。3.數位化知識

經濟。4.無國界的金融世紀。5.綠生活的環保世紀。6.企業國際化。7.全球化的公義世紀。

8.資訊通信科技的持續發展。9.回流教育及終身教育之觀念普及。10.新世紀的教育改革

理念。11.經建會新世紀人力發展方案。 

 

(二)教育產業環境與政策 
 
1.教育部私校中程校務發展計畫審查建議事項。2.大學校長會議討論建議事項。3.國內外

有關大學教育發展之相關研究、文獻、書籍及媒體報導。4.歷年教育部評鑑及訪視改進

建議。 

 

(三)外校發展經驗 
 
1.公立大學（一般及科技大學）校院中程校務發展計畫。2.私立校院（科技大學及技術

學院）中程校務發展計畫。 

 

(四)董事會暨諮詢會期望 
 
1.歷次董事會議之建議。2.歷次董事諮詢會之建議。3.各單位邀請校外學者專家諮詢之會

議建議。 

 

(五)教職員生意見 
 
1.歷年校長與教職員生之校務座談紀錄。2.歷年校務發展規劃委員會議紀錄。3.歷年校務

會議及各項檢討會紀錄。4.歷次行政會議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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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本校 SWOT 分析 
 
透過外在環境帶來之機會與威脅，以及內部優勢與劣勢之評估，進行 SWOT 分析，據以擬定學校發展策略，訂定方案及重點計畫。本校 102-106 學年度中程校務發展計畫 SWOT 分析如下表： 

 
 
 

內部分析 
 
 
 

 
 
 

     策略方向 
 
 
 
 
 
   外部分析 

優勢（S） 
1. 公益董事會，董事會與校長權責劃分明確；董事及監察人皆為社會賢達，有利學

校永續發展。 
2. 連續 6年獲得教學卓越計畫補助，教學品質優良且具特色。 
3. 教師評鑑制度完善，提升教師教學、研究、服務及輔導品質。 
4. 教師獎勵制度完善，激勵教師自我成長。 
5. 學生積極參與社團活動，活潑富創意，屢獲全國社團評鑑佳績。 
6. 學生事務推動績效傑出，品德教育、生命教育、性別平等教育及服務學習皆獲教

育部評鑑滿分佳績。 
7. 開設全校勞作教育與服務學習有學分課程，培養學生主動積極熱心服務精神。 
8. 校園整體規劃完整，環境優美；校園安全獲WHO認證通過。 
9. 校園節能績效卓越，智慧校園環境已然成形。 
10. 校園環境安全及衛生推動績效傑出，校園災害防救管理、環境保護管理、實驗場

所安全衛生管理皆獲教育部評鑑優等以上佳績。 
11. 產學合作績效逐年成長，育成中心屢獲經濟部經費補助，目前進駐廠商 20 餘家。
12. 積極推動校外實習，實習單位約 180家。 
13. 海外實習特色鮮明，連續 3年獲得教育部技職再造補助，補助金額名列前茅。 
14. 系所特色結合國家經濟政策與地方發展，學生就業率高。 
15. 圖書、資訊及專業教室設備逐年充實，設備新穎。 
16. 教師平均年齡介於青壯年，深具活力與教學熱忱，師資陣容堅強，且實務經驗豐

富。 

劣勢（W） 
1. 生源逐年減少，學生素質逐年下降。 
2. 經濟劣勢學生比例偏高，學生重視校外工讀，易影響學習成效。 
3. 部分系所面臨轉型或停招，但仍有少數教師尚無危機意識。 
4. 部分系所未能積極輔導學生參與國際及校外競賽。 
5. 多數系所尚缺乏創新發明團隊與競爭能量。 
6. 推動國際化仍待提升，外籍生人數偏低。 
7. 學生通過技能檢定證照人數與典範科大比較相對仍顯不足。 
8. 學生參與業界實習尚未普及。 
9. 學校智慧財產權保護推動績效尚待提升。 
10. 行政效能仍需加強，尤其是校務行政電腦化與服務品質。 
11. 職員工人數相對於教師與學生人數比例仍偏高。 
12. 學雜費 10餘年未調整，且進修部學生人數逐年減少，影響財務收入。 
13. 進修部招生嚴峻。 

機會（O） 
1. 教育部擴大推動「第二期技職教育再造」

計畫，對技職教育創造利多。 
2. 系所發展與在地特色呼應。 
3. 臨近新店及中永和工商重鎮，充分發揮

地利之便。 
4. 在地唯一科技大學，策略聯盟機會豐富。 
5. 校園對外連絡快速道路已完成，對學校

交通有明顯助益。 
6. 教育部鼓勵擴大招收外籍生及陸生，相

關法規逐漸鬆綁。 
7. 臨近知名企業（hTC、裕隆、技嘉），校

企合作機會絶佳。 
8. 政府提供產學合作機會，產學能量累

積，增加承接產學計畫的機會。 

精進策略 
1. 強化教學品保，落實教學評量，積極輔導評量不佳與淘汰不適任教師。 
2. 加強推動產業學院及契合式課程，建立完善學習與職能發展地圖。 
3. 提升師資水準，鼓勵教師培養第二專長，落實教師彈性薪資方案。 
4. 推動人文素養與社會關懷，培養全人科技人才。 
5. 建置永續校園，落實推動校園環保，持續推動校園節能，建立智慧化校園。 
6. 強化教師研究及業界實務經驗，提升產學合作質量。 
7. 盤點研發能量，整合教師專長及設備資源，積極爭取整合型產學計畫。 
8. 提升就業能力，擴大學生企業實習，協助學生獲取專業技術證照；協助學生職涯

規劃與諮詢輔導。 
9. 加強國際交流，鼓勵教師參與國際學術活動及學生海外深度實習。 
10. 提升教學環境品質，充實各系所教學設備與圖書館藏質量。 

改善策略 
1. 深耕教學能量，明確學生學習進路，落實補救教學與學生成績預警機制。
2. 推動學院整合，整合系所師資、設備、課程及研發能量。 
3. 建立教學特色，加強學生基本能力，落實就業能力指標之達成，檢核學

生學習歷程檔案，建立完善教學助理制度。 
4. 鼓勵師生參與國際及國內各項學術競賽。 
5. 強化校企雙向交流，推動教師至業界深度研習與深耕服務。 
6. 擴大境外招生活動，加強姐妹校之實質交流與合作。 
7. 強化實務教學，鼓勵學生考取符合企業需求之專業技術證照。 
8. 積極擴大爭取學生校外實習機會。 
9. 推動智財與個資保護工作。 
10. 加強推動校務行政電腦化與系統資料庫整合。 
11. 落實內部控制機制。 
12. 倍增行政效能，落實行政與學術單位年度績效考核。 
13. 落實職員工績效考核，建立職員工退場機制，執行職員工人力合理配置。
14. 開辦推廣教育，擴增回流進修生源。 
15. 進修部及專校配合社會人士需求，研擬彈性課程及上課時段之進修策略。
16.進修部增加遠距教學時數，吸引學生就讀。

威脅（T） 
1. 少子化衝擊，學生來源逐年緊縮，部分

系所及共通課程教師將過剩。 
2. 教育政策變化迅速，十二年國教衝擊深

遠。 
3. 產業結構變動，商管與工業基礎系所，

日益不被學生青睞，系所面臨轉型與停
招，教師專長不符現實環境需求。 

4. 各校招生競爭激烈，生源多集中至交通
便利的私立與公立學校。 

5. 國內外景氣復甦遲緩，經濟弱勢學生增
加。 

緩衝策略 
1. 新設系所宜審慎為之，尤應考量產業結構與社會變遷趨勢。 
2. 除有特殊專長需求，教職員工進用應以校內單位間轉調及第二專長培育為優先。
3. 各項資源之投入需考量優先順序，設備採購不宜重覆，使用率低及非教學實務所

需者不宜採購，並延長設備使用年限。 
4. 檢討外籍生與大陸研修學生招生策略與配套措施。 
5. 暫緩學校大型工程建設，以減少財務大量支出。 

轉進策略 
1. 研擬校務基金之轉投資策略供董事會卓參。 
2. 訂定競爭力較弱之系所退場機制。 
3. 訂定教職員工合理早退及資遣辦法。 
4. 研擬現有校舍及圖儀設備轉型再利用。 
5. 檢討學校永續發展之最佳規模，並列入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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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發展計畫之實施：執行策略與方案 
 

針對第一個分項目標「塑造全人科技人才」，本校的策略有四，分別為：一、深耕教學

能量，二、強化實務教學，三、建立教學特色，以及四、精進通識教育。其中「深耕教

學能量」之具體方案為提升師資水準、提升教學環境、強化教師研究與推動學院整合；

「強化實務教學」之具體方案為推動實務課程、提升就業能力；「建立教學特色」之具

體方案為加強基本能力、提升教學品質、推動品格教育與推動策略聯盟；「精進通識教

育」之具體方案為推動人文素養與落實精緻課程。 

 

針對第二個分項目標「強化校企雙向交流」，本校的策略有二，分別為：一、落實產學

合作，以及二、開辦推廣教育。其中「落實產學合作」之具體方案為加強產學研究與爭

取業界合作；「開辦推廣教育」之具體方案為辦理企業訓練與擴增回流教育。 

 

針對第三個分項目標「提升學校整體效能」，本校的策略有二，分別為：一、倍增行政

效能，以及二、建置友善校園。其中「倍增行政效能」之具體方案為營造數位環境、提

升行政效能、落實內部控制與落實績效考核；「建置友善校園」之具體方案為增進員工

照顧、建置永續校園與提升公共形象。 

 

針對第四個分項目標「擁抱社區胸懷國際」，本校的策略有二，分別為：一、推動社會

關懷，以及二、加強國際交流。其中「推動社會關懷」之具體方案為照顧弱勢族群與擴

大社區服務；「加強國際交流」之具體方案為鼓勵海外研習與增收國際學生。針對以上

策略與方案作法，略述如下： 

 

(一)深耕教學能量策略 
 

本校之學院、系、所、科多元且具競爭力，如何打造景文科技大學為一個精緻的學校，

促成系、所、科整合資源，並邁向優質技職學府之目標，乃是一重要關鍵。在改善師資

方面，延攬高階或具實務經驗師資及鼓勵現任教師在職進修並培養教師第二專長，以提

升師資水準。在提升研究計畫質、量方面，設置各研究中心，專責協助教師研究計畫，

提升研究環境空間，累積學術研究競爭力，厚植學校特色及學術能量。在學院整合方面，

將以市場導向為目標，確立各學院及系所科未來發展之定位，並進行學院資源整合共享

與有效利用，進而發展學院特色規劃，以建立功能性的學院組織，強化以系所科為主體

的學校競爭力。 

 

(二)強化實務教學策略 
 

因應社會變遷、經濟發展，就業市場之競爭日益白熱化，有鑑於目前台灣教育出現培養

之人才與企業需求差距越來越大之現象，學校應強化實務教學，並以達成每系均有實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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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度、實習學程，並以各種機制協助、鼓勵學生考證照，市場導向之實習課程規劃，讓

同學都能百分百獲得就業機會。同時，再透過學習護照的設計，還可提供就業後的再訓

練。 

 

(三)建立教學特色策略 
 

本校教學特色，特重實用、實作、實驗、實習之務實精神，以市場需求為導向，兼顧通

識課程與專業課程，理論與實務並重之原則，推動強化學生英語及電腦能力規劃，另外

學校教育應充分涵蓋生命、生活及生計教育，學生學習具多元化之知識，達到全人教育

之理想。 

 

(四)精進通識教育策略 
 

景文科技大學通識教育以「專業人才之技術教育」為設計理念，旨在養成健全人格，開

闊學習視野並奠定終身學習的基礎。配合本期計畫「提升學校競爭力」之總目標，及「

塑造全人科技人才」的分項目標，全面提升通識教育品質至為重要。因此通識課程宜配

合調整設計，並改善教學環境，以求徹底落實。惟通識教育之成功，不僅在於通識課程

之實施，更在於整體校園文化的潛移默化，此則有賴全體教職員生的建立共識及共同參

與。 

 

(五)落實產學合作策略 
 

景文科技大學之學院、系科多，且具競爭力，如何打造景文科技大學為一個精緻的學校，

促成科系整合資源，並邁向打造優質技職學府之目標，乃是一重要關鍵。在學院整合方

面，本校已以市場導向為目標，整合為四大學院：商管學院、觀光餐旅學院、電資學院

及人文藝術學院，各院均積極與產業界進行實質之交流與合作。為落實資源的整合，本

校亦於 93 學年度成立創新育成中心，加強與業界合作的廣度及深度。 

 

(六)開辦推廣教育策略 
 

本校向來積極參與各項社會服務工作，並落實終身教育精神，本校除可結合校園與社

區，藉由社區調查研究，暸解社區居民及區域產業的需求，除吸引現職人員從職場回到

學校收取新知外，更能輔導失業人口進行二次就業。由於本校位於大台北地區，有大量

的服務業從業人員的市場需求，此一需求亦與本校之特色屬性相吻合，故實有開辦推廣

教育之潛在機會。未來將透過建教合作與育成中心等業務，確實掌握企業需求，強化推

廣教育之實務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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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倍增行政效能策略 
 
學校行政組織架構已打造了科技大學之基礎，未來將依據師生規模，整合日間部與進修

部組織，以精減人力。為迎接未來挑戰，積極推動行政電腦化以倍增行政效能與行政品

質，強化校園入口網，讓全校師生獲得即時的校園訊息，有效減少問題之產生及提升內

部之競爭力。適切控管職技員工總額，合理配置職員工人力，建立行政與學術單位自我

評鑑及考核制度以提升行政效能及提高服務品質。並建立內部控制制度，以保障行政效

能之提升、資產之安全、財務報導之可靠性、服務品質之優質化，俾利各部門之經營運

作步入自我監督管理，達成中長程校務發展計畫與辦學目標。 

 
(八)建置友善校園策略 
 
學校過去十餘年的努力，受到社會各界的肯定，培育出的學生亦能符合社會及企業需

求，現今公益董事會的組織，給學校帶來新契機，應善用此得來不易的契機，以提升公

共形象。本校校地完整且景色優美，94 年兩棟新建大樓落成後，樓地板面積大幅增加

31％，為全校師生提供了一個最佳的校園環境。為推動校園和諧，除擴大員工福利制度

外，並鼓勵教職員工研習進修，藉以提升員工素質或培養第二專長。 

 

(九)推動社會關懷策略 
 

本校地處新店安坑地區，學生中有大部份來自鄰近區域，因此，本校自建校以來即持續

推動社會關懷，其中以輔導同學參與各項社區營造計畫和服務活動為主軸，達到擴大社

區服務範疇之目的。另一方面，本校亦著重對弱勢族群及團體的照顧，對於各項相關協

助活動均熱心參與和支持，包括設立身心障礙學生、清寒學生獎學金，以及為行動不便

之同學與訪客建構無障礙之校園空間。 

 
(十)加強國際交流策略 
 
國際交流方面首重推動國際學術合作及安排本校與海外學校之各項交流活動。為達成此

項目標，本校不但與原有姊妹校維持密切往來關係，並勤於拓展更多海外合作對象，建

立實質學術及文化交流管道。每年暑假舉辦本校學生至海外遊學及實習參訪活動，並設

立各項獎勵措施推動教師赴海外進修或鼓勵學生於畢業後繼續出國深造，以提升本校師

生整體國際觀。其次，本校亦積極配合教育部辦理各項海外教育展，藉以提高本校國際

知名度，來吸引更多國際學生至本校攻讀正式學位。 

 

針對上述所訂之分項目標、策略與方案，本校亦訂出詳細的重點計畫，未來 5 年整體中

程校務發展計畫綱要整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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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文科技大學 102 至 106 學年度中程校務發展計畫綱要 

總

目

標 

分

項

目

標 

策

略 
方案 重點計畫 

提

升

學

校

競

爭

力 

塑

造

全

人

科

技

人

才 

深

耕

教

學

能

量 

提升師資水準

鼓勵教師升等進修及研習（人事室） 

加強延攬高階或具實務經驗之師資人才（人事室）

培養教師第二專長（教務處、人事室） 

實施教師彈性薪資方案（教務處、人事室） 

提升教學環境

充實各系所教學設備（教務處、研發處、總務處）

強化教學資源中心功能（教務處） 

改善學術及校園網路（圖資處） 

提升數位教學軟硬體設備（圖資處） 

充實圖書館藏書質量（圖資處） 

發展電子資源館藏（圖資處） 

提升圖書館 e 化服務（圖資處） 

加強圖書館利用教育與資訊素養教育（圖資處） 

加強參與圖書館館際資源整合聯盟（圖資處） 

強化教師研究
鼓勵教師提升研究質與量（研發處） 

鼓勵教師論文及作品發表（研發處） 

推動學院整合

規劃增調所系科班（教務處） 

規劃整合系所單位（教務處） 

規劃學院及學程發展（教務處） 

強

化

實

務

教

學 

推動實務課程

加強契合式課程（教務處） 

鼓勵學生參與學程課程（教務處） 

鼓勵教師參加業界實務課程（教務處、研發處） 

鼓勵教師考取專業證照（人事室） 

建立完善學習地圖（教務處） 

提升就業能力

擴大學生畢業專題成果展覽（教務處） 

加強校友會組織與功能（研發處） 

加強學生就業與創業諮詢輔導（研發處） 

協助學生職涯規劃與諮詢輔導（學務處） 

強化學生參與校外學術性競賽（學務處） 

落實生涯發展課程（通識教育中心） 

辦理就業講座及博覽會（研發處） 

擴大學生企業實習（研發處、教務處） 

鼓勵學生考取專業技術證照（研發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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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目

標 

分

項

目

標 

策

略 
方案 重點計畫 

輔導學生藉由育成中心創業（研發處） 

推動創新創意課程及競賽活動（研發處、教務處）

建

立

教 

學

特

色 

加強基本能力

加強外語能力（教務處） 

加強資訊素養（教務處） 

落實系所基本能力指標（教務處） 

推動學生學習歷程檔案（教務處） 

提升教學品質

加強數位教學（教務處） 

鼓勵師生參與競賽（教務處） 

鼓勵教師改善教材製作（教務處） 

落實教學評鑑制度（教務處） 

建立完善教學助理制度（教務處） 

推動品格教育

提升學生品德教育（學務處） 

加強學生法治教育（學務處） 

強化勞作教育及服務學習課程與教育（學務處、通

識教育中心） 

推動策略聯盟
深化高中職合作關係（教務處、秘書室、學務處）

加強招生宣導與穩定學生來源（教務處） 

精

進

通

識

教

育 

推動人文素養

推廣校園藝文活動（藝文中心） 

倡導經典閱讀（通識教育中心） 

擴大通識教育融入教學與輔導（教務處、學務處、

通識教育中心） 

強化通識課程

發展優質通識課程（通識教育中心） 

提升通識教學品質（通識教育中心） 

推動通識講座（通識教育中心） 

強

化

校

企

雙

向

交

流 

落
實
產
學
合
作 

加強產學研究
爭取校外各項資源強化研發能量（研發處） 

加強進行產學合作（研發處） 

爭取業界合作

擴大創新育成中心進駐廠商（研發處） 

增進產業與學校互動（研發處） 

推動教師至業界服務（研發處） 

開
辦
推
廣
教
育 

辦理企業訓練
積極辦理企業訓練課程（進修部） 

規劃專業證照訓練課程（進修部） 

擴增回流教育

爭取開辦社區大學課程（進修部） 

加強辦理回流教育學分班（進修部） 

積極開發多元推廣教育班（進修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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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目

標 

分

項

目

標 

策

略 
方案 重點計畫 

提

升

學

校

整

體

效

能 

倍

增

行

政

效

能 

營造數位環境

加強推動會計行政電腦化（會計室） 

加強校務行政電腦化效能及系統資料庫整合（圖資

處） 

推動智財權保護工作（圖資處、教務處、學務處、

秘書室） 

提升行政效能

強化聯合服務櫃檯之資訊功能（秘書室） 

調查行政單位服務滿意度（秘書室） 

鼓勵職員工在職進修提升行政效能（人事室） 

落實行政與學術單位年度績效考核（秘書室、教務

處） 

落實行政績效管考機制（秘書室） 

持續推行公文無紙化（總務處） 

提升行政硬體設備（總務處） 

推動個資保護工作（圖資處、秘書室、人事室） 

落實內部控制
落實風險評估強化內部控制機制（內控推動委員會）

提升內部稽核作業效能（內控推動委員會） 

落實績效考核

實施教師評鑑與職員工考核（人事室） 

實施教師學術研究費分級（人事室） 

建立教職員工退場機制（人事室） 

執行職員工人力合理配置（人事室） 

辦理職員工輪調落實職務代理制度（人事室） 

建

置

友

善

校

園 

增進員工照顧

落實教職員工福利制度（人事室） 

實施教職員工退休撫卹離職資遣制度（人事室） 

強化教職員工健康促進活動（學務處） 

落實職員工終身學習護照之推動（人事室） 

建置永續校園

落實推動校園環保（總務處、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

中心） 

加強校園節能（總務處） 

落實智慧化校園（總務處） 

加強校園綠美化（總務處、環境保護暨安全衛生中

心） 

建置校園入口意象（總務處） 

加強友善校園環境建置（總務處） 

提升公共形象 提升學校形象（秘書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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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目

標 

分

項

目

標 

策

略 
方案 重點計畫 

擴大公共活動（秘書室） 

落實性別平等

教育 

加強性別平等教育宣導（學務處、通識教育中心）

加強性騷擾與性侵害防治（學務處） 

落實性別工作平等事項（人事室） 

擁

抱

社

區

胸

懷

國

際 

推

動

社

會

關

懷 

照顧弱勢族群

強化弱勢學生補助（學務處） 

持續建構無障礙空間之友善校園（總務處） 

強化身心靈健全的學習環境（學務處） 

擴大社區服務

輔導學生參與深耕推廣服務學習（學務處） 

提升勞作教育與服務學習之體驗（學務處） 

持續推動社區圖書資訊服務（圖資處） 

結合社區藝文活動（藝文中心） 

加

強

國

際

交

流 

鼓勵海外研習

增闢海外合作姊妹學校（研發處） 

加強姊妹校之實質交流（研發處） 

辦理海外短期語言進修課程（研發處） 

開發雙聯學制、碩士專班等多樣化合作模式（研發

處） 

落實海外實習（研發處） 

增收境外學生

辦理境外學生交流（研發處、學務處） 

營造境外學生友善校園（研發處、學務處） 

擴大境外招生活動（研發處、教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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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發展計畫之特色與資源應用 
 
本期中程校務發展計畫，乃教育部遴選公益董事會後，本校原規劃之中程校務發展計

畫，依據實際需求再作修訂。其重點在延續前階段中程校務發展計畫之執行成果，持續

促成校務之發展與轉型，以更宏觀之角度與格局，規劃學校未來 5 年之發展，有效提升

改名科大後的學校與學生競爭力。 

 

本校根據教育部推動「產學合作」、「創新育成」與「國際合作」之發展重點，並強化校

內教學品質，提升學生畢業後之就業競爭力，訂定本期中程校務發展指標為「塑造全人

技術人才」、「強化校企雙向交流」、「提升學校整體效能」、「擁抱社區胸懷國際」。希望

在改名科技大學之後，包括提升師資結構、加速學院整合、深化系科特色，以及提升行

政效能等積極作為，促進整體校務之發展，打造一所具競爭力的優質科技大學，為學生、

產業及社會，做出貢獻，並追求學業、企業、就業「三業結合為一」，以提升學生就業

能力與競爭力。 

 

前階段中程校務發展計畫主要著力點，在於改善學校體質，打造科技大學基礎，延續此

一規劃方向，本期中程校務發展計畫乃著眼於強化學校之競爭力，使本校發展與產業現

況相互結合，達成技職教育之使命。故將配合國家以服務業為主力產業之規劃，一方面

達成建立以服務業為特色的系科發展目標，一方面配合創新育成中心及推廣教育中心之

推展，有效推動本校以服務業為目標之學校特色並與產業結合，以大幅提升本校競爭

力。故本期中程校務發展計畫，乃參考國內外多項資訊及技職教育之特性後擬定，並經

本校多次校內教職員生座談，及校內各委員會提供意見，凝聚各方共識，撰寫小組反覆

討論並修正始告定案。 

 

為使本期中程校務發展計畫能順利規劃完成，本校成立「校務發展規劃委員會」、「財務

規劃委員會」及「校園規劃委員會」，針對中程校務發展計畫中，有關學生人數之預估，

師資之延聘，圖書儀器經費之分配，均有詳細完整之討論與規劃。希望藉此能有效地善

用學校未來 5 年之財務與資源，以努力成為一流的科技大學。 

 
(一)學生人數之預估 
 

學生人數為本校財務收入之主要來源，除持續爭取教育部獎補助款及各項獎助計畫外，

本校也積極爭取產學合作、推廣教育及技術服務之收入，希望能藉此增加學校之收入。

但以現在推廣教育等尚未成為學校穩定收入之前，學生人數之正確估算，影響未來財務

規劃甚大，進而影響資源之分配，故未來 5 年學生之預估，是本期中程校務計畫重要前

提條件。 

 

在本期中程校務發展計畫中，本校參考過去幾年高中職畢業學生數之變化及過去幾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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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率之資訊，並採取相對較為保守的估計，預估未來新生班級數日間部學士班新生班每

班以 48 人；碩士班新生每班以 10 人估算;進修部新生每班以 32 人，碩士在職專班每班

以 10 人估算;進院暨進專新生班每班以 30 人計，並考慮了休退學及轉入學生之變化，規

劃出未來 5 年學生人數。預估未來 5 年（102-106 學年度）學生人數之變化，如下表所

示： 

本校未來 5 年學生數之預估 

學年度 
 學生數 

學制 
102 學年度 103 學年度 104 學年度 105 學年度 106 學年度 

日間部 5,468 5,496 5,520 5,483 5,416 

進修部 2,371 2,575 2,677 2,781 2,880 

進修專校 547 533 570 570 570 

合  計 8,386 8,604 8,767 8,834 8,866 

 

(二)師資人數之預估 
 
學校每年之財務規劃中，人事費一向為支出之最大比例，為有效地規劃學校資源，精確

估算師資人數及人事經費為財務規劃中最重要之一環。本校為考量教育部所訂生師比、

各系未來發展重點及提升教學品質下，積極鼓勵教師升等，推動至 106 學年度，助理教

授以上比例可維持在 70%以上，未來之師資結構如下表所示： 

 

102 學年度至 106 學年度本校師資推估一覽表 

職級 

學年度 
102 學年度 103 學年度 104 學年度 105 學年度 106 學年度

教授 16 16 17 17 17 

副教授 90 92 95 97 97 

助理教授 75 80 79 80 80 

講師 82 75 72 69 69 

合計 263 263 263 263 265 

助理教授以上

師資比例 
68.82% 71.48% 72.62% 73.76% 7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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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財務之規劃 
 
本校依據中程發展計畫之財務規劃，研擬學年度之預算編列及分配標準，每學年度預算

之編列及分配均經財務規劃委員會之「預算審查會議」詳細討論，核實刪增後才定案，

對於全校各單位所提出之年度預算均嚴加審核，徹底把關，使確實達成開支之撙節，而

落實開源節流之財務規劃目標；同時為提高會計行政效率，會計室配合資訊中心規劃預

算編製流程、電腦作業表格，以簡化各單位預算編製程序，縮短作業時間，並實施會計

資訊請採系統，預計未來會計電腦化全部完成後，將可迅速掌握預算實際執行狀況，也

可及時掌握財務收支資訊。本校圖書博物、教學設備及營繕設備等財務規劃 102-106 學

年度所需經費如下表： 

單位：仟元 

學年度 102 103 104 105 106 合 計

圖書博物 7,250 9,800 8,400 9,178 9,750 44,378 

教學設備 27,111 24,970 26,350 26,300 26,500 131,231

營繕設備 28,777 28,630 28,910 28,780 28,580 143,677

合計 63,138 63,400 63,660 64,258 64,830 319,286

 

(四)開源節流 
 
有鑑於學生來源日益減少及經濟景氣因素等客觀環境變化影響，本校學費收入日益減

少，未來在學校財務營運上，致力於開源節流為本校首要之課題，總務處目前推動節能

減碳相關政策措施，期能大幅節省學校支出，以達撙節之效；進修推廣中心當前全力開

拓學費及獎補助款以外之收入來源，除了持續承辦職訓局委辦之各項職業訓練班外，更

積極延攬校內外優秀師資開辦各項國際專業證照認證班，期能以此等收入挹注學校財

務，補充可能短少之學雜費及獎補助款收入。 
 
本校研發處整合系所資源成立的「創新育成中心」，其相關業務正持續成長中，並已爭

取到經濟部中小企業處之補助。 
 


